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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避難到不公平競爭的聯合行為管制 

—公平法第十四條與第十九條第四款適用關係之釐清*  

吳秀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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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福茂等唱片公司共同訂定最低零售價格案 

三、 高雄市餐盒食品商業同業公會拒絕吉之口速食公司入會案 

四、 華豐公司以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參與投標案 

五、 麥粉公會建議會員反應成本致麵粉價格上揚案 

六、 高屏地區私立升學文理補習班提高八十四學年度收費案 

七、 醫師公會統一收取門診掛號費案 

八、 桶裝瓦斯零售價格全面調漲案 

九、 小結 

（一） 避難到不公平競爭法 

（二） 執法立場之搖擺不定 

貳、 造成法律適用紊亂之原因及其影響之檢討 

一、 紊亂的第一因——立法之失衡 

（一） 聯合行為為刑事不法行為 

（二） 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其性質係屬於所謂「危險構成要件」 

（三） 處罰之輕重失衡—違反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處罰輕於違反同法第十四條之刑責。 

（四） 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違反有「先行政後司法」原則之適用 

（五） 公平法對於「建議」欠缺明文規範 

二、 紊亂的第二因——執行之偏差 

（一） 原因 

1、 立法之嚴格 

                                                 

*
 本文為作者與蕭文生教授共同主持之公平會合作研究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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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條與第十九條第四款之適用關係」第二部份（由作者負責撰寫）

之濃縮版，以應本次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之需求。如有疑義，請參考該研究計畫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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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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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別產業限制競爭之歷史背景 

3、 違法之事業眾多 

4、 新法之考量 

5、 政府或公營事業不當之限制競爭 

6、 對法律內容之認識不清 

（二） 影響 

1、 造成執法之不公 

2、 聯合行為責任之無形化 

3、 扭曲法律制度原來應有之內容 

4、 結果之考量取代法理之考量 

5、 不易累積執行聯合行為管制之經驗 

6、 公信力之動搖 

參、 公平法第十四條與第十九條第四款適用關係紊亂之解決 

一、 法律上障礙之突破 

（一） 認識規範聯合行為之配套立法設計和公平法第十四條與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規範功能 

1、 規範聯合行為之配套立法設計 

2、 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規範功能——「規避之禁止」與「卡特爾外部組織強制」 

之合一規範 

（二） 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要件之解釋及其與同法第十四條之區別 

1、 行為主體 

2、 行為對象 

3、 行為手段 

4、 行為態樣 

5、 主觀目的 

6、 行為之結果 

7、 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三） 其他相關問題之一併解決 

1、 「建議」在公平法上之處理 

2、 教唆犯與造意侵權行為之問題 

二、 事實上障礙之突破 

肆、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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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公佈施行以降，從公平會所處理第一件有關聯合行為之處分案——特

誠案——至今，公平法第十四條與同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間，始終存在著欲理還亂的

適用關係。前者係有關聯合行為之核心規範；後者則係規範所謂以脅迫、利誘或其他

不正當之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

行為。二者立法目的與構成要件本屬相異，原應各有其適用範圍，惟實務上，兩規定

之適用卻相當混亂。鑑於二行為其法律責任之輕重1與處罰之程序2，皆有不同，明確

區分二者，實有其必要。為區別辨異，本文首先將回歸兩者不同之「規範功能」，以

明其不同之角色定位，使得適用法律之際，得以各司其職，互不逾越應有之界線。隨

後，將探討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正確妥當之解釋為何。並闡明此二規定之區別標

準，考其適用之畛域及相互關係。同時，本文將對造成法律適用混亂之原因進行檢討，

並基於對規範穩妥之解釋與對問題困難之理解，試圖提出解決之方案，期許市場之競

爭秩序能因而獲得充分之維護。 

壹、紊亂的法律適用關係 

為明瞭上述兩項規定之適用關係，應先對實務上對具體案例如何適用有關規定

進行瞭解。目前實務上，幾乎均為原應依第十四條處分，而適用第十九條第四款之情

形，無原應依第十九條第四款卻不當地適用第十四條之相反情況。故適用關係有疑義

之案例，皆為公平會依第十九條第四款處分之案例。以下將逐一檢討實務相關之案

例，以明瞭爭議之所在，作為後續討論之依據。茲依案例別說明如下：3
 

一、特誠公司現貨碎石買賣案（簡稱特誠案）4
 

公平會認為特誠公司以保證金等不正當方法，「利誘」碎石採取業者參與統銷之

聯合行為，影響市場之公平競爭，（僅）構成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違反，而依同

法第四十一條，命行為人停止與改正其行為。至於行為人是否有涉及聯合行為，公平

會在處分書中則絲毫未予以論及。 

本案值得檢討之處一，在於公平會完全不檢驗聯合行為是否構成。特誠公司以

1、給予一筆保證金；2、每立方米以高於市價二十元收購；以及 3、每月均會穩定購

                                                 

1
 二者法律責任之最大區別為其刑事責任。聯合行為之刑責，依公平法第三十五條，最高為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第十九條第四款之刑責，依同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最高則為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2
 違反第十九條第四款者，須經中央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其而不停止，始科以刑罰（公平法第三十六

條）；聯合行為依現行法則無此「先行政後司法」之限制。惟現正於立法院審查中之公平交易法修正

草案中，則有意將先行政後司法之原則亦適用於聯合行為之上。 

3
 基於篇幅之考慮，以下案例之事實部份將置於註中，本文則為該案例疑義與檢討之提出。 

4參見政院公平會（81）公處字第 003 號處分書，載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一卷第三期，

第 3 頁以下。本案中，高屏地區原有砂石業者中之兩家另組特誠公司，以此公司與十三家砂石採取業

者約定，業者應將其採取之現貨交由其統銷，其給付各業者數十萬至數百萬元之「保證金」，保證以

高於市價每立方米二十元之價格，每月購入與保證金等額之碎石。如業者無現貨供應，則應賠償特誠

公司每立方米二十元之損失，以約束業者確實將碎石交其統銷。特誠公司並派員駐場監督及稽查。上

述措施造成碎石需求業者，如預拌混擬土、瀝青拌合業等，無法直接向碎石採取業者購買。特誠公司

則以其購入之價格再加計每立方米三十元之後，銷售於上述需求者，獲取豐厚之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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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等方式，誘使十三家事業加入其統銷系統。此一「利誘」之行為固在公平法第十九

條第四款禁止之列，惟被利誘之業者，畢竟並未喪失其自由之意思，故仍不排除有藉

彼此之意思聯絡，而共同限制其事業活動，成立聯合行為之適格與可能性。故「利誘」

之手段與構成聯合行為之「合意」之間，究有何關連，尚應說明。其二，此十三家事

業均係與特誠公司有契約關係，彼此之間未必有所約定，此種情形有無成立聯合行為

之可能？其三，如果有成立聯合行為之情形，僅處罰特誠，而不論處其他事業，自非

公平妥當之事。蓋聯合行為無其他參與者之共同協力，實無以達成限制競爭之目的。 

二、福茂等唱片公司共同訂定最低零售價格案（簡稱唱片案）5
 

本案乃被處分人福茂等六家 CD 與錄音帶發行商，邀集台北地區唱片中盤商及主

要零售商，共同商討市場價格問題，並訂定最低零售價格建議表。公平會在處分書中

認為，被處分人為自始即有意籌劃此次聚會及訂定零售之市場價格。與會之零售業者

事後均接獲價格表之傳真文件，可認定係對零售價之最低限制，而該價目表係當日協

調之結果。零售業者隨後之調漲價格，並非基於反映市場供需，而與該次聚會具有密

不可分之關係。從而認定被處分人係挾其市場地位，召集中下游業者訂定最低售價，

促使下游業者不為價格之競爭，而構成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違反。 

公平會對於本案僅檢討構成第十九條第四款之部分，而未處理其他可能違法之

處，似有所缺憾。其未檢討之處有：1、本案主要涉及上游業者以建議最低零售價格

之方式影響零售市場之價格，基本上屬轉售價格維持之類型。何以該處分對於上下游

業者之間是否存在維持轉售價格之約定，毫無檢討？又第十九條第四款何以亦能適用

於事業使另一產銷階段之事業不為價格競爭之情形？其與轉售價格之維持如何區

別？2、下游業者本為水平之競爭者，與會之後隨即調漲價格，則是否於當日有聯合

行為之合意？3、就平會所認定成立第十九條第四款之部分，具有市場地位事業之「建

議售價」是否即具該款中「不正當方法」之構成要件該當性？此等問題實值探究。 

三、高雄市餐盒食品商業同業公會拒絕吉之口速食公司入會案6（簡

稱餐盒案） 

本案之被處分人為高雄市餐盒商業同業公會，因吉之口公司不願配合其調高價格

之決議，公會遂決議以先解決便當價格並立下切結書為條件，始准予入會。公平會認

為餐盒公會為維持其所決議之售價，對於定價低於該價格之吉之口公司一則發函請其

                                                 

5
 參閱行政院公平會（82）公處字第 068 號處分書，載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二卷第十期，

民國八十二年十月，第 2 頁以下。本案之被處分人為福茂等六家 CD 與錄音帶發行商，其為國內主要

八家大型發行商中之六家。該六家業者邀集台北地區唱片中盤商及主要零售商共二十家，共同商討市

場價格問題，當天並訂定出最低零售價格建議表，由與會零售業者自七月十九日起實施。屆時零售商

原售價較價格表為低者，均應依表調漲。 

6
 本案之被處分人高雄市餐盒商業同業公會於八十一年至八十二年間，議決將高市各級學校餐盒之售

價調高為四十元。其兩次作成決議之決定過程，均為經理監事會提案討論之後，決議送交會員大會，

並經會員代表大會正式決議通過，交由理監事會執行。吉之口公司係供應高雄女中餐盒之事業，該公

司售價每盒三十五元，不願配合公會之決議。該公司於八十二年間申請加入餐盒公會，該公會決議，

同意吉之口公司在先解決雄女便當價格並立下切結書之條件下，始准予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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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調漲；二則更以拒絕其入會來迫使其配合，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而違反公平法

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規定，遂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命餐盒公會停止與改正。其處分之

內容，除命該公會停止拒絕入會申請之行為外，尚包括命該公會撤銷調整售價之決

議，並將此一撤銷之事實發函通知會員及學校，嗣後更「不得再有違法聯合定價之行

為」。 

依公平會在處分書中所認定之事實，公會顯然已有聯合行為之作成。甚至公平會

在處分書主文中，除命停止拒絕入會之外，亦對於聯合行為之部分加以處理，包括命

公會撤銷決議、發函通知此情形與命不得再有「違法聯合定價」等。後者則不啻明白

道出，本次行為亦涉及聯合行為。本案既明顯有聯合行為，公平會卻以公平法第十九

條第四款處理，而不執行聯合行為之部分。蓋該決議如不構成聯合行為，則何須撤銷？

公平會又何能命其撤銷？如認為其構成聯合行為，則為何不加以處理？均難自圓其

說。此處分透露出了公平會之若干想法：公平會將會不猶豫地執行第十九條第四款違

反之問題，並在第十九條第四款之「屋頂下」，依公平法第四十一條，一併處理有關

聯合行為之問題，惟自然僅限於命行為人停止或改正其行為。其背後之動機與目的，

似僅在避免動用因認定違反聯合行為之規定所可能涉及之刑責而已，並無任何法理上

之依據。 

四、華豐公司以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參與投標案（簡稱華豐案）7
 

對於本案，公平會認為華豐公司係以給予競爭者期待利益之不正當方法，影響其

商業上決策，要求該等事業放棄參與投標之機會，以此一不作為之共同行為影響該標

案之正常進行，造成其競爭者該次成交機會與其他實質之損失，並造成對招標單位與

市場交易秩序之損失及影響，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而構成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

違反。 

此處應檢討者，為公平會既肯定華豐公司以給予競爭者期待利益之方式，要求其

退出投標，且競爭者亦順應其要求放棄投標，造成流標，則依此甚為明顯之事實，是

否有以合意共同限制其事業活動（聯合行為）之情形，處分書中卻未置一詞。此一疑

義之處，實與前述之特誠案如出一轍。公平會是否有意規避公平法第十四條之適用，

令人疑惑。其次，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所謂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之不法內涵，是

否包含本案中被處分人模糊地提供其競爭者期待利益，競爭者則為顧及同業情誼遂答

應不進場競標之情形，亦有若干之疑義。 

五、麥粉公會建議會員反應成本致麵粉價格上揚案（簡稱麥粉案）8
 

                                                 

7
  參見行政院公平會（84）公處字第 161 號處分書，載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四卷第十

二期，第 1 頁以下。本案被處分人華豐公司係具有相當市場影響力之「LVT 履帶總成」之生產者，

因其「實驗訂貨合格證」未獲頒發之前，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即進行招標，華豐公司為爭取交易之機會，

遂請其他競標廠商配合從事「技術性流標」，亦即使投標廠商少於三家而造成流標，並答應事後將給

予好處。該次招標作業隨後果真因此宣佈流標，被處分人則於再下一次之招標中以最低價得標。 

8
 參見行政院公平會（85）公處字第 005 號處分書，載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五卷第一期，

民國八十五年一月，第 19 頁以下。本案中行政院農委會為調整「小麥平準基準」以及「麵粉平準價」，

電話通知台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提出小麥進口加工成本試算表相關資料，並邀其溝通檢討試算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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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案，公平會認為該公會固係應農委會之要求，提供新平準價之試算草稿，

為其於召開上述會議時就加工、營運成本增加金額對會員提出之報告，以及決議請各

廠自行反應成本之部分，「有導致麵粉價格同步上漲之意圖，此部份並非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原諮詢被處分人研提小麥進口加工成本試算表相關資料之原意，而屬被處分人

自發性引導業者促成價格上漲之行為」。並認為此行為係以不正當之方法，使其會員

廠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參與聯合漲價之行為，已實質上減損麵粉市場之競爭效能，而

有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適用。 

本案法律適用之疑點可分為第十九條第四款與第十四條兩部分說明：就前者而

言，單純之「報告」、「建議」，固然會導致漲價，然其是否符合第十九條第四款「以

其他不正當方法」要件之不法內涵，甚有疑義。蓋如果任何能導致共同限制市場行為

之方法均屬於不正當之方法者，公平法第十四條與第十九條第四款關於其實施方法之

手段性，便無任何之區別。就後者而言，該次會議既有全國三十四家麵粉業者中之三

十三家參加，會中又以公開成本及決議之方式，建議各廠酌量反映成本（意即適度漲

價），且將漲幅之上限亦明確指出，則會員之間顯然有某種限制競爭之意思聯絡，並

很可能至少構成「一致行為」之聯合行為。公平會對於此一部份卻未加究問，誠屬遺

憾。 

六、高屏地區私立升學文理補習班提高八十四學年度收費案（簡稱補

習班案）9
 

對於此案，公平會不同於前述案例，逕就聯合行為部份明白表示其意見，認為高

屏地區補習班業者紛紛調高八十四學年度補習費之情形，並無具體事證顯示其係以契

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為共同決定補習服務之價格，故不成立聯合行為。惟其

同時認為，業者之調高價格，係肇因於該協調會會議記錄所訂收費標準及被處分人以

各種方式大力勸導同業勿惡性競爭所致，構成「以不正當之方法引導補習業者一致調

高補習費，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另有妨礙高屏地區二專四技、二技插大補習市場

公平競爭之虞，合致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要件」。 

                                                                                                                                                    
容。公會（被處分人）隨後即召開「台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聯合採購業務及加工技術發展委員會第

十三次會議」，三十四家麵粉業者中，有三十三家出席，會中被處分人將新平準價試算表中之加工、

營運成本之增加金額，向會員提出報告。會中並決議將建議主其事之麵粉平價基金委員會，對小麥平

準基準與麵粉平準價分兩階段調整提高，復決議請各廠配合在平準基準 C & F 195 美元所核算之平準

價上限範圍內，酌量自行決定反應加工成本，但不得超過此一上限。此一決議遂造成國內麵粉價格於

新平準價實施前一個多月左右，即開始上揚。 

9
 參見行政院公平會（85）公處字第 068 號處分書，載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五卷第五期，

民國八十五年五月，第 40 頁以下。本案之事實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於八十四年六月份，依「短期補

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之規定，邀集教育部、台北市教育局、台灣省補習教育發展協會、台北市補習

教育事業協會與被處分人高雄市文理補習教育事業協會等單位。召開「研商調整八十四學年度私立升

學文理短期補習班收費標準協調會」，協商訂定年度收費標準。會中達成包括八十四學年度補習班之

收費調增 3%等數項之具體結論。過去補習班之市場競爭激烈，業者實際之收費均遠低於教育行政主

管機關所核定之收費標準。高市補教協會這次為避免同業惡性殺價，於相關會議、電話或口頭上，遂

大力勸導同業「勿作流血競爭」，每學期之成本訂價約訂為三萬五千元等，導致高屏地區業者該年度

之「遵行情形良好」，實際收費則上漲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百不等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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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在本案中明確而不迴避的表示對其案是否成立聯合行為之意見，允為正

確。惟其認為被處分人構成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理由，仍有疑義：如被處分人僅

以電話、口頭等方式勸導同業勿做流血競爭，除此以外並未更以其他不當手段施加壓

力，而同業經其勸導與提供建議價格後，自行願意遵循之情形，是否已具有公平法第

十九條第四款中「以…其他不正當方法」要件之不法內涵，而為該條款所欲規範之手

段之一？誠有疑問。惟此一法律意見，不論其正確與否，在聯合行為之規範上具有重

要之意義。因我國公平交易法並未如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對於「建議」他人為聯合

行為者明文加以處罰。「建議」在我國公平法上之地位如何，公平會於本處分不啻明

示係屬於第十九條第四款所稱不正當方法之一。此一明確而大膽之見解，固為建議找

到在公平法上之規範，惟此種解釋適用，是否符合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規範意旨，則甚

值檢討。 

七、醫師公會統一收取門診掛號費案（簡稱醫師公會案）10
 

公平會認為衛生署與醫師公會僅就掛號費之「上限」，經協商後形成共識（一般

地區為五十元），並非將掛號費規定為五十元，故上述公會之決議已經與衛生署協商

之原意不符。公平會認為此等決議，係被處分人利用其於特定醫療市場之決策、領導

地位，以不正當之方法使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醫師間不為價格之競爭，妨礙該特定醫

療服務市場之公平競爭，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規定 

本案法律適用上之問題，與前述諸案例甚為類似，只是其問題性之程度較諸前者

更為深刻而已。蓋公會既已作出統一價格正式決議，具有法律上之效力，並行文各會

員請其遵守，且有多數會員實際採行，則何以置其「合意」部分之法律責任（聯合行

為）於不顧，而專究問其「單方」以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之責任，實無

任何法律上合理化之解釋。另外，在第十九條第四款之構成上，同樣會面臨公平會是

否為使該條款得以適用於此等案例之上，而不當擴張解釋所謂「以不正當方法」之要

件，使其包括單純「決議」之問題。 

八、桶裝瓦斯零售價格全面調漲案（簡稱瓦斯案）11
 

                                                 

10
 涉及本案者同時有彰化縣中醫師公會與台中縣牙醫師公會，對於前者之處分參見行政院公平會

（85）公處字第 111 號處分書，載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五卷第七期，民國八十五年七月，

第 18 頁以下；對於後者之處分參閱公平會（85）公處字第 112 號處分書，載於前揭同期公報，第 23

頁以下。涉及本案之彰化縣中醫師公會與台中縣牙醫師公會在健保開辦之初，於衛生署與醫師公會協

商訂定掛號費收費上限之共識後，分別經會員大會或理監事聯席會議之正式決議通過，統一收取掛號

費五十元，並將決議函送各會員，請其遵照辦理。多數會員在收到通知後，皆採五十元之收費。本案

之掛號費，經衛生署函示不屬於醫療法第十七條所稱之醫療費用，而係行政費用，應由醫療機構自行

訂定收費標準，故應有公平法之適用。 

11
 公平會於一波全國性調查桶裝瓦斯漲價之行動中，最後一共做出六個處分，故此處所謂之「瓦斯

案」，並非僅指單一處分之個案，而係指該六處分所涉及之案件，參見行政院公平會（86）公處字第

104 號處分書、（86）公處字第 105 號處分書、（86）公處字第 106 號處分書、（86）公處字第 107

號處分書、（86）公處字第 108 號處分書以及（86）公處字第 109 號處分書，分別載於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公報，第六卷第七期，民國八十六年七月，第 55、62、64、67、69、72 頁以下。本案除第

一波之六個處分之外，仍有後續之調查處分。公平會在為上述處分兩個月之後，續對彰化縣液化氣體

燃料商業同業公會作出其基於同一原因違反公平法第十四條規定之處分，參見公平會（86）公處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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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之涉案事業，係在該產業既有限制競爭之傳統產業結構與作法之基礎上，利

用成本上漲之機會，透過公會之運作，從事獲取不法利益之行為。此可稱為「與競爭

為敵」（wettbewerbsfeindlich）之產業結構與產業上慣行性之限制競爭行為，實存在

於包括桶裝瓦斯之許多產業之上，構成執行公平法之嚴酷挑戰。公平會對於本案，凡

涉及公會開會決議價格或公會決議授權理事長決定如何統一調漲價格者，均論以公平

法第十四條聯合行為之違反。對於公會或理事長自行決定後，告知或建議會員遵守導

致漲價者，則認為構成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以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之

行為。公平會此次之調查、處分規模可謂空前，展現高度執法決心。而令人有些驚訝

者，乃為公平會在此次案例中，在認定事業之行為合致於公平法第十四條之要件後，

即直接論以聯合行為禁止之違反，不再輾轉牽強地適用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規

定。此見解在競爭法理之正確周延上，自較為妥適一貫。惟公平會對於本案之立場，

是否可視為其對於聯合行為管制態度之重大轉折（Wende），或者只是曇花一現的個

案處理，則仍有待後續之觀察。 

九、小結 

最後本文欲提出兩點觀察來說明目前實務上法律適用之紊亂情況： 

（一）避難到不公平競爭法 

從上述之案例中，反映出實務上處理聯合行為之案例時，常基於某些考慮而不願

認真執行公平法第十四條，卻與「閃躲避難」到不公平競爭一章中之現象12。此現象

表現在兩大方面：一為執法機關對於明顯或有重大嫌疑構成聯合行為之違法事實置諸

不論；二為為了將法律之適用逃避到不公平競爭，只有十分牽強地擴張解釋不公平競

爭法第一章之規定，硬擠出空間來容納聯合行為之管制。此兩種情況實互為因果。 

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被執法機關選作為最重要之「避風港」，此點已於前文中

充分敘述，無待贅論。惟具有此一避風港功能者，卻不僅止於該條款之規定。在「桃

園地區參考書經銷業者要求上游出版社對政東書局停止供貨一案」（簡稱參考書案）

                                                                                                                                                    
158 號處分書，載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六卷第九期，民國八十六年九月，第 51 頁以下。

本案緣起於中油公司自八十六年一月一日起調漲家用液化石油氣批售價格，漲幅約為 11.03%，惟各

地桶裝瓦斯之零售價格調漲幅度卻多超過其反應成本之程度。針對此一不合理之現象，經公平會大規

模之調查搜證後，除證據不足或認定無違法情形之地區外，公平會一舉對台南縣等國內六地區之液化

氣體燃料業者，做出認定其違反公平法第十四條或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處分。其違法事實均係業者透過

同業公會不同程度之運作，協調其市場行為，以達統一調漲價格之目的。其共同調漲之日期，均為八

十六年一月一日。但運作之手段則略有不同：公會開會決定價格者計有台南縣、台南市、嘉義縣、嘉

義市、花蓮縣以及金門縣等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本人或公會自行核算決定售價再告知

或建議會員遵守者，計有高雄市與台東縣之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公會決議授權理事長決定

者，有花蓮縣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其限制競爭之內容除統一調高售價外，亦有涉及銷售區域

之劃分者。對於不遵守決議或建議者，若干公會並有處罰或施壓之措施（如嘉義縣為請分裝場不供氣，

高雄市為「運用輿論」促其遵守）。 

 

12
 其可能基於之考慮因素與造成之影響，將在下文中，再加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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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3，其為一典型同時兼具內外部組織強制（innerer und äußerer Organisationszwang）

之聯合行為。惟公平會卻僅論以其外部組織之強制，即以杯葛之方式打擊非聯合行為

成員（Außenseiter）之責任，適用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而「無形化」了行為人主

要之法律責任—聯合行為。故實務上尚且有閃躲至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情況，不可不察。 

（二）執法立場之搖擺不定 

其次應提出者，為公平會亦非在一切案情類似之聯合行為案例上，均避難到不公

平競爭之規定中。例如在八十一年之「台灣省橡膠製品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統一訂定

汽車輪胎修補及換裝服務價格一案」（簡稱輪胎修補案）14
  與「台灣區省市縣貨櫃

貨運業同業公會聯合會聯合調升貨櫃路上運費費率一案」（簡稱貨櫃案）15，八十四

年之「台中市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公會訂定執行業務收費標準一案」（簡稱土地代書

案）16，八十五年之「台北市翻譯商業公會訂定價目表一案」（簡稱翻譯公會案）17，

八十六年之「台灣區乳品工業同業公會對農產品免徵營業稅協調統一不降價一案」

（簡稱乳品案）18以及「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場事業協進會協議收費與統一折扣一案」

（簡稱高爾夫球案）19，以及前述之「瓦斯案」中，行為人均涉及利用公會協議限制

競爭，然後告知、建議或要求會員遵守其決議之情事。公平會於此等案例卻逕論以公

平法第十四條之違反，與前述之法律見解實大相逕庭。然而，吾人實無法去溯追體認

（nachvollziehen）執法者當時區別辨異之合理標準何在？公平會在此所作之分別處

理，實非基於能充分說服他人之合理判斷標準（Kriterien）。其立場無充分合理之理

由而搖擺不定之結果，自然會造成執法之不公平與法律不安定性之升高。 

貳、造成法律適用紊亂之原因及其影響之檢討 

一、紊亂的第一因——立法之失衡 

                                                 

13
 參見行政院公平會（84）公處字第 034 號處分書，載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四卷第三

期，民國八十四年三月，第 44 頁以下；行政院公平會（84）公處字第 035 號處分書，載於行政院公

平交易委員會同期公報，第 47 頁以下。本案事實為參考書業者為避免彼此間之惡性削價競爭，協議

不得以低於出版商標價之六折價格出售，並提議繳交二十萬保證金，使協議有效執行，同時要求上游

之出版社業者配合拒絕供貨給未簽署協議之書局業者。 

14
 參見行政院公平會（81）公處字第 030 號處分書，載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一卷第九

期，民國八十一年十月，第 8 頁以下。 

15
 參見行政院公平會（81）公處字第 057 號處分書，載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一卷第十

一期，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第 21 頁以下。 

16
 參見行政院公平會（84）公處字第 004 號處分書，載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四卷第一

期，民國八十四年一月，第 11 頁以下。 

17
 參見行政院公平會（85）公處字第 100 號處分書，載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五卷第六

期，民國八十五年六月，第 56 頁以下。 

18
 參見行政院公平會（86）公處字第 063 號處分書，載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六卷第五

期，民國八十六年五月，第 29 頁以下。 

19
 參見行政院公平會（86）公處字第 128 號處分書，載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六卷第八

期，民國八十六年八月，第 48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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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界適用有關聯合行為之規定所以產生混亂現象，有其源自於立法之遠因。

依本文之見解，此一遠因係基於下列五項立法設計，彼此交互作用和影響之結果而形

成： 

（一）聯合行為為刑事不法行為 

公平法之立法者對違反該法第十四條之行為人科以刑罰，且最高可處三年下有

期徒刑，使得聯合行為成為所謂「附屬刑法」（Nebenstrafrecht）上之刑事不法行為20。

此一立法設計，使公平法之立法與解釋適用必須注意刑法上「明確性原則」

（Bestimmtheitsgebot）、「類推禁止」（Analogieverbot）等要求之外，亦使公平法

成為一所謂「高度立法」之競爭法。此一處罰森嚴之立法例，一方面固在宣示立法者

欲以法律之手段對抗聯合行為之決心；惟另一方面卻與我國產業界到處充斥聯合行為

之現象顯得格格不入。執法者面臨此種大環境，自容易陷入如嚴格執法會牽連太廣，

寬鬆執法又與法有違之兩難情況（Dilemma），而進退維谷。 

（二）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其性質係屬於所謂「危險構成要件」

（Gefährdungstatbestände） 

如純粹依公平法第七條對於聯合行為之定義，事業間只要一有該條所謂之約定

即成立聯合行為，無須進一步追究該合意對於市場之運作或功能有無任何具體之影響

或影響可能性。此規定干預過於廣泛，經公平法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一項調整後，聯合

行為僅於「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始成立。本規定使得

聯合行為之成立實際上多了一個要件。此本應置諸母法中之要件，亦僅要求客觀上對

於市場機能有影響之「可能性」即為已足（「足以」），並不要求市場功能已經受到

妨礙。因此，聯合行為禁止之規定，其要件仍然屬於所謂之「危險構成要件」，只要

聯合行為具有妨害市場功能之危險（此處應為所謂之「具體危險」，而非「抽象危險」）
21，即已構成，無待實害（損害）之發生。此一立法設計，自保護競爭之角度而言實

有其必要，惟此一規定如與前述之規定結合，則會使以刑罰懲罰聯合行為之事業的機

會大為增加，更加重了執法機關直接訴諸刑事懲罰手段之心理障礙。 

（三）處罰之輕重失衡—違反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處罰輕於違反同法第

十四條之刑責。 

公平法對聯合行為所為之規範，係在於禁止有競爭關係之事業間以所謂「行為

之協調」（Verhaltenskonzertierung），排除彼此間之競爭和事業在市場上經營與決策

之風險。此種限制競爭之類型，既可以合意之方式達成，亦得以合意以外之方式達到

相同之結果。其對於市場機能之影響，則幾無分軒輊。但就其行為手段之不法性或可

責性而言，脅迫利誘之不法可責程度自應高於單純之合意。惟我國公平法第十四條（搭

配第三十五條）與第十九條第四款（搭配第三十六條）對於兩者之處罰不但相異，且

對於脅迫利誘使人參與聯合行為之處罰，反而輕於對聯合行為之處罰，其輕重之失

                                                 

20
 有關附屬刑法之問題，請參閱 Tiedemann，Tatbestandsfunktionen in Nebenstrafrecht，1968；林東茂，

經濟刑法導論，收錄於氏著，危險犯與經濟刑法，民國 85 年 9 月，出版一刷，第 81 頁以下。 

21
 關於具體危險與抽象危險之區別，請參閱林東茂，前揭，第 22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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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不言可諭。此一立法失當，不僅造成不公平之結果，亦因刑度之不同，誘發執法

者為免執法過嚴遂規避第十四條，「避難」至第十九條第四款。其為執法機關提供了

強烈之誘因，間接造成執法機關認事用法之不當。 

（四）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違反有「先行政後司法」原則之適用 

上述刑度上之「差別待遇」外，在處罰手段之運用上，違反第十九條第四款之

規定依公平法第三十六條尚有「先行政後司法」原則之適用。亦即，須經中央主管機

關命其停止其行為而不停止者，使能科處行為人刑罰。此一規定依現行法並不適用於

聯合行為22。此原則本身尚無不妥，惟上述區別卻造成公平法對兩者處罰輕重失衡之

情況加劇。蓋違反第十九條第四款者不僅刑度較輕，甚至還享有一次被命停止後，若

停止即不受處罰之優惠。如此使得執法機關更偏愛使用第十九條第四款，因為其不但

可減少將業者移送法辦之機會；再者，對於命其停止而不停止者使科以刑罰，執法機

關亦較感心安理得。 

（五）公平法對於「建議」欠缺明文規範 

建議因不屬於任何形式之「合意」，故於概念上並不能納入聯合行為之下，公

平會對於建議之規範，須另闢蹊徑。其處理之道，將在下一節中再予探討。此處僅欲

指出，公平法因對此欠缺明文規範，造成執法機關在無法可用之情況下，將建議認為

係屬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其他不正當方法」，俾使上述情形得到適當的規範。

但建議是否具有所謂不正當方法之不法內涵，公平會則未作深入之探討。 

上述五項之立法設計，或因本身有不周全或不妥當，或其本身固無可厚非，惟

與其他幾項立法設計交互作用後，遂產生執法者「為達特定之結果（如避免執法過嚴）

而扭曲地認事用法」之偏差。欲糾正此等偏差，最根本之方法，須以修法之方式解決

當時立法所種下之亂因。 

二、紊亂的第二因——執行之偏差 

（一）原因 

公平會在適用公平法第十四條時，有「避難到不公平競爭」甚至暫不予以處分

之現象，考其原因，可能有下列數端： 

1、 立法之嚴格 

如前文所述，因三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危險構成要件加上無先行政後司法之緩

衝，公平法對聯合行為之處罰實屬不輕。公平會於執法之際，面臨處罰過重之疑慮，

形成執法者頗強之心理上障礙；如業者反彈，又會形成事實上之執法障礙。 

                                                 

22
 在公平會所提出之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中，則計畫將先行政後司法之原則亦適用於聯合行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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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別產業限制競爭之歷史背景 

在若干個別之產業中，事業之聯合行為已有悠久之歷史。聯合行為既行之已久，

同業間之「合作意識」（ Kooperationsbewußtsein）遂高於其「競爭意識」

（Wettbewerbsbewußtsein），欲一朝加以改變，使同業間成為激烈之競爭關係，實甚

不易。故公平會面對此類之聯合行為時，除逐漸發展出所謂「行業導正」等非正式執

法程序之外，在選擇所適用之法條時，顯然亦容易受到影響。 

3、 違法之事業眾多 

如個案中涉案之事業眾多，欲一舉移送法辦，科以刑責，其打擊面自然會很廣，

對於該產業之衝擊亦會相當巨大，來自於產業之反彈力道也會較強，相對的，公平會

貫徹執法的猶豫度亦會隨之升高。從公平會過去六年之實務中，像「瓦斯案」一般全

面大舉執法之情形相當罕見，即或可略知一二。 

4、 新法之考量 

在公平法施行之初，公平會因考量此一涉及市場上基本遊戲規則之法律其歷史尚

短，產業界對其之認識未臻完善，其行為之調適亦非一蹴可及，故施政上著重法規之

宣導，而執法上則多少有所保留23。 

5、 政府或公營事業不當之限制競爭 

若干產業聯合行為之形成和發展，與政府或公營事業（尤為獨占事業）不當之限

制競爭措施有密切之關聯。公平會考量此種情形下，聯合行為之成立不能獨譴責參與

聯合行為之事業，遂可能有暫不予以處分之決定。以「瓦斯案」為例，公平會對於台

南縣公會與嘉義市公會將桶裝瓦斯業者按地理位置劃分區域之行為，認為雖屬聯合行

為，違反第十四條與第十九條第四款，但其由來已久，且與原液化石油氣總經銷商液

供處於分銷商承銷合約中限制承銷區域、銷售對象，及液供處於「分銷商申請增氣作

業要點」規定分銷商於最近一年內無惡性搶客戶記錄始得申請有關，而有其歷史背

景，故依職權不予處分，即為一適例。24
 

6、 對法律內容之認識不清 

以上數種原因皆係執法機關雖清楚認知應適用之法律，卻因其他因素，而不予處

分或變更應適用之法條的情形。當然，另一項執法單位適用法律有誤之直接原因，即

公平會對於第十九條第四款規範之行為究竟具有何種不法內涵，以及其與聯合行為之

區別何在，缺乏充分之認識。例如前述所舉案例中公平會數度將單純之告知、建議等

行為視為第十九條第四款之「其他不正當方法」，即為一例。 

（二）影響 

                                                 

23
 如公平會對於「特誠案」之認事用法，即令人有手下留情之感覺。 

24
 參閱行政院公平會（86）公處字第 104 號處分書，載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六卷第七

期，第 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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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造成執法之不公 

公平會將某些聯合行為之案例依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處理，另一些案例則逕依

公平法第十四條論處，其間欠缺合理可信之客觀區別標準25。此種選擇性執法，首先

會帶來巨大之「法不安定性」（Rechtsunsicherheit）。其後，本來應論以聯合行為者，

卻以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行為論處，僅集中懲罰聯合行為之發起人，而縱放原來

亦有責任之其他參與人，亦屬不公。 

2、 聯合行為責任之無形化 

在第壹節案例中，可見到公平會躲避聯合行為規定之方法，常常是根本不去討論

公平法第十四條之是否成立。但執法機關有權無視於立法機關之負託，自行將某種法

律責任無形化嗎？如執法機關真的如此行，則一則有不當地自居於立法者地位之嫌；

二則是其至少有形式上構成執法不力之虞26。 

3、 扭曲法律制度原來應有之內容 

立法之設計，均有其理由與目的，執法者應予以尊重，並盡力執行。如果將聯合

行為之管制避難到不公平競爭一章之中，自不免因此而（經常不當地）擴張解釋不公

平競爭之規定；或為減少公平法第十四條之適用機會，而限縮其要件涵蓋之範圍。此

一縮一擴之間，如操作不當，則法律制度原來應有之內容被扭曲之可能性，即隨之增

加。 

4、 結果之考量取代法理之考量 

執法者不能不考量執行結果，惟法律之適用如愈來愈以結果為導向時，法本身所

蘊含正義適當之價值也愈來愈被淡化。因此結果導向之法律解釋，有其極限，法本身

價值之主體性與完整性，不能因解釋者考慮結果而喪失殆盡。 

5、 不易累積執行聯合行為管制之經驗 

公平會如一再躲避聯合行為規定之適用，其結果也必然是公平會對於聯合行為管

制之有關問題，無法累積出有益之知識與經驗27。 

6、 公信力之動搖 

未能徹底執法之結果，勢必會損害法律之尊嚴與公信力，助長業者期待公平會不

去執法之不當心裡。而執法決心之磨褪與公信力之消蝕一旦形成，欲恢復舊觀便會異

                                                 

25
 參閱前文「壹、九、（二）」。 

26
 雖然執法機關實質上可能並非有懈怠之情形，而是顧慮執行之結果不當而不執法。 

27
 對於此一問題，在該會第三０九次委員會討論案九之提案資料中，提案單位（法務處）亦清楚地

說明道：「有關聯合行為之管制，仍應回到第七條、第十四條之適用，否則在習於運用第十九條第四

款管制之結果，長期下來，本會必難於累積透過間接證據推論聯合行為合意之辦案經驗。」此一見解

極為正確，深值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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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困難。對此一長期而重大之代價，實不可不加以深思。 

參、公平法第十四條與第十九條第四款適用關係紊亂之解決 

造成適用關係混亂，形成聯合行為之管制避難到不公平競爭之原因，大致上是因

為公平會在執法之過程中，面臨「法律上」與「事實上」之二大障礙。這兩種之障礙，

實相互影響，因此其克服與解決也必須雙管齊下。惟本文基於法律學術論文之立場，

將側重如何突破法律上障礙之研究，以及如何透過制度設計，而突破事實上之執法障

礙。 

一、法律上障礙之突破 

造成公平會適用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與第十四條之紊亂狀況，有出於執法者

認識相關法規尚稱不足，以至產生適用法律錯誤或不當之因素，本文特稱之為「法律

上之障礙」。此與我國施行公平交易法之歷史尚短，實務經驗之累積與理論研究之耕

耘均未臻完善，有一定之關聯。依本文之見解，此障礙之突破應自下列三方面著手，

或可收其功效： 

（一）認識規範聯合行為之配套立法設計和公平法第十四條與第十九條第四

款之規範功能 

欲清楚二規定所應分別扮演之角色，釐清混亂之適用關係，首先應回歸至二者

之「規範功能」。所謂規範功能之內涵，與立法目的（ratio legis）乃息息相關，為一

體之兩面。故本節欲探究者，即為兩規定背後之立法目的。 

1、 規範聯合行為之配套立法設計 

聯合行為是競爭者間透過合意，所為關於其市場行為之協調配合

（Verhaltenskonzertierung），而限制競爭並足以影響市場功能者。聯合行為係最典型

之人為限制競爭，我公平法對之係採所謂之「禁止原則」（Verbotsprinzip）28，充分

表現立法者對其所為「根本上之非價判斷」。只有在例外當其符合法定許可之要件時，

始有成為合法之可能。聯合行為之規制，是一國競爭法之基礎任務。但此一基礎法制

之奠定與基本認識之建立，卻因公平法第十四條與第十九條第四款糾纏不清之立法設

計、理論發展與實務操作，而有飽受危殆之虞29。因此，須有一套完整之立法配套設

計，始能周全管制聯合行為，不致產生漏洞。此一配套之制度，應由四種規範聯合行

為之途徑所共同組成，茲將其規範功能之梗概，說明如下30： 

                                                 

28
 關於所謂「禁止原則」與其相對之「濫用原則」（Mißbrauchsprinzip）之基本問題，請參閱吳秀明，

卡特爾之法律規範，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五年七月，第 143 至 229 頁。 

29
 此由上一節諸案例中所呈現之各種問題，即可明白其嚴重性。 

30
 以下之論述將以闡明有關規定之規範目的與功能為重心，至於其法律要件之詳細內容，與本文題

旨有關者，將於後文中再加處理，參見「參、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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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合行為契約與決議 

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欲以「合意」限制其競爭者，最直接之方式，自然是以一

個法律行為（Rechtsgeschäft）來表達此一合意。事業可能從事之法律行為，有聯合行

為契約（Kartellverträge）與聯合行為決議（Kartellbeschlüsse）兩種。前者係經由競爭

者締結成立31；後者則多係透過同業公會之運作，經理監事會或會員大會之決議而成

立限制競爭之合意32。當事人欲使聯合行為具有法律上之拘束力，則是其主要之特

點。故行為人之間具有甚為強烈而清楚之限制競爭意圖，且行為人亦經常運用其他之

法律手段，來強固其聯合行為之組織，例如：履約保證金之繳交、解除契約退出組織

之限制、履約之監督等是33。 

各國競爭法對此多有規範，例如美國休曼法（Sherman Act）規範聯合行為之

第一條即規定：「任何以契約…（以下省略）。」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簡稱 GWB）有關禁止卡特爾（Kartell）之第一條亦開宗

明義規定：「事業或事業團體基於共同目的而締結之契約與事業團體之決議，…（以

下省略）。」日本關於禁止私的獨占及確保公平交易之法律（簡稱獨占禁止法)之第

二條第六款亦規定：「本法稱不當之交易限制者，指當事人以契約…（以下省略）。」
34而我國公平法第七條亦明文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為事業以契約…（以下省

略）。」故可得知，對於以法律行為成立之聯合行為的規範，屬於管制聯合行為之原

始與核心任務，為聯合行為法制所不可或缺之第一環。 

此外，我國與德國對聯合行為係採所謂「禁止原則附許可保留」（Verbotsprinzip 

mit Erlaubnisvorbehalt）之規範方式，聯合行為可經由行政機關以一行政處分加以許

可後，遂成為合法。此等合法之聯合行為，依本文之見解，基本上均須為法律行為之

聯合行為始可。以「一致行為」35事實上達成聯合行為者，殊難想像其有獲得公平會

許可之可能。主要理由如下：其一，公平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依

本法第十四條但書申請許可，應具備左列文件：…二、聯合行為之契約書、協議書或

其他合意文件。」依其義，應指申請人應備妥聯合行為契約或決議之書面文件，始能

申請許可。純自文義以觀，雖不排除行為人提送「君子協定」36之合意文件以申請許

                                                 

31
 關於聯合行為契約之基本問題，請參閱 Lukes，Der Kartellvertrag，1959。 

32
 關於聯合行為之決議，參閱蘇永欽，事業團體的聯合行為，政大法學評論，第四十四期，民國八

十年十二月，第 207 頁以下。 

33
 此等手段即為所謂聯合行為「內部組織強制」（innere Organisationszwang）之問題，關於其內容與

規範參見吳秀明，前揭，第 237 頁以下。 

34
 行政院公平會將各國重要之競爭法規編印集結為「各國公平交易法相關法規彙編」，民國八十二

年六月，足供參考。 

35
 關於「一致行為」或稱為「互為一致之行為」（ concerted action，aufeinander abgestimmte 

Verhaltensweise），參閱廖義男，卡特爾之概念，收錄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立法，民國八十

四年十月，第 108 頁；張懿云等，君子協定與默契行為，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十二年度研究計畫，

第 21 頁以下與第 115 頁以下。 

36
 關於「君子協定」（gentlemen’s agreements）之問題，參見廖義男，同上註；張懿云等，前揭，第

13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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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之可能，惟聯合行為既可因許可而成為完全合法有效之協議，當事人自無以一無法

律拘束力之君子協定取代契約或決議之必要。其二是，基於公平會對於許可之聯合行

為進行「濫用控制」（Mißbrauchskontrolle）37之便利性與確實性之考慮，宜使許可之

聯合行為以書面（要式性）之契約或決議成立，當事人之權義始為明確，聯合行為之

內涵始為清楚，濫用控制始能發揮其功效。 

(2) 以契約（決議）以外之合意成立之聯合行為 

將「法律行為以外之限制競爭合意」亦納入禁止或管制，為第二道防線。其功

能與目的在於擴大禁止之範圍，以防杜僅規範契約與決議所可能產生之漏洞。只要是

限制競爭之合意，不論其是否有法律上之拘束力，在公平法之管制上均應一體視之，

不能因法律上形式之不同而異其效果。 

此種契約以外，基於事業間之意思聯絡，而導致互為一致之行為，已成為各國

規範聯合行為之重點。簡言之，美國法上關於”concerted action”之判例為這方面立法

例之典範38。歐市關於聯合行為之規定（1957 年歐洲經濟共同體設立公約第八十五條

第一項），除指出契約與決議之外，自始即將「互為一致之行為方式」（aufeinander 

abgestimmte Verhaltensweise）與上述兩者並列。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GWB，1957）

立法之初，尚執著於傳統之卡特爾概念，該法第一條僅對於契約與決議加以規定。1970

年聯邦最高法院（BGH）在”Teerfarben”一案中認為，因無法證明卡特爾契約具有德

國民法第一四五條以下所規定之合意，本案不成立聯合行為39。本案之同一被告於

1972 年在類似案情之”Farbstoffe”一案中，卻被歐洲法院判決為違反上述公約之規定
40。此一明顯差異與對比，引起德國法律界對於限制競爭防止法之批評，並促成了 1973

年在第二次修正該法時，將「互為一致之行為」納入該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中，填

補了此一立法之漏洞41。德國之例顯示出：當規範聯合行為之立法配套不完整而有漏

洞時，在事業經營者經歷若干學習過程後，欲為聯合行為者自會懂得如何趨吉避凶，

鑽法律漏洞。此時如果法律之規範不完整，將如百里之河堤卻決之於一口，而有全面

崩潰之危險。 

                                                 

37
 參見公平法第十六條。 

38
 參見 Eastern States Retail Lumber Dealers’Ass. v. U.S.，234 U.S. 600，612（1914）；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S.，306 U.S. 208，226（1939）。 

39
 BGH 17.12.1970 BGHSt24，54=WuW/E，BGH 1147，1153 =NJW 1971，521 ff.”Teerfarben”。 

40
 該判決參見 EuGH 14.7.1972 之判決，載於 WuW/E EWG/MUV 269，272 “Farbstoffe” 

41
 關於§25 Abs.1 GWB 之立法經過，參閱 Immenga，in: Immenga/Mestmäcker，GWB，2.Aufl.，1992，

§25 Rdnr.1 ff.；Roth，in: Glasser/Hahn/Kersten/Kolvenbach/Lehmann (Hrsg.)，Frankfurter Kommentar zum 

GWB， 2.Aufl.， 1986 ff.， §25 Tz. 6 ff.；Riesenkampff， in: Loewenheim/Belke，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kungen，Kommentar，4.Aufl.，1977 ff.，§25 Rdnr. 4 ff. 一般承認§25 Abs.1 GWB 具

有填補聯合行為基本規定§1 GWB 漏洞之功能，或與§1 GWB 共同作為聯合行為之基本規範；惟亦有

學者認為§25 Abs.1 GWB 始為聯合行為  之基礎規定（Grundtatbestand verbotenen horizontalen 

wettbewerbsbeschränkenden Verhaltens），§1 GWB 只是關於以契約、決議所成立聯合行為之特別規定，

參閱 K. Schmidt，Kartellverfahrenrecht - Kartellverwaltungsrecht - Bürgerliches Recht，1977，S. 8 ff.，32 

ff.；Immenga，in: Immenga/Mestmäcker，a.a.O.，§1 Rdnr. 9；對此一見解之批評，可參見 Fikentscher，

Wirtschaftsrecht，Bd.II，1983，S.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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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平法第七條亦將「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契約」並列為聯合行為

之合意方式。公平法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二項更規定，上述所謂其他方式之合意，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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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項規定已相當完整地將一切法律行為以外之合意納入規範，深值贊同。惟此一實體

而重要之規定，實應列於母法之中，而不應置諸施行細則之內，造成該規定所處體系

地位之不當。 

(3) 建議 

上述兩道防線，雖涵蓋了對一切法律上及法律外合意之規範，惟事業亦可用「合

意以外」之手段，達到契約或其他方式合意所欲達到之效果。故公平法應對於此等非

出於合意，卻具有相同效果之行為加以規範，始能周全維護競爭。此部分之管制重點

有二：一為對「建議」（Empfehlungen）之規範；次為對於以其他非合意之不正當手

段（如：強暴、脅迫、利誘等）達成聯合行為效果之規範，以下分別論述之。 

「建議」並非一種合意，因為單純之建議係指行為人之一方將其主觀上認為值

得遵循之價值或行為方式告知另一方，而讓諸對方獨立自主地決定，是否要依建議之

內容而行。故建議之雙方當事人固曾經有意思之「接觸」，惟其形式僅為「一方推薦

式地表達意思，他方接收表示，加上隨後之遵循建議」而已，個人係各別基於自己之

意思與決定採取行動。惟建議人以其建議去影響被建議人之意思決定，而被建議人最

後亦決定配合建議人之建議則為不爭之事實。故建議亦可能導致共同形式之行為，而

影響市場之競爭。建議因非屬於任何行式之「合意」，故無法納入聯合行為之概念下
42。聯合行為之禁止規定，除透過教唆與造意共同侵權行為之途徑之外，無法當然適

用於建議之上。對此，如何建立配套制度，以防堵此一漏洞，實值思考。徹底之解決

方法，自是立法加以特別規定。立法例上，德國法對建議之處理甚為周全，可資參考
43。 

(4) 以其他非合意之不正當手段達成聯合行為限制競爭效果之行為 

另一種合意以外之手段，為事業以強暴、脅迫或利誘等不正當之方法，使他事

業不與其競爭或參與聯合之行為。關於此種行為有關之規定，學理上統稱其為「壓迫

之禁止」（Druck- oder Pressionsverbot）44，我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四款，正屬於此

一範疇之規定。此等規定之目的在於禁止其單方以壓迫等不當之手段，從事達到與聯

合行為相同效果之行為，規避法律對於合意限制競爭禁止之規定。故其具有「補充功

能」（Ergänzungsfunktion），係自聯合行為之禁止「導出之禁止」（ein abgeleitetes 

                                                 

42
 採同一見解者見廖義男，前揭，第 111 頁；Emmerich，Kartellrecht，7. Aufl.，1994，S.221 f. 

43
 德國法對於有關聯合行為建議之規範，係規定於§38 Abs.1 Nr.10，11 與§38 Abs.2，3 GWB，其主

要之內容有對建議之處罰、例外許可與濫用控制，與聯合行為有類似之規範架構。詳細內容請參閱張

懿云等，前揭，第 27 頁以下；Emmerich，a.a.O.，S. 221 ff.；Rüdell，Die Zulässigkeit horizontaler 

Empfehlungen nach deutschem und EWG - Kartellrecht，1974。 

44
 Vgl. Möschel，Recht der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1983，S. 370 ff.；Emmerich，a.a.O.，S.224 ff.；

Immenga，in: Immenga/Mestmäcker，a.a.O.，Rdnr. 53 ff. 



 18 

Verbot），亦具有所謂「規避禁止」（Umgehungsverbot）之性質45。 

此等壓迫之禁止，一方面應補充聯合行為之規定，共同構成配套規範聯合行為

制度之一環；另一方面，亦不應乎視其所規範之行為態樣和本質與聯合行為並不相

同。故功能上，二者分進合擊，共同管制聯合行為；內容上，二者相異，應明確區別

其法律之適用。此一基本之原則，於適用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時亦應加以遵循。在

比較法上，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二十五條第二、三項為類似之規定，可資參考46。 

(5) 小結 

以上四種規範聯合行為之途徑雖各有所指，惟彼此卻環環相扣，相輔相成，缺一

不可。之所以須自此四種途徑管制聯合行為，理由有二：事業以此四種方式之一進行

其聯合行為之計畫，皆能達到類似之限制競爭效果；另外，單純其中一項之處罰，常

常蒐證不易，如四項中只要有一項成立即可予以處罰者，將可減低執行聯合行為管制

之難度。故四者應攜手共進，而探討公平法第十四條與第十九條第四款之地位與功

能，也應從其各自作為此一整體規範架構下一環之觀點出發，始能獲得其正確之全貌。 

綜上所述，聯合行為之管制應以一套立法上之配套措施，形成完善之規範架

構，始能有效規制聯合行為。茲將此一架構以下圖說明之：

                                                 

45
 Vgl. Roth，a.a.O.，Tz. 105；Möschel，a.a.O.，S. 370；Emmerich，a.a.O.，S.221 f. 

46
 其說明請參閱莊朝榮（主持），我國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與美、日、德相關規定與執行狀況之比

較分析，行政院公平會八十三年委託研究計畫，第 123 頁以下；Bunte，in: Langen /Bunte，Kommentar 

zu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Kartellrecht，7. Aufl.，1994，§25 Rn. 38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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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注意者：1、四者之功能在於相輔相成，共同構成規範聯合行為之法律制度。2、

適用法律時應依據案情，分別正確適用有關之法律規定，檢驗該規定之要件是否成

立，不應任意混淆法律之適用。3、四者之目的既在於規範同一種之限制競爭行為，

則法律對於四者之處罰程度與範圍，原則上應該一致。實際上則可依案情之輕重、所

使用手段可責性之高低、造成損害結果之大小等，在量刑或量罰之際，予以或輕或重

之斟酌考量，至於四者之法定刑度或處罰範圍原則上應相同，始稱允當。 

2、 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規範功能——「規避之禁止」與「卡特爾外部組

織強制」之合一規範 

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具有前文所述「規避禁止」之功能，防止事業不以合意

限制競爭，卻規避法律之禁止，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之手段，迫使他事業不為

價格之競爭或參與聯合，而達到與聯合行為相同之效果。故公平法第十四條與第十九

條第四款之間，具有所謂「基礎之禁止」（Primärverbot）與「規避之禁止」

（Umgehungsverbot）之關係，而共同構成聯合行為管制配套制度之其中二環。 

其次，由於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規定方式較為概括，故在解釋上似可認為

其文意亦可包括對於部分所謂「卡特爾外部組織強制」（äußerer Organisationszwang 

der Kartelle）措施之規範。卡特爾之外部織強制又稱為「外部之卡特爾強制」（äußerer 

Kartellzwang），係指聯合行為之成員對於非聯合行為成員之競爭者，即對所謂「圈

外人」（Außenseiter），施以種種不正當之措施，以迫使其加入聯合行為、阻礙其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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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使其退出市場或甚至無法進入市場之謂47。此種措施種類相當繁多，其典型之集

體限制競爭有斷絕供給或購買（Sperren）、差別待遇（Diskriminierung）、排他性之

限 制 （ Ausschließlichkeitsbindungen ） 和 所 謂 「 競 鬥 性 之 低 價 傾 銷 」

（Kampfpreisunterbietungen）等等48。此等卡特爾之外部強制可能構成限制競爭法上

若干不同之行為，如差別待遇與獨家交易之安排等。其性質上則與上述所謂聯合行為

規避之禁止，原係有所不同。蓋一者為不以合意，卻以合意以外之不正當行為達成合

意限制競爭之效果，以規避法律之禁止；另一者則為聯合行為用以壓迫或阻礙「局外」

競爭者之措施，兩者原各有所指。 

比較法上，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GWB）第二十五條第二、三項係就二者分別

規定49。依其第二項之立法目的與通說見解，其所禁止者係事業以合意以外之方式，

即威脅利誘等方法，從事原本不得作為契約標的之不法的限制競爭行為。自立法者之

立場而言，既然不得作為契約標的之事項（不法之限制競爭），當然亦不能容許事業

以事實行為去達成，而規避了法律對合意限制競爭之禁止。故本項規定乃是為了防止

事業規避聯合行為禁止之規定而設50。而第三項所列舉者，則均為合法之卡特爾、競

爭規則（Wettbewerbsregeln）、結合或市場行為等，惟事業如欲強迫他人入，則構成

不法，以保障參加人之意思決定自由。故本項規定（尤其第二十五條第三項第一款之

規定）主要係在規範卡特爾外部組織強制之問題，而與前項之規範客體有別51。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並未限制使人加入之聯合行為是否為已經許可

之合法聯合52，同時所謂「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又相當概括，可能涵蓋之事業

行為可為相當廣泛之解釋，而包括事業以不當之方法規避公平法第十四條禁止規定之

                                                 

47
 參 閱 Pescher ， Der äußerer Kartellzwang ， Zur Kartellrechtlichen Beurteilung kollektiver 

Konkurrentenbehinderungen，1984，S.17；並參考劉甲一，卡特爾之組織強制與國家管制，台大社會

科學論叢，第六輯，第 55 頁以下。 

48
 Pescher，a.a.O，S.24，26 ff.，38 ff.，53 ff.。瑞士 1962 年之卡特爾法（Kartellgesetz）第四條，對

於「外部之卡特爾強制」（externer Kartellzwang）曾加以定義為：「卡特爾將第三人排除於競爭或重

大妨礙其競爭之措施，包括購買或供給之斷絕、員工取得之阻絕（Sperren von Arbeitskräften）、價格

或購買條件之歧視或針對特定競爭者之低價傾銷…等等。」可資參考，參見 Pescher，a. a. O.，S. 24。

瑞士 1986 年之新的「卡特爾法」第六條，則承繼舊法之精神，對於規範事項作更充分之說明，參見

Schürmann/Schluep，Kartellgesetz + Preisüberwachungsgesetz，1988，S. 293 ff.，318 ff.；Homburger，

Kommentar zum schweizerischen Kartellgesetz，1990，S. 133 ff.。 

49
 該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事業或事業團體不得以威脅或施加不利益以及允諾或提供利益於

他事業為手段，促使他事業從事依本法或依卡特爾官署依據本法作成之處分不得作為契約標的之行

為。」同條第三項則規定：「事業或事業團體不得強迫（zwingen）他事業為下列之行為：1、加入第

二條至第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及第七項、第一０二條及第一０三

條所定之契約或決議。2、與他事業從事第二十三條所定之事業結合。3、為限制競爭而於市場上採取

同一形式之行為（sich im Markt gleichförmig zu verhalten）。」 

50
 參見 Immenga，in：Immenga/Mestmäcker，a. a. O.，§25，Rdnr. 53 f.；Reisenkampff，a. a. O. ，§25

（14. Lieferung，1993），Rdnr. 29ff.；Roth，a. a. O.，§25，Tz. 2 f.，105；德國法之介紹並參見莊朝

榮（主持），前揭書，第 123 頁以下（本章係由劉孔中執筆）。 

51
 關於本項規定內容之介紹，可參考 Immenga，a. a. O.，§25，Rdnr. 93 ff.；Riesenkampff，a. a. O.，§25，

Rdnr. 62 ff.，Roth，a. a. O.，§25，Tz. 185 ff.；劉孔中，於：莊朝榮（主持），前揭，第 124 頁以下。  

52
 相同之見解，劉孔中，於：莊朝榮（主持），前揭，第 1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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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故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似可兼具有規避禁止與聯合行為外部強制禁止之雙重

功能。惟聯合行為外部組織強制之措施如前所述乃相當多樣，故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

款僅具有部分外部組織強制禁止之作用，至於其他未包含在本款規定之外部組織強制

措施，則應視其情形，分別適用公平法上其他有關之規定。此外，本款規定亦包括以

不當方法使人參與結合之行為，故該規定之規範客體不全以卡特爾（聯合行為）之外

部組織強制與規避禁止為限，尚需陳明。 

在公平會之實務上，「特誠案」中，惟如果真無聯合行為之合意，或單純論特誠

給付數十萬至數百萬之「保證金」，並保證高於市價每立方米二十元之價格收購砂石

之「利誘」行為，則此一事實應屬於規避第十四條合意禁止之行為。在「餐盒案」中，

餐盒同業公會以吉之口公司先解決雄女便當價格，並立下切結書為條件，始准予入會

之事實，為聯合行為之成員以不當方法迫使「圈外」之非聯合行為成員配合其措施或

加入聯合之行為，其性質則屬於聯合行為外部強制之措施。故實務上解釋適用公平法

第十九條第四款之情形，亦為使其負有規避之禁止與外部組織強制禁止之雙重功能，

似無疑義。 

（二）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要件之解釋及其與同法第十四條之區別 

茲分別就第十九條第四款規定之行為主體、行為對象、行為手段、行為態樣、目

的、結果和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等七點，加以論述如下： 

1、 行為主體 

(1) 內容說明 

公平法第十九條規定，「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

業』不得為之」，故其行為主體首先應具有公平法上一般所稱事業之屬性，換言之，

只要是私經濟之主體，獨立地參與商品或服務之供給或需求，從事交易之任何人或團

體皆為事業53，亦皆有作為第十九條第四款行為主體之可能。又本款既同時有規避禁

止與外部強制禁止之作用，則作為本款規定之行為主體，自可能是聯合行為之成員或

聯合行為外之其他事業，即本款規定並不排除「非聯合行為成員」之事業，以不正當

方法，使另一事業不為價格競爭或參與聯合之情形。惟事業間如原已具有經濟上之控

制從屬關係者（如在關係企業之內部），被控制事業原已無決策自由，則控制事業縱

令從屬事業組成聯合行為者，原則上並不構成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違反54。 

(2) 實務之印證與檢討 

在公平會處理第十九條第四款之實務上，「特誠案」中特誠公司本身為受利誘之

事業的下游事業；「唱片案」中福茂等六家發行商則是其行為對象之上游事業；而「餐

盒案」、「華豐案」、「麥粉案」、「補習班案」、「醫師公會案」以及「瓦斯案」

                                                 

53
 關於事業之概念，請參考公平法第二條；廖義男，公平交易法規範之事業概念—第二條之詮釋，

公平交易季刊，第一卷第二期，民國八十二年四月，頁 1 至 33。 

54
 Vgl. Riesenkampff，a. a. O.，Rdnr. 51 對於§25 Abs. 2 GWB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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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為主體則是相同產銷階段之事業或為同業公會，即可說明第十九條第四款行為

主體之不同態樣。 

(3) 與第十四條之區別 

第十九條第四款與第十四條在行為主體之區別上，聯合行為之主體依公平法第七

條、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為在同一產銷階段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且行為

主體之間具有聯合行為之合意；至於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行為主體則不限於同一產銷階

段之事業（此點詳見下文），亦不限於聯合行為之成員，為其不同之處。 

2、 行為對象 

(1) 內容說明 

本款規定所保護者，可能是與行為人同一產銷階段之競爭者，例如聯合行為之成

員迫使非成員之競爭者加入聯合；亦可能為行為人之上下游事業，如生產者以不當方

法促使銷售者組成聯合，或上游事業使下游事業為轉售價格之維持而「不為價格之競

爭」55。又第十九條第四款可包括事業以不當方法促使同業組成無論是違法或合法之

聯合行為，以及合法聯合行為之成員以不當方法迫使圈外之同業加入其聯合之情形，

應無問題。惟本款規定應不包括經許可之合法聯合行為之成員間，以第十九條第四款

所稱之方法維繫其契約效力，加強其內部凝聚力之行為之行為56。蓋其聯合行為之成

立與生效均為合法，且非不當手段之產物，故就外部組織強制而言，成員之加入為透

過自主之意思，故不構成之；就規避之禁止而言，「基礎之禁止」（即一違法之聯合

行為）尚不存在，自無所謂規避之行為。至於其是否違反公平法其他規定或構成其他

民事或刑事責任，則屬另一事。至於違法之聯合行為成員間，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

正當方法強化其組織內聚力之措施，因此時「基礎之禁止」係為存在，事業涉及以不

當之方法維繫一無效協議之實際運作於不墜，實已具有規避禁止規定之情形，而與第

十九條第四款之立法目的不合。其是否有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適用，則可能有較

大之爭議，尚值研究。 

另外，被脅迫利誘之人一般為本款規定之被保護人，惟被脅迫利誘之人如加入聯

合行為，則其是否構成聯合行為禁止規定之違反，則視其意思決定之自由受支配與控

制之程度而定。如為「利誘」之情形，被利誘人一般未完全喪失其意思自由，故此時

成立聯合行為與否，應綜合個案之情況，妥為判斷。 

                                                 

55
 相同之見解請參閱黃旭田，妨礙公平競爭行為之規範，載於賴源河（編審），公平交易法新論，

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第 331 頁；孫奇芳，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妨礙公平競爭行為規範之違反與損害

賠償，司法研究年報第十七輯第四篇，民國八十六年六月，第 50 頁以下；相反見解參見黃茂榮，公

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民國八十二年十月初版，第 346 頁。公平會之見解，係贊成事業與被促使事業

間不論為水平競爭關係或垂直關係，皆有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規定之適用，參見公平會第 309 次委

員會討論案九，說明之第「三、（三）、4」點。 

56
 此類強化聯合行為內聚力之措施，無論其施行於經許可之合法聯合或未經許可之違法聯合，學理

上均稱之為「內部之卡特爾組織強制」（innerer Organisationszwang der Kartelle），或「內部之卡特爾

強制」（innerer Kartellz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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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務之印證與檢討 

前述之「特誠案」中，被利誘人為碎石採取業者，相對於負責銷售之被處分人特

誠公司而言，為其上游事業，惟特誠公司之負責人卻又是被利誘人之同業競爭者，故

本案之行為對象同時具有同業競爭者與上游事業之雙重身份，蓋特誠公司係由兩家碎

石採取業者所籌組而成之故也。又「唱片案」中，行為之對象則為下游之 CD 與錄音

帶零售商。在「餐盒案」、「華豐案」、「麥粉案」、「補習班案」、「醫師公會案」

以及「瓦斯案」中，行為對象則均為同業之競爭者。 

(3) 與第十四條之區別 

就行為對象而言，第十四條為一共同之行為，其全體參與者均為行為人，而行為

人則須有水平競爭關係，且彼此間有限制競爭之合意；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行為對象則

不限於行為人之競爭者，亦可包括其上下游事業；同時，其亦不須與行為人之間有合

意之達成。 

3、 行為手段 

(1) 內容說明及其與第十四條之區別 

此要件為其與同法第十四條最關鍵性之區別。聯合行為之組成，係透過成員間之

契約、協議、決議、君子協定或一致之行為等不同之合意方式，事業彼此間具意思聯

絡，最後並達成拘束力強弱不一之合意，共同限制市場之競爭。故其成立係出於某種

形式之意思合致，實為聯合行為之特色與本質。事業在市場上雖有同一形式之行為，

如非出於事業之合意，則尚與聯合行為之規定無涉。而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係規定

透過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等單方之事實行為，因此本款行為之成立無須檢視

事業間有無合意。本款規定所注重者，乃是手段之高度不法內涵。故第十九條第四款

所規範之「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尤其在判斷利誘與其他不正當方法時宜

注意），均係以足以影響他人之意思決定、具有高度之不法內涵或經濟與商業論理之

高度可非難性者為限，並非所有影響他事業市場上決策或行為之措施，均屬於本款之

不當行為。此一要件之認定不宜過於浮濫，蓋營業交易中，一事業以不同方式影響他

事業決策之情形，毋寧十分常見，法律如干涉太深，反而將有害於市場機能之正常運

作，故僅宜禁止不法內涵與可非難性高之不當行為57。單純之告知、建議而不伴隨其

他壓迫或利誘等手段者，自尚未達到本款規定對於手段所要求之不法性。為達成限制

競爭之合意，而在談判協商過程中所進行之說服與影響，如未以其他不正當手段促成

共識，亦僅屬於達成協議之通常必要過程，尚不能逕以第十九條第四款之違反相論。 

                                                 

57
 基本上同此意旨之見解請參見劉孔中，於：莊朝榮（主持），前揭，第 161 頁、169 頁；孫奇芳，

前揭，第 47 頁；公平會法規研究小組，聯合行為構成要件之研究（公平會法規研究小組第十五次會

議討論案二議案資料），會議日期民國八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第 74 頁；公平會晚近之見解，在公

平會三０九次委員會所通過之研究案中，亦同斯旨，參見該次會議之討論案九，其說明之第「三、（三）、

9」點，其意略謂：「本會對於『其他不正當方法』之解釋，宜採較嚴格之具有高度商業倫理非難性

之解釋方向，單純之提議及寄發通知，不屬之。」可供參考。故此一見解應已逐漸成為我國學說實務

之共識與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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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脅迫，一般係指以不利於他事業之事項對該他事業威脅逼迫，使其心生畏

懼，其內容尚可包括程度更重之強暴以及一般所稱之恐嚇58，例如：如不聽從即有嚴

重後果、即將對其斷貨或即將發起對其之杯葛等，均屬脅迫。而利誘，則是允諾或實

際提供一定之利益，而足以影響他事業意思決定之自由者59，例如：給予相當數目之

金錢、免除債務等是。單純告以如果加入聯合或其他限制競爭之後，將會因限制競爭

而獲得交易上若干額外之利益者，尚需視各案之情形，始能決定其是否不法。脅迫對

於自由意思之影響，一般情形自高於利誘。受利誘之事業，一般而言雖已無法理性而

冷靜地進行判斷、決定，惟其仍未完全喪失意思決定之自主性，則可肯定。故公平法

第十九條第四款所規定之不正當手段，尚無須達到使被害人完全受支配之程度。惟無

論如何，均需足以影響他事業之意思決定。 

此一足以影響（Eignung zur Beeinflussung），代表不當行為其不法內涵本質

上與其可能產生之影響之量上，均須達到一定程度始可，至於具體應達到何種程度，

尚須視個案而定。被促使之事業在為決定時具有多高之所謂「趨避之可能性」

（Ausweichmöglichkeiten），可供作為判斷之參考60。 

(2) 實務之印證與檢討 

公平會主要正是因為對本要件之解釋與適用有所偏差，方致使許多案件被以第

十九條第四款加以處理。例如「唱片案」中，上游業者邀集下游業者研商市場價格，

訂定價格建議表，事後並將之傳真給與會之下游業者之行為，似仍未具有脅迫利誘等

不正當行為之不法內涵與可非難性。蓋單純之協商、建議和通知行為，一般尚不足以

嚴重影響相對人之意思決定自由。公平會認為上游之行為人係「挾市場地位，召集中

下游業者訂定最低售價，促使下游業者不為價格之競爭，而構成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

款之違反」，似嫌牽強。同理，「華豐案」之行為人僅提供模糊之期待利益，則行為

人之行為是否足以構成第十九條第四款之不法性，公平會認定時似應更深入予以探

討，並充分說明其理由。「麥粉案」之純粹報告與建議行為和「補習班案」之大力勸

導勿做流血競爭行為，依其性質與內容，均尚不足以構成第十九條第四款所要求之可

非難性，故公平會以本款論處，其法律之適用即屬可議。相同問題亦出現在「瓦斯案」

與「醫師公會案」中61。 

公平會對此一要件之認定較無疑義者，應是「特誠案」中提供保證金和允諾高

價收購（利誘），以及「餐盒案」中之拒絕入會（脅迫）之認定。在未來實務運作上，

如欲不再將聯合行為之管制不當避難到不公平競爭中，明確認識此一要件之意義功能

甚為重要；此要件能否在未來實務中被「還其原貌」，則為公平會聯合行為管制政策

                                                 

58
 關於脅迫之說明，請參閱黃旭田，前揭，第 328 頁；劉孔中，於：莊朝榮（主持），前揭，第 161

頁；並參見 Immenga，a. a. O.，§25，Rdnr. 57 ff.。 

59
 Vgl. Immenga，a. a. O.，§25，Rdnr. 68 ff. 

60
 Vgl. Immenga，a. a. O.，§25，Rdnr. 66 ff. 

61
 「瓦斯案」中，公平會對於公會或理事長自行決定價格後，告知或建議會員遵守導致漲價者，均

論以第十九條第四款之違反，亦未深入考察告知與建議行為之不法內涵與可非難性。「醫師公會案」

之決議與通知行為，亦是在同一脈絡下很牽強地被認定為是第十九條第四款之「不正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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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之試金石。 

4、 行為態樣 

本節欲探討行為人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行為從事何種行為，始違反第十九

條第四款之規定。以下將以事業之水平關係、垂直關係與異業關係為經，以第十九條

第四款所明文規定之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使參與聯合與使參與結合為緯，架構本

節之討論。 

(1) 行為人與被促使事業間為水平競爭關係 

A. 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 

本要件僅提出「不為價格競爭」之要素，並未更詳細描述在何種情形下促使他

事業不為價格競爭。本文傾向於採取比較寬廣之解釋態度，認為在水平、垂直及異業

關係上，均可能有本要件之適用；其次本款規定僅涉及價格競爭，範圍似嫌過窄，未

來如修法，似可修改為「使他事業不為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之競爭」較為周全妥當。 

公平會第三０九次委員會議中，曾就本要件之內容，作成如下之決議：「…至

於『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究何所指，不無疑義，蓋立法理由係為防制事業以

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參與『寡占』，然依本會目前處理案例，似已將其作為促使他

事業參與聯合行為而未遂（尚未達成合意）之處罰規定，而未審酌被促使事業所處市

場地位，是否已達『寡占』之程度，解釋法條之方法似與立法理由不同。爰建議第十

九條第四款『使他事業不為競爭』之認事用法依立法理由調整。」對於上述見解，應

補充說明如下：首先本款規定關於「使他事業參與聯合行為」之要件，本來就不以他

事業真有達成聯合行為合意之結果為必要62，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一要件之目的亦

不在處理上述所謂「未遂」之情況，故實務之處理對於此二要件之認識，有不夠清楚

之處。公平會之上述決議援引立法理由，指出所謂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係指使他事

業「參與寡占」之意。惟寡占係一種市場狀態，何謂參與寡占，其意義仍甚為不清。

依本文之見，本款規定所規範者，並非使一事業成為一市場中寡占事業一份子之謂，

而係指事實上參與其寡占之市場行為，尤其是指使他事業為價格行為之跟隨而言。換

言之，寡占市場中跟漲跟跌之行為，如非出於合意即可能屬於合法之「有意識的平行

行為」（bewußes Parallelverhalten）。惟此種行為必須出於事業主動之摹傚跟進，始

為合法，如被摹傚之事業以脅迫利誘等不正當方法，促使他事業以其市場行為之進退

舉措唯馬首是瞻，則應構成本款規定之違反。 

比較法上，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二十五條第三項第一款所禁止者，即為所謂「為

競爭之目的強迫他事業於市場上從事同一形式之行為」。依通說之見解，所謂同一形

式之行為（gleichfömiges Verhalten），一般即指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所為之有意識的

平行行為63。其規範意旨與上述我國法上事業不得使水平關係之競爭者不為價格競爭

                                                 

62
 詳見下文中關於「行為結果」要件要素之說明。 

63
 參閱 Immenga，a. a. O.，§25，Rdnr. 103；Roth，a.. a. O.，§25，Tz. 200；Riesenkampff，a.a.O.，§25，

Rdnr. 68；Bunte，a. a. O.，§25，Rn.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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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若合符節，可供參考。總之，參酌 1、第十九條第四款立法理由所揭示「參

與寡占」之意旨；、2、參與聯合已另有規定；3、比較法上之印證；以及 4、公平會

之見解，本文認為「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一要件在水平關係之事業間，主要係指

以不當之方法使他事業仿效跟從其價格行為之謂。 

B. 使他事業參與聯合 

    事業只要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之方式，促使他事業參與聯合，即可構

成本要件，至於迫其參與之聯合行為係合法抑或違法之聯合、其是否已經得到公平會

之許可、聯合行為是否已經成立等問題，對於第十九條第四款之成立，均不生影響。

因此本款規定既可適用於事業以不當方法組聯合或達到聯合行為之事實效果的行

為；亦可適用於已經成立之合法或非法之聯合行為以不當方法使他事業加入其聯合之

行為，範圍相當廣泛。惟本款規定自不以行為人與被促使之事業間具有合意為要件，

如事後發生合意，則應另外同時構成聯合行為禁止規定之違反64。 

C. 使他事業參與結合 

    此處係指事業用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使他事業參與公平法第六條

中之水平結合而言。 

(2) 行為人與被促使事業間為垂直之上下游關係 

A. 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 

本文認為，第十九條第四款亦可適用於以不正當之方法促使他事業為轉售價格之

維持，而不與被促使事業之競爭者從事價格競爭之案型。此不但能為該款規定之文意

所包含，且與立法旨趣吻合，蓋本要件所欲保護之事業的意思決定自由與價格競爭，

均應延伸於水平與垂直之市場關係之中，始稱適當。故生產者如以脅迫利誘等不當方

法進行垂直約價，除構成公平法第十八條之外，亦可能同時構成本款規定之違反。在

競爭政策之推動與執行上，本款規定因具有刑事處罰之法律效果，故此一主張係具有

其實質之效力與影響。 

B. 使他事業參與聯合 

    在理論與實務上，以不當方法迫使他事業參與聯合之行為人，除水平同業之

外，亦可能係被促使事業之上游或下游事業。從「特誠案」與「唱片案」之案例中，

即可印證得知。蓋另一產銷階段之聯合行為，很可能與此一產銷階段之某事業，其利

害息息相關，故該事業即有動機去促使另一產銷階段之事業組成聯合。與水平關係時

相同，聯合行為之合法違法、是否或許可與是否已經成立，均非所問。 

C. 使他事業參與結合 

    此處係指事業用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使他事業參與公平法第六條

中之垂直結合而言。 

                                                 

64
 在刑法上，則應論以二行為與二罪名，惟其間應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依刑法第五十五條之規

定，應從一重處斷。並參閱公平會法規研究小組，前揭，第 74 頁。 



 27 

(3) 行為人與被促使事業間為異業關係 

    異業之事業間並非不可能發生一事業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

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聯合或（多角化）結合之情形。故甲產業之事業 A 可能基

於某種利益之考量，而促使乙產業之 B、C、D 事業組織聯合行為（如非營造業之 A

結合黑道，促使營造業者 B、C、D 從事工程圍標，以從中謀取利益）。因此公平法

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規定，亦應使其有適用於異業之事業間的可能，始不致發生保護之

漏洞65。 

5、 主觀目的 

(1) 內容說明 

於適用第十九條第四款時，是否尚須承認本款規定仍有一不成文之主觀要件，

即行為人必須出於促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參與聯合或結合之特定意圖或目的，仍

有討論之餘地。在比較法上予以承認之立法例，有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二十五條第

二項66，我國學者有參考德國法，而認為第十九條第四款有此主觀要件者67。實務界

之研究亦主張本款之構成要件包括行為人之意圖或目的68。本文原則上贊同第十九條

第四款之行為人一般情形應具有特定之目的，惟尚需補充說明如下：首先德國限制競

爭防止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係明文規定脅迫利誘等不當行為必須「為了使他事業…」

（um sie zu einem Verhalten zu veranlassen）為限制競爭之行為始可，故通說一般均承

認此主觀要件。我國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結構與德國法未盡相同，是否宜一概接

受德國法之見解尚值斟酌。況且德國法之理論實務上，為解決此一意圖之證明問題，

造成相當大之困擾69，甚至有學者主張應廢除該項主觀要件，僅在例外情形下允許行

為人以特定意圖之不存在作為抗辯70。如果我國法欲承認第十九條第四款具此主觀要

件，則在舉證責任之分配上，應由公平會或原告負責舉證行為人具有此一意圖；其次，

行為人亦可主張其行為係出於其他意圖，而不構成該規定之違反。換言之，法律將允

許在若干「其他意圖」下，行為人得合法地對他人施以一定之壓力，以迫使其配合其

限制競爭之要求。德國法中討論最多之此種合法之促使行為，即為出於防禦或報復之

促使措施，例如為阻止下游事業不當地低價銷售其商品，而對下游事業施以各種壓力

                                                 

65
 關於台灣產業界異業間之錯綜複雜，異業競爭、異業結盟之關係，參閱林文玲，競爭之變：異業

競爭、異業結盟，載於遠見雜誌，民國八十五年八月號，第 36 頁以下。 

66
 Vgl. Immenga，a. a. O.，§25，Rdnr. 71 ff.；Bunte，in: Langen/ Bunte (Hrsg.)，Kommentar zu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Kartellrecht，7. Aufl.，1994，§25，Rn. 49；Riesenkampff，a. a. O.，§25，Rdnr. 52 ff. 

67
 參見劉孔中，於：莊朝榮（主持），前揭，第 160、161 頁。 

68
 公平會法規研究小組，前揭，第 75 頁；孫奇芳，前揭，第 47、48 頁。 

69
 Vgl. Immenga，a. a. O.，§25，Rdnr. 85 f.；惟為克服此一困難，學者有主張應以舉證責任倒置之方

法，令行為人證明其行為非出於特定之意圖，參見 Riesenkampff，a. a. O.，§25，Rdnr. 58；Immenga，

a. a. O.，§25，Rdnr. 86。 

70
 Ingo Schmidt，US – amerikanische und deutsche Wettbewerbspoltik gegenüer Marktmacht，1973，S. 378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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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斷絕供給），以迫使其終止低價銷售之行為71。 

在我國法之下，並非不能考慮上述不同之意圖，惟因第十九條第四款之文義本

身並未設有主觀意圖之要件，解釋上似可認為行為人如具有該款所規定之行為者，即

構成第十九條第四款之個別要件，至於不同之意圖目的是否足以免除其責任，似可將

其納入「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共通要件加以考量。在共通要件中，則可認為滿足第

十九條第四款個別要件者，原則上即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除非行為人能舉證加以推

翻，而在行為人之抗辯程序中，公平會或法院即可考慮其可能的各種合法意圖。 

換言之，本文主張「具有合法意圖」應為行為人必須負有舉證責任之消極構成

要件(證明其不法意圖不存在)，其判斷則應納入共通構成要件中進行。上述之解釋似

較符合我公平法第十九條之特殊歸範結構，亦可為執法機關免除不必要之執行困難，

應較為可採。 

(2) 實務之印證與檢討 

    公平會之實務截至目前為止，應未特別強調行為人主觀意圖之檢驗，惟基於

過去所發生之案例尚無出於爭議性較大、可能合法化其不當促使行為之意圖或目的，

因此上述實務並無任何明顯不妥之處。 

(3) 與聯合行為之區別 

依公平會第三０九次委員會對「聯合行為之『合意方式』、『合意內容』及『公

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適用之疑義』等研究案」之決議，公平法「第十四條與第十九條

第四款行為人之主觀意圖與目的，應有不同」72，惟不同何在，卻未作進一步之說明。

依公平會內部研究之見解，「第十九條第四款之意圖與目的與第十四條之意圖與目

的，容有差異，…產生聯合行為效果或結果，可能出於行為人之促使他人聯合或促使

他人與自己聯合之第十九條第四款的意圖或目的；亦可能出於自己與他人共同對外聯

合之第十四條的意圖或目的。惟對於僅論究第十九條第四款之案件，應著重其促使聯

合行為之意圖或目的。」73上述之實務見解所提出之區別，其性質上應屬於客觀行為

形態之不同，而非主觀目的之不同。 

如果說這兩條規定在動機或目的上有所區別，則應該是第十四條聯合行為之成

立，根本無須基於任何特定的主觀意圖或目的。各國聯合行為之法律構成要件，均未

對於行為人之主觀意圖或目的設下要求，其目的自然在於欲始聯合行為之管制範圍不

因目的之設限而為之縮小。在聯合行為之文獻中，討論聯合行為之「合意」與「限制

競爭」兩大要件之關係時，有所謂「標的說」、「目的說」與「效果說」之爭。依目

前相當有力之「限制效果說」，合意之內容只要在一般通常典型之情況下會造成限制

                                                 

71
 Vgl. Roth，a.. a. O.，§25，Tz. 153 ff.德國最高法院將其區分為合法的「終局報復性斷絕交易」

（endgültiger Vergeltungssperre）與不合法之「為使人意志屈服之暫時性斷絕交易」（zeitweilige 

Willensbeugungssperre）後者係指被促使者只要屈服，交易關係即可立即恢復之斷絕交易措施。 

72
 參見該次會議之討論案九，其說明之第「三、（三）、８」點。 

73
 公平會法規研究小組，前揭，第７５頁。 



 29 

競爭之結果者，即成立聯合行為，無須檢視行為人之目的。縱使目的說，亦僅主張限

制競爭須至少為合意之目的，至於何種限制競爭始屬之，並未予以限制，故其範圍亦

相當廣泛。故第十四條之適用，原則上無須強調行為人之任何主觀意圖，始為其與第

十九條第四款之區別。 

6、 行為之結果 

(1) 內容說明 

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另一問題，係不當之促使行為是否須有結果，本款之

規定始被合致。其爭議之點，為第十九條第四款所重者究為「行為之非價」

（Handlungsunwert），抑或是「結果之非價」（Erfolgsunwert）。論者有謂，「事業

促使他事業參與聯合時，必須該其他事業確實有公平交易法第七條所規定之聯合行

為，才有本款規定之適用。若該他事業只是聽從而彼此間並無聯合之協議行為，則無

本款規定適用之餘地」74；亦有主張，事業因迫使行為，須產生參與聯合行為之合意，

惟只要達到意思合致程度即可，是否已經實施，應非所問75，皆重視所謂之結果非價。

公平會第第三０九次委員會對於此一問題曾表示不同之意見﹕「當發起聯合之事業使

用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之不公平競爭方法，企圖（意圖）達成（水平）聯合行為，

即構成第十九條第四款之違反。」76又謂﹕「第十九條第四款所指『聯合』，不限指

第七條聯合行為之既遂犯，…事業以不正當方法促使他事業參與之，本身即值得非

難。」77則強調所謂之行為非價。 

在比較法之觀察上，德國法上之通說，均認為其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二十五條第

二項之行為人，無須使被促使之事業果真從事行為人所欲其去做之事。亦即「規避之

成果」（Umgehungserfolg）實無須實現與發生。行為人單純嘗試去規避（bloßer 

Versuch）法律之禁止，而具有影響他人之行為（Beeinflussungshandlung）者，即

為已足。78 

依本文之見解，第十九條第四款規定之違反，不以被促使人果真從事行為人所

促使其從事之事為限，為較妥當之解釋。蓋本款所規定之行為，須具有高度之不法內

涵與商業倫理之可非難性，且足以影響被促使人之意思決定，故該行為本身已具有對

於競爭秩序侵害之高度危險性。因此，法律對於行為本身即應該加以處罰，無須等待

結果之發生、損害之擴大後，始進行干預。 

                                                 

74
 參見劉孔中，於：莊朝榮（主持），前揭，第 161、162 頁。 

75
 孫奇芳，前揭，第 52 頁。 

76
 參見次會議討論案九，其說明之第「三、（三）、5」點。 

77
 同上註，說明之第「三、（三）、７」點參照。 

78
 參見 Emmerich, Kartellrecht, 7, Aufl., 1994, S.225; Möschel, Recht der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1983, S.370；Immenga, a.a.O, §25, Rdnr.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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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務之印證與檢討 

 公平會之實務，似亦認為無須以所促使之結果出現，作為行為人違法之前提要

件。例如在「餐盒案」中，公平會之處分並不以吉之口公司真正屈服並參與聯合，作

為論斷高雄市餐盒同業公會行為違法之條件，其見解可資贊同。 

(3) 與第十四條之區別 

聯合行為之違法，依公平法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以事業之水平聯合足

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其與第十九條第四款相似之

處，在於聯合行為之構成亦不以市場功能實際上已經遭受不利之影響為限（「足以影

響」）。惟在檢視聯合行為是否對市場功能有所影響之時，一般須考察聯合行為成員

之市場地位與市場佔有率，微小之聯合，一般不予處罰。至於在判斷第十九條第四款

之時，其基本精神在於規範事業之「行為不法」，事業市場佔有率之高低，並非關鍵

之價值判斷標準或絕對必須之要件。蓋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行為如涉及促使他人參與聯

合時，自須考慮聯合行為在定義上即必須有一定市場地位，此時則有考量事業具備之

市場佔有率的空間。惟第十九條第四款尚可包括垂直之不當促使行為，此時則未必要

求事業之市場地位。總之，強暴、脅迫、恐嚇或利誘等行為未必要出於大事業，其理

甚明。 

7、 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1) 內容說明 

此為第十九條之共通要件。首先，本要件既曰有妨礙「之虞」，則依一般法律

用語之慣例，應不以行為對市場競爭已產生實質之妨害為必要，只要具有妨害之危險

即為已足。其次公平會對於此一要件之判斷，原則上係依據第七十一次委員會之共識

而為，其內容為：「按事業之競爭行為是否該當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妨礙公平競爭

之虞』的構成要件，應就事業採取之『競爭手段』本身是否具有『不公平性』或其『競

爭結果』是否『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分別或綜合）加以判斷。其競爭手段本

身顯已失公平性者，即具可非難性，構成『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適用要件，相當於

所謂『當然違法』。其競爭手段之『不公平』未達當然違法時，應進一步從其競爭結

果是否增加或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併同認定之。減損之者，必須再從『合理原則』

審酌有無構成『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此一共識對於公平法第十九條之判斷甚為重

要。雖然其內容尚不夠具體，惟已指出判斷之原則與方向。依上述之共識，本要件之

判斷應考量各款行為之性質以為出發。如競爭行為之手段本身已具有相當明顯程度之

不法內涵與不公平性，則該行為便已具備所謂之「可非難性」，換言之，該行為本身

便表彰不法而危及競爭秩序，此時便無須再檢視該行為之市場效果或行為人之市場地

位為何，即可認定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我們或許可稱此類行為為「行為不法」或「競

爭手段不法」之事業行為。 

如競爭行為本身，不具上述經濟倫理上可非難性與行為本身之不法性，則其是

否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便須綜合考察行為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

與行為之市場效果，以便據以判斷該行為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程度為何。此類行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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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或許可稱之為「市場不法」或「競爭結果不法」之事業行為。法律對於前述兩類行

為之規範，前者是重其「行為之非價」；後者則是重其「結果之非價」，重點有所不

同。另外，法律著重其行為不法或市場不法，與該行為係屬於不正競爭或限制競爭之

行為類型，僅有大致上相互符合之關係，而無絕對之關係。故杯葛之行為不法色彩與

差別待遇之市場不法色彩屬於較重，惟以德國法為例，兩者卻在不公平競爭法與限制

競爭法中均受到規範。而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在性質上無疑屬於限制競爭法之規

定，惟其行為所主要彰顯的卻又是行為不法之一面。因此兩者應分別以觀，不宜混淆。 

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既屬於所謂「行為不法」或「競爭手段不法」之類型，則

其是否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判斷，則較為簡單。亦即只要該款所規定之行為經認定

已成立者，原則上即應認為該行為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惟本文認為此時不妨再予行

為人一合理抗辯之機會，如行為係出於防衛之目的或其他正當之意圖或理由者，行為

人得舉證之，並為有利於其之主張。此時之舉證責任係為倒置，行為人負有主動舉證

之責，如其不主張合理之抗辯或無法充分舉證，便會受到違法之最終認定。 

(2) 實務之印證與檢討 

公平會對本要件雖已建立共識，惟實際案例中，公平會嚴謹地考察並說明此要件

是否成立之例，並不多見。公平會曾就本要件作較深入論述者有「華豐案」79，公平

會在該案所考慮之層面相當廣泛，包括對競爭者，招標單位與市場交易秩序之影響，

並參酌行為人之市場地位論斷之。同樣考慮市場地位之案例，尚有「特誠案」、「唱

片案」、「餐盒案」、「麥粉案」、與「醫師公會案」等，公平會多強調行為人之市

場地位強大或特殊，因此有妨害公平競爭之虞。在大多數之案例中，公平會僅將違法

行為及其結果之事實部份再次敘述一遍，並加入若干行為人市場地位之考慮後，即認

定行為人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此種論斷之方式，就第十九條第四款而言，一方面已

經足夠，蓋本款之性質較屬於「行為不法」之類型，其共通要件之判斷自較為簡便；

另一方面公平會之所以加入許多行為人市場地位之考慮，其原因或許在於這些大部份

之案例原本即應屬於聯合行為之故。 

（三）其他相關問題之一併解決 

1、 「建議」在公平法上之處理 

在「唱片案」、「麥粉案」與「補習班案」中，公平會均曾對單純之建議論以第

十九條第四款之違反，而引發疑義80。而公平會本身亦己逐漸認知，此種論斷、並不

                                                 

79
 公平會於理由中認為：「四、末按被處分人企圖使該工程流標以待實驗訂貨合格證獲准頒發之策

略，雖並未足以保證取得該標案之交易機會，並排除競爭者參與競爭之可能，惟對其他遵守公平競爭

本質之競爭者而言，不僅損及該次競標獲致交易之機會，造成該等若干程度之損失，如短期利息損失、

因重行參標之估價或其他機會成本；並造成招標單位另訂招標程序等對於市場交易秩序之影響。再參

酌被處分人之市場地位，雖非可謂為市場之唯一廠商，惟依其為八十三年以前系爭產品之唯一供給

者，應具相當之市場影響力，且其相關行為所欲達成之目的，係藉標案流標以待實驗訂貨合格證獲准

頒發，以遂行持續控制市場之目的，核其行為已使市場競爭機能及合法參與投標之競爭事業受到侵

害，足堪認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80
 參見前文「壹」中對這幾案之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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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其他不正當方法」應具有較嚴格之「高度經濟倫理上非難性」之解釋方向81。

依前文之析論，建議與建議之遵循均為單方的意思決定，當事人之間雖有意思之接

觸，卻無意思之合致，在欠缺合意之情形下，自無法滿足公平法第七條聯合行為之要

件。至於公平法十九條四款之構成，因單純之建議，其不法內涵與經濟倫理上之可非

難性均尚未達到該款所要求之標準，故無法以該款之規定相繩82。職是之故，建議與

遵循建議行為在現行公平法之下，尚乏明文之規範，屬於法之漏洞。此一漏洞，在民

事途徑上因可透過類推適用之方法加以填補，較無問題；惟在刑罰與行政罰鍰之科處

上，則會有禁止類推（Analogieverbot）原則適用之問題。故單純靠類推適用，並無

法徹底解決建議之問題。另外，透過教唆犯之理論，或可解決一部份建議之問題（參

見下文），惟教唆犯之成立有其刑法上之要求，其與建議之概念內容與涵蓋範圍未必

吻合，縱有若干重疊，亦未必能以之解決公平法上之問題。故公平法未就建議與遵循

建議之行為設有規定，似為立法上之一項缺失。根本解決之道，乃在將來修法之時，

增列對於建議之規範，始能在法律上提供管制之依據。 

2、 教唆犯與造意侵權行為之問題 

    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行為與刑法上教唆犯以及民法上造意之侵權行為

有若干類似之處，其區別與相互之關係如何，尚應一併說明之。 

(1) 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與教唆造意 

刑法上稱教唆者，係指他人原無犯罪之意思，因行為人之從旁刺激、慫恿、唆使，

因而使其產生犯罪之決意，遂依所唆使之犯罪意思，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換言

之，教唆即為使人發生犯罪之決意的行為，教唆犯本身則不參加犯罪之實行，否則即

成立正犯。一般認為教唆犯應符合有教唆之故意、教唆之行為、對特定人教唆、他人

原無犯意、被教唆人有責任能力等要件，始為成立。83至於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二

項所稱之“造意人”，一般認為係教唆他人，使生侵權行為決意之人84，其意義與教

唆頗為一致，只不過所教唆之行為係為民法上之侵權行為。 

                                                 

81
 參見公平會第三百０九次委員會討論案九，其說明之第「三、（三）、９」點；公平會法規研究

小組，前揭，第６６、６７、７４頁。 

82
 以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十至十二款對於建議之規定與同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

對於規避行為之規定相較，學者即認為，後者基於其手段之高度可非難性，應屬於「建議之加強形式」

（verstärkte Form der Empfehlung）；此外，德國法上對於違法限制競爭行為之建議，須經被遵循，始

予處罰，至於第廿五條第二項之不當促使行為，則不以促使有結果，即被促使人果真依行為人之意旨

去作為要件等，均為兩者主要不同之處，參見 Immenga, a.a.O., §25, Rdnr.92. 

83
 教唆犯是規定於刑法第二十九條：教唆他人犯罪者，為教唆犯。（第一項）教唆犯，依其教唆之

罪處罰之。（第二項）被教唆之人雖未至犯罪，教唆犯仍以未遂犯論。但以所教唆之罪有處罰未遂犯

之規定者為限。（第三項）關於教唆犯之意義要件，參閱蔡敦銘，刑法總論，民國八十六年八月，第

十一版，第 235 頁以下；甘添貴，刑法總論講義，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再板，第２２５頁以下；黃村力，

刑法總論比較研究，民國八十六年九月再板，第 214 頁以下；林山田，刑法通論，民國八十二年增訂

四版，第 317 頁以下。 

84
 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係規範共同侵權行為，其第二項規定：「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

而依同條第一項，應付連帶損害賠償責任。關於造意人之說明，參見鄭玉波，民法債編總論，民國六

十七年七月，第七版，第１６８、１６９頁。 



 33 

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所規範之行為，亦可能會符合教唆犯或造意共同侵權行為

之要件（應分別檢驗其要件是否成立），此時自應將教唆人一併移送法辦或令其負連

帶損害賠償之責。惟本款與教唆與造意仍有諸多未盡相合之處：首先教唆或造意以喚

起他人犯罪或侵權行為之決意為己足，至於用何種手段則非所論，本款則特重促使他

事業所用之手段的高度不法與可非難性。其次教唆犯以他人之實施犯罪為其既遂之要

件，他人如未犯罪，則教唆犯僅能以未遂犯論；本款之成立則僅須促使行為足以影響

他事業之決定即可，至於他事業是否真正去實施該行為，則非所論。另外，教唆之人

自己須不實行犯罪；第十九條第四款則不排除促使之人一起從事聯合行為。最後，所

教唆或造意之行為必須分別為犯罪行為或符合侵權行為之要件始可；本款所促使之部

分行為，諸如參與結合、促使下游事業維持轉售價格或促使他事業加入合法之聯合行

為等等，均非屬於犯罪行為，亦未必構成侵權行為，而係以市場競爭秩序之維護為宗

旨，禁止事業以不當方法促使他人為限制競爭之行為，可見制度之基本目的有所不

同。故在適用法律之際，宜注意其區別，分別或同時適用正確之法律，避免混淆。 

(2) 建議與教唆造意 

建議與教唆造意之行為型態頗為類似，有時不易區別，甚至可能會令人誤以為可

以用教唆或造意取代本文所主張應予立法有關建議之規定。實則，建議與教唆造意首

先在手段性上雖極為神似，但是建議之手段基本上必須不含有任何強迫性質，不然即

容易進入第十九條第四款之範疇；而教唆與造意，在意義上並不排斥一定壓力的施

加，惟兩者自然只具有若干程度上之差異，其區別並不顯著。較重要之差別，還是教

唆與造意限於犯罪行為與侵權行為，其範圍過窄，因此也無法全面取代建議規定的地

位，成為規範建議之法律制度，故仍有特別對建議加以規範之必要。 

二、事實上障礙之突破 

我國聯合行為之管制之所以避難到不公平競爭，除執法者對法律之認識尚有不足

外，另有許多事實上之執法障礙。此等障礙主要存在於刑事處罰之嚴格與違法情況之

普遍兩者，對於貫徹執法產生妨礙之加乘效果，造成執行後之聯合行為制度大為走樣。 

公平會身處執法的第一線，須面對各種之壓力與阻礙，又值立法之初產業界尚在

逐漸適應之中，其任務之艱難辛苦可想而知。在此過程中，於執法之貫徹性上有所妥

協，實可理解甚至於某種程度上的接受。惟本文必須指出，產業界、消費者以及社會

都在看公平會之法律執行。因此公平會除必須有耐心之外，有堅定之決心為公平交易

政策之落實尋找出路，恐怕是更為重要之事。況且競爭政策之推廣與執行，應漸至佳

境，日有進功；相對的，立法初期無法正確而徹底執法之理由與外界之諒解，也會隨

時間之經過而逐步遞減，代之而起的是社會對於公平會日益增加的期待。當執法之蜜

月期日遠之後，當各界對於公平法之學習與認識也日深之後，公平會將無可避免地面

對更嚴格的自我評價標準及接受外界對執法效果的批判。職是之故，公平會實必須正

視、面對前文所稱之事實上執法障礙，以良好之制度與執法之決心克服之、消除之、

轉化之。 

就制度面而言，似乎可考慮下列兩種方式之一，以幫助公平會解決事實上之執法

障礙。其一為將公平法上大多數或全部刑事處罰之手段廢除，透過「除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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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kriminalisierung）之方式，撤除公平會不願或不敢徹底執行聯合行為管制之障

礙。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雖無刑罰措施，並不因此影響其競爭政策之推行，可供我們

參考。其二為雖不廢除刑罰，但加強「彈性執法」與「緩和刑事追訴處罰」兩方面之

機制。具體而言，為非正式程序之建構與先行政後司法原則實施範圍之擴大。就前者

而言，將目前公平會警示、行業警示、導正、行業導正與行政和解等實務上非正式程

序之作法透明化、法制化；就後者而言，擴大先行政後司法之原則於獨占與聯合行為，

並採納日本法上「專屬告發權」之制度，使事業在面臨刑事處罰之前，仍有許多前階

段之警告而調整其行為的機會，這必然也會使公平會能較無所慮、無所懼地執行公平

法。採納上述各種機制之考量、評估、內容之設計等，均為相當複雜而值得研究之事

項，本文基於主題與篇幅之考量，無法對其深入探討，僅能指出其方向與選擇可能之

梗概，其詳則有待來日進一步之研究。最後，如不廢除刑罰，亦應對各種實際上達成

聯合行為效果之行為或措施，科以相同程度之處罰，法律之待遇始不致輕重失衡，亦

不會輕啟行為人規避至處罰輕之行為方式以達成聯合行為效果之動機，同時亦斷絕執

法上避難到不公平競爭之任何實益。 

肆、結論 

    本文之主旨，在於釐清自公平法施行以來，該法第十四條與第十九條第四款

紊亂不清的法律適用關係。此一混亂之情況實其來有自，本文特以「避難到不公平競

爭之聯合行為管制」來描述其現象之特質。本文係以以下之步驟，探討問題之癥結所

在，思考解決之途徑，提出研究之成果： 

一、在公平會過去所處理有關第十九條第四款之八件案件中，可發現公平會之認

事用法有諸多疑義。主要之核心問題為公平會將原應單獨或一併適用第十四條聯合行

為之案例，以適用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規定處理結案。此一法律適用之扭曲遂帶來以下

之現象：1.聯合行為之事實被忽視，其責任被無形化；2.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要件與規

範功能被不當擴張，失其原貌。其主要表現在將單純通知、建議之行為視為所謂不正

當方法；3.對第十九條第四款在聯合行為管制中所應扮演之角色功能及其要件之具體

內容認識不清；以及 4.並未將所有聯合之案例皆以第十九條第四款處理，又無合理可

信之區別處理標準等。 

上述現象可能會形成公平會基於個案執行結果之考量，任意決定聯合行為案件所

適用之法律、執法之立場搖擺而形成法律之不安定與不公平、扭曲法律制度原來應有

之內容，引發事業之不當期待以及不易累積聯合行為管制經驗等不良之影響。為公平

交易法制長遠之發展計，上述現象實值重視。 

二、此一將聯合行為管制避難到不公平競爭之現象，有其立法與執法上之形成原

因。在立法上，有聯合行為係刑事不法、聯合行為之要件為所謂危險構成要件、第十

九條第四款之處罰比第十四條輕、違反第十九條時有先行政後司法原則之適用以及公

平法未明文規範對「建議」之處理方式等五大原因。在執行上，執法機關鑑於立法之

嚴格、個別產業或有其長久之限制競爭歷史背景、違法事業有時十分眾多、競爭法律

之初步施行、國家造成競爭不當之限制等因素，再加上其本身對於法律之認識仍不夠

清楚深入等理由，亦助長了法律適用偏差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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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解決上述之問題，本文認為公平會應突破法律與事實上之兩大障礙： 

（一）法律障礙之突破應自數方面著手，始克有功： 

1、首先應認識聯合行為管制制度之整體立法配套設計，始能明悉第十四條與第

十九條第四款分別不同之規範功能與角色扮演。本文茲將聯合行為之規範，區別為基

於合意以及非基於合意之同業間協調一致行為的管制。在基於合意之部份，又分為基

於有法律拘束力之合意與基於無法律拘束力之合意，前者為契約或決議，後者則為君

子協定與一致行為。在非基於合意之部份，則分為基於建議與基於其他不正當之手段

所促成競爭者市場行為之協調一致。至於第十九條第四款，本文則認為其具有「規避

禁止」與「外部組織強制禁止」合一規範之功能。是否能包括「內部組織強制」則仍

有待研究。 

2、其次應認識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各個要件之內涵及其與第十四條之區別。

此一工作在我國現有之有關著作中，仍未有足夠深入清楚之說明，本文遂衡酌我國法

之需要與特色，試圖為我國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作出較為明確妥當之解釋。論述上

本文係分別就該款規定之行為主體、行為對象、行為手段、行為態樣、主觀目的、行

為結果以及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等七大要件加以說明，並同時檢討實務之得失及其與第

十四條之區別所在。 

茲將其研究結果扼要說明如下：（1）在行為主體上，可能是聯合行為或非聯合

行為之成員。（2）在行為對象上，本款可包括同一產銷階段或不同產銷階段之事業。

（3）在行為手段上，本款之行為須為具有「高度之不法內涵」與「經濟倫理上之可

非難性」，且足以影響他事業之意思決定者，始足當之。單純之通知、建議、勸導等，

均不屬之。公平會過去之案例，在此一要件之解釋適用上，出現重大之偏差，未來宜

早日予以修正。（4）在行為態樣上，本文以水平、垂直與異業關係為經，以使他事

業不為價格競爭、使參與聯合與結合為緯，將其交錯討論本款之規範內容。就水平關

係而言：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主要係指使他事業跟隨其價格行為之謂。使他人參與

聯合之要件，則應可適用於參與合法或非法、已得許可或未得許可、已成立或尚未成

立之聯合。事業如事後產生聯合行為之合意，則另構成聯合行為。使參與結合則指使

參與公平法第六條之水平結合。就垂直關係而言：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係包括

使下游事業為轉售價格之維持。使他事業參與聯合，則係指一產銷階段之事業促使另

一產銷階段之事業為聯合行為之謂。使他事業參與結合，則為使參與公平法第六條之

垂直結合。就異業關係而言：異業之事業間亦可能發生上述三種之行為態樣。 

（5）在主觀目的上，本文認為依我國法之規範架構，判斷第十九條第四款之時，

無須檢驗行為人之意圖目的，惟於認定「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共通要件時，行為人

得舉證其具有正當之意圖目的，提出合理之抗辯，而推翻上述之認定。（6）在行為

之結果上，被促使之事業無須發生實際不為價格競爭、參與聯合或結合之結果，本款

規定即可構成，因本款所重視者為「行為之非價」，該等具有高度經濟倫理上可非難

性之行為本身已經足以構成不法，無須等待結果之發生。（7）在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之要件上，本文指出此一要件之判斷應區分行為不法（＝競爭手段不法）與市場不法

（＝競爭結果不法）兩種情況，前者審酌行為本身之不法內涵與可非難性即為已足；

後者則須檢視其市場效果。本文並指出，第十九條共通要件上行為不法與市場不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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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與某款行為係屬於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性質，未必完全吻合。具體而言，公

平法第一、二款同時屬於限制競爭與不正競爭法，屬於典型兩法域之交錯領域；第四、

六款屬於限制競爭法；第三、五款則屬於不正競爭法。另一方面，在判斷有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時，第一、三、四、五款應強調行為不法、行為非價之判斷取向；而第二、

六款則應以市場不法之標準加以判斷。就第十九條第四款而言，其屬於限制競爭法之

性質，但判斷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時，卻又以行為之非價與不法為支配性之觀點，市場

效果之考量實僅扮演非常有限之角色。最後，縱使行為不法，本文建議仍可開放行為

人在舉證責任倒置之條件下，有合理抗辯之機會，以增加判斷之彈性與合理性。就以

上要件之內容，本文並分別作實務之檢討及其與第十四條之比較。 

3、在其他相關問題上：（1）建議與建議之遵循均屬單方之意思決定，既不能成

立聯合行為，又不足以構成第十九條第四款之「其他不正當方法」。建議行為，目前

正位於公平法之法律漏洞中。其填補因會涉及類推禁止之問題，將造成執法上之困

擾。根本之道，應立法將建議與遵循建議納入法律明文之規定。（2）刑法上之教唆

與民法上侵權行為上之造意，與第十九條第四款以及與建議均有別，適用法律之際，

宜清楚明辨之。 

（二）事實上之執法障礙起因於公平法上刑罰之嚴格與產業界違法情況普遍之加

乘效果。此一無法較徹底執法之歷史與環境上的「正當性」，正隨著公平法施行之時

間愈久，而逐日遞減。公平會除應有此警覺之外，更重要的是透過制度之改善或建立，

6 協助障礙之去除。除考慮「除罪化」外，亦可選擇加強「彈性執法」與「緩和刑事

追訴處罰」兩方面之機制：非正式程序之法制化、專屬告發權之採納與先行政後司法

原則之擴大等，均為可行之計。最後，對於各種達成聯合行為效果之行為與措施，其

處罰程度之一致化，亦須配合修正。以公平會之實務與目前修法之趨勢，我國正走在

後者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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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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四 條

與 第 十 九 條 第 四 款 之 適 用 關 係  

 

內 容 摘 要  

 

蕭 文 生 ／ 吳 秀 明  

 

   本文之第一部份研究同業公會從事聯合行為時,究竟由誰擔負起法律上所規定

的行政及刑事責任。自學說及公平交易委員會運作實務中確定公平交易法所規定之同

業公會概念及其範圍並說明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之規定是否適用於同業公會。同業公

會通常以決議方式要求所屬會員實行具有聯合行為內容之合意,因此在處理同業公會

從事聯合行為之問題時,可區分為聯合行為合意達成與實行合意內容兩個不同的階

段。在合意達成階段由同業公會負起行政及刑事責任並由同業公會之代表人或具有代

表權限之人負起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五條之刑事責任;在實行合意階段由同業公會會員

負起行政及刑事責任並由同業公會會員之代表人或具有代表權限之人負起公平交易

法第三十五條之刑事責任。 

 

   本文之第二部份為「避難到不公平競爭的聯合行為管制－公平法第十四條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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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條第四款適用關係之釐清」。公平會在過去六年之實務﹐對於聯合行為之案例究

應適用公平法第十四條（聯合行為之禁止）或第十九條第四款（事業以脅迫利誘或其

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參與聯合或結合）﹐發生相當混亂之情況。在

許多案例中﹐聯合行為之責任被無形化﹐不公平競爭一章之規定被不當地擴張，政府

執法之立場搖擺不定，造成聯合行為管制之危機。此一問題之產生，與聯合行為為嚴

格之刑事不法行為以及我國產業界經常發生聯合行為之現象，以致造成公平會在執行

公平法第十四條時，面臨強大之內外部壓力，實息息相關。欲解決上述之問題，在法

律層面上應認清：（１）規範聯合行為之整體立法配套設計，並從中正確理解上述二

規定之規範功能與角色定位。（２）第十九條第四款各項要件之內容、解釋及其與第

十四條之區別。（３）建議、教唆等相關問題之解決。為突破執行之事實上障礙，可

選擇將聯合行為之處罰除罪化，或加強彈性執法和緩和刑事追訴處罰之機制等兩種途

徑之一採行。以目前之發展而論，我國正走在後者之路上。 

 

 

 

 

 

The liability of trade associations' concerted action and the 

regulation of concerted action which “flee into the unfair 

competition law” 

 

Hsiao, Wen-Sheng/Wu, Shiow-Ming 

 

Abstract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article deals with the liability of trade associations? concerted 

action. The goal of this part is to discuss and determine the issue of the 

administrative and criminal liability when trade associations commit concerted 

action.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ories and the practices of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definition and framework of trade 

associations regulated in the Fair Trade Law, and further discusses whether the 

Fair Trade Law?s regulations on concerted action are applicable to trade 

associations. 

Trade association usually, by resolutions, demand their members to enforce the 

decisions related with the substance of concerted action. Therefore, there are two 

stages in dealing with trade associations? concerted action : (1) r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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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nsus of concerted action, and  (2) enforcing concerted action. At the stage 

of reaching consensus, the administrative and criminal liability is imposed on 

trade associations, and the criminal liability regulated by section 35 of the Fair 

Trade Law is imposed on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rade associations. At the stage of 

enforcing concerted action, the administrative and criminal liability is also 

imposed on the members of trade associations, but the criminal liability regulated 

by section 35 of the Fair Trade Law is imposed on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rade 

associations? members.   

2.  The second part of the article relates to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henomena 

concerning the regulation of concerted action in Taiwan. This phenomenon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 cartel-regulation which “flee into the unfair competition 

law ”.It means, in the past 6 years the practices of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show us quiet clearly that in many cases of concerted a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rticle 14 of the Fair Trade Law ( it contains the prohibition of concerted action ) 

was unduly replac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9 No.4 in which any act of an 

enterprise causing, by coercion, inducement with profit or other improper means, 

another enterprise to refrain from competing in price or to take part in a concerted 

action is prohibited. 

   The reason why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avoid applying article 14 of the Fair 

Trade Law to the cartel cases is probably that the violation of this rigid article 

makes the offender liable to punishment including imprisonment for 3 years and 

that concerted actions existed rather commonly in many sectors of the taiwanese 

economy.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discussed above, we suggest to take the following 

steps:  

(1)  To clarify the functions and the different role of article 14 and article 19 No.4 of 

the Fair Trade Law within legal framework of the regulation of cartels. 

(2)  To interpret article 14 and article 19 No.4 of the Fair Trade Law appropriately and 

to try to distinguish one precisely from the other. 

(3)  To solve the relating problem about recommendations and abetments. 

(4)  To strengthen the legal mechanism which is able to enhance a more elastic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ir Trade L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