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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按公平交易法所涉及之專業問題，不論行為態樣及產業特性，均較其他法律為多且複

雜，是以我國公平交易法設置有專業人員組織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執行該法，但在司法審查

該會處分之案件時，我國現制並無特別規定，與審查一般行政處分相同，致公平交易委員

會所認定之事實有時遭法院推翻，就司法對該會處分在請求撤銷該處分之訴訟，審查該處

分時，是否應以由專業人員所組成該委員會就該事實認定之判斷為據，係值得研究之問

題，就該問題之處理，美、日法制有特別規定，以謀求解決此問題，本文認我國現行制度

司法審查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深入該會對相關證據證明力之判斷，與美、日前揭法制不

同，不符公平交易法立法時設置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立法本旨及可能造成案件在司法程序處

理時之拖延。基於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設置本旨及使司法審查單純化，公平交易法應參考

日、美法制在立法上採行「實質證據法則」之規定，使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處分程序認定之

事實有確定力，但在配套拖措上應建立以委員會處分程序為認定事實核心之程序，不許當

事人在司法審查程序中提出新攻防方法，並使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程序審判化，將使我國

司法審查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時，更加流暢。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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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平交易法第九條之規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為公平交易法中央主管機關，該

會雖屬行政機關之一，但其與其他行政機關之不同在於組織上屬獨立委員會，依該會組織

條例之規定，係由具有特定學術或經驗者所組成，其就違反公平交易法之事件所為之判

斷，雖不能免於司法審查，但司法部門就該會之處分所為之審查有無範圍之限制，受到各

方的注意，尤其在我國就行政訴訟制度於採取二級制，成立高等行政法院後，司法部門與

行政公平交易委員會間就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見解之歧異，日有所見，在民國九十四年八

月十一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就行政院公平交易法委員會耗費近四年的時間，所為對皇家飛

利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處分案，推翻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該公司

與其他廠商有從事聯合行為之見解，撤銷原處分，就該事實之判斷與行政公平交易委員會

有不同見解，該會委員對該發展亦感不解，同時亦受到媒體之注意1。 

就司法對主管競爭法制之獨立委員會處分在請求撤銷該處分階段，對該處分審查時，

是否應尊重由專業人員所組成該委員會就該事實認定之判斷，係值得研究之問題，就該問

題之處理，美、日法制有特別規定，以謀求解決此問題，本文先以說明我國司法在撤銷訴

訟之階段對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審查之概況2，再分析美、日法制就此問題之規範，

                                                      
1
 台北高等法院判決案號係 92 年度訴字第 908 號，該判決全文，請自司法院網站中之法學

檢索系統。至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該判決之反應，請見「立論被推翻公平會不解」，

經濟日報，2005 年 8 月 9 日。 
2
 依我國現制訴願亦係可審查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但在本文中僅討論司法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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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我國法制之缺點，最後並提出司法對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審查應有之規範。 

貳、我國司法對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審查 

一、我國司法對一般行政處分之審查 

按現代法治國家為充分保障人民之基本權利，就國家權力可能侵害人民權利之行為，

莫不要求應由代表人民之議會所制訂之法律始得為之，且不論其程序及要件均有詳細規

定，依該規範行使之國家權力始為合法。就個別行政處分言，應備法定實體及形式要件為

之始為合法，如有該要件不備情況時，即為違法。 

學說上就行政處分應備之之合法要件，如係關於事實之存在與否時，為行政處分之機

關如有誤認，致該行政處分違背法令，就該行政處分為司法審查時，自得就該事實是否存

在加以確認3，從而此時司法審查之範圍即及於原行政機關認定事實所為涉及該違法行政

處分事實之判斷。 

就我國撤銷行政處分行政訴訟之司法審查言，依行政訴訟法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人民

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

                                                                                                                                                      

對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審查所產生之爭議，就訴願部分爰不予討論，就該部分之討

論，可見蕭文生（2002），「公平交易法爭議與行政爭訟程序」，公平交易法施行十週年回

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541-581。 
3
 兼子一（1984），「審決 司法審查」，引自兼子一、垂水克己編，（岩松裁判官還曆記念）

訴訟 裁判，4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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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

定者，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行政訴訟。且依同條第三項之規定，訴願人以外之利害

關係人，認為第一項訴願決定，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者，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

銷訴訟。即行政處分之撤銷訴訟目的在於對行政處分為「合法性」之審查，是以人民提起

行政處分撤銷訴訟時，依前開規定，須主張該行政處分違法，而所謂違法之行政處分，係

指行政處分欠缺合法之要件，包括違反形式合法要件及實質之合法要件4。 

另有學者認該違法行政處分違法之含義相當廣泛，包括作成行政處分不依法規或適用

不當者，而該法規係指行政機關應適用之一切有效的法律規範，包括實體法、程序法、中

央法規、地方法規、有拘束力之解釋、判例及一般行政法原則等均屬之，認定事實雖屬正

確，但適用法規錯誤或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者，均屬違法之範圍5。是為行

政處分機關就涉及行政處分認定事實是否違法亦屬高等行政法院司法審查之範圍。 

即在行政處分之司法審查時，包括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部分，按行政處分之作成一般

有三階段即： 

認定事實：依調查所得之證據，認定一定事實之存在 

                                                      
4
 李建良、林三欽、陳愛娥、林合民、陳春生、黃啟禎（2005），「行政法入門」，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出版，582 頁。 
5
 吳庚（1999），「行政爭訟法論」，1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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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法律：依認定的事實適用法律 

作成行政處分：依所適用法律，作成一定的行政處分 

如在指定清除地區內發現有人違法張貼房屋出售廣告，廣告上僅有行動電話號碼，主

管機關要處罰該張貼者，大致上應經有下列程序： 

認定事實：認定張貼地點係禁止張貼廣告之區域、並認定該廣告係何人所張貼，有認

該廣告上如載有電話號碼，即可推認該電話之登記名義人為張貼者。 

適用法律：該行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二條、第五十條 

作成行政處分：在廢棄物清理法所定之罰鍰額度範圍內予以處罰，如依廢棄物清理法

第五十條第二款之規定，就違反該法第十二條之行為人，得處新台幣

一千二百元至六千元之罰鍰，即行政機關可在該罰鍰之範圍內作成行

政處分加以處罰。 

但受處分人就該行政處分提起訴願，經訴願駁回提起行政訴訟時，高等行政法院司法

審查時，得就該行政處分認定事實是否妥當？適用法律是否正確？該行政處分之罰鍰數額

是否適當？等相關問題加以審查。如就認定事實是否妥當部分，在前開違法張貼廣告之案

例中，雖有部分行政機關認廣告上既有電話號碼，自可推定係該電話之登記名義人所張

貼，但我國司法實務上有認「被告(作者按：作成行政處分之機關)未就廣告內容予以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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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以電話號碼推定原告(作者按受處分人)之違規行為，尚未符合行政機關對於人民違規事

實，應負舉證責任之基本原則。被告指原告主張因私怨遭人陷害，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於舉證責任分配之主張，並無可採。6」而撤銷原處分，該判決與原行政處分就事實之認

定部分採取完全不同之見解。 

二、我國司法對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審查實況 

（一）撤銷處分之類型分析 

我國行政訴訟法制，在行政訴訟審級部分，自一九九八年開始採取「二級二審制」，

即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並為事實審及法律審，而最高行政法院為法律審，亦為終審

法院。 

是以就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案件，於經訴願決定程序後，可向有管轄權之台北高等

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該處分。而台北高等行政既為事實審及法律審，自得就

原處分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是否妥當加以全面審查。 

台北高等法院依審查結果，認原處分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並無不當，自應為判決駁回

                                                      
6
 此為最高行政法院 89 年度判字第 737 號判決，該判決認行政處分之機關應就廣告內容予

以查證，如利用該電話號碼詢是否供房屋出租使用，作成電話紀錄以為認定之依據，而

僅以電話號碼逕行認定，自非合法，該判決內容請見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編（2005），

「環保行政爭訟司法實務見解選輯」，司法院印行，641-6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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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之訴固無問題，如認原告之訴有理由時，即應撤銷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處分，近來公平

交易委員會遭撤銷之事由包括： 

1. 認定事實不當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部分遭台北高等法院判決撤銷之理由，有認係認定事實不當者，

如在台北高等法院九十三年簡字第五九三號判決中，公平交易委員會原處分認該判決原告

在 SARS 期間，不當調漲Ｎ95 口罩之價格，復無法舉證證明進貨來源及進俱成本，故該

會認該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應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命停止該行為，並處以罰

鍰。但前揭台北高等法院判決認該處分之被處分人已提出銷售貨商出具之統一發票，證明

其進貨價格，從而該判決認公平交易委員會既未說明在 SARS 期間Ｎ95 口罩在市場需求

激增下，其市場價格及利潤多少為合理，復未斟酌該受處分人之進貨價格，即認受處分人

以調漲價格出售，獲利程度已超過商品合理利潤，明顯超越市場正常價格之判斷為不當，

故撤銷原處分。 

另在台北高等法行政法院九十三年度訴字第三四三號判決中，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原處分認該判決原告檢舉第三人寄發專利警告函，並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規

定，而不予處分之事實，該判決詳細討論原告所提出第三人所發專利警告函之內容，認「原

告等之交易相對人雖未因系爭警告函而斷絕交易，卻也因此使原告等之交易相對人恐涉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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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並心生疑懼，導致原告等須向交易相對人解釋並切結保證絕無侵犯他人專利權情事方得

以保住交易機會，而其交易相對人亦因之須耗費人力評估以重新確認產品致影響相關之生

產運作，核參加人羅勃墨菲公司委請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發警告函之行為，已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本判決特色之一在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撤銷原處分外，復在判決中表示「而因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規定賦予被告行政裁量權限，

是本件並依原告等之聲請及行政訴訟法第 200 條第 4 款：「行政法院對於人民依第 5 條規

定請求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應為左列方式之裁判：．四、原

告之訴雖有理由，惟案件事證尚未臻明確或涉及行政機關之行政裁量決定者，應判命行政

機關遵照其判決之法律見解對於原告作成決定。」之規定，將本案發回被告機關參照本判

決所示之法律見解，就原告等檢舉參加人羅勃墨菲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之事

件，另為處分。」 

另在近來受到注意的前揭皇家飛利浦案，該案中公平交易委員會就該公司與其他專利

權人聯合授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部分，就系爭聯合授權之事業

間是否有水平競爭關係上，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主張「原告及其他 2家公司於CD-R 光

碟片技術市場，屬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依公平交易法第 4 條規定，所謂競爭，係謂 2以

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本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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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等 3家事業於 CD-R 光碟片技術發展之初，即存在各自研究、生產、相互競爭的狀態，

此時渠等相互各自擁有發展CD-R 產品技術規格之空間及能力。縱然渠等因簽立「可錄式

光磁碟片標準授權合約」，部分專利技術因共同制定規格而不具替代性，惟渠等同為 CD-R

之技術提供者及製造者，對於他事業所擁有之 CD-R光碟片專利技術，仍可透過迴避專利

範圍之方式，研發具有類似功能之替代性技術，進行競爭，故就有關 CD-R 之專利技術市

場而言，渠等 3 家事業彼此確存在事實上或潛在水平競爭關係。」但就該爭點，台北高等

行政法院在該院九十二年度訴字第九○八號判決中則認「必須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具

有替代可能性，始有競爭關係之存在，本件被告所界定之市場範圍係「CD-R光碟片技術

市場」（非指寫錄型光碟片技術市場，見處分書理由第一點），而被告定義之「CD-R」，乃

指符合原告與新力公司共同制定之「橘皮書」標準規格（即使用原告、新力公司和太陽誘

電公司所擁有專利之標準規格技術）所製造生產之光碟產品，且國內光碟製造廠商欲生產

製造「CD-R」均需使用原告、新力公司、太陽誘電公司等 3 家公司所擁有之專利，單獨

使用其中 1 家公司專利即無法生產製造「CD-R」，此為兩造不爭之事實（見本院 93 年 6

月 28日、同年 7月 28日、9月 22日及 94 年 1月 26 日準備程序筆錄中兩造之陳述內容），

並有處分書理由第二（三）點：「．．．在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上，被處分人等各自擁

有之專利技術，均為 CD-R光碟產品製造所必須使用到，則對於擬被授權人（即需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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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必須一一尋求渠等 3家事業的各別授權，始可製造完成CD-R 產品，缺一不可．．」

可證。從而，本件被告所定義之「CD-R」既指符合原告與新力公司共同制定之「橘皮書」

標準規格所製造生產之光碟產品，則所稱「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其市場範圍應指符

合「橘皮書」標準規格之技術市場，也就是需同時使用原告、新力公司、太陽誘電公司等

3家公司所擁有專利之技術市場，缺一不可，因此，原告等 3 家公司所擁有符合「橘皮書」

標準規格之專利技術，乃具有互補性之專利技術，渠等於被告所界定之「CD-R 光碟片技

術市場」所提供之專利技術，已不具有替代可能性，自不存在有競爭關係。被告以「被處

分人（即原告、新力公司、太陽誘電公司，下同）目前所提供之專利技術縱使因共同制定

規格而不具替代性，然被處分人同為CD-R 之技術提供者及製造者，對於其他被處分人所

擁有之專利技術，仍然可以透過迴避專利範圍之方式，研發具有類似功能之替代性技術，

與其他被處分人就 CD-R 技術授權進行競爭」【見處分書理由第二（三）點】為由，認為

原告等於系爭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上，仍屬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云云。

然縱使原告、新力公司、太陽誘電公司能研發具有類似功能之替代性技術，但使用該替代

性技術所生產製造之光碟產品，並不能稱之為 CD-R」【如前所述，本件被告所定義之

「CD-R」係指符合原告與新力公司共同制定之「橘皮書」標準規格所製造生產之光碟產

品】，被告上述假設，已然逸出其所界定「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之範圍。甚且，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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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認為原告、新力公司、太陽誘電公司可以透過迴避專利範圍之方式，研發具有類似功能

之替代性技術，因此仍屬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乙節為可採，則其他具有能

力研發類似功能之替代性技術者（例如工研院光電所以及參加人等）（被授權人均有產銷

CD-R 之技術能力，乃被告及參加人均同意之事實），亦應納入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

關係之事業中予以考量市場之供需功能是否足以受到影響，不能單從原告、新力公司及太

陽誘電公司對於市場供需功能之影響遽論渠等已然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聯合行為禁制規

定。」「況查，處分書理由第四（二）點載有：「．．本案被處分人等制定所謂橘皮書，即

標準規格書，而 CD-R 技術的所有重要專利為前述 3家廠商所擁有，全球任何CD-R 的製

造、銷售均須取得渠等對於 CD-R 擁有專利技術之授權，是渠等應具有世界性的壟斷地

位．．」等語，據此被告似又認為原告等 3家公司在特定市場（於本件為「CD-R 光碟片

技術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原告等 3

家公司於被告界定之「CD-R光碟片技術市場」是否符合聯合行為的主體要件，並非無疑，

縱原告等 3家公司以聯合授權方式，共同合意決定 CD-R 光碟片專利之授權內容及限制單

獨授權為真實，亦不得遽以公平交易法之聯合行為禁制規定相繩。」 

2. 罰鍰裁量違法 

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三年度訴更一字第五六號判決中，就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該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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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原告實施違法聯合行為之處分案，該判決認該案原告實施違法聯合行為明確，但公平交

易委員會將與原告公司同一負責人之其他公司違法聯合行為之違法紀錄視為該案原告公

司之違法紀錄，致原告公司遭受較重之罰鍰，是以該判決認該罰鍰之裁量係「非屬合義務

性之裁量」，是以判決撤銷罰鍰部分之處分。另在該院九十三年度訴字第一二六八號判決

就該判決原告違反公平交易法關於多層次傳銷之規範，遭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案中，雖採

取與公平交易委員會相同認定之事實，認該判決原告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行

為，然就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新台幣一千萬元部分，則認該會未說明該判決原告違反

行為之程度與罰鍰處分比例間之比例關係，故該裁量權之行使自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而

有濫用權力之違法，撤銷原處分。 

（二）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三年度判字第一五八八號判決見解分析 

至就司法對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審查所產生之爭議，值得注意的是最高行政法院九

十三年度判字第一五八八號之判決7，該判決就司法審查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中關於認定

事實部分有較詳細之討論。 

最高行政法院前該判決之事實係： 

該案之原告即被上訴人於八十八年一月十一日第二屆第二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

                                                      
7
 關於此判決全文請見司法院公報（2005），第 47 卷第 2 期，87-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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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固定每年舉辦四次鞋展，如次級團體參加本會以外之展示會，則不歡迎該廠商報名

參加本會鞋展」，同年二月三日以北縣鞋商龍字第八八○○五號函將決議告知該會全體會員

及參展廠商，同年三月八日復與台南市皮革公會將該決議及八十八年展覽日期、場次訊

息，以共同名義行文予該兩公會全體會員及參展廠商。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第三屆第三

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與參展廠商另訂參展合約書，其內容增加載明，參加三家以上聯展

之廠商，則無條件自動放棄台北世貿鞋展參展權」，且該兩公會不僅聯銜發函，個別之發

函中顯示該兩公會業經協議獲得共同抵制其他鞋展及籲請會員廠商配合辦理之共識，其將

共識以發函方式傳達予會員遵守之行為。 

就該行為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該行為構成以其他方式之合意，所為拘束事業活動

之行為。且該兩公會成員處於競爭關係，其市場範圍為全台灣地區，該被上訴人與台南市

皮革公會，共同決議限制會員及參加廠商，不得參加三家以上廠商舉辦之鞋展，否則不歡

迎各該廠商參與該兩公會舉辦之展覽，其發函行為事實上對於接獲訊息之事業，已產生是

否參與特定場次商品展之實質影響，已影響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十四條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之規定，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以民國九十年二

月二十日（九十）公處字第○三五號處分書命被上訴人自該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

停止聯合行為，並應自該處分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撤銷第二屆第二十一次及第三屆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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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次級團體參加本會以外之展示會，則不歡迎該廠商報名參加本會

鞋展」、「與參展廠商另訂參展合約書，其內容增加載明，參加三家以上聯展之廠商，則無

條件自動放棄台北世貿鞋展參展權」之決議，將撤銷決議通知公會所屬會員暨參展廠商及

副知上訴人及處被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五十萬元。 

就該處分前揭判決之被上訴人經訴願遭駁回後，向台北高等法院提起撤銷公平交易委

員會處分之訴訟，在該訴訟中其主張其發函各會員係為增加會員經營效率，避免惡性削價

競爭，該函並不具拘束力，且為使同業公會運作正常，限制競爭之自律協議或大會決議，

應非法所不許；同業公會係以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公共利益為宗旨，不同地區之同業公會

相互間並非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被上訴人與台南市皮革公會並非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規

範之事業，且以全省台北市等十六縣市登記有鞋類營業之製鞋廠、門市（含與服裝、工藝

品等合併營業者）、貿易公司，合於被上訴人會員資格，足與被上訴人會員競爭之依法登

記營利事業家數，約為一萬七千零二十六家，以上訴人所認定被上訴人含贊助會員約四五

○家計，實僅占全省約二．六%，即被上訴人行為縱係公平交易法所禁止之聯合行為，亦

因不足影響市場功能而不應依公平交易法處分。 

該案在台北高等法院審理時，公平交易委員會主張被上訴人所為干預、約束會員銷售

活動行為，已足以影響鞋類市場之競爭功能之理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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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據該會向公會會員問卷調查結果，認為被上訴人之行為顯已對市場功能造成影響。 

2. 依財團法人鞋類設計暨技術研究中心提供製鞋業相關資料，認為被上訴人與台南市

皮革公會之會員數合計約占製鞋家數之百分四十一，其干預、約束會員銷售活動行

為，已足以影響鞋類市場之競爭功能為據。 

但台北高等法院在在該院九十年訴字第六八七六號判決中認： 

1. 被上訴人與台南市皮革公會共同發函時間在八十八年、八十九年間，而公平交易委

員會請「財團法人鞋類設計暨技術研究中心」所提供製鞋業相關資料，係一九九六

年較舊資料，該會引以之為比較數據，並不妥當。 

2. 另依該資料所依據之主要來源係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資料；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經濟部統計處編印之「工業生產統計月報」及「工業統計調查報告」，可知其所列

「製鞋工業」乃有工廠登記之鞋類製造廠；且本身從事進出口業務者，相較於被上

訴人會員乃「凡在組織區域內經營本（鞋）業依法取得登記之公、民營商業之公司、

行號．．．均應於開業一個月內加入本會為會員。工廠設有經營本業之門市部者，

視同本業之公司、行號均應加入本會為會員」，以及台南市皮革公會會員乃「凡在

本區域內領有合法證照經營各種皮革製品買賣之公司行號均應於開業一個月內加

入為本會會員，工廠設有經營之門市部者，視同商業之公司、行號，均應加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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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會員」，故知被上訴人與台南市皮革公會會員係不限於鞋類製造廠，舉凡公司如

鞋類貿易公司組織及店舖行號及家庭式代工均在內；不以進出口為必要，專銷國內

亦可，尤其台南皮革公會，尚包括鞋類以外之「各種皮革製品」如皮包皮件等，可

知二公會會員資格範圍較單純「鞋類製造廠」大出甚多，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二者相

除之比率作為二公會市場占有率，認二公會會員數「分別約占製鞋廠總家數的二

四．六%及一六．四%，合計約占製鞋家數的四一%，其數值亦不當。 

3. 而參以公平交易委員會係以全省台灣地區之鞋類營業為市場而作評估之對象，而全

省台北市等十六縣市登記有鞋類營業之製鞋廠、門市（含與服裝、工藝品等合併營

業者）、貿易公司，合於被上訴人會員資格，足與被上訴人會員競爭之依法登記營

利事業家數，約為一萬七千零二十六家，此有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台中縣、

台南縣、高雄縣、宜蘭縣、嘉義縣、新竹縣、花蓮縣、台東縣、基隆市、彰化縣、

雲林縣、南投縣、高雄市等十六縣市檢送鞋類（含批發、零售、製造）之營利事業

登記回函附卷可參，以上訴人所認定被上訴人含贊助會員約四五○家計，實僅占全

省約二．六%，再加以台南市皮革公會會員三百餘位合計計算，亦僅占四．四%，

被上訴人之行為縱係公平交易法所禁止之聯合行為，亦因所占全省市場業者數過於

稀少，難認為影響及市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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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另參酌公平交易委員會製作問卷調查彙整表觀之，其寄發給一百七十八家作問卷，

覆函者僅三十一家，占僅約十七%，難認具代表性。況該覆函三十一家中，大多數

為台南市皮革公會會員，加入為被上訴人會員者僅有六家，占僅約十九%，且僅占

全部一百七十八家之約三%，且亦僅九家台南市皮革工會會員因被上訴人與台南市

皮革工會之函所致而表示不欲參加次級團體所舉辦之展示會，有上開問卷覆函九份

附卷可稽，該會遽依該少數問卷即作成被上訴人違法之處分，亦嫌率斷。 

是以該高等行政法院基於上述理由認被上訴人所為固可謂有以聯合行為干預、約束會

員事業之活動，惟因所影響及之會員僅占台灣整個鞋類市場甚微少之比例，難謂已達影響

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程度，與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之構成

要件並不相符，公平交易委員會依同法第四十一條予以處罰，並命立即停止該行為及撤銷

其決議，即有錯誤。被上訴人起訴指摘原處分不當，為有理由，因而判認將該處分撤銷。 

公平交易委員會就該高等行政法院之判決則基於下列理由提起上訴： 

1. 依該會之組織條例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之規定以觀，上訴人已具備獨立專家委員會

之地位，而得就公平交易法事件之法律適用享有一定之「判斷餘地」。公平交易法

第七條所定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屬於高度專業之技術層次判斷，為「不確定法律

概念」。依照不確定法律概念「判斷餘地」之理論原則，該會本於專業及權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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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解釋及認定之空間，且上訴人作成處分之過程相當嚴謹並恪遵相關程序，並無

任何程序上違法或適用法規不當之情形。前開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未考量上訴人應有

之「判斷餘地」，亦未依據行政訴訟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具體指摘上訴人原處分行

使此判斷餘地有何濫用或逾越裁量權限，即逕行撤銷上訴人之處分，應屬違背法令。 

2. 本件被上訴人於八十八年二月三日以其名義、三月八日以其與台南市皮革公會之共

同名義，將八十八年一月十一日第二屆第二十一次、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第三屆

理監事聯席會決議，以函文方式告知該兩公會全體會員及參展廠商，經上訴人調查

結果，屬公會藉由組織之運作，限制其會員、參展廠商得否參展，甚至剝奪業者只

能參加特定主辦者所舉辦之展覽場次之自由，干預、約束個別事業鞋類銷售活動之

行為。原處分依據「財團法人鞋類設計暨技術研究中心」提供之製鞋業資料，以臺

灣地區製鞋業者約一千八百餘家為基礎，計算被上訴人與台南市皮革公會會員數合

計約佔臺灣區製鞋業者家數之百分之四十一，故認該二公會之行為足以影響鞋類展

覽市場之競爭秩序。然原判決以目前國內登記經營鞋類之一萬七千餘家上、中、下

游製造及經銷事業，作為市場劃分之基礎，未考量「鞋類展覽市場」之特性及實際

狀況。又立法院審議公平交易法之初，特地將同業公會列為公平交易法之事業予以

規範，故於公平交易法第七條第四項增列將同業公會之決議定為水平聯合特定型態



 
310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的聯合行為，系爭被上訴人之決議自應一體適用。若如原判決所指，將使經由同業

公會所為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聯合行為，無法予以規範，此顯與當初立法意旨

將同業公會納入規範不符云云。 

就前開公平交易委員會之上訴，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三年度判字第一五八八號判決認： 

「按公平交易法為規範事業商業競爭行為之經濟法規，其特性在於隨著社會及經濟之

變化演進，日新月異之不同商業行為及限制競爭、不公平競爭行為態樣會不斷出現，尚非

針對明確固定行為態樣之明文法條所得以規範。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七條規定：「本法所

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

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

業活動之行為而言。」同法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本法第七條之聯合行為，以事

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

上開規定，對於事業（含同業公會）之商業活動，是否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

需等市場功能之聯合行為，係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予以規範，固應尊重主管機關相當程度之

判斷餘地。惟主管機關之判斷所根據之事實，是否符合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原審法院有

衡情斟酌之權，如經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認為主管機關判斷受處分人違法

事實所憑之證據，有取樣不當或所引數據有運算上之顯然疏失，而為主管機關據為判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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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者，其所為之處分即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此與不確定法律概念應否尊重主管機關

相當程度之判斷餘地無涉。原判決以上訴人(筆者按：指公平交易委員會)所洽請財團法人

鞋類設計暨技術研究中心所提供「鞋類製造廠家數」之資料，係屬較舊資料，上訴人以之

為比較數據，難謂洽當。且被上訴人及台南市皮革公會會員顯然大出上開「鞋類製造廠家

數」之數量甚多，上訴人以二者相除之比率作為二公會市場占有率，認二公會會員數「分

別約占製鞋廠總家數的二四．六%及一六．四%，合計約占製鞋家數的四一%，其數值自

難謂合。參以上訴人係以全省台灣地區之鞋類營業為市場而作評估之對象，而合於被上訴

人會員資格足與被上訴人會員競爭之依法登記營利事業家數，約為一萬七千零二十六家，

以上訴人所認定被上訴人含贊助會員約四五○家計，實僅占全省約二．六%，再加以台南

市皮革公會會員三百餘位合計計算，亦僅占四．四%，被上訴人之行為縱係公平交易法所

禁止之聯合行為，亦因所占全省市場業者數過於稀少，難謂影響及市場功能。另參以上訴

人製作問卷調查彙整表觀之，亦難依該少數問卷即作成被上訴人違法之處分，業已敘明其

判斷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經核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並無違背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又

查，上訴人係以上開「鞋類製造廠家數」為分母，再以被上訴人加計台南市皮革公會會員

數為分子，並非以被上訴人加計台南市皮革公會之組織區域內符合上開「鞋類製造廠家數」

為分子，其將鞋類製造廠家數與同業公會會員數混淆運算，以該不同性質之數據為基礎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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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除，計算被上訴人對市場之影響力，其所得數據殊欠客觀、合理，甚為明顯。本件上

訴人之判斷所根據之基礎事實，既有違誤，其所為之處分即有未合，原判決將訴願決定及

原處分均撤銷，於法並無違誤。」 

在此判決中明確表明，如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之事實，如有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

時，則高等行政法院自得該處分撤銷，從而在該判決中，因高等行政法院「認為主管機關

判斷受處分人違法事實所憑之證據，有取樣不當或所引數據有運算上之顯然疏失，而為主

管機關據為判斷之基礎者，其所為之處分即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自得將該處分撤銷，

即依此判決之見解，司法對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事實之審查部分，尚及於該會依所調查之

證據認定事實之證據證明力之認定，是值得注意的觀點。 

參、美、日司法對競爭法主管機關處分審查法制介紹 

一、美國法制 

（一）法規範依據：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Ｃ項 

美國關於司法對公平交易法制（即競爭法制）之行政主管機關聯邦交易委員會處分之

司法審查法制，依「實質證據法則」（substantial evidence rule）聯邦交易委員會就原處分

事實之認定專有事實認定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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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前開實質證據法則之法規範依據，依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第五條Ｃ項之規定，經該會「以命令要求停止使用某種競爭方法、行為

或手段之個人、合夥或營利組織，得於該命令送達後六十日內，以請求撤銷委員會該命令

之書面，請求系爭競爭方法、行為或手段使用地，或該個人、合夥或營利組織住所地或業

務所在地之聯邦上訴法院覆審該命令。法院書記官應立即將該申請書之繕本送達委員會，

委員會應依合眾國法典第二十八號第二一一二條之規定，將原程序之記錄送交法院。經向

法院提出請求並且於記錄送交之前，法院與委員會對於聽證程序及其中決定之事項，共有

管轄權，法院並且得確認、修改或撤銷該命令，並得就確認部分執行之，以及發布與其管

轄有關之令狀，或在訴訟確定前為避免公共利益或競爭者之利益受到損害之必要範圍內，

發布令狀。」且依同條項之規定該經處分之案件，在聯邦上訴法院審查時「委員會發現之

事實經證據證實者，即為確定。8」(The findings of the Commission as to the facts, if 

supported by evidence, shall be conclusive)，且「委員會之命令經確認者，法院應在

確認範圍內發布命令，要求服從委員會命令之內容。當事人一方向法院聲請許可提出新證

據，並且說服法院相信該證據確屬重要，以及未能在委員會程序中提出該證據確有合理事

由者，法院得命委員會受理該證據，並且以院認為適當之內容及條件於聽證上提出之。委

                                                      
8
 該條文之中文譯文，請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印（1993），「各國公平交易法相關法

規彙編」，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發行，2-42 頁。 



 
314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員會得依據受理之新證據，修改其發現之事實或重為發現，並且應將修改或新的發現（經

證據證實者，即為確定）以及其對修改或撤銷原命令之建議，連同關於新證據之報告送交

法院。法院之裁判及命令，即為確定，但最高法院依據合眾國法典第二十八條第一二五四

條規定要求覆審者，不在此限。」 

依聯邦交易委員會法前揭規定，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處分之案件，如經受處分人向美

國聯邦上訴法院請求撤銷該處分時，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專有事實之認定之權，該會認定

之事實，如有證據證明者，該事實即為確定，負責審查之美國聯邦上訴法院不得自行認定

事實，如當事人要提出在聯邦交易委員會未提出之新證據時，應向美國聯邦上訴法院證明

下列事項即： 

1. 該證據確屬重要。 

2. 未能在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聽證程序提出該證據係有合理事由。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如認當事人前開關於提出新證據之請求合乎定要件時，並不是依該

證據自行認定事實，而係命聯邦交易委員會接受該證據，且以法院認為適當之內容或條件

於聽證程序上提出，由聯邦交易委員會依受理之新證據，修改其所認定之事實或重新認

定，並將新依證據認定之事實，送交法院，同時提出就原處分應予修改或撤銷之建議。 

（二）立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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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關於聯邦交易委員會專有認定事實之「實質證據法則」是

美國判例法基於行政委員會之專門性及技術性而形成。在 1889 年美國國內，因州與州之

鐵路營運常發生運費不一，而有差別待遇之情況，為禁止鐵路營運運費差異之情況，設立

具行政委員會性質之「州際商業委員會」(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但當時州際

商業法就州際商業委員會所認定之事實，於受司法審查時，其範圍為何？並無規定，是以

關於該委員會判斷所認定之事實，是否有終局效果，常受爭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自 1896

年起，即採取肯定見解，至 1913 年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v. LOUISVILLE & N. R. CO.
9
 案判決中，就司法對該委員會判斷之審查部

分認調查委員會記錄之目的應在決定有無支持委員會處分之「實質證據」，依此判決之見

解，確認州際委員會有終局認定事實之權限，此原則亦為其後所制訂之法律所採，即在

1914 年立法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即有前開第五條第Ｃ項之規定。其後採行行政委員會制

度之法制，亦有採此規範，如 1934年證券交易法、1935年國家勞動關係法10等。 

前開聯邦交易委員會立法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實質證據法則之運作情況大致如

下： 

                                                      
9
 227 U. S. 88（1913）. 

10
 於美國該部分立法沿革，請見豬俣幸一（1951），「実質的証拠--行政委員会審判の司法

審査の範囲」，法曹時報第 6 卷第 3 號，第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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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謂實質證據，係指經合理思考後，充分支持該結論，有關聯性之證據。 

2. 委員會雖不受普通法或衡平法上證據法則之限制，但傳聞證據不得為實質證據。 

3. 法院僅得就行政委員會援用之證據加以審查該證據是否為實質證據。 

4. 關於決定事實之爭議，判斷證據之信用性是行政機關之權限。 

5. 如部分證據雖與行政機關認定之事實相矛盾，但是否採取該證據，應由行政委員會

決定，法院為審查時，應受該委員會認定事實拘束11。 

就法院審查原行政委員會決定否有「實質證據」為依據時，應審查之範圍為何，受前

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實質證據法則」見解之影響，1946 年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 10

條 e 項規定，法院就判認無實質證據為依據之機關之行為，其事實認定及結論為違法，應

加以撤銷。為撤銷判決時，法院應審查「全部記錄或當事人援用之部分」，要求法院在審

查行政委員會之決定時，應審查該委員會之記錄。 

美國前揭聯邦交易委員會法及行政程序法使聯邦交易委員會取得就其處分認定事實

專有之權，係以尊重該會專門性為前提之實質證據法則為理論之依據，有如在英美法系中

一般經陪審團審判之民事案件，在二審審查時，原則上不審查事實認定是否適當，即在司

                                                      
11

 豬俣幸一（1951），33-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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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審查行政委員會之處分時，與審查陪審團之二審法院之審查基準相同12。 

（三）實施概況 

討論司法對聯邦交易委員會處分之審查，應先了解該會處分之程序，美國聯邦交易委

員會可說是在行政委員會組織之機關中，最受期待能發揮專門性之機關，是以該會處分過

程有充分的專業人員的參與。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約有五十名經濟學家，在該會經濟局負責反托拉斯事務的一課、

二課各有約二十五名經濟學家（2002年止），每一個案件由一名經濟學家負責，有時一個

案件由四至五人負責，在審查階段，應製作報告、訪談記錄、資料分析等，並向委員會提

出報告書說明經濟局就該案之意見，並與負責之檢察官進行協調，但報告書與負責檢察官

之意見係各自獨立，在審判與訴訟之階段，並應製作專家報告書。至調查之內容，依案件

之性質而異，在合併案件，係依合併準則之規定進行調查，在非合併案件中之價格協議部

分，因屬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原則適用之範圍，不須就該違法行為目的、意圖及對競

爭所產生之效、正當化因素等加以檢討，應僅就命令處分之內容表示意見即可。但在非合

併事件，非當然違法之事件，因適用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應就該違法行為之市場定

義、市場占有率、交易慣行及有無妨害進入該市場因素加以分析。不論為何種類型之案件，

                                                      
12

 豬俣幸一（1951），40-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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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應依證據說明委員會對該案件之處理，是以不論是否有實質證據法則之適用，均應為充

分之調查13。 

至如須專家證人，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基本上係依賴會外之經濟學家，一般在需要專

家證人的案件，是垂直卡特爾行為及所規範產業等須要高度專門知識的情況，在審查階段

也有此需求14。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處分之程序，係由行政法官與委員會認定。在聯邦交易委員會之

審判認定事實之程序，與法院相當類似，與司法判決不同的是關於傳聞證據禁止原則之適

用，就認定事實部分，基本上尊重直接聽聞證人陳述之審判官（行政法官）的意見，至委

員會，僅審查該事實之認定有無實質證據，並就法律問題積極為判斷15。 

美國司法實務上在審理關於撤銷聯邦交易委會處分案時，在實質證據法則下，對該會

認定之事實，一般認係相當尊重，如 2000 年美國第七巡迴上訴法院在 Toys "R" Us, Inc. v.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案判決中16，被處分人 Toys "R" Us 公司因其競爭者提供給消費

者之玩具價格較低廉，該公司竟與玩具製造商間協議限制供給玩具給其競爭者（垂直協

                                                      
13

 互敦史，西岡繁靖（2002），「米国 FTC における実質的証拠法則について（特集  公正

取引委員会審判の現状と課題）」，公正取引 618 號，45 頁。 
14

 互敦史，西岡繁靖（2002），45 頁。 
15

 諏訪園貞明，西岡繁靖（2002），「我が国の審決等の取消訴訟における実質的証拠法則

について」，判例タイムズ 1092 號，33 頁。 
16

 該判決全文請見 http://www.ftc.gov/os/adjpro/d9278/toysrusvft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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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同時與玩具製造商間為水平之杯葛。 

就該案件，依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認基於該會之調查所得，認前揭 Toys "R" Us 與製

造商間之杯葛行為構成當然違法之行為，且依該公司違法行為觀，縱在合理原則下，亦為

違法。但 Toys "R" Us 公司就聯邦交易委員會之處分提起上訴請求撤銷該處分之命令，其

主張聯邦交易委員會認定該公司與製造商間有水平合意，並無實質證據，且該公司亦無市

場支配力，自不存在反競爭效果，該公司之作法係對搭便車行為之對應而屬正當。但就該

公司上訴之主張，美國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認聯邦交易委員會就該案之處分，有記錄內

之實質證據為依據，而駁回 Toys "R" Us 公司之上訴，即就被處分人有無水平合意部分，

法院認有支持聯邦交易委員會認定該事實之實質證據存在；就市場支配力部分，被處分人

公司主張該公司並無市場占有率，但法院認市場占有率僅是評價市場支配力之手段，被處

分人在美國國內市場占有率為百分之二十，在某些特定區域更高達百分之四十九，其為確

保該市場占有率，所產生現實之反競爭效果相當明顯，自無需為精確的市場分析等理由而

駁回原告之主張。 

但也有部分判決認聯邦交易委員會處分所認定之事實，並無實質證據可為依據，近年

發生之案例即係 2000 年之加州牙醫師公會（CALIFORNIA DENTAL ASSOCIATION）

案件，該案是就加州牙醫師公會就該會會員之價格折扣及治療服務廣告之規範是否符合違



 
320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法限制交易之爭議案例。在該案中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認該價格廣告規範，屬當然違法，

至非價格廣告規範則基於略式合理原則（quick look rule of reason）不須為全面市場分析，

就該部分亦不須證明反競爭效果，即認該廣告規範，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之規定

17，就此被處分人加州牙醫師公會提起上訴，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亦認基於加州牙醫師

公會前揭關於價格廣告及治療服務品質廣告之規範，當然有反競爭之效果，基於簡式合理

原則，應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之規定。但該案經被處分人上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後，美國最高法院在 1999 年以五比四判認簡式合理原則僅適用於反競爭效果一見即明白

之情況，但加州牙醫公會前揭廣告規範，難認有明顯的反競爭效果，相反的，亦有認該廣

告規範有促進競爭之效果，因此廢棄原上訴法院之判決，發回原上訴法院18。 

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受理該發回後案件，即以幾近全面合理原則為審查基準，認聯

邦交易委員會原處分無實質證據，而撤銷原處分19，在該上訴法院判決中首先認在合理原

則下，檢討限制競爭之意圖及衡量反競爭之效果與促進競爭之效果等為檢討限制競爭之不

合理性所必要，但意圖並非僅是從行為推論，否則探求意圖即無意義，至決定系爭行為之

效果，是反競爭或促進競爭是法院之任務，因此就系爭廣告規範之反競爭效果，應就證據

                                                      
17

 California Dental Ass'n, 121 F.T.C. 190, 284（1996） 
18

 526 U.S. 756（1999）. 
19

 224 F.3d 942（9
th

 Ci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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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加檢討。在聯邦交易委員會方面，最有力的證據是與律師的廣告限制造成法律服務價格

上漲相連結，但是此判決認引用其他專業人員市場的資料有其界限，從牙科醫師市場取得

相關數據屬必要，就此部分聯邦交易委員會所主張系爭廣告規範具反競爭效果，並無證據

為基礎。其次，在該判決中亦討論系爭廣告規範之促進競爭效果部分，如該廣告規範可因

價格之公開，改正專業人員之牙醫與一般民眾之顧客間資訊之落差；另前揭廣告規範，如

使一般價格及折扣比率明確，關心價格的消費者可透過比較價格而易於買購買相關商品或

服務；禁止一定比率折扣之廣告，可防止消費者誤信可獲得較實際服務為多之服務等，以

上幾點均有專家證人及在加州開業之牙醫師等個別經驗為證據加以證明。 

對前揭巡迴上訴法院之判決，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雖表示其所為之處分，均係依 1995

年即結束之記錄為憑據，但也表示尊重該巡迴上訴法院之見解，不再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上訴20。 

二、日本法制 

（一）法規範基礎 

日本「關於禁止私的獨占及確保公平交易之法律」（以下簡稱獨占禁止法）就日本公

                                                      
20

 Statement of Chairman Robert Pitofsky and Commissioners Sheila F. Anthony and Mozelle W. 

hompson Respecting the Commission's Decision Not to Petition for Certiorari in California Dental 

Association v.F.T.C.，引自 http://www.ftc.gov/os/2001/02/cdastm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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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易委員會（公正取引委員會）認定事實之效力有明確規範，該法受美國前揭「實質證

據法則」規範影響，於該法第八十條第一項規定在撤銷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審決）

之訴訟，該會認定之事實，如有證明該事實之實質證據時，法院須受該認定事實之拘束。

其次，在該法條第二項規定，關於前開規定「實質證據」之有無，由法院判斷。該規定即

「實質證據法則」之規定21，係引自前揭美國法制22，仍係基於尊重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

所為之判斷具有專業性所為立法，但該規定僅適用於經審判程序之處分，未經審判程序之

處分（同意審決）23，在日本不論學界或實務均認無前揭規定之適用，即未經審判程序之

處分其所認定之事實，無拘束法院之效果24。 

是以依前開規定，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所認定之事實，如依證據達合理地認定之

程度時，縱法院在其後撤銷處分之訴訟時，有不同判斷，仍不得以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

認定錯誤為由自行判斷認定事實。日本最高法院（最高裁判所）在一九七五年（昭和五十

年）7 月 10 日判決中表示，法院就原處分（審決）認定之事實，不能以自己獨立的立場

                                                      
21

 久保欣哉（1994），「独占禁止法通論」，三嶺書房發行，363 頁。 
22

 菊地元一等著（1995），「コンメンタール独占禁止法. 続」，勁草書局發行，230 頁。 
23

 依日本獨占禁止法第五十三條之三之規定，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審判程序開始決定後，

被處分人接受審判開始決定書記載之事實及法律之適用，並以書面表示不經以後之審判

程序願受處分（審決），且提出自行排除該違反行為或確保該違法行為之排除，使獨占狀

態之商品或勞務回復競爭之具體措施有關計劃，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認適當者，得不經

其後之審判程序，諭知與該計劃記載之具體措施同要旨之處分（審決），是為同意審決。 
24

 菊地元一等著（1995），2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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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改正重新認定，而應從審判程序調查所得之證據認定該事實是否合理之點加以審查

25。而所謂「實質證據」指的是獲處分（審決）認定事實之合理基礎之證據，即基於該證

據，有理性之人，經合理性思考即可認定事實26。 

至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事實欠缺實質證據之情況，依日本實務見解應限於委員會

引用之證據所為事實之認定並無道理，而無法被信賴或就委員會所引用之證據觀雖有合理

性，但如考量反對證據，該事實認定將難以獲得信任者27。除此之外，縱有其他認定事實

之可能性，但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事實為合理時，自不得以認定事實錯誤為由撤銷該

處分28。 

且為配合前開實質證據法則之規範，日本獨占禁止法同時在程序上復設有下列規範作

為配套： 

1. 提出新證據之限制 

依日本獨占禁止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當事人在請求法院撤銷日本公平交易委

員會處分之訴訟，得向法院聲明該事件有關之新證據。但聲明有關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認定

之證據，以有下列情形者為限： 

                                                      
25

 日本民事裁判集 29 卷 8 號，888 頁。 
26

 日本東京高等法院昭和 28 年 8 月 29 日判決。 
27

 日本東京高等法院昭和 31 年 11 月 9 日判決。 
28

 厚谷襄兒等編（1998），「条解独占禁止法」，弘文堂發行，5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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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平交易委員會無正當理由不採用該證據。 

(2) 公平交易委員會審判時，非因重大過失而未能提出該證據。 

且依同條第三項之規定，如法院認當事人聲明新證據為有理由，且有調查該證據之必

要者，法院應將該案件發回公平交易委員會，命該會於調查證據後採取適當措施。 

依日本獨占禁止法前開規定，在撤銷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訴訟中，法院就認定

事實部分得審查之範圍，僅得依該委員會之記錄審查該會認定之事實是否有實質證據，被

處分人如在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審判程序中爭執事實，且在撤銷處分之訴訟中提出新證

據，並主張原處分認定事實有誤，依法即不被准許。 

但如有前開「公平交易委員會無正當理由不採用該證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審判時，

非因重大過失而未能提出該證據」之例外事由時，經法院之許可可提出該新證據，但法院

認提出新證據之聲明有理由時，法院並不是逕行依該證據，認定新事實，係將該案件發回，

交由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新證據認定事實，採取適當措施，此規定之發回係使日本公

平交易委員會具有第一審功能之特別必要發回制，從而學者一般認就該發回，日本公平交

易委員會不得不服而上訴日本最高法院29。 

2. 法院撤銷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事由之限制 

                                                      
29

 菊地元一等著（1995），2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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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院就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審決）之審查後所為之決定，得予撤銷之條件，

依獨占禁止法第八十二條之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撤銷該委員會之處分： 

(1) 處分（審決）之基礎事實無實質證據足資證明者。 

(2) 處分（審決）違反憲法 其他法令者。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其處分所認定之事實，如有實質證據可資證明時，依前開日本獨

占禁止法第八十條之規定，該認定事實拘束法院，是以如為處分之基礎之事實，並無實質

證據可資證明時，該處分即應撤銷。 

其次，如該處分違反處分時之憲法或其他法令時，法院即應將該處分撤銷。而法院審

查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所為之處分是否適法，應以處分時為判斷之時點，處分後所發生之

事實、狀態均不得作為判斷之資料，此亦為事後審查制之特徵30。 

（二）實施概況分析 

日本關於獨占禁止法前揭關於實質證據法則之實施概況，在日本東京高等法院審理請

求撤銷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審決）訴訟之案件時，該訴訟之原告常會主張原處分認

定事實無「實質證據」，但大多數之判決均會認原處分認定事實有「實質證據」而駁回原

告之請求，但亦部分判決認定之事實，與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原處分認定之事實並不完全

                                                      
30

 笹井昭夫（1998），「独占禁止法」，中央經濟社出版，3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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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而係就原處分認定之事實予以追加、補充，就此有認此種作法已違反前開獨占禁止

法之規範尊重專業機關判斷之本意31。 

另就否認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原處分認定事實並無實質證據部分，原因大致有二，即： 

1. 原處分對證據評價錯誤 

如在東京高等法院昭和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對東寶公司事件判決32，對原處分關於電

影演出之一定交易領域之認定，係以「丸之內」及「有樂町」為範圍，但在該判決中則認

該處分認定事實違反眾所週知之事實，應加上「銀座」。 

2. 抽象構成要件之基礎事實不足 

如在前揭東寶公司事件中，該判決即認原處分就對競爭之實質限制部分，僅以該判決

原告與新東寶公司製作電影數占全部製作電影總之比率是不足的。 

肆、我國司法對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審查之檢討 

一、現行法制之缺失 

如前開關於我國司法對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審查之說明，可知因我國並無美國及日本

                                                      
31

 諏訪園貞明，西岡繁靖、渡邊淳之、岸本宏之（2002），「我が国の審決取消訴訟におけ

る実質的証拠法則について（特集 公正取引委員会審判の現状と課題）」，公正取引 618

號，41 頁。 
32

 日本審決集第 3 號，1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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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實質證據法則之規範，是以司法對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認定事實得審查之範圍，較

美、日等國為寬，該認定之事實可能係單純之進貨價格（如前揭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三

年簡字第五九三號判決），也可能是複雜的事實判斷，如事業間有無競爭關係（如前揭台

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九○八號判決）、市場占有率之計算（如前開最高行政法院

九十三年度訴字第一五八八號），其結果使司法得以審查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事實之自由

心證之核心，否是否妥當，實有疑義。 

依我國現行司法審查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認定事實之法規範，可能產生下列缺點： 

（一）喪失設置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立法目的 

我國在制訂公平交易法之初，關於公平交易法執法機構採行具有行政委員會性質之委

員會形態之公平交易委員會，關於該會委員之資格，依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條例第十二條

「應具有法律、經濟、財稅、會計或管理等相關學識及經驗」，強調其專業性，關於該會

委員執行職務，依同條例第十三條之規定，該會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於任職期間不得

參加政黨活動，並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且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亦強調，公平交易委員

會依法獨立行使權，是該會具獨立性，是在政府組織內少的獨立委員會性質的機關，具相

同性質的僅有 2005 年完成立法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至行政院內其他部會級之機

關雖有委員會之名稱，如研考會、僑委會、原委會等，僅有委員會之名，尚難認係具有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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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員會性質之機關。 

事業行為是否符合公平交易法規範，涉及大量與產業有關專業事實之判斷，如競爭的

概念、市場的定義、獨占的認定、是否有益整體經濟利益與公共利益等比比皆是，且可能

因產業別之不同而有不同之判斷，就此特殊產業行為事實之認定部分，應由具有相關知識

之專業人員判斷較為妥當。 

蓋具有專業人員組成公平交易委員會，其目的在於由專業人員決定涉及專業性較一般

法規為強之公平交易法相關問題，現司法深入審查該會認定事實之對證據取捨之自由心證

範圍，司法審查該會處分時，或基於對該會委員會專業性之尊重，不致如一般民刑事案件

般，大量自行認定事實，但該尊重或可認係「情感尊重」，而非「制度尊重」，依現行制

度之結果，使司法成為認定事實之審查者，其所認定之事實，可能較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

之事實較無說服力，如在前開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中，就市場之定義、市場占有率計算，

司法之見解是妥當？係值得研究，然如斯審查機制，顯已使公平交易法立法時，設置公平

交易委員會為公平交易法執法機構之本意完全喪失，莫若設置於首長制之執法機關，或可

節省相關營運成本。  

（二）造成案件確定時間之拖延 

依我國現制，司法就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所認定之事實審查時，其範圍及於該處分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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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事實是否妥當，其結果使司法在審查該處時分花費的相當多的時間在認定事實部分，其

結果可能造成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處分案件，如一般民刑事案件般，確定時間可能拖延，懸

而不決難以確定，尤其是部分有爭議性或複雜之案件尤然，公平交易法規範之有效性將受

到影響。 

因此如司法審查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時，完全以該會認定之事實為據，著重於法律問

題之爭議，將可有效、快速處理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我國刑事訴訟法及民事訴訟法之修

法方向亦係以一審為認定事實之基礎，使第二審之高等行政法院就此案特殊案件為單純法

律審，使該相關案件確定時間加速，免受「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之批評。 

二、未來應有之發展方向 

我國就公平交易法之執法機關既決定採行獨立、專業之行政委員會制，就司法對該會

處分之審查機制部分，即不應與司法審查一般之行政處分相同，未來發展方向除應廢除訴

願後始得提起行政訴訟規定外，在立法上並應採取下列作法： 

（一）明文規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有事實確定力 

首先應參考前述美、日法制明文規定司法審查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時，該處分所認定

之事實，如有實質證據時即應具有確定力，除有例外事由外，不得推翻，司法如認公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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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委員會認定事實無實質證據時，不宜逕行認定，應將該案件發回，由原處分之公平交易

委員會重行認定事實處分。 

（二）建立以委員會處分程序為認定事實核心之程序 

其次，應建立以委員會處分程序為認定事實核心之程序，日本前揭獨占禁止法前開規

定，在引進美國之實質證據法則時，學者有認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審決）程序，不

論其組織、程序，均無一審法院之架構，採用實質證據法則並不適當33。 

如決定使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認定之事實具有確定力，應要建立以該委員會處分程序

為認定事實核心之程序，首先公平交易法應參考民事訴訟法關於二審程序之規定，即民事

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七條之下列規定： 

「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因第一審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 

二 事實發生於第一審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後者。 

三 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 

四 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者。 

五 其他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於第一審提出者。 

                                                      
33

 吉川大二郎(1975)，「独禁法上の審決と裁判所への拘束力--主として事実認定の拘束力

について」，法曹時報 27 卷 4 號，6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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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 

前項但書各款事由，當事人應釋明之。 

違反前二項之規定者，第二審法院應駁回之。」 

即公平交易法明定在行政訴訟程序不得提出新攻防方法，使得關於事實之爭議得以在

處分程序一次解決。 

其次，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程序應予審判化，使當事人有充分了解可能遭處分之事

實、理由，並有答辯之機會，如此可使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事實之程序成為認定事實之核

心程序。 

伍、結論 

當專業、獨立委員會制之公平交易委員會機關出現後，司法對該會處分之審查，所可

能造成司法與該會事實認定有不同見解之情況，應可預期，是以美、日法制在設立獨立行

政委員會制度時，就該可能產生之問題，採行「實質證據法則」加以解決，我國公平交易

法立法時，似忽略此部分規範，致司法審查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時深入該會對相關證據證

明力之判斷，與美、日前揭法制不同，致不符公平交易法立法時設置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立

法本旨及可能造成案件在司法程序處理時之拖延。基於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設置本旨及讓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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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審查單純化，應參考日、美法制前述規定，公平交易法應在立法上採行「實質證據法則」

之規定，使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處分程序認定之事實有確定力，但在配套拖措上應建立以委

員會處分程序為認定事實核心之程序，不許當事人在司法審查程序中提出新攻防方法，並

使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程序審判化，將使我國司法審查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時，更加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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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黃教授銘傑（台灣大學法律學院） 

謝謝主席及報告人，各位先進大家好，聽到王法官這樣的報告，感嘆很深，覺得這幾

年王法官一直在進步，自己卻留在原地，在這一方面好像還停留在留學日本的時代，所以

要來評論很心虛。王法官一開始就說，國內對這個問題並不重視，我也覺得是這樣，但我

自己蠻重視這個問題的，尤其在上課的時候，我一直跟學生提到，到底公平會是不是被定

位成獨立委員會，王法官在裡面談到美、日的做法，很顯然跟我們不一樣的，美國的 FTC

下有一個行政法法官，日本有審判官，那公平法有沒有？過去公平會主張因為有公平法第

28 條的存在，所以公平會可以獨立行使職權，也就是所謂準司法機關，最近金管會說他

們也是獨立行使職權的機關，結果有點像是育「鷹」中心。 

我們必須知道，不會因為第 28 條而讓公平會變成準司法機關，雖然獨立行使職權是

必要條件，但絕對不是充分條件，外國如何讓他們變成準司法機關呢？在日本，對於公平

法的處分不服，絕對不是到地院，而是直接上訴到高等法院，我們現在雖然也是，但是先

要經過訴願，甚至是因為現在我們並沒有地方行政法院，否則我看我們還是要到地方行政

法院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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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外國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因為我相信你是準司法機關，所以做出來的決定就相當於

第一審，對於這個決定不服，可以直接上訴，我相信是因為他們內部已經建立一套準司法

制度，光是獨立行使職權不夠，在美國的行政法法官或是日本的審判官在為審判時，是不

受委員會監督指揮的，在這之中也有當事人間的攻防，由公平會代表一方，另一方是被處

分人的律師為代表，所以這裡公平會是起訴狀一本主義的精神，之前並沒有介入，但是我

們的公平會內部審檢不分，公平會內部沒有獨立法官，第二，我們的公平委員要跟著辦案，

所以委員本身是檢察官又是法官，這樣的制度怎麼會是準司法機關，在美國，之所以會承

認實質證據法則，是因為真正有一個準司法程序，我一定要你跑過這樣的程序，法院才可

以被你拘束，但很顯然的，我們沒有這種程序，導致說，比法院更不專業的是訴願會的存

在，很顯然訴願會要決定的，不僅是適不適法的問題，還有妥不妥當的問題，當公平會認

為具有妥當性的決定要受到妥當性的審查時，不知道會不會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干擾，無

論如何，訴願會絕對不是專業，如果這個時候，公平會依照訴願委員會的指示做更正，然

後案子到高等法院去，難道高等法院要放棄審查事實的職權嗎？我覺得這樣是不樂觀的，

所以我一直很贊同王法官所說，公平會應該更專業，讓我們相信他是專業，然後做出來的

決定可以拘束法官，但現在公平會內部的行政作為，並沒有達到這個水準，為什麼最近很

多案件都被法院撤銷了，我想這個時候要檢討的是公平會，過去公平會的決定，很容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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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行政法院系統的支持，因為那時行政法院對公平法及公平會的認識不深，可是經過很多

公平會很多指教之後，慢慢他們也增加很多知識，這就是法院在成長但公平會卻沒有的關

係。這樣子一來，當行政法院法官了解這一點之後，他會對於公平會的要求更高，王法官

也提到飛利浦的案子，這個案子公平會跟外國人做過視訊，外國人問說是怎麼處分的，為

什麼我們在外國都沒辦法處分，公平會講不下去為什麼當初會做這個處分，這樣子的決定

為什麼在DVD的情形，公平會就不快點處分呢？跟 CDR一樣都是 patent pool 的問題呀，

全世界有非常非常多的 patent pool，如果這樣搞下去的話，台灣產業還能發展嗎！所以現

在不是講面子了，而是公平法作為維護台灣產業競爭秩序的主管機關，不是為了面子問

題，甚至我們在本文裡面提到同業公會的問題，這樣很重要，是不是像他所講的，同業公

會是不是事業，為何存在？有很多種形式，是不是像他所說的那那樣，甚至我們看，同業

公會裡有很多市場劃定，那公平會也有很多市場劃定是我們不能認同的，在便利商店的案

子哩，公平會說你有幾千家，占總共的百分之幾，那在金門的萊爾富怎麼跟台北的 7-11

競爭呢？會有人因為金門的萊爾富貴幾塊錢，就游泳到台北來嗎？所以這不是一個正確的

市場劃分方式，所以公平會基本上搞混了上游及下游市場，基本上的認識沒有的話，那行

政法院怎麼去感覺到公平會有專業呢，所以今天這個問題，可以幫助公平會醒思，是不是

制度面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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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今天講話稍微重了一點，但是愛之深責之切，如果你看過公平會處分書的撰寫，

你會發現，那是全國撰寫最好的行政機關，寫的格式及理由都很好，但是這個認識，還有

很大的進步空間，我們希望公平會委員能夠更崇高，因為他本來應該是法官，不是事務官，

所以在其他國家的公平會沒有人做的這麼辛苦的，但我們公平會委員很辛苦在做事，還被

評為審檢不分，這樣的話，我覺得好可惜。 

所以王法官這篇文章，可以讓我們更清楚，作為一個專業機關，真的應該要有專業，

制度面也要助於專業的提升，如何達到美、日、甚至是韓國的水準。今天說了一堆不像是

評論的東西，但是是我幾年來的感想，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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