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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14條有關聯合行為之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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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臺灣公平交易法學會為執行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聯合行為為例」為題之委託研究計畫，由理事長廖義男教授協同臺灣大學法律
學院黃銘傑教授、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石世豪教授、政治大學法學院王立達
教授、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楊宏暉教授、成功大學法律學系顏雅倫副教授及臺灣大
學法律學研究所研究生謝佳瑩、郭宇倢、魏尊擔任研究助理等共九人組成研究團
隊，進行分工合作。研究期間自民國108年4月至10月共計7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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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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有3：
(一)行為主體為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同業公會或其他依法設
立、促進成員利益之團體；
(二)有約束事業活動之契約、協議、公會或團體之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
會議決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包括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之意思聯絡；
(三)其行為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又有關違法聯合行為之處罰，第40條第2項規定：「事業違反第九條、第
十五條，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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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分之十以下罰鍰，不受前項罰鍰金額限制。」即有「銷售金額連動型之行政罰
鍰」之規定，為聯合行為處罰規範之特色，係100年第5次修法時所增訂，其適
用對違法聯合行為之嚇阻，應有相當之作用，因此，除前述聯合行為3項構成
要件外，亦將之納入本計畫之研究項目中。
2

本文係研究團隊就聯合行為近20年（88年以後迄至108年5月）來56件 相
關重要裁判之見解予以分析、綜合歸納其發展趨勢，並比較美國、歐盟、德
3

國、日本相關法制及實務後所為之研究成果報告 。
2

3

公平交易法於88年8月修正施行細則時，增訂同業公會為聯合行為之規定；於91年
第3次修法時，將施行細則有關聯合行為定義之規定提升其位階至母法法律層次；
於104年第6次修法時將聯合行為定義之規定，作條項之整合並增定合意推定之規
定而有較完整之規範。本研究計畫遂以88年以後迄至108年5月之行政法院有關聯
合行為已確定終局之裁判為研究範圍。由研究助理先進行相關重要裁判之蒐集、
彙整，共有56件案例，並依其涉及之當事人或事項命名其「案例名稱」，例如
「中油台塑案」、「超商現煮咖啡案」、「南部廣告藥品聯誼會案」等。每一案
例均列其歷審法院，包括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之
裁判文號，並分析歷審當事人之主張、法院就事實之認定及聯合行為構成要件解
釋之裁判理由。
研究團隊將上述4點研究項目以分工方式進行。第1點「行為主體」之項目及第4點
「銷售金額連動型之行政罰鍰」項目，由楊宏暉教授負責；第2點「合意」項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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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案例裁判見解趨勢之歸納及評析
(一)聯合行為之主體
1.事業屬性之認定
(1)事業依公平法第2條規定，係指公司、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其他提
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即功能的事業概念）。公司及商號
的認定，往往依有無辦理公司登記或營利事業登記為準，未辦理登記
者，才依第3款之功能事業概念判斷之。
(2)對於未經認許之外國公司，過去實務上是將之解釋為「非法人團體」，
並以第3款規定之功能事業概念看待之。但因公司法於106年修正刪除外
國公司之認許規定，直接承認外國公司的權利能力，無須認許即可從
事業務之經營，是故，未經認許之外國公司，現在應依第1款規定之公
司，直接論斷為事業。
2.行為主體之判斷
(1)參與合意之事業的行為人並非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是實際負責人
4

時，實務上在「中部砂石案」 ，則是將實際負責人的行為，看作是參
與事業本身的行為，採取實質判斷的取向。
(2)對於關係企業的適用，實務上是視從屬事業是否仍保有其經營決定的獨
立性而定，倘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同一經營團隊」所為「單一行為決
意」，尚與聯合行為具競爭關係同一產銷階段事業「合意」之要件有
5

6

間，此時，即應以控制事業為行為主體 。在「漁工仲介案」 中，臺北

4

5
6

其證明或論證方法由石世豪教授、王立達教授及顏雅倫副教授3位共同負責，其
中石教授注意契約、協議、決議與其他方式之合意之區辨，以及其規範用詞之法
沿革與比較法分析；王立達教授則著重合意成立之類型及其證據類型、證明方法
及證明強度；顏雅倫副教授則重視「互為一致行為」及「有意識之平行行為」之
區分及所要求應為之論證重點，以及認定同業公會為行為主體之條件及其證明方
法；第3點「足以影響市場功能」項目則由黃銘傑教授負責。每位教授就助理所蒐
集相關案例之裁判，均在各案例中就其負責項目之議題加以評析外，並綜合分析
及評述近二十年來法院實務就該項目議題所表示之見解及作法以及發展趨勢，就
有重要意義之指標性裁判並為特別評價，其中並間有引介歐盟法、美國法或德國
法制及其實務案例作比較法之印證或反思。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年度簡字第127號行政訴訟判決，其上訴法院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106年度簡上字第21號判決針對此點並未表示不同意見。
公平會公法字第10515602811號函。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160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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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行政法院曾以冠誠公司為本件受處分人冠德公司之子公司，其代冠
德公司參與蘇澳永豐餐廳舉辦聯誼餐會，但實際與雇主簽立契約者均為
冠德公司，冠德公司除自己參加會議外，又委由冠誠公司出席會議，應
將冠誠公司參加的聚會，視為違法聯合行為的繼續，並由母公司冠德公
司負責，此一見解亦獲得法院的支持。但本案似以最後實際簽約者為
冠德公司作為切入點，從形式面加以觀察，而非以母子公司的高度控制
從屬關係為立論基礎，從而，兩公司間是否具有「同一經營團隊」所為
「單一行為決意」，則未見進一步的分析。
3.有競爭關係之事業
(1)事業間是否具有競爭關係，若其銷售相同商品且處同一產銷階段者，多
7

認定為有競爭關係，如「自來水公司液氯招標案」 中，原告（鶴記本
源公司等）與懿信公司、永華德公司等，均係經營各種化工原料買賣為
主要業務，液氯買賣即屬之，而省自來水公司為最大購買者之一，原告
與懿信公司、永華德公司分屬志氯公司、台塑公司、義芳公司、華紙公
司、台紙公司等5家液氯生產廠商之經銷商，核屬同一產銷階段。
(2)競爭關係的存在，除現實上已經存在的競爭關係之外，也應將潛在競
8

爭關係納入。在「水泥案」 中，認為嘉環東水泥公司係有意從事水泥
事業，縱未開始實際營運，亦屬潛在競爭事業，而納入聯合行為的主體
中。
(3)對於合資事業之處理，則是認為若合資公司是一獨立事業，本身提供商
品或服務，而投資事業亦未因合資而放棄自身的事業經營，也提供相同
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時，其即可能與合資事業處於競爭關係。故在「水
9

泥案」 中，最高行政法院表示臺灣通運、港泥投資、中成開發等3家公
司為嘉環東公司的出資者，但均非經營水泥供應業。至萬青雖為臺泥
之從屬公司，然與臺泥俱為水泥供應業者，且不能相互提單，具有水平
之競爭關係，並為實際出資嘉環東者之一，而認萬青與臺泥及嘉新、環
球、東南、欣欣及信大等公司係共同為上開合資投資嘉環東之行為主
體，再以轉投資士新之方式，以阻擋國外水泥進口，形成國內水泥市場
7
8

9

最高行政法院90年度判字第225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603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611號判
決。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61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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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整合，足見上開合資行為已影響我國水泥供應市場之競爭秩序，即屬
公平法所禁止之聯合行為。亦即本案將合資事業與部分投資事業，並列
為水泥供應業之行為主體，而以聯合行為相繩。
4.同業公會為聯合行為之主體
(1)同業公會所主導的聯合行為，雖不符合公平法原設事業與事業間合意之
10

複數概念，但在「花蓮液化氣體同業公會案」 中，同業公會係由彼此
間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所組成之團體，同業公會之組織章程或會務決議
皆係由會員之直接參與，或基於會員之授權，其決定具有合意性質，故
事業遂行聯合行為，無論以彼此商議或藉由同業公會之運作，該兩種方
式本質上對於事業間競爭之限制並無不同，作出解釋論上的解決之道。
爾後，為避免再有爭議，於91年第3次修法時，在第7條第4項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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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第二項之水平聯合」，以杜絕解釋疑義，現則納
入現行公平法第14條第3項。
(2)以同業公會作為聯合行為之主體時，須有足以代表公會意思決定之行
為，如會員大會決議、理監事會議或獲得公會授權並為其代表之理事
11

長的行為，才可合理化對同業公會的歸責 ，從而，在「臺南寵物店
12

案」 中，雖是由臺南寵物公會理事長以臺南市寵物公會名義發函召開
「聯誼座談會」，並擔任會議主席，惟座談會性質非屬會員大會或理監
事會議，所邀請出席會議者亦多非該公會會員，而是彼此處於同一水平
之競爭狀態之臺南市寵物食品及用品零售業者，故認定臺南市寵物公會
並非聯合行為主體，參與會議之相關寵物食品及用品零售業者，才是行
為主體。
5.促進成員利益而依法設立之團體為聯合行為之主體
其他的團體組織，如協進會、聯誼會、研究會等事業團體，因這些團體
並非依法設立者，尚不符合新法引進之其他事業團體概念（公平法第2條第2
項），又其團體成員多數為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故將該團體本身視作合意平
10

11
1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1568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284號行
政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600號判決(「不動產估價投標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944號、第1913號、第1937號、第1799號、第
164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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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參與之個別事業為該聯合行為之主體，則屬的論。對此，歐盟競爭法的事
業團體，不以具法人資格為必要，只要是基於事業成員之利益而成立的結合
13

14

體，即屬之 ，於從事違法聯合行為時，不僅該事業團體會被處罰 ，其成員
15

16

也可被處罰 ，於決定罰鍰額度時，其成員們的營業額，也會納入考量 。此
一作法，亦與我國目前實務上對待聯誼會這類事業團體時的態度，大體上是相
一致的。
(二)契約、協議、其他方式之合意、決議及其證明方法
1.契約、協議、其他方式之合意、決議之區分
(1)公平法於81年2月施行之初，原第7條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
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
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
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當時契約、協議並列，係二者
均為二以上之意思表示互相一致，但前者契約有法律拘束力，後者協議
並無法律拘束力，但有道德上或事實上拘束力，而有所區分。至於「其
他方式之合意」則有意包括多數意思表示之平行一致，例如團體作成之
決議；以及順從他人之意思或「建議」，所為之意思實現行為或順從建
議之事實上行為，因而外觀上有一致或共同行為之結果。因此為明確此
「其他方式之合意」之內容，於81年6月訂定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加以
規定，即：「本法第7條之其他方式之合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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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又於88
年8月修正施行細則第5條第3項增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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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第一項之水
平聯合，同業公會代表人得為行為人。」上述施行細則之規定，於91年
第3次修法時，提升至母法法律位階層次，規定於第7條第3項及第4項，
13
14

15
16

何之邁，歐洲共同體競爭法論，1999年，頁4。
Article 23.2&4 of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The Commission
may by decision impose ﬁnes on undertakings and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where,
either intentionally or negligently:…… 4.When a ﬁne is imposed on an association of
undertakings taking account of the turnover of its members and the association is not
solvent, the association is obliged to call for contributions from its members to cover the
amount of the ﬁne.”
Cases T-25/95 etc Cimenteries CBR SA v Commission, ECLI:EU:T:2000:77, para 485.
Cases C-101/07 P and Case C-110/07 P Coop de France bètail et viande v Commission,
ECLI:EU:C:2008:741, para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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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重要事項應於法律規定之「重要性原則」，並避免子法逾越母法
17

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上述規定，於104年第6次修法時調整其條次為
現行法第14條第2項及第4項，內容未變。
(2)按「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之意思聯絡」之文義，意指事業有將約束事
業活動之意思、作法或訊息，傳達或聯絡給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表現
此意思、作法或訊息而為傳達或聯絡之事業，並未有為要約而受其拘束
之意思，但內心希望獲得認同；而受傳達或聯絡之他事業，雖然認同此
意思、作法或訊息，並在事實上為一致或共同行為，但並非為承諾之表
示，故並無成立契約之「意思合致」。嚴格而言，與「合意」文義之意
思合致，略有出入。但因當時法律條文用語為「合意」，訂定細則之子
法用語受其拘束，而將之納入為「其他方式之合意」概念之中，使該等
事實上可導致限制競爭效果之一致或共同行為亦同受聯合行為規定之規
範。
(3)公平法有關聯合行為之基礎，有契約、協議、決議及事實上可導致共
同行為之「意思聯絡」，在比較法上，與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GWB）第1條，為融合於
歐盟法而仿照「歐盟運作條約（TFEU）」第101條第1項所為之規定：
「事業間之合意，事業團體之決議，及互相協調之舉措方式，以阻
18

礙、限制或扭曲競爭為目的或具有此效果者，禁止之」 中所舉之「合
19

意」、「決議」、「互相協調之舉措」 3種型態類似，亦即，事業及
事業團體，藉由合意、決議及「（互為）一致行為」等3種彼此「協
調」手段，促成「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的
聯合（行為），但仍略有不同。德國法及歐盟法規定之該3種類型並不
彼此涵蓋，因此，所謂「經協調之舉措」無須以事業間彼此合意為前
提；反之，公平法上所謂「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
為」之「意思聯絡」，係針對「合意」所訂定的解釋性（施行細則時
17

18

19

廖義男，公平法施行二十年來指標性之行政法院裁判，公平交易季刊第20卷第3
期，107年7月，頁3-4，註1。
引自：德國聯邦眾議院公報Bundesgesetzblatt Jahrgang 2005 Teil I Nr. 44, ausgegeben
am 20. 06. 2005, Seite 2114；中文係石世豪教授所翻譯。
德文aufeinander abgestimmte Verhaltensweise（英文concerted practices），國內學者
吳秀明教授、梁哲瑋法官翻譯為「互為之一致性之行為」，見吳秀明，競爭法研
究，2010年，頁372。

第 2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20

期）、定義性規定（91年修法納入後），概念上無法擺脫「合意」概念
及其文義範疇。又同業公會或其他事業團體以決議等方式促成聯合，因
文義僅適用於「同業公會」及「依法設立」之事業團體，其適用範疇與
歐盟競爭法之間仍存在相當程度落差。
2.不能有效抗辯未參與「合意」之行為模式
(1)在場未發言
在形成合意時到場參加，但是並未參與討論，對於合意內容完全沒有
表示支持或反對，這是實務案件中，個別廠商常以此作為並未參加合意的
事實面抗辯。例如：
20

(i)在「臺北地區車用液化石油氣案」 ，涉案廠商2011年3月22日於錦華樓
召開之加氣站協會會議，會後餐聚時雖然達成取消現金折扣的共識，但
現場僅有部分與會業者發言參與討論，彼此形成共識，其他業者則保持
沈默，未表示支持，也未發言反對。
21

(ii)又如在「自來水招標案」 ，涉案事業1999年5月13日假臺灣區水管工
程工業同業公會臺北辦事處會議廳召開「協助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擴大內
需工程承商座談會」，會中只有9家廠商發言同意共同杯葛北水處招標
工程，當天與會的其他12家並沒有發言，也沒有表明不參與討論或是反
對杯葛。
針對此種形成合意之方式，歐盟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在
Aalborg Portland A/S and Others v Commission乙案判決中指出：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只需顯示涉案事業參與形成反競爭合意之會議，
在會中沒有明白表示反對，就已經符合必要的標準，足以證明該事業參與
22

此一卡特爾 。其原因在於如果事業參與此種會議而未公開與違法的討論
主題保持距離，其他參與事業將認定該事業已經同意會議中的決定，而且
20

21

2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107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413號
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2556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322號
行政判決。
“According to settled case-law, it is sufficient for the Commission to show that the
undertaking concerned participated in meetings at which anti-competitive agreement
were concluded, without manifestly opposing them, to prove to the requisite standard
that the undertaking participated in the cartel.” Joined Cases C-204, 205, 211, 213, 217,
219/00P, [2004] ECR I-123, [2005] 4 CMLR 4, para.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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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嗣後將會遵照奉行 。此外，如果事業在會議中靜默地同意非法提議，沒
有公開與之保持距離或是通報主管機關，事實上乃是鼓勵此一違法行為繼
續維持下去，減少其為人發覺的機率。這種與其他參與廠商之間的串通，
構成以被動方式參與此一聯合行為，致使該事業因為加入此一違法行為而
24

必須承擔法律責任 。
(2)嗣後為實現合意內容之行為
在大型實務案件中，曾經出現依照證據顯示，部分廠商乃是直接透過
彼此言詞聯絡達成合意，至於其他廠商如何參與合意，在法院判決或公平
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處分書中則未有清楚的證據分析與事實認定，可
能係在得知或獲邀參加聯合行為之後，直接採取實現合意內容的履行行
為，以意思實現之方式與先前已經參與的廠商達成合意。
25

例如在「嘉義市液化石油氣案」 ，在當地市場占有率15%至20%的龍宏
公司首先登報預告調漲桶裝瓦斯價格，並且以電話徵詢其他同業是否跟進，威
脅如果不跟進，將會殺價報復。此時應允跟進之同業，與龍宏公司直接達成聯
合行為之合意。另外依據公平會陳述紀錄，有部分涉案廠商自承彼此聯繫之後
決定跟進調漲，一同回應龍宏公司的漲價呼籲。這兩個部分透過言詞或行動形
成合意，在案件中獲得清楚確認與證據支持。惟公平會在本案處分嘉義市所有
跟進漲價的51家桶裝瓦斯業者，最後法院判決確定構成違法者也多達50家。在
上述兩個部分以外，其他涉案廠商究竟如何形成合意，除了前述事項以外，在
判決或是處分書中並無證據或論理加以支持。
對於此種情形，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S.乙案判決
中曾經明確表示，事業知悉合意正在謀議中或邀請中，而自行以該聯合行為所
23

24

25

“The reason underlying that principle of law is that, having participated in the meeting
without publicly distancing itself from what was discussed, the undertaking has given
the other participants to believe that it subscribed to that was decided there and would
comply with it.” Id. para. 82.
“In that regard, a party which tacitly approved of an unlawful initiative, without
publicly distancing itself from its content or reporting it to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effectively encourage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infringement and compromises its
discovery. The complicity constitutes a passive mode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infringement
which is therefore capable of rendering the undertaking liable in the context of a single
agreement. ” Id. para. 8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101年度訴字第1300號、第1320號、第1688號判決；最高行
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43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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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期待的行動加以回應，即構成加入涉案事業間之合意 。
惟應注意者，如果聯合行為還在單方邀請階段，尚可視為該競爭同業本身
的策略思考，或是對於市場情勢個別看法或主張。按此時聯合行為是否成局，
還在未定之天，個別廠商評估是否採取相同行動，雖然可能考量是否與提出要
約之競爭者共同聯手進行聯合行為，但仍有可能乃是自行衡量市場環境與未來
發展之後所為單獨決定，兩者不易分辨，尚難以判定前者發生可能性已超出後
者，而有相當之蓋然性，足以認定合意存在。但是如果同業已經達成聯合行為
合意，其他廠商知悉之後，對其本身打算採取調漲價格等不競爭或反競爭行為
時，同業扯後腿搶客戶的顧忌與風險降低不少，其重要性足以超越其他市場環
境因素。故此時是否跟進，同業間聯合行為將成為主要考量因素，市場局勢等
其他因素將會落居次要地位。換言之，在此廠商如果採行與合意內容相同的行
為，其意思事實上乃是選邊站，決定和同業共同約束彼此競爭，答應加入這項
聯合行為。對於此種情況，認定廠商乃直接透過行動，以意思實現方式加入既
有的聯合行為合意，應該相當貼切而不致過於寬泛。
3.合意之論證及其證據類型與證明強度
(1)兼有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之情形
兼有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的合意認定案件，應該如同其他一般案件的
證據證明方法，以直接證據為主，綜合間接證據，透過經驗法則與論理法
27

則證明待證事實。就實務案例而言，例如「臺中桶裝瓦斯案」 、「北部
28

29

瓦斯案」 、「自來水公司液氯招標案」 等，法院於判決中均未提及以間
接證據認定合意之證明方法，亦未表示要以合意是否存在為該案間接證據
共同的「合理解釋」或「唯一合理解釋」，而據以進行合意認定。這些案
件的合意認定，都是以聯合行為參與廠商的陳述紀錄等直接證據，輔以其
他間接證據或是基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推論，共同證明合意。此種處
26

27
28

29

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S., 306 U.S. 208, 226 (1939) ([W]e think that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is case such agreement . . . was not a prerequisite to an unlawful
conspiracy. It was enough that, knowing that concerted action was contemplated and
invited, the distributors gave their adherence to the scheme and participated in it).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訴字第3429號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3年度訴字第72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617號判
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更一字第165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
1349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90年度判字第22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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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應屬正確，在有直接證據之案件中，實無須仰賴以外觀一致行為等
間接證據作為基礎，綜合經濟理性、市場特性等因素一起評估有合意存在
明顯較為可能而證明合意存在。按此種純粹使用間接證據的證明方法，過
程相當迂迴，必須考量許多因素，對於有直接證據的案件而言過於繁複，
30

並無必要。至於「嘉義市液化石油氣案」 與「臺北地區車用液化石油氣
31

案」 ，在判決中雖然揭示使用間接證據的證明方法，但是在實際進行合
意認定之時，卻主要還是倚賴直接證據來證明合意存在。此種前後斷裂跳
躍的合意證明方式，不僅令人感到錯亂，也徒增判決理由遭致誤解誤導的
可能性，不可不慎。
但在「水泥案」32中，被處分事業間既有以契約或協議方式限制彼此
事業活動者，也有透過第三人促成一致行為者，聯合行為次數多且形態繁
複；因此，據以證明或推定其合意所需的直接及間接證據亦相當多樣。
本案中，有以被處分事業間相互約束事業活動的契約、協議內容為直
接證據者，例如：「分別通知各家之水泥經銷商出席於高雄市蟳之屋海產
店集會，會中一致要求經銷商調漲袋裝水泥價格」；然而，其他證據則多
屬呈現聯合行為相應市場條件、實施方法及實施結果的間接證據，例如：
「水泥產業為一高度集中、需求缺乏彈性且價格資訊透明之市場，並面臨
整個產業之產能長期嚴重過剩，各水泥業者之產能利用率均明顯偏低之狀
況，加之以各水泥業者間有相似之產品製程與成本結構，所生產之水泥
產品又具高度標準化之特性」，「價格長期一致上揚僵固」，被處分事業
共同投資士新水泥以控制高雄港儲槽，防堵外國水泥業者Cemex於我國銷
售菲律賓水泥，與Cemex達成「暫時性市場共識」及「菲律賓協議」合意
共同限制菲律賓水泥進口至我國，與日本鋼鐵業者進行「訊息交換」協議
減少具有部分替代水泥效果的水淬爐石銷臺數量，藉由合意淘汰邊緣廠商
減少競爭，以及投資士新水泥所控制的儲槽低度利用等，其中，又有就減
少卡特爾成員使其彼此間更便於聯繫協調分配市場，透過共同投資士新水
泥作為資訊平臺並監督彼此，對於聯合行為得以成立並反覆發生的誘因機
30

31

3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300號、第1320號、第1688號判決、最高行政法
院103年度判字第438號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107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413號
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65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611號判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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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加以說明者。上述據以推定聯合行為合意的「相當依據之因素」，幾乎
完整示範2015年公平法全文修正時新增的第14條第3項規範意旨，堪稱典
範。此外，本案亦係公平會第一件依行政程序法經聽證程序作成的行政處
分，其調查程序嚴密，取證及論理細膩，在行政訴訟程序中也一再獲得法
院判決採信，值得肯定。
(2)無直接證據，純粹透過間接證據之合意證明方法
在公平法104年第6次修法增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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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實務上，在無直接證據情形下，
即有利用間接證據之合理推論方法，證明事業間存有合意者。例如：在
33

「鋼瓶檢驗案」 中，一審及二審判決對於以間接證據推論證明合意，均
揭示規則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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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在該案件中，法院單純以「售價上漲，但市場供需因素並無變化」推
定廠商間具有聯合行為之合意，才有可能導致此結果。此時原處分機關公
平會完成其主觀舉證責任，推翻此推定之反證負擔移轉到涉案廠商身上。
(3)完成主觀舉證責任之條件及證明強度
國內學界對於證明合意之主觀舉證責任何時完成，舉證負擔何時移
35

轉至廠商一方，至今表達的見解似乎都較為模糊 。惟有鑑於主觀舉證責
任完成後，在廠商未能反證推翻的情形下將成為該待證事實之最終認定結
果，因此對於證據證明的各項要求，包括最終所需的證明強度、需要履行
的證明程序等，在主觀舉證責任階段應該必須悉數符合，方可認為負舉證
責任一方已經成功完成其舉證負擔，可以交由廠商舉反證駁斥之。此種界
定不僅符合主觀舉證責任在待證事實證明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也唯
33

34

3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2290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798號
判決。
本案不是孤例，「嘉義液化石油氣案」(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438號判決)最
高行政法院判決理由段落，也存在相同的問題。
例如姜炳俊，聯合行為之規範，收錄於賴源河等，公平交易法新論，1994年11月
初版，頁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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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此，方能確保最終認定結果無論在蓋然性或是證明方法方面，均符合
在證據證明層面應該遵循的各種要求，不致過度擴張合意合理推定之射程
範圍。
實務上對於合意是否存在最終應該具備的證明強度，出現兩套不同
的標準。首先是「合理解釋」標準，例如在「臺北地區車用液化石油氣
36

案」 ，一審法院在判決中表示：依其他間接證據（如誘因、經濟利益、
類似的漲價時間或數量、不同行為的替代可能性、發生次數、持續時間、
行為集中度及其一致性……等），足以判斷事業間已有意思聯絡，且為其
外部行為一致性之合理解釋，即可認定事業間有聯合行為。
37

其次是「唯一合理解釋」標準，例如「嘉義市液化石油氣案」 一審
判決指出：倘……得以其他間接證據（如誘因、經濟利益、類似之漲價時
間或數量、發生次數、持續時間、行為集中度及其一致性等）判斷事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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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同業獨立決定跟進的平行行為，至少在寡占市場中也是競爭同業一
致漲價行為各種合理解釋其中之一。如果採取前述「合理解釋」標準，在
合意存在是案內各種間接證據「合理解釋」其中之一，尚不足以排除平行
行為導致同業一致行為之可能性的情形下，即認定合意存在，不僅過於寬
泛而與案件實際狀況脫節，也完全忽視合意認定必須達到與平行行為足以
區辨的關鍵要點。
但是如果易弦更張，改採實務上出現的「唯一合理解釋」標準，則合
意存在必須達到全案所有間接證據「唯一合理解釋」的地步，方可認定合
意存在。徵諸寡占與非寡占廠商在市場中獨立採取平行行為的可能性，在
實際個案中似乎難以完全排除其存在之合理性與或然率。是以本標準對於
合意認定而言可能過於嚴格，並且忽視了廠商平行行為在現實世界的存在
可能性。
在104年公平法增訂第14條第3項之後，學者主張如果依照調查所得之
間證證據、經濟理性以及市場競爭原理等，推論合意存在已經有相當蓋然
36
37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1072號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101年度訴字第1300號、第1320號、第1688號判決。本案二
審法院將兩種證明強度標準前後相互連結，整合為一，並未察覺其間之差異，見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43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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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性者，即可合理認定合意確係存在，無須達到唯一合理解釋之地步 。不
39

過也有學者在該次修法後持續採取唯一合理解釋之標準 。但如同前述，
現行法下無須達到唯一合理解釋之見解，並且認為適當的認定標準，參考
美國學說與實務見解，應係達到有合意存在比無合意跟進乃是更為合理
40

之解釋 ，而且符合我國行政或民事訴訟程序其各自對於證明度的要求水
41

準 ，即足以認定個案中涉案廠商間確有合意存在。
(4)寡占市場中應較著重於事業有導致為共同行為之意思聯絡之事實證明
公平法第7條第2項對事業寡占市場之定義為：「二以上事業，實際上
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視為獨
占。」亦即寡占市場中，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乃其市場之特有現象而為
其特徵。蓋寡占市場中，理性之企業經營者考量市場之競爭結構，認知彼
此市場力量勢均力敵之情況下，尤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在品質上亦相差不
大之情形，如一方意圖擴張其市場版圖而調降價格發動價格競爭，他方為
維護其市場不致因本身價格較高而趨於競爭劣勢，必然亦同幅度或甚更大
幅度調降價格作為反撲以扳回市場。而最先調降價格之一方，見他方以更
大幅度調降價格為競爭時，為達到其原來意圖擴張市場版圖之目的，其價
格將被迫再作更大幅度調降，而他方如再作類似反應調降，如此價格競爭
循環下去，價格將趨愈低、而使彼此利潤愈形減少，終致兩敗俱傷之結
果。故在寡占市場之事業認知此種價格競爭對彼此並非有利，故其不為價
格之競爭，乃其理性之正常反應行為。因此於一方因市場供需因素率先調
高價格時，他方若不作同幅度調高價格，將有被誤為係乘機利用原來較低
價格作價格競爭以圖擴張市場之嫌，因此為避免產生如此誤會而引起會造
成兩敗俱傷結果之價格競爭，在大多數情形，他方亦將同幅度或相近幅度
調高價格。故在寡占市場上，若一事業有率先調整價格之行為，其他事業
38
39
40
41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三冊》，2017年6月初版，頁142-143。
汪渡村，公平交易法，2016年6版，頁91-92。
CHRISTOPHER L. SAGERS, ANTITRUST 177 (2d ed. 2014).
我國對於訴訟上蓋然性標準，似乎尚無統一見解；顏雅倫，聯合行為之合意推定
─美國反托拉斯法之比較法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27卷第1期，2019年1月，頁
100-101。有論者認為在行政訴訟中達到高度蓋然性（或然率約75%），在民事
訴訟中達到蓋然性（或然率超過51%）標準即可，可資參考；蔡孟佳、鍾佳純，
論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以間接證據之證明與操作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7
卷第4期，2009年10月，頁5-13；吳庚，行政爭訟法論，2014年9月修訂七版，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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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常跟隨作相同或相近幅度之調整價格，此種現象被稱為「價格領導或跟
隨行為」或「有意識之平行行為」，法律上認為其乃寡占市場之競爭結構
使事業須作如此之理性反應，並不認為違法。
從而在寡占市場上，2家或3家寡占事業就其商品或服務在市場上之價
格為同樣調高或調低、或採取相同價格之現象，究竟屬於寡占市場競爭結
構使然之理性反應之「有意識之平行行為」，抑或基於業者為聯合行為
合意之結果，在欠缺有關合意之直接證據下，單純依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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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僅於客觀市場狀
況、經濟合理性等「經濟性證據」之提出及據此為推論，有時會有不足。
此時區分二者之關鍵，即在於市場價格事實上趨於一致之行為是否基於
「意思聯絡」，亦即事業有導致為共同行為之主觀意思聯絡證據，例如相
關人員曾經聚會、有常接觸之平臺、交互持股或彼此擔任他方董監事；敏
感性資訊之傳遞、交換及取得等事實之證明上應為重點。
42

在「超商現煮咖啡案」 中，全家便利商店公司（以下簡稱全家公
司）於100年10月 4日發布新聞稿為因應鮮乳價格將調漲，宣布調漲各品項
含乳現煮咖啡價格5元。其後統一超商公司、萊爾富公司、來來超商公司
亦陸續調漲各品項含乳現煮咖啡價格5元。 公平會經一個月之調查，認為
鮮乳為拿鐵及其他含乳現煮咖啡之重要成份，產製比例依咖啡之冰熱、容
量大小及配方而互有差距，且各家連鎖便利商店所使用鮮乳品牌、規格、
進貨價格、品質亦有差異，而該等鮮乳將調漲之訊息內容並未包括調漲日
期或上漲金額，然該4家連鎖便利商店卻對於48種不同含乳現煮咖啡均完
全一致調漲售價5元，又一致性不調漲不含乳之美式咖啡。而該4家連鎖便
利商店卻無法提出鮮乳漲幅反映至各品項含乳現煮咖啡恰巧均為5元，且
恰與競爭對手一致之資料及說明，而推論彼等價格平行變動係出於聯合行
為之合意，且該4家連鎖便利商店之市占率合計在80%以上為寡占市場，其
行為已足以影響「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市場」之供需功能，構成聯合行
為。
最高行政法院就本案裁判之見解前後不一，第一次審理時，認為原處
分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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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251號判決、103年度判字第19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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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性高」等特點，而界定「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為一相關市場，尚
無違誤。且認為原審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間接證據推論該4家業者間存有
「合意」一致提高價格客觀行為，須達到「唯一合理解釋」之程度要求
過高，並認為得「合理推定」即足，其證明不須達「沒有合理可疑」之程
度。
然於第二次審理時，改變其原來見解而維持更審法院之判決，認為公
平會之上訴無理由而以判決駁回。且在相關市場之界定方面，認為無論是
在連鎖咖啡業者、餐飲速食業者、一般咖啡專賣店，或大賣場、超級市場
與商店所提供之現煮咖啡，均可符合消費者對現煮咖啡之需求，而具有高
度相互替代性。然上訴人根本未進行任何SSNIP測試（假設性獨占者檢測
法），亦未經市場實證之情形下，僅依書面資料於短期之內即逕行界定
「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為本件之產品市場，尚嫌速斷。又認為本件
被上訴人全家公司率先為調漲含乳現煮咖啡價格，其他被上訴人透過公開
透明之價格可觀察到被上訴人全家公司調價行動，即可迅速應對、追隨、
漲價，被上訴人全家公司調漲之行為即無客戶流失之疑慮。至於被上訴人
等成本結構不同，卻能於相近之時間調整相近價格，本來就是寡占市場廠
商出於平行行為之正常現象。而系爭商品同質性高、現煮咖啡市場價格公
開且透明、銷售係屬零售而非大宗買賣、產品內容單純且具有替代性等因
素，可以證明被上訴人等不須存在任何意思聯絡，透過一致漲價之平行行
為即可自然發生。
並強調原判決認上訴人所提出聯合行為意思聯絡之相關事證（從鮮奶
成本、生產現煮咖啡所需使用咖啡豆、耗材、人工、咖啡機等成本、調漲
作業期間、新聞稿之發布、促銷活動準備期間等多項間接證據觀察），尚
不足以合理推定被上訴人等調漲現煮咖啡售價之外觀上一致性行為，係出
於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等情，並非將舉證責任轉換由上訴人負擔，而係認
被上訴人等之價格調漲行為具有高度的經濟合理性，其平行行為結果的發
生，並不需要依賴被上訴人彼此間存在有事前合意或意思聯絡，可認系爭
調漲行為係被上訴人等各自根據市場狀態及競爭對手行銷策略，基於其經
濟合理性及利益最大化之追求，在獨立的意思決定下所為的經濟行為，要
屬有意識之平行行為，應排除聯合行為之適用等語，並無違聯合行為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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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聯絡之舉證原則。
44

從本案判決 中，可以看出法院認為在寡占市場中即使不須達到「唯
一合理解釋」之程度，但要「合理推定」事業間外觀上一致性行為，係
出於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者，至少應就有「主觀意思聯絡之事實」加強論
證。僅提出市場狀況、系爭商品之特性、成本及利潤之分析、事業行為之
經濟合理性等「經濟性證據」推論，尚有不足。
45

同樣為寡占市場之情形，在「長德金頻道有線電視案」 ，高等行政
法院判決循比較法上「互為一致之行為」概念，認定促成聯合行為的「合
意」存在。由於長德與金頻道2家系統業者之間，有交叉持股及員工擔任
對方董事情形，可以透過股東會、董事會等場合交換訊息，且有鑑於2家
系統業者以往曾經彼此削價競爭，被認為「具有高度勾結之可能性」；法
院推定：藉此溝通平臺可達成「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即事實上
可導致共同行為。此外，高等行政法院再輔以被處分事業在特定社區容
任對方利用自己所鋪設纜線，「長達5年無償提供競爭對手之原告長期使
用，竟未提出異議，實有違常情」，以及所屬企業集團在其他地區亦有
43

44

45

對本案判決之批評，認為事實上尚有下列疑點，未予澄清：(1) 業者何以作公告
或預告其調價之訊息？其作用及真意為何？尤其為領導漲價之事業係該寡占市場
之第二大事業，其市場力量約僅及第一大事業之一半，其率先漲價難免擔心第一
大事業乘機侵奪其市場之風險，因此有極大可能係以公告或預告其調價之訊息為
「意思聯絡」，希望能獲得其他事業之認同，採取一致性漲價行為，何以不能因
此「合理推定」其為「意思聯絡」？(2) 何以其他業者在相近時間內即作出一致性
行為？如係基於寡占市場結構使然之理性價格跟隨行為，則就其何時及如何決策
為價格跟隨有無提出相關事證？尤其力量遠大於率先漲價事業之第一大事業更須
說明為何須作同幅度之漲價行為而不作不同幅度之調價或其他競爭對策？ (3)居於
寡占市場之4家便利商店，於系爭商品「含乳現煮咖啡」以外之民生重要商品，
有價格調整時，業者是否都有預告調整價格訊息之慣行，並作理性之價格跟隨行
為，不為價格競爭？有無提出相關事證？如未能提出相關事證佐證，或主張其他
商品有作價格競爭行為，則何以單就「含乳現煮咖啡」須作價格跟隨行為？即負
有應提出合理說明之義務。見廖義男，夏蟲語冰錄（一ＯＯ）-寡占市場之平行行
為或聯合行為之區分及判斷--從行政法院之相關裁判觀察，法令月刊，第67卷第5
期，2016年5月，頁119-120。
最高行政法院在「超商現現煮咖啡案」與其向來多數判決所持看法不同，後來在
「鮮乳案」（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294號判決），即不再輕意認定寡占市
場之一致性行為係有意識之平行行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448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036號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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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結合遭處罰等事實，推定係「欲達成分享利潤及互不為競爭行為之目
的所致，被告依此認係原告與金頻道公司從事聯合行為之事證，亦屬有
理」。高等行政法院又參酌被處分事業「互不跨越復興北路、健康路接受
收視之請求；復參酌金頻道公司將收視戶讓給競爭對手之原告，而留下原
有的轉頻器及標記，具有互為一致性行為之特徵，2家事業在寡占市場中
之行為狀態，無其他合理解釋或理由可以說明其為有意識的平行行為」，
排除被處分事業彼此行為一致的其他合理解釋可能性，藉以強化其認定
「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成立，且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的理由依
據。
本案高等行政法院上述見解，符合比較法上「互為一致之行為」概念
認定通例，亦符合修正後公平法規定文義，且針對系統業者間聯合定價、
分割地理市場等「惡質」卡特爾，疊加考量多項「附加因素」。此外，
高等行政法院特別指出：被處分事業「…並自88年1月起調漲收視費，違
反公平法第14條規定，經被告處分在案，是為規避公平法規範，原告與
金頻道公司縱有所決議，亦不會留下任何書面之協議」，據以肯認原處分
機關「因之未查獲渠等股東會或董監事會議紀錄出現合意之證據，即非無
可能」，從而轉以間接證據及經濟合理性推定「合意」成立，符合比較法
上關於「暗默勾結行為」理論，值得注意。至於最高行政法院另以網路完
工圖記載對方名稱，互相交叉持股，兩家公司所屬集團前已有違法聯合先
例，被處分事業曾以不實理由（無法安裝線路）及無理要求收取裝機費用
方式變相拒絕客戶上門，被處分事業均逐年調高至收費上限每月550元、
兩者均拒絕大樓管理委員會協商收費之要求，上訴人與金頻道公司自90年
之後同時開始轉虧為盈不合常理等情形為間接證據，推論被處分事業之間
有聯合行為合意，符合「附加因素」證明方式。
(5)認定係公會或團體行為之條件及會員應歸責之條件及其證明
按若認為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為系爭聯合行為之主體，則需認定有無
同業公會或該團體本身之聯合行為合意。而若認定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之
會員為或併為聯合行為之主體，則需證明為該等會員間之聯合行為合意，
並需進一步探究若無同業公會之章程或決議存在時，個別會員之意思聯絡
情形，以及若同時有同業公會之章程或決議存在時，該等會員間是否具備
獨立於決議以外之合意，或以各該會員實行聯合行為作為該等會員聯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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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為合意之證明等問題 。
公平法104年第6次修法時另增訂第43條，規定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違
反公平法規定者，主管機關得就其參與違法行為之成員併同罰之，但成員
能證明其不知、未參與合意、未實施或在主管機關開始調查前即停止該違
法行為者，不予處罰。該條之立法目的乃是為避免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之
成員藉該組織遂行違法行為卻脫免法律責任，明定得對參與違法行為之成
員予以併罰，以收嚇阻及制裁之效，以解決過往實務多僅以同業公會為聯
合行為主體，而未論斷個別成員是否亦為聯合行為及其等有無聯合行為
合意等弊病。依據公平法第43條之規定，即令已認定同業公會從事聯合行
為，至少亦得以同業公會成員實施聯合行為一事認定該等成員之聯合行為
合意。
決議一般只需多數決即可成立，並不要求全體一致同意，決議的效力
亦係透過法律、章程或規約而適用於全體會員，概念上實與嚴格意義之
「合意」有別。但我國學者於公平法制度伊始即多認為需採目的性擴張解
47

釋「其他方式之合意」此一要件，而將決議納入 。公平法第14條第4項所
定之決議或其他方式，只要能歸為同業公會之意思而屬同業公會之行為，
其內容涉及商品或服務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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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有無法律拘束力，解釋上均
能構成同業公會之聯合行為合意。除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
以外（章程制訂亦係透過決議為之），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尚有何等「其
他方法」該當聯合行為之合意，頗有爭論，此一問題在國內文獻中常列於
聯合行為主體之討論中。實務上比較常見之類型為公會內部組織之會議決
議，甚至是理事長、常務理事等人之行為，是否能歸屬於同業公會，而公
平會多半寬鬆據此認定此為同業公會之行為。學者見解則多認為若係經同
業公會明示或默示授權所為的內部組織、理事長或理監事行為，或以同業
公會名義召集之各類會議做成決議並以公會名義對外發布，均可認為係屬
46

47

關於此一問題的討論，可參照蘇永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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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頁95以下；吳秀明，聯合行為理論與實務之
回顧與展望，收錄於氏著「競爭法制之發韌與展開」，2004年11月，頁27-29，元
照，初版1刷；該等文獻係從聯合行為處分對象之角度出發，而非從合意角度分
析。
吳秀明，前揭註，頁51；蘇永欽，事業團體的聯合行為，政大法學評論，第44
期，1991年2月，頁216：姜炳俊，聯合行為之規範，收錄於賴源河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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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公會之行為；然同業公會內部單位或組織、理事長或常務理監事個人
未經同業公會授權之行為，則不能視為同業公會之行為，而應直接論斷個
48

別事業是否為聯合行為之主體 。
49

(i) 在「臺灣麥粉公會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定本案之聯合行為主體
與聯合行為之方法時，指出本案臺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為
「臺灣麥粉公會」)係由其下轄之「聯合採購業務暨加工技術委員會及
聯合採購業務組」等對外無代表性的內部組織召開會議，由參加會議之
會員廠以協議方式達成合意，將決議內容通知各會員廠遵守，公平會與
行政法院也均據此將臺灣麥粉公會認定為本案之聯合行為主體。雖不論
是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均未詳細論述本案之聯合行為合意
為何，但既然臺灣麥粉公會為聯合行為主體，則本案聯合行為之意思聯
絡或合意型態應為臺灣麥粉公會內部組織所召集會議之決議。且雖然該
等內部組織並非會員大會或理監事會議，但應可解釋為有臺灣麥粉公會
之默示授權，最後決議內容也以麥粉公會名義發送給所有會員廠，臺灣
麥粉公會也確曾召開全體會員廠開會討論年度預定進口量，再加上本案
所涉之最初公平會聯合行為許可，亦係由臺灣麥粉公會提出申請，故公
平會與行政法院以臺灣麥粉公會為聯合行為主體並據此審酌相關之決議
內容，尚無不當。僅餘之爭議，應在於本案僅論處臺灣麥粉公會而未及
所有執行決議內容之會員事業，在法律解釋適用及執法政策上是否適
宜。
若僅以臺灣麥粉公會為聯合行為主體，依據本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
定之事實，臺灣麥粉公會透過其所屬之採購業務組提出配額表方案，並據
此實施分配，臺灣麥粉公會於採購作業上，尚有所謂「庫存量撥補表」並
依此為庫存撥補，以協調各廠申報數量與實際庫存量，據以決定配船之進
48

49

相關討論可參照吳秀明，前揭註，頁29-33；蘇永欽，事業團體的聯合行為，政大
法學評論，第44期，1991年2月，頁214；周淑萍，公平交易法對事業團體規範之
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6卷第2期，1998年4月，頁81以下；蕭文生，同業公會聯
合行為之處分主體，收錄於單冀、羅昌發、蕭文生、吳秀明主持「聯合行為構成
要件之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87年度合作研究報告，1998年5月，頁37以
下；毛書傑，同業公會與聯合行為，公平交易季刊，第23卷第3期，2015年7月，
頁113-119。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1484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505號判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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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量，使庫存量者較多者得降低進口量而無須削價競爭，庫存量少者也不
會斷料。本案所涉之合意內容（即進口總量管制、配額分配與會員間廠庫
存撥補管理）相對明確，為合意協調、限制與分配水平競爭事業之商品
進口數量，進而影響到各會員廠之國內銷售量與麥粉價格，亦有直接事證
（包括臺灣麥粉公會承認製作相關表單、多家麥粉廠到會陳述）存在，逾
越公平會原以當時之公平法第14條（現15條）第5款「為加強貿易效能，
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許可聯合採購合船裝運小麥的範圍
（許可內容僅限於臺灣麥粉公會之會員廠辦理進口量登記、共同議價開標
及共同裝船進口，且公平會於許可時同時要求臺灣麥粉公會不得利用許可
從事其他聯合行為），以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當時制訂現已廢止之「申請
小麥進口辦法平准基金作業程序」並未賦予臺灣麥粉公會協調各會員業者
小麥進口量之權限等情事，均甚為顯明。
50

(ii) 在「花蓮砂石公會案」 ，本案實際上並未查得任何原告花蓮縣砂石商
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為「花蓮砂石同業公會」)關於本案所涉聯合行為
之章程、會員大會或理監事會議決議，其外觀實際上僅有花蓮砂石同業
公會前後任總幹事或理事長以及東砂公司、聯管公司之行為，因此衍生
總幹事或前後任理事長之主導行為，究竟是否屬花蓮砂石同業公會之行
為等爭議。就此，公平會的主要理由包括花蓮砂石同業公會擁有東砂北
運之核章權，進而得決定砂石業者能否享有使用碼頭價格之相關優惠，
再搭配相關事業之一致性陳述內容與會議討論相關文件資料，認定花蓮
砂石同業公會從事違法聯合行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則是逕以有證人指
稱相關土石專用區配料明細、繳款金額等各東砂北運業者之配料數量及
土源進料之成本資料，均係由花蓮砂石同業公會製作，或其前任之總幹
事所為而應視為花蓮砂石同業公會所為，至於相關行為有無經過會員大
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有無做成書面會議紀錄、會員是否一致遵守則
可不論。
惟公平會與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均未仔細申論花蓮砂石同業公會前後任
總幹事或理事長之行為，是否經花蓮砂石同業公會明示或默示授權，論理
實有欠缺。細究本案事實顯示，系爭聯合行為歷經前後任總幹事與理事
長，可見該等總幹事與理事長係本於其於花蓮砂石同業公會所擔任之職務
5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3年度訴字第2213號判決。

第 2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34

而為主導行為，且因花蓮砂石同業公會擁有東砂北運之核章權，憑藉此等
公會資源與權力，再配合相關事業指稱系爭聯合行為乃由花蓮砂石同業公
會發動等證述，使得該等總幹事或理事長之行為事實上等同於花蓮砂石同
業公會之行為般對會員有事實上、經濟上的拘束力，從公平法規範目的而
論，認定花蓮砂石同業公會以「其他方法」為拘束事業活動之行為，尚無
不當。
然而，論其實際，本案關於各業者東砂北運砂石銷售之數量、比例、
花蓮港碼頭砂石交貨價格及增收裝卸規費中之碼頭調度使用費，以及會員
調漲下游買賣砂石業者調漲砂石價格等事證資料甚為明確，除有一系列表
格資料，並有花蓮港碼頭承租業者、砂石聯管公司、東砂北運砂石業者、
下游需求客戶、東砂公司等相關人等之明確證述，再者本案因無會員大
會、理、監事會議之決議，無決議吸收參與決議之會員的意思，再加上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中：「…按合意後是否遵守配合該限制競爭之合意，
並不影響其聯合行為之成立，….有無構成聯合行為之違反，須視有無聯合
行為合意之具體事證存在，尚不能執合意後未配合約定價格之行為，即稱
其並無參與聯合行為之客觀事實存在，否則，公平法聯合行為之規範目的
將無以達成」等語， 適用於會員參與或實施聯合行為的判斷上更為適宜，
依據本案既有事證資料，實可進一步認定參與及配合系爭聯合行為之個別
會員事業的聯合行為合意及其違法聯合行為。
51

(iii) 在「珠寶公會金飾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本案中，認定當時之
公平法第7條第4項（即現行法第14條第4項）中所稱之其他方法，包括
同業公會內部組織或會議決議採取一致性行為、發函予會員，或同業
公會之代表人或代理人(理事長)以同業公會名義對外通知或公告周知之
行為均屬之，與過往實務見解相符。且本案原告臺北縣金銀珠寶商業
同業公會(以下簡稱為「北縣珠寶公會」)之發函或公告內容涉及約束會
員飾金最低銷售價格而落入公平法第14條第1項之範疇，不能以爭議會
員可能設有不實廣告或其他違法行為置辯，亦無疑義。惟本案並無與
公會相關之任何決議，僅有公會名義之對外發函、通知、簡訊傳送建
議價格以及理事長及理事等以電話或派遣幹部親訪等「其他方法」，
但並無會員飾金銷售價格均一致或上漲的現象，縱多數會員的飾金銷
5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50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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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格均高於黃金盤價(成本價)，亦有其等係基於獨立商業判斷的正當
理由。此正凸顯同業公會涉及聯合行為之案件，亦有並非逕行論斷同
業公會之會員為聯合行為主體即可解決的案件，同業公會確實可能有
獨立於其會員而應予追訴之行為存在，然公平法現行條文就同業公會
聯合行為之規範方式，確實使一般適用於事業之聯合行為合意規定欲
適用與解釋於同業公會之「聯合行為合意」，不無牽強與難以符合文
義之處，已如前述分析。
(三)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認定標準
本研究發現，迄今為止，法院判決對於公平會有關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
要件之主張，於絕大多數情形，並未加以挑戰，而於少數法院未能接受公平會
有關本項構成要件之說理者，大多是因為公平會本身對相關市場界定錯誤，導
致計算聯合行為主體僅有過低的市場占有率，而無法為法院所接受 ；或是因為
公平會所提出之資料與其本身主張不相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導致法院無法採
用該等資料，認定足以影響市場功能要件之存在與否 。不論何者，主要原因皆
起源相關市場界定本身的困難性，以及因此所導致的市場占有率之計算。
實則，不僅是被法院判決所未採納者，縱令是同意公平會主張的法院判決
中，亦不乏因其市場占有率過低而於外國競爭法之比較上，根本不應認定存在
市場力者。為解決此種因市場界定錯誤導致市場占有率過低而依舊認定有足以
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疑慮，公平會及法院實務運作引進所謂「質」、「量」標
準分析。
52

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南連心會案」 更審判決中，奠定下此種
「質」、「量」標準分析之理論基礎。判決如此說明：「被告以事業市場占有
率之總和一般固為主要之判斷因素，亦具有相當說服力，惟不宜一概以市場占
有率為判斷依據，而置合意之內容於不顧之認定原則，於法無違，職是，被告
進而認定本件之情形，屬美國法所稱之『統一定價』，本不待市場定義，即可
認其為當然違法；又……連心會成員48家約占臺南地區5.6％，其在『量』的
方面已超過5％之範圍，在『質』的方面係屬核心限制競爭手段排除之統一定
價，亦均達違法標準，綜合判斷原告等之行為足以影響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核屬有據。」然而，此時所謂的「量」的標準，根本不是違法性判斷的考量
5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4423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336號
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更一字第11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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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而僅是形式的存在。此一問題點，於「中部砂石案」 中，更加凸顯，
該案中系爭業者之市場占有率僅有1.71％，但仍因其為價格聯合的惡質聯合行
為，而以「質」的標準，認定其違法。
縱令肯定市場占有率並非判斷是否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的唯一要素，但
上開如此微小的市場占有率，實無法同意其滿足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要件之
要求。公平會及法院實務運作誤解了歐盟及德國競爭法將價格聯合等惡質聯
合行為排除於微小不罰之適用範圍外的真意。歐盟及德國法制的規範意旨，乃
是鑑於價格聯合等「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協議」的惡質聯合行為，因其行為惡
性本質使然，無須就其市場效果之「量」的問題詳加探討，即可做出違法的結
論，故不需要進行所謂「量」的標準之分析，也沒有所謂「量」、「質」分析
綜合衡量、判斷之必要。若此，則未來於有關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要件的適
用上，或有必要參考美、歐競爭法上針對價格、數量、市場分割、圍標等惡質
聯合行為，或以當然違法方式、或將之歸類為「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協議」類
型，進而認定其行為本質即內含有實質限制競爭效果，從而其違法性判斷就毋
庸再對該聯合行為整體是否擁有市場力加以檢視。
特別是，在我國實務上被認定為違法聯合行為者，絕大多數幾乎皆為價格
聯合的情況下，外國競爭法制上的當然違法、「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協議」的
規範方式，更具有其重大的參考價值。倘若未來公平會及法院願意接受該等外
國法制之實務運作方式，則不僅公平會將因此而節省為調查、界定、計算相關
市場及其市場占有率所投入的龐大人力、物力資源，而可將該等資源轉而投入
愈來愈為困難的「合意」證明上；甚者，如此作為更可迴避於處分理由、判決
理由之說明中，出現前後處分、判決理由相互矛盾之情事、甚至於同一處分理
由、判決理由中出現前後敘述自我矛盾的謬誤，令處分書及判決書更能夠論理
邏輯一致，而具有更大的說服力。
此外，公平會處分或法院判決於分析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要件時，於系
爭案件涉及上、下游業者之情形，時而忽略我國公平法聯合行為規範之對象，
僅限於水平聯合行為，而不及於垂直交易事業間的聯合行為類型，從而會將
市場效果之分析，擴及於上游或下游市場，以該垂直的上游或下游市場競爭受
到影響，作為其認定水平競爭亦因此而受到限制。例如，在著名的「中油台塑
5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年度簡字第127號行政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簡上
字第442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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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中，法院判決曾有下列敘述：「原告與台塑石化公司預告批售價格之結
果，不僅造成水平競爭同業之批售價格齊一，更因其預告調整批售價格之後，
大多數加油站業者即同步、同幅調整零售牌價，限縮加油站業者競價空間，終
至影響消費者權益，是在水平及垂直競爭上，預告調價已實質減損市場競爭機
能。」
55

又直接引進垂直競爭概念者，則為「臺中桶裝瓦斯案」 ，判決如此說
明：「液化石油氣垂直銷售階層，理應經銷市場及供應市場之先後開放，致雙
重水平競爭所帶來之利益，垂直反映到促進下游分裝市場及分銷市場之競爭，
此即市場垂直競爭之效果。」此種關注上、下游業者間獲利分配不均的「垂直
競爭」概念，並無助於水平競爭是否受到實質限制之分析，且「垂直競爭」概
念或許於經營學上，有其功能或角色所在，但對於將市場競爭限定於水平競爭
之公平法規範理念及方式而言，引進「垂直競爭」概念只是治絲益棼。
(四)銷售金額連動型之行政罰鍰
關於銷售金額連動型行政罰鍰之爭議，截至本研究計畫開始時，行政法院
尚未對之有判決結果出爐，故目前尚無法探究行政法院的審理態度與標準。然
而，單就法律適用而言，公平法既然允許就特定情節重大案件予以重罰，額度
甚至可達年度營業額的10%，以期達到有效嚇阻的效果，則為使被處分人就天
價般罰款得以心服口服的話，公平會更應該在情節重大及罰鍰審酌事項中，予
以充分說理並提出相關事證，只是將罰鍰相關法條的內容予以概括羅列而未詳
加說明或涵攝，即有可能落入「判斷濫用」或「裁量怠惰」之嫌，並且讓被重
罰之事業不知如何答辯，亦有違悖正當法律程序保護之疑慮，而面臨行政法院
的挑戰。
過去，在引進情節重大加重處罰之立法之前，實務上對於罰鍰的處分理
由，曾適用「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作為罰鍰金額的處分依據，此一參考表實
有具體化罰鍰考量事項的作用，主管機關亦須依參考表的細項，詳加說明其事
實，並提出相關事證。不過，鑑於此一參考表的內容過於僵化，相關因素的評
分也過於硬性、欠缺彈性，導致在行政法院審理過程中，備受挑戰與質疑，導
致處分案頻被撤銷，影響到處分的安定性及執法的威信，從而，引發此一裁罰
參考表存在價值的省思，幾經檢討之後，終決定廢止之，而回到過去多數一貫
54

5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4年度訴字第2390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92號判
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342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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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法，即以羅列相關處罰條文，抽象概括說明其計算基礎的方式，在法定裁
處權限內，處罰一定的金額，而這樣的處理模式，到了行政法院，大多獲得維
56

持，認為並無裁量濫用或裁量逾越之情事 。不過，這樣的作法，使得被處罰
事業往往無法從處分書中得知被重罰的依據何在，產生難以進行訴訟上抗辯的
結果，尤其是對於重罰之案件，是採用銷售金額連動式罰鍰時，會有裁量怠惰
57

之嫌。雖然，近年來有部分案例於處分理由中針對罰鍰部分為進一步說明 ，
但仍屬少數，然而，如果有採取這樣作法者，在高等行政法院的審理中，即會
58

獲得高度的評價，在「南部廣告藥品聯誼會案」 中，公平會即依施行細則羅
列事項，一一詳加說明，並佐以相關事證，故高等行政法院認為本案審酌系爭
聯合行為的危害程度、參與者的資力、違法歷史及犯後態度，並針對主導者予
以重罰，復考量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部分，對交易秩序之
危害程度及持續期間，於在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以及行為人既
長期處於同一產業，對於先前其他同業違法聯合被罰一事顯應知悉，卻仍以身
試法，其情節惡性明顯較前案為重等因素，故公平會對本件罰鍰之裁處，業已
視各違章行為人之違章情節的不同，審酌一切情狀後，於法定罰鍰額度內課處
罰鍰，尚無裁量怠惰、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違法情事，自屬合法，且無悖於
59

比例或平等原則之情形。此一作法，亦獲得最高行政法院的支持 。
上述具體論述罰款依據的作法，實際上是比較接近歐盟執委會對於罰鍰金
額決定的處理方式，故於銷售金額連動型行政罰鍰數額的重罰決定上，更應值
56

57

58
59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1733號判決（瀝青漲價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年度訴字第1072號判決（臺北地區車用液化石油氣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年度訴字第573號判決（鮮乳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300號判
決、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438號（嘉義液化石油氣案）。
如：公處字第107027號處分書中表示：審酌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圍標行為，屬價
格聯合行為；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期間為2年；中港公司自105年1月至106年
12月因違法行為之所得利益；中港公司104年、105年營業額約○○億餘元、德隆
公司104年、105年營業額約○○億至○○億餘元；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違法後悛
悔實據及配合調查態度一般等情狀後，爰處新臺幣50萬元及10萬元。公處字第
108044號處分書中表示：綜合審酌被處分人限制會員報價屬價格聯合 為； 為期間
自105年持續迄今；配合調查態度及所屬會員之市場地位等因素，爰處新臺幣40萬
元。公處字第106039號處分書中表示：審酌本案違法 為之目的並非為使會員獲得
超額利潤、於調查過程中充分配合且主動提供事證資料，及被處分人之市場地位
等因素，爰處新臺幣20萬元罰鍰。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2058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裁字第3367號裁定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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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參考，以顧全被罰事業的訴訟權保障，並穩固處分案的堅實基礎。雖然，
我國公平法對於情節重大之聯合行為的罰鍰，其入場費直接以年度銷售金額的
30%作為基準，再佐以加重或減輕事由的調整，不同於歐盟規定，是所有違反
歐盟競爭法的行為，都可以適用，而在30%的限度範圍內，有其裁量空間，從
而，我國法在適用上，情節重大要件判斷的一致性及可預測性，在相關論述的
架構上，更形重要。
此外，歐盟執委會對於罰鍰決定的作法，亦值得借鏡，即先將相關規定及
原則等大前提予以羅列，接著進入小前提的認定，將案件相關事實予以解釋適
用及涵攝，並以所獲數據資料加以支持，如詳列各事業涉案行為的年度銷售額
或違法行為期間的年度平均銷售額、違法行為的起迄期間，如數據資料涉及保
密必要時，也會進行保密處理，再依違法情節定出比例，算出各事業的基本數
額，此一作法，於我國情節重大案件之認定上，值得效法。此外，若有調整之
加計或扣減等事由者，則再一一說明之，如有寬恕減罰事由者，亦會依序詳加
論述，最後，則是在總銷售額10%的限度內得出具體確切的罰處金額結論。
最後，對於同業公會的違法聯合，如何適用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
辦法，則有疑義，蓋因同業公會本身並未有任何的營業收入，當其作為被處分
主體時，如何適用銷售金額連動型罰鍰，易有解釋上爭議，對此，歐盟「罰款
決定方法指導原則」規定以其成員們的銷售總和，作為事業團體違法行為之獲
利，此點可供我國法參考，並予以明定，以杜爭議。

三、實務操作應注意事項之建議
(一)聯合行為主體之判斷
1.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關係企業集團中，從屬公司與控制公司經營相同業務而
有競爭關係者，若從屬公司受控制公司之指揮而共同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時，其間不能認為有聯合行為之「合意」存在。又從屬公司受控制公司之指
揮，參加與他事業為聯合行為之作成者，該控制公司應為聯合行為之主體。
換言之，判斷關係企業集團中之事業為聯合行為主體時，不能僅從形式上之
行為主體作判斷，而應依實際為該行為之決策者作判斷。若從屬公司自主加
入聯合行為，雖其控制公司亦為該聯合行為之參與者，並不影響從屬公司亦
為聯合行為主體之認定，亦即此時從屬公司及其控制公司均為該聯合行為之
主體。
2.同業公會或事業團體社員大會或理監事會以外之內部組織決議或理事長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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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而聽任其以同業公會或事業團體名義對外發文予全體成員遵守者，解
釋上，可能被認為有同業公會或事業團體之「默示授權」；或屬第14條第4項
所稱「其他方法」，而使同業公會或事業團體成為聯合行為之主體。反之，
若理事長個人以其理事長名義通知會員參加會議而非在召集會員大會者，則
該會議中縱有涉及約束會員事業活動之決議，並有參與會議之會員配合該決
議之行為，並不能使同業公會或事業團體成為聯合行為之主體，聯合行為之
主體應為參與作成該決議之各個會員。
(二)合意之成立及其證明方法
1.以「在場未發言」並不能作為其未參與「合意」之有效抗辯。
2.事業經他事業傳遞有促進作成聯合行為作用之敏感資訊等意思聯絡後，有證
據顯示其有實現聯絡意思內容之行為者，可以解釋為係以「意思實現」方式
與該先前傳遞訊息或為意思聯絡之事業達成合意。
3.有直接證據足以證明有合意存在者，實無須再仰賴以外觀一致行為等間接證
據作為基礎，以免裁決理由遭致誤解之可能。
4.以間接證據證明合意存在之證明強度，無須達到「唯一合理解釋」之程度，
適當的認定標準，應係達到「有合意存在比無合意跟進乃是更為合理之解
釋」之程度即足。
5.僅就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
等因素之數據（經濟性證據）所為之推論，有時不足以區分寡占市場中事業
外觀上價格調整一致之行為，究係有意識之平行行為（價格跟隨行為）或為
價格之聯合行為，因此提出有導致為共同行為之主觀意思聯絡之事實證據，
例如相關人員曾經聚會、有常接觸之平臺、交互持股或彼此擔任他方董監
事；就敏感性資訊為傳遞、交換及取得等事實之證明上即成為重點。
(三)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判斷上
1.外國法上有鑑於價格聯合等「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協議」的惡質聯合行為，
因其行為惡性本質使然而可認為當然違法，無須再就其市場效果之「量」的
問題詳加探討者。但現行公平法「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仍為聯合行為構
成要件之一，在未修法變更前，仍應重視該要件有無具備。
2.實務上對於聯合行為所形成之市場力是否「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有所懷
疑者，關鍵多在於其相關市場之界定是否正確，範圍有否過大或過小，以及
評估或計算其市場力之標準（銷售金額、銷售數量或事業家數等）於個案之
市場情況是否合理之判斷上。故相關市場之正確界定及聯合行為所形成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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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合理之標準評估或計算，為解決本問題之所在。
(四)銷售金額連動型之行政罰鍰
1.歐盟執委會對於罰鍰決定的作法，值得借鏡，即先將相關規定及原則等大前
提予以羅列，接著進入小前提的認定，將案件相關事實予以解釋適用及涵
攝，並以所獲數據資料加以支持，如詳列各事業的涉案行為的年度銷售額或
違法行為期間的年度平均銷售額、違法行為的起迄期間，如數據資料涉及保
密必要時，也會進行保密處理，再依違法情節定出比例，算出各事業的基本
數額，若有調整之加計或扣減等事由者，則再一一說明之，如有寬恕減罰事
由者，亦依序詳加論述。最後，則是在總銷售額10%的限度內得出具體確切
的罰處金額結論。
2.同業公會本身並未有任何的營業收入，當其作為被處分主體時，如何適用銷
售金額連動型罰鍰，易有解釋上爭議，對此，歐盟「罰款決定方法指導原
則」規定以其成員們的銷售總和，作為事業團體違法行為之獲利，此點可供
我國法參考，並予以明定，以杜爭議。

四、法規修正之考量
修正第14條第2項之文字，建議改為：
「事業對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為契約或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
律拘束力，事實上導致約束事業活動之共同行為者，亦為本法之聯合行為。」
修正理由如下：
以意思聯絡而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並不以「意思合致」為必要，原
條文將之規定為係「其他方式之合意」，易引起誤解，並造成實務上須舉證其
「合意」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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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吳秀明（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聯合行為可以說是整個反托拉斯法的重中之重，這個研究對最主要的幾個
要件、理論、比較法做了很多建議跟檢視，我覺得這樣一個計畫對於整個理論
實務的進展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事業主體部分強調潛在事業應納入處理；在協議部分很明確區分合意、決
議還有一致性行為，這樣3個類型作為聯合行為的架構，將來甚至修法都可以
朝這個方向努力；再來，不能有效抗辯未參加合意的行為模式，在過去這方面
的研究，沒有像這次計畫中討論得這麼深入，也可以讓我們看到有些事仍然會
構成聯合行為邊界的判斷標準，會應用得更清楚；而在合意的證明度上，研究
團隊也有很好的進展，現在的結論我個人覺得非常棒，值得我們未來去遵循；
在證據上我覺得也很好，除了強調經濟性證據，研究團隊也強調納入接觸性證
據、勾結性證據，這部分的確是在推定的規定中較沒有去強調的面相，我覺得
這個研究的成果也彌足珍貴；在足以影響市場功能的部分，對公平會過去的質
跟量的分析提出了一個檢討，對實務的操作跟修法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所以
我覺得這些地方認為這個研究計畫難能可貴的研究成果。
這個題目主要是研究裁判見解，然而不是每個公平會處分最後都會進到法
院去，所以如果可以說明公平會在聯合行為的處分中，他的不服上訴率有多
高，如果都有上訴，那就是檢討所有實務見解，但是公平會有些處分上訴率很
低，所以這個時候要瞭解實務見解，不能只看裁判，要看公平會的決定，才是
比較完整的實務見解，所以可能了解一下聯合行為的上訴率到底有多高，是不
是有些公平會處分沒有上訴的案子，其實也很重要。
再來就是說希望了解的是趨勢，看報告比較多的是研究者對他所分配部分
所設計的問題與見解，相對上比較期待也有一些比較整體性趨勢的著墨，這部
分我覺得基礎都有，如果可以整合一下研究結果，做一些比較整體趨勢性分析
的話，跟題目會比較契合。
另外題目雖然說是執法注意事項，看起來比較技術性，但在內容是對很多
原則性、立論、學理、問題在著墨，甚至最後還有對聯合行為規定的修法都有
具體的建議，所以若要對整體有所涵蓋，不應只有對執法注意事項做建議，做
建議的範圍甚至有包括修法。

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分析-以聯合行為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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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修法的部分，有提到說其他方式的合意，如果避免掉合意可能在處
理上比較不會造成困擾，但是第14條是一個一項扣一項非常關係嚴謹的規定，
如果說照研究團隊建議，在14條第1項還是保留了其他方式之合意，本來是包
括一致性行為，現在如果把一致性行為那項“合意＂二字拿掉，第一項的其他
方式合意，還是有合意二字，那這個要件到底是指誰，是不是只剩下君子協
定，那就不包括一致性行為；而推定的規定還是說本條合意是如何的推定，現
行法的合意是包括一致性行為，所現行法推定是可以包括推定一致性行為，可
是如果修法後把一致性行為去掉合意兩個字，那推定的規定適用合意兩個字
嗎？是不是推定的規定就不能推定一致性行為，只能推定契約協議？在立法論
上，歐盟、德國的立法是把契約、協議及一致性行為均叫做一致性行為，統一
規定在基本規範內，後面再有一項來解釋一致性行為是可以的，而不是拆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