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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判斷共同行為之相關議題的重要性
聯合行為乃是各國消費者及競爭法主管機關極為厭惡的行為。在一相關市
場中，倘若有聯合行為的存在，則消費者往往無法以相對低廉的價格取得商品
和服務。同時，在此相關市場中，消費者通常難有其他選擇，僅能購買參與聯
合行為之事業所提供的商品及服務。而既然消費者基本上別無其他選擇，則長
此以往，參與聯合行為的事業，大都欠缺強化商品和服務品質的動機，遑論更
進一步採取各種創新的策略。因此長遠來看，消費者往往會成為聯合行為之下
最大的受害者。
無庸諱言，聯合行為對於消費者造成了種種的負面影響，但在現實世界
中，事業之間的商業合作手段是否為聯合行為？個案中常常出現不易判斷的情
況。就競爭法的實務而言，二以上的事業從事的聯合行為(collusion; collusive
behaviours)，若參與的事業曾以紙本記錄合意的內容，則日後此等事業往往會
銷毀所有的紙本證據(all paper evidence)。若參與的事業不以紙本記錄合作的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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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則此種合作即可能成為歐盟法所稱的「共同行為」(concerted practice) 。本
文將關注的焦點置於歐洲聯盟(the European Union)競爭法(competition law)中涉
及「共同行為」之認定的相關爭議。
共同行為的認定之所以為一項重要的議題，係因其雖為聯合行為的一種態
2

樣，或者是最廣義的反競爭協議(anti-competitive agreements)的一種態樣 ，但無
論是歐洲聯盟運作條約（以下簡稱歐盟運作條約）或者包括法(regulation)和指
3

令(directive)等規範在內的歐盟「二級立法」(secondary legislation) ，皆未就共同
行為一詞加以定義。共同行為的範圍不易界定。若將共同行為的意涵界定得過
於寬廣，則平行定價(parallel pricing)亦可能被認定為共同行為。所謂的平行定
價，乃是一事業對於（相關市場中）其他事業作出的一種理性而自然的回應(a
rational and natural response of ﬁrms in that market)。以經濟學的角度觀之，在正
常的競爭市場(normal competitive markets)中，若無聯合行為，則各個企業所提
供的類似商品或服務，絕無可能出現價格相同的情況。各個企業之所訂定不同
4

的價格，係因不同事業的商品或服務的成本結構(cost structures)相異 。唯一的例
外，僅可能出現於寡占市場(an oligopolistic market)之中。於此例外的情況下，
不同事業仍可能對於類似商品或服務，訂定相近甚至相同的價格。
進一步來說，所謂的寡占市場，共有4項特徵。第一，相較於正常的競
爭市場，出賣人的人數極少(relatively few sellers)；第二，進入市場的門檻
頗高(high barriers to entry)；第三，產品之間幾乎不存在差異性(little product
differentiation)；第四，價格的透明度(price transparency)頗高，例如，不同事業
5

之間極易得知競爭對手的價格變化 。因此，在寡占市場中，事業自然而然地
將價格定在同一條線上。換句話說，寡占市場中的相同定價並非特定形式的聯
合行為所導致，而是相關市場中所有事業，各自獨立地認可了其與其他事業之
6

間的「相互依存關係」(mutual interdependence) 。
在此相互依存關係之下，若一企業企圖以降價的方式增加其市場占有率
1

2

3
4
5
6

th
Paul Craig and Gráinne de Búrca (2011), EU Law, Text, Cass, and Materials (5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965.
就歐盟競爭法而言，若將共同行為理解為狹義的協議(agreement)，亦即事業間之
協議的一種態樣，則此理解方式並不正確，詳述如後。
第一級為條約(treaty)的層級。
Ibid.
Craig and de Búrca, supra note 1, at 965.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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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shares)，必將導致其他企業採取類似的降價措施以回應之，此舉不僅將
使得市場價格急速下降(downward spiral of prices)，同時，相關市場中任何一個
的企業，皆無法透過上述的作為增加其市場占有率。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在
此相互依存的關係下，所有企業皆無單方面漲價的能力，因為一旦漲價，消費
者必將轉而與漲價者的競爭對手交易。總體而言，寡占市場中的平行定價，並
非共同行為或其他聯合行為態樣所造成的結果。由以上關於經濟學的概念說明
可知，界定共同行為的範圍，乃是競爭法實務上的一項重要議題，若將共同行
為的意涵界定得過於寬廣，則上述寡占市場之中平行定價的行為，亦可能被競
爭法主管機關認定為共同行為。
我國亦存在著類似於歐盟共同行為的爭議，但爭議的重點略有不同。根
據我國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本法所稱聯合行為，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
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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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根據第14條第2項，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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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此等條文，可知歐盟的共同行為，似
乎類似我國法中的「其他方式之合意」，但從比較法的角度觀之，歐盟法的共
同行為，究竟有無合意的存在？此議題頗值得分析。而就國內法的角度觀察，
我國的聯合行為，皆以合意為要件，但就條文中「其他方式之合意」的定義而
言，「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究應從嚴或從寬認定？究竟那些「其他方
式之合意」，既非公平交易法第14條的契約，亦非此條文所規範的協議？從理
論或實務的角度所進行的研究，現今似乎仍有不足之處。
歐盟競爭法並非歐盟特定法律的名稱，而是歐盟規範競爭秩序之法令的統
稱。此一法律領域的規範複雜、範圍寬廣。歐盟層級的競爭法主管機關，乃是
歐盟執行委員會（The European Commission；以下簡稱執委會）。必須特別說明
的是，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及第102條的規定，僅有條號不同，與歐盟運作條
約施行日（2009年12月1日）之前的歐洲共同體條約（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The EC Treaty，以下簡稱歐體條約）第81條和第82條，其
內容並無二致。為避免條號變動可能產生的誤解，合先敘明。

二、簡析歐盟法對於聯合行為之規範
在歐盟，競爭法雖未針對參與重大反競爭協議的事業經營者，訂定刑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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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條文，但參與重大反競爭協議的事業，依法必須負擔高額的行政罰。2006
年6月，執委會修正了「競爭法案件罰鍰核處指引」(guidelines for setting fines
7

in competition cases) 。其後，根據此指引所核處之水平聯合案件的罰鍰，往往
8

遠高於昔日類似案件的罰鍰 。按執委會所提供的資訊，就涉及卡特爾的案件
(cartel infringements)而言，在單一卡特爾案件(a single cartel)中，單一企業遭核
處行政罰的最高紀錄(the largest ﬁne imposed on a single company)，超過了8億9
9

千6百萬歐元(over €896 million)，約合新臺幣365億3千萬元 。此外，在單一案
件中，所有參與的企業遭核處之行政罰最高紀錄，合計超過了14億7千萬歐元
10

(over €1.47 billion)，約合新臺幣599億3千2百萬元 。由此可知，歐盟對於造成
11

重大惡害的反競爭協議，可謂深惡痛絕，希望藉由高額的罰鍰加以遏止 。
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乃是歐盟規範反競爭協議最重要的條文。歐盟
運作條約第101條的立法目的，在於確保市場的競爭環境，從而增進消費者
的福祉(consumer welfare)，並強化資源的有效分配(an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12

sources) 。此條規定的重點可分為2大部分，第1部分包括此條的第1項及第2
項，界定何謂應予禁止的反競爭協議，以例示的方式列出造成重大負面影響的
反競爭協議，並規定此等協議的法律效果。第2部分係此條的第3項，針對第
101條第1項的例外加以規定。
13

根據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第1項及第2項 ：
7

8

9
10

11

12

13

「競爭法案件罰鍰核處指引」係一簡稱，其正式名稱為Guidelines on the method
of setting ﬁnes imposed pursuant to Article 23(2)(a) of Regulation No 1/2003 (2006/C
210/02).
European Commission (2013), Cartels: Leniency,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cartels/
leniency/leniency.html (last visited Nov. 23, 2016).
Ibid.
Case COMP/39437 - TV and computer monitor tubes, Commission Decision of 5
December 2012.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13. 關於歐盟水平聯合行為的相關統計資訊，請
參閱：European Commission (2014), Cartel Statistics,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
cartels/statistics/statistics.pdf (last visited Nov. 23, 2016).
The agreements between competitors, whereby all the producers in an industry fixed
minimum prices and allocated markets by quota or otherwise, were common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At present, such agreements are clearly forbidden. Economic theory
predicts that they are likely to lead to prices being raised and less being sold than when
competition determines the price of goods and services. Valentine Korah,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EC Competition Law and Practice (8th ed.,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4), 39.
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第1項及第2項的原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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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行為因違反共同市場原則故應予禁止：
所有事業間之協議、事業同業公會之決定、共同行為，有影響歐洲聯盟會
員國間貿易之虞且係以規避、限制或破壞內部市場內之競爭為目的或造成影響
者，特別是下列行為：
(a) 直接或間接訂定買入或賣出之價格或訂定其他交易之條件；
(b) 限制或控制生產、市場、技術發展或投資；
(c) 共享市場或共享供給之來源；
(d) 將不同條件適用於對其他數個交易相對人之同類交易中，使渠等處於競爭
上之不利地位；
(e) 以其他交易相對人接受額外義務作為與渠等之契約之成立要件，而就此額
外義務之本質或就商業習慣而言，此義務與契約之主要權利義務無涉；
2. 依本條認定應予禁止之任何協議或決定應屬無效。
3. 第一項各款規定於下列情形得不適用之：
―― 事業間之任何單一協議或數個相關協議，
―― 事業之同業公會間任何單一決定或數個相關協議，
―― 任何單一實質聯合行為或數個相關實質聯合行為，
就要件而言，認定一決定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第1項的標準，有下列
三者：
(一)須有某種形式之事業間聯合作為(collusion between undertakings)；
(二)上述聯合作為須有可能影響歐洲聯盟會員國之間的貿易；
1. The following shall be prohibit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all
agreements between undertakings,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which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which have as
their object or effect the prevention, restriction or distortion of competition within the
common market, and in particular those which:
(a) directly or indirectly ﬁx purchase or selling prices or any other trading conditions;
(b) limit or control production, markets, technical development, or investment;
(c) share markets or sources of supply;
(d) apply dissimilar conditions to equivalent transactions with other trading parties,
thereby placing them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e) make the conclusion of contracts subject to acceptance by the other parties of
supplementary obligations which, by their nature or according to commercial usage,
have no connection with the subject of such contracts.
2. Any agreements or decisions prohibited pursuant to this article shall be automatically
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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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述聯合作為須以限制歐洲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的競爭環境為目
14

的或已產生實際的限制效果 。
第1項要件，亦即「須有某種形式之事業間聯合作為」，所謂事業間的聯
合作為，指的是事業之間的反競爭協議(anti-competitive agreements)。歐盟運
作條約第101條的規範重點在於，禁止所有事業之間的協議與共同行為、事業
之同業公會之決定中，有影響歐盟會員國間貿易之虞且係規避、限制或破壞共
同市場內之競爭為目的或已實際造成負面影響者。簡而言之，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條所禁止者，係事業之間最廣義的反競爭協議。
首先，就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中「協議」一辭而言，歐洲第一審法院(the
15

Court of First Instance)於2000年Bayer AG v. Commission案的判決中指出 ，其
於審酌先前的案例法之後，認為「協議」之概念的主要特徵，乃是二以上當事
人之間，存在著「一項意願的合致」(a concurrence of wills)。根據該法院的見
解，協議僅須為當事人意願的真正意思表示，至於協議究係由何種形式呈現，
16

則並不重要 。
其次，所謂的反競爭協議，乃指具有競爭關係的事業，採取聯合定價
(fixing prices)或割裂市場(dividing the market up)等合作的方式，造成競爭環境
扭曲(distort competition)的協議。反競爭協議可能為對外公開的協議，亦可能為
秘密協議；其可能為事業之間的書面協議、職業公會或協會的書面決議或書面
規章(written decisions or rules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亦可能為非正式的安
17

排(less formal arrangements) 。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第1項的「共同行為」一
詞，即為此處的非正式安排。相較於第101條第1項中「事業」、「事業之同業
公會」、「協議」等「決定」等亦需釋明的要件，共同行為恐為最難以望文生
14

15
16

17

Korah, supra note 12, at 40. 其原文為：
(1) some form of collusion between undertakings,
(2) which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3) which has the object or effect of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within the common market.
Case T-41/96 [2000] ECR II-3383.
其原文為：It follows that the concept of an agreement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85(1) of the Treaty, as interpreted by the case-law, centres around the existence of a
concurrence of wills between at least two parties, the form in which it is manifested being
unimportant so long as it constitutes the faithful expression of the parties’ intention. ibid,
para. 69.
European Commission (2012), Anti-competitive Agreements, http://ec.europa.eu/
competition/consumers/agreements_en.html (last visited Nov. 2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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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要件，而此正是文後所關注的焦點。
第三，反競爭協議，包括了反競爭的水平協議(horizontal agreements)和垂
直協議(vertical agreements)。就水平的反競爭協議而言，一相關市場中處於相
同經濟水平的數個事業，係相互之間具有競爭關係的事業，倘若數個具有競爭
關係之事業訂定了限制競爭(restrict competition)的協議，則此種協議，即為歐
盟法中的水平反競爭協議。值得補充說明的是，我國公平交易法第14條與第15
18

條所禁止的水平聯合行為，即為水平的反競爭協議 。歐盟競爭法的學界與實
19

務界經常討論的「卡特爾」(cartels)，亦為此類的壟斷協議 。
除了水平的反競爭協議之外，早在歐洲競爭法制的草創時期，具有的反競
爭性質的垂直協議，即曾引起過爭議。不同於反競爭的水平協議，反競爭的垂
直協議存在於相關市場中不同水平的事業之間(between undertaking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market)。垂直協議是否為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所規範的協議？昔日
20

曾一度有人認為，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可能完全不適用於垂直協議的案件 ，
但歐洲法院已於1966年的Établissements Consten S.à.R.L. and Grundig-Verkaufs21

GmbH v. The Commission案（以下簡稱Consten and Grundig案） ，明確地否定了
此項見解。在Consten and Grundig案中，1德國家電產品製造商與其位於法國的
家電經銷商訂定了垂直協議，雙方同意以下2點：第一，由法國經銷商取得在法
18

19

20

21

按我國公平交易法第15條：「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
根據我國公平交易法第14條：「本法所稱聯合行為，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
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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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足以
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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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
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第二條第二項之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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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本
法之聯合行為。」
“Arrangement(s) between competing ﬁrms designed to limit or eliminat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m, with the objective of increasing prices and profits of the participating
companies and without producing any objective countervailing beneﬁts”. DirectorateGeneral for Competition (2002), Glossary of Terms Used in EU Competition Policy
– Antitrust and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8, http://ec.europa.eu/translation/spanish/
documents/glossary_competition_archived_en.pdf (last visited Nov. 23, 2016).
th
Richard Whish and David Bailey, Competition Law (7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17.
Joined cases 56 and 58/64 [1966] ECR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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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獨家(exclusive)銷售權利。德國製造商一方面同意，絕不提供其所生產的商
品給同樣位於法國的其他家電經銷商，另一方面亦承諾，其位於法國以外之其
他國家的經銷商，亦不會絕不提供商品給位於法國的其他家電經銷商。第二，
法國經銷商不得於法國販賣德國製造商之競爭對手的家電產品。歐盟法院於
「初步判決」(preliminary ruling)中指出，此德國製造商與其位於法國的家電經
22

銷商所訂的垂直協議，係屬應禁止的反競爭協議 。
昔日之所以會出現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不適用於垂直協議案件的主張，
其原因在於大部分的反競爭垂直協議係由相關市場中不同水平的事業所訂定，
未必會影響相關市場中其他製造者、銷售商和零售商的正常運作。換句話說，
即便特定的垂直協議本身具有反競爭的性質，在消費者尚有眾多其他類似商品
或服務可供選擇的情況下，反競爭垂直協議或許無足輕重，其對於相關市場可
能不會造成任何負面影響。
然而，本文欲強調的是，上述的推論，或許在類似完全競爭市場的相關市
場中具有解釋力，但反競爭垂直協議於現實的世界中，可能出現於同類商品或
服務相對較少的市場，此時上述的推論恐欠缺說服力。舉例來說，在「Consten
and Grundig案」出現的1960年代，歐洲的新型家用電器尚屬高科技產品市場，
並無眾多同類家電可供選擇，又例如1990年代2000年代的家用電子遊戲機市
場，少數企業販賣的商品（例如日本任天堂的遊戲機）深受消費者喜愛，但其
他同類家用遊戲機的選擇則不多。因此，即便反競爭垂直協議僅由相關市場中
不同水平的事業（例如製造商與不同歐盟會員國的經銷商）所訂定，但此等協
議仍會對於相關市場中其他製造者、銷售商、零售商以及終端的消費者，造成
極大的負面影響，因此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應無不適用於垂直協議案件之理。

三、共同行為之認定
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第1項的「共同行為」一詞，即為文前所提及的非正
式安排。相較於第101條第1項中「事業」、「事業之同業公會」、「協議」等
「決定」等亦需釋明的要件，共同行為恐為最難以望文生義的要件，而此正
22

As to how to determine whether an agreement which contains a clause “granting an
exclusive right of sale” comes within the field of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 TFEU,
the Court stress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in particular whether it is capable
of bringing about a partitioning of the market in certain products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thus rendering more difficult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trade which the Treaty
is intended to create”. Case 56/65 ECR 235 Société Technique Minière (L.T.M.) v.
Maschinenbau Ulm GmbH (M.B.U.), para.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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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文所關注的焦點。吾等可將共同行為一詞理解為「實質聯合行為」，而
「共同行為」乃是數個事業之間透過直接或間接的聯繫，於並未訂定正式協議
(concluding a formal agreement)的情況下所進行協調(coordination)。此時，雖無
正式的協議，但數個事業之間已有協調的行為，以實際的合作取代競爭所帶來
23

的風險 。
進一步來說，所有事業對於具有競爭關係的事業，大多存有戒心，絕無
可能向競爭對手透露與成本、生產、行銷、服務等相關的關鍵商業資訊，
遑論主動告知未來將採取的商業作為(to disclose intended future behaviours to
competitors)。然而，參與實質聯合行為的事業，不僅透露相關的關鍵商業資
訊，有時甚至會主動告知計畫中的商業作為。因此，參與的事業之間存在著共
同行為，而原本市場競爭所帶來的風險，已被事業之間的合作完全消弭。
24

(一) 早期之實務發展：ICI v. Commission案
1. 事實、判決結果與理由

1972年歐洲法院的ICI v. Commission案（以下簡稱ICI案），係歐盟競爭法
實務上關於共同行為的第一個重要案例。各界討論此案時，經常將其簡稱為
「the Dyestuffs case」（染料案）。執委會於ICI案中，認定數家染料業者透過
共同行為的方式進行聯合定價，因此裁處業者罰鍰。針對共同行為的認定，執
委會提出的證據，包括此等染料業者之商品漲價的幅度相近、漲價的時間點相
近、總公司將漲價的指示(instructions)寄送給分公司的時間點相近，以及業者
曾經多次進行非正式接觸的事證。
執委會與歐盟法院皆認為，參與共同行為的染料業者之間，雖「尚未到達
作出所謂『協議』的階段」(without having reached the stage where an agreement
25

properly so-called has been concluded) ，但先前染料市場的競爭環境中存在的
26

商業風險，已被染料業者透過共同行為所實現的聯合定價所排除 。進一步
來說，執委會與歐盟法院之所以如此認定，係因若無聯合行為，則市場上任
23

24
25
26

The phrase “concerted practice” refers to “[c]oordination between undertakings which,
without having reached the stage of concluding a formal agreement, have knowingly
substituted practical cooperation for the risks of competition. A concerted practice can
be constituted by direct or indirect contact between firms whose intention or effect is
either to influence the conduct of the market or to disclose intended future behaviour to
competitors”. Directorate-General for Competition, supra note 19, at 11.
Case 48/69 ICI v. Commission [1972] ECR 619.
para. 64, supra note 24.
para. 64, supra note 24.

第 2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74

何個別的行為改變(any independent change of conduct)，必然伴隨著相當的風
險，但參與的染料業者於1964年至1967年間，皆由其中一家或數家染料業者
就染料商品的漲價日期及幅度先行公告(advance announcements) ，再由其他參
與的業者跟進漲價，如此一來，當時存在於此等業者之間的所有不確定性(all
uncertainty)，甚至是未來的不確定性，皆可由業者藉此等先行公告而完全去除
(eliminated all uncertainty)。
2. 簡析
歐洲法院於ICI案的見解，有幾點值得特別注意。首先，執委會提出的證
據，包括此等染料業者之商品漲價的幅度、時間點、寄送漲價指示的時間點皆
相當接近，加上執委會提出了業者多次非正式接觸的事證，此等事實皆成為日
後歐盟競爭法認定共同行為的重要指標。其次，歐洲法院指出，歐盟運作條約
第101條於「共同行為」的概念和「事業間協議」的概念之間，畫定了一條分
界線(draws a distinction)，亦即，共同行為「尚未到達作出所謂『協議』的階
段」。本文以為，此處的重點在於，法院並未將共同行為視為事業間協議的態
樣之一。換句話說，就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而言，共同行為以及事業間的協
議，乃是兩種不同聯合行為。
此外，歐洲法院指出，「究其本質，一共同行為雖不具備一契約的所有要
件，但共同行為（確實）可經由協調而產生，而觀察參與者的行為，即可發現
27

此種共同行為的存在，乃是顯而易見的」 。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的「事業
間協議」，顯係此處所謂的契約，但一共同行為究竟未具備一事業間協議的何
項要件，或者那幾項要件？法院則未進一步說明。參照文前「事業間協議」的
概念，可知「事業間協議」的主要特徵，乃是二以上當事人之間，存在著「一
項意願的合致」，但歐盟競爭法的共同行為，並不具備「意願的合致」這項
特徵。換句話說，共同行為雖非協議的態樣之一，但確為一種聯合行為的態
樣。共同行為乃是一種經由協調而產生的行為，但其不以「意願的合致」作為
要件。以ICI案為例，經執委會調查，無證據證明相關的事業早已就共同的漲
價措施達成共識，否則執委會應會直接認定相關事業之間存在著「事業間協
議」。執委會與歐洲法院皆認為，參與的事業之間存在的是共同行為，而事業
之間的合作，已將原本市場競爭所帶來的風險完全消弭。
27

其原文為：“By its nature, then, a concerted practice does not have all the elements of
a contract but may inter alia arise out of coordination which becomes apparent from the
bahviour of the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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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針對平行行為(parallel behaviour)與共同行為的關係，歐洲法院亦
28

提出其見解 。法院指出，將平行行為直接認定為共同行為的見解，並不妥
當，但不可否認的是，倘若特定的平行行為，造成了競爭的條件(conditions of
competitions)的改變，使得實際的競爭條件與應當存在於市場上的正常競爭條
件(the normal conditions of the market)有所不同時，則此平行行為，的確得以被
29

當作是證明共同行為確實存在的有力證據(strong evidence of such practice) 。歐
洲法院雖未指明市場上的正常競爭條件究係為何，但不難推論的是，一般的市
場競爭環境充滿了不確定性，而之所有這種不確定性，係因為市場上的事業無
從掌握競爭者手中的商業籌碼。於正常的情況下，競爭對手絕無可能彼此分享
商品或服務的敏感資訊。職是之故，倘若平行行為的效果，幾乎等同於競爭對
手分享敏感資訊的效果，則市場的不確定性將可被完全去除，而此正是歐洲法
院所謂競爭條件的改變。若出現此項前提，則平行行為的確得以被當作是證明
共同行為確實存在的有力證據。
30

(二) 中期之實務發展：Åhlström Oy v. Commission案之轉折
1. 事實

歐洲法院的Åhlström Oy v. Commission案判決，係歐盟競爭法實務上關於共
同行為的另一個重要案例。學術界與實務界討論此案時，經常將其簡稱為「the
Wood Pulp case」（木紙漿案），文後的討論則以「紙漿案」簡稱之。在此，本
文將此案的事實簡要敘述如下：為數眾多的木紙漿(wood pulp)製造商，於1980
年代中期，曾多次就各自的紙漿價格作出調漲的公告，不僅各個製造商所公告
31

的每季最高紙漿價格(maximum prices quarterly)相當接近 ，每次漲價的幅度和
32

漲價的時間點，亦相當一致(altered prices uniformly and simultaneously) ，執委
會因此懷疑紙漿製造商之間存在著某種聯合行為。
經深入調查，執委會於1985年認定此等紙漿製造商的行為係共同行為，並
加以裁罰。然而，受處分的紙漿製造商，否認有共同行為的存在，強調紙漿價
格調幅和調漲時間點之所以相近，並非肇因於共同行為，而係由於歐洲的木紙
33

漿市場乃是寡占市場 ，因此其市場的本質具有特殊性。不過，執委會並不接
28
29
30
31
32
33

para. 65, supra note 24.
para. 65, supra note 24.
Cases 89 etc/85, Åhlström Oy v. Commission [1993] ECR I-1307.
paras. 64 and 65, supra note 30.
Dec 85/202, [1985] OJ L85/1, [1985] 3 CMLR 47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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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紙漿製造商的答辯，認為木紙漿市場中存在著有許多製造商，因此不應將此
市場認定為寡占市場。執委會指出，由於各個製造商不僅公告的每季最高紙漿
價格相近，製造商每次漲價的幅度和漲價的時間點，亦有相當的一致性，故而
執委會認為，此等事實本身，即為紙漿製造商參與共同行為的「表面證據」(it
34

was itself prima facie evidence) 。
2. 判決結果與理由
對於執委會的結論，歐洲法院提出了否定的意見。歐洲法院於1993年的判
決中指出，紙漿製造商作出與價格相關的公告，雖然公告行為本身的確為市場
行為，但作出公告的事業，未來於市場中仍將面臨競爭上的不確定性，至於
公告行為本身，則並未減少此種不確定性。法院指出，當紙漿製造商作出與價
格相關的公告時，「任何一個涉及此項行為的事業，皆無法確定他人未來的行
35

為」 。法院接著指出，除非平行行為乃是系爭共同行為之所以存在「唯一可
能合理的解釋」(the only plausible explanation)，否則執委會不得將平行行為視
為共同行為的證據(proof as concertation)。以較為口語的方式來說，平行行為必
須是系爭共同行為之所以存在「唯一說得過去的解釋」，平行行為方得被視為
共同行為的證據。倘若平行行為與系爭共同行為之間毫無關聯，則執委會不應
將平行行為當作共同行為的證據。法院強調，企業有能力以明智的方式調整自
身的商業手段，以因應競爭對手的商業手段，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並未剝奪
36

企業這項能力 。
歐洲法院指出，就紙漿案而言，相關市場的寡占傾向(the oligopolistic
tendencies of the market)和相關紙漿製造商行為期間的特殊情況(specific
circumstances)，得以合理地解釋此案所出現的平行價格(the parallelism of the
37

prices)以及價格的（變化）趨勢(the price trends) 。歐洲法院強調，執委會應
運用積極的經濟分析(rigorous economic analysis)，判定是否尚有其他合理的理
由，能被用來解釋相關紙漿製造商的系爭行為。法院認為，於相關紙漿製造商
未有公開的聯繫溝通(overt communication)的情況下，執委會有必要就其「紙漿
製造商之行為係共同行為」的推論，提出有力的論理。
34
35

36
37

Ibid.
其原文為：At the same time when such undertaking engages in such behaviour, it
cannot be sure of the future conduct of others. para. 64.
para. 71, supra note 30.
paras. 126 and 127, supra not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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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簡析
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競爭法名譽教授Valentine Korah
指出，歐洲法院的紙漿案判決，明顯地限制(significantly limited)了共同行為的
38

概念 。Korah教授之所以有此見解，係因作出與價格相關公告的事業，未來
於市場中仍將會面臨的競爭上的不確定性，公告行為本身並未減少此種不確定
性。換句話說，作出公告的事業雖於相關市場中多次就各自的紙漿價格作出調
漲的公告，但執委會不應直接將公告行為認定為共同行為。本文以為，此處的
關鍵在於，多次的調漲公告與市場風險的消除之間，並無因果關係。
其次，比較ICI案與紙漿案，可知執委會於ICI案中提出了業者多次非正式
接觸的事證，但執委會於紙漿案中卻未能提出紙漿製造商正式或非正式接觸的
證據。本文以為，此項差異相當程度上左右了歐洲法院的心證。換句話說，既
然相關市場具有寡占的傾向，共同行為又未必是系爭平行行為之所以存在的唯
一解釋，加上紙漿製造商可能根本未曾相互接觸，因此實難作出紙漿製造商已
進行了協調工作的結論。
此外，或許有人認為，由於共同行為乃是「事業間之協議」以外的聯合行
為，因此主管機關的證明共同行為的舉證責任，應較證明「事業間之協議」的
舉證責任為低，如此方能有效打擊協議之外的聯合行為。雖然共同行為確為
「事業間之協議」以外的聯合行為，但歐洲法院並未因此降低執委會的舉證責
任。職是之故，執委會僅憑紙漿製造商可能參與共同行為的「表面證據」，包
括最高價格、每次漲價的幅度和漲價的時間點的近似性，實無法證明紙漿製造
商確有共同行為。
(三) 近期之實務發展
39

1. Hüls AG v. Commission案

就 共 同 行 為 爭 議 的 實 務 發 展 而 言 ， 1 9 9 9 年 歐 洲 法 院 的 H ü l s A G v.
Commission案（以下簡稱Hüls案），係2000年前後較受矚目的重要案例。各界
討論此案時，經常將其簡稱為「the Polypropylene case」（聚丙烯案）。根據歐
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第1項，應予禁止的共同行為，係「有影響歐洲聯盟會員國
間貿易之虞且係以規避、限制或破壞內部市場內之競爭為目的或已實際造成負
面影響者」。Hüls案最重要的一項爭議為：倘若一疑似共同行為的商業作為，
僅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但尚未造成具體的負面影響，則此時實施此商業作為的
38
39

Korah, supra note 12, at 57.
Case C-199/92 P, Hüls AG v. Commission [1999] ECR I-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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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是否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第1項？
對於此一爭議，歐洲法院指出，「即便一共同行為並未對於市場造成反競
40

爭之影響，但該共同行為仍應受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1條第1項之拘束」 。歐洲
法院接著指出，就系爭條款的規定而言，「當共同行為具有反競爭目的時，即
41

應禁止此等共同行為，至於此等行為之影響，則在所不問」 。
法院最後強調，執委會無須舉證證明系爭共同行為具有限制競爭的效果
42

(effects restrictive of competition) ，「相反地，Huls必須證明，其行為對於（相
43

關）市場並無任何影響」 。必須說明的是，歐洲法院此一見解，並非毫無
爭議。歐洲法院於Hüls案中強調，當共同行為具有反競爭目的時，即應禁止
此等共同行為，但法院同時又指出，參與共同行為的事業得舉反證，證明其
行為對於相關市場並無任何影響。此時，一個延伸的難題是：倘若參與共同
行為的事業，確能證明其行為對於相關市場並未造成實際的負面影響，則參
與的事業是否仍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歐盟普通法院於Cimenteries CBR
SA v. Commission案中指出，若參與的事業能成功地提出反證(can prove to the
44

contrary)，則此時並未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 。
2. AC-Treuhand案
就共同行為爭議近年來的實務發展而言，最受重視的案件，莫過於2015
年的AC-Treuhand AG v. European Commission案（以下簡稱AC-Treuhand案）的
45

判決 。此案不僅涉及共同行為，其亦與事業間的協議有關。此案的主要爭議
為，提供其他事業諮詢服務、資訊服務以及管理服務的顧問公司，有無可能與
其服務的對象，一併被認定為參與聯合行為的事業？
根據歐盟法院AC-Treuhand AG v. European Commission案的判決，多個事
業參與了數個相關的反競爭協議及共同行為，此等協議與共同行為於1987年至
46

2000年間 ，影響了當時歐洲經濟區(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的兩個市場，
40

41

42
43

44
45
46

其原文為：A concerted practice … is caught by Article 81(1) EC, even in the absence of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on the market. para. 163, supra note 39.
其原文為：Concerted practices are prohibited regardless of their effect, when they have
an anti-competitive object. para. 164, supra note 39.
para. 166, supra note 39.
其原文為：On the contrary, it was for Huls to prove that that did not have any inﬂuence
whatsoever on its own conduct on the market. para. 166, supra note 39.
Cases T-25/95 etc Cimenteries CBR SA v. Commission [2000] ECR II-491, para. 1865.
Case C-194/14 P, AC-Treuhand AG v. Commission [2016] ECR I-0000.
para. 6, supra note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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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錫穩定劑市場」(tin sabilisers sector)市場，另一則為「環氧化大豆油及
47

環氧大豆油酯市場」(epoxidised soybean oil and esters sector) 。此等事業所涉及
的行為，包括聯合定價(price fixing)、透過操控銷售配額(sales quotas)割裂市場
(allocation of markets)、分配消費者(allocation of consumers)以及交換商業上的
敏感資訊(exchange of commercially sensitive information)，特別是涉及消費者、
48

生產以及販賣的資訊 。應補充說明的是，錫穩定劑乃是廣泛使用於塑膠製程
的添加劑，環氧化大豆油及環氧大豆油酯，同為可塑劑及穩定劑，亦經常被使
用於塑膠的製程。
上述反競爭協議及共同行為的背後，有一家企業顧問公司AC-Treuhand，
此公司的主要營業所設於瑞士蘇黎世，係一以提供企業諮詢服務、資訊管理服
49

務以及稽核服務為主要業務的公司 。AC-Treuhand以提供各項服務的方式，對
50

於上述的卡特爾提供了協助 。執委會認為AC-Treuhand違反了歐盟運作條約
51

第101條第1項，核處AC-Treuhand兩項罰鍰，合計17.4萬歐元 。執委會認定，
52

AC-Treuhand乃是1993年至2000年間實際參與上述協議和共同行為的事業 ，但
AC-Treuhand不服執委會的處分，並於歐盟法院指出，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的
禁止規定(prohibitions)的規範對象，係該條所稱的協議和共同行為的當事人(the
53

parties to such agreements or concerted practices themselves) ，而AC-Treuhand強
調，其並非協議和共同行為的當事人，其與涉及協議和共同行為的事業之間，
另訂有服務契約(service contracts)，而此等服務契約與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101
54

條的協議和共同行為，全然無涉 。
然而，歐盟法院並不贊同AC-Treuhand的答辯。AC-Treuhand主張，其並
非協議和共同行為的當事人。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之禁止規定的規範對象，
「係針對此等協議或共同行為的當事人，此等當事人活躍於受到這些協議和共
同行為所影響的市場之中」。法院指出，首先，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未有如
55

此規定 。其次，AC-Treuhand雖為一企業顧問公司，但其的行為，並非僅是單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para. 5, supra note 45.
para. 8, supra note 45.
paras. 7 and 17, supra note 45.
para. 17, supra note 45.
para. 10, supra note 45.
para. 8, supra note 45.
para. 18, supra note 45.
para. 39, supra note 45.
para. 27, supra note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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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提供周邊服務。AC-Treuhand的行為，不僅與其他參與（限制競爭行為）的
56

製造商所承擔的義務有關連性，其行為亦與限制競爭的落實有關 。

四、結論
首先，嚴格來說，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的共同行為，此行為既與合意無
涉，亦非協議的一種態樣，而是一種推定的聯合行為。共同行為的認定之所以
為一項重要的議題，係因其雖為聯合行為或廣義的反競爭協議的一種態樣，但
此行為態樣的範圍不易界定。若將共同行為的意涵界定得過於寬廣，則平行定
價亦可能被認定為共同行為。若界定得過窄，參與事業僅限實質實施共同行為
者，則幕後的服務提供者，將無須負擔違反競爭法的責任。共同行為乃是數個
事業之間透過直接或間接的聯繫，於並未訂定正式協議的情況下所進行協調。
本文以為，理解此一定義時，共同行為所為的協調不僅是在尚未訂定正式協議
的情況下進行，同時共同行為可能根本不會進入訂定正式協議的階段。此時，
雖無正式的協議，但數個事業之間已有協調的行為，以實際的合作取代競爭所
帶來的風險。
其次，歐洲法院於ICI案的見解，有幾點值得特別注意。首先，執委會提
出的證據，包括此等染料業者之商品漲價的幅度、時間點、寄送漲價指示的
時間點皆相當接近，加上執委會提出了業者多次非正式接觸的事證，此等事
實皆成為日後歐盟競爭法認定共同行為的重要指標。歐洲法院指出，「究其本
質，一共同行為雖不具備一契約的所有要件，但共同行為（確實）可經由協調
而產生，而觀察參與者的行為，即可發現此種共同行為的存在，乃是顯而易見
的」。由此可知，歐洲法院觀察的重點，在於參與共同行為的事業在行為上的
協調，而不探求參與事業是否確實存在著合意。就概念的界定而言，歐盟競爭
法的共同行為，並不具備「意願的合致」這項特徵。
此外，在紙漿案中，法院指出，第一，將平行行為直接認定為共同行為的
見解，並不妥當。第二，針對平行行為與共同行為的關係，按歐洲法院於紙漿
案中的見解，倘若平行行為與系爭共同行為之間毫無關聯，則執委會不應將
平行行為當作共同行為的證據。換句話說，企業以明智的方式調整自身的商業
手段，以因應競爭對手的商業作為，並非共同行為。第三，在紙漿案中，作出
56

其原文為：It cannot be concluded that the action taken by AC-Treuhand in that capacity
constituted mere peripheral services that were unconnected with the obligations assumed
by the producers and the ensuring restrictions of competition. para. 39, supra note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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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的事業，雖已於相關市場中多次就各自的紙漿價格作出調漲的公告，但法
院仍然認為，執委會不應直接將公告行為認定為共同行為。此處判斷的關鍵在
於，多次的調漲公告與市場風險的消除之間，並無因果關係。第四，比較ICI
案與紙漿案，可知執委會於ICI案中提出了業者多次非正式接觸的事證，但執
委會於紙漿案中卻未能提出紙漿製造商正式或非正式接觸的證據。本文以為，
此項差異相當程度上左右了歐洲法院的心證。不過，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此
項差異的重要性不高，其原因在於，由於通訊技術發達，執委會欲蒐集非正式
接觸的事證，恐將面臨極大的困難。
必須強調的是，訂定共同行為的規範，非為降低執委會的舉證責任以便
「入人於罪」。雖然共同行為確為「事業間之協議」以外的聯合行為，但歐洲
法院並未因此降低執委會的舉證責任。職是之故，執委會僅憑紙漿製造商可能
參與共同行為的「表面證據」，包括最高價格、每次漲價的幅度和漲價的時間
點的近似性，實無法證明紙漿製造商確有共同行為。
再者，關於共同行為是否須造成實際負面影響的問題，歐洲法院於Hüls案
中強調，當共同行為具有反競爭目的時，即應禁止此等共同行為，但法院同時
又指出，參與共同行為的事業得舉反證，證明其行為對於相關市場並無任何影
響。倘若參與共同行為的事業，確能證明其行為對於相關市場並未造成實際
的負面影響，則參與的事業是否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歐盟普通法院於
Cimenteries CBR SA v. Commission案中指出，若參與的事業能成功地提出反證，
則此時並未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此見解是否與歐洲法院於Hüls案的見
解矛盾，實有待釐清。
最後，就AC-Treuhand案而言，AC-Treuhand主張，其並非協議和共同行為
的當事人。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之禁止規定的規範對象，「係針對此等協議
或共同行為的當事人，此等當事人活躍於受到這些協議和共同行為所影響的市
場之中」。然而，法院指出，第一，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未有如此規定。第
二，AC-Treuhand雖為一企業顧問公司，但其的行為，並非僅是單純提供周邊
服務。AC-Treuhand的行為，不僅與其他參與（限制競爭行為）的製造商所承
擔的義務有關連性，其行為亦與限制競爭的落實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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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與談人：吳志光（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聯合行為之可罰性在於其消除競爭的不確定性，不論各國的立法為何，基
本上有兩個構成要件，合意和一致性行為，二者缺一不可。
依照行政法基本原則，行政官署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違
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39判
2）。行政機關本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以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始能據以對人民
作成負擔處分，亦即行政機關對於人民違法事實之存在負有舉證責任，人民本
無須證明自己無違法事實。如調查所得證據不足以證明人民有違法事實，即應
為有利於人民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98判494）。
由上述可知，原則上行政機關應負舉證責任，但聯合行為具有高度隱密
性，行政機關取得直接證據不易，於是衡量聯合行為之查察與人民權利之保護
下，立法者作了一個抉擇，依據公平法第14條第3項規定，聯合行為之合意，
「得」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
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本條採用「得推定」似乎賦予行政機
關、司法審查者裁量空間，故行政機關及司法審查仍應依職權調查。
事實上法院於修法前，已採合理推定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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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判
1798）。若經查確實有意思聯絡之事實，或其他間接證據足以判斷事業間已有
意思聯絡，且為其外部行為一致性之「唯一合理」解釋，即可認定該等事業間
有聯合行為（99判502）。
依目前條文所列之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
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是否足以區隔聯合行為與平行行為？
我認為僅就目前例示的因素予以推定，顯然不足。依照OECD之規定，聯合
行為的間接證據包含溝通證據(Communication Evidence)和經濟證據(Economic
Evidence)，其中經濟證據又包含行為證據(Conductive Evidence)、市場結構證
據(Market Structure Evidence)、促進行為(Facilitating Practices)。而我國目前條
文所列者並未包含溝通證據。
其次，於法律明文「推定」之效果是舉證責任之倒置，或是舉證責任之減
輕（降低證明度）？行政訴訟是否當採「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以人民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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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責任即必須承擔敗訴之後果？又或者縱使在人民未盡舉證責任下，舉證責
任仍應在行政機關，只是得在自由心證評斷上，對行政機關之舉證責任程度有
所減輕？值得進一步探究。
若認為行政機關仍應負擔舉證責任，而推定規定只是減輕行政機關舉證責
任的強度時，是否宜認此推定規範係課與人民類似於租稅案件中之「協力義
務」？因此，當人民未盡協力義務時，不應當然承擔敗訴之不利益，僅是在自
由心證下減輕行政機關之舉證程度。
最後，於此推定規範下，司法審查是否應更著重審視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
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之義務？若行政機關能著
重於此，則推定規定將是一個相當好的立法，因為行政機關能夠藉此在調查過
程中導引受調查者提出對其有利的證據，負擔舉證推翻「推定」效果之協力義
務，以共同發現真實具體查明合意是否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