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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公平交易法對違法罰鍰數額的提高，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事件對違法事業影

響日趨重大，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司法審查規範及運作實況即受到關注。本文說明我

國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司法審查實況，包括管轄法院、司法審查範圍，並檢討分析我

國近年來就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司法審查重要案例。並介紹美國、日本及歐盟競爭法

主管機關處分司法審法規及實際運作狀況，基於前開分析討論，最後，本文認我國公

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司法審查運作實況及參考國外法制，就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司法審

查制度，建議應修改公平交易法，明文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司法審查專屬管轄法

院，並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司法審查時，在訴訟上應引進專家證人制度，並強化

司法審查透明度，並應明定最高行政法院要撤銷二審判決，自行判決時應經言詞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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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但公平交易委員會也應檢討行政調查程序，使證據證明力更加周延，並就罰鍰

計算制訂相對明確基準，以利公平交易委員會執法，落實公平交易法規範意旨。

一、前言

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為公平法中

央主管機關，該會委員之任用，應具有法律、經濟、財稅、會計或管理等相關學識及

經驗（參見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第6條第1項前段），且應超出黨派獨立執行職務，
公平法為落實該會獨立機關特性，復規定對公平會所為處分不服者，直接適用行政

訴訟程序之規定（參見公平法第48條第1項），但引起注意的是，公平會處分後，在
行政訴訟司法審查時，如何審查？是否與其他獨立機關不同？另公平會所為處分常涉

及經濟證據之分析判斷，就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時，就該涉及專業判斷，如何審查？

此類問題均引起國內外法學及產業界關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於2019年亦針對競爭法案件司
法審查召開會議，討論相關議題

1
。

  就我國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爭議，在最高行政法院在108年度判字第481號、109
年度判字第23號判決罕見的就受處分事業對公平會處分上訴後，逕行判決撤銷原處分
確定，更受到關注，本文僅以近年來司法實務（最高行政法院）就公平會處分之司法

審查相關裁判，分析討論公平會處分之司法審查，並參以美國、日本及歐盟等對競爭

法主管機關處分司法審查法制比對觀察，以討論我國就公平會司法審查之得失，並提

出建議，以充實我國公平法執法法制，落實公平法立法意旨。

二、我國近年來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案例分析

(一)司法審查一般規範
涉及公平會處分之司法審查行政訴訟類型，為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行政法

院就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進行司法審查時，司法範圍為何？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
定，在行政訴訟之撤銷訴訟，係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

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
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另
同法第5條第2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
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

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訴訟。

1 關於該次會議秘書處之報告，請見The standard of review by courts in competition 
cases-Background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4 June 2019, OECD DAF/COMP/
WP3(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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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就行政訴訟之撤銷訴訟或前開第5條第2項課予義務訴訟之管轄法院，依該訴訟
種類與金額或價額不同，而由不同法院管轄。即是由不同法院負責行政處分之司法審

查。

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四十萬元
以下罰鍰處分而涉訟者」，為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以「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如係通常程序，則以轄區高等行政法院為管轄法院。

至就行政處分司法審查時，行政法院就行政處分審查密度為何？在行政訴訟法中

並無特別規定，一般就法律解釋、事實認定及效果部分（罰鍰或停止違規行為），均

應接受司法審查。

（二）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管轄法院

依前開行政訴訟法規定一般行政處分司法審查之程序事項規範，目前公平會司法

審查之管轄法院，依其處分罰鍰數額不同，而有不同管轄法院。公平會處分罰鍰數額

在40萬元以下者，管轄法院是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至於處分罰鍰數額超過
前開數額或有處分命停止違法行為者，應適用行政訴訟通常程序，即由轄區高等法院

即臺灣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管轄。另依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109年1月15日公布修改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自110年7月日施行）第3條第3款、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1條
第1項規定，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案件為：「因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光碟管理
條例、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或公平交易法涉及智慧財產權所

生之第一審行政訴訟事件及強制執行事件。」另司法院依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3條
第4款規定，指定以下行政訴訟事件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1)不當行使智慧財產權
妨礙公平競爭所生行政訴訟事件。」即公平會處分涉及智慧財產權所生第一審行政訴

訟事件及不當行使智慧財產權所生第一審行政訴訟，均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
2
。即我國

公平會處分依是否涉及不當行使智慧財產權、罰鍰數額，司法審查管轄法院分屬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智慧財產法院及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階段，依其處分罰鍰數額不同，而由不同法院管轄，可能發

生同一處分之數事業，起訴後分由不同法院管轄的特別情況，在數事業違反公平法第

15條禁止聯合行為之處分案，受處分事業分別提起撤銷處分訴訟時，可能部分由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審理，部分是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審理，如就事實認定及效果判斷

有不同見解時，可能會發生不一致的情況。如就貨櫃集散站經營業者自103 年 7 月 1 
日起向貨主收取3 噸以下CFS出口貨物裝卸搬運使用機械費涉及違反公平法第15條聯

2 過去智慧財產法院管轄公平會處分案極少，受到社會注目的是該法院104年度公行
訴字第1號荷蘭商皇家飛利浦公司濫用市場地位案。近年來受到討論是高通案，該
案經公平會對美商高通公司處分，高通公司上訴後，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最後
公平會與高通公司成立訴訟上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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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為案，公平會分別對業者處分
310萬元至1,725萬元罰鍰，並命停止違法行為，業

者分別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救濟，請求撤銷公平會處分，其中聯興國際

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興公司）部分，原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經該法院以

罰鍰金額僅10萬元，應適用行政訴訟簡易程序，裁定移送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4
，

經公平會提起上訴後，最高行政法院認聯興公司尚請求法院撤銷公平會命聯興公司停

止違法行為之處分，應適用通常程序，廢棄原裁定
5
，發回後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更

審審理時，「原告請求將訴之聲明減縮為只針對裁罰10萬元的部分訴請撤銷（見本院
106年3月9日言詞辯論筆錄），並聲請移送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認減縮後「原告
不服之部分僅限於該罰鍰，而不及於『應立即停止共同決定收取3噸以下CFS出口貨物
裝卸搬運使用機械費之違法行為』部分，其訴訟標的金額在40萬元以下，其減縮後之
訴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1款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事件，........」6

，該案

移送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後，該庭認聯興公司確有與其他貨櫃場業者共同參與聯

合行為，駁回原告聯興公司之訴確定
7
。

但另一方面，同一處分案遭處分其他事業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所提起撤銷公平會

處分案部分，以罰鍰金額最多的長榮國際儲運股份有限公司為例，在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109年3月12日更審判決中就事實部分認「本件聯合行為所收取之系爭費用，在所有
前述應繳費用中（見原處分卷3第9頁），占有多少比例？此部分營業額占CFS出口運
量總營業額之比例若干？其在上開費用未變，而移動貨櫃場所增加運費、時間、保險

費、風險等成本下，是否仍具有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誠

有可疑」，罰鍰部分認「原處分一方面認定原告等21業者『相互約束3噸以下CFS出口
貨物機械使用費』而違反公平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之聯合行為，另一方面於裁罰時，
卻又將非屬裁罰對象之『3噸以上CFS出口機械使用費』之收取，做為裁罰金額之依據
（蓋有業者之總營業額高，但經營3噸以下貨櫃之營業額少，反之亦然），其處分自
有裁量濫用之違法情事」，撤銷公平會對該公司所為處分

8
。

（三）近年來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事例

1.司法審查範圍
公平會處分之司法審查時，範圍為何？在公平法中並未特別規定，我國司法實務

有認「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所作成裁量處分之司法審查，關於裁量權之

3 公處字第105034號處分。
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952號裁定。
5 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裁字第1533號裁定。
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更一字第97號裁定。
7 106年12月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簡更(一)字第3號行政訴訟判決。
8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更一字第4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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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部分，除非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之過程或結果，有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情形，

而以違法論者外，原則上尊重之而作有限司法審查，審查其是否逾越權限或濫用權

力；至其餘部分仍應作全面司法審查。濫用權力者，乃當法律構成要件該當時，行政

機關行使其裁量權之目的，與法律授予裁量權之目的不符，雖其採取或選擇的方式，

並未超出法律規定的法律效果的處理方式之外，因與法律授予裁量權之目的不符，即

構成違法。諸如：法律授予行政機關於法律構成要件該當時，應審酌具體個案之違規

情節、所生影響、所得利益及受處罰者的資力等因素，在上下限的金額內，決定一適

當之金額裁罰之。」
9
係採全面審查見解，即司法審查係分就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及效

果（罰鍰數額），均應在司法審查範圍內。

另公平會就違法事實是否違法之認定，有無判斷餘地適用之爭議，司法實務有認

「行為時公平法第7條、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對於事業 (含同業公會) 之商業活動，
是否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等市場功能之聯合行為，係以不確定法律概

念予以規範，固應尊重主管機關相當程度之判斷餘地。惟主管機關之判斷所根據之事

實，是否符合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原審法院有衡情斟酌之權，如經斟酌全辯論意旨

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認為主管機關判斷受處分人違法事實所憑之證據，有取樣不當或

所引數據有運算上之顯然疏失，而為主管機關據為判斷之基礎者，其所為之處分即有

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此與不確定法律概念應否尊重主管機關相當程度之判斷餘地無

涉。」
10
其後行政法院就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時，亦常援引該判決意旨，原則上「相

當程度」尊重公平會判斷餘地，但如有「取樣不當或所引數據有運算上顯然疏失」，

而為公平會判斷之基礎時，司法審查時，即認該處分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

2.司法審查認公平會處分違法之事例
公平會就違法事業處分時，該事業對該處分如有不服，可逕行提起行政訴訟，

依處分內容、數額，分別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智慧財產法院及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

訟庭管轄。茲就近年來公平會處分，進行司法審查時，經法院認處分違法常見類型如

下：

⑴公平會處分市場界定違法

公平會對事業是否違法進行調查時，市場界定是首先須進行判斷的程序，如果

市場界定錯誤，則就事業所為系爭行為是否影響市場，即產生錯誤判斷，是以就公平

會處分進行司法審查時，受處分事業就公平會處分之市場界定，常是主要攻擊焦點之

一，公平會處分市場界定不當，也常是公平會處分遭撤銷的原因之一。

在超商現煮咖啡聯合行為案
11
，最高行政法院關於公平會處分市場界定之爭議，

9 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968號判決。
10 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588號判決。
11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19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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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關於市場之界定，究應採質化或量化分析方法，並無一定之標準，原判決係認上

訴人僅以相關事業之生產設備、經營規模、市場定位、價格及行銷策略等書面資料作

質化分析，並以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行業分類標準』等分類標準作為其他質化

因素，即認定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可個別成為單獨市場，而非取自深度觀察與晤談

所蒐集之資料加以分析，缺乏具體事證，並非指摘上訴人未採量化分析方法，上訴意

旨以此指摘，亦有誤會。上訴人並未否認其未實際進行SSNIP測試，亦未否認其未作
消費者問卷調查，則原判決據以指摘原處分對於市場變化之觀察期太短、僅依書面資

料判斷、缺乏市場實證等情，並無違經驗及論理法則，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侵害上訴

人對市場界定享有專業判斷餘地，顯有逾越司法審查密度之違法云云，核無足採。」

在貨櫃集散站業者聯合行為案中，最高行政法院具體指出公平會原處分
12
將地理

市場界定為全國市場，認「惟基於高度之需求替代性，須交易相對人可以很容易地選

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者，方屬於同一地理市場。而交易相對人若為避免支付系爭費

用，而採取如原判決所稱之南貨北送或北貨南送之行為，勢必增加運費、時間、保險

費等成本，其間孳生之相關風險亦隨之增加，然因更換交易相對人而增、減之費用究

如何，並無相關數據資料足參，例如增加的運費是有遠高於節省之CFS出口機械使用
費？被上訴人顯未依市場界定處理原則之規定，界定地理市場之情事。」

13

另在燁聯鋼鐵公司申報結合案中，公平會於98年禁止結合14
，經燁聯公司訴願後

提起訴訟，請求判決准許結合，在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124號判決認「界定特
定市場，係綜合『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加以判斷；而系爭結合案既是以含『熱

軋』與『冷軋』在內之『銹鋼平板類產品』為其產品市場，則判斷『不銹鋼平板類產

品（含『熱軋』與『冷軋』）產品』之進口產品與國內產品時，自應加計『冷軋產

品』之產銷數據，始足以正確估算出LIFO（進口量/銷售量）及LOFI（出口量/生產
量）的指標值及『不銹鋼平板類產品（含『熱軋』與『冷軋』）產品』的進口產品與

國內產品是否具有相互替代性。」具體指明市場界定方法。

⑵公平會處分就有無違法行為認定違法

公平會就涉嫌違法事業有無違法行為，行政調查後，須依所調查之證據認定有無

違法行為，如有違法行為始得處分。

①不能證明有聯合行為之合意

司法審查時，認公平會處分認定無違法行為判斷錯誤事例中，常見的是雖有同時

漲價的事實，但公平會不能證明符合聯合行為的要件。

如在前述超商現煮咖啡聯合行為案中，最高行政法院認「原判決認上訴人所提出

12 公平會公處字第105034號處分。
13 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04號行政訴訟判決。
14 公平會公結字第098003號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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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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之舉證原則，……」
15
在此判決中所提到外觀調漲價格行

為，如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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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符聯

合行為之要件，在相關案件判決中，常採相同見解。

②處分採認證據之證明力不足

在弘音公司因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3款，遭公平會處分罰鍰1千萬元事件16
，最高

行政法院認
17
：「上開被上訴人所製作MIDI伴唱產品市場占有率資訊分析表，其中

事業名稱及營業額僅餘被上訴人1欄，103年、104年營業額百分比分別載為90.19％、
91.93％，其餘5事業之名稱及營業額則遭被上訴人塗白遮掩，僅餘百分比，無從辨識
其製作之依據，如此分析表於形式上已難作為被上訴人所指上訴人市占率達90％以上
該事實之證明，亦經上訴人於原審107年5月2日準備程序中指摘該市占率不知如何算
出（原審卷第279頁），且因原審前將被上訴人提出之乙卷退回，遍查原審現有卷證
中亦無被上訴人調查相關事業營業額之證據，原判決未依職權調查，逕採上開分析表

作為上訴人市占率達90％以上之依據，自嫌率斷，而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
又查，被上訴人提出之查訪資料，固經其補充答辯（二）暨陳報狀（原審卷第294
頁）中指明其中所示之經銷商部分，然就放台主、店家、關係人及競爭事業，仍以

E、H、I、J、L、P、Q、R、S、T、U、V、X、Y、Z等代號示之，因甲卷中之查訪資
料均經被上訴人就關鍵部分加以塗白遮掩，包括陳述人、所代表或所服務之事業等背

景資料，均無從得知，且因被上訴人所提出乙卷前遭原審退回，包括原審亦無從核對

該甲卷所附查訪資料是否即與乙卷內被上訴人查訪內容相符，是上訴意旨指摘被上訴

人所提出甲卷6卷，訪談紀錄及相關文件業經大量遮掩，欠缺重要內容，且陳述人簽
名之處均遭遮掩，無從判斷其真偽，就此上訴人於原審不斷主張該等訪談紀錄及文件

不應採為裁判之依據，然原判決未說明此主張何以不可採，逕納該訪談紀錄及文件為

15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195號判決。
16 公平會公處字第106007號處分。
17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1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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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基礎，已構成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等語，實非無據。再者，被上訴人所提出

之上開查訪資料，若確有涉公務機密、第三人隱私或業務秘密，而有限制上訴人閱卷

權之必要，依前所論，行政法院基於憲法公平審判原則，亦應採取妥適有效之措施，

平衡上訴人因閱卷範圍受限制所生辯論權之不利益，原審未據闡明，使當事人得為事

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及令其陳述事實、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

陳述，逕採被上訴人之主張而為維持原處分之判決，即有判決不適用法規及不備理由

之違法。」此見解對公平會進行行政調查所得證據，包括市場分析表、訪談紀錄之證

據能力及證明力，均有相當大的質疑，如此判決對公平會行政調查所得證據之證據能

力、證明力之見解形成通說，公平會處分接受司法審查時，將產生重大的影響。

另在公平會認統一超商公司因加盟店資訊揭露不足，涉違反公平法第25條，106
年3月17日處分之事件，最高行政法院就公平會處分所依據之證據問卷之證明力認：
「又上訴人使用問卷方式於大規模之調查，固可於樣本代表性與相當程度可信性之支

持下，對於市場狀況獲取概略性之瞭解，惟本件上訴人係針對被上訴人之加盟店寄出

220份問卷，但回收後僅整理出34份所謂有效之問卷，其回收比例實際上並不高，縱
不論該問卷是否確為加盟店經營者所實際填載，內容可信度如何，即以其份數相對於

被上訴人104年底加盟店數4千多家而言，尚未及百分之一，實難認該問卷內容足可呈
現普遍存在之情形，上訴人主張無須討論樣本之代表性，即可推認被上訴人對於加盟

店訂購商品有限制之情形為普通現象云云，自難採信。」
18

③處分未審究系爭行為是否構成違反公平法行為

在全球數位公司頻道代理商與系統業者授權契約爭議中，就代理商要求以開播

區域之內政部公告行政總戶數15%作為計價戶數之最低門檻（最低收視戶數基準，又
稱最低保證戶數Minimum Guarantee，下稱MG），經公平會認構成差別待遇行為，於
105年11月2日處分罰鍰並命停止該行為19

，經受處分人提起行政訴訟，最高行政法院

認
20
「原處分未審究上訴人所設15%MG門檻之交易條件是否構成差別待遇行為，逕以

其『虛擬』簽約戶數推論上訴人有差別待遇情事，自與論理法則有違。而上訴人既非

以『虛擬』簽約戶數作為交易條件，則原處分據以論其不具正當理由及有限制競爭之

虞，進而認定上訴人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2款，顯係基於錯誤之事實基礎而為法律適
用，亦屬違誤。」

④處分就系爭行為效果判斷錯誤

在前述頻道代理商與系統業者授權契約MG15條款，是否構成差別待遇事件，在

18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80號判決。
19 公平會公處字第105120號處分。
20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8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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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授權條款對市場的影響部分，最高行政法院認
21
「........基本頻道播送授權契約書

所示，多數均有約定『授權頻道』廣告開口時段，亦即頻道代理商負有使系統經營者

完整播送頻道商所提供頻道節目及廣告，而系統經營者除廣告開口時段外，則不得於

標的頻道插播自製或自行招攬廣告之責任，此舉係為確保頻道商之廣告收益，蓋頻道

商之收入來源除頻道授權費外，通常亦包括廣告收益。然而，廣告收益須考量頻道普

及率，如交易條件悉以實際訂戶數作為計價基礎，則系統經營者即會降低將授權成本

分攤至較多實際訂戶數之動力誘因，頻道商及頻道代理商將面臨頻道普及率下降，廣

告收益亦隨之下降，而導致頻道單價、授權費用等上下游交易條件及成本將隨之變動

調整，自會對產業發展產生影響，則上訴人如不採取MG制度，而對於既有及系爭系
統經營者一律均以實際訂戶數或實際訂戶數加上折扣作為交易條件，是否反而將產生

對市場競爭不利之效果，而悖離通傳會所訂之產業政策，亦非無疑。……」即此判決

認公平會處分時，並未考量廣告開口時段對系爭授權條款的影響。

⑶處分違背明確性原則

公平會處分如違背明確性原則，司法審查時，亦會遭撤銷，在前述授權契約

MG15條款事件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認公平會處分違背行政處分明確性原則，該判
決認

22
：「原處分並未審究上訴人所設15%MG門檻是否構成差別待遇行為，逕以其

『虛擬』簽約戶數推論上訴人有差別待遇情事，並據以認其不具正當理由及有限制競

爭之虞，均有違誤等情，業如前述，則原處分究係認為一體適用MG門檻本身即已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或是上訴人將MG門檻設於15%之交易條件有違公平交易
法第20條第2款，並非明確，此亦導致原處分所命上訴人之改正義務，究為上訴人不
得使用MG門檻作為交易條件，或是上訴人應將MG門檻自15%調升或調降至何範圍，
始得認其無差別待遇，或可符合正當理由，或不致有限制競爭之虞，均無從自原處分

主文或理由中明確知悉，與行政處分明確性原則顯有未合。由於原處分並未明確指出

15%MG門檻有無違法及如何違法，以致其課予上訴人改正義務之範圍，亦難認屬明
確……。」

⑷公平會處分罰鍰之司法審查

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時，隨著近年來公平會處罰數額的提高，公平會罰鍰處分之

司法審查，更受重視，但就公平會罰鍰處分之審查基準為何？更受相關學界、實務界

及產業關注。

就公平會處分罰鍰，傳統上尊重公平會裁量權限，即在公平法規定之額度內，即

認合法，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認「『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

為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逾越權限或濫用

21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號判決。
22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81號判決。



第 2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94

權力之行政處分，以違法論。』，分別為行政訴訟法第201條、第4條第2項所規定。
亦即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所作成裁量處分之司法審查，關於裁量權之行

使部分，除非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之過程或結果，有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情形，而

以違法論者外，原則上尊重之而作有限司法審查，審查其是否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

本件被告據以處罰原告之公平法第41條後段規定之罰鍰在『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00
萬元以下』，被告處以罰鍰1,000萬元，係於法定範圍內，尚無裁量逾越之情事。且
被告乃公平法第25條規定之中央主管機關，其於裁處罰鍰時，自得考量違法行為之
動機、目的、預期之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

所得利益，違法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營業額、市場地位，違法類型曾否經導正或

警示、事業或經營者以往違法次數、事業或經營者以往違法類型、事業或經營者以往

違法間隔時間、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及綜合其他判斷因素，而為決定。況依公

平交易法施行細則（下稱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
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

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違法類型曾否經中

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則被告以原告不當以現金回饋計畫促銷CVC會員
卡，並以高額回饋及不當宣稱轉售服務，誘使消費者作成交易決定之行為，係已告確

定之被告前次處分書（即94年5月9日公處字第094046號處分書）所指『於說明會中不
當強調全額回饋誘使消費者作成交易決定』及『未揭露其未依回饋證明登記表約定條

款直接支付費用予概念公司之資訊，誘使消費者與其交易，且致會員於要求回饋時處

於不利之地位』之不當行銷方式之後續行為，於考量上開事項後，其作成裁處罰鍰

1,000萬元之決定，所為裁量尚無與法律授權之目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事項考量之裁
量濫用，亦無消極不行使裁量權之裁量怠惰情事，復無違平等原則、比例原則，於法

要無不合。」
23
但就此判決，最高行政法院則提出質疑，認：「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

條規定：『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

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

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

其市場地位。六、違法類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類型、次

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經查上訴人於

原審審理中即已主張，系爭處分僅引條文規定之事項作為認定罰鍰之依據，而未確實

審酌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之各款情狀，更未涵攝各要件之具體事證，是原處分

2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125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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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於量處罰鍰時未附具理由，其裁量未斟酌應斟酌之事項，顯係恣意而為，構成裁量

濫用之違法。乃原判決逕認系爭處分處罰上訴人1,000萬元罰鍰，係於公平法第41條
後段之法定範圍內，尚無裁量逾越之情事，即謂被上訴人所為裁量上無與法律授權目

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事項考量之裁量濫用等情，卻未指明被上訴人未涵攝公平法施行

細則第36條規定之各款情狀乙節是否該當裁量濫用，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當然違背法
令。」

24
依此判決見解，公平會處罰鍰處分決定數額時，應涵攝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

條各款情狀，司法審查時始能判斷有無裁量濫用之情事。

在中聯資源公司因聯合行為案，經公平會處分後，司法審查時，最高行政法院

判決
25
認「行政法院對於裁量處分之司法審查，關於裁量權之行使部分，應審查行政

機關行使裁量權之過程或結果，是否有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而以違法論之裁量瑕

疵。」「……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甚明。被上訴人為統一裁量基準，亦訂有罰
鍰額度參考表，將上開列示考量事項區分等級而各有不同之基數，各項基數加總後

再對照其應處罰鍰金額而處以罰鍰。原審以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所處罰鍰之裁量審酌

因素，已包括上述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相關事由，並具體敘明上訴人各該當情狀及
違法等級，依上訴人違法等級積分10.1分，適用上開罰鍰額度參考表規定裁罰額度處
以500萬元罰鍰；且原處分之作成過程，係經具專業知識、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被上
訴人所屬委員會議，就該會內部單位依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是否妥適進行討論
後，於法律授權範圍內，作成裁處上訴人罰鍰之決定，而認原處分無裁量濫用或裁量

怠惰情事，亦難認有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及被上訴人對於本案所有被處分人，均依

照上開相同之考量基準，方作成各被處分人之裁罰額度，並無上訴人所稱有裁罰基準

理由矛盾情事……。」

在台灣之星公司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經公平會處分26
，司法審查時最高行政

法院亦採類似標準，維持原處分決定罰鍰數額，該判決認「系爭廣告違反公平法第25
條規定，業如前述，原判決論明被上訴人依前開規定，綜合審酌上訴人違法之目的及

動機、可歸責程度、當月份之網路流量、系爭廣告曝光及遭點擊次數等對交易秩序之

危害程度、系爭廣告實際刊登期間、又上訴人為實收資本額300億元之大企業，其於
104年3至8月投入156萬元予比石硬公司刊登關鍵詞廣告、本件為初次違法、違法後配
合調查等相關情狀後，依公平法第42條前段規定，裁處上訴人60萬元罰鍰等情，核對
於原處分罰鍰之裁處，係基於公平法第42條賦予之裁量權所為之決定，並無裁量逾越
或裁量濫用情事，亦與比例原則無違，……。」

27

24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28號判決。
25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617號判決。
26 公平會公處字第105064號處分。
27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35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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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應注意的是公平會處分罰鍰部分，如就計算罰鍰考量因素說明錯誤時，亦可能

構成裁量濫用，如就事業違反公平法第25條（原第24條）之行為，決定罰鍰數額時，
應特別注意，最高行政法院曾認「公平法第24條乃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性規定，蓋
因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態樣繁多，法條未能一一列舉，為免百密一疏，予不法者有可乘

之機。惟違反該條之規定，主管機關於處罰時仍應區別其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態

樣，尤其在被處分人未依限期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時，依同法第41
條之規定處罰，更須審慎辨明其違法行為是否同一，並詳細敘明理由。否則逕認違

反同法第24條之行為不論行為態樣如何，均屬同一行為，可援引同法第41條之重罰規
定，即與立法原意有違，且有濫用行政裁量權之虞，併予指明。」

28

但近年來，公平會處分就罰鍰部分，在司法審查時，部分遭行政法院質疑計算

基礎不明確之情事，如在全球多媒體公司違反公平法事件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29
認

「原處分裁處上訴人4,000萬元罰鍰，僅於理由中概括載稱：依公平法第40條第1項及
同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經審酌上訴人所涉差別待遇為105年度全年之授權費用，
影響為一整年，上訴人倘遂行系爭差別待遇行為，預估一整年之不法利益近億元；

本案系爭差別待遇已不當墊高系爭系統經營者之經營成本，致限縮其提供較有利之價

格、品質、服務等交易條件之空間，嚴重損及其與既有系統經營者間之效能競爭；差

別待遇行為倘不予遏止，亦將影響其他經營區域未來之競爭，易使有意參進市場競爭

之系統經營者卻步而造成市場封鎖效果，對競爭之限制與斲傷至鉅，進而恐恢復至通

傳會開放政策前既有經營區僅有1、2家系統經營者獨占或寡占狀態，嚴重影響消費者
權益；上訴人營業規模；初次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2款規定；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
調查態度等因素，爰依公平法第40條第1項規定處分如主文等語，並未針對其為何裁
處上訴人4,000萬元高額罰鍰之具體計算方式加以說明，且原處分所指上訴人整年不法
利益近億元之金額究應如何計算，自有可疑，此將影響最終罰鍰之裁處結果，原審未

依職權調查釐清，並據以判斷原處分是否有裁量濫用或違反比例原則之違法，原判決

即有不適用法規之違法。」

在佳訊公司部分，最高行政法院採相同標準判決
30
認「原處分裁處被上訴人4,500

萬元罰鍰，僅於理由中概括載稱：依公平法第40條第1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
定，審酌被上訴人所涉差別待遇為105年度全年之授權費用，影響為一整年，被上訴
人倘遂行系爭差別待遇行為，預估一整年之不法利益近億元；本案系爭差別待遇已

不當墊高系爭系統經營者之經營成本，致限縮其提供較有利之價格、品質、服務等交

易條件之空間，嚴重損及其與既有系統經營者間之效能競爭；差別待遇行為倘不予遏

28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28號判決。
29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號判決。
30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4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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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亦將影響其他經營區域未來之競爭，易使有意參進市場競爭之系統經營者卻步而

造成市場封鎖效果，對競爭之限制與斲傷至鉅，進而恐恢復至通傳會開放政策前既有

經營區僅有1、2家系統經營者獨占或寡占狀態，嚴重影響消費者權益；被上訴人營業
規模；初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規定；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態度等因
素，爰依公平交易法第40條第1項規定處分如主文等語，並未就原處分所指被上訴人
整年不法利益近億元之金額究應如何計算，或就其為何裁處被上訴人4,500萬元高額罰
鍰之具體計算方式加以說明，其裁量即有瑕疵，自難認為合法。」

在弘音多媒體公司，涉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3款行為，經公平會處分罰鍰1千萬
元，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31
認 「原處分裁處上訴人1千萬元罰鍰，僅於理由中泛稱：

『依據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即上訴人）104年度營業額、
市場地位及行為目的，違法行為持續期間約自104年1月迄今，對市場交易秩序危害程
度甚大；復審酌被處分人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態度等因素，爰依公平法第40條
第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並未針對何以裁處上訴人1千萬元罰鍰之具體理由加以
說明，惟原判決仍引原處分上開論述而稱：『核原處分之作成，已就形成處分所認

定之事實為必要之舉證，就資料收集、研判及法律適用，復為詳盡之說明，其判斷

未超越不確定法律概念所容許之界限，或係基於錯誤之事實，核無判斷瑕疵，自屬

合法。』並謂：『不論經銷商是否確實執行上開（熊讚）政策，也不論原告（即上

訴人）實際上是否依經銷商執行政策之成效為熊讚權利金之退回，至多為其行為是

否實際發生限制競爭效果之問題，與原告行為是否該當公平法第20條第3款之判斷無
關。』然上訴人如確有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3款之行為，則其是否實際發生限制競爭
效果、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及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等事

實，均為量處罰鍰之基礎，原審自有依職權調查釐清之必要，並論斷原處分裁處罰鍰

有無認定事實錯誤、裁量濫用或違反比例原則之違法，原判決遽認其均合法，亦有判

決不適用法規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三、美國、日本及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處分之司法審查

（一）美國 
1.聯邦交易委員會處分司法審查

美國就反托拉斯法之執法，分由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負責。美國聯邦交易委

員會如認有理由相信（reason to believe）有其所管轄之反托拉斯行為發生時，可決議
進行行政程序，行政審判（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程序由行政法官（administrative 
law judge）主持，行政審判與聯邦地方法院審判程序相同，行政法官與聯邦法官扮演

31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1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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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近。大致上言，行政法官監督開示程序、決定證據規範、進行審判、作成決

定，並撰寫關於事實及法律書面決定。就該決定，可向聯邦交易委員會提起上訴，該

上訴程序與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類似，可提出書狀與在委員前進行口頭辯論。委員

會最後作成書面決定。就該決定，被告可向美國聯邦巡迴法院起訴
32
。

就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處分司法審查時，依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關於實
質證據法則（substantial evidence rule）的規範，法院審查該委員會處分時，「委員會
發現之事實經證據證明者，即為確定」，即在相當程序範圍內尊重聯邦交易委員會就

違法事實認定的權限
33
。

2.競爭專業知識與司法審查
在美國法院就一般競爭法民事案件審理時，係由無專業人士背景法官負責審理，

是以兩造在訴訟程序中須提出專家證人，透過該專業證人交互詰問，使法官得以了解

系爭案件之經濟爭點
34
。

但就聯邦交易委員會處分案件進行司法審查時，法院對聯邦交易委員會專業判斷

常受到尊重，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在1984年E.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v. F.T.C. 
案判決中指出，依前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規定用語，國會嘗試提供給聯邦交易
委員會廣且有彈性權限，以作為有廣泛商業與經濟專業知識的行政組織，使該會得以

從限制行為中保持商業自由競爭
35
。

另美國法院就聯邦交易委員會處分司法審查時，依前開實質證據法則，進行審查

時，因該委員會內有大量經濟學專家，許多並擁有博士學位，且該經濟學家並與該會

內法律專業之律師共同參與處分程序，在美國聯邦法院就聯邦交易委員會所為涉及經

濟專業判斷，對造所提出之證據及專家證人，常難以推翻聯邦交易委員會所為專業判

斷，如美國第11巡迴法院於2015年McWane, Inc. v. F.T.C.案判決36
中，即接受聯邦交易

委員會所提出經濟證據，並拒絕原告關於市場界定的主張。

32 關於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處分程序之詳細說明，請見The Standard of review by 
courts in competition cases—Note by the United States, OECD DAF/CPM/WP3/WD 4-5
（2019）。

33 關於「實質證據法則」之相關案例，請見王銘勇，「行政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
之司法審查範圍─以認定事實為核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5卷第4期，151-152
（2007）。 

34 註31前揭文，6。
35 關於美國法院對聯邦交易委員會專業尊重之討論，請見Maciej Bernatt, Mcwane 

and Judicial Review of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Decisions—Any Inspirations for EU 
Competition Law ?, 38(6)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Review 288(2017) p.12 引自：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006294。最後閱覽日：2020年11
月20日。 

36 McWane, Inc. v. F.T.C., 783 F. 3d 814(11th Ci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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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

1.司法審查程序規範
就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行為，日本公平會（公正取引委員會）對違法事業命令排

除措施、繳納課徵金（罰鍰）處分之救濟制度，在2013年（平成25年）獨占禁止法修
法前後有完全不同制度。2013年修法前，日本公平會處分後，受處分人可請求進行行
政「審判」，就該審判結果不服者，再向東京高等法院起訴請求撤銷日本公平會之處

分。但在2013年修法時，刪除了行政審判制度，另在獨占禁止法中增訂了相關司法審
查程序規範。

就起訴請求撤銷日本公平會處分訴訟司法審查管轄法院，係專屬東京地方法院管

轄（日本獨占禁止法85條第1項）。其修法時明定由東京地方法院專屬管轄之理由在
於累積法院專業，且有必要就同一事件，確保判斷合一性

37
。東京地方法院則由負責

商業事的民事第8庭（民事第8部）管轄就日本公平會司法審查事件。
就日本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事件法院組織部分，獨占禁止法明定應由法官3人合

議庭裁判（獨占禁止法第86條第1項）。依個別事件亦得以法官5人合議審判（獨占
禁止法第86條第2項），甚而同法條第3項明定，5人合議時，候補法官不擔任合議法
官。

即東京地院審理該類訴訟以法官3人合議為原則，並依個案得以法官5人合議行為
之，但何種案件須以法官5人合議審判，獨占禁止法並未明文規定38

。就東京地方法院

對日本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判決不服者，可向東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訴，東京高等法院

將由5位法官合議審判（獨占禁止法第87條）。
依日本法院組織法（裁判所法）規定，一審民事案件原由法官1人獨任審理，但

日本獨占禁止法就日本公平會處分撤銷訴訟特別規定應以3或5位法官合議庭審理，係
因獨占禁止法執法機關日本公平會係5位委員合議決定，且在二審東京高等法院係由
5位法官合議庭審理，就違反獨占禁止法事件為確保專業性及統一判斷，所以特別規
定

39
。

依日本公平會2020年6月公布2019年統計數字，就日本公平會處分向法院起訴請
求撤銷處分之訴訟件數，繫屬東京地方法院者有9件，3件是當年度新起訴案件40

。

37 白石志忠，独占禁止法，有斐閣出版，第3版，671（2016）。
38 白石志忠，671（2016）。
39 島村健太郎，「独占禁止法における行政手続及び 司法審査の位置付け―ドイツ

及びEUとの比較法的検討―」，一橋法学，第18巻第1号，103（2019）。
40 公正取引委員会，令和元年度における独占禁止法違反事件の処理状況につい

て，2020年（令和2年）6月17日，第13頁。引自：https://www.jftc.go.jp/houdou/
pressrelease/2020/jun/200617_kanki_shorijokyo_pdf_img/200617honbun.pdf，最後閱
覽日：2020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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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內容
日本公平會處分在司法審查時，法院得就該處分之內容予以審查，在2013年獨占

禁止法修法後，受到更多的討論。

在2013年獨占禁止法修法前，日本關於日本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因採美國法制
「實質證據法則」，該次修正前獨占禁止法第80條第1項規定，公平會認定之事實，
有明確事實之實質證據時，法院應受拘束。同法第82條第1項第1款復規定，為處分
（審決）基礎之事實，如無實質證據證明時，法院得撤銷該處分。日本最高法院（最

高裁判所）1975年（昭和50年）7月10日判決41
就此規定表明，就處分所認定之事實，

並非以「獨立立場」重新認定，係僅就在「行政審判」所調查之證據是否得以證明系

爭事實之合理性加以審查。即在2013年修法前，在日本公平會處分撤銷訴訟，關於事
實認定部分，法院並不是以獨自立場為新判斷，而是就有無實質證據證明日本公平會

所為之事實認定進行審查之合理性測試。

但在2013年日本獨占禁止法修法後，因廢止行政審判制度及實質證據法則規定，
現行獨占禁止法下，就日本公平會處分之撤銷訴訟，即應依日本行政訴訟事件法進行

審理，即日本公平會處分之司法審查時，應就事實問題及法律問題為基本的全面審

查
42
。

⑴日本公平會處分裁量之審查

依日本行政訴訟事件法第30條規定43
，行政機關之裁量處分，於超越裁量或濫用

時，法院得撤銷該處分。是以法院就日本公平會處分，不論事實或法律爭議雖得以進

行全面司法審查，但就日本公平會處分有裁量權限者，依行政訴訟事件法第30條前開
規定，其司法審查即受到限制，即僅能從超越裁量或濫用觀點進行審查。

日本實務裁判及學界就事業違反獨占禁止法時，關於採取排除措施部分，日本公

平會處分命採取何種排除措施或是否加以處分命令採取排除措施，多認應委由日本公

平會裁量決定
44
。另日本在2018年（平成30年）修正獨占禁止法採行「確約程序」，

即日本公平會對有違法嫌疑之事業，得通知提出排除措施計畫或排除措施確保計畫之

申請，日本公平會就該計畫之申請應決定是否認定，但認定後，在一定要件下，即需

要撤銷該認定，學說上亦認該通知、認定、駁回認定及撤銷決定，均屬裁量處分範圍

內，是否撤銷，應受行政訴訟事件法第30條規定之限制45
。

41 日本民事裁判集，29卷6號，888。
42 白石志忠，672（2016）。
43 關於日本行政訴訟事件法第30條之說明，請見室井力、芝池義一、浜川清，編著

（本條執筆人島田茂），（コメンタ―ル行政法Ⅲ）行政事件訴訟法（第2版）．

国家賠償法，日木評論社出版，314（2006）。
44 村上政博等編，条解独占禁止法，初版一刷，弘文堂出版，302（2014）。
45 白石志忠，61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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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日本公平會就罰鍰處分之司法審查

獨占禁止法規定，就事業違反獨占禁止法之部分行為，得命繳納課徵金（罰

鍰），如獨占禁止法第7條之2第1項規定，事業行為符合不當交易限制行為時，日本
公平會得依該法規定程序，對該事業命繳納相當於在該系爭行為實行期間商品或服務

銷售額百分之十課徵金給國庫，依獨占禁止法規定，此課徵金繳納命令，如有違反行

為時，即應命繳納，既係法定，日本公平會就是否處分繳納課徵金，即無裁量權限。

另就獨占禁止法課徵金制度，獨占禁止法訂有增額計算及課徵金減免制度，關

於前開課徵金增減要件，既然也是法律規定，日本公平會並無裁量餘地。但在2019年
（令和元年）獨占禁止法關於寬恕減免制度引進協助調查減免制度，該制度依事業對

日本公平會調查協助程度，事業與日本公平會得協議課徵金減算比率。但該制度在日

本國會審議時，日本眾議院及參議院經濟產業委員會作成附帶決議，從確保申請減免

事業預見可能性觀點，在新課徵金減免制度，事業自主提出證據等評價方法，在執法

準則中應加以明確化。依該附帶決議，不認日本公平會就該減免制度有裁量權限，或

縱認有裁量權，亦受到大幅限縮
46
。

（三）歐盟（EU） 
歐盟委員會就違反歐盟競爭法規相關規範之事業，依「2003年第1號理事會規

則」（Council Regulation (EU) No.1/2003 of 16 December 2002 of the rules on competition 
laid down in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treaty)第7條規定得處分命排除措施，且得依同規
則第23條規定課以制裁金。對歐盟委員會處分之撤銷訴訟，依歐盟機能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European Union)第263條第1項規定是由歐盟法院管轄。即歐盟委員
會處分司法審查由歐盟普通法院（General Court）為一審管轄法院，歐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為二審法院，但就一審判決僅能以法律問題上訴47

。

1.排除措施處分司法審查
歐盟法院對歐盟委員會就事業違反競爭法規為排除措施處分，進行司法審查時，

應從①無權限②違反本質的程序③違反歐盟條約或歐盟機能條約等法令④濫用權限等

觀點，審查歐盟委員會處分之適法性
48
。

在有無權限部分，指就系爭行為，決定機關是否欠缺權限，有各種不同狀況，如

歐盟委員會負責競爭事務部門，到場檢查時，就該權限之委員會是否違法、就歐盟外

之事業或歐盟外之行為，是否適用歐盟委員會排除措施域外效力爭議常被提出。

其次，在違反程序部分，常被提出的是違反未給予違法事業充分聽取意見的機

46 島田健太郎，「ドイツ競争制限禁止法及びEU　競争法における司法審査」，一
橋法學，第19卷第2號，953（2020）。

47 歐盟機能條約第256條第1項。
48 歐盟機能條約第263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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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該事業未盡附理由充分說明義務等，但不是所有違反程序之處分，一定會被撤

銷，主張處分違反程序者，須就如果沒有違反程序，處分會有不同結論之可能性加以

說明。

至於就處分違背法令部分，主要是主張關於就歐盟委員會處分違背競爭法及歐盟

法的解釋及一般原則。處分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預見可能性等一般原則時，法

院會撤銷該處分。且不僅指錯誤解釋、適用法令，還包括歐盟委員會評價明顯錯誤及

歐盟委員會所提出之證據不能證明事實。

濫用權限部分，被指出的是為法令規範目的以外目的行使權限或未進行法令規定

的特定程序。

歐盟法院就歐盟委員會對事業違反競爭法所為排除措施之處分，認有違法時，雖

得撤銷該處分，但法院並不是代替歐盟委員會重新開始進行調查，僅係由前述4個觀
點角度審查處分之合法性

49
。審查時，法院會就歐盟委員會事實認定、關於所認定事

實之法律評價及就證明違反競爭法之證據或其他資訊為充分審查。即法院對歐盟委員

會所為處分，是全面審查，縱係以裁量為理由事實或法律問題，仍係全面審查。

歐盟法院對歐盟委員會處分之司法審查雖係全面審查，但如該處分涉及複雜經濟

問題，曾有判決承認歐盟委員會之裁量權，其理由係認歐盟委員會較之法院有高度專

業性，法院就此類處分僅能為限制性司法審查，僅能審查程序及異議告知書是否依相

關規定、事實是否正確描述、是否有明顯評價錯誤或濫用權限等，即歐盟委員會處分

如有明顯錯誤，法院仍得撤銷。

2.罰鍰處分之司法審查
依前開2003年歐盟理事會第1號規則第31條規定，歐盟法院就歐盟委員會對違法

事業罰鍰處分或強制履行金之處分審查有管轄權，且法院得就該罰鍰或強制履行金處

分加以廢棄、減額或增額之判決。

歐盟委員會就違反競爭法罰鍰處分之司法審查與排除措施司法審查不同，就罰鍰

處分為司法審查時，法院有「無限制之管轄權」，但與排除措施司法審查相同的是，

都是就事實及法律問題，進行全面審查。包括歐盟委員會是否遵守法定程序、是否遵

守相關規則、是否有明顯錯誤等事項加以審查。且縱使無法律爭議，但認罰鍰數額不

適切或與其他事件相較有明顯過高時，法院有修正罰鍰數額之權限。

歐盟委員會關於違反競爭法規訂有計算罰鍰數額執法準則
50
，該準則不拘束法院

計算罰鍰，但法院進行審查時，亦將該執法準則作為重要參考指標。

49 D. Bailey,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under article 81 EC,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Vol.41 No.5, 1330（2004）.

50 Guidelines on the method of setting fines imposed pursuant to Article 23(2)(a) of 
Regulation No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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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檢討

(一)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特點
我國行政法院對公平會處分所為司法審查，依前述我國行政法院對公平會處分審

查案例，有以下特點：

1.同一處分，可能由不同法院管轄
我國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特點之一，因處分內容、罰鍰數額不同，可能分屬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智慧財產法院及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管轄。與日本法制以東京地

方法院為專屬管轄法院不同，但也發生了公平會對不同事業同一處分案，分屬不同法

院管轄，致判決結果不一的情況。

2.採全面審查
就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範圍，依前開說明係採取全面審查制，並未因公平會係由

法律、經濟專業委員組成，在司法審查時，與其他機關有不同處理。公平會就違法事

實認定之判斷餘地部分，我國司法實務雖稱尊重公平會有判斷餘地，但公平會基於判

斷餘地之結果仍須接受司法審查，有違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者，仍應認違法，如依此

觀點及前開司法實務司法審查案例分析，對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時，是否有真正尊重

公平會判斷餘地，實仍有再商榷餘地。

3.涉及經濟證據分析與判斷由法官決定
由前述司法審查案例分析可以發現，公平會處分事實認定，常涉及有無違法事

實，如有違法事實，對市場是否發生公平法所規範之效果？前述判斷常涉及相關經濟

證據之分析與判斷，我國司法實務運作上，完全由行政法院法官依兩造主張陳述進行

判斷。但法官是否有充分專業能力，可對兩造主張系爭行為對市場可能發生的影響進

行分析、解讀？都是值得再思考的問題。

4.罰鍰處分應具體說明考量因素
近年來部分公平會關於罰鍰處分受到相當大的質疑，司法審查時亦要求公平會應

就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裁處罰鍰時，應考量加以涵攝說明，此種審查方式與日
本、歐盟不同，或係因源於公平法規對違法行為罰鍰規定方式不同而產生的結果，但

司法審查如認罰鍰裁處違法，僅能撤銷公平會處分，發回由公平會再行決定處分罰鍰

金額，與歐盟法院司法審查時，可增額、減額不同。

（二）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法制建議

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現狀況分析與檢討如前開說明，再參以前開國外司法審查法

制及運作實況，就我國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法制未來展望建議如下：

1.重新省思公平會組織與定位
從我國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運作現況觀之，我國行政法院對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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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與歐盟法院就歐盟委員會處分司法審查之運作內容相近，與美國法制不同，公

平會組織法制雖參考美國法制，係獨立委員會制度，由具經濟、法律及其他財經專業

背景之委員組成，但因公平會處分救濟程序與美國法制不同，致後續司法審查時採取

不同方式，美國法制因採取「實質證據」法則，是以司法審查時，法院在該證據法則

下，尊重美國聯邦交易員會對違法事實之判斷認定，但我國對公平會司法審查時，並

未與對其他行政機關處分司法審查有特別不同情況，此運作狀況，是否與我國公平會

組織法制建置時設立獨立委員會之立法本旨相符，實值思考，或應再重新思考公平會

組織與定位。

2.明定司法審查專屬管轄法院
我國就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分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智慧財產法院及臺北地方法

院行政訴訟庭管轄，從比較各國法制觀察，是相當特殊的事例，與各國發展係採單一

法院專屬管轄趨勢相違，建議透過公平法修法，參考日本獨占禁止法規定，明定公平

會處分司法審查之專屬管轄法院。

我國預計於110年7月1日施行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明定設定置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該院分智慧財產庭與商業庭，商業庭專屬管轄民事重大商業事件，如公

平會要明定公平法處分專屬管轄法院應可考慮以該院為專屬管轄法院。

3.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時應採專家證人制度
就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案例分析中，可發現在司法審查程序，僅部分案件有學者

提出法律意見書，但在法庭訴訟程序中並無專業人士參與，透過交互詰問提供專業意

見協助法院進行審查，因公平會處分常涉及界定市場、系爭行為經濟效能究係限制競

爭或促進競爭，受處分人與公平會雖也會尋求專業人士協助，提供專業意見書，但此

類專家意見書，如前述說明，常僅提供書面意見，亦未到庭進行說明詰問，致各說各

話，對法院協助有限，法官有時亦難以決定採擇；另行政法院承審法官也可能會尋求

專家諮詢，但此係不公開提供專業意見，該意見是否能正確？亦有疑義。

預計於110年7月1日施行之商業事件審理法，特色之一在於明文採行專家證人制
度

51
，包括專家證人資格、聲明專家證人程序、專家證人之責任都有詳細規定，公平

會處分事件，常涉及系爭行為經濟分析、經濟證據解讀，透過專家證人書面或到庭說

明，可使行政法院更快速釐清爭點、判斷爭議。

4.強化司法審查透明度
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係行政訴訟之一，就罰鍰或命停止違法行為，係撤銷訴訟；

就結合申報決定禁止結合，係屬課予義務訴訟，在行政訴訟審理程序，行政訴訟法

51 關於商業事件審理法家證人制度之介紹，請見王銘勇，「商業事件審理新制評
析─當事人查詢、專家證人及秘密保持命令」，全國律師，2020年3月號，37-4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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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職權調查證據；於其他訴訟，為維護公益
者，亦同。」即行政法院司法審查時，職權色彩較重，是以部分公平會司法審查程序

中透明度受到質疑，如前開MG15爭議案例中，最高行政法院罕見的在108年度判字
第481號判決、109年度判字第23號判決，逕行判決廢棄駁回受處分人起訴之原二審
判決，且逕行「撤銷原處分」，誠然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不經言詞辯論為之。但依行

政訴訟法第253條第1項但書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舉行言詞辯
論：一、法律關係複雜或法律見解紛歧，有以言詞辯明之必要。二、涉及專門知識或

特殊經驗法則，有以言詞說明之必要。三、涉及公益或影響當事人權利義務重大，有

行言詞辯論之必要。最高行政法院此二判決承審合議庭，或認就MG15所涉及原處分
適法性已有定見，不須再行發回原審調查審理，但此二判決上訴人即原處分受處分

人涉及違法行為遭公平會處分罰鍰4,000萬元、4,100萬元，涉及有線電視收視戶數萬
戶，既涉及MG15條款屬性及效能之專門知識，更涉及公益，最高行政法院未經言詞
辯論程序，即逕行判決撤銷原處分，此二判決司法審查透明度顯有不足。

公平法應增訂就行政法院就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程序之規範，就明定最高行政法

院就公平會司法審查事件，應經言詞辯論程序，始得逕行自為判決。

5.公平會應檢討處分採證程序及罰鍰計算基準
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如能建立明確審查基準，對公平會執法與事業法遵有相當

大的助益，可惜的是就前開司法審查案例，似未能建立明確基準，或有認處分個案不

同，不可能建立明確基準，但如能建立相對明確基準，亦可達到目的，如就處分罰鍰

部分，處分書中關於罰鍰考量因素相同的記載，司法審查程序中，有判決認該處分合

法，但部分判決認未涵攝施行細則第36條各款規定，不能認係合法，可能對公平會與
事業都造成困擾。

透過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前開案例分析，現行公平會處分程序之採證及罰鍰計

算基準，有諸多缺失，公平會應檢討處分採證程序，就罰鍰部分建立相對明確計算基

準，以利後續處分司法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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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隨著公平法對違法罰鍰數額的提高，公平會處分事件對違法事業影響日趨重大，

公平會處分之事業受到處分，除罰鍰數額較小之事件，多會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

撤銷公平會處分，但鑑於公平會處分之事件，所認定之事實常涉及系爭行為對市場影

響之判斷，是以司法審查如何判斷公平會處分之違法性即受各國與國內各界重視。

我國關於公平會處分之司法審查特點在於管轄法院依處分內容與罰鍰數額，分屬

臺北高等行政、智慧財產法院與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管轄，致發生對多數事業同

一處分，分屬不同法院管轄，致判決不一致之情況。另本文分析近年來最高行政法院

就公平會處分司法之判決結果，發現我國行政法院就公平會處分之司法審查，係採全

面審查，即就公平會處分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及效果全面審查，且就公平會處分涉及

經濟證據分析判斷係由法官負責，另行政法院審查罰鍰處分時，就罰鍰處分內容未涵

攝公平法施行細則規定裁罰考量因素時，即認違法。

本文也介紹美國、日本及歐盟就競爭法主管機關處分司法審查法制及運作概況，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就認定事實部分，因聯邦交易委員會法採「實質證據法則」，為

司法審查時，法院原則上以該會所認定事實為準，歐盟與日本均採全面審查制；日本

自2013年獨占禁止法修法後，就日本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法制，與我國相近，但係以
東京地方法院為專屬管轄法院；歐盟法制部分，就罰鍰處分審查時，判決可加額、減

額，是與其他法制不同之處。

最後，基於前開處分司法審查案例分析與檢討美國、日本及歐盟法制觀察，或應

重新思考公平會定位與組織，就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制度，建議應修改公平法，明文

規定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專屬管轄法院，並明文規定在公平會司法審查時，在訴訟上

引進專家證人制度，透過專業人員在法庭上分析，協助司法審查程序，並強化司法審

查透明度，公平法應明定最高行政法院要撤銷二審判決，自為判決時應經言詞辯論程

序，但公平會也應檢討行政調查採證程序，使證據證明力更加周延，並就罰鍰計算制

訂相對明確基準，以利公平會執法，落實公平法立法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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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penalties imposed by the Fair Trade Act (Taiwan), 
the decisions of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will impact undertakings. Reviews by the 
courts of the enforcement of FTA help ensure that enforcement process and decisions follow 
the applicable rules, parties rights are respected and the exercise of TFTC´ discretion is 
pursued within legally set bounds. 

This paper is structured as follows.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general rules 
regarding the scope of the judicial review of  TFTC ś decisions.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includes issues of fact and law. Second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egal systems concerned 
with the judicial review of decisions made by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f U.S.A., Japan and 
E.U.. This paper then comments on defects in the legal system in the relation to the judicial 
review of decisions made by TFTC. This paper concludes by the amending FTA for adopting 
competence courts and judicial review procedure. 

Key words: judicial review, Fair Trade Commission, court, fines,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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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黃銘傑（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在整理近年法院相關判決之後，我個人認為我國法院於聯合行為的判斷標準與判

斷內容仍有需要改善的空間，但在這個改善空間中，一直思考的一件事情，如果公平

法的發展藉由法院判決與公平會雙方對話來發展時，那公平會的處分是否提供法院足

夠對談的空間，也就是說當法院要做出好的判決時，公平會的處分本身是否提供充分

資訊，使法院可以與公平會充分對話，甚至針對公平會處分內容一一加以陳述，而此

時便會牽扯到公平會內部處分、調查過程之相關問題。

若從司法審查的角度觀察，首先我們要思考的是公平會的組織定位，公平會的

組織定位可以衍生出法院是否應專屬管轄、法院審查制度是否應尊重公平會專業的問

題，而為什麼於競爭法審查時會希望有特別審查程序，或縱使非特別審查程序，亦應

給予其特別定位，使其有別於一般司法審查。一般而言，會成立獨立委員會便是希望

其具有政治中立性，不受政黨政治之影響，而公平會除了政治中立之外，更需要具備

專業性，但是公平會與我國其他獨立行政機關相比而言，更具有以處分為其行政組織

體系運作重點的特色，有別於金管會、NCC為業務主管機關，公平會為競爭法執法機
關，由於其業務在於處分破壞競爭秩序者之特殊性，使得公平會處分在司法審查上更

具重要性。

法院應尊重公平會裁量權至何種程度？講者提到在美國法發展出實質證據法則

（substantial evidence rule），但此一法則必須在行政法法官制度相關程序下才能被尊
重，日本原本亦有此一法則，因為日本原本採行行政法法官制度，但在廢止該制度

後，亦同時取消實質證據法則，而在此時，若於程序上並未精緻到實質證據法則時，

對於公平會的裁量餘地究竟應給予何種程度的尊重？公平會的專業是否及於罰鍰問

題，罰鍰之計算是否為公平會專業，抑或是公平會為競爭專業，但在罰鍰計算上可能

並非專業，因此在有關處罰金額時，所謂「專業」應無需受到太大尊重，這也是歐洲

法院對於競爭法主管機關處分區分審查標準而做不同認定，我國公平會處分時常於處

分中提及「衡酌事實、當事人主觀意思……」以訂定罰鍰，但並無法得知罰鍰係如何

計算，因此個人認為公平會未來應持續加強揭露其罰鍰計算作法與內容，以維繫正當

法律程序，對照於現今情況，公平會所做之罰鍰裁量並無計算依據，所有處分均無預

見可能性，當事人亦無防衛可能，剝奪了當事人的防禦權，而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

虞。

此外，於事實認定時，是否應尊重公平會之判斷或裁量餘地。對法院而言，其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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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認定應採何種標準，在公平會108年聯合行為的研究計畫中，我們發現法院過去對
於合意採取兩種標準，一為「唯一合理解釋標準」，另為「合理性標準」，若罰鍰為

連動式罰鍰，處罰當事人全球營業額10%以下的連動型罰鍰時，在歐洲有認為其相當
於準刑事罰，此時對於違法行為事實認定，雖不要求如刑事證據應超過合理懷疑，但

是應該有更高的標準，未來法院應為此針對「營業額連動型罰鍰處分」與「非營業額

連動型罰鍰處分」之證據標準區分抑或是採取同一標準，可以進一步探討。

無論如何，就事實認定而言，在調查的過程中，正當法律程序仍必須遵守，在美

國之所以採用實質證據法則，係因為它具有行政法法官制度，在行政法法官之前，當

事人與調查單位是基於相互攻防之地位，具有充分攻防權利，由行政法法官作出最終

裁罰草案，而未來我國公平會若欲貫徹其準司法地位，亦應朝此制度研擬，法院對於

專業之承認，應經過正當法律程序之進行，亦可學習智慧財產局的對審制度之引進，

更期許未來公平會內部亦可設立審判制度，提供當事人在程序上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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