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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卡特爾（或稱聯合行為）向來被普遍認為是危害最大之反競爭行為，世界先進

之法治國家莫不對之在競爭法律制度中加以規範並制裁。對於卡特爾為規範之國際

潮流與趨勢中國在制定反壟斷法時亦有所認知，故 2007 年 8 月 30 日所公布，並已

自 2008 年 8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之反壟斷法也於第二章規定壟斷協議之禁止。 

本文主要是對我國公平交易法與中國反壟斷法關於卡特爾之違法構成要件及其

相關議題作探討，並以比較、分析該兩部法律其中規範之異同性作為核心目標，希

望藉此對我國競爭法制之啟發能有些微助益；並期待已在或正積極規劃前往中國投

資之我國企業於利用中國該令人垂涎之市場商機的同時，能對反壟斷法中卡特爾規

範有初步之認知與瞭解，而避免誤觸此等危害最大之反競爭行為的法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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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加入WTO後之中國，由於投資環境發生變化，新的市場開放措施帶來商機，吸

引了全球各地企業之關注與積極投資。面對全球中國投資熱之浪潮下，拋開政治觀

點及立場不談，身處世界經濟一環之台灣似乎亦無法不受波及；再加上台灣於文

化、語言及風俗習慣皆與中國相似，故近年來我國企業赴中國投資，無論是件數或

金額一直在我國對外總投資中佔有無可取代之超高比重1。又由此可知，我國企業現

於中國是有著極為熱絡與頻繁之商業活動；且此情形在日後兩岸不斷地經貿交流與

開啟協商下，甚至會持續蔓延及拓展亦非不無可能。  

備受各國媒體、法律界及經濟界之廣泛關注且被中國學者稱為經濟憲法2之中國

反壟斷法（以下簡稱反壟斷法）已於 2008 年 8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其雖會將中國

之競爭環境與反壟斷法律制度正式導入一個嶄新之歷史發展階段。然不可否認，該

情勢對已在中國有著極為熱絡與頻繁之商業活動的台商以及正積極規劃欲前往該處

投資的我國企業來說，必定會造成一定程度之衝擊與影響，故我國企業非但不可忽

視反壟斷法之存在，甚至尚需對該法有基本之認識。 

卡特爾向來被普遍認為是危害最大之反競爭行為，世界先進之法治國家莫不對

該行為在競爭法律制度中加以規範並制裁；此潮流與趨勢中國在制訂反壟斷法時亦

有所認知，故於該法第二章規定壟斷協議之禁止。又從在中國之企業早已把大動作

且公開之卡特爾當作習以為常來看3，反壟斷法實施後，壟斷協議規制應會成為執法

之重心之一。而本文嘗試對公平交易法（以下簡稱公平法）與反壟斷法中卡特爾之 

                                                      
1 據統計，1991 年至 2008 年我國對中國投資之件數、金額為 3 萬 7,181 件、755 億 6,046 萬美

元，分別佔同期間我國對外總投資件數、金額之 76.41%、57.13%；2009 年 1 月至 7 月我國對中

國投資之件數、金額為 204 件、25 億 4,449 萬美元，分別佔同期間我國對外總投資件數、金額之

58.62%、64.6%，陸委會網站，http://www.mac.gov.tw/mp.asp?mp=1，最後瀏覽日期：2010/9/13。 
2 王曉曄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壟斷法詳解，1 版，知識產權，9 (2008)；史際春等，反壟斷

法理解與適用，1 版，中國法制，2 (2007)。 
3 例如備受中國學界與實務界廣泛討論之 2006 年方便麵集體漲價事件（包括台灣企業之統一集

團與康師傅集團皆有參與），新華網網站，http://www.cq.xinhuanet.com/，最後瀏覽日期：

20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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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構成要件相互比較與研析，希望藉此對我國競爭法制之啟發能有些微助益；亦

期待已在或正積極規劃前往中國投資之我國企業於利用中國該令人垂涎之市場商機

的同時，能對反壟斷法中卡特爾規範有初步之認知與瞭解，而避免誤觸此等危害最

大之反競爭行為的法律風險。 

需補充說明者，壟斷協議按反壟斷法第 13 條第 2 項是指，兩個以上經營者相

互間達成之排除、限制競爭之協議、決定或者其他協同行為；且依同法第 13 條第 1

項與第 14 條之規定尚可將其區分成「橫向壟斷協議」與「縱向壟斷協議」 4。準

此，該壟斷協議在概念上明顯包含水平卡特爾及垂直卡特爾，即無論何者皆屬於反

壟斷法中壟斷協議所欲規制之對象。蓋反壟斷法關於卡特爾之規範有所謂「橫向壟

斷協議」與「縱向壟斷協議」，故中國學界一般亦皆順其區分而對該二者分別闡

釋；又雖然本文主要是以兩岸對於卡特爾之違法構成要件之比較為討論重點，且我

國公平法亦僅對水平卡特爾（聯合）有所規範，惟垂直性限制行為與垂直卡特爾畢

竟屬類似之概念 5，且其重要性在我國法制目前尚無垂直卡特爾之情形下實不可言

喻，故也應有研究之必要；然礙於篇幅囿限，是本文祇將垂直性限制行為中之價格

限制，即公平法第 18 條之維持轉售價格納入討論範圍，而與反壟斷法中縱向壟斷

協議之價格協議相互比較與研析，併此敘明。 

                                                      
4 安建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壟斷法釋義，1 版，法律出版社，14、15 (2007)；吳高盛主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壟斷法釋義，1 版，中國法制，36 (2007)；時建中主編，反壟斷法—法典釋評

與學理探源，1 版，人民大學，28、29 (2008)；尚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壟斷法》理解與

適用，1 版，法律出版社，12 (2007)；曹康泰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壟斷法解讀—理念、制

度、機制、措施，1 版，中國法制，53 (2007)；史際春等，前揭註 2，27；王曉曄主編，前揭註

2，23。 
5 垂直卡特爾與垂直性限制行為雖然皆可能為某一產銷階段與次一產銷階段之事業間就商品價

格或非價格事項之限制競爭約定，而屬相似之概念。惟若實質言之，垂直卡特爾是上下游事業雙

方皆自願地且具共同目的而為之限制競爭約定；垂直性限制行為則是上下游事業之一方對另一方

施以限制，雙方不但無共同目的且受限制之他方對於限制競爭約定亦並非自願，故二者仍有不同

而在概念上應有所區別。但我國學說上亦有未區分垂直卡特爾（聯合）與垂直性限制行為之概念

而將該二者等同視之，例如學者陳櫻琴，劉華美即是，分別詳參賴源河編審、陳櫻琴執筆，公平

交易法新論，3 版，元照出版，273、316 (2005)；廖義男、何之邁、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

劉華美，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一）第 1 條至第 17 條，公平會 92 年合作研究報告，299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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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公平交易法聯合行為與中國反壟斷法 
橫向壟斷協議之違法構成要件之比較 

台灣與中國雖對於卡特爾行為皆有所規制並在公平法、反壟斷法中作出原則禁

止之規定，惟在規範之實質內容上仍有諸多之不同。以下茲就兩部法律對卡特爾之

規範架構、例外許可（法定例外）、主體要件、聯合行為之合意方式（壟斷協議之

表現方式）、限制競爭之內容（協議之內容）、對特定市場之影響（排除、限制競

爭）等各方面予以相互比較之。 

(一) 規範架構 

蓋公平法第 7 條明文將垂直聯合排除於聯合行為之規範外，是我國競爭法制上

並無垂直聯合（卡特爾）而祇有水平聯合之概念。又此等立法下，如上、下游事業

間雙方具共同目的且皆自願地為垂直聯合，在絕大多數情形僅能以同法第 18 條、

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來處罰行為之一方。至於反壟斷法，因第 13 條、第 14 條明

確對橫向壟斷協議（水平卡特爾）與縱向壟斷協議（垂直卡特爾）作出禁止規範6，

故祇要經營者為壟斷協議，不論彼此間是否屬同一產銷階段，皆有成為反壟斷法之

規制對象而同受處罰之可能。 

(二) 例外許可／法定例外 

公平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謂，事業不得為聯合行為。然同條項但書又規定，

若事業有「『為降低成本、改良品質或增進效率，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

                                                      
6 反壟斷法第 13 條規定「禁止具有競爭關係的經營者達成下列壟斷協議：（一）固定或者變更

商品價格；（二）限制商品的生產數量或者銷售數量；（三）分割銷售市場或者原材料採購市

場；（四）限制購買新技術、新設備或者限制開發新技術、新產品；（五）聯合抵制交易；

（六）國務院反壟斷執法機構認定的其他壟斷協議。本法所稱壟斷協議，是指排除、限制競爭的

協議、決定或者其他協同行為。」第 14 條「禁止經營者與交易相對人達成下列壟斷協議：（一）

固定向第三人轉售商品的價格；（二）限定向第三人轉售商品的最低價格；（三）國務院反壟斷

執法機構認定的其他壟斷協議。」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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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技術、改良品質、降低成本或增進效率，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

者』、『為促進事業合理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

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為加強貿易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

共同行為者』、『經濟不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低於平均生產成本，致該行業之

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數量、設備或價格

之共同行為者』、『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率，或加強其競爭能力所為之共同行

為者』」法律所列舉之七種情形之一，而有益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益，並向公平會

申請且獲許可者，則不構成聯合行為之違反。此外，同法第 15 條尚規定，公平會

為聯合行為之許可時，得附加條件或負擔。是以，我國公平法對聯合行為規範是採

取原則禁止、例外許可之立法模式，學說上有稱之為「附許可保留之禁止原則7」。 

至於反壟斷法先分別在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禁止經營者間為橫向壟斷協

議、縱向壟斷協議；之後又於第 15 條「經營者能夠證明所達成的協議屬於下列情

形之一的，不適用本法第 13 條、第 14 條的規定：（一）為改進技術、研究開發新

產品的；（二）為提高產品品質、降低成本、增進效率，統一產品規格、標準或者

實行專業化分工的；（三）為提高中小經營者經營效率，增強中小經營者競爭力

的；（四）為實現節約能源、保護環境、救災救助等社會公共利益的；（五）因經

濟不景氣，為緩解銷售量嚴重下降或者生產明顯過剩的；（六）為保障對外貿易和

對外經濟合作中的正當利益的；（七）法律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情形。屬於前款第

一項至第五項情形，不適用本法第 13 條、第 14 條規定的，經營者還應當證明所達

成的協議不會嚴重限制相關市場的競爭，並且能夠使消費者分享由此產生的利

益。」規定壟斷協議之豁免制度，即經營者倘符合一定之條件，則不適用關於壟斷

協議禁止之規範。準此，反壟斷法對壟斷協議所採取者為原則禁止、法定例外之立

法模式8。  

又兩部法律對卡特爾雖然皆採取例外不予禁止之立法，惟在規範上仍有所不

同。析言之，事業得向公平會申請許可之態樣，公平法在第 14 條第 1 項作了列舉

性之限制，即申請例外許可聯合之情形，以該條項各款所規定者為限（即列舉規

                                                      
7 吳秀明，「聯合行為理論與實務之回顧與展望—以構成要件之相關問題為中心」，競爭法制

之發軔與展開，1 版，元照出版，6 (2004)。 
8 廖義男，「中國大陸反壟斷法評析」，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20 期，17、18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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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9；而反壟斷法因第 15 條第 1 項第 7 款明文規定兜底（概括）條款，故經營者

受豁免之協議不限於該條項第 1 款至第 6 款所列舉之情形。再者，公平法第 14 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事業之聯合除了應符合法律列舉之情形並有益整體經濟與公共利

益外，尚需向公平會申請取可，始得豁免於聯合行為之禁止規範；反之，經營者在

符合反壟斷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5 款之情形，祇要證明該協議具有「不會

嚴重限制相關市場」及「能夠使消費者分享因此所生之利益」之兩要件即能豁免而

無庸向執法機關申請許可（至於同條項第 6 款、第 7 款，經營者祇要有該等情形即

可豁免，更無需證明前開兩要件）10，亦即，反壟斷法第 15 條對壟斷協議之豁免未

規定申報制度，完全由經營者自行判斷其是否該當豁免之條件11。此外，除前述反

壟斷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兜底條款外，同條項第 4 款亦非公平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列舉之七種情形所得涵蓋，是反壟斷法在得豁免之卡特爾態樣相較於公平法

而言，應屬更為廣泛。 

(三) 主體要件 

依公平法第 2 條規定，我國聯合行為之禁止規範在主體要件上可分為公司、獨

資或合夥之工商行號、同業公會、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人或團體等四種

不同類型之事業。而按反壟斷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經營者雖僅指從事商品生

產、經營或提供服務之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惟第 16 條明文禁止行業協會為

壟斷協議（即『行業協會不得組織本行業的經營者從事本章禁止的壟斷行為』），

故該法壟斷協議在主體要件上仍可區分成四種不同之類型。 

1. 公司╱法人 

此部分較有疑義者為關係企業間是否有聯合行為之適用。學者廖義男於我國公

司法關係企業專章制定前主張，在同一關係企業集團下，無論是控制公司與從屬公

                                                      
9 黃茂榮，公平交易法理論與實務，1 版，自版，235 (1993)；汪渡村，公平交易法，3 版，五

南出版，107、108 (2007)；賴源河編審，姜炳俊執筆，前揭註 5，256。 
10 時建中主編，前揭註 4，183、184。 
11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經濟法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壟斷法—條文說明、立法理

由及其相關規定，1 版，北京大學，8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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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間，抑或從屬公司彼此間（即姊妹公司間）皆不受聯合行為所規範12。而公平會

亦認為，關係企業彼此間之聯合需參與之事業已無經營決策的獨立性始可不受公平

法聯合行為所規範；至於獨立性之判斷則應實質上視該等關係企業間有無控制、從

屬關係13。對於前開見解本文基本上皆贊同之，且進一步認為該等問題似應配合現

行公司法關係企業之相關規定予以處理。詳言之，公司法下「控制從屬關係」之關

係企業類型（無論是基於股權持有結構或出資比例，抑或人事、財務或業務的支配

權所形成），應逕將母子公司視為經濟上之一個事業體而排除聯合行為之適用。

「相互投資關係」之類型，除非一事業對他事業（或兩事業彼此間）已有公司法上

之控制關係外，否則原則上仍應受聯合行為之規範。至於同受他事業所控制之姊妹

公司間應區分「同為相同母公司或個人股東所完全持有股權或出資額之姊妹公司」

與「『同為相同母公司或個人股東所持有過半數股權或出資額之姊妹公司』、『在

人事、財務或業務同為相同母公司或個人股東所支配之姊妹公司』」兩類型。前者

之合意應認為是一個經濟上之事業體的行為（即視為母公司之行為）而無聯合行為

之適用。後者則需個案認定：即姊妹公司在合意之決策過程實際上是受母公司所支

配控制，自不適用聯合行為；惟如各自是基於獨立自主之經濟地位而為決策，則仍

受聯合行為所規範。 

反觀中國學者對此問題之看法，多數見解主張應直接將母公司與其全資子公司

間之協議（橫向或縱向）排除於反壟斷法的調整範圍之外14。至於母公司與其非全

資子公司間之協議（橫向或縱向），有認為應對母公司控制子公司之程度進行具體

之分析（所謂控制，不在於絕對地看相互之間持有股份數量之多少，而是強調以多

種方式形成對某一公司財務、人事以及經營上之控制權並實際行使了該控制權之事

實狀態；然倘母公司對子公司之持股比例過半時則可推定具有實際控制關係而認渠

等已構成同一經濟主體）；且對於姊妹公司間之協議（橫向或縱向）應區分成「已

皆被母公司達到全資控制之姊妹公司」、「皆未被母公司達到全資控制之姊妹公

                                                      
12 廖義男，公平交易法之理論與立法，1 版，自版，104-106 (1995)。 
13  公平會 (88)公貳字第 88044951001 函參照，公平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 

main/index.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0/9/15。 
14 王曉曄主編，前揭註 2，99；董靈，「論我國《反壟斷法》禁止的價格壟斷協議」，價格理

論與實踐，第 7 期，51 (2008)；張靖，「論對企業集團限制競爭協議的反壟斷規制」，湘潭大學

學報，第 33 卷第 2 期，87、8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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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兩類：前者彼此間之協議應排除適用反壟斷法；而後者，則可參照母公司與非

全資子公司之規制標準，按它們受母公司控制之程度來決定其協議是否會構成限制

競爭協議15。 

2. 同業公會╱行業協會 

(1) 意義、範圍 

我國公平法同業公會之意義與範圍學理上雖諸說紛陳，然工業團體法與商業團

體法之同業公會及自由業之同業公會均為同業公會之範疇，應屬學界較無歧見之部

分16。而「同業公會聯合會」、「省工業會、直轄市工業會、全國工業總會，以及

縣（市）商業會、省商業會、直轄市商業會、全國商業總會」等組織，本文認為皆

應將其納入同業公會之概念17。至於「農會、漁會」，若是其藉由會員大會決議而

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應為同法第 2 條第 3 款之同業公會；然如其就自身經營之業

務與他事業為聯合行為，則應屬同條第 4 款之範疇18。此外，關於「聯誼社、協進

會」等同業團體，倘本身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自應將其列為第 4 款之範疇；

然若該等組織未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且實際上之功能與同業公會類似，本文

採取學者吳秀明之見解而主張應目的性擴張解釋同法第 2 條第 3 款，使其亦能有如

公會般地受到規範19。 

我國執法實務上，公平會 91 年 6 月 19 日公布之公平法施行細則最新修正條

文，其第 2 條規定「本法第 2 條第 3 款所稱同業公會如下：一、依工業團體法成立

之工業同業公會及工業會。二、依商業團體法成立之商業同業公會、商業同業公會

聯合會、輸出業同業公會及聯合會、商業會。三、依其他法規規定所成立之職業團

體。」而其中該條第 3 款所稱之情形，如醫師公會、建築師公會、律師公會與會計

                                                      
15 張靖，前揭註 14，87、88。 
16 廖義男，公平交易法之釋論與實務，1 版，自版，23-25 (1994)；蕭文生，「同業公會聯合行

為之處分主體」，聯合行為構成要件之研究—同業公會聯合行為之處分主體及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

與第 19 條第 4 款之適用關係，公平會 87 年合作研究計畫，20、21 (1998)；蘇永欽，「事業團體

的聯合行為」，政大法學評論，第 44 期，211、212 (1991)；吳秀明，前揭註 7，19-23。 
17 吳秀明，前揭註 7，19-23。 
18 蕭文生，前揭註 16，20、21。 
19  吳秀明，前揭註 7，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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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公會等20。此外，關於農漁會公平會則認為屬第 4 款之範疇21，如(98)年公處字第

141 號之頭城區漁會及陳宏棋等 7 人聯合行為處分案22。又前述規定未公佈前，公

平會在處分案例上對聯誼社等組織，有以該事業團體本身（通常加上其代表人）為

處分對象；亦有以個別會員為處分對象者，對於前者，公平會認為該等組織屬第 4

款之事業團體23。 

中國行業協會目前並無統一之中央立法，反壟斷法亦無明確地對之作出定義。

惟依學者之闡釋，其是指由同一行業之經營者為增進同業利益所組成之非營利性之

社會組織24。而商會此種綜合性（不分行業）和地域較強之中介組織，一般認為非

屬反壟斷法上之行業協會25。又中國學界對職業協會是否為行業協會之範疇存有爭

議26，此與我國通說、實務咸認自由業公會屬同業公會之概念有所不同。此外，學

界雖有建議在細則中將商會、職業協會等組織納入行業協會之規制範圍27，然觀之

目前發改委、工商總局之相關法規草案中 28，卻對行業協會之定義、範圍皆無闡

述，將來執法上究會如何認定則有待觀察。 

(2) 行為之判斷標準 

有關我國同業公會聯合行為之判斷，學說上認為，除會員大會決議及章程規定

之外，至少有權（可能依章程或大會授權）機關依章程所定之程序所為之決議與決

議之執行，以及其代表公會對外所為之行為，皆應可認為是公會之聯合行為。理事

長之行為如是依據大會或章程之明確授權，則該行為可能構成聯合行為；如未經授

                                                      
20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認識公平交易法，12 版，公平會，9 (2009)。 
21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認識公平交易法，12 版，公平會，9 (2009)。 
22 關於該案，詳參公平會(98)公處字第 141 號處分書，公平會網站，http://www.ftc.gov.tw/ 

uploadDecision/fcf5ea9a-5978-4a11-a2a0-c15e24956db3.pdf，最後瀏覽日期：2010/9/15。 
23 吳秀明，前揭註 7，21。 
24 游鈺，卡特爾規制制度研究，1 版，法律出版社，167 (2006)；時建中主編，前揭註 4，126。 
25 時建中主編，前揭註 4，126。 
26 例如學者魯籬採取否定見解，詳參氏著，行業協會經濟自治權研究，1 版，法律出版社，7 

(2003)，轉引自時建中主編，前揭註 4，126、127。而學者游鈺則採取肯定見解，詳參氏著，前揭

註 24，171；學者時建中亦持肯定看法，詳參氏主編，前揭註 4，127。 
27 徐士英，「行業協會限制競爭行為的法律調整－解讀《反壟斷法》對行業協會的規制」，法

學，第 12 期，33 (2007)。 
28 此處所謂「發改委、工商總局之相關法規草案」分別是指「反價格壟斷規定（國家發展和改

革委員會 2009 年 8 月 12 日徵求意見稿）」、「工商行政管理機關禁止壟斷協議行為的規定（國

家工商行政管理總局 2010 年 5 月 25 日徵求意見稿）」（以下皆同）。 

http://www.ftc.gov.tw/uploadDecision/fcf5ea9a-5978-4a11-a2a0-c15e24956db3.pdf
http://www.ftc.gov.tw/uploadDecision/fcf5ea9a-5978-4a11-a2a0-c15e24956db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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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建議或決定則與公會無關，而應屬個別事業之聯合行為29。然在執法實務上，

祇要是理監事以會議決議之方式約束會員之事業活動，公平會通常即會認定同業公

會已違反聯合行為之禁止規範，而不論該等會議決議有無章程或會員大會之授權

30；且依公平會見解，公平法第 7 條第 4 項之「其他方法」包括同業公會內部組織

或會議決議採取一致性行為、發函予會員，或同業公會之代表人或代理人以同業公

會名義對外通知或公告週知（例如理事長及理事等以電話或派遣幹部親訪，或以該

公會名義發文等手段勸導會員）之行為皆屬之31。 

反觀行業協會之壟斷協議，中國學者有主張以「實質高於形式原則」來判斷32，

故無論依規章（章程）、決定或建議等行為，祇要使成員企業直接就某些競爭因素

達成一致意見，皆應受反壟斷法之規範，此結論亦為多數學者所支持33。然有學者

以反壟斷法第 16 條「組織」之文義出發而採取更廣義之解釋認為，除前述情形

外，行業協會向會員提出倡議、構想，以及行業協會之安排，即在經營者間進行聯

絡和為經營者簽訂或商談協議提供條件等行為，亦均屬反壟斷法規制之範圍34。而

從發改委、工商總局之相關法規草案中分別有禁止行業協會不得以「『制定發佈行

業協會規則、決定、通知等』、『召集成員討論並形成協議、決議、紀要、備忘錄

等』、『為成員達成壟斷協議提供便利條件』（第 9 條）」、「『制定發佈含有排

除、限制競爭內容之行業協會章程、規則、決定、通知、標準等』、『召集、組織

或推動成員達成含有排除、限制競爭內容之協議、決議、紀要、備忘錄等』（第 10

條）」之方式，而組織會員經營者從事壟斷協議觀之，將來執法實務上有採取更廣

義見解之可能。若是，反壟斷法下對於行業協會為卡特爾之禁止規範相較於公平法

規定而言似乎更屬嚴格。再者，前揭所列之各方式若由非會員大會之其他執行機關

或該機關之人員（如理事長、秘書長）所為，如章程或會員大會有明確授權固無問

                                                      
29 吳秀明，前揭註 7，32-34；蘇永欽，前揭註 16，215。 
30 公平會(95)公處字第 013 號、(96)公處字第 007 號、(96)公處字第 021 號處分案參照，公平會

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index.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0/9/15。 
31 公平會(96)公處字第 082 處分案參照，公平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index. 

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0/9/15。 
32 盛杰民、焦海濤，「論中國反壟斷法對行業協會的規制」，重慶大學學報，第 4 期，94 

(2008)。 
33 史際春等，前揭註 2，128；時建中主編，前揭註 4，194、431；游鈺，前揭註 24，171。 
34 王曉曄主編，前揭註 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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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然該執行機關或該機關之人員倘非基於授權而逕自為之，行業協會是否仍需承

擔壟斷協議之法律責任則不得而知，此有待學說或執法機關將來進一步釐清。 

(3) 處分主體之問題 

我國公平法於立法當時將同業公會納入第 2 條之事業範圍，目的乃在於使經常

主導聯合漲價之同業公會亦能受規制35。惟聯合行為需有二以上之事業始克成立，

因此實務上執法機關與法院曾就同業公會能否構成聯合行為出現不同之看法36，故

為解決爭議，2002 年 2 月修正公平法時，特別增訂第 7 條第 4 項，即同業公會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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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水平

聯合。 

又於現行立法下，蓋「同業公會」與「會員事業」按公平法第 2 條皆屬「事

業」之概念；且第 7 條第 4 項僅將同業公會約束其會員業務活動之行為擬制成聯合

行為，故當會員事業因同業公會之主導（如決議）而從事聯合行為時，行為主體與

處分主體究竟祇有同業公會此事業，抑或除同業公會外，尚包含非同業公會之事業

（因其嗣後之執行行為本質上依同條第 1 項、第 2 項亦為事業之聯合行為），即滋

生疑義。若以第 7 條第 4 項規定之修訂背景及文義來看，同業公會約束會員之業務

活動需受管制且其應成為被處分之主體固無疑問。然在同業公會主導聯合行為之場

合，絕不單單祇有其以決議（或其他方法）約束會員之業務活動，毋寧是同業公會

之會員事業嗣後遵照並執行該決議內容，對市場自由競爭所造成之嚴重破壞，方屬

競爭法更應積極關切、制止者。然立法者似乎未察覺此等事實，祇一味地欲使同業

公會受聯合行為規範而先將其納入事業之範疇，後來又為解決同業公會在主導會員

聯合行為時於主體要件上之適用問題而修法將該等主導行為擬制成水平聯合。最終

亦導致公平會在如此之立法架構下認為透過同業公會之聯合行為，不論會員事業有

否執行決議之內容，原則上皆僅將公會本身作為行為主體與處分主體，而與學界產

生重大歧見。質言之，按公平會第 732 次委員會議之決議37，目前我國執法實務對

於同業公會之聯合行為，無論會員事業嗣後是否執行該決議內容，原則上皆僅將公

                                                      
35 認識公平交易法，12 版，公平會，138、139 (2009)。 
36 最高法院 84 年台非字第 250 號判決曾在舊法下對同業公會可否為第 7 條聯合行為之主體採

取否定之見解，法源法律網，http://www.lawbank.com.tw/index.php，最後瀏覽日期：2010/9/15。 
37 公平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index.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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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本身作為行為主體與處分主體。然本文採取國內學界多數之看法38，即皆將聯合

行為區分成合意與執行兩階段，並分別依同業公會之決議行為、會員事業之執行決

議行為論處行政責任；要之，在同業公會聯合行為之場合，除其應為處分主體外，

如會員事業嗣後執行同業公會決議之內容，其亦成為聯合行為之主體而應受處分。 

反壟斷法雖亦在第 46 條第 3 項明文對行業協會之壟斷協議作出處罰規定而使

其承擔應有之行政責任。然在該規定下，行業協會受處罰尚須滿足「行業內之經營

者達成壟斷協議」、「該壟斷協議不具有法定豁免之情形」、「在經營者達成或實

施壟斷協議之過程中，行業協會實施了組織行為」等三個條件39，此與我國同業公

會祇要依章程或會員大會、理監事（需經授權）會議之決議約束會員之事業活動即

構成聯合行為而應受處罰有明顯之差異。舉例言之，如某同業公會之理事會有會員

大會之概括授權而可對會員作出約束事業活動之決議，今若理事會為減少生產之決

議且下達各會員事業，按公平法同業公會應構成聯合行為；然依反壟斷法，因決議

僅有下達可能尚未滿足經營者達成壟斷協議之條件（甚至該決議亦可能具有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法定豁免之情形）而使行業協會無庸受處罰。 

此外，依前揭規定之立法說明，經營者參加行業協會組織的壟斷協議，仍要按

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承擔相應之法律責任40。準此，當行業協會以決議約束會員經營

者之業務活動時，無論是在決議過程中持相同立場之會員（如投贊成票者），抑或

之後對決議付諸實行者，皆應成為受處分之對象。就此部分而言，無論是與我國執

法實務原則上僅處罰同業公會，抑或與我國學界多數見解，即「如會員事業嗣後執

行同業公會決議之內容，方會成為聯合行為之主體而受處分」相比，皆有重大之不

同，實值吾人注意。又若探究其原因，實為反壟斷法與我國公平法有著相異之立法

模式所肇致；亦因如此，反壟斷法在法律適用上即不會產生類似我國之前述問題。

要言之，該法並未將行業協會納入經營者之範圍，且對於經營者以及行業協會之壟

                                                      
38 蘇永欽，「同業公會聯合行為的處分對象」，跨越自治與管制，1 版，五南出版，95-97 

(1999)；吳秀明，前揭註 7，29、30；蕭文生，前揭註 16，39、40。 
39 曹康泰主編，前揭註 4，216、217。第 46 條第 3 項規定「行業協會違反本法規定，組織本行

業的經營者達成壟斷協議的，反壟斷執法機構可以處……」 
40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經濟法室編，前揭註 11，278。反壟斷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

「經營者違反本法規定，達成並實施壟斷協議的，由反壟斷執法機構責令停止違法行為，沒收違

法所得，並處上一年度銷售額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罰款；尚未實施所達成的壟斷協議

的，可以處 50 萬元以下的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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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協議是以個別單獨之法條規範之，即先於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禁止經營者為

橫向、縱向壟斷協議，之後又在第 16 條規定行業協會不得組織會員經營者從事壟

斷協議（無論橫向或縱向），使得該法中之壟斷協議明顯區分成「經營者」與「行

業協會」兩種不同之行為主體，而各自依該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2 項之規定承擔

自身之行政法律責任。 

3. 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人或團體╱自然人、其他組織 

公平法上之此等事業主體不必具有營利性41，但需有獨立性及繼續性42，已為

我國目前通說之見解。惟因其僅有「提供」二字，故如祇以「需求者」之身分對商

品或服務從事交易是否會構成事業主體則有爭議。多數見解認為，本款概括之事業

仍應包括商品或服務之「需求者」，而不限於「提供者」43。此外，若非屬公平法

第 2 條第 3 款之公會（即將該條款目的性擴張仍無法涵蓋之同業團體），但為同條

第 4 款範疇之事業團體以決議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因無法適用第 7 條第 4 項規

定；且決議通過後亦不該當聯合行為需有二以上行為主體之要求，此時本文採取學

者吳秀明之見解而主張應將第 7 條關於二以上有競爭關係事業之要件予以目的性限

縮，使該等情形亦能構成聯合行為44。至於無論按第 2 條第 3 款或第 4 款皆無法涵

蓋之事業團體，以決議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則完全不受公平法之規範，準此，我國

聯合行為在規範上亦產生了法律解釋所無法填補之漏洞。 

特別值得一提者，在(97)公處字第 119 號之桃園縣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聯合行為處分案，公平會認為，該職業工會所屬會員是從事不動產各種權利設定、

移轉等代理工作者；加以被處分人是依工會法所成立之職業工會，亦即無雇主而得

獨力提供服務之勞工或本身為提供服務主體之工會，故被處分人所屬會員或被處分

人本身已符合公平法第 2 條第 4 款之事業。是以，該職業工會召開理事會修訂會員

執行業務收費參考表並於代書會刊刊載「請會員到會索取收費參考表」之內容，已合

                                                      
41 廖義男，前揭註 16，26；黃茂榮，前揭註 9，48；汪渡村，前揭註 9，18。 
42 廖義男，前揭註 16，27；黃茂榮，前揭註 9，49；何之邁，公平交易法實論，1 版，自版，

12 (2001)；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認識公平交易法，12 版，公平會，9 (2009)。 
43 廖義男，前揭註 16，27、28；黃茂榮，前揭註 9，49。 
44 吳秀明，前揭註 7，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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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法第 7 條聯合行為而構成第 14 條第 1 項之違反45。然工會僅在特定情形下46，

即其需超出設立目的範圍之界線，以收取對價為前提，提供經濟性之商品或服務，

為附帶性之經濟活動時，方有可能成為第 2 條第 4 款之事業47。本案該職業工會所

為之行為並非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而不涉及經濟活動，故根本不屬於「提供商品或服

務從事交易之團體」，公平會竟將其認作是同條第 4 款之事業主體，理論上似有未

恰。又縱使該職業工會屬同條第 4 款之事業，其亦不該當同法第 7 條第 4 項需以同

業公會此主體為前提之要件，焉能成立該條項所稱之水平聯合；再者，該理事會決

議通過後所成立者為職業團體本身之意思而其變成唯一之行為人，也不符合聯合行

為需有二以上行為主體之要求，如何在不目的性限縮之情形下直接適用聯合行為之

規範。準此，上開處分案恐有再斟酌之餘地。 

依中國學界之多數見解，反壟斷法之「自然人、其他組織」需有繼續性、獨立

性之特徵48，惟不以有營利性為必要49，且亦無庸具備從事商品經營之行為的法律

                                                      
45 關於該案，詳參公平會(97)公處字第 119 號處分書，公平會網站，http://www.ftc.gov.tw/ 

uploadDecision/2005927/0970829_002_097d119.pdf，最後瀏覽日期：2010/9/15。此外，在台南市挖

土機推土機操作員職業工會聯合行為一案中，公平會又為如初一轍之見解而謂「查被處分人係依

工會法所成立之職業工會，其所屬會員係從事土木工程用重型機械及鏟土機械進行地表、山坡、

河床等之挖掘、堆移、削平、壓實等工作，並收取服務報酬，爰被處分人為公平交易法第 2 條第 
4 款所稱之『事業』，自應受公平交易法之規範。是被處分人製訂 94 年度重型機具價目表及 97
年度重型機具價目表之行為，係由被處分人於 94 年 4 月 11 日第 4 屆第 11 次理、監事會議及 97
年 6 月 3 日第 5 屆第 1 次臨時理、監事會分別議決議通過，故應認被處分人係本案之行為主

體……復查前開 94 年度重型機具價目表及 97 年度重型機具價目表明列各類重型機具承租價格，

涉及事業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核屬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關於該案詳參公平會(98)公處字

第 016 號處分書，公平會網站，http://www.ftc.gov.tw/uploadDecision/15aac11c-616f-40d9-a697-
87b6cc9ef 652.pdf，最後瀏覽日期：2010/9/15。 

46 例如工會為工會法第 5 條第 4 款「生產、消費、信用等合作社之組織」、第 6 款「勞工教育

及托兒所之舉辦」、第 7 款「圖書館、書報社之設置及出版物之印行」所規定之行為。 
47 廖義男、何之邁、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劉華美，前揭註 5，90。而由勞工所組成之工

會，與由事業所組成之同業公會，其性質截然不同，故工會亦不屬於公平法第 2 條第 3 款同業公

會之範疇。廖義男、何之邁、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劉華美，前揭註 5，92；相同見解者，

廖義男，前揭註 16，38、39。 
48 王曉曄主編，前揭註 2，80；安建主編，前揭註 4，34；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經

濟法室編，前揭註 11，61；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編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反壟斷法》學習問答，

1 版，中國民主法制，51、52 (2007)；法律出版社法規中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壟斷法注釋本

，1 版，法律出版社，11 (2008)。 
49 尚明主編，反壟斷法理論與中外案例評析，1 版，北京大學，27 (2008)；史際春等，前揭註

2，46；吳高盛主編，前揭註 4，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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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資格50，就此部分之概念與我國通說對公平法第 2 條第 4 款之闡釋應屬相當。

然由於第 12 條第 1 項對經營者之定義為「從事商品生產、經營或者提供服務的自

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故若單純以需求者之身分（即不從事商品生產、經營或

提供服務）從事交易是否會構成反壟斷法之經營者主體，有待將來學說與實務予以

補充。又如非屬行業協會之事業團體，但為從事商品生產、經營或提供服務之其他

組織以決議約束會員之業務活動時，因除行業協會外，壟斷協議需有複數經營者之

主體要件，故此時能否使該等組織受規制則不得而知。再者，若該非屬行業協會之

事業團體並不從事商品生產、經營或提供服務，由於並非反壟斷法所稱之經營者，

此時可否以壟斷協議規範之亦有疑問。準此，縱使反壟斷法將行業協會排除於經營

者之範疇外，而獨立對行業協會之限制競爭行為有所規範，依然產生了與我國公平

法前揭相類似之立法漏洞問題。 

(四) 聯合行為之合意方式／壟斷協議之表現方式 

公平法聯合行為之合意方式有契約、協議、其他方式之合意等三種型態。契約

與協議是指包含書面與口頭、明示與默示、當事人間所為具有法效意思表示、並產

生法律拘束力之合意51。其他方式之合意在我國通說與實務之見解下，包含「君子

協定」與「一致性行為」。前者是指，當事人間之約定並無法之拘束力，僅有道

德、社會或經濟上之事實上拘束力 52；而後者則是當事人對於共同之行為雖有合

意，但是否遵守，保有完全之自由，既無法之拘束，又無道德、社會或經濟上之拘

束53。而決議因顯非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之固有意義，故在「非屬公平法第 2 條

第 3 款之公會（即將該條款目的性擴張仍無法涵蓋之事業團體），但為同條第 4 款

範疇」之其他事業團體以決議約束會員之業務活動時，本文採取學界之多數見解，

即將其他方式之合意擴張解釋或目的性擴張而使其包含決議54。至於在同業公會之

                                                      
50 王顯勇，競爭法教程，1 版，法律出版社，178 (2008)；尚明主編，前揭註 49，23、24；吳高

盛主編，前揭註 4，33、34；王曉曄主編，前揭註 2，79。 
51 廖義男、何之邁、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劉華美，前揭註 5，304。 
52 廖義男，前揭註 12，109；賴源河編審、姜炳俊執筆，前揭註 5，241；汪渡村，前揭註 9，

18。 
53 廖義男，前揭註 12，109、110。 
54 蘇永欽，前揭註 16，216；賴源河編審、姜炳俊執筆，前揭註 5，241；吳秀明，前揭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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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合，蓋公平法第 7 條第 4 項已明文對同業公會之決議擬制為水平聯合，是本文認

為無擴張解釋或目的性擴張之必要。此外，因「建議與遵循建議」在本質上非屬任

何形式之合意，故在立法上加以規範之前，祇有透過法律補充之方式予以處理55。 

依反壟斷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壟斷協議有協議、決定、其他協同行為等三

種表現方式。協議是指兩個以上之經營者達成之排除、限制競爭之一致意思表示，

由此至少使其中一方在法律上或事實上承擔義務56；且學說上認為協議應包括但不

限於合同法上之合同57。故該協議非但即為公平法第 7 條之契約與協議，甚至亦能

包含我國學說、實務上之君子協定。關於決定之主體，學界通說認為是企業聯合組

織，即各種行業協會、商會、企業聯合體與其他行業自律性組織，以及這些組織之

間進行聯合而形成之組織58。又所謂決定是指該等組織以決議之形式，要求其成員

企業共同實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之行為59。準此，反壟斷法明確將決議列為壟斷

協議之表現方式，與我國公平法未將決議規定為聯合行為之合意方式有所不同。至

於協同行為則是指，經營者雖未達成協議、無可供遵循之決定，但其相互間通過意

思聯絡而共同實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之協調、合作行為60；簡言之，即我國學者

廖義男所言之「包括經由意思聯絡，而事實上導致共同行為者」61。是以，該協同

行為與公平法之一致性行為應屬相同之概念。然應注意者，前揭反壟斷法之壟斷協

議的三種表現方式能否將經營者彼此間「建議與遵循建議」之行為一併納入規範似

有疑義，此需留待將來學說與執法實務之進一步說明、解釋方能知悉。 

(五) 限制競爭之內容／協議之內容 

公平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限制競爭之內容（聯合行為之類型）可分為法律

                                                        
51。 

55 吳秀明，前揭註 7，48、49。 
56 王曉曄主編，前揭註 2，98。 
57 時建中主編，前揭註 4，148；尚明主編，前揭註 4，68。 
58 安建主編，前揭註 4，36、37；吳高盛主編，前揭註 4，38；時建中主編，前揭註 4，149；

王曉曄主編，前揭註 2，98。 
59 安建主編，前揭註 4，36、37；吳高盛主編，前揭註 4，38；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

會經濟法室編，前揭註 11，67。 
60 王曉曄主編，前揭註 2，99。 
61 廖義男，前揭註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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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例示及非屬例示部分兩類型。前者有「價格聯合、限制數量之聯合、限制技術

之聯合、限制產品之聯合、限制設備之聯合、限制交易對象之聯合、限制交易地區

之聯合」等七種；後者我國執法實務上曾認定之案例則有限制交易時間、限制入會、

限制某節目於特定時段不得播出62，以及對於販售商品時所附送之贈品為限制等63。 

按中國學界對反壟斷法第 13 條第 1 項之闡釋，壟斷協議之內容可分為明文列

舉部分及兜底（概括）條款部分64。前者有「『固定或變更商品價格』、『限制商

品的生產數量或銷售數量』、『分割銷售市場或原材料採購市場』、『限制購買新

技術、新設備或限制開發新技術、新產品』、『聯合抵制交易」等六種型態；後者

則為「國務院反壟斷執法機構認定的其他壟斷協議」。 

反壟斷法第 13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5 款雖將壟斷協議之內容明文列舉，然同

條項第 6 款又設有兜底條款，使該列舉部分實質上已成為例示規定，故大抵而言，

該法對於壟斷協議之內容與公平法聯合行為之限制競爭內容在規範架構上應屬雷同

或相似。又若仔細觀察兩部法律對合意（協議）內容之規定，仍有些微之不同處。

要之，反壟斷法將分割市場卡特爾為獨立之一款規定（第 13 條第 1 項第 3 款），

且該規定包含劃分銷售地域、銷售對象、銷售商品之種類及劃分原料採購市場（包

含劃分採購區域與供應商）65。反觀公平法則將分割市場卡特爾區分成「限制交易

對象」、「限制交易地區」而分別作為條文之例示部分。故所謂劃分銷售地域、原

材料之採購區、銷售對象、原材料之供應商，前兩者及後兩者在我國分別屬「限制

交易地區」與「限制交易對象」；而劃分銷售商品之種類，在我國應為限制產品之

聯合。此外，蓋聯合抵制交易亦為反壟斷法明文獨立之一款規定（第 13 條第 1 項

第 5 款），是具競爭關係之事業共同拒絕與特定交易相對方（供應者或購買者）進

行交易（不論目的是為達成價格或其他交易條件，抑或為排擠特定之競爭對手）應

受該款之規制；然依公平法，前揭該等情形則為「限制交易對象」。至於公平會曾

                                                      
62 廖義男、何之邁、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劉華美，前揭註 5，314。 
63 公平會(95)公處字第 138 號處分案參照，公平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in 

dex.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0/9/15。 
64 安建主編，前揭註 4，39。 
65 此可參照工商總局「禁止壟斷協議行為的規定之徵求意見稿」第 5 條對於分割銷售市場或原

材料採購市場之闡述，即「（一）劃分商品銷售地域、銷售對象或者銷售商品的種類、數量；

（二）劃分原料、半成品、零部件、相關設備等原材料的採購區域、種類、數量；（三）劃分原

料、半成品、零部件、相關設備等原材料的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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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之非屬例示部分類型之「限制入會」，依反壟斷法則可能不屬聯合抵制交易之

範疇，因該法聯合抵制所規範之重點在於「交易」。 

(六) 對特定市場之影響／排除、限制競爭 

決定公平法第 7 條第 2 項「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者」之標準者，應先確立市場範圍。按我國學界多數見解，該市場範圍與獨占力濫

用所採之市場範圍相同66。惟以往我國公平會對聯合行為之執法，在市場範圍之界

定分析上與獨占管制之認定有所不同，即非按一般學理先區分相關產品市場與地理

市場，然後再依市場範圍認定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於市場上所造成之影響是否足以

影響市場功能67。但根據本文之觀察，公平會在近期聯合行為處分案之市場範圍界

定上似乎已有漸漸按照學界理論之趨勢68；至於是否會持續為之而一改以往不正確

之作法，目前尚無法確定，需由日後更多之案例方能知悉。而對於足以影響市場功

能之判斷標準，目前公平會主要是考量參與聯合行為事業之市場占有率，惟並未有

統一之標準，毋寧依個案特性、產業別而作出不同之認定，例如市場占有率僅 8.7%

者亦可能構成聯合行為（84 年公處字第 054 號之春源鋼鐵工業聯合訂價案），有時

被認定為聯合行為之個案市場占有率亦有高達 80% 或甚至 97.5% 者69。除市場占

有率外，實務上亦經常考量市場參與聯合行為者之比例來判斷是否足以影響市場功

能，根據學者之研究（公平法施行後至 89 年止），一般被公平會認定足以影響市

場功能者，其市場參與廠商之比例多超過該產業之半數以上 70。又「圍標」 71與

「同業公會以決議約束會員事業之業務活動」72兩類型之行為，公平會通常例外地

                                                      
66 賴源河編審、姜炳俊執筆，前揭註 5，251；汪渡村，前揭註 9，98；何之邁，前揭註 42，

38。 
67 莊春發，「聯合行為規範的回顧與前瞻」，公平交易法施行十週年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論

文集，公平會，165-172 (2002)。 
68 例如公平會(99)公處字第 039 號、(98)公處字第 145 號、(98)公處字第 065 號、(98)公處字第

057 號處分案，公平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index.aspx，最後瀏覽日期：

2010/9/15。 
69 廖義男、何之邁、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劉華美，前揭註 5，318。 
70 莊春發，前揭註 67，172、173。 
71  公平會(89)公處字第 120 號處分案，公平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index. 

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0/9/15。 
72 例如公平會(98)公處字第 045 號、(96)公處字第 082 號、(96)公處字第 021 號、(95)公處字第

013 號處分案，公平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index.aspx，最後瀏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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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判斷其已足以影響市場功能（即當然違法）而構成聯合行為。 

至於反壟斷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相關市場是指經營者在一定時期內就相關

商品或服務進行競爭之範圍或區域，故所謂相關市場，除了產品市場與地理市場

外，尚包含時間市場。根據國務院反壟斷委員會於 2009 年 5 月 24 日所發佈「關於

相關市場界定的指南」之規定，界定相關市場可分為一般方法與特別方法。前者是

指依相關產品市場與地理市場（當生產週期、使用期限、季節性、流行時尚性或智

慧財產權保護期限等已構成商品不可忽視之特徵時，尚應考慮時間性）認定相關市

場範圍（指南第 3 條）。後者則是按照「假定壟斷者測試（SSNIP）」之分析思路

來界定相關市場（指南第 10、11 條）；又指南明白表示，該特別方法祇有在經營

者競爭之市場範圍不夠清晰或不易確定時方得以適用（指南第 7 條第 1 項）。又觀

之該指南規定，中國對於橫向壟斷協議之執法將來原則上會先區分相關產品市場與

地理市場而明確界定涉案之市場範圍，應是得以預見。故就界定市場範圍此部分而

言，反壟斷執法機構與我國公平會以往之作法可能會呈現明顯之不同。 

按反壟斷法第 13 條第 2 項「本法所稱壟斷協議，是指排除、限制競爭的協

議、決定或者其他協同行為」規定，會對市場自由競爭產生排除、限制之效果的壟

斷協議方為反壟斷法所欲規範之對象，故該等效果要件屬壟斷協議之要件之一應無

疑問。然有關效果要件之判斷標準為何，目前發改委、工商總局之相關法規草案對

之皆無說明、闡釋，是否會如我國實務以市場占有率、市場參與聯合行為者之比例

為考量判準，甚至明確設定最低門檻下限，有待將來執法實務進一步釐清。此外，

學說上多數見解認為，對核心卡特爾中之價格問題應適用當然違法原則73；甚至更

有為數不少之看法認為，反壟斷法第 13 條第 1 項所明文列舉之壟斷協議皆應採用

當然違法原則74。惟亦有少數學者主張，為了與交易相對人進行交易時達成或維持

                                                        
2010/9/15。 

73 黃勇，「論反壟斷法中的價格問題」，價格理論與實踐，第 3 期，65 (2008)；金勵，「論反

壟斷法對價格壟斷行為的規制」，今日中國論壇，第 11 期，93 (2008)；王磊，「中國反壟斷法的

亮點、挑戰與對策」，中國工商管理研究，第 4 期，21 (2008)；王長秋，「我國《反壟斷法》“壟
斷協議”解析」，法學雜誌，第 1 期，23 (2008)；王臘梅，「反壟斷法下我國橫向價格合謀問題研

究」，價格月刊，第 2 期，89 (2009)。 
74 王曉曄主編，前揭註 2，92；任力，「橫向壟斷協議解析」，中國外資，第 2 期，79 

(2008)；李平，「壟斷行為認定之研究」，社會科學研究，第 4 期，104、105 (2008)；肖彥山、

馬紹峰，「中國反壟斷法的成功與缺陷」，石家莊經濟學院學報，第 5 期，98、102 (2008)。  

http://cnki50.csis.com.tw/KNS50/detail.aspx?QueryID=98&CurRec=6
http://cnki50.csis.com.tw/KNS50/detail.aspx?QueryID=98&CurRe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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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交易條件之聯合抵制類型，若是為眾多小型廠商對抗大企業壟斷訂價之一種必

需手段，執法機關應審慎分析各種因素而對行為性質做出合理判斷75；亦即，應適

用合理原則作為該聯合抵制之違法性判斷基準。 

由發改委、工商總局現行之相關法規草案並無法看出執法機關對前揭見解究竟

採如何之態度。然倘按第一種，即價格卡特爾當然違法之學界多數見解，即便是我

國公平會所舉「同一條街上之兩家豆漿店統一訂價（不違法）」之案例76，祇要在

中國發生，就會構成壟斷協議之違反而受處罰。又眾多小型廠商為了對抗大企業壟

斷訂價所為之聯合抵制交易，在我國屬限制交易對象之聯合，如參與之小型產商之

總數目比例超過該產業之半數以上或總市場占有率偏高時，應會被公平會認定足以

影響市場功能而該當聯合行為。是以，若採取第三種見解而對該等聯合抵制行為適

用合理原則，反壟斷法與公平法即可能會在合法性與否產生不同之結論。至於如採

「反壟斷法第 13 條第 1 項所明文列舉之壟斷協議皆屬當然違法」之第二種看法，

不但會使執法機關對於市場中常見之橫向壟斷協議類型根本無需先界定涉案之相關

市場範圍，且亦無庸判斷其有否對市場造成限制、排除競爭之效果，而可一概作出

違法之認定並處罰之。準此，反壟斷法對水平卡特爾將產生極為嚴厲之規制，且在

規範強度上與公平法有著南轅北轍之差異性。 

                                                      
75 游鈺，「論聯合抵制的法律規制」，河北法學，第 3 期，76 (2008)。需特別說明者，學者游

鈺前開見解是以中國深圳商店聯合抵制刷卡消費之案例為基礎。又中國深圳商店聯合抵制刷卡消

費之事實略為「2004 年 4 月 27 日，深圳市零售商業行業協會代表該市 42 家零售企業，向深圳中

國銀聯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國內銀行行業協會遞交一份報告，希望從當年 6 月 1 日開始，將其

刷卡消費手續費由原來之百分之一降至百分○•五、原來之百分之一•五降至百分之一；今後隨

著刷卡消費額之上升，按比例降低刷卡消費手續費率。然銀行方面並未同意，雙方為此未達成協

定。故同年 6 月 3 日，深圳市之 30 多家商場拒絕顧客刷銀行卡消費，其幾乎涵蓋了深圳市各種零

售型態，零售額超過深圳市零售總額之百分之 50。」詳參張晨穎，「反壟斷法視線下的銀聯定價

機制審查」，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20 期，54 (2008)。 
76 學者黃銘傑對公平會所舉之該例子有不同於其他學者之論述與看法，故本文特摘錄如下

「……公平會心中所想之市場可能是全國的早餐店市場，但卻沒有料到，該二家豆漿店可能恰巧

是某離島地區惟二無三的早餐店，不知居住該離島的同胞是否會為了抗拒渠等之不當價格聯合，

而特別搭船或飛機到台灣本島進餐，使得特定市場可以包括離島和台灣本島。當然，於此並非謂

公平會應立即介入此一事件，限於其人力、物力資源的缺乏，公平會於應介入案件的挑選上，理

應優先選擇對經濟運作造成重大影響者，惟此類行政的經濟性考量，並不能否定該二家豆漿店價

格聯合的違法性，縱使公平會選擇不介入，當地民眾依然可以循公平法第 30 條至第 32 條，尋求

民事救濟，惟公平會一語『不致違反公平交易法』，或會誤解承審法官，令其錯認此種小型的惡

質卡特爾解釋上不違反公平法規定，若此則其錯大矣」，黃銘傑，「聯合行為成立與市場界定、

影響市場功能認定間之理論與論理（下）－評最高行政法院 92 年度判字第 1336 號判決」，台灣

本土法學雜誌，第 69 期，24、25 之註 27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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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公平交易法維持轉售價格與中國反壟斷法 
縱向價格壟斷協議之違法構成要件之比較 

公平法將垂直性價格限制規範於第 18 條，學說上雖有認為條文僅規定限制轉

售價格之約定行為的民事法效力為「無效」，而與同法其他條文皆規定事業「不得

為」，即明文「不作為義務」之禁止規定之規範方式不同，故立法者未課予事業對

該行為之不作為義務，因此執法機關對於違反第 18 條者可否加以干預與監督則似

有疑義77。然公平會向來即認該條屬「作為義務」之規定，是違反此作為義務者自

得依第 41 條規定處分之；而行政法院迄今對公平會援引第 41 條處分之案例亦未曾

表示過不同意見78。是以，公平法第 18 條之垂直性價格限制實質上仍屬於絕對禁止

之規範。反觀反壟斷法在第 14 條亦對縱向價格協議作禁止之規定，惟第 15 條又規

定壟斷協議（包括橫向與縱向）之豁免制度，故該法對於縱向價格協議是採原則禁

止、法定例外之規範方式；而關於壟斷協議之私法效力該法則未明文規定。又除前

述部分外，公平法與反壟斷法在垂直性價格限制行為之禁止規範的實質規定內容上

仍有諸多之差異處。以下茲就兩部法律對垂直性價格限制之行為主體、交易相對

人、行為之客體（協議之客體）、限制轉售價格之行為（縱向價格之協議）、違法

性判斷基準等各方面予以相互比較之。 

(一) 行為主體 

1. 事業／經營者 

公平法第 18 條所規範之行為主體解釋上乃以「供給商品之事業」為限，故對

於因上游事業實施維持行為而受限制之下游事業，應屬該條所稱之「交易相對

人」，而非實施限制轉售價格之行為主體；又縱使商品之維持轉售價格是下游之經

                                                      
77 廖義男，前揭註 12，315-317、335。 
78 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吳秀明，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二）第

18 條至第 24 條，公平會 93 年委託研究報告，67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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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商或零售業者與上游製造商彼此間共謀所達成之協議，仍與主體要件不符而無法

依該規定對下游事業予以論處79。然在執法實務上，公平會可能例外地以違反第 24

條規定為由處分之。相關之代表性案例可參(86)公處字第 206、207 號之台灣明尼蘇

達礦業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等約定轉售價格、從事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行為案，該案

調查後發現「『3M黑金鋼』產品價格之形成，是源於星柏公司、三美商業用品社及

煒興公司等經銷商為穩定銷售之漆行價格（即指經銷商銷售予漆行之售價）及零售

價格（即指經銷商銷售予保養廠之售價），爰與系爭產品上游供應商台灣明尼蘇達

公司，共同討論漸次達成價格之合意」，而公平會最後對三家下游經銷商（即星柏

公司、三美商業用品社及煒興公司）就 3M黑金鋼產品之轉售價格與上游廠商所達

成之共謀（協議）行為，以違反公平法第 24 條「事業不得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

顯失公平行為」之規定論處；至於供應商台灣明尼蘇達公司，雖 3M黑金鋼產品之

轉售價格是因三家經銷商主動、自願地與其討論、協議所形成，但公平會仍認為該

行為已肇致其經銷商間就系爭產品之價格競爭機能受到限制，而違反同法第 18 條

規定，並認定其與下游經銷商間之協商議訂轉售價格之行為亦構成同法第 24 條規

定之違反80。 

至於反壟斷法下之縱向價格協議是指，經營者與交易相對人之間達成協議，對

交易相對人向第三人轉售商品之價格進行限制之行為，而一般發生於生產商與批發

商、批發商與零售商之間81；且根據該法第 14 條規定，參加縱向價格協議之主體為

經營者與交易相對人82。又所謂交易相對人是指，與經營者發生交易關係之其他經

營者83。故在該法下，違反縱向價格協議而需受處分者為協議之上下游經營者雙方。

準此，公平法與反壟斷法對於垂直性價格限制在行為主體之要件上有明顯之不同。 

2. 同業公會／行業協會 

又在事業定義中之同業公會，因其為事業之組織而原則上不提供商品，是同業

                                                      
79 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吳秀明，前揭註 78，53、54。 
80 公平會(86)公處字第 206、207 號處分書參照，公平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 

index.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0/9/15。 
81 尚明主編，前揭註 49，132。 
82 吳高盛主編，前揭註 4，41。 
83 吳高盛主編，前揭註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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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構成限制轉售價格主體之情形很少。惟如同業公會以決議方式實施限制轉售價

格時，蓋公平法限制轉售價格之主體限於提供商品之事業，是該情形亦與主體要件

不符而無第 18 條適用之餘地。惟按第 7 條第 4 項規定，同業公會該決議會員實施

限制轉售價格之行為，仍構成聯合行為禁止規範之違反84。 

由於反壟斷法之行業協會並不從事商品生產、經營或提供服務而非經營者，故

其應無與會員間成立縱向價格協議之餘地。再者，蓋行業協會會員間存在一定之競

爭關係，因此理論上其亦不可能使具競爭關係之會員彼此間成立縱向價格協議。然

倘行業協會以決議要求其會員需與自身之交易相對人為限制轉售價格之協議，本文

認為，此時行業協會仍構成反壟斷法第 16 條「行業協會不得組織本行業的經營者

從事本章禁止的壟斷行為」之違反。由是可知，無論是我國同業公會或中國行業協

會，祇要以決議等行為要求其會員實施維持轉售價格，皆有被公平法或反壟斷法非

難而成為受處分主體之可能。 

3. 關係企業／關聯企業 

對於關係企業彼此間之限制轉售價格行為，是否應適用第 18 條加以規範，學

說上雖有相異看法，然多數學者較傾向採取集團法說之見解，即如控制公司對從屬

公司實施限制轉售價格，應將該具限制性之交易視為控制公司之行為而不受第 18

條所規範85。本文基本上亦贊同之，並主張在控制從屬關係上可按我國公司法關係

企業專章中第 369 條之 2、第 369 條之 3 規定予以認定；且進一步認為，前揭見解

應僅適用於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之轉售或再轉售價格之限制。倘控制公司非但限制

從屬公司之轉售價格，且也限制與自己無從屬關係之從屬公司之交易相對人的再轉

售價格，仍應構成第 18 條之違反。至於若商品之轉售價格是關係企業中上下游姊

妹公司彼此間所達成之協議，此時則可依公司法而將共謀之姊妹公司區分成「同為

相同母公司或個人股東所完全持有股權（或出資額）之姊妹公司」與「『同為相同

母公司或個人股東所持有過半數股權（或出資額）之姊妹公司』、『在人事、財務

或業務同為相同母公司或個人股東所支配之姊妹公司』」兩類型。前者之合意應認

                                                      
84 王銘勇，「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之研究」，公平交易季刊，第 10 卷第 4 期，27、28 (2002)。 
85 王銘勇，前揭註 84，35；賴源河編審，陳櫻琴執筆，前揭註 5，283；汪渡村，前揭註 9，

127；范建得、莊春發，公平交易法（2）－不公平競爭，2 版，漢興，33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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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一個經濟上之事業體的行為（即視為製造商母公司之行為）而無公平法之適

用。後者則需個案認定：即倘該姊妹公司在合意之決策過程實際上是受母公司所支

配控制，自不適用公平法；然如各自是基於獨立自主之經濟地位而為決策，則仍受

公平法所規範（即對上、下游事業分別以違反第 18 條、第 24 條論處之）。 

反觀中國學界對於前述問題，學者有引用歐共體之「單一經濟體說」而認為關

聯企業中，控制企業與從屬企業間或從屬企業間所為之縱向價格協議皆不適用反壟

斷法第 14 條之規定86。至於其他學說上看法，則可參照本文前揭「關係企業間是否

有聯合行為之適用」之說明，不復贅言。 

(二) 交易相對人 

根據公平法第 18 規定，交易相對人在概念上屬限制轉售價格行為之對象。又

依同法第 3 條規定，所謂交易相對人是指，與事業進行或成立交易之供給者或需求

者。要言之，交易相對人是與事業處於對立關係之供給者或需求者，於供給者之情

形，符合同法第 2 條第 4 款規定而為事業；然於需求者之情形，其可能為事業，亦

可能非屬事業，而僅是單純之消費者87。惟需注意者，蓋第 18 條之行為主體限於供

給商品之事業，故解釋上該條文所稱之交易相對人亦應以立於需求者地位之事業為

限。 

反壟斷法第 14 條第 1 款、第 2 款則是有關縱向價格協議之禁止規範；且參加

協議之主體依該條規定為經營者與交易相對人，故交易相對人於該法之限制轉售價

格規定中應屬行為之主體，與公平法將其置於行為對象之概念下有所不同。又同法

並未如公平法般對交易相對人有明文作定義性之規定，惟按學者之闡釋，其是指與

經營者發生交易關係之其他經營者。此外，蓋第 14 條規定重在「協議」，故行為

主體為經營者與交易相對人，因此祇要具有交易關係之「需求方」與「供給方」皆

屬經營者而對轉售價格有所協議即足當之。是以，該條所稱之交易相對人無論是立

於供給者或需求者之地位，解釋上皆應無礙縱向價格協議之構成，此與公平法第 18

條之交易相對人應為需求方之事業亦有不同。 

                                                      
86 時建中主編，前揭註 4，169。 
87 廖義男、何之邁、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劉華美，前揭註 5，105、106。 



 台灣公平交易法與中國反壟斷法對於卡特爾規範之研究－違法構成要件之比較 83 

(三) 行為之客體／協議之客體 

依公平法第 18 條規定，限制轉售價格行為之客體為「商品」。在智慧財產權

之授權部分，公平會認為「限制被授權人就其製造、生產授權商品銷售與第三人之

價格」之行為，對特定市場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違反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而非第 18 條88。惟學者有持相異見解主張，雖智慧財產權之授權人本身並

非專利品或商標品之製造商或供應商，然畢竟其是居於最上游之地位，其所為垂直

價格限制之約定對市場造成之限制競爭之影響亦最大，倘認為其不受公平法第 18

之規制，則僅能在該當第 19 條第 4 款或第 6 款之情形且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時始

會受到規範，其規範範圍顯然相當有限。再者，第 18 條之「供給商品」是否一定

必需為事業原先提供之同一商品，亦不無疑問。故所謂相關之商品，除原來所供給

之商品外，尚應包括以原來之商品為基礎所生產製造之其他商品。準此，智慧財產

權之授權人就該授權製造之商品價格有所限制者，均構成第 18 條之違反，原則上

應為無效，除非銷售價格與權利金之計算有密切關係（此時則為第 45 條行使權利

之正當行為）89。此外，我國實務與多數學者認為，在現行規定下「服務」應不屬

於第 18 條所稱之「商品」90。然學說上有建議，應修法將服務與商品並列於第 18

條中，以避免發生相類似行為，卻可能產生不同結果之不合理現象；且需將「轉

售」用語一併修改成「提供或供給」，以免服務不可能產生轉售情況之質疑91。 

而反壟斷法下縱向價格協議之客體，本文認為應當包含「商品」與「服務」，

此與公平法第 18 條在文義上不包括服務有顯著之差異。蓋依反壟斷法第 12 條第 2

項明文規定「本法所稱相關市場，是指經營者在一定時期內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務

（以下統稱商品）進行競爭的商品範圍和地域範圍。」，該法第 14 條第 1 款、第 2

款之「商品」自及於「服務」。然理論上，因服務並無轉售之可能，是該條款所謂

「固定向第三人轉售商品的價格」、「限定向第三人轉售商品的最低價格」似乎亦

                                                      
88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認識公平交易法，12 版，公平會，213 (2009)。 
89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之基礎理論，1 版，自版，184-187、289、290 (1995)。 
90 汪渡村，前揭註 9，125；王銘勇，前揭註 84，38；賴源河編審、陳櫻琴執筆，前揭註 5，

282；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吳秀明，前揭註 78，55；行政院公平交易委

員會，認識公平交易法，12 版，公平會，214 (2009)。 
91 王銘勇，前揭註 8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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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語法上之瑕疵。至於在智慧財產權之授權部分，倘授權人與被授權人就其製造、

生產授權商品銷售與第三人之價格達成協議，此時是否違反縱向價格協議之規定則

需留待將來學說與執法實務予以補充說明方能知悉。 

(四) 限制轉售價格之行為／縱向價格之協議 

1. 轉售之概念 

按公平法第 18 條規定，必須存在兩個以上之交易關係，且商品之所有權已移

轉予交易相對人，始有維持轉售價格之問題92。該條規範之限制轉售價格，可分為

「對交易相對人轉售第三人價格之限制」與「該第三人再轉售價格之限制」二種情

形93。而學界通說與實務認為，多層次傳銷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應遵守第 18 條之規

定，蓋就參加人購買商品觀之，其商品之所有權與實質風險均已自多層次傳銷事業

移轉至參加人，而構成同條規範之轉售94。又對於代銷關係，一般認為其屬於民法

債各之「代辦商」或「行紀」，以為上游供應商銷售商品而論，兩者共同之特點均

是下游事業「為他人之計算」從事銷售行為，僅是代辦商是以上游供應商（即本

人）名義為之，行紀則是下游事業以自身名義為之95，然無論何者，我國多數學者

與實務皆主張其無第 18 條適用之餘地96。但是否為代銷契約應就該契約之實質內容

加以認定，不能僅從契約文字形式上為斷；公平會大致上是以商品所有權已否移

轉、銷售風險及經營成本負擔、為何人計算、以何人名義作成交易及有無佣金給付

等因素加以判斷97。此外，化妝品上游業者對百貨公司要求應以其統一之零售價格

                                                      
92 胡光宇，「維持轉售價格行為與『日常用品』認定之研究」，公平交易季刊，第 1 卷第 2

期，74 (1993)。 
93 王銘勇，前揭註 84，42。 
94 賴源河編審、陳櫻琴執筆，前揭註 5，280；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吳

秀明，前揭註 78，63。 
95 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吳秀明，前揭註 78，59。 
96 何之邁，前揭註 42，110；范建得、莊春發，前揭註 85，31；賴源河編審、陳櫻琴執筆，前

揭註 5，285；汪渡村，前揭註 9，126；莊春發，「維持轉售價格的研究」，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

公平交易法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公平會，91 (2006)；黃茂榮，公平交易法專題研究，自版，1
版，183 (1998)。另可參照公平會公研釋字第 004 號、第 013 號解釋文，公平會網站，http://www. 
ftc.gov.tw/internet/main/index.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0/9/15。 

97 公平會公研釋字第 102 號解釋文參照，公平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 
index.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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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化妝品，公平會認為已構成第 18 條規定之違反98。惟對此有學者批評，百貨公

司與化妝品業者間僅有民法上之用益租賃契約而根本無商品所有權之移轉關係，前

開實務見解僅從發票名義人斷定商品所有權已為移轉，實有不妥99。 

有關反壟斷法第 14 條之縱向價格協議，學界認為必需存在兩個以上之獨立交

易關係，即「初次銷售」與「轉售」100。至於在委託代理關係，中國學者有引用我

國學者何之邁的闡述而認為，上游經營者與其代理人（下游經營者）並非縱向價格

協議之規範對象101。又是否為代理協議，學界亦認為應考察當事人間之實質關係，

其最主要之標準為代理人所承擔風險之情況，即(1)與代理人代表本人談判或締結合

同直接有關之風險；(2)與市場特定投資有關之風險（若前述兩種風險均由本人承

擔，代理人不承擔責任或祇承擔輕微之損失，則是代理協議）102。然需注意者，因

中國合同法第 414 條「行紀合同是行紀人以自己的名義為委託人從事貿易活動，委

託人支付報酬的合同」也有行紀法律關係之規定，故此等關係之上下游事業於反壟

斷法中，是否如同在我國公平法下不受維持轉售價格行為之規制，有待學說與實務

予以闡釋。 

2. 限制行為之判斷／協議行為之認定 

學說上有謂，公平法第 18 條之不法核心應為上下游間之約定行為，而該等

「約定」行為，除明示之約定外，亦應包括上游事業為限制轉售價格之要求，而下

游事業以具體行為默示承諾等情形103。尚有以為，第 18 條之限制轉售價格行為，

不僅指限制之「約定」，尚包括限制之「要求」；惟供應商以言詞建議，經銷商以

行動接受，應認是意思實現，仍有限制轉售價格之合意；而上游廠商在商品印有訂

價之單方行為，如經銷商以其行為表示接受，仍構成限制轉售價格之約定104。而公

                                                      
98 廖義男，行政法院裁判之評析－公平交易法實務與行政法院裁判之評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

畫成果報告，40-43 (1997)。 
99 廖義男，前揭註 98，43、44。 
100 楊潔，「對我國反壟斷法有關壟斷協議規制的理解與認識（二）」，工商行政管理，第 22

期，43 (2009)。 
101 時建中主編，前揭註 4，169。 
102 時建中主編，前揭註 4，170。 
103 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吳秀明，前揭註 78，69、70。 
104 王銘勇，前揭註 84，46、47。 



86 公 平 交 易 季 刊 

平會認為，如上游事業未對下游事業「要求」或「約定」應以某固定、上下價格出

售或不得打折，即便上游事業在自身所生產、製造之商品上印有訂價、建議售價，

抑或黏貼價格標籤而出售下游事業，亦不違反第 18 條之規定；然倘上游事業在其

商品上黏貼「不二價」標籤售予零售商，則顯有限制零售商銷售價格之意，故構成

第 18 條規定之違反105。又由公平會該見解可知，製造商就其供給之商品所為之建

議售價行為基本上並不違法。然是否確實僅具建議性質而無實質上強制力，公平會

並非祇從形式認定，而會對是否具有搭配性之強制措施或實質影響力加以審酌，若

為建議售價之事業，有採取任何確保該建議售價得以施行之手段（如斷貨、減量供

應、終止契約、不予續約、取消獎勵、優惠等），即認建議售價僅屬規避之詞，而

逕以第 18 條處分之106。 

至於在反壟斷法，倘上游廠商就商品之轉售價格與下游廠商達成明示之協議，

渠等行為應受第 14 條縱向價格協議之規範。惟學說上更有主張，在認定轉售價格

協議時，非但包括當事人間有明示之協議或條款，尚包含雖一方單方面宣布實施維

持轉售價格，然對方當事人迫於銷售協議中之利益或不利益條款，而不得不遵守其

價格指示之情況107。但同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所處罰者為達成（或並實施）協議

之「兩方經營者」108，此時迫於銷售契約中之利益或不利益條款而不得不遵守之下

游廠商，是否亦需依該條項規定一併受處罰則不得而知，有待學說進一步探討。再

者，若屬於「上游廠商要求下游廠商應遵守其嗣後所訂之價格轉售商品，然下游廠

商因未表示同意且亦未有具體行為配合或遵從，而遭到上游廠商之不利益制裁（如

斷貨）」之情形，因彼此間未有「協議」而無第 14 條之適用；且前揭見解似乎亦

無法及於此等情形，如是，則公平法與反壟斷法在此部分即有著相異之規範（蓋該

情形在公平法下應構成維持轉售價格之違反）。 

此外，雖然縱向價格推薦在反壟斷法上應視為合法之行為，但中國多數學者亦

主張，如上游廠商以推薦價格為掩護而行使維持轉售價格之行為，仍應將其認定為

違法而受第 14 條之規範；區分合法之價格推薦與實質上之維持轉售價格行為關鍵

                                                      
105 公平會公研釋字第 007 號、第 019 號、第 022 號、第 032 號解釋文參照，公平會網站，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index.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0/9/15。 
106 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吳秀明，前揭註 78，74。 
107 時建中主編，前揭註 4，172。 
108 條文參前揭註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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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上游廠商在標注推薦價格之同時是否運用經濟上之獎勵、制裁手段或其他強

迫性之手段迫使下游廠商遵守該推薦價格109。是以，倘將來中國執法機關採取此等

學說看法，則其對於規制建議售價之部分將會與我國公平會有著相同之見解。 

3. 限制行為之型態／協議之內容 

公平法第 18 條限制轉售價格之行為，學說上認為約略有固定轉售價格、最高

轉售價格、最低轉售價格、區間轉售價格、承認的轉售價格及默示的轉售價格等數

種型態110。又從第 18 條規定之文義及立法目的觀之，無論是最高或最低維持轉售

價格皆一概為該條所禁止、規制之對象，而此亦為我國多數學者與實務之見解111。 

反觀縱向價格協議之內容依反壟斷法第 14 條第 1 款、第 2 款之規定僅有「固

定轉售價格」及「限定最低轉售價格」。蓋反壟斷法對限定最高轉售價格並無明確

規定，故有以為該法是刻意不對其加以管制112。然學說上有主張若限定向第三人轉

售商品之最高價格是為了排擠其他競爭對手，則可視為縱向壟斷協議予以禁止113；

尚有認為，倘形式上稱最高價格，而實際價格皆按最高價格確定，其實質上就是最

低價格，同樣屬違法行為114。又因從目前發改委之相關法規草案中尚無法看出執法

機關對限定最高轉售價格行為之管制與否究竟採取如何之看法，且該等行為亦絕非

反壟斷法第 14 條第 1 款、第 2 款所明文禁止之縱向價格協議。故就現階段而言，

反壟斷法與公平法對於最高維持轉售價格行為至少在相關條文之規範上呈現不同之

規制態度。至於未來在反壟斷法中其是否會成為管制之對象，祇能留待日後進一步

觀察方能知悉。 

                                                      
109 時建中主編，前揭註 4，172；尚明主編，前揭註 4，75；王曉曄主編，前揭註 2，108；楊

潔，前揭註 100，43。 
110 顏廷棟，論垂直性交易限制在競爭法上之規範，國立中興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10、11 

(1995)。 
111 賴源河編審、陳櫻琴執筆，前揭註 5，280、281；汪渡村，前揭註 9，128；陳志民，「『接

續性獨占』，共謀理論，與『最高轉售價格維持』約定」，法政學報，第 9 期，65 (1999)。公平

會(85)公處字第 013 號處分書，公平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index.aspx，最後

瀏覽日期：2010/9/15。 
112 金勵，前揭註 73，93。 
113 曹康泰主編，前揭註 4，68。 
114 楊潔，前揭註 1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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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違法性判斷基準 

公平法對於維持轉售價格已改採絕對禁止之規範。又觀諸第 18 條之規定，並

未如第 19 條規定般要求需具備「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要件，可知該

法對轉售價格之限制乃採取「當然違法」之見解，故事業於商品轉售時一旦為此項

限制，無庸考慮涉案事業之市場占有率，也無需考量其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即可認

定其行為違法115，此亦為我國現今學界通說與實務一致之見解。 

至於縱向價格協議，蓋反壟斷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壟斷協議是指排除、限

制競爭之協議、決定或其他同行為，故無論是同法第 14 條第 1 款、第 2 款之固定

轉售價格、限定最低轉售價格，甚至是依同條第 3 款經反壟斷執法機構認定之其他

縱向價格協議，皆需以其有無對市場造成排除、限制競爭之效果而作為違法性之判

斷基準，故「排除、限制競爭」之效果亦屬縱向價格協議之要件之一應無疑義。然

中國學界多數認為，固定轉售價格、限定最低轉售價格之協議皆應適用「當然違

法」原則116。此外，關於限定最高轉售價格之協議，多數學者則認為應採用合理原

則判斷其違法性與否117。而從目前發改委之相關法規草案尚無法得知執法機關對此

問題之態度為何。又倘執法機關採納學界多數之看法，則「固定轉售價格」與「限

定最低轉售價格」在兩岸之競爭法中皆將被視為當然違法之行為；然在公平法目前

規範下亦屬當然違法之最高維持轉售價格行為，於反壟斷中則無法一概而論，即應

以合理原則考量其促進競爭與反競爭之因素方能作出合法性與否之判定。但應注意

者，最高維持轉售價格協議必定要先經國務院反壟斷執法機構按該法第 14 條第 3

款認定為屬「其他之壟斷協議」，此時方有依合理原則作為其違法性判斷基準之餘

地。 

                                                      
115 何之邁，前揭註 42，110。 
116 王曉曄主編，前揭註 2，107；王顯勇，前揭註 50，193、194；李平，前揭註 74，104、

105；金勵，前揭註 73，93；肖彥山、馬紹峰，前揭註 74，99；張靖，「論對縱向壟斷協議的規

制」，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6 期，85 (2008)；時建中，「我國《反壟斷法》的特色制

度、亮點制度及重大不足」，法學家，第 1 期，16 (2008)；蔡維力、孫曙生，「和諧市場競爭秩

序構建論—論縱向限制競爭及其規制」，重慶大學學報，第 3 期，87 (2008)；何治中，「美國反

壟斷法對最低轉售價格維持的規制原則變遷與啟示」，金陵法律評論，第 2 期，161 (2008)。 
117 王曉曄主編，前揭註 2，108；時建中，前揭註 1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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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與建議 

鑑於兩岸經貿交流日趨頻繁，而為了維護兩岸共同市場之競爭秩序，故綜合先

前之說明及闡述，茲歸納其重點提出若干建議事項如下： 

(一) 反壟斷法相關法規應明確行業協會之定義及範圍，並使職

業協會亦能成為受規制對象；且未來宜修法而將事業團體

之概念納入該法條文中，並明文禁止事業團體不得組織其

成員之經營者從事壟斷協議 

蓋中國行業協會目前並無統一之中央立法，反壟斷法亦無明確地對之作出定

義，故學界對職業協會是否為行業協會之範疇存有爭議。然職業協會以決議等方式

主導其成員從事壟斷協議之情形其實並非不無可能，甚至從我國公平法之執法實務

經驗來看，亦曾發生過為數不少之案例118。是以，本文建議反壟斷法主管機關將來

必定要對行業協會之定義及範圍在相關之法規中予以規定與釐清，並使該等職業協

會亦能成為反壟斷法第 16 條之規制對象。此外，如非屬行業協會之事業團體，無

論其有否從事商品生產、經營或提供服務，在反壟斷法現行規範下，能否以壟斷協

議規定將之相繩皆頗具疑問；而就此等立法漏洞，倘要用法律解釋之方式予以補充

似乎有相當程度之困難（尤其若該非屬行業協會之事業團體不從事商品生產、經營

或提供服務，更是如此）。準此，本文建議未來反壟斷法應修法而明文將事業團體

之概念納入條文中，並將第 16 條修改為「事業團體不得組織其成員的經營者從事

本章禁止的壟斷行為。」以根本地解決前揭立法漏洞之問題。 

                                                      
118 公平會更在 99 年 4 月 21 日以「中華民國律師公會全國聯合會開會決議並發函至各地方律師

公會，請其轉知律師會員退出他事業所架設之法律諮詢服務平台，約束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服務

供需之市場功能」為由，認為已違反公平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之規定，而對該全國聯合會處以

50 萬元罰鍰，公平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index.aspx，最後瀏覽日期：

20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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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避免已在或正積極規劃前往中國投資之我國企業於該國
從事商業活動時因不黯壟斷協議規定而誤觸法網，本文對
反壟斷法在壟斷協議之違法構成要件之規範實質內容上相
較於公平法而言所應特別關注之部分（含需待中國學說或
實務進一步予以補充、解釋者）說明如下 

1. 有關壟斷協議之規範架構及其法定例外 

反壟斷法第 13 條、第 14 條明確對橫向、縱向壟斷協議（即水平與垂直卡特

爾）作出禁止規範，故不論是具競爭關係之經營者間為橫向壟斷協議，抑或不具競

爭關係之經營者間為縱向之價格或非價格協議，皆有成為反壟斷法之規制對象而同

受處罰之可能；此等規範架構與公平法之聯合行為規定明文排除垂直卡特爾，且該

法對於「上、下游事業間雙方具共同目的且皆自願地為垂直卡特爾」之情形僅能以

第 18 條垂直性價格限制、第 19 條第 6 款垂直性非價格限制之規定來處罰行為之一

方，而行為之另一方祇在例外時才會被公平會認為構成第 24 條之違反，有所不

同。 

又反壟斷法亦在第 15 條規定壟斷協議之豁免制度，即經營者倘符合一定之條

件，則不適用關於橫向或縱向壟斷協議之禁止規範。然需注意者，該法對壟斷協議

之規定所採取者為原則禁止、法定例外之立法模式，與公平法對聯合行為是採原則

禁止、例外許可有所不同。要之，反壟斷法第 15 條對壟斷協議之豁免未規定申報

許可制度，完全由經營者自行判斷其是否該當豁免之條件。而法定例外之制度雖可

避免如我國例外許可般具有「耗費行政成本，以及經營者需得到許可後始得合法實

施聯合（協議）而難免延誤商機」之缺點，但經營者卻需承擔合法與否之不確定性

與違反即應受處罰之風險119。是以，在中國為經濟活動之我國企業若欲為橫向或縱

向壟斷協議時，要先仔細、審慎地衡量與評估，並有十足之把握將來在受執法機關

調查時可證明已符合該法第 15 條法定例外之所有條件方能為之，以免遭受不利益

之行政制裁。 

                                                      
119 廖義男，前揭註 8，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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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行業協會違反壟斷協議規定而應受處分時，經營者之相關法律責任 

反壟斷法第 46 條第 3 項雖明文對行業協會組織本行業之經營者為橫向或縱向

之壟斷協議作出處罰規定而使其承擔應有之行政責任。然依同條項之立法說明，倘

經營者參加行業協會組織的壟斷協議，仍要按同條第 1 項規定承擔相應之法律責

任。是以，當行業協會以決議約束會員經營者之業務活動時，無論是在決議過程中

持相同立場之會員（如投贊成票者），抑或之後對決議付諸實行者，皆應成為受處

分之對象；此與公平法之執法實務對於事業因同業公會之主導（如決議）而嗣後執

行聯合行為之場合，原則上僅處罰同業公會之作法有重大之不同，實值我國企業特

別留意。 

3. 關於橫向壟斷協議之部分 

反壟斷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壟斷協議有協議、決定、其他協同行為等三種

表現方式。又依中國學者之闡釋，協議非但即為公平法第 7 條之契約與協議，甚至

亦能包含我國學說、實務上之君子協定；且決定是企業聯合組織以「決議」之形

式，要求其成員企業共同實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之行為。此外，協同行為按中國

學界與我國學者廖義男之闡述，其是指經由意思聯絡，而事實上可導致共同行為

者，故協同行為與公平法之一致性行為應屬相同之概念。然有關事業（經營者）間

之「建議與遵循建議」，因其本質上非屬公平法之「契約、協議、其他方式之合

意」等任何形式之合意，是在公平法修法加以規範前，我國學者認為其祇有透過法

律補充之方式予以處理。至於在反壟斷法，前揭壟斷協議之三種表現方式能否將

「建議與遵循建議」之行為一併納入規範則似有疑義，是我國企業應留意未來相關

法規及執法機關在壟斷協議處分案中所表示之見解，以正確瞭解渠等行為是否亦受

反壟斷法所規制。 

按反壟斷法第 13 條第 2 項之規定，該法對於水平卡特爾之規範與公平法相同

而有所謂之效果要件。要之，會對市場自由競爭產生排除、限制效果之壟斷協議方

屬該法所欲規制之對象。惟中國多數學者卻主張，核心卡特爾中之價格問題應適用

當然違法原則；甚至更有為數不少之看法認為，反壟斷法第 13 條第 1 項所明文列

舉之壟斷協議皆應採用當然違法原則。雖由現行相關法規草案並無法知曉執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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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效果要件之認定上究會採取何等之見解。然若價格卡特爾當然違法，縱使是於公

平法下當然不違法，即「同一條街上之兩家豆漿店統一訂價」之案例，在中國亦會

構成壟斷協議之違反而受處罰；又如採「反壟斷法第 13 條第 1 項所明文列舉之壟

斷協議皆屬當然違法」之看法，反壟斷法將產生極為嚴厲之規制。質言之，無論是

依前開何種見解，皆與我國公平會在聯合行為效果要件之判斷上具有相當程度之不

同；尤其按後者之主張，反壟斷法對水平卡特爾在規範強度上更與我國公平法有著

南轅北轍之差異性。是以，我國企業絕對有密切注意執法機關日後對該問題所採取

之態度、作法之必要，以瞭解實務上如何判定違法壟斷協議之效果要件。 

4. 關於縱向價格協議之部分 

蓋反壟斷法第 12 條第 2 項之明文規定，是該法第 14 條第 1 款、第 2 款之「商

品」應及於「服務」，此與我國多數學者與實務認為公平法第 18 條不包括「服

務」有顯著之差異，是故，我國企業應避免與其他經營者達成有關「服務」之轉售

價格協議。而若授權人與被授權人就其製造、生產授權商品銷售與第三人之價格達

成協議，在反壟斷法中有無產生如同我國公平會般採取不違反維持轉售價格行為之

見解的可能，目前尚未可知；再者，由於中國合同法第 414 條有行紀法律關係之規

定，故此等關係之上下游事業於反壟斷法中，是否如同在我國公平法下不受維持轉

售價格行為之規制亦不得而知，因此我國企業應留意未來執法機關就該等問題所表

示之態度。 

雖然反壟斷法第 14 條所禁止者為經營者彼此間對商品轉售價格之「協議」，

惟學界有主張，除當事人明示之協議或條款外，倘有「一方單方面宣布實施維持轉

售價格，然對方當事人迫於銷售協議中之利益或不利益條款，而不得不遵守其價格

指示」之情形，亦應構成第 14 條規定之違反；且即便「建議售價」在反壟斷法是

屬合法行為，但多數學者採取與我國公平會相同之看法而認為，若上游廠商在標注

建議售價時有運用經濟上之獎勵或其他強迫性之手段迫使下游廠商遵守該建議價

格，仍違反維持轉售價格協議之規定。是以，我國企業應留意前揭見解將來是否被

執法機關所採納；尤其是第一種見解，因反壟斷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所處罰者為

達成（或並實施）協議之兩方經營者，故迫於銷售契約中之利益或不利益條款而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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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不遵守之下游廠商，是否亦應依該條項規定併受處罰更值進一步觀察。此外，縱

使對於「最高限定轉售價格」應否加以管制學說上存有爭議，然按反壟斷法第 14

條第 1 款、第 2 款規定，目前祇有「固定轉售價格」及「限定最低轉售價格」兩種

型態之縱向價格協議方為法律明文禁止者；至於未來執法機關是否會認定該行為屬

於其他之縱向壟斷協議，而使「最高維持轉售價格行為」在兩岸競爭法中皆成為受

規制之對象，我國企業亦應一併注意。 

最後，因反壟斷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故無論是同法第 14 條第 1 款、第 2 款

之固定轉售價格、限定最低轉售價格，甚至是依同條第 3 款經反壟斷執法機構認定

之其他縱向價格協議，皆需以其有無對市場造成排除、限制競爭之效果作為違法性

之判斷基準，而與我國通說與實務一致對公平法第 18 條採取當然違法之見解有顯

著之重大差異。然需特別說明者，中國學界多數主張，固定轉售價格、限定最低轉

售價格之協議應適用當然違法原則；限定最高轉售價格協議則宜採用合理原則判斷

其違法性與否。是以，未來執法機關對於違法縱向價格協議之效果要件的判斷標準

是否會遵循學界多數見解亦值我國企業密切關注；但無論如何，限定最高轉售價格

協議應先經執法機關依反壟斷法第 14 條第 3 款認定為屬其他之縱向壟斷協議，此

時方有探究需以何等原則作為違法性判斷基準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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