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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為公正取引委員會，得於認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嫌疑時，

依獨占禁止法進行調查。獨占禁止法之調查，包括「行政調查」與「犯罪調查」二

者。 

「行政調查」係為作成行政上處置，公正取引委員會進行調查時，得訊問關係

人或令其提交報告、命鑑定人進行鑑定、命持有文件之人提出並留置之、至場所檢

查等；此外，為落實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專屬刑事告發權，2005 年 4 月之獨占禁止法

修正賦予公正取引委員會犯罪調查之權限，故當公正取引委員會為調查違反獨占禁

止法之犯罪行為認有必要時，經法院發給許可狀後，得至關係人之營業所等進行檢

查、搜索，並得對相關物件加以扣押。 

犯罪調查此一制度之立法背景包括：第一，因受調查者不服從行政調查時僅有

間接強制之法律效果，故賦予公正取引委員會直接強制之調查權限，以提高其收集

證據之可能性；第二，以往行政調查衍生的種種憲法上疑義，諸如無需令狀及不適

用不自證己罪原則，希望藉由犯罪調查制度之導入予以消除。是以本文介紹日本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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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禁止法之調查制度，並嘗試依此對於我國公平交易法之相關規定提出建議，以期

作為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行使調查權限時之借鏡，甚或可供

往後公平交易法修正之參考。 

關鍵詞：獨占禁止法、行政調查、犯罪調查、令狀原則、不自證己罪權利、資料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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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公正取引委員會於平成 17 年（西元 2005 年）5 月至 8 月間，對於有關鋼鐵橋

樑的合意投標事件之 26 家事業及其 8 名員工提起刑事告發。在被告發者之中，包

括在過去 10 年內曾受公正取引委員會為勸告審決之公司，更有曾被提起刑事告發

之公司。然而，其等仍再次從事卡特爾行為，顯示日本的合意投標卡特爾行為，在

同一企業、同一產業及同一地域內不斷地重複發生而未遭根絕，因此日本經濟中所

謂合意體質的負面特徵尚無法完全根治 1。 

面對這樣的狀況，之前於平成 13 年（西元 2001 年）的小泉純一郎首相在當時

的總理大臣就任演說中，便曾揭示「確立符合 21 世紀的競爭政策」為日本經濟再

生改革的重大支柱。其後，日本政府策定之「有關今後經濟財政營運及經濟社會構

造改革之基本方針」（即所謂骨幹之方針，於平成 13 年 6 月內閣會議所決定），

亦採取了「去除合意體質及活化市場為目標，積極的展開競爭政策」的方向。 

公正取引委員會基於上開總理大臣之演說內容，舉辦「研議符合 21 世紀之競

爭政策懇談會」，從強化抑止違法之觀點，彙集並發表獨占禁止法 2 之措置體系應

予改正的建言。基於上述建言，公正取引委員會於平成 14 年（西元 2002 年）10 月

起召開獨占禁止法研究會，並將改正獨占禁止法之措置體系的相關內容彙整為「獨

占禁止法研究會報告書」，於平成 15 年（西元 2003 年）10 月公布。 

此後，公正取引委員會以該報告書為基礎，徵求社會大眾之意見，共收到來自

消費者團體、經濟團體、司法界、事業及個人等 112 件的意見書。公正取引委員會

根據這些意見書，於平成 16 年（西元 2004 年）4 月彙整為獨占禁止法改正案，並

再次公布向大眾募集意見（此次共有 74 件意見書），同時也與相關團體進行 100

次以上的意見交換。在經過上述意見收集的過程後，於平成 16 年（西元 2004 年）

10 月 15 日，在國會第 161 次臨時會提出獨占禁止法之一部修正案。該法案於眾議

                                                      
1 參諏訪園貞明編著，平成 17 年改正独 しい と占禁止法：新 課徵金制度 審判. の犯則調查制度 逐

条解說，初版，商事法務，3-5（2005）。 
2 獨占禁止法之全名為「關於確保禁止私的獨占及公正交易之法律」，本文以下簡稱為獨占禁

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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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當年會期雖然未完成審議，但於翌年國會第 161 次通常會時繼續審議，並於平成

17 年（西元 2005 年）4 月 20 日經過參議院通過，同年 4 月 27 日公布，隔年 1 月 4

日起施行。 

依據獨占禁止法於平成 17 年改正前之規定，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公正取引

委員會得依職權、一般人之檢舉、檢察總長或中小企業廳之通知，於認有違反獨占

禁止法之嫌疑時進行「行政調查」。「行政調查」係以獨占禁止法第 47 條為主，

其調查目的是為了作成排除措置命令、課徵金納付命令等處分，此一程序之進行通

常由被指定為「審查官」之事務總局職員為之。審查官於進行調查程序時，除由當

事人主動配合調查之任意調查權限外，並有一定的強制調查權限，得要求利害關係

人到會加以訊問或令其提交意見或報告、命鑑定人到會進行鑑定、命持有財務報表

及其他文件之人提出該當文件並得留置之、至關係人之營業場所檢查其業務、財務

狀況、財務報表及其他文件等。 

改正後獨占禁止法之調查，除了「行政調查」外，新增「犯罪調查」（犯則調

查 3）制度 4。此係為落實公正取引委員會所擁有之專屬刑事告發權，賦予公正取引

委員會有關犯罪行為之調查權限，即指該法第 101 條以下所定之「犯罪調查」，當

公正取引委員會為調查違反獨占禁止法之犯罪行為而認有必要時，得向法院聲請發

給許可狀後，至關係人之營業所等進行臨檢、搜索，並得對相關物件加以扣押。相

應於此一新增權限之行使，公正取引委員會並特別設置「犯則審查部」執行該權限 5。 

由於日本獨占禁止法此次修正之背景、內容，以及修正後之實務運作狀況、學

界意見等，均可作為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

會）行使調查權限時之借鏡，甚或可供現正研議中之公平交易法修正之參考，因此

本文以此為研究方向，藉由 2010 年 4 月 3 日至 7 月 1 日赴日期間，於日本神戶大

學收集相關資料及訪問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近畿中國四國事務所總務管理官小室尚

                                                      
3 日文原文為「犯則調查」，「犯則」二字為中文所無，而該調查制度係指針對違法獨占禁止

法第 89 條至第 91 條之行為而涉及刑事責任時之調查制度，故本文於翻譯時以「犯罪調查」稱

之。 
4 不論行政調查或犯罪調查程序之開始，均係由審查局局長向委員會為具體個案之現況報告，

由委員會決定是否有進行調查之必要。 
5 參黃銘傑，「第四章—公平交易委員會之組織與職權」，收於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

(三)，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合作研究報告，18-19（2005）；白石忠志，独占禁止法，初版，有

斐閣，39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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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先生，並將目前研究成果提出如后。 

二、獨占禁止法之行政調查 

行政調查為公正取引委員會執行排除措置命令與課徵金納付命令等處分之基

礎，該等行政調查依獨占禁止法第 47 條第 2 項係由委員會指定為「審查官」之公

正取引委員會職員負責實際進行。 

(一) 行政調查之類型 

1. 強制之行政調查 

(1) 強制行政調查之內容 

獨占禁止法第 47 條 6 規範強制之行政調查權限，其調查方式列舉於該條第 1 項

各款，且對於不服從者可依同法第 94 條科予罰則，以間接強制之方式確保其實效

7。然因本條之調查並非屬於可不論對方意思而實施之直接強制型態，故無須經法院

以令狀為許可之必要。 

第 47 條第 1 項規定之處分權限，係規定公正取引委員會為了判斷有無為行政

處分之必要時，就該等基礎事實調查工作中所得採用之行政調查權限。公正取引委

員會主觀上認為有違法事實存在時即可發動調查，而非要求更高的客觀理由作為權

                                                      
6 獨占禁止法第 47 條規定：「Ⅰ公正取引委員會為了關於事件所必要之調查，得採取下列之處

分： 
1.命事件關係人及證人至政府機關接受詢問，或徵求其意見或報告。 
2.命鑑定人至政府機關及鑑定。 
3.對於帳簿書類等其他物件之持有者，命提出有關物件，或留置提出之物件。 
4.進入事件關係人之營業所等其他必要場所，並檢查業務及財產狀況、帳簿書類等其他物件。 
Ⅱ 公正取引委員會得視需要制訂法規，並依此指定其職員為審查官，負責採取前項之處分。 
Ⅲ 職員依前項規定進入檢查之前，應攜帶表示身分之證明書，並應出示予關係者。 
Ⅳ第 1 項規定之處分權限，不得解釋為犯罪搜查依該規定而具有相同之權限。」 
7 依獨占禁止法第 94 條規定，違反該法第 47 條第 1 項，諸如不到場、拒絕陳述、為虛偽陳述

或鑑定、不配合提出文件及拒絕、妨礙進入檢查者，得處以 1 年以下徒刑或日幣 300 萬元以下之

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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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發動之要件。實務上關於審查官之進入檢查及提出命令，曾有受調查者提出異議

認為「強制處分應同時具備形式及實質之二種要件，其中實質要件正是指有充分懷

疑違反獨占禁止法之『相當理由』及行使強制處分之『必要性』而言」，但公正取

引委員會認為對於個別事件為必要調查，係屬正當權限之行使，故駁回受調查者之

異議 8。 

a. 詢問（命到場接受詢問 9 及提出報告） 

依第 47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審查官得對事件之關係人或證人為詢問並作

成紀錄，但該紀錄不給予被處分者副本，以避免導致證據隱滅等對於爾後行政調查

產生重大障礙之結果。 

舉例言之，審查官仔細調查進入檢查取得之物件後，為了使被懷疑違法之事實

更加明朗，得對於事件關係人（被懷疑違法之事業與事業團體，以及其所屬之負責

人、員工、職員等）或證人（非事件關係人但有與違法情事相關之情報者。進入審

判程序後，在訴訟程序中係屬證人）送達到場命令書，聽取相關情況，並將供述內

容記載於詢問紀錄。 

審查官作成詢問紀錄時，應朗讀予供述人（事件關係人或證人）或使其閱覽，

並詢問有無錯誤之處。供述人有增減變更之申請時，應於紀錄上記載此一陳述。審

查官得要求供述人於紀錄上簽名蓋章，供述人不願簽章時應將此情事一併記載於紀

錄。經過供述人確認內容之程序，可提高紀錄之證明力。此外，審查官非基於直接

證明違法事實之用途，而就事件關係人或證人以外之人收集相關情報時，毋須要求

此種供述人確認內容，僅作成供述聽取報告書即可。 

審查官得要求事件關係人、證人提出報告，該報告命令應與事件關係人、證人

之業務、懷疑違法事實有關，並表明所要求之報告樣式。對於事件關係人、證人以

外者，通例上其報告書則係採任意形式。 

b. 鑑定 

依第 47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審查官得對於具有專門知識者送達鑑定命令

書，命其以鑑定人身分到場及提出鑑定書。 

                                                      
8 參札幌歯科医者会事件，公正取引委員會決昭 55‧10‧24，審決集 27 卷，136。轉引自根岸

哲編，注釈独占禁止法，初版，有斐閣，646（2009）。 
9 日文原文為「審尋」，於 2005 年修正前原稱「審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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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命令提出及留置文件 

依第 47 條第 1 項第 3 款，審查官得對帳簿書類等相關文件之持有者命其提

出，並得留置該等文件。賦予留置文件原本此一權限之目的，在於避免竄改的可

能。 

審查官採取進入檢查（請見後第(4)點所述）之後，對於調查違法事件所必要的

書類等物件，得送達提出命令書予持有人，並得留置提出之物件。審查官留置提出

物件時，應作成留置紀錄及留置物品項目之目錄，並應交付複本予提出者。即使未

採取進入檢查，但可特定物件時，亦得為提出命令。被留置之物件，除了已無留置

必要之情形及依提出者之請求為假返還外，提出人亦可閱覽或謄寫提出之書類。然

而，對事件審查會特別產生障礙之情形，得限制閱覽、謄寫，例如提供給事件關係

人閱覽之情形，即被推定為有妨害事實解明之危險。此外，未使用行政調查權限，

而係依對方之協力所進行之任意審查的情形，對方任意提出帳簿書類等其他物件

時，為了擔保程序之確實及公正，公正取引委員會職員得請求對方提出任意提出

書。 

d. 進入檢查（立入檢查） 

獨占禁止法第 47 條最常受到討論之調查方式為進入檢查。審查官得進入事件

關係人之營業所或其他必要場所，並檢查業務、財產之狀況、帳簿書類等其他物

件。其檢查對象之範圍並未有明文限制，得就任何地點進行檢查，但應受比例原則

等一般法律原則之制約 10。本款之「事件關係人之營業場所及其他必要場所」用

語，解釋上係指「事件關係人之營業場所」及「其他必要場所」，而非限於「事件

關係人之『營業場所及其他必要場所』」 11，是以即令該場所並無事件關係人在

                                                      
10 此外，進入檢查因通常會作為「調查開始日」之起算點，影響課徵金額的計算，故特別受到

重視。當被處以納付課徵金處分之事業，其違法行為實施期間不超過 2 年，而於公正取引委員會

開始調查日前 1 個月以前停止該違法行為者，徵收之課徵金額得酌減 20％。另一方面，2005 年 4
月 20 日之獨占禁止法修正，為提供違法事業自行舉發其所參與之違法行為的誘因，特別於第 7 條

之 1 第 7 項至第 12 項規定，引進課徵金減免制度。亦即當事業於公正取引委員會開始進行調查

前，單獨對公正取引委員會提供有關違法行為之事實或資料時，第一個提供該等資訊者，其課徵

金全免；第二個提供資訊之事業，其課徵金額減少 50％；第三個提供資訊之事業，其課徵金額減

少 30％。若於公正取引委員會開始調查前，提供違法資訊之事業，未超過三家時，則依其不足

數，可對在公正取引委員會開始調查後始提供違法資訊之事業，各減少其課徵金額 30％。因此調

查開始日之認定，於計算課徵金具有重要地位，是以調查紀錄關於調查年月日之記載亦受關注。 
11 參村上政博、栗田誠，独 の占禁止法 手続---平成 17 の をふまえて年施行 改正法 ，初版，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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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亦得進入檢查，但進入上開第三者場所時，自應於比例原則之範圍內方屬合

法。舉例言之，不限於營業所，凡是相關書類保存之場所，企業幹部、職員之個人

住宅亦得成為進入檢查的對象。此外，懷疑發包機關參與協議投標之情形時，發包

機關之辦公場所應認有進入檢查的必要性。 

審查官係連同特定事件一併指定，例如「關於某某製品之製造業者及販賣業者

等團體的事件」、「關於某某市發包某某工程之參加投標業者事件」等，將審查對

象予以特定並發給審查官證作為提示之用。進入營業所等場所檢查時，審查官應交

付記載事件名、懷疑違法事實之要旨及相關法條的文書予受檢查者。 

此外，為了提高對於違反獨占禁止法雖然導入適用令狀原則之犯罪調查制度，

但以作成行政處分為目的之進入檢查等行政調查權限，仍應繼續依照行政調查之方

式。審查官於進入檢查後應作成檢查紀錄，記載事件名、日時、場所，以及在場者

之姓名、職業等。 

另應附言者係，公正取引委員會之進入檢查因屬外部活動，相關報導難免極

多。進入檢查終究僅是對於違法事實之存在尚屬懷疑的階段，即使公正取引委員會

未積極的公開表示，但媒體的報導也會揭露機關活動，因此審查終了時，不僅是認

定違法事實存在之事件，認定不存在之事件亦應將審查結果公開為是。 

(2) 審查官之指定 

委員會經審查局長報告後，認為該事件有行使行政調查權限之必要時，指定審

查官負責審查該事件，此時即稱為成案（立件）而開始審查程序。審查官應由審查

局（犯則審查部除外 12）、地方事務所、支所之職員中，具有對於事件審查及審判

到場所必要之法律、經濟等之知識經驗者指定之。 

(3) 強制行政調查之救濟程序 

審查官依獨占禁止法第 47 條第 1 項所為處分之對象不服該處分時，得於受處

分之日起一週內，以書面記載理由向公正取引委員會提出異議。委員會認為受處分

                                                        
経済社，71（2006）。 

12 犯則審查部職員除外，係因行政調查部門與犯罪調查部門有所區別之緣故，兩部門間設有所

謂的防火牆（情報的遮斷）。因此得行使行政調查權限者，僅限於被指定為審查官的行政調查部

門職員，犯罪調查部門之職員不得行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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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異議有理由時，應撤回或取消處分，或命審查官變更處分，並通知異議人。駁

回異議時，則應示明理由 13。 

此為行政程序法 14、行政不服審查法 15 除外適用之代替制度。此外，異議遭駁

回後，得於其後之公正取引委員會審判程序或審決取消訴訟中提出主張。 

2. 任意之行政調查 

公正取引委員會不發動行政調查權限，而要求對方自願的提供協力以進行調查

時，即所謂自願調查。審查規則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委員會之職員，於事件關

係人及證人自願供述之場合，認為有必要時得作成供述紀錄。」同規則第 19 條規

定：「委員會之職員，於受領事件關係人及證人自願提出之帳簿書類等其他物件的

場合，認為有必要時，得對事件關係人及證人要求提出記載物件所有人及提出人之

姓名、職業、住所、物件項目、提出年月日等事項的文書。」 

對於得到對方承諾而進行的進入檢查，公正取引委員會曾認為「審查官雖然應

向受檢查者之代表人提示審查官證及檢查意旨，但受檢查者代表人對審查官表示

『是否必須取得法官核發之令狀？』、『為何選擇被審查者作為檢查對象？』等疑

問，表示拒絕進入檢查之意思時，審查官應將其拒絕之意旨作成供述紀錄，停止進

入檢查且不得留置現場發現之書類。其後，審查官應另訂期日再次至受檢查者事務

所，對受檢查者代表人提示審查官證並詳細說明進入檢查之理由，取得受檢查者代

表人同意後為進入檢查。16」 

3. 一般調查 

公正取引委員會為了完善履行職務之必要，對於行政機關、依特別法令設立之

                                                      
13 參公正取引委員會審查相關規則第 22 條。 
14 獨占禁止法第 70 條之 21：「對於公正取引委員會所為之排除措置命令、納付命令及第 70 條

之 11 第 1 項之認可申請等相關處分、依本節規定所為之審決及其他處分（包含依第 47 條第 2 項

之審查官所為處分及第 56 條第 1 項之審判官所為處分），不適用行政程序法第二章及第三章之規

定。」 
15 獨占禁止法第 70 條之 22：「對於公正取引委員會所為之排除措置命令、納付命令、依本節

規定所為之審決及其他處分（包含依第 47 條第 2 項之審查官所為處分及第 56 條第 1 項之審判官

所為處分），不得依行政不服審查法提起不服。」 
16 參水田電工事件，審判審決平 9‧9‧25，審決集 44 卷，131。轉引自根岸哲編，注釈独占禁

止法，初版，有斐閣，648-64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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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事業、事業團體或其職員，得要求到場或提出報告、情報、資料等 17。對學

校、具有學識經驗者，得囑託其調查 18。此外，亦得召開公聽會徵求一般性的意見

19。此等以一般調查為目的之權限，於審查具體事件時亦非不得運用之 20。 

(二) 行政調查之憲法上問題 

1. 與令狀原則之關係 

獨占禁止法第 47 條第 1 項之各項行政調查強制措施，無須取得司法機關核發

之令狀即得進行，因而產生是否違反日本憲法第 35 條令狀原則之疑問 21。就此一

問題而言，所得稅法上關於質問檢查之川崎民商最高裁判決，曾基於下列理由認為

行政調查之強制權限不需令狀，無違於憲法上之令狀原則 22： 

該調查權限係專為「達成所得稅之公平確實的徵收賦課之目的，而進行之必要

的資料收集程序，其性質上並非為了刑事責任之訴追而發動」，因此該調查權限於

客觀結果上雖與刑事訴追有所相似，然其未違反憲法令狀原則之重點在於，其檢查

對象以達成行政目的所必要者為限方得為之，而非為產生刑事訴追之作用而進行調

查。 

因不服從該調查權限而施以刑罰為間接強制時，「若該刑罰措施非屬輕微，且

其作用之強制程度使檢查對象之自由意思受到顯然拘束，而實質上可與直接之物理

強制同等視之，此時即不能認為合憲」。由此觀之，該調查權限若為了公益上之目

的與必要性，「藉由此程度內之強制，作為實效性確保之手段時，不得有不均衡、

不合理之情形」。 

川崎民商最高裁判決業經公正取引委員會於實務上援引作為獨占禁止法該條未

                                                      
17 參獨占禁止法第 40 條。 
18 參獨占禁止法第 41 條。 
19 參獨占禁止法第 42 條。 
20 參根岸哲編，注釈独占禁止法，初版，有斐閣，650（2009）。 
21 日本憲法第 35 條規定：「任何人就其住居、文書資料及所持物品有不受侵入、搜索及扣押之

權利，除第 33 條之情形外，非基於正當理由發布且明示及扣押物品之令狀，不應被侵犯。搜索或

扣押，應依有權之司法機關發布之個別令狀為之。」 
22 參最判昭和 47 年 11 月 22 日，刑集 26 卷 9 號，554。轉引自村上政博、栗田誠，独占禁止法

の手続---平成 17 の をふまえて年施行 改正法 ，初版，中央経済社，72-7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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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憲之參考，但學說上則有不同看法，認為公正取引委員會進行獨占禁止法上行政

調查程序之結果，除了施予排除措置命令、課徵金納付命令等行政制裁外，可能同

時涉及刑事處罰，且獨占禁止法第 74 條第 1 項規定，公正取引委員會於調查結果

涉有犯罪嫌疑時負有向檢查總長提起告發之義務，因此難謂與刑事追訴無關而有違

憲之嫌 23。 

2. 與不自證己罪之關係 

獨占禁止法第 47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訊問規定，若有不服從者得依同法第 94 條

第 1 款科以刑罰，受詢問者並無拒絕陳述之權利，故產生是否與憲法第 38 條第 1

項「不自證己罪」原則 24 有所違背之爭議。就此問題而言，同樣在前述之川崎民商

最高裁判決中，於論及所得稅法上之質問檢查權時，法院認為憲法第 38 條第 1 項

所稱「對自己不利益之供述」，解釋上應以供述者係就直接涉及刑事上責任之事項

為回答時作為適用前提，若非屬為追究刑事責任而取得、收集資料之調查程序，即

無憲法該條文之適用。因此公正取引委員會於實務上將該判決類推適用於獨占禁止

法第 47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情形而為合憲解釋，惟學說上多傾向限縮該判決之適用

範圍 25。此外，學說上認為事件關係人在訊問時如果發覺其供述事項涉及刑事責

任，應得隨時拒絕陳述，且不應依獨占禁止法第 94 條第 1 項處以拒絕陳述之處罰

26。 

                                                      
23 とその參臼井滋夫，「行政罰則 手続をめぐる の若干 問題―独 を にして禁法罰則 中心 」，福

田＝大塚博士古稀祝賀「刑事法学の総合的研究（下）」，初版，有斐閣，498-504（1993）。 
24 日本憲法第 38 條規定：「任何人均不應被強迫為不利於自己之供述。依強制、拷問或脅迫之

自白，或受不當長期羈留或拘禁後之自白，不得作為證據。任何人若對自己不利之唯一證據係出

於其本人之自白者，不得被認為有罪或科處刑罰。」 
25 參金子宏，「行政手続と の自己負罪 特権」，收於氏著 の所得概念 研究，初版，有斐閣，

306-354（1995）。金子宏教授雖同意川崎最高裁判決之結論，但為了防止對於憲法第 38 條保護

意旨之實質侵害，故主張詢問所得資料不得用來追及關係人之刑事責任，該資料於刑事訴訟程序

中無證據能力，且此時公務員之守密義務應優先於告發義務。亦有學說認為，川崎民商最高裁判

決關於所得稅法之質問檢查權所揭示之見解，原則上雖非不可適用於獨占禁止法第 47 條之情形，

但仍須於具體個案檢驗其類推適用之合憲性。參白石忠志，独占禁止法，初版，有斐閣，397
（2006）。 

26 參酒卷匡，「憲法 38 条 1 と の項 行政上 供述義務」，收於松尾浩也先生古稀祝賀論文集下

卷，初版，有斐閣，102（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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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獨占禁止法之犯罪調查 

(一) 修法源起及犯罪調查事件之性質 

1. 犯罪調查手續導入之經緯及其意義 

獨占禁止法所稱之犯罪調查，係指由公正取引委員會就是否有必要為刑事告發

事件所進行之調查程序。所謂犯罪事件，則指經公正取引委員會認為屬於獨占禁止

法第 89 條至 91 條所定，其違反效果為涉及刑事犯罪責任之事件。就該等犯罪事

件，須基於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告發為前提，否則不得起訴，因此檢察官之起訴係繫

諸於公正取引委員會進行之犯罪調查，及依此犯罪調查後決定是否提起刑事告發。

至於實際進行犯罪調查者，係由公正取引委員會指派具有審查局犯則審查部職員身

分之「委員會職員」，或稱「犯則事件調查職員」為之。 

犯罪調查此一制度，係於 2005 年(平成 17 年)修正獨占禁止法時所新增 27，其

立法背景包括：第一，對於違反獨占禁止法之惡質案件，欲積極運用刑事處分予以

遏止。然公正取引委員會受限於調查權限，因受調查者不服從行政調查時僅有間接

強制之法律效果，為了刑事告發而收集證據之能力有其界限，故賦予公正取引委員

會直接強制之調查權限，以強化其收集證據之能力；第二，以刑罰作為調查協力擔

保之間接強制方法，依此行政調查過程中取得之供述紀錄若直接使用於刑事程序，

恐將侵害嫌疑者之緘默權而不應允許之，從而為了避免檢察機關需重新蒐集證據之

二次勞費，並促進公正取引委員會與檢察機關在搜查上的順暢合作，故導入犯罪調

查權限之制度；第三，以往行政調查並無司法機關介入而衍生的種種憲法上疑義，

諸如無需令狀及不適用不自證己罪原則，希望藉由犯罪調查制度之導入，和行政調

查互相區別，以消除此等疑義並回應正當法律程序之要求 28。 

由上可知，於改正前獨占禁止法之下，關於公正取引委員會所能行使的前述行

政調查之間接強制手段，被指摘有下列問題點： 

a. 搜索、扣押等直接強制之方法尚未有明文規定，以行使適正刑事告發為目的之

                                                      
27 犯罪調查係獨立規定於獨占禁止法第 12 章。 
28 參白石忠志，独占禁止法，初版，有斐閣，397-398（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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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收集權限亦不完備。 

b. 公正取引委員會審查官作成之供述紀錄由於不自證己罪原則之顧慮，於審判程

序中無法作為證據而提出，因此提起刑事告發後，檢察官會產生再次進行訊問

調查之需要，必須從頭開始製作調查紀錄，造成檢察當局的負擔 29。 

c. 公正取引委員會基於行政調查之結果所為之刑事告發，欠缺令狀原則（憲法第

35 條）及默秘權（憲法第 38 條第 1 項）之正當程序保障。 

此次修正，藉由將下列犯罪調查手續之導入，以期消除來自正當程序觀點之疑

問： 

a. 在肯認基於法官令狀之臨檢、搜索、扣押等直接強制之調查方法之下，公正取

引委員會之調查權限有所強化。 

b. 在刑事告發之場合，明定公正取引委員會關於已收集之領置物件及扣押物件有

移交予檢察廳之義務（修法後第 116 條）30，以促進公正取引委員會與檢察廳

之順暢合作的可能性。 

c. 取得法官令狀後可為強制調查，此外，以往基於有關違反國稅調查之判例，於

違法調查程序是否亦有不自證己罪權利保障之疑問也可獲得解決。 

2. 犯罪調查權限導入之必要性 

公正取引委員會於平成 2 年公布之「對於違反獨占禁止法之刑事告發相關方

針」中，針對廣泛影響國民生活的惡質與重大案件，將持續提起刑事告發以獲取積

極的刑事處分。自該年至今，雖然已提起 9 件刑事告發，但相較於國稅及證券交易

領域，不可否認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刑事執行態度偏於低調 31，且在同一企業、同一

產業及同一地域內不斷地重複發生的卡特爾行為並未遭根絕 32，因此強化對於違反

                                                      
29 實務上公正取引委員會仍會將已收集之資料移交給檢察官參考。 
30 修正後第 116 條在程序保障之關係方面，僅將領置物件及扣押物件作為規範對象，係為了試

圖將此一保管責任之明確化所作之規定，但檢察當局能否自公正取引委員會移交之領置物件及扣

押物件以外之證據，修正後則無明文規定，在解釋運用上亦有疑問。經報告人訪問公正取引委員

會近畿中國四國事務所總務管理官小室尚彥先生之結果，修法後公正取引委員會會將所製作的犯

罪事件報告書及質問、檢查、搜索扣押等各顛末書均移交予檢察官。 
31 參村上政博、栗田誠，独 の占禁止法 手続－平成 17 の をふまえて年施行 改正法 ，初版，中央

経済社，277-282（2006）。 
32 參諏訪園貞明編著，平成 17 年改正独 しい と占禁止法：新 課徵金制度 審判. の犯則調查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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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禁止法行為之遏止的觀點而言，不論公正取引委員會內外均出現應更加積極活

用刑事處分之指摘，而其具體對應之道為何，遂成為當務之急。另一方面來看，修

正前之獨占禁止法制度為了要符合更積極之刑事告發，有下列問題尚待解決： 

(1) 基於公正取引委員會之調查權限的證據收集能力 

舊法所賦予公正取引委員會之調查權限，當遇有不遵從處分之情形時科予刑事

罰，亦即僅以所謂間接強制之方法來確保處分的實效性。但對於不受刑事罰拘束的

事件關係人無法為進入檢查，若於此期間證據遭到破壞，將造成違法行為之證明困

難。 

(2) 與檢察機關調查作業之接續 

公正取引委員會於行政調查過程中作成之供述紀錄，畢竟是彙整事業之職員基

於行政措置之意願所為之陳述，亦與嫌疑人之刑事上權利有關。為了能作為審判之

證據，檢察官須全部從頭作成供述紀錄，其所花費的龐大時間勞力實屬重要問題。 

(3) 正當程序之要求 

由於獨占禁止法將行政處分與刑事罰之構成要件規定於同一條文，因此公正取

引委員會依據行政調查之結果提起刑事告發，受到來自經濟界對於正當程序的疑問

（舊法第 46 條第 4 項及令狀原則之潛脫）的指摘。換言之，公正取引委員會所為

之行政調查是為了蒐集懷疑有違法行為之證據，與其他行政機關為了監督而採取的

定期性行政調查有所不同。對於被調查者而言，也有批評認為公正取引委員會之行

政調查很難與犯罪搜查明確區別。 

基於上述情況，本次修法就惡質及重大案件採取積極的刑事告發，在以往之行

政調查權限外，更決定導入犯罪調查權限 33。 

                                                        
条逐 解說，商事法務，3-5（2005）。 
33 惟另有學說認為，公正取引委員會無法積極提起刑事告發，其原因並非調查權限不足，係因

現今違反獨占禁止法案件之證據書類殘留的情形越來越少見，而須仰賴關係者供述之比重越來越

高。對於此次修法導入犯罪調查制度，反而使公正取引委員會受到不自證己罪權利之限制，是否

真能達到所謂強化證據收集能力之目標則屬未必，無法對有經驗的大企業產生效果，可能僅係對

中小企業有所影響而已，故對犯罪調查權限之修正採消極態度，而主張課徵金減免制度（即寬恕

政策）較有實效。參平林英勝，「独 の占禁止法上 手続 に規定 関する しについての 点見直 問題 ―
適正手続の の保障 後退」， タイム判例 ズ，1140 号，30-3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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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犯罪調查事件之性質 

如前所述，犯罪調查制度係為了針對違反獨占禁止法案件提起刑事告發所設

置，雖然實質上類似於刑事搜查等程序，但另一方面負責犯罪調查者卻是屬於行政

權之公正取引委員會職員，因此日本憲法上有關刑事程序之人權保障是否及於犯罪

調查，遂成問題所在。 

在租稅法之領域中，雖有判決認為「國稅犯則事件調查程序之性質係屬行政程

序之一種，不應解釋為刑事程序之性質 34」。然而，國稅犯則法（以下簡稱「國犯

法」）之質問、檢查、領置、臨檢、搜索、扣押等程序本身均與搜查程序類似，且

成為調查對象之犯則事件可能因告發而移轉至嫌疑事件之刑事程序，告發前調查程

序取得之資料亦預想會被利用為搜查、訴追之證據資料，因此嗣後之判決認為犯罪

調查程序「實質上係從事對於租稅犯之搜查 35」。從而即使非屬直接為了追究刑事

責任之程序，但「實質上基於追究刑事責任之目的而蒐集資料，而與此具有直接關

聯時」，亦應為憲法第 35 條及第 38 條第 1 項之保障所及 36。是以獨占禁止法之犯

罪調查程序既然係以刑事告發為目的，自應與國稅犯則事件作同樣解釋 37。 

有關國犯法之犯罪調查程序，判例認為「由於收稅官吏具有搜查租稅犯之特殊

性、技術性等專門知識經驗，故應屬特別搜查程序之性質 38」。此外，學說上認為

設置犯罪調查程序之理由，係因關於租稅犯之證據蒐集及判定必須有特別的知識經

驗，且犯罪事件之發生件數相當多，若由檢察官負責處理將產生實際上的困難 39。

參照上述說明，獨占禁止法上的犯罪調查程序亦因違反獨占禁止法事件之特殊性及

技術性，故應由具有專門知識經驗的公正取引委員會職員來進行實質的犯罪搜查較

為適當。相對來說，應成為犯罪程序對象之違法事件，其性質與內容應限定於公正

                                                      
34 最決昭 44‧12‧3 刑集 23 卷 12 号，1525。轉引自根岸哲編，注釈独占禁止法，初版，有斐

閣，848（2009）。 
35 最決昭 59‧3‧27 刑集 38 卷 5 号，2037。轉引自根岸哲編，注釈独占禁止法，初版，有斐

閣，848（2009）。 
36 最判昭 47‧11‧22 刑集 26 卷 9 号，554。轉引自根岸哲編，注釈独占禁止法，初版，有斐

閣，849（2009）。 
37 參根岸哲編，注釈独占禁止法，初版，有斐閣，848-849（2009）。 
38 同前註 35。 
39 參金子宏，租稅法，第 12 版，弘文堂，82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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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引委員會職員之專門知識經驗為必要的情形 40。依獨占禁止法之規定，犯罪事件

限於第 89 條至第 91 條所列舉之罪，其他違反獨占禁止法者則非犯罪調查之對象，

此為與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專屬告發規定相整合的制度設計。 

犯則規則第 4 條規定事務總局審查局長關於犯罪事件之開端的報告義務。事務

總局審查局長應將可能成為犯罪事件之事實概要及相關法條，盡量明確的向公正取

引委員會報告。委員會聽取該報告後認有必要，應指派犯罪事件調查職員調查該項

事件 41。因何種事件屬於「有必要」未必明確，是以依「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違反

獨占禁止法提起刑事告發及犯則事件調查之相關方針」之規定，第一：與一定交易

範圍之實質限制競爭有關的價格卡特爾、供給量限制卡特爾、市場分割協定、圍

標、共同杯葛等其他違反行為，對國民生活產生廣泛影響之惡質重大案件；第二：

重複違法之事業、不遵從排除措施之事業，公正取引委員會以行政處分已無法達成

獨占禁止法之目的而需積極告發尋求刑事處分之案件。有相當理由足以懷疑上述違

反獨占禁止法存在時，應指定職員進行犯罪事件之調查42。 

(二) 犯罪調查之類型 

1. 強制之犯罪調查 

(1) 強制犯罪調查之內容 

依獨占禁止法第 102 條 43 及第 103 條之規定，公正取引委員會經其機關所在地

                                                      
40 參川出敏裕，「犯則調査権 の限 導入」，ジュリスト，1294 号，27-30（2005）。 
41 獨占禁止法第 115 條規定：「委員會職員於犯則事件之調查終了後，應向公正取引委員會報

告調查之結果。」 
42 提起告發之基準亦同。 
43 獨占禁止法第 102 條規定：「Ⅰ委員會職員為了犯則事件調查之必要，得依公正取引委員會

所在地有管轄權之地方法院或簡易法院法官事前核發之許可狀，為臨檢、搜索或扣押。 
Ⅱ前項情形遇有急迫時，委員會職員得依應為臨檢、搜索之場所、身體或物件或應為扣押物件

之所在地有管轄權之地方法院或簡易法院法官事前核發之許可狀，為前項之處分。 
Ⅲ委員會職員請求核發第一項及前項之許可狀（即本章以下所稱之『許可狀』）時，應提供可

認為犯則事件存在之資料。 
Ⅳ符合前項請求之情形，地方法院或簡易法院法官應將記載應為臨檢、搜索之場所、身體或物

件或應為扣押物件及請求者之職務與姓名、有效期間、逾該期間後應返還不得執行等意旨之許可

狀，註明交付年月日及法院名，並經法官簽名蓋章後交付予委員會職員。若犯則嫌疑者之姓名或

犯則事實明確時，應將此等事項一併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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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方法院法官發給許可狀後 44，得為下列之強制調查行為 45： 

a. 勘驗（臨檢） 

係實際到現場對於場所或物的存在及狀態，以調查人員之感官所及知覺範圍而

為之強制處分。此處所指之場所為犯罪嫌疑者等之住居，臨檢對象之物則為犯罪嫌

疑者等所持有與犯罪事件有關之帳簿書類等其他物件。然因獨占禁止法並無身體檢

查令狀之規定依據，基於尊重人權之觀點，解釋上人的身體應不屬於「臨檢」之對

象，故仍與刑事訴訟法上之檢查有所不同 46。 

國犯法針對國稅之犯罪事件，規定無法院之許可狀時亦得對現行犯或準現行犯

為強制處分，但獨占禁止法無此規定，且上開規定之合憲性尚有疑問，又獨占禁止

法上之犯罪事件性質似亦無設置此種規定之必要性 47。獨占禁止法上之犯罪調查強

制處分，僅有此處所述對場所及物件之三種處分，故負責犯罪調查之公正取引委員

會職員不得以人為對象進行逮捕等強制處分。 

b. 搜索 

係對於犯罪嫌疑者等之身體或物件，為發現欲扣押之特定物件而進行之強制處

                                                        
Ⅴ委員會職員得將許可狀交付予其他委員會職員為臨檢、搜索或扣押。」 
44 依獨占禁止法第 102 條第 2 項之規定，即使在情況急迫時，委員會職員仍應向臨檢地點、搜

索場所、欲扣押物件所在地之該管地方法院法官預先聲請發給許可狀後，方得為該條第 1 項之各

種強制處分。由此觀之，獨占禁止法就犯則事件之強制調查，並未賦予公正取引委員會在急迫情

形時得未經取得許可狀即逕行調查之權限。 
又為了使令狀原則之保障發揮實效，本條關於許可狀之請求程序及應記載事項均詳細規定，因

此雖無法律明文，但法官對於違反許可狀請求之方式或欠缺許可請求之理由時（包含強制處分之

必要性不明確之情形），解釋上應可駁回許可狀之請求。惟經報告人訪問公正取引委員會近畿中

國四國事務所總務管理官小室尚彥先生之結果，獨占禁止法修正至今，尚未聽聞有法院駁回公正

取引委員會核發許可狀之請求的案例，且法院通常 1 至 2 日即會核發許可狀。 
45 獨占禁止法第 105 條規定：「臨檢、搜索或扣押之許可狀，應提示予受處分者。」 
第 107 條規定：「Ⅰ委員會職員為了臨檢、搜索或扣押之必要，得為開鎖、啟封等其他必要處

分。Ⅱ前項處分對於留置物件或扣押物件，均得為之。」 
46 學說上有建議公正取引委員會於告發前即早與檢察官合作調查，以解決本身可能無法徹底蒐

證之弊。參川出敏裕，「犯則調査権 の限 導入」，ジュリスト，1294 号，32（2005）；村上政

博，「独占禁 の の止法上 制裁措置 現状と課題」，NBL，770 号，11（2003）。 
惟另有學說認為，未賦予公正取引委員會人身拘束之權限，將造成蒐證困難，縱令公正取引委

員會於告發前可與檢察機關共同調查，但可能造成過度依賴檢察機關之現象，而使公正取引委員

會之專屬告發權形骸化。參平林英勝，「独 の占禁止法上 手続 に規定 関する しについての見直 問

点題 ―適正手続の の保障 後退」， タイム判例 ズ，1140 号，31（2004）。 
47 獨占禁止法雖無現行犯逮捕之特別規定，但負責調查之行政人員仍得基於私人身分逮捕現行

犯。參根岸哲編，注釈独占禁止法，初版，有斐閣，85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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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c. 扣押 

係將可為證據之物件由調查人員取得占有支配 48。為了調查犯罪事件所必要，

本次修法時於第 103 條特別增列規定 49，委員會職員經法院發給許可狀後，得扣押

從嫌疑者發出或對嫌疑者發出之郵件、書信及電信紀錄 50。 

 

圖 1 強制犯罪調查之流程 

圖片來源：公正取引委員會網站http://www.jftc.go.jp/dk/hansoku.html

 

                                                      
48 扣押對象涉及公務上秘密、或律師等業務上秘密時，解釋上應得準用刑事送法第 103 條至第

105 條之規定，亦即扣押有關公務上秘密時，雖須得該機關同意之必要，但該機關除有涉及侵害

國家重大利益之情形外，應不得拒絕同意；此外，有關業務上秘密時，醫師或律師等雖拒絕扣

押，但本人同意或可認屬濫用權利時，應不得拒絕扣押。參諏訪園貞明編著，平成 17 年改正獨占

し い と禁止法：新 課徵金制度 審判 . の犯則調查制度 逐條解說，初版，商事法務，174-175
（2005）。 

49 依日本憲法第 21 條第 2 項關於通信秘密之保護，若無特別法律規定，不得扣押通信事務處理

者所保管或持有之郵件等，即使持有法官之許可狀亦不得為之，因此獨占禁止法為了犯罪調查之

必要，特別增訂本條規定。 
50 獨占禁止法第 103 條規定： 
Ⅰ委員會職員為了犯則事件調查之必要，經法院交付許可狀後，得扣押依法令規定處理通信事

務者所保管或所持有之犯則嫌疑者發出或發給犯則嫌疑者之郵件、書信或電信等相關書類。 

Ⅱ委員會職員於不該當前項情形時，以足認與犯則事件有關為限，得經法院交付許可狀後為扣

押。 

Ⅲ委員會職員為前二項處分後，應將處分意旨通知發信人或受信人，但若該通知有妨礙犯則事

件調查之危險時，不在此限。 

http://www.jftc.go.jp/dk/hansok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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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進行強制調查時，為了保護受調查者之利益及擔保程序公正性，故第

109 條 51 規定應有建物所有者等人在場。第 109 條規定之「住居」、「邸宅」、

「建造物」等僅屬例示，若所有者等本人無法在場時，其他第三者亦可代替之，但

因第三人到場係為了保護建物所有者等之權利，故本條第 2 項所稱「當地警察」應

不得由依第 110 條援助公正取引委員會職員之警察兼任 52。 

依獨占禁止法第 106 條之規定 53，委員會職員進行調查時，應攜帶表示身分之

憑證，並於受調查者之請求時出示，此一規定於任意處分或強制處分之情形均有適

用。該法第 108 條另規定，委員會職員在進行檢查及扣留物件之期間，得禁止相關

人員出入調查場所 54。 

執行任意調查及強制調查時，為了確保職務之適正行使，以及作為後續刑事程

序證據等目的，故獨占禁止法第 111 條 55 要求應作成紀錄以使調查之事實與內容明

確化。因此委員會職員依該法第 111 條之規定，應作成調查過程之書面紀錄，並提

示內容後由受調查者及證人簽名，但該等人員不願簽名時，僅記載曾經提示紀錄內

容之意旨即為已足。此外，從持有人、所有人取得物件之占有而為領置或扣押處分

時，應作成目錄以求明確 56。 

依行政程序法第 3 條第 5 項規定，「依刑事事件相關法令之檢察官、檢察事務

                                                      
51 獨占禁止法第 109 條規定：「Ⅰ委員會職員於有人住居或有人看守之邸宅或建造物等其他場

所為臨檢、搜索或扣押時，應有該所有者或管理者（此處之人包含代表人、代理人等其他可代替

之人）或其使用人或已成年之同居親族在場。 
Ⅱ前項之人不能在場之情形，應有其成年鄰人或當地警察或地方公共團體之職員在場。 
Ⅲ對女性身體為搜索時，應有成年女子在場。但遇有急迫時，不在此限。」 
52 參根岸哲編，注釈独占禁止法，初版，有斐閣，860（2009）。 
53 獨占禁止法第 106 條規定：「委員會職員依本章規定為質問、檢查、留置、臨檢、搜索或扣

押時，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於關係人請求時應予提示。」 
犯則規則第 3 條另定有公正取引委員會職員應攜帶之證明文件的具體內容樣式。 
54 獨占禁止法第 108 條規定：「委員會職員依本章規定為質問、檢查、留置、臨檢、搜索或扣

押之期間，得禁止任何人未經許可出入該場所。」是以本條規定於任意及強制之犯罪調查均有適

用。對於違反本條規定者，應得以實力令其離開，在強制調查之情形，公正取引委員會職員人力

不足時可依第 110 條請求警察援助，但任意調查則無第 110 條之適用，因此僅得由公正取引委員

會職員自行為之。惟不遵從公正取引委員會職員或警察之禁止而施加暴行、脅迫者，應成立刑法

上公務執行妨害罪。 
55 獨占禁止法第 111 條規定：「委員會職員依本章規定為質問、檢查、留置、臨檢、搜索或扣

押後，應將處分執行之年月日及其結果作成紀錄，提示予受質問人及在場者並令其簽名蓋章。但

受質問人或在場者不願或無法簽名蓋章時，將此意旨記載即為已足。」 
56 獨占禁止法第 112 條規定：「委員會職員為留置或扣押後，應作成目錄，並交付謄本予留置

或扣押物件之所有人或持有人或得為代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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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或司法警察所為之處分及行政指導」除外於該法第 2 章至第 4 章規定之適用。此

係因有關刑事案件之程序係以刑事審判為中心所建立，其程序上之權利保障應依刑

事程序相關之法律而定。同此意旨，行政程序法第 3 條第 6 項復規定，「國稅廳長

官、國稅局長、稅務署長、收稅官員、稅官長、稅關職員或徵稅官員（依其他法令

規定行使上述官員職務者亦包含之）基於有關國稅或地方稅犯罪事件之法令（其他

法令準用者亦包含之）所為之處分及行政指導，以及證券交易等監視委員會其職員

（依法令視為其職員者亦包含之）、財務局長或財務分局長基於有關金融商品交易

犯則事件之法令所為之處分及行政指導」，同樣除外適用。獨占禁止法相關之犯罪

調查程序因與上述犯罪調查手續之性質相同，基於相同立法意旨，亦應認為除外於

行政程序法之適用，此於獨占禁止法訂定第 117 條規定後更屬確論 57。 

(2) 強制犯罪調查之救濟程序 

犯罪嫌疑者等對於許可狀之核發有所不服時，不得直接對法院之核發決定提起

救濟。行政不服審查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對於「國稅廳長官、國稅局長、

稅務署長、收稅官員、稅關長、稅關職員或徵稅官員（依其他法令規定行使上述官

員職務者亦包含之）基於國稅或地方稅犯罪事件之相關法令（其他法令準用者亦包

含之）所為之處分」，不得依該法第 5 條及第 6 條提起審查請求或異議申請。此

外，前述處分亦不得為國稅法通則上之不服申請。蓋國犯法上之犯罪調查係以刑事

告發或科刑之通告處分為目的之實質上刑事程序，且告發或不履行通告處分將轉變

程序為刑事案件，因此對於其當否之不服應不適合由行政機關來判斷，故設有此一

例外規定。獨占禁止法上之犯罪程序亦基於相同性質而定有第 118 條之除外規定

58。 

關於犯罪調查程序之行政處分既然不得為行政上之不服申請，則犯罪嫌疑人對

於犯罪調查程序中之處分有所不服時，究應循何種程序爭執遂成問題。針對國犯法

之扣押處分請求撤銷扣押許可或扣押處分，提起刑事訴訟法之準抗告的情形，最高

                                                      
57 獨占禁止法第 117 條規定：「公正取引委員會或委員會職員基於本章規定所為之處分及行政

指導，不適用行政程序法第 2 章至第 4 章之規定。」 
58 獨占禁止法第 118 條規定：「公正取引委員會或委員會職員基於本章規定所為之處分，不得

依行政不服審查法為不服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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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曾作成判決表示 59：第一、法官依國犯法第 2 條之許可並非訴訟法上通常意義

的裁判，而是職務上獨立之法官以公正立場，對於收稅官員實施強制處分之適法與

否為事前審查，使強制處分得以合法進行，不過是國家機關相互間之內部行為而

已，因此對於受強制處分者不直接發生效力。從而在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解釋

上應認為不得單獨提起不服之申請。故請求撤銷許可之準抗告不合法。第二、國稅

犯罪事件調查程序之性質係屬行政程序，而非刑事（司法）程序，因此對於依國犯

法第 2 條所為之扣押處分有所不服，應循行政事件訴訟之方法為之。對於最高法院

上開判決之第一點雖有學說強烈批判，但循行政事件訴訟作為不服申請之方法則未

見異論 60。是以參照最高法院上開判決，獨占禁止法之犯罪調查程序中的扣押等處

分，對其不服應以行政事件訴訟之方法爭執之 61。 

2. 任意之犯罪調查 

依獨占禁止法第 101 條 62  之規定，犯罪事件調查職員得傳喚犯罪嫌疑者或證

人、訊問、檢查或留置其所持物件。上開調查措施均以受調查者同意為前提，故受

調查者拒絕時，並無從施以行政調查之間接強制刑罰效果，且受調查者亦具有不自

證己罪原則之保護。 

然而，是否應於訊問開始前告知犯罪事件之受調查者此一不自證己罪之權利，

最高法院曾認為行政機關有無負有此一告知義務係屬立法政策之問題，在尚無明文

規定應踐行告知義務之情形下，不論有無告知受調查者不自證己罪之權利均無違憲

與否之問題 63。然實務上公正取引委員會於訊問受調查者時，仍會事先告知不自證

                                                      
59 參最決昭 44‧12‧3 刑集 23 卷 12 号，1525。轉引自根岸哲編，注釈独占禁止法，初版，有

斐閣，867（2009）。 
60 參根岸哲編，注釈独占禁止法，初版，有斐閣，866-868（2009）。 
61 經報告人訪問公正取引委員會近畿中國四國事務所總務管理官小室尚彥先生之結果，實務上

對於公正取引委員會犯罪調查程序之搜索扣押等處分不服者，即係依行政事件訴訟法為救濟。 
62 獨占禁止法第 101 條規定：「Ⅰ公正取引委員會之職員（以受公正取引委員會指定者為限，

即以下本章所稱之『委員會職員』）為了犯則事件（係指與第 89 條至第 91 條之罪有關之事件，

本章以下同）調查之必要，得要求犯則嫌疑者或證人（本項以『犯則嫌疑者等』稱之）到場、對

犯則嫌疑者等進行質問、檢查其所持或留下之物件、或留置其自願提出或留下之物件。 

Ⅱ委員會職員關於犯則事件之調查，得請求公家機關或公私團體就必要事項為報告。」 
63 參最判昭和 59 年 3 月 27 日，刑集 38 卷 5 號，2037。轉引自村上政博、栗田誠，独占禁止法

の手続---平成 17 の をふまえて年施行 改正法 ，初版，中央経済社，29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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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罪之權利 64。 

第 101 條所定任意調查之內容包括質問、檢查及留置。留置相當於強制調查中

的扣押，但留置係對象物所持者任意提出之程序，此點則與扣押有所不同。一旦完

成留置程序，所持者對於該物即無請求返還之權利 65。同條第 2 項規定，公正取引

委員會得照會公家機關請求提出報告。該機關雖因此產生報告義務，但並無強制履

行此義務之手段。 

此外，受請求之公家機關負有法律上之報告義務，故其報告應不生守密義務之

違反。除本條規定外，鑑定、通譯、翻譯、嫌疑人自願提出書面等均屬可採取之任

意調查方式，此外，在無特定忍受者之檢查或搜索的情形，例如於公路或公開場所

進行實地檢查，應可準用第 101 條作為發動依據 66。 

(三) 犯罪調查之後續程序 

1. 專屬告發 

獨占禁止法重視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專門性，賦予委員會決定事件是否值得刑事

訴追的第一次判斷權，因此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是否提起告發具有裁量權 67。公正

取引委員會於 1990 年公布「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違反獨占禁止法提起刑事告發之

相關方針」，嗣於 2005 年修法之際，改定為「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違反獨占禁止

法提起刑事告發及犯則事件調查之相關方針」並公布之。關於依 1990 年之告發方

針提起之告發，東京高等法院於跑道價格協定事件中曾判決：「暫不論最例外之情

形，以一般公正取引委員會提起之告發來說，應無逸脫裁量權範圍而非屬違法」

68。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告發係屬第 89 條至第 91 條犯罪之訴訟條件，因此檢察官對

                                                      
64 此係報告人訪問公正取引委員會近畿中國四國事務所總務管理官小室尚彥先生所得之回覆。 
65 參根岸哲編，注釈独占禁止法，初版，有斐閣，852（2009）。 
66 同前註。 
67 獨占禁止法第 74 條規定：「Ⅰ公正取引委員會依第 12 章規定之程序為調查而獲得犯罪心證

時，應向檢事總長提起告發。 
Ⅱ公正取引委員會認有前項以外之違反本法犯罪時，應向檢事總長提起告發。 
Ⅲ對於依前二項告發之相關事件為不起訴處分時，檢事總長應立即應由法務大臣，將不起訴意

旨及理由以書面向內閣總理大臣報告。」 
68 參東京高判平 5‧5‧21 審決集 40 卷，731；高刑 46 卷 2 号，108。轉引自根岸哲編，注釈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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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未告發之事件不得進行追訴。未經告發而誤提起公訴之情形，法院應判決駁回公

訴（日本刑訴第 338 條第 4 項），但未提起告發並不妨礙犯罪搜查之進行。 

告發狀之形式準用刑事訴訟規則第 58 條，以公正取引委員會委員長之署名押

印為必要。在石油價格協定刑事案件 69 中，告發狀僅有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名義及官

印，但無委員長之署名押印，雖有此一方式上之瑕疵，但就該案件之告發狀為整體

觀察，應可容易推認係基於公正取引委員會之真意所作成，因此法院判決認為不影

響訴訟法上之效力。 

對於一個犯罪事實之一部提起告發之效果，於一罪之範圍內及於全體犯罪事實

（告發之客觀不可分）。此外，雖有認為告發效力不及於科刑上一罪關係之犯罪，

但檢察官提起公訴時，應尊重公正取引委員會之意思為宜。對於部分共犯提起告

發，其效力及於全部共犯 70（刑訴第 238 條第 2 項，告發之主觀不可分）。適用兩

罰規定之情形，事業主與行為者亦同。雖然亦有認為此時無主觀不可分原則之適

用，但檢察官提起公訴時，同樣應尊重公正取引委員會之意思為宜 71。 

縱令公正取引委員會提起告發，對於違反獨占禁止法之犯罪仍有起訴便宜主義

之適用。獨占禁止法第 74 條第 3 項即規定不起訴處分時之程序，亦即檢事總長須

經由法務大臣向內閣總理大臣以書面報告理由，並宜一併通知公正取引委員會 72。 

2. 與檢察官之資訊流通 

犯罪調查之情形與行政調查不同，因犯罪調查係以刑事訴追為目的，受調查者

已享有不自證己罪及經法院核發許可狀等程序保障，是以其調查所得情報、資料得

交由檢察官續行援用，而較無憲法上之爭議。 

公正取引委員會針對犯罪事件提起告發後，依獨占禁止法第 116 條之規定，應

                                                        
占禁止法，初版，有斐閣，756-757（2009）。 

69 參最判昭 59‧2‧24 審決集 30 卷，237；刑集 38 卷 4 号，1287。轉引自根岸哲編，注釈独占

禁止法，初版，有斐閣，842（2009）。 
70 參東京高判昭 55‧9‧26 審決集 28 卷，209；高刑 33 卷 5 号，359。轉引自根岸哲編，注釈

独占禁止法，初版，有斐閣，843（2009）。 
71 參根岸哲編，注釈独占禁止法，初版，有斐閣，842-843（2009）。 
72 犯罪調查權限導入後，公正取引委員會在調查階段便與撿察機關共同合作之可能性增加，因

此提起告發但不起訴之情形應難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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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留置物件或扣押物件移交予檢察官73，其後便應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處理該等物

件。國稅犯則法上因犯罪調查之結果提起告發的情形，國稅局長等應添附於告發書

之書類中，實務上包含犯罪事件及質問、檢查、留置、臨檢、搜索、扣押等顛末

書，以使檢察官可瞭解稅務官員於犯罪調查過程中之質問結果。獨占禁止法第 116

條就此雖僅規定應移交留置物件或扣押物件，然實務運作上，公正取引委員會均會

將所製作的犯罪事件報告書及質問、檢查、搜索扣押等各顛末書一併移交予檢察官

74。 

此外，學說上有認為導入犯罪調查權限於證據收集方面的意義之一，在於去除

公正取引委員會之調查與刑事程序之間的制度上柵欄，明確地使公正取引委員會得

與檢察機關相互間提供情報，例如對於預計可能會提起告發之案件，公正取引委員

會與檢察機關事前協談，更可能共同進行調查或搜索 75。由於專屬告發制度之意

旨，係就違反獨占禁止法之案件，委由公正取引委員會依其專門知識判斷是否應科

處刑事罰，因此檢察官於告發前基於公正取引委員會之意思而進行搜查，應無違反

上開立法意旨 76。 

四、行政調查與犯罪調查之關係 

行政調查與犯罪調查因同屬為追求獨占禁止法立法目的達成而設立之制度，因

此二種調查所得之情報、資料應得互相來去流通。然而，行政調查係為作成排除措

置命令及課徵金納付命令，與犯罪調查著眼於科予刑罰之犯罪事件有所不同，調查

                                                      
73 獨占禁止法第 116 條規定：「Ⅰ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犯則事件之調查結果，依第 74 條第 1 項

之規定提起告發，而有留置或扣押物件時，應將留置或扣押目錄一併移交。 
Ⅱ前項之留置或扣押物件係依第 113 條之規定為保管者，應將該條之保管證一併移交，並通知

該條之保管者。 

Ⅲ依前二項之規定移交留置或扣押物件後，應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為押收。」 
74 此係報告人訪問公正取引委員會近畿中國四國事務所總務管理官小室尚彥先生之回覆。 
75 公正取引委員會之事務總局於常設人員編制上即有三名曾擔任檢察官之幹部，故與檢察機關

之溝通上應無障礙，且公正取引委員會於告發前雖係以自己機關之人員進行犯罪調查，但實際上

不論告發前後，公正取引委員會之犯罪調查部門仍均會與檢察官保持緊密聯絡。 
76 參川出敏裕，「犯則調査権 の限 導入」，ジュリスト，1294 号，31（2005）；村上政博，

「独 の の占禁止法上 制裁措置 現状と課題」，NBL，770 号，1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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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之相關規定亦有差異，是以二者調查所得之資訊可否毫無限制的互相援用，實

非全無疑義 77，以下爰分別情形說明之： 

(一) 行政調查所得資訊用於犯罪調查 

公正取引委員會如將行政調查所得資訊作為引發或開啟犯罪調查之用途，應得

允許，且此時公務員之告發義務應優先於守密義務，但行政調查所得資訊如欲直接

援用為犯罪調查或犯罪搜查之證據，則該等資訊是否具備證據能力便產生疑義。此

一爭議之源由，仍然是因為行政調查權限之行使向來認為無須司法機關發給令狀，

且無不自證己罪原則之適用，是以在其憲法保障較為不足之情形下，學說上均認為

不應逕行將該等證據得作為犯罪調查或犯罪搜查之證據，更不得假借行政調查之名

而為犯罪搜查之實 78。 

另有論者 79 認為，參考國稅犯則取締法之最高法院判例，依行政調查取得之資

料雖可作為發動犯罪調查之用，但行政調查之質問檢查權之行使，不得出於作為犯

罪調查手段之目的。因此就獨占禁止法之情形而言，同樣不允許藉由行政調查之行

使作為犯罪調查之手段，但若完全禁止行政調查證據之流用實屬片面。鑑於調查過

程具有流動、發展之性質，若不論行政調查之結果發現涉及犯罪之事實，而全盤禁

止行政調查已知之內容移用至犯罪調查，未免過於僵硬，是以前述最高法院判例認

為行政調查取得之資料可作為發動犯罪調查之用，應值贊同，且近年亦有最高法院

判例肯定行政調查取得之資料於刑事程序具有證據能力 80。目前實務上公正取引委

                                                      
77 獨占禁止法第 47 條第 4 項即規定，行政調查之權限不得用於犯罪調查。此於 2005 年修法導

入犯罪調查制度後，更應嚴格區別二者之程序為是。 
78 參芝原邦爾，「経済 の における犯罪 訴追 犯則調査手続と行政調査手続」，法学教室，174

号，58-59（199）；佐藤英明，「犯則調査権 に限導入 関する の 点若干 論 整理」，ジュリスト，

1270 号，49-52（2004）；川出敏裕，「犯則調査権 の限 導入」，ジュリスト，1294 号，32-33
（2005）；白石忠志，独占禁止法，初版，有斐閣，401-402（2006）。 

79 參多田敏明，「独 の占禁止法 手続 に的側面 関する改正」， と自由 正義，第 56 卷第 13 期，

38（2005）。 
80 參最判平 16‧1‧20，判例時報，1849 号，133（2004）。該判決對於行政調查收集之資料與

違法蒐證排除法則之關係，亦肯認該等資料之證據能力，但僅論及被告提供之統計表等書證資

料，而不包含供述紀錄。就此而言，獨占禁止法上認定卡特爾、圍標之重要證據的被調查者供述

紀錄，原則上依傳聞法則欠缺證據能力，且刑事程序中對於共犯或共同被告作為證據使用時，公

正取引委員會職員製作之供述紀錄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321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嚴格要件（例如供

述者死亡、身心障礙、所在不明等，且該供述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不可欠缺並有特別可信之情



194 公 平 交 易 季 刊 

員會之證據流用處理方式即與此相同，僅將行政調查所得資訊作為引發或開啟犯罪

調查之用途，且行政調查程序中訊問受調查者所製作之供述紀錄亦不移轉予犯罪調

查部門，以確實保障當事人之不自證己罪權利 81。 

(二) 犯罪調查所得資訊用於行政調查 

於此情形，因犯罪調查之程序中，受調查者得享有不自證己罪原則及法院審查

是否核發許可狀等程序保障，因此在犯罪調查之憲法爭議較少之情形下，大多數見

解均認為得將犯罪調查所得資訊用於行政調查 82。 

最初非為刑事告發之目的，而係欲用為行政處分之資料，卻行使更為強力之犯

罪調查權限，此種情形自應不受允許。然而，獨占禁止法之規定並未明文區別行政

調查與犯罪調查各自之嫌疑要件，因此在發動門檻上不無產生濫用犯罪調查之可

能，是以學說上有主張得認為符合犯罪調查發動要件之情形，除了存在違法的合理

嫌疑外，何種違法情事符合應為刑事告發之基準亦應予以列舉 83。 

(三) 公正取引委員會內部之資訊防火牆 

如前所述，因行政調查與犯罪調查二者所得之資訊並非可完全互相流通，尤其

是將行政調查所得資訊直接援用為犯罪調查或犯罪搜查證據之情形，因此公正取引

委員會之行政調查部門與犯罪調查部門間便有設置資訊防火牆之需要，以避免資訊

之直接流通援用。職是之故，執行犯罪調查的犯罪事件調查職員，均以任職於審查

局犯則審查部之人員為限，行政調查則係由審查官為之。若審查官認為其行政調查

所得資訊與犯罪事件有關，不得直接告知犯罪事件調查職員，而應向審查局長報告

                                                        
況）始具證據能力。 

81 此係報告人訪問公正取引委員會近畿中國四國事務所總務管理官小室尚彥先生之回覆。 
82 同前註 78。 
83 參古城誠，「独禁法違反調査と排除措置命令手続」，日本経済法学会年報，26 號，92-93

（2005）。雖有批評認為此一見解不啻使行政機關制訂之告發基準升格為犯罪之實體要件，但從

防止濫用犯罪調查之觀點而言仍有其重要性，是以公正取引委員會公布之「告發‧犯則調查運用

方針」確有其重要意義。參多田敏明，「独 の占禁止法 手続 に的側面 関する改正」， と自由 正義

，第 56 卷第 13 期，3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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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依指示是否協助提供資訊 84。 

再者，負責調查之公務員基於調查所得事實直接提起刑事告發，將因公務員之

守密義務而受到限制，亦即公務員之守密義務優先於一般的告發義務，因此可由獨

占禁止法第 39 條 85 之守密義務作為行政調查不得提供情報予刑事調查部門之支持

依據 86。 

 

圖 2 公正取引委員會之組織圖 

圖片來源：公正取引委員會網站http://www.jftc.go.jp/profile/annai.html

                                                      
84 參諏訪園貞明編著，平成 17 年改正独 しい と占禁止法：新 課徵金制度 審判. の犯則調查制度

条逐 解說，初版，商事法務，40-41（2005）。惟實際上行政調查與犯罪調查之負責部門的接觸不

可能完全禁止，且兩部門間亦有人事異動之可能，因此防火牆之情報遮斷效果如何，仍有待公正

取引委員會之適正運作以維繫社會大眾之信賴。參渡辺恵理子，「改正独占禁止法―調査手続‧

処 の分 改正」，NBL，829 号，78（2006）。 
85 獨占禁止法第 39 條規定：「委員長、委員及公正取引委員會之職員不得洩漏或竊用其與職務

相關所得知之事業者秘密。」 
86 ときわ參西村 法律事務所、長島.大野.常松法律事務所編， の獨占禁止法 爭訟實務：違反被疑

への事件 對應，初版，商事法務，183-184（2006）；參諏訪園貞明編著，平成 17 年改正独占禁

しい と止法：新 課徵金制度 審判. の 条犯則調查制度 逐 解說，初版，商事法務，40-41（2005）。 

http://www.jftc.go.jp/profile/anna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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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於我國公平交易法之借鏡 

綜觀上述日本獨占禁止法之此次修法背景及內容，其重點在於導入由法院事先

核發強制處分許可狀之犯罪調查制度，而其目的係為強化主管機關公正取引委員會

調查權限以利積極提起刑事告發，及消除以往行政調查無令狀原則及不自證己罪原

則適用之合憲性疑義，是以其對於我國公平交易法之借鏡可分述如下。 

(一) 調查實效之強化 

依現行公平交易法關於行政調查之方式，主要見諸於第 27 條之規定，包括通

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陳述意見、命提出資料或證物、派員前往相關場所調查等，

並於第 43 條規定對不配合調查者得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受調查

者再經通知，無正當理由連續拒絕者，得繼續通知調查並按次連續處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惟事業經調查確認違反公平交易法後，其罰則除可能刑事責任外，

罰金或罰鍰之法定數額範圍更動輒上千萬元。是以相較之下，既然不配合調查之罰

鍰似乎僅屬小額，則事業不配合公平會調查而心存僥倖之動機是否因此更加強烈，

不無疑問。 

觀諸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公正取引委員會依獨占禁止法進行之調查，包括「行

政調查」與「犯罪調查」。其中「行政調查」之部分，係指以獨占禁止法第 47 條

為主，為作成排除措置命令、課徵金納付命令等處分之調查，審查官於進行調查程

序時，除由當事人主動配合調查之任意調查權限外，並有一定的強制調查權限，得

要求利害關係人到會加以訊問或令其提交意見或報告、命鑑定人到會進行鑑定、命

持有財務報表及其他文件之人提出該當文件並得留置之、至關係人之營業場所檢查

其業務、財務狀況、財務報表及其他文件等，其調查權限之內容並未與我國公平交

易法現行調查制度存有重大相異之處，但對於不服從者得依同法第 94 條得處以 300

萬日圓以下之罰金甚至 1 年以下徒刑，採取科予刑罰之間接強制方式以確保其實

效，避免與其他罰則之落差過大，可供我國公平交易法之參考；此外，為落實公正

取引委員會所擁有之專屬刑事告發權，修正後之獨占禁止法賦予公正取引委員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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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犯罪行為之調查權限，即該法第 101 條以下所定之「犯罪調查」，當公正取引委

員會為調查違反獨占禁止法之犯罪行為認有必要時，得向法院發給許可狀後，至關

係人之營業所等進行臨檢、搜索，並得對相關物件加以扣押，更進一步提供主管機

關採取直接強制措施之選擇空間，而無須坐待受調查者之配合，對於重要事證之保

全及調查不啻可發揮極大之助益。 

由此觀之，日本獨占禁止法除就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調查權限及不配合調查之法

律效果予以明文規定，並引入法院審查以賦予主管機關確保調查實效之強制措施正

當性外，更區分行政調查與犯罪調查二種程序，針對涉及犯罪之違法競爭法行為，

得藉由法院發給搜索扣押之命令以實力取得相關資料達成調查之目的，故其主管機

關享有一定程度之強制調查權，此實屬我國法制尚未完備之處，而可供公平交易法

關於調查權限規範之借鏡參考。 

(二) 針對不同違反行為區分調查程序 

承前所述，強化主管機關調查權限之同時，須兼顧人權之保障。以日本獨占禁

止法之修法背景而言，為符合比例原則，僅有違法行為之法律效果構成刑事責任時

始得適用犯罪調查程序，其餘違法行為仍應屬行政調查之範圍，而最主要涉及之問

題實為令狀原則及不自證己罪權利之憲法疑義，是以我國公平交易法如欲參酌日本

獨占禁止法採取行政調查及犯罪調查之不同程序時，自仍應符合憲法上保障規範之

要求。 

在令狀原則之部分，犯罪調查因與刑事追訴程序相類，基於刑事訴訟法有關搜

索扣押之令狀原則等規定，犯罪調查自無排除令狀原則適用之理，固無待深論；然

因我國憲法關於搜索扣押之部分，未如日本憲法明文規定須經法院核發令狀，故行

政調查非全無允許無令狀搜索扣押之可能。惟查，衡諸刑事訴訟法雖規定檢警機關

得逕行進入處所調查，但原則上仍係以取得法院核發之令狀為原則，且刑事訴追所

欲達成之目的應未低於行政調查，甚且日本獨占禁止法之行政調查亦未肯認行政機

關得逕行進入處所檢查，而係以間接強制方式確保調查實效，是以基於比例原則之

考量，行政調查對人民之侵害不應高於刑事調查或犯罪調查，從而本文認為行政調

查之搜索扣押不應賦予執行機關具有逕行排除受調查者抗拒之直接強制權限，而應



198 公 平 交 易 季 刊 

從提高罰鍰額度等間接強制方式著手為宜。 

在不自證己罪權利之部分，公平交易法第 43 條規定，受調查者如無正當理由

拒絕調查、拒不到場陳述意見或拒絕提供資料時，公平會得對之連續處以罰鍰至接

受調查或到場陳述意見為止。然若受調查者已配合到場，但拒絕陳述意見時，是否

仍屬上開得處以罰鍰之情形？換言之，受調查者是否享有緘默之權利，似為公平交

易法未盡明確之處；又實務上公平會對於涉嫌從事聯合行為之受調查者，確曾因其

提出不實帳冊而作成處分課以罰鍰 87。但公平會命受調查人提出之證物資料，理當

會與該受調查者是否構成違法情事密切相關，甚且有直接構成刑事責任之可能，是

以若強制要求受調查者提出該等證物資料，此是否即等同於命其自證己罪，非無疑

問。揆諸我國憲法雖然未明文規定人民享有不自證己罪之權利，然憲法權利之內涵

應不以憲法明示者為限，應隨時代演進而有所變遷而非靜止不動之概念 88，參酌美

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 89 及日本國憲法第 38 條等規定，可見不自證己罪權利為各

民主法治國家所普遍承認，屬於國際上普遍之人權價值，故亦應受我國憲法所保障

90。是以學說上認為不自證己罪原則導源於法治國思想，來自於憲法隱私權之保

障，也就是保護個人神聖不可侵犯的自治及隱私的權利 91，故其應屬憲法位階之權

利。準此，公平會之調查所得資料若將直接用於追訴受調查者之刑事責任時，受調

查者於調查程序中應得行使不自證己罪之權利，方符憲法保障人權之要求 92。 

                                                      
87 公平會 1993 年 11 月 4 日第(82)公處字第 076 號處分。 
88 司法院釋字第 384 號解釋理由書：「舉凡憲法施行以來已存在之保障人身自由之各種建制及

現代法治國家對於人身自由所普遍賦予之權利與保護，均包括在內，否則人身自由之保障，勢將

徒託空言，而首開憲法規定，亦必無從貫徹。」司法院釋字第 392 號解釋理由書：「憲法並非靜

止之概念，其乃孕育於一持續更新之國家成長過程中，依據抽象憲法條文對於現所存在之狀況而

為法的抉擇，當不能排除時代演進而隨之有所變遷之適用上問題。從歷史上探知憲法規範性的意

義固有其必要；但憲法規定本身之作用及其所負之使命，則不能不從整體法秩序中為價值之判

斷，並藉此為一符合此項價值秩序之決定。人權保障乃我國現在文化體系中之最高準則，並亦當

今先進文明社會共同之準繩。作為憲法此一規範主體之國民，其在現實生活中所表現之意念，究

欲憲法達成何種之任務，於解釋適用時，殊不得不就其所顯示之價值秩序為必要之考量。」 
89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規定：「不得在刑事案件中強迫人民成為對自己不利之證人。」原

文為：(No person…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s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90 參蔡鎮宇，行政法上強制揭露義務與不自證己罪權利之關係─以美國法為核心，國立臺灣大

學法律學院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63-64（2007）。 
91 參王兆鵬，刑事被告的憲法權利，2 版，元照出版公司，46（2004）。 
92 至於非直接構成刑事責任之行政調查程序中，如同前述日本法院所表示之見解，調查取得之

資料若非用於直接追訴受調查者刑事責任之用途，則非不自證己罪權利之保障範圍，是以在我國

憲法既無相異規定，且大法官目前就此尚未作成解釋表示意見之情形下，立法者為達成特定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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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經考量我國法制對於行政調查及刑事調查在令狀原則及不自證己罪權利

等方面之適用，與上開日本獨占禁止法之修法歷程，我國公平交易法似可考量依違

反行為之法律效果區分不同調查程序。 

1. 依違反行為之法律效果為區分 

a. 處以行政罰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8 條、第 21 條及第 24 條者，係依第 41 條處以

罰鍰、勒令歇業等行政罰，而無刑事處罰之規定，故此時應無須動用犯罪調查，惟

為確保公平會現有行政調查之實效，可考量提高不配合調查者之罰鍰金額，但就此

部分仍不宜賦予公平會如同刑事調查般的直接強制權限，以免輕重失衡而違反比例

原則 93。 

b. 行政司法併行制 

依現行公平交易法之規定，違反第 10 條、第 14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22

條及第 23 條者，得處以刑罰，是以公平會就涉嫌違反該等條文之事業進行調查

時，因該等事業可能遭處以刑罰，故應有不自證己罪原則之適用，且遇有強制調查

之需要時，考量違反公平交易法案件之高度專業性，應賦予主管機關公平會在法院

事前審查許可後得為直接強制調查之權限，再由公平會依調查結果審酌是否向檢察

官提出刑事告發，兼顧人權保障及調查效能。 

c. 先行政後司法 

依公平交易法第 35 條第 1 項及第 36 條之規定，違反第 10 條、第 14 條、第 19

                                                        
目的而課予受行政調查之人民負有陳述或提出資料等義務，應非憲法所不許。然而，在肯認行政

調查並無不自證己罪原則適用之情形下，關鍵之配套措施為行政機關取得人民主動提供之資訊不

得流用於刑事程序，從事刑事調查之機關若欲取得人民涉及犯罪之事證資料，仍應循犯罪調查或

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為之，否則人民於行政調查程序中所為之陳述或提出之文件無疑將成為刑

事程序中不自證己罪之保護漏洞。 
93 行政調查採取調查措施之強制程度雖不及於刑事調查，然實務上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97 年度訴

更(一)字第 44 號判決曾認為因行政機關不具拘提、羈押、搜索等強制處分權，故不應要求行政機

關認定事實所需之證明程度比照刑事訴訟辦理。參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網站：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是以在個案違法之調查認定程序中，即便調查人員受阻撓，諸如

受調查者毀滅資料、不承認有此資料或拒不提供資料，甚至妨礙調查人員抄錄、照相相關證物資

料致無法攜回相關資料，但因有現場勘驗紀錄及抄錄或照相等證據，加上公平會以其他方式取得

之事證及檢舉人提供之證物與證詞等，應足以作為認定違法之依據，而無礙行政目的之達成為

是。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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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第 20 條者，係先依第 41 條處以行政罰，若行為人未依行政處分意旨停止、更

正其違法行為，始對之採取刑事制裁。於此情形中，行為人第一次違法公平交易法

時，因無須處以刑罰，故尚屬行政調查之範圍；但行為人嗣後若仍未遵照公平交易

委員會之行政處分停止、更正其違法行為，此第二次義務之違反將涉及刑事處罰之

結果，故此時公平會應得依犯罪調查之相關規定進行蒐證為是。 

2. 資料流用之限制 

在肯認行政調查並無不自證己罪原則適用之情形下，關鍵之配套措施為行政機

關取得人民主動提供之資訊不得流用予刑事調查機關，刑事調查機關若欲取得人民

涉及犯罪之事證資料，仍應循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為之，否則人民於行政調查程

序中所為之陳述或提出之文件無疑將成為刑事程序中不自證己罪之保護漏洞 94。 

承前所述，公平會在先行政後司法制之執行上，如行為人未停止、更正其違法

行為致須移送檢察機關偵辦時，因在「先行政」之調查程序中無法行使不自證己罪

權利，因此被處分事業若就其未停止、更正其違法行為曾有所承認，則公平會提供

予檢察機關及法院之資料應將該部分排除在外，而不得作為認定犯罪成立之證據，

以避免侵害嫌疑人之不自證己罪權利。甚且，公平會於「後司法」之調查程序中，

因調查結果將直接涉及嫌疑人之刑事責任，故公平會內部組織亦有仿照日本公正取

引委員會嚴格分立行政調查及犯罪調查部門之必要，以防止「先行政」之行政調查

程序所得資料流用至「後司法」之犯罪調查程序中，架空不自證己罪權利之保護。 

                                                      
94 我國實務上對於行政調查資料使用於刑事領域之案例並不多見，但觀諸臺灣高等法院 94 年

度上更(一)字第 760 號刑事判決之見解：「二、公訴證據：(一)被告丙○○、甲○○均坦承分任萬

國公司之董事長及總經理，且對該公司亦採前揭『不平衡雙向制』之多層次傳銷，及前揭手冊之

真正等情。(二)甲○○於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陳述：萬國公司實施前揭『不平衡雙向制』，參

加人達三千餘人，具領取獎金且已領取者約有四百餘人等情。……(六)甲○○於公平交易委員會

談話時，亦自承因僅能推薦二人，超出部分均往下順序排序，排線時均會往弱線排置補強，達成

互助共榮之效果（見卷附 86 年 6 月 25 日調查筆錄）；甚且甲○○於 86 年 8 月 5 日至公平交易委

員會說明時，亦表示：『如有參加人業績不好，我們也會排人給他』等語（請見行政院 87 訴字第

25539 號決定書第七頁背面第 2 行以下）。」似可推知實務上仍會將被告於行政調查程序中之陳

述作為認定犯罪之證據。參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網站：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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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結語 

我國現行行政調查法制雖已具備雛形然尚未完備，實有進一步深化及細緻化之

必要，公平交易法施行至今，文獻及學說之探討發展雖已有為數可觀之研究成果，

然如何藉由調查程序之運作將上開理論予以具體化實現，仍屬國內法制較為陌生之

領域。參酌日本獨占禁止法之相關規定，可發現我國公平交易法不論在乃賦予公平

會足夠效力之調查權，乃至於是否引進聲請法院發給搜索扣押許可狀等各項議題，

均仍未有進一步之深入探討。公平交易法既已提供公平會行使調查權之明文依據，

如何加以充實使公平會得充分利用其調查權限，正確妥適的認定事業之市場力量，

誠為我國競爭法亟待解決之課題 95。是以本文從日本獨占禁止法之修正出發，初步

探討我國公平會調查權尚可補充強化之處，以期將來能建立我國公平交易法關於調

查法制之完整規範與理論體系。 

 

                                                      
95 除法制面之配合外，人力及預算之充實亦為主管機關得以充分行使權限之不可或缺因素。報

告人訪問公正取引委員會近畿中國四國事務所總務管理官小室尚彥先生時，其表示日本公正取引

委員會之事務總局定員於 2008 年末時為 795 人，隸屬其下之審查局為 400 人，其中專門負責犯罪

調查事務之犯則審查部人員為 71 名；此外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全國預算 90 億日圓，其中犯則審查

部之預算即有 4000 萬日圓，每一涉及犯罪調查之案件可由 20 名至 30 名人員共同處理，其人員編

制及預算對於目前之調查工作均屬充足。是以日後若修定我國公平交易法之相關調查規定時，主

管機關公平會之人力及預算亦應一併隨之提升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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