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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聯合行為浪費社會資源及有害經濟效率性，厥屬違法性重大之反競爭行為。是以公

平交易法施行20年以來，公平交易委員會始終將查處聯合行為列為執法之重點。本文回

顧過往有關聯合行為案件之實務運作概況，並展望未來執法趨勢，提供若干建言以供公

平交易委員會參酌︰1. 調整對於事業團體之規範架構及執法措施；2. 增進案件調查及經

濟分析之精緻度；3. 區別許可聯合行為之類型，適度採用高度或低度管制原則；4. 強化

違法制裁體系，並擬定合宜之配套方案。

壹、前言

聯合行為（又稱卡特爾），為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的必然產物，一般乃係事業間基

於穩定獲利或追求利潤極大化之共同目的，相互限制市場競爭之行為。對於此類限制競

爭行為，政府應否介入管制？早期經濟學家與法律學家曾經出現相左意見1；惟在維護市

場競爭機制的重要性已經獲得普遍認知之今日，幾乎已無主張應放任聯合行為而不予管

制者，是以各國競爭法胥皆設有聯合行為管制規定，我國公平交易法亦然。

公平交易法於第7條訂有聯合行為定義規定，另分別於第14條第1項本文前段明文禁

止聯合行為、同條第1項但書第1款至第7款列舉七種聯合行為之例外許可類型，此即所謂

「原則禁止例外許可」之管制原則。此一原則，相較於本法對於結合採「事前申報異議

制」（第12條）、獨占採「濫用禁止」等管制原則（第10條），可見立法者對於聯合行

為含有限制競爭性格之疑慮。

事實上，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之統計資料，顯示截至民國99年12月

底，累計處分案件3,339件、處分事業家數4,883家，其中針對聯合行為處分案件數為153

1 主張對於卡特爾不應予以管制者，主要理由為：1. 價格卡特爾有助於其參加成員擬定生產計
劃，藉此穩定商品價格及確保一定利潤，更可協助其成員事業渡過經濟危機之經營難關；2. 
避免資本、生產原料之浪費，事業得以充實經營資本及穩定營業績效；3. 防範生產過剩，節
省無益的行銷費用。由於卡特爾存在如此益處，是以早期之美國、日本及德國等政府當局，

曾經採用輔導卡特爾政策，以解決經濟不景氣問題。參見谷原修身，獨占禁止法——いま問わ

れる運用の真價，1996年，頁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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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處分事業家數1,031家2。如此聯合行為被處分之件數及事業家數，雖非高居全部違

法類型之冠；惟該等聯合行為合計被處罰鍰高達新台幣（下同）11億3,779萬元，約占歷

來全部違法案件總計罰鍰金額27億2,905萬元之41.7%，遠超過其他違法類型被處罰鍰金

額3，足見查處聯合行為已然成為公平會執法之重心。

公平交易法自民國81年2月4日開始施行以來，迄今已屆20週年。在此期間，公平會

應已累積相當的執法經驗，同時發揮一定程度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規範效果。從上揭統

計資料，我們可以肯定公平會過去對於聯合行為之執法績效，但吾人更關心的是，究

竟還有多少隱藏在市場裏的聯合行為尚未被發覺？面對充滿複雜經濟因素，且違法事證

取得不易之聯合行為案件，公平交易法法制及實務運作有無更臻完善的改進空間？從此

觀點出發，本文研究步驟為：首先，分析聯合行為之形成因素、弊害及制裁效果，藉以

顯示其規範意義；其次，在現行聯合行為之規範架構下，分別考察原則禁止、例外許可

制度在法制面及實務運作面之主要問題點；繼之，因應競爭法嚴懲卡特爾之國際潮流趨

勢，研擬違法制裁體系之革新措施；最末，歸納本文研究心得，提供具體修法及執法方

向之建言，以供公平會參酌。

貳、聯合行為之分析

競爭法為規範市場經濟活動之基本法，其違法判斷事項每每涉及產業結構、商品供

需、市場環境等諸多經濟因素，是以對於聯合行為之經濟分析作業，應有助於執法機關

察覺違法行為之跡象，並減少誤判機率。

一、形成因素

形成聯合行為之因素頗為複雜，依據學者實證分析，主要可歸納為4：1. 產業環境；

2 公平交易委員會，統計年報，2010年，頁92-93。
3 公平交易委員會，統計年報，前揭註2，頁110-111。
4 Posner, R., A., “A Statistical Study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 13, 

pp.365-419 (1970)；Asch, P. & Seneca, J., J., “Is Collusion Profitabl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8, pp.1-12 (1976)；Scott, Donald, W., “Policing Corporate Collusion,” Criminology, 
27-3, pp.559-587 (1989)；Jamieson, K., M., The Organization of Corporate Crime: Dynamics of 
Antitrust Violation,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p.114 (1994). 



公平交易法施行20週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54

2. 形成動機；3. 制裁效果；4. 合意成本；5. 經濟條件等多項因素。該等因素形成聯合行

為之關係，得以下圖表示之：

圖一　作者自繪

一般而言，由於景氣變動、產業循環週期，以致事業在普遍獲利減少或利潤不穩定

之產業環境下，往往促使業者形成聯合行為之動機。以日本產業為例，1970年代日本初

期的整體經濟，遭逢第一次石油能源危機嚴重的衝擊，當時其國內發生多起重大聯合行

為案件﹔例如1972年之「石油價格卡特爾案」5，即有12家石油進口商聯合調漲油品價

格，即屬特定產業環境生成聯合行為之典型案例。

事業產生聯合行為動機後，是否進而形成聯合行為？尚須考量成員間達成合意成本

之高低（調整相互利害關係之成本）、制裁效果之評估（不法所得與可能遭受制裁效果

之評估）、經濟條件等因素6。通常，具備下列經濟條件，由於業者達成限制競爭之合意

5 公正取引委員會，1974年2月22日勸告審決，審決集20卷，頁300；東京高判，1980年9月26
日，高刑集33卷5號，頁359。

6 平岡義和，カルテルにおける課業環境と統制環境，犯罪社會學研究，13號，1988年，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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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易、維持不法效果付出之成本較低，相對有利於聯合行為之形成︰1. 產品同質性高；

2. 事業家數少；3. 市場集中度高；4. 產品需求彈性低；5. 市場占有率均等；6. 市場參進

障礙高。

上揭經濟條件推論，亦可見證於我國油品及工業用紙等產業相關聯合行為案例。在

「中油公司與台塑公司聯合調漲油品價格案」7，其油品市場之產業結構為：1. 市場集中

度高、事業家數少（油品市場上僅有二家煉製業者）；2. 產品同質性高（汽油、柴油屬

於標準化產品）；3. 產品需求彈性低（油品為民生必需品，需求與供給相對應價格不敏

感）；4. 市場參進障礙高（進入市場必須獲得法令許可、投入龐大設置煉油廠成本）。

另在「正隆公司等三家事業聯合調漲工業用紙價格案」8，涉案市場產業結構為：1. 市場

集中度高（三家被處分事業在一級工業用紙市場占有率合計高達九成）；2. 市場參進障

礙高（進口業者存在到岸時間差之不利競爭因素）；3. 產品需求彈性低（下游業者長期

倚賴供給）。該等案例，公平會緊密結合產業結構經濟分析與法律適用關係，如此執法

理念，實值贊同。

二、弊害

參與聯合行為之成員相互迴避競爭，導致損及社會福祉、妨礙市場經濟效率之結

果，其弊害主要計有如下數端9：

1.  組成聯合行為之目的，在於追求全體成員得以共同生存，是以其大多參考經營效

率最差成員之生產成本，作為聯合訂價之基準。如此人為的侵害市場價格機制，

不僅剝奪消費者利益，且形成無效率事業得以殘存市場之溫床，背離資源最適分

配之市場基本法則。

2.  聯合行為之目的在於停止競爭、維持現狀，致使成員事業喪失研究開發之意願，

阻礙科技創新。

3.  聯合行為之影響層面，除涵蓋其成員事業、交易相對人外，甚至可能波及整體產

7 公平會(93)公處字第102號處分、公平會(94)公處字第079號處分。
8 公平會(99)公處字第054號處分。
9 向田直範，カルテル規制，收錄於丹宗曉信ほか著，論爭獨占禁止法——獨禁法主要論点の批
判的檢討と反批判，1994年，頁101-109；谷原修身，前揭註1，頁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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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經營效率。

4.  市場集中度高的少數上游原料廠商易於形成卡特爾，致使下游加工市場之眾多中

小企業面臨高額原料成本、低價成品銷售之雙重價格（dual pricing）差異現象，

危及中小企業生存。

三、制裁效果之評估

事業實施聯合行為，得以獲取不法利益，但同時也須承擔遭受違法制裁之風險。因

此，不法獲利與制裁效果之評估，無疑的將是事業決定是否實施聯合行為之關鍵因素。

大體而言，由國家發動對於聯合行為之制裁模式，不外乎採刑事處罰或行政處罰等二類

立法政策10。相對於後者，前者嚇阻違法效果顯然較強，其理由為11：1. 處行政罰鍰，僅

有剝奪行為人不法利得之效果；處徒刑併（或）科罰金之刑事處罰，得同時剝奪其人身

自由及財產利益，尤其是自由刑之制裁效果，更可令其打消違法動機；2. 採刑事處罰立

法政策，宣示聯合行為構成犯罪，具有一般預防的教化功能。上揭第1點制裁效果屬於犯

罪成本評估事項，第2點教化功能則為犯罪認知概念；犯罪認知愈強者，評估違法成本愈

高，更有嚇阻違法之制裁效果，二者關係緊密牽連。是以違法制裁之立法政策，勢必左

右競爭法對於聯合行為之執法成效。如此論點，是否契合於公平交易法制裁聯合行為之

立法政策？應有探究之必要。

公平交易法於民國80年2月4日公布之初，有關聯合行為之制裁措施，舊法第35條規

定最重可處行為人3年有期徒刑，同時可依第41條規定最高可處違法事業100萬元罰鍰，

此即所謂「行政司法並行制」制裁模式。嗣於民國88年修法，對於聯合行為制裁，增修

第35條第1項，改採「先行政後司法」原則，以行為人違反公平會處分命停止等更正措

施，作為司法機關發動刑事追訴之前提要件；另修訂第41條規定，大幅提高罰鍰額度至

2,500萬元。雖然此次修法，加重行政罰則；惟刑事罰則改採「先行政後司法」之制裁模

10 各國競爭法對於卡特爾之制裁體系，美國、加拿大及愛爾蘭等國，屬於刑事制裁體系；歐
盟、韓國、德國、英國、法國、荷蘭、澳大利亞、日本等國，則偏向行政制裁體系。See, e.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Cartel Work Group, “Drafting and Implementing an Effective 
Leniency Program,” Anti-Cartel Enforcement Manual, Chapter 2,  pp.13-15 (2006).

11 松原英世，刑事制裁によるカルテル規制政策について，法と政治，46卷1號，1995年，頁
17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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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無異承認行為人有一次豁免刑事責任之違法機會。如此刑事立法政策之更迭，對於

實務運作有何影響12？得從以下公平交易法第14條與第19條第4款之法律適用關係加以觀

察。

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規定，事業不得以脅迫、利誘等不正當方法，促使他事業參

與聯合行為。違反本款之制裁措施，自始即採「先行政後司法」原則（第36條），其制

裁效果顯然遜於舊法時期違反第14條之「行政司法並行制」。在此差別性的違法制裁架

構下，公平會如何區別二法條適用關係，即應審慎以對。然而，根據學者研究指出，發

現公平會在頗多案件有混淆法律適用之情形13。例如「特誠公司現貨碎石買賣案」14，被

處分人利誘碎石採取業者參與統銷之聯合行為；又如「福茂等唱片公司共同訂定最低零

售價格案」15，被處分人藉由聚會促使下游業者聯合調漲零售價；再如「醫師公會統一收

取門診掛號費案」16，被處分人決議並通知醫師會員統一收取掛號費，公平會皆論以被處

分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規定，忽略相關人等聯合行為違反第14條之案情。更引

人注目的是，在民國88年修法後，對於同樣以發函方式促使醫師會員實施價格聯合行為

之「桃園縣醫師公會共同調漲掛號費案」17，公平會卻改論被處分人違反第14條規定，如

此改變法律適用見解之理由，處分書並未說明。

若從聯合行為刑事立法政策演變之角度觀察，似乎透露出公平會在舊法時期有意避

免執法對於產業打擊層面過大、過重，因此對於上揭相關案例選擇適用未直接構成犯罪

之第19條第4款規定；至於新法時期，二法條同樣適用「先行政後司法」原則，因此對於

醫師公會案，即回歸適用第14條規定。若此，在舊法時期，公平會如是選擇法律適用，

有無減損嚴懲聯合行為的一般教化功能？是否影響行為人犯罪成本之評估？甚至減弱違

12 如此刑事立法政策之改變，有無違法嚇阻效果不足之虞，修法過程引發學界熱烈討論。參見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法修法沿革彙編(二)，2003年，頁411-412。

13 吳秀明，避難到不公平競爭的聯合行為管制——公平法第14條與第19條第4款適用關係之釐
清，收錄於氏著，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2004年，頁83-142。

14 公平會(81)公處字第003號處分書。
15 公平會(81)公處字第068號處分書。
16 涉及本案者同時有彰化縣中醫師公會，公平會(85)公處字第111號處分書；台中縣牙醫師公
會，公平會(85)公處字第112號處分書。

17 公平會(94)公處字第062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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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嚇阻效果？殊值吾人深思。在此同時，衍生出立法者可否授權公平會個案選擇適宜制

裁手段的議題？此議題，容後詳述。

參、原則禁止

公平交易法禁止之聯合行為，同法第7條揭示有定義規定，俾供違法構成要件認定之

基準。然而，或因法制本身設計缺陷，或因實務操作誤解，致使本條存在諸多適用之疑

義。其中藉由修法或學術討論已經獲得部分改善，惟仍殘留若干有待研議之處。本文受

限於篇幅，未能鉅細靡遺網羅歷來所有爭點之始末，爰僅就當前幾項重要問題，嘗試釐

清根本觀念。

一、法制面之檢討

公平交易法禁止之聯合行為，同法第7條作有如是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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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前項所稱聯合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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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第1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

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第3項）。

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亦為第2項之水平聯合（第4項）。

檢視上揭定義規定，本文以為現行法對於聯合行為之規範，應有以下幾點值得探討。

(一) 同業公會（事業團體）規範之立法體例

公平交易法公布之初，舊法第7條僅設有第1項規定，是以當時得為聯合行為主體之

「事業」，包含公司、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同業公會及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

易之人或團體（第2條）。然而，其中之同業公會，並不提供交易，更無所謂「有競爭關

係之他事業」，是以發生莫大適用之爭議。例如，最高法院在「節目錄影帶商業同業公

會案」18判決認為：同業公會與其會員並非處於競爭關係，自不能與無競爭關係之會員構

18 最高法院85年台非字第10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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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公平交易法第7條之聯合行為；惟最高行政法院卻於「砂石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案」19

判決表示：同業公會聯合會，縱其本身另無具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仍得認其參與會員

間的聯合行為，而成為聯合行為之主體。顯然實務對此問題看法，莫衷一是。為解決此

一法律見解糾葛的現象，公平交易法爰於民國91年2月6日公布新修法中，增列現行法同

條第4項規定，俾「擬制」同業公會亦得為水平聯合行為之主體。不過，從法制面觀點，

如此擬制規定，僅屬「鋸箭療法」，尚存有病根。

蓋同業公會之決議屬於「團體內部」的合成行為，絕非本條第1項契約、協議等「當

事人間」的合意所能涵蓋20。是以本條第4項雖擬制同業公會的決議亦為第2項之水平聯合

行為21，惟論理上並不能填補其「決議」欠缺第1項聯合行為「合意」要件之漏洞。

問題之根源，在於公平交易法自始即將同業公會納於第2條事業定義之概念下，忽

略同業公會與其他個別事業本質之差異，因而形成規範的失焦。究其實，同業公會侵害

市場競爭之危險性，不在於其身體力行聯合行為，而係在其提供、促進會員事業易於從

事聯合行為的溫床，如此類似幫助犯、教唆犯之加工或造意行為，方為公平交易法應予

打擊的目標。從繼受法考察之觀點，本法第2條係仿效日本獨占禁止法第2條有關「事業

人」定義規定而來22，因此全盤檢視日本法對於事業團體規範之立法體例，應有其必要

性。

同業公會於獨占禁止法上稱之為「事業人團體」，同法第2條第2項定義其為：「以

增進事業人共同利益為主要目的之二以上事業人的結合體或聯合體，包含以下各款型

態：1. 擁有二以上事業人為其社員之社團法人或其他社團；2. 二以上事業人得控制其理

事或管理人之任免、業務執行或其存續之財團法人或其他財團；3. 二以上事業人為其成

員之合夥或依據契約由二以上事業人所成立之結合體。」23宜應注意者，獨占禁止法並非

19 最高行政法院88年台判字第407號判決。
20 姜炳俊，聯合行為之規範，收錄於賴源河編審，公平交易法新論，2002年，頁241。
21 公平法第7條第2項之作用，在於限縮第1項聯合行為之適用範圍，強調其僅適用於「同一產
銷階段」的水平聯合行為。參見民國91年公平法第7條修正理由說明，http://www.ftc.gov.tw/
upload/2390e17c-17a5-44c9-bd27-d47cb981be71.doc，查訪日期︰2011年11月28日。

22 有關公平法第2條立法說明，參見立法院公報，第76卷，第42期，頁72。
23 惟依同項但書規定︰「以營利為目的之二以上事業人所成立之結合體或聯合體，擁有資本
或成員之出資，且現正在經營商業、工業、金融業及其他事業者，非本項所稱之事業人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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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事業人團體納於事業人之定義範圍內，而係在同條第1項另為事業人之定義規定。其定

義之事業人主要係指：「經營商業、工業、金融業或其他事業者。」如此立法體例，顯

現出事業人、事業人團體在獨占禁止法上適用主體的差異性；即前者重在營利性，後者

則在強調其非營利、增進其成員事業人共同利益之特性。此外，有別於同法第3條後段有

關禁止事業人實施卡特爾（原文稱為「不當的交易限制」）之規定，同法另於第8條揭示

五款禁止事業人團體實施之行為類型：1. 實質限制特定市場之競爭；2. 簽訂以卡特爾或

不公平交易方法事項為內容之國際協定或國際契約；3. 限制特定市場上現在或將來的事

業人數目；4. 不當限制其成員事業人的營業機能或活動；5. 促使事業人實施不公平交易

方法之行為。其中，第1款即係指事業人團體促使其成員事業人實施卡特爾行為，以致實

質限制特定市場之競爭。實務上，違反本款規定者，多為價格卡特爾及圍標案件，占全

部事業人團體違法案件半數以上24。

對照之下，即顯得我國公平交易法上規範同業公會立法體例的突兀。首先，第2條事

業之定義規定，涵蓋不提供交易之同業公會與營利性之公司等個別事業，鑿圓枘方，已

屬可議25；其進而以擬制規定方式，將同業公會塞進違法本質迥然有異的第7條聯合行為

規範體系內，更顯扞格。面對如此重大的立法疏失，政府當局應該考慮重建公平交易法

對於事業團體之規範架構。具體作法，應可借鏡日本法制，區隔同業公會與事業之規範

體系，即刪除現行法第2條第3款、第7條第4項等規定，另增訂事業團體定義規定，並新

設專條列舉事業團體禁止行為類型。

(二) 同業公會（事業團體）規範之定位

各產業相關事業團體之組織型態頗為多樣化，其設立依據有依工業團體法、商業團

體法、專門職業公會法、農會法、漁會法等；亦有非依法律強制設立，屬於自發性組織

者，如協進會、聯誼會、代表會等，不一而足。該等事業團體是否均屬公平交易法應予

體。」蓋該等事業人團體以營利為目的，即屬同條第1項定義之事業人。由此觀之，獨占禁止
法定義之事業人團體，係指以增進事業人共同利益為主要目的，且無營利性者。

24 宮井雅明，事業者團体の活動規制，收錄於金井貴嗣ほか編，獨占禁止法，2004年，頁110。
25 公平法第2條第4款既曰「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則前三款規定之事業
自應具備營利性為必要。如此而言，將不提供交易的同業公會列於同條第3款規定，顯然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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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之同業公會？學界非無爭議者。例如聯合會、工業會、商業會等，有認為其對競爭

侵害較為間接，故非屬第2條第3款同業公會之概念26；惟多數說以為其仍有侵害競爭之

虞，是以仍有將其納入本款適用範圍之必要27。又如農會、漁會，及協進會等事業團體，

學者主要從其是否為依法強制成立之公法人團體、有無提供交易等觀點，分別認定其應

屬第3款之同業公會，或屬於第4款之事業團體，亦有認為其中可能同時構成兩款之規定

者28。

至於實務見解，早在民國81年之「台灣省橡膠製品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案」29，公平

會即已認定聯合會屬於第3款之同業公會，此部分較無疑義。有疑義的是，公平會在「台

北縣三峽鎮農會案」30，處分書並未說明農會係屬第3款之同業公會，抑或屬於第4款之事

業團體。值得注意的是，在「頭城區漁會案」31，公平會認為該漁會有提供賞鯨旅遊行程

服務，故屬於第4款之事業團體。此外，對於非法人組織之協進會、代表會、聯誼會等事

業團體處分案，先前在「台北市家禽批發市場業者代表會案」32，被處分人雖屬未經登記

立案之批發市場業者代表會組織，公平會仍認定其屬於第4款之事業團體；另在「台中市

駕駛人訓練班聯誼會案」33，公平會卻認為本案之台中駕訓聯誼會尚未登記設立，非屬第

3款之同業公會，因此無法以該組織為聯合行為之主體。

區別公平交易法第2條第3款或第4款適用之實益，在於判斷涉案事業團體是否可能成

為第7條第4項聯合行為之主體。若屬第3款之同業公會，其限制競爭之決議，即應受到本

項之規範；若屬第4款之事業團體，僅得以個別事業身分受到第7條第1項之規範，尚無適

用第4項擬制規定之餘地。因此，為杜爭議，公平會爰於民國91年修正公平交易法施行細

26 蕭文生，同業公會聯合行為之處分主體，收錄於單驥、羅昌發、吳秀明、蕭文生，聯合行為
構成要件之研究，1998年，頁20。

27 蘇永欽，事業團體的聯合行為，政大法學評論第44期，1991年，頁211；汪渡村，公平交易
法，2007年，頁16。

28 吳秀明，聯合行為理論與實務之回顧與展望，收錄於前揭註13書，頁23。
29 公平會(81)公處字第030號處分書。
30 公平會(87)公處字第204號處分書。本案雖屬不實廣告案件，但也同時間接證實公平會承認農
會得為聯合行為之主體。

31 公平會(98)公處字第141號處分書。
32 公平會(88)公處字第088號處分書。
33 公平會(99)公處字第077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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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新增第2條規定，揭示如是三款同業公會之認定範圍︰1. 依工業團體法成立之工業同業

公會及工業會；2. 依商業團體法成立之商業同業公會、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輸出業同

業公會及聯合會、商業會；3. 依其他法規規定所成立之職業團體。

此一施行細則規定，雖可明確執法標準，但其限定同業公會須經依法成立，相對的

限縮了本法第7條第4項之適用範圍，其不妥之處有二︰其一，有意違法之事業，刻意不

依法登記，組成非法人組織之協進會、聯誼會等事業團體，藉此促進會員事業實施限制

競爭行為；惟因該組織欠缺法人格，未能繩之以第7條第4項規定，容易產生脫法行為，

以致減損本法抑制聯合行為之規範效果34。其二，依法設立之事業團體須受本項聯合行為

之管制；未依法設立者得以豁免管制，形成法規範輕重失衡的現象。

本文以為，事業團體促使其成員事業實施聯合行為之危險性及應受非難性，並不因

其團體有無依法設立登記而有差別，凡以增進成員事業共同利益為目的者，均潛藏著促

使聯合行為之危機，是以不論其是否具備法人格，均應受到相同規範的制裁。或以為，

未依法設立登記之聯誼會等組織，並無財產可供行政罰鍰之強制執行，恐難有懲戒效

果。就此問題，依據行政罰法第16條準用第15條規定，對於該非法人聯誼會等組織之代

表人或管理人，得處以違反同一規定之罰鍰金額，因此仍可達到制裁違法之功效35。然

而，何以公平會如此執著於同業公會的法人格性，其原因可能係同業公會大多依法必須

強制設立，論及同業公會即如同與法人劃上等號。不過，在上揭「頭城區漁會案」，公

平會的態度似乎又非必然如此。蓋漁會為依法成立具有公法人色彩的職業團體（漁會法

第6條、第12條），若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3款規定，本應屬於本法第2條第3款

34 雖然會員事業本身必須承擔受到制裁之風險，但藉由聯誼會組織得以降低合意成本、便於監
督違反決議者等功效，是以違法事業仍有成立聯誼會等非法人組織之意願。例如在上揭「台

中市駕駛人訓練班聯誼會案」，該聯誼會即設有互助金機制、學費參考價格監督機制，對此

公平會特別於處分書理由強調：「卡特爾組織成立後，為避免有成員悖離協議以圖利自已及

潛在競爭者加入競爭而瓦解卡特爾運作，成員會共同採行具有穩定卡特爾運作之『監督機

制』。該機制對於違反協議之卡特爾成員，可增加被發現的機率並強化制裁之可信度，同時

建構或提高市場之參進障礙，以阻絕潛在競爭。聯合行為因監督機制而約束相關成員時，其

實質上可能足以影響市場……」參見公平會(99)公處字第077號處分書第17頁。如此而言，正
足以說明公平法第7條第4項，有將此等非法人之聯誼會組織納入規範之必要。

35 相同見解，參見黃銘傑，第二條事業之定義，收錄於廖義男研究計畫主持，公平交易法之註
釋研究系列(一)，2003年，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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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同業公會；惟公平會卻以其有提供交易為由，認定其為第4款之事業團體，致使適用第

3款與第4款之界線，留下灰色地帶。

上述問題之癥結，在於公平交易法整體欠缺管制事業團體的明確規範定位。改善方

向，公平交易法應以事業團體取代同業公會為管制對象，並明確定義其為非營利性、增

進成員事業之共同利益為目的，且不以有法人格為限，其範圍應可涵蓋現行法定義之同

業公會、非法人組織之聯誼會等事業團體，管制重點應集中於潛藏其組織內部促使限制

競爭之危險性。至於具有營利性之事業團體，則屬參與市場經濟活動之競爭單位，與其

他個別事業同受公平交易法一般之規範無異。

(三) 垂直聯合規範之評估

公平交易法立法之初，立法者考察各國競爭法管制趨勢，對於「垂直聯合」採放寬

之立法政策，是以同法第7條僅就「水平聯合」加以規定，此即本條第1項、第2項將聯

合行為定位為「有競爭關係」之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之故也36。蓋當時

產業普遍對於公平交易法認識不深，另考量舊法對於聯合行為採嚴厲的「行政司法並行

制」制裁措施，為避免驟然引起經營者之恐慌，爰有限縮聯合行為主體之必要。惟在本

法施行20年後，產業環境多有變遷，且聯合行為罰則已改採「先行政後司法」原則之情

況下，當初立法背景因素是否仍然存在？本條應否納入垂直聯合予以規範？不無討論空

間。

觀察國外競爭法法制，美國休曼法第1條及歐體條約第101條，其規範對象並未區分

水平卡特爾或垂直卡特爾，實務運作則係藉由案例發展出所謂「當然違法原則」（per se 

illegal）、「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或由主管機關訂頒有關水平、垂直限制競爭之

指令告示37，俾供違法判斷之準繩。值得注意的是，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在2005年第七

次修法前，同法第1條定義卡特爾之範圍，僅限水平的限制競爭協議；嗣於該次修法，

本條刪除「事業間互有競爭關係」之要件，致使其規範範圍從水平卡特爾擴及垂直卡特

36 公平法第7條立法草案，參見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立法，1995年，頁458。
37 Commission Notice,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2011/C 11/01)； Commission Notice,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2010/C 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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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38。此外，日本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6項有關卡特爾之定義，亦未限定當事人間應有競爭

關係，以致引發實務相異見解。東京高等法院先於「報紙配銷通路協議案」39，認為本條

僅限規範水平卡特爾；但嗣後在「保險黏貼憑證圍標案」40改變見解，認為圍標廠商與

下游轉包商協議分配利益之垂直卡特爾，亦屬本條規範對象。另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在

其1991年公布之「有關流通交易慣行之指針」表示，上游廠商相互間或與其下游經銷協

議，共同杯葛特定經銷商之拒絕交易行為，參與協議之上下游廠商、經銷商，均可適用

本條規定，等於承認其規範對象涵蓋水平卡特爾及垂直卡特爾41。

國內學者有認為，現行法對於上下游產業團體協議禁止其團體成員與非團體成員進

行交易之垂直卡特爾，由於欠缺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要件，將發生未能予以規範

之法律漏洞，因此建議刪除本條限於競爭關係之相關要件42。亦有學者主張，就此問題

雖可透過類推適用方式解決，惟若涉及刑事責任，恐生牴觸刑法禁止類推原則及論罪科

刑困難等問題43。至於實務案例，此類垂直聯合行為並不多見，「全國手工藝協會案」44

堪稱典型。本案為數家生產手工藝品教材之廠商與部分經銷商共同成立全國手工藝協會

（尚未完成登記），藉由會議共同決定教材批發價格及付款方式，並相互約束不得與非

會員進行交易。本案經由公平會查處，認定該等生產廠商成立聯合行為；惟就經銷商部

分，或因考量其與該等廠商並非處在「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欠缺聯合行為成立要

件，爰未予以處分。

上揭公平會處分案例，或許反映出有如學者所言規範疏漏之現象，然而是否因此即

應改變本法歷來限縮聯合行為主體之立法政策？尚應審慎斟酌。誠然，當前歐美日主要

國家競爭法，其規範卡特爾法條皆無水平與垂直態樣之分，惟其執法運作仍須仰賴長期

38 吳秀明，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最新修正內容及全文翻譯，收錄於氏著，競爭法研究，2010
年，頁366。

39 東京高判，1953年3月9日，高民集6卷9號，頁435。
40 東京高判，1993年12月14日，高民集46卷3號，頁322。
41 山田昭雄、大熊まさよ、楢崎憲安，流通‧取引慣行に關する獨占禁止法ガイドライン，

1991年，頁49-57。
42 廖義男，前揭註36，頁244。
43 吳秀明，前揭註28，頁42。
44 公平會(89)公處字第066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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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案例，方得辨明二者區分標準及違法性差異。反觀我國情形，歷來類似案例尚有未

足，公平會執法經驗難謂成熟，是以修法擴大規範垂直聯合行為之必要性，仍有待假以

時日之觀察。況且，現行法對於此類垂直聯合行為，依其違法態樣，亦得適用相關規定

予以規範，並非全無因應對策。詳言之，此類垂直聯合行為，可能適用公平交易法相關

規定之情形，可從內部及外部關係分別觀察。在內部關係︰不同產銷階段之事業，若有

藉由垂直聯合協議共同決定批發價或零售價者，各該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應可分別成立

聯合行為，自不待言；另上游廠商若有參與下游經銷價格之共同決定者，該上游廠商可

能違反第18條限制轉售價格禁止規定45。另於外部關係︰垂直聯合之會員相互約束不得

與非會員之事業交易，此拒絕交易之杯葛發起人，若係基於損害特定非會員事業之目的

者，應可適用第19條第1款規定；至於實施拒絕交易之會員，亦有可能成立同條第2款之

無正當理由的差別待遇行為46。

二、實務運作之檢討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7條定義規定，本文將聯合行為區分為「行為主體」、「合意」、

「限制競爭行為」、「市場效果」等四項構成要件，分別考察其實務運作概況。

(一) 行為主體

從本條第1項之文義觀之，聯合行為的主體須為「有競爭關係」之複數事業。此複數

事業主體性之要件，乃聯合行為之本質所當然，無庸贅言；惟在母子公司等關係企業相

互實施限制競爭之行為時，該等公司形式上屬於法人格個別之複數事業，實質上卻為一

關係密切之經濟共同體，如此關係企業得否成為聯合行為之主體？另本條第4項擬制同業

公會聯合行之規定，衍生出就此聯合行為應以何者為處分主體之爭議。此外，本法僅處

罰「水平」聯合行為，是以複數事業間有無競爭關係，即為得否成為本條規範對象之決

45 例如在「台灣明尼蘇達公司約定轉售價格案」，公平會(86)公處字第206號、第207號處分，對
於參與下游經銷價格協議之上游廠商，公平會認定其違反公平法第18條規定；至於下游經銷
商，經考量涉案商品市場占有率尚低，爰認定其尚未成立聯合行為。

46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上游廠商與下游經銷商協議拒絕與第三人交易之行為，除認定上
游廠商與下游經銷商共同成立卡特爾行為外，同時認定該等事業得分別成立獨占禁止法第2條
第9項第1款第1目之直接拒絕交易、第2目之間接拒絕交易（杯葛）等違法行為。參見該會訂
頒「流通‧取引慣行に關する獨占禁止法ガイドライン」‧第二共同ボイコット‧3.取引先事
業者等との共同ボイコッ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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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構成要件，實務判斷自應審慎為之。該等問題，以下分別討論之。

1. 關係企業之聯合行為主體性？

母子公司等關係企業得否成為聯合行為之主體？就此問題，國內學者多數見解，

主要從經濟獨立性之觀點，認為子公司之業務活動受控制於母公司，其在經濟上已喪

失獨立自主，故持否定看法47。至於實務見解，公平會在有關圍標問題之函釋表示48：

「如構成關係企業之相關事業原不具『經濟獨立性要件』……即無公平交易法第14條

聯合行為之適用。」由此解釋文，足見該會原則上否認關係企業成為聯合行為之主體

性。

相同問題，在國外競爭法實務亦曾發生適用之疑義。美國最高法院，早期以「企

業內共謀理論」（intra-enterprise conspiracy doctrine）為基礎，認定母子公司仍有可能

構成休曼法第1條禁止之卡特爾49；惟同法院嗣後修正見解，認為母公司與其100%持股

之子公司，在反托拉斯法上並非二家獨立之企業，因此否認其構成卡特爾之可能性50。

此外，歐體法院在適用歐體條約第85條（現行條約第101條）之判決表示，關係企業之

相關公司，在未能自主決定營業活動之情況下，其相互間成立限制競爭之協議，僅係

企業集團內部營業事務之分配，該等公司尚非卡特爾之行為主體51。

大體而言，公平會意見與當前歐美競爭法之法院判決一致，皆以子公司等從屬事

業是否具備經濟獨立性或自主決定能力，據以決定其與控制事業之母公司或其他從屬

事業得否成為聯合行為之主體，如此見解應無疑義。

2. 同業公會（事業團體）聯合行為之處分主體

47 廖義男，前揭註36，頁104至106；劉連煜，論關係企業是否適用我國公平法聯合行為管制規
範，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23卷第1期，1993年，頁388-389；姜炳俊，前揭文，頁238。

48 公平會(88)公貳字第044951001號函。應特別說明的是，圍標行為除違反公平法聯合行為之禁
止規定，另政府採購法﹙民國88年5月21日開始施行﹚第87條對之設有刑責規定，因此公平會
與公共工程委員會對於處理圍標事件之協調結論為︰圍標事件發生於政府採購法施行後者，

原則依政府採購法處理；其發生於政府採購法施行前者，依公平法處理。參見公平會(88)公法
字第00248號函。

49 United States v. Yellow Cab Co., 332 U. S. 218 (1947).
50 Copperweld Corp. v. Independence Tube Corp., 467 U. S. 752 (1984).
51 Centrafarm v. Sterling Drug [1974] ECR 1147 [1974] 2CMLR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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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在民國81年「台灣省橡膠製品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案」52，首度處分同業公

會主導之聯合行為，即決議僅以同業公會為處罰對象，此見解並長期成為該會處分此

類案件之基本立場。惟對於同業公會聯合行為，究應以何者為處分主體？在公平會內

部及學者間，頗有爭議53。就此問題，公平會在民國94年11月17日第732次委員會會議

討論案，可以看出其有擴大處罰對象的傾向。該議案決議要旨為︰基於「行為歸屬之

主體」、「行政成本」、「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及「行政罰法有關追繳利益之規定」

等各項之考量，在現行法令下，同業公會聯合行為之處罰對象，原則上仍維持現制，

即同業公會所為之違法聯合行為，仍僅以同業公會為處罰對象；惟倘依個案之具體事

證顯示，同業公會中參與或形成會議決議之成員，其行為係代表其所屬之事業者，則

得併以該所屬事業為處罰對象。

考察上揭實務運作歷程，主要有下列幾點應予檢討︰

(1)嚇阻違法效果

依據學者研究指出，截至民國93年底止，公平會聯合行為處分案總計95件，其

中49件個案即係由同業公會所主導，占全部案件總數之51.6%54。如此違法案件比

例超過半數之情況下，公平會在此時期始終秉持著僅以同業公會為處分主體之執法

態度，顯然無法遏止此類違法案件之滋長。蓋對於參與同業公會聯合行為之會員事

業而言，其躲在公會大保護傘底下免受處罰，毋庸承擔任何違法風險，嚴重減損本

法嚇阻違法之效果。關於此點，公平會於上開決議宣示在個案可能例外處罰會員事

業之執法立場，基本上值得肯定。不過，實際執法上，迄今「例外」處罰會員事業

之案件仍為罕見55。分析公平會如此消極執法態度之原因，或許有如其議案表示之

52 公平會(81)公處字第030號處分書。
53 公平會內部對於同業公會聯合行為處分主體，即有如是四種不同見解：甲說主張處分公會及
實際執行決議之會員；乙說主張僅處分投贊成票之理監事；丙說主張處分公會及贊成之理監

事；丁說則主張處分公會及公會代表人。參見蘇永欽，同業公會聯合行為的處分對象，收錄

於氏著，跨越自治與管制，1999年，頁92-93。另相關文獻，參閱蕭文生，前揭文，頁39；吳
秀明，前揭註28，頁23-36。

54 莊春發，廠商人數、公會與聯合行為—公平會處分案的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13卷第4期，
2005年，頁16。

55 自該決議作出後，迄民國100年11月底，公平會累計處分22件同業公會聯合行為案，胥皆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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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依行政罰法第20條第2項規定，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他人因

該行為受有財產上利益而未受處罰時，得於其所受財產上利益價值範圍內，酌予追

繳。復依同條第3項規定，上開追繳，由為裁處之主管機關以行政處分為之。是以

倘有聯合行為之實際獲益者而未受處罰之情形，本會即得以行政處分追繳其所受財

產上利益，尚不致產生有失公平之情形。

公平會似乎認為，縱然未將涉案會員事業列為處分主體，尚可藉由行政罰法之

追繳利益處分，以防疏漏。然而，即使公平會有對該會員事業作出追繳利益之處

分，亦僅得在其所受利益範圍內為之；此相較於若以該會員事業為違法行為之處分

主體，得處以超過其所受利益之罰鍰金額而言，前者之行政處分仍然未能遏止會

員事業之違法動機56。從比較法之觀點，日本獨占禁止法第8條之3有關課徵金（罰

鍰）規定，直接以參與事業團體卡特爾之成員事業為處分主體，既可剝奪其不法利

得，亦得有效抑制違法動機，應係較為可採的立法政策57。

(2)處分主體之認定

公平會決議，認為在例外情況下，參與或形成公會決議之會員若係代表其所屬

之事業者，得併以該所屬事業為處分主體。至於處分該事業，是否以其有進而實行

決議之內容為必要，該決議並未說明。事實上，公會決議屬於內部的意思合成行

為，一旦決議形成，會員形成決議的意思即被吸收，此時外觀上僅存在一個公會決

議的意思，即無從針對會員參與或形成決議之行為予以處罰。若此，實務上仍應進

同業公會為處分主體。
56 罰鍰具有「壓制」、「預防」及「剝奪所得」三者共同形成之「結合制裁」功能；追繳利益
之行政處分，乃係基於實現公平正義之理念，性質上並非制裁。參見洪家殷，行政罰法論，

2006年，頁37-45。
57 本條對於參與事業團體卡特爾之成員事業，依其業種、企業規模、違法期間、營業金額，設
有一定課徵金計算方式。若屬於大企業之製造業、零售業、批發業者，其課徵金分別為其營

業金額之10%、3%、2%乘以違法期間（已停止違法行為者，則為停止前之最近3年期間）；
至於課徵金比例定為10%、3%、2%之原因，乃係統計其不法獲利分別占其營業額之8%、
2.28%、1.18%，是以兼具剝奪不法獲利及制裁違法之效果。同樣原理，對於中小企業之製造
業、零售業、批發業者，課徵金比例則分別定為4%、1.2%、1%。有關此課徵金制度說明，參
見諏訪園貞明，平成17年改正獨占禁止法——新しい課徵金制度と審判‧犯則調查制度の逐条
解說——，2005年，頁49-69。



聯合行為之執法檢討與展望

169

一步區別同業公會與其會員事業成為聯合行為主體之時點。

國內多數學者以為，同業公會成為聯合行為處分主體之時點應係在其決議意思

形成之際；另參與或形成決議之會員，須其所屬事業進而實施決議內容，始得成為

聯合行為之主體58。在日本獨占禁止法之執法實務，日本最高法院認為，事業團體

之成員事業若有藉其所屬職員參與團體決議，進而在「觀念上」可認定其營業活

動乃係實現決議內容之意思者，該成員事業亦得成為卡特爾之處罰對象59。以上論

點，頗值公平會參酌。

(3)執法面之影響

判斷會員事業是否成為聯合行為之處分主體，以其所屬事業有無實施決議內容

為認定標準，相較於全面調查出席會員參與會議過程之作法，應可避免耗費大量之

行政資源；再者，會員事業實施決議內容，乃係將公會內部意思的低度危險行為，

實踐為外部限制競爭之高度危險行為，此時以該會員事業為聯合行為之處分主體，

應已具備可罰之正當理由，自無違背所謂「行政自我拘束原則」60。

3. 競爭關係

公平交易法第4條明文競爭之定義，揭櫫競爭之目的在於「爭取交易機會」，

強調競爭手段為「提供較有利之價格等條件」。如此定義，一般均從「效能競爭」

（effective competition）之概念加以理解，認為競爭得以發揮效率、分配、創新、制

衡等功能，故應視其為——項法制度加以保障61。茲有疑義者，乃係本條保護之競爭關

係，除既存於已經從事市場經濟活動之事業間的顯在競爭，是否涵蓋將來可能參進市

場之事業的潛在競爭（potential competition）關係？學者多持肯定見解62。此問題對於

實務運作之影響，在一般商品市場之聯合行為案件，尚無重大疑義；惟在涉及專利授

58 蘇永欽，前揭註53，頁95；吳秀明，前揭註28，頁33。蕭文生，前揭文，頁39。
59 石油價格カルテル事件，1984年2月24日最判，刑集38卷4號，頁1287。
60 對於同業公會聯合行為案件，依據「行政先例」或「行政慣例」，歷來公平會僅處罰同業公
會；惟在有正當理由之情形下，同案併罰會員事業，符合行政程序法第6條規定，自無違反行
政法上所謂「平等原則」或「自我拘束原則」。

61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1994年，頁10。
62 廖義男，前揭註36，頁104；吳秀明，前揭註28，頁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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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爭議之技術市場或創新市場相關案件，即為決定違法與否之關鍵因素。典型案例，

厥屬「荷蘭皇家飛利浦光碟專利授權案」63。

本案乃係三家外商公司組成CD-R（可錄式光碟）專利聯盟（patent pool），並與

台灣廠商簽訂專利授權契約，涉嫌共同決定授權金、不當維持過高授權金及未充分揭

露資訊等違法行為。對於本案，公平會在第一次處分64，及該次處分部分被訴願決定65

撤銷後所作之第二次處分66，均認定涉案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0條第2款、

第10條第4款等禁止規定。本案嗣經上訴及再審之訴，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

胥皆維持公平會有關本案構成濫用獨占地位行為之原處分；惟該等行政法院認定本案

被處分人等擁有「互補性技術」，非係處於「替代性技術」之水平競爭關係，不符公

平交易法第7條違法構成要件，爰判決撤銷本案聯合行為部分之原處分67。據此判決，

公平會第三次處分，僅認定本案構成濫用獨占地位之違法行為，並未再作出有關違法

聯合行為之處分68。

本案為本文所關心者，乃係涉及聯合行為與濫用市場獨占地位規定之法律適用關

係。詳言之，本案認定三家公司構成獨占事業不當定價之前提，必須該等事業符合本

法第5條第2項所謂「二以上事業，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之共同獨占主體要

件。既曰「不為價格競爭」，自以該等事業處於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關係（含顯

在競爭關係及潛在競爭關係），具有價格競爭之可能性為必要，否則焉能期待其應為

63 本案主要評析文獻，可參閱劉孔中，公平法與智慧財產權法的衝突與調和，月旦法學雜誌，
第104期，2004年，頁104以下；范建德、陳丁章，淺析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二年訴字第九○
八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77期，2005年，頁291以下；何之邁，荷蘭皇家飛利浦光
碟案判決評析，公平交易法專論（第三冊），2006年，頁35以下；黃銘傑，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等三家事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
分案，收錄於氏著，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2006年，頁235-284；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收錄於前揭註38書，頁219-265。

64 公平會(90)公處字第021號處分。
65 行政院台90訴字第067266號訴願決定。
66 公平會(91)公處字第069號處分。
67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00908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00553號判決、最
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611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8年判字第419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8
年判字第588號判決。

68 公平會(98)公處字第156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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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之競爭，其事理至明69。若此，本案行政法院判決及公平會第三次處分，胥皆認定

系爭互補性技術未有水平競爭關係，卻又將該等專利聯盟成員視為共同獨占事業，進

而認定本案成立濫用獨占地位之違法行為，如此法律適用見解是否妥適？有待商榷。

問題之關鍵在於，行政法院及公平會皆僅以本案三家事業在系爭技術市場擁有「互補

性技術」，即否定其間具有水平競爭關係（顯在競爭關係），忽略尚應審視該等互補

性技術是否存在潛在競爭關係70，導致本案在歷經十餘年冗長之行政及司法程序後，仍

然留下餘波蕩漾之法律適用疑點。

(二) 合意

「合意」為聯合行為之主觀違法要素，乃係當事人基於事前的意思聯絡，達成

共同實施限制市場競爭行為之意思合致。公平交易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揭示事業達

成合意之方式，涵蓋有法律拘束力之契約、協議，僅有事實或道德拘束力之君子協

定（gentlemen’s agreement），及無任何拘束力之一致性行為（concerted action）等

多種意思聯絡方式。執法實務上，一般難以取得當事人存有契約、協議或君子協定

等直接證據71，因此時常藉由市場結構、誘因、交換價格訊息等間接證據或情況證據

（circumstantial evidence），以推定當事人間有達成合意之一致性行為。然而，對於當事

人僅止於有限制競爭「共識」或「瞭解」之一致性行為，在外觀出現調漲價格等市場行

為一致性時，如何與欠缺合意之單純「有意識平行行為」（conscious parallelism）相區

別，同時也成為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上的一大挑戰。近年來，公平會頗多處分聯合

行為案例，亦有運用此一致性行為理論者；惟因該理論發展未臻成熟，是以實際運用上

69 公平法第5條第2項，乃係仿效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19條第2項所謂「寡占的市場支配」
（Oligopol-Marktbeherrschung）規定而來，從繼受法考察之觀點，共同取得獨占地位之寡占業
者，乃係存在有競爭關係而不為競爭；有關此德國法之介紹，參見吳秀明，十年來公平法上

之獨占管制，收錄於前揭註13書，頁335。另有學者認為，複數事業如要共同取得獨占地位，
彼此間通常是具有關係企業之關係、聯合行為或透過寡占市場平行行為為之；參見何之邁，

前揭註63，頁45。
70 學者認為，本案三家事業擁有互補性技術，各該事業仍有可能擁有授權清單以外之替代性技
術，或具有進行替代性研發之「潛在競爭關係」。參見吳秀明，前揭註63，頁219-266。

71 公平會從民國81年至94年底作出114件之聯合行為處分案例，其中幾近半數（47%）之聯合行
為，並未查獲留存有關合意之書面證據。參見公平會自行研究，全球化時代卡特爾行為之規

範與因應，2005年，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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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免有疑義。

國內學者普遍承認一致性行為理論，但對於推定合意的證明方法，意見未盡相同。

有認為，只要出現不合常理之市場一致行為現象，即可推定當事人間存在聯合行為之合

意；當事人要推翻此推定，負有舉證證明其無合意或此市場現象乃係客觀供需因素變化

所致72。另有主張，必須證明當事人間有意思聯絡後又有共同行為，始得推定該共同行為

存在合意73。二說根本之差異，在於意思聯絡事實舉證責任之分配。若依前說，當事人負

有證明無意思連絡的反證責任；倘依後說，此意思聯絡存在之事實，仍屬執法機關應予

證明之本證責任。

公平會對於一致性行為執法之基本立場，曾經於第397次委員會議揭示幾點認定標

準，其中關鍵因素為：「一致性行為……在主觀要件上，必須參與的事業間有『意思的

合致』……在客觀的要件上，必須有事前的協議或『意思聯絡行為』存在。」基此決

議，公平會在處分一致性漲價等聯合行為案件，通常會認定當事人間有見面寒暄74、聯

誼聚餐75或預先公告調價訊息76等意思聯絡的客觀事實，藉此間接證據以補強推論當事人

間有達成主觀的合意。如此推論方式，在「中油公司、台塑公司同步調整油價案」，獲

得最高行政法院之支持，該法院判決更指出77：「……執法機關對於聯合行為取得合意

之直接證據（例如書面會議紀錄）有困難時，應採『合理推定』之方式，如市場上多數

業者同時並且以相同幅度調整價格，然市場上並無客觀之供需變化因素可資合理說明，

應可合理懷疑及推定業者就該次價格調整，存有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要推翻此項

『推定』，需行為人『合理說明』或證明，其價格之調整乃市場上客觀之供需變化因素

所致……。」應予說明者，最高行政法院形成本案達成聯合行為合意之心證，乃係建立

在涉案油品公司有長期預告調價訊息、調價時間與幅度均相同等意思聯絡的間接事證基

72 廖義男，前揭註36，頁89；姜炳俊，前揭文，頁228。
73 黃茂榮，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1993年，頁184。
74 「信義歡樂有線播送系統公司等一致性漲價案」，公平會(88)公處字第070號處分。
75 「正隆製紙公司等一致性漲價案」，公平會(99)公處字第054號處分。
76 「中油公司、台塑公司同步調整油價案」，公平會(93)公處字第102號處分、(94)公處字第079
號處分。

77 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91號、第92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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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上。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公平會處分「味全等公司一致性調漲鮮乳價格案」78及「統一

超商等公司一致性調漲現煮咖啡價格案」79，各該處分案分別舉出涉案商品參考建議售

價一致、市場結構有利聯合之誘因、超額調漲、產品同質、高市場占有率、市場集中度

高……等情況證據，但尚欠缺得以證明涉案當事人間有意思聯絡事證的情況下80，仍以涉

案事業無法提出一致性漲價之合理說明為由，認定各該涉案事業成立聯合行為，如此處

分是否妥適？不無疑問。

國外競爭法執法機關，對於一致性行為之認定，大多採取嚴格的審核標準。美國最

高法院對於卡特爾舉證責任之分配法則曾經表示，原告僅主張外觀一致性的情況證據尚

不足以令被告負有證明合意不存在之反證責任，必須原告證明被告間存在有可能導致合

意的意思聯絡事實，始得認定被告違反休曼法第1條規定81。歐體法院則認為，必須說明

一致性行為是導致合意之「唯一合理說明」（only plausible reason），方可認定涉案行為

違反歐體條約第81條（現行條約第101條）規定82。至於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及東京高等

法院均認為，僅有外觀行為的一致性，尚不足以認定其成立獨占禁止法第3條後段之卡特

爾；必須證明當事人間有何意思聯絡行為的直接事實，且須說明該意思聯絡與一致性行

為存在因果關係，始得認定其違法性83。

相對於上述外國執法機關，我國公平交易法實務採用「合理推定」一致性行為之證

明方法，顯然較為寬鬆；尤其是鮮乳案、超商現煮咖啡價格案，公平會未能充分說明當

事人有何意思聯絡行為，即課予當事人提出合理事由之反證責任，似有過度適用一致性

78 公平會(100)公處字第204號處分。
79 公平會(100)公處字第220號處分。
80 在鮮乳案，處分書僅謂「媒體報導，鮮乳下月起每公升漲價超過6元，甚與本次調價結果相
合」；在超商現煮咖啡案，則係強調「本案全家便利商店公司於10月4日﹙星期二﹚發布新聞
稿調漲各品項含乳現煮咖啡價格5元」。惟各案被處分人調價時點略有出入，在此期間仍有可
能藉由媒體報導或公開查價而為單純的價格追隨行為，因此僅以媒體報導或發布新聞稿之事

實，尚不足以推斷涉案事業有導致合意之意思聯絡行為。
81 Monsanto Co. v. Spray-Rite Service Corp., 465 U. S. 752 (1984).
82 Ahlstom v. Commission (Wood PulpⅡ) [1993]ⅠECR 1307 [1993] 4 CMLR 407.
83 湯淺木材事件，審判審決1949年8月30日，審決集44卷，頁3；東芝ケミカル事件，東京高
判，1995年9月25日，判例タイムズ，906號，頁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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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理論之嫌。或以為嚴格限制一致性行為之認定標準，將難以有效制裁暗默勾結的聯

合行為；然為區別單純價格追隨的「有意識平行行為」，至少公平會應就當事人間存在

意思聯絡的客觀事實，善盡本證的舉證責任。

(三) 限制競爭行為

聯合行為之限制競爭效果，乃係出於同業共同決定價格等交易條件，相互約束事業

活動之行為所致，爰為本法第7條、第14條明文規定禁止。就「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要

件而言，近來公平會處分幾件同業公會聯合行為案，對於公會訂定自律公約是否屬於限

制競爭之行為？有無加以管制之必要？引發爭議。再者，第7條第1項規定︰「共同決定

商品或服務之價格……交易地區等」，如此以「等」字表現之法條用語，衍生出本項規

定究屬例示或列舉規定之疑義。

1. 自律公約之管制

公平會在「臺北市記帳士公會聯合行為案」84、「台北律師公會聯合行為案」85、

「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聯合行為案」86等處分案，分別認定各該同業公會決議計帳士

會員執業收費標準、發函通知律師會員按章收取談話費或退出法律諮詢服務平台等行

為，違反聯合行為禁止規定。各該公會不服公平會處分，爰提起訴願救濟程序，經行

政院訴願委員會審理後，決定撤銷公平會原處分。歸納其主要撤銷理由為87︰各該公

會依據記帳士法第24條、律師法第15條規定，獲得法律授權得以訂定會員自律公約規

範；相關決議或發函通知內容，僅是建議性質，對於會員並無拘束性。

有關事業團體訂定之自律公約（code of ethics），競爭法學者有認為，其本質屬於

「非限制競爭」，甚至有淨化競爭手段、提升效能競爭之效果88。行政法學者亦有主

張，同業公會含有公法社團或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性質，其獲得法律授權訂定自律公

84 公平會(100)公處字第076號處分。
85 公平會(100)公處字第016號處分。
86 公平會(100)公處字第060號處分。
87 院臺訴字第1000102004號決定、院臺訴字第1000104923號決定、院臺訴字第0990106262號決
定。

88 吳秀明，前揭註28，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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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享有「規範下之自治權限」，爰應豁免於公平交易法規定之適用89。

然而，從上揭同業公會聯合行為之處分案得知，公平會對於公會訂定自律公約之

管制，未曾懈怠。不僅如此，該會訂頒同業公會規範說明第5點，更對自律公約採行事

前的管制措施。該點規定︰同業公會，為提高經營效率及便利消費者之選購，建立一

套非強制性之規格或品質之自我規範標準；或避免過度贈獎或贈品、誇大不實廣告等

不公平競爭行為，建立一非強制性之合理自律規範，如涉及公平交易法之聯合行為規

定，仍須申請解釋或許可。

從法理面而言，依本法第46條規定，對於法律授權訂定之「非強制性」、「合

理」的自律公約，鑑於其非限制競爭及團體自治權限之本質，應無牴觸本法立法意旨

之虞，本可予以豁免管制，自無所謂申請「許可」之必要90。惟在執法面上，或許公

平會認為，自律公約可能逾越法律授權範圍，致有聯合行為之疑慮，爰仍應個案「解

釋」其合法性。由此觀之，對於自律公約應否予以管制，可謂界於一線之隔。

2. 聯合行為類型為例示或列舉規定？

觀察歷來聯合行為處分案例，公平會認定構成限制競爭之違法行為，除本法第7條

第1項明定之共同決定價格或限制數量……等，尚有限制入會91、停止贈品活動92、縮

短交易票期93、約定公休日94等多種行為類型，足見其執法立場係將本項定位為例示規

定性質。不過，最近在「大統益等公司聯合行為案」，公平會如此之執法立場，遭受

最高行政法院之質疑，引發本項規定適用之爭議。

本案被處分人等事業，依本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向公平會申請並獲准三年

期限合船採購進口黃豆之許可決定；嗣後未依第15條第2項規定申請延展許可期限，仍

89 林明鏘，同業公會與經濟自律——評大法官及行政法院相關解釋與判決，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第71期，2008年，頁1-79。

90 嚴格言之，既屬「非強制性」之自律公約，即欠缺「『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要件，尚無
成立聯合行為之餘地。

91 「臺中市等中醫師公會聯合行為案」，公平會(98)公處字057號處分。
92 「康軒文教等公司聯合行為案」，公平會(95)公處字138號處分。
93 「約伯等公司聯合行為案」，公平會(92)公處字063號處分。
94 「台東縣家畜肉類商業同業公會聯合行為案」，公平會(98)公處字045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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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合船採購行為，爰遭受該會認定其違反聯合行為禁止規定之處分95。惟最高行政法

院審理本案上訴之判決，顯然認定本法有關聯合行為類型係屬列舉規定，爰廢棄原審

判決。該判決意旨略謂96：合船採購並非公平交易法第7條所列聯合行為之違法類型，

主管機關尚須查證該等黃豆進口業者有何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

技術……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具體行為，始得論斷其是否成立聯合行為。

國內學者認為，本法第7條第1項法條並非僅以一「等」字，涵蓋其他可能成立合

意內容之描述，而係尚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為一般性之說明，故將本項解釋為例

示規定，應不違反規範明確性原則97。另觀察與本項立法定義極為相似之日本獨占禁止

法第2條第6項規定，其所謂「不當的交易限制」（即卡特爾）係指：「共同決定、維

持或調漲價格，或為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或交易相對人『等』相互拘束事業

活動……」日本學者及實務均認為，該項僅係「惡性卡特爾」（hard core cartels）之例

示規定，至於共同研究開發、交換商業資訊、共同銷售、共同購買等行為，仍有可能

成立本項違法之卡特爾98。

本文以為，在複雜的產業結構、多變的市場環境狀況下，立法定義殆無可能逐一

列舉聯合行為類型。因此，從實務、論理及比較法等觀點，將本法第7條第1項解釋為

例示規定，要無疑義。不過，倘為杜絕爭議，明示本項為例示規定，可以考慮修法

刪除現行法之「等」字，即將本項條文修正為︰「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

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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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

(四) 市場效果

公平交易法所欲維護經濟活動之自由公平「競爭」，同法第4條宣示其意涵為事業

在「市場」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另第5條第3項更指出特定市場為「事業就一定之商品

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如此維護市場競爭之規範理念，落實在管制聯合行

95 公平會(96)公處字第175號處分，該處分因裁處罰鍰有濫用裁量之嫌，致遭訴願委員會決定撤
銷原處分。公平會於調整罰鍰處分後，再作出公處字(97)第7132號處分。

96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379號判決。
97 吳秀明，罪刑法定主義與聯合行為之定義，收錄於前揭註13書，頁158。
98 宮井雅明，共同行為の諸類型の違法性判斷，收錄於前揭註24書，頁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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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步驟為：首先，執法機關必須劃出涉案行為所在之商品市場（product market）及地

理市場（geographical  market），其界定市場範圍之大小，牽連本案成立違法可能性之高

低；其次，在界定出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之基礎上，判斷聯合行為是否已經達到

第7條第2項所謂「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可罰違法性程度。

1. 市場界定方法

傳統上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市場界定，普遍採行所謂三階段的界定方法99︰第

一階段，從供給面觀察，檢視限制競爭行為之對象為何種商品或勞務；第二階段，從

需求面觀察，運用「需求交叉彈性」（cross-elasticity of demand）、「合理的替代可能

性」（reasonable interchangeability of use）等經濟學理論，判別與本案同種類似商品、

服務或地理區域之範圍；第三階段，若有特殊之需求者，再依商品特徵將相關市場細

分為次市場（submarket）或族群市場（cluster market）。

大體而言，公平會聯合行為處分案例，亦係遵循上述之三階段市場界定方法。代

表性案例，早期如民國89年之「連心會電台廣告藥品聯合行為案」100，公平會在第一

階段、第二階段，先界定本案商品市場、地理市場為台南地區西藥房市場，其次於第

三階段認為涉案電台廣告藥品之行銷方式、藥品品質與一般成藥均不相同，最後界定

本案相關市場為台南地區電台廣告藥品市場；近期如民國100年之「統一超商等公司

一致性調漲現煮咖啡價格案」101，公平會在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先界定本案商品市

場、地理市場為全國連鎖咖啡店及餐飲業現煮咖啡市場，其次在第三階段鑑於涉案連

鎖便利商店有提供多元化商品及服務、密度普及、全日營業、可及性高等特點，最終

界定本案產品市場為全國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市場。

對於上述傳統的市場界定方法，學者有提出如是之批判102︰首先，第一階段從供

99 林秀彌，競爭法における關連市場の画定基準，民商法雜誌，126卷1號、2號，2002年，頁
47-99、頁199-231；荒井弘毅，定常性檢定に基づいた獨占禁止法上の市場範圍，國民經濟雜
誌，194卷4號，2006年，頁17-34。

100 公平會(89)公處字第163號處分。本案處分曾經遭受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撤銷﹙90年度訴字
第4423號判決﹚；嗣後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廢棄原審判決，維持本案處分﹙92年度訴字第1336
號判決﹚。

101 公平會(100)公處字第220號處分。
102 白石忠誌，獨占禁止法，2006年，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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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面之角度界定市場，欠缺市場是由供給者與需求者合組而成的基本認識，其立論有

失周延；其次，在第二階段、第三階段，從同種商品中，依據特殊需求再行細分次市

場或族群市場，可能對於特殊需求之誤認，導致界定市場失真的狀態103。針對上述缺

失，學者進而提出較為單純且有效率之二階段市場界定方法104︰第一階段，直接從需

求面之角度，界定出需求者之範圍；第二階段，依據需求者之消費選擇，界定出供給

者範圍。如此在界定需求者與供給者範圍之同時，即一併界定出商品或服務之範圍；

例如界定需求者範圍為「預計二小時內，從甲地到乙地之旅客」，同時即界定其服務

範圍為「提供在二小時內，從甲地到乙地之交通運輸工具」。當然，為確保界定需求

者範圍之精準度，其界定方法尚需藉助美國結合案件處理準則之SSNIP測試方法105。通

常作法為，假設某商品或服務調漲5%價格，若其供給者之營業利潤並未減少，表示需

求者無意選擇其他商品或服務，此時即可界定此商品或服務為單一市場；反之，即應

界定其與被選擇之其他商品或服務屬於同一市場。

若從上述二階段市場界定方法之觀點，檢視超商現煮咖啡案，可以發現本案市場

界定之問題點為：公平會仍係由供給面之角度，認定連鎖超商出售現煮咖啡並提供多

元化商品及服務，致與連鎖咖啡店或餐飲業間，不具有高度可替代性，爰界定本案產

品市場為「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如此市場界定方法，似乎欠缺消費者需求之實

證；本案若能參酌SSNIP測試方法，觀察涉案超商與連鎖咖啡店或餐飲業間營業額之

相互變化狀況106，並以此作為支撐本案產品市場界定方法之基礎，應可提高其界定市

103 典型案例為美國1956年之du Pont案。本案美國司法部將du Pont公司生產之玻璃紙包裝材料
界定為單一次市場﹙涉案產品市場占有率高達75%﹚，進而認定該公司涉案行為違反休曼法
第2條獨占行為規定。然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除玻璃紙包裝材料，尚有其他諸如蠟
紙、保鮮膜等可替代性包裝材料﹙涉案產品市場占有率降到20%以下﹚，因此認定該公司涉
案行為未達獨占違法程度。United States v. E. 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351 U. S. 377 (1956).
有關本案界定市場對於消費者特殊需求的誤認，即為所謂「玻璃紙案的誤謬」﹙cellophane 
fallacy﹚。

104 白石忠誌，前揭註102，頁31-40。
105 即所謂「小幅度、有意且非暫時性的調漲價格」測試方法﹙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

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106 依據消費者保會委員會公布資料，自本案連鎖超商於民國100年10月初調漲現煮咖啡售價起，
迄同年11月底，全國計有85度C、丹堤、壹咖啡、怡客等二十餘品牌之連鎖咖啡店及餐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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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之可信度。

2. 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認定

本法第7條第2項規定「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市場效果要件，其性質類似刑法之

抽象危險犯概念，以聯合行為具有侵害市場供需功能之抽象風險即屬該當，不以市

場功能實際受影響為限，此為公平會所持之執法立場107。國外競爭法亦有類似效果要

件，其執法機關同樣採取高度管制原則。例如，歐體條約第101條禁止「足以影響會

員國間貿易」（which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之限制競爭行為，歐體

法院闡釋其意涵為：「凡可以預見其有影響會員國間貿易之『高度蓋然性』者，不論

係直接、間接或顯在、潛在之影響」108均可適用本條。此外，日本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

6項規定「實質限制競爭」之效果要件，東京高等法院認為其意：「係指市場競爭減

弱，致特定之事業人或事業人團體得於某程度內，任意的操縱價格、品質、數量及其

他交易條件，進而呈現市場遭受控制或有此之『虞』的狀態」109。

聯合行為成立違法，雖不以實際侵害市場供需功能為必要；惟在違法時點之判斷

上，有認為僅以當事人達成限制競爭之合意即已足（合意時說），亦有主張應以當事

人著手實施聯合行為為必要（著手時說）110。實務見解，公平會及最高行政法院均認

為，只要合意內容有限制市場競爭之危險性，即屬違法之聯合行為，其嗣後有無「執

行行為」，與其違法行為之成立不生影響111，顯然採取嚴格認定標準之合意時說。事

實上，在多數事業達成限制競爭之合意時，合意內容已對各該事業之價格、數量等營

業決定產生相互拘束作用，在此時點即已顯現其侵害市場競爭機制之危險性，是以競

爭法自有即時介入規範之必要性112。如此而言，上述實務見解，可資贊同。

並未調漲現煮咖啡價格。參見http://www.cpc.gov.tw/index.asp，查訪日期︰2011年11月30日。
107 公平會(95)公處字070號處分、公平會(97)公處字032號處分、公平會(98)公處字045號處分、公
平會(98)公處字057號處分。

108 Société Technique Minière v. Machinenbau Ulm [1966] ECR 235 [1966] CMLR 357.
109 東宝‧スバル事件，東京高判1951年9月19日，高民集4卷14號，頁497。
110 有關聯合行為成立時點之爭議，參見汪度村，前揭註27，頁102。
111 「貫天下等公司聯合行為案」，公平會(93)公處字093號處分；「春源鋼鐵等公司聯合行為
案」，最高行政法院88年度判字第407號判決。

112 關於此點，日本最高法院亦採合意時說之見解。參見石油價格カルテル事件，1984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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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困擾實務運作的問題是，實際判斷上究應以如何之標準認定聯合行為是否

「足以」影響市場功能？針對此問題，學者有提出「量」與「質」的測試標準說113；

前者是以參與事業總和之市場占有率為重心，後者則以行為限制競爭之本質與程度為

斷。

有關「質」的測試標準，學者亦有主張對於圍標、同業公會主導、價格變動等聯

合行為類型，即可直接認定其已足以影響市場功能114。至於「量」的判斷標準，觀察

公平會處分案例，似乎尚未形成一定市場占有率判斷標準，有僅為5.6%或8.7%者115，

亦有高達80%甚或97.5%者116；但有學者認為公平會隱然是以10%為管制門檻117。對此

問題，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除市場占有率，尚應斟酌「參加聯合行為事業之數目」、

「參加聯合行為者與不參加者間之數目比例」及「對於生產、交易關係的影響」等

因素118。就其中參與聯合行為事業之數目而言，有學者研究指出119︰截至民國93年底

止，公平會處分聯合行為案例，公會主導之49件個案，參與廠商超過10家者，即有44

件；非公會主導之46件個案，參與廠商超過10家者，僅有10件，顯示公會聯合行為對

於市場功能之影響層面較廣，此現象公平會應予注意。

考察國外競爭法實務運作情形，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處分卡特爾案例，其成員事

業合計市場占有率絕大多數超過50%，但實際認定並非僅採量的判斷標準，個案尚須

斟酌涉案行為是否屬於價格或圍標等惡性卡特爾、產業結構、時間或商品特性對於非

卡特爾成員之影響等質的因素120；例如市場占有率低於50%之卡特爾，由於引起其他

非卡特爾成員事業之價格追隨行動，該會仍認定其有實質限制市場競爭之效果121。如

最判，刑集38卷4號，頁1287。
113 吳秀明，前揭註28，頁75。
114 劉華美，第七條聯合行為之定義，收錄於廖義男研究計畫主持，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

(一)，2003年，頁312。
115 公平會(89)公處字第163號處分、公平會(84)公處字第054號處分。
116 劉華美，前揭文，頁318。
117 吳秀明，前揭註28，頁75。
118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379號判決。
119 莊春發，前揭文，頁17。
120 鈴木孝之，獨占禁止法の理論と實務，2000年，頁103。
121 中央食品事件，勸告審決1968年11月29日，審決集15卷，頁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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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實務處理方式，值得公平會參考。

肆、例外許可

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本文，原則禁止事業實施聯合行為；惟對於同項但書所列

七款聯合行為類型，若符合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之要件者，得以附加條件或負擔

方式，例外予以許可。如此立法體例，學者稱之為「三階段式之規範架構」122。從案件

統計資料來看，截至民國99年12月底，在第一階段違反原則禁止之聯合行為案件數總計

153件，第二階段申請例外許可之案件數總計158件、核准案件數（含部分核准）總計128

件123，核准件數與違法件數相去不遠，且核准比例高達81%，如此有無與「例外」許可

制度之規範理念相抵觸？其制度設計應有檢討之必要。至於第三階段之濫用控制，實務

操作主要疑義，乃係對於違反附款行為者，有無必要命其回到第一階段，而重新適用原

則禁止之一般管制？該等問題，應有進一步說明之必要。

一、違反附款行為之處置方式——以廢止小麥合船進口許可案為例

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公平會為聯合行為之許可時，得附加條件或負擔。附

負擔之行政處分立即生效；附停止條件之行政處分，自條件成就時發生效力。公平會許

可聯合行為時，大多附加負擔，目的在於監督、防止濫用，以確保許可之聯合行為有益

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得以實現。

附負擔之形式，依許可聯合行為之內容，得課予申請人一定作為、不作為義務。以

實務上常見之小麥、黃豆、玉米等大宗穀物合船進口申請案為例，公平會許可其合船進

口，乃係承認業者在藉由合船裝運得以降低採購成本之基礎上，為確保其聯合行為符合

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之要件，爰許可決定書上附加如是之負擔：1. 申請人應將本

聯合行為之執行情形，包括每船次各進口人之登記採購量……等資料，按季函知本會；

2. 申請人不得利用本許可從事如進口總量管制暨定數分配制等其他聯合行為……或無正

當理由，拒絕其他進口事業加入本聯合採購；3. 申請人不得利用因本許可而取得之市場

地位，為不當之價格決定……或其他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

122 吳秀明，前揭註28，頁9。
123 公平交易委員會，統計年報，前揭註2，頁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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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附加負擔事項，性質上屬於行政處分之附款，符合行政程序法第93條第1項之

形式合法性。另一方面，同法第94條規定，附款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並應與該處

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準此規定，公平會附加申請人上揭負擔事項，藉此得以

監督進口成本降低程度、影響國內產業發展程度、產業經營成本降低程度，並可防止國

內一般消費者及其他相關事業利益遭受不當的侵害，如此附加負擔與許可處分具有「合

目的性」及「正當合理關聯性」，應無疑義124。

抑有進者，公平交易法對於許可聯合行為之事後「濫用控制」規範，第16條賦予公

平會得以行使廢止許可、變更許可內容、命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等

權限。茲有疑義者，申請人若有逾越聯合行為許可範圍之行為者，公平會是否必然應為

廢止許可之處分？此問題藉由下述案例探討之。

(一) 案情概要

台灣區麥粉同業公會，於民國86年代理國內32家麵粉廠申請許可小麥聯合採購、合

船進口事項，經公平會以（86）公聯字第012號許可決定書附負擔予以許可。惟於許可期

間，公平會調查該公會於辦理小麥聯合採購、合船進口作業事宜時，有藉機協調及召集

會員開會等方式，不當實施總量管制暨定數分配、限制事業自由採購數量等違反附負擔

之逾越許可範圍行為，爰認定其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聯合行為禁止規定，並依第16條

規定廢止前揭許可決定125。

公平會本案雖為廢止許可決定之處分，惟為避免影響國內麵粉產銷市況之銜接，乃

同時給予該等麵粉事業三個月緩衝期間；至緩衝期間屆滿後，即應停止辦理小麥合船進

口作業事宜。

(二) 廢止許可決定之必要性？

國內學者大多以為，申請人若有逾越許可範圍之行為，則當初合法化事由即不復存

在，許可亦失其基礎，個案「濫用控制」之監督架構不免有所動搖，此時自應透過廢止

124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2011年，頁148。
125 公平會(89)公處字第091號處分書。該處分書所謂撤銷許可決定，乃舊法期間法條用語，即為
現行法之廢止許可決定。又該處分有關聯合行為罰鍰金額認定部分，嗣後經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90年度訴字第1207號判決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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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使其回復禁止原則之適用126。惟本文以為，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3款、公平交

易法第16條等規定，申請人有違反附負擔之行為，公平會固得廢止許可決定；然在考慮

比例原則之前提下，倘許可決定之基礎事實並未改變，且該違反附負擔之行為得以其

他更正措施予以有效矯正，此時公平會是否仍有必要為廢止許可決定之處分？不無疑

問127。

詳言之，當初公平會許可小麥合船進口乃係基於考量其可以降低進口成本、減少

倉容不足、減少資金積壓及利息負擔等事由，該等基礎事由並未因本案違反附負擔之

行為而受影響，此觀公平會於本案給予緩衝期間屆滿後仍許可該等麵粉業者之重新申

請案128，即足明證。再者，公平交易法第16條授權公平會得以行使「濫用控制」之權

限，除廢止許可決定外，仍有命申請人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等諸多選

項129，其規範內容應與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相通130。若此，公平會對於本案違反附負擔

之行為（即逾越許可範圍之聯合行為），依第41條予以行政處分即足以改正其行為，爰

無庸再為廢止許可決定之處分。否則，公平會於本案廢止許可決定，同時給予三個月緩

衝期間，於此期間屆滿後隨即許可其重新申請，實無管制意義。

二、例外許可制度之改善方向

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2項有關許可應附期限、期限不得逾三年、期限屆滿前得申請延

展、延展期限不得逾三年等規定，目的在於控制聯合行為許可之效力存續於一定期間，

並使公平會得以定期檢驗許可事由及調整對聯合行為之管制措施。然而，在如此例外

許可制度之管制架構下，對於某些有持續實施聯合行為必要之特定產業，即可發現其必

須定期、反覆的申請延展許可期限，而公平會也幾乎來者不拒的予以許可。其中典型之

126 吳秀明，前揭註28，頁12；石世豪，第十六條聯合行為許可之廢止或變更，收錄於廖義男研
究計畫主持，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2003年，頁539。

127 行政法學者認為，相對人未履行負擔，行政機關為廢止之決定時，仍應考慮比例原則；行政
機關通常應先就負擔為強制執行，而非立即廢止受益處分。參見陳敏，行政法總論，2003
年，頁466。

128 公平會(89)公聯字第004號許可決定書、公平會﹙89﹚公聯字第005號許可決定書。
129 從本條規定「『得』廢止許可、變更許可內容……『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之法條用語觀
之，本條應屬裁量性規定，當無疑義。是以公平會並不受到必須作出廢止許可決定之拘束。

130 石世豪，前揭文，頁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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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即為大宗穀物合船進口申請案件。表一之統計資料顯示，截至民國99年12月底，公

平會總計許可128件聯合行為申請案，其中依據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5款之輸入

聯合許可案件數總計71件131，占全部許可件數之半數以上（55.46%）。而在此71件之輸

入聯合許可案件中，絕大多數屬於大宗穀物合船進口申請案。

表一︰公平會許可事業申請聯合行為案件件數統計表 

（民國81年至民國99年）

類型
第1款

標準化聯合

第2款
合理化聯合

第3款
專業化聯合

第4款
輸出聯合

第5款
輸入聯合

第6款
不景氣聯合

第7款
中小企業聯合

件數 17 40 10 — 71 — 1
比例 13.28% 31.25% 7.81% — 55.46% — 0.78%

事實上，自從民國81年公平會首度許可小麥、黃豆及玉米等合船進口申請案132以

來，該等穀物商即須每三年定期向公平會申請延展許可期限，不僅增加事業經營負擔，

且耗費公平會審查作業之行政資源。

從產業結構面觀察，國內受限於種植環境及生產規模等因素，歷來對於小麥、黃

豆、玉米等大宗穀物原料，皆須仰賴廠商聯合採購、合船裝運以滿足民生需求。對於如

此例行性、必要性之合船進口行為，公平交易法是否仍須將其納入管制？如須納入管

制，如何管制？應係產官學各界寄予高度關切的議題。

國外立法例，針對一定類型行為或特定產業，設計有特別的卡特爾除外管制措施。

例如歐體條約第101條第3項之集體豁免制、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2項之法定例外

制，凡符合各該制度所列要件之一定類型行為，即自動豁免卡特爾禁止規定之適用133。

又如，日本諸多產業法規，分別創設有航空卡特爾、輸出入卡特爾、中小企業卡特爾、

國內海運卡特爾等除外適用類型，並由產業主管機關與公正取引委員會共同管制134。

131 公平交易委員會，統計年報，前揭註2，頁81。
132 公平會(81)公聯字第001號許可決定書、公平會(81)公聯字第003號許可決定書。
133 吳秀明，前揭註38，頁366。
134 在產業主管機關審核特定卡特爾除外適用申請案件，其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之關係，各產業法
規分別採行的管制模式計有︰徵詢公正取引委員會意見、與公正取引委員會協議、通知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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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外國法制，何者較為可採？歐體及德國法制，採事後管制模式，倘事業自行檢

視其卡特爾符合法定豁免要件，即無庸向競爭法主管機關報備或提出申請，如此主管機

關與事業均得免除作業程序之負擔；惟在事業認知有誤的情況下，事後難免遭受主管機

關之處罰，其制度存在法律評估之風險。至於日本法制，賦予產業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

管機關共同審核的權限，固然有利於產業政策及競爭政策之調和；但同時也增加了行政

管制成本，且於機關間協調性不佳之際，勢必影響制度運作的順暢。若此，既無盡善盡

美的外國立法例可資仿效，以下本文嘗試提出一套適於我國產業特性之例外許可管制措

施。

首先，在第一階段原則禁止之管制，應否將大宗穀物合船採購行為納入管制範圍

內？答案顯然應為肯定。蓋如上所述，在將公平交易法第7條第1項定位為例示規定之前

提下，合船採購應屬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該等事業自得為聯合行為之主體。其

次，在第二階段例外許可，雖有學者鑑於合船採購潛藏著事業實施限制競爭行為之危

機，故而主張應刪除輸入聯合例外許可規定135；惟不可否認的，合船採購得以降低生產

成本，禁止其申請例外許可，導致業者將單獨採購所增加之成本轉嫁於消費者，必定損

及社會福祉。如此而言，第二階段例外許可之申請資格，即不宜將合船採購行為排除在

外。問題是，現行法第15條第2項並未區分行為類型，凡許可聯合行為皆「應」附期限，

導致大宗穀物進口業者必須反覆、定期申請延展期限。制度之改善方向，應可將本項條

文改為「得」附期限，對於合船採購等具有持續性必要之聯合行為，適用低度管制原

則，即公平會許可決定無庸附加期限；惟為監督其有無藉機實施限制競爭行為，在第三

階段濫用控制，仍應依本條第1項規定，附加申請人定期匯報採購資料、不得逾越許可範

圍之負擔及條件。嗣後，公平會若確認申請人有藉機實施限制競爭行為者，即應改採高

度管制原則，依第16條規定變更許可內容，命其定期申請延展。

伍、違法制裁措施之革新

取引委員會、賦予公正取引委員會處分請求權等。有關產業卡特爾除外適用制度之立法背景

及運用概況，參見公正取引委員會事務局，獨占禁止政策50年史（上卷），1997年，頁114。
135 劉孔中，公平交易法，2005年，頁158。



公平交易法施行20週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86

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長期鼓吹下，各國競爭法莫不加重對於卡特爾之制

裁措施，並先後引進「寬恕政策」（Leniency Programs/Policy）制度，俾有效維護市場自

由競爭。蓋所謂寬恕政策，乃係在執法機關尚未察覺或充分掌握違法事證前，對於提供

卡特爾違法事證並協助調查之涉案成員，給予免除或減輕處罰之誘因，藉此提高卡特爾

案件之查處成效，並與加重處罰共同發揮嚇阻違法之功效。

受到此競爭政策國際潮流趨勢之影響，公平會於民國100年提出之公平交易法修正草

案，爰增設寬恕政策制度，並大幅提高裁處聯合行為罰鍰金額等規定。該等新修條文，

業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同年11月23日經總統公布。此次修法，對於公平交易法落實

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功能，尤其是強化聯合行為之制裁效果，具有革命性影響，意義重

大。然而，新法僅係提供基礎的規範架構，如何進一步研擬相關配套方案，藉以達成制

度預期的功效，厥為公平會面臨的首要執法課題。此外，不容忽視的是，在強調有效嚇

阻違法聯合行為之立法政策下，現行「先行政後司法」原則之制裁措施是否合宜，應有

一併加以檢討之必要。

一、罰鍰計算標準

(一) 修法意義

新法第41條第2項規定，違反第14條聯合行為禁止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情節

重大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10%以下罰鍰，不受前項罰鍰金額限制。另

同條第3項規定，前項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之計算、重大違法情節之認定、罰鍰計

算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上揭新增規定之意義有二︰其一，本條第2項採罰鍰浮動計算機制，罰鍰金額將依隨

違法事業營業額的增加而自動提高，不受前項2,500萬元罰鍰最高額度之限制，相對具有

充分剝奪不法利得之效果。其二，本條第3項授權公平會訂定罰鍰計算辦法，符合處罰金

額明確性、可預測性原則，不僅可以防範主管機關濫用罰鍰金額裁量權限136，且當事人

得以預估其可能獲得減免之罰鍰額度，有促使其申請適用寬恕政策誘因之效果。

觀察外國競爭法之法制設計，其在推動寬恕政策之同時，即須搭配實施處罰金額計

136 大法官釋字第423號、第511號解釋，皆肯定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訂定之罰鍰裁量基準，得以節
省行政成本，並可避免發生對於相同事件為恣意裁罰之不公平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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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制度，例如美國聯邦量刑指令137、歐體執委會之罰鍰計算準則138、日本獨占禁止法第7

條之2課徵金制度等，各自在其競爭法制裁機制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地位139。

(二) 情節重大之認定標準

所謂「情節重大」之認定，攸關得否啟動本條規定適用之關鍵，其重要性不言可

喻。認定標準，可從行為類型、個案審酌等方向著手。首先，對於涉及限制價格（fixing 

prices）、限制產量（restricting output）或劃分市場（dividing markets）等惡性卡特爾行

為類型140，宜應優先列入情節重大案件之觀察名單。其次，在個案審酌上，上揭歐美日

競爭法處罰金額計算制度之加重處罰事由（aggravating circumstance），例如屢次違法、

行為人居於主導或煽動之地位、妨礙或未配合調查、有實施報復之措施、得以客觀推定

獲有過多之不當利得等，可供公平會認定標準之參酌141。

(三) 罰鍰計算辦法之擬定方向

歸納歐美日競爭法處罰金額計算制度之特色，美國量刑指令及歐體罰鍰計算準則，

在一定的基礎金額上，允許執法機關依據客觀標準，審酌處罰金額之加重或加減，屬於

裁量型的計算模式；相對之下，日本課徵金制度，則係對於基礎金額、加重或減輕百分

比，完全予以量化，徹底排除執法機關之裁量權，屬於拘束型的計算模式。

至於我國公平交易法有關罰鍰計算辦法之擬定方向，究以仿效何者法制類型為佳？

應由公平會權衡相互利弊得失而定。若採美國或歐體法制之裁量型模式者，公平會得視

違法情節，保持彈性之裁量空間；惟加重或減輕罰鍰事由之審酌要素，仍須承擔遭受上

級機關撤銷原處分之風險。反之，採行日本法制之拘束型模式者，應無濫用裁量權瑕疵

之虞，致得以確保罰鍰處分之安定性；惟公平會僅得依據固定公式計算罰鍰金額，裁量

權限等於萎縮至零。

137 U.S Sentencing Comm’n,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Manual (Nov. 1, 2002), §8 A1.1, 
Application Notes at 424.

138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the method of setting fines imposed pursuant to Article 23(2)(a) 
of Regulation No 1/2003,” 2006/C210/02, OJC 210, 1.9.2006.

139 該等外國競爭法之處罰金額計算制度，參見顏廷棟，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公平交易季
刊，第16卷第4期，2008年，頁71-76。

140 OECD/CLP, “Report on Leniency Programmers to Fight Hard Core Cartels,” Apr. 2001.
141 顏廷棟，前揭文，頁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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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擬實施子法之基本原則

新法第35條之1規定，違反第14條之事業，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中央主管機關事

先同意者，減輕或免除中央主管機關依第41條所命之罰鍰處分：1. 當尚未為中央主管機

關知悉或進行調查前，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書面檢舉或陳述具

體違法，並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2. 當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調查期間，就其所參與之聯

合行為，陳述具體違法，並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第1項﹚。前項適用對象之資格要件、

裁處減免之基準及家數、違法事證之檢附、身分保密及其他執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第2項﹚。

上述規定，即為所謂「寬恕政策」制度。事實上，公平會自從2006年2月9日接

受OECD同儕檢視（Peer Review）之建議以來，即參考美國「企業法人寬恕政策」

（Corporate Leniency Policy）142、歐體「有關卡特爾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告示」143、日本

「獨占禁止法課徵金減免制度」144等國競爭法法制，積極研議公平交易法上寬恕政策制

度之設計，其成果於焉顯現在上揭新修條文規定。從本條第2項規定得知，寬恕政策制度

之適用資格要件等事項，尚有賴公平會訂頒實施子法，據以揭示具體的執法準繩。尤其

是，下列重點事項，更係決定寬恕政策之實施成效，公平會應當審慎評估145：

(一) 適用資格

公平會在審查適用資格時，對於聯合行為之領導人、煽動者或發起人，應否將其排

除在外？考察各國制度設計，美國法制係將卡特爾之領導人、煽動者或發起人列為消極

的適用要件；歐體、日本等國法制，則仍許可其申請適用。

二者差異之根本所在，乃係美國法制採用刑事制裁政策，申請人可能被豁免刑事追

142 Antitrust Div., U.S. Dep’t of Justice, Corporate Leniency Program, Aug.10.1993.
143 Commission Notice on immunity from fines and reduction of fines in cartel cases, 2006/C298/11, OJC 

298.
144 參見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網頁，http://www.jftc.go.jp/dk/genmen/index.html，參訪日期︰2011年

11月28日。
145 公平會已公布「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實施辦法草案」，揭載於網頁http://www.

ftc.gov.tw/upload/4857ad9e-de43-4648-b901-0cb3c2aa570d.doc，本文因篇幅所限，僅針對其中
三點較重要事由提出討論。有關寬恕政策制度設計問題之探討，參見顏廷棟，前揭文，頁67-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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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其適用資格當然趨於嚴格；相對之下，歐日競爭法主要採用行政制裁政策，適用結

果僅為減免罰鍰金額，其適用資格較為寬鬆。從我國公平交易法屬於行政罰鍰減免體制

之觀點而言，當以仿傚歐日法制為宜。況且，通常該領導人、煽動者或發起人手中握有

較多違法事證，接受其申請適用，較有助於案件調查之順利進行。

(二) 裁處減免基準及家數

寬恕政策許可減免處罰之事業家數，各國法制不一，美國法制僅允許對首位一家豁

免其刑事追訴；歐體法制除免除首位一家之罰鍰外，依序減輕其餘三家以上之罰鍰金額

30%～50%、20%～30%、20%以內；日本法制除免除首位一家之罰鍰外，依序減輕其餘

二家之罰鍰金額50%、30%。分析相互利弊，公平交易法實施子法設計，宜應把握幾點

原則：其一，減免罰鍰之事業家數宜應適中，給予過多事業減免處罰之機會，由於邊際

效用遞減，並無助於調查程序之進行；反之，開放減免事業家事過少，雖有促進當事人

爭先申請之效果，惟執法機關恐有獲取補充事證不足之虞。其二，本條規定，免除或減

輕罰鍰效果之差別，係以當事人提出申請時，公平會是否「知悉或進行調查」之時點為

斷，該時點之認定標準應予明確揭示，以杜爭議。其三，減輕罰鍰之效果，應依先後申

請順位，給予相當差距之減輕幅度，俾促進當事人爭先提出申請適用之效果。

(三) 保密措施

為免除申請人事後可能遭受報復之疑慮，以促使其樂於提出申請，公平會製發處分

書宜應注意保密措施，可行的作法為︰對全體違法事業製發罰鍰處分之共同處分書，另

針對申請者個別製發減免罰鍰處分書，如此其他違法事業即無從於共同處分書上知悉有

密告事由及推測何人為密告者。惟應說明的是，採行如此的處分書製發方式，對於申請

者製發罰鍰處分及減免罰鍰處分之二份處分書，如何解釋二者行政處分間之效力關係？

就此問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22條規定，在減免罰鍰處分書送達於當事人時，應得解為

公平會同時有廢止原罰鍰處分之意思表示146。

除上述實施子法注意事項外，公平會為確保寬恕政策得以發揮實效，即應調整對於

同業公會聯合行為之執法態度，依據個案實情併罰會員事業。否則，若仍堅持「原則」

146 行政處分之廢止，並不限於人民不得爭訟或已不得爭訟之行政處分，是以該罰鍰處分固屬仍
得爭訟之行政處分，惟行政機關仍得予以廢止。參見陳敏，前揭註127，頁45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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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同業公會為處分主體之立場，則會員事業在豁免處罰之情況下，對於會員事業根本

不存在有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誘因，此時可能出現的情況有二：其一，始終無人提出申

請，寬恕政策對於同業公會聯合行為案件，形同虛設；其二，涉案之同業公會，唯一且

當然最先提出申請，在免除其罰鍰後，形成全案無一事業受罰之奇特現象。

三、「先行政後司法」原則之檢討

(一) 現行制度之考察

公平交易法第35條規定，違反聯合行為之禁止規定者，在受到公平會命其停止、改

正違法行為等行政處分後，逾期未停止或改正違法行為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法

行為者，始有可能受到司法機關之刑事追訴。如此「先行政後司法」原則之立法理由

為147：1. 基於比例原則、刑罰謙抑思想，對於違法行為宜先選擇較輕之行政處罰手段；2. 

國民普遍違法性認識不足，避免制裁手段過於嚴苛；3. 本法存有若干不確定法律概念，

宜先有專業機關之行政權介入以為預警。

然而，在公平交易法施行20年來，經由公平會諸多處分案例的教化作用，所謂國民

欠缺違法性認識的理由，是否仍然存在？不無疑問。況且，鑑於該制裁措施存在下列問

題點，更有檢討其存廢之必要︰

1. 降低違法嚇阻效果

先行政後司法的意義，等於承認行為人得以豁免一次遭受刑事追訴的機會，致使

行為人降低犯罪成本之評估，難以遏止違法行為的發生。雖然，新法第41條第2項已大

幅提高罰鍰額度，惟對不法獲利超過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10%以上的重大違法聯

合行為，違法事業仍可保有不法利得，未能徹底消弭其違法動機。

2. 混淆行政與刑事制裁體系

行為人未停止違法行為，乃係違反前行政處分課予的不作為義務，對此公平交易

法第41條第1項後段即定有連續行政罰之規定。是以第35條將此行政義務的違反作為後

司法之犯罪加以處罰，其目的無非在於以刑罰促進行政義務的履行148。如此而言，所

147 廖義男，前揭註36，頁326-327。
148 李震山，先行政後司法之行政制裁，月旦法學雜誌，第60期，2000年，頁27。另相關文獻，
可參閱謝杞森，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五條、三十六條刑事處罰與第四十一條行政處分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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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比例原則、行政權的介入預警，適成為混淆行政與司法界限、濫用刑罰權的根源。

3. 行政權與司法權的衝突

後司法犯罪的追訴，以公平會作出先行政為前提，然對於成立聯合行為之先行政

處分或「未停止」、「未改正」、「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等公平會之

認定，有無拘束刑事法院審理「後司法」案件之效力？甚至當事人對於先行政處分提

起行政救濟程序，是否影響後司法案件刑事訴訟程序之進行？實際運作上滋生諸多疑

義149。

面對上揭問題，以下介紹日本獨占禁止法特有之「專屬告發」制度，或有可供我

國公平交易法引為借鏡之處。

(二) 「專屬告發」制度之簡介

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於違法卡特爾之制裁，除得依第7條之2第1項處以課徵金之行政處

分外，第89條第1項第1款後段規定最高可處行為人3年有期徒刑。對此犯罪行為，第96條

規定賦予公正取引委員會「專屬告發權」；未有告發，檢察機關不得對犯罪嫌疑人提起

公訴。如此規定之理由，乃係鑑於卡特爾牽涉產業結構等複雜經濟因素，其不法性是否

達到刑事制裁之程度，應尊重競爭法主管機關專業的判斷150。

檢察機關受理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告發後，倘認涉案行為不足以發動刑事追訴者，應

為不起訴處分，並經由法務部長對內閣總理提出報告。此相對於一般刑事告發案件之不

起訴處分，檢察官僅須通知告發人不起訴處分之理由即已足﹙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60條、

第261條﹚，顯示日本政府對於專屬告發案件的高度重視151。

實務運作上，為避免出現上述告發與不起訴處分意見相左的狀況，公正取引委員會

以我國實務運作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9卷第2期，2001年，頁13-36；白忠志，論聯合行
為之刑事處罰，臺北大學法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頁26-29。

149 有關「先行政後司法」原則適用之疑義，參見廖義男，前揭註61，頁76；陳志民、林彥妤，
第三十五條第一項，收錄於廖義男研究計畫主持，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2005年，
頁286-298。

150 村上政博、栗田誠，獨占禁止法の手續——平成18年施行の法改正をふまえて，1996年，頁
297。

151 有關日本專屬告發制度實務運用狀況，參見上杉秋則，カルテル規制の理論と實務，2009
年，頁396-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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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與檢察機關共同成立「告發問題協議會」，事先個案討論應否提出刑事告發，並適時

發表對於重大違法行為之刑事告發方針。例如在1990年之刑事告發方針，即宣示針對如

是特定案件積極提出告發152：1. 價格卡特爾、數量卡特爾、市場分割協定、圍標、共同

杯葛等廣泛影響國民生活之「重大案件」；2. 反復違法之事業人，鑑於行政處分對其已

經難以發揮制裁效果，爰有必要藉由刑事告發程序，徹底達成遏止違法之目的。至於執

法成效，自該刑事告發方針公布後，迄2008年間，總計提出13件刑事告發案件，全數皆

為卡特爾案件，其中包含有如「熱浸鍍錫鋼板卡特爾案」、「電視陰極映像管卡特爾

案」、「石油輸送橡膠管卡特爾案」等多起重大國際卡特爾案件153。

此外，配合寬恕政策之實施，公正取引委員會在2005年之刑事告發方針宣示154︰對

於開始調查程序前，首位符合免除課徵金資格之事業及其所屬職員，免予對其提出刑事

告發。如此在得以豁免行政與刑事處罰的雙重誘因下，促使當事人積極申請適用寬恕政

策，有助於執法機關及早發覺重大違法之卡特爾行為155。

(三) 公平交易法引進「專屬告發」制度之可行性

觀察上述日本法「專屬告發」制度之特色，可謂兼有嚇阻重大違法行為、調和行政

與刑事制裁體系、有利寬恕政策實施等功能效果。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公平交易法引進

「專屬告發」制度是否可行，以下分析之︰

1. 罪刑法定主義

「先行政後司法」原則，係以先行政處分作為後司犯罪之構成要件，如此立法體

152 參見公正取引委員會網頁，http://www32.ocn.ne.jp/~estate4/guideline.pdf，查訪日期︰2011年11
月28日。

153 案例介紹，參見顏廷棟，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於國際卡特爾之規範與實例，貿易政策論叢，第
13期，2010年，頁121-156。

154 參見公正取引委員會網頁，http://www.jftc.go.jp/kansei/text-shiryo.pdf，查訪日期︰2011年11月
28日。

155 實務運作可能發生的問題是，依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2項「告發不可分原則」之規定，
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卡特爾成員部分免予告發、部分提出告發，該免除告發決定並無拘束檢

察機關之效力。針對此問題，日本法務省表示：基於對公正取引委員專屬告發權限之尊重，

並確保寬恕政策得以發揮實施成效，檢察官對於未經該會列為告發對象之犯罪嫌疑人，應可

裁量予以不起訴處分。參見井上朗，リニエンシーの實務——競爭法の荒波から企業を守れ 
——，2006年，頁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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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行政權與司法權步調不一的情況下，將導致犯罪與否之法律效果陷於曖昧模糊，

自是有違罪刑法定主義要求明確性原則之疑慮。相較於此，「專屬告發」制度，賦予

競爭法主管機關告發之權限，性質上屬於刑事追訴條件，並非犯罪構成要件156；至於

告發之案件是否構成犯罪，悉由司法機關判斷，是以不生犯罪構成要件欠缺明確性之

問題。

2. 一行為不二罰

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規定「刑罰優先」、「一行為不二罰」等原則，在於禁止

對「同一對象」、「同一行為」實施雙重處罰157。至於公平會對於違法「事業」作出

罰鍰等行政處分，並對違法「行為人」提出刑事告發，由於二者處罰之對象不同，自

無牴觸「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虞158。另應予說明者，依行政罰法第15條、第16條規

定，私法人或事業團體等事業之代表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使其事業違反公平交易

法應受處罰者，該代表人仍有可能適用「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此時公平會倘對該代

表人提出刑事告發，須俟該代表人獲得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確定後，始得對其作出

行政處分。

3. 公平會因應措施

「專屬告發」制度，乃係建立在尊重競爭法主管機關專業判斷之理念基礎上，是

以在公平交易法賦予公平會專屬告發權限之同時，自應進一步提升其行使職權之獨立

156 若採「專屬告發制」，法院對於欠缺公平會告發之檢察官起訴案件，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
第1款起訴違背程序規定為由，諭知不受理判決；反之，在現行「先行政後司法原則」之制度
下，法院認為檢察官起訴案件欠缺前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者，應依301條第1項不能證明被告
犯罪為由，諭知無罪判決。

157 洪家殷，前揭註56，頁120；蔡震榮、鄭善印，行政罰法逐條釋義，2006年，頁340。
158 在現行「先行政後司法原則」之制裁體系下，公平法第35條第1項前段對於「自然人」之刑罰
與第41條對於「事業」之處罰，本因對象不同自不生一行為兩罰之疑慮。參見陳志民、林彥
妤，前揭文，頁304。此外，日本東京高等法院在「保鮮膜價格卡特爾案」，明確宣示︰課徵
金係屬剝奪行為人不法利得及遏止違法之行政處分，與刑罰目的在於制裁卡特爾之反道德性

及反社會性有別，是以對於同一卡特爾行為科處課徵金及罰金，並不牴觸日本國憲法第39條
規定之一行為不二罰原則，ラップ價格カルテル刑事事件，1993年5月21日東京高判，高刑集
46卷2號，頁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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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強化案件調查之權能159，俾奠定該會為競爭法專業主管機關之地位。其次，為確

保「專屬告發」制度得以順利運作，公平會應與檢察機關共同建立協商機制，針對個

案討論應否提出告發，並適時擬定公平交易法第41條第2項所謂「情節重大」案件之告

發準則，藉此宣示免除對於首位符合寬恕政策適用資格者之刑事告發，俾徹底發揮強

化嚇阻違法、順利調查聯合行為之制度應有功效。

陸、結論

公平交易法實施以來，公平會執法歷經近20年的摸索、成長階段，可以感受到其辦

案品質與績效的逐年提升。然而，由於立法的疏失、產業環境的複雜及違法行為之多樣

化等因素，致使法制面及執法面對於聯合行為案件之管制，仍有諸多應予檢討、改善的

空間。本文回顧公平會過往的實務運作概況、考察若干代表性案例，並展望公平交易法

規範市場經濟活動的趨勢，爰提供以下幾點修法及執法方向之建議事項，期待藉此些有

助益於公平會邁向更臻成熟發展階段的里程碑。

一、調整對於事業團體之規範架構及執法措施

歷來同業公會聯合行為案件，占全部聯合行為違法件數之比例頗高，且涉案會員相

對於個別事業違法案件之廠商家數較多，其危害市場競爭問題之嚴重性，自是不容小

覷；惟現行法制及公平會執法，仍有規範不周之處。法制面改善之道，宜應重新調整對

於同業公會之規範架構，增訂事業團體定義、違法行為類型等規定，規範對象則包含同

業公會及非法人團體組織之聯誼會等事業團體。另在強化執法面上，除處罰事業團體，

對於所屬職員參與會議決議並實施決議內容之會員事業，亦應併列其為處分主體，此亦

為配合寬恕政策制度實施之必要執法措施。

至於事業團體自律公約之管制，若屬獲得法律授權訂定之非強制性、合理性自律公

約，當依本法第46條規定，豁免其禁止原則之適用；對於可能逾越授權範圍或未有授權

之自律公約，現行同業公會規範說明應可充實不當限制競爭條款之例示事項，以節省個

案解釋之行政成本。

159 公平會於內部草擬民國100年公平法修法草案第27條，增訂準刑事調查程序規定，賦予公平會
在獲得法院核發搜索票時，得會同司法警察實施搜索、扣押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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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進案件調查及經濟分析之精緻度

處理專利授權等智慧財產權爭議案件，應當深入分析涉案技術有無顯在或潛在之競

爭關係，並注意聯合行為與獨占地位濫用規定之法律適用關係。再者，藉由情況證據以

認定一致性聯合行為之推論方式，固然有助於執法機關查處違法行為之績效；然為避免

與「有意識平行行為」相混淆，自應充分說明當事人有何意思聯絡之客觀事證。此外，

檢視涉案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分析手法，可以考慮從需求面觀點界定市場、藉

助SSNIP測試法則，並依個案審酌「量」與「質」的判斷標準，俾確保市場效果認定之

客觀真實性。

三、區別許可聯合行為之類型，適度採用高度或低度管制原則

現行法對於許可聯合行為之管制，未區分行為類型，一律附加許可期限，造成特定

產業實務運作之困擾。日後修法，宜應授權公平會得以個案審酌，針對有持續必要性之

大宗物資合船採購等輸入聯合行為，採行不附加許可期限之低度管制原則，但可同時附

加命提供採購資料、禁止逾越許可範圍之負擔及條件；嗣後當事人若有違反許可附加之

負擔或條件者，即改採高度管制原則，命其定期申請延展許可期限。

四、強化違法制裁體系，並擬定合宜之配套方案

配合寬恕政策、10%年度銷售金額罰鍰額度上限等制度之實施，公平會自應審慎擬

定政策實施子法、罰鍰計算辦法及重大違法情節之認定標準等配套方案；嗣後尚應定期

檢驗，依隨經濟環境及實施狀況之變化，機動調整配套方案相關事宜，以發揮制度預期

之最大功效。此外，鑑於現行「先行政後司法」原則之制度缺陷，是以立法者當有授予

公平會行使「專屬告發」權限之必要，藉此得與寬恕政策之實施成效相輔相成，如此方

能全面建構徹底嚇阻違法、有效防範及查處聯合行為之完善制裁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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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and Perspective on the 
Enforcement of Cartel Regulation in Taiwan 

Fair Trade Act

Abstract

Cartels waste society’s resources and creative negative effects on economic efficiency, 

therefore are deemed the most harmful anti-competitive activities. As such, cartel activity 

has always been the focal of the regulator’s investigation for the last 20 year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ir Trade Act (FTA).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 FTA 

enforcement against cartels, and looks at it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tendency toward effective 

sanctions. In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provid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to the FTC: (1) Revising 

the legal framework and enforcement rules of the trade association; (2) Enhancing fineness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economic analysis on cartel cases; (3) Establishing different types 

of cartel exemptions and adapting tighter or light-touched regulatory principle accordingly; 

(4) Reinforcing the illegal cartel sanction system with adaptive enforcement and supporting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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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孫立群委員＊

顏教授這篇文章從聯合行為的定義、先行政後司法、限制競爭的第19條、同業公

會、水平及垂直的聯合行為、專利聯盟、最後進到市場界定、例外許可跟寬恕政策的部

分，大量的引用日本的判例、文獻，當然歐體及美國這方面也引用的相當多，個人在這

方面學習非常多，但在讀這篇文章時，有些地方瞭解的不夠透徹，有機會請顏教授等一

下為大家做更深入的分析。

第一顏教授提到第14條及第19條，就是聯合行為與限制競爭這部分，特別提到以民

國88年先行政後司法的修法做分界，在修法前公平會傾向引用第19條，到後來就比較會

引用第14條，這部分可能我才疏學淺，顏教授似乎沒有談到實務上如何能將限制競爭跟

聯合行為更清楚的予以分界，如果能看到會更好，還是說當初判例形成的時候，是因為

實務上的一些證據所以不得不然？事實上在民國88年之後也有類似案例本會是引用第19

條限制競爭的規定來處理。

第二關於同業公會的部分，非常贊同顏教授提到日本把同業公會跟事業團體分開，

我認為這應該對於公平交易法未來修訂上有許多正面的意義，目前我們的細則中是傾向

於以合法登記的公會作為對象，這次在本會擬定修法方向時，事實上國內有許多學者及

實務界人士也都提出這點，認為同業公會這部分範圍的界定應該要擴大，關於顏教授在

文章中提到的協進會、聯誼會這些自發性的組織，也有相 當多的學者提到這一點，公平

會也已經整理相關的資料做參考。

另外提到水平聯合行為及垂直聯合行為，確實目前公平交易法對垂直聯合行為並沒

有像水平聯合行為般有相當突顯的地位，也只有在第18條、第19條稍微可以與垂直聯合

行為有關係，在商業運作模式如此複雜的今天，關於垂直的這個部分確實是有精進的必

要。今天大家都有提到飛利浦的案子，纏訟多年，這裡提到patent pool這個部分，這部分

＊ 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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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瞭解它的重點是專利到底是否為essential的patent、是不是互補的或替代的專利，

事實上最近一個案例有關Blue-ray這家公司，這是我們通過第一個patent pool的案子，這

個案子本會首次不實質審查裡面的每一個專利，因為這家的是一個開放式的patent pool，

隨時都會變動，這次我們審理的原則是審查它independent的專利審查小組，審查這個專

利小組的機制跟架構，而在這樣的機制跟架構下，我們認為有可能達到所有的essential 

patents不會是替代品。在這樣的原則下通過了這個案子，這個案子對公平會來說是一個

突破性的案子，也是我們的第一次，希望透過這個案子，將來patent pool的申請案將來在

我們會裡都能有很明顯的績效出現。

顏教授特別提到市場界定的部分，他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就是，目前我們對於

市場界定都是從供給面來看，是不是將來應該把它變成從消費面來看市場，這樣的一個

看法是不是會延伸到對於公平交易法到底是管產業的競爭秩序，還是直接跳到下一步來

管消費者的福利，所以這個部分的爭論我們到底應該要怎麼解決？應該是要界定在什麼

地方？顏教授也特別指正本會咖啡的案子，我們的市場限縮到4家超商，事實上公平會對

於顏教授提到的85度C、丹堤這些咖啡店都有做了事前的調查，發現這幾家的產品跟這

幾家超商確實是沒有什麼替代關係，這也是為什麼這個市場最後可以限縮到4家裡面，所

以這一部分我要幫公平會打打氣加油。

有關提到例外許可的部分，現在比較多人在討論的像出口的部分，是不是像公平會

主委所提到的以鄰為壑的情形出現，就是我們有無可能在台灣給了它例外許可後，反而

使得這些廠商到國外受到其他國家競爭法的處分？

最後提到leniency program，這部分在1月6日行政院公佈後正式上路。另外一個小的

部分是關於罰金計算的部分，我們的辦法還沒有公佈，但是它的框架大概是這樣子，罰

金的上限是前一年營業額的1/10，但是罰金的實際計算是以違法商品它本身的營利及違

法的期間作為基礎來計算，顏教授文中又提到關於寬恕政策實施的調查時點，在我們1月

6日公佈的辦法中，關於調查的時點寫得非常清楚，就是當公平會的調查通知書寄出去或

是我們去查訪的那個時點開始，非常佩服顏教授對於這麼小的細節也注意到，公平會也

有注意到這些，以上是我個人的意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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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張懿云教授＊

20週年研討會對公平會來說是一個繼往開來，檢視過去、展望未來的機會，很高興

剛剛跟孫委員不約而同談到我們共同關心的問題，但解決問題的方法未必一致。第一個

問題就是咖啡案，公平會自2010年10月做出處分之後，主文的第2點說應立即停止該違

法的聯合行為，可是我在便利商店買一杯咖啡都還是50元，這個問題並不是針對這個

案子，而是我在尚未進入公平會前，我一直在問，這個「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到

底是什麼意思？這個問題就是我想在公平交易法實施20年的時候提出來，大家一起思考

的，假設這是一個聯合行為而且已經成立，我比較關心的是執法的成效，公平會的處分

就是1600萬、250萬、120萬跟50萬，相對於他們的獲利，業者花錢聘請律師進行繁複的

訴訟也還划得來，所以照樣維持漲價，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相信不是只有台灣的公平

會，每一個國家都會非常care這個行政處分，這是第一個，可是我也沒有解決的方法，

所以我一直建議，不管是從法制面或實際的執行面，或是各式各樣的方式，一定有所謂

可以參考的比較法或實際的執法經驗可以參考。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第14條的水平聯合行為，已經進入21世紀了，我們的聯合行為

在這一次大幅度的修法中，真的還是要限制在水平的聯合嗎？垂直的聯合跟水平的聯合

在競爭法上限制競爭真的有這麼大的差別嗎？甚至在進入數位匯流的時代，這種多角

的、很難界定的聯合，很多學者都主張垂直的聯合跟水平的聯合應該可以一併考量，德

國、歐盟、美國、日本這些國家的都改了，我思考的是，水平的聯合跟垂直的聯合分開

規範，垂直的聯合的部分有第18條跟第19條，但出現了一個問題，像這種上下游的聯合

杯葛，上游業者跟下游業者只有一個合意、聯合的合意，上游的發起者用第19條第1項，

那水平的參與者呢？可以用第19條第1項嗎？看起來不行，可以用第14條嗎？看起來也很

怪，他固然是一個水平的聯合行為者，但是他的合意是上下游加水平的一種合意，那可

＊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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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拆成兩個行為嗎？我提出我的疑問。

另是從產業的角度我想要思考的是，以我國的產業，它是以全球作為它的競爭事

業，台灣的公平交易法如果把聯合限制在水平這件事情，那教導我們產業的就是整個公

平交易法真正最重要的是聯合行為，而對國內廠商而言認知上所謂聯合行為就只限於水

平聯合行為，請問一下，當國內業者進到國際市場，這樣的概念對他們有幫助嗎？也就

是不管是水平、多角或是垂直聯合，這部分當然還要做比較仔細的分析，可是我覺得也

沒有必要認為垂直聯合行為它的惡性沒有水平聯合行為來得嚴重，尤其整個競爭的趨

勢，如同各位談到的patent pool所遇到的那些問題相同，我的意見簡單就到這裡，謝謝大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