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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競爭政策的發展，近年來除強制性之競爭法做為維護競爭環境之政

策工具外，競爭倡議（competition advocacy）制度亦受到重視，不少國家如美
國、加拿大、歐盟、日本等，以及國際組織對此議題有相當程度的關注。依據

「國際競爭網路」（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ICN）之定義，1
所謂

「競爭倡議」係指「競爭主管機關就經濟活動方面之競爭環境之推廣，藉由非

強制性之手段進行相關之活動與引導，主要是透過與其他政府機關之聯繫，以

及增進加強公眾對競爭利益意識之提升。」
2
。

若以此定義為基礎，則就國家整體競爭政策而言，競爭倡議除了不具競爭

法之強制規範功能外，其涵蓋範圍與重要性可謂與競爭法等量齊觀。競爭機關

在此一領域中，更可謂為落實競爭政策之守門員（goalkeeper），除執行競爭
法以外，同時對政府行政機關缺乏效率甚至妨礙競爭之政策與措施提出建議與

忠告，並檢視現存法律規定在執行上的效益與缺失。

依據ICN 2002年的報告指出3
，競爭倡議與競爭法均屬於整體競爭政策的

一環，並有相輔相成之效益。甚至在若干情況時，競爭倡議之優先性與重要性

相較於競爭法可能更為重要。主要歸納有三點理由。首先，特別對開發中與經

濟轉型之國家而言，於市場管制革新之過程中，是以若競爭主管機關與其他主

1 ICN為競爭政策主管機關之國際論壇。其成立之構想，來自於由美國司法部所
成立之「國際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Policy Advisory 
Committee, ICPAC）之建議。ICPAC於2000年提出之報告中，建議美國應發起成立
一個全球性的競爭政策論壇，以提供各國競爭主管機關有一個討論的平臺。隨後於
2001年10月25日由美國、澳洲、加拿大、歐盟等14個國家（或國際組織）共同成立
ICN；隨後，各國競爭主管機關，包括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內，陸續加入ICN成
為會員。ICN本身的成立目的即在於提供各會員（各國競爭主管機關）有一個經常
性的討論平台，各會員得以針對實務上所遇競爭爭議進行交流討論，使各國針對競
爭政策原則獲致共識。ICN是目前唯一特別針對競爭法制執行而存在的國際組織，
各會員皆為國家或跨國組織的代表。ICN本身並無法令制定的功能。一旦ICN各會
員於計畫中達成共識而做成「建議」（recommendation）或「最佳執行準則」（best 
practices）時，究竟是否遵守、如何執行，以及採單方執行或與其他國家成立雙邊
或多邊協議，各會員仍可自行決定，亦即ICN之共識並不具有拘束力。

2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2002), “Advoca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report 
prepared by the Advocacy Working Group”, p. 25。

3 同上註，pp.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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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能夠加強溝通與對話，較能確立競爭政策與立法之推動。

第二，市場自由化之提升可能將使利益團體喪失其特權，因此易發生利益

團體遊說主管機關之情形，而競爭倡議制度之存在，較能減少「管制擄獲」

（regulatory capture）之情形。舉例而言，競爭機關得向各產業別之監管機關
宣導灌輸競爭價值與重要性之概念，並透過各部門別的加強管理與提倡競，以

儘可能減低管制擄獲之風險。最後，競爭法執法方面較為複雜與困難，在競爭

概念未能普遍接受的情形下，競爭主管機關與司法體系容易遭遇挑戰與質疑，

而透過競爭倡議制度，將可強化競爭法保護的法益內涵之落實。

我國公平法自1992年施行以來已逾17年，且已展現初步成績，惟競爭之概
念雖已逐漸為產業與其他政府機關所接受，但廣度與深度仍有進一步強化之空

間。並且，各部門之主管機關、企業間、以及人民對於市場競爭之觀念仍未

普遍，而消費者對於市場競爭之益處亦有強化之空間，是以縱然我國欲推行全

面性的競爭法，但亦因其他部門主管機關無太高意願與未得各主管機關相互配

合，造成事倍功半甚至市場效率更為惡化之情形。此外，若干產業主管機關

（例如NCC）亦負有促進特定產業競爭狀態之任務，亦有強化與競爭主管機關
之互動的必要，以求整體競爭政策與個別產業競爭規範之一致性。是故，為達

到我國推行全面性競爭法以及健全的市場競爭之目標，競爭倡議實為非常重要

之政策工具，若各部門別主管機關、企業界與消費者皆能大力支持競爭倡議，

主管機關便能更有效執行競爭法相關規定，並增進消費者之權益，以及確保市

場的公平競爭，甚至可望促進國際間就競爭法制與政策之合作。

準此，本文透過國際間各國與多邊組織競爭倡議之經驗與相關規範，進行

比較制度分析與歸納，並以此為基礎，針對符合我國政經環境之競爭倡議提出

可行性之作法與評估。

貳、競爭倡議之概念討論

一、競爭文化的普及性

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競爭法制的發展，競爭文化

（competition culture）的培育和發展問題，日益受到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之重
視。在國際多邊場合中，競爭政策的深化亦成為晚近關注的焦點。在國際組織

方面，除了前述之「國際競爭網路」（ICN）將競爭文化的普及性作為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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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外，1996年12月WTO新加坡部長會議中，亦決議成立WTO貿易與競
爭政策互動工作小組（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e and 
Competition Policy，WGTCP），其目的便在於在討論WTO會員所提貿易與競
爭政策互動相關議題，包括政府及私人企業之各種反競爭措施，而WGTCP之
主要任務不僅包括研究和論證於WTO框架下，進行競爭政策於國際調和之必
要性和可能性，更包括對WTO會員分別進行競爭法與競爭文化之教育。除了
WTO相當重視競爭文化之問題外，如美國、歐盟、澳洲等國家，亦相當積極
進行競爭文化之推廣，等，從此看來，競爭文化的發展與建立可謂成為整體競

爭政策的核心工作之一。

競爭文化之定義與範圍相當廣泛，概括而言，競爭文化是關於市場競爭的

一系列觀念、商業規則與法律制度等之總稱，亦可認為競爭文化是研究市場現

象、市場規則與競爭法則、市場發展、獨占與反獨占的文化。換言之，競爭文

化可謂市場競爭及其相關法制與活動等所建立結合而成之文化。
4

再者，競爭文化的存在乃一國市場經濟成功之基石，蓋政府以及企業、甚

至人民於此良好的競爭文化下，皆可相當明白競爭所帶來之益處，因此對於主

管機關所提出之競爭政策，公眾與企業皆能大力支持與認同。是以對於競爭倡

議之主管機關而言，競爭文化之發展是相當重要的，而不論是消費者、產業、

教育機構，乃至於政府與監管機關，皆應瞭解競爭文化存在之重要性，而主管

機關於建立培育競爭文化時，亦可透過不同國家或地區及多邊組織之內容與方

法的經驗，形成本國政策。

二、競爭倡議與競爭政策的優先順位

在傳統競爭政策體制下，競爭倡議之重要性並未受到重視。例如美國司法

部（Justice Department）以及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於
1930年代便注意到競爭倡議之重要性，但直至1970年年代，美國才開始強調
競爭倡議之重要性。

5
除此之外，其他國家亦於近期才開始具有競爭倡議之意

識，此也為競爭倡議於近年來才實際受到重視之故。

事實上，如欲達成市場競爭之目的與公平，雖然競爭法為不可或缺之政策

工具，但如前所述，倘若公眾對於競爭之概念與利益尚非明瞭，如欲藉由競爭

4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2002), “Advoca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report 
prepared by the Advocacy Working Group”, p.27。

5 同前註，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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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執行以達成市場競爭之目標，有其侷限性。特別是對台灣而言，一方面實

施競爭法的時間相對較短，他方面過去存在者許多公營獨占或特許產業等高度

人為進入障礙，縱使於晚近已經透過管制革新與自由化政策解除進入限制，但

仍需要透過宣導與教育推廣競爭文化。

在競爭意識普及之前，主管機關如欲就私人企業從事反競爭之調查等活

動，往往面對對方意願低落而無法順利取得資訊的問題，造成執行上之困難。

而如電信、銀行、運輸等受管制產業（regulated industries），亦因競爭意識不
足而容易發生反競爭行為。甚至政府監管機關亦可能僅由技術面做為政策考

量，而未能具體落實競爭政策。故若競爭主管機關於競爭政策中優先提倡競爭

倡議，便可逐步化解該等問題，更可以強化與產業監管機關的聯繫與溝通。

綜上所言，雖然促進市場競爭之方式眾多，但競爭倡議於事實上若非優先

於競爭法等強制手段，至少在政策上應置於等量齊觀的地位。而競爭主管機關

亦可透過較為溫和之手段達成促進與維護競爭之政策目標，同時可檢視競爭政

策之缺失並提供建議，更能扮演政府與產業及消費者間之溝通橋樑。

三、競爭倡議之內容

不論是競爭法或競爭倡議，其目標皆在於確保經濟效率與市場公平與消費

者之利益、減低價格、鼓勵中小企業之發展、避免市場壟斷等。隨著貿易全球

化之趨勢，經濟效率與市場公平儼然已不再是各國內部之政策，也因此提倡競

爭之觀念日益重要。再者，競爭法規基本上是著重於法制執行面，而宣導提倡

競爭之觀念與加強各部會主管機關之合作則必須倚重競爭倡議，而這也是為何

各國目前皆相當重視競爭倡議之原因所在。

若依據倡議對象性質之差異分析，競爭倡議之對象又可分為消費者、產業

與政府等三個構面。

（一）對消費者與產業之倡議

對於消費者而言，透過競爭倡議將可提升其對於市場競爭所帶來之利益的

瞭解，並對違反競爭之行為態樣有所認識，以協助競爭政策之落實。對於產業

而言，除一般產業競爭意識之強化外，更應將倡議重點置於受管制產業。由於

該等產業或使用稀有資源，或涉及公用服務之提供，對於整體經濟發展具有重

要性，但因受管制之故，可能因管制而受到保護，亦可能藉由管制政策與競爭

政策之落差所產生之空間，利用「法規選取」（forum shopping）的策略而進
行反競爭行為，故應作為競爭倡議的主要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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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政府部門之倡議

對於其他政府部門之競爭倡議中，又以監管機關最為重要。蓋在管制革新

與自由化政策下，競爭機制之建立已成為絕大部分受管制產業的主要公政策任

務，而國家管制政策之內涵，主要集中在填補競爭機制之不足，同時追求非市

場公益性任務的達成。由此一角度觀察，則管制政策與競爭政策似乎是朝著截

然不同的方向前進。

惟事實上，在競爭機制成為經濟活動之基本價值後，國家在處理市場失靈

的現實問題時，其本意並非創設出一種獨立於競爭機制以外的秩序，亦即競爭

政策所追求的經濟效率、引導與創新作用所帶來的利益，同樣是受管制領域中

所欲追求之政策目標，僅採取之手段有所不同而已。

一般而言，競爭法係透過對市場中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規範，來

維護市場中事業相互公平競爭的客觀環境，進而藉由競爭機制達成前揭效率、

引導與創新的作用，保障公共利益。因此對獲取經濟效率而言，競爭政策可稱

的上係一種「間接」的手段。相對而言，在受管制之市場中，因前揭各種原因

的因素，致使國家決定透過介入市場運作的人為手段，以行政程序取代競爭機

制，來創造出如同競爭機制一樣所能達成的經濟效率。

換言之，管制政策是一種越過市場競爭機制，「直接」的以人為方式在虛

擬競爭存在的範圍內，達成與實體競爭相同的提升效率、引導與創新等作用的

手段
6
。準此，至少對管制革新下的公用事業市場而言，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

在此市場中享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促進競爭機制的落實。然而對於自由化

的受管制事業市場中，「競爭」與「管制」政策雖然在追求之目的上是一致

的，但手段上卻有直接與間接的差異，且管制在本質上係補充競爭的不足。但

在公用事業管制革新的過程中，這些主動介入的措施使得「競爭政策」與「管

制政策」的界線趨向模糊：有時管制反而是為了促進競爭。
7

不過，在「非市場」的面向上，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就顯現出較大的差

異。以公用事業為例，管制政策除了促進競爭的任務外，尚有確保供給普遍

穩定、平均社會所得差異或平衡區域發展等公共任務，而這些任務常常是與

6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ulators and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Report on the Competition Policy Roundtables 
No. 22, p.7.

7 例如我國電信自由化管制革新之主要目標之一，即為透過不對稱管制，促進電信市
場之競爭。參見電信總局，電信自由化白皮書，民92年，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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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競爭有所衝突的，例如在管制政策下，可能為了滿足普及服務（universal 
service）而允許事業進行獨占與非獨占部門間的交叉補貼行為，但交叉補貼行
為卻對非獨占部門所在之市場而言，卻是一種妨礙競爭之行為。因此如何調合

這些衝突的價值與任務，遂成為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之取捨與協調上關鍵的問

題。

四、競爭倡議之方式

依據ICN之歸納，競爭倡議之推廣上要可以藉由下列幾個方法達成競爭倡
議之目標與內容

8
：

（一） 徹底執行競爭相關法規，以確實維持經濟效率與穩定性，並保護消費者
的利益，與確保公平競爭。

（二）有效利用主關機關與各部會主管機關應之資源與人力。

（三）建立協調與溝通之平臺。

（四）與企業保持良好之互動與關係。

（五）對公眾進行相關教育宣導並建立競爭文化。

（六） 與其他政府主管機關建立溝通平台，並推動解除管制（de-regulation）
之進行。

（七）加強提升與國際間之合作。

除了競爭倡議的實際執行外，就競爭倡議進行有效性的評估亦有其必要

性，唯有進行有效性的評估，主管機關才得瞭解其所利用的國家資源與人力是

否真有達到競爭倡議的有效執行。除此之外，主管機關亦得檢視其所執行之政

策是否為推廣競爭倡議之最佳方法，以及參考評估結果決定如何分配僅有的預

算與資源、各項提倡競爭倡議活動的期間、媒體曝光效益（media exposure）、
以及檢討其他就競爭倡議之執行與功能之結果。

然而，競爭倡議的有效性評估應就哪些事項進行檢視與評估呢？依據ICN
各會員所討論之結果，其認為積極的有效行評估應就下列五項事項進行檢

討：
9

1. 主管機關的組織結構：競爭倡議主管機關是否得自動執行其政策與其立
法機關是否同意授權息息相關，而競爭倡議是否得順利進行與成功，亦

8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2002), “Advoca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report 
prepared by the Advocacy Working Group”, p.37

9 同註1，pp.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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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視競爭倡議主關機關與其行政部門間之關係為何，意即行政機關是否

授權主管機關得有效獨立作為。

2. 主管機關是否參與政策決定過程：倘若主管機關得參與政策決定過程，
特別是對於競爭法規體制進行檢討時，那麼競爭倡議便能更有效的被予

以執行。

3. 競爭倡議的目標：競爭倡議的目標應該明確，且應根據每項活動之特徵
而有所不同。除此之外，亦應就策劃與計畫之執行予以有效管控。

4. 傳播政策（Communication Policy）：應鼓勵准許對於競爭法制以及競爭
政策的建議、意見以及專家建言，得以透過報紙與電子媒體刊登，使主

管機關與大眾易於接收與發表訊息。

5. 建立良好形象：競爭倡議的推動應達到公眾熟悉競爭主管機關之程度，
而主管機關應建立並加強良好之形象。

6.除了上述五項積極的有效性評估外，事實上，競爭倡議的有效與否亦應
就其是否存有消極事項加以評估，例如：資源的浪費、相關部門主關機

關是否確實接納意見、競爭倡議是否並非被列為優先參考政策等。

五、影響倡議效果之主要因素

一般而言，倡議與意見諮詢時機、倡議意見的強制性，以及倡議與建議的

拘束力程度等三個主要因素，將左右向立法或其他行政機關進行競爭倡議的效

果。

（一）進行倡議之時機

關於影響競爭倡議與諮詢的效果上，最重要的因素為競爭主管機關如何適

時地在個別產業規範的形成與制訂程序中，導入競爭倡議。若在政策或草案擬

定之前，即告知競爭主管機關以供其有足夠前置時間來進行影響評估者，效果

自然得以提升。而如果徵詢意見時間過於倉促，那麼競爭倡議之諮詢意見所能

發揮之效果便相對有限。其次，在政策與規範制定過程中所導入的競爭倡議諮

詢，也會因為不同時點的引入，而產生不同的影響。如果法令草案尚未完成，

那麼競爭倡議導入規範條文中之可行性較高；若草案已臻完成，並且提交立法

機關或呈交行政機關審議時，那麼其他主管機關通常不願意在草案內容上進行

更動。

競爭主管機關參與規範草案的時點可分為一次性意見提出，或是動態即時

諮詢兩種。而競爭主管機關在越早參與制訂程序，便越能夠協助提升政策與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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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中關於競爭政策之考量，蓋競爭主管機關可以為規範制定者提供評估意見，

並針對草案內容提出可能發生的問題與衝突提出解決方案。例如有超過一半的

ICN會員國，其競爭主管機關在其他主管機關法令起草階段，即獲通知參與草
案制定過程。

10

（二）競爭政策意見徵詢程序之強制力

國內法是否將競爭諮詢機制定為強制性機制，亦將響競爭主管機關能否有

效扮演競爭倡議機關的角色。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ICN會員國指出其競爭主管
機關通常都會被其他主管機關要求提供意見。而有些國家則是在競爭法制或其

他法令中規定，在各機關涉及競爭事項之法案公布前，必須先徵詢競爭主管機

關之意見。其他國家則規定競爭主管機關可以依職權或依其它主管機關的請求

參與政策或立法研析委員會。

（三）諮詢意見之拘束力

競爭主管機關所提供的意見，對於其他主管機關之拘束力，亦為另一個影

響競爭倡議效果的重要因素。若政策或規範的決定機關依法必須參考競爭主管

機關的意見，那麼該意見對於政策或規範的制定有決定性的影響。反之，在欠

缺拘束力的場合，將可能使得競爭主管機關的競爭倡議功能有限，且可能因不

同部會而有所不同。

參、先進國家競爭倡議制度之分析

一、澳洲

澳洲之競爭倡議主要依據之法規即為前述之1974 TPA，而1974 TPA係由澳
洲國會根據澳洲憲法第51條第1款之規定所制定而成，該條規定，澳洲憲法賦
予聯邦國會（Commonwealth Parliament）就與其他國家以及各州間之貿易與商
業行為進行相關之立法

11
，而1974 TPA便係基於此一授權而制訂。

1974 TPA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之規定主要為第四章與第五章。TPA第四
章規範限制競爭行為，內容包括聯合行為、濫用市場力量、結合、排他交易及

維持轉售價格，至於第五章則規範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行為、其他不公平行

10 同前註，pp.58-67。
11 Constitution of Australia section 51(i)：Trade and commerce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among the Sta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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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產品安全、產品標示等。於1974 TPA整部規範中，Sec.28 與Sec. 87B款便
是ACCC可以執行對消費者保護、權益有關事項職能之最主要的法源依據。關
於競爭倡議之法源部分，1974 TPA第28條，明文規定ACCC得以對任何涉及與
消費者保護與消費者利益之競爭事項的法案或政策，進行檢視（examination）
並向相關部長提出建議、進行研究（research），或向公眾提供相關資訊，即
為ACCC進行跨部會競爭倡議之基本規範依據。ACCC下分別設有五個諮詢小
組委員會，此五個諮詢小組委員會各司其職，且就承辦之案件提供指導與建

議，此五個諮詢小組
12
分別為：

－消費者諮詢委員會（Consumer Consultative Committee，CCC）
CCC是由澳洲之消費者、社區團體與福利組織共同組成的單位，其就TPA

規範中影響消費者之議題與趨勢給予ACCC相關建議，並確保ACCC與CCC之
溝通與政策皆能符合消費者之需求。 
－健康業別諮詢委員會（Health Sector Consultative Committee，HSCC）

H S C C的前身為健康服務顧問委員會（H e a l t h  S e r v i c e s  A d v i s o r y 
Committee），之後更名為HSCC，不過工作重點仍是協助ACCC在健康領域內
的相關聯繫。HSSS每年聚集兩次，其就健康領域在貿易行為方面有關之事項
與關切，給予ACCC一定之建言。
－中小企業諮詢委員會（Small Business Consultative Committee，SBCC）

基本上，SBCC協助ACCC與小企業股東取得聯繫，並就中小企業關切之
貿易事項與相關業別進行討論。

－加盟連鎖業諮詢委員會（Franchising Consultative Committee，FCC）
為了有效就合作方式、解決與加盟連鎖業有關之議題進行討論，因而成立

了FCC。FCC之成員包含了加盟連鎖業者、就加盟連鎖業有特定利益之工廠組
織、以及提供加盟連鎖業議題建議之律師事務所。

－基礎設施諮詢委員會（Infrastructure Consultative Committee，ICC）
ICC設立於2006年，ICC之作用主要在於協助基礎設施議題之討論與管

制。ICC為多項基礎設施之利益代表，其大致上涵蓋來自於能源、電路通訊、
水資源、鐵路、港口與機場等各方意見。

基本上，澳洲競爭倡議制度之推廣，針對三個面向有不同之推廣方式，可

分為：第一，競爭主管機關對於政府間之倡議活動；第二，競爭主管機關對於

12 ACCC, available at：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86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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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之倡議活動；第三，競爭主管機關對於競爭主管機關對於某些管制產業

（regulated industries）之倡議活動。以下針對此三種面向之推廣內容與方式分
別說明。

（一）對政府機關之倡議

基本上，對於政府機關所提出之經濟與管制等政策，ACCC皆會給予適時
之建議，然而，ACCC對於政府機關所提供關於競爭倡議之建議，並無法律上
之拘束力。不過，即便ACCC之建議無拘束力，但由於ACCC向來執行活動之
有效性以及委員會之過去執行競爭政策之豐富經驗，致使ACCC所表示之意見
仍受到政府機關重視，通常ACCC所做之建議也為立法與管制改革時考量的重
點。

至於ACCC對政府機關的倡議活動內容，大致上包含協助公眾政策規劃、
參與國會質詢與聽證，對政府提出報告、研究與質詢，提供意見並協助立法

之進程
13
。除此之外，ACCC並利用大眾媒體播送相關案例事實，以及如違反

1974 TPA可能遭受到之制裁與競爭倡議之宣導，並對各式組織提出有關效能管
制之演說、介紹手冊、指導方針以及討論報表等出版品等方法，達到促進立法

者對其所負責之立法工作與程序有更深入之瞭解與考量。
14
再者，ACCC亦對

相關之部會首長與國會成員提出有關競爭與經濟議題專門之簡報，並出席參議

院預測委員會（Senate Estimates Committee）及其他與競爭和權利保護相關之
組織活動。同時，參與國際活動，以及刺激基礎管制亦是ACCC達成競爭倡議
目標之工具之一。

15

（二）對消費者之倡議

於消費者競爭倡議方面，法令規範上仍是以1974 TPA為主，而與消費者有
關之倡議內容主要規範於1974 TPA 之sect 4B16

。針對消費者方面，ACCC之方
式主要著重於宣導告知消費者之相關權益，以及如何保護消費者個人權益，並

教育消費者倘若孰知權益範圍，有助於其明白自身權益是否在日常生活消費行

為中有所受損。除此之外，ACCC並大力推廣競爭之好處，包括強調：透過競
爭性市場，在消費者從事消費行為時，才能有更多之選擇，且能購買到物美價

13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Advocacy Work Group, Report prepared by the 
subgroup n3：case study, June 2003, at 63。

14 ACCC, available at: 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54137
15 ACCC, available at： 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255434
16 ACCC, available at: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cth/consol_act/tpa1974149/s4b.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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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之商品或服務。倘若購買一商品或服務而涉及契約簽署時，ACCC亦提醒消
費者應注意與商品或服務提供者簽署的契約內容與各項條款，以確認清楚自身

之權利。

另外，針對消費者權益受損部分，ACCC亦清楚向消費者宣導說明，若消
費者認為某一商品或服務提供者可能違反1974 TPA中有關消費者保護以及公平
貿易法時，消費者應如何捍衛自身之權利，以及如何於ACCC網站或向ACCC
申訴

17
。

整體而言，ACCC就消費者層面之倡議，基本上可分為兩個部份：第一，
事前之宣導，即著重於告知消費者競爭倡議帶來之益處為何，以及消費者應於

購買前，清楚認識商品或服務；第二，則是事後之權益維護，即消費者權益受

損時，應如何救濟以及申訴。

（三）對產業之倡議

於產業界方面之倡議，基本上又可再區分為中小企業以及管制產業兩方

面。就中小企業方面而言，由於競爭之結果易造成中小企業難以生存，因此，

ACCC於此方面較著重於保護中小企業之利益。對此，ACCC主要是透過宣導
之方式，就中小企業之營運、提供合格之產品或服務、設定產品之標準、列出

禁止不安全產品之清單、符合TPA之規範、禁止價格壟斷、產品標示等予以說
明與規範

18
，並以此作為中小企業於競爭市場下之參考原則。

至於管制產業部份，管制產業項下最主要包含了通訊、能源、水、郵政

及運輸等產業。於此類產業下，主要是由ACCC以及澳洲能源局（Australia 
Energy Regulator, AER）共同負責推動促進競爭，其透過價格管控與法令規
範，促使第三人能進入此類具壟斷性質之產業，藉此達到市場的競爭狀態並

有利於消費者之目的。再者，ACCC也對特定產品與服務之價格進行管控與調
查。針對ACCC就管制產業倡議活動之實踐過程與方法，舉例而言，例如：通
訊產業方面，澳洲自1990年代初期開始進行電業自由化之改革，將舊有垂直壟
斷之電業，依發電、輸電、配電、售電之功能進行電力產業之結構重整，並

同時實行民營化及財務區隔。1990年時，澳洲政府成立產業委員會（Industry 
Commission）並著手進行各項電業改革，後於1996年5月通過「國家電力法」
（The National Electricity Code；NEC），要求將發電、輸電、配電業務加以分
離區隔，並引進競爭之機制，爾後澳州便正式形成「國家電力市場」 (National 

17 ACCC, available at：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815323
18 ACCC, available at：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81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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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ity Market，NEM)，且漸漸轉向發展提倡零售之競爭，並以「澳洲能源
管制局」（Australian Energy Authority, AER）作為國家電力市場之監管機關19

。

水力資源產業方面，為了管理澳洲主要之水源地--莫瑞達令盆地之水權
（the Murray–Darling Basin water），澳洲政府制定2007年水資源管理法案
（Water Act 2007）。依據此法案，ACCC對水資源市場與收費規則有權給予建
議並予管控，但ACCC之管轄範圍僅止於莫瑞達令盆地之水權，不涉及禁止或
決定水力之供應以及水權之界定。同時，ACCC針對莫瑞達令盆地主管機關所
提出之水力交易規則亦可提供意見

20
。此外，根據1974 TPA之規定，ACCC對

於水利資源產業管理執行公平貿易規範。

（四）成功案例之經驗與分析

於澳洲推行競爭倡議至今為止，ACCC作為提倡競爭以及經濟管制之主管
機關已長達30年以上21

，於此段期間，ACCC推廣競爭倡議以及參與國會質詢
與聽證、並就相關立法、給予機關建議等之努力，於今日已有相當之成效，以

下藉由兩個較為成功的案例，進一步瞭解ACCC在競爭倡議的執行。
1. 專門職業技術人員案
為了直接降低商品或服務之價格，以及禁止壟斷，並促進企業革新與

使消費者能有更多選擇之機會，澳洲在1995年就其國家競爭政策（National 
Competition Policy, NCP）進行改革與調整。於1995年的國家競爭政策改革下，
當時，所有的專門職業技術市場皆被納入競爭法之範圍中，而ACCC於此期間
亦遭受某些專門職業者之抨擊與排斥，尤其是醫療專業執業者。然而，ACCC
仍盡力溝通，並向其告知宣導競爭與消費者保護法所帶來之意義與益處，尤其

是強調增加消費者的更多選擇，以及專門職業者因處於競爭市場下更提升其專

業技術等面向作為論述。

為因應醫療專業執業者之反對，ACCC製作了一系列名為「準備面對競爭
參考工具

22
」（Ready Reference Tools）之手冊給予醫生、醫學院學生以及其

他醫療職業者（參見圖一），使其藉此得以舒緩排斥之心理，並取得瞭解競

爭之相關資訊，並利用醫療專業執業者之活動（例如家庭醫師公會年會（GP 
19 「澳洲電業自由化之發展」，經濟部全球資訊網，2002年4月20日。資料來源：

http://www.moea.gov.tw/~meco/cord/plan90/d/ch02/ch02_main_01.htm
20 ACCC, available at：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809334
21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Advocacy Work Group, Report prepared by the 

subgroup n3：case study, June 2003, at 63. 
22 ACCC, available at： 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577727/

fromItemId/46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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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Conference）之場合發送。

圖一、 澳洲ACCC關於醫療專業人士出版之「準備面對競爭參考工具」
（Ready Reference Tools）

2. 能源市場經驗23

1994年以前，澳洲天然氣之輸送與配置皆於各州中分散獨立發展，並且由
州政府建造與壟斷經營。除了天然氣之壟斷經營外，澳洲之電力產業亦有壟斷

之情形。為了打破國營企業之壟斷，使消費者能有更多選擇享受品質較好之商

品或服務，以及鼓勵第三人進入能源領域以及基礎建設之市場，於1994年時，

23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Advocacy Work Group, Report prepared by the 
subgroup n3：case study, June 2003, at 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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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各級政府會議（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s, COAG）同意移除對電
力與天然氣能源之立法與管制障礙，決定就電力與天然氣之能源領域創造全新

的自由公平貿易環境，並訂定執行相關之立法措施。

就天然氣產業部份，於1994年之2月，COAG於荷巴特（Hobart）會議上通
過了數項關於引進自由公平貿易之天然氣交易原則，該交易原則包括：於1996
年7月以前移除所有關於天然氣貿易之立法與管制障礙；執行配套且具全國一
致性之立法，並允許其他投資之第三方亦可加入天然氣領域中，且一併適用天

然氣管理制度；以及就私人部門可運輸及配送天然氣之範圍與以說明立法。

經過數回合之諮商後，天然氣改革執行小組（Gas Reform Implementation 
Group, GRIG）向政府提交一份政府間天然氣管道開放協定（Natural Gas 
Pipelines Access 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 IGA），而此份協定於1997年11
月7日由聯邦總理以及各州與領地之行政首長簽署通過。經過整合政策及法律
規範差異之整合，以及消除市場競爭之阻礙與各州對天然氣貿易之限制，並通

過建立允許其他投資人（非政府）加入天然氣之市場和提供解決協調機制後，

澳洲之天然氣市場已打破過去國家壟斷之局面，第三人已可加入競爭，而澳洲

此舉之改革亦促進提昇天然氣開採和管道項目之投資。

電力產業方面，於澳洲就電力解除管制之前，澳洲之電力事業亦由各州每

一家獨立的電力公司負責經營。澳洲就電力事業解楚管制之第一步即由COAG
於1991年7月設立國家電網管理理事會（National Grid Management Council, 以
下簡稱NGMC），NGMC之職責為負責全澳洲輸電系統之運作，以及協調地方
與中央之紛爭。此外，為使消費者得以選擇交易之供應者，例如：生產者、零

售業者與貿易商，以及使新的參與者能加入生產與零售供應行列之中，並為統

一州際間不同之立法與管制障礙，COAG於1994年8月同意創設改革完全的競
爭電力市場，並將上述各項目標制訂於國家電立法案之中（National Electricity 
Code, NEC）。於COAG以及ACCC分別之努力之下，NEC成為每一個國家電力
市場參與者之行為準則，其中，更為特別之處在於聯邦政府為提昇競爭，並刺

激州政府打開封閉之能源市場下，聯邦政府於2005至2006年間提供總計澳幣42
億之「競爭款項」（competition payments）以作為誘因。
在COAG以及ACCC之努力改革與推動下，澳洲終於形成了國家電力市場

並打破舊有之壟斷，而ACCC亦成為國家執行澳洲競爭法與國營事業管制競爭
之專責機構。ACCC於能源領域上所扮演之角色相當特殊，其作為競爭之主管
機關，同時亦為消費者之保護機構。ACCC透過增進市場充分的競爭，鼓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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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於平等及合理之基礎上得投資加入能源市場，以及移除州際間之貿易限制

等方式，使澳洲於能源產業方面已達到相當程度之自由競爭市場，而消費者亦

可以自由的選擇供應商與交易者。

二、美國

（一）司法部與FTC之分工與合作
美國重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資本累積為其帶來社會進步的能量，而資本

持續累積的根本則在於自由且競爭的市場。透過市場機制的運作，可充分利用

資源，篩選出具市場效率並符合人民需要的企業，並進一步保護消費者的權

益。準此，為確保市場競爭之深化，同時為了避免政府部門之間的意見不同使

企業及一般民眾對於競爭法之運作標準混亂，並對於部門之間有衝突競合的情

形產生時，有一套標準的作業程序，因此美國亦非常重視競爭倡議措施。

美國競爭議題的主管機關乃是聯邦交易委員會（ F e d e r a l  T r a d e 
Commissioner）以及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兩者均同時負責反拖拉
斯法與競爭倡議的實施，以確保市場經濟的競爭性。

24
其中FTC為獨立機關，

而DOJ則在政府部門中扮演一個相當特別的角色，對各種政府決策表示意見並
在反拖拉斯法事務向政府單位提出建議。

25

兩機關分別有其各自獨立的法源基礎進行競爭倡議工作。根據聯邦交易委

員會法案（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第46條規定，FTC有權公開與公共
利益有關的資訊，且對國會提出年度特別報告。而聯邦司法部組織法反拖拉斯

署職權的相關規定，亦賦予反托拉斯署針對維護在企業自由體系下市場競爭事

項，進行主動收集資訊並提出意見之權限。相關倡議規範可確保司法部在落實

競爭政策的過程中受到重視，保障司法部的提案建議權，明確要求行政機關決

策時需考慮到競爭議題。此外，在運輸、礦業、航空等管制產業亦明文規範競

爭議題，例如規定管制行動前需先徵得司法部長的建議，賦予競爭機關介入管

制措施的法理正當性。
26

24 兩機關均有專責單位負責競爭倡議工作，在聯邦交易委員會為競爭局（FTC Bureau 
of Competition），而在司法部則為反壟斷部（DOJ Antitrust Division）。

25 Report on Assessment of ICN Members’ Require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on Further 
ICN Work on Competition Advocacy, 2009, ICN Competition Advocacy Work Group, p. 
9.　http://www.icn-zurich.org/Downloads/Materials/ICN_AdvocacyWG_CA_Report.pdf 

26 Advocacy Provisions, 2003, ICN Model Advocacy Provisions Subgroup,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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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C在競爭領域與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有著相當密切的互動。27
兩機構在競

爭倡議行動與政策上有許多相同的職權。例如該兩機構在企業合併議題上均有

管轄權。因此發展出相關溝通程序，以避免在競爭事務上產生重複管轄的情

況。在兩機構的行動中，如何維持彼此一致性的觀點相當重要，其不但會對特

定消費者與企業產生影響，也會使各自行動更有效率。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和FTC有權調查許多相同類型的產品。為了避免浪費行
政資源進行重複調查，會先依據對於特定領域的經驗來決定由單一機關負責管

轄。在兩機構開始調查前，會先要求另一單位的許可，在大多數的情況通常都

很快就會被授權。然而若在特定案件調查之管轄產生爭議時，相關人員會準備

一張檢查表，詳列該單位對特定產業的處理經驗。一般而言，該檢查表將得以

檢視該機構五年內的相關經驗，然後負責處理爭議的人員會共同檢視資料，以

確定哪一個單位較適合處理該案件。
28
且為了增加彼此對於相關競爭議題的聯

繫，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與FTC每季固定進行非正式的例行會報，討論彼此的競
爭議題並分享其處理方式與內容。

透過競爭倡議方案，FTC廣泛的對其他聯邦機關所管轄之領域提出建議，
主要包括不動產、特定科技產業、健康照護與能源管制。FTC也常與其他單位
進行非正式的諮商。透過這些正式與非正式的諮商，FTC不僅擔任政策協調的
角色，且可在多方面產生對消費者有利的影響。

由於在競爭與消費者保護議題常常會與其他機關有管轄權重複的情況發

生，FTC常透過倡議文件（Advocacy Filings）之方式，對立法與其他主管機關
提出建議。

此外，競爭倡議對於界定不同機關間之競爭管制範圍，扮演著不可或缺

的重要角色。透過競爭倡議方案，FTC得以廣泛、跨領域的對其他聯邦單位提
出建議，也經常與其他聯邦單位人員進行諮商。例如，FTC與食品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為共同維護消費者的福利並且推廣食品
與藥物產業的競爭，建立起合作協議，為競爭倡議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並進一

步會尋求合作的機會。

最後在非正式的競爭倡議方面，競爭主管機關會主動參與各種研討會、聽

證會，該會議通常包括多方產業與會者，會議中所表達或討論的相關議題有助

於主管機關瞭解產業界對其政策之反應。而透過相關會議的參與，可以讓產業

27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2002,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p. 727.
28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2002,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p.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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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與會者瞭解到政府單位同時以執法單位與倡議者的不同角度監督產業市場發

展。

（二）競爭倡議之目標

相較於強制性的反壟斷法規範，競爭倡議強調依靠市場競爭而非考量政府

外部管制措施的可行性，避免不必要的管制破壞市場機制。據此，美國聯邦司

法部認為競爭倡議的目標包括：
29

－增加對於競爭以及反壟斷強制行動的認識；

－排除不必要且代價較高的市場管制，並避免產生不必要的新管制規範；

－使競爭扭曲最小化；以及

－確保管制措施合於管制目的且抑制市場競爭力量。

除了執行反壟斷法，競爭倡議也是競爭機關FCC的重要任務，以促進市場
競爭。競爭倡議的範圍並不只限於聯邦機關，各州或地方性的競爭限制，只要

對經濟市場造成影響，都在其工作範圍內。競爭機關亦常透過與經濟學者和律

師（尤其是各種管制企業的專業律師）間的合作來，實施其競爭倡議方案。增

進決策者對競爭議題的瞭解也是重要任務，主要是為消費者的利益而促進競

爭。而政府的障礙可能是最持久且有效的競爭阻礙，因此各級政府管制措施的

競爭影響均受其評估。

（三）競爭倡議措施之類型

歸納美國競爭倡議之措施，大致上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301.政策倡議：

透過各種競爭政策的宣導，為人民創造出更具競爭性的市場環境。其中包括參

與其他政府行政部門決策小組，準備廣泛立法行動的聲明、發表管制企業的

表現報告以及介入管制部門的行動。例如：聯邦交易委員會在2003年針對電子
商務的潛在障礙（提高商品價格、減少多樣性的若干限制）發表一系列專題

討論。2. 消費者教育：為了完成競爭任務，競爭機關教育民眾市場競爭的重要
性，並進一步幫助預防消費者受害。並針對特定群眾解釋反壟斷法與其運作，

提供相關資源供消費者、企業、與政府機關參考。3.競爭倡議的私人訴訟權，
協助參與訴訟、提供諮詢(上訴及最高法院案件)並發表其相關意見。具體而
言，依照倡議對象的不同，可將其倡議措施分為以下三個類型：對行政機關的

倡議、對立法機關的倡議，以及對民間之競爭倡議。

1. 對行政機關的倡議

29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divisionmanual/chapter5.pdf（2009年8月5日）
3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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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行政機關間之競爭倡議活動部分，美國聯邦司法部反托拉斯署（ 
Antitrus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Justice）向來參與白宮和行政部門內專案小組
處理各領域所產生不同的管制議題，例如通訊、航運、能源、健康照護以及出

口政策。而無論是正式的評論或非正式的建議，倡議機關的角色乃是建議總統

或其他政府機關考慮政策、法案和政府行動所產生的競爭影響。例如美國政府

機關在出售公有財產時，必須得到司法部長的反競爭建議。司法部長並應於收

到通知的60日內提出評估，應確保該單位出售過程有競爭機制存在。
其次，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亦會針對競爭議題對聯邦管制機關的行動進行評

論與干涉，以及在必要管制領域建議最有利於競爭的模式。當提出公共評論

時，司法部必須事先和白宮相關政策委員會協調評論的內容與時間點。以確保

行政部門間不會處於矛盾的政策立場。

此外，在許多不同的規範制定之前，反托拉斯署便會於事前提出意見，例

如併購、會議協商、聯營協定等。該部門也參與美國農業部市場規劃的相關管

制行動。競爭倡議橫跨相當廣泛的經濟領域，因此相同類型的問題經常重複發

生，例如競爭是否可行？企業是否本來就是獨占事業？規模經濟是否存在？

最後在行政機關的管制行動實施前，反托拉斯署亦可能進行提案。競爭機

關通常會主動進行調查以界定管制行動，但有時也會受政府邀請參與制定規

範。以司法部為例，在準備對管制事件申請提案時，法律和經濟專家應為助理

司法部長準備備忘錄（AAG備忘錄）。AAG備忘錄應闡釋管制事件性質、介
入的原因、司法部在行動中的角色，以及在訴求中所採取的態度並將訴求附於

新聞稿中。大部分管制行動有短期時效限制，應迅速準備新聞稿。法律和經濟

專家應與副助理司法部長在申請期限前討論行動訴求的本質。最遲於期限兩週

前幕僚應將AAG備忘錄和新聞稿送交副助理司法部長。此外，很多單位的管制
都可能涉及其他部門，因此需公開記錄與其他部門的接觸。

2. 對立法機關的倡議
對立法機關之競爭倡議則是針對聯邦法案的競爭性影響在國會作證，以支

持降低或消除不必要經濟管制，或者要求管制機構在評估管制的必要性時考慮

到競爭因素，儘量反對將管制範圍擴及未管制的市場。同樣的，司法部反托拉

斯署一般將會同聯邦交易委員會（FTC），共同對可能產生競爭限制效果之州
議會、州政府措施，抑或州立法或管制措施提出評論，例如在法律專業、房地

產經紀人方面。

3. 對私人部門的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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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民間私人部門之競爭倡議工作，可分為對消費者以及企業兩方面。消費

者教育有助於協助消費者重視競爭的角色，並發行許多相關宣導文件以幫助企

業和個人更瞭解反托拉斯法。也架設網站教導兒童如何當個專業消費者。
31
例

如FTC設立之YouAreHere網站，其目的便在於從小培養兒童的金錢觀念，讓他
們知道市場如何運作，例如基於供需原則來決定不同糖果的零售價格。該網站

於2008年11月曾獲選為當月最佳網站。（參見圖二）
此外，Guide to the Antitrust Laws也提倡消費者教育並回答有關反拖拉

斯法的相關問題，其中提供許多相關的案例可供參考。
32
聯邦交易委員會

競爭局（FTC Bureau of Competition）亦發行競爭局使用者指南（Bureau of 
Competition User’s Guide），每年更新並可於網路瀏覽，內容包括了競爭局的
組織架構、職權分配以及相關聯絡資訊。

33

對企業方面則是企業表現報告的公佈，聯邦交易委員會舉行一系列的聽證

會且發表具影響力的企業競爭表現報告以幫助私人團體利用現有的智慧財產權

保障機制去達成保障競爭的結果。這些報告、國會證言和其他倡議行動均導致

相關的立法改革。司法部發起許多不同管制企業的競爭表現深度報告，包括了

航空、保險、乳品市場、海運及許多能源企業，讓大眾更瞭解管制所需成本因

而增加支持改革的力量。此外，法律訴訟的推動亦可以幫助競爭倡議，而競爭

機關在訴訟中主要扮演公共利益的角色，非代表特定當事人。茲歸納美國推動

競爭倡議措施之類型如表一。

表一、美國對競爭倡議採行之措施

對行政部門之倡議 對立法部門之倡議 對私人部門之倡議

1.參與各領域之議題
2. 建議政策法案對競爭影響
3. 確保政府各部門不會產生
矛盾

4.在行政管制前進行提案

1.法案對競爭產生的影響
2. 對管制機構要求評估競爭
因素

1. 教育消費者重視競爭之議
題

2. 舉行聽證會發表企業競爭
表現報告

3.代表公益提出訴訟

31 http://www.ftc.gov/YouAreHere/ 搜尋日期：2009年8月5日
32 http://www.ftc.gov/bc/antitrust/index.shtm 搜尋日期：2009年8月5日
33 http://www.ftc.gov/bc/BCUsersGuide.pdf 搜尋日期：2009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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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美國FTC所設置之YouAreHere網站

4. 非正式競爭倡議措施
除了上述所討論正式的競爭倡議以外，競爭機關尚從事若干非正式的倡議

行動，而許多發生效果的倡議工作，都是透過非正式或檯面下的倡議行動。首

先，競爭主管機關應與其他政府部門的口應單位，建立起有效率的工作關係，

而此一良好工作互動關係，使競爭倡議機關能夠非正式的對經常性業務提出競

爭建議。此外，透過這些接觸，可獲得如新興市場發展新的立法和管制行動之

最新資訊。

對於產業界之倡議部分，其基礎之一自然為與業界中的專家合作，以瞭解

產業如何運作，從業界交易中獲得新資訊，而與學者非正式的溝通，往往亦能

獲益良多。與政府機關或產業界非正式的聯繫，將有助於對競爭議題的初步瞭

解，瞭解產業如何運作以及國內外該產業政策討論的相關經濟議題亦有助於競

爭倡議之推動，蓋其促進競爭主管機關對企業運作的細節、不同公司的立場和

其他組織的相關利益等資訊之瞭解與掌握。背景資訊也可使競爭機關在產業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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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互動間發展更有效率的調查。

FTC和DOJ在過程中均使用許多較非正式的競爭倡議方式。例如，兩機關
參加產業研討會、公聽會，並在會中發言，處理產業重建議題。會議的參與者

通常包括不同的產業成員。會議中所關心的議題和疑問可能有助於競爭機關瞭

解其回應並瞭解產業技術和組織發展。產業研討會、公聽會的參與也提供額外

機會去培養與正式參與者間的良好關係。

此外，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亦會尋求與管制機關的正式聯繫。例如，FTC
成為美國國家公用事業管制委員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gulatory Utility 
Commissioners）的成員，該資格使其可參與NARUC會議。而其成員通常
是NARUC的資深成員，也使其與國家管制政策研究院（National Regulatory 
Research Institute）的研究人員接觸，可共同對管制政策發表評論。
（四）競爭倡議的有效性評估

美國在執行競爭倡議政策時一個較為特殊之處，在於除依照美國「政府績

效及成果法案」（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之要求， FTC需進
行年度績效評估，並提交「績效及當責報告」（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Report），並於報告中揭示「參與研究、報告、倡議以及國際合作」之政策目
標外，FTC政策規劃辦公室（FTC＇s Office of Policy Planning）曾針對2001年
到2006年期間進行過問卷調查。該份問卷不只訪問倡議提出者，也徵求決策過
程中的相關利害關係人，包括反對FTC倡議措施的當事人，並進一步評估FTC
對立法或行政過程成果的影響。該調查結果發現有53%的受訪者同意政府政策
大致與FTC所提出之立場一致，而94%的受訪者認為FTC的意見被納入其決策
考慮，且54%受訪者相信FTC的建議影響決策結果。此外有81%的受訪者回答
FTC的評論對其自身行為產生影響。
（五）成功案例分析

FTC與司法部反拖拉斯署有許多關於競爭倡議之案例。從1980年起，FTC
進行了748項競爭倡議行動，並自2001年後提出了116項建議案，而近10年間，
DOJ每年平均在聯邦管制行動前提出9項倡議文件。以下茲針對法律專業服務
業以及能源產業兩個領域進行討論。

1. 法律專業服務業34

34 Advocacy  Work ing  Group  Repor t  p repared  by  the  subgroup  n°3  :  case 
studies, 2003,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pp.159-161.http://www.
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media/library/conference_2nd_merida_2003/SG3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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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專業服務業之競爭議題受到普遍的重視，而通常是直接在法律制度面

予以改善，以確保更好的競爭地位。關於此方面的競爭倡議議題多數在於反對

無謂的競爭限制。例如在關於無執照執行法律業務 （Unauthorized Practice of 
Law, UPL）之案件中，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認為UPL是非律師與律師競爭的重
要阻礙。UPL禁止非律師從事若干非法律性質的專業服務，例如納稅建議、租
賃建議、地產經紀人對買家的法律要求、地產規劃、法律資訊條款、可能具

法律效力的契約協商、不動產經紀人交易協議等。支持禁止UPL者認為，限制
UPL的利益會大於減少競爭的傷害。自從1996年起DOJ與FTC共同提出一系列
的倡議文件，反對擴大UPL定義的特定法規及提案，以免阻礙其他專業人員的
競爭。例如在不動產交易方面，許多州在不動產交易時需要律師出席，而成為

競爭倡議之對象。例如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在2000年時曾做出有關支持禁止UPL
的判決，即遭到司法部提出強烈要求反對該案之意見。此外，許多相關的限制

也被競爭法主管機關認為是限制競爭而遭到否決。

此外，美國許多州法令限制律師進行廣告行為。雖然政府應當保護公民免

於不實或欺騙誤導的廣告，但FTC認為州政府固然應該管制法律廣告，但不應
限制廣告行為，因此主張管制法律專業的廣告應與其他行業廣告採取同樣的

標準；亦即是，州政府之政策，對法律廣告的標準不應超過預防欺騙的必要

標準。對此，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曾請求FTC對於法律廣告管制規定提出修正
建議，該提案禁止律師於廣告中提及過去的成果、證明、品質的描述，並禁止

律師以外的他人與律師在辦公室以外的場景出現，甚至是在單一顏色背景前出

現。FTC對法院提出之意見便指出此一限制競爭規範是不必要的，並建議州最
高法院僅針對不公平或欺騙的行為和業務，作為規範廣告內容之基礎。

2. 能源產業之競爭倡議35

在美國，天然氣的企業多屬於私營之營利事業，其營業範圍及於探測和發

展、採集瓦斯和運輸、分配。天然氣透過管線公司經由跨州管線來運送，並

透過地區性的經銷配銷公司來售予企業或家庭。天然氣公司在美國受到州和

聯邦的高度管制，因此在價格、天然氣之分配與銷售上，體制十分紊亂。在

1970年代中期之前，美國天然氣公司透過與管線公司之長期合約形成生產和跨
州傳輸之垂直整合的結構。在1976年，聯邦能源管理委員會（Federal Energy 

Report_1.pdf 搜尋日期：2009年8月5日
35 Advocacy Working Group Report prepared by the subgroup n°3 : case studies, 2003,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pp.9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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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ory Commission, FERC）解除對天然氣的價格管制後，跨州傳輸管線仍
受到FERC之監管。36

司法部反拖拉斯署十分關注FERC開放受管制之天然氣管線公司進入天
然氣供給此一競爭性市場之決定。1991年FERC公開了一個法規預告（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準備進一步要求天然氣買賣和傳輸業務分離（de-
integration），並就此向外界徵求意見。對此，反拖拉斯署並未針對特定的管
制規則提出意見，而是提出了一個經濟分析架構，以提供FERC針對收到之公
眾意見，進行競爭影響評估之工具。在此一經濟分析架構下，反拖拉斯署指出

對生產多元產品，並在某一市場區塊仍享有獨佔力量之廠商進行部分解除管制

（partial de-regulation）時，可能會給予此類廠商經濟上之誘因，透過競爭部門
與獨佔部門之「自我交易」（self-dealing）、交叉補助或歧視性待遇來規避監
管。反拖拉斯署在其提供之意見中，提出記幾種應付以歧視性交易條件來規避

監管之政策工具，例如繼續對套餐服務（bundled services）之價格實施高度管
制，以提高廠商將若干產品在競爭性市場（無價格管制）單獨提供的效率，但

亦保留了獨佔性廠商透過垂直整合達成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之經濟
效率的彈性。另一個政策工具則為強制要求分解（unbundle），亦即要求受管
制廠商向其本身購買受管制之服務時（亦即天然氣批發市場），必須以合理無

歧視之價格與條件進行。在此一結構下，可大幅降低管制介入之需要回歸市場

機制，且無庸針對在批發市場中若干具有獨佔力量之關鍵服務，實施成本計價

管制法。

最後，FERC對於天然氣供應事業上，採取了反拖拉斯署所建議的強制要
求分解（unbundle）取向，並透過FERC與競爭法主管機關共同執法之方式維護
天然氣批發市場之競爭關係。其中FERC之職權在於落實無歧視之管線接續規
則（access rules），而競爭法主管機關則針對批發市場獨佔行為，或具有獨佔
意圖之行為進行管理。

此外在電力市場之自由化過程中，美國之電力事業最初是由私人擁有的公

司所提供，並發展出發、輸、配垂直整合（亦即我國之綜合電業）之產業結

構。直到1990年代初起，垂直結合在電信的事業上才有了基準規範。
在初期階段，除水力發電以外，其餘之電力事業係受到州與地方政府之

監管
37
。州與地方政府以地理區域為界線，核發排他性之零售供電執照。惟自

36 National Gas Policy Act, Pub. L. No. 95-621, 92 Stat. 3350(1978).
37 自從1920年起，在可供航行的河上興建的水力發電計畫，都必須得到聯邦的允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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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開始，跨州供電之市場開始出現，而州與地方政府對於跨州供電並無
管轄權，故聯邦國會制定了聯邦電力法案（Federal Power Act）和天然氣法案
（Natural Gas Act），並成立聯邦能源管理委員會（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來管理跨州之電力批發市場之價格、費用與其他事項進行監管，
但一般用戶之零售市場仍屬州與地方政府之職權。

FERC最初係以歷史會計成本法與可比較風險的資本成本管制法來規範批
發電力價格。惟自1990年開始，美國批發電力市場變得日趨競爭，且長期供電
合約（而非自建發電廠）成為取得電力供應的重要手段。對此，司法部反拖拉

斯署開始對FERC進行競爭倡議，建議FERC解除批發電力之價格管制，並在有
競爭性供給來源之市場中，以透過協商形成之契約價格取代管制價格。FERC
接受此一建議，逐漸改以市場價格為管制基礎，但在若干案件中，並未完全落

實此一政策，成為反拖拉斯署進行競爭倡議之對象。

例如在UI與UNITIL公司購電案中，反拖拉斯署於具有準司法性質之行政
救濟程序中，主張FERC應重新檢視並同意接受UI與UNITIL公司之間批發電力
契約的價格與條件。反拖拉斯署之意見認為兩公司之供電契約價格係由市場競

標決定，而非依據成本計價原則。在本案中，UNITIL共收到來自於54家電業
公司收到超過80個提案，來自74個發電機合計2697百萬瓦特。在評估標單以
及與投標者協商之後，UNITIL選擇了來自五間公司總計84百萬瓦特的六個提
案，其中包括30百萬瓦特來自UI。然而，FERC並不支持該契約，並指出UI並
未對第三人開放其傳輸系統（亦即所謂代輸wheeling）。然而如此對UNITIL強
烈競標通常會被迫接受價格是具競爭性的，然而反拖拉斯署指出，並無證據顯

示UI有拒絕代輸之情事，且即使UI拒絕代輸，其價格仍屬於競爭性價格，且並
未對UNITIL選擇其他競爭對手之售電造成任何妨礙。

肆、競爭倡議在我國之實踐與個案分析

有關競爭倡議的概念，其實在一般公平法適用時均會觸及，僅是有關部門

未特別加以突顯，例如在其他部會對於市場的管理，只是基於其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的角度，或者可從競爭法的觀點切入，均值得討論。例如公平會在調查一

則「冷氣機不實廣告」的個案，有關冷氣機標示問題，涉及業者是否遵守，依

可進行，Federal Power Act of 1920, 41 Stat. 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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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局的作法，係在政策決定後以決議方式函知公會轉知會員遵守。從

日立冷氣被檢舉不實廣告案（公處字○九八○九八）的處分書顯示，該項標示

係由標準局開會決議揭露資訊，而經公平會認定，亦符合公平法的規定。即標

準局於九十七年十月八日召開「電機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決議、並於九

十八年一月發函：建議以行政指導方式告知廠商、公會及各大賣場，應於變頻

式冷氣機本體及相關型錄、宣傳品中完整標示額定冷氣能力與最大、最小冷氣

能力，並採取相關管理措施。在此一議題中，經濟部標準局基於其職掌，對冷

氣機標示的市場層面單純以標準技術為出發點，惟因有業者在廣告中引用標

示，引起商品廣告戰，向公平會檢舉，才由公平會判斷該函示在競爭法上意義

是否符合公平法。

依ICN定義，競爭倡議指「競爭主管機關就經濟活動方面之競爭環境之推
廣，藉由非強制性之手段進行相關之活動與引導，而主要是透過與其他政府機

關之聯繫，以及增進加強公眾對競爭利益意識之提升。」若在此個案，理想的

競爭倡議應發動在先，而非係依檢舉而介入。檢舉人指出，日立冷氣的標示有

不實廣告之嫌，但經舉證係依標準局的政策而標示，公平會進一步審查該標準

局決議，認定係符合公平法的規定，並在處分書明文揭示。但此僅為被動對於

與市場標示有關者加以認定，若能在標準局決議討論中，公平會即參與，並提

供競爭法執行的意見，則相信更有政策上的主動性。

其次，競爭文化是關於市場競爭的一系列觀念、商業規則與法律制度等之

總稱，在季節性的冷氣機廣告大戰的個案（日立冷氣與大金冷氣在廣告中均號

稱第一，均被公平會處分違反不實廣告案），亦可推動市場的競爭文化，避免

有劣質的廣告戰進行不公平競爭。一般認為，競爭文化是研究市場現象、市場

規則與競爭法則、市場發展、壟斷與反壟斷的文化。亦即競爭文化是市場競爭

及其相關法制與活動等所建立結合而成之文化。在季節性商品的廣告大戰，如

何在競爭激烈的事業間推動競爭文化，而不要因為廣告大戰而兩敗俱傷，則也

是推動競爭倡議可達到的作用。

一、對行政機關之競爭倡議經驗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競爭倡議經驗，就個案言，最重要係和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的「行政協調」，例如包括與經濟部、財政部、新聞局、農委會、衛生署、

法務部、公共工程會、內政部及金管會的各種協調結論。
38
此外，依公平會目

38 但公平會與若干部會的協調結論有的時間甚早，是否符合目前業務情況，或有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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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法規，對於重要產業，如四Ｃ事業、能源事業、不動產經紀業、金融事業、

流通事業、機車事業、航空運輸事業等亦以「規範說明」或「處理原則」方

式，進行倡議。於消費者的倡議，除了一般例行的宣導外，對於與消費者個別

權益攸關的議題，如不實廣告、瘦身美容案件，歸納出過去常見的違法類型，

以「處理原則」方式，提醒消費者注意，並具有執法參考標準之作用。至於公

協會的倡議，重點在於輔導業者進行「行業自律」，例如多層次傳銷業者，不

動產仲介業者及加盟業者的行業自律，達成行業別競爭文化之特色，亦值得努

力。

又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公平法與其他法律競合適用之情形，涉及競爭主管

機關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競爭之行為」、「不牴觸公平法立法意旨」及

「何者法律優先適用」等問題，如果能釐清公平會與其他目的主管機關之適用

法律，亦可達到競爭倡議之目的。

（一）對行政部門關於執行競爭法之協調經驗

公平會目前對其他行政部門之倡議，包括個案和通案，所謂個案是指在調

查個案中，發現適用其他法規，而移請其他部會處理。舉例而言，在個案調查

中，除了對違反公平法部分處分外，與其他部會權責有關者，公平會亦移請其

他部會辦理。例如在關於南灣企管顧問有限公司被檢舉於招募加盟一案中，公

平會除認定南灣企管顧問有限公司就服務內容及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外，關於系爭廣告刊載「可
同時經營台灣及大陸」及招攬中國大陸學生赴美就讀或工作，涉及「在大陸地 
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及「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在臺灣地區從事

廣告活動管理辦法」規定，移請經濟部依職權卓處。又關於系爭廣告刊載「招

募台灣學生就讀，用中文唸書，考取美國中醫執照，畢業後月薪15萬，讀書期
間可診所工作，月薪7萬」乙節，涉及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移請內政部依職
權卓處。

39
其中第2和第3項所適用法律為兩岸條例授權訂定的法規命令及入出

國及移民法，公平會即移請經濟部及內政部處理。

所謂通案，最為顯著者為推動行政協調的窗口，主動、不定期與其他部門

展開對於競爭法的執行分工。以下茲歸納若干與競爭倡議密切相關之經驗。

1. 與財政部關於執行競爭法協調

務主管項目轉移等情況，例如新聞局主管廣播電視業務移轉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亦有待再開行政協調。

39 參見第916次委員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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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公開發行公司合併案件於程序上之配合事項上，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

理委員會（金管會證期局）就其掌握有關公平法第6條第1項第2、3、4款取得
公開發行公司股份十分之一以上，受讓或承租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經

常共同經營或委託經營等資料，應提供公平會。最後有關金融事業機構合併案

件於程序上之配合事項部分，財政部金融局（金管會金融局）同意受理金融事

業合併之申請書或過程中提醒合併之機構，有符合公平法第11條第1項第1至3
款情事者，應向公平會申報。而公平會調查必要時，以個案方式向財政部（金

管會）函請金融機構配合取得事業資金流程。財政部金融局(金管會銀行局)執
掌業務可能涉及公平交易法之部分，由金融局依照公平法之精神再做檢討，並

在個案發生時知會公平交易委員會溝通意見。

2. 與衛生署關於執行競爭法協調
公平會與衛生署之協調結論（81年3月）亦基於特別法優先之原則，衛生

署主管之食品衛生管理法、藥事法、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優先適用，規範不及

才由公平會處理。在考量廣告週期部分，由雙方密切聯繫，處於對方權責者，

儘速移送對方。此外，公平會與衛生署復於民國88年5月針對「瘦身美容申訴
案」，決定由衛生署與公平會通力合作，先由衛生署受理判定，如屬衛生主管

法令規範者，由衛生署逕行處理；非屬衛生主管法令，請衛生署表示非涉療

效，並就申訴案件否誇大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提供專業鑑定意見後，移送

公平會處理。

3. 與法務部關於執行競爭法協調
公平會與法務部針對執行競爭法部分，曾達成檢察官辦理人民檢舉違反公

平法案件，犯罪成立不以公平會之行政處理要件者，對有關公平法規定之經濟

概念、名詞應儘量徵詢公平會之意見，且儘可能主動與公平會聯繫，請公平會

採取必要之行政處分措施。其次，對於公平會受理違反公平法案件，犯罪成立

以行政處理為要件者，函送檢察官時，對行政處理情形，應明確說明，並提供

具體證據與意見。對於公平會所受理違反公平法之案件，其犯罪成立不以行政

處理為要件者，如公平會已依公平法第41條程序為行政處理且該事業已停止或
改正者，公平會得請求檢察官儘量依法予以職權不起訴之處分。而公平會對各

地檢察署之書面查詢，不論有無結論，儘量在一個月內答覆。法務部並請公平

會指派一人參加高檢署偵查經濟犯罪中心諮詢協調委員會為委員以加強聯繫。

最後，公平會對於各地檢察署現已偵辦之違反公平法之案件，經承辦檢察官主

動聯繫後，如認情節嚴重，應儘速處理，並採取必要之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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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特定產業關於落實競爭政策之競爭倡議

公平會對產業之競爭倡議，介入之場合包括一般的產業市場競爭和特殊的

產業市場競爭，所謂一般的產業市場競爭，如新興產業市場發展，業者對於公

平法的認識較為粗淺，或其交易型態是否符合公平法比較生疏，基於政策聲

明的立場，對於事業進行市場有關的規範說明，例如對四Ｃ事業、電信事業、

電子市集等規範說明。此外，公平會在「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之規範說明」

中，
40
亦針對經營區內業者家數之核定此一屬其他主管機關管轄之事項，建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理有線電視相關案件時，倘非基於地域偏遠等現實因素，

仍應儘可能維持一區兩家以上業者經營，避免造成區域內獨家經營，實者也為

一種競爭倡議。

還有一種特殊型態的產業市場，對既有產業與新進產業的競爭，如能源事

業的競爭倡議則涉及油品市場自由化的各階段，競爭法如何適用。其他的提出

規範說明的產業，包括不動產經紀業、金融事業、流通事業、機車事業、航空

運輸事業等亦以「規範說明」或「處理原則」方式，進行倡議。

除此之外，公平會亦對於有線電視、電信與4C產業（電信、有線電視、電
腦網路、電子商務）等特定產業關於競爭政策之落實，提出規範立場說明，同

時對主管機關提出不具拘束力之競爭倡議。例如在公平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

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中，
41
除說明4C產業進行跨業經營時可能涉及之公平法

問題類型外，公平會亦於該規範說明中之「一般管制原則」中，針對以下事項

建議四Ｃ事業主管機關於規劃相關產業政策及執行管制措施時加以考量：

1. 市場機制優先：原則上信賴競爭機能的運作，僅在市場失靈、消費者權
益受損及防止既有業者濫用市場地位之情形下，始予以介入管制。

2. 符合目的性與比例性：管制的介入必須有助於政策目標的達成，且不超
出達成政策目標的必要程度；當政策目標可藉市場競爭方式達成時，即

應去除不必要的管制。

3. 科技中立：在當前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時代，應避免強制產業使用某一
特定技術，同時也不對不同之技術作差別之待遇。惟有必要對技術與介

面予以標準化之考量時，則不在此限。

40 96.9.11公壹字第0960007615號令發布
41 94.2.24公法字第0940001278號令發布，94.8.26.公法字第0940006964號令發布修正第

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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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區隔平台管制與內容管制：因應四Ｃ事業匯流之趨勢，未來對於「技術
平台」的管制，應採「水平取向」的一致性原則，亦即原本隸屬不同產

業但提供相同服務的技術平台，均應適用一致性的管制措施。相對地，

有關「內容提供」的管制，則應按其提供內容之性質，分別適用不同內

容相關法規之管制措施。

三、對消費者與公協會之競爭倡議經驗

對於消費者的倡議，重點應在於消費者對於本法的了解，及本法與消費者

保護法的啟動機制，由於公平法第一條對「保護消費者利益」亦列入立法目

的，第二十四條對於「欺罔或顯失公平」的實務上的運用，亦多涉及消費者的

保護，因此凡對於民眾宣導有關公平法的規定，如何避免不公平競爭等議題，

可列為對消費者的競爭倡議。

公協會團體另有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惟涉及公協會決議對於會員的拘束

力，若有透過公協會而達成業者間違反公平法之行為，亦為公平會取締對象，

故在競爭倡議的面向，對公協會團體也應列為重要的宣導對象。過去經公平會

輔導在公協會團體間所建立的「自律規範」，也達成其階段性目標，可列為重

要的競爭倡議。

推動自律規範除了是公協會團體的任務外，競爭主管機關亦可由競爭倡議

達到協助輔導業者建立自律規範，以避免劣質競爭。一般業者間的自律規範和

傳統由主管機關發動的指揮控制不同，自律規範的形式更具彈性，依照公會的

自律規範，對會員有拘束力，所達到的管制成本比傳統指揮式的政府管制低，

故專業服務業的產業公會可能比政府更勝任可訂定自律規範的標準，透過業者

間的自律規範協議，亦可達到更有利於市場的競爭，不致於違法，同時可促進

創新與提高營利。
42

建立自律規範的優勢，包括：

（一） 以更合作的方式進行管制。因為有極具聲望的產業公會積極參與管制制
度的訂定程序，提高管制可信度與效用。同時亦有助於制度的自律遵守

程度。

（二） 產業或其他有興趣的主導事業參與管制過程。例如參與監督與執行管制
制度的程序，可達事半功倍的效果。

42 以下資料參考競爭評估工具書，版本1.0，OECD，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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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於管制制度過程中廣泛運用業界人士的特定專業知識，使管制制度更能
達到政策目標，縮小政府管制程度。

原則上自律規範的競爭問題，在競爭者較少之市場較易存在，但在大量競

爭者的市場亦可能出現問題，例如產業公會設置「進入門檻」以保護自身利

潤，故市場大小並非是自律規範競爭問題的原因。另外針對自律規範的重要議

題是制定標準，標準是否為強制性，關乎是否產生競爭問題，如果制定之規範

以強制之手段來執行其訂定之標準，則很有可能將會成立限制競爭行為，因

此，在制定產業自律規範時應儘量避免使用強制性來達成目的。

我國公平會過去推動業者自律，輔導公協會團體利用協議方式，使業界交

易行為符合競爭法規範。為避免公協會利用協議拘束會員致生違反公平法的交

易行為。

四、對公平法第四十六條之適用

公平法第四十六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於

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本條涉及公平

法與其他法律競合適用之情形，如果優先適用者為公平法，則符合市場競爭精

神，亦可促進競爭文化的提升。若一旦優先適用者為其他法律之規定，而該法

律的主管機關對於市場競爭的本質及競爭法對事業的影響，有未能掌握之處，

亦會影響市場的競爭環境，故公平會與其他部會在選擇適用法律時，亦可啟動

競爭倡議。

例如有關醫師法對於醫療市場的競爭規範，是否符合公平法立法意旨，在

有關榮生醫院來函表示現行醫師法第8條之2及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限制
醫師在他地執業，似有違反執業公平競爭精神及社會正義，請公平會提供合理

解釋案，決議（二）：有關醫師法第8條之2及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將醫
師得登記執業之醫療機構限於一處，已造成「市場劃分」而影響公平競爭之效

果，且似有子法逾越母法之情事；另復參酌美、日、德等國相關立法例，尚無

該等限制規定，因此，將前開意見函請衛生署作為日後修訂該等限制規定之參

考。
43
亦即公平會適度表達醫療法似有違反競爭立法意旨，建議衛生署修法。

43 參見第906次委員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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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代結論：競爭倡議引入國內之可行性

一、比較制度之經驗歸納

由以上所分析之澳洲與美國之推動競爭倡議經驗中，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

特徵：

（一） 各國在法規與政策層面上，均有明確之授權基礎，賦予競爭法主管機關
進行競爭倡議之法源依據。

（二） 各國競爭倡議之法源依據，除要求競爭法主管機關進行行政部分、產業
與消費者之競爭倡議工作外，亦多建立在程序上確保其他政府機關涉及

市場競爭之議題上，必須徵詢競爭法主管機關意見之制度。

（三） 在自由化與管制革新之過程中，對於重要之服務業或基礎設施市場之解
除管制與實施再（以競爭法為基礎）管制，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均扮演

了主動積極推動的角色。特別是在關於建立以競爭市場為基礎之監管架

構與政策工具上，競爭法主管機關除提供市場改革方向之建議外，並針

對具體監管措施提出倡議。

（四） 除正式（法定）管道外，競爭法主管機關亦會透過各種非正式管道，強
化與外界（特別是其他行政機關與產業界）進行競爭倡議之工作。

（五） 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多有針對特定對象與產業，持續主動發行各類之宣
導文宣出版，並利用網路等電子方式進行競爭倡議。

二、引進國內之可行性分析

競爭倡議與競爭法均屬於整體競爭政策的一環，並具有互補之功能。特別

是對台灣而言，一方面實施競爭法的時間相對較短，他方面過去存在著許多公

營獨占或特許產業等高度人為進入障礙，縱使於晚近已經透過管制革新與自由

化政策解除進入限制，但仍需要透過宣導與教育推廣競爭文化。在現階段公平

會並無正式關於競爭倡議之具體準則與推動計畫，但在過去公平會與其他主管

機關對於執行公平法所展開之行政協調中，為釐清管轄權責，在過程中不可避

免的必須先針對公平法相關規定與精神，與相關特別法之規定進行討論，以確

定公平法與特別法之間的互動與競合關係，故亦可達到透過非強制性之手段，

進行相關之活動與引導，加強其他部會對競爭意識之提升之效果，而屬於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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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之一環。至於公平會針對特定行業，依據整體競爭政策所提出之管制原則

建議，更屬於典型的競爭倡議之推動。

依據前述之分析，未來台灣推動競爭倡議制度在對象可分為消費者、產業

與政府等三個構面。其中可能又以對於其他主管機關進行之競爭倡議最為關

鍵。至於倡議內容部分，可能分為單純之對話與溝通機制，以及參與政策形成

過程兩種。這些競爭倡議工作，過去公平會已有許多經驗，惟目前多為非制度

化之跨部會協調與溝通，其程度與效果往往可能因不同部會之施政方向、對競

爭政策重要性之掌握，甚至不同部會首長之立場與態度，而有所差異，無法建

立共通性、一致性之競爭倡議制度。亦即是，我國所欠缺者，為競爭倡議之制

度化與法制化工作。

（一）法制化工作

涉及競爭倡議制度之建立者，仍然以明確法源依據最為關鍵。ICN亦指出
越是透過規範明確化競爭主管機關在各個程序中的角色、地位並提供權限，將

有助於競爭倡議的提升與保護競爭。
44
然而我國公平法並無類似其他國家，針

對推動軟性競爭倡議工作賦予明確法律依據之安排，因此較無法形成制度性之

推動制度，或為未來值得關注的重點。

在欠缺法律依據的情形下，公平會自然仍能透過與其他主管機關之協調與

協商，針對特定事項進行競爭倡議，惟此一機制多受到各部會其本身政策目標

與任務之限制。因此最理想的安排，自然是參照澳洲與美國之經驗，修正公平

法，並納入公平會得對政府其他部會涉及消費者保護與消費者利益之競爭事項

的法案或政策進行檢視並有提出競爭政策意見之權限。另一種可能的作法，則

為修正公平會組織法，賦予公平會相關權限。此一安排，將賦予公平會作為國

家整體競爭政策的核心幕僚地位，並取得針對其他政府機關進行跨部會競爭倡

議時之法律授權。

（二）制度性規劃

依據現行公平會組織條例第14條第1、2項之規定，公平會之職權本即包含
「公平交易政策之審議」以及「公平交易行政計畫方案之審議、考核」二者。

而由前述之分析可知，競爭倡議屬於整體公平交易政策之一部份，故在法制化

完成以前，公平會即可依據本條規定，擬定競爭倡議之政策與實施計畫，並將

其納入年度工作計畫項目。此一制度化之關鍵，或在於公平會本身對於競爭倡

44 同前註，p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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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之重要性形成共識。

又依據前述之分析，未來競爭倡議工作規劃上，可以藉由下列幾個方法達

成競爭倡議之目標：

－ 建立與其他部會之協調與溝通之平臺，並積極參與解除管制(de-regulation)與
自由化工作之進行。

－主動檢視重要產業之不必要監管措施，並主動提出建議。

－ 與企業保持良好之互動與關係，並對公眾進行相關教育宣導並建立競爭文
化。

－加強提升與國際間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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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莊教授春發（景文科技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主席、論文報告人，我還沒有來報告這個問題之前，前幾天就有一個公司

的負責人打電話給我說，莊老師你要去報告競爭倡議，競爭倡議是什麼？我說

我也不知道，你要不然也來聽，就知道什麼叫做競爭倡議，老實說從剛剛的

報告看到ICN的定義「競爭主管機關就經濟活動方面之競爭環境之推廣，藉由
非強制性之手段進行相關之活動與引導，主要是透過與其他政府機關之聯繫，

以及增進加強公眾對競爭利益意識之提升」，從這地方的定義來看，初步聽起

來，讓我有點感覺競爭倡議在我們國內的立法或是現行法的施行，有一點畫蛇

添足，但在剛剛聽完以後，好像又覺得它還是有它存在的價值。

公平法第9條裡面，公平會可以商請其他部會會商，就已經有規定，而且
是強制性的規定，至於強制公眾對競爭利益意識的提升，公平會長期以來藉由

各種方式，譬如同業公會的宣導活動、大專院校公平法一日營的訓練、公平會

派往各縣市政府行政單位的宣導，都已經涵蓋不同的產業、不同的區域、不同

的群體單位，是不是還要特別立法將競爭倡議修入公平法？我個人覺得這一點

我持比較保留的態度。公平法第46條規定：公平法與其他法令競合的情形下，
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於不牴觸公平法立法意旨之範圍

內，應當優先適用其他該法律之規定。這也把公平法跟其他法律的分野，做了

很明確的規定，那還要我們去做競爭倡議這些東西嗎？非把它做成，公平法是

我國社會上唯我獨尊的地位，我個人不太能夠支持這樣的一個想法。

第三點，過去公平會直接對其他行政部門，依據公平法第9條提出調整
其他產業有違公平法規定的條文，經常受到其他部會的抵制、甚至反抗、甚

至…，並宣稱公平會是行政院的派上部會嗎？當然中間有許多部會是樂於配合

改善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的法律條文、行政命令、或是內規，讓該產業能

夠在較公平的環境下交易，這些資料在公平會過去的施政紀錄裡都可以查到，

所以競爭倡議的研究是不是應當由我過去的施政無法達成目標，去建構一個競

爭的環境著手，找出我國當前環境之下，為什麼有些產業，譬如剛剛提到的有

線電視、電信產業、能源產業（今天的主題）、大宗物資進口的產業、營建材

料產業等，一直無法建立一個讓人家感覺，水平競爭、垂直競爭的環境。競爭

倡議的研究應當是針對現有問題的解決，讓政府的經費花在刀口上，研究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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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要一針見血，獲得一刀致命、或一刀要兩斷的結果。至少我個人覺得目標應

當是這樣，也許我的要求比較高。未來研究修正也許應當集中在某特定的產

業，譬如說以被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罰最多的液化石油氣產業為對象，研究像經

過多年的宣導以後，共處罰了6億元，公平會的施政，為什麼該產業的上、下
游的生產進口商、經銷商、分裝場、分銷商依然故我的違反公平法。該行業的

經營業務複雜，主管官署包括經濟部的能源局、內政部的消防署、還有本會的

競爭主管機關，利用這個機會做一次徹底的檢驗，就可以授與剛剛講的ICN與
其它政府機關聯繫的功能。經過這樣的一個過程，就能瞭解本國的官場文化、

部會的關係，才能找出它們之間的癥結，否則光從國外的美國、澳洲、或是其

他的國家移植施政政策可能會有問題，因為每個國家有它不同的背景、法制、

文化，直接移植到國內，我個人覺得不是那麼容易，我經常看到法律移植是失

敗的例子，包括等下我要談的有線電視法跟電信法都是如此。

論文結論建議：未來為確保其他政府涉及市場競爭的議題上，必須徵詢競

爭法主管機關意見的制度，誠如前面所述，過去公平會依據第9條商請其他部
會討論修法調整既有管理法令時，就已經受到相當的抵制，在我國的人文環境

之下，不宜將這個條文訂定於修正之後的法律上，否則以後不是只有口角上的

爭執，可能會打起來。

最後一頁，達成競爭倡議的目標方法，公平會過去大都已經做過、或是正

在進行當中，倒是第3款的一切保持良好的互動和關係，個人以為公平會倒是
有相當的成長空間，特別是對個別產業資料的收集及該產業交易現況的瞭解，

可能仍需加強。

最後，論文報告人剛剛報告的內容，競爭倡議照國外的做法做下去，在國

內可能會變的無限上綱、是不能懷疑的前提，就像司法常常講的，皇后的貞操

你怎麼可以懷疑，當然可以懷疑啊！社會科學裡面，如果沒有能被拒絕的前

提，都不是真前提。就人類的進步而言，其推動力並非是唯一的競爭，合作也

是另外一支很重要的支柱。競爭倡議在強制性的規定下都做不好，遑論非強制

性的作為，而且有些地方實在不能直接引進國內，因為它跟國內的國情不符。

我個人覺得，在過去電信法裡的26條之1、有線廣播電視法的第22條，裡面都
有把公平交易法的精神引進，但是後來我發現，就變成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

皮球的一個重要藉口，經常讓受害人、受委屈的檢舉人要到公平會來檢舉的時

候，公平會說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經有公平競爭的或限制競爭的條文，你應當

請求主管機關救濟，不應當到公平會來增加我們業務，我們已經夠忙了，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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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得沒人理的狀況，這個我覺得它是非常失敗的一個例子。我個人覺得如果把

它引入我們的條文裡面，如刀子兩刃，可以覆舟，也可以載舟。從比較法學的

研究理念，最後變成我們引進來都沒有學到人家的好處，都學到人家的壞處，

勞基法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倒是經貿政策，公平會要好好的介入，因為最近在

審NCC有線電視個案的時候，發現公司經常以19.％以上的利息向大股東交易
關係人借貸，致使公司的利潤大都進到大股東的口袋裡面，第一個漏掉了國家

的稅收，第二個欺負有線電視公司其他的小股東。我的評論到此為止，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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