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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對競爭政策的處理及其 

對多邊體制之影響 

 

黃立* 

壹、簡介 OECD 

一、OECD 的源起 

OECD 來自歐洲經濟合作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以下簡稱 OEEC），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係由用來管理馬謝爾

計畫重建歐洲的美國援助之用。當重建大體上完成的時候，相關國政府面臨

了新的挑戰：各國間由於快速成長的國際貿易及全球化，變得更為相互依賴，

為了使重建的經濟能適應這種環境，在 1961 年美國和加拿大加上歐洲國家乃

將 OEEC 轉化為 OECD，尋求在新的組織公約下，促進以下政策1： 

 

a) 達成最高的永續經濟發展與就業，以及提高在會員國內的生活水準，同時

維持財政穩定，因而得以對世界經濟的發展有所貢獻； 

b) 對會員國及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非會員國的健全經濟擴張作出貢獻； 

c) 以多邊、不歧視基礎，遵照國際義務，對世界貿易的擴展作出貢獻。 

二、OECD 的機關 

（一）理事會 

OECD 理事會是 OECD 的最高機關，擁有決策權2。OECD 大使定期集

                                                 
*政大法律系教授，奧國維也納大學法學博士。 
1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公約第 1 條。該公約第 2 條並規定：「在追尋這些目標時，各會員

國同意其將個別並共同：a) 促進對其經濟資源的有效利用；b) 在科學與技術領域，促進其資源

的發展，鼓勵研究並促進職業訓練；c) 尋求用以達成經濟成長及內在與外在財政穩定的政策，

並避免可能危及其經濟或其他國家經濟的發展；d) 致力於減少或排除貨物及服務交換與現金支

付的障礙，並維持與擴展資本移動的自由，以及 e) 以適當方法對會員國以及在經濟發展過程中

的非會員國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特別是，在資金流入這些國家時，考量接受技術協助及確保擴

展出口市場，對其經濟的重要性。」於第 3 條規定：「為期能達成在第 1 條中規定的目標，並完

成第 2 條中的承諾，各會員國同意其將：a) 彼此互相照會並提供組織為完成其任務所必要的資

訊；b) 在永久基礎上相互諮商，進行研究並參與協議之計畫；且 c) 緊密合作並於適當之情形採

取協調之行動。」 
2
 OECD 公約第 19 條規定：「組織的法律資格及其特權、例外與豁免，其官員以及各會員國派駐

組織的代表依據本公約第 2 號補充議事錄的規定。」因此各國派駐 OECD 的官員，享有外交待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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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擬議預定工作項目的一般準則。理事會每年舉行一次部長級會議，

在此會議中，外交、經濟、財政及貿易部長處理當時之主要問題，並決

定 OECD 下年度工作的優先秩序。OECD 秘書長擔任理事會常會的主

席3。 

（二）執行委員會 

執行委員會是由大會每年選出十四個會員國組成，監督 OECD 的工作，

並在適當情況下執行特定任務。執行委員會只有在大會緊急授權下方具

決策權。由十四個會員國所組成的執行委員會中，七大經濟強權或俗稱

G-7 的美、日、德、法、英、義、加為常任執行委員，剩下七席執行委

員則由其餘會員國輪流擔任。 

 

在 1972 年起另設立一個新的機構，稱為執行委員會特別會議(Executive 

Committee in Special Session)，讓各國主管國際經濟關係的高級官員能

以國際觀點，討論 OECD 的問題。 

 

OECD 組織大部分之工作係由許多專業委員會(specialized committees)

與工作小組(working parties)準備與執行。在將近 200 個 OECD 現有的委

員會及許多工作組中，有數千官員經常與會。他們提供了初步資料。也

從專案研究的結果擬定具體建議，並常將其付諸實施。在這些委員會中

的想法，常成為各會員國未來行動的中成形。與本文相關的委員會或附

屬機構主要有： 

1、競爭法與政策委員會4 

（1）委員會簡介 

本委員會設立於 1961 年 12 月 5 日，原名限制性商業行為專家委員

會(Committee of Experts on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s)，於 1991

年 6 月 4 日至 5 日的部長級理事會中通過變更其名稱5與職掌範圍

(terms of reference
6
)。委員會的成員由各會員國政府指派，在挑選

時應儘量依據其在本國政府內職掌與競爭法及政策相關者，也儘量

考量確保委員會工作持續性的期待。 

                                                 
3
 見 OECD 網路資料，網址為：http：//www.oecd.org./。公約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秘書長在常

駐代表會議召開理事會時擔任主席。其應以所有適當方式協助理事會並得向理事會或組織的其他

機構提出建議。」公約第 8 條規定：「理事會應每年選出其理事長，其應在部長會議時擔任主席，

理事會並同時選出兩位副主席。主席得連任一次。」 
4
 感謝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法務室趙主任麗年提供相關資料。 

5
 決議第 1 條規定：「The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s established by 

Council Resolution C(61)47(Final) shall be known as the “Committee 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6
 C(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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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員會職掌 

競爭法與政策委員會的職掌，依據決議第 3 條的規定為： 

1)審查在個別國家與國際組織中在競爭法與政策方面的發展； 

2)審查並評論特定競爭法與政策議題，考量競爭與其他政府政策間

的互動關係； 

3)促進會員國間就競爭法與政策的解釋與執行上的合作； 

4)與本組織之其他委員會就有關競爭議題協調； 

5)就發生於其他國際論壇（如 WTO）有關競爭法與政策議題交換

意見； 

6)就本委員會職掌範圍內事項，於適當時向理事會提出報告與建

議。 

2、貿易與競爭共同工作組 

貿易與競爭共同工作組(Joint Group on Trade and Competition)於 1996 年

5 月設立，至 1998 年部長會議時止7，說明了這是一個臨時性的組合而

非永久的設置。設立共同工作組之主要目的在強化貿易與競爭政策的協

調，工作計畫包括（1）與市場進入(market access)相關的競爭政策，如

競爭法的範圍與實際的執行（2）強化貿易與競爭政策協調在國際上的

選擇方案（3）貿易措施與政策的對競爭的影響（4）規範市場進入與競

爭過程的影響。 

3、競爭與管制第 2 工作組 

競爭與管制第 2 工作組 (Working Party No.2 on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設立於 1994 年 10 月，並未定有終期。依據競爭法與政策委

員會第 66 次會議紀錄8，紀錄指出，委員會同意設立競爭與管制第 2 工

作組，其任務為就涉及行業別或整體經濟的管制體系的創制、運作、改

                                                 
7授權依據為 OCDE/GD(96)90 and COM/DAFFE/CLP/TD(96) 50/REV2。是否會延長繫諸於競爭法

與政策委員會和貿易委員會的同意。 
8
 DAFFE/CLP/M(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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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與解除的競爭議題，從事審查、分析及建議。 

4.會員國間就影響國際貿易之限制性商業行為的國際合作第

3 工作組 

會員國間就影響國際貿易之限制性商業行為的國際合作第 3 工作組

(Working Party No.3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Member 

Countries on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s affecting International Trade)在

美國建議下設立於 1964 年 10 月，並未定有終期。其主要任務為：（1）

研究自 1927 年以來，對於影響國際貿易之限制性商業行為成立國際協

定所作的努力。（2）取得並審查各會員國就美國所提建議的評論，以及

各會員國就提出此種研究報告可能性的看法，以便和美國建議整合。（3）

依據就美國建議所獲得之評論研究，以準備較完整的建議提交下次的委

員會9。（4）理事會就「會員國間就影響國際貿易之限制性商業行為的

國際合作」所提建議第二部分的執行，也做成一些決議，認為在相關會

員國經由雙邊條約蒐集足夠的實務經驗後，才協商施行的細節。（5）請

各會員國經由秘書處通知其他會員國，任何通知的官方管道，特別是主

管機關的地址。（6）邀請各會員國儘量利用通知與諮商程序，但不以與

相關國家達成正式協議為必要，並儘早將談判情況以書面通知秘書處
10。(7) 對於結合許可程序執行的協調化研究方面，審查各會員國所使

用的結合前審查，及對結合或其他集中行為的管制許可。確認阻礙各會

員國間合作的程序差異，及在結合程序中企業與主管機關所增加的不必

要成本。確認在何領域可以在和各會員國主管機關管制目的相符的情況

下，從事程序的協調11。 

（三）秘書處 

OECD 會員國間意見的交換，由設於巴黎的秘書處提供資訊與分析。秘

書處由秘書長領導。OECD 公約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考慮組織的國際

性質，秘書長、副秘書長或助理秘書長及職員不得自任何會員國、政府

或組織以外的機構尋求或接受指令。」以確保組織的中立性。秘書處以

英文與法文工作，由各會員國國民擔任，對於國籍並無配額制度，在選

任時不分男女或國籍，有不同經驗的人均可一起任職。本組織、組織之

官員及各會員國的代表，均享有外交豁免權。 

                                                 
9
 摘自/RBP/M(64)2。 

10
 摘自/RBP/M(67)2，Item 3。 

11
 摘自/RBP/M(81)2，Item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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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OECD 如何運作 

OECD 目前有 29 個會員國，依據 OECD 公約第 5 條的規定：「為達成其目

標，組織得： 

a) 除另有規定外，作成對所有會員國有拘束力的決議； 

b) 對各會員國作成建議； 

c) 與各會員國、非會員國及國際組織作成協定。」 

因此，OECD 提供其會員國以諮詢並對其作成建議，幫助他們界定其政策。

偶而 OECD 也致力於多邊協定談判的仲裁，並在特定活動領域內建立法律

規範。 

 

OECD 係客觀、有技巧的而且是獨立的論壇，容許對現今日益複雜的世界所

生問題，有徹底的溝通與真正的評估。其較大比較利益在於全方位的接觸，

有能力含括政府活動的一切領域，並以持續的方式進行。共識體制以及經由

其他會員國的(and its system of consensus building through peer pressure).在不

同的委員會內，共識體制(peer pressure)鼓勵了國家的透明化，提供解釋並答

辯，在必要時也可以自我批評，自我評估的實務也是 OECD 最正宗的特色12。 

 

各會員國派遣專家及決策者參與專業委員會及小組約近 200 個不同主題領

域的討論可能導致正式的協定或規則，促進了國際間在經濟的特定領域的公

平，如國際投資，資本移動，出口融資，環境保護及打擊貪污等。然而在 

OECD 的討論係設計來改善內國決策，以及加強國際實務的協調，二者均用

於建立更健全的經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及為了 OECD 與非 OECD

國家間的利益促進貿易。 

貳、OECD 與跨國企業結合問題 

一、跨國企業結合的發展與影響 

（一）跨國企業結合的發展趨勢 

在 OECD 會員國內的許多企業的結合，常有外國企業或外國企業所擁

有企業的參與13，從這些結合可以看出跨國結合有兩個趨勢，其一是大

                                                 
12

 OECD 公約第 6 條規定：「1 除組織就特殊案件有共識決之規定外，決議或建議之作成應以所

有會員國間相互之同意為之。 

2 .每一會員國有一票。如果一會員國就一決定或建議之投票棄權，其棄權不會使此決定或棄權無

效，該決議或建議仍適用於其他各會員國，但不適用於該棄權會員國。 

3.在任一會員國完成其憲法程序的要求前，沒有任何決議對該會員國有拘束力。其他各會員國得

同意此一決議暫時對他們適用。」 
13

 此一比例在加拿大最高，以 1986 年為例，約 70%的併購案件有外國企業的參與，在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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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企業結合日增，其二是經常在違反被併購企業經營者願望的結合發

生。 

（二）影響要素與競爭效果 

1、國際結合的特定要素 

跨國企業結合的動機，基本上應該和投資的動機相同。在 1974 年

OECD 結合與競爭政策報告中指出了跨國企業結合的 12 種可能動

機，就是：增強市場力量、擴張經濟版圖、實現廣告利益、不降價

的擴張產能、以經濟方式取得產能、取得實質重大利益、取得金額

重大利益、使生產可以合理化、取得必要資源、風險分攤、取得稅

捐利益、拯救破產企業等。當然也有其他的因素可能與併購人從事

水平、垂直結合，或者與聯合企業集團擴張現有營業活動有關。 

2、跨國結合的效果 

在 OECD1984 年的報告中，確認多數的企業在結合後的表現，並

無一致的結果。學理上也看不出來，從競爭法觀點，跨國的企業結

合和內國企業結合在結果上有何不同。如果跨國企業結合有助於更

激烈的競爭，當然有其正面的效果。析之如下： 

（1）提高效率功能 

被併購的企業縱使不大，只要能當成橋頭堡使用，就可以發揮

此種功能。跨國企業結合如果發生在一個寡占的內國市場，會

因為競爭的增強而產生提高效率的效果14。 

（2）易於進入市場 

跨國企業挾其優越的科技，強大的財務力量，常較本土企業更

容易克服進入市場的障礙。跨國間共同投資的企業也可能產生

此種正面的效果，這對於發展中國家或者計畫經濟國家尤然
15。當科技移轉或授權契約在這種國家受到許多不合理待遇

時，以科技作為出資，不失為可用的彈性工具。 

（3）排除競爭 

另一方面，跨國企業結合或合資企業也會產生排除競爭或可能

                                                                                                                                            
如荷蘭 8%，丹麥 21%，英國 33%，美國 14%，德國 43%，歐體整體而言超過三分之一。 
14

 當然從另一方面講，如果併購企業本身技術與管理均不比被併購企業先進，而被併購的企業

財務狀況不佳，也可能拖垮併購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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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的情況，一如內國企業結合或合資企業的情況。縱然此種

直接競爭者間的結合，對於直接相關國家並無直接影響，仍然

會導致內國或國際市場上領導者的產生。當世界市場上特定產

業的實際或可能競爭者減少時，也增加了從事聯合行為或成立

國際卡特爾的機會16。被併購企業原先就特定產品在特定出口

市場上競爭的作為可能因此而受到限制。當然另外一個問題

是，在一個國家內國市場上被認為並無問題的結合，在另一個

國家卻可能因此產生市場力量集中的問題。 

二、跨國結合在競爭法上的特殊問題 

就標的與地域來界定相關市場的問題，對於卡特爾機關來說是最重要的課

題。但是國際跨國結合的問題更為複雜，因為此時尚須考量貿易與經濟政策

問題，而政策因時間經過可能變更。可能影響外貿的政治因素並不穩定，無

法管制，在相當限度內甚至無法預測，從事判斷有時須以不特定的政治或經

濟假定為前題，其後果為外國的競爭者常被錯誤評估17。在評估與界定相關

市場時，必須考慮以下的觀點：運輸費用、匯率、售後服務、維修零組件，

匯率有時會成為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 

 

貿易政策觀點可能更難判斷。例如進口國的關稅措施可以使進口昂貴或便宜
18。選擇性的貿易措施如防衛措施，更可以對貿易流向與市場結構有重大影

響，而在剛採取此一措施時常無法預見。 

三、國際合作的必要性 

國際往來密切之後，當然也產生了誘因，讓內國企業設法影響主管機關，限

制國際間的貿易以減少競爭，提高自身的盈餘。當然也可以採取跨國結合、

出口卡特爾、國際卡特爾等機會。競爭法學者總認為，對付國際競爭的限制

需要的是國際卡特爾機關及國際卡特爾法。現實社會中，除了歐洲聯盟外，

卻只有內國的卡特爾機關與內國競爭法。雖然一個國家可以將其競爭法作境

外的適用19，但一則在從事行政處分時，要先對事實加以澄清並確認，調查

發生在外國的事實常有困難或者根本不可能。縱然所有資訊齊全也作成處

分，卻可能面臨外國政府抗議此種內國法的境外適用20。 

                                                                                                                                            
15

 此處暫時撇開在此種國家投資的法律與政治風險不談。 
16

 Caves/Mehra, Entry of Foreign Multinationals into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1985, 認為香菸

產業就是其例。 
17

 Calvani, Unsicherheitsfaktoren internationaler raeumlicher Maerkte，Vortrag gehalten am 

22.10.1987 beim 14
th

 Annual Fordham Corporate Law Institute, New York. 
18

 在烏拉圭回合後，在承諾的拘束稅率範圍，調高關稅的可能性已經大幅減縮。 
19

 參見黃立，歐洲共同體之競爭規範，81.6.政大法學評論第 45 期，pp.106 以下。 
20

 在此情形可能需要一個機制提供 1. 協助蒐集資訊；2.適當斟酌各相關國家的利益；3.協助避

免可能的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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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多國的企業參與特定競爭限制約定，並未排除內國依據內國法律加以審

核管制的機會。例如美國法對此種情形發展了所謂的效果原則 (effects 

doctrine)。依據該原則，只要競爭限制對其領域產生限制競爭的效果，就可

以適用該國的法律21。在德國 GWB 第 98 第 2 項第 1 句也規定：「對於所有

在本法適用範圍內發生競爭限制效果者，縱其在本法適用範圍外作成者，亦

均有本法之適用。」因此若一家法國廠商與德國廠商要結合時，因為此一結

合對德國市場有所影響，就有德國競爭限制法的適用，這種作為被稱為競爭

法的境外適用。 

 

競爭法境外適用的結果，必將觸及干涉他國主權與司法獨立的問題，而引發

外交關係緊張並增加法律的不確定性，美國競爭法境外適用在實際上也謹慎

從事，以對美國公平競爭或海外利益有重大影響者為限，避免引起國際糾紛

而損及美國利益22。德國通說也認為：境外的競爭限制約定，只有在侵害內

國相關條款的保護目的時，其內國效果才有法律上的意義23；境外競爭限制

約定的內國效果，必須是直接而可見的(spuerbar)
24。 

四、管制跨國結合的國際法律架構 

（一）管制跨國結合的問題 

雖然有一些國家對於外國企業併購內國企業採取監督的措施，但是卻沒

有國家對於跨國的企業結合制訂特別的競爭法規範。通常對於內國與跨

國的企業結合適用相同的規範。 

（二）OECD 理事會的建議 

OECD 理事會於 1995 年通過「關於會員國間就影響國際貿易之反競爭

行為合作的修正建議25」，在本建議前言中就指出，商業活動國際化的

持續成長，同步增加了在一國境內反競爭行為的可能性，或者在不同國

家內的事業的反競爭行為可能對各會員國的利益有不良的影響，也使可

能受到一個以上會員國結合管制法律拘束之跨國結合數量的增加。而在

                                                 
21

 1945 年的 Alcoa 案判決為此奠下了基礎，判決認為約定縱在國外作成，只要意圖影響進口並

確實造成影響，仍係不法(unlawful, though made abroad, if they intended to effect imports and did 

affect them),United States v. Aluminum Co. of America, 148F.2
nd

 416,444(2
nd

 Cir.1945). 
22

 洪德欽，歐美與聯合國有關跨國公司競爭政策，聯合國與歐美國家論文集，民國 86 年，p337

以下。 
23

 BGH, Beschluss vom 12.7.1973, WuW/E BGH 1276, 1278. 
24

 BGH, Beschluss vom 29.5.1979, WuW BGH 1979,765(organische Pigmente). 
25

 REVISED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Member 

Countries on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affecting International Trade 27 and 28 July 1995 - C(95)130/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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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內國立法於涉及多國的商業營運時，因為反競爭行為調查與程序，

通常會影響其他會員國的重要利益。 

  1、執行內國競爭法牽涉的主權問題 

本建議一方面要求各會員國依據「國際相互尊重原則」，在反競爭行為

領域採取溫和與自制的行動；一方面建議各會員國在此一領域，以完全

自願為基礎，經由通知、資訊交換、行動協調、諮商及調解等形式，在

會員國間作更緊密的合作，也認定此種合作不應被推定影響各國就主權

問題上所持的法律立場，特別是關於可能發生的反競爭行為法律的域外

適用問題。此一建議以此一方式避開了可能涉及的主權爭議，但是並未

真正解決問題，因為既然以完全自願為基礎，而非有拘束力的國際協

定，就會導致互信的欠缺與一部份國家自願而他國不願合作的困境。 

  2、對通知、資訊交換及行動協調的建議 

本建議對於對通知、資訊交換及行動協調的建議附有條件，以各會員國

政府的法律容許其如此作為為前提，換言之，依據法治國家原則，若無

內國法律的授權，各會員國自不得為之。 

 

其次，建議一會員國承諾依據其競爭法，一項調查或程序可能影響他會

員國的重要利益時，應通知各該會員國，如果可能應該預先通知，但在

任何情形，應給與評論或諮商的時間；此種預先通知將使採取程序的會

員國在維持最後決定的完全自由下，仍然可以考量其他會員國可能希望

表達的意見，以及其他會員國認為依據其自身法律可行的救濟措施，去

處理反競爭行為。表面上看來，似乎採取調查或程序的國家，其決定自

由未受影響，但是其一、程序勢必因此而拖延，是否因此反使本國市場

秩序受到損害不無可慮之處。其二、如果不通知或許原本無事，通知後

若又不考量他國的意見與評論，反而有引起其他會員國採取報復措施的

可能性，因此各會員國主管機關執行此一建議的意願必然不高。如果不

簽署國際協定使其成為各會員國的國際義務，以此種君子協定的方式，

恐難收到效果。 

3、關於諮商與調解的問題 

依據建議，會員國認為他會員國依據其內國競爭法進行的調查或者程序

可能影響其重要利益時，應將其意見送交該會員國或請求諮商。此一部

份是給予各會員國以權利，在執行上較無問題。 

4、資訊保密的要求 

我國對於保密雖然有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但是對於個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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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在政府不同單位間的流通並無管制，而且我國政府官員與人民普遍欠

缺尊重他人資訊機密的觀念，因此能否符合規範中對資訊保密的要求，

對「收到所要求資訊的國家應採取一切合理的措施確保資料的機密性，

並只能用於被限定的用途。」不無疑義。當然對於各該國家關於資訊保

護的法律架構及執法情況，也必須先行瞭解，才不會因政府間的行為使

本國企業受到損害。 

五、結合相關問題 

美國航空公司與英國航空公司擬議以控股方式結合，但由於不確定此一行為

是否會妨礙競爭，因而延遲了行動。到了兩年後 1998 年 7 月 8 日歐聯的許

可終於下來了，美國的審查結果或許要等到秋天。但是雙方對於兩家航空公

司要如何協議，似乎意見不盡相同26。 

 

十年前這種衝突尚不多見。但是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日益熱絡，內國競爭政

策漸漸有全球性的重要性。一國政府禁止一個結合、許可一項聯合行為或者

禁止一項營業行為，都可能對貿易流通有重大的衝擊，甚至造成經濟損害。

競爭政策也因此成為主要的貿易議題，世界貿易組織、OECD、歐洲聯盟及

一些國家的政府對此議題有密集的討論，卻少有進展。 

 

競爭政策日漸增加是部份成功的象徵。當關稅與其他貿易障礙日漸減少時，

反競爭行為妨礙貿易的可能性顯現出來。1998 年 2 月，一個 WTO 專家小組

調查了日本政府是否容許富士軟片公司獨占軟片經銷體系，以排除美國柯達

軟片的銷售，WTO 認定其對於競爭法並無管轄權。公司與市場的全球化逃

避了內國的規範，並使其相互衝突。在 1994 年的一個案件中，美國司法部

無法證明美國通用電機與南非 De Beers 約定工業鑽石的價格，部份也由於

其他國家不願協助蒐集資訊。1997 年美國當局許可了美國兩家飛機製造廠

波音和麥道公司的結合，歐聯卻威脅要提出杯葛，幾乎引起貿易戰爭。競爭

主管官員對這些問題並沒有裝聾作啞。1998 年 6 月美國司法部審查微軟公

司有無企圖獨占部份軟體業務，但未分別展開調查。美國與加拿大同意就違

法的反托拉斯案件共享資訊，澳洲與紐西蘭也在此領域共同合作。 

 

然而雙邊協議有其極限，引起多邊解決的興趣，在 1998 年 3 月 OECD 建議

各會員國共同打擊核心型聯合行為(hardcore cartel)。一個 WTO 的工作組在

1996 年設立，在 1998 年底報告關於貿易與競爭政策重疊的部份。歐體執委

會認為要更積極些，想納入各會員國對競爭政策的最低標準。美國司法部反

對這個想法，因為他們認為各國不可能認同此種大幅度的協議；其寧可一次

與一個國家簽署反托拉斯合作之協定。 

                                                 
26

 Th e borders of competition，The Economist，July 4, 1998, U.S. Edition，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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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美國關切的問題其實由於主管競爭法的官員並不熱切於讓貿易戰士侵

入他們的領土，但是美國的拒絕也非全無價值。當涉及競爭政策時，在 WTO

的 132 個會員國中欠缺共同基礎，大約半數以上的國家根本沒有競爭法的制

訂，有競爭法的國家對於其目的、規則與執行也大異其趣。 

 

另一個困難的問題是，競爭政策如何納入 WTO 的架構之中，在該組織中目

前的程序下從未在事先制訂規範。若 WTO 要擴張到處理有關特定結合的問

題時，可能需要新的程序。在可預見的未來，WTO 無法變成全球競爭政策

的主管機關，像歐體執委會一樣的執行運作，但 WTO 至少會涉入到競爭政

策。WTO 可能會草擬一份 tricky issues, 如垂直結合案件，各國就此問題有

義務考慮其他國家的意見。 

 

到底將來走向如何很難預測，一些有錢的國家如加拿大與澳洲，很希望簽署

一份多邊協定，當一些公司在其他國家相互結合時能保護其利益。許多成長

中的經濟體則尚需考量，他們可能希望國際競爭標準可以限制富國使用反傾

銷法。 

 

雖然爭議無法長期迴避，柯達案的失利使美國考量，也許多邊的競爭政策規

範可以使美國獲得利益。中共和俄羅斯現正在談判加入 WTO，確保其內國

經濟開放競爭，對美國與歐體都是重要的議題。航空業的結合案件幾乎導致

貿易制裁也令人三思。競爭政策早在 1948 年就曾經在貿易議題上出現過，

也許現在又是時候了。 

參、核心型聯合行為（卡特爾） 

一、聯合行為（卡特爾）的立法原則 

對聯合行為的立法方式正反映出一國對卡特爾價值的看法。在否定卡特爾價

值的國家，法律的設計上會認定聯合行為當然違法，或稱為「禁止原則」，

例如美國、日本。而對於卡特爾採取比較正面看法的國家，可能會傾向濫用

原則的立法。除非事業濫用卡特爾的力量，否則不加以干預。如歐洲聯盟，

匈牙利。我國關於卡特爾（我國稱為聯合行為）是採取禁止原則，並在同條

加上但書的規定，列舉了七項可以例外經公平會許可而從事的聯合行為。 

二、OECD 有關核心型聯合行為（卡特爾）的建議 

處理聯合行為不只是法令的設計，更需要執行的問題，OECD 在 1998 年的

建議大致上也是從這兩方面著手，包括呼籲各國競爭法應該要對核心型卡特

爾加以制裁，以及在執行上的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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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型聯合行為的定義 

 (1) 競爭者之間； 

 (2) 以反競爭的合意，實際上有關的的反競爭的行為，或反競爭的安 

 排； 

 (3) 來達成固定價格或操縱出價，或限制產出或訂定配額，或透過劃 

定消費者、供給者、地域或商業通路的方式來分享或分配市場。   

 (4) 但不包括以下三種情形： 

a.有競爭關係企業間的合意、行為或安排，可以認為與合法實現降

低成本或提高產出的效率行為，有合理關聯； 

    b.直接或間接排除在一會員國法律規定之外； 

    c.經法律授權許可。 

由此觀之，OECD 所定義的核心型聯合行為與我國禁止聯合行為之規定

相當接近。雖然在排除條款中，對於增進競爭予以考慮，但與其說是採

取合理原則（濫用原則），不如說更接近禁止原則（當然違法）。 

（二）對核心型聯合行為（卡特爾）的建議 

（1）有效的制裁措施：有效但溫和（kind） 

（2）執行的程序及機關：執行機關應有適當的權力，以便能夠對於核

心型聯合行為進行調查以及糾正。 

（3）國際合作與禮讓： 

國際合作的必要：當核心型聯合行為的必要證據分散在不同國家中，或

會影響到數個國家的利益，或是一國競爭法對核心型聯合行為執行時會

影響到其他國家的利益，應該本於相互禮讓和合作的態度，方能確實而

有效的禁絕核心型聯合行為的產生。 

國際合作之原則： 

•「積極禮讓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 positive comity ”） 

•符合本國法律及本國利益之原則（consistent with laws, regulations, and 

important interests） 

國際合作之方式： 

•依請求進行協助，包括資料及資訊的分享 

•參與有關共同利益事項的諮詢 

•檢討防制核心型卡特爾合作上的障礙 

三、一般聯合行為禁令下中小企業豁免 

（一）中小企業的經濟角色 

中小企業勇於嘗試新的觀念，同時加速新的經濟知識的傳遞；提供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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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而不同商品和服務；活動範圍常常只限於有限的地理市場及市場占

有率較小；生存較易受到市場變化的威脅。因此可能會促使中小企業過

分提早準備以因應市場變化，同時亦會傾向於同業之間的友好合作。 

（二）中小企業的判斷標準 

如同歐聯執委會所指出的，關於中小企業的定義, 不可能存在一項可以

普遍、一體適用的標準。因為作為界定中小企業的條件會因為相關的產

業及國別的不同而有差異。而企業的地位的衡量是以相關市場上的競爭

策略與條件的綜合評估為基礎。 

（三）中小企業合作的處理 

•合作的唯一目的及它的意圖在於限制競爭時，這樣的合作並不能自一

般聯合行為禁令中排除。 

•對於特定市場上特定合作協議該在那裡劃下界線，只能在個案的判斷

中決定。 

•企業之間的合作通常都會參雜著不同型態的限制競爭效果在內。實際

上反競爭的效果必須要和合作所生的積極效果作權衡，看看是否可以接

受這樣的合作。 

•合作協議的評估及可能的合理化也會視協議的參與者而定，大型企業

或其關係企業不能成為中小企業合作的成員。 

（四）各國的規定 

 1、德國 

中小企業合作可能符合微量卡特爾（de minimis cartel），小型企業卡特

爾（small business cartel）及聯合採購。但是合作最重要不是在增進效

率而是減少競爭，如單純的固定價格協議時，並不能獲得豁免。至於聯

合採購，重要的是參與採購成員不是被迫加入，在相關市場上競爭不因

此持續受減損，並且這項協議能夠增進中小企業間的競爭，這樣的共同

購買會豁免於卡特爾一般禁令27。 

 

案例分析：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聯邦總管理處，是一個結合超過 100 個批

發商及零售商的聯合採購。契約規定供應商與參與聯合企業的一切交易

都必須由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聯邦總管理處經手，並且支付貿易股份有限

                                                 
27

 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5c 條。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5b 條並不能一概地援用在合法化的採購協議中。

藉由更強大的議價能力獲得更有利的條件，是因為把需求集中起來的結果，並不是因為競爭限制

防止法第 5b 條所指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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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聯邦總管理處同意費用。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聯邦總管理處每年與供

應商舉行談話，而折扣28及特殊市場活動29的條件就是在這樣的談話中

同意的。供應商必須提供所同意的折扣給所有的聯合成員。 

 

對於聯邦總管理處合約所為的全面檢視，顯示市場情況所受到的影響無

可容忍。由於採購交易的相當部份均被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聯邦總管理處

所控制，聯合成員的行動自由受到相當的限制。柏林上訴法院鑑於這樣

的企業間合作供應商並沒有單獨選擇的機會，所以支持卡特爾總署的禁

止命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聯邦總管理處最後被解散了。 

 2、歐聯 

歐洲聯盟的競爭規則沒有關於中小企業豁免的明文。不過依歐洲經濟共

同體條約（羅馬條約）第 85 條第一項，合作協議對會員國間競爭與貿

易的影響可以被忽略。執委會闡釋 "de minimis" 這個觀點，並強調如

果參與企業的年全球營業額不超過 30 億 ECU，且市場佔有率不超過

5%，則協議並不會受到一般卡特爾禁令的拘束。中小企業也可以自集

體豁免（block exemption）規則受益。 

    3、日本 

獨占禁止法第 24 條規定特殊的合作團體所採取的特定行為，在符合以

下四項要求，可以自獨占禁止法中豁免： 

a.合作團體的應該是以增進小型企業的共同利益，以及消費者之間的共

同合作為目標。 

b.合作團體的建立應該出於自願，其成員可以自願地加入及退出。 

c.所有的合作團體成員應該有相同的投票權。 

d.如果合作團體的利益在會員之間有所不同時，限制的額度應該是要基

於法律30的規定或組織章程。 

 

其他中小企業行為可以自獨占禁止法完全豁免的，還包括為避免過度競

爭而促成的卡特爾，專業卡特爾，合資企業及其他特殊契約，其豁免的

法律基礎就是中小企業合作法31。另外基於其他法律規定的豁免。例如

中小企業組織法，有關改善涉及環境衛生商業營運法，漁場生產合作團

體法也規定了自獨占禁止法豁免的條件。 

                                                 
28

 例如折扣，增加銷售的折讓，廣告費用的特別捐助等等 
29

 例如特別的促銷，商展等等 
30

 日本代表就此處「法律」舉了一個例子，就是中小企業合作法（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etc. Co-operative Act）。 
31

 第 4 條，第 1017/68 號規則運用競爭規則於鐵路，公路及內陸水路運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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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結論 

在決定中小企業合作應否豁免前，應該要考慮到： 

合作的優點：合作的協議可以讓中小企業實現規模經濟，同時避免了另

一個比較不利於市場結構的選擇，就是合併。允許一般聯合行為的進行

有可能不會增加企業的效率，但對於保護市場結構及企業規模卻有所貢

獻。 

 

合作的缺點：這些優點的背後也會有一些隱憂，如合作可能會抑止經濟

的成長，慢慢地破壞企業的自我決斷以及創新的能力，而減少競爭的強

度。此外整個市場也可能會逐漸地充斥各種普遍的合作形式，發展出真

正的惡性循環，進而使合法的合作成為其他中小企業進入市場之障礙。 

（五）我國現況 

1、中小企業的認定 

有關中小企業合作規定在公平法第十四條但書第七款，該款的「中小企

業」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係以中小企業發展條例32為

準。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二條所稱之「中小企業」，依經濟部頒佈「中

小企業認定標準」33第二條規定，在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

業，以實收資本六千萬元以下為中小企業。而農林漁牧業、水電燃氣業、

商業、運輸、倉儲及其他服務業則以前一年營業額在新台幣八千萬元以

下為中小企業。 

2、公平會頒佈「例外許可中小企業聯合定價審查準則」 

關於中小企業的聯合定價行為許可必須考慮的事項有下： 

(1)聯合定價行為是否與交易相對人團體完成協商與共識 

(2)聯合定價行為是否符合「交易穩定化」或「資訊透明化」原則 

(3)統一價格是否為「合理價格」 

(4)聯合定價行為是否有益整體經濟及公共利益 

   

根據主計處民國八十六年的統計，中小企業家數佔營利事業家數的

                                                 
32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中小企業，係指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合於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事業。 

  前項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按事業種類、資本額、營業額、經常僱用員工數等擬訂，定期

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33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在民國八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經修正公布全文七條。（經濟部經企字

8402908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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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就業員工數佔全體就業員工的 78.4%，而受雇員工佔總受雇員

工的 69.3%，營業額則占營利事業營業額的 32.1%
34。可見中小企業在

我國經濟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不過就實際上適用「中小企業聯合」豁

免的案例來看，數量比起依照公平法第十四條第二、三、五款35略微遜

色。過去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修正之前，製造業以實收資本額四千萬元

為標準，資產總值不得超過一億兩千萬；製造業則以年營業額四千萬為

標準。公平會對此曾做過研究，認為這樣嚴格的標準，使得我國第三級

產業幾乎家家皆成為大企業36，該款適用的可能性大為降低。而今中小

企業的認定標準已經放寬，該款的適用卻不見增加，實有必要再進一步

檢討。 

肆、支配地位與獨占地位之濫用 

在限制競爭的立法上，如果著眼於市場經濟力量集中可能造成競爭的限

制，就必須納入對於獨占或支配地位企業的規範。不過比起聯合行為，

獨占或支配地位企業在規範上更具爭議性的就是：獨占或支配地位企業

除了法令形成的獨占37外，都可以說是一種「效能」的表現。不過重視

競爭政策的國家，為了控制獨占或支配地位的濫用市場力量，往往會加

以規定。除了內國市場上會有限制競爭的問題外，在國際貿易上，一國

市場內獨占或支配地位企業也有可能運用市場力量來阻礙市場開放。 

一、支配地位或獨占地位濫用之背景說明38
 

（一）支配地位 

「支配地位」在經濟上的定義，有從福利的角度出發，認為「支配地位」

是「單一企業策略可以（或可能）對於福利有負面效果的情況」39。歐

洲法院所提出的「支配地位」是指「一個事業享有的經濟上力量，足使

該事業能單獨藉由運用他的力量來妨礙它的競爭者，顧客，以及最後是

它的消費者在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上進行實質競爭的地位」40。

這個定義包含兩個要件：防止實質競爭的能力，以及單獨對付這三方面

                                                 
34

 （行政院主計處全球資訊網 www.dgbasey.gov.tw） 
35

 就統計資料來看，申請的案件許多為採買（輸入）聯合，金融業者在 IC 卡作業上的聯合，以

及砂石業者的聯合。 
36

 胡祖舜，「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准駁標準即監督管理之研究報告之簡評」（實務報導），公平交易

季刊第一卷第二期，第 121 頁至第 123 頁 
37

 法令形成的獨占或許應該從管制的革新著手（見本報告的有關管制革新部分的說明） 
38

  Background Note (by Sally Van Siclen), in Patterns of Abuse of Dominance and Monopolisation 

(OCDE/GD(96)131), pp.1-16 
39

 Ordover, Janusz A. and Saloner, Garth (1989). Predation, Monopolization, and Antitrust* in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sation, vol.1, R. Schalensee and R.D. Willing, eds.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ing: Amsterdam, (hereinafter Ordover & Saloner), p.539 
40

 United Brands v Commission, Case 27/76 [1978] ECR 207 , [1978] 1 CMLR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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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參與者的能力。無論如何，我們在定義「支配地位」時都必須注意

到，一個有用的定義是在預期到競爭法與政策目標下採用的定義。 

 

一個企業在法律的定義上是否具有「支配地位」，要參酌所界定的市場

來決定。因此相關市場的決定就非常重要41。有學者建議透過檢驗替代

品來決定相關市場，也有學者建議以其他市場上競爭價格來衡量相關市

場價格是否為一壓倒性價格。不過這個方法卻不易實行。另外市場的定

義在濫用支配地位的案例中與結合的案例中有明顯的不同。 

 

在衡量是否具有支配地位常用的幾項指標： 

（1）市場占有率：雖然市場占有率可以說是一個通用的指標，不過各

國實際採行的具體標準可能有所不同，例如規範方式有採取安全港，可

推翻的推定支配地位，或可推翻的推定非支配地位。對於市場佔有率的

計算結果也有不同的解釋。例如歐聯執委會採取的看法是認為，當企業

具有 40-45%市場佔有率，通常可以認為支配地位存在。如果在 20-40%

之間則無法清楚界定42。相反的，Hovenkamp（其著作第 106 頁）表示

美國法院一致認為市場佔有率在 80-90%，才足以認定被告是一個獨占

者。他們同時也覺得市場佔有率低於 50%是不充足的。大部份的法院在

市場佔有率不超過 70%時，會勉強地覺得構成獨占力量43，其他美國學

者44則說市場佔有率超過 70%幾乎可說足以支持一項可推翻的獨占推

定，而且市場佔有率低 40%實際上就會先自獨占的認定排除。 

（2）進入障礙的評價：在進入障礙的評價上，會考慮的因素有沈沒成

本，政府所建立的法令或管制的障礙，及為阻礙進入（市場）可能採取

的手段。 

（3）其他標準：包括競爭企業擴張障礙的存在，其他企業的市場佔有

率，具有市場力量交易對象的存在，借用資金的管道如所謂的掠奪

（predation）45，垂直整合的程度，濫用的發生。 

 

不過必須強調的是，在不同的國家，對於是否構成「 支配地位」有不

同的認定。其他還有「共同支配地位」，這是一個必須加以區分的概念。

共同支配地位的問題往往是發生在寡占市場，例如各自獨立企業間策略

的相互影響46。或許在證據上，共同支配地位與企業間協議的差別不易

                                                 
41

 市場的定義在先前執委會曾經發佈過（OECD, 1994, supra note 1, pp.11-12 ） 
42

 Whish, Richard and Sufrin, Brenda (1993). Competition Law, 2
nd

 ed., Butterworth: London, p.294 

(hereinafter Whish & Sufrin). 
43

 Hovenkamp, Herbert (1986). Antitrust, Black Letter Series, West Publishing Co.: St. Paul, MN., 

p.106  
44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1992).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third).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BA :Chicago，pp.213-214 
45

 Competition Authority, Ireland(1995). Interim Report of study on the Newspaper Industry, para.6.29 
46

 Whish & Sufrin, at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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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不過認定共同支配地位會要求一較高的市場占有率。 

（二）濫用行為 

擁有支配地位，共同的支配地位，獨占地位或具有實際市場力量的地位

通常並不就是濫用或違法。什麼情況下企業行為構成「濫用」，或至少

什麼情況可以認為違法，應該視法律的目標而定。特定行為的效果應該

視企業所參與的市場而定。以下大致分析幾種會構成濫用的行為： 

1、差別訂價行為（pricing behavior）47
 

差別訂價通常所見的形式是「第二級」（second-degree），即價格根據採

購的數量而有所不同。至於第三級差別訂價（third-degree），就是對於

不同買者要求不同的價格，這可以使未受服務的市場得到供給，因而增

加消費者的福利。第三級差別訂價要能增加整體福利的一個必要條件

是，供給量的增加。不過一般還講，差別訂價的福利效果並不明顯。 

 

在中間市場的差別訂價分析比其最終商品市場在兩方面有所不同。第

一，購買者就商品的需求是獨立的。第二，購買者通常有機會垂直向上

整合。因此差別訂價可能影響到生產效能48。差別訂價另外還有忠誠折

扣，價格榨取的問題。 

2、提高競爭者的成本（raising rivals' costs） 

一類濫用行為可能會增加其他競爭者的成本而增加本身的競爭地位。例

如一個企業可能會援用管制程序（像環境許可，土地使用法規等等）減

緩或阻礙競爭者進入或擴張。不過有經濟學家認為該企業從事這類行為

有利可圖的前提是必須符合若干要件49。 

3、拒絕交易及杯葛（refusal to deal and boycotts） 

是指具有支配或獨占地位的企業，利用市場力量來促使上下游企業進行

杯葛。有關拒絕其利用合資企業設備，是不是可以認為是「濫用」，就

必須再作更進一步的判斷。因為如果認為合資企業必須接受任何想參與

者的加入，會妨礙合資企業作風險性的投資。 

                                                 
47

 掠奪性定價（predatory price）並沒有在這份說明中寫到，不過在 OECD 掠奪性定價有被廣泛

的討論。 
48

 Varian, p.623; Katz Michael (1987),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hird-Degree Price Discrimination in 

Intermediate Goods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7 no.1, March (hereinafter Katz (1987)), 

pp.154-167  
49

 第一，排斥的價值對於進行排斥的企業，要高於對於其競爭對手。第二，競爭對手沒辦法找

到代替的供給者來恢復競爭狀態。第三，進行排斥的企業必須要有某種市場力量 （Ordover & 

Salone, p.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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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反競爭的智慧財產權運用 （anti-competitiv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關於這項評估，必須考慮到給予智慧財產權的公共政策理由50。 

5、垂直協議 （vertical agreements） 

垂直限制是在兩個生產銷售階層企業間的協議，有兩個主要的方法可以

為支配地位的濫用：market foreclosure 以及市場上競爭的減少。Market 

foreclosure 是指把市場的進入變得更困難，而且要付出的代價更高。排

他的交易協議就會產生 market foreclosure。排他的交易協議含有製造商

的競爭者不能利用下游某些經銷商的意味在，對於新的製造商（預計以

較小的規模經營）要將產品推銷到市場，必須付出的代價會更高。如果

新進的製造商必須同時進入兩個階層（製造及經銷），除了會有較高的

資本風險（任何一個市場進入失敗的可能性都是相互關連的），還有更

強的管理方面需求。因此它在兩個市場上的進入成本都有可能會比較

高。 

（三）救濟（remedy） 

對於支配或獨占地位的濫用，有許多救濟的方法可以採取，包括金錢上

的罰鍰和損害賠償，和在未來禁止該行為（禁止令 injunction）51等。 

 

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救濟的目標為何？有一個可能是讓市場盡可能

接近完全競爭狀態；不過當有範疇或規模經濟時，實行這樣的目標可能

會減損生產的效率。並且就長期而言，也會減損創新以及作其他沈沒投

資的動機。此外，除非有一個適當的管制機關存在來推動這樣的救濟措

施，否則行為的救濟也會有成本的產生。此外在行為救濟是恰當的時

候，法院系統以及競爭主管機關可能必須要扮演一個管制者的角色。至

於結構救濟可能會包括解除合併（de-merger）。在行為救濟與結構救濟

之間似乎並不存在某種特定的關係。可能會有人認為，當其他條件都相

                                                 
50

 執委會曾考慮到一些有關於競爭政策與智慧財產權的議題，如 1978 年有關商標使用及商標授

權的建議（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Action against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s relating to the Use of Trademarks and Trademark Licences, 26th April 1978 - 

C(78)40(Final)），以及 1989 年有關於專利與營業秘密授權協定在競爭政策與競爭法執行的建議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s and Policy to 

Patent and Know-How Licensing Agreements, 31st March 1989 - C(89)32(Final)） 
51

 在一般討論中提到禁止令（injunction）的問題，認為禁止令的方式會有許多缺點，但也是其

優點。就是禁止令只有短期的效用，而且是處理特殊的行為。不過當一個支配的企業要除去市場

上的其他競爭者時，禁止令就能發揮他的優點，例如對於特殊廣告單獨的頒佈禁止令。關於禁止

令在各國實務的運用，可以參考該次圓桌會議的一般討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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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行為救濟比較沒有風險，也較容易撤銷。 

二、支配地位與獨占力濫用在國際上所產生的問題

--以貿易及競爭的角度觀察 

（一）拒絕市場的開放（denial of market access） 

一國市場中具有支配地位的企業，可以來限制外國企業，防止其進入市

場的方法，例如運用他的支配力來限制經銷體系，使外國企業根本無從

在該國推銷商品，或是要求和其有資金上關係或為其掌控的企業拒絕和

外國供應商交易。 

 

競爭政策的觀點： 

在美國，一個具有實質獨占力的企業所作的垂直安排，如果具有促進競

爭或效能的性質，而且是無法透過其他較不具排他性的方法達成的，則

該行為將會被允許。例如轉售價格的維持儘管在許多國家屬於當然違

法，不過只要該行為不會對於品牌間競爭有負面的影響，通常是被許可

的。若干美國法院還採取了一項「基本設備原則（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就是當一企業所提供的的設備是無法複製（duplicated）的

時候，排他約定是被禁止的。 

 

貿易政策的觀點： 

面對私人所形成的限制，國際或內國的貿易原則都還沒有建立起原則來

因應這一類會影響到市場開放的純粹私的限制。美國內國的貿易法第

301 條，對於由政府行動援助的商業行為，而且可能被認為不合理

（unreasonable）的行為，提供了一項反對的理由。在第 301 條規範之

下，可以該當「不合理」定義的行為有很多。一般而言，這些行為並不

必然會和美國的國際法權相矛盾，而是在其他方面被認為不公平，包括

了政府危害到美國出口利益的限制競爭行為。 

 

1995 年五月由 Eastman Kodak Company 所提起的指控，是美國貿易署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第一個正式受理指控外

國政府（本案中是日本）進行一項不合理的行為，含有容許系統性反競

爭行為。而 Kodak 認為這些協議是反競爭的。如果依照美國法，Fuji

的經銷及折扣體系將會構成休曼法第二條的濫用（基本設施原則）。不

過捨卻修曼法規定的適用，Kodak 反而進行貿易訴訟。雖然其中選擇的

理由並不清楚，不過至少一部份的原因是基於對造會主張休曼法可否適

用的域外效力問題。而目前 WTO 架構下仍無法處理這一類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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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出口市場運用支配力以及價格掠奪 

當一個企業藉由在母國市場的排他行為，來支持在外國市場的活動及掠

奪性定價行為時，就同時會產生競爭政策及貿易政策的問題，然而競爭

與貿易的觀點在這方面的評價卻不相同。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在 E.I. Du Pont de Nemours and Company 一案

中指出反托拉斯的競爭政策並不能限制企業變得更有效率，並將效率的

利益傳送給消費者。美國法院也漸漸的對於掠奪性定價採取懷疑的態

度。但在貿易法的觀點上，卻足以成立一項成功的反傾銷指控。 

（三）國有企業及被授權的獨占 

競爭政策的觀點： 

一般而言，許多國家的競爭法都可以對國有企業及被授權的獨占事業適

用。不過大致上也會有豁免的規定。例如在美國依據「國家行為原則

（state action doctrine）」豁免了依據政府政策所允許的私的行為，以及

受政府積極監督的行為。而這裡也會涉及到「管制」的問題。 

 

貿易政策的觀點： 

GATS 是希望來減少或降低政府妨礙服務在國際間自由提供的措施，

GATS 第 8 條是有關獨占性服務供給者的規定，而 GATS 下「獨占服務

供給者」依第二十八條係指由會員授權或設立，且無論在形式上或實質

上都為該項服務之唯一供給者。第八條之規定，會員要確保境內所有獨

占性服務供給者在相關市場提供服務時，沒有濫用市場力量。 

（四）結論 

要在貿易及競爭政策可能矛盾的領域中達成國際上的協議是不容易

的，例如價格掠奪可能產生的反托拉斯及反傾銷案件。最近幾年有許多

的報告中都出現一項主張，就是要在不公平貿易的法律中增加競爭政策

的原則，也就是針對國際的掠奪（international predation）採取新的行動，

不過這無疑是承認反拖拉斯行動所涵蓋的範圍中有漏洞存在。另外也可

以積極尋求在競爭執行主管機關間擴大合作；或者為競爭政策建立起擴

大的國際原則。不過以上這些選擇都需要更為周詳的考慮。 

伍、OECD 有關管制革新之研究與建議 

管制大致上也可以分為三類，分別是經濟型的管制，社會型的管制及行政型的管

制。經濟型的管制主要是為了改善市場在銷售貨物及服務的效率。而社會型的管

制，主要是為了保護社會大眾的福祉及權利。而行政或程序的管制則是關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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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部門或私經濟部門運作的管理。OECD 針對管制革新議題有以下的一些表

示及行動： 

一、1979 年理事會關於「競爭政策與豁免或管制

行業」之建議 

於該建議中，理事會認為各會員國應僅於透過競爭仍無法達到公共政策目標

時，方得以管制取代競爭規範。52
 

二、1995 年理事會關於「改善政府管制品質，包

括 OECD 管制決策之參考清單與背景註解」之建

議 

祕書處應根據各會員國既有的做法，發展出良好決策的原則（ good 

decision-making principles）之指導清單，該份參考清單，後於 1994 年 11 月

中旬經過審查，呈交理事會而於 1995 年被採納為政策建議。53
 

三、1997 年「管制革新」報告 

1995 年 OECD 部長級會議後一個為時兩年有關管制革新之研究計畫因此開

始。在呈交給部長會議的具體建議以及另外印行的綜合報告與為分析各國經

驗所作之部門與主題式背景資料，充分展示出成功的革新方案可衍生出許多

效益：1. 加強競爭並降低管制成本的管制革新可激增效率、降低價格、刺

激創新並有助於經濟體在因應變化及維持競爭力方面能力之改善；2. 妥適

執行之管制革新有助於政府推動其他重要政策目標，譬如環境品質、健康以

及安全。至於伴隨革新而來的不可避免之破壞，由各國之經驗可知，可藉由

以配套的政策以及措施獲得解決。54
 

 

OECD 管制革新研究之結論之一，即是管制革新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最高政

治高層對革新強烈且一貫的支持，部長們所扮演的角色應確保政治領導者會

克服公共以及民間部門既得利益者對既有利益變動之反抗55。部長會議於

                                                 
52

 OECD,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on Competition Policy and Exempted or Regulated Sectors, 

25
th

 September 1979 – C(79)155(Final).  
53

 OECD,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of the OECD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cluding the OECD Reference Checklist for Regulatory Decision-Making and 

Background Note, 9
th

 March 1995 – GD(95)95(Final). 
54

 Joanna R. Shelton, Foreword, in OECD, supra note 1, at 3. 
55不過，部長及民選領袖獨自是無法完成必要的變革，開放的對話以及溝通是革新過程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能夠因革新而獲得低成本、高品質貨品及服務的營業、消費者以及工作機會的創造與

薪資的調漲本受制於不必要管制之員工與代表，均為革新過程中之重要盟友，透過溝通與對話，

可加強這群革新支持者及受益者的聲音。Id.在管制革新報告之摘要中，臚列了成功改革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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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5 月同意採納管制革新報告中所包含之行動計畫，並致力於各會員

國內執行；同時，要求 OECD 自 1998 年始，根據各會員國自我評量的結果，

檢討各國管制革新努力之情形。以下就五個主題分別說明： 

（一）管制革新的普遍經濟效果 

為何革新管制：管制及國營背後的政治上及經濟上基礎都逐漸的在改

變，以至於在許多情況下管制的根據都不再被認為是正確的。管制失敗

可能就和市場失靈時一樣造成無效率。而過時的管制措施往往又會阻礙

到經濟的成長，因此有必要對管制進行革新。 

 

革新之效果：生產力提昇及其他難以量化的利益，如營業時間增加。管

制革新在效率相當低的部門或國家可能會產生短期的交易成本。但是由

於管制革新可帶來需求與創新，就業機會即可在需求與創新所促進的產

出增加中獲得保障。 

 

政策建議：包括制訂全面性的計畫，職業訓練。至於管制革新之適當順

序與時程仍然是不確定的，不過可以肯定的推動革新的政治動力可能因

時間之經過而有所不同，若一直等待最適時序反會有遲延改革的風險。

此外各國在管制革新時，應儘量確保在某些領域中管制革新所發生的困

難，不致被用來妨礙其他領域之管制革新。 

（二）管制品質與公共部門革新 

為何革新管制：今日管制政府漸漸地無法滿足現代社會與經濟體之需

要，全球化的趨勢、失業的增加、文化的多元化、新科技的出現均要求

管制之風格與內容有大幅度的改變，但是政府卻總是無法夠快地做出因

應。因此種種不合時宜，甚至有害的管制措施，多年後仍存在於密密重

重的管制叢林之中。傳統的行政控制及監督程序，已經無法確保國家管

制權限的使用為既有效率，又具連貫性，同時是達成政策目標所必需的

最小限度。管制的體制愈趨技術官僚化，而且愈難抵抗利益團體的壓力。 

 

革新之效果：管制的管理及革新並非目標，只是一項政策的工具。政府

通常不會很清楚的定義他管制革新的目標，不過支持革新計畫的通常會

主張以下三個主要的目標：一，改善經濟的性質；二，改善政府的效率

及效能；三，提昇民主的重要性，例如政府開放，自立，公共參與，以

                                                                                                                                            
「1. 應告知大眾為何革新對彼等及其下一代之福祉如此之重要；2. 應有公開且具知識性的討論

讓大眾參與以解釋革新之利益，進而抵銷有力之既得利益團體在維護其既有利益時所發出之呼

籲；3. 完整之革新努力要較個別之革新來得有效率，革新的腳步可以階段化，並搭配適當之順

序，但變革之時程表應清楚且於開始時即應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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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責任。至於管制管理及革新的步驟有三個，分別是解除管制

（deregulation），管制品質的提昇（regulatory quality improvement）及

管制的管理（regulatory management）。 

 

政策建議： 

1.建立管制的管理制度：包括由最高政治層來採納管制革新的政策；建

立管制品質的清楚標準，以及管制決策的原則；架構管制革新政策執行

的中央管理以及監督之能力； 

2.改善新興管制的品質：包括採納管制影響分析程序；政策的公開討

論；有系統地考量管制以外的可能選擇；改善管制間的協調性 

3.提昇既有管制的品質：檢討並評估既有的管制及其文書作業；及減少

行政作業上繁文縟節，以及政府形式 

（三）競爭、消費者與管制革新 

為何革新管制：管制會阻礙或抑止市場上的競爭，增加進入市場的障

礙，並且會導致較高的價格，較低的產出，以及較少的創新。允許並鼓

勵倚賴競爭之市場力的管制革新，可以減少在進入市場，或市場擴張時

的成本，並產生更有競爭力及更有效率的產業結構。 

 

革新之效果：在促進競爭的革新中，最重要就是能降低產品價格以及提

高產出。而通常是由以下的形式表現：市場上有更多樣化的產品，產品

品質提昇，較佳的服務，以及創新產品的推出。革新會使得聯合行為減

少，另外在沒有管制對廣告或其他一般的商業行為加以禁止的情況，價

格會普遍的較低，使得消費者受有利益。然而生產者也同樣會因為革新

所增加的競爭而受益，不僅是其以消費者地位購買時受益；更多的競爭

也會促使其他種類成本的減少，以及增加企業面對競爭挑戰時的調適能

力。最重要的是，革新所帶來的國內市場上競爭能同時使消費者及生產

者獲益。 

 

政策建議：應該優先減少的是會造成市場進出障礙，固定價格及產出，

或有礙正常商業行為的管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除去貿易上的障礙。 

（四）管制革新，產業競爭與創新 

為何革新管制：管制會加諸企業財務及管理的成本；造成不確定性，降

低企業的調適能力以及決策速度；形成對於新的、改良的產品及生產程

序發展上的障礙；加諸一些不相當的負擔在小型企業身上，而這些負擔

則掩蓋了小型企業在創新以及就業機會創造上的貢獻；對於已經發現而

且被採用的技術，管制還會扼殺在這些技術之間的選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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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之效果：經濟管制的解除不但能促進企業間競爭，並且在許多領域

中也改善了企業的效率，並刺激企業創新。社會管制（包括環境、安全

及健康）的解除，使得企業在達到同樣目標之下，可以發展出更為經濟

且更有新意的方法。在行政管制革新上，簡化政府在設立事業時的規

則，可以緩和當要進入市場時因為時間及金錢上耗費所產生的參進障

礙。 

 

政策建議：簡化管制，加諸於中小企業之上的不相當負擔應予以極小

化，引進競爭，使用科技驅向之手段，執行有彈性的管制結構。 

（五）國際市場開放與管制革新 

為何革新管制：在採取限制太多或歧視性的管制措施，可能會阻礙了有

效率的外國企業進入內國市場，減少消費者福利，並且減損事業在經濟

上的創新能力。而管制如果欠缺透明性，對外國企業來說尤其是一種懲

罰。此外，涉及各個國家對相同事務的多重要求，以及重複的管制程序，

也都會降低效率（如規模經濟以及資源重分配所生的利益）。 

 

革新之效果：管制革新可以提高國內經濟市場的開放程度。在服務部

門，形同貿易及競爭障礙的管制，它的影響是很高的、而服務部門本身

在國際間生產力的差距也大。因此管制的革新在培養服務部門更活絡的

國際競爭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藉由管制革新來引進更為活絡

的國際競爭；另一方面透過解除管制，將有助於減少國與國之間在生產

力水準及成長上的差異。另外管制革新還有助於建立以全球為規模具有

效率的商業設施。 

 

政策建議：加強國際貿易上管制成本的測量方法；提昇 WTO 義務的有

效實現，並加強貿易及投資便捷化的原則；加強國際間合作以促進國與

國之間為了競爭所作的管制革新；以盡量減少貿易及投資上不必要成本

的觀點，對國內的管制作系統性的檢討；擴大相互承認協議及其他形式

的管制合作。 

 

本份管制革新報告之內容可歸納為七大政策建議，56茲臚列如後： 

1. 在政治層次上採納寬廣的管制革新計畫以建立清楚之執行目標與架構。 

2. 有系統檢視管制法令，確保彼等仍能有效率且有效地達到其原訂目標。 

3. 確保管制法令與管制的程序透明、不歧視以及有效率地適用。 

4. 檢視並在必要的情形下強化競爭政策的範圍、有效性以及執行。 

                                                 
56

 OECD, Policy Brief No.4 1998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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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革新所有部門的經濟管制以刺激競爭，且除非有清楚證據顯示彼等是維

護廣泛公共利益之最佳方式，否則即應予以消弭。 

6. 加強國際協定的執行及強化國際原則以消除不必要的貿易與投資障礙。 

7. 指出與其他政策目標之重要關聯並發展出可達成此類目標之政策以支持

革新。 

四、1996 年「競爭主管機關在管制革新中所扮演的

角色」研討會 

競爭主管機關在管制革新上所抱持的態度可能將視其對「革新」、「管制革新」

的理解而定，其在革新管制中可扮演以下的角色： 

（一）提供建議 

對於爭議不大的問題，適合採取「提供建議」的方式，而比較重要的問

題，提供建議也不會有嚴重的後果產生。這是「提供建議」的好處。但

若一昧採行建議方式，可能導致競爭主管機關在重要問題的決策上被忽

略； 

（二）積極主張 

有時對其他機關正式表達競爭主管機關在競爭政策的立場有其必要

性，但明顯而公開地反對其他機關的作法，除了有風險外，也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這時如果競爭主管機關能藉助提倡、宣導來引起各方的討

論，同時從旁提供有關、並確實的資訊，不啻是重要而有用的方法； 

（三）執行與革新參與 

執行是革新的基礎，也是革新工作得以持續的工具。與革新有關的執法

如打擊聯合行為，即防止產業中的成員勾結來恢復革新前、有利於己的

環境是必要的。參與革新意謂競爭機關勢必得與管制機關發展關係。競

爭機關可能是正式參與其他機關的程序，或在公開的立法程序或第三者

所主持的重要會議中表示意見。為了在革新的過程中扮演好角色，競爭

機關顯然必須建立起和其他機關溝通的管道及協調的方法。 

陸、OECD 競爭政策對多邊體制的影響 

一、貿易政策與競爭政策間的互動關係 

各國政府原得採取限制或扭曲國際競爭條件的措施，在經過多次的貿易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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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後57，各該政府可以作為的範圍逐步的被限縮。在烏拉圭回合結束後，

貿易政策與競爭政策間的互動關係漸漸受到重視，要求建立多邊架構規範58

的呼聲愈來愈大。其主要問題有三59： 

（一）企業的反競爭行為 

企業的反競爭行為可以阻礙市場的進入以及競爭的過程。例如，內國的

生產者締結排他經銷協議(exclusive dealing agreements)，或者共同杯葛

進口品的經銷商。內國的優勢廠商也可以濫用其地位，如使用忠誠折扣

(loyalty discounts)以排除競爭者。此種行為的後果是，外國競爭產品的

供應商無法將其產品銷入內國市場。如果是國際性的聯合行為更可以瓜

分國際市場。 

（二）阻礙市場進入及競爭過程的貿易政策 

貿易政策可以阻礙市場進入及競爭過程，例如仍然保留的關稅高低差距

(tariff peak)
60、數量限制及其他非關稅貿易措施，繼續隔絕了產品的競

爭，提高消費者的消費成本。而一些對付不公平貿易行為的措施（如反

傾銷稅的課徵），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阻礙了市場進入與競爭程序61。 

 

                                                 
57貿易回合 trade rounds，Handelsrunden 指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依據第 28 條之 1 第 1 項所舉行之談

判，該條規定：「各締約成員咸認，關稅經常構成貿易之嚴重障礙。因此，在互利互惠基礎上進

行以大幅降低關稅及其他進出口規費之一般水準，特別是降低那些使各締約成員咸認，關稅經常

構成貿易之嚴重障礙。因此，在互利互惠基礎上進行以大幅降低關稅及其他進出口規費之一般水

準，特別是降低那些使少量進口都受到阻礙之高關稅為導向，並在過程中對本協定之目標及個別

締約成員之不同需求加以妥善考量之談判，對於國際貿易之拓展極為重要。所以，締約成員大會

可隨時主辦此種談判。少量進口都受到阻礙之高關稅為導向，並在過程中對本協定之目標及個別

締約成員之不同需求加以妥善考量之談判，對於國際貿易之拓展極為重要。所以，締約成員大會

可隨時主辦此種談判。」詳見黃立，關稅貿易總協定論，黎明書局，p.69。在世界貿易組織協定

通過後，依據該協定第 3 條第 2 項規定：「世界貿易組織就有關其多邊貿易關係，涉及本協定附

件各協定之事項者，應在其會員間提供談判之場所 forum。 世界貿易組織亦得就其會員間有關

多邊貿易關係之繼續談判，提供談判之場所，並就此種談判結果的施行提供基本架構，一如可能

由部長會議決定者。」仍然可以舉行多邊的貿易回合談判。 
58

 架構規範的內容，參見黃立，民法債編總論，p.55 以下關於架構契約之說明。 
59

 見" Strengthening the Coherence between Trade and Competition Policy "，Joint Report by the 

Trade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OECD,1996.以下簡稱 joint 

report。 
60

 甘迺迪回合時，歐體就認為美國關稅稅率結構上的高底起伏 high peaks and valleys 使高稅率項

目仍有強烈的保護效果，歐體的稅率則因為業已協調各國關稅，差距較小。一旦等比率大幅減讓，

不僅歐體關稅盡失所有保護效果，而且美國將無意再從事與歐體從事進一步減讓談判。詳見黃

立，關稅貿易總協定論，p.83 以下之說明。 
61

 例如以 1987 年 2 月 23 日歐體部長理事會以 EEC/535/87 號歐體規定對原產於日本的普通紙影

印機課徵確定之反傾銷稅，將日商一網打盡，更在 1989 年以 EEC/2071/89 號歐體規定設定對影

印機的原產地規則，對日本 Ricoh 公司自美國輸往歐體之影印機課以反傾銷稅。在此之前，在歐

體市場上少有本土產品，在此之後，在歐體市場上日製影印機突然消失無蹤。詳見黃立，歐體原

產地與自製率之法律分析，82.6.全國工業總會進口救濟論叢，第二期，p.134 以下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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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貿易回合的談判，逐漸限制了政府採取限制或扭曲國際競爭條件措

施的範疇。在烏拉圭回合之後，許多人將注意焦點轉移到私人企業將外

來競爭者排除於本國市場外的反競爭行為62。競爭政策的有效執行可能

是一種救濟方法。因此，OECD 貿易與競爭政策委員會強力支持對內國

競爭法的執行，作共同的分析63。 

 

另外，貿易委員會圓桌會議的討論認為，影響競爭法強度的因素，包括

了與反競爭行為相關的規範的範圍、執行、及實體法等。討論時也提到

了有關評估以合作或規範方式改進政策，俾對影響市場進入的行為有所

回應。此一討論將會繼續，以確認問題所在，並縮小解決方案的歧見64。

檢討也將涉及目前國際與區域性協定對於貿易與競爭政策互動關係的

規範，及此種規範的可行性與必要性65。有關在烏拉圭回合後繼續影響

貿易與競爭的貿易措施，貿易委員會在 1995 年提交部長會議的報告中

指出，其將監視烏拉圭回合協定，以確保其在文字上與精神上均被完全

遵行66。評估政府與私人對貿易與競爭所造成的障礙，也將是貿易委員

會促進開放內國市場容許全球競爭計畫的部份67。 

（三）其他規範的可能影響 

不同的規範可能同時阻礙了市場進入與競爭程序。例如經由規範造成的

獨占的地位，縱然不再有經濟上的合理依據，卻繼續存在68。此外，標

準也常被用來阻礙進口。例如西德曾於邊界拒絕一批氣壓罐裝的剃鬍膏

通關，理由是氣壓罐上為註明此一產品係肥皂產品，不適於嬰兒使用，

因為德國化妝品條例規定，嬰兒不適用之肥皂必須為適當的標示69。 

                                                 
62

 如 Japan - Measures Affecting Consumer Photographic Film and Paper, complaint by the United 

States (WT/DS44). 1996 年 6 月 13 日美國請求與日本就日本影響消費用影片與相紙之分銷、銷售

要約及內國銷售之法律、命令與要求，進行諮商。在柯達對美國貿易代表署所提出的訴願書中﹐

主張富士軟片公司經由排他性配銷通路、維持零售價格、通路經營者對生產者在財務上的依賴以

及折讓制度，來建構市場進入的障礙。美國政府也指控日本政府對進口軟片與相紙較不利的待

遇，違反了 GATT 第 III 條與第 X 條。美國政府於 1996 年 9 月 20 日要求成立爭端解決小組，

DSB 在同年 10 月 16 日成立小組。小組認為美國無法證明日本「措施」取消或減損美國的利益，

也無法證明日本的分銷措施對於進口品較為不利（GATT Article III:4）。小組報告於 1998 年 4 月

22 日通過。美國的失利也許更增強了其將此一部份納入國際規範的決心。  
63

 Annex of the joint report.(參見註 3) 
64

 Annex of the joint report,II/8. 
65

 Annex of the joint report,II/9. 
66

 原文為："monitoring the Uruguay Round Agreements to ensure their full implementation both in 

letter and in spirit." 
67

 Annex of the joint report,II/10. 
68

 例如在德國曾經在德皇威廉大帝時代將火柴的專賣權，賣給一個德國家族，期限是 100 年，

到 1980 年代中期才期滿。 
69

 EG Magazin,Jan.1983, S.11。又本案之訴訟出口商勝訴。詳見黃立，關稅貿易總協定論，p.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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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貿易政策與競爭政策的協調與進展 

（一）異中求同 

在處理貿易伙伴所提市場進入問題時，貿易與競爭主管機關對於內國競

爭政策的觀點，見解並不常相同，有一些案例顯示，有效的實施競爭法

的確減少了市場進入的障礙。但也有案例顯示，部份市場進入的衝突係

由於競爭政策執行以外的因素70。OECD 貿易與競爭政策委員會在有不

同意見下，認同貿易與競爭政策的主要目標其實是互補的。二者均在於

尋求提高經濟效率、鼓勵競爭、市場導向等手段，以提高人民的福祉。

該委員會並達成以下的進展71： 

 一項重要的共同研究確認了競爭政策範圍的不同之處； 

 承認實際執行競爭政策的重要性； 

 修正通過執行國際競爭法之合作建議； 

 重新考量從競爭法角度觀察貿易救濟及其行動的性質。 

（二）競爭法的更有效適用 

OECD 尋求內國競爭法更有效的適用，並提高其在國際市場的適用，以

降低貿易衝突，提高經濟效率。此一工作的主要要素為： 

1、促進內國競爭主管機關間的合作： 

 目前已有一些案例係由兩個競爭主管機關共同協定完成調

查。在部份案例中，在執行面的共同合作使得內國競爭主管機

關對於國際層面的違法行為得以採取救濟措施。OECD 的努

力，已使各國競爭主管機關就個案接觸的情形有所增加72。 

 分享機密的法律執行資訊，是有效從事國際案件執行的前提。

因此，OECD 在 1995 年通過的「關於會員國間對影響國際貿

易的反競爭行為修正建議」中，就規定了此種資訊的分享73。 

 「積極禮讓原則」(positive comity)是競爭機關間所發展的另一

項工具，可用以協助降低貿易衝突。在現存的雙邊協議中已有

此一原則的存在。在 1995 年通過的「關於會員國間對影響國

際貿易的反競爭行為修正建議」中，以及競爭法與政策委員會

                                                 
70

 Annex of the joint report,p.5,II/5.,p.6,II/7 也指出，貿易委員會也曾企圖確認這些可能影響市場進

入的反競爭行為（貿易或投資障礙）的類型，並尋求將其區分等級，最後兩個委員會都因為欠缺

實證基礎而放棄了將反競爭行為分等的努力。 
71

 貿易與競爭政策的協調，構成了 1992、1993、1994OECD 組織部長報告的主題之一，本報告

之範圍則含括自 1994 年以來的進展。 
72

 Annex of the joint report,II/12. 
73

 Annex of the joint report,II/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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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積極促銷此一方法74。 

2、促進競爭法與競爭政策的協調 

競爭法與政策委員會從事促進競爭法與競爭政策的協調已經有數年之

久，並且在 1994 年部長會議提出了期中報告75。此一謀求共識的努力，

不僅有利於內國競爭機關的合作，也有利於澄清競爭法及其執行的效

率。討論競爭法執行的適當性時，必須先對競爭法的性質與目的自身有

共同的瞭解。此外，由於許多非會員國也考慮或擬通過競爭法，此一

OECD 文獻可能對貿易與競爭的利益有本質上的創新76。 

3、擴大競爭法的適用範圍 

自 1994 年 OECD 的部長會議及競爭法與政策委員會開始著手，對事業

濫用強勢/獨占地位、結合審查的程序與實質觀點等從事研究。貿易官

員也常出席關於協調議題的討論，特別是就濫用強勢/獨占地位問題的

圓桌會議，涉及國際貿易問題的部份77。OECD 與 12 國的競爭主管機

關合作下，在 1996 年出版的「競爭法與政策的範圍」(Coverage of 

Competition Laws and Policies)報告中，顯示了競爭法的適用範圍並不完

整，因為： 

 部份行業被全部或部份排除在適用範圍之外，在執行上也創造

了許多平行的例外78。在許多國家，內國的行業規範排除了競爭

主管機關對聯合定價或反競爭的結合採取行動的機會。 

 在特定行業內的卡特爾（如海運的運費同盟(maritime transport 

conference)）被以立法的方式保護，排除了競爭法的適用。 

 在政府鼓勵或批准的商業行為方面，也常限制競爭法的適用。

例如政府為了鼓勵特定產業的建立，因此在該產業投產初期，

徵附有期限的保護關稅，以協助該產業的建立79。對於國營事

業，也有限制競爭法適用的情況80。該份報告建議 OECD 各會

員國應該澄清競爭法對這些國營事業的適用，並考慮是否以與

                                                 
74

 Annex of the joint report,II/14. 
75

 Interim Report on Convergence of Competition Policies, OECD/GD(94)64. 
76

 Annex of the joint report,II/15. 
77

 Annex of the joint report,II/16. 
78

 適用範圍的例外，因國家而不同，但可見於許多不同的行業中，包括勞動/受雇相關的活動、

農業、漁業、林業、園藝產品、能源、民生產業、郵政服務、運輸、通訊、國防、金融服務、保

險、證券、媒體、出版、化妝品、醫療、藥品、自然資源、酒類和運動等。見 joint report, notes 6。

有許多國家如歐體，以群體豁免(block exemption)的方式由行政機關准許此種例外的存在。 
79

 詳見黃立，關稅貿易總協定論，p.138，並參見 Annex of the joint report，II/19。 
80

 參見公平法第 46 條（依法及經許可排除適用）：「事業依照其他法律規定之行為，不適用本法

之規定。公營事業、公用事業及交通運輸事業，經行政院許可之行為，於本法公布後五年內，不

適用本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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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事業相同的方式，對此種企業適用競爭法81。 

 

OECD 的委員會將繼續研究，以上這些競爭法適用上的限制，在何種範

圍內與貿易限制有關，並將在 OECD 架構下致力改革與限縮這些管制。

這種研究對於擴張競爭法的適用範圍極有用處82。此外，報告的結論之

一也認為，這種競爭法適用範圍的例外應經常加以審查，並應該以審查

時的經濟與技術因素測試，以求逐步能將此種例外排除83。 

4、評估競爭法的實際執行 

要評估競爭法的實際執行，極為複雜且需以事實為基礎。例如在特定行

業中並無任何執行競爭法的案例，其原因可能有兩種：一是競爭主管機

關決定對此行業不予調查，另一可能是在此行業並無違法情事發生。要

分析此一未有任何執行競爭法的現象，必須對此事實詳加研究。此外，

不同的主管機關對相同的事實可能作不同的詮釋。OECD 應該研究評估

競爭法執行的方法，如果能夠發展出一套可行的評估方法，就可以開始

這方面的研究。研究也應該包括豁免的程序與標準。 

 

目前共同工作組已經開始審查個案中貿易與競爭的關聯，以及執行市場

進入的情況。在一些個案的研究中顯示，當內國競爭法以不歧視及透明

方式來執行的話，越容易排除市場進入的障礙，也使該國的購買人不會

成為反競爭行為的受害者84。這種案例研究顯示了適用競爭法在事實面

的重要性。依據 OECD 報告，主要國家的競爭主管機關在可能影響多

個市場消費者的案件中，共同合作調查的情況有所增加。 

 

另一件涉及管制獨占的案例中顯示，在雖未有違反競爭法的情況下，競

爭主管機關仍可扮演管制改革的守護者角色。例如某產品的標準由特定

民營公司制訂，可能會構成進入市場的障礙85。經銷體系可能顯示貿易

與競爭政策的交互影響關係，報告顯示，經由貿易措施所導致的競爭限

制，扭曲了分銷體制下的競爭效果。 

柒、結論 

                                                 
81

 Annex of the joint report,II/20. 
82

 Annex of the joint report,II/18. 
83

 Annex of the joint report,II/17. 
84

 例如內國競爭主管機關可能不批准一件跨國結合案件，因為此一結合對許多國家內該產品的

購買人有反競爭的效果，雖然此一結合對於內國而言，可能由於犧牲了外國購買人的利益，而產

生額外的利潤(rent)。又如內國競爭主管機關可以維持競爭紀律，阻止當地的強勢事業在分銷上

的行為，消除原本可以阻礙外國供應進入內國市場的回扣制度。見 joint report, notes 7,8. 
85

 例如甲國對於高速公路反光標誌，其反光標準依據乙公司的產品規格制訂，若此一標準遠高

於其他競爭者的產品規格，實質上就會封殺了其他競爭者將來參與投標的機會。並參見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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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是以達成最高的永續經濟發展與就業，提高會員國內的生活水準，同時維

持財政穩定，因而得以對世界經濟的發展有所貢獻等為目的成立的國際組織，藉

由使其各會員國相互諮商並合作的方式，為越來越一體化的世界各國，提供成套

可行的政策與實務，維持他們的繁榮。 

 

在競爭政策的相關議題上，本報告針對 OECD 近年來探討的成果，分成五個部

分加以介紹，分別是：OECD 與跨國企業結合問題，OECD 與聯合行為規範，支

配地位與獨占地位之濫用，OECD 關於管制革新之研究與建議，以及競爭政策對

多邊體制的影響。 

 

跨國企業結合在相關市場的界定及如何從國外獲取必須資訊及適用法律等方面

有特殊的困難，OECD 建議即建議各會員國依據國際相互尊重原則，在反競爭行

為領域採取溫和與自制的行動，並以完全自願為基礎，經由通知、資訊交換、行

動協調、諮商及調解等方式，進行各會員國間的更緊密合作。 

 

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時，經濟政策開始從保護的、限制的走向重視競爭政

策，對於限制競爭的行為就必須適度的加以規制。聯合行為可以說是限制競爭行

為的典型，而 OECD 也有鑑於聯合行為在競爭政策中的重要性，在 1998 年做出

有關核心型聯合行為的建議。另一個與聯合行為有關的課題就是關於聯合行為的

豁免。有關於聯合行為的豁免，可能是基於其他產經政策的考慮，也可能是基於

該等行為的正面效果大於限制競爭的不利益，如因中小企業合作可以維護產業結

構，所以在對競爭沒有太大的妨礙加以許可。有鑑於中小企業在我國產業結構上

的地位，因此中小企業聯合在我國競爭政策上也深具重要性。 

 

獨占或支配地位的獲得往往是企業效能的表現，但在獲得獨占或支配地位之後，

企業可能有濫用市場力量的情形出現，所以各國競爭法大都會把獨占納入規範。

獨占或支配企業濫用市場力量的問題不僅僅存在內國市場，在國際市場上也會因

為濫用（內國）市場力量而受到影響，例如利用排他契約來阻礙外國企業進入市

場。這個問題正逐漸受到多邊體制的重視，OECD 雖然對於獨占或支配地位之問

題沒有做出任何建議，不過在 1996 年關於獨占或支配地位濫用的圓桌會議中，

該項問題被正式提出討論。至於進一步的發展值得我們注意。 

 

管制的革新是一個新的競爭議題，雖然管制往往都有所欲達成的政策目標，但有

許多管制在今日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且常會增加企業的經營成本，限制消費者

選擇的自由，更甚者是限制了市場的參與（因為法令限制的結果也會產生獨占的

問題），因此有了革新管制的呼聲。另一個推動管制革新的力量是來自國際，因

為即使非歧視性的管制措施（即非針對外國企業），例如對管制規範的不熟悉，

                                                                                                                                            
report, note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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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透明性，或是非正式（informal）的管制措施，也會限制外國事業進入。OECD

於 1979 年有關於「競爭政策豁免與管制行業」建議，1995 年有關於「改善政府

管制品質，包括 OECD 管制決策之參考清單與背景註解」建議，從中可看出多

邊體制對於政府管制的重視。 

 

競爭政策與貿易政策皆以追求消費者的福祉與資源的有效利用為目標，兩者有相

符之處，但由於各國之經濟情況、產業特性等都不可一概而論，會在制訂貿易政

策時，基於自身的考量而採取不同的作法，所以欲求各國都能採取一致的貿易政

策，在現階段並無可能，OECD 的研究報告中也確認了貿易政策與競爭政策範圍

的不同之處。但兩者有積極的互補作用，競爭政策並可導正扭曲的貿易政策帶來

的不利影響，是以兩者在衝突時如何權量，值得研究。在經歷多次貿易回合談判

後，各國政府本可採取的扭曲國際競爭條件的措施被逐步限縮，目前的問題主要

有三方面：企業的反競爭行為，阻礙市場進入及競爭過程的貿易政策及其他。目

前貿易政策與競爭政策大致上說來是以「異中求同」的方法來求協調與發展的，

而促進內國競爭主管機關間的合作，促進競爭法與競爭政策的協調，擴大競爭法

的適用範圍及評估競爭法的實際執行等方法能對兩者的互補作用有正面的效果。 

 

OECD 的功能主要表現在，各會員國政府以 OECD 為論壇的場所，比較經驗，

討論共通問題並尋求解答。透過各會員國徹底的溝通與真實的評估，有時甚至包

含自我批判在內，縱使並未達成有拘束力的決議，但對相關議題的討論將可作為

各國決策或制定法規時之參考，也有助於使獲致的結論在將來漸形成正式的協定

或規則之原則，成為未來的法源之一。此外 OECD 論壇也能提供各國多一條溝

通管道，緩和國際間的緊張關係和潛在糾紛。是以，加入 OECD 對我國的協助

是提供一套架構幫助我國進行多邊協商、意見交換等工作。 

 

本報告提出以下的建議： 

1. 我國有關核心型聯合行為的相關規範及處理實務大體上已經符合 OECD 在

1998 年的「關於有效防制核心型聯合行為（卡特爾）」的建議，惟建議中鼓勵

各國透過雙邊或多邊協定以架構相互合作於該建議所臚列之原則上，以及各國

應檢討內國有相互合作之障礙，並以內國法及雙邊協定解決等兩點，或許應作

為公平會未來在與 OECD 互動上應考慮的重點。如何利用 OECD 之場合與他

國簽訂此類合作協定，以及在何種明確釐定的範圍內與他國從事合作，以避免

我國的競爭政策在執行上受到不當的牽制，應屬於持續觀察之工作。 

 

2.  OECD 公約第五條雖規定，該組織得作成對所有會員國有拘束力的決議，

但基本上有鑑於各國的經濟狀況、產經政策多有其特殊性，要求各國接納採取

一致的競爭政策有實際上的困難，所以 OECD 的工作成果多表現在不具拘束力

的建議及各個委員會、工作小組的報告上。至於成為 OECD 競爭法與政策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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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觀察員，因為並未享有任何權利，當然也不會有義務，任何該委員會的決

議，也並不會對我國產生立即的影響。不過若有派駐當地人員必要時，應考慮

其任職久暫的可能性，英語與法語能力的良好，是否具備良好的法律專業知識

均應該是考慮的前提。 

 

3. 我國產業中的獨占多半是因為管制而形成。然而隨著公營事業民營化的政策

推動，即使市場開放解除管制同時進行，但部分獨占公營企業轉型為私有企業

時，在相關市場上或者仍可保有一定的優勢，其可能引發的支配力濫用問題，

值得公平會密切注意。 

 

4. 全面性計畫的制訂管制革新的策略面是重要的。全面性的革新努力可使較多

的部門納入管制革新的程序中，有助於使其公平化，從而減少緊張與對立，促

進社會的和諧。在管制革新時，也應儘量確保在某些領域中管制革新所發生的

困難，不致被用來妨礙其他領域之管制革新。 

 

5. 政府在為管制革新所做的整合性計畫中，應該建立管制品質的標準、管制決

策的原則以及管理與監督的體制。在改善新興管制的品質方面採納管制影響分

析程序，經過公開討論方式，將管制程序公開於利益團體之前，且有系統地考

量管制以外的可能選擇（例如解除管制回復市場競爭機制的運作），並改善管

制間的協調性是有必要的。在提昇既有管制的品質方面，檢討並評估既有的管

制及其文書作業，減少行政作業上繁文縟節以及政府形式，是必要的方法。 

 

6. 提昇管制的正面效果，使其不會妨礙到原有的政策目標，將加諸於中小企業

之上的不相當負擔應予以極小化，引進競爭，使用科技導向之手段以及執行有

彈性的管制結構。 

 

7.  管制革新中競爭主管機關應扮演的角色包括提供建議、提出主張、還有對違

反競爭法的作法提出質疑，並執行競爭法。提供建議不會有嚴重的後果產生是

其優點，但若一昧採行建議方式，可能導致競爭主管機關在重要決策上無法堅

守立場。競爭主管機關積極地對其他機關正式表達立場有時確有必要，但明顯

而公開反對其他機關的作法，除了有風險外，也並非易事。藉由對民間的公開

宣導並提供確實的資訊，形成消費大眾對革新的支持十分重要。執行不但是革

新的基礎，也是革新工作得以持續的工具。競爭主管機關的執行程序以及參與

革新的過程均應公開、公平、透明，方可使競爭主管機關在競爭的問題上被信

賴，成為整個革新活動進行的核心。同時，如果競爭主管機關能推動以消費者

為導向的競爭政策，必能使其獲得民眾的支持，進而能有效參與決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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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With the continuous growing world trade,the level of inter-dependency is raising.One 

nation’s trade policy has obvious influence on the policies of other nations.OECD 

conducted numerous researches on competition policies and made many 

recommendations.The focus of this report is the possible impact of OECD guidelines  

on Taiwan’s relevant regulations. 

 

This report regarding competition policy consists of five parts: the issues of OECD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mergers,the issues of OECD and cartels, abuse of dominance 

and monopolization,the researche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OECD and regulatory 

reform,and the impact of competition policy on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 

 

Regarding the issues of OECD and international mergers,it is difficult to define 

relevant market and collect information in other countries relating to market 

analysis,therefore OECD recommended that member countries should,on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mity basis,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 with moderate and 

self-restraint attitudes.In addition,closer co-operation between member countries in 

the form of notification,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co-ordination of action, 

consultation and conciliation, on a fully voluntary basis should be taken. 

 

Cartel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restricted business practices,therefore, most countries 

have stipulated relevant regulations.In 1998,OECD recommended that member 

countries should take effective actions against hard core cartels,for 

example,promulgating relevant regulations.Another important subject is 

exemption.The factors affecting exemption include industrial/economic policy, and 

the advantages of exemption outweighing disadvantages.For the latter,SMEs are 

granted exemption because the exemption will not result in anti-competitive 

effect.SME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our industries,as such we devoted more time 

discussing this issue. 

 

The problem of abuse of dominance and monopolization also exist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 gradually recognized its 

importance.Presently,although OECD did not make any special recommendations on 

this issue,during the roundtable meeting in 1996 it has been fully 

discussed.Regardingly,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Regulatory reform is a new dimension of competition policy.Sometimes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s may cause market failure,and we should examine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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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s.Another force pushing regulatory reform comes from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because sometimes national regulations,even on a non-discrimination basis, 

may impede market access.In order to bring about more free,open market,in 1979 

OECD made an recommendation on competition policy and exempted or regulated 

sectors,and in 1995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including the 

OECD reference checklist for regulatory decision-making and background note.  

 

Competition and trading policies have the common goals in achieving consumer 

welfare and effective resource allocation,but some differences remain.For each 

country has different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conditions,it is currently impossible to 

set forth worldwide policies.An OECD research confirm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ng policy and competition do exist,henceforth,the coordination is important.After 

numerous rounds of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the distorted measures take by nations 

to discourages competition have been curtailed.The current issues consist of three 

parts:anti-competitive actions taken by enterprises,impede to market access and 

trading policies and etc.Co-operation among competition authorities,co-ordinate 

among competition policies as well as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competition law and 

the measure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regulations helpful in 

solving these proble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