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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之行為規範，依其是否需要具備市場力量與程度為何，

主要可分為獨占事業、具有相當市場力量之事業、基於依賴關係之相對市場力量之事

業。應視系爭事業之市場力量屬於何種等級而分別適用不同的法條依據，方能適切

反應事業之特定行為於競爭秩序之評價。

公平交易法發展至今，關於市場界定及認定市場力量之理論，文獻及學說探

討發展至今雖已有為數可觀之研究成果，然如何藉由實務運作將上開理論予以具體

化實現，仍屬國內競爭法較為陌生之領域。參酌外國競爭法制之相關規定，可發現

我國公平交易法不論在建立產業資料庫之一般調查方面，乃至於賦予公平交易委員

會足夠效力之調查權，甚至是否引進聲請法院發給搜索扣押命令等各項議題，均仍

未有進一步之深入探討。

基此，本文首先將分別從規範論證及案例實證研究兩方面著手，實務面包括

我國公平交易法目前認定市場力量與行政調查之規範現況，以及公平交易委員會、

行政法院的態度；理論面則包括我國學說對於行政調查法制及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

權之批評建議，並探討上開理論於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市場力量時之適用方式。藉

由實務與理論的結合，探討公平交易法所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權限與認定市場

力量問題之應然面與實然面。其次，我國公平交易法之實施時間相對外國而言尚短，

因此競爭法規範理論的建立與實務檢討的進行，除植基於國內現有文獻相關問題的

探討外，仍須參酌比較法制之經驗作為輔助，因此本篇論文盡可能蒐集美國、歐盟、

日本等競爭法之相關理論與實務作為討論基礎。

透過上述研究，本文對於現行法及實務運作提出數項修正建議如下：

一、公平交易委員會就事業市場力量之調查方法

有關聯合行為之市場界定方面，既然特定市場之界定係為了判斷競爭之實質限

制及市場支配力量之存在與否，則違反行為之態樣可認為顯然產生市場支配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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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事業與該違反行為之對象進行交易的範圍作為市場界定之依據，因此聯合行為

應無須強求在市場界定方面為相同縝密判斷之必要。

另有關結合行為之管制方面，由於主管機關須基於以往、現在之市場結構狀況，

預測結合對將來市場競爭之影響，故須詳加比較結合前與結合後的市場狀況，包含

競爭者及客戶之反應、市場透明度、事業間監控機制、進入門檻等因素綜合認定，而

非僅以市占率為唯一認定因素。此一要求對主管機關而言，實非屬易事，是以應可

考量運用聽證程序，藉此機會促使結合事業、競爭者、上下游廠商、消費者、其他利害

關係人等充分表示意見，亦可減省主管機關取得市場結構資料之困難。

此外，有關公平交易委員會界定特定市場之考量因素，可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三點之規定，係以產品、地理、時間等因素界定市場。

然除此之外，界定市場方式應可將事業經營型態納入考量因素，以適切評價不同經

營型態對消費行為之影響，並宜增訂於處理原則中予以參考。

二、一般調查及個別調查之角色分工與應有規範

公平交易委員會進行一般調查時，欠缺作用法之依據而無從課予受調查者配

合調查之義務，故無強制受調查者配合之權力，但因違法個案尚未發生前，受調查

者無需顧慮提供資料會產生自證違法或己罪之結果，其配合意願理應較高，因此在

未發生違反公平交易法之個案前，公平交易委員會便應定期針對影響競爭秩序較大

之產業市場，預先依競爭法之需要來蒐集相關資料，以作為擬定競爭政策及將來個

案管制之用。嗣後待發生違反公平交易法之個案時，因事業違法態樣甚多且複雜，

一般調查所預先蒐集之資料難免無法完全涵蓋個案情事，此時公平交易委員會再行

運用具有強制力之個別調查，獲取符合個案情事之證據資料並作成處分，以達成公

平交易法所託付之執法任務。

在個別調查方面，考量我國及外國法制對於行政調查與刑事調查在令狀原則

及不自證己罪權利等方面之適用，我國公平交易法應可考量依違反行為之法律效果，

區分不同之個別調查程序。此外，在肯認行政調查並無不自證己罪原則適用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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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關鍵之配套措施為行政機關取得人民主動提供之資訊不得流用予刑事調查機關，

刑事調查機關若欲取得人民涉及犯罪之事證資料，仍應循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為

之，否則人民於行政調查程序中所為之陳述或提出之文件無疑將成為刑事程序中不

自證己罪之保護漏洞。

三、公平交易法增訂搜索扣押權修正草案之回應

為有效打擊事業聯合行為等限制競爭之違法行為，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針對

該法第二章限制競爭案件增訂搜索及扣押權之規定，賦予公平交易委員會為發現或

取得重要證物之必要，得向普通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會同司法警察實施搜索、扣

押，並準用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然而，搜索扣押對於人民權利之侵害實屬重大，

應有足夠理由始得賦予主管機關此一權限。固然事業之限制競爭行為日益大型化、科

技化、隱密化，且聯合行為之合意若欠缺直接證據，其查處當會遭遇困難，然而事

業不配合公平交易法行政調查之原因，恐係目前公平交易法對於不配合調查之罰則

過低所致，在未提高不配合調查之罰鍰金額前，逕行賦予搜索扣押權限，實與比例

原則有所違背。更遑論目前公平交易法已增訂第35條寬恕政策條款，並修正第40

條第 2項就從事聯合行為之事業經認定情節重大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

金額 10%以下罰鍰，故應可先藉此增強嚇阻效果並促使事業主動舉報而放棄聯合行

為，實難認已有賦予公平交易委員會搜索扣押權限之必要。

關鍵詞：市場界定、行政調查、犯罪調查、不自證己罪權利、資料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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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Regulations for the conducts of enterprise about Fair  Trade Act,  differ from the 

degree of market power,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monopoly, considerable market power, 

and relative market power.  In order to appropriately evaluate  how to response to the 

competition conducts of enterprise, competent authority should make sure first the degree 

of market power of the enterprise.

T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monstrates  the  regulations  and  cases,  including  the 

attitude of Fair Trade Commission and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 about investigating and 

identifying  market  power,    the  theory  for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and  the 

investigation  power  of  Fair  Trade  Commission,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materials  of 

competition law in US, EU and Japan. By combining practice and theory ways, hope to 

built the legal system for Fair Trade Commission.

Through the above research, t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made several amendments for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Fair Trade Act as follows:

1.Defining market  about  concerted action,  because of the breach and the  object 

should be scope for the transaction as the basis, the market definition is no necessary to 

be so  meticulous.

About  regulating  mergers,  competent  authority  should  consider  the  use  hearing 

process  more  often,  give  competitors,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manufacturers, 

consumers and other interested parties the opportunity to promote their views about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market  approach should  take  the  management 

patterns of enterprises into considerations.

2.While  respondents  subject  to  general  survey  refuse  to  cooperate,  there  is  no 

compulsory powers to compel,  however Fair  Trade Commission should still  regularly 

collect relevant information of some industry that influence market competition greater. 

When breaches occur, Fair Trade Commission could use the compulsory measures of Fair 

Trade Act to investigate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investigating cases, according to the legal effects of violation to differentiate the 

investigation procedures. In addition, the principle of self-incrimination do not appl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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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se of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so the key point is to forbidden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to provide to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otherwise it will break the   self-incrimination protection.

3.The amendments of  Fair  Trade  Act  is  to  revise  search  and seizure  provisions 

against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  cases.However,  the  penalty  to  interfere  or  refuse  to 

cooperate  investigation  is  too  low,  so  if  the  amount  of  the  penalty  do  not  improve, 

revising search and seizure provisions is contrary to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Keywords: Market Definition,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s,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the Right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Data Utilization

ii



目錄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                                                                                                          ......................................................................................................................  1  

論文謝辭                                                                                                                              .............................................................................................................................................  1  

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  1  

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  1  

第一章  緒論                                                                                                                        ......................................................................................................................................  8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8  

第一項  市場力量之認定於公平交易法之重要性                                    .....................................  8  

第二項  公平交易法就主管機關調查權之相關規範                                ................................  10  

第三項  問題意識之形成                                                                            ...................................................................................  12  

第二節  研究方法                                                                                                        ...................................................................................................................  13  

第一項  理論與實務之分析                                                                        ..............................................................................  13  

第二項  比較法制分析                                                                                ........................................................................................  13  

第三項  其他學科觀點的引入                                                                    ..........................................................................  13  

第三節  市場界定及認定市場力量之理論                                                                .....................................................................  14  

第一項  市場界定之理論                                                                            ...................................................................................  14  

第二項  獨占行為                                                                                        .................................................................................................  18  

第三項  結合行為                                                                                        .................................................................................................  19  

第四項  聯合行為                                                                                        .................................................................................................  21  

第五項  垂直限制競爭行為                                                                        ..............................................................................  22  

第六項  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                                                                .....................................................................  23  

第二章  我國公平交易法就事業市場力量調查之規範及案例                                        .........................................  26  

第一節  公平交易法一般調查之相關規範及運作                                                    .......................................................  26  

第一項  公平交易法一般調查之規定                                                         .............................................................  26  

1



第二項  公平交易委員會一般調查之運作情形                                         ..........................................  29  

第二節  公平交易委員會個別調查之規定                                                                .....................................................................  30  

第一項  公平交易法個別調查之現行規範                                                ...................................................  30  

第二項  公平交易委員會個別調查權與其他調查權之比較                    ..................  44  

第三項  公平交易法一般調查與個別調查之比較                                    .....................................  46  

第四項  我國公平交易法個別調查規範之簡評                                        .........................................  47  

第三節  實務案例之觀察                                                                                            .....................................................................................................  48  

第一項  獨占案例                                                                                        .................................................................................................  49  

第二項  結合行為案例                                                                                ........................................................................................  51  

第三項  聯合行為案例                                                                                ........................................................................................  65  

第四項  垂直限制競爭案例                                                                        ..............................................................................  104  

第五項  顯失公平行為案例                                                                        ..............................................................................  110  

第六項  行政法院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就市場認定之問題點                    ..................  140  

第四節  實務案例與現行規範之落差                                                                        ..............................................................................  142  

第三章  美國競爭法就事業市場力量調查之規範及案例                                                ...................................................  151  

第一節  美國法制簡介                                                                                                ..........................................................................................................  151  

第二節  美國競爭法一般調查之規範及運作                                                            ................................................................  159  

第三節  美國競爭法個別調查之規範及運作                                                            ................................................................  163  

第一項  聯邦交易委員會之調查權                                                            ................................................................  163  

第二項  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之調查權                                                        ............................................................  170  

第三項  受調查者之保障                                                                            ...................................................................................  181  

第四項  美國競爭法個別調查規範之簡評                                                ...................................................  190  

第四節  美國競爭法認定市場力量之具體案例                                                        ............................................................  191  

第一項  結合行為案例                                                                                ........................................................................................  192  

第二項  聯合行為案例                                                                                ........................................................................................  205  

2



第三項  顯失公平行為案例                                                                        ..............................................................................  218  

第四項  美國法案例之特色                                                                        ..............................................................................  227  

第四章  歐盟競爭法就事業市場力量調查之規範及案例                                                ...................................................  231  

第一節  歐盟法制簡介                                                                                                ..........................................................................................................  231  

第二節  歐盟競爭法一般調查之規範及運作                                                            ................................................................  233  

第三節  歐盟競爭法個別調查之規範及運作                                                            ................................................................  234  

第一項  歐盟執委會之調查權                                                                    ..........................................................................  234  

第二項  受調查者之保障                                                                            ...................................................................................  248  

第三項  歐盟法個別調查規範之簡評                                                        ............................................................  264  

第四節  歐盟競爭法認定市場力量之具體案例                                                        ............................................................  265  

第一項  濫用支配市場地位案例                                                                .....................................................................  265  

第二項  結合行為案例                                                                                ........................................................................................  278  

第三項  聯合行為案例                                                                                ........................................................................................  288  

第四項  歐盟競爭法案例之特色                                                                .....................................................................  314  

第五章  日本競爭法就事業市場力量調查之規範及案例                                                ...................................................  317  

第一節  日本法制簡介                                                                                                ..........................................................................................................  317  

第二節  日本競爭法一般調查之規範及運作                                                            ................................................................  319  

第三節  日本競爭法個別調查之規範及運作                                                            ................................................................  322  

第一項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調查權                                                    .......................................................  324  

第二項  受調查者之保障                                                                            ...................................................................................  343  

第三項  行政調查與犯罪調查之關係                                                        ............................................................  347  

第四項  日本法制調查規範之簡評                                                            ................................................................  350  

第四節  日本競爭法認定市場力量之具體案例                                                        ............................................................  351  

第一項  獨占案例                                                                                        .................................................................................................  351  

第二項  結合行為案例                                                                                ........................................................................................  351  

3



第三項  聯合行為案例                                                                                ........................................................................................  371  

第四項  顯失公平行為案例                                                                        ..............................................................................  387  

第五項  日本競爭法案例之特色                                                                .....................................................................  399  

第六章  外國競爭法調查規範及案例之啟發與借鏡                                                        ............................................................  402  

第一節  外國競爭法案例之啟發與借鏡                                                                    ..........................................................................  402  

第一項  外國法制及實務運作之比較                                                        ............................................................  402  

第二項  我國法制及實務運作之借鏡                                                        ............................................................  410  

第二節  外國競爭法就違法個案調查之比較及借鏡                                                ...................................................  412  

第三節  公平交易委員會個別調查之法制檢討                                                        ............................................................  424  

第一項  調查方法及程序                                                                            ...................................................................................  424  

第二項  違反之法律效果                                                                            ...................................................................................  439  

第三項  法律救濟途徑                                                                                ........................................................................................  439  

第四項  寬恕政策之角色                                                                            ...................................................................................  441  

第四節  小結                                                                                                                ............................................................................................................................  446  

第七章  現行法及實務之修正建議                                                                                    ............................................................................................  447  

第一節  公平交易委員會就事業市場力量之調查方法                                            ..............................................  447  

第二節  一般調查及個別調查之角色分工                                                                .....................................................................  451  

第三節  一般調查及個別調查之應有規範                                                                .....................................................................  453  

第四節  一般調查及個別調查所得資料之流用                                                        ............................................................  458  

第五節  公平交易法增訂搜索扣押權修正草案之回應                                            ..............................................  460  

第六節  結語                                                                                                                ............................................................................................................................  462  

參考文獻                  ...........................................................................................................................464  

4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一項  市場力量之認定於公平交易法之重要性

我國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

並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為達成上開目的，我國公平交易法1對於事業之行為規

範，依其是否需要具備市場力量與程度為何，主要可分為三項層次：獨占事業

（第9條）、具有相當市場力量之事業（第 20條）、基於依賴關係之相對市場力量

之事業（第 25條）。應視系爭事業之市場力量屬於何種等級而分別適用不同的法

條依據，始能符合公平交易法區分不同市場力量層級之事業而異其規範內容之意

旨。因此，當某一事業在特定市場已具有獨占地位或其市場占有率已超過 10%時，

其已符合實務上適用公平交易法第9條或第 20條所需具備的門檻要件，此時即應

適用各該條文之具體條款，除非在前述具體條文均無法涵蓋事業之行為時，始有

依據第 25條處分事業濫用市場力量之執法空間。是以公平交易法之主管機關公平

交易委員會，為求能有效依循上開公平交易法之規範架構，不論在處理限制競爭

行為或市場力濫用時，均須先行論及市場界定及認定市場力量之課題，方能適切

反應事業之特定行為於競爭秩序之評價。

如何認定事業之市場力量，首先必須界定相關市場範圍後，方得據以認定事

1 公平交易法於 2015 年 1 月 22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為立法 20 餘年以來範圍最廣、規模最大
也影響最深之修法，本文以下若未特別說明，所引用之條文均為最新修正通過之公平交易法。參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6&docid=13867（最後瀏覽日：
2/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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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市場力量之存否，進而依循公平交易法所劃分之不同行為規範層次，就該事業

之行為評價是否應予非難。公平交易法第 5條對市場之定義為：「本法所稱相關市

場，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2但此一定義於處理獨

占、結合、聯合等案例時，應如何具體適用之，仍須進一步詳加探討。參酌經濟學

對於市場之定義，一般係以相關產品市場、地理市場、時間3等作為重要的考量因素。

在界定相關產品市場時，從商品之間的關係考量市場範圍大小，並討論商品之需

求面和供給面4，消費者的需求替代與生產者的供給替代是重要的衡量指標，且生

產者若在短期內可以改變部分生產技術或流程，以生產另一種類似產品時，此兩

種產品亦可列入同一市場範圍5；在討論相關地理市場時，則從供給者、消費者和

政府法令政策等三項不同角度觀察6，由於交通運輸、地理特性甚至管理法規之限

制等因素，同一個市場範圍還可以再區分為數個不同的地理市場7。前述市場定義

之相關理論雖稱合理，惟國內目前相關完整之統計資料則尚付之闕如，因產業與

市場範圍並不全然相等，若僅單純依據產業別分類之統計資料，將流於主觀認定

市場範圍之疑慮，而恐難就合理及完整之市場範圍及市場力量之認定獲得一致共

識，故市場力量於公平交易法雖位居重要之關鍵地位，但若無公平交易委員會之

行政調查權予以妥善配合，勢將難以具體落實公平交易法之規範理念。

2 由於相關市場之界定應屬公平交易法重要核心領域之事項，因此立法上應將有關市場界定之規
定提升至法律位階予以規定，較為妥當，以符合重要性原則。參廖義男（2015），〈夏蟲語冰錄
（八十八）：2015 年新修正公布之公平交易法評析（一）〉，《法令月刊》，第 66 卷第 5 期，頁
95-96。
3 如果時間夠長，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可以向較遠的地區購買較便宜或品質、功用相近的產品，
甚至以進口的方式來彌補國內的不足，因此市場範圍將變得較廣。參公平交易委員會（2014），
《認識公平交易法》，第 15 版，頁 36，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4 就需求面而言，對同一群消費者，如果二種商品的價格、品質與用途具有相當替代性以滿足消費
者需求時，此二種商品應屬於同一特定市場；就供給面而言，如果某個廠商提高其商品價格，可
能會引來生產相同或替代產品的廠商在合理的成本考量下參進，則此潛在的競爭對手應屬於同一
特定市場。
5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2014），《認識公平交易法》，第 15 版，頁 35，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6 自供給者方面而言，相關商品是否適合儲存、運送及廠商經營型態、運輸成本大小、運輸成本占產
品價格比例等，均屬界定標準；自消費者方面而言，則考量消費者的交易習慣、為獲得該商品而願
意投注的成本、時間等因素；政府法令政策方面，管制型態、法令限制、關稅措施等均屬界定地理市
場之重要考量因素。
7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2014），《認識公平交易法》，第 15 版，頁 35-36，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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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自 1991 年立法通過施行以來，成為我國法制上獨特新穎之經濟

管制規範，公平交易法至今雖分別經歷 1999年、2000 年、2002 年、2010 年、2011 年 、

2015 年共計6次修正，然相較於美國、日本、歐盟等執法歷史悠久之比較法制而言，

我國公平交易法仍有尚待改進之處，學說對於公平交易法之相關論述介紹亦蓬勃

發展而未曾停歇，因此公平交易法實屬一門隨著時代進步且具有動態活力之法律

學。公平交易法所規範之產業類別或各種行為態樣，諸如獨占事業禁止行為、聯合

行為、結合行為、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行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

平行為等，均須有提供認定特定事業市場力量之相關數據資料，方得判斷競爭法

介入管制之空間及程度為何。如公平交易委員會無法充分利用法律所授與之行政

調查權以取得上開所需資料，勢將難以避免相關事實證據資料未盡完備之缺憾，

此情形除須由法律觀點建構公平交易委員會行使調查權之完整理論，並有待主管

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有系統的逐步建立國內各該產業之統計資料庫外，或許更與

我國受大陸法系之長久影響，較為著重於法律實體層面之結果，從而程序層面之

關注及建構便稍嫌不足，亦因此激發本篇論文對於公平交易委員會行使調查權以

認定事業之市場力量時，所面臨實務現況與相關法律規範之問題意識。

第二項  公平交易法就主管機關調查權之相關規範

就行政法院之目前見解8而言，公平交易法為規範事業商業競爭行為之經濟法

規，其特性在於隨著社會及經濟之變化演進，日新月異之不同商業行為及限制競

爭、不公平競爭行為態樣會不斷出現，尚非針對明確固定行為態樣之明文法條所

得以規範。對於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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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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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參最高行政法院 89 年度判字第 76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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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應否尊重主管機關相當程度之判斷餘地無涉。

循此脈絡之下，如何判斷事業之市場力量，以及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市

場力量之認定是否合法，均屬行政法院所得審查之範圍，故行政法院對於公平交

易委員會處分就事業市場力量之認定，應得審酌其是否有違法之處。公平交易法

自 1991 年施行至今，公平交易委員會雖已累積為數可觀之執法經驗，但在認定事

業市場力量方面，其見解並未完全為行政法院所接受（相關行政法院判決請參第

二章第三節）。其中原因究竟為何，導致公平交易委員會作成處分時對於事業市

場力量之調查與認定仍無法達到行政法院認可之充分程度，實值深入探究。

此外，在公平交易委員會行使調查權之程序規範方面，亦需進一步予以探討。

以公平交易委員會行使調查權時是否須先行通知被檢舉人一同到場為例，行政法

院認為尚無此必要9，且公平交易委員會人員至現場調查時雖未出示證件，然若其

行為與一般消費者無異時，亦無違法之虞10。公平交易委員會與行政法院之上開見

解雖有利於行政效能與調查目的之達成，但此與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是否相符並

非全然無疑，因此實務上公平交易委員會除面臨如何運用調查權以認定事業市場

力量外，其應配套建立之程序規範亦不容偏廢，故公平交易法之行政調查法制尚

有待建構完整之程序規範以資遵循。

綜上所述，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內容就認定事業市場力量之理由，需能夠說

服行政法院。由此觀之，公平交易委員會欲處分特定事業時，如未能就該事業所

具備之市場力量蒐集彙整相關資訊，並詳述於處分理由內說明之，恐將因事證調

查不清，而得成為行政法院撤銷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理由，是以公平交易委員

會於作成處分之過程中如何運用調查權，以取得足供認定特定事業市場力量之相

關資訊，且如何建立一套完整之調查程序規範，實屬現行實務上需予正視之課題。

9 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8 年判字第 3779 號判決。
1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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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問題意識之形成

觀諸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執法過程中，最重要也最經常面臨的問題，便是市場

如何界定以及如何認定特定事業市場力量之問題。公平交易法關於市場界定及認

定市場力量之理論，文獻及學說探討發展至今雖已有為數可觀之研究成果11，然

如何藉由實務運作將上開理論予以具體化實現，仍屬國內競爭法較為陌生之領域。

參酌外國競爭法制之相關規定，可發現我國公平交易法不論在建立產業資料庫之

一般調查方面，乃至於賦予公平交易委員會足夠效力之調查權，甚至是否引進聲

請法院發給搜索扣押命令等各項議題，均仍未有進一步之深入探討。公平交易法

既已提供公平交易委員會行使調查權之明文依據，如何加以充實使公平交易委員

會得充分利用其調查權限，正確妥適的認定事業之市場力量，誠為我國法制上亟

待解決之課題12。是以本篇論文以實務上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權尚待補充強化之處

為研究對象，詳細探討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認定事業市場力量與行政調查之相關

法律問題，以期能建立我國公平交易法關於調查法制之完整規範與理論體系。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第一項  理論與實務之分析

本篇論文首先將分別從規範論證及案例實證研究兩方面著手，實務面包括我

11 例如莊春發（1992），〈論市場範圍的界定〉，《法商學報》，第 26 期，頁 105-146；范建得、莊春
發（1994），《公平交易法１ 獨占、結合、聯合》，二版，台北：自刊；廖義男（1996），〈防止獨
占之濫用並監督企業之結合〉，《中國經濟學會產業政策研討會論文集》，頁 29-40，台北：中國經
濟學會；莊春發（1997），〈外國競爭與地理市場的界定〉，《公平交易季刊》，第 5 卷第 1 期，頁
1-46；公平交易委員會（1999），《市場界定及市場力量認定方法案例分析與研究：88 年自行研
究報告》，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黃銘傑（2005），〈聯合行為成立與市場界定、影響市場功能認
定間之理論與論理(上)、(下)〉，《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68、69 期，頁 17-29。
12 參廖義男（2012），〈公平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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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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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公平交易法目前認定市場力量與行政調查之規範現況，以及公平交易委員會、

行政法院的態度；理論面則包括我國學說對於行政調查法制及公平交易委員會調

查權之批評建議，並探討上開理論於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市場力量時之適用方式。

藉由實務與理論的結合，探討公平交易法所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權限與認定

市場力量問題之應然面與實然面。

第二項  比較法制分析

我國公平交易法之實施時間相對外國而言尚短，因此競爭法規範理論的建立

與實務檢討的進行，除植基於國內現有文獻相關問題的探討外，仍須參酌比較法

制之經驗作為輔助。由於美國、歐盟、日本等競爭法之相關理論與實務，其制定、施

行均已有一定之成熟經驗，是以本篇論文希望盡可能的蒐集上開比較法制之相關

資料，作為討論基礎。然而，比較法制之研究須注意其與我國法制的體系差異，

以避免斷章取義或引喻失義，此應係本文採用比較法研究方式時須特別留心之處。

第三項  其他學科觀點的引入

行政調查法制之設計，經常涉及政府機關執法目的得否達成、行政效率如何

提升，以及人民相關權益保障之衝突衡量，此時經濟學之成本效益分析理論應有

介入之空間，是以本文亦期待藉由經濟理論之研究探討，提供法律制度不同的思

考方向。然而，經濟學理傾向於量化分析之觀點，是否能為法律制度利益權衡時

全盤接受亦堪質疑13，從而經濟學理的分析、評估雖是本文將來在相當程度範圍內

必須參酌的觀點，但並非將其定位為解釋適用公平交易法之最終依歸，應予敘明。

13 參見廖義男、顏雅倫（2003），〈註釋公平交易法：導論〉，廖義男計畫主持人，《公平交易法之
註釋研究系列（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頁 25-26，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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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市場界定及認定市場力量之理論

承上所述，市場界定以及認定特定事業市場力量乃公平交易委員會之重要執

法課題，而在探討如何強化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權限之前，應先行瞭解公平交易

法市場界定之理論，方有助於得知調查權限之強化方向，因此以下先行說明公平

交易法關於市場界定之理論，並分別依不同行為類型之市場力量認定方式為整理。

第一項  市場界定之理論

公平交易法第 5條規定：「本法所稱相關市場，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

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14該條之規定即在對應經濟分析上對於市場認定條件之

要求。依據該條文義，經濟上所謂之產品市場或特定地理市場之概念均已涵蓋其

中。換言之，系爭之商品或服務必須「一定」，而地理上的區域或範圍也必須係為

該特定商品或服務所及之特定區域；前者即屬經濟上之特定產品市場，而後者則

為特定地理市場之概念。此定義反應於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實務運作上，即為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15，該處理原則第三點就特定市場之界

定方式，係綜合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加以判斷，主要審酌之事項為需求替代，並

得視商品或服務特性考量供給替代；另得視具體個案，衡量時間因素對於相關市

場範圍之影響。有關市場界定之分析方法，該處理原則第六點揭示，將審酌相關

14 本條有關相關市場之概念，原規定於獨占定義之條文中，然公平交易法有關限制競爭之條文，
於執法時均會涉及相關市場之概念，故 2015 年修正時將相關市場定義規定調整置於總則章，可見
此次修正對於市場界定之重視。
15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於 2015 年 2 月 4 日第 1213次委員會議通過，2015
年 3 月 6 日公資字第 10421600251 號令發布。此處理原則之全文參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345&docid=13926（最後瀏覽日：
04/2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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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或服務及地理區域與其他商品或服務及地理區域間是否具有合理可替代性16，

並得運用交叉彈性檢測法17及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18界定相關市場。惟個案之處理

不以前開分析方法為限，且各項分析方法使用上並無運用之優先順序。

上述市場界定之判斷因素，可適用於結合案件，獨占、聯合、垂直限制競爭等

案件中均可依此判斷市場範圍。一般而言，競爭主管機關於評估事業行為對特定

市場競爭質量所肇生影響時，必須先行對於相關市場加以界定，並以該範圍為基

礎，計算系爭事業的市場占有率以及其他質化與量化要素（如市場集中度）後，

判斷系爭行為對於該市場競爭的實質影響。其中關鍵點即在於如何正確認知並劃

定市場範圍，若是市場範圍認定過廣，原本應受管制、具有顯著市場力的事業其

市場力可能因此不當稀釋，而逸脫於競爭管制之外；而若市場範圍限定過狹，反

而可能導致原本有助於促進競爭的新進業者其市場力被高估，在動輒得咎的情形

16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第 7點：「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係指以交易相對人
之認知，審酌個案所涉及之商品或服務與其他商品或服務在功能、特性、用途、價格或競爭之地理區
域上是否具有合理可替代性進行界定產品市場或地理市場。至於彼此間之替代程度如何始得構成同
一相關市場，應依具體個案事實予以判斷。」
17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第 8點：「交叉彈性指一產品價格變動率影響另一
產品數量變動率的比率值。
產品本身及其替代品間或地理區域間的交叉彈性可用以測度該二項產品或地理區域間的替代關係，
並予以界定相關市場。
運用交叉彈性界定相關市場時須注意下列事項：(一)交叉彈性關注的是單一的替代品或地理區域
而非所有的替代品或地理區域，並以「其他交易條件不變」為前提。至於二項產品或地理區域間之交
叉彈性大小如何始得構成同一相關市場，須依具體個案事實予以判斷。(二)衡量交叉彈性所使用之
價格宜採競爭性價格，以判斷產品或地理區域是否構成同一相關市場。(三)運用交叉彈性界定相關
市場時，尚須依第四點或第五點所列各項因素綜合考量。」
18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第 9點：「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是指假設市場上有
一獨占者，檢測該假設性獨占者在進行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調漲前後之利潤變化情形；當
價格調漲使該假設性獨占者利潤減少，則表示原先界定之相關市場太小，而須將其他具替代性之
產品或地理區域納入，再重複進行檢測，直到價格調漲而該假設性獨占者不減少利潤為止，即完
成相關市場界定。
運用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時，須注意下列事項：(一)在使用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界定相關市場時，
選取之基準價格宜爲市場競爭性價格。(二)至於價格上漲幅度，一般情況下爲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
但在具體個案判斷時則依案件涉及之產業或市場特性調整價格上漲幅度。(三)運用假設性獨占者檢
測法界定相關市場時，尚須依第四點或第五點所列各項因素綜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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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反而無力拓展其事業疆圖，導致市場喪失競爭動力，長久而言不利於競爭秩

序19。上述結果，無疑將都會使得市場力量之計算，無法反映結合行為之真實情況。

經濟學理論上，相關市場之認定係以商品替代彈性作為衡量標準。商品替代

彈性又分為供給替代彈性及需求替代彈性，惟關於結合市場之定義分析，通常傾

向於關注需求替代因素，例如消費者之可能反應，而只有在認定事業是否參與相

關市場供給替代因素，或分析新廠商之參進時，才會考慮供給替代因素，例如生

產者的可能反應。

依據美國 2010 年水平結合指導原則20之定義，所謂「市場」係指：一項商品或

一套商品，以及該商品所生產或銷售之地理區域。在無價格管制，且假定所有其

他產品之銷售量和條件不變，一家在特定區域中為現在及未來唯一之商品生產者，

且追求利潤極大化之廠商，有能力將價格提高至一「小幅但顯著且持續」（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之幅度。而所謂「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

即指能滿足此一測試標準的最大產品群與地理區域。詳言之，「市場」須從需求面

與供給面考量每一相關產品市場。在需求市場裡消費者願意且能夠隨著相對價格

變動，購買所有替代商品及服務；而參與結合事業在供給市場中將比結合前更可

以具有某種程度價格決定能力，且為追求利潤而將價格微幅（但顯著地）提高，

並得於一定期間內，維持該價格且無其他事業進入市場參與競爭。每個相關市場

都有替代商品或服務，消費者將因應相對價格之變動調整其購買決策，如果消費

者不願意因價格改變而重新購買商品，則這些不同的商品應劃分為個別市場21。

然而，傳統的特定市場分析，不論是產品或地理市場，往往必須顧及供給和

需求端的合理替代可能，導致法律的分析流於經濟的論戰。是以近來在國際反壟

19 參莊春發、石世豪、黃銘傑（2011），〈數位匯流相關產業（電信、有線電視、網際網路、電子商
務）整合性競爭規範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 100 年委託研究報告 1》，頁 165。
20 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s/merger-review/100819hmg.pdf（最後瀏覽日：
01/25/2015）。
21 參見何之邁（2003），〈註釋公平交易法：第十二條〉，廖義男計畫主持人，《公平交易法之註釋
研究系列（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頁 725-731，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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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實務的發展上，基於反壟斷之目的日益強調消費者福祉的維護，市場界定之相

關分析已逐漸以最終需求者之角度來判斷替代可能之問題，而不再過度擴大其他

供給替代的分析。其次，必須特別注意者為法令亦有可能影響市場範圍的大小，

如關稅、配額或市場進入規定等，是以法規範本身所樹立的參進障礙對於市場界

定亦有影響，故於描繪市場外廓時此一因素亦應納入考量22。

至於在新經濟時代來臨後反壟斷市場的分析同樣面臨了新的挑戰，相對於傳

統交易市場的分析，新經濟體系下諸多交易標的的屬性，往往不同於一般商品或

服務，導致市場界定上的困難23。而今，國際間的發展趨勢已逐漸趨向具體，認為

新經濟領域下的市場，應包括研發、技術與商品市場三種24，而此種市場概念的新

貌，也導致反壟斷市場的界定必須更重視國際貿易自由化以及科技變遷歷史的考

慮25。

22 參莊春發、石世豪、黃銘傑（2011），〈數位匯流相關產業（電信、有線電視、網際網路、電子商
務）整合性競爭規範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 100 年委託研究報告 1》，頁 168。
23 以新興科技對於市場界定之影響為例，科技創新所引發的殺手級應用以及藉由智慧財產權所賦
予的保護可能開闢嶄新的服務市場，並於一定期間內（通常為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期間）使創新的
服務提供者取得相關市場獨占力。此時該服務提供者由於技術限制之故，個案中可能已具有市場獨
占地位，具有可排除他人進入市場與其競爭的能力，從而依照公平交易法第 5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
系爭場域亦應單獨視為一市場。參莊春發、石世豪、黃銘傑（2011），〈數位匯流相關產業（電信、有
線電視、網際網路、電子商務）整合性競爭規範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 100 年委託研究報告
1》，頁 168-169。
24 競爭主管機關之所以需要另外區分技術市場，乃係因技術市場分析可以協助法院及主管機關避
免因適用傳統商品市場定義之分析方法而導致錯誤。在某些個案中，技術市場即使有嚴重之反競爭
效果，也不一定代表商品市場將受到影響。同樣的，即便專利聯盟之參與者確實透過協議方式，制
定共同之技術標準，並以專業分工合作研發方式，各自負責一部分之技術研發，共同負責技術標
準所需之各項技術專利，從而被認定在創新市場中具有限制競爭效果，也不必然專利聯盟參與者
間之協議在技術市場中亦會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參李素華、林育廷（2009），〈從「飛利浦光碟案」
看競爭法對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之規範〉，《第 17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頁 339-340，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25 參范建得（2003），〈註釋公平交易法：第五條〉，廖義男計畫主持人，《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
系列（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頁 306，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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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獨占行為

反壟斷的一個最根本的理由應在於經濟理論所呈現對於擁有獨占地位者的不

能信任，至於這種不信任則是源自於對於獨占者所具有獨占力量（monopoly 

power）的畏懼。至於獨占力量，其本身係屬於市場力量（market power）的一種

極致表現。就經濟理論言，市場力量之本身係代表了廠商控制與影響價格之能力，

換言之，是事業能在一定期間內將價格抬生至競爭水平以上而仍繼續獲利的能力；

至於獨占力，則是一種能藉由較高程度之市場力量來控制價格或排除競爭之能力。

然相對於經濟角度的思考係側重於強調足以影響價格機能之廠商力量，對於法律

角度的思考而言，如何落實於行為規範的執行，並滿足法律執行過程所需的明確

或可期待性，則更是反壟斷立法的重點26。

在獨占應審酌的事項中，最受各界注意者應係「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

就經濟理論言，事業的市場力量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客觀的自其市場占有率來呈現，

且占有率可以視情形再區分包為商品銷售或服務之占有率，或者以年總營收之占

有分佈判斷之。然則不可諱言者，占有率有時並不當然代表影響價格之市場力量，

例如在公用事業的場合，公益監督與費率管制往往限制了獨占者的市場力量；再

如貿易自由化後的市場，往往必須密切關心進口的可能衝擊，從而無法對於價格

任意而為。尤其在新經濟的快速變動環境下，市場占有率之分析應至少包括對於

系爭事業於一定期間內在特定市場中之地位的分析，藉以完整發現新經濟變遷之

過程及其影響27。

26參范建得（2003），〈註釋公平交易法：第五條〉，廖義男計畫主持人，《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
系列（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頁 307，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27 參范建得（2003），〈註釋公平交易法：第五條〉，廖義男計畫主持人，《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
系列（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頁 310，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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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結合行為

結合管制之基本概念，在於事前防範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力量擴大，冀免

對該相關市場產生限制競爭之不利影響。從而，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審理，競爭

法主管機關主要核駁之考量因素，即在衡量該事業結合後所可能形成之市場力量，

進而評估其對於市場競爭所可能產生之影響。

市場力量之行使涉及競爭效率之衡量，而競爭效率之評量本身並不容易。一

般而言，須審究產業之競爭特性，以瞭解競爭事業間互動行為之性質，並據以評

估該等事業互動之結果是否為有效競爭。此類產業特性包括產業集中度、產業家數

及市場障礙等因素。

衡量市場力量是否存在最常用之工具為產業集中度（MEASUREMENT OF 

CONCENTRATION）。目前各國對於市場集中度之衡量主要有二，一為區分特定

市場前Ｎ大事業之市場占有率總和，通稱為ＣＲ指數；其二，則為以特定市場內

所有事業作衡量標準之Herfindhal-Hieschman 指數（以下稱HHI指數）。前者通

常只提供市場集中之統計數字，例如當提及二家事業之集中度時，經濟學之用語

為 CR2，指該產業之前二大事業市場佔有率之平均加總。同理，CR3指前三大事業，

CR5 指前五大事業，依此類推。由於此種計算方式並未考量標的事業規模之大小，

及市場上事業之總數與較小規模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故無法解釋某些產業之現有

事業，其擴大產能之能力比市場進入之可能性所造成競爭之限制為大；且當規模

較小之事業可因應領先事業提升價格而增加產量時，小規模之事業亦可提供有效

之市場競爭行為。是以其對於產業集中度之衡量結果，有時並不見得合理。

前述另一衡量市場力工具之HHI指數，因係以產業內所有事業作衡量標準，

其市場集中度指標具有反應市場中參與事業數目及參與事業個別市場佔有率資訊

之功能，衡量結果較為合理而易為人所接受。HHI指數將市場集中度大致分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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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範疇：1000 以下(低度集中市場)、1000至 1800(中度集中市場)、1800 以上(高度集

中市場)等三個範疇，於評估水平結合行為時，一般將考慮結合後之市場集中度，

以及結合所導致之市場集中增加幅度：

(1)如果結合後HHI指數低於 1000者，通常並無反競爭效果，毋庸進一步分

析。

(2)如果結合後HHI指數介於 1000 及 1800者，假設HHI指數增加低於 100者，

不致產生反競爭效果，毋庸進一步分析；假設HHI指數增加超過 100者，對於潛

在競爭具有不利影響，此時即須考慮投入市場競爭之可能、增加效率及垂危廠商

退出市場等因素。

(3)如果結合後HHI指數高於 1800者，假設HHI指數增加低於 50者，不致

產生反競爭效果；假設HHI指數增加超過 50者，對於潛在競爭具有不利影響，

此時即須考慮投入市場競爭之可能、增加效率及垂危廠商退出市場等因素；假設

HHI指數增加超過 100者，推定此項結合將會限制競爭，但仍容許參與結合的企

業舉證證明尚有其他因素存在，不致於限制競爭。

由上開衡量標準可知，結合後之市場集中程度以及結合前後市場集中度改變

幅度，將影響結合申報案件所引發競爭上之衡量。此種市場集中度之衡量方式，

在於以量化指標初步認定結合案件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遇有限制競爭之疑慮者，

則再進一步審查其質的因素。就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執法立場以觀，由於我國

內市場之完整產業資訊取得不易，欲使每件結合申報案件均以HHI作為衡量基準，

理論上雖佳，但實務操作上並不容易。從而如就現實立論，似已沿用 CR指數作為

判斷，較具可操作性28。是以在執法現實面之困難並非無解之前提下，為使我國結

28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10點：「一般作業程序之水平結合申報案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會原則上認為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應進一步衡量整體經濟利益：（一）
參與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總和達到二分之一。（二）特定市場前二大事業之市場占有率達到三分之
二。（三）特定市場前三大事業之市場占有率達到四分之三。
前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之情形，參與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總和應達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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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之審查標準更趨合理，公平交易委員會目前對於結合管制之執法重點，似可考

量如何致力於建立市場資訊之充分與完整性，進而改採HHI作為衡量標準之管制

工具，俾符合先進國家之管制趨勢。

再者，由於垂直結合及多角化結合之參與事業，其所處個別市場不同，並無

市場集中度增加問題，因而前述市場集中度之衡量標準，主要係適用於水平結合

之審查。復因公平交易法第 13條所定事業結合之審查標準，乃須事業結合之評估

結果「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主管機關始不予禁止，故本條

在適用上，即應就事業結合對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考量因素，以及衡量其對於整體

經濟利益之影響等二方面，進行分析29。

第四項  聯合行為

事業之聯合行為必須達到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程度，公平交易委員會始須介

入。而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要件係以事業合意所為之限制競爭行為「足以」影響市

場功能之程度即可，並不以聯合行為事業因此獲得實際利益為必要。關於此要件

之判斷標準，各國立法例容有不同。一般而言不外包含市場占有率等量的標準，

以及限制競爭手段之對競爭秩序妨礙程度等質的標準，是以欲確定事業之聯合行

為是否影響市場功能，亦須先界定相關市場之範圍。

在量的標準方面，主要是考量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實務上並未有一統一之標

準，毋寧依個案特性、產業別而做出不同之認定。除市場占有率外，亦可考量諸如

市場參與聯合行為者的比例來判斷是否足以影響市場功能。

實務上對於一些對市場競爭妨礙較鉅之限制競爭方式，通常採取較嚴格之認

定，亦即一旦發生此種限制競爭時，通常不會再採取其他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認

29 參見何之邁（2003），〈註釋公平交易法：第十二條〉，廖義男計畫主持人，《公平交易法之註釋
研究系列（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頁 728-731，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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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標準，而直接判斷其已足以影響市場功能，構成聯合行為。典型的類型如圍標

案件，即以招標本身即為市場，故如發生圍標的情形，則該工程發包市場之競標

機制即刻遭受破壞，故圍標行為本身即屬直接限制競爭之行為，毋庸具體論究圍

標行為所足以影響之市場範圍層級。至於其他質的標準，常見者為市場價格的變

動等，例如對於價格聯合往往依當然違法原則處理，其理由亦在於價格乃事業極

重要之競爭要素，一旦市場之價格確因事業之聯合行為而變動，則無需再進一步

考量其他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標準30。

第五項  垂直限制競爭行為

公平交易法第 20條所規範之五款情形31，於 2015 年修正將事業以贈品贈獎方

式進行促銷而具有商業倫理非難性之不法內涵行為，移至不公平競爭專章，並將

以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產銷機密等行為，回歸營業秘密法予以規範後，該條各

款均屬限制競爭之行為。實務執行上，公平交易委員會內部認為第 19條中關於行

為是否具限制競爭之要件，須符合市場占有率 10%之門檻32，而在該條第 5款之執

法是否要求市場力乙節，因該款之違法判斷，係採「合理原則」待之，因此在不考

慮其他社會價值或公益之前題下，福利損失之分析向為執法重心，惟另需強調者，

乃福利減少，只是管制之必要條件，非充分條件，此時介入或管制之成本，亦是

30 參見劉華美（2003），〈註釋公平交易法：第七條〉，廖義男計畫主持人，〈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
究系列（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頁 507-509，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31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
一、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
二、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三、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
四、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聯合或為垂直限制競爭
之行為。
五、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32 參陳志民、陳和全（2012），〈單方行為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第 19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
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28-329，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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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重要考量之點。職此，就此類型行為「正當性」判斷，宜並同參考我國過去實

務，於判斷本條「共通構成要件」時，所採之「市場占有率 10%」33。

第六項  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

上述關於市場占有率之判斷標準，可稱為「絕對之市場地位」，相對於此即為

所謂「相對市場地位」。實際上所謂具有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之事業，係指其市場地

位處於支配市場事業與不具市場力量之中小企業之間，在個別與特定的情況下，

對於依賴其之交易相對人具有類似於獨占寡占事業之支配性影響力的事業群。擁

有此種市場力量之事業，雖不如支配市場事業之強大，惟在經濟生活中的影響力

遠超過中小企業，甚至當某一企業之生存發展機會係依賴於具有相對市場地位之

事業，且無其他適當事業可資替代時，被依賴之事業縱非獨占或寡占事業，亦可

能對於依賴於其之事業具有支配性之影響力，實不容忽視34。

依學說見解，現行公平交易法中可能作為規範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之法條者，

包括第 20條有關禁止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行為，或是第 25條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35。實務上在適用第 20條時，係以市場占有率

10%作為門檻要件。然而，若事業之市場占有率低於 10%，此處是否得引入依賴性

理論認定其具有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作為絕對市場占有率 10%之補充輔助門檻要

件，並進而依第 20條加以規範？此一問題涉及第 20條市場占有率 10%門檻要件

之目的為何：首先，若將其作為微小不罰之識別基準，目的在於先排除市場占有

率過低之事業，此時依賴性理論可作為補充市場占有率之門檻標準，以免 10%之

33 參見范建得（2004），〈註釋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廖義男計畫主持人，《公平交易法之註釋
研究系列（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頁 117-118、154，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34 吳秀明（2004），〈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氏著，《競爭法制之發韌與展開》，
頁 431-435，台北：元照。
35單驥、何之邁、吳秀明（1999），〈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88 年度公平委員會合
作研究計畫》，頁 77-85，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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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過於僵固而不夠周延36；另一方面言之，若將 10%之市場占有率視為事業對

市場競爭造成不當影響之實質要件時，則必須嚴格限定符合 10%市場占有率之事

業始得成為第 20條之規範對象，此處即無依賴性理論介入補充之餘地，從而需以

第 25條之概括條款作為法條依據37。

我國公平交易法就依賴性理論並無明文規定，是以當一事業因受到依賴而成

為具有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之事業時，是否有以公平交易法加以管制之必要，實需

探討此依賴性理論於公平交易法交易上定位如何。公平交易法第 25條之文義固可

涵蓋相對市場地位與依賴性理論，但仍應先檢視其他具體規範的條文是否有優先

適用之餘地，現行實務上對於第 20條以 10%之市場占有率為最低介入門檻，此係

因各該款之不法性與行為人之市場地位相關之故38，惟此 10%市場占有率之門檻

係因已符合公平交易法第8條判斷獨占事業之認定範圍39，為立法者所認定之最低

標準40，故可進而推論其具有市場地位，但除此之外其他與市場力量相關之不法

競爭行為是否亦應包括在內，尚有疑問。

36 吳秀明（2004），〈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氏著，《競爭法制之發韌與展開》，
頁 526-530，台北：元照。
37 黃銘傑（2001），〈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與公平交易法之規範〉，《台大法學論叢》，第 30 卷 5 期，
頁 221-268。
38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款是否需要以特定市場占有率為前提要件，學說上有認為此種杯葛行為
並非以提昇自己商品或服務之效能為競爭手段，本質上即違反效能競爭，具有高度之可非難性，
無須另外考量行為人是否具有市場地位，請見廖義男（2001），〈從行政法院裁判看公平交易法實
務之發展（上）〉，《月旦法學》，第 69 期，頁 27。而公平交易委員會於第 382次委員會議則認為公
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款屬於限制競爭之行為，行為人必須具有相當的市場力量，因此實務上係以
市場占有率 10%作為市場力量之門檻。
39 公平交易法第 8 條：「事業無下列各款情形者，不列入前條獨占事業認定範圍：一、一事業於相
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二分之一。二、二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二。三、三事業全體於相
關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
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其個別事業於相關市場占有率未達十分之一或上一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
額未達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者，該事業不列入獨占事業之認定範圍。
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相關市場，受法令、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
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雖有前二項不列入認定範圍之情形，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
事業。」
40 立法者既然已對市場地位之最低門檻設有 10%之規定，在未有另外授權的情況下，身為執法機
關的公平交易委員會自應嚴加遵守，而不宜自行創設其他認定市場地位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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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此脈絡之下，依賴性理論在公平交易法上定位的剩餘空間僅有第 25條，

然而事業之間具有依賴性是否有依據第 25條予以處分之必要非可一概而論，如前

所述，依賴性關係僅存在於當事人之間，不必然會與競爭秩序有所牽連，但在例

外情形時亦有適用公平交易法的可能性。因此，如果事業並未具有一定市場地位，

而當事人之間具有依賴關係者，若一方利用此依賴關係而使他方接受不合理之交

易條件而顯失公平者，此時應構成以顯失公平之方法進行競爭或商業交易的情形，

而僅能依據補遺條款之第 25條規範之41，是以依賴性理論在公平交易法之定位應

為第 25條。

41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七（三）點：「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
位，從事不公平交易行為具相對市場力或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利用交易相對人(事業或消
費者)之資訊不對等或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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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公平交易法就事業市場力量調查之

規範及案例

第一節  公平交易法一般調查之相關規範及運作

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市場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為公平交易法之規範目的。為使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能掌握足夠資訊，有效

規制事業間的市場交易行為，建立公平合理的自由競爭規則與環境，以維護市場

的正常運作，立法者於公平交易法中賦予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權，並授權公平交

易委員會於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中補充細節規定。以下先就公平交易法一般調查

之相關規範及運作進行說明。

第一項  公平交易法一般調查之規定

公平交易法之主管機關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從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第 2

條42規定觀之，有關公平交易事項，從決策至執行之整體過程，皆屬公平交易委

員會之權限。

公平交易法規範之行為極為廣泛，其實施調查之對象為事業，依公平交易法

第 2條規定，事業包括公司、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同業公會或其他依法設立、促

進成員利益之團體，以及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特定調查對

42 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第 2 條：「本會掌理事項如下：一、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擬訂。二、公平
交易法之審議。三、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四、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之調查及處分。五、多層次
傳銷政策、法規之擬訂及有關案件之調查及處分。六、公平交易政策及法令之宣導。七、其他有關公平
交易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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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一般以被檢舉人為主，必要時亦可通知檢舉人，證人或其他關係人到會陳述

意見，調查對象由承辦人員擬議，經首長核定後實施43。

公平交易法之調查可分為一般調查與個別調查兩種，依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

法第 2條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執掌包括「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即所

謂之一般調查。由於該款係組織法上之一般授權規定，故僅得作為任意性調查之

法律依據。關於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結果，係由主管機關擬定年度施政計

畫，或針對部分產業擬定導正計畫經首長核定後依計畫實施，一可作為擬定公平

交易政策及法規之基礎，二可發揮督促業者預防觸法之事前規制效果，乃兼具立

法調查與事前規制調查之雙重功能。

2015 年修正前之公平交易法第 25條原有規定：「為處理本法有關公平交易事

項，行政院應設置公平交易委員會，其職掌如左：一、關於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

之擬訂事項。二、關於審議本法有關公平交易事項。三、關於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

調查事項。四、關於違反本法案件之調查、處分事項。五、關於公平交易之其他事

項。」因此，公平交易委員會依其該條各款規定之職掌，擬定並推動競爭政策、調

查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除有助於第 1條所揭示該法立法目的之達成，亦可強化

違法行為之行政責任追究效能、落實該法實體規範內涵44。該條第3款之規定除授予

公平交易委員會自行調查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權限外，亦使其得據此請求其他

機關協助提供相關資訊。對照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組織職掌內容45，該款規定後段之

事務似屬該會綜合規劃處之職掌範圍。至於該款前段「關於事業活動…之調查」，

固然以綜合規劃處、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等所蒐集、整理之事業一般性背景資料為主

藉以提供各業務單位處理個案時之所需。另一方面，該會之服務業競爭處、製造業

43 參法治斌、董保城、劉宗德（1996），《行政檢查之硏究》，頁 157-160，台北：行政院硏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
44 參石世豪（2005），〈第四章：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組織與職權〉，廖義男計畫主持人，《公平交易
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頁 5-6，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45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524（最後瀏覽
日：10/1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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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處、公平競爭處於其分工掌理範圍內，勢必先就事業未涉違法之正常活動有

所瞭解，解釋上亦屬之；個案所涉之事業活動調查事項，則已屬次一款所規定之

範圍46。

惟上開條文於 2015 年修正時予以刪除，其理由為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第 2

條已訂有公平交易委員會掌理事項之規定，爰將原本之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予

刪除。但此一修正將「關於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事項」移至組織法後，造成

公平交易委員會喪失進行一般調查之作用法依據。觀諸行政法院判決曾有論及，

對於公平交易委員會為達成其所肩負確保競爭機制之執法任務，須藉由充分掌握

市場結構狀況及縝密之分析為基礎：「限制競爭法之主要任務，係為修正古典『契

約自由原則』所造成之偏差，國家藉由法律手段，從市場的結構面及行為面去處

理經濟力集中的問題，以防止限制競爭或不正競爭之人為障礙，確保競爭機制得

以發揮其正面功能，所強調者乃『市場不法』的觀察。從而在執法時，原則上應考

量涉案事業之行為對相關市場所造成之影響，僅例外於行為具備商業倫理之非難

性時，始逕就其手段之不法性加以論處。故而，公平交易法之所以設置主管機關

即被告，將其地位提升至與經濟部相同之位階，隸屬於行政院，並於公平交易法

46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2012年組織改造時機，將統計室轉型為「資訊及經濟分析室」，以落實經濟分
析方法運用於涉及公平交易法案件，提升執法力度與品質。蓋唯有建立完善之產業資料庫，方可進
行涉法案件之經濟分析及完成立論嚴謹之市場或案件調查分析報告。為建立專業資料庫，該會以
「整合」及「開發」資料庫為二大重點，主要工作項目如下：１、辦理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
（１）賡續辦理產業市場結構調查，整合相關主管機關資料，充實完善產業資料庫，提供特定市
場及事業動態資訊作為相關業務參據。（２）針對目前及預測未來該會關注產業，並考量該會收辦
案件較多之產業，按年持續委外辦理產業調查。２、購置外單位資料庫等相關資料檔：為強化目前
及未來個案所需資料，將購置外單位（會員或授權）資料庫之相關產業資料檔，供會內人員查詢
相關產業報告或產業資料。３、整合並強化產業資料庫功能：（１）強化產業資料庫查詢功能：配
合資料庫內產業資料量逐年增加，以及相關產業資訊文檔的建置，將擴充查詢介面功能，整合全
文檢索，以提升各項查詢效率暨增強資料應用分析功能。（２）將辦理之委外產業調查資料建置於
資料庫中，並依各產業特性開發查詢功能。（３）分類並整合本會聯合申請許可事業，按季填報之
資料及其他個案資料，依資料之市場特性開發功能模組，並以業務需求導向開發跨案查詢，提供
綜合查詢功能介面。參公平交易委員會中程施政計畫（102 至 105年
度）http://www.ftc.gov.tw/upload/14200dca-08e6-4caa-a648-d0926488bc51.pdf（最後瀏覽日：
07/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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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條賦予被告『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保障，即係鑑於營業競爭行為，如獨占、

結合，聯合行為等是否產生實質影響或限制市場競爭之作用，須就市場競爭結構、

商品之生產、銷售、存貨、輸入及輸出值（量）或服務供需情況等資料加以調查、統

計與分析作為判斷基礎，因此須有常設且位階相當於經濟部之行政主管機關，結

合法律、經濟、財稅、會計或管理人才，從事該等資料之調查、分析及判斷。特別是

公平交易法為了給予具體個案中納入實際經濟利弊影響分析或公共政策考量之空

間，而設計相當多的不確定法律概念，經濟學上對於市場的分析、觀察、以及所累

積的產業知識、分析數據之工具或歸納經驗，有助於執法機關能將抽象而僅標示

出政策方向之不確定法律概念於個案的權衡中具體落實，此際，有必要透過被告

經濟分析的細密操作、實際數據的支持或經濟學方法的適度引用，避免對於限制

競爭行為可能產生的有利或不利經濟效益，對市場競爭秩序與社會整體利益的影

響，出現一些『想當然爾』或『情緒性』的評價結果。47」是以在失去可進行一般調查

之作用法依據後，其影響為何，本文將於後述探討之。

第二項  公平交易委員會一般調查之運作情形

國內各該產業之主管機關雖有就執掌管制之產業狀況進行調查，但因產業分

類與公平交易法所稱上開市場範圍並不全然相等，故公平交易委員會若未依自身

之市場界定需要進行一般性的產業調查，而僅單純依據現有產業別分類之統計資

料，恐將流於主觀認定市場範圍之疑慮，而難就合理及完整之市場範圍及市場力

量之認定獲得一致共識48。依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公布之調查統計資訊所示，包括：

47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2637 號判決。
48 公平交易委員會為執行舊法須公告獨占事業及市場占有率 5分之 1 事業之規定，曾以 1993 年 2
月 8 日公秘法字第 002 號公告，將全國市場界定為不同之特定範圍，計有服務業 10 個市場及 19
個事業，農工業 23 個市場及 21家事業，被列入公告獨占的範圍。但獨占事業公告之規定已於 1999
年公平交易法修正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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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4月車用加油站業市場結構調查報告、2000 年 6月車用加油站業市場結構調

查報告、1999年 7月車用加油站業市場結構調查報告、1998年加油站市場結構之變

化、1998年 7月加油站業市場結構調查報告、1997年 10月房屋仲介市場交易狀況調

查報告、1997年 7月有線電視業市場結構調查報告、1996年 7月有線電視業市場結

構調查報告、1996年 10月航空電腦訂位系統使用概況調查報告、1995 年 9月新小客

車車險市場交易狀況調查報告、1994年 11月營建工程材料設計概況調查報告、1993

年 12月製造業市場交易秩序概況調查報告等49。至於該會每年公布之年報中，關於

產業及經濟情況之調查部分，則僅見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查結果摘要。由

此觀之，公平交易委員會似無系統性的蒐集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資料。

第二節  公平交易委員會個別調查之規定

第一項  公平交易法個別調查之現行規範

一、發動要件

公平交易法規範之行為極為廣泛，其實施調查之對象為事業。特定調查對象，

一般以被檢舉人為主，必要時亦可通知檢舉人，證人或其他關係人到會陳述意見，

調查對象由承辦人員擬議，經首長核定後實施50。

公平交易法之個別調查，係依同法第 26條51具體賦予公平交易委員會權限，

其調查權發動之要件須：經人檢舉或公平交易委員會依職權發現、該事業違反公

49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541（最後瀏覽
日：12/20/2012），以及公平交易委員會（2014），《認識公平交易法》，頁 472-474，台北：公平
交易委員會。
50 參法治斌、董保城、劉宗德（1996），《行政檢查之硏究》，頁 157-160，台北：行政院硏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
51 公平交易法第 26 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涉有違反本法規定，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得依檢舉
或職權調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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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易法規定並有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52。當要件具備，公平交易委員會得再進一

步裁量是否展開調查。

二、調查方法

公平交易委員會進行調查之項目或範圍，由公平交易委員會承辦業務單位依

第 27條規定之程序視個案判定，首先由承辦業務單位初步研析擬具調查處理方向，

陳輪值委員簽註意見，呈奉主委或副主委核可後，即進行調查。公平交易委員會

之調查方法及程序，除可依第 27條規定之程序進行外，尚可採各種任意調查方法，

目前常採用者如明察暗訪、市場調查（問卷訪談）、正式訪查（照相攝影、紀錄）、

舉辦公聽會（錄音錄影紀錄）、電話詢問（紀錄）、通知到會說明（筆錄）、函請

提出書面說明等。

依公平交易法第 27條53規定，其調查方式包括通知到會說明、函請提出帳冊、

文件及其他必要資料證物、實地調查（照相、攝影、紀錄）等，具體內容為54：

1. 通知：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31條規定調查通知書應於 48小時前送達，但有急迫

情形者不在此限。製作通知書之目的在於明示課與義務人作為義務與忍受義務，

使受通知人得以知悉其義務之內容與違法之法律效果，俾便事先準備相關資料供

52 參石世豪（2005），〈第二十五條：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職掌〉，廖義男計畫主持人，《公平交易法
之註釋研究系列（三）》，頁 55-56、64-69，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53 公平交易法第 27 條規定：「主管機關依本法調查，得依下列程序進行：一、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
到場陳述意見。二、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提出帳冊、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資料或證物。三、派員前往當事
人及關係人之事務所、營業所或其他場所為必要之調查。
依前項調查所得可為證據之物，主管機關得扣留之；其扣留範圍及期間，以供調查、檢驗、鑑定或
其他為保全證據之目的所必要者為限。
受調查者對於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調查，無正當理由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執行調查之人員依法執行公務時，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其未出示者，受調查者得拒
絕之。」
54 參石世豪（2005），〈第二十七條：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調查程序〉，廖義男計畫主持人，《公平交
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頁 78-80，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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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通知書之內容分為二種，分別在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31條及第34條中規

定應記載事項：（1）依公平交易法第 27條第 1項第 1款為到場陳述之通知時，

通知書之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受通知者之姓名、住居所，其為公司、行號、公會

或團體者，其負責人之姓名及事務所、營業所；擬調查之事項及受通知者對該事

項應提供之說明或資料；應到之日、時、處所；無正當理由不到場之處罰規定55；

（2）依公平交易法第 27條第 1項第 2款為提出文件之通知時，通知書應載明下

列事項：受通知者之姓名、住居所，其為公司、行號、公會或團體者，其負責人之

姓名及事務所、營業所；擬調查之事項；受通知者應提供之說明、帳冊、文件及其

他必要之資料或證物；應提出之期限；無正當理由拒不提出之處罰規定56。

至於接獲密報之突襲到場檢查則不事先通知，因為突襲檢查有助於發現真實，

可預防違法資料被湮滅、藏匿，故不採取預告制度。然維護行政效能亦需兼顧人權

故對場所之進入檢查，在時機、方法上便須考量是否以令狀原則稍加制約，惟公

平交易法就此部分欠缺詳細規定。

2. 到場

依公平交易法第 27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受通知者到場陳述意見後公平交易

委員會應為詳實登載，作成陳述紀錄，命陳述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57。若受通知

者不克親自前往陳述，得委任代理人到場陳述意見。但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

通知本人到場58。

55 參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1 條。
56 參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
57 參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第三十一條之受通知者到場陳述意見後，中央主管機關應作
成陳述紀錄，由陳述者簽名。其不能簽名者，得以蓋章或按指印代之；其拒不簽名、蓋章或按指印
者，應載明其事實。」
58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10.16 (89)公法字第 03494 號函訂定之到場陳述人應行注意事項：「
1. 到場陳述人及其陪同人員於談話前應先至報到處辦理報到手續。
2. 到場陳述人非本人時，應出示授權文件；對於未出示授權文件者 ，本會談話人得請其以電傳

或其他方式補正後，再進行談話，無法立即補正者，將另擇期通知到會。
3. 到場陳述人由他人陪同時，得經本會談話人同意後陪同在場。

29



3. 出示證明

為求慎重，調查時應先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公平交易法第 27條第

2項訂有明文。目前公平交易委員會並未製發調查證，而是以機關內部人員服務證

及檢查公文替代。是否有必要製發調查證，由公平交易委員會統一列管，奉公平

交易委員會決議展開調查者，再請領以作為執行職務之憑藉，並將該調查證格式

透過傳播媒體廣為週知，以樹立其公信力與權威，避免不必要爭議，頗值考慮59。

4. 抽樣或索件付費

由於經濟活動的複雜化，使行政調查要求人民協助機會增加，要求業者提出

資料的文書量也有擴大趨勢。基於衡平原則，對不能歸責於受調查人之前提下，

對其因應調查而蒙受之不合理負擔，應有加以補償之必要，目前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檢舉人、證人之旅費、證物，對第三人要求文書檢索、影印傳真等費用並未編列

證物費用預算。然而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35條僅規定「收受有關機關、團體、事業

或個人提出帳冊、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資料或證物後，應依提出者之請求掣給收據」

費用部分則付之闕如，實宜予以明定。

5. 檢查時間

此事案件之複雜單純而異，公平交易委員會並未明定。通常以白天為主，部

分案件因案情需要利用夜間檢查。進入營業場所檢查之時間宜限定於營業時間，

4. 陪同人員如有妨礙談話進行之行為，本會談話人得請其離開。
5. 在談話進行中，到場陳述人不得錄音、錄影或攝影。
6. 到場陳述人應就本會談話人詢問事項據實陳述，不得有隱匿或增添情事。
7. 到場陳述人於陳述紀錄完成後，如紀錄有錯誤得請求更改，且於紀錄更改處、騎縫處及緊接記
載之末行簽名或蓋章。

8. 對於有陪同人員在場者，陳述紀錄將一併記載，且陪同人員應於陳述紀錄中簽名。
9. 陳述紀錄完成後，到場陳述人若認有必要，得經本會談話人同意後抄寫陳述錄內容。
10. 到場陳述人於陳述時知悉之他人或他事業秘密，於會外不得有危害或洩漏之行為。
11. 陪同人員為輔佐人者，其所為之陳述，到場陳述人或代理人若未立即提出異議者，視為到場
陳述人或代理人所自為。」

59 參法治斌、董保城、劉宗德（1996），《行政檢查之硏究》，頁 163，台北：行政院硏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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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營業時間之外，該營業場所便不能視為公共場所，而與私人住宅無異，惟公

平交易法就此部分欠缺詳細規定。

6. 檢查結果之通知

調查筆錄或檢查紀錄表均當場交由被檢查者閱覽確認無誤後簽名，如檢查結

果有違法之虞，亦經簽請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會議議決後通知被檢查者及申訴人

或檢舉人。

三、陳述意見及聽證

關於陳述意見之部分，依公平交易法第 27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公平交易

委員會依本法為調查時，得依左列程序進行：一、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陳述

意見。」及行政程序法第 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

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三十九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

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公平交易委員會於作成處分前均

會通知系爭事業到會就所涉案件進行說明。

至於聽證之部分，行政程序法第 107條規定：「行政機關遇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舉行聽證︰一、法規明文規定應舉行聽證者。二、行政機關認為有舉行聽

證之必要者。」然因公平交易法並未就何種情形是否應舉行聽證自為規定，故僅於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有舉行聽證之必要時，始須舉行聽證。

四、閱覽卷宗資料

公平交易法第 27條之 1原本規定：「當事人或關係人於前條調查程序進行中，

除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外，為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必要，得申請閱覽、抄寫、

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一、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二、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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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防、軍事、外交及一般公務機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三、涉及個人隱

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四、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

者。五、有嚴重妨礙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職務正常進行之虞者。前

項申請人之資格、申請時間、資料或卷宗之閱覽範圍、進行方式等相關程序事項及

其限制，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然 2015 年修正時，將本條刪除，將有關調查程序

進行中閱卷之限制及其授權規定，回歸適用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

公平交易委員會進一步訂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卷宗閱覽辦法」，該辦法

第3條規定：「案件於本會調查程序進行中，得申請閱卷範圍以『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卷宗資料分類提供閱覽參考表』所列資料為限。但經資料提供者請求保密而

有正當理由者，得不適用之。前項所稱調查程序進行中，為自本會受理後，一般

案件至提請審查委員審查承辦單位擬妥委員會議提案前；簡化作業程序案件至提

請審查委員審查承辦單位擬妥文稿前。卷宗資料僅部分文件不宜提供閱覽者，應

為適當之彌封或抽出。文件之一部不宜提供閱覽者，亦同。」是以當事人或關係人

固得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請閱覽卷宗資料，但若該等資料屬於行政程序法第46條

所列 5種類型時，公平交易委員會得拒絕或限制閱覽之申請。

關於閱覽卷宗資料之允許與否，法院實務上態度亦頗為嚴格。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01916號判決即為一例，該判決對原告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就法院限制閱覽「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提出之異議，認為公平交

易委員會之「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係政府機關為實施取締業務而製作之監督、管

理、調查相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可能造成被取締者規避裁罰之結果，將對實施

目的造成妨害，自不可予公開而得限制原告閱覽60。

6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01916 號判決就此部分之判決理由為：「
一、本院得限制原告閱卷之範圍。
（一）德國行政法院法第 99 條規定：『（第 1 項）行政機關有提供文書、檔卷及資料之義務。但文
書、檔卷及資料之公開，對於聯邦或德國各邦之福祉有不利之虞，或該事件依法律或依其本質應予
保密者，直屬之最高行政監督機關得拒絕提供文書、檔卷或資料。』，『（第 2 項）對於拒絕提供文
書、檔案及資料，其法律要件是否具備，是否足資信服，法院對此主要事項，得因訴訟當事人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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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 27 條之 1 所稱各條款之當事人及關係人彙整表（資

料來源：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61

主體條文 當事人 參加當事人 利害關係人
第9條   

獨占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

人）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

人（事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

（事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請裁判之。』，我國行政訴訟法於文書提供或得否閱卷均並無相同之規定，因此行政機關提供之文
書，以保持秘密為由，不得公開資料之內容，因而限制對造當事人閱覽，行政法院並無法律依據
就此事項而為准許對造當事人閱卷之裁判。
（二）而我國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規定：『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
不予提供之：……』，第 21 條規定：『受理訴願機關及行政法院審理有關政府資訊公開之爭訟時，
得就該政府資訊之全部或一部進行秘密審理。』，檔案法第 18 條規定：『檔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各機關得拒絕前條之申請：一、有關國家機密者。二、有關犯罪資料者。……。』，政府機關固可就保
密資訊、檔案，對『人民』主張豁免公開，但並無規定可對『司法機關』亦主張豁免公開拒絕提出於法
院，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21 條且規定行政法院審理有關政府資訊公開之爭訟時，得就該政府資訊之
全部或一部進行秘密審理，可知我國政府機關尚不得對司法權主張豁免公開，此與德國之立法例
不同。若政府機關一旦將應豁免公開之資訊提出於法院，訴訟當事人即均可得閱覽，則所有豁免公
開之資訊，原告均可得提出訴訟後，藉由訴訟程序之當事人閱卷權而得以閱覽，前揭政府資訊公
開法第 18 條及檔案法第 18 條豁免公開之規定，將無異形同虛設。從而，可豁免公開之資訊，行政
機關既不得拒絕提出於法院，其一旦提出成為卷宗資料後，法院亦得以豁免公開之規定，拒絕當
事人閱卷，方符合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檔案法第 18 條之法理。且拒絕閱覽卷宗係屬於法院指
揮訴訟之裁定，不可抗告，原告僅可於終局判決上訴程序提出異議，由上級法院就不得閱覽卷宗
之合法性予以判斷。
二、按『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一、……。四、政府機關為實
施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等業務，而取得或製作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對象之相關資
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者。……』，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定有明文，本
件被告『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係政府機關為實施取締業務，而製作監督、管理、檢（調）查之相關
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可能造成被取締者規避裁罰之結果，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妨害，自不可予公開。
被告雖已提供於法院，成為訴訟卷宗之一部分，基於前揭說明，本院仍得限制原告閱覽。」
惟查，本判決之見解實有可議之處，蓋「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乃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違法案件審酌相關情狀，勾選參考表考量事項並加計積分後，對照違法等級暨罰鍰額度表，
以擬具適當之罰鍰。是以適用對象之事業既已認定構成違法，則公開或提供該參考表實無可能造成
被取締者規避裁罰之結果，且公開該參考表尚有助於審視公平交易委員會決定罰鍰金額時，是否
符合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故本判決限制原告閱覽，實難令人贊同。又該參考表已可於公平交易委員
會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查得內容，益證該參考表並無不得公開之理由：
http://www.ftc.gov.tw/la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11926&KeyWordHL=%E7%BD
%B0%E9%8D%B0&StyleType=1（最後瀏覽日：  11/23/2014  ）。
61 引用自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
uid=135&docid=181  （最後瀏覽日：  11/23/20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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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條 

結合

結合申報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

業（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第 15條 

聯合

聯合申請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

業（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

人（事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

（事業）     

第 19條

轉售價格限

制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

人）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

人（事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

（事業）

第 20條 1款

杯葛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

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

人（事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

（事業）

第 20條 2款

差別待遇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

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

人（事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

（事業）

第 20條 3款

不當使競爭

者客戶與其

交易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

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第 20條 4款

不當使參與

結合或聯合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

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

人（事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

（事業）

第 20條 5款

不當限制事

業活動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

人）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

人（事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

（事業）

第 22條

商業仿冒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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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第 21條

不實廣告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

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

人（事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

（事業）

第 24條

營業毀謗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

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第 25條

欺罔顯失公

平行為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

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

人（事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

（事業）

表 2.2：公平交易委員會卷宗資料分類提供閱覽參考表（資料來源：公平交易委員

會網站）62

資料來源

類別

項別 具體資料 得否供閱 備註

當事人提

供資料

檢舉人身分背

景資料

公司執照

營利事業登記證 不提供

身分證明

檢舉人提供之

事實資料

產銷資料

意見陳述 除本質上有機密性質者外，

原則提供，但經檢舉人請

求保密而有正當理由者除

實物（證

物）不提

供，但其

62引用自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
uid=135&docid=181  （最後瀏覽日：  11/23/20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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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照片可原

則提供

其他案情資料

與案情無涉資料 不提供 僅涉其他

法令
被檢舉人身分

背景資料

公司執照

營利事業登記證 不提供

身分證明

被檢舉人提供

之事實資料

產銷資料

意見陳述 除本質上有機密性質者外，

原則提供，但經被檢舉人

請求保密而有正當理由者

除外

實物（證

物）不提

供，但其

照片可原

則提供
其他案情資料

與案情無涉資料 不提供 僅涉其他

法令
關係人提

供

關係人身分背

景資料

公司執照

營利事業登記證 不提供

身分證明

關係人事實資

料

產銷資料

意見陳述 原則提供，但經關係人請

求保密而有正當理由者除

外

實物﹝證

物﹞不提

供，但其

照片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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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提供

其他案情資料

與案情無涉資料 不提供 僅涉其他

法令
本會調查

所得

約談陳述紀錄 原則提供，但涉機密或經

陳述人請求保密而有正當

理由者除外
問卷調查 取樣設計 提供

統計結果 原則提供

個別問卷資料 不提供

專家意見 鑑定意見 原則提供，但經鑑定人或

專業意見提供人請求保密

者除外
專業見解

專家身分背景資

料

不提供

公聽會意見 個別發言紀錄 原則提供

彙總分類結論 原則提供

座談會意見 個別發言紀錄 原則提供，但視性質經該

與會者請求保密者除外
彙總分類結論 提供

公會團體意見 提供

其他機關意見

及資料

機關來函及其代

表到會陳述

原則提供，但經該機關請

求保密者除外

機關請求

保密當有

其公務上

正當理由
本會檢查記錄 原則提供，但如有部分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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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質者，該部分除外

其他調查所得

資料

實物﹝證物﹞ 不提供 實物之照

片可原則

提供
攝影 不提供

錄音 不提供

國際協定 不提供 

五、違反之法律效果

對違反本法案件之調查，係公平交易委員會行使制裁權之前提，由於此種調

查之目的在取得業者違法之證據，通常受到業者之阻撓，因此唯有採取較嚴厲有

效的強制規定，故有第44條63之立法，以確保調查成效。公平交易法對拒絕調查者

係採事後罰則的間接強制調查制。對合法之調查，受調查者無正當理由拒絕調查、

拒不到場陳述意見，或拒不提出有關帳冊、文件等資料或證物者，得處以罰鍰；

受調查者再經通知，無正當理由連續拒絕者，公平交易委員會得繼續通知調查，

並按次連續處以罰鍰，至接受調查、到場陳述意見或提出有關帳冊、文件等資料或

證物為止。此屬結合秩序罰與執行罰，強化執行效果之立法方式64。由於每次通知

皆重新賦予受通知人作為義務或忍受義務，故無一事二罰之疑慮。若罰鍰拒不繳

納，則又成立一新的公法金錢給付義務，依第44條之規定，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63 公平交易法第 43 條規定：「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規定進行調查時，受調查者違反第二十七條
第三項規定，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受調查者再經通知，無正當理由規避、妨
礙或拒絕者，主管機關得繼續通知調查，並按次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至接受
調查、到場陳述意見或提出有關帳冊、文件等資料或證物為止。」
64 參石世豪（2005），〈第四十三條：拒絕配合調查之處罰〉，廖義男計畫主持人，《公平交易法之
註釋研究系列（三）》，頁 525，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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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律救濟途徑

就調查結果所為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行政訴訟法提起救濟。但因調查行

為僅屬作成行政處分前之程序行為，故似難單獨就檢查行為提起救濟65。

七、中止調查制度

公平交易法於 2015 年修正時，引進事業承諾改正違法行為之中止調查制度66。

主管機關對於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進行調查時，若受調查事業承諾在主管

機關所定期限內，採取具體措施停止並改正涉有違法之行為者，則主管機關得中

止該案件之調查程序，而不繼續進行調查或處分。此一制度係參考歐盟、德國競爭

法，近年來於實務上處理複雜或不易查處之案件（例如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力訂定

過高價格）所經常使用之結案方式，不僅可以迅速除去違法行為對市場競爭之危

害，同時可有效減省主管機關對於案件調查之執法成本與後續爭訟勞費。然主管

機關於中止對該案件之調查後，仍應對事業有無履行消除違法行為之承諾進行監

督，若事業確實已履行承諾，採取具體措施停止並改正涉有違法之行為，主管機

65 參行政程序法第 174 條：「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行政機關於行政程序中所為之決定或處置，
僅得於對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聲明之。但行政機關之決定或處置得強制執行或本法或其他法規
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66 公平交易法第 28 條：「主管機關對於事業涉有違反本法規定之行為進行調查時，事業承諾在主
管機關所定期限內，採取具體措施停止並改正涉有違法之行為者，主管機關得中止調查。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應對事業有無履行其承諾進行監督。
事業已履行其承諾，採取具體措施停止並改正涉有違法之行為者，主管機關得決定終止該案之調
查。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恢復調查：一、事業未履行其承諾。二、作成中止調查之決定所依據之
事實發生重大變化。三、作成中止調查之決定係基於事業提供不完整或不真實之資訊。
第一項情形，裁處權時效自中止調查之日起，停止進行。主管機關恢復調查者，裁處權時效自恢復
調查之翌日起，與停止前已經過之期間一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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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可決定終止調查程序並結案67；若事業未履行承諾，則主管機關即應恢復繼續

調查。是以中止調查制度賦予公平交易委員會日後執法時相當之彈性與策略運用

空間，實務上將來會如何適用，值得觀察68。

此外，中止調查制度之法律性質與行政程序法之行政和解契約69相同之處，

皆是在案件開始調查但尚未終結之過程中，由事業針對違法有關事項予以承諾後，

主管機關停止調查並予結案；不同之處則在於，行政和解契約之締結須符合行政

程序法之法定要件，例如經依職權調查仍不能確定事實或法律關係者，而公平交

易法之中止調查制度則無此限制，得由公平交易委員會視個案具體情況為裁量，

其執法之彈性及運用空間較大。由此觀之，公平交易法之中止調查制度，其性質

應較傾向為一種附負擔之行政處分，繫諸於主管機關單方決定，並以「受調查之

行為人承諾在主管機關限定之期限內採取具體措施消除該行為涉嫌違法之部分」

為其所附之負擔內容70。又事業倘若不服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中止調查與否之決定，

因該決定並非對於案件之最終決定，故其救濟應受行政程序法第 174條之限制，

67 公平交易法之中止調查制度，其效果係終止該案之調查，並未賦予主管機關課處事業罰鍰之權
限，因此一旦於個案適用中止調查制度，除事業採取具體措施停止並改正涉有違法之行為，可無
需受罰鍰之不利益處分。此對事業而言，實屬極為優惠，因此在決定是否適用中止調查時，有無造
成個案間差別待遇情形之可能，實值審慎思考，並宜增訂主管機關決定終止調查時，仍可一併課
處事業罰鍰之權限，較為完整。
68 由於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可能涉及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而涉及刑事責任之部分，須移送檢察
機關進行後續偵查並決定是否起訴，公平交易委員會對刑事責任之成立與否並無決定權限，因此
中止調查之適用範圍應限於公平交易委員會享有決定權之行政責任部分，否則若公平交易委員會
得對事業涉及刑事責任之情形依中止調查規定予以結案，無異使公平交易委員會取代檢察機關之
起訴決定權，在我國公平交易法未賦予公平交易委員會專屬的犯罪告發或起訴權之前，解釋上應
認為中止調查之適用範圍僅限事業涉及行政責任之部分，而不及於刑事責任之部分。再者，由公平
交易法第 28 條第 4 項規定因中止調查所停止之時效為行政處分之裁處權時效，而非刑事責任之犯
罪時效，亦應可得出與上述相同之結論。
69 參行政程序法第 136 條：「行政機關對於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或法律關係，經依職權調查仍不
能確定者，為有效達成行政目的，並解決爭執，得與人民和解，締結行政契約，以代替行政處
分。」
70 參廖義男（2015），〈經濟監督中之行政調查方法與程序：從公平交易法最新修正草案相關規定
論述〉，氏著，《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二冊》，頁 291，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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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得於對主管機關之實體決定不服提起救濟時一併聲明之71。

第二項  公平交易委員會個別調查權與其他調查權之比較

一、行政執行法

行政執行法中與行政調查較為相近者，應屬即時強制。依行政執行法第36條

規定，行政機關為阻止犯罪、危害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而有即時處置之必要

時，得採取對於人之管束，對於物之扣留、使用、處置或限制其使用，對於住宅、

建築物或其他處所之進入，或其他依法定職權所為之必要處置。由此可知，即時

強制係無須預先為告戒之行政處分或事實行為，而以實力實現目的，並無再課予

相對人違反義務之處罰。

行政調查中之任意調查，由於資料的取得來自相對人的配合、同意，行政機

關的調查行為不直接發生法律上之效果，對相對人無拘束力，性質上屬於單純之

事實行為。另行政執行法對於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定有間接強制及直接強

制方法，而受調查之相對人配合提供資料或陳述，多為無法由他人代為履行者，

故以間接強制督促被調查者配合調查。間接強制係運用處予怠金之不利措施，課

予被調查者金錢負擔之心理壓力而促其忍受調查，此為其與即時強制區別之處。

此外，即時強制之目的不在於強制義務之履行，乃係行政機關為除去目前急

迫障害之必要，無暇事前課予義務時，或依其性質若經由課予義務，恐難達成目

的時，直接以實力加諸人民之身體或財產，從而實現行政上必要狀態之作用。因

此，即時強制係以自身實現具體的、直接的、最終的行政目的作為目標；行政調查

本身則不是目的，乃是為實現行政規制目的而收集資料以輔助另一行政目的之達

71 參吳秀明、沈麗玉（2014），〈公平交易法專題研究系列之一：競爭法制革新之整體規劃與藍圖〉
《月旦法學雜誌》，第 228 期，頁 16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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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具有作為準備及輔助手段之性質72。

二、刑事偵查

於探討行政調查應具備之法律規制前，因行政調查與刑事調查均同屬對於特

定對象之自由或財產為一定限制之國家行為，故應先比較行政調查與刑事調查之

異同，以助於釐清行政調查之定位。

（一）調查目的方面

行政調查之目的在於調查有無違反行政法規，所使用之強制手段僅止於調查

有無違反行政義務；刑事調查之目的則在調查有無犯罪行為。但因行政法規中不

乏附屬刑罰之規定，是以違反行政法規之效果並不僅限於行政罰，亦可能遭處以

刑罰。

（二）行為主體方面

行政調查多由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人員進行調查之權力，行為主體多為行政機

關所屬人員，有時亦須由警察人員執行；刑事調查係指犯罪偵查機關基於告訴、

告發、自首或其他原因，知有犯罪嫌疑時，依據刑事訴訟程序規定所進行之調查

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蒐集必要證據，藉以證明犯罪及確定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

前之程序，其主要目的在於蒐集確定犯罪的必要事證，提供檢察官追訴犯罪，對

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或洗刷無辜者罪嫌之調查行為。由刑事訴訟法第 228條73之規

72 蔡琇媛（2004），〈行政調查之研究：以公平交易法之規定為中心〉，頁 44-45，國立臺北大學法
學系碩士論文。
73 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第 1 項規定：「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
開始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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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知，刑事調查之主體為檢察官，而警察機關則為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之輔助

機關74。因此，一般行政機關人員行使之調查應屬行政調查無疑，而警察則因同時

兼負行政調查及刑事調查之權限，容易造成混淆或行政事件轉換為刑事事件要件

與時機之難題75。

（三）調查措施之強制力方面

行政調查如依行使之強制力程度區分，可分為任意調查與強制調查。而強制

調查部分亦有直接強制調查之立法，即行政機關對於拒絕調查者，不待其同意即

可依法當場排除抗拒，逕以實力強制取得資料，例如勞動基準法第73條第 1項之

規定：「檢查員執行職務，應出示檢查證，各事業單位不得拒絕。事業單位拒絕檢

查時，檢查員得會同當地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強制檢查之。」、水污染防治法第 50

條之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之查證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及強制執行查證工作。」等；刑事調查因得依法

以強制力保全及調查證據，並可拘束人民之人身自由，故所使用之強制力一般來

說較行政調查為強。

第三項  公平交易法一般調查與個別調查之比較

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第 2條有關一般調查之規定，其與公平交易法第 27

74 刑事訴訟法第 229 第 1 項規定：「下列各員，於其管轄區域內為司法警察官，有協助檢察官偵查
犯罪之職權：一、警政署署長、警察局局長或警察總隊總隊長。二、憲兵隊長官。三、依法令關於特定
事項，得行相當於前二款司法警察官之職權者。」、第 230 條第 1 項規定：「下列各員為司法警察官，
應受檢察官之指揮，偵查犯罪：一、警察官長。二、憲兵隊官長、士官。三、依法令關於特定事項，得
行司法警察官之職權者。」、第 231 條第 1 項規定：「下列各員為司法警察，應受檢察官及司法警察
官之命令，偵查犯罪：一、警察。二、憲兵。三、依法令關於特定事項，得行司法警察之職權者。」
75 參李震山（2002），〈從釋字第 535 號解釋談警察臨檢的法制與實務〉，《臺灣本土法學雜誌》，
第 33 期，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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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間之關係為，第 27條所稱之調查主要係針對涉及違反本法規定之具體個案；一

般性之事業活動或經濟情況調查，則非屬之。其次，公平交易委員會依第 27條進

行個案調查時，受調查人依法負有配合調查之義務，第44條規定亦以課予罰鍰為

其強制手段；至於本款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職掌項目雖包括調查，然其性質係

機關之間及機關內部之組織法上指示性規定，在欠缺法律明確授權得針對特定受

調查人課予配合義務之情況下，不宜逕依本款規定解為得命相關機關、團體、事業

個人調取資料。基本上，仍應循機關之間職務協助方式取得相關產業資料或統計

數據，並注意檔案法、國家機密保護及個人資料保護等相關法令之規範76。而對於

非屬機關之團體、事業、個人調取資料時，若該等資料確與具體個案有關但不獲配

合，則公平交易委員會仍需依第 27條命其配合調查。

第四項  我國公平交易法個別調查規範之簡評

一、不配合調查與違反公平交易法行為間之法律效果落差

依現行公平交易法關於行政調查之方式，除不具強制力之一般調查外，主要

依據為第 27條之規定，包括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陳述意見、命提出資料或證

物、派員前往相關場所調查等。若受調查者不配合調查，得依第44條處以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受調查者再經通知，無正當理由連續拒絕者，得繼續

通知調查並按次連續處 10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罰鍰。惟事業經調查確認違反公

平交易法後，其罰則除可能刑事責任外，罰金或罰鍰之法定數額範圍更動輒上千

萬元。是以相較之下，既然不配合調查之罰鍰似乎僅屬小額，則事業不配合公平

交易委員會調查而心存僥倖之動機是否因此更加強烈，不無疑問。

76 參石世豪（2005），〈第二十五條：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職掌〉，廖義男計畫主持人，《公平交易法
之註釋研究系列（三）》，頁 56，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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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調查者之程序保障尚待充實

公平交易法之案件事實複雜者並非少見，然公平交易法並未規定何種情形舉

行聽證，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多以通知陳述意見作為保障受調查者權益之方式，

但單純聽取陳述意見與聽證程序當有不同，透過較為縝密全面之聽證程序，彙集

受調查者及相關競爭者、消費者之意見並進行討論溝通，應有助於公平交易委員

會提升處分之正確度。

第三節  實務案例之觀察

市場界定之相關理論雖屬明確，然因個案事實及社會經濟情勢之複雜，在市

場界定之實際操作上難免有模糊不明之處。是以若欲深入探究我國公平交易法有

關市場界定之實務運作是否妥適，藉由對多數案例之觀察，歸納得出其中脈絡及

問題點，應屬一可行之研究方法。

自 2000 年起至 2014年 11月為止，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公平交易法為案由之

判決共 962件77，其數量甚為龐大，且並非每件判決均論及市場界定，因此為聚焦

凸顯我國公平交易法有關市場界定之問題所在，本文選擇以 2000 年起至 2014年

11月為止，最高行政法院或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曾撤銷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且其判

77本文所引用之相關行政法院判決，係於司法院網站之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搜尋而得，由於該網站之行政法院判決資料收錄範圍，係自
2000 年行政訴訟新制實施並設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為起點，故本文亦以 2000 年作為行政法院判
決搜集之開始時點。
於司法院網站以公平交易法為案由搜尋之結果，各年度裁判分別為：2014 年至 11 月止 16件，
2013 年 42件、2012 年 37件、2011 年 46件、2010 年 58件、2009 年 97件、2008 年 126件、2007 年 58
件、2006 年 59件、2005 年 85件，2004 年 77件、2003 年 66件、2002 年 102件、2001 年 83件、2000 年
10件，共計 96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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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理由論及市場認定之案件78，共計 18件為觀察對象，並依其違法行為態樣予以

分類，俾利與後述外國法制及案例進行比較。

此外，如以 2000 年起至 2014年 11月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判共 962件為案

件總數，其中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經撤銷之案件共 121件79，約占 12.6%；而撤銷

案件中判決理由涉及市場認定者為 18件，占 15%，實非屬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違

法情形之少數，故確實值得重視。

第一項  獨占案例

此部分目前雖尚未查得行政法院廢棄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案例80，然為利

於觀察公平交易委員會界定獨占市場之論理，故仍將下述之指標性「中油公司阻

礙文久公司競爭案」（最高行政法院 93年度判字第795號判決）納入討論。

本案事實經過為，檢舉人文久公司係於中正機場經營國際線航機加油服務業

者，其經營形態係向中油公司購買航空燃油，再為客戶航機加油，賺取加油入機

服務費及經銷利潤。嗣中正機場啟用國內航線後，文久公司於 88年 9月間接獲立

榮航空公司要求評估 89年提供該公司國內及國際航線加油服務，經其於 88年 9

月 28日及同年 10月 19日兩度函請中油公司提供國內航線用油報價，並簽約供油，

惟中油公司未為提供，及至 88年 12月 10 日中油公司與立榮航空公司先簽訂國際

航線加油合約，而立榮航空公司國內航線因與中油公司之原加油合約將屆期，遂

78本文此處所稱之「曾撤銷」之判決範圍，係指凡是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第一審即撤銷公平交易委
員會處分（不論公平交易委員會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之結果如何），以及被處分人上訴至最高行
政法院後始獲撤銷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第二審判決者，均屬之。又行政法院判決中引用之公平交
易法條文為處分當時之條文，而非 2015 年修正通過之現行條文，併此敘明。
79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撤銷之案件，2014 年至 11 月止 5件，2013 年 16件 、
2012 年 12件、2011 年 6件、2010 年 6件、2009 年 2件、2008 年 5件、2007 年 4件、2006 年 5件、2005
年 27件，2004 年 8件、2003 年 7件、2002 年 10件、2001 年 7件、2000 年 1件，共計 121件。
80 最後瀏覽司法院網站日：11/0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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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與中油公司續約。迨 89年 1月3日中油公司始函復文久公司以中正機場之國內

航線用油客戶皆已與其簽訂89年航空油料合約，故不另對其提供報價。案經文久

公司提出檢舉後，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結果認中油公司於 88年間藉其國內航空燃

油供油市場獨占地位，無正當理由拒絕文久公司之報價要求，阻礙其參與競爭之

機會，以維持在中正機場國內航線加油業務之既有市場地位，係為濫用市場地位，

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款規

定，命中油公司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並處罰鍰 500萬元。中油公司不服，提

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均遭駁回。81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理由認為，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款規定所謂「阻礙他

事業參與競爭」，並不以同一市場或水平市場之競爭為限，倘獨占事業以其在該

市場之獨占力，對於其他市場之其他事業以不公平方法阻礙其在其他市場參與競

爭，亦有該款之適用。本案在 88年間，中油公司為國內市場唯一之石油供應業，

在市場具有獨占地位；中正機場航機加油方式為：(1)由中油公司自桃園煉油廠以

管線將石油輸送至中正機場儲油庫，由中油公司自行出售石油與航空公司並為其

將油加入航機，或(2)由航空公司自行向中油公司購油後，委請經中正機場核可之

加油入機公司將油加入航機，或(3)由經營航機加油業務之加油入機公司，向中油

公司購買航空燃油，再為客戶航機加油等。又文久公司所欲參與競爭之國內航線

加油服務市場，乃係航空燃油市場之下游市場，倘未獲得航空燃油之供應，則無

法進入加油兼售油服務市場，參與競爭；中油公司當時係同時兼具航空燃油供油

市場及國內航線加油服務市場之唯一事業，挾其在國內航空燃油市場獨占地位，

無正當理由拒絕文久公司之報價要求，造成其無法參進國內航線加油兼售油服務

市場，自屬以不公平方法直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行為。而上述處分理由亦為行

政法院所認同，故歷審均維持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

81 最後瀏覽司法院網站日：12/2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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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涉及之市場包括上游「航空燃油市場」及下游「國內航線加油兼售油服務

市場」，中油公司於上游「航空燃油市場」於處分當時為國內市場唯一之石油供應

業者，屬於該市場之獨占事業，並無疑問，而下游「國內航線加油兼售油服務市

場」因有包含中油公司、文久公司等事業可能進入此市場進行競爭，故中油公司是

否同樣具有獨占地位，則屬未定。然本案公平交易委員會指摘中油公司者，係其

將在上游「航空燃油市場」之獨占力量，延伸至下游「國內航線加油兼售油服務市

場」而阻礙文久公司於此市場參與競爭之行為82，是以中油公司於下游「國內航線

加油兼售油服務市場」是否為獨占事業，實非本案重點，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本案

清楚劃分上下游不同市場，並指明中油公司應受公平交易法非難之具體行為，值

得贊同。

第二項  結合行為案例

（一）飛碟廣播公司未申報與中廣公司結合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度訴字第 2191號判決83）

1.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理由

本案被處分人為飛碟廣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飛碟廣播公司），係因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向公平交易委員會函詢，略以中國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廣公司）向該會申請其法人股東華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82 參廖義男（2012），〈公平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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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5。
83 本案目前尚未於司法院網站查得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最後瀏覽日：10/1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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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華夏公司）持有該公司之股份分別轉讓予好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好聽公司）、悅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悅悅公司）、播音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播音員公司）及廣播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播人公司）等 4公

司，並申請中廣公司負責人變更，擬由趙少康擔任中廣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然

因趙少康之配偶即訴外人梁蕾擁有飛碟廣播公司34%股份，且好聽公司等 4公司

之部分董、監事為飛碟廣播公司或其聯播電臺之員工，本件是否為公平交易法規

定之結合行為而須申報等情。

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結果，以飛碟廣播公司控制中廣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

事任免，該當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

經營或人事任免」之結合態樣，並已達同法第 11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所規定

之申報門檻，乃未事先向通傳會提出申報，違反同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遂於

2008年 1月 14日以公處字第 097003號處分書命飛碟廣播公司自處分書送達次日

起，應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課處罰鍰新臺幣（下同）300萬元。飛

碟廣播公司不服，提起訴願亦遭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

在市場認定方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飛碟廣播公司與中廣公司因結合而使

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其理由為：

(1) 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往固多以銷售金額或營業額計算特定事業之市場占有率，

惟廣播電台業者並未分區統計其各區營業收入或廣告收入，實難以其營業收

入或廣告收入計算其市場占有率。又輔以當前廣播電臺之經營模式，各項新

聞、音樂與節目等內容多為「免費」提供，而廣播電臺透過提供該等免費服務

吸引大眾收聽，藉由聚集大量的潛在消費者，吸引廣告代理商或廣告主青睞，

進而獲取廣告收益。故廣播電臺獲得聽眾的接受度，即收聽率高低，除代表

廣播電臺聚集潛在消費者數目之多寡，亦為廣告代理商或廣告主對該廣播電

臺之評價重點，是以，廣播電臺之收聽率與廣告收入具有高度緊密的正向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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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2)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2007年 12月 17日所舉辦針對廣播產業之市場界定及占有

率公聽會會議紀錄，雖有與會者認為市場占有率應透過電台財報就其廣告營

收加以計算，惟與會者同時表示，媒體的財務多半不透明（訴外人廣電基金

會執行長林育卉），聯播電台亦有恣意分配廣告營收之情形（訴外人廣播協

會費總經理），而以收聽率計算市場占有率應是目前可執行且為大家較為認

同者（訴外人李雅靖教授），故本件乃以收聽率來計算廣播電臺之市場占有

率。

(3) 復依潤利艾克曼公司廣播電臺收聽率調查結果，2005 年飛碟廣播公司於北區

之收聽率為 21.8%，中廣公司（含流行網及音樂網）為 19.4%，飛碟廣播公司

與中廣公司合計41.2%，揆諸上開說明，渠等於北區市場之占有率已逾三分

之一，自應由飛碟廣播公司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結合申報。

(4) 又查潤利艾克曼公司所為上開廣播電台收聽率調查，係將全國分成北、中、南

東四大區域，依性別、年齡與居住地作分層比例抽樣，並採電話訪問方式進

行調查，再計算各區域內各電台之收聽率，獲得 2005 年間飛碟廣播公司於北

區之收聽率為 21.8%之調查結果。倘依飛碟廣播公司所主張應以其電波涵蓋範

圍作為收聽率計算基準，則因飛碟廣播公司電台電波涵蓋範圍外之北區之其

他接受廣播電台收聽率調查者，無法收聽其電台節目，故飛碟廣播公司電台

根本不會為渠等之選項，從而飛碟廣播公司電台涵蓋範圍（臺北市及臺北縣

部分區域）內之接受廣播電台收聽率調查者，選擇飛碟廣播公司電台之比例

必將高於 21.8%，是以飛碟廣播公司之主張，顯係誤解潤利艾克曼公司之收

聽率調查與其計算方式，自不足採。

(5) 至飛碟廣播公司主張好聽等 4公司係於 2006年底購入中廣公司股份，公平交

易委員會應採用當期市場占有率資料，而非 2005 年及 2006年第一、二季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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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一節。經查飛碟廣播公司等固係於 2006年底取得中廣股份，惟當時尚無該

年度全年收聽率調查資料，加以短期間內廣播市場結構尚無重大變動，乃採

用 2005 年收聽率資料作為衡量其市場占有率之依據，並輔以 2006年第一、二

季收聽率調查結果一併參酌。

2. 法院見解

本案法院撤銷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理由中，固然認為趙少康及其配偶梁蕾

為自然人，與飛碟廣播公司等法人各自具有獨立性，不可混為一談，且趙少康於

2006年前即已離開飛碟廣播公司，故公平交易委員會將趙少康夫妻之行為等同視

為飛碟廣播公司之行為，進而認為本案存在控制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等情事，舉

證上有所不足。然而，撤銷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最主要理由在於公平交易委員

會對於市場認定之模糊，詳如下述：

(1)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本件所謂「事業」係指「廣播服務業」而言，即市場範圍係

以「廣播服務業」作為產品市場。依通傳會根據各廣播業者申報會計師簽證財

報調查結果，中廣公司 2005 年與 2006年營收分別為 7.4億與 7.0億（其中包

括如房租收入等非廣播廣告業外收入），占各該年整體廣播營收 37億元與

36億元之 20%及 19.44%，飛碟廣播公司則為 1.74億元與 1.72億元，比率為

4.7%及 4.8%。是飛碟廣播公司與中廣公司固均有以「廣播服務業」為主要營業

項目，惟中廣公司尚有房租收入等非廣播廣告業外收入，且公平交易委員會

並未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 1項之規定，先就飛碟廣播公司與中廣

公司之基本資料為調查，即單以廣播事業應先經申准之特許性質而劃分，即

有可議。

(2) 又必須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具有替代可能性，始有競爭關係之存在，姑

且不論廣播市場確呈逐漸萎縮之態勢，現今除有線及無線電視、衛星廣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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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及手機廣播等平台亦提供廣播收聽之商品或服務，乃眾所周知之事，由

是，廣播服務市場生態既具有需求替代及供給替代之性質，在交易市場上所

有潛在競爭關係及可能影響因素已非單純，則公平交易委員會逕以飛碟廣播

公司與中廣公司同屬於執業前應取得廣播執照，認渠等同屬同一事業範圍，

而未斟酌考慮其他具有可替代性之事業及所有潛在競爭關係，從而本件所謂

事業範圍有無被適當界定，自確有爭議存在。

(3) 次就所謂「市場」言，今日，市場除指如傳統市場、股票市場、期貨市場等之場

所外，另一意義為交易行為之總稱（包括在此場所進行交易之行為），是論

及「市場」大小時，自非僅指場所之大小，尚包括其消費行為之活絡程度。本

件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因電台設立需經主管機關核發許可，且中央主管機關係

以大、中、小功率調頻及調幅分類，是廣播服務業者係依其發射機功率大、中、

小之不同異其營業區域，有其市場特殊性為由，將本件「市場」界定為北區，

並以飛碟廣播公司設臺區域即大臺北地區作為地理市場，固非全然無憑。惟

查中廣公司之市場範圍為全區，其 2005、2006年營業額分別為 747,259,000元 、

701,308,000元，在全區廣播之占有率分別為 63.92%、62.75%，而飛碟廣播公司

僅係一中功率電台之廣播服務業，屬區域性電台，其電台覆蓋範圍未達臺灣

中區、南區及東區，乃公平交易委員會所不否認之事實。是飛碟廣播公司與中

廣公司既分屬北區、全區，二者市場本難相提併論（縱全區已涵蓋北區在

內），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徒以飛碟廣播公司設臺地點之大臺北地區作為地理

市場，而以北區「市場」為計算基礎，加計其市場占有率，顯有輕重失衡之嫌

而有違公平交易法第 5條第3項所定市場界定之原則。

(4) 復按，市場占有率固可以銷售金額或銷售產品數量來定量衡量，但所謂「同

類市場」則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加以定義，例如企業制定有針對性之營銷計劃

時，可僅考慮其在特定地區市場、或某個檔次市場等之占有率。準此，市場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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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率在實務上之評估，除依一般社會通念對於市場占有率之計算外，尚須綜

合考量具體情況與因素，殆無疑義。依潤利艾克曼公司 2009年 8月 18日回覆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函文，針對潤利調查研究中心【廣播收聽率】之調查研究方

法說明，略以其廣播收聽率調查地區為台灣全省，包含北部地區、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東部地區，其中在「北部地區」部分包括縣市有台北縣、台北市、基

隆市、新竹縣、新竹市、桃園縣，抽樣方式係依行政院主計處所公布之全台人

口數，按性別、年齡、居住地區作分層配額抽樣，調查時間為每日 13:00-

22:00，調查對象為 12-60歲之一般民眾，樣本數為 3,600，收聽率計算公式為

「收聽廣播人數」除以「有效樣本數」再乘以「100%」，有該函影本 1份在卷可佐，

是公平交易委員會所提「2005 年廣播電台分區【收聽率】TOP10」、「2006年第一

季廣播電台分區【收聽率】TOP10」，其中「分區」即細分為北、中、南、東四區，

飛碟廣播公司係劃歸於北區。

經查，公平交易委員會主張所謂「市場占有率」之定義，無非以潤利調查研究

中心【廣播收聽率】之調查為判斷依據。惟查：

A. 潤利艾克曼公司上開「2005 年廣播電台分區【收聽率】TOP10」、「2006年第

一季廣播電台分區【收聽率】TOP10」之【廣播收聽率】調查，係 2005 年及

2006年度第 1、2季之收聽率調查數據，與本件好聽等公司購入中廣公司

股份之時間即 2006年 12月底，截然不同，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不同時間

之【廣播收聽率】作為「市場占有率」之依據，已有時間上出入之問題。

B. 又飛碟廣播公司地理市場既僅係廣播電台分區中「北部地區」（即北區）

中之「大臺北地區」，潤利調查研究中心【廣播收聽率】之調查研究方法既

未自「北部地區」區分出「大臺北地區」之【廣播收聽率】，則上開所謂廣播

電台分區【收聽率】顯不能真正反映出飛碟廣播公司地理市場所在之「大

臺北地區」之【廣播收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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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公平交易委員會所提潤利調查研究中心【廣播收聽率】之調查，基本上並

無法充分反應【廣播收聽率】，該等數據資料尚難認與事實狀況接近（或

相近），本不能作為收聽率認定之標準，故該等調查報告之區域界定及

調查方法等既容有疑義，自不宜作為計算本件市場占有率之依據，遑論

公平交易委員會既未查證飛碟廣播公司與與中廣公司之基本資料（包括

聯播網及其他收入等），又如何能得知「潤利調查研究中心【廣播收聽

率】之調查」確屬事實。足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攸關經營者經營範疇與市

場競爭相關之重要資訊並未依法作基本資料之調查，卻引無公正客觀事

證之【廣播收聽率】調查作為「市場占有率」之依據，殊屬率斷，故撤銷訴

願決定及原處分。

3. 本案簡評

本案涉及廣播電台之結合，首先面臨之問題即為如何界定市場。行政法院認

為有線及無線電視、網路、手機等平台亦提供廣播收聽之商品或服務，故公平交易

委員會僅將執業前應取得廣播執照者劃歸為本案之同一市場範圍，並未全盤考量

交易市場上尚存在其他潛在競爭關係。由此觀之，大眾不論係透過電視、網路或手

機等任何收聽方式，凡屬與電台廣播具有替代性質者，其所接收之商品或服務應

屬廣播。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首應定義廣播之性質與特色為何，例如透過車輛影

音設備播放之有線及無線電視節目、透過網路或手機播放之影音或僅有聲音之節

目等，是否應屬於廣播之範圍，始能正確界定市場範圍。然公平交易委員會就此

並未說明理由，而逕將本案市場範圍限定於廣播電台，實屬跳躍。

其次，如何判斷本案相關廣播服務事業之市場力量。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4點：「計算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時，應先審酌該事業及

該特定市場之生產、銷售、存貨、輸入及輸出值（量）之資料。前項市場占有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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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第三點劃定特定市場範圍內之銷售值（量）作為基礎，其不宜以銷售值

（量）計算者，得依所處特定市場特性採計其他計算基礎。計算市場占有率所需

之資料，得以中央主管機關調查所得資料或其他政府機關記載資料為基準。」由此

可知，原則上得以銷售量作為計算市場占有率之基礎，但可以特定市場之特性改

採其他計算基礎。是以本案公平交易委員會欲捨廣播電台之廣告收入，而以收聽

率為計算市場占有率之基礎，自應詳加說明其理由，並採用與該會論理相符且可

信之資料為據。然查，公平交易委員會先認廣播電台之收聽率與廣告收入具有高

度緊密的正向關係，但卻未調查廣播電台之財務收入狀況，而以電台財務不透明

為由，認為本案應以收聽率來計算廣播電台之市場占有率，實難認該會之說理令

人信服；再者，公平交易委員會並未引用廣播業者申報財報調查結果予通傳會等

政府機關之資料，而係援引民間公司之市場調查結論為處分依據，且該市場調查

亦非為本案量身定做，故該市場調查報告之區域界定、調查方法、資料新鮮度等均

有疑問，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未進一步調取其他相關資料或自行調查即為處分，

實予人便宜行事之感。

（二）燁聯鋼鐵公司與唐榮鐵工廠結合案（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

字第 758號判決）

1.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理由

緣受處分事業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燁聯鋼鐵公司）以其擬於 98

年 12月前在證券市場收購第三人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唐榮鐵工廠）股

份，使其持股比率達唐榮鐵工廠發行股份總數 34％以上，故依公平交易法第 11

55



條規定於 98年 3月 10 日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報事業結合。

案經公平交易委員會審查後，認燁聯鋼鐵公司與唐榮鐵工廠結合前，市場占

有率分屬第一及第二大廠商，相互為主要競爭對手，結合後相互間牽制力量將削

弱，彼此間競爭壓力將有所消減，渠等結合將減少單方調整商品價格時之原有顧

慮，減損不銹鋼板類市場之競爭機能，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大於整體經濟利益，且

無相當條件或負擔可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遂禁止本件結

合84。

公平交易委員會表示，近年國際間結合管制對於市場集中度及單方效果評估

經常使用之經濟分析工具與指標為「赫芬達-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hman 

Index，下稱HHI），及向上壓力定價法（Upper Pricing Presure，下稱UPP）。分

別使用上開二種經濟分析工具說明如下：

（1）HHI（或稱賀氏指數）：

燁聯鋼鐵公司97年於冷熱軋市場占有率為 43.96％，唐榮鐵工廠占有率為

14.44％，不計入市場上其他競爭者（如華新麗華或進口業者），結合前之HHI為

2,140，結合後不計入市場上其他競爭者（如華新麗華或進口）之HHI為 3,410。倘

加計市場上其他競爭者（如華新麗華或進口），HHI顯然較 3,410更高。足見市場

已然高度集中，而有降低事業間競爭，產生限制競爭之疑慮。

（2）UPP（向上定價壓力）評估：

以本案為例，燁聯鋼鐵公司倘以降價因子增加一單位之銷售量，將造成唐榮

鐵工廠利潤的損失，而該損失於結合後將成為燁聯鋼鐵公司之成本。倘唐榮鐵工

廠無法以經營效率或降低成本，則燁聯鋼鐵公司面臨調漲價格之壓力。公平交易

84 燁聯鋼鐵公司不服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 99 年 5 月 13 日以 98 年
度訴字第 2630 號判決駁回，該公司猶未甘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 6 月 30 日以 100
年度判字第 1093 號判決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審理後，仍駁回該公司之訴。燁聯鋼鐵公司
不服，提起上訴後，由最高行政法院作成本件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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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經查詢商品行情有關燁聯鋼鐵公司及唐榮鐵工廠之歷年每月價格，及公平

交易委員會產業料庫所得市占率資料，並電話詢問唐榮鐵工廠 97年及 98年之煉

鋼至產製成冷熱軋之平均成本，經核算本案結合，唐榮鐵工廠移轉予燁聯鋼鐵公

司之移轉率為 0.26（97年）、0.22（98年）。

（3）UPP檢驗一：

倘燁聯鋼鐵公司增加一單位之銷售，所造成唐榮鐵工廠利潤下降 8,208元

（97年）、3,334元（98年），而燁聯鋼鐵公司除不影響其獲利外，為極大化結合

後總經營之最大利潤，須內化唐榮鐵工廠利潤下降所產生燁聯鋼鐵公司之機會成

本。而燁聯鋼鐵公司補足該機會成本之方法，或為調高售價，或降低營運成本始

足為之。然查不銹鋼產業已為成熟產業，技術改良或生產要素改變不大，經營效

率之改進誠屬不易。又鎳為不銹鋼冶煉之主要成本，占不銹鋼冶煉成本近八成，

我國鎳主要仰賴進口，燁聯鋼鐵公司對於國際鎳價之變動並無主控能力。且查燁

聯鋼鐵公司財報96至 98年之銷貨收入明顯下滑，營業費用（即營業支出、管銷費

用等）減少相對有限，而營業費用占銷貨收入比例逐年增加，足見降低營運成本

並無太大改善。故燁聯鋼鐵公司倘與唐榮鐵工廠結合，渠將面對唐榮鐵工廠移轉

燁聯鋼鐵公司產銷所新增之機會成本，而經審酌不銹鋼之生產要素與技術提昇有

限，而又無事證證明燁聯鋼鐵公司確有改善經營效率之能力，燁聯鋼鐵公司於結

合後確有有向上定價之壓力。

（4）UPP檢驗二：

查 97年、98年間國際鎳價居高不下，經比較不銹鋼冷熱軋可能向上調價之上

漲率（即UPP/P，P為唐榮鐵工廠定價）及實際價格上漲率（即唐榮鐵工廠與燁

聯鋼鐵公司價差相對於唐榮公司定價），倘有結合之實施，合計不銹鋼冷熱軋及

冷軋之可能向上調價之上漲率均高於實際上漲率，足見 97年、98年鎳價高漲期間

唐榮鐵工廠之定價均低於燁聯鋼鐵公司，而不銹鋼冷熱軋市場因唐榮鐵工廠與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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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鋼鐵公司競爭抗衡，使得燁聯鋼鐵公司不敢輕易調高價格，唐榮鐵工廠於不銹

鋼冷熱軋確扮演價格破壞之角色。然本結合案若經許可，因無唐榮鐵工廠之抗衡

力量，將使得燁聯鋼鐵公司之向上調價壓力得藉由調高價格而獲舒緩。況查本案

所涉之不銹鋼冷熱軋市場，向上調漲率高於 5％，連動冷軋市場亦然，依美國執

法之經驗法則，倘調價高於 5％，恐有獨占定價之疑慮。

（5）就效率分析：

依國際競爭網絡（ICN，按該組織為全球 100 多個競爭法國家共同組成之競

爭法與競爭政策執法平台之論壇）2006年結合指導原則工作手冊（ICN Merger 

Guidelines Workbook），結合審查之效率評估條件應包括可證明（evidence）、對

消費者有利（pass on to consumers）及結合特有（merger specific）。就「可證明性」

而言，燁聯鋼鐵公司應提供該等效率可在結合後合理之短期間內實現；就「對消

費者有利」而言亦即該結合案之實施可以降低售價增加產出回饋給消費者；就「結

合特有」所指係不可能以其他非結合之方式達到相同之效率。以上開三指標探討本

案之結合效率，查燁聯鋼鐵公司之營業費用率持上揚趨勢，而從產業面分析，並

無事證證明燁聯鋼鐵公司短時間內有改善或提昇效率之可能。另查國內不銹鋼市

場向有供過於求之疑慮，此為業界所不否認，當供給過剩，本應有價格下降之可

能，然查鎳價高時，調價仍為必須，且結合後復有向上調價之壓力，實無事證可

證明燁聯鋼鐵公司有降低回饋之可能。且依公平交易法第 14條，燁聯鋼鐵公司尚

非不得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共同採購之聯合申請，結合終非為達到降低採購煉

鋼原料之唯一途徑。我國雖有自韓日及中國大陸進口不銹鋼之事實，然中國大陸

生產之品質與國內產製者尚非足以替代，又韓日 97年進口占我國比例僅為 4％及

8％，韓日除非採行價格跟隨或與國內業者進行勾結，否則無法達到進口替代目

的。

由產品替代性以觀，本案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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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不銹鋼產業結構，國內習慣上依軋延製程之不同於平板類市場分為熱

軋與冷軋，冷軋不銹鋼品係以酸洗後的熱軋不銹鋼板軋延而成，二者均可為下游

製管裁剪加工之用。主要熱軋廠商為燁聯鋼鐵公司、唐榮鐵工廠及華新麗華公司。

唐榮鐵工廠及華新麗華公司係委託中鋼公司代軋。冷軋廠商除燁聯鋼鐵公司及唐

榮鐵工廠外，尚有東盟、嘉發、千興及遠龍。熱軋部分，98年熱軋鋼捲產量約 107

萬公噸，進口量為 27.9萬公噸，出口量為 20.4萬公噸，故國內總銷售量為 114.5

萬公噸，進口量約占總國內銷售量之 24.4％。據燁聯鋼鐵公司自估 96年市場占有

率為 34.7％、唐榮鐵工廠約為 10.1％。而華新麗華幾已無熱軋不銹鋼品；至於冷軋

不銹鋼品部分，燁聯鋼鐵公司約為 39.5％，唐榮鐵工廠為 29.0％。以冷熱軋平板類

市場計，依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之市場總值核算，則燁聯鋼鐵公司為 39.08％，唐

榮鐵工廠為 18.17％。若本案結合後，燁聯鋼鐵公司於我國不銹鋼冷熱軋鋼品之占

有率更高達 57.25％，當無唐榮鐵工廠之低價抗衡，面臨高價進口品之競爭，燁聯

鋼鐵公司何來降價之必要，益見本案結合後單方效果之疑慮。

（2）熱軋之下游冷軋鋼品業者，雖有進口替代之可能，然查熱軋之進口依存度

僅約 24.4％，相當仰賴國內之自給，雖然我國內銷價格顯低於日本，且顯高於中

國大陸，然日本仍高居我國熱軋主要進口國第二名及冷軋進口國第一名，足見相

關產品對於品質有其必要之要求，特別是黑皮熱軋鋼捲（HBR），燁聯鋼鐵公司

及唐榮鐵工廠均為我國黑皮熱軋鋼捲主要供應商，該等品項產品實難以較低價且

品質較不穩定之大陸相關產品為替代。

（3）就國內存在競爭對市場價格影響論之，本案亦有處理原則第9點第 1款單方

效果之疑慮：查唐榮鐵工廠、燁聯鋼鐵公司於鎳價變動方面（鎳為不銹鋼品鍊鋼

之主要添加原料，不銹鋼品之價格與鎳價變動有直接關聯），在鎳價低（行情相

對不好時），燁聯鋼鐵公司只能壓低價格來取得下游的購料，鎳價高時，燁聯鋼

鐵公司之價格雖稍低，但因成本因素，獲利不會因此比唐榮鐵工廠少，故燁聯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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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公司仍有意願壓低價格。又唐榮鐵工廠與燁聯鋼鐵公司既有競爭關係，但就整

體而言，燁聯鋼鐵公司仍較有上下游整合跟規模經濟的優勢，故唐榮鐵工廠之存

在，確有讓市場價格被掌控度降低的功用。然本案倘許可其結合，燁聯鋼鐵公司

因無唐榮鐵工廠之市場價格競爭，則不再面臨國內價格競爭之壓力，其單方調整

商品價格時之顧慮降低，自對商品價格之提高更具影響能力，此亦為處理原則第

9點第 1款單方效果之疑慮。

不銹鋼因資本參進障礙及交易可能之轉換成本，將使得業者無法透過參進而

改善市場之競爭，就參進程度而言，本案原處分確已審酌處理原則第9點第3款，

本案如進行結合，將使相關市場之參進可能性更低，另不銹鋼市場已呈現供過於

求之態勢，本結合案之實施，更促使市場結構愈形惡化，對於中下游業者及我國

不銹鋼品市場之健全發展，難謂有利。

2. 法院見解

計算結合申報案件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時，應先審酌該事業及該「特定市場」

之生產、銷售、存貨、「輸入及輸出值（量）」之資料；而該「市場占有率」原則上係

以綜合「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所界定（劃定）「特定市場範圍內」的銷售值

（量）作為基礎85。

經查，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98年 4月 23日（本件申請系爭事業結合日期為 98

年 3月 10 日）召開「不銹鋼產業之市場結構與經營現況」座談會，會中除燁聯鋼鐵

公司發言外，參與該次座談會之其他不銹鋼產業業者、相關單位、學者專家也分別

表示意見。又公平交易委員會為瞭解「不銹鋼產業之市場結構及經營現況」，復於

98年 3月 25 日函詢相關不銹鋼業者之意見。

85 參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4 條：「計算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時，應先審酌該事業及該特定市場之生
產、銷售、存貨、輸入及輸出值（量）之資料。計算市場占有率所需之資料，得以中央主管機關調查
所得資料或其他政府機關記載資料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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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會議紀錄與會機關、不銹鋼業者及專家學者之發言，暨不銹鋼業者

對於同一問題（「不銹鋼產業之市場結構及經營現況」）復函表示之意見，顯見臺

灣地區對於不銹鋼產品之進出口並無限制，而不銹鋼下游廠商取得不銹鋼加工材

料亦可輕易經由不銹鋼材料之價格與品質，據以決定是否在國內購買或向國外訂

購進口；而國外不銹鋼類產品之上游業者，也可憑其優良之品質或有利之價格條

件供應給臺灣地區之下游不銹鋼產業之業者。足證上游不銹鋼類商品業者「面臨競

爭之區域範圍」，除臺灣地區相關同類產業之業者外，亦面臨大陸地區及其他國

外（如韓國、日本、德國）上游業者之競爭，則計算系爭水平結合案件事業於上開

「特定市場」之市場占有率時，自應先予審酌該結合事業及該特定市場之生產、銷

售、存貨「『輸入』及『輸出』值（量）」之資料，並以前揭特定市場範圍內之銷售值

（量）作為基礎，計算系爭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始符前揭相關規定。

基此，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系爭事業結合案件「特定市場」之界定，係以臺灣

地區之「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為其範圍，顯與上開卷證資料不合，其據此評估

影響系爭水平結合申報案件之「單方效果」、「共同效果」、「參進程度」、「抗衡力量」

等限制競爭因素之判斷，亦因就系爭結合事業商品「特定市場」界定之瑕疵，而與

實情不符，故原處分容有可議之處。

3. 本案簡評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本案申請結合後為了解不銹鋼產業之市場結構及經營現況，

分別函詢相關業者意見並召開座談會，值得肯定。但最高行政法院依據座談會內

容顯示不銹鋼材料有進口替代性，故縱使進口比例不高，但國外不銹鋼產品之上

游業者，仍屬我國不銹鋼下游廠商取得不銹鋼時之考量對象，是以本案市場界定

不應侷限於臺灣地區之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作為撤銷公平交易委員會原處分之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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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公平交易委員會已調查相關數據，得知 98年熱軋鋼捲產量約 107萬公

噸，進口量為 27.9萬公噸，出口量為 20.4萬公噸，故國內總銷售量為 114.5萬公

噸，進口量約占總國內銷售量之 24.4％。縱然不鏽鋼下游廠商欲取得加工材料，因

進出口無限制，亦無關稅負擔，可選擇由國內上游廠商提供或國外進口，但進口

替代率實屬較低，是以即令將進口國外不鏽鋼產品納入考量，仍可見系爭結合對

市場競爭之影響力，此業經公平交易委員會於處分理由中闡明，實非如最高行政

法院指摘其未審酌輸出及輸入資料。

就相關數據資料以及座談會意見之採用或評價而言，固然均屬可供認定市場

範圍與市場力量之證據，但座談會意見究屬較為主觀之陳述，為避免流於印象而

與事實不符，應有相關數據資料作為佐證，而不宜僅以主觀陳述否定處分之合法

性，以擔保其客觀公正。

第三項  聯合行為案例

（一）統一等四家超商調漲現煮咖啡價格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更一字第 54、55、56、57號判決）

1.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理由

統一、全家、萊爾富及來來為「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業者，市場占有率分別

約為 84%、11%、4%及 1%。而渠等現煮咖啡調漲價格日期，分別為：全家 100 年 10

月4日，統一、萊爾富同年 10月 5 日，來來同年 10月6日，4家事業均在同一週

調漲；調漲品項均為含乳現煮咖啡，無論冰熱、容量大小、額度均為每杯 5元，故

渠等同步調漲現煮咖啡零售價格具有一致性外觀，足以影響「連鎖便利商店現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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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市場功能，且該等事業無法舉證說明價格調整係出於市場客觀合理之因素，

因認渠等上開漲價行為合致於公平法第7條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而予以處分86。

原處分關於特定市場之界定係以：「三、市場界定分為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

按能劃入為同一『相關產品市場』之商品或服務之間，須具備『高度』之需求替代性，

僅有部分之替代性者尚有不足。審視相關事業之經濟規模、經營模式、主要收入來

源、市場定位、價格策略等因素，本案連鎖便利商店因具有提供多元化商品及服務

（如傳真、影印、代收費用、宅配、快遞、網上購物取貨、設置ATM等）、密度普及、

全日營業可及性高等特點，使其相較於連鎖咖啡店或餐飲業而言，能對消費者提

供滿足程度更高及更全面之便利性，而致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和連鎖咖啡店或

餐飲業現煮咖啡之間，並不具有高度之可替代性，爰界定『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

啡』為本件之產品市場，而本件原告於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市場具水平競爭關

係。另，連鎖便利商店設置地點遍及全國各縣市，並在全國各地區從事競爭，且

被處分人等在經營上係採取全國單一價格之定價策略，爰界定全國為本件之地理

市場。」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行政訴訟進行中補充其將本案市場界定為「連鎖便利商店

現煮咖啡市場」所考量因素有：需求面及需求替代性：包括「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

啡」具有獨特之功能特性、「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價量變化事實、不同的消費族

群；供給面及供給替代可能性：包括獨特的生產設備、「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

與其他提供現煮咖啡事業之訂價及行銷、經營策略不同、其他供給者短期替代不易

潛在的競爭：被處分之等 4家連鎖便利商店年營業額均遠超過 1億元，均非屬中

小企業發展條例之中小企業，且審酌連鎖便利商店近年市場參進者之變化，顯示

86 本案經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100 年 11 月 9 日作成處分後，被處分人提起訴願均遭駁回，復提起行
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101 年度訴字第 607、649、703、715 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但公平交易委員會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以 102 年度判字第 251 號判決廢棄原審判決，發
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更審。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作成 102 年度訴更一字第 54、55、56、57 號判決後，公
平交易委員會再次提起上訴，但遭最高行政法院以 103 年度判字第 195 號判決駁回，而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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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等 4家連鎖便利商店之潛在競爭對手，已然退出市場競爭，故以既存廠商規模

以觀，其進入障礙高，而得以界定為一相關市場；其他質化因素：依行政院主計

總處「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其他連鎖咖啡餐飲業者、及中華民國連鎖店協會

或專家學者對咖啡店之分類標準，均認為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為可個別成為單

獨市場。

2. 法院見解87

（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前審判決之見解：

鑑於獨占、結合、聯合行為等是否產生影響或限制市場競爭之作用、須就市場

競爭結構、商品之生產、銷售、存貨、輸入及輸出或服務供需狀況等資料加以調查、

統計、分析，以作為判斷基礎，此任務須設置結合法律、經濟、財稅、會計或管理人

才之常設主管機關始能達成，復且，限制競爭行為涉及違法，且經濟利益重大，

從事之業者莫不刻意隱瞞證據，蒐證有其困難，非有長期為產業觀察、累積資訊

之機關不能為之，此公平交易委員會之所由設也。是公平交易委員會為此等限制

競爭禁止之處分時，就形成處分之資料收集、研判及法律適用，因其專業而享有

判斷餘地，相對地，也必須就其判斷過程，盡相當之說明義務，就其認定之事實

為必要舉證。公平交易委員會若欲以事業違反聯合行為禁制規定加以處分，除需

先行界定出系爭特定市場範圍外，亦必須證明被處分事業間存在相互約定之合意。

（2）發回更審後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見解：

本件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仍維持廢棄原處分之判決結

果，並補充判決理由認為：

判斷事業間之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則必須先行界定出特定市場

範圍，方能基此判斷事業間關於價格等之合意，是否足以對該當市場供需功能，

87本件被處分事業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607 號、第 649 號、第 703 號、
第 715 號判決後，公平交易委員會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將原判決廢棄發回，由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更為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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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不當影響。在正確界定特定市場範圍後，進而必須充分證明被處分事業間，

就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存

在有相互約束之合意，其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者。兩者俱備，始該當於違反聯

合行為禁制規範之構成要件。

原處分係以須具備「高度」之需求替代性，作為能否劃入為同一「相關產品市

場」之商品或服務之準則，依消費者是市場買方的主角而言，要了解商品或服務

間是否具有需求替代性，應以消費者對該等商品或服務的評價為判斷，倘消費者

對於兩種商品或服務就其價格、品質和用途皆認為合理可替代時，則該兩種產品

應屬同一市場。然公平交易委員會於裁處前，並未就市場上已存在的現煮咖啡產

品之品質、最終使用目的、消費者主觀的感覺與態度、產品價格相似與交互影響、產

品一般交易習慣等因素，對消費者作問卷調查。而公平交易委員會就國內 10 家連

鎖咖啡業者現煮咖啡銷售情形之調查結果為：「1.10 家連鎖咖啡店之總店數分別為

731店，平均日銷售量約為 557杯，銷售咖啡為主要營業收入來源，而經營型態較

似餐飲業，僅有 1 家有調漲計畫。2.有關前 4家連鎖便利商店調漲現煮咖啡對渠等

營業績效，如展店、銷售量，無顯著影響，主要原因包括客層不同、業態不同，連

鎖便利商店調漲價格迄今(截至 100 年 10月 20 日)僅十餘天，尚難評估，亦有業者

表示 10月為咖啡旺季，加以未調漲價格，故營業額有微幅成長(3%)。」，亦顯示受

處分事業等就系爭商品調漲價格之影響，需待時間觀察。自 100 年 10月4日全家

率先調漲至同年 11月 2 日公平交易委員會決議處分，不及 1個月，尚無法觀察連

鎖便利商店含乳現煮咖啡價格調漲，與其他販售現煮咖啡業者間有何供需替代流

動。核諸上開有關界定產品市場之判斷基準，以公平交易委員會前揭所為之調查

過程及事證，在未提出更具體之事證及更嚴謹之數據前，即為界定「連鎖便利商

店現煮咖啡」為本案產品市場，尚嫌速斷。

就需求替代性而言，消費者對於咖啡之需求，多是藉由飲用咖啡達到提振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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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解渴或展現消費品味等功能，可滿足消費者同一需求之相關產品，自應納入

同一市場。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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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應納入同一相關產品之市場範圍。又公平交易委員會

以被處分之四家事業現煮咖啡價格調漲後總銷售量持平，與未調漲前相當，且經

比較價格調漲前後之收益變化顯示，四家事業能進行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

調漲（即SSNIP，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inprice），以增

加收益，是以「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市場範圍為一特定市場範圍。然所謂

「SSNIP」係假設競爭事業群統合為一假想獨占事業，並假設當此一假想獨占事業

作出「幅度雖小但有意義且非短暫的價格漲幅」（通常價格漲幅為 5%，並以 6個月

為觀察期間）之舉動時，有無外圍事業會因此進入該當市場，與現有事業進行競

爭。若有，則市場將往外擴大將該事業納入其中，並再次以「SSNIP」的假設，測試

有無更外圍的事業會加入現有市場進行競爭，重複此項步驟直到水平市場上無任

何產品具有此種替代性。即獨占事業得以小而顯著但非短暫將價格提高，消費者

仍不會轉向購買其他可替代商品時，市場界定始告完成。就本案而言，公平交易

委員會根本未進行任何 SSNIP測試，則如何將「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市場，獨

立於其他業者銷售現煮咖啡相關產品市場之外，公平交易委員會未能盡調查之能

事，即逕將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界定為一特定市場，尚有未合。

就供給替代性而言，倘咖啡之供應商已經擁有生產咖啡之所有設備、原料或

技術時，二供應商即具備供給替代性。是就現煮咖啡市場而言，僅須具備咖啡機、

咖啡豆及紙杯等設備、原料及沖泡技術，即可販售咖啡予消費者，此無論是連鎖

便利商店、連鎖咖啡餐飲業者（如 85 度 C、丹堤咖啡、金礦咖啡、西雅圖咖啡 、

CAMA等）、速食餐飲店（如麥當勞、摩斯漢堡、肯德基等）甚至一般咖啡專賣店

或行動咖啡館，均可提供相同之現煮咖啡，而具有供給替代性。於「連鎖便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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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煮咖啡」與其他平價連鎖咖啡店提供現煮咖啡事業(如 85 度 C、丹堤咖啡、壹咖啡、

怡客咖啡等)，其價格相近之情況下，難逕認該兩者之市場不同。

就其他質化因素而言，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可歸類為量化研究方法與質化

研究方法，而質化研究方法係採用參與觀察和深度晤談方法蒐集資料，是質化研

究於社會科學研究上有其特定定義、研究方法及步驟。公平交易委員會係依行政院

主計總處「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其他連鎖咖啡餐飲業者、及中華民國連鎖店

協會或專家學者對咖啡店之分類標準等作為其他質化因素，即認為連鎖便利商店

現煮咖啡可個別成為單獨市場，實缺乏具體事證，此一因素亦難作為有利於原處

分之認定。

3. 本案簡評

本案公平交易委員會雖就國內 10 家連鎖咖啡業者現煮咖啡之銷售情形進行

調查，但並未針對消費者就「連鎖現煮咖啡」與「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二者是否

需求替代性進行問卷調查，似乎已有將「連鎖現煮咖啡市場」與「連鎖便利商店現

煮咖啡市場」予以區分之預設前提，故其市場界定之說理難以說服行政法院，實

非意外。然而，行政法院指摘公平交易委員會市場界定疑問之理由中，將凡屬可

提供現煮咖啡之事業，均列入與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具有供給替代性之範圍，

此一說法實僅見及現煮咖啡之產品特色，而忽略了連鎖便利商店吸引消費者前來

消費之服務特色。是以由消費者之角度而言，究竟可替代連鎖商店現煮咖啡之商

品或服務為何，例如消費者是否因前往連鎖商店消費而利用此機會順便購買現煮

咖啡，故連鎖商店現煮咖啡成為獨立範圍之市場，抑或消費者僅為單獨購買現煮

咖啡而前往連鎖商店，故將其他現煮咖啡視作與連鎖商店現煮咖啡可互相替代之

商品，此實需進行問卷調查後，始能得知客觀結論而非流於臆測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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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隆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決定紙類售價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更一字第 23、24、25號判決）

1.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理由

本件原處分所指述之聯合行為有二88：一為被處分人正隆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廠商（以下簡稱正隆公司等事業）於一級工紙市場於 98年 11月至 99年 3月間有

一致性調漲一級工業用紙價格之行為；二為正隆公司、榮成公司於 99年 1月至 3

月間於二級紙板市場利用垂直整合之優勢，聯合抬高內銷之二級紙板價格。

（1）正隆公司等事業於一級工業用紙市場在處分系爭期間（即98 年 11 月至99

年 3 月間）是否有聯合行為之判斷：

A.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

國內工業用紙產業，以上、中、下游區分，生產工業用紙之原紙（瓦楞芯紙、

面紙）者為一級廠；中游為二級廠，生產瓦楞紙板；下游為三級廠，係製成各種

生產紙器等。正隆公司、永豐餘公司及榮成公司，98年度國內一級工業用紙市場產

量占有率各為 51.2％、28.2％、19.1％。又其等之交易型態屬兩面市場，一為廢紙市

場買方業者、一為工業用紙市場賣方業者，廢紙為造紙產業之重要原料，其取得

成本直接影響工紙價格，國內外廢紙於處分系爭期間持續上揚，正隆公司等事業

等於上開期間芯紙價格亦均上漲。是以國內一級工業用紙此一產品市場適當以全

國為地理市場，該特定市場乃為正隆公司等事業寡占結構。

88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榮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分別不服行政院訴願
決定，分別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合併以 101 年 6 月 27 日 100 年度訴字第
506、568、824 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公平交易委員會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
以 102 年 1 月 31 日 102 年度判字第 67 號判決，將前審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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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隆公司等事業藉由「發票價」之揭示形成暗默勾結，渠等發票價調價時間相

近、幅度一致且違背歷史、國際趨勢，並超過反應廢紙價格成本上升之所應有幅度

若非合意難以達成。公平交易委員會比對正隆公司等事業於系爭期間之發票，認

定渠等藉由「發票」之開立，資訊交換，由於發票價為「實收價」之計價基準，乃以

此操作方式，造成渠等按月同步、同幅度之一致性調價結果（98年 11月至 99年 3

月各有其「一致價格」，分別為 11,000元、11,000元、12,000元、14,000元、16,000元），

以此推論渠等已形成調價上互信協調之機制，而有聯合行為合意存在之證明。

正隆公司等事業復常有聚會之事實，尤其正隆公司等事業於 98年 12月 16日

均派員參加正隆公司后里廠舉行之廢紙原料會第 182 次會議，顯然有相關訊息之

交換，足以達成合意等。

B.聯合行為是否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之證明︰

以正隆公司等事業在一級工業用紙市場高達九成之市場占有率，其聯合調價

行為實足以影響市場功能。

（2）正隆公司、榮成公司於二級紙板市場於 99年 1 月至99年 3 月間是否有聯合行

為之判斷：

正隆公司等事業經營一級紙廠，同時兼營下游二、三級廠，為垂直整合之業

者，於二級紙板市場（以全國為地理市場）占有率分別為 24.1％、14.19％、16.5%，

總計為 54.79%。正隆公司、榮成公司於 99年 1月至 3月間就 3層紙板、5層紙板均有

調漲之事實。公平交易委員會據此主張正隆公司、榮成公司就二級紙板市場於上開

期間有聯合行為。

各家二級廠對於三級紙箱業者之報價單即依據各種不同瓦楞芯紙與瓦楞紙板

之組合搭配不同規格代碼，報價包含瓦楞芯紙或面紙之成本及加工工資等計算，

倘計算後完全一致之機率甚小。而正隆公司與榮成公司 1月及 2月報價時點相近，

價格趨於一致，又渠等於 3月 1 日起生效新價格，3層紙板固定價差為 0.1元、5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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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板價格完全一致，然正隆公司與榮成公司二級紙板之自用內銷比例、內撥計價

之成本提列均有不同，卻不約而同價格一致，又高於獨立二級廠之價格，倘非出

於渠等合意，實無法合理解釋。足見正隆公司、榮成公司不僅不為競價且聯合抬高

紙板價格，利用上下整合掌控紙源進而聯合操縱二級紙板價格。

2. 法院見解

（1）行政訴訟之舉證責任分配及證明度

基於依法行政下之行政合法及合要件性之要求，行政罰之要件事實之客觀舉

證責任歸於行政機關。如經法院依職權調查，事實仍陷於真偽不明，其不利益即

應歸於被告之行政機關。而所謂「事實真偽不明」與否，則與事實判斷所要求證明

度高低息息相關。行政訴訟法第 189條第 1項所規定之「判斷事實之真偽」，雖未明

白規定證明度，鑑於行政訴訟對人民權利保障及行政合法性的控制，原則上當裁

判認定之「事實」的真實性愈高時，愈能達成，因而行政訴訟所要求的證明度應是

高度的蓋然性，也就是「沒有合理可疑」蓋然性程度的確信，此由現行行政實體法

有一些釋明、估計或估算之降低證明度的規定即可推知。

鑑於公平交易法對於聯合行為之證明並無特別規定，基此，聯合行為之各項

要件成就與否之證明，自均同受上開證據法則之拘束。雖然，聯合行為「合意」此

一爭點之證明，往往囿於「資訊不對稱」，公平交易委員會未能掌控相關產業資訊

而無從為主要待證事實之證明，仍應運用間接證據法則，藉由間接事實（如誘因、

經濟利益、漲價時間或數量，不同行為之替代可能性、發生次數、事業之成本結構、

市場狀況及情報交換等）之證明，本於推理之作用而導出主要待證事實，亦即合

意之存在，且此合意為其外部行為一致性之「唯一合理」解釋。易言之，公平交易

委員會於行政訴訟中採用間接證據，除須證明間接事實之存在，並有義務充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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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該等事實之含意，以說服法院何以此等間接事實能夠「唯一合理」地解釋聯合行

為合意之存在，否則難以認為其舉證已達「沒有合理可疑」蓋然性程度的確信，此

際如經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仍有待證事實真偽不明之情狀，公平交易委員會即

應負擔敗訴之風險。

（2）正隆公司等事業於一級工業用紙市場在處分系爭期間（即98 年 11 月至99

年 3 月間）是否有聯合行為之判斷：

A.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

徵諸正隆公司等事業關於一級工業用紙市場關於訂價操作模式之陳述，莫不

否認該市場有任何「商品明碼價格」之公告機制，而一致主張隨貨或月底併結所開

立之發票上所載價格，並非實收價，實收價乃隨下游二級廠購買數量、信用等因

素而就發票價為折讓等語。另參酌證人鄭誠閔即現任台灣區紙器工業同業公會

（即二級工業用紙廠之同業公會）常務理事兼璟鋒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二級紙

廠）董事長所證述該公司與正隆公司、榮成公司議價交易情形綜合以觀，一級紙

廠定價現況如下：正隆公司遇有價格波動時以「牌價」向下游二級紙廠預告，按月

業務員再向下游二級廠為口頭報價（該價格與牌價未必相同，視下游二級廠訂貨

量等條件而訂），隨貨對二級廠商開立發票，發票價格相當於牌價，但實收價則

必須與下游二級廠實際議價後，再依發票價為折讓；榮成公司則每月初訂有發票

價，月底就該月貨量依發票價開立發票，實收價則與下游廠商以發票價為基準議

價折讓；永豐餘公司則於前月月底經業務員對下游二級廠為口頭報價，該價格即

係隨貨開立發票上所載之發票價格，但實收價則另與下游廠商以發票價為基準議

價折讓。簡言之，目前一級紙廠確有價格預告機制，然非公開預告，但實售予下

游二級廠之價格，則隨二級廠訂購量及信用等條件，依預告之價格為不同之折讓。

公平交易委員會前揭認定正隆公司等事業等藉由發票價預告，資訊交換以暗

默勾結之論證方式，顯然忽略一級工業用紙市場以發票價（或稱為牌價、業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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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報價）預告交易對象實收價隨而調整之議價模式，由來已久，並非渠等為

「資訊交換」所產生之行為模式，且上開預告並非「公告」，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上

開預告究竟透過何等「媒介」達成資訊交換，從無論及，只是想當然耳之推論，逕

將產業歷來訂價機制援引作為暗默勾結之手法，失之武斷。

又廠商價格跟隨行為係寡占市場中的特有現象。基於重複賽局理論，如果廠

商不僅重視當下之收益也重視未來的收益，則在一個無限次重複的賽局裡，廠商

會比在單次賽局裡更合作。故而，為了避免對手的報復，理性的廠商於資訊充足

之情況下，競爭對手調高價格時，可能會選擇隨之調價，而非選擇以完全競爭的

價格搶攻市場，這價格是廠商極大化自身利益的理性選擇，而非廠商聯合行為之

結果。

本件正隆公司等事業對於處分系爭期間價格之調漲，均一致陳稱係反應國內

外廢紙價格上揚所為，正隆公司並稱金融海嘯時所產生之虧損，必須合理反應於

景氣回暖時之價格上，以維持營運等語。核渠等所述情節，大致與 2007年－2012

年環球金融危機及處分系爭期間國內外廢紙價格上揚情勢相符，考量彌補過往損

失及成本提高而為相對售價之調整，並無偏離個別事業經濟理性考量下應有之合

理行為。公平交易委員會雖以廢紙成本約占正隆公司等一級紙廠生產原紙成本之

65%為基準，細譯正隆公司對應工紙應上漲之幅度應為 22.24%，然其工紙發票價

之上漲幅度為 45.5%，顯然超過反映廢紙價格成本上升之幅度；而榮成公司、永豐

餘公司工紙發票價上漲幅度則為 45.5%、40.9%，亦均有發票價調價幅度均已超過

反映廢紙價格成本上升之幅度之情節，茲為渠等勾結聯合漲價之推論。惟市場上

廠商定價，除考慮成本之外，尚須考慮市場需求與產業內競爭情勢之變化，所謂

「合理價格」，不必然是廠商依成本漲跌所計算之相應價格，甚至也不必然是當下

廠商追求利潤極大下之最適價格。故而，公平交易委員會指正隆公司等事業調漲

價格並非單純反應成本上漲，而係出於勾結所致云云，恐非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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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本案公平交易委員會並未明確指出正隆公司等事業中孰為價格領導者，

而經法院依職權調查，命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正隆公司等事業於處分系爭期間相關

發票資訊，繪製渠等之工業用紙發票價格趨勢圖，然囿於欠缺長期產業觀察之資

訊，且系爭期間內發票價資訊收集亦非完備，實無從就該趨勢圖之分析，勾稽出

公平交易委員會所指巧合之一致性漲價，是否有可能出於某事業之價格領導藉以

勾結的對話機制。

至於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謂其他價格上揚幅度與成本、歷史經驗或國際趨勢悖

離，乃至於影響市場競爭之論述，過多倚賴三級紙廠業者所提供之資訊，而未能

確實掌握一級紙廠對二級紙廠此一產銷階段於系爭期間實收價之資訊，逕以發票

價為基礎而分析，與該產業市場運作之實貌有間，難以為實質之判斷。

B.聯合行為是否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之證明︰

正隆公司等一級紙廠與二級紙廠間議價，固然以預告價為議價基準，但本存

有依訂貨量、過往信用等條件而以預告價折算之機制，且各事業間議價空間復因

彼此生產工紙之品質差異而有所不同。是以預告價與實收價一定折讓條件即屬價

格競爭之所在，故而，論證渠等間是否就價格為共同約定，是否約定限制價格之

競爭，必須以實收價為討論基礎，並確認各發票價與實收價折讓條件相當後，始

能為限制競爭與否之討論。公平交易委員會貿然以正隆公司等事業均有發票價

（預告價）調漲情況，再以渠等之高市場占有率，即推認此一級紙廠產銷階段業

者間之價格競爭受到限制，似嫌率斷。

（3）正隆公司、榮成公司於二級紙板市場於 99年 1 月至99年 3 月間是否有聯合行

為之判斷：

A.地理市場及商品市場之認定︰

徵諸證人鄭誠閔、證人李勝聰即中華民國紙業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即

三級紙廠公會）現任理事長，以及證人周榮顯即中華民國紙業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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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會理事長等之證述以觀，足見不論二級紙廠或三級紙廠之事業均明確指出台

灣二級紙業市場因運費成本問題而有其區域性，而二級紙廠對三級紙廠報價又已

內含運費，且實際上同一事業設於不同區域之二級廠報價也並不相同，此由比對

榮成公司99年 3月龍潭廠、神岡廠之報價單即可得知。故而，在比較二級紙廠事業

就價格是否有一致行為時，並不適當驟然以全國為地理市場而為觀察，任意跨區

選擇北、中及南區之價格而為比較。

公平交易委員會所採取之價格樣本，正隆公司乃為北部之板橋廠、榮成公司

則為中部之神岡廠及龍潭廠，以正隆公司北部廠與榮成公司中部廠為二級紙板價

格之比對，逕得出「一致性價格」或「一致性價差」之結論，未分地理區域討論，已

嫌速斷。甚者，公平交易委員會就榮成公司99年 1、2月份均採取該公司龍潭廠報

價單售價，而於 99年 3月則改採取該公司神岡廠報價單售價製表，以得出 99年 3

月份榮成公司、正隆公司（板橋廠）三層紙板有一致性價差、五層紙板有一致性價

格之「表相」，實則，如仍採榮成公司龍潭廠 99年 3月報價單，與正隆公司板橋廠

99年 3月報價單售價相比，即無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述情節。公平交易委員會擷取

資料之方式，實無從說服其採樣之正確性。

各家二級廠對於三級紙箱業者之報價單即依據各種不同瓦楞芯紙與瓦楞紙板

之組合搭配不同規格代碼，報價包含瓦楞芯紙或面紙之成本及加工工資等計算。

故而，瓦楞芯紙或面紙基重不同，影響成本，對價格具有決定性，自非可輕忽。

公平交易委員會比對正隆公司、榮成公司諸多三層瓦楞紙板、五層瓦楞紙板品項之

價格，然卻忽略各事業對於所採面紙、芯紙基重可能有所不同，對於價格決定，

不無影響。如正隆公司、榮成公司面紙 B2項目，前者基重 175g平方米，後者基重

170g平方米，而二級紙廠認為此影響其向一級紙廠購入原紙之採購成本，賣出價

格自然不同，此經證人鄭誠閔證述在案。足徵原紙基重不同，確實影響二級紙廠

定價，公平交易委員會逕將正隆公司、榮成公司不同品質紙板之價格比較，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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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差一致或價格一致之結論，是否全然允當，自非無疑。

B.聯合行為合意存否之認定

公平交易委員會指正隆公司、榮成公司就二級紙板市場之聯合行為時間，為

99年 1月至 3月，與前述指正隆公司、榮成公司及永豐餘公司於一級工紙市場聯合

行為時間為 98年 12月至 99年 3月不同，而參與聯合之事業亦有不同；據此，公

平交易委員會所指一級紙業市場、二級紙業市場之聯合行為顯有不同，合意亦當

有所不同，不宜將二不同產銷階段之聯合行為合意之論證混為一談，或逕將關於

一級紙業市場產業聯合合意之證據，直接引用至二級紙業市場之產業。

依上開證人所述，可徵二級紙廠於調價時會給三級紙廠報價單，則公平交易

委員會究係認正隆公司、榮成公司係透過報價單之給予而達成聯合之合意；抑或

認係該二事業於價單開立前即有合意；還是另有模式，論述有所不明，實無從查

認。公平交易委員會雖一再強調該二事業「利用垂直整合之優勢」為聯合行為，惟

如何利用垂直整合整合之優勢達成聯合行為之合意，則未見其敘明。

且正隆公司、榮成公司為垂直整合業者，乃法律及市場所接受之事業結構，

是以渠等一級紙廠生產之原紙銷售至其他獨立二級廠，高於內撥予所屬二級廠之

價格，提高所屬二級廠於二級廠對其他獨立三級廠產銷階段之競爭力，乃屬無可

厚非，渠等抬價或競價對於該產銷階段之其他獨立二級廠之價格競爭產生影響，

亦均屬當然之理。而此，與該二事業利用垂直整合之優勢進行聯合行為之認定，

究竟有何關連，尚未見公平交易委員會為明白之說理。

公平交易委員會是否意指一級紙廠之發票價為下游二級紙板導入計價公式之

基礎價格，正隆公司、榮成公司於提高一級紙廠對二級紙廠產銷階段價格勾結時，

即已議定同時利用垂直整合之優勢，併予聯合提高二級紙業市場之銷售價格，而

可透過二級廠之抬價，有效使下游三級廠承受價格上漲之壓力，也未見其說明；

惟苟採此論證，則同屬垂直整合之永豐餘公司為何僅就一級紙業市場之價格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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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公司、榮成公司勾結，而未併究二級紙業市場價格為勾結此一齟齬處，亦難以

自圓其說。

（4）本件發回更審後之市場界定判決理由補充

本件判決除著重於被處分事業間有無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外，就有關市場界

定之部分，亦補充論及如下：

A.地理市場之認定

探求地理市場考慮因素甚多，包括自然地理位置、產品交易地區、運送時間之

長短、運送成本、交易數量、潛在競爭產能、當地法令規定等，且因具體個案產品交

易方式之不同，所著重之因素亦有差異。依證人鄭誠閔、周榮顯、李勝聰即中華民

國紙業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即三級紙廠公會）現任理事長，於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前審之證述觀之，不論二級紙廠或三級紙廠之事業，均明確指出臺灣二級

紙業市場因運費成本問題而有其區域性；二級紙廠如跨區交易，必須增加運費成

本，而喪失競爭力；三級紙廠基於運費及交貨時效等考量，通常亦向鄰近廠商購

買二級紙板，僅在缺紙、機器壞掉等特殊情形，認為二級紙廠將運費計入之報價

認為可接受時，始會跨區購買。由此足見運費確係二、三級紙廠就二級紙板進行交

易時之重要考量因素。故公平交易委員會將二級紙業市場界定為全國，忽略該特

定產品之市場交易所特別著重之運費因素，自非允當。

公平交易委員會雖抗辯：以國內市場而言，無論糖、麵粉、黃豆之地理市場均

界定為全國，縱然各區域業者有其專營之主力區域，仍無礙其轉換之可能性；且

紙板運輸上的劣勢可藉由其他勞動或原物料等成本上的優勢而加以彌補，地理市

場受到的限制相對較低等語。然依前述，市場界定本應同時就產品市場及地理市

場進行觀察，糖、麵粉、黃豆與工業用紙均為不同之產品市場，無法援引至本件。

再者，依上述證人鄭誠閔、李勝聰、周榮顯之證言，可知運費係二、三級紙廠就二

級紙板進行交易時納入考量之重要因素，公平交易委員會僅稱運費成本占二級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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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價格之比重不高，但未提出任何實際數據作為佐證，故二級紙板之地理市場應

界定為全國，尚無可採。

B.是否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認定

聯合行為是否達到「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程度，一般係以「量」與「質」的標準

綜合判斷之，其中「量」的標準，主要是以參與聯合行為事業的數目以及聯合行為

之市占率為具體指標；「質」的標準，則以聯合行為之內容亦即事業所限制競爭之

本質是否屬核心事項為斷，愈屬核心限制競爭手段（如價格）之排除，被認為影

響市場功能的可能性也就愈高。原處分認為正隆公司與榮成公司所屬二級廠於 99

年 1至 3月有多種品項規格二級紙板之報價呈現一致性，藉以推論其間有聯合行

為，係認該二事業所屬二級廠以提高二級紙板價格作為限制競爭之方式，固屬前

述「質」之標準所指有高度影響市場功能可能性之核心限制競爭手段。

惟公平交易委員會既認另一事業即永豐餘公司所屬二級紙廠，並未與另二事

業所屬二級紙廠有合意漲價之聯合行為，原處分下列有關市占率及市場影響力之

論述，即：「三事業所生產之瓦楞紙板市占率高達 54.79%，故其等所屬二級紙板

市場之市場力與單一獨立之二級廠業者顯不相當，其等無論抬價或競價相對上即

能具有相當之市場效果；另三事業為垂直整合業者，在內部控制上具有高度實質

控制力，相較其他獨立二級廠更有能力及誘因從事價格競爭，故獨立二級紙廠縱

有進行投資擴產與降價而搶占市場之能力，惟因受上游供紙數量與漲價之牽制，

以及顧慮被處分事業等挾其整合資源進行市場報復之等可信威脅，在理性判斷上

從事市場競爭之可能性甚低。」等語，卻將永豐餘公司所屬二級紙廠之市占率，與

另二被處分事業所屬二級紙廠相提並論，而未針對正隆公司與榮成公司所屬二級

紙廠之市占率，究竟如何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為具體說明，就該二事業

所屬二級紙廠所為，何以符合前述聯合行為「量」之標準，即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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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案簡評

就二級紙板市場界定之部分，公平交易委員會雖透過報價單等書證資料，認

定該地理市場為全國市場，但依三級紙廠公會理事長於行政法院之證述，即清楚

得知三級紙廠購買二級紙板時，會考量地區運費等因素，故公平交易委員會於處

分前並未詢問三級紙廠，再次顯示其未從購買者之角度界定市場，自難說服行政

法院。且行政法院指出，公平交易委員會欠缺長期產業觀察之資訊，此亦為需持

續累積改進之處。

再者，就聯合行為合意之認定而言，因系爭事業決定價格所涉及因素甚多，

事業極易抗辯價格調漲並非出於聯合行為合意，故公平交易委員會在難以掌握事

業間進行意思溝通之明確證據下，實難單從價格變化中清楚認定事業存在聯合行

為之合意，是以如何強化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調查權限，或透過寬恕政策引導相關

事業出面舉發，實值探討。

（三）高屏地區廣告藥品廠商會協議藥品售價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更一字第 2、9、10、11、12、13號判決）

1.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等藉由廣告藥品廠商會組織方式運作，合意約束下游業者之事業活

動行為，足以影響高屏地區廣告藥品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條第

1項本文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詳言之，被處分人等為高屏地區銷售電台廣告藥品

藥局之供應廠商，組成廠商會，於 93年至 98年間，互相約束就未遵守「不拼價、

不流貨、不轉介貨、沒有廣告」政策之詠健會會員（由高屏地區銷售廣告藥品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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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為集體斷貨之杯葛。亦即，被處分人等之聯合行為內容，包括共同對下游

零售商為垂直聯合，及共同限制交易對象為遵守垂直聯合約定者此二種合意89。

2. 法院見解

（1）聯合行為主體：

依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公司登記資料查詢所示，被處分人信安

公司、烏象仙公司、得麗公司、尖美公司、喜多納公司、養德藥品社、保您能公司、鹿

王公司、凱盛公司、和氣公司、歐起那瓦公司、申聖化公司、懿揚公司等均從事中西

藥品批發販賣藥品業務，但並未製造藥品，亦均自承販售藥品予藥局，就某些特

色相同之藥品部分，或可認於產銷階段均處於經銷商之地位，而具有實質之競爭

關係；而被處分人三寶佛公司則屬中藥製造商，雖亦販賣所製造之藥品予藥局，

是否宜與經銷商逕認屬同一產銷階段而具水平競爭關係，即非全然無疑。

至於被處分人郭米村為鳳鳴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承接藥品之廣告播送，並

有藥商委託廣告之收據存根在卷可憑。其主張為服務藥局，偶有代藥局向藥商訂

購廣告藥品，藉此賺取「走路工」，並非販賣藥品與藥商而為所謂「經銷商」。郭米

村所述此種藥商與廣播電台合作之模式通常以「代銷契約」定性，代銷事業所獲得

之利潤係基於委任（代銷）契約所獲得之報酬，非如經銷商係因購進商品再予轉

售而賺取其間之差價，難認與經銷商屬於同一產銷階段而有競爭關係。

（2）聯合行為之合意：

由卷存資料欠缺直接證明公平交易委員會所稱「廠商會」組織、章程、成員等要

89 本案經公平交易委員會作成處分後，被處分人不服提起訴願遭駁回，復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以 98 年度訴字第 1735 號、第 1883 號、第 1920 號、第 2028 號、第 2110 號、第 2291 號判
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公平交易委員會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 100 年度判字第
2181 號判決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更為審理，故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作成 101 年度訴更一字第 2 號、
第 9 號、第 10 號、第 11 號、第 12 號、第 13 號判決。公平交易委員會雖再次提起上訴，但最高行政法
院以 103 年度裁字第 668 號裁定駁回上訴，故本案已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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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直接證據，且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蒐集參加廠商會聚餐之成員，多僅為各該被

處分人之業務員等，是除據詠健會會長廖助仙於詠健會例會及公平交易委員會調

查中所述及之習稱為廠商會長之盧丞彥、副會長之陳柏河，或可推認係該組織之

核心成員外，無從僅以同業之業務員曾與該組織聚餐為由，即推認均係廠商會成

員﹔況且，即令為所謂之廠商會成員，由於其組織、章程不明，決議事項參與者

不明，也非得謂凡廠商會議決事項，廠商會成員均有所參與並同意。

次查，被處分人等雖均為公平交易委員會所泛稱之藥局上游業者，但其等所

經銷（或代銷、或製造）之產品未盡相同，依價格建議表所示，其產品品項甚多，

或為婦女用藥、或為清肝解毒、或為止咳化痰、甚或為健康食品，要對如此駁雜之

產品品項逐項達成水平價格協議，再為轉售價格之約定，有其困難度。

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所提出及分析之市場資料，設址於高屏地區之藥品經銷

商至少為 334家，是全台經銷所謂「電台廣告藥品」之廠商不知凡幾，被處分人等

只是全台該產業中之一部分。再者，徵諸非處方藥品市場實況，不論經銷商、零售

商進入該等產銷階段之技術、資金門檻不高，數目甚多，各自水平競爭激烈，經

銷商依賴零售商提供通路（尤其是大型連鎖通路商），零售商則仰賴經銷商供貨，

並製作廣告推薦為通路之零售商，上下游何方市場地位孰高，囿於卷附產業結構

分析資料之不足，實無從確認。是此一市場產銷結構，絕非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本

案中所主張全然上游經銷商相對優勢市場地位，並以此建構上游廠商聯合行為之

可能性。

不論廠商會存在與否，產業中若干成員成立次級團體進行餐敘，為同業聯誼、

交換資訊，衡為常情，非能僅以經常進行餐敘即認藉此形成聯合行為之合意。

再按，公平交易委員會從未沒有指出被處分人如未遵循此一聯合行為之約定，

而為欺騙行為時，是否有其懲罰約定。復查亦無任何積極事證足認被處分人間存

在任何監督機制，在此如此不利於聯合行為形成之產業條件下，竟查無監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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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止欺騙行為，實難確認渠等間有聯合行為之意思連絡。

（3）足以影響市場功能與否：

如何確定事業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市場功能，首先即涉及市場範圍之界定。本

件原處分將系爭聯合事業之產品市場界定為「電台廣告藥品市場」，並侷限地理市

場為「高屏地區」。

公平交易委員會界定被處分人等所構成之產品市場為「電台廣告藥品市場」，

不包括報紙、電視、網路等其他媒體所推銷之藥品，亦不包括處方藥或一般藥局內

可購得之非廣告藥品，但卻又包括所謂之「健康食品」。然此一界定方式顯然以產

品「銷售模式相同」為其界定，而非依產品「功能、特性、用途及價格條件上」之需求

替代性及供給替代性為觀察。尤其，就聯合市場定義分析時，所關注之需求替代

因素則完全忽略，不無可議。實際上，以消費者之立場而言，處方藥與非處方藥，

容或因是否經醫師診療用藥，而有其市場區隔，如屬非處方藥，只要能達成該種

藥品或健康食品所宣稱之療效（即功能、特性及用途），如價差不高，在該療效

範圍內，其替代性應該不低，此與該藥品係透過何種通路銷售，或經由何種媒介

而宣傳，似無所涉。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被處分人所處地理市場，界定為「高屏地區」，係由涉案

鳳鳴電台等電台之基地台為圓心，訊號接受範圍為半徑畫出一個圓形，大約可畫

出包括高雄市、鳳山市、屏東市為中心，以及高雄縣茄萣鄉、湖內鄉、阿蓮鄉、旗山

鎮以南，屏東縣內埔鄉、萬巒鄉、潮州鎮以西，以及屏東縣佳冬鄉以北的一個區域

另輔以參酌下游 53家藥局所組成的「詠健會」會員分布位置，其分布範圍亦剛好等

同於此一廣播電台訊號涵蓋範圍，故公平交易委員會認應以高屏地區為最大地理

市場範圍云云。但經銷商與通路商、零售商交易則顯然非透過所謂電台廣播媒介而

成立，地理範圍自無侷限於某些廣播電台基地台訊號接受範圍之理，實際上，也

無任何證據顯示與被處分人等交易之通路商、零售商侷限於高屏地區，故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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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屏地區」為本案之地理市場，似將經銷商、零售商此二不同產銷階段之市場

有所混淆。

（4）本件發回更審後之市場界定判決理由補充

本件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仍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關於裁處罰鍰部分均撤銷，並補充判決理由如下：

A.關於市場界定部分

本件產品市場之界定，為原處分所指「廣告藥品市場」（即不包括非藥品部

分）。「廣告藥品」此類商品在行銷上係由電台主持人強調其功能性而為長時間重

覆促銷，並透過特定的指定藥局販售予消費者，因不需要醫師處方箋或診斷證明

即可購得，與處方藥的取得要求（醫囑的有無）、成本（如前往醫療院所的時間

及金錢成本）、場所（醫療院所與住家附近的指定藥局不同，營業時間亦有別）

有極大差異，對於收聽電台廣播藥品節目之消費者而言，廣告藥品與非廣告藥品

（如處方藥）並不具有替代性，且廣告藥品僅在電台廣播節目中指定的藥局才能

購得，與一般非廣告藥品的購買管道顯有不同；另電台廣告藥品多屬藥事法所稱

固有成方製劑，該等藥品處方雖大部分之效能及適應症並不相同，有些為完全不

可替代之藥品，惟各藥品處方既為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選定公布，取得處方原料及

劑量標準並不困難，當某一種藥品熱銷時，很容易調整生產流程來生產對方所生

產之藥品，對受處分事業等藥品經銷商而言，可隨時更動經銷類似藥品，具有供

給之替代性。

又本件地理市場範圍，公平交易委員會係考量廣告藥品主要依賴電台廣播之

特殊交易模式，自有收聽電台廣告藥品節目習慣之消費者角度出發，以能收聽電

台廣播節目的範圍為最主要的判斷依據。鑑於無線廣播電台所播放的訊號，在現

行法規有一定的接收範圍限制，仰賴電台廣播為行銷管道之電台廣告藥品，其市

場即具有地理範圍之限制與分隔性，本件以經常播放藥品廣告節目的金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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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頻 FM92.1，為乙類調頻廣播電臺，發射位址座落於高雄市苓雅區）、鳳鳴電

台（調幅AM98.1，為乙類調幅廣播電臺，發射位址座落於高雄市三民區）、正聲

電台（調幅AM100.8，為甲類調幅廣播電臺，發射位址座落於高雄縣仁武鄉）、民

生之聲電台（調頻 FM89.7，為甲類調頻廣播電臺，發射位址座落於高雄市苓雅

區）、金臺灣廣播電台（調頻 FM88.9，為甲類調頻廣播電臺，發射位址座落於屏

東縣泰武鄉）的基地臺為圓心，訊號接受範圍為半徑，劃出一個圓形，大約可得

出包括以高雄市、鳳山市、屏東市為中心，以及高雄縣茄萣鄉、湖內鄉、阿蓮鄉、旗

山鎮以南，屏東縣內埔鄉、萬巒鄉、潮州鎮以西，暨屏東縣佳冬鄉以北的 1個區域；

另輔以下游 53家藥局所組成的「詠健會」會員分布地區圖，其分布範圍亦剛好等同

於此 1廣播電台訊號涵蓋範圍，爰以「高屏地區」為最大地理市場範圍。

B.關於是否足以影響市場功能部分：

查受處分事業等藥品供應商之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合意內容，僅係共同

要求下游之「詠健會」成員藥局依照建議售價表販賣廣告藥品，其所限制者乃係廣

告藥品供應商採用「放任下游藥局自由販售藥品」的競爭手段，尚非屬價格限制之

核心競爭事項，至於涉及核心競爭手段亦即價格競爭之排除（各藥局均按照建議

價格表所載價格販售廣告藥品予消費者），則為另一產銷階段之事業即「詠健會」

成員藥局間所為聯合行為之合意內容。此由詠健會會長廖助仙於 95 年 9月 15 日接

受公平交易委員會訪談表示「詠健會曾於 93年 9月間將供貨廠商相關產品、價格等

資料彙整成冊，並提供會員參考」、詠健會成員一安堂藥局負責人蔡秋萍 96年 7月

18日接受公平交易委員會訪談陳稱「建議售價表中之商品價格係廠商訂定價格」，

並參以建議售價表內各受處分事業販售名稱相同之藥品，彼此間之價格並不相同，

即足證明其等之間並無限制價格情事。

另關於「量」的標準方面，被告係分別以下列 3種模式計算並認定原告等廠商

會成員市占率超過 5%，具有相當市場力量：(A)96年 2月 16日至 96年 4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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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實地側錄高屏地區藥品廣播節目結果，被處分事業成員以電台廣播方式促銷

廣告之藥品品項共計38項，占前揭調查時段全部廣播藥品品項 87項之比率高達

43.67%。(B)以高屏地區某具代表性之大型連鎖藥局為例，其上游廠商約 221 家，

該藥局自承廣告藥品占其營業額 10%到 15%，據此推估與其有交易關係的廣告藥

品經銷商家數約為 34家（221×15%=33.1），其中屬於廠商會成員即占有 10 家，

以此計算廠商會之市占率約 29.4%（10 家/34家=29.4%）。(C)96年高雄縣市及屏東

縣所有登記之藥品經銷商約 334家（高雄市 219家、高雄縣 78家、屏東縣 37家），

其中高雄市 219家中，至少有 14家實際上並無營業，29家事實上並非藥品經銷商，

80 家並未販賣任何廣告藥品，以負面表列方式計算，將上開部分扣除做為計算之

母數，仍可得到包含被處分事業等 16家藥商所占之事業數比例超過

7%（16/211=7.58%）之數值；倘以正面表列的方式計算，登記在高雄市且實際從

事廣告藥品經銷的事業共有 15 家，至於在高雄縣與屏東縣市登記的 115 家藥品經

銷業者，縱全部皆為廣告藥品經銷商，高屏地區廣告藥品經銷商最多也僅有 130

家（15+78+37=130），以此為計算分母，不論係以原處分中 16家受處分事業為

分子（16/130=12.3%），亦或以原處分中登記在高屏地區的 11 家受處分事業為分

子（11/130=8.46%），其獲得之數據均遠超過 5%。

惟查，上揭公平交易委員會就市占率之計算，係分別以隨機側錄高屏地區藥

品廣播節目中廣告藥品總品項（87項）與廠商會全體成員經銷藥品品項（38項）

所占比例、高屏地區某大型連鎖藥局97年度之上游廣告藥品經銷商總數（約 34

家）與廠商會成員數（10 家）之比例、96年高雄市登記（但排除實際上無營業

者）為藥品販賣的事業（211 家）與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之廠商會成員總數（16

家）之比例、96年高屏地區登記且實際從事廣告藥品經銷的事業（130 家，其中高

雄市 15 家公平交易委員會稱係其查訪結果，其餘則係將登記之藥品經銷事業全數

假設為廣告藥品經銷商）與登記在高屏地區被處分之廠商會成員（11 家）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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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計算方式。此非僅與公平交易委員會當庭自陳「市占率的計算，分母是高屏地

區廣告藥品市場總營業額，分子是全體廠商會成員營業額」不符，亦與處理原則

第4點揭示計算事業市占率時應以所劃定市場範圍內之銷售值（量）作基礎，並

審酌該事業及該特定市場生產、銷售、存貨、輸入及輸出值（量）資料之原則有違。

況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側錄所得廣告藥品總品項做為分母，廣告中出現之受處分事

業等藥品品項總數為分子，計算市占率高達43.67%，乃係在錯誤的參數下過於簡

化的計算結果，蓋受處分事業信安公司、保您能公司、鹿王公司、凱盛公司、和氣公

司、申聖化公司、懿揚公司並未於上開期間側錄到藥品廣告，由此益徵公平交易委

員會前揭計算模式並不可採。此外，公平交易委員會僅以 96年間未及 2個月之電

台藥品廣播節目側錄結果，以及 96年間高屏地區登記之藥品經銷商及廣告藥品經

銷商總數資料，即認渠等有長達4年餘的聯合行為，顯然欠缺充分之證據。是以公

平交易委員會未說明本案有何不宜以其所劃定市場範圍內銷售量或營業額為計算

之情事，徒以其無法取得量化資料為由，假設、推估計算市占率，其據此所得數

據資料自不足以表徵聯合行為之效果。

3. 本案簡評

本案原處分之市場界定，經發回更審後，雖獲更審判決認同以「廣告藥品市

場」為產品市場及「高屏地區」為地理市場，但更審判決基於同樣證據資料，就市

場界定以推論方式採取與前審判決不同之認定，實難認屬堅強之說理。且觀諸原

處分並未對市場產銷結構進行長期完整之調查，僅論述廣告藥品之客觀性質，而

忽略了需求替代性之觀點，造成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之界定均有違誤，此與前述

統一等四家超商調漲現煮咖啡價格案中有關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之市場界定，

其錯誤實屬類似。

至於是否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部分，公平交易委員會捨棄結合申報案件所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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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原則以銷售量為基礎之市占率認定方式，除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外，廣告

藥品經銷商之銷售量應屬較容易調查取得之資料，但公平交易委員會改採隨機側

錄廣播節目或廣告藥品經銷商家數等方式，其採證方式相對困難且未能切實反應

廣告藥品經銷商之市場力量，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此一捨近求遠之調查方式，實

值重新思考。

（四）台南區藥品學術交誼連心會成員協議售價案（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 90 年度訴字第 4423號判決）

1.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理由

本案被處分人為從事藥品零售業之連心會會員，該會係以售價建議表提供會

員，並在連心會所謂「章程」中定有流貨、削價或其他方式之促銷等相關處罰規定。

又售價建議表，形式上雖為建議售價，但實質上該建議表即為連心會監察小組執

行試買及罰款之依據，且售價建議表中已明確記載藥品名稱、品牌、規格及售價等

故連心會成員共同決定商品之價格，均具體明確。上開連心會限制會員降價促銷、

提供統一售價及施以罰款處分，為共同決定商品價格，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均有連心會帳冊影本、藥品售價建議表、章程、組織編製表、會員名冊及會員到會陳

述紀錄等，事證均極為明確90。

在市場認定方面，公平交易委員會依台南縣、市政府提供之營利事業登記資

料顯示，台南市西藥零售業約有 531 家（獨資行號 406家，公司組織 125 家），台

90 本案經公平交易委員會作成處分後，被處分人不服，提起訴願遭駁回，復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 90 年度訴字第 4423 號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公平交易委員會不服提起上訴，
最高行政法院以 92 年度判字第 1336 號判決發回更審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作成 92 年度訴更一字
第 118 號判決駁回被處分人之訴，而目前為止並未查得最高行政法院之後續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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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縣西藥零售業約有 323家（獨資行號 252 家，公司組織 71 家），台南縣市合計

854家，而本件被處分人之連心會成員為 48家，約占台南地區百分之 5.6。惟由於

電台廣告藥品為一特殊結構之市場，其行銷方式、藥品品質，與一般處方箋用藥

或成藥均不相同，故無法界定一正確之市場占有率，上游廠商基於信用、行銷策

略等之考量，並非供應全部藥房，故連心會在電台廣告藥品市場占有率應高於前

述百分之 5.6；同時一般藥房市場具有區域壟斷性競爭之特性，消費者之選擇受到

限制，連心會成員在各該區域應具有市場力量。

2. 法院見解

查公平交易委員會認連心會以監察小組為核心，負責以試買方式，調查會員

是否流貨或降價，資為處罰之依據，並依據上游廠商提供之流水號，核對監察小

組試買回來之藥品之戳印，判斷何會員流貨，並認該會之售價建議表係由該會議

價人員與上游廠商協商廣告藥品之售價云云；但查，公平交易委員會並未提供連

心會與上游廠商之契約，且未提出任何有關上游廠商之資料，是公平交易委員會

上開認定連心會等從事聯合行為之判定，均乏明證，要屬臆測，揆諸民事訴訟法

第 277條規定及最高行政法院判例意旨，公平交易委員會此項認定要屬無據。

在市場認定方面，行政法院認為91：

(1) 台南市西藥零售業約有 531 家，台南縣約有 323家，共 854家，此為公平交

易委員會所自承，且為被處分人所不爭執，則本件被處分人等連心會成員共

48家，僅占台南縣市地區西藥零售業之百分之 5.6，公平交易委員會陳稱其

認被處分人等之聯合行為即係以此地理市場為考量，則被處分人等連心會成

員家數之佔有比例僅為台南縣市地區之同業之百分之 5.6，衡之經驗及論理

法則，顯不足影響該地區商品交易供需之市場機能至明，且公平交易委員會

91 本案經發回更審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態度轉變，完全肯認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理由，故此
處係整理更審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0 年度訴字第 4423 號判決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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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承在連心會會員透過電台廣告出售之藥品，其他非會員之西藥同業亦有出

售，則被處分人等雖組織連心會，做出售藥品之共同決意，並未排斥其他非

會員出售同樣藥品，是消費者自有依其本身需要及藥品價格之合致性，選擇

向連心會會員所經營之西藥零售業或非連心會會員之其他零售業購買上開電

台廣告藥品之自由，其權利並未受損，其他非連心會會員之交易亦未因致受

其影響，要無疑義。

(2) 再查，被處分人等組織連心會，透過電台廣告出售何種藥品，經本院調查

時，詢問公平交易委員會訴訟代理人，亦為：「是台南縣市地區電台廣告的

藥品」做答，記明在卷，則公平交易委員會既對被處分人等連心會成員出售

何種藥品均未明確，對於上開藥品之銷售量亦無任何資料為佐，即依被處分

人等係連心會之成員，而率論被處分人等相互聯合，互相為藥品價格之決議，

認定被處分人等有聯合行為，要屬速斷至明。

(3) 末查，公平交易委員會自承電台廣告藥品為一特殊結構市場，其行銷方式、

藥品品質，與一般處方箋用藥或成藥均不同，故無法界定一正確之市場占有

率云云；但按「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行政行為之內容

應明確」為行政訴訟法第4條及第 5條所明定，公平交易委員會藉一自承無法

明確界定之市場占有率，課以被處分人等連心會成員聯合行為，裁定處罰，

顯已違背上開規定，要無庸疑。

3. 本案簡評

    在產品市場之界定方面，公平交易委員會雖稱本件電台廣告藥品為一特殊結構

之市場，但在計算被處分人之市場占有率時，卻以台南縣、市全體西藥零售業為

基數，顯屬自相矛盾，是以若電台廣告藥品確實為一特定市場，則公平交易委員

會為何不從電台廣告藥品之銷售量著手調查，實令人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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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市場界定已有上述矛盾之處，故對其認定系爭聯合行為是

否有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乙節，亦因而產生錯誤。蓋被處分人等連心會成員家數之

所佔比例僅為台南縣市地區同業家數之 5.6%，此一偏低市占率不論在經驗上或邏

輯上均難認為足以影響市場功能，本件為何僅需市占率 5.6%即認為有足以影響市

場功能，實難令人信服92，故應著重於被處分人在電台廣告藥品此一特定市場中

之影響力，方屬正辦。然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前一案之高屏地區廣告藥品廠商會協

議藥品售價案中，曾主張該案被處分事業之市占率超過 5%，具有相當市場力量，

此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就第 19條第 2、6款等限制競爭之虞的實務運作以市占率 10%

為適用門檻，有所不同93，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似乎對於聯合行為所要求之市占

率門檻較低，或許是因聯合行為對市場競爭傷害最鉅，即使市占率僅 5%，仍應

予以禁止。但不論市占率門檻為何，其源頭仍在於應先解決上述市場界定之問題，

若能正確界定電台廣告藥品市場，並調查台南地區電台廣告藥品之銷售量，應有

助於獲得更具說服力之結論。

（五）台北縣鞋類公會及台南市皮革公會聯合限制參展案（最高行政

法院 93 年判字第 1588號判決）

1.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理由

本案被處分人為台北縣鞋類商業同業公會及台南市皮革製品商業同業公會，

經檢舉人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檢舉，表示於 1999年 3月 8日，被處分人等共同

92 參黃銘傑（2009），〈聯合行為成立與市場界定、影響市場功能認定間之理論與論理〉，氏著《競
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 106-107，台北：元照。
93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第二處（1999），〈我國公平交易法垂直限制行為執法實務之探討：兼論歐盟
德、法、美、日垂直限制規範〉，公平交易委員會編，《第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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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名行文予該兩公會全體會員及參展廠商表示：「由次級團體（三家以上公司行

號組成）自行舉辦之鞋類展示會及參加其他鞋類展覽之廠商，台北縣鞋類商業同

業公會以及台南市皮革製品商業同業公會所共同主辦之鞋展，不歡迎該等團體、

廠商參加展覽。」2000 年 1月 19日被處分人台南市皮革製品商業同業公會行文予該

會所屬會員暨鞋展參展廠商稱：「本會與台北縣鞋類商業同業公會已達成共識，

一致決議每年共同主辦四次鞋展，對於次級團體自行舉辦之鞋類展示會及參加其

他鞋類展覽之廠商，則不歡迎該等團體、廠商參加兩會所共同主辦之鞋展，籲請

全體會員及參展廠商配合辦理。」被處分人等之會員因畏懼報復，不敢再參加檢舉

人主辦之鞋展。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被處分人等之會員廠商意見，確有若干會員

表示曾接獲 1999年 3月 8日被處分人等所發之聯銜函，或接獲 2000 年 1月 19日

被處分人台南市皮革製品商業同業公會之函，或同時接獲上揭二函。接獲系爭函

文後，表示繼續參加被處分人等以外之其他團體主辦之展覽者計 5 家，未繼續參

加計 26家（其中未表示理由者計3家，表示因展覽次數太多、增加展覽無益、增加

成本、勞民傷財等計 13家，表示因公會限制、不敢參加，怕被公會開除會員資格或

無法參加公會主辦之展示會計 10 家）；表示同意被處分人等以「危及產業生存」理

由進而限制會員自由參展計 14家，不同意被處分人等以前述理由限制會員自由參

展，認為公會無權限制會員自由舉辦或參加各項鞋展者計 14家。是以公平交易委

員會認定被處分人藉由公會組織之運作，以聯合行為干預、約束個別事業之銷售

活動，已影響鞋類市場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條之規定，各處 50萬元罰鍰94。

在市場認定方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

(1) 由於在台北舉辦之鞋展，會有台南地區業者參加；於南部舉辦協展，亦會有

94 本件經公平交易委員會作成處分後，被處分人提起訴願遭駁回，提起行政訴訟後，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以 90 年度訴字第 6876 號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經公平交易委員會提起上訴，最高
行政法院以 93 年度判字第 1588 號判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公平交易委員會雖提起再審，但仍經最
高行政法院以 96 年度判字第 00313 號判決駁回再審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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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業者參加，故兩公會成員處於競爭關係，其市場範圍為全台灣地區。

又被處分人等每年於台北世貿、來來飯店各舉辦鞋展，其等以展覽場次過於

浮濫，造成市場混亂為由，乃共同決議限制會員及參展廠商，不得參加 3家

以上廠商舉辦之鞋展，否則不歡迎各該廠商參與該兩公會舉辦之展覽，雖然

被處分人等一再強調，「不歡迎」並非「拒絕」，若有會員違反該項規定，會以

勸導、協調溝通方式處理，並未強制執行。惟究其發函行為，事實上對於接獲

訊息之事業，已產生是否參與特定場次商品展之實質影響，即已實質影響了

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2) 次查，民生行因違反規定遭被處分人等拒絕參加 2000 年春夏季台北鞋展，足

見被處分人等以個別及共同名義將上揭決議發文所屬會員暨參展廠商外，並

具體執行其自訂之規則，核屬公會藉由組織之運作，限制其會員、參展廠商

得否參展，甚至剝奪業者只能參加特定主辦者所舉辦之展覽場次之自由，亦

即為干預、約束個別事業鞋類銷售活動之行為。何況另據本會調查顯示，在復

函的 31 家廠商中，認同被處分人等限制參展理由計 14家，不認同者亦有 14

家；接獲被處分人等函文後不再參加次級團體舉辦之展示會者計 26家，其中

有 10 家廠商表示係因公會限制不敢參加，怕被公會開除會員資格成無法參加

公會主辦之展示會，故渠等行為顯已對市場功能造成影響。

(3) 本案檢舉人雖稱台灣省製鞋產業集中於台北縣、台南市，約占全省80%。惟因

上述意見並無相關統計資料為依據，故本會經洽請「財團法人鞋類設計暨技

術研究中心」提供製鞋業相關資料，依其資料顯示，1996年統計之製鞋廠家

數（包含成品、半成品、鞋材）有 1,831 家（主要資料來源係財政部海關進出

口統計資料、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及經濟部統計處編印「工業生產統計月報」及

「工業統計調查報告」）；又據被處分人台北縣鞋類公會到會陳述時表示，其

會員廠家數約為 450 家；台南市皮革公會則表示會員家數約 300 餘家。故各該

91



公會會員數分別約占製鞋廠總家數的 24.6%及 16.4%，兩公會會員數合計約占

製鞋家數的 41%，其干預、約束會員銷售活動之行為，已足以影響鞋類市場

之競爭功能。

2. 法院見解

本案被處分人對於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不服，經訴願遭駁回後向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作成 90 年度訴字第6876號判決撤銷原

處分及訴願決定，其判決理由為：

(1) 本案被處分人共同發函時間在 1999年、2000 年間，而公平交易委員會所洽請

「財團法人鞋類設計暨技術研究中心」所提供製鞋業相關資料，除該資料係距

發函 3年以上之 1996年較舊資料，公平交易委員會引以之為比較數據，難謂

洽當。

(2) 另依該資料所依據之主要來源係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資料、經濟部國際貿

易局、經濟部統計處編印之「工業生產統計月報」及「工業統計調查報告」，可

知其所列「製鞋工業」乃有工廠登記之鞋類製造廠；且本身從事進出口業務者

相較於台北縣鞋類公會會員乃「凡在組織區域內經營本（鞋）業依法取得登

記之公、民營商業之公司、行號……均應於開業一個月內加入本會為會員。工

廠設有經營本業之門市部者，視同本業之公司、行號均應加入本會為會員」，

以及台南市皮革公會會員乃「凡在本區域內領有合法證照經營各種皮革製品

買賣之公司行號均應於開業一個月內加入為本會會員，工廠設有經營之門市

部者，視同商業之公司、行號，均應加入本會為會員。」故知被處分人會員係

不限於鞋類製造廠，舉凡公司如鞋類貿易公司組織及店舖行號及家庭式代工

均在內；不以進出口為必要，專銷國內亦可，尤其台南皮革公會，尚包括鞋

類以外之「各種皮革製品」如皮包皮件等，可知二公會會員資格範圍較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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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類製造廠」大出甚多，故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二者相除之比率作為二公會市

場占有率，認二公會會員數「分別約占製鞋廠總家數的 24.6%及 16.4%，合計

約占製鞋家數的 41%」，其數值自難謂合。

(3) 參以本案被處分人係以全省台灣地區之鞋類營業為市場而作評估之對象，而

全省縣市登記有鞋類營業之製鞋廠、門市（含與服裝、工藝品等合併營業者）

貿易公司，合於被處分人會員資格，足與被處分人會員競爭之依法登記營利

事業家數，約為 17,026家，此有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台中縣、台南縣、高

雄縣、宜蘭縣、嘉義縣、新竹縣、花蓮縣、台東縣、基隆市、彰化縣、雲林縣、南投

縣、高雄市等 16縣市檢送鞋類（含批發、零售、製造）之營利事業登記回函附

卷可參。以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認定被處分人會員合併計算，亦僅占 4.4%，即

被處分人行為縱係公平交易法所禁止之聯合行為，亦因所發函對象占全省市

場業者數過於稀少，自難謂影響及市場功能。

(4) 另參以公平交易委員會製作問卷調查彙整表觀之，其寄發給 178家作問卷，

覆函者僅 31 家，占僅約 17%，難認具代表性。況該覆函 31 家中，大多數為台

南市皮革公會會員，加入為台北縣鞋類公會會員者僅有 6家，占僅約 19%，

且僅占全部 178家之約 3%，且亦僅 9家台南市皮革工會會員因被處分人之函

所致而表示不欲參加次級團體所舉辦之展示會，有上開問卷覆函 9份附卷可

稽。故公平交易委員會遽依該少數問卷即作成被處分人違法之處分，亦嫌率

斷。

公平交易委員會不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0 年度訴字第6876號判決提起上訴，

但仍經最高行政法院以 93年判字第 1588號判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最高行政法院

除援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0 年度訴字第6876號判決之理由外，並補充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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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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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主管機關判斷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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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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又查，公平交易委員會係以「鞋類製造廠家數」為分母，再以被處分人會員數

為分子，並非以被處分人之組織區域內符合上開「鞋類製造廠家數」為分子，

其將鞋類製造廠家數與同業公會會員數混淆運算，以該不同性質之數據為基

礎予以相除，計算被處分人對市場之影響力，其所得數據殊欠客觀、合理，

甚為明顯。

3. 本案簡評

本案被處分人係對其組織區域內之會員為限制，而非擴及其他縣市之鞋類業

者，故公平交易委員會將本案之地理市場界定為全台灣地區，邏輯上應屬有誤。

且原處分引用之製鞋業相關資料，係透過「財團法人鞋類設計暨技術研究中心」而

取得，然為何不直接向財政部、經濟部等主管機關調取相關統計資料，造成資料

年度與本案發生時間有所落差，實屬迂迴。

又原處分將鞋類製造廠家數與同業公會會員數混淆計算，且會員就問卷之回

覆數量過少，故實不足以判斷被處分人之聯合行為是否已影響市場功能。蓋被處

分人雖限制會員不得自行參加其他展覽，但會員是否確實受到限制，有無另行參

加展覽，甚或被處分人舉辦之展覽對會員是否重要等事項，均有待調查，是以公

平交易委員會之認定，實屬速斷。

（六）臺灣家具參展廠商協進會會員聯合抵制參展案（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 90 年度訴字第 660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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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理由

本案被處分人為臺灣家具參展廠商協進會（以下簡稱協進會）會員，該會經

檢舉人向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提出陳情，以書面要求將每年台北世界貿易

中心（以下簡稱台北世貿）展覽館舉辦之家具展，由十二檔次縮短為大檔次或二

檔次，並聯合抵制參展，涉嫌違反公平交易法。案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結果，

以被處分人等同屬具有競爭關係之展覽攤位承租人，於 1999、2000 年間成立（或

加入）協進會，並藉由該組織之運作，以干預、約束個別事業之家具銷售方式，

致減損市場競爭，有違公平交易法第 14條規定，故命被處分人等應立即停止前項

聯合行為，並分別處以 5萬元至 30萬元不等之罰鍰。被處分人等不服，提起訴願

經遭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95。

在市場認定方面，公平交易委員會將本案市場定位為「台北世貿中心展覽市

場」，而非「家具市場」，並以台北世貿中心家具展之「業者承租攤位數」加以認定

非以全國家具廠商數或家具公會會員數作為市場認定範圍：

(1) 被處分人等組成協進會之目的，即在爭取台北世貿中心舉辦家具展之「參展

權益及條件」，其等以繳交會費或保證金方式，互相干預、約束彼此參展行為

亦以該市場之展覽公司為目標，故以該展覽館之家具展作為本案特定市場，

並據以判斷被處分人等之聯合行為已對該市場造成影響，並無不妥。

(2) 台北世貿中心展覽大樓為台灣最具規模的大型經貿場所，為我國廠商帶來無

限商機，也為國外買家提供商業貿易之場所。外貿協會平均每年舉辦 22至 24

個大規模國際商展，其中電腦、電子、腳踏車、機器、禮品等展會已發展成世界

知名大展，另每年亦有 60個以上的國內商展在世貿中心舉行。雖國內現有較

具規模的短期展覽館，尚有威京世貿館、東帝士亞太設計中心、台南貝汝展覽

館，以及未來計畫開發的信義路臨時展覽館、南港展覽館等，但若以展覽績

95 本案並無查得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最後瀏覽日：11/0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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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而言：如 1996年外貿協會信義展覽館共舉辦 22 次專業展，吸引約 7萬位

國外買主及 80萬國內業者前往參觀，國內外參展廠商約 1萬家，使用 2萬 3

千個攤位最為顯赫。又如 1997年台北國際電子展覽共有 1904個廠商參展，

110269個國內買主，10922個國外買主、禮品暨文具展共有 1030個廠商參展，

6029個買主，參與該展覽者滿意度頗高、自行車展覽會共有 539個廠商參展，

11823個國內買主，2823個國外買主、電腦展覽會共有 892個廠商參展，66774

個國內買主，16225個國外買主（上開數據資料係由台北世貿中心於另案所

提供），顯然參與世貿中心展覽者收獲均頗豐，再度參與意願頗高。就本案

言，被處分人等於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時，均一致表示國內一直缺乏大型展

覽中心，現有之較具規模展覽館場地小，週邊配合設施少，且皆為國內展，

信義展覽館可說於我國展覽業市場中唯一具有競爭優勢之場所，因為在國家

級展覽場所辦的展覽，會給消費者品質及公信的保證印象。

(3) 另據調查發現，家具事業為減少門市高昂租金，漸漸趨向僅設置倉庫，而無

門市部門，改採以參加展覽方式及大賣場駐點銷售等行銷通路以降低成本。

由於家具屬大型物件不易搬動且使用年限久非屬耗財品，其特性致使一般消

費者不可能由家具業之門市或本案系爭展覽場地自行攜走，參觀者通常僅訂

購中意家具，事後再由家具業者送貨，並依路途遠近酌收運輸費。是以，本

案系爭展覽場地可認定為所有參加家具展覽業者之門市或另一門市，由於公

平交易委員會參考統計 1998年、1999年及 2000 年間曾辦理之 3場家具展名單，

雖家具體積大需承租較多攤位數但發現每次參展廠商仍有 90 家至 120 家之多

參與競爭。故此種展覽場所既能集合上百家事業參與，並可在短期內聚集大

量產品及買賣人潮，大幅縮短賣方行銷通路及買方時間，因此參加展覽已成

為事業推廣產品不可或缺之通路之一。公平交易委員會據前開產品市場應審

酌因素分析，認為家具事業將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就本個案定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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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參展市場」，在市場範圍上並無違誤。

2. 法院見解

公平交易法第 5條第3項規定「第一項所稱特定市場，係指事業就一定之商

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就本件公平交易委員會認本案特定市場為

「台北世貿展覽館之家具參展市場」，非指家具市場，並認被處分人為從事承租家

具展覽攤位進而販售家具之事業者等語，惟就本案公平交易委員會所界定特定市

場為台北世貿館之家具展覽，依前述市場定義係以產品或服務具有競爭之替代彈

性（含供給、需求者）為衡量標準，而本案所謂相關產品市場—展覽攤位者，凡

可供展覽之攤位均屬之，除台北世貿展覽館外，於本國尚包括明德春天展覽館、

威京世貿展覽館、各大百貨公司、各大賣場……等，蓋其都具有相同的功能，而可

劃規同一市場「家具參展市場」。公平交易委員會僅以世貿展覽館之家具展覽埸作

為本案特定市埸，就商品或服務競爭之特性觀之，縱該展覽館之下尚存有展覽公

司作為欲參展廠商之代理以資向該世貿館承租攤位，惟該展覽公司其功能亦僅代

世貿館對外出租攤位，無非該世貿館出租攤位業務之延伸，對其市埸功能並無差

異，從而該世貿館展市埸就提供之參展功能，若未加入其它具有參展功能之展覽

埸所，其市埸即僅為封閉，壟斷未具競爭性之獨占市埸，亦與前開公平交易法所

稱之特定市埸有所差異96。

3. 本案簡評

本案公平交易委員會未詳加調查台北世貿展覽館以外之展覽場所，對家具事

業是否具有替代性，而逕以台北世貿展覽館為特定市場，論理上尚有不足之處。

此外，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本法第五條所稱獨占，應審酌下列事

96本案公平交易委員會雖提起上訴，但最高行政法院認為已逾越 20 日之上訴期間，故以 93 年度裁
字第 379 號裁定駁回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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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認定之：......二、考量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在特定市場變化中之替代

可能性。」是以時間因素亦屬市場界定應考量者，公平交易委員會若認為台北世貿

展覽館對家具事業具有特殊性，則台北世貿展覽館每年舉辦家具展覽之期間長短，

甚至被處分人要求縮短檔次至大檔次或二檔次，是否因此導致家具事業須另尋其

他展覽機會，而降低台北世貿展覽館之重要性，均仍有待調查釐清。

（七）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CD-R專利授權案（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

度判字第 00553、00554、00555號判決）

1.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理由

依被處分人共同簽署之西元 1993授權信、西元 1993確認信及被處分人之 CD-

R光碟片產品包裝外觀，足以認定渠等各自擁有生產 CD-R光碟片之技術，為避

免各自產品落入對方之專利範圍，乃以交互授權（crosslicense）方式取得對方之

專利授權，或同意不主張專利之承諾，並各自以自有品牌生產 CD-R光碟片，共

同努力推廣共同定義之光學記錄及讀取系統規格。因此，就CD-R光碟片技術市場

而言，渠等屬於同一產銷階段事業，具有水平競爭關係。

縱被處分人等公司等因共同制定橘皮書規格而不具替代性，然 3家公司同為

CD-R之技術提供者及製造者，對於其他 2 家公司所擁有之專利技術仍可透過迴

避專利範圍之方式研發具有類似功能之替代性技術，以進行競爭，故就 CD-R專

利技術市場而言，渠等 3家事業彼此確實存在事實上或潛在的水平競爭關係97。

97 本案經公平交易委員會作成處分後，經行政院訴願決定將原處分撤銷，經公平交易委員會重新
調查後重新作成處分。被處分人不服，訴願遭駁回而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92 年度
訴字第 00908、01132、01214 號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公平交易委員會提起上訴，最高行政
法院以 96 年度判字第 00553、00554、00555 號判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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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院見解

就本案關於公平交易法第 14條規定之部分而言，有關聯合行為的主體要件，

指處於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事業而言。所稱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乃指

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就本件，公平交易委員會認

定本案同一產銷階段之特定市場為「CD-R光碟片技術市場」，並據此認定被處分

人等公司為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然查，必須事業所提供之商品

或服務具有替代可能性，始有競爭關係之存在，本件公平交易委員會所界定之市

場範圍係「CD-R光碟片技術市場」（非指寫錄型光碟片技術市場，見處分書理由

第一點），而公平交易委員會定義之「CD-R」，乃指符合被處分人等共同制定之

「橘皮書」標準規格（即使用被處分人等 3家公司所擁有專利之標準規格技術）所

製造生產之光碟產品，且國內光碟製造廠商欲生產製造「CD-R」均需使用被處分人

等 3家公司所擁有之專利，單獨使用其中 1 家公司專利即無法生產製造「CD-R」，

此為兩造不爭之事實。從而，本件公平交易委員會所定義之「CD-R」既指符合被處

分人等共同制定之「橘皮書」標準規格所製造生產之光碟產品，則所稱「CD-R光碟

片技術市場」，其市場範圍應指符合「橘皮書」標準規格之技術市場，也就是需同

時使用被處分人等 3家公司所擁有專利之技術市場，缺一不可。因此，被處分人等

3家公司所擁有符合「橘皮書」標準規格之專利技術，乃具有互補性之專利技術，

渠等於公平交易委員會所界定之「CD-R光碟片技術市場」所提供之專利技術，已

不具有替代可能性，自不存在有競爭關係。

公平交易委員會以「被處分人目前所提供之專利技術縱使因共同制定規格而

不具替代性，然被處分人同為 CD-R之技術提供者及製造者，對於其他被處分人

所擁有之專利技術，仍然可以透過迴避專利範圍之方式，研發具有類似功能之替

代性技術，與其他被處分人就 CD-R技術授權進行競爭」為由，認為被處分人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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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 CD-R光碟片技術市場上，仍屬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云云。然

縱使被處分人能研發具有類似功能之替代性技術，但使用該替代性技術所生產製

造之光碟產品，並不能稱之為「CD-R」【如前所述，本件公平交易委員會所定義之

「CD-R」係指符合被處分人與新力公司共同制定之「橘皮書」標準規格所製造生產之

光碟產品】，公平交易委員會上述假設，已然逸出其所界定「CD-R光碟片技術市

場」之範圍。

甚且，若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被處分人可以透過迴避專利範圍之方式，研發

具有類似功能之替代性技術，因此仍屬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乙節

為可採，則其他具有能力研發類似功能之替代性技術者（例如工研院光電所以及

參加人等）（被授權人均有產銷CD-R之技術能力，乃公平交易委員會及參加人

均同意之事實），亦應納入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中予以考量市場

之供需功能是否足以受到影響，不能單從被處分人對於市場供需功能之影響，遽

論渠等已然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聯合行為禁制規定。

況查，處分書理由第四（二）點載有：「．．本案被處分人等制定所謂橘皮

書，即標準規格書，而 CD-R技術的所有重要專利為前述 3家廠商所擁有，全球

任何 CD-R的製造、銷售均須取得渠等對於CD-R擁有專利技術之授權，是渠等應

具有世界性的壟斷地位．．」等語，據此公平交易委員會似又認為被處分人等 3家

公司在特定市場（於本件為「CD-R光碟片技術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

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

綜上所述，被處分人等 3家公司於公平交易委員會界定之「CD-R光碟片技術

市場」是否符合聯合行為的主體要件，並非無疑，縱被處分人等 3家公司以聯合授

權方式，共同合意決定 CD-R光碟片專利之授權內容及限制單獨授權為真實，亦

不得遽以公平交易法之聯合行為禁制規定相繩，本部分之原處分，核有認事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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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違誤98。

3. 本案簡評

根據美國 1995 年公布之技術授權指導原則，技術授權案例中常涉及三個不

同的市場，即「創新市場」、「技術市場」、「商品市場」99。所謂「創新市場」一般是指研

發授權技術之研發活動及其具替代性之研發技術所構成之市場；「技術市場」則是

指授權技術及其替代性技術所構成之市場；「商品市場」則是運用授權技術所製成

之商品及其替代商品所形成的終端市場。上述三市場之區隔性有時會產生混淆，

但基本上技術市場與產品市場應可明確劃分，因此本案之特定市場為 CD-R光碟

片技術市場，應屬正確方向。

然而，市場界定乃認定事業間是否具有競爭關係之前提，因此不應無視市場

定義而直接認定事業間具有競爭關係100。公平交易委員會已認定被處分人各自擁有

之專利彼此間具有互補性，卻又僅憑本案被處分人處於同一產銷階段，即認彼此

具有水平競爭關係，將無限擴張市場之範圍，實屬矛盾。

第四項  垂直限制競爭案例

此部分目前尚未查得行政法院廢棄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案例101，然為利於

觀察公平交易委員會界定獨占市場之論理，故仍將下述之指標性「新光三越百貨

公司杯葛台中衣蝶公司案」（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度判字第 1481號判決）及「太平

98本案公平交易委員會提起再審後，經最高行政法院分別以 98 年度判字第 419、588、661 號判決駁
回再審之訴。
99 參吳秀明（2010），〈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氏著《競爭法研究》，
頁 238-239，台北：元照。
100 參黃銘傑（2009），〈專利集管（Patent Poll）與公平交易法〉，氏著《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
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 295，台北：元照。
101 司法院網站，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最後瀏覽日：11/0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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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崇光百貨公司限制專櫃廠商事業活動案」（最高行政法院年度判字第 1876號判

決）納入討論。

（一）新光三越百貨公司杯葛台中衣蝶公司案（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1481號判決）

本案事實經過為 92 年 5月間，臺中衣蝶百貨公司即將在新光三越百貨公司

臺中店附近設立，新光三越百貨公司臺中店對所屬專櫃廠商表達「凡至臺中衣蝶

百貨公司設櫃之廠商必遭撤櫃之處罰」，專櫃廠商皆敢怒不敢言等情，經公平交

易委員會調查結果，發現阿瘦皮鞋已向臺中衣蝶百貨公司繳交設櫃履約保證金，

但突以新光三越百貨公司遭口頭警告為理由而退出設櫃之情事，以及寄發問卷予

專櫃廠商，認新光三越百貨公司臺中店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專櫃廠商對

該特定事業斷絕交易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19條第 1款規定，故命新光三越百貨公司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並處以

罰鍰80萬元。新光三越百貨公司不服，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均遭駁回102。

本案處分理由認為，依百貨公司經營型態以觀，其係在一特定場所從事多種

商品並分部門以提供零售服務，所販售之商品範疇涵括食衣住行各式用品，產品

種類與品牌齊全程度，足供各客層消費者依其偏好購買所需。專櫃廠商決定是否

至百貨公司設櫃販售，會考量其商圈繁榮、人潮聚集程度及客層定位等因素，倘

百貨公司具有廠商設櫃條件，即成為專櫃廠商依賴之重要末端通路。依據中華民

國百貨企業發展協會資料，90 年度新光三越百貨公司臺中店營業額為 86億元，

在臺中地區百貨公司業之市場占有率達33.34%，已成為專櫃廠商企求進駐之百貨

賣場，顯具相當之市場地位，臺中衣蝶百貨公司於 92 年 5月初開幕，距離新光三

越百貨公司臺中店約 600 公尺，屬於同一商圈，彼此具有競爭關係。

由此觀之，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本案中係認定百貨公司因經營型態特殊而為特

102 司法院網站，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最後瀏覽日：12/2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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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市場，且新光三越百貨公司於臺中地區之百貨公司市場具有一定市場地位，故

其要求專櫃廠商杯葛臺中衣蝶百貨公司該當於限制競爭之行為。依實務上之向來

見解，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1款之杯葛行為仍須杯葛發起人在相關市場上具有相

當地位為適用之必要條件103，但本案之杯葛受話人即各專櫃廠商，其販售商品或

服務類型各有不同，是否均以在百貨公司設櫃為必要，有無至購物中心、量販店

等設櫃之可能性，尚待探討，是以新光三越百貨公司對於各專櫃廠商是否均具有

相當市場地位，公平交易委員會就此未進一步調查審認，而認定本案市場以百貨

公司業為範圍，實有速斷之嫌。

（二）揚聲公司促使視聽歌唱業杯葛特定唱片公司為差別待遇案（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度判字第 90號判決）

本案事實經過為揚聲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揚聲公司）92 年於

未全部履行交付「92揚聲金曲Ａ 500合約」合約標的之 500 首歌曲伴唱帶時，即另

發行點播較高之 50 首專輯歌曲伴唱帶集結成為「揚聲精選金曲 50 首合約」借用備

忘錄之合約標的，並僅以借用方式免費提供給部分視聽歌唱業者，且該借用標準

與市場供需狀況、成本差異、交易數額或信用風險全然無涉，完全取決於揚聲公司

之好惡，致使部分視聽歌唱業者因無法取得點播率較高之歌曲，妨礙視聽歌唱業

市場之公平競爭，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2款之規定，前經公平交易委員會以

92 年 10月3日處分書命其立即停止該違法行為。惟揚聲公司收受處分書後，其取

回借用物之最早時點為 92 年 10月 27日，距離接獲前處分書時間差距已達 20 日，

103 實務上雖認為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款之杯葛行為，須以杯葛發起人在相關市場上具有相當地
位為適用之必要條件，但就規範目的而言，事業應本諸自己效能之提昇，以其所提供商品或服務
之品質、價格等爭取競爭之優勢，而杯葛本質上係借助杯葛受話人對受杯葛人斷絕供給、購買或其
他交易行為而阻礙受杯葛人之競爭，妨礙受杯葛人與杯葛發起人之公平競爭，乃違反效能競爭之
本質，故應屬不公平競爭，且不應以杯葛發起人具有相當市場地位為適用之必要條件。參廖義男
（2012），〈評析垂直限制競爭行為規範之修正議題〉，《法令月刊》第 63 卷第 1 期，頁 12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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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借用家數為 23家，當時收回家數僅 4家，92 年 11、12月各有 4家收回，93年 2

月再收回 1 家，其餘多家視聽歌唱業者尚未收回，足見揚聲公司除未立即進行收

回借用物之行為外，所進行之收回行為亦未徹底執行。故公平交易委員會以揚聲

公司無正當理由對視聽歌唱業者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未依 92 年 10月3日處分

意旨立即停止其違法行為，乃依公平交易法第41條後段規定，以 93年 3月 12 日

處分書命揚聲公司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並裁處 350萬元罰鍰。揚聲公司不服，

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均遭駁回。104。

本案處分理由認為，揚聲公司對與其競爭者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有交易往來

之視聽歌唱業者，以不借予「揚聲精選金曲 50 首」之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方法，

促使該等受差別待遇之視聽歌唱業者杯葛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故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19條第 1款及第 2款之規定。然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2款所以禁止事業對他

事業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乃因該行為可能使市場發生限制競爭之

結果，故應以從事差別待遇行為之事業具有相當市場地位為限，而現行實務上認

為至少需具備獨占事業所要求之最低門檻，即市場占有率達 10%才具有相當之市

場地位。否則若從事差別待遇之事業不具有相當市場地位，則受差別待遇之事業

在市場上因尚有充分足夠之選擇可能性，自可另選擇對其合理對待之事業進行交

易，而不受該差別待遇行為之影響。

承此，本案處分應調查揚聲公司是否具有相當之市場地位，以決定有無符合

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2款之要件。然本案處分僅論及揚聲公司91 年於伴唱帶授權

市場之占有率為 18%，及 92 年 3、4月起揚聲公司取得好樂迪KTV及錢櫃KTV之

獨家交易權後，其於國內歌曲伴唱帶授權市場應已具有相當市場地位等語，但本

件揚聲公司係利用「揚聲精選金曲 50 首」之借予與否為差別待遇行為，是以公平交

易委員會應就此一「揚聲精選金曲 50 首」在視聽歌唱業市場之影響力為何進行調查

104 司法院網站，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最後瀏覽日：02/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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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此金曲 50 首之市場銷售量以及其在視聽歌唱業之點播率等，始得論證揚聲公

司在視聽歌唱業市場具有相當影響力；甚至「揚聲精選金曲 50 首」是否銷售量或點

播率極高，為視聽歌唱業者必備而屬其他歌曲所無法取代，進而可能構成與其他

歌曲伴唱帶不同之特定市場，故本案對於相關市場以及揚聲公司在該相關市場是

否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論證，實有調查未盡之瑕疵105。

（三）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限制專櫃廠商事業活動案（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判字

第 1876號判決）

本案事實經過為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遭檢舉於其單方制訂之 89年新版定型

化專櫃廠商合約書中，增訂第 14條第 2項：「為了避免不必要競爭，非經甲方

（即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同意，乙方（即專櫃廠商）不得在甲方賣場半徑兩公

里之商圈內販賣與本約相同或類似商品，或為相同或類似之服務或營業。」之規定

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其挾市場優勢地位，強制增訂上開契約新約款，構成不正當

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19條第6款規定，故命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應立即停止該違法行為，並處

罰鍰 250萬元。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不服，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均遭駁回。

公平交易委員會就本案之處分理由認為，據百貨公司經營型態以觀，其所販

售之商品範疇雖涵括食衣住行各式用品，但其產品種類與品牌齊全程度，足供各

客層消費者依其偏好購買所需，其硬體規劃上更著重營造寬敞舒適的購物空間和

環境，其目標市場與滿足消費者便利購物之中小型零售業如便利商店、超級市場

等，及以低價商品吸引消費者之大型量販店業顯然有別。且就消費者而言，在相

同目標市場範圍內競爭業者，因所提供之產品與服務品質雷同，方有較高之消費

105 參廖義男（2012），〈公平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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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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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需求替代性。故就百貨公司與量販店各業種商品組合以觀，兩者除重點商品組

合迥異，百貨公司更以「品牌」作為招徠顧客之重點，其與量販店不以品牌為號召

絕大部分商品無需以設置專櫃方式銷售，而以價格為招徠重點之差異，在在顯示

百貨公司業與量販店業之目標市場迥然不同，所提供服務的品質與特性亦具有高

程度之相異性，對消費者而言，二者縱有其需求替代性，其替代性亦屬不高，故

認定百貨公司業與量販店業係非屬相同市場範圍。又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90 年度

營業額計 16,244,430元，在臺北地區百貨公司及購物中心之市場占有率達

23.85％，已遠超過市場占有率 10%之門檻要件，且因其每年所締造之國內單店極

高營業額，已成為專櫃廠商企求進駐之百貨賣場，是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具有相

關市場之優勢地位，足堪認定。上開市場界定與市場優勢地位之處分理由，亦獲

得行政法院之贊同，故維持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

本案雖同樣涉及百貨公司業之市場界定，但公平交易委員會透過經營型態以

及專櫃廠商、消費者之角度進行調查觀察，區別百貨公司與量販店不同之處，其

說理之詳盡程度，實優於上述「新光三越百貨公司杯葛台中衣蝶公司案」僅泛稱新

光三越百貨公司對於各專櫃廠商均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論述，值得贊許。

（四）南一書局公司限制經銷商經銷區域案（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396號

判決）

本案事實經過為公平交易委員會主動調查 91 學年國民中小學參考書售價大

幅上漲及教科書聯合議價，審查合格出版事業有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結果，發現南

一書局針對實施九年一貫學程後採行行銷機制，在 91 學年度國小經銷合約書、91

學年度國中教科書經銷合約書中有經銷區域限制之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

活動，而與其交易之行為，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6款規定，

故命南一書局應立即停止該違法行為，並處以罰鍰 230萬元。南一書局不服，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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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及行政訴訟均遭駁回。

公平交易委員會就本案之處分理由認為，教科書及參考書市場因具有較為封

閉之特性，且南一書局於國小教科書市場更已達獨占之市場地位，則南一書局以

學校劃分經銷商之經銷地域，業已剝奪該經銷商之交易對象選擇自由；並因參考

書市場係伴隨教科書而來，其等間具有相當關連性，則依南一書局於參考書市場

係具備相當市場地位之情況，其就參考書採取按教科書被採用數量作為供貨比例，

且以教科書之占有率及參考書之退貨比例決定參考書價格折扣之行銷機制，而造

成參考書市場之流通不足，致經銷商無法任意於同業間調貨，故南一書局此經銷

區域之限制，已限制同一品牌參考書市場關於顧客及價格之自由競爭。而上述處

分理由亦獲得行政法院之認同，故維持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

本案所指摘之南一書局限制經銷區域行為，其影響者係參考書市場之競爭，

是以核心問題應在於南一書局在「參考書市場」是否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但公平交

易委員會僅以參考書係伴隨教科書而來，二者兼具有相當關聯性，而南一書局因

於「教科書」市場居於獨占地位，故推論其於參考書市場應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並

無南一書局就參考書之具體銷售金額或數量予以支持或證明，論證上實嫌不足106。

第五項  顯失公平行為案例

（一）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收取附加費用案（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

度判字第 01668號判決）

106 參廖義男（2012），〈公平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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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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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有對交易相對人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係以被處分人於超級市場業

之市場占有率為 13.76％，且渠目前於全國擁有 106家營業所，為全國次大之連鎖

超市業者。供貨廠商為利商品銷售，在選擇末端通路時，為商品最適配銷點及最

高週轉率之考量，必優先選擇具備前揭特徵之大型流通業者銷售，避免商品因末

端通路選擇錯誤而滯銷。是以被處分人因高總店數及來客數，使其在生鮮、食品及

日用品市場擁有高銷售量及週轉率，而當然成為供貨廠商不可或缺之重要末端通

路，況被處分人前身全聯社經營時期，主要辦理全國公教員工日常必需品供應業

務，其供貨廠商有六百餘家，是全聯社所建立之零售通路，無論對消費者或供貨

廠商而言均有一定之依賴程度。今被處分人概括承受全聯社業務後，全聯社與供

貨廠商所建立之供銷關係仍繼續維持，被處分人所收取之附加費用金額占銷售金

額之比例已造成供貨廠商相當負擔，而供貨廠商仍願意與被處分人締約，被處分

人具有之相對優勢地位，應為重要因素之一107。

2. 法院見解

所謂相對優勢地位者，既言「相對」，則非以事業居市場之「絕對」勢力衡量，

而應以供給與需求雙方於特定交易關係中是否生「相對」經濟依賴關係，而為評斷

簡言之，須達於依賴者面對被依賴者，主客觀處於無足夠及合理之途徑以解決其

供給或需求之困境始屬之。此觀諸公平交易委員會於作成原處分前之 89年 11月30

日即發布有「關於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案件處理原則」，其中第4條亦規定有「流

通事業是否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之認定，應審酌流通事業對於供貨廠商之營業規模

107 本案被處分人提起訴願遭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91 年度訴字第 4144
號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公平交易委員會不服提起上訴，仍遭最高行政法院以 94 年度判字第
01668 號判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

108



及市場占有率，供貨廠商對事業於交易上之依賴程度、供貨廠商變更商品販賣通

路之可能性、以及該特定商品之供需關係等因素，予以綜合判斷。」益明。

次查，本件原處分完全未就被處分人之於何供貨業者（交易相對人）、如何

居於「相對優勢地位」為查證及說明，是公平交易委員會如何斟酌考量供貨業者對

被處分人流通事業交易上之依賴程度、供貨業者變更其交易相對人之可能性，乃

至於各該商品的供需關係等各項要素，予以綜合性判斷，是原處分逕以被處分人

市場占有率地位推論其必具有相對優勢地位，已有可議，況本件公平交易委員會

全未舉證證明被處分人收取系爭附加費用係如何濫用其相對優勢地位108。

3. 本案簡評

本案主要爭點雖涉及相對優勢地位之查證及說明，然在認定相對優勢地位存

在時，仍需從交易相對人之角度，判斷有無其他可替代之交易對象109。是以在市場

界定方面，被處分人為雖為超級市場業者，但供貨業者有無其他銷售通路可供選

擇，且原處分中提及之大型流通業者範圍為何，是否包含量販店、便利商店等提

供類似服務之業者，尚待釐清。

（二）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收取附加費用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

度訴字第 4606號判決）

108本文所提及之四則關於流通事業案例中，僅本案經公平交易委員會上訴後仍遭最高行政法院駁
回，而確定原處分遭撤銷之結果。值得注意的是，此四則案例於最高行政法院受理時，均同樣係由
徐樹海法官、吳錦龍法官、黃合文法官、林茂權法官、鄭小康法官組成之第三庭負責審理，是以本案
或許係因公平交易委員會在相對優勢地位之舉證及說明太過薄弱，才會導致最高行政法院維持原
判決撤銷原處分之結果。
109 參吳秀明（2004），〈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氏著《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
頁 512-513，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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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理由

市場範圍之界定，應涵蓋所有競爭可及之區域或範圍，包括商品或勞務之潛

在供給者與需求者，及可能交易之區域空間與時間範圍，而在實務運作上界定市

場範圍有眾多考量因素，須衡量供需層面及商品或勞務特性等諸多方面，以界定

適當之市場範圍。市場範圍之界定，由公平交易委員會考量市場實際狀況，依公

平交易法第 5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實質」認定之，以因應各種經濟情勢

之變化。

被處分人從事者雖係零售業之一環，惟就其所經營賣場面積、商品品項及座

落地點等因素而言，實有別於一般零售市場、傢具零售業、超級市場或便利商店，

另消費者至被處分人之營業處所之目的乃在於一次購足所欠缺之物，此乃其他零

售事業所無法滿足消費者之點，本件以「量販市場」作為市場界定之範圍，並無違

誤。

至於被處分人是否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之認定，除市場占有率外，尚須審酌其

營業規模及供貨廠商對其之依賴程度等因素綜觀考量之，並非單以被處分人本身

於量販店業或於整體零售業之市場占有率為斷。至於本件供貨廠商唐家公司變更

商品銷售通路之可能性，就長期而言，唐家公司相對於被處分人之依賴程度，雖

非屬依賴性理論所指之「不可偏離地依賴」，惟就年度議約之短暫時點，被處分人

係其唯一之零售通路，其相對於被處分人之經濟力量顯屬薄弱，年度議定之附加

費用收取標準，又顯較其他同類商品之供貨廠商嚴苛與不合理，唐家公司倘可於

年度議約之短暫時點，以較優惠之條件取得與其他流通事業締約之機會，又何須

在造成本身顯著不利益之情形下，仍同意負擔該等附加費用，是足證唐家公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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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議約之短暫時點並無法立即變更其銷售通路110。

2. 法院見解

公平交易法係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安定

繁榮而制定，依首揭說明，為貫徹公平交易法制定目的，並使營利事業知所行止，

俾免動輒觸法，自應就該事業如有影響交易秩序之行為為一通案之處分。惟查，

本件處分僅就唐家公司之個案審酌，非就整個市場通盤為之，本無從以單一案例

抑制不公平之情形，自無法達上開立法之目的；且公平交易委員會並未評估其他

傢俱業廠商與被處分人間之契約，亦未就其他傢俱業供應商與量販業間之契約作

比較、判斷，所為調查內容是否欠缺而有違行政法之明確性原則，即有可疑。從而

公平交易委員會以被處分人向單一廠商唐家公司收取附加費用，有違公平交易法

第 24條規定，而予以處罰，所為處分，殊嫌草率111。

3. 本案簡評

110 本案被處分人不服原處分，訴願遭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91 年度訴字第
4606 號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但公平交易委員會提起上訴後，最高行政法院以 94 年度判
字第 01786 號判決廢棄原審判決，並駁回被處分人之訴而告確定。
111 本件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理由與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完全不同，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以被處分人
與供貨廠商簽訂全國性合約前，未就全年度促銷活動進行協商，逕自訂定收取顯超過供貨廠商可
直接獲得利益之全國性促銷費，並以單方制定之新店開幕贈品承諾書及重新改裝新開幕贈品承諾
書，強制供貨廠商重複負擔與全國性合約中所載開幕特別條件，及店面改裝新開幕特別條件用途
相同之附加費用，為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要無不合。次查，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處理原則第 5點規定，係為避免過份擴大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適用範圍，而將純屬民事交易糾紛
排除適用，惟該規定並未限制公平交易委員會須於事業與其所有交易相對人之交易行為均屬違法
時，方得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是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判斷事業有無濫用優勢地位，從事不
公平交易行為，自須就事業與個別交易相對人之市場力進行個案審查。原判決認以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僅針對通案而言，而非針對個別廠商之個案為判斷，未察交易行為於不同事業間有其個別差
異存在，已有可議。且流通事業不當收取附加費用，將使供貨廠商無法成為有效的競爭主體，傷害
市場公平競爭本質，且所增加供貨廠商之成本負擔將反映於商品最終零售價格，對消費者利益產
生負面影響，據此，公平交易委員會雖依個別事業之檢舉展開調查，然因對個案所為處分將使被
處分人或其他流通事業之類似行為產生警惕作用，自屬處理原則第 5點所稱「影響整體交易秩序」
之判斷因素之一，與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所規定「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尚無不合。從而廢棄原
判決，駁回被處分人在第一審之訴。
家福公司雖仍有不服而提起再審之訴，主張最高行政法院漏未斟酌本案全盤事證，但經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以 98 年度再字第 00154 號判決駁回再審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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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歷審判決雖結果不同，然均未質疑公平交易委員會以「量販市場」作為市

場界定之範圍。但本案被處分人之交易相對人為家具業者，其販售地點之行銷策

略是否僅限於量販市場而不及於家具零售店、百貨公司、網路平台等，尚待探討，

又原處分雖認消費者前往量販市場購物係基於一次購足所欠缺物品之目的，故與

其他零售事業有所區隔，但消費者若欲購買家具，是否仍會出於一次購足之目的，

亦或是專為購買家具而前往賣場消費，實須進行調查後始能確認，而不應流於推

論之詞。

（三）福客多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收取附加費用案（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01938號判決）

1.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理由

本件係因第三人九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檢舉人）向公平交易委員

會檢舉被處分人福客多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市場優勢地位，向供貨廠商強制收

取附加費用，且與檢舉人簽訂交易協議書暨供銷契約書載有不明確之產品下架標

準及重複收取附加費用等情事，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情事。案經公平交易委員

會調查結果，以被處分人於新開店數滿百整數時，除收取「感恩（週年）慶贊助

費」之附加費用外，並重複收取「新開店協贊費」附加費用，為足以影響市場交易

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

本件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被處分人有對交易相對人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係

依我國連鎖加盟店之店數統計，被處分人市場占有率雖僅有 4.1%，然其全國總店

鋪數自 1998年底即有 206家，截至 2000 年底更達 261 家，經營規模可謂日益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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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人系爭商品售予被處分人之金額，總計僅 183萬餘元，惟被處分人所收取之

各項附加費用總額高達銷貨金額 17%，檢舉人之所以願意接受此種交易條件，被

處分人所具有之相對優勢地位，應為重要因素之一。是以就流通事業相對於供貨

廠商之營業規模及市場占有率、供貨廠商對事業於交易上之依賴程度、供貨廠商變

更商品販售通路之可能性等因素觀之，被處分人相對於檢舉人具有相對之市場優

勢地位，洵堪認定。

2. 法院見解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2485號判決認為，所謂相對優勢地位者，

既言「相對」，則非以事業居市場之「絕對」勢力衡量，而應以供給與需求雙方於特

定交易關係中是否生「相對」經濟依賴關係，而為評斷，簡言之，須達於依賴者面

對被依賴者，主客觀處於無足夠及合理之途徑以解決其供給或需求之困境始屬之。

次查，本件檢舉人 1999年度營業金額為 5,100萬餘元，系爭產品約占總營業

額80％左右，經銷通路有連鎖便利超市及自行舖貨等，1998年間透過物流業者彬

泰公司售貨予被處分人之營業額超過 130萬元，1999年 1月間售貨予被處分人者

為 10 餘萬元，可見檢舉人對於被處分人於交易上之依賴程度仍屬有限，且依被處

分人之營業規模及上揭市場占有率以觀，檢舉人非無變更商品販賣通路之可能性，

是被處分人之於檢舉人是否果居於優勢地位，已屬可疑，況本件公平交易委員會

全未舉證證明被處分人收取系爭附加費用係如何濫用其市場優勢地位。

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判決，發回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另為適法裁判112，其理由

為：

(1) 本件被處分人所屬李建和、林正能於 2001 年 4月 12 日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陳

述紀錄中自承與供貨商簽訂之交易推廣協議書格式相同、項目一樣，則被處

分人是否係以單方制定之定型化年度供貨合約，強制向供貨廠商收取「新開

112 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0054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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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協贊費」或「百店慶贊助費」二項附加費用，事涉被處分人與其供貨廠商間

之整體性問題。

(2) 茲因多數相對經濟力量薄弱之中小企業廠商，縱使對本身將造成顯著不利益

之情形下，亦不得不同意負擔該等附加費用，然對供貨廠商而言，新增零售

據點僅增加 1個零售點之銷售量，被處分人卻在新開店滿百時，另立名目重

複已收取過 1 次百店慶贊助費之附加費用，則被處分人是否以其具有優勢交

易地位侵害競爭秩序所欲實現資源分配之效率性及競爭行為賴以存立之健全

交易社會，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之規定，並非無再探求之餘地。

(3) 原判決以進貨金額不高，檢舉人對於被處分人於交易上之依賴程度仍屬有限，

且檢舉人非無變更商品販賣通路之可能性，認被處分人之於檢舉人是否果居

於優勢地位，不無可疑，實嫌速斷。

本案發回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駁回被處分人之訴113，認為被處分人相對於

檢舉人（或與檢舉人相類似之將來潛在多數供貨廠商）係具有相對優勢地位，而

檢舉人並無特殊之交易條件可排除被處分人之相對優勢地位，其理由為：

(1) 連鎖性便利商店所具有之營業據點多、營業時間長、可同時上架銷售等特點，

能夠滿足顧客之即時性及便利性購物需求，商品之週轉率亦相對迅速，確使

連鎖性便利商店成為菸品供貨商之重要銷售通路。而案關收取附加費用之

1998年度及 1999年度交易協議書係由被處分人單方事先以制式方式擬定，是

在契約條款相關權利義務內容方面，被處分人顯較供貨廠商具有資訊優勢。

(2) 又菸品之競爭者眾、替代性高，被處分人如斷絕與某菸品供貨商之交易，尚

可輕易自其他菸品供貨商處取得替代產品，但相對地，菸品供貨商將同時喪

失全國 200 多處銷售點之上架及曝光銷售機會，於短期內非可輕易覓得同等

之銷售通路。是被處分人相對於絕大多數菸品供貨商而言，不僅具有定型化

11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 年度訴更一字第 9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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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條款之資訊優勢，亦具有議約方面之優勢，除非供貨商之菸品為消費者

高度需求之知名品牌，或具有其他優勢交易條件，否則其議約能力尚難與被

處分人相比擬。

(3) 查案關之檢舉人商品「本草卷燒」並非連鎖性便利商店架上不可或缺之熱門商

品或民生必需品，被處分人如不與檢舉人交易，尚可輕易自其他菸品供貨商

處取得替代產品，但檢舉人如不接受被處分人之契約條件，將同時喪失全國

200 多處銷售點之上架及曝光銷售機會；且「本草卷燒」為檢舉人主力商品，

若驟然喪失 200 多處銷售點，對檢舉人之營運影響必然甚鉅，是檢舉人對於

被處分人具有相當之依賴性，而居於議約弱勢之一方

(4) 另檢舉人 1999年之營業額約 5,100 餘萬元，被處分人同期之營業額則逾 36億

元，是在營業規模方面，檢舉人亦遠不及被處分人；再就檢舉人與連鎖便利

商店之締約情形以觀，其原有之連鎖便利商店經銷通路，係包括統一超商股

份有限公司、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富群超商股份有限公司、萊爾富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及被處分人等 5 大便利商店系統，惟最後卻僅剩中日超商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 1 家，益證被處分人等連鎖便利商店相對於檢舉人，係握有

締約及商品上、下架之主導權。綜上，堪認被處分人相對於檢舉人（或與檢舉

人相類似之將來潛在多數供貨廠商）係具有相對優勢地位，而檢舉人並無特

殊之交易條件可排除被處分人之相對優勢地位。

被處分人對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之更一審判決不服而提起上訴，但遭最高行

政法院駁回而告確定114，其中關於相對優勢地位之認定理由為：被處分人與本件

檢舉人等類似之菸品供貨商間，是否具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已經原審判決斟酌各

種情狀，為認定。至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案件處

理準則」第4條規定，「市場占有率」雖亦屬認定市場優勢地位所應審酌之因素；然

114 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193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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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亦僅為是否具市場相對優勢地位應審酌因素之一，且其審究之目的，乃為用以

認定該流通事業之市場力，故依上開所述，縱被處分人於全國連鎖便利商店市場

不具支配地位，亦非於本件即當然不具市場相對優勢地位。是雖本件原審判決未

論及被處分人在全國連鎖便利商店市場之占有率，但其已就被處分人於 1998年 、

1999年間於全國有高達 200 多處銷售點，相對於檢舉人非屬高度需求之知名商品，

即已認定被處分人具有相對優勢之市場力。並是否具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其所稱

市場，依上開所述，係指存在於被處分人與檢舉人（含類似之潛在交易相對人）

間之交易市場，尚與核算被處分人市場占有率之市場有別。故上訴意旨以原審判

決未就市場占有率及市場範圍為論述，指摘原審判決關於相對優勢地位之認定有

理由不備及不適用法規之違法云云，亦無可採。

3. 本案簡評

依公平交易委員會發佈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案件之

處理原則第四點：「流通事業是否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之認定，應審酌流通事業相

對於供貨廠商之營業規模及市場占有率、供貨廠商對事業於交易上之依賴程度、供

貨廠商變更商品販售通路之可能性、以及該特定商品之供需關係等因素，予以綜

合判斷。」是以市場優勢地位仍應審酌流通事業之市場占有率，但此處所指之市場

為何，應視個案而定。

如依原處分理由觀之，本案係就全國連鎖便利商店判斷被處分人之市場優勢

地位，故原處分應係以全國連鎖便利商店為特定市場。但檢舉人透過被處分人銷

售之商品為菸品，除便利商店外，超級市場、量販店等均屬菸品之銷售通路，且

超級市場及量販店之營業時間有加長之趨勢，導致其營業方式與便利商店越見模

糊，因此所謂之市場範圍，是否應認超級市場、量販店等與便利商店具有替代性，

公平交易委員會實應有更多之調查及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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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收取附加費用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1625號判決）

1.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理由

本件原處分認被處分人有對交易相對人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係依我國連鎖

加盟店之店數統計，被處分人市場占有率為 11.4%，其全國總店鋪數自 1998年底

即有 555 家，截至 2000 年底更達712 家，經營規模不但日益擴大，且其於連鎖便

利商店市場中排名穩居第三位。檢舉人系爭商品售予被處分人之金額，總計僅 193

萬餘元，惟被處分人所收取之各項附加費用總額高達銷貨金額 56%，檢舉人之所

以願意接受此種交易條件，被處分人所具有之相對優勢地位，應為重要因素之一。

是以就流通事業相對於供貨廠商之營業規模及市場占有率、供貨廠商對事業於交

易上之依賴程度、供貨廠商變更商品販售通路之可能性等因素觀之，被處分人相

對於檢舉人具有相對之市場優勢地位，洵堪認定。

2. 法院見解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原認為115，所謂相對優勢地位者，既言「相對」，則非以事

業居市場之「絕對」勢力衡量，而應以供給與需求雙方於特定交易關係中是否生

「相對」經濟依賴關係，而為評斷，簡言之，須達於依賴者面對被依賴者，主客觀

處於無足夠及合理之途徑以解決其供給或需求之困境始屬之。

次查，本件檢舉人 1999年度營業金額為 5,100萬餘元，系爭產品約占總營業

額80％左右，經銷通路有連鎖便利超市及自行舖貨等，1998年 9月起售貨予被處

11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1625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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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之營業額在 130萬元左右，截至 1999年 10月 11 日止售貨予被處分人者為 125

萬元，是檢舉人對於被處分人於交易上之依賴程度仍屬有限；且依被處分人之營

業規模及上揭市場占有率以觀，檢舉人非無變更商品販賣通路之可能性，是被處

分人之於檢舉人是否果居於優勢地位，已屬可疑，況本件公平交易委員會全未舉

證證明被處分人與檢舉人約定收取系爭附加費用係如何濫用其市場優勢地位。

本案經公平交易委員會上訴後，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判決，發回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116。其理由為：

(1) 本件被處分人所屬張志興、葉育堅、賴錫卿於 2001 年 4月 12 日公平交易委員

會調查陳述紀錄中自承與供貨商簽訂之交易推廣協議書格式相同、項目一樣，

則被處分人是否係以單方制定之定型化年度供貨合約，強制向供貨廠商收取

「新開店協贊費」或「百店慶贊助費」二項附加費用，事涉被處分人與其供貨廠

商間之整體性問題。

(2) 茲因多數相對經濟力量薄弱之中小企業廠商，縱使對本身將造成顯著不利益

之情形下，亦不得不同意負擔該等附加費用，然對供貨廠商而言，新增零售

據點僅增加 1個零售點之銷售量，被上訴人卻在新開店滿百時，另立名目重

複收取附加費用，則被上訴人是否以其具有優勢交易地位侵害競爭秩序所欲

實現資源分配之效率性及競爭行為賴以存立之健全交易社會，而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4條之規定，並非無再探求之餘地。

(3) 原判決以進貨金額不高，檢舉人對於被上訴人於交易上之依賴程度仍屬有限，

且檢舉人非無變更商品販賣通路之可能性，認被上訴人之於檢舉人是否果居

於優勢地位，不無可疑，實嫌速斷。況查公平交易法第 24條之適用並不以產

生實害為前提，只要該行為實施後，在客觀上構成顯失公平為已足。而本件

檢舉人與被處分人交易期間，並未適逢被處分人百店慶，以致被處分人未實

116 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0054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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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向檢舉人收取百店慶贊助費，惟依被處分人與檢舉人簽訂之交易協議書規

定，被處分人於新開店數滿百整數時，除收取「百店慶贊助費」之附加費用外

並可重複收取「新開店促銷推廣分攤費」附加費用，客觀上已足以影響市場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本案發回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駁回被處分人之訴117，認為被處分人相對於

檢舉人（或與檢舉人相類似之將來潛在多數供貨廠商）係具有相對優勢地位，而

檢舉人並無特殊之交易條件可排除被處分人之相對優勢地位，其理由為：

(1) 原處分係以被處分人與檢舉人（或與檢舉人相類似之將來潛在多數供貨廠

商）間之交易關係為基準，認定其中一方是否具有相對市場力或資訊優勢地

位，從而被處分人稱本件應以全國通路市場（包含零售市場及大型物流中心

等）整體觀之，來檢視被處分人是否具有相對優勢地位云云，無乃誤解原處

分意旨，並不可採。

(2) 連鎖性便利商店所具有之營業據點多、營業時間長、可同時上架銷售等特點，

能夠滿足顧客之即時性及便利性購物需求，商品之週轉率亦相對迅速，確使

連鎖性便利商店成為菸品供貨商之重要銷售通路。而案關收取附加費用之

1998年度及 1999年度交易推廣協議書係由被處分人單方事先以制式方式擬定，

是在契約條款相關權利義務內容方面，被處分人顯較供貨廠商具有資訊優勢。

(3) 又菸品之競爭者眾、替代性高，被處分人如斷絕與某菸品供貨商之交易，尚

可輕易自其他菸品供貨商處取得替代產品，但相對地，菸品供貨商將同時喪

失全國 550 多處銷售點之上架及曝光銷售機會，於短期內非可輕易覓得同等

之銷售通路。是被處分人相對於絕大多數菸品供貨商而言，不僅具有定型化

契約條款之資訊優勢，亦具有議約方面之優勢，除非供貨商之菸品為消費者

高度需求之知名品牌，或具有其他優勢交易條件，否則其議約能力尚難與被

117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 年度訴更一字第 0009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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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人相比擬。

(4) 查案關之檢舉人商品「本草卷燒」並非連鎖性便利商店架上不可或缺之熱門商

品或民生必需品，被處分人如不與檢舉人交易，尚可輕易自其他菸品供貨商

處取得替代產品，但檢舉人如不接受被處分人之契約條件，將同時喪失全國

500 多處銷售點之上架及曝光銷售機會；且「本草卷燒」為檢舉人主力商品，

若驟然喪失 500 多處銷售點，對檢舉人之營運影響必然甚鉅，是檢舉人對於

被處分人具有相當之依賴性，而居於議約弱勢之一方；另檢舉人 1999年之營

業額約 5,100 餘萬元，被處分人同期之營業額則逾 77億元，是在營業規模方

面，檢舉人亦遠不及被處分人；再就檢舉人與連鎖便利商店之締約情形以觀，

其原有之連鎖便利商店經銷通路，係包括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全家便利

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富群超商股份有限公司、福客多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原告

等 5 大便利商店系統，惟最後卻僅剩中日超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 家，益證

被處分人等連鎖便利商店相對於檢舉人，係握有締約及商品上、下架之主導

權。綜上，堪認被處分人相對於檢舉人（或與檢舉人相類似之將來潛在多數

供貨廠商）係具有相對優勢地位，而檢舉人並無特殊之交易條件可排除被處

分人之相對優勢地位118。

3. 本案簡評

最高行政法院廢棄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理由，僅泛稱被處分人收取附加

費用為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且一方面認為本案事涉被處分人

與其供貨廠商間之整體性問題，另一方面又認為不應如被處分人所主張，以全國

通路市場整體觀之，實屬互相矛盾而未有對系爭市場進行一貫之界定。

118 被處分人雖再次提起上訴，但最高行政法院以 96 年度判字第 01938 號判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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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網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揭露格子趣加盟資訊案（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判決99年度訴字第 592號判決）

1.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網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7年 10月起經營「格子趣微型百貨店」

（以下簡稱「格子趣」），為加盟事業之業主，經檢舉於 2008年 9月間招募加盟過

程中，有未充分揭露資訊之情事，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結果，認被處分人未於

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10 日前，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揭露「授權加盟店使用智慧

財產權之申請審查或取得時點、權利內容及有效期限」、「對加盟店與其他加盟店或

自營店之間營業區域之經營方案」及「上一會計年度全國及該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

市、縣（市）加盟店及終止加盟契約數目之統計資料」等重要交易資訊，為足以影

響連鎖加盟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乃命立即停

止前述違法行為，並處罰鍰 20萬元。

2. 法院見解

本案法院撤銷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及訴願決定，其理由為119：

（1）本件公平交易委員會為確保加盟事業之公平競爭，制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之處理原則」，其原則之名稱即開宗明義宣

示為機關內部處理此種類型案件之指導原則，並無直接對外規制之意，而其

119本件經公平交易委員會提起上訴後，最高行政法院於 101 年 7 月 26 日以 101 年度判字第 686 號
廢棄原判決，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該判決理由之一認為：連鎖事業主擁有較加盟店充分之資訊
其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資訊，除對水平市場產生不良影響外，亦損及垂直交易相對人之權益。則市
場雖若僅有 1家事業，惟不公平競爭行為是否即不致影響交易秩序，仍有研究餘地。經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以 101 年度訴更一字第 113 號判決，依上開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意旨，駁回被處分人之訴
（目前尚無查得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最後瀏覽日：10/3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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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點第4、6、7款及第6點第 1項所分別規定：「加盟業主應於締結加盟經營

關係 10 日前，向交易相對人提供下列事項之書面說明資料：……4.加盟業主

授權加盟店使用智慧財產權之申請審查或取得時點、權利內容及有效期限。…

…6.加盟業主對加盟店與其他加盟店或自營店之間營業區域之經營方案。7.

……加盟業主上一會計年度全國及該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市、縣（市）加盟

店及終止加盟契約數目之統計資料。……」、「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程中，違

反本規範第4點及第 5 點規定，涉有隱匿或遲延揭露重要交易資訊之情事，

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足以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4條規定之虞。」細繹其文字，並未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法文任何不

確定法律概念為解釋，且雖臚列加盟業主「應」揭露之重要資訊，但此原則既

非法律又非法律授權制定之法規命令，於法律保留原則下，本非得作為課予

人民義務或負擔之依據，又參酌該原則復未就加盟業主未揭露重要資訊者，

有何相對應之效力規定，僅指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之虞等節綜

合以觀，此原則應認係公平交易委員會就加盟業主未揭露資訊而可能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4條之行為予以類型化而對其所屬為提示，資為所屬啟動調查、

裁處時所得遵循之依據，而無從以此導引出加盟業主書面揭露資訊義務，也

無從解讀有將加盟業者未以書面揭露重要資訊直接判定該當於公平交易法第

24條「顯失公平」、「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等不確定法律概念之意旨。至於是否

該當，仍應依具體個案之情節判斷。

（2）被處分人於 2008年 9月招募檢舉人加盟過程中，所交付之「88專案特別優惠

辦法」、「格子趣租箱寄賣專門店 88開店專案」、「格子趣總部對加盟主題供服

務的資訊揭露」、「加盟簡章」等文件，就被處分人所享有商標權之申請審查或

取得時點、權利內容及有效期限、加盟店與其他加盟店或自營店之間營業區域

之經營方案具體內容、以及其上一會計年度全國及該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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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加盟店及終止加盟契約數目之統計資料並未載明乙節，確有上開文

件影本可稽。公平交易委員會將其行為定性為公平交易法第 24條中補充不公

平競爭規定之案例類型而加以規範，則被處分人之行為是否該當於所謂「顯

失公平」、「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則應以「不公平競爭」類型所應評價之基準為

審查。

A. 就系爭行為是否「顯失公平」而論：

經查，格子趣微型百貨店之商業模式為被處分人所首創，由被處分人

協助加盟店將實體門市內部空間以裝潢分隔成數個空間區塊（即格子，

視門市大小由 50、60個至 200個，300個，將每個空間依其價額（依位

子不同由 588元至 3000元）出租予廠商，再由個別廠商自行擺放商品

或廣告文宣於格子空間內進行展示或販售，被處分人及加盟店招募廠

商，由加盟店負責內部管控，被處分人則就相關行銷活動策劃、基礎行

政作業按月向加盟店收取行政服務費及帳務處理費。易言之，此種商業

模式之連鎖加盟業者，台灣市場並無其他競爭者，被處分人未揭露交

易資訊，實際上不可能對「不存在」之競爭者有何不公平可言，當然也

不會有影響效能競爭的問題。

再者，公平交易委員會指被處分人所未揭露之交易資訊為重要，對交

易相對人顯失公平，然：

a 被處分人授權加盟店使用之「格子趣」等文字圖樣之商標權，其申請

審查或取得時點、權利內容及有效期限，均可於智慧財產局之網站

上查詢。是以 2007年間擬參與被處分人連鎖加盟者，其實尚無因被

處分人未臚列商標申請審查或取得時點、權利內容及有效期限而遭

誤導錯判被處分人所授權之商標價值及因加盟可得期盼授權使用商

標範圍之虞，難謂被處分人所未以書面揭露之資訊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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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被處分人對「對加盟店與其他加盟店或自營店之間營業區域之經營

方案」之揭示，就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調查之檢舉人個案言，於加盟

簡章所載加盟條件（包括店面、坪數、房屋限制、商圈選擇之立地條

件）及契約書末頁加註第 5 點：「在租格率達百分之百之情況下，在

新掘江商圈若有增設第 2 家之需求，須先徵求乙方（即檢舉人）意

願，乙方有優先加盟之權利。」等節，雖未揭示被處分人增店區域限

制，但非不可認係「粗糙之經營方案」。蓋所謂「格子趣」之商業模式

只是將實體門市內部空間以裝潢分隔成數個空間區塊，再將每個空

間出租予廠商，個別廠商即自行擺放商品販售而已，「格子趣」商品

既無自有品牌，也無特定之通路，故而，加盟門檻不高（僅約 28萬

元），所販售之商品因各加盟店自行招募之廠商不同即有所異，市

場衝突不大，客源各異，區隔加盟店之營業區域實益不高。被處分

人所提供之書面經營方案，雖未必詳盡（實際上，被處分人也無詳

盡之經營方案可提供），但此資訊對於此類型之加盟商業模式而言，

對風險評估之判斷影響不大。

c 此外，被處分人所從事之系爭加盟事業係於 2007年 10月起經營，

由檢舉人所提出之前揭相關資料以觀，被處分人所揭示之資訊包含

2008年全省 29家店分布情形，雖未明白記載上一會計年度「終止加

盟契約數目之統計資料」。但上開加盟資料之所以重要，在於提供交

易相對人為加盟風險評估之資訊，被處分人所提供可供評估之書面

資料雖未如公平交易委員會上開資訊揭露原則所示，但難謂全然無

從評估。況且，被處分人於前一年度（2007年度）並無加盟店終止

契約之情事，加盟店數於 1 年間成長 29家，縱未提供前一年度加盟

店數及終止契約數，亦難認此部分未揭露之資訊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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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系爭行為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而論：

本案評估交易秩序是否因涉案行為而受影響之範疇，應界定為系爭「連

鎖加盟市場」。承前所述，目前台灣採取系爭商業模式之加盟業主僅被

處分人一家，本質上無從想像其行為對所謂系爭「連鎖加盟市場」之交

易秩序有實質、相當之衝擊度。公平交易委員會泛稱不論此一連鎖加盟

市場是否另有競爭者，只要被處分人未循「加盟資訊揭露處理原則」為

資訊揭露之行為，即可能對從事「其他商業」模式加盟業之加盟業主，

以及同市場之潛在競爭者形成不良示範，且其以訂定定型化契約方式

與眾多交易相對人（以及潛在競爭者）締約，顯然對交易秩序造成一

定之影響云云，然此推論方式，無疑係將「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定位為

抽象危險構成要件，未能以具體個案情狀分析，實質賞握其對交易秩

序之衝擊度，顯然悖於前述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此

不確定法律概念，採「具體危險構成要件」之通說。

3. 本案簡評

本案被處分人之商業模式，於台灣市場固然無其他同樣之競爭者，但此一將

實體門市內部空間以裝潢分隔成數個空間區塊，再將每個空間出租予廠商自行擺

放商品出售之商業模式，並非複雜，是以其特殊之處為何而可成為獨立之市場，

均未見原處分或行政法院判決中予以探討。再者，此一商業模式之市場進入門檻

甚低，縱使目前被處分人因無競爭者而為獨占事業，但是否隨時可能有新事業進

入市場，仍屬認定獨占事業時應考量之處120，而非逕行認定被處分人具有足以影

響市場之力量。

120 公平交易法第 5 條之 1 第 3 項：「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特定市場，受法令
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雖有前二項不列入認定範圍之
情形，中央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是以獨占事業之認定，亦需考量進入障礙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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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丹堤咖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未揭露加盟重要資訊案（最高行政

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456號判決）

1.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為加盟事業之業主，於 2007年招募加盟過程中，未於締結加盟經

營關係 10 日前，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揭露「簽立加盟契約前與加盟契約存續

期間所收取加盟權利金及其他費用之項目、金額、計算方式、收取方法與返還條件」、

「授權加盟店使用智慧財產權之申請審查或取得時點、權利內容及有效期限」及「上

一會計年度全國及該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市、縣（市）加盟店及終止加盟契約數

目之統計資料」等交易資訊，公平交易委員會認有違其所發布之「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之處理原則」第4點第3、4、7款規定，為足以影

響連鎖加盟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乃令被處分

人應立即停止前項行為，並處罰鍰 50萬元。

2. 法院見解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撤銷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及訴願決定121，其理由如下：

（1） 「加盟業主應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10 日前，向交易相對人提供下列事項之

書面說明資料：……3.加盟業主於簽立加盟契約前與加盟契約存續期間所

收取加盟權利金及其他費用之項目、金額、計算方式、收取方法與返還條件。

4.加盟業主授權加盟店使用智慧財產權之申請審查或取得時點、權利內容及

有效期限。……7.……加盟業主上一會計年度全國及該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

12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263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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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市）加盟店及終止加盟契約數目之統計資料。……」、「加盟業主於

招募加盟過程中，違反本規範第4點及第 5 點規定，涉有隱匿或遲延揭露

重要交易資訊之情事，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足以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

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之虞。」加盟資訊揭露處理原則第

4點第3、4、7款及第6點第 1項所分別規定，核其性質乃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項所稱之行政規則，並不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如逕指加盟業

主一違反該揭露資訊原則，一律認係「涉有隱匿或遲延揭露重要交易資訊

之情事，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足以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者，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則似疏嫌率斷，是否該當，仍應依具體個案之

情節判斷。

（2） 被處分人於 2007年間所提示交付予訴外人堤香坊之「連鎖事業簡介」、「咖啡

連鎖事業加盟簡章」（第 5 點為「丹堤咖啡連鎖系統-歷年展店一覽表」）、

「加盟連鎖店合約書」、「丹堤咖啡加盟相關資訊」及「外縣市新開幕店輔導員

入店支援辦法」等文件，於收取加盟權利金及其他費用之項目、金額、計算

方式、收取方法與返還條件部分，並未將嗣後交付予訴外人堤香坊之「新開

幕自行購買項目清單」所列費用計入；且上開文件亦未記載被處分人授權

加盟店使用智慧財產權之申請審查或取得時點、權利內容及有效期限，以

及無其上一會計年度全國及該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市、縣（市）加盟店及

終止加盟契約數目之統計資料乙節，固有上開文件影本可稽。然：

A. 依上開被處分人「咖啡連鎖事業加盟簡章」所載，加盟店之投資金額：

一般店面 40坪左右約 450萬元，內含加盟金、保證金、人力支援費、裝潢、

硬體設施、機器設備等；不含房屋租金、押金、5%營業稅。而本案有所爭

議之「新開幕自行購買項目清單」金額則僅約 10萬元。衡諸常情，擬投資

約 450萬元之交易相對人通常不會僅因約 10萬元之價差，影響其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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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決策，亦即，該未揭露之資訊是否可認定為「重要」，不無疑義。

B. 再者，被處分人授權加盟店使用之「丹堤」等文字圖樣之商標權，其申

請審查或取得時點、權利內容及有效期限，均可於智慧財產局之網站上

查詢。是以，2007年間擬參與被處分人連鎖加盟者，其實尚無因被處分

人未臚列商標申請審查或取得時點、權利內容及有效期限而遭誤導錯判

被處分人所授權之商標價值及因加盟可得期盼授權使用商標範圍之虞，

難謂被處分人所未揭露之資訊為重要。

C. 此外，被處分人提出之「丹堤咖啡連鎖系統-歷年展店一覽表」已揭示自

1993年至 2006年（或 2005 年）之歷年累計開店數及每一年新增開店數、

丹堤咖啡之全省分布圖，加盟店與直營店的比例分布圖，雖未明白記

載上一會計年度「加盟店數」及「終止加盟契約數目之統計資料」。但上開

加盟資料之所以重要，在於提供交易相對人為加盟風險評估之資訊，

被處分人所提供可供評估之資料雖未如公平交易委員會上開資訊揭露

原則所示，但難謂全然無從評估。況且，被處分人並無於前一年度

（2006年度）有大量加盟店終止契約之情事，加盟店數亦持續成長，

縱未提供前一年度加盟店數及終止契約數，亦難認此部分未揭露之資

訊為重要。

（3） 公平交易委員會就被處分人未揭露上開資訊之行為該當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顯失公平」行為此一要件之立論基礎，不外係「加盟業主利用交易相對

人之資訊不對稱與其交易」。然該條中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

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而非僅因交易相對人間「資訊不對稱」，則優勢資

訊者一方所為之任何行為，均可認係「利用資訊不對稱」而與相對人交易。

本案被處分人未充分揭露之資訊，就 96年度擬加盟咖啡連鎖市場者而言，

對於風險評估之影響不大，業如前述，實難認被處分人係利用資訊不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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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相對人交易。況且，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謂之資訊不對稱，究係指被處分

人本身之營運情況資訊，抑或是加盟市場之資訊（如其他加盟業主之加盟

條件），抑或是所從事加盟事業之資訊（如「咖啡連鎖市場」或「咖啡市場」

之興衰走向），亦從未見其指明，泛指被處分人具有資訊優勢，即認未揭

露某類資訊與交易相對人，即係以「顯失公平」方式為商業交易，其判斷基

礎何在，實乏所據。

（4） 至於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被處分人上開行為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之憑據，則

無非被處分人於咖啡連鎖加盟市場中市占率「頗高」，高市占率而以不公平

競爭之手段爭取交易，傷害以效能為競爭導向之市場秩序，當然影響咖啡

連鎖加盟市場之交易秩序；而被處分人連鎖咖啡加盟市占率「頗高」之依據，

則係被處分人年 2009年 2月 13日（09）丹管字 006號函所附 1紙 2008年 9

月 30 日「流通快訊雜誌」第 27頁影本資料，該雜誌內文顯示 2008年被處分

人有 128家店，位居「咖啡連鎖」市場第4位，市占率為 11.1％（註：85 度

C位居咖啡連鎖市場第 1位，市占率為 28.6％，其次依序為星巴克 19.2％，

壹咖啡 12.8％。），可推測被處分人於「咖啡連鎖加盟」市場市占率頗高云云

惟上開「流通快訊雜誌」所示 2008年 4月至 9月連鎖咖啡店統計數，並非主

管機關之統計資料，是否可信，本有疑義，縱認可信，連鎖咖啡店數之統

計，也不該當於連鎖咖啡加盟店數之統計（有相當多連鎖咖啡業者為直營，

或部分直營、部分加盟），僅以單一、粗率且未經證實之資料，推論被處分

人之市場占有率，其判斷基礎即有所失。又僅以被處分人市場占有率此單

一市場結構因素，想當然爾地斷定其行為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對於被

害人之多寡（依卷內資料所示，僅訴外人堤香坊檢舉因被處分人行為而受

害，並無其他交易相對人或加盟業主表示受害）、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

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破壞商業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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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程度、市場集中度、交易習慣與產業特色等之調查及資料分析，則均付之

闕如。以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位階之高度及公平交易法所賦予主管機關之

任務而論，其對本案情節是否該當「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如此不確定概念之

判斷，顯未充分斟酌相關事項，而有判斷濫用之情事。

      本案經公平交易委員會提起上訴後，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審判決，並直接駁

回被處分人之訴122。其理由為：

       按被處分人為加盟業主，而檢舉人為加盟店，是於繼續性之加盟經營關係中，

檢舉人對於被處分人在交易上之依賴程度甚深，足認被處分人較諸檢舉人係具相

對市場力或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而被處分人於簽立加盟契約前及加盟契約

存續期間所收取之加盟權利金及其他費用，其項目、金額、計算方式、收取方法及

返還條件；被處分人授權檢舉人使用之智慧財產權，包括商標權、專利權及著作

權等，其申請審查或取得之時點、權利內容、有效期限及檢舉人使用之範圍與各項

限制條件；及被處分人上一會計年度全國及該檢舉人營業區域所在市、縣（市）

加盟店及終止加盟契約數目之統計資料．．．等加盟資訊之充分揭露，攸關檢舉

人是否加盟或如何加盟之判斷與決定，並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及其他加盟事

業之公平競爭。本件被處分人並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10 日前，以書面向檢舉人

充分揭露上開重要交易資訊，乃原審所確定之事實，因加盟經營關係並非單一個

別非經常性之關係，被處分人有復為相同或類似行為致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

人之效果，自不能再認被處分人之行為屬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行為而無公平交易

法第 24條規定之適用，且不以產生實害為前提，只要該行為實施後，在客觀上構

成顯失公平為已足，亦不問加盟店之檢舉人事前能否自行推估費用或資訊是否公

開資訊而得由檢舉人自行搜尋。因此，公平交易委員會以被處分人利用檢舉人之

資訊不對等或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資訊未透明化所造成之顯失公平行

122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45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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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係高度傷害商業倫理及效能競爭之方式從事交易，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要件，為足以影響連鎖加盟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3. 本案簡評

本案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被處分人較諸檢舉人係具相對市場力或市場資訊優勢

地位之事業，故被處分人未充分揭露加盟相關資訊之行為已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而未進一步論及市場界定之問題。固然公平交易法第 24條所指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行為，不以從事該行為之事業具有市場力量為必要條件，但仍須其行為對市場

交易秩序足以發生影響時，公平交易委員會始受理案件，否則應另循民法、消費

者保護法或其他法律請求救濟123。是以所涉及之「市場」究竟為何，仍應予以界定，

處分理由方屬完備。

本案原處分認定被處分人於咖啡連鎖加盟市場中市占率頗高，並未引用主管

機關之統計資料，其疏漏之處，固不待言，而原處分僅憑被處分人之店家數，未

調查被處分人之營業額，即逕行認定被處分人之市占率，更無法切實反應被處分

人之市場力量，亦無法說明為何未揭露交易資訊便必然會對加盟市場之競爭秩序

產生負面影響124。觀諸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本案第一審審理過程中，關於裁處被處分

人之罰鍰金額有無違反比例原則乙事，曾提出補充答辯理由表示：「本案經審酌

原告業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是被告經衡酌原告自 84年開始經營加盟

業務，截至 97年 12月底有直營店 38家及加盟店 87家，共計 125 家，97年度營業

額約 5.2億元，配合被告調查態度佳等情，依公平交易法第41條前段規定，裁處

罰鍰 50萬元，並命原告停止違法行為，並無過當且未違反比例原則。」由此觀之，

公平交易委員會似已取得被處分人之 2008年度直營店家數、加盟店家數及營業額

123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2014），《認識公平交易法》，頁 416-417，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124 參陳志民（2014），〈競爭法下之「資訊不對等」問題：以「法易通」及「丹堤加盟」案為例之分析
架構〉，《公平交易季刊》第 22 卷第 2 期，頁 60；楊宏暉（2013），〈從民法與公平交易法的規範面
向論述締約前資訊揭露義務：兼論丹堤咖啡加盟案〉，《公平交易季刊》第 21 卷第 3 期，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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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資料，惟卻未於認定被處分人市場地位時予以援用，復遭行政法院指摘對於本

案被處分人之市場地位調查未盡，實令人不解與遺憾。

（七）SARS口罩價格哄抬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3 年度簡字第 593

號判決）

1.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理由

公平交易委員會以被處分人經檢舉於國內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以下

稱SARS）疫情期間，不當哄抬口罩之價格，經該會調查結果，被處分人於 SARS

疫情期間，利用消費者對口罩等相關醫療用品之需求大增、市場機能失靈、供需失

衡及消費者之資訊不對等或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不當調漲N95 口罩之銷售

價格為每只 160元，顯逾市場經驗之正常價格，其獲利程度已超過系爭商品之合

理利潤，復無法舉證進貨來源及進貨成本，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

2. 法院見解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撤銷原處分，其理由為：

(1) 本件原處分認被處分人有利用買受人之資訊不對等或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

位，從事不公平交易之行為。惟查，在自由市場機制之運作下，任何商品因

需求激增，導致供給小於需求，其價格勢必隨之上揚，此一供需變動所導致

價格漲跌原屬自由市場之正常現象，是N95 口罩於正常期間之合理售價固應

不逾百元，惟在 2003年 4、5月之 SARS疫情期間，N95 口罩在市場需求激增

下，其價格勢將隨之上揚，即屬自由市場之正常現象，亦為一般消費大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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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之社會常情。被處分人主張其分別以每只 130元、80元之價格，先後於

2003年 5月 2 日、同年月 14各進貨 20只口罩，其進貨平均價格為 105元等情，

業據提出銷貨商出具之統一發票為證，核與其於台北縣消費者保護官調查時

所述情形大致相符，亦為被告所不爭，堪信為真實。原處分既未指出在國內

SARS疫情蔓延期間，N95 口罩在市場需求激增下，其市場價格及利潤應為若

干始為合理，復未斟酌被處分人之進貨價格，徒以被處分人以每只 160元之

價格出售前開N95 口罩，遽認被處分人獲利程度已超過商品之合理利潤，尚

嫌率斷。

(2) 又依前所述，被處分人就其購入前開N95 口罩之價格及來源，已據提出經銷

商出具之統一發票為憑，亦於台北縣消費者保護官調查時陳明在卷，公平交

易委員會若質疑其進貨來源及成本，自可依法向前開經銷商查明該發票之真

偽及進貨價格，然公平交易委員會未予查證，逕認被處分人無法提出合理舉

證及揭露系爭商品之進貨來源及成品，亦有疏誤。

(3) 末按，所謂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者，應以供給與需求雙方於特定交易關係中

是否產生相對經濟依賴關係，而為評斷，簡言之，須達於依賴者面對被依賴

者，主客觀處於無足夠及合理之途徑以解決其供給或需求之困境始屬之。本

件被處分人係開設醫療診所為業，並非專門販售醫療用品之藥局、批發商或

N95 口罩之進口商或製造商，且其一個月內進貨之N95 口罩亦僅 40個，尚難

認消費者與被處分人之交易關係中，已產生相對之經濟依賴關係，消費者除

向被處分人購買外，已無足夠或合理之途逕以解決其需求N95 口罩之困境，

而處於交易上相對弱勢之地位，原處分就此未予查證斟酌，逕認被處分人於

SARS疫情期間，利用買受人資訊不對等及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藉機調漲

N95 口罩之價格，而從事不公平交易之行為，亦有未洽125。

125 本案經公平交易委員會提起上訴，惟最高行政法院以 95 年度裁字第 01826 號裁定駁回上訴，理
由為：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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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案簡評

本案原處分指稱被處分人以超過商品合理利潤之價格出售N95 口罩，此涉及

主管機關能否或是否適合積極介入管制市場價格之問題，實非本論文所欲著重者。

然就影響市場競爭秩序之部分，公平交易委員會若認為消費者除向被處分人購買

N95 口罩外，已無足夠或合理之途逕以解決其需求之困境，可見該會對所謂之「市

場」競爭秩序範圍，至少應已有一概略之想法，則公平交易委員會係基於時間、地

理環境、資訊不對等或何種因素作成此一認定，實應有更多之說理及事證資料，

以支持其原處分之結論。

（八）中均實業有限公司加油站供油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9年度

訴字第 1643號判決）

1.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理由

本案被處分人為中均實業有限公司，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發現，921 地震後，

被處分人加油站所處區域交通阻隔，石岡與豐原市在 9月 21 日上午僅機車可通行，

下午始通行汽車；石岡與新社至 9月 25 日始通車；石岡與東勢間之東豐大橋可通

行，但實施交通管制，故石岡與東勢之加油站成為獨立之區域市場。在該區域市

場內中油公司石岡加油站（石岡鄉）、東勢加油站（東勢鎮）及金星（石岡鄉）、

屬於不確定之法律概念，雖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解釋與應用，亦為法律適用之問題，然因法律適用
者之不同，在同類事件即可能有不同之解釋與認定。因此，對於類此不確定法律概念之適用，限於
案情相同，但法律見解歧異，始有由本院統一法律上意見或確認其意見之必要。經查，本件與公平
交易委員會提起上訴所援引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度訴字第 1294 號事件，案情不同，自無所
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就同類事件表示之見解相互牴觸可言，足見上訴人上述指摘，無涉法律見解
具有原則性，而需由本院加以闡釋之必要，上訴人提起上訴，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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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富（東勢鎮）等四站無營業。詒新加油站（東勢鎮）在 9月 21 日下午 2至 6點、9

月 22 日上午 7點至下午 1 點有營業；東錡加油站（東勢鎮）9月 21 日無營業，9

月 22 日上午 11 點至下午 4點左右有斷斷續續營業（因自備之發電機不穩定）。是

以當時被處分人附近原計 10站（除前述 7站外，另新社3站）之區域市場，在

921震災後，僅詒新加油站與東錡加油站在部分時段有競爭可能性，惟消費者因

區域交通受阻、救災需求、及加油站倒塌唯恐供給受阻所引發之假性需求等因素，

雖然需排隊 2至 3小時，仍守候於被處分人之加油站加油，故就市場機能言，該

區域已呈現嚴重供需失調狀態。從而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被處分人於 921震災期間，

利用停電及消費者急迫需求情勢，未充分揭露加油量、單價等重要交易資訊，調

高並統一所販售不同油品之價格，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

2. 法院見解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市場失靈」所須具備之條件有二：一為需求瞬間大

量增加，一為供給具有趨近獨占之地位，缺乏競爭。本案因為 921 大地震之結果，

導致受災區油品需求有大量增加，此等事實極為明顯，兩造亦無爭執。然而，當

時被處分人是否處於供給獨占之地位，則有極大之爭議：

(1) 依處分書中理由欄二、（一）之認定，當時形成獨立供給油品區域（東勢鄉

及石罔鄉，還不包括新社鄉）之加油站至少有 6家，該 6家加油站之設施並

未損害，處於隨時可以加入競爭之情況，而被處分人出於主觀之意願而營業，

並以手動方式加班為顧客加油，其他加油站當然也可以如此處理，其等另有

考慮，而不願意加入競爭，此時豈有市場失靈可言。

(2) 又即使強調所謂「瞬間」之「假性需求」，導致短時間之供需失調（例如就只有

1、2天而已），能否引用「市場失靈」之概念也須再加斟酌（因為需求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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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或許一時供給不繼，但其只要稍加忍耐，很快就會回復到原有之供給

情況）。至少也應有更多之證據來明確認定，依當時客觀情狀，有讓消費者

在主觀上產生供給不可能在短期間回復之假象（例如假性供給產生當時，有

流言謂：「道路中斷或加油站倒塌，至少要隔上 1、2個月才能回復供給」云云，

但事隔二天後證明流言為虛偽）。但本件完全缺乏此一方面之證據資料。故本

案中公平交易委員會機關所為市場失靈（即「市場供需機能喪失」）之認定，

並無足夠之證據資料足以明確支持其認定結論126。

3. 本案簡評

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3條第 2、4款規定，公平交易法第五條所稱獨占，

應審酌下列事項認定之：「二、考量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在特定市場

變化中之替代可能性。」、「四、他事業加入特定市場有無不易克服之困難。」，是以

時間、空間因素對替代可能性之影響，以及其他事業加入特定市場之困難度，均

屬市場界定時需考量者。而本案因 921 地震造成交通阻隔，石崗與東勢之加油站成

為暫時獨立之區域市場，且該地區內無其他加油站業者營業，故被處分人當時具

有趨近獨占之地位。行政法院雖認為該地區內其他加油站業者可隨時加入營業，

但至被處分人加油之民眾已排隊 2至 3小時，其他加油業者見此情形為何仍不加

入供油，是否遇有不易克服之困難導致無法加入此一獨占市場，公平交易委員會

應可進一步調查以增強原處分之說服力。

126本案目前未查得最高行政法院之最新判決（最後瀏覽日：11/0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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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  行政法院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就市場認定之問題

點

從上述行政法院關於市場認定之案例中，可歸納出行政法院與公平交易委員

會就此部份之問題點如下：

ㄧ、結合行為方面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劃定市場範圍時，被處分人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究竟有無可

替代性，以及潛在競爭者之判斷等，應分別個案情形就時間、空間、技術等因素詳

為調查說明。以飛碟廣播公司未申報與中廣公司結合案為例，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市場界定之處雖表示因市場結構特殊，如何界定市場範圍尚無一普遍定見等語，

然面對此種缺乏以往先例可供參考之情形，公平交易委員會身為專業主管機關，

在舉證及說明論理尚自應更加詳盡，從多種角度蒐集相關資料佐證其市場界定見

解之正確性，而非僅憑第三機構作成之單一廣播收聽率為依據，且若所引用資料

之作成基礎（例如系爭結合事業頻率涵蓋之地域並非完全相同）及年份與系爭市

場界定並未密切符合，自難免遭受行政法院之指摘。

二、聯合行為方面

聯合行為案例中雖有常有涉及事業間合意存在與否之爭論，然聯合行為成立

之仍須先界定相關事業屬於同一水平競爭市場，以及須判斷事業之行為是否足以

影響市場供需功能127。公平交易委員會在上開部份案例中之市場界定方面，出現過

127 參林宜男（2014），〈水平聯合行為之特定市場界定：公平交易法實務案例之研析與間接證據
之論證〉，《公平交易季刊》第 22 卷第 1 期，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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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依賴第三機構之意見，或政府機關或同業公會之現有統計資料的情形（例如台

北縣鞋類公會及台南市皮革公會聯合限制參展案、台南區藥品學術交誼連心會成

員協議售價案），而忽略該等資料統計之分類方式未必與欲處理個案之市場範圍

相符。由於公平交易法有自身之立法目的以及欲維護之法秩序，是以公平交易委

員會於個案認定市場範圍時，應調查切合公平交易法意義下之相關市場資料，而

非遷就現有資料，且於使用第三機構或政府機關之統計資料時，亦應審慎評估是

否與本案市場之界定相符，以堅實處分之舉證及說服力128。

此外，公平交易委員會在上開部份案例中，曾試圖將系爭市場予以限縮，但

在論述商品或服務之替代性時，理由稍嫌不足，致遭行政法院撤銷處分（台北縣

鞋類公會及台南市皮革公會聯合限制參展案、臺灣家具參展廠商協進會會員聯合

抵制參展案）。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判斷商品或服務之替代性時，可考慮擴大

其調查範圍，分從消費者、與被處分人處於競爭關係之其他事業或上下游事業的

觀點來進行說明，俾符市場現實狀況。

三、顯失公平行為方面

此方面行政法院對於公平交易委員會指摘最為嚴重之處，在於未就被處分人

構成相對優勢地位乙節進行詳細說明。若被處分人於某一市場之占有率未達一定

比例，固難認其於該市場具有市場力量，但公平交易委員會欲運用相對優勢地位

之理論作為處分依據時，因已深入個別事業與其交易相對人之交易關係，為避免

產生混淆競爭法與民法界線之批評，故應明確舉證論述其認定該事業具有相對優

128依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
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及第 43 條：「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
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之規定，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處分前應綜合全部相關事證為判斷，而非僅集中火力於單一面向為處分理由。是
以公平交易委員會於界定市場時，除選擇某一角度切入論述及舉證外，仍應從其他角度蒐集資料
交叉比對或反面論證，方不致輕易遭被處分人或行政法院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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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地位之原因為何，而非僅概稱被處分人具有市場力量129（例如全聯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收取附加費用案、SARS口罩價格哄抬案、中均實業有限公司加油站供油案

等）。

此外，判斷系爭事業顯失公平之行為有無對市場競爭造成影響時，舉凡有無

潛在競爭者存在、或是引用資料並未符合自己劃定之市場範圍等，公平交易委員

會同樣遇到與前述結合行為及聯合行為相同的市場界定不清之問題（網祿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未揭露格子趣加盟資訊案、丹堤咖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未揭露加盟重

要資訊案），而該等案例於近年仍持續出現，實非吾人樂見之事。

第四節  實務案例與現行規範之落差

一、加強一般調查之實際運作

公平交易法於 2015 年修正前之第 25條規定，雖賦予公平交易委員會可進行

一般調查之依據，然如何具體落實，仍有待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實際運作。依公平

交易委員會網站公布之調查統計資訊所示，雖曾分別調查並製作 2001 年 4月車用

加油站業市場結構調查報告、2000 年 6月車用加油站業市場結構調查報告、1999年

7月車用加油站業市場結構調查報告、1998年加油站市場結構之變化、1998年 7月

加油站業市場結構調查報告、1997年 10月房屋仲介市場交易狀況調查報告、1997

年 7月有線電視業市場結構調查報告、1996年 7月有線電視業市場結構調查報告 、

1996年 10月航空電腦訂位系統使用概況調查報告、1995 年 9月新小客車車險市場

交易狀況調查報告、1994年 11月營建工程材料設計概況調查報告、1993年 12月製

129 參詹翔宇（2013），〈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規範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21 卷第 4 期，頁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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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業市場交易秩序概況調查報告等130，然而在調查期間方面，並非定期持續性的

蒐集與觀察產業狀況，且在調查對象方面，僅針對少數產業，而非全面蒐集或至

少就國內金融、建築、運輸、流通等重要產業作為調查對象，實屬可惜。蓋公平交易

委員會在違法個案發生前，若透過一般調查之方式，要求事業提供經營狀況之相

關資料，因此時尚無涉及違法情事，事業配合提供資料之意願理當較高，故應可

依此建立符合公平交易委員會需求之資料庫。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在一般調查之

實際運作上，仍有待平時儘可能定期持續累積產業資料，以利於違反公平交易法

之個案發生前，先行對相關市場狀況有所了解，亦有助擬定個案調查之方向。

再者，在「飛碟廣播公司未申報與中廣公司結合案」中，公平交易委員會引用

潤利艾克曼公司之廣播電台收聽率調查結果，但該公司所區分之「北區」市場，涵

蓋範圍廣於公平交易委員會所界定之「大台北地區」，故遭行政法院指摘市場界定

有所矛盾；在「高屏地區廣告藥品廠商會協議藥品售價案」中，系爭產品市場為廣

告藥品市場、地理市場則為高屏地區，但公平交易委員會未能調查取得該等市場

之營業額資料，而改以高雄縣市與屏東縣市登記之藥品經銷業者為計算市場占有

率之分母，故遭行政法院指摘其計算之參數有所錯誤；在「台南區藥品學術交誼

連心會成員協議售價案」中，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據台南縣市政府提供之營利事業

登記資料作為市場範圍之分母，但又認為被處分事業所處市場為一結構特殊之電

台藥品廣告市場，再次出現論理與證據資料互相矛盾之情形；在「台北縣鞋類公

會及台南市皮革公會聯合限制參展案」中，原處分認定聯合行為之時點為 1999年 、

2000 年，但引用之製鞋業相關資料，係透過「財團法人鞋類設計暨技術研究中心」

而取得之 1996年版本，資料新鮮度顯然有疑問，公平交易委員會未直接向財政部、

經濟部等主管機關調取相關統計資料，造成資料年度與本案發生時間有所落差，

130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541（最後瀏覽
日：12/20/2012），以及公平交易委員會（2014），《認識公平交易法》，頁 472-474，台北：公平
交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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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屬迂迴；在「丹堤咖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未揭露加盟重要資訊案」中，公平交易

委員會依流通快訊雜誌內文對於咖啡連鎖店數之統計，推論被處分人於「咖啡連

鎖加盟」市場市占率為 11.1％，亦遭行政法院指摘使用非主管機關之統計資料，其

可信度尚有疑義，且咖啡連鎖店數之統計，也不該當於連鎖咖啡加盟店數之統計，

故市占率之判斷基礎即有所失。

由上述案例觀之，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個案處分中，未能提出其長期自行蒐集

之產業狀況資料，而常見借用其他政府機關或民間機構之產業調查數據，導致與

個案所需之市場界定範圍未能完全吻合，亦有資料版本過舊不符合違法事實之時

點等情形。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應考量如何系統化、定期化的進行一般調查，以利

事前儘可能搜集完整之產業資料，協助個案市場界定與市場力量之妥適認定。尤

其結合案件是否准許，公平交易委員會須考量結合前後市場集中度變化、參與結

合事業市場占有率、非參與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及供給反應程度等因素131，若欠缺

長期且充分之產業調查資料，主管機關勢必難以有效觀察瞭解以往及現在之市場

131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9點：「一般作業程序之水平結合申報案件，
本會得考量下列因素，以評估該結合之限制競爭效果：（一）單方效果：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
因消除彼此競爭壓力，而得以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力。前揭情形，可依結合前後市場集中
度變化、參與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非參與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及供給反應程度、買方對價格變動的
反應程度加以評估。若屬差異化商品或服務之情形，則可進一步評估參與結合事業之商品或服務替
代緊密程度（是否為對方最佳替代選項、顧客群是否高度重疊或只在參與結合事業間轉換、產品定
位及價格之接近程度、是否經由相同通路銷售）及結合前的利潤等。（二）共同效果：結合後，參
與結合事業與其競爭者相互約束事業活動、或雖未相互約束，但採取一致性之行為，使市場實際上
不存在競爭之情形。前揭情形可依事業家數、市場集中度、參進障礙、產品同質性、事業間規模與成本
之對稱性、市場透明度、交易模式、產能利用率、是否存在擁有獨特競爭誘因且可影響市場競爭程度
之事業，及該事業是否為參與結合事業等加以評估。（三）參進程度：包含潛在競爭者參進之可能
性與及時性，及是否能對於市場內既有業者形成競爭壓力。（四）抗衡力量：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
易相對人箝制參與結合事業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力。（五）其他影響限制競爭效果之因
素。」、第 11點：「一般作業程序之垂直結合申報案件，本會得考量下列因素，以評估該結合之限制
競爭效果：（一）結合後其他競爭者選擇交易相對人之可能性。（二）非參與結合事業進入特定市
場之困難度。（三）參與結合事業於特定市場濫用市場力量之可能性。（四）增加競爭對手成本之
可能性。（五）導致聯合行為之可能性。（六）其他可能造成市場封鎖效果之因素。」、第 12點：「本
會於判斷多角化結合是否具有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時，得考量下列因素：（一）法令管制改變之
可能性及對參與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影響。（二）技術進步使參與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可能性。
（三）參與結合事業原有跨業發展計畫。（四）其他影響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之因素。多角化結合
依據前項判斷認為具有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以其產生類似水平或垂直結合之狀態，適用本處理
原則水平或垂直結合限制競爭效果之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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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亦無從預測判斷結合後之將來市場狀況，因此產業之一般調查對於結合管

制具有更重要之意義。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一般調查除有前述仍待加強之處外，更令人遺憾者，公平

交易法於 2015 年修正時將該法可作為一般調查依據之第 25條條文予以刪除，故

僅於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第 2條有關公平交易委員會掌理事項之規定中，明定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職掌範圍包含調查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但行政機關行使職權，

不應僅以組織法有無相關職掌規定為準，其對外行使職權，更應以行為法（作用

法）之授權為依據，始符合依法行政之原則132。是以公平交易法此一修正將「關於

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事項」移至組織法後，造成公平交易委員會喪失進行

一般調查之作用法依據，無從要求當事人、關係人或其他相關機關提供資料，實

屬此次修法之重大缺失。

二、個別調查權限是否不足之疑慮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一般調查固然有上述待強化之處，然不論事先如何廣泛收

集產業資訊，一般調查終究無法準確預測將來可能發生之違法個案處分所需產業

資料，故仍需透過個別調查予以補強，以收集切合個案需要之資料。

在「飛碟廣播公司未申報與中廣公司結合案」中，公平交易委員會作成處分前

曾舉辦廣播產業市場界定及占有率公聽會，並依公聽會結論以收聽率計算廣播電

台之市場占有率，但後續卻未進一步調查參與結合事業之收聽率；在「燁聯鋼鐵

公司與唐榮鐵工廠結合案」中，公平交易委員會於事業提出結合申請後，發函詢

問相關不鏽鋼業者對於市場結構及經營現況之意見，並召開「不銹鋼產業之市場

結構與經營現況」座談會，但除要求表示意見外，是否一併要求相關事業提供資

132 參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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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則未見處分理由中有所說明；在「統一等四家超商調漲現煮咖啡價格案」中，

自 100 年 10月4日全家率先調漲至同年 11月 2 日公平交易委員會決議處分為止，

尚短短不及一個月之時間，而公平交易委員會僅就國內 10 家連鎖咖啡業者現煮咖

啡銷售情形為調查，並未考量其他連鎖咖啡餐飲業者、速食餐飲店、一般咖啡專賣

店或行動咖啡館等有無供給替代性，其調查方式實屬過於倉促；在「正隆股份有

限公司等共同決定紙類售價案」中，公平交易委員會未能提出被處分事業於系爭

期間相關發票資訊，繪製渠等之工業用紙發票價格趨勢圖，故無從勾稽出公平交

易委員會所指巧合之一致性漲價，是否有可能出於某事業之價格領導藉以勾結的

對話機制；在「高屏地區廣告藥品廠商會協議藥品售價案」中，被處分事業接受公

平交易委員會訪談時均表示建議售價表中之藥品價格係廠商訂定價格，而各被處

分事業販售之價格並不相同，故無從證明其等之間有限制價格情事；在「台北縣

鞋類公會及台南市皮革公會聯合限制參展案」中，公平交易委員會製作問卷寄發

予 178家相關廠商，但回覆者僅 31 家，占僅約 17%，難認該等回覆之問卷內容具

代表性，故尚不足以判斷被處分事業之行為是否已對相關廠商產生拘束力。

由上述案例觀之，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個案違法情事進行調查時，曾採取公

聽會、發函、到會接受訪談、問卷等方式，但受調查者配合或提供之資訊實屬有限

故仍無法進一步獲取足以說服行政法院之處分資料，此可能肇因於被處分事業或

其他相關受調查者未能配合所致，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個別調查權限是否有所不

足，是否需進一步擴張或強化，值得探討。

三、調查程序之改進

在調查程序方面，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結合案件，因涉及結合之整體經濟利

益是否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判斷，除了需要瞭解市場現況外，尚需預測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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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故常見公平交易委員會舉辦公聽會或座談會蒐集相關廠

商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此於「飛碟廣播公司未申報與中廣公司結合案」與「燁聯

鋼鐵公司與唐榮鐵工廠結合案」均有採用此種調查方式，然公平交易委員會既已

耗費心力舉辦公聽會或座談會，未能提升至較為嚴謹之聽證程序，實屬可惜。除

結合案件外，聯合行為因著重於對市場競爭之妨礙，故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調查重

點亦集中於消費者、同業公會會員等直接受聯合行為拘束者，而較少詢問與聯合

行為事業處於同一水平競爭關係但未參與聯合行為之其他事業的意見，因此在

「高屏地區廣告藥品廠商會協議藥品售價案」、「台南區藥品學術交誼連心會成員協

議售價案」、「台北縣鞋類公會及台南市皮革公會聯合限制參展案」、「臺灣家具參展

廠商協進會會員聯合抵制參展案」，即未能充分考量可能具有供給替代性之事業，

而造成市場界定方面出現疏漏不周之處。

四、市場界定之檢討

有關公平交易法之市場界定，應透過調查系爭商品或服務之替代性，以劃分

系爭商品與服務所構成之特定市場，並藉此與其他不同市場有所區隔。然上述案

例普遍出現之問題，實為公平交易委員會未切實針對系爭商品或服務之替代性進

行探討，甚至有時出現以想當然爾之推論方式來認定被處分事業之市場地位133，

導致市場界定容有可議之處。

以比較「統一等四家超商調漲現煮咖啡價格案」與「福客多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收取附加費用案」、「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收取附加費用案」為例，前者之處分

理由中，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能劃入為同一相關產品市場之商品或服務之間，須

133 參「揚聲公司促使視聽歌唱業杯葛特定唱片公司為差別待遇案」及「南一書局公司限制經銷商經
銷區域案」之處分理由，均出現先認定被處分事業於某一市場具有相當市場地位後，即推論其於相
關聯之另一市場亦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情形，而欠缺調查資料予以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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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高度」之需求替代性，僅有「部分」之替代性者尚有不足，並據此認定連鎖便

利商店現煮咖啡和連鎖咖啡店或餐飲業現煮咖啡之間，並不具有高度之可替代性。

然而，所謂「高度」或「部分」替代性應如何劃分其程度高低，未見公平交易委員會

有所說明，已屬失之抽象，且縱使欲以替代性之程度高低作為劃分市場的依據，

亦應由現煮咖啡此一商品之特性出發，並由消費者觀點進行調查，但公平交易委

員會卻將重點置於便利商店之特性，實屬混淆。後者之「福客多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收取附加費用案」、「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收取附加費用案」，公平交易委員會

雖曾遭行政法院指摘相對優勢地位依賴性之論證不足，但已有試圖說明從提出該

二案檢舉之菸品供貨商的角度而言，被處分之便利商店事業具有營業據點多、營

業時間長、可同時上架銷售等特點，能夠滿足顧客之即時性及便利性購物需求，

商品之週轉率亦相對迅速，故確使連鎖性便利商店成為菸品供貨商之重要銷售通

路，而最終獲得行政法院之認同並維持原處分。再者，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太平洋

崇光百貨限制專櫃廠商事業活動案」中，亦曾對百貨公司與量販店之區隔，作出

深入說明134，認為百貨公司以品牌作為招徠顧客之重點，與量販店不以品牌為號

召，絕大部份商品無需設置專櫃，而以價格作為吸引消費者之重點，顯示百貨公

司與量販店之目標市場迥然不同，對消費者而言，二者所提供服務之品質與特性

亦具有高程度之相異性。是以界定市場範圍之時，公平交易委員會應著重於系爭

商品或服務之特色，說明其與其他商品或服務之替代關係如何，以避免混淆重點。

此外，在「臺灣家具參展廠商協進會會員聯合抵制參展案」及「家福股份有限

公司收取附加費用案」中，亦出現市場界定之不同考量因素。此二案同樣涉及家具

之銷售通路問題，而前者之處分理由認為大型展覽場所能集合上百家事業參與，

並可在短期內聚集大量產品及買賣人潮，大幅縮短賣方行銷通路及買方時間，因

此參加展覽已成為事業推廣產品不可或缺之通路之一，甚至許多家具業者為減少

134 參廖義男（2012），〈公平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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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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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市高昂租金，漸漸趨向僅設置倉庫而無門市部門，改採以參加展覽方式及大賣

場駐點銷售等行銷通路以降低成本；但在後者之處分理由中，則係針對被處分之

量販店業者，認為其所經營賣場面積、商品品項及座落地點等因素而言，實有別

於一般零售市場、傢具零售業、超級市場或便利商店，故認定量販店亦屬家具銷售

通路之範圍。然而，在「臺灣家具參展廠商協進會會員聯合抵制參展案」中，並未

認為大型展覽場所與量販店之間具有替代性，而僅將其一界定為系爭市場，其理

由在於家具業者並非全年持續於大型展覽場所行銷家具，而僅於特定時間參加展

覽，且大型展覽場所可容納之家具業者有限，亦須符合一定門檻始得參展，是以

並非所有家具業者均可自由選擇大型展覽場所作為行銷通路，故時間因素亦為市

場界定所不可忽略之因素。

由上述案例可知，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被處分人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究竟有無

可替代性，理應分別個案情形就時間、空間、技術等因素詳為調查說明。尤其在上

開部份案例中，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市場界定之處提及因市場結構特殊，如何界定

市場範圍尚無一普遍定見（例如飛碟廣播公司未申報與中廣公司結合案、正隆股

份有限公司等共同決定紙類售價案、高屏地區廣告藥品廠商會協議藥品售價案、台

南區藥品學術交誼連心會成員協議售價案、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 CD-R專利授權

案、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收取附加費用案等），面對此種缺乏以往先例可供參

考之情形，公平交易委員會身為專業主管機關，在舉證及說明論理尚自應更加詳

盡，亦可參酌外國主管機關之處分方式（詳參後述），除文字說明外，並運用圖

表作為輔助及彙整數據資料之交差比對，以增強對於行政法院之說服力。

此外，公平交易委員會在上開部份案例中出現過於依賴第三機構之意見，或

政府機關或同業公會之現有統計資料的情形（例如飛碟廣播公司未申報與中廣公

司結合案、台北縣鞋類公會及台南市皮革公會聯合限制參展案、全聯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收取附加費用案、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收取附加費用案、福客多商店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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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收取附加費用案、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收取附加費用案等），而忽略該等

資料統計之分類方式未必與欲處理個案之市場範圍相符135。由於公平交易法有自身

之立法目的以及欲維護之法秩序，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個案認定市場範圍時，

應調查切合公平交易法意義下之相關市場資料，而非遷就現有資料，且於使用第

三機構或政府機關之統計資料時，亦應審慎評估是否與本案市場之界定相符，以

堅實處分之舉證及說服力。

綜上所述，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因市場界定不清而遭行政法院撤銷者，實

不在少數。此部份原因係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個案中收集之資料不夠充分，僅從單

一面向進行市場界定，若能擴大調查範圍至消費者、與被處分人處於競爭關係之

其他事業或上下游事業等，並增加圖表運用及彙整數據資料之交差比對，應可強

化其處分之說服力。又公平交易委員會因缺乏獨立、完整之產業資料庫，故多係援

用經濟部或其他行政機關之統計資料，惟該等統計資料之產業分類並非與公平交

易委員會於個案所認定之市場範圍全然相符，甚至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個案中委託

第三機構調查之資料，亦有遭行政法院認為年代過久或分類標準有誤等情形。復

以上開行政法院撤銷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案件為例，公平交易委員會援引之統

計資料尚有得出被處分人之市場占有率甚低之結果，此反而造成公平交易委員會

說明處分理由之困難，並導致行政法院認定其作成處分時對於事業市場力量之調

查與認定仍無法達到充分之程度。是以行政法院雖非於每一公平交易法案件均會

論及受處分事業所處之市場界定及是否具有市場力量，惟若公平交易委員會所引

用之資料無法切實反應特定市場與事業之現實狀況，行政法院仍有撤銷處分並命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受處分事業之市場力量再予詳為調查之可能。

135 參廖義男（2012），〈公平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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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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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競爭法就事業市場力量調查之規範

及案例

在介紹我國公平交易法之相關規定及法院判決後，可發現公平交易法行政

調查之規定實屬簡略，似乎連帶影響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個案中調查事證之細緻

度及完整性，因此以下三章將從比較法之角度進行外國法制的分析及案例介紹。

除了選擇美國、歐盟此二大重要競爭法體系外，與我國同樣位處亞洲且近年曾修

正主管機關調查權之日本競爭法，亦值得作為我國參考。

第一節  美國法制簡介

美國反托拉斯法之聯邦執法系統相當獨特，係由二機構即司法部反托拉斯

局（the Antitrust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及聯邦交易委員會（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負責執行，其有各自之權限但亦有部分權限重疊。此

外，受反托拉斯違法行為侵害之私人亦得依反托拉斯法主張權利136。

一、司法部之執法任務，包括刑事及民事二部分：

（一） 刑事執法部分：

美國司法部在美國檢察官之協助下，享有執行休曼法第 1條137及第 2條138、

136 Lawrence A. Sullivan and Warren S. Grimes, The law of antitrust : an integrated handbook, St. Paul, 
Minn. Thomson/West, 2nd ed, 930(2006).
137 15 U.S.C.§1:「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is declared to be 
illegal.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ake any contract or engage in any 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 hereby 
declared to be illegal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shall be punished 
by fine not exceeding $10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1,000,000, or 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10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138 15 U.S.C.§2:「Every person who shall monopolize, or attempt to monopolize, or combine or 
conspire with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monopolize any part of the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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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賓森派特曼法第3條139，以及克來登法第7條140等反托拉斯法刑事規範之權限，

而司法部方屬有權執行反托拉斯法刑事規範之唯一聯邦主管機關141。事業違反休

曼法之刑事規定得處最高 1億美元罰金；自然人則得處最高 1百萬美元罰金及

10 年徒刑142。此外，依 1984年之刑事罰金改進法（Criminal Fines Improvement 

shall be punished by fine not exceeding $10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1,000,000, or 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10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139 15 U.S. Code § 13:「(a) Price; selection of customers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engaged in commerce, in the course of such commerce,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discriminate in price between different purchasers of commodities of like grade 
and quality, where either or any of the purchases involved in such discrimination are in commerce, 
where such commodities are sold for use, consumption, or resale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Territory thereof 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r any insular possession or other plac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ere the effect of such discrimination may be substantially to 
lessen competition or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 in any line of commerce, or to injure, destroy, or 
prevent competition with any person who either grants or knowingly receives the benefit of such 
discrimination, or with customers of either of them: Provided, That nothing herein contained shall 
prevent differentials which make only due allowance for differences in the cost of manufacture, sale, or  
delivery resulting from the differing methods or quantities in which such commodities are to such 
purchasers sold or delivered: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may, after due 
investigation and hearing to all interested parties, fix and establish quantity limits, and revise the same 
as it finds necessary, as to particular commodities or classes of commodities, where it finds that 
available purchasers in greater quantities are so few as to render differentials on account thereof  
unjustly discriminatory or promotive of monopoly in any line of commerce; and the foregoing shall 
then not be construed to permit differentials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quantities greater than those so 
fixed and established: And provided further, That nothing herein contained shall prevent persons 
engaged in selling goods, wares, or merchandise in commerce from selecting their own customers in 
bona fide transactions and not in restraint of trade: And provided further, That nothing herein contained 
shall prevent price changes from time to time where in response to changing conditions affecting the 
market for or the marketability of the goods concerned,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actual or imminent 
deterioration of perishable goods, obsolescence of seasonal goods, distress sales under court process, or  
sales in good faith in discontinuance of business in the goods concerned.
(b) Burden of rebutting prima-facie case of discrimination
Upon proof being made, at any hearing on a complaint under this section, that there has been 
discrimination in price or services or facilities furnished, the burden of rebutting the prima-facie case 
thus made by showing justification shall be upon the person charged with a violation of this section, 
and unless justification shall be affirmatively shown, the Commission is authorized to issue an order 
terminating the discrimination: Provided, however, That nothing herein contained shall prevent a seller 
rebutting the prima-facie case thus made by showing that his lower price or the furnishing of services 
or facilities to any purchaser or purchasers was made in good faith to meet an equally low price of a  
competitor, or the services or facilities furnished by a competitor.
(c) Payment or acceptance of commission, brokerage, or other compensation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engaged in commerce, in the course of such commerce, to pay or 
grant, or to receive or accept, anything of value as a commission, brokerage, or other compensation, or  
any allowance or discount in lieu thereof, except for services rend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ale or  
purchase of goods, wares, or merchandise, either to the other party to such transaction or to an agent,  
representative, or other intermediary therein where such intermediary is acting in fact for or in behalf,  
or is subject to the direct or indirect control, of any party to such transaction other than the person by 
whom such compensation is so granted or paid.
(d) Payment for services or facilities for processing or sale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engaged in commerce to pay or contact for the payment of an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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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規定143，對於 1984年起一般的違法行為所科處之罰金，其金額得衡量違反

者之兩倍犯罪所得、受害人之損害，或反托拉斯法損害賠償之規定中，依最高金

額者予以科處144。

（二） 民事執法部分：

美國司法部具有調查企業有無違反反托拉斯法之廣泛權限。在調查程序進

of value to or for the benefit of a customer of such person in the course of such commerce as  
compensation or in consideration for any services or facilities furnished by or through such custome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cessing, handling, sale, or offering for sale of any products or commodities 
manufactured, sold, or offered for sale by such person, unless such payment or consideration is 
available on proportionally equal terms to all other customers competing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uch 
products or commodities.
(e) Furnishing services or facilities for processing, handling, etc.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to discriminate in favor of one purchaser against another purchaser  
or purchasers of a commodity bought for resale, with or without processing, by contracting to furnish 
or furnishing, or by contributing to the furnishing of, any services or facilities connected with the 
processing, handling, sale, or offering for sale of such commodity so purchased upon terms not 
accorded to all purchasers on proportionally equal terms.
(f) Knowingly inducing or receiving discriminatory price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engaged in commerce, in the course of such commerce, knowingly 
to induce or receive a discrimination in price which is prohibited by this section.」
140 15 U.S. Code § 18a:「Except as exempted pursuant to subsection (c) of this section, no person shall 
acqui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ny voting securities or assets of any other person, unless both persons 
(or in the case of a tender offer, the acquiring person) file notification pursuant to rules under  
subsection (d)(1) of this section and the waiting period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b)(1) of this section has 
expired, if—
(1) the acquiring person, or the person whose voting securities or assets are being acquired, is engaged 
in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and
(2) as a result of such acquisition, the acquiring person would hold an aggregate total amount of the 
voting securities and assets of the acquired person—
(A) in excess of $200,000,000 (as adjusted and published for each fiscal year beginning after 
September 30, 2004, in the same manner as provided in section 19 (a)(5) of this title to reflect the 
percentage change in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for such fiscal year compared to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 2003); or
(B)
(i) in excess of $50,000,000 (as so adjusted and published) but not in excess of $200,000,000 (as so 
adjusted and published); and
(ii)(I) any voting securities or assets of a person engaged in manufacturing which has annual net sales 
or total assets of $10,000,000 (as so adjusted and published) or more are being acquired by any person 
which has total assets or annual net sales of $100,000,000 (as so adjusted and published) or more;
(II) any voting securities or assets of a person not engaged in manufacturing which has total assets of 
$10,000,000 (as so adjusted and published) or more are being acquired by any person which has total 
assets or annual net sales of $100,000,000 (as so adjusted and published) or more; or
(III) any voting securities or assets of a person with annual net sales or total assets of $100,000,000 (as 
so adjusted and published) or more are being acquired by any person with total assets or annual net 
sales of $10,000,000 (as so adjusted and published) or more.」
141 Douglas Broder, U.S. antitrust law and enforcement : a practice introduct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7(2010).
142 觸犯反托拉斯法而遭徒刑宣告之情形並不常見，但仍有少數自然人被判處短期徒刑之案例 。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Thomson/West, 4th ed, 341-342 (2005).
143 Criminal Fine Improvements Act:「SEC. 6. AUTHORIZED FINES. (d) ALTERNATIVE FINE 
BASED ON GAIN OR Loss.—If any person derives pecuniary gain from the offense, or if the of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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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司法部得在提出正式控訴之前簽發民事調查令（Civil Investigative 

Demand；CID），據以檢查涉嫌違反反托拉斯法者甚至第三人所持有之文件。

一旦司法部取得足夠的證據，便得向被告或事業所在地之聯邦法院提起民事訴

訟，請求法院核發禁制令（injunctive order）命停止及不得再為反托拉斯違法行

為。民事訴訟起訴後，司法部之地位如同一般之一造當事人，須依聯邦民事程序

規則、聯邦證據規則及其他相關程序法令之規定進行訴訟145。

二、聯邦交易委員會之執法任務：

聯邦交易委員會具有執行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條146之廣泛權限，用以管

results in pecuniaiy loss to a person other than the defendant, the defendant may be fined not more than 
the greater of twice the gross gain or twice the gross loss, unless imposition of a fine under this section 
would unduly complicate or prolong the senticing process.」
144 在 U.S. v. United States Gypsum Co.案中，最高法院認為犯罪意圖乃屬反托拉斯刑事案件中須
證明之一項獨立要件，除非一般理性之人瞭解或應瞭解其行為違法，否則很可能被排除於刑事
追訴之外，尤其是在法律規定不明確的情形下更難認定存在犯罪意圖，因此刑事案件之責任標
準較民事案件更為嚴格。參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438/422/case.html（最後瀏覽
日：11/03/2014）。
145 Lawrence A. Sullivan and Warren S. Grimes, The law of antitrust : an integrated handbook, St. Paul, 
Minn. Thomson/West, 2nd ed, 934-935(2006).
146 15 U.S. Code § 45 :「(a) Declaration of unlawfulness; power to prohibit unfair practices; 
inapplicability to foreign trade
(1) 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nd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re hereby declared unlawful.
(2) The Commission is hereby empowered and directed to prevent persons, partnerships, or 
corporations, except banks, savings and loan institutions described in section 57a (f)(3) of this title, 
Federal credit unions described in section 57a (f)(4) of this title, common carriers subject to the Acts to 
regulate commerce, air carriers and foreign air carriers subject to part A of subtitle VII of title 49, and  
persons, partnerships, or corporations insofar as they are subject to the Packers and Stockyards Act,  
1921, as amended [7 U.S.C. 181 et seq.], except as provided in section 406(b) of said Act [7 U.S.C. 227 
(b)], from using 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nd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3) This subsection shall not apply to 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involving commerce with foreign 
nations (other than import commerce) unless—
(A) such methods of competition have a direct, substantial, and reasonably foreseeable effect—
(i) on commerce which is not commerce with foreign nations, or on import commerce with foreign 
nations; or(ii) on export commerce with foreign nations, of a person engaged in such comme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 such effect gives rise to a claim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ubsection, other than this paragraph.
If this subsection applies to such methods of competition only because of the operation of subparagraph 
(A)(ii), this subsection shall apply to such conduct only for injury to export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4)(A) For purposes of subsection (a), the term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cludes such  
acts or practices involving foreign commerce that—
(i) cause or are likely to cause reasonably foreseeable injury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i) involve material conduct occurring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B) All remedies available to the Commission with respect to unfair and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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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正競爭方法，克來登法亦賦予聯邦交易委員會執行該法之明確權限。然而，

時至今日，所謂「不正競爭方法（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已可包含任何

反托拉斯法之違法情事，因此聯邦交易委員會實際上應得追究所有違反反托拉

斯法之行為，甚至是其他反托拉斯法所無法涵蓋的範圍147。

聯邦交易委員會為一管制機關，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之五名委員組成

委員會148。其最初之控訴程序係啟動於聯邦交易委員會內部，亦即由行政法官

（Administrative Law Judge）主持的對立程序。聽證舉行後之 90天內，行政法官

必須提出一初步裁決（Initial decision）。被控訴人得向委員會就該初步裁決表示

不服，若委員會仍認為被控訴人之行為違法，被控訴人得再向美國上訴法院

（巡迴法院）表示不服，但上訴法院於審酌聯邦交易委員會之決定時，僅得於

該決定是否有卷內實質證據可供支持的範圍內審查之149。

聯邦交易委員會並無科處自由刑或罰金等刑事執法權限，然聯邦交易委員

會得依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條採取救濟措施，即自行核發停止命令（cease 

and desist order），因此除非被告之行為違反了先前的停止命令，否則被告不會

因為其過去之行為而受到處罰150。

表 3.1：美國反托拉斯法執法分工（資料來源：日本聯邦交易委員會

網站）151

shall be available for acts and practices described in this paragraph, including restitution to domestic or 
foreign victims.」
147 Lawrence A. Sullivan and Warren S. Grimes, The law of antitrust : an integrated handbook, St. Paul, 
Minn. Thomson/West, 2nd ed, 940-941(2006).
148委員任期為 7 年，且不得有超過 3名以上委員屬於相同政黨。
149 Lawrence A. Sullivan and Warren S. Grimes, The law of antitrust : an integrated handbook, St. Paul, 
Minn. Thomson/West, 2nd ed, 939-940(2006).
150 Lawrence A. Sullivan and Warren S. Grimes, The law of antitrust : an integrated handbook, St. Paul, 
Minn. Thomson/West, 2nd ed, 940(2006).
151 本表整理自：http://www.jftc.go.jp/kokusai/worldcom/kakkoku/abc/allabc/u/america.html（最後
瀏覽日：11/04/2014），及 Andrew I. Gavil, William E. Kovacic, Jonathan B. Baker, Antitrust law in 
perspective : cases, concepts, and problems in competition policy, St. Paul, Minn. Thomson/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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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名稱 條文規定 執行機關 相關程序
休曼法 第 1條152

（交易限制）

第 2條153

（獨占行為）

司法部 刑事訴追

民事訴追

克來登法 第 2條154 司法部及聯邦交易 民事訴追

929(2002).
152 休曼法第 1 條：「任何以契約、托拉斯或其他形式之結合、或共謀，限制美國各州間或與外國間
之貿易或商業者，均屬違法。任何人有此等違法行為而作成任何合約或進行任何結合或共謀者，
應視為觸犯重罪，且一經定罪，其若為營利事業，即應處以一億元以下罰金，若為其他任何人，
則依法院之裁量，處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一百萬元以下之罰金。」此處之中譯文係參
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之中譯外國競爭法規：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72&docid=11200（最後瀏覽日：
11/04/2014），原文請參前揭註 68。
153 休曼法第 2 條：「任何人獨占、或企圖獨占、或與其他任何一人或數人結合或共謀獨占各州間或
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之任何部分者，應視為觸犯重罪，且一經定罪，其若為營利事業，即應
處以一億元以下罰金，若為其他任何人，則依法院之裁量，處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
一百萬元以下之罰金。」此處休曼法第 2 條之中譯文，係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之中譯外國競
爭法規：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72&docid=11200（最後瀏
覽日：11/04/2014），原文請參前揭註 69。
154 克來登法第 2 條：「(a) 價格、客戶之選擇：從事商業交易之任何人，於該項商業過程中，直接
或間接就類似等級與類似品質商品於不同買受人間提供差別價格，且若涉及此等差別待遇之任
何買賣係屬商業行為，而此等商品係為使用、消費或轉售之目的而於美國聯邦境內、美國境內任
何非屬州境之地區、哥倫比亞特區、或於美國管轄權下任何島嶼殖民地或其他區域內出售，且此
等差別待遇之效應可能大幅減少任何行業中之競爭或對該行業有造成獨占之虞、或對於與該等差
別待遇利益之任何授與人或惡意受領人間或與其任一方客戶間之競爭有所傷害、破壞或阻礙者，
係屬違法；但其差別訂價僅係因該等商品出售或交付予該等買受人之方式或數量不同所造成製
造、銷售或交付成本之差異而為適當折價者，不在此限。然而，聯邦交易委員會若發現較大數量
之買受人人數過少以致於差別訂價於某一產業中造成不公平之差別待遇或促成獨占獨占地位時，
委員會經適當調查及聽取所有利害關係人意見後，得就特定商品或特定種類之商品設定數量限
制，並於其認為必要時加以修改；因而差別取價所根據數量大於上開限定數量者，仍不得為之。
但從事商業上貨物、物品或商品販售之人於善意之交易行為中(非因限制交易)對於其交易客戶之
選擇，不在此限。為因應影響相關貨物市場或其銷路之情事變更，諸如(但不限於)易腐壞貨物實
際上業已或即將變質、季節性貨物之過時處理、法院程序下之扣押物拍賣、中止相關貨物之營業時
出於善意之拋售等，而隨時所為之價格變更者，亦不在此限。
(b) 差別待遇推定案件之反證責任：依據本條規定所為控訴之任何審訊中，針對所提供價格、服
務或設施曾有差別待遇行為而提出之證據，以具有正當理由而加以反證之舉證責任應歸諸於被
控違反本條規定之人，且若未能確實提出正當理由，委員會有權發出命令停止該項差別待遇之
行為。但若經賣方反證，其對於任一或數買受人所提出之較低價格或其服務或設施之提供，係出
於善意所為以對抗其競爭者所提出之相同低價或所提供之服務或設施者，不在此限。
(c) 傭金、居間費或其他酬庸之支付或受領：從事商業活動之任何人，於該項商業活動過程中，
支付或授予、受領或接受具有價值之任何事物作為傭金、居間費或其他報酬，或代之以任何補貼
或折扣者，應屬違法。但其係因對於該項交易相對人或對交易代理人、代表或其他事實上為該非
授予或支付上開報酬之交易任一方當事人之利益或作為其代表、或直接或間接受其控制而有所作
為之居間人，提供有關貨物、物品或商品販售或採購方面之服務，而為上開報酬之收付者，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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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差別等）

第3條155

（排他交易條件）

第7條156

（企業結合）

委員會均有執行克

來登法之權限

行政禁止令

此限。
(d) 為加工或銷售所提供服務或設施之報酬支付：從事商業活動之任何人，於該項商業活動過程
中，就其所製造、出售、或要約出售之任何產品或商品，對於其客戶自行提供或他人透過該客戶
所提供任何加工、處理、出售、或要約出售之相關服務或設施，向其客戶或為其客戶之利益，支付
或期約支付具有價值之任何事物，作為提供此等服務或設施之報酬或對價者，應屬違法。但該項
報酬支付或對價，係基於相當之平等條件，提供予該等產品或商品行銷過程中所有其他具競爭
關係之客戶者，不在此限。
(e) 就加工、處理等所提供之服務或設施：任何人就其所出售之商品，基於非等同於所有買受人
相當之平等條件下，期約提供或即時提供、或促使他人提供加工、處理、出售或要約出售之任何相
關服務或設施，以此差別待遇圖利購買其商品(加工或未經加工)而轉售之單一買受人而不利於
另一名或數名買受人者，應屬違法。
(f) 故意誘使或接受差別訂價：從事商業活動之任何人，於該項商業活動過程中，故意誘使或接
受本條規定所禁止之差別訂價者，應屬違法。」
此處克來登法第 2 條之中譯文，係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之中譯外國競爭法規：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72&docid=11200（最後瀏覽日：
11/04/2014），原文為 15 U.S. Code § 13:「(a) Price; selection of customers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engaged in commerce, in the course of such commerce,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discriminate in price between different purchasers of commodities of like grade 
and quality, where either or any of the purchases involved in such discrimination are in commerce, 
where such commodities are sold for use, consumption, or resale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Territory thereof 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r any insular possession or other plac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ere the effect of such discrimination may be substantially to 
lessen competition or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 in any line of commerce, or to injure, destroy, or 
prevent competition with any person who either grants or knowingly receives the benefit of such 
discrimination, or with customers of either of them: Provided, That nothing herein contained shall 
prevent differentials which make only due allowance for differences in the cost of manufacture, sale, or  
delivery resulting from the differing methods or quantities in which such commodities are to such 
purchasers sold or delivered: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may, after due 
investigation and hearing to all interested parties, fix and establish quantity limits, and revise the same 
as it finds necessary, as to particular commodities or classes of commodities, where it finds that 
available purchasers in greater quantities are so few as to render differentials on account thereof  
unjustly discriminatory or promotive of monopoly in any line of commerce; and the foregoing shall 
then not be construed to permit differentials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quantities greater than those so 
fixed and established: And provided further, That nothing herein contained shall prevent persons 
engaged in selling goods, wares, or merchandise in commerce from selecting their own customers in 
bona fide transactions and not in restraint of trade: And provided further, That nothing herein contained 
shall prevent price changes from time to time where in response to changing conditions affecting the 
market for or the marketability of the goods concerned,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actual or imminent 
deterioration of perishable goods, obsolescence of seasonal goods, distress sales under court process, or  
sales in good faith in discontinuance of business in the goods concerned.
(b) Burden of rebutting prima-facie case of discrimination
Upon proof being made, at any hearing on a complaint under this section, that there has been 
discrimination in price or services or facilities furnished, the burden of rebutting the prima-facie case 
thus made by showing justification shall be upon the person charged with a violation of this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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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條157

（人事兼任）

聯邦交易

委員會法

第 5條158前段

（不公平競爭方法）

第 5條後段

聯邦交易委員會 民事訴追

行政禁止令

and unless justification shall be affirmatively shown, the Commission is authorized to issue an order 
terminating the discrimination: Provided, however, That nothing herein contained shall prevent a seller 
rebutting the prima-facie case thus made by showing that his lower price or the furnishing of services 
or facilities to any purchaser or purchasers was made in good faith to meet an equally low price of a  
competitor, or the services or facilities furnished by a competitor.
(c) Payment or acceptance of commission, brokerage, or other compensation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engaged in commerce, in the course of such commerce, to pay or 
grant, or to receive or accept, anything of value as a commission, brokerage, or other compensation, or  
any allowance or discount in lieu thereof, except for services rend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ale or  
purchase of goods, wares, or merchandise, either to the other party to such transaction or to an agent,  
representative, or other intermediary therein where such intermediary is acting in fact for or in behalf,  
or is subject to the direct or indirect control, of any party to such transaction other than the person by 
whom such compensation is so granted or paid.
(d) Payment for services or facilities for processing or sale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engaged in commerce to pay or contact for the payment of anything 
of value to or for the benefit of a customer of such person in the course of such commerce as  
compensation or in consideration for any services or facilities furnished by or through such custome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cessing, handling, sale, or offering for sale of any products or commodities 
manufactured, sold, or offered for sale by such person, unless such payment or consideration is 
available on proportionally equal terms to all other customers competing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uch 
products or commodities.
(e) Furnishing services or facilities for processing, handling, etc.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to discriminate in favor of one purchaser against another purchaser  
or purchasers of a commodity bought for resale, with or without processing, by contracting to furnish 
or furnishing, or by contributing to the furnishing of, any services or facilities connected with the 
processing, handling, sale, or offering for sale of such commodity so purchased upon terms not 
accorded to all purchasers on proportionally equal terms.
(f) Knowingly inducing or receiving discriminatory price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engaged in commerce, in the course of such commerce, knowingly 
to induce or receive a discrimination in price which is prohibited by this section.」
155 克來登法第 3 條：「從事商業交易之任何人，於該項商業過程中，出租或出售或期約出售不論
是否具有專利權之貨物、物品、貨品、機械、日常用品、或其他商品，以供美國境內或美國境內任何
非屬州境之地區或哥倫比亞特區或於美國管轄權下之任何島嶼殖民地或其他區域內之使用、消費
或轉售，或就該等商品為統一訂價、或為該價格之折扣或回扣，並附條件、協議或共識：該等商
品之承租人或買受人不得使用出租人或出賣人之單一或數名競爭者之貨物、物品、貨品、機械、日
常用品、或其他商品、或不得就此等商品與該競爭者進行交易，若該等出租、出售、或期約出售或
所附之該項條件、協議、或共識之影響所及，可能大幅減少任何行業中之競爭或對該行業有造成
獨占之虞者，應屬違法。」
此處克來登法第 3 條之中譯文，係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之中譯外國競爭法規：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72&docid=11200（最後瀏覽日：
11/04/2014），原文為 15 U.S. Code § 14:「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engaged in commerce, 
in the course of such commerce, to lease or make a sale or contract for sale of goods, wares,  
merchandise, machinery, supplies, or other commodities, whether patented or unpatented, for use, 
consumption, or resale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Territory thereof 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r 
any insular possession or other plac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fix a price char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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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失公平及欺罔行為）

第二節  美國競爭法一般調查之規範及運作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6條159授權委員會得收集及整理有關從事或對商業有

therefor, or discount from, or rebate upon, such price, on the condition, agreement, or understanding 
that the lessee or purchaser thereof shall not use or deal in the goods, wares, merchandise, machinery,  
supplies, or other commodities of a competitor or competitors of the lessor or seller, where the effect of 
such lease, sale, or contract for sale or such condition, agreement, or understanding may be to 
substantially lessen competition or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 in any line of commerce.」
156 克來登法第 7 條：「任何人從事於商業或對商業有所影響之任何活動者，以直接或間接之方式
取得股票或其他股本資金之全部或任何部分，以及受聯邦交易委員會規範之任何人，對於亦從
事於商業或對商業有所影響之任何活動之他人，取得其資產之全部或任何部分者，若當此等取
得之結果，對於國內任何地區之任何商業上之行業或對商業有所影響之任何活動，可能實質減
少其競爭、或有形成獨占之虞時，不得為之。
任何人以直接或間接之方式取得股票或其他股本資金之全部或任何部分，以及受聯邦交易委員
會規範之任何人，對於從事於商業或對商業有所影響之任何活動之一人或數人，取得其資產之
全部或任何部分者，若當此等取得、此等股份或資產、或經由代理委託書行使表決或同意或以其
他方式使用此等股權之結果，對於國內任何地區之任何商業上之行業或對商業有所影響之任何
活動，可能實質減少其競爭、或有形成獨占之虞時，不得為之。」
此處克來登法第 7 條之中譯文，係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之中譯外國競爭法規：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72&docid=11200（最後瀏覽日：
11/04/2014），原文為 15 U.S. Code § 18:「No person engaged in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shall acqui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stock or other 
share capital and no person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hall acquire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assets of another person engaged also in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where in any line of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in any  
section of the country, the effect of such acquisition may be substantially to lessen competition, or to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
No person shall acqui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stock or other share capital  
and no person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hall acquire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assets of one or more persons engaged in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where in any line of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in any section of the 
country, the effect of such acquisition, of such stocks or assets, or of the use of such stock by the voting 
or granting of proxies or otherwise, may be substantially to lessen competition, or to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
157 克來登法第 8 條：「(a) (1) 若下列任何二營利事業各自依據本項第(5)款規定調整後，其資本、
盈餘及未分配收益總額超過一千萬元者，任何人於同一時間不得在該二營利事業中(但銀行、從
事銀行業務之事業團體、及信託公司不在此限)擔任董事或高階主管：(A) 該二營利事業完全或部
分從事於商業活動；且(B) 該二營利事業由於其等之業務及經營所在地而成為競爭者關係，因
此其等間消除競爭關係之協議將構成任何反托拉斯法律規定之違反行為者；
(2) 即使有第(1)款之規定，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條條文不得禁止於同一時間在任何二營利
事業中擔任董事或高階主管：(A) 依據本項第(5)款規定調整後，其任一營利事業之競爭性銷售
額低於一萬元者；(B) 其任一營利事業之競爭性銷售額低於該營利事業銷售總額百分之 2 者；或
(C) 各該營利事業之競爭性銷售額低於該營利事業銷售總額百分之 4 者。
本款規定中 “競爭性銷售” 係指一營利事業所售出與另一營利事業具有相互競爭性之所有產品及
勞務之收入總額，其係以該產品及勞務在該營利事業上一完整會計年度之年度收入總額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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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之組織、企業、行為及經營者的資訊。委員會雖無法依該條禁止或處罰任何商

業行為，但此一權限係為了使委員會得以更有效的設定執法優先順序並釋出關

於商業活動涉及公益之訊息。

聯邦交易委員會之報告權限已行之有年，但於 1970 年代因其積極向大公司

收集資訊且彙整商業中的金融訊息而受到爭議。此一報告計畫是為了彌補大眾可

予以認定。本款規定中 “銷售總額” 係指一營利事業上一完整會計年度所有售出之產品及勞務之
收入總額。
(3) 依據第(1)款規定，在法律上是否合乎擔任董事或高階主管之資格，係以各該營利事業於其
營利事業上一完整會計年度之資本、盈餘及未分配收益予以認定，但不包括已宣佈但尚未支付予
股東之股利。
(4) 本款規定中 “高階主管” 一詞係指經由董事會所選任或選定為高階主管者。
(5) 就 1990 年 9 月 30 日之後各個會計年度而言，本項規定之一千萬元及一百萬元之門檻，應於
每年 10 月 1 日，按照當時結束之該年度由商業部或其接替單位所認定之國民生產總值，相對於
1989 年 9 月 30 日為止之該會計年度所建立之水準，其所增加(或減少)之百分比，而以與此增加
(或減少)百分比相當之金額進行增加(或減少)之調整。於實際可能之情況下，聯邦交易委員會應
依據本款規定儘速公佈調整後之金額，但公佈日期至遲不得超過每年 1 月 31 日。
(b) 任何經選任或選定為任何營利事業之董事或高階主管者，其經選任或選定為該營利事業擔任
該項職務當時，依據本條規定於法律上係符合資格者，其在法律上合乎擔任該職務之資格，於
造成其不合資格之事件發生日屆滿一年前，不得因該營利事業之資本、盈餘與未分配收益、或其
業務，不論任何原因所造成之變更，而受本條任何規定之影響。」
此處克來登法第 8 條之中譯文，係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之中譯外國競爭法規：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72&docid=11200（最後瀏覽日期：
2014 年 11 月 4 日），原文為 15 U.S. Code § 19:「(a)(1) No person shall, at the same time, serve as a 
director or officer in any two corporations (other than banks, banking associations, and trust 
companies) that are—
(A) engaged in whole or in part in commerce; and
(B) by virtue of their business and location of operation, competitors, so that the elimination of 
competition by agreement between them would constitute a violation of any of the antitrust laws;
if each of the corporations has capital, surplus, and undivided profits aggregating more than 
$10,000,000 as adjusted pursuant to paragraph (5) of this subsection.
(2)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1), simultaneous service as a director or officer in any 
two corporations shall not be prohibited by this section if—
(A) the competitive sales of either corporation are less than $1,000,000, as adjusted pursuant to 
paragraph (5) of this subsection;
(B) the competitive sales of either corporation are less than 2 per centum of that corporation’s total 
sales; or
(C) the competitive sales of each corporation are less than 4 per centum of that corporation’s total sales.
For purposes of this paragraph, “competitive sales” means the gross revenues for all products and 
services sold by one corporation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other,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annual gross 
revenues for such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 that corporation’s last completed fiscal year.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ragraph, “total sales” means the gross revenues for all products and services sold by 
one corporation over that corporation’s last completed fiscal year.
(3) The eligibility of a director or officer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1)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capital, surplus and undivided profits, exclusive of dividends declared but not paid to stockholders, 
of each corporation at the end of that corporation’s last completed fiscal year.
(4) For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the term “officer” means an officer elected or chosen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5) For each fiscal year commencing after September 30, 1990, the $10,000,000 and $1,000,000 
thresholds in this subsection shall be increased (or decreased) as of October 1 each year by an amount  

157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72&docid=11200


知悉資訊之漏洞，因為從事多角化經營的企業可能會對以包裹方式掩蓋其會計

資料，且即使可獲得分類的資料，但若無持續性的向企業進行收集，亦無法就

特定產業別彙整資料。聯邦交易委員會為了評估針對特定產業之反托拉斯政策的

影響，或是反托拉斯介入產業之需要性，若欠缺可靠的資料庫以供評估產業狀

況，實屬窒礙難行。因此，聯邦交易委員會的「商業走向」（Line of Business；

equal to the percentage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as determined by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r its successor, for the year then ended over the level so established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 1989. As soon as practicable, but not later than January 31 of each year,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hall publish the adjusted amounts required by this paragraph.
(b) When any person elected or chosen as a director or officer of any corporation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hereof is eligible at the time of his election or selection to act for such corporation in such 
capacity, his eligibility to act in such capacity shall not be affected by any of the provisions hereof by 
reason of any change in the capital, surplus and undivided profits, or affairs of such corporation from 
whatever cause, until the expiration of one year from the date on which the event causing ineligibility 
occurred.」
158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1) 謹此宣告於商業上或對商業有所影響之不公平競爭方法、以及
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或經營方式為違法。(2) 謹此賦予委員會權利並課與義務以防制個人、合夥或
營利事業使用商業上或對商業有所影響之不公平競爭方法，及商業上或對商業有所影響之不公
平或欺罔之行為或經營方式，但本編第 57a 條第(f)項(3)款所規定之銀行、儲蓄暨貸款機構，本編
第 57a 條第(f)項(4)款所規定之聯邦信用合作社， “規範商業之法案” 所規範之一般運輸業，美國
法典第 49編第 VII附編A部分所規範之航空運輸業及國外航空運輸業，以及 1921 年包裝業者
與牲畜飼養場法案及其修正案(美國法典第 7編第 181 條及其以下之條文)所規範範圍內之個人、
合夥或營利事業，除該法案中第 406 條第(b)項條文之規定(美國法典第 7編第 227 條第(b)項)者
外，均不在此限。」此處之中譯文係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之中譯外國競爭法規：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72&docid=11200（最後瀏覽日：
11/04/2014），原文請參前揭註 77。
159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6 條：「委員會亦具有下列之職掌：
(a) 針對個人、合夥或營利事業之調查：針對從事商業或其經營之業務影響商業之任何個人、合夥
或營利事業，但不包括本編第 57a 條第(f)項(3)款所規定之銀行、儲蓄暨貸款機構，本編第 57a 條
第(f)項(4)款所規定之聯邦信用合作社及受規範商業之法案所規範之一般運輸業，應隨時收集及
匯編關於其等之組織、營業、行為、經營方式、管理及其與其他個人、合夥或營利事業之關係之資訊
並且調查之。
(b) 要求個人、合夥或營利事業提出報告：以一般命令或特別命令分別要求從事商業或其經營之
業務影響商業之任何個人、合夥或營利事業，但不包括本編第 57a 條第(f)項(3)款所規定之銀行、
儲蓄暨貸款機構，本編第 57a 條第(f)項(4)款所規定之聯邦信用合作社及受規範商業之法案所規
範之一般運輸業，或以類別方式或針對其中之任一對象，依委員會提供之格式提出年度或特別
或年度及特別二者之報告或針對特定問題之書面答覆予委員會，以提供委員會其所要求之關於
組織、營業、行為、經營方式、管理及其與其他個人、合夥或營利事業或提出該等報告或書面答覆之
個別之個人、合夥或營利事業之個人之關係之資訊。此等報告及答覆應在宣誓下或委員會提供之
其他方式下作成，並應於委員會所規定之合理期間內提出，但委員會於任何個案中同意較長之
期間者不在此限。」此處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6 條之中譯文，係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之中譯
外國競爭法規：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72&docid=11200
（最後瀏覽日：12/23/2014），原文為 15 U.S. Code § 46:「The Commission shall also have power
—
(a) Investigation of persons, partnerships, or corporations
To gather and compil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and to investigate from time to time th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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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B）計畫受到來自經濟學者或反托拉斯學者的廣泛支持160。

聯邦交易委員會得以要求事業提供特定商業資料之法律依據，為聯邦交易

委員會法所賦予之廣泛的調查權限161，授權聯邦交易委員會就任何從事於商業

活動之事業進行組織、商業、行為、管理等方面的調查，特別是藉由下命處分

（order）而要求事業依照聯邦交易委員會所希望的方式回答問題。面對某些事

業質疑聯邦交易委員會要求提供資料之處分，法院通常維持聯邦交易委員會之

處分而甚少予以限制，肯認只要所要求的資訊並非太廣泛或造成不合理之負擔，

均屬聯邦交易委員會執行法定職權所必需，並未違反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禁止

不合理搜索或第五修正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162。

至於聯邦交易委員會取得資料後，如何使用則屬另一問題。若涉及營業秘

密（trade secrets）時，取得之資料不應公開。然而，所謂營業秘密之範圍則非明

確，可能包含一切具機密性的商業資訊，因此只要該資訊公佈後會明顯造成特

定人之損害，則聯邦交易委員會便不會公開該等資訊，例如事業之成本與獲利

數據，甚至集結出版之統計數據中，可藉由演算分析而得知個別事業之成本與

business, conduct, practices, and management of any person, partnership, or corporation engaged in or 
whose business affects commerce, excepting banks, savings and loan institutions described in section 
57a (f)(3) of this title, Federal credit unions described in section 57a (f)(4) of this title, and common 
carriers subject to the Act to regulate commerce, and its relation to other persons, partnerships, and 
corporations.
(b) Reports of persons, partnerships, and corporations
To require, by general or special orders, persons, partnerships, and corporations, engaged in or whose 
business affects commerce, excepting banks, savings and loan institutions described in section 57a (f)
(3) of this title, Federal credit unions described in section 57a (f)(4) of this title, and common carriers 
subject to the Act to regulate commerce, or any class of them, or any of them, respectively, to file with 
the Commission in such form as the Commission may prescribe annual or special, or both annual and 
special, reports or answers in writing to specific questions, furnishing to the Commission such 
information as it may require as to the organization, business, conduct, practices, management, and 
relation to other corporations, partnerships, and individuals of the respective persons, partnerships, and 
corporations filing such reports or answers in writing. Such reports and answers shall be made under 
oath, or otherwise, as the Commission may prescribe, and shall be filed with the Commission within 
such reasonable period as the Commission may prescribe, unless additional time be granted in any case 
by the Commission.」
160 Lawrence A. Sullivan and Warren S. Grimes, The law of antitrust : an integrated handbook, St. Paul, 
Minn. Thomson/West, 2nd ed, 941-942(2006).另參
http://scholarship.law.duke.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2527&context=dlj（最後瀏覽日：
11/04/2014）。
161 請參前揭註 89。
162 United States v. Morton Salt Co., 338 U.S. 632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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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利數據時，亦不應予以公佈163。

在聯邦交易委員會公布之每年年度報告中164，會針對該委員會關注的特定

市場之競爭狀況進行觀察，例如藥品市場、科技資訊市場、能源市場、消費性商品

及服務市場、製造業市場等。而聯邦交易委員會統計 2007年至 2011 年之處分對象

產業中，健康保健產業佔 40%、零售商品及服務產業佔 28%、製造及化學產業佔

15%、科技產業佔 9%、能源產業佔 8%。之所以針對上述產業進行執法，係因聯邦

交易委員會資源有限，故將執法重點置於對消費者最具直接影響之上開產業165。

在司法部反托拉斯局方面，主要是針對違法個案進行調查166，除了自行保

存並彙整個案調查中獲得之資料外，該局亦會透過政府機關統計資料來觀察重

大商業訊息，且其網站上會不定期公佈研究報告167。

第三節  美國競爭法個別調查之規範及運作

本項以下介紹美國反托拉斯法就違法個案之聯邦調查程序，其中民事調查

權之部分，聯邦交易委員會與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均享有之，但與民事調查權有

所不同的是，刑事調查係專由美國司法部之反托拉斯局為之168。

第一項  聯邦交易委員會之調查權

聯邦交易委員會職員進行無涉於強制程序之調查時，其發動不需要委員會

163 http://scholarship.law.duke.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2527&context=dlj（最後瀏覽日：
11/04/2014）。
164 http://www.ftc.gov/policy/reports/policy-reports/ftc-annual-reports（最後瀏覽日：11/04/2014）。
165 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_annual/annual-report-
2011/2011chairmansreport_0.pdf（最後瀏覽日：12/23/2014）。
166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divisionmanual     （最後瀏覽日：  11/04/2014  ）  。
167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reports/index.html（最後瀏覽日：11/04/2014）。
168 Gordon Blanke, Phillip Landolt, EU and US Antitrust Arbit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746(2011);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355-35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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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先同意169。調查之發動可能是由主管、副主管、競爭及消費者保護局之助理或

共同主管、以及地方辦公室之主管或助理主管所授權。調查發動原因可能是基於

聯邦交易委員會職員之努力，或私人團體、國會議員、其他政府或非政府機構之

請求。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列出四項於檢舉前可與自願性調查併行之強制程序，包

括：1.要求提出年度或專案報告170、2.調閱書證（access order）171、3.傳喚

169 此類調查係向潛在目標取得資訊，或對其他消息來源採取訪問、書面要求提出事實資料、有限
的問卷、非正式勘測或其他自願性措施。但對於新聞、雜誌、出版社、廣播電台或電視台之調查，或
是大範圍之調查措施，則須事先經委員會之同意。
170 15 U.S.C. §46(b)：「((b) 要求個人、合夥或營利事業提出報告
以一般命令或特別命令分別要求從事商業或其經營之業務影響商業之任何個人、合夥或營利事業
但不包括本編第 57a 條第(f)項(3)款所規定之銀行、儲蓄暨貸款機構，本編第 57a 條第(f)項(4)款所
規定之聯邦信用合作社及受規範商業之法案所規範之一般運輸業，或以類別方式或針對其中之
任一對象，依委員會提供之格式提出年度或特別或年度及特別二者之報告或針對特定問題之書
面答覆予委員會，以提供委員會其所要求之關於組織、營業、行為、經營方式、管理及其與其他個
人、合夥或營利事業或提出該等報告或書面答覆之個別之個人、合夥或營利事業之個人之關係之
資訊。此等報告及答覆應在宣誓下或委員會提供之其他方式下作成，並應於委員會所規定之合理
期間內提出，但委員會於任何個案中同意較長之期間者不在此限。」
此處之中譯文係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之中譯外國競爭法規：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72&docid=11200（最後瀏覽日：
11/23/2014），原文為：「(b) Reports of persons, partnerships, and corporations
To require, by general or special orders, persons, partnerships, and corporations, engaged in or whose 
business affects commerce, excepting banks, savings and loan institutions described in section 57a (f)
(3) of this title, Federal credit unions described in section 57a (f)(4) of this title, and common carriers 
subject to the Act to regulate commerce, or any class of them, or any of them, respectively, to file with 
the Commission in such form as the Commission may prescribe annual or special, or both annual and 
special, reports or answers in writing to specific questions, furnishing to the Commission such 
information as it may require as to the organization, business, conduct, practices, management, and 
relation to other corporations, partnerships, and individuals of the respective persons, partnerships, and 
corporations filing such reports or answers in writing. Such reports and answers shall be made under 
oath, or otherwise, as the Commission may prescribe, and shall be filed with the Commission within 
such reasonable period as the Commission may prescribe, unless additional time be granted in any case 
by the Commission.」.
171 15 U.S.C. §49：「為實行本章之目的，委員會或其合法授權之代理人或代理人等，基於調查之
目的得在適當之時間調閱任何正接受調查或被起訴之個人、合夥或營利事業之任何書面證據，並
得予以複製。」
此處之中譯文係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之中譯外國競爭法規：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72&docid=11200（最後瀏覽日：
11/23/2014），原文為：「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ubchapter the Commission, or its duly authorized 
agent or agents, shall at all reasonable times have access to, for the purpose of examination, and the 
right to copy any documentary evidence of any person, partnership, or corporation being investigated 
or proceeded agai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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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poenas）172、4.民事調查令（Civil Investigative Demands；CIDs）173。上開強

制程序均須委員會以正式決定授權始得為之，通常是由聯邦交易委員會職員向

委員會提出建議，說明發動調查之結果及有保全更多資訊之需要後，由委員會

進行考量。調閱書證、傳票及民事調查令得由聯邦交易委員會於美國全國為執行。

上開強制程序須經聯邦法院之裁定，始具有強制性可要求受調查者服從，並可

172  15 U.S.C. §49：「......委員會有權就與調查有關之任何事項，以傳票要求證人出席作為人證，
並得要求提供所有相關之該書面證據。委員會之每位委員均得簽發傳票，委員會之每位委員及調
查員均得主持宣誓儀式及不經宣誓所作之正式證詞、詰問證人並收受證據。
不論證人位於美國何處均得要求其至指定之聽證會地點出席並提出書面證據。於不服從傳票之情
形，委員會得向美國聯邦之任何法院(聯邦司法系統)請求協助，命令其出席作為人證，並提供
書面證據。
任何個人、合夥或營利事業不服從或拒絕遵守所發予之傳票，就委員會此項係於其管轄權範圍內
之任何美國聯邦地區法院，得針對該等個人、合夥或營利事業發出命令要求其依命令出席委員會
提出書面證據或提供關於系爭事項之證據予委員會；任何未履行遵守法院之命令者，得由該法
院處以藐視法庭罪。
基於美國司法部長之請求，美國聯邦地區管轄法院於委員會聲請時有權發出職務執行令狀命令
任何個人、合夥或營利事業遵守本章之規定或委員會任何依據本法作成之命令。
任何依據本章規定進行之訴訟程序或調查繫屬之期間，委員會得於該訴訟程序或調查之任何階
段命令以證據保全(按法規規定於他處筆錄供詞者)方式取得證詞。該證據保全之筆錄供詞應在委
員會所指定並有權主持宣誓儀式之任何人員前進行。該證詞應由進行該證據保全程序人員或在其
指示下作成書面，並應於完成後由提供證詞者簽署於其上。如同依照前文之規定，得以強制證人
向委員會出席、作證並提出書面證據之同樣方式，強制任何人出席、宣誓作證並提出書面證據。
對委員會傳喚之證人應給付與美國聯邦法院支付予所傳喚之證人相同之日費及旅費，及以證據
保全筆錄供詞方式提供證詞之證人與進行該證據保全筆錄供詞程序之人員，應分別給付與美國
聯邦法院就同樣服務所支付之相同費用。」
此處之中譯文係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之中譯外國競爭法規：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72&docid=11200（最後瀏覽日：
11/23/2014），原文為：「...... the Commission shall have power to require by subpoena the 
attendance and testimony of witness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all such documentary evidence relating to 
any matter under investigation. Any member of the Commission may sign subpoenas, and members 
and examiners of the Commission may administer oaths and affirmations, examine witnesses, and 
receive evidence.
Such attendance of witness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ch documentary evidence, may be required from 
any pl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any designated place of hearing. And in case of disobedience to a 
subpoena the Commission may invoke the aid of any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requiring the 
attendance and testimony of witness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documentary evidence.
Any of the district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which such inquiry is carried on 
may, in case of contumacy or refusal to obey a subpoena issued to any person, partnership, or 
corporation issue an order requiring such person, partnership, or corporation to appear before the 
Commission, or to produce documentary evidence if so ordered, or to give evidence touching the 
matter in question; and any failure to obey such order of the court may be punished by such court as a 
contempt thereof.
Up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request of the Commission, 
the district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have jurisdiction to issue writs of mandamus commanding 
any person, partnership, or corporation to comply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ubchapter or any order of 
the Commission made in pursuance thereof.
The Commission may order testimony to be taken by deposition in any proceeding or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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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服從者處以藐視司法之制裁174。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6（b）條授權委員會得命令事業、個人或合夥團體準

備及提出特定報告175，最高法院亦已肯認聯邦交易委員會有權要求提出此類報

告。然而，該條一般被解釋為係允許於審判（adjudication）期間簽發特定報告之

命令，因此任何被要求提出報告之人得主張該命令確實符合為了準備審判之需

要。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9條則授權委員會得命接近紀錄文件或簽發傳票，以取

得個人、合夥團體或事業所持有之書面證據。

在 1980 年聯邦交易委員會法修正前，主要的強制措施程序為傳喚。於 1980

年及 1994年修正時，增加簽發民事調查令之權限，以調查不正或欺罔行為及不

公平競爭方法。民事調查令屬於強制措施，包含得命提出文件或書面報告、回覆

問題，以及為言詞證述等。此外，1994年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修正時，授權聯邦

pending under this subchapter at any stage of such proceeding or investigation. Such depositions may 
be taken before any person designated by the commission and having power to administer oaths. Such 
testimony shall be reduced to writing by the person taking the deposition, or under his direction, and 
shall then be subscribed by the deponent. Any person may be compelled to appear and depose and to 
produce documentary evidence in the same manner as witnesses may be compelled to appear and 
testify and produce documentary evidence before the Commission as hereinbefore provided.
Witnesses summoned before the Commission shall be paid the same fees and mileage that are paid 
witnesses in the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itnesses whose depositions are taken and the persons 
taking the same shall severally be entitled to the same fees as are paid for like services in the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173 15 U.S.C. §57b-1(c)(1)：「(1) 當委員會具有理由相信任何人可能持有、保管或控制有關於商業
上或對商業有所影響之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或經營方式(於本編第 45 條第(a)項(1)款規定之範圍
內)或有關於違反反托拉斯之行為之任何書面資料或實體事物，或可能擁有與此等相關之任何資
料時，委員會得於依據本章規定之任何起訴程序開始進行前，以書面發出民事調查令並使其送
達予該人，要求該人提出此等書面資料以供檢閱及影印或複製、提交此等實體事物、提供書面報
告或問題之答覆、就有關書面資料或其他資料提出口頭證詞，或合併提出任何前述資料、答覆或
證詞。」
此處之中譯文係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之中譯外國競爭法規：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72&docid=11200（最後瀏覽日：
11/23/2014），原文為：「(1) Whenever the Commission ha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any person may be 
in possession, custody, or control of any documentary material or tangible things, or may have any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45 (a)(1) of this title), or to antitrust violations, the Commission may, before the 
institution of any proceedings under this subchapter, issue in writing, and cause to be served upon such 
person, a civil investigative demand requiring such person to produce such documentary material for 
inspection and copying or reproduction, to submit such tangible things, to file written reports or 
answers to questions, to give oral testimony concerning documentary material or other information, or 
to furnish any combination of such material, answers, or testimony.」。
174 Douglas Broder, U.S. antitrust law and enforcement : a practice introduct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010).
175 本條之對象曾用於要求大公司提出營業方針或合作模式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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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委員會可依據民事調查令取得有體物。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特別要求民事調查

令應記載系爭受調查之行為，其性質與所指構成不正或欺罔行為之法律規定相

符，此一立法目的係為促使聯邦交易委員會集中於特定違法方向以謹慎規劃其

調查計畫。此外，上開具體性的要求亦提供法院據以判斷取得之資訊是否與調查

範圍具有合理關聯性的標準176。

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規定禁止不合理的搜索及扣押，此於聯邦交易委員會

之強制程序亦有適用。然而，行政機關之傳票無須顯示具有違法之相當理由的基

礎，而只須符合法律授權之目的，以取得有關調查之資訊為範圍，不要過於不

確定、過於廣泛或過度侵擾即可177。因此關聯性的要求在取得之資訊與調查目的

並非明顯無關時，應屬符合，至於具體性的標準則只要是被傳喚之文件已足特

定且其敘述可認具有關聯性即可。

當事人得於收受調查傳票或民事調查令之送達後 20天內，以書面向聯邦交

易委員會申請撤銷或限縮該傳票或民事調查令。申請書應提出主張之權利依據，

以及對傳票或民事調查令之事實上或法律上異議。委員會審酌申請書後，得全部

或部分接受或駁回該申請，而提出異議之部分於委員會作成決定前，停止該部

分傳票或民事調查令之執行。有關傳票係屬不合理的廣泛或侵擾之舉證責任，係

由被傳喚之當事人負擔。由於受調查者之某程度上的不便係調查程序中所必然產

生的情形，因此法院認為欲證明傳票過於廣泛或侵擾，僅指摘該傳票要求眾多

數量的文件，並不足夠。一般來說，第三人相較於調查目標而言，較有機會成功

說明受到不合理的負擔。聯邦交易委員會只要在其權限範圍內行使調查權，該調

查權之限制便不致流於過度模糊或取得無關資訊之虞。在判斷所取得的資訊是否

合理相關時，只要聯邦交易委員會的裁量未達明顯違誤之程度，其對於關聯性

176 Jonathan M. Jacobson,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sixth), Chicago, Ill. :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BA, 666(2007).
177 See Bernard Schwartz, Roberto L. Corrada, J. Robert Brown, Jr , Administrative law : a casebook, 
174-17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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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判斷均應予以尊重178。

忽略或拒絕遵從法院命令之強制程序，得處罰金或最高一年之徒刑179，但

以有意輕忽或出於惡意者為限。於一般情形中，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10條規定，

只有在不服從要求遵守聯邦交易委員會傳票或民事調查令之聯邦地方法院命令

時，得予以處罰。由於當事人在法院命令執行強制程序前尚無危險存在，因此法

院通常不允許預先起訴請求禁止強制程序。然而，未依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6條

提出報告之處罰，係於不履行之通知後自動發生，因此某些法院同意當事人得

在處罰發生前之 30天內對於第6條之命令起訴爭執180。

當個人、合夥團體或事業未提出所要求的年度或專案報告時，聯邦交易委

員會得送達未履行之正式通知書。若未履行之情形於 30天內仍存在，得處每日

100 美元之罰鍰181，法院亦肯認此一處罰及按日科處之金額為法令所授權及允許。

178 在法院對 FTC 行為之判決作成前，FTC尚無需完全遵從法院之判決結果，而得提出不同意見。
FTC雖應考量及尊重法院之判決，但並無拘束 FTC必須接受判決結果之法律效力。衡量證據、評
估證人的可信度、化解證言間的衝突、由證言及證據所顯現之事實形塑合理的推論結果，應係
FTC 之權責，亦即法院無法代替 FTC 來決定如何認定個案事實，且法院於審查時，除非 FTC 之
認定有專斷或明顯違誤之處，否則亦不應逾越 FTC 此一權限範圍。See, Tammy Hinshaw, Lisa A. 
Zakolski, Anne M. H. Foley, Karen V. Michie, Joan C. McKenna, and John R. Kennel, “Monopolies,  
Restraints of Trade, and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merican Jurisprudence, Second Edition, 2007, 
§1265.
179 15 U.S.C. §50I：「任何人若其有能力服從美國聯邦地區法院命令之指示，遵守委員會之傳票
或合法要求時，則其怠於或拒絕出席及作證、回答任何合法之詢問或提供合法之證據構成犯罪行
為，並經具合法管轄權法院確定有罪者，應處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美金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之罰金。」
此處之中譯文係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之中譯外國競爭法規：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72&docid=11200（最後瀏覽日：
11/23/2014），原文為：「Any person who shall neglect or refuse to attend and testify, or to answer 
any lawful inquiry or to produce any documentary evidence, if in his power to do so, in obedience to an 
order of a district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directing compliance with the subpoena or lawful 
requirement of the Commission,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se and upon conviction thereof by a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shall be punished by a fine of not less than $1,000 nor more than $5,000, or by 
imprisonment for not more than one year, or by both such fine and imprisonment.」
180 Jonathan M. Jacobson,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sixth), Chicago, Ill. :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BA, 667-668(2007).
181 15 U.S.C. §50III：「依本章規定，任何應提出年度或特別報告之個人、合夥或營利事業未於委
員會指定之期間內提出該等報告，且於其未履行義務通知書通知後三十日期間仍未提出者，該
營利事業應就其遲延期間之每日按每一日$100(美金一百元)之金額支付罰款予美國聯邦，該罰
款應繳納予美國聯邦國庫，並得以美國聯邦之名義在該營利事業或合夥之主事務所所在地區或
其從事業務之任何地區，或在任何個人該人之住所或其主要業務所在地區提起民事訴訟程序取
得之，為美國聯邦檢察官在美國司法部長之指揮下之職責，就該罰款提起訴訟程序以取得之。該
等起訴程序之成本費用及支出應由美國聯邦法院之經費撥款支付。」
此處之中譯文係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之中譯外國競爭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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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邦交易委員會調查權之執行

當聯邦交易委員會允許收件人於 20天內以書面特殊報告回覆聯邦交易委員

會之疑問及要求提出特定文件影本時，經聯邦交易委員會再次通知仍不履行後

30天，即開始計日累積罰鍰。為避免該等事業刻意起訴拖延到聯邦交易委員會

命令之合法性經法院確認後再行累計罰鍰，只要事業拒絕遵從聯邦交易委員會

命其提供特定資訊之指示，即得處以罰鍰182。因此，未於聯邦交易委員會規定之

期間內提出報告者，依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10條 c項，經再催告逾 30 日仍未提

出者，就其遲延期間，得依 1 日 100 美金之數額課徵罰鍰，該罰鍰得由聯邦政

府向法院請求強制執行。

同時為確保資料之可信度與時效，依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6條 d項，聯邦

交易委員會並得要求受調查對象「其報告或答覆應依宣誓或委員會指定之方式作

成，並於規定之期間內提出。」另於第 10條 b項訂有罰則：「有虛偽記載、破壞紀

錄或拒絕提供調查或抄錄者，視為對聯邦之犯罪，由管轄法院處 3年以下有期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72&docid=11200（最後瀏覽日：
11/23/2014），原文為：「If any persons, partnership, or corporation required by this subchapter to 
file any annual or special report shall fail so to do within the time fixed by the Commission for filing 
the same, and such failure shall continue for thirty days after notice of such default, the corporation 
shall forfeit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sum of $100 for each and every day of the continuance of such 
failure, which forfeiture shall be payable into the Treasu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hall be 
recoverable in a civil suit in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brought in the case of a corporation or 
partnership in the district where the corporation or partnership has its principal office or in any district  
in which it shall do business, and in the case of any person in the district where such person resides or 
has hi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It shall be the duty of the various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secute for the recovery of the forfeitures.  
The costs and expenses of such prosecution shall be paid out of the appropriation for the expenses of 
the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2 See, Tammy Hinshaw, Lisa A. Zakolski, Anne M. H. Foley, Karen V. Michie, Joan C. McKenna, and 
John R. Kennel, “Monopolies, Restraints of Trade, and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merican 
Jurisprudence, Second Edition, §124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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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刑，或科或並科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之罰金。」183；第9條則規定調查方

法與程序，依該條 a項，聯邦交易委員會得於合理之時間內閱覽並抄錄受調查

對象之一切書證。傳票由委員一人署名，聯邦交易委員會得令其宣誓確認、調查

證言與接受證據。證人出席地點不限，依第9條 b項，如有抗拒傳票之情事，聯

邦交易委員會得請求傳喚所在地之地方法院協助。依該條 d項，法院得對該拒絕

傳喚者發出服從命令狀（writ of mandamus；compliance order），命其服從聯邦

交易委員會之要求184。如不遵從法院之命令者，依該條 c項，依藐視法庭罪處罰

處罰內容規定於第 10條，「經委員會合法傳喚，或依法院命令，能到場作證、答

覆詢問或提出事證，卻怠忽或拒絕者，視為犯罪。法院得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科或並科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之罰金。185」

第二項  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之調查權

一、反托拉斯局之組織及結構

在聯邦反托拉法之執行上，美國司法部托拉斯局具有專屬的權責186。由助理

183 15 U.S.C. §50II：「Any person who shall willfully make, or cause to be made, any false entry or 
statement of fact in any report required to be made under this subchapter, or who shall willfully make, 
or cause to be made, any false entry in any account, record, or memorandum kept by any person,  
partnership, or corporation subject to this subchapter, or who shall willfully neglect or fail to make, or 
to cause to be made, full, true, and correct entries in such accounts, records, or memoranda of all facts  
and transactions appertaining to the business of such person, partnership, or corporation, or who shall 
willfully remove out of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willfully mutilate, alter, or by any other 
means falsify any documentary evidence of such person, partnership, or corporation, or who shall  
willfully refuse to submit to the Commission or to any of its authorized agents, for the purpose of 
inspection and taking copies, any documentary evidence of such person, partnership, or corporation in 
his possession or within his control,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n offense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shall be subject, upon conviction in any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to a fine of 
not less than $1,000 nor more than $5,000, or to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of not more than three years, 
or to both such fine and imprisonment.」
184 如果地方法院認為 FTC 之要求有部分與法令有所違背，得僅允許合法之部分。
185 參法治斌、董保城、劉宗德（1996），《行政檢查之硏究》，頁 52-53，台北：行政院硏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
186 FTC雖然得依 FTC 法第 5 條，對於同時違反休曼法的不公平競爭方法採取行動，但 FTC無權
起訴刑事犯罪。若 FTC發現涉及刑事起訴之行為的證據，會將該事件移轉予反托拉斯局。此外，
即使是 FTC權限範圍內之事件，反托拉斯局仍可能進行調查並予以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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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長（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AAG）將每日的刑事執行工作委派予副助

理檢察長（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DAAG），其下並有刑事執行處

長（Director of Criminal Enfocement; DCE）直接向副助理檢察長報告187。助理檢

察長率領上開人員提出執法政策，並檢閱及批准反托拉斯局人員之刑事執行相

關調查行動。反托拉斯局在華盛頓特區設有國家刑事執行處負責法律訴追事務，

並分設七項不同領域的辦公室負責調查及起訴反托拉斯之刑事違法行為，各該

辦公室對其負責領域內之反托拉斯刑事事務之調查及起訴具有專屬權限。反托拉

斯局與聯邦調查局及其他聯邦機關密切合作，亦與各地的檢察官辦公室相互協

調以確保地方之調查行動與程序及不會出現歧異188。

二、刑事執法之發動

休曼法第 1條為司法部最主要據以執行的刑事規定189，該條禁止競爭者間

有關不合理限制競爭之協議。雖然從條文中看不出針對特定違法行為，如何決定

應進行刑事或民事之執行，然而反托拉斯局向來的態度則是僅針對涉及核心

（hard-core）、當然違法之協議190時，始採取刑事告發。

反托拉斯調查可能因數種原因而發動，例如顧客、競爭者、事業內部人員、

前員工、其他政府機關或媒體等提出檢舉或提供資訊。受調查之個人或公司配合

調查而顯露出另外違法情事時，可能會衍生其他的調查行動。反托拉斯局人員會

瀏覽企業出版物及其他公開資訊，並可能依職權進行初步、非正式的詢問調查。

由於根絕國際性卡特爾係屬反托拉斯局的優先執法項目，因此與外國競爭法主

管機關之合作也可能成為發動調查之原因。此外，反托拉斯局也會關注私人訴訟

187 副助理檢察長及刑事執行處長之職位通常由反托拉斯局之職業檢察官擔任，助理檢察長去留
或行政上之變動一般來說不會對上開職位造成影響。
188 Jonathan M. Jacobson,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sixth), Chicago, Ill. :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BA, 733-734(2007).
189 Jonathan M. Jacobson,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sixth), Chicago, Ill. :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BA, 734(2007).
190 例如水平的價格固定協議、圍標及劃分市場或顧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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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決定有無開啟調查之需要。

在反托拉斯局進行初步調查或大陪審團調查程序開始前，因為尚不宜依職

權逕行接觸個人或事業，因此反托拉斯局係依據公開資訊或與知情者聯繫。若嗣

後欲開啟初步調查程序或大陪審團調查，反托拉斯局人員會準備調查相關基礎

事項之備忘錄，經所涉部門或領域辦公室之主管審核後，向刑事執行處長提出

申請。當反托拉斯局懷疑某行為屬於明顯且有違法意圖之當然違法事項時，可能

會選擇直接開啟大陪審團調查程序。然而，如調查是由於願意合作之部分共謀者

特別是申請適用寬恕政策者提供的資料而發動時，反托拉斯局會在召集大陪審

團前先進行一定程度的調查作業。一旦決定開啟大陪審團調查，第一步是尋求副

助理檢察長簽發授權函予反托拉斯局人員以負責處理該大陪審團調查範圍內之

事務。

反托拉斯局除了採取強制措施以取得有助於其調查之資訊外，亦常尋求訪

問或提出文件等自願性合作。對於涉及刑事犯罪之可能事項，反托拉斯局可能會

藉由聯邦調查局或其他機關之協助，以進行訪談、資料收集分析或找出行蹤不明

者的下落。

三、刑事調查程序

（一）搜索令狀（Search Warrants）

不論在大陪審團簽發傳票（subpoenas）之前、同時或其後，反托拉斯局使

用搜索令狀以取得文件之頻率不斷提高。該搜索令狀之取得及執行程序，係依據

美國聯邦刑事程序法第41條之規定。搜索令狀須經聯邦地方法官審核，須具有

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足以相信扣押之物得作為犯罪事證，始得裁定核發。

搜索必須針對目標公司或個人之具體特定的檔案或文書。受搜索之當事人得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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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聯邦刑事程序法第41（g）條提出返還被扣押物之聲請，並質疑發動搜索之根

據或令狀執行的瑕疵191。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規定：「人民有保護其身體、住所、文件和財產之權，

不受無理拘捕、搜索與扣押，並不得非法侵犯，除有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外，經宣示或代誓宣言，並詳載搜索之地點、拘捕之人或扣押之物外，

不得頒發搜索票、拘票或扣押狀。」192故必需要有正當理由才能發給搜索、扣押、拘

捕之令狀，且僅法院有權核發該等令狀193。該條文可分成二部分，第一部分是禁

止所有不合理的拘捕、搜索或扣押；第二部分則是規定除非有合理的原因，並詳

載欲搜索的地點或對象及欲扣押之物，才可簽發搜索令狀。法院決定何種搜索或

扣押為不合理時，須考慮所有與調查相關的情況，包括調查的性質、目的以及對

受調查者有無危害或不便之處等。因此，如果有合理的原因為聲請核發令狀之基

礎，並詳載搜索之地點和扣押之物即屬合法；反之，若欠缺相關之特定情況，

如未具令狀或令狀中應載明之事項有所欠缺等此種瑕疵即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之規定194。

（二）監聽授權（Wiretap Authority）

反托拉斯局得聲請聯邦法官核發監聽令狀，以監控反托拉斯共謀者之間的

聯絡內容。2005 年修正的改善與重新授權美國愛國者法（USA Patriot 

191 Jonathan M. Jacobson,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sixth), Chicago, Ill. :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BA, 740-741(2007).
192 本條原文為：「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be secure in their persons, houses, papers, and effects,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shall not be violated, and no Warrants shall issue, but upon 
probable cause, supported by Oath or affirmation, and particularly describing the place to be searched,  
and the persons or things to be seized.」
193 雖然美國憲法對於搜索、扣押、逮捕採取嚴格保護之立場，但美國實務上仍發展出諸多毋須取
得法院令狀而進行搜索扣押之例外方式，主要是「同意搜索」、「附帶搜索」(係指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被合法逮捕後，在該人可立即控制的範圍內，都可合法的搜索武器或證據而不需要搜索票)及
「一目瞭然法則」(係指警察一望即知該物為武器或證據，得無搜索票予以搜索扣押)等。參王兆鵬，
（2004），〈美國刑事訴訟法〉，頁 4-6，台北：元照。
194 參邱俊銘（1991），《美國行政調查權之研究：兼論我國行政調查權運作之現況》，頁 19，國
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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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and Reauthorization Act）調整了以往的聯邦監聽法令，將反托拉

斯法之刑事犯罪納入高可能性的違法（predicate offenses）之範圍，因此得經司

法機關之授權而進行監聽及利用其他電子監看竊聽設備。在此一法案通過前，反

托拉斯局實務上便已使用電子儀器監聽調查對象之談話主體及談話內容195，然

而，修法前之監聽措施僅限於在至少有一名參與談話者同意之情形，例如配合

調查之人，始屬合法。目前來說，只要說明某一特定設備諸如電話等或某一地點

具有相當理由可懷疑其被當作促進反托拉斯刑事犯罪之用途時，反托拉斯局得

監控該聯絡內容而無須知會或取得被監聽者之同意。

（三）大陪審團之傳票（Grand Jury Subpoenas）

大陪審團之成立目的，係決定有無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相信自然人

或法人觸犯刑事責任而予以起訴196。大陪審團之傳票為反托拉斯局在犯罪調查上

最重要的工具，得用以收集文件或命為證言。雖然大陪審團傳票係為了取得證言

文件或其他物理性證據而簽發，但反托拉斯局有時會允許當事人提出書面答覆

來取代提出某些文件，以減少當事人之負擔。

依聯邦刑事程序法第 17（e）（1）條之規定，大陪審團傳票之效力於美國

全國均有效，並及於美國國民於外國之住居所197。未居住於美國之外國人固然不

受大陪審團傳票效力所及，但成為調查對象之外國人會受到較嚴密的監控其是

否進入美國，以便反托拉斯局在其一旦踏上美國領土時進行傳喚。此外，諸如與

外國主管機關合作等其他方式，均可使反托拉斯局獲取美國國外之證據。

若收受大陪審團傳票之當事人服從該傳票所命之內容，將會造成過度侵擾，

則當事人可以此為理由而對於傳票提出異議，聲請法院撤銷或調整傳票之內容。

195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speeches/8280.htm  （最後瀏覽日：  11/24/2014  ）  。
196 Douglas Broder, U.S. antitrust law and enforcement : a practice introduct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8(2010).
197 United States v. Danenza, 528 F.2d 390(2d Cir.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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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抗拒傳票之當事人一般來說須負責舉證說明大陪審團程序受到濫用的情形，

但某些法院仍會要求政府機關說明使用傳票之最低合理性，更有法院要求追訴

機關不論當事人有無異議，均應宣誓表明調查之範圍。在許多反托拉斯法案例中

調查之廣泛性及複雜性常被法院認為是正當化傳票之原因，故非不合理之侵擾。

聲請撤銷傳票之理由亦包括欠缺進行調查之權限、核發傳票之程序上的違

法事項，以及傳票係出於不正當目的等。至於憲法上之依據通常為第一、第四及

第五修正案。若提出文件之行為本身將造成自陷入罪之效果，憲法第五修正案可

作為撤銷傳票之依據。因傳票而提出文件之行為，將強迫個人表述出自陷入罪之

事實，等同於承認這些文書「確實存在、也在我的持有之中，而且內容是真實可

信的」。然而，如果該提出行為並不具有證言之性質，亦無須擔保其可信性，則

傳票不會被認為違反憲法第五修正案。舉例來說，若政府機關有足夠理由相信特

定文件之存在及地點係屬無庸置疑，那麼提出該文件之行為便不具有證言性質。

此外，受僱之個人不得援引憲法第五修正案而拒絕提出屬於公司之文件紀錄。

大陪審團傳票之性質等同於法院命令，因此當收到大陪審團傳票之人，或

公司之受僱人未遵從傳票時，將會被認為藐視司法，可能會被處以罰金或甚至

徒刑198，例如隱匿文件或教唆員工陳述不實證言等。

在大陪審團開庭時，得在場者僅有陪審員、政府機關代理人、法院書記員、

通譯及證人。討論及投票則只由陪審員秘密進行。當事人以證人身分向大陪審團

作證時，其律師不得在場，但證人希望律師提供諮詢時，得請求暫時休息以便

與庭外等候之律師進行討論。除非此一諮詢過於頻繁而造成程序延誤，否則通常

會予以准許199。

在大陪審團庭期之前，反托拉斯局通常會先訪談可能成為證人之人，以確

保其出席並減少無用或重複詢問之時間。當證人主張豁免時，反托拉斯局應進行

198 Douglas Broder, U.S. antitrust law and enforcement : a practice introduct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9(2010).
199 Douglas Broder, U.S. antitrust law and enforcement : a practice introduct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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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並藉此確認該證人有無有助於調查之資訊。

反托拉斯局雖無義務告知當事人其是否為調查目標，但通常仍會對於推定

有嫌疑者告知其所處地位始為傳喚。相反的，對於調查之主要目標，反托拉斯局

則不會為事先通知即逕行傳喚。

追訴機關雖得自由裁量是否採取大陪審團程序，但仍常面臨濫用大陪審團

程序的指控。為了撤銷因政府機關濫權所造成之起訴，當事人通常必須說明有實

際的預斷歧視存在。然而，這些指控很少成功，在法院極少數承認構成濫用程序

的案例中，例如以刑事責任威嚇證人、違反律師與客戶間之特權等豁免權利、重

複訊問、在沒有文字紀錄作為依據之情形下彙整證人以往證詞交予大陪審團造成

誤導、製造預斷性的公眾審判，以及允許未獲授權之人於大陪審團開庭時在場等

其他濫權情形包括利用大陪審團程序藉機要求證人前往美國檢察官辦公室接受

自願訊問、在刑事起訴已無機會時為了民事程序收集資訊、私下且無律師在場時

訊問被告有關其已被起訴之犯罪、為了用於另一項已起訴之審判程序取證。另一

方面，法院認為臥底警員使用偽造的傳票並不構成程序濫用亦不影響司法公正。

就反托拉斯局而言，其政策是應避免濫用或欺騙大陪審團之證人，同時並提醒

其人員應避免任何此類濫權行為的出現。

依聯邦刑事程序法第6（e）條，大陪審團程序應秘密進行。此一不公開之

要求同樣及於政府機關代理人、通譯、陪審員以及法院書記員，但不適用於證人。

證人可將其證言內容轉述予其律師或其他人，包括其雇主之律師、其他辯方律師

或甚至新聞媒體。揭露證人之證言予他人係包含於律師追求客戶利益之權利內，

而且通常是以揭露予其他辯方律師的方式為之，俾利進行共同辯護。

聯邦刑事程序法第6（e）（3）條亦規定了大陪審團不公開原則的例外。追

訴人員在某些情況下得揭露大陪審團訊息予其他政府機關代理人或協助調查之

人員，例如依法院命令，為了執行聯邦法或州法而揭露予其他執法機關。刑事被

告及民事訴訟當事人在符合列舉之特殊情形時，得例外的取得大陪審團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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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進行刑事調查之政府機關代理人得於相關民事程序中使用大陪審團之證據

資料，而無須取得法院之命令200。

四、民事調查之發動

反托拉斯局調查程序得因數項原因而開啟，例如依檢舉或依消費者、競爭

者、其他政府部門機關、國會或新聞媒體提供之資訊。調查在受調查人配合時，可

能會衍生另一項調查。反托拉斯局人員會瀏覽交易公開資訊，而可能依職權進行

初步、非公開的詢問。結合前申報之文件及各式各樣來自於其他政府機關的資料

例如銀行合併申請等所提供的訊息，亦會促使調查之發動。反托拉斯局也會監看

私人民事訴訟以決定是否有需要進行調查。

在開啟初步調查或大陪審團程序前，反托拉斯局僅得依賴於公開資訊，因

為此時尚不得與私人或公司進行接觸。為了開啟調查程序，反托拉斯局人員會準

備說明調查基礎的摘要，此一摘要經部門辦公室主管審核後，向策劃執行辦公

室副主管及副助理檢察長提出申請。

反托拉斯局雖得使用強制措施以取得資訊，但特別是在民事調查的早期階

段，通常是以訪談或提出文件等方式尋求自願性合作。調查過程中，反托拉斯局

職員會與部門主管及負責的副助理檢察長定期開會，報告調查的進度。初步調查

之期間可能持續數週至數月不等，在調查接近尾聲時，負責之職員會建議是否

採取執法行動或終結調查。職員建議終結調查應檢附說明摘要，而建議採取執法

行動時，應提出將來可用於審判之證據概述。一般來說，可能的被告有機會針對

執法行動提出抗辯，而策劃行動辦公室主管、副助理檢察長及助理檢察長通常亦

希望能知悉此等抗辯內容。採取執法行動或就此終結程序之決定，須經策劃行動

200 Jonathan M. Jacobson,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sixth), Chicago, Ill. :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BA, 741-752(2007). 由於大陪審團係在刑事案件中決定是否對嫌疑人提起控訴，尚非作成有罪
與否之決定，故如同我國法之刑事偵查程序，於起訴前採取不公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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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主管及負責之副助理檢察長審核後，由助理檢察長批准之201。

五、民事調查令（Civil Investigative Demands；CIDs）

反托拉斯局大部分的民事調查係使用民事調查令，作為其主要的起訴前發

現事實之工具。民事調查令乃是由助理檢察長依反托拉斯民事程序法（Antitrust 

Civil Process Act）202所簽發的一般性傳票，其對象可能是任何助理檢察長有理

由相信其為持有、保管或控制民事調查相關資料之人。民事調查令之簽發可能會

與系爭違法情事，或準備進行結合、併購、合資或類似商業活動而其結果將違反

反托拉斯法者有所關聯。

（一）依民事調查令取得資料

民事調查令得要求提出文件、口頭證言或答覆疑問，並得強制揭露於其他

訴訟中發現之資料203。民事調查令依法應具體敘明構成違法情事之行為，實務上

係記載相關法條（例如休曼法第 1條或克來登法第7條）以及可能涉及之違法

情事的一般性描述（例如固定價格或意圖獨占）。

反托拉斯局人員依法得於民事調查令收受者之營業場所或其他經同意之地

點進行檢查或影印資料，更常見的情況是由律師提出可作為答覆之文件影本予

反托拉斯局人員。當受調查者提出清楚的影本、擔保影本之正確性並承諾妥善保

存原本時，反托拉斯局人員很少會要求提出文件原本。

民事調查令通常會明白的涵蓋儲存於電子媒介中的資料，例如電子郵件，

因此亦屬得要求提出之「文件」範圍。受調查者通常會以可由機器讀取之形式提出

該類資料，也有利反托拉斯局人員作業。

201 Jonathan M. Jacobson,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sixth), Chicago, Ill. :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BA, 695-696(2007).
202 15 U.S.C. §1311-1314.
203 15 U.S.C.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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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民事調查令的口頭證言須經宣誓且作成書面，受調查者得與反托拉斯

局人員協商宣誓的時間及地點。除了受調查者、其律師、速記員，以及反托拉斯局

人員外，其他人不得於受調查者陳述證言時在場，且受調查者之律師限於提供

建議予受調查者及對紀錄提出異議，但不得為交互詰問。受調查者僅得在基於法

律上或憲法上之權利例如不自證己罪權利時，始得拒絕回答。證言經書面紀錄後

受調查者得檢閱並改正該紀錄，且大多數案例中可取得複本。

依民事調查令取得之資訊，反托拉斯局得使用於任何法院、大陪審團或聯

邦行政機關審理之案件或程序，亦可作為其他民事調查令取得口頭證言之輔助

資料，甚至在某些情況中得提供予聯邦交易委員會204。除此之外，在未經提出資

料者同意之情形下，他人不得接近使用該等資料205。

（二）民事調查令收受者之選擇

收受民事調查之人有下列四項選擇：1.遵從；2.採取法律行動請求法院撤銷

或更改民事調查令；3.與反托拉斯局協商減少民事調查令之範圍；4.單純拒絕遵

從。實務上，絕大多數的收受者選擇尋求減少民事調查令之範圍，而反托拉斯局

人員通常也願意與其進行商討。此一協商過程可使民事調查令收受者瞭解調查重

點，亦可使反托拉斯局人員更瞭解授受者及產業狀況206。民事調查令會記載授受

者應於何日期前履行，但有正當理由時可請求延長期限。

民事調查令收受者不願遵從且無法與反托拉斯局協商取得滿意的調整時，

得開啟一請求撤銷或變更民事調查令之程序，其理由包括民事調查令違反反托

204 聯邦交易委員會須以書面提出請求，說明有關其權限範圍內進行調查的所需資料。反托拉斯
局向聯邦交易委員會請求提供資料時，亦同。雖然反托拉斯局通常不會拒絕與聯邦交易委員會或
國會分享資料，但其有時會在可行的前提下，於提供資料前通知民事調查令之受調查者。
205Douglas Broder, U.S. antitrust law and enforcement : a practice introduct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7(2010).
206 Jonathan M. Jacobson,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sixth), Chicago, Ill. :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BA, 69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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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民事程序法或侵害收受者之法律上或憲法上權利等207。一般來說，請求書應

於民事調查令之期限前或收受後 20天內之二者較短期間內，向收受者之居所、

現所在地或商業活動地點之聯邦地區法院提出，並送達副本予反托拉斯局。請求

撤銷或變更之民事調查令，其內容係要求提出於另一程序中發現的資料時，請

求書亦應送達予最初提出該資料之人，而該人亦得對民事調查令提出異議，且

此時之請求亦得由另一程序調查進行地之聯邦地區法院管轄。

履行民事調查令之期限，於提出撤銷或變更之請求後的法院審理期間內暫

時停止，但由第三人而非收受者提出異議時，是否暫停履行則取決於法院之裁

量。地方法院對於撤銷或變更民事調查令之判斷為最終決定，不得再為不服208。

（三）民事調查令之執行

對於民事調查命令所要求之文件資料為故意遲延提出、不實陳述、隱匿，或

毀損者，雖然構成刑責，可依法處以罰金或 5 年以下徒刑209，但民事調查命令

本身仍無直接強制之效力，因此反托拉斯事件民事程序法規定，當任何人未完

全遵守、未充分或拒絕提出資料時，反托拉斯局得請求法院執行民事調查令。此

一執行民事調查令之請求應向民事調查令收受者之居所、現所在地或商業活動地

點之聯邦地區法院提出，並將副本送達該人210。

地方法院審查執行民事調查令之請求後，通常會尊重反托拉斯局的意見，

於請求執行傳票時亦同，因此只要該調查符合執法目的且所要求之文件具有關

聯性，即可獲得法院支持211。

207 Jonathan M. Jacobson,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sixth), Chicago, Ill. :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BA, 700(2007).
208 15 U.S.C. §1314(e).
209 18 U.S.C. §1505.
210 15 U.S.C. §1314.
211 Jonathan M. Jacobson,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sixth), Chicago, Ill. :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BA, 701-70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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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受調查者之保障

（一）不自證己罪及豁免權

1. 不自證己罪之憲法權利

  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不得強迫人民於刑事案件中自證己罪。」就適

用範圍而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該條文既已明訂此一權利，根據憲法之最

高性，所有政府行為均應受到憲法之拘束，不得逾越憲法，因此只要政府行為

侵害人民之憲法權利，無論是以刑事司法手段或是非刑事司法手段，人民受到

的保護即不應有所不同。因此該條文不僅適用於一切刑事訴訟程序，亦可適用於

大陪審團的調查程序及民事訴訟程序212。然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雖然承認在行

政法領域中，人民亦得主張不自證己罪之權利，但其亦明確指出，人民不論在

刑事程序或民事程序中雖可主張不自證己罪原則而拒絕回答政府機關詢問之問

題，然以該問題之回答會使人民未來受到刑事追訴為限213。是以人民之回答若係

產生未來可能遭受行政罰之效果，則非不自證己罪原則之保護範圍。準此以言，

雖然行政調查並非刑事程序，但通常可能導致刑事處罰的負擔，因此憲法賦予

人民於行政調查及聽證程序中之某些防禦權，例如證人被傳喚至行政機關作證

時，若行政機關要求其提供之資訊可能會成為連結至刑事處罰的線索，則該證

212 See Lawrence Anthony Sullivan, Handbook of the law of antitrust, St. Paul : West Pub. Co., 
755(1977); Kastigar v. United States, 406 U.S. 441, 444(1972); McCarthy v. Arndstein, 266 U.S. 34, 
40(1924).
213 若因恐於遭受外國刑事追訴，則非屬可主張不自證己罪權利之範圍。United States v. Balsys, 
524 U.S. 666(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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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主張憲法第五修正案之不自證己罪權利而拒絕回答問題214。同時根據該條文

之規定，被告或證人不但得拒絕作證關於自身犯罪之證言，復因提出書面說明

與陳述具有同質性，故亦可拒絕主動提出證明自身犯罪之文件資料。

2. 不自證己罪權利之行使主體

  不自證己罪權利之行使主體，限於自然人，而不及於公司、協會或合夥215。例如

公司中負責管理帳簿之員工不得拒絕提供文件，但公司本身仍得就可能使公司

受刑事處罰之問題主張不自證己罪權利而拒絕回答216。另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認為不自證己罪原則具有高度的屬人性，而公司等法人是由國家所創造，只能

在法律所允許之範圍為營業行為217，故立法者為確保法人有依據其設立之法律

進行運作，已保留了將來查閱文件記錄的權力218，因此法人不能主張本條不自

證己罪原則之保護219。

3. 不自證己罪權利之範圍

A.私人文件：

  憲法第五修正案雖無法保護人民免於政府機關搜索及扣押內容可能涉及犯罪的

214 證人行使不自證己罪權利時，行政機關得保證不會使用該證人證言作為刑事追訴之證據，而
要求證人仍為陳述，See Michael R. Asimow , Administrative law, Chicago, IL : BarBri Group, 13th 
ed , 129(2002)；在大陪審團之程序中，任何行使憲法上不自證己罪權利之證人，仍得依法院授
權之除外命令要求該證人作證，因此當一證人拒絕證言而無法院之除外命令時，該證人即不具
備證據適格。一般而言，法院並不會准許除外命令之申請，反而較常闡述何種情況下法院會贊同
被告拒絕證言之立場，是以法院通常要求政府機關選擇排除該證人或限制該證人成為法庭上之
證據。這些情況可歸納為：(1)政府機關之行為不公，包括濫用除外命令或不讓被告接觸證人之
證言等；(2)證人之證言無法由其他來源取得，See Debra J. Pearlstein,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fifth),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782-783(2002).
215 See Peter L. Strauss, Todd D. Rakoff, Cynthia R. Farina, Gellhorn and Byse's administrative law : 
cases and comments, New York, N.Y. : Foundation Press Rev. 10th ed, 312(2003).
216 Braswell v. Uniteds, 487 U.S. 99(1988).
217 See Bernard Schwartz, Roberto L. Corrada, J. Robert Brown, Jr , Administrative law : a casebook, 
176(2010).
218 See Bernard Schwartz, Administrative Law, 112(1994).
219 See Aman Mayton, Administrative Law, 2rd ed. West Group, 753-754(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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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文件或商業紀錄220，但因提出文件表示該等文件確實存在或內容真正，實

質上等同於自陷入罪的陳述，故應可使人民享有無須被迫提出涉及自身犯罪行

為的文件221。舉例來說，在 Fisher v. United States案222中，法院認為強迫納稅人

提出其會計師的工作文件並不屬於自證己罪的陳述，理由是這些文件是由會計

師所製作，而非納稅人，因此此一文件之提出不會令納稅人自陷入罪，而應由

會計師說明該等文件之正確性。相對的，只有文件的所有人可主張不自證己罪權

利而拒絕提出223，是以當會計師被要求提出其客戶交付的報稅單據時，該客戶

即納稅人無法主張不自證己罪之權利224。

B.行政管制上要求備置之文件

  憲法第五修正案之範圍並未擴及到行政法規要求應予備置之文件紀錄，舉例來

說，在 Shapiro v. United States案225中，原告是水果的生產批發商，被認為違反

最高價格管制之規定，並依價格管理署（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之傳票

提出其依法應保存的所有銷售紀錄，但仍主張憲法第五修正案的不自證己罪權

利。法院認為既然這些文件紀錄之保存目的就是為了提供行政機關管制，則命提

出該等文件應無違反憲法第五修正案226。

    Shapiro v. United States案之見解嗣後被援用於 Baltimore Departmant of Social 

Services v. Bouknight案227，該案係因為母親疑似未遵守少年法院先前命其要求

履行的監護規定，故社福機關命母親交付其子女。法院認為社福機關係基於法令

規定而作成此一命令，與刑事程序無關，因此該名母親引用憲法第五修正案拒

220 政府機關若取得合法授權之搜索令狀，得以強制力取得相關私人文件，且因該等文件並非藉
由強迫人民主動提出而取得，故無憲法第五修正案之適用。United States v. Doe, 465 U.S. 
605(1984); Anderson v. Maryland, 427 U.S. 463(1976).
221 See Michael R. Asimow , Administrative law, Chicago, IL : BarBri Group, 13th ed , 130(2002).
222 Fisher v. United States, 425 U.S. 391(1976).
223 See Peter L. Strauss, Todd D. Rakoff, Cynthia R. Farina, Gellhorn and Byse's administrative law : 
cases and comments, New York, N.Y. : Foundation Press Rev. 10th ed, 313(2003).
224 Couch v. United States, 409 U.S. 322(1973).
225 Shapiro v. United States, 335 U.S. 1(1948).
226 See Bernard Schwartz, Roberto L. Corrada, J. Robert Brown, Jr Administrative law : a casebook, 
New York, 201-203(2010).
227 Baltimore Departmant of Social Services v. Bouknight, 493 U.S. 549(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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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服從此一命令並無理由。

  納稅人依法應保存所有商業紀錄以利查核其所得稅，但當這些文件是由納稅人

自行製作且持有時，依前述 Fisher v. United States案之見解，此應受憲法第五修

正案之保護，是以 Shapiro v. United States案與 Fisher v. United States案對於有

無提出納稅文件之義務，仍屬未解之疑問228。此外，若要求從事犯罪活動之人保

存可作為犯罪證據的紀錄文件，則 Shapiro v. United States案之適用範圍亦受限

縮。在Marchetti v. United States案229中，行政機關處罰未經報備及提供關於給付

賭博會費之詳細資訊的行為，但法院認為此無異於要求賭徒證明自己涉犯賭博

罪。本案與 Shapiro v. United States案之不同處在於，要求備置賭博會費的文件

已非商業性質的管制，難認具有公益的考量，且針對特定嫌疑族群之犯罪活動

所為監控，並非單純的行政管制。

4. 行政與刑事案件併行之情形

  假設遇有同時進行行政與刑事調查之情形時，受調查者可能會希望等到刑事案

件審理完畢後，再進行行政調查程序，以利其於刑事案件中行使不自證己罪權

利，而可避免須在行政調查中先行陳述。然而，法院具有裁量權可決定是否暫緩

行政調查，實務上法院曾有基於需儘速解決案件爭議之公共利益的理由而拒絕

延後行政調查程序之例230。

  另一實務上爭議是當事人行使其不自證己罪權利而拒絕證言時，訴訟上可否據

此作成不利該當事人之推論。一般來說，當事人在訴訟中援引不自證己罪權利將

衍生該證言是有害於該當事人利益的推論，即便是政府機關為訴訟當事人一方

的情形，法院仍可能允許政府機關提出此一推論。然而，此一推論在訴訟上雖屬

228 此處即使無不自證己罪權利之適用，但行政機關仍須遵守憲法第四修正案禁止不合理搜索扣
押之規定，故須有法院令狀始得進行搜索扣押。See Bernard Schwartz, Roberto L. Corrada, J. 
Robert Brown, Jr Administrative law : a casebook, 203(2010).
229 Marchetti v. United States, 390 U.S. 39(1968).
230 Keating v. 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 45F.3d 322(9th Ci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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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允許之主張但並非法院當然受此拘束。在某些案例中，對於某一方當事人之不

利推論是因第三人證人之拒絕作證而產生，法院在決定是否判斷第三人拒絕作

證之不利推論時，應考量相關人際關係、當事人對於該第三人之控制程度、訴訟

結果對當事人或第三人之利益，以及該第三人在本案中扮演的角色等231。

5. 豁免權

另一方面，對於依不自證己罪之憲法第五修正案而拒絕作證的證人，得授

予豁免權而強制證言232，亦即證詞或其他源自於證詞的線索均不得在美國用於

追訴該證人之犯罪。然而，該豁免權僅係避免證人自己的證言被用作不利於己之

證據，但未完全排除證人受到追訴的可能性。若反托拉斯局對於受到證言豁免權

保護之證人進行刑事追訴，反托拉斯局必須證明此項追訴並非基於該證人已獲

豁免之證言。由於證言本身或其他源自於證言之線索均不得使用，因此此一證明

有時是無法克服之舉證負擔。實務上，除非反托拉斯局已經決定不追訴某一證人

否則通常不會向法院請求授予該證人豁免權。

反托拉斯局取得豁免命令之程序係依據 18 U.S.C. §6003之規定。豁免之聲

請須先由負責刑事執法之副助理檢察長審核後，認為該證言內容符合「可能為公

共利益所需」以及該證人「基於不自證己罪之權利而已拒絕或可能拒絕作證或提

供其他資訊」等情形，始同意此項聲請。其後，證言應作成地之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應向地方法院法院聲請合法授予豁免權之命令。是否決定聲請豁免權係專屬取

決於追訴機關，法院不得調查該聲請是否符合利益，亦不得擴張所聲請的豁免

範圍。此外，並無要求應通知證人此一聲請程序之規定。

當證人尋求豁免時，反托拉斯局通常會要求該證人，提供若其被傳喚於大

陪審團前作證時可能的證言內容。此一可能的證言內容得由證人或其律師提出，

231 See Debra J. Pearlstein,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fifth),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990-992(2002).
232 提出文件而與陳述證言產生同樣的自陷入罪之效果時，亦得主張不自證己罪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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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係由律師提出之情形，反托拉斯局可能會堅持在尋求豁免前親訪該證人。

由於訪問過程中的陳述有成為證據之可能性，因此證人通常會選擇以假設性前

提的方式自行提出證言，以及先與反托拉斯局達成訪談內容不得作為不利於其

之證據的協議。上開協議若以書面為之，具有得強制執行之效力，而有多次口頭

承諾的豁免則可能產生合理的信賴，可供證人作為主張撤銷嗣後被追訴罪名時

之理由。

如果豁免權之授予係基於虛偽之表述，則為該陳述之證人可能被追究妨礙

司法之罪名。即使在有豁免命令之情形下，證人拒絕作證須負藐視法庭的刑事或

民事責任233。

（二）行政法法官之介入

根據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之規定，每一個聯

邦行政機關均必須任命足夠人數之行政法法官 (Administrative Law Judge)，以處

理行政程序中有關聽證程序之踐行(Hearings)、發出傳票(issuesubpoenas)、裁定關

於證據之提供及接受相關證據(rule on offers of proof and receive relevant 

evidence)、聽取證言(take depositions)、處理程序問題，以及作成初步決定(initial 

decisions)等事項234。依此規定，行政法法官雖名為法官，但其屬於行政機關內部

組成分子，所執行之任務亦屬行政權之範疇。

聯邦交易委員會經過初步調查後，若認為有進一步調查違法事實或蒐集證

據之必要者，可經由包括發出傳票（subpoenas）等方式對被檢舉人施以強制處

分，而行政法法官則在此程序中執行聽證及採認事實證據等任務，並作成初步

233 Jonathan M. Jacobson,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sixth), Chicago, Ill. :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BA, 752-755(2007).
234 See Feder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556~§557, §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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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initial decision）235。行政法法官執行聽證程序，可以經由口頭訊問（oral 

examination）、書面詢問（written questions）、命令提供文書證據（production 

of documents）等。若檢舉人或被檢舉人請求傳訊專家證人或取得專家證言者，

行政法法官對此具有裁量權限。行政法法官對於不遵守其所發之程序命令時，得

以強制力進行之，亦得對違反者施以制裁。

在程序進行中，若第三人認為該事件對其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者，可向行

政法法官請求參加該程序（intervention），但如行政法法官拒絕該程序參加之

請求者，則不論是檢舉人、被檢舉人或參加請求人均可向聯邦交易委員會提起申

訴（appeal），由聯邦交易委員會為最終決定。

聯邦交易委員會在進入初步調查程序後，不論是在對被檢舉人正式提起正

式行政控訴（administrative complaint）前或後，均得由承辦初步調查人員隨時

與被檢舉人就爭議事項試行成立和解。在提起控訴前，被檢舉人得與調查人員以

同意命令（consent order）之方式嘗試達成和解，在此試行和解命令中，通常會

包括被檢舉人所應同意之義務或改正、對於初步事實認定之承認、管轄權存在無

爭議、並由被檢舉人同意聯邦交易委員會無需作成正式事實認定及法律結論，尤

其會包括被檢舉人將放棄請求司法審查該和解之條款。

在提起正式控訴，並由行政法法官開始進行具有強制性之證據調查程序後，

得由檢舉人與被檢舉人共同向行政法法官提出另一階段之試行和解，若和解成

立並得因此而撤回控訴而免於作成個案裁決。若聯邦交易委員會核准該試行和解

之內容者，則在聯邦交易委員會審核該和解內容時，所有調查程序將一概暫時

停止。但若被檢舉人未與檢舉人共同向行政法法官提出和解方案，或檢舉人反對

該和解方案者，行政法法官有權對該單方和解方案進行審核，如行政法法官認

為和解內容可行者，可向聯邦交易委員會提出接受和解之建議，此時聯邦交易

235 Douglas Broder, U.S. antitrust law and enforcement : a practice introduction(2nd ed), 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5(2012) ; Gary Lawson, Federal administrative law(Sixth edition), 
St. Paul, MN : West, 25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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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仍會暫時停止該控訴程序及調查，並進行和解之審查，其結果若聯邦交

易委員會拒絕該和解方案，則該個案將繼續由行政法法官進行調查程序。若行政

法法官拒絕該和解方案，則該調查程序及個案裁決程序（adjudication）繼續進

行而不予暫停。

當行政法法官就證據之調查認為足以認定事實時，該調查程序即可終結，

並依所得證據作成事實認定及法律結論之初步決定，惟其所作之決定並非最終

結論，被檢舉人或檢舉人若對於行政法法官之初步決定有所不服，可向聯邦交

易委員會提出申訴（appeal），聯邦交易委員會本身保有最終之法律適用及法

律解釋權，而不受行政法法官之結論所拘束。

美國行政法法官之設置目的，係因正當法律程序為美國憲法之核心價值，

在涉及人民權益受侵害或有受侵害之虞時，行政機關亦應遵守正當法律程序之

要求，賦予人民聽證權，以落實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美國行政法法官在裁決程

序上，扮演起訴者及調查者之角色，此在在皆須有客觀公正之人員，始足當之，

而機關首長或機關職員由於在身分職位上之定位，具有政策執行之任務，無法

脫免公正性之質疑，遂有行政法法官之設置236。同時行政程序法授權人事管理室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OPM）針對擔任行政法法官之條件資格及認

證進行審查，而非由各機關任意制定任用標準237。依OPM之規定，行政法法官

之選任基本上須得到 20位專業人士之推荐，7年以上之訴訟經驗，經書面意見

236 美國聯邦行政機關採用聽證程序作為個案裁決之基礎並非始於行政程序法之施行，在此之前
即已有聽證官（hearing examiner）之存在，但聽證官並非具有制度保障之獨立性，故常被譏為
「行政機關提出預擬事實之工具」。1939年司法部長行政程序委員會(The Attorney General’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即開始研議如何改良行政決定程序(decision process)之公
正性，並於 1941年公布其報告。在該報告中，不論多數意見或少數意見，對於聽證官之制度則
達成共識，認為應使其具有「部分獨立於其所屬行政機關之特性(partially independent of the 
agency by which theywere employed)」，而其方法則以給予任期制之保障。嗣後在 1978 年，由聽
證官更名為行政法法官，於 1996 年時，行政法法官人數共有 1381名。William F. Funk, Sidney A. 
Shapiro, Russell L. Weaver,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nd practice : problems and cases (4 th), St. Paul, 
MN : Thomson/West, 202(2010).
237 由於行政法法官在組織上係配置於機關內，且主持聽證程序時，其所屬機關為當事人之一造，
因此仍不免其是否能保持中立性之疑問。William F. Funk, Sidney A. Shapiro, Russell L. Weaver,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nd practice : problems and cases (4 th), St. Paul, MN : Thomson/West, 202-
20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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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測驗合格，始符合擔任行政法法官之基本資格。除此之外，行政法法官之薪

資報酬係由 OPM 獨立決定，而可不受各該機關之建議，而已任用之行政法法

官除非有正當理由，且經聽證程序，否則不得予以免職。為更進一步確保行政法

法官之獨立性，行政法法官並得免於各機關內具有調查或起訴權人員之監督或

提供建議等介入方式，以避免機關藉此控制行政法法官之獨立性238。

（三）平行之民事及刑事程序

當刑事反托拉斯程序伴隨著民事執行及損害賠償訴訟時，是否某一程序應

優先進行或均應同時進行，遂生問題。一般來說，迅速審判法之規定及更多限制

性的刑事調查證據之規定，指出刑事調查及審判程序具有優先性。於刑事調查進

行期間，民事法院得依職權停止或限制民事程序中的調查。然而，同時為民事及

刑事訴訟進行抗辯，並不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參與大陪審團調查程序之反托拉斯局人員，得於其後的民事程序中繼續引

用大陪審團之證據資料。然而，此類資料之揭示，即使對象是反托拉斯局之其他

人員，仍須取得法院依聯邦刑事程序法第6（e）條之授權239。

（四）起訴

在大陪審團調查程序之最後階段期間，反托拉斯局會寄發目標函（target 

letter）予其認為屬於推定被告之個人或事業，該函係通知可能的被告為大陪審

團調查之目標。於此階段中，目標對象有於大陪審團前作證之機會且其律師得與

反托拉斯局之相關負責主管會面。目標函亦會通知目標對象，若其決定在大陪審

238參郭介恆（2005），《美國行政法法官制度建構及相關問題研究》，頁 16-38，台北：行政院法
規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239 Jonathan M. Jacobson,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sixth), Chicago, Ill. :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BA, 759-76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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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前陳述，則將產生放棄憲法第五修正案之不自證己罪權利且受反托拉斯局之

交互檢驗之效果，因此推定被告很少會利用此機會向大陪審團陳述，以避免其

陳述內容嗣後被反托拉斯局用為審判中的不利證據。

當調查人員向刑事執行處及副助理檢察長建議起訴時，被告律師通常可要

求有機會為被告陳述。在極少的案例中，通常是涉及重要政策議題時，助理檢察

長也會有意願聽取被告之抗辯。於陳述抗辯後，副助理檢察長會決定是否尋求起

訴並向助理檢察長提出建議。若助理檢察長經考量後同意起訴，將由負責調查之

反托拉斯人員向大陪審團建議起訴。

反托拉斯人員會提出證據予大陪審團並請求裁定起訴。反托拉斯人員雖應

公正的將有利不利被告之事證均提出予大陪審團，但最高法院認為追訴機關並

無提出實質抗辯證據的絕對義務。如果大陪審團投票決定起訴，其將向公開法庭

之法官表示作成起訴之決定，該法官將因此核發適當的令狀或傳票以強制被告

於傳訊時到場240。

第四項  美國競爭法個別調查規範之簡評

美國法制之特色在於分由聯邦交易委員會及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二機關執行

反托拉斯法任務，而刑事調查則專屬於司法部反托拉斯局負責。反托拉斯局於組

織編制上包含檢察官身分之人員，於刑事調查程序中之角色，如同我國負責偵

查犯罪之檢察官，得採取搜索並聲請許可監聽、傳喚相關人員到場等手段。由於

組織編制上包含檢察官及反托拉斯法專業人員，無需再透過機關間之連絡洽請

檢察官協助，故透過該局內分工合作並直接溝通，應可更有效率的履行刑事調

查任務。

至於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可採取之調查方式，諸如通知到場陳述意見、命

240 Jonathan M. Jacobson,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sixth), Chicago, Ill. :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BA, 761-76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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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文件書證及進入處所檢查等，與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相仿，但對於不配合

調查者，聯邦交易委員會除得課處罰鍰以督促履行外241，尚得請求法院核發命

令要求調查對象配合遵從，如仍不履行聯邦交易委員會之調查指示，法院更得

處以自由刑及罰金之刑事制裁242。此一作法可藉由法院協助貫徹聯邦交易委員會

之調查實效，並透過聯邦交易委員會請求法院核發命令之程序，使法院得以事

前介入審查該配合調查之要求是否合法，對於人民之權利提供多一層保障，值

得參考。

第四節  美國競爭法認定市場力量之具體案例

因前述行政法院曾撤銷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我國法案例中，係集中於結

合行為、聯合行為及顯失公平行為，是以下述美國法案例亦以此三類行為之案例

為介紹，以利比較。

241 See Tammy Hinshaw, Lisa A. Zakolski, Anne M. H. Foley, Karen V. Michie, Joan C. McKenna, and 
John R. Kennel, “Monopolies, Restraints of Trade, and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merican 
Jurisprudence, Second Edition, §1245(2007).
242 See Debra J. Pearlstein,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fifth)”,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5th ed, 737-
74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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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結合行為案例

一、Dairy Farmers of America, Inc.取得 Southern Belle 股份案（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Dairy Farmers of America;  Southern Belle 

Dairy Co.,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Sixth Circuit. No. 04-

6318）243

（一）事實概要

本件涉及司法部代表美國政府對Dairy Farmers of America, Inc.（以下簡稱

DFA）與Allen Family Limited Partnership（以下簡稱AFLP）取得 Southern Belle 

Dairy Co., LLC（以下簡稱Southern Belle）股份所提出之異議，司法部主張此一

透過基本協議及補充協議組成之併購行為，造成了肯塔基州與田納西州學校牛

奶市場之獨占情事。

DFA為從事鮮乳銷售之事業，位於美國堪薩斯州，並為美國最大酪農業公

司。DFA銷售自己生產的新鮮、未加工生乳以及乳製品。

Southern Belle 為一家成立於 2002 年 2月之有限公司，在肯塔基州擁有乳製

品工廠，並競標供應學校牛奶之合約。該公司成立當時，50%有表決權股權為

AFLP擁有，並由 Robert Allen負責管理，其餘 50%有表決權股權則為DFA所擁

有。Robert Allen曾擔任DFA之公司顧問，並曾在DFA出資 100萬美元之另一合

資投資案中，使DFA獲利 217萬美元。依DFA之執行長Gary Hanman所述，

DFA與 Robert Allen 在 Southern Belle 是合作夥伴的關係，因為「DFA對 Robert 

243 Decided: October 25, 2005, http://caselaw.findlaw.com/us-6th-circuit/1403847.html（最後瀏覽日：
11/0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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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很熟悉，以往合作經驗和雙方關係很好。」

DFA與AFLP簽訂基本協議，AFLP可選擇在 3年後其股權價值足以補償

Southern Belle 公司成立時出資金額，將其股權出售予DFA。2004年 7月 14日，

即DFA對本件簡易判決表示不服之 6天前，DFA與AFLP達成補充協議，DFA

將其有表決權之股權轉換為無表決權之股權，而AFLP不再有出售股權之選擇

權，但可自行決定何時讓售Southern Belle。

National Dairy為另一家在肯塔基州擁有乳製品工廠之公司，且其設立之

Flav-O-Rich工廠與 Southern Belle 在許多相同學校競標提供牛奶合約。National 

Dairy成立於 2001 年 3月，至 2004年 2月時，部分股東出售持股後，由Allen 

Meyer擁有 50%有表決權股權，而DFA則擁有其餘 50%有表決權股權，且Allen 

Meyer與DFA另共同參與三項合資投資案。

司法部就本件提供了三份專家意見，一位為大學經濟教授、一位為肯塔基

州從事酪農業已有 20 年經驗之公司負責人、一位為大學經濟法教授。其中二位專

家認為本件所稱學校市場，係指透過投標過程而取得一年合約之業者所提供的

半品脫紙盒裝牛奶，而每間學校之競標程序均屬獨立。在 42間學校之牛奶提供

合約競標中，Southern Belle與 Flav-O-Rich是唯二的投標業者，而在其他 59間

學校中，Southern Belle與 Flav-O-Rich是三家中的二家投標業者，因此專家意見

認為學校實際上無從選擇牛奶提供者，即使牛奶提供價格上漲也只能繼續簽訂

合約。

專家意見同時認為，DFA部分取得 Southern Belle股權，會造成限制競爭

之效果。因為DFA對 Flav-O-Rich與 Southern Belle各擁有 50%股權，不論哪家

公司取得供應學校牛奶合約，DFA均可藉由互不低價競爭來獲利。負責管理

Southern Belle 的 Robert Allen 和負責管理 Flav-O-Rich的Allen Meyer，因為和

DFA有另外共同參與合資投資，故其二人有讓DFA獲利以維持合作關係的強

烈動機。此外，在DFA取得 Southern Belle股權之前，Southern Belle與 Fla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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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競標學校牛奶合約的價格，並未與其他僅有二競標者的地區有明顯差異；

但DFA取得 Southern Belle股權之後，得標價格則提高了 0.9%。

2003年 4月 24日，司法部對DFA取得 Southern Belle 之部分股權提出控訴，

由於DFA已擁有 Flav-O-Rich之股權，DFA再取得 Southern Belle 之部分股權，

將會妨礙學校牛奶生產、銷售之市場競爭，並造成學校牛奶價格上漲，故認為違

反克來登法第7條。司法部要求：1.DFA拋棄所有 Southern Belle 之股權。2.DFA

不得同時取得 Southern Belle與 Flav-O-Rich之股權。3.DFA若欲取得有關牛奶產

銷事業之股權，應於 30 日前向司法部提出報告。4.任何與DFA簽訂之學校牛奶

提供合約，得予以中止或撤銷。

2004年 7月 20 日，DFA提出異議，地方法院作成簡易判決，認為因DFA

並無有表決權之股權，故無能力影響該公司對於學校牛奶之業務，因此不會增

加共謀降低競爭的風險。

（二）法院見解

地方法院雖然認為DFA擁有之 Southern Belle股權，因無表決權，故不會

損害競爭。然而，上訴法院援引以往最高法院判決244而持不同看法，認為所持有

之股權是否有表決權，並非關鍵，而應實質判斷市場競爭有無受到減損。即使

DFA無表決權，但若取得 Southern Belle股權之目的就在於妨礙競爭，並藉由持

有股權嚇阻其他競爭者進入 Southern Belle，甚至 Southern Belle 之其他股東與

DFA有業務合作關係等，均仍可使DFA對 Southern Belle 之營運產生控制力，

進而妨礙競爭。因此要求DFA放棄擁有 Southern Belle 之股權，係屬反托拉斯法

上自然合理之要求。基此，上訴法院撤銷地方法院之簡易判決，要求地方法院重

新詳加審查，以確認美國政府之控訴內容有無理由。

244United States v. E.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366 U.S. 316, 321, 81 S.Ct. 1243, 6 L.Ed.2d 318 
(1961). - See more at: http://caselaw.findlaw.com/us-6th-
circuit/1403847.html#sthash.FdMz7iWO.dpuf（最後瀏覽日：11/0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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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系爭商品市場之範圍245，為製造、銷售學校牛奶之市場。DFA向酪農業者

及農場購買生乳，經過消毒與包裝後，以鮮乳、調味乳、保久乳等液體牛乳之商

品型式進行銷售。學校牛奶則是經處理之液體牛奶，由與學校簽訂合約之業者銷

售予學校。每間學校會就供應牛奶進行公開招標，以決定由何業者供應牛奶。牛

奶供應合約之內容常包含許多義務，例如每日配送牛奶到學校（因為學校通常

沒有保存牛奶的設備）、立即更換有瑕疵的牛奶等。即使牛奶價格小幅但顯著（ 

a small but significant increase）的上漲，學校通常不會將價格視為唯一簽約因素。

至於系爭地理市場則為每間學校。雖然不同學校可能會共同招標，但最後

仍是個別學校與業者簽約，且各學校之位置、牛奶需求數量、要求牛奶送達之時

間等均有不同，業者得標後必須為每間學校安排各自的運送牛奶路線，直接將

牛奶送至所需的學校內，無法將鄰近的學校合併運送。由於運送牛奶所需冷藏設

備之條件較高，又須頻繁運送，因此有能力提供學校牛奶的業者並不多。即使是

牛奶業者，受限於運送需求，通常也不會投標學校供應合約，是以學校可選擇

的業者對象亦受限制。業者決定投標價格雖然會因學校距離或牛奶數量而有所不

同，但最主要關鍵，是競爭業者就該學校的可能投標出價，因此業者出價時最

重要的考量因素為該學校招標的競爭激烈程度，進而造成業者對不同學校會提

出不同的投標金額，故每間學校均為個別的地理市場。

（三）本案簡評

本案司法部具體觀察肯塔基州與田納西州學校公開招標供應牛奶之特性，

發現各學校對牛奶運送所要求之保存、運輸、送達時間等事項均有不同，且每間

學校之競標程序均屬個別獨立，各學校係透過招標過程而自行決定與何業者簽

訂提供半品脫紙盒裝牛奶的一年合約，不受其他學校招標之影響，因此對業者

而言，每間學校的投標均屬分離，彼此間無替代性，故本案界定每間學校之牛

245http://www.justice.gov/atr/cases/f200900/200972.pdf（最後瀏覽日：11/0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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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招標供應為各自獨立之市場，應值贊同。再者，司法部針對本案委請專家學者

提供專業意見，提出DFA取得 Southern Belle 後得標價格提高之有力事證，進

而獲得上訴法院認同，由實質面觀察系爭取得股權之行為將會造成減損競爭之

效果，可見司法部針對個案調查之用心，值得參考。

二、Whole Foods Market與Wild Oats Markets高級超市結合案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Whole Foods Market Inc, United 

States DC Circuit No. 07-5276）246

（一）事實概要

Whole Foods Market, Inc（以下簡稱Whole Foods）及Wild Oats Markets, 

Inc. （以下簡稱Wild Oats）在美國分別經營 194間及 110間商店。2007年 2月，

這兩間公司宣布Whole Foods將會在該年 8月 31 日前併購Wild Oats，並通知

FTC此項涉及 5億多美元之結合案件。FTC進行一連串的聽取意見與搜集文件之

調查，於 2007年 6月 6日 FTC聲請核發初步禁制令247，禁止此一結合直到 FTC

246 Decided July 29, 2008, http://caselaw.findlaw.com/us-dc-circuit/1162732.html（最後瀏覽日：甭
2014）。
247 本件因涉及事業結合，故依HSR結合申報規定，得由聯邦交易委員會或美國政府展開相關結
合審查程序。參 HSR結合申報規定 18a 條：「(f) 初步強制令；公聽會：如果聯邦交易委員會開始
或提出訴訟，聲稱該項收購案違反本篇第 18 條或本篇第 45 條，或是由美國政府提出訴訟，聲
稱該項收購案違反本篇第 18 條，或本篇第 1 或 2 條，而且聯邦交易委員會或首席檢察官助理：
(1) 申請初步禁制令，禁止審判間的收購案完成，及(2)  向被告居住地或公司所在地、或是提出
訴訟之審判區域內的美國地方法院，證明他相信公共利益根據本項需要審判間的補救方法，而
地方法院的審判長在收到提出的申請和證明時，應立即通知此地方法院所在地的美國上訴法院
巡迴審判庭的審判長，上訴法庭的審判長再指派一位美國地方法官負責處理此項訴訟。」此處之
中譯文係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之中譯外國競爭法規：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72&docid=11200（最後瀏覽日：
11/06/2014），原文為 15 U.S. Code § 18a：「(f) Preliminary injunctions; hearings
If a proceeding is instituted or an action is filed by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lleging that a 
proposed acquisition violates section 18 of this title, or section 45 of this title, or an action is fi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lleging that a proposed acquisition violates such section 18 of this title, or section 1 
or 2 of this titl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or the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1) files a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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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是否依克來登法第7條終局禁止該結合之評估程序。

FTC認為Whole Foods及Wild Oats是規模最大的兩家提供高價、天然、有

機商品之超市。此種超市的賣點在於高品質生鮮食品、專門與天然的有機產品、熟

食、肉類、魚類以及麵包等，並提供良好的顧客服務，通常會強調企業的社會與

環保責任，以鎖定富裕且受高等教育之顧客。FTC認為在 18個城市中，此一結

合將會造成獨占，因為Whole Foods及Wild Oats是唯二的高級超市。FTC引用

Whole Foods的執行長 John Mackey寄給公司內部主管的電子郵件，其內容提到

此一結合的目的是為了減少競爭者。此外，FTC的專家經濟學者Kevin Murphy

分析銷售數據以顯示其他超市業者進入當地市場，將會對Whole Foods及Wild 

Oats之銷售造成影響。

另一方面，被告的專家David Scheffman則質疑Whole Foods及Wild Oats

結合後出現的假設性獨占事業，是否確實會擁有控制當地市場的力量。其引用第

三方的市場研究資料，認為提高價格將會使消費者轉往其他超市。此外，其他超

市業者之證詞表示，他們認為Whole Foods及Wild Oats存有緊密的競爭關係，

而Whole Foods及Wild Oats的內部文件也顯示其等對於對方的商品價格進行嚴

密監控。

地方法院認為高級超市並非本件之特定市場，且Whole Foods及Wild Oats

是與更大範圍的百貨商店、超市進行競爭，因此駁回 FTC有關初步禁制令之聲

請。

2007年 8月 17日，FTC提起上訴並要求暫時禁止此一結合，但上訴法院並

未同意暫時禁止結合，因此Whole Foods及Wild Oats於同年月 28日完成結合248。

for a preliminary injunction against consummation of such acquisition pendente lite, and(2) certifies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judicial district within which the respondent resides or carries on 
business, or in which the action is brought, that it or he believes that the public interest requires relief 
pendente lite pursuant to this subsection, then upon the filing of such motion and certification, the chief 
judge of such district court shall immediately notify the chief judg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circuit in which such district court is located, who shall designate a United States 
district judge to whom such action shall be assigned for all purposes.」
248因上訴法院並未先行禁止系爭結合，故Whole Foods 及 Wild Oats完成結合後，上訴法院始作
成終局判決認定系爭結合違反反托拉斯法，並命二事業分離。上訴法院認為法院擁有裁量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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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院見解

上訴法院認為，地方法院將審查重點放在市場界定固然正確，但在分析商

品市場時卻產生錯誤。

FTC主張在適用克來登法第7條時，並無需要界定市場，且市場界定只是

衡量市場力量之標準，而非可直接據此判斷有無違反反托拉斯法。然而，既然

FTC一再強調Whole Foods及Wild Oats之結合，將會對高價超市市場造成限制

競爭的效果，則如何界定高價超市之市場便成為本件關鍵。

特定商品市場的範圍，應包含消費者為了相同目的而可合理替代的所有商

品，並應留意商品特性及用途、顧客觀點、商品售價、價格改變之敏感性、銷售方

式等因素。FTC與被告方面的專家，對於如何界定本件之商品市場有不同意見。

被告方面的專家David Scheffman預測，邊際消費者如果在被告提高價格時，轉

向傳統超市進行採購，將會造成被告之嚴重損失，因此系爭結合完成後所假設

出現的獨占事業將無法藉此獲利，故應將傳統超市納入與高價超市同一之市場

範圍。相反的，FTC方面的專家Murphy則關注於有多少消費者在Wild Oats關

閉時，會改往Whole Foods消費，又有多少消費者會轉向傳統超市。Whole 

Foods的內部計劃文件指出，絕大多數的消費者會因此轉往Whole Foods，因此

結合後會讓產生的獨占事業獲得利潤。上訴法院認為Murphy的分析方式較為合

理，因為即使價格上漲，核心消費者為了能在高價超市買到想要的商品群組，

仍會繼續在高價超市進行消費，且Whole Foods及Wild Oats超過 60%之收益係

來自於天然或有機的生鮮商品。

Murphy引用的資料可進一步發現，Whole Foods在同有Wild Oats開店的

地區，其有關天然或有機生鮮商品的獲利明顯受到影響，而該等商品以外可在

要求事業採取一定行為以回復市場競爭之原有狀態，包含事業之組織分離在內，因此不受系爭
結合是否完成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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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超市購買到的一般百貨商品，Whole Foods的獲利則不受影響。此外，

Whole Foods在Wild Oats鄰近地區開設新店時，Wild Oats會降價因應，而傳統

市場開設新店時則不會有此因應措施。

地方法院認為反托拉斯法僅關注於邊際消費者，此屬法律上之誤解。因為

在某些情況下，對特定商品有強烈需求的核心消費者會構成另一個市場。FTC主

張本件存在消費者對高價超市有強烈需求，而高價超市也努力迎合這些消費者

的需求。FTC提出之資料顯示，高價超市針對核心消費者與邊際消費者存在差別

訂價之情事，故核心消費者形成一個別市場，但地方法院卻忽略此等資料。因此

上訴法院採取與地方法院不同之見解，認為 FTC已經說明高價超市為特定市場，

故廢棄地方法院之裁判而發回更審。

（三）本案簡評

本案除了專家意見作為參考外，結合事業之內部資料亦有舉足輕重之地位，

因此如何取得事業內部資料，當有助於評估事業對其自身在市場中之定位以及

鎖定之消費者族群，值得參考。

此外，聯邦交易委員會並未僅單純以超市、百貨公司等既有之傳統分類方

式界定市場，而係進一步分析前往結合事業消費之顧客取向，以及若結合完成

後之消費者預估反應，在非採取傳統分類方式界定市場時，由消費者角度深入

分析結合事業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性質，確可增加界定市場之說服力。

三、H.J. HEINZ與Milnot嬰兒食品公司結合案（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H.J. Heinz Co. and Milnot Holding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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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 No. 

00-5362.）249

（一）事實概要

2000 年 2月 28日，H.J. Heinz Company（以下簡稱Heinz）及Milnot 

Holding Corporation （以下簡稱 Beech-Nut）達成一項結合協議。FTC認為此一

結合違反克來登法第7條，因而聲請初步禁制令，要求禁止此一結合之完成。

每年美國有 400萬名嬰兒食用 8000萬瓶泥狀嬰兒食品，創造了將近 10億

的國內市場價值。嬰兒食品市場由三家事業所控制，分別為Gerber Products 

Company（以下簡稱Gerber）、Heinz及 Beech-Nut。Gerber為產業領導者，擁有

65%的市場占有率，而Heinz及 Beech-Nut之市場占有率分別為 17.4%及 15.4%。

地方法院認為Gerber具有獨特的品牌辨識度，且消費者對其之品牌忠誠度高於

其他任何品牌產品。Gerber之產品在超過 90%之美國超市均有銷售。

相對來說，Heinz在大約 40%的超市銷售，其銷售範圍雖遍及全美國，但

集中於北部新英格蘭、東南部、最南方及中西部等地，且商品售價略低於Gerber。

雖然Heinz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為第二位，但其是全球最大的嬰兒食品製造商，

銷售金額高達 10億元。Heinz有關美國市場之嬰兒食品年銷售金額為 1億多元 。

Heinz之產品主要在匹茲堡的工廠生產，該工廠於 1991 年斥資 1億 2千萬元所興

建，每年負責 40%之生產量並製造 1千 2百萬瓶嬰兒食品。

至於 Beech-Nut之市場占有率與Heinz較為接近，每年的嬰兒食品銷售量

為 1億 3870萬元，其中 72%是泥狀嬰兒食品。Beech-Nut之銷售策略為塑造品牌

之高品質形象，故其售價極為接近Gerber。Beech-Nut的產品在全美國 45%的雜

貨商店均有銷售，但集中於紐約、紐澤西、加州及佛羅里達。

249 Decided: April 27, 2001, http://caselaw.findlaw.com/us-dc-circuit/1140925.html（最後瀏覽日：
11/0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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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賣場之銷售方面，Heinz及 Beech-Nut均需支付上架費予賣場業者，

以確保商品的陳列，但Gerber 憑藉其品牌知名度及消費者忠誠度，故無需支付

上架費。

依照Heinz及 Beech-Nut的結合協議內容，Heinz將會以 1億 8500萬元的價

格取得 Beech-Nut的 100%表決權股份。基此，Heinz及 Beech-Nut 向 FTC提出申

報。2000 年 7月 7日，FTC向地方法院聲請初步禁制令，要求禁止此一結合，但

地方法院認為該結合對泥狀嬰兒食品的市場競爭利大於弊，故駁回初步禁制令

之聲請。

（二）法院見解

依據計算結果，泥狀嬰兒食品產業之HHI指數為 4775，係屬市場高度集

中之產業，而Heinz及 Beech-Nut之結合將會使HHI指數再上升 510。依 FTC之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HHI指數上升超過 100，且結合後HHI指數超過

1800 時，推定市場力量將因結合而增強250，因此系爭結合將減少美國國內泥狀

嬰兒食品市場之競爭。此外，Heinz及 Beech-Nut是唯二在超市上架方面競爭的

業者，且Heinz內部文件顯示若結合完成，將無需在批發銷售的階段面對競爭。

再者，泥狀嬰兒食品市場之進入門檻甚高，過去 10 年並無任何重要的新業者進

入該市場，也增強了系爭結合的限制競爭效果。

地方法院認為系爭結合並無實質減少競爭的可能性，但因下述理由，上訴

250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1.51 General Standards：「......c) Post-Merger HHI Above 1800. The 
Agency regards markets in this region to be highly concentrated. Mergers producing an increase in the 
HHI of less than 50 points, even in highly concentrated markets post-merger, are unlikely to have 
adverse competitive consequences and ordinarily require no further analysis. Mergers producing an 
increase in the HHI of more than 50 points in highly concentrated markets post-merger potentially raise 
significant competitive concerns, depending on the factors set forth in Sections 25 of the Guidelines. 
Where the post-merger HHI exceeds 1800, it will be presumed that mergers producing an increase in  
the HHI of more than 100 points are likely to create or enhance market power or facilitate its exercise.  
The presumption may be overcome by a showing that factors set forth in Sections 25 of the Guidelines 
make it unlikely that the merger will create or enhance market power or facilitate its exercise, in light  
of market concentration and market shares.」See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hmg.htm（最後瀏覽日：11/0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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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認為地方法院駁回 FTC之聲請，應屬違誤。

1.結合前之競爭狀況

Heinz及 Beech-Nut主張其等在零售階段，並無互相進行真正的競爭。消費

者不會將其等之商品視為有替代性，且通常其等商品不會同時出現在商店貨架

上，因此即使結合，所影響之競爭仍屬有限。

上述主張顯然有誤，首先卷內文件顯示Heinz及 Beech-Nut 確實互相進行

價格競爭，當其中一品牌商品出現在同一區域中，另一品牌商品或Gerber 商品

之銷售均會受到影響，因此即使不在同一間商店銷售，其等之競爭關係仍然存

在。

其次，地方法院認為系爭市場為美國國內的泥狀嬰兒食品市場，但理由中

卻又認為Heinz及 Beech-Nut在特定區域進行競爭，若其中一品牌商品價格有微

小但持續顯著的增加時，消費者將會轉往購買特定區域內之另一品牌商品。因此

地方法院之理由有所矛盾。

再者，地方法院未考量系爭結合確實會讓Heinz及 Beech-Nut在批發銷售

階段，對商品上架的競爭歸零。即使地方法院認為，結合後可能因為無需再為了

競爭而支付上架費，進而降低零售價格，但此僅為假設，Heinz及 Beech-Nut在

結合而消失競爭後，是否仍會降低價格，甚有疑問，更何況克來登法第7條之

重點在於競爭有無受到影響，並未要求主管機關需證明結合後是否會造成商品

價格上漲。

2.結合後之效率抗辯

Heinz及 Beech-Nut主張結合後增加之效率，幫助其與Gerber進行進爭，

而可彌補結合之限制競爭的缺點。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也承認結合所帶

來的效率可以增強事業競爭的能力與動機，也可能產生價格降低、品質改進或新

商品的有益結果。

然而，在高市場集中度的結合案件中，效率抗辯需要更強力的證明。Hei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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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Beech-Nut雖然主張結合後，嬰兒食品統一由Heinz的工廠生產，可節省薪水

與操作成本。但此一節省的成本只是可變動生產成本中的一小部分，即使依照

Heinz及 Beech-Nut提出的資料，也只是讓可變動生產成本降低 22%，尚不足以

構成所謂更強力的效率抗辯證明。此外，也無證據顯示Heinz只有透過與 Beech-

Nut結合一途來獲得效率增進，因為Heinz亦可藉由自行改善生產技術等方式

增加效率，而並非一定要進行結合，但地方法院忽略此方面之情事。

3.創新抗辯

Heinz及 Beech-Nut另主張透過結合，能夠讓其研發新產品以和Gerber進

行競爭。其理由在於目前Heinz及 Beech-Nut的商品上架均不足，如果要推出新

產品，必須要有足夠的店面上架空間，以簡省宣傳費用來彌補創新商品的研發

成本，因此Heinz及 Beech-Nut的結合有益於促進創新。地方法院接受此一創新

抗辯之主張，但上訴法院認為地方法院並未詳加調查Heinz及 Beech-Nut此一主

張是否屬實，固然事業規模擴大有助於創新，但究竟需要大到何程度才能彌補

創新的虧損，地方法院未命Heinz及 Beech-Nut進一步說明，而且有無透過結合

以外的方式彌補創新的虧損，亦屬地方法院漏未調查之疑問。

4.防止共謀的市場結構抗辯

Heinz及 Beech-Nut結合後，會努力取得Gerber在泥狀嬰兒食品市場的占

有率，因此可降低競爭事業彼此的共謀可能性，且由於調查事業共謀行為的困

難度越來越高，例如查知事業降價的關聯性等，是以結合後防止共謀出現亦可

作為抗辯理由之一。

然而，地方法院忽略嬰兒食品的價格並非不易查知，例如超市的嬰兒食品

價格波動均有留存即時記錄，而不像其他產業之價格難以得知。再者，嬰兒食品

市場的高集中度以及進入市場的高門檻，也是防止共謀的市場結構抗辯不易成

立的另一原因。因為結合後形成的寡占市場，可能會讓事業慢慢形成商品價格與

生產數量的合意。

200



綜上所述，上訴法院認為地方法院在前述各方面均有錯誤，且若未准許

FTC聲請之禁制令，等到Heinz及 Beech-Nut完成結合後，Beech-Nut之商品及

店面將會完全消失在市場上，此對市場競爭係屬難以回復之損害，因此廢棄地

方法院之裁判，准許 FTC有關禁制令之聲請。

（三）本案簡評

依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有關地理市場之界定原則251，對於結合事

業所涉及之商品市場，主管機關應確認其地理市場範圍，而每一事業可能會在

多個不同的地理市場進行商業活動。當事業對系爭商品價格進行微小但持續顯著

之增加時，商品銷量因而減少之區域，可認為屬於系爭地理市場範圍。且在考量

買方對商品價格增加之反應時，主管機關應將下列事項納入考量：1.買方是否

會跨越不同地理區域轉換購買對象來因應價格或其他競爭因素之變化；2.事業

對於上述買方可能跨越地理區域轉換購買對象係如何因應；3.買方在輸出市場

所面臨之下游競爭影響；4.更換供應商所需之時間與成本。基此，本案之商品市

場為固然是泥狀嬰兒食品，但地理市場究竟以美國全國或國內個別地理區域，

仍可作進一步之釐清。系爭事業雖在美國各地銷售泥狀嬰兒食品，且事業規模龐

大而有在全國設點銷售之能力，但實際上其等之銷售區域並非完全重疊，消費

者因某一品牌之泥狀嬰兒食品漲價，而會不辭辛勞轉往其他地區購買之距離應

屬有限，因此系爭地理市場除考量結合後對美國泥狀嬰兒食品市場之影響外，

251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1.2 Geographic Market Definition：「For each product market in 
which both merging firms participate, the Agency will determine the geographic market or markets in 
which the firms produce or sell. A single firm may operate in a number of different geographic 
markets.」、「In considering the likely reaction of buyers to a price increase, the Agency will take into 
account all relevant evidenc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1) evidence that buyers have 
shifted or have considered shifting purchases between different geographic locations in response to 
relative changes in price or other competitive variables;(2) evidence that sellers base business decisions  
on the prospect of buyer substitution between geographic locations in response to relative changes in 
price or other competitive variables;(3) the influence of downstream competition faced by buyer in 
their output markets; and(4) the timing and costs of switching suppliers.」See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hmg.htm（最後瀏覽日：11/0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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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消費者購買泥狀嬰兒食品時所受地理限制而形成之個別區域，亦應同時予以

考量。是以本案地方法院僅著重於結合後對美國泥狀嬰兒食品市場之影響，而上

訴法院另提出針對實際上銷售區域之個別地理市場，在本案結合後產生之影響，

應屬較為完整。

第二項  聯合行為案例

一、Daniel T. ROSE共謀限制氯化膽鹼競爭案（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Daniel T. Ros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Fifth 

Circuit. No. 05-10447.）252

（一）事實背景

本案被告Daniel Rose遭認定共謀約定美國地區氯化膽鹼253（choline 

chloride）之價格、圍標、分配客戶，造成競爭之抑制與減損，故違反了休曼法第

1條。被告提起上訴，主張地方法院陪審團判決所依據之證據不足。

被告於 1997年 8月成為DuCoa公司之負責人，該公司生產氯化膽鹼，作

為助於動物生長之維他命複合物。同一時期，DuCoa與其他二競爭事業，

Bioproducts, Inc與 Chinook Group Limited，共同占有美國地區超過 90%之氯化

膽鹼銷售比例。司法部展開大陪審團調查後，認為DuCoa與 Chinook公司有共

謀情事，此二公司包含 Rose 在內之數名人員遭起訴。Rose 經地方法院判處 30個

月徒刑、1 年刑後監督及 2萬美元罰金。

252 Decided: May 10, 2006, http://caselaw.findlaw.com/us-5th-circuit/1289874.html（最後瀏覽日：
11/08/2014）。
253氯化膽鹼可用於治療脂肪肝和肝硬化，也作為禽畜飼料添加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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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共謀行為至少在 1989年便已開始，當時DuCoa、Bioproducts與

Chinook三家公司協議將各自之市場占有率維持在 3分之 1。具體來說，此三家

公司共同訂定氯化膽鹼之表定售價，並分配哪家公司可對哪些客戶提供最低價

格而取得交易機會，並藉此穩定及取得高於競爭水準之售價。此三家公司偶爾會

不顧協議而進行競爭，舉例來說，用較低的價格吸引其他公司之顧客，而這種

情況在 Rose 於 1997年成為DuCoa公司負責人之後越來越常出現。然而，DuCoa

公司之前任負責人 Lindell Hilling認為共謀協議在 Rose上任後仍然存在，其證

稱在 Rose接任其職位前，曾與 Rose 見面討論相關業務，包含與其他競爭者間

存有協議之情事。Lindell Hilling表示，雖然討論過程中沒有明白提到共謀、圍標、

分配客戶等字眼，但他相信 Rose 了解其所述內容，且 Lindell Hilling為了此一

見面，事先準備了手寫議程備忘錄給 Rose，其內容便包含「安排市場占有率之

議題」等用語，Rose 在討論中也在備忘錄上加註了「有關競爭者間...」等字句。

Pete Fischer為DuCoa公司基本產品部門之主管，在 1992 年之前曾參與共

謀行為。如同 Lindell Hilling所述，Fischer相信 Rose 擔任負責人時，雖然三家公

司間的競爭活動增加，但共謀協議仍屬有效。Fischer證稱其在 1997年 9月底與

Rose 一同至歐洲出差時，曾討論過共謀協議，並談到最近市場的不穩定情況 。

Fischer覺得 Rose 想要了解協議的細節，以利發展往後的市場策略。1998年 2月，

Fischer安排 Rose與 Chinook、Bioproducts公司等競爭者在芝加哥希爾頓飯店會

面，討論美國氯化膽鹼市場之規模、各業者之市占率高低以及如何讓市占率趨於

平衡。參加該次會面之 Chinook公司人員證稱該公司同意將一家客戶移轉予

Bioproducts，以平衡 Bioproducts最近被DuCoa搶標取得客戶之損失。DuCoa同

樣願意將部分客戶移轉予 Bioproducts。最後，這三家公司達成協議，自 1998年 4

月 1 日起漲價並以商業傳單及信函通知各客戶。Rose 在這次會面中代表DuCoa

發言，且表現活躍。1998年 3月，Rose 以DuCoa代表的身分，在聖路易機場與

Bioproducts公司代表 Sigler見面，確認 Bioproducts公司會遵守該年 4月之漲價

203



協議，並獲得 Bioproducts公司之善意回應。

此三家公司嗣後改以電話聯絡，不再會面討論。1998年 6月，Sigler被

Bioproducts公司其他人員發現與競爭者共謀，而 Bioproducts公司當時正試圖向

司法部獲得寬恕政策之適用。Rose 對此並不知情，仍試圖聯絡 Sigler但失敗。其

後，FBI持搜索票搜索DuCoa與 Chinook辦公室。

（二）法院見解

依據DuCoa公司之前任負責人 Lindell Hilling，及DuCoa公司基本產品部

門之主管 Pete Fischer之證詞，足以證明 Rose積極參與共謀協議。雖然 Rose 主張

其上任後，曾於爭取客戶 Tyson 公司之競標中出價低於競爭者 Bioproducts，但

其意圖並非要放棄共謀，而是為了強化DuCoa在市場上之地位，以利更加操控

與穩固競爭者間的合作。因此，法院認為 Rose仍構成休曼法第 1條之刑事責任。

（三）本案簡評

本案之所以得以順利查獲被告之共謀行為，起因係參與共謀事業之一即

Bioproducts公司當時正試圖向司法部獲得寬恕政策之適用，而吐露相關事業間

存在系爭共謀行為，並依據DuCoa公司之前任負責人 Lindell Hilling，及DuCoa

公司基本產品部門之主管 Pete Fischer之證詞，故即使相關事業負責人改用電話

聯絡，減少會面討論及留存書面證據之機會，但仍足以認定被告從事共謀行為。

由此可見，美國實施寬恕政策之結果，確實有助於舉發聯合行為及取得相關事

證。

二、 Stolt-Nielsen未履行寬恕政策協議案（Stolt-Nielsen, S.A.;  Sto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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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lsen Transportation Group Ltd.;  Richard B. Wingfield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Third Circuit. 

No. 05-1480.）254

（一）事實背景

Stolt-Nielse 公司藉由其子公司Stolt-Nielsen Transportation Group Ltd.，在

散裝船運輸服務市場居於領導地位。在 2002 年 3月，Stolt-Nielse 的總顧問 Paul 

O'Brien辭職。依據 Paul O'Brien 對 Stolt-Nielsen 於 2002 年 11月向康乃迪克州高

等法院提出之訴訟，以及其隨後在華爾街日報之投書，Paul O'Brien曾建議公司

主管停止與二家競爭公司從事違法的聯合交易行為，且在 Stolt-Nielsen未能採

取行動解決此問題後，導致 Paul O'Brien因而辭職。Stolt-Nielsen 得知 Paul 

O'Brien 對其起訴後，僱用前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副助理檢察長 John Nannes對其

公司進行內部調查，以確認可能構成之反托拉斯違法情事及如何應對將來可能

面臨之刑事責任。

2002 年 11月 22 日，John Nannes和 Stolt-Nielse運輸部門負責人 Samuel 

Cooperman 見面，討論 Paul O'Brien 引起的某些反托拉斯法問題，且公司因此

修正反托拉斯法遵循政策並宣達予向員工及競爭者。Cooperman 同時告訴

Nannes，他相信進行公司的內部調查將會證實公司確實違反聯邦反托拉斯法，

並詢問Nannes有關向司法部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可能性。在 Cooperman 的允許

之下，Nannes向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人員詢問若Stolt-Nielsen 承認違反反托拉斯

法，是否可以獲得豁免？但該局回覆表示對 Stolt-Nielsen 的調查已經展開。

在政府調查已經展開的情形下，事業欲不受刑事追訴，必須符合下述條件：

254 Decided: March 23, 2006, http://caselaw.findlaw.com/us-3rd-circuit/1312488.html（最後瀏覽日：
11/0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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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該事業為舉報違法情事的第一人；2.該事業舉報時，政府機關尚無足夠資訊認

定違法情事；3.該事業必須採取有效行動來脫離其所參與之系爭違法情事；4.該

事業必須提出客觀完整的舉報內容，並完全配合政府機關之調查；5.該事業必

須坦承違法行為係該事業所為，而非僅係事業所屬人員之違法行為；6.該事業

需負擔違法行為之賠償責任；7.政府機關給予該事業寬恕政策之適用，不會產

生不公平之情形。

反托拉斯局向Nannes表示，如果O'Brien 是因為將公司的反托拉斯違法行

為予以曝光而導致其非自願離職，則 Stolt-Nielsen將無法適用寬恕政策。Nannes

向反托拉斯局保證O'Brien 是出於自願而離職，且詳述了 Stolt-Nielsen因為此事

件所造成的公司內部反托拉斯遵循政策之改變。在嗣後的調查中，Nannes發現

1998年至 2001 年間，Stolt-Nielsen 的某位公司主管和二家競爭公司交換客戶位

置名單，似乎是為了和競爭公司分配客戶並藉此限制競爭。2003年 1月，該主管

之繼任者提供Nannes四項清單，可證明 Stolt-Nielsen確實曾從事上開違法的限

制競爭行為。Nannes立即將此資料提供予反托拉斯局，並於 2003年 1月 15 日與

該局達成適用寬恕政策之協議。

在與 Stolt-Nielsen 之寬恕政策協議中，反托拉斯局同意若該公司完全遵守

前述條件配合調查，將不會對該公司提起刑事追訴。如果在調查過程中，Stolt-

Nielsen違反此協議，反托拉斯局將會撤銷寬恕政策之適用，並對 Stolt-Nielsen

展開刑事追訴，而 Stolt-Nielsen 以往提供的文件資料或任何相關陳述，均可能

被用為對其追訴法律責任之證據。

此一寬恕政策之協議同樣約定，承認知情、參與反托拉斯違法行為，並完

全真誠配合反托拉斯局調查的 Stolt-Nielsen 員工，不會受到刑事追訴。而所謂的

配合調查，包括：1.提供所有反托拉斯局要求的文件與記錄；2.接受反托拉斯局

之詢問；3.完整且誠實的回答所有問題；4.主動提供反托拉斯局未要求之相關事

證資料；5.在有需要時願意以證人身分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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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Stolt-Nielsen與其所屬員工提供之資訊，反托拉斯局成功的將與 Stolt-

Nielsen 共謀聯合行為之事業繩之以法，法院判處該等事業總額6200萬美元之罰

金並對違法之自然人科予徒刑。

然而，在寬恕政策協議開始執行後的數周，反托拉斯局於調查過程中發現，

在 2002 年初當時 Cooperman 已經留意到O'Brien 引發之問題，但 Stolt-Nielsen

仍持續參與聯合行為長達數個月之久，反托拉斯局因而認定 Stolt-Nielsen 之聯

合行為持續至 2002 年 11月為止。基此，反托拉斯局於 2003年 4月 8日通知

Nannes，Stolt-Nielsen依寬恕政策協議所負之義務可暫停履行，且該局正考慮

撤銷寬恕政策之適用，因為 Stolt-Nielsen 並未遵守「必須採取有效行動來脫離其

所參與之系爭違法情事」之協議約定。嗣後，Stolt-Nielsen某一員工坦承該公司與

其競爭者之限制競爭協議持續至 2002 年秋天，而該公司向Nannes稱此一違法

行為在 2002 年 3月一察覺O'Brien 引發問題時就已終止云云，係與事實不符。

2003年 6月，反托拉斯局認定 Stolt-Nielsen未履行寬恕政策協議之義務，

因為該公司即使在 2002 年 3月已發佈新反托拉斯遵循政策之時，其與競爭者之

違法聯繫仍未停止，且未向反托拉斯局坦誠此情事。2003年 6月 24日，反托拉

斯局表示擬將對 Stolt-Nielsen 及其公司主管提起刑事告發，認為其違反休曼法

第 1條，並撤銷寬恕政策之適用。

（二）法院見解

在接到反托拉斯局撤銷寬恕政策適用之通知後，Stolt-Nielsen 及其公司主

管立即向賓州地方法院起訴請求命反托拉斯局履行寬恕政策之協議，並聲請命

該局不得對其提起刑事告發之禁制令。反托拉斯局同意在法院作出裁判前，暫停

對 Stolt-Nielsen 及其公司主管之刑事告訴。

地方法院將程序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法院將先確認 Stolt-Nielsen 之行為

是否違反寬恕政策協議。若是，第二階段將確認此行為是否已確實發生。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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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之審理過程中，法院准許了 Stolt-Nielsen 有關暫時禁制令之聲請，並傳喚

Nannes與反托拉斯法局人員為證人。

2005 年 1月，地方法院作成有利於 Stolt-Nielsen 之判決，命反托拉斯局不

得對其提起違反休曼法之刑事告訴。法院認為反托拉斯局不得在未經司法確認

Stolt-Nielsen違約之情形下，便逕行片面撤銷協議，否則若嗣後判決認定反托拉

斯局之刑事告發不成立時，將會對事業產生不利之結果。此外，法院認為寬恕政

策協議並未明定 Stolt-Nielsen坦承之期限，而僅約定就 2003年 1月 15 日簽署協

議前之行為予以豁免。雖然 Stolt-Nielsen 終止參與聯合行為之日期未經明確認定

但反托拉斯局身為草擬協議的一方，不得僅憑默示而非明定之內容便主張他方

違約。因此，反托拉斯局若主張 Stolt-Nielsen應於簽署協議前終止違法行為，應

將期限明定於協議中。再者，寬恕政策之目的在於追訴與 Stolt-Nielsen 共謀聯合

行為之事業，而此目的也已達成，故不應再以 Stolt-Nielsen自承犯罪之證據對

其進行追訴。

反托拉斯局對此判決不服而提起上訴，主張地方法院判決有兩項違誤。第

一，聯邦法院並無禁止政府機關提起刑事告訴之審判權；第二，法院認為 Stolt-

Nielsen與其所屬員工在 2002 年 3月至 11月間之行為並未違反協議乙事，亦屬

錯誤。基於下述理由，地方法院之判決遭上訴法院予以撤銷並發回更審。

最高法院曾認為，反托拉斯局就是否決定提起刑事告訴，享有專屬權限及

裁量權255，就如同法院不得干涉檢察官提起公訴之權限，此為憲法上權力分立

之要求。但若政府機關濫用刑事追訴權限，讓人民放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

障基本權256時，為了避免此種寒蟬效應時，法院始應介入。

同理，政府機關應嚴格遵守與被告達成之拋棄抗辯、合作及豁免等協議內

255United States v. Nixon, 418 U.S. 683, 693, 94 S.Ct. 3090, 41 L.Ed.2d 1039 (1974) - See more at: 
http://caselaw.findlaw.com/us-3rd-circuit/1312488.html#sthash.N8rZwFEC.dpuf（最後瀏覽日：
11/08/2014）。
256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禁止美國國會制訂任何法律以確立國教；妨礙宗教信仰自由；剝奪言論
自由；侵犯新聞自由與集會自由；干擾或禁止向政府請願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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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此乃要求被告犧牲基本權。因此，即使法院無從審判是否禁止政府提起刑事

追訴，但在刑事追訴純粹作為禁止人民行使基本權之威嚇工具時，主管機關確

實應受到限制。此外，法院亦有權審查並要求政府機關遵守與被告達成之協議，

是以接下來的問題是，在沒有基本權寒蟬效應的情況下，法院可否依豁免協議

來禁止主管機關提起刑事追訴？

在第七巡迴法院之以往判決257中，曾認為除非有緊急情況，否則政府機關

應優先尋求法院釐清豁免協議之權利義務為宜，而非逕行提起刑事追訴。然而，

第七巡迴法院同時闡釋，此一優先程序並非憲法上之要求，憲法之保障範圍僅

及於須透過司法機關認定被告確實違法後，始得剝奪其依豁免協議所獲得之權

利，而非保障至被告不受刑事追訴，且政府機關提起刑事告發後，經由審判程

序便足以提供被告正當程序之保障，故無須限制政府機關提起刑事告發之權限。

再者，國會既然立法賦予政府機關提起刑事告發之權限，基於權力分立之考量，

法院不應任意限縮政府機關此一權限。

綜上所述，上訴法院撤銷地方法院之判決，認為法院無權限制政府機關提

起刑事告發之權限。

（三）本案簡評

本案同樣係受到寬恕政策之影響而使事業主動配合調查，且主管機關對事

業能否適用寬恕政策乙事設定諸多嚴格條件，以要求事業切實遵循以避免市場

競爭秩序持續遭受破壞。由於寬恕政策係對原本已構成違法之事業，例外給予從

輕量處法律效果之機會，因此從嚴認定其適用且尊重主管機關之裁量權限，應

屬合理之結論，是以寬恕政策實對主管機關查緝聯合行為，提供極大之助益。

257United States v. Meyer, Nos. 96-4230, 97-1031 (7th Cir.1998) - See more at: 
http://openjurist.org/157/f3d/1067/united-states-v-r-meyer-o（最後瀏覽日：11/0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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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tora Enso N. Am. Corp共謀維持出版品用紙價格案（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Stora Enso North America Corp.,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nnecticut. No. 3:06 CR 

323.）258

（一）事實背景

Stora Enso Oyj (以下簡稱SEO)為芬蘭赫爾辛基的一家紙漿及紙類製造商，

2000 年 8月，SEO併購美國威斯康辛的一家紙類製造商Consolidated Papers, 

Inc.。Consolidated Papers, Inc.改名為 Stora Enso North America Corporation （以

下簡稱SENA），並成為 SEO之子公司進行營運。自 2000 年 8月至 2003年 5月

為止，Kai Korhonen 擔任 SENA之負責人，在其領導下，SENA之銷售與行銷

團隊必須向其分析SENA是否應提高價格或跟隨其他競爭者之價格，而Kai 

Korhonen 對 SENA之定價策略擁有最終決定權。

UPM為另一家總部位於芬蘭赫爾辛基之紙漿及紙類製造商。在 2002 年 1月

Markku Tynkkynen 擔任該公司雜誌紙類部門之負責人，其權限包含決定該公司

在美國地區之出版品紙類價格。

商業用紙（Commercial paper）為出版品用紙之其中一種，用於印刷及廣

告之用途。出版品用紙區分為不同等級，品質最佳之等級為「fine」，價格亦最高；

「supercalendered」則為最低品質之等級，價格最低廉。業界會將部分出版品用紙

以編號 1至 5分類：編號 1、2、3者為 fine等級之用紙，用於高級出版品；雜誌用

紙則為編號 4、5，通常用於一般雜誌與商品目錄。supercalendered等級之用紙無

258Decided: July 19, 2007,http://apps.americanbar.org/antitrust/at-committees/at-crim/pdf/jury-
instructions/us_v_stora_enso.pdf（最後瀏覽日：11/0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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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編號，通常用於印刷夾報廣告。

本件所涉及之出版品用紙為等級編號 3、4、5 之上膠商業用紙，包含 fine等

級用紙與雜誌用紙。依出版品用紙之商品特性，通常被認為各廠商提供之用紙並

無差異，而北美之出版品用紙市場係處於寡占狀態。

在本件遭訴稱存在價格維持協議的 2002 年及 2003年，International 

Paper（以下簡稱IP）、SENA、UPM於北美出版品紙類市場之銷售量，分別排行

第一、二、三位，其市場占有率各介於 17%至 21%之間，共計約為 60%。在此二年

間，出版品用紙之售價居於歷史低點，該產業面臨供過於求的困境。然而，在

2002 年 8月時，IP與另一家出版品用紙製造商MeadWestvaco（以下簡稱

Mead）卻均宣布漲價；2002 年 11月，Mead再次宣布漲價；2003年 1月，IP亦

再次宣布漲價。在上述的相同時間，SENA與UPM也跟隨其競爭者宣布了相同

金額的漲價。

本件用以證明廠商間存在合意之證據，主要為Korhonen與 Tynkkynen 在 3

次宣布漲價前不久，均有進行私人會面與電話聯絡：

1. 2002 年 8月之漲價

Tynkkynen 在其成為UPM雜誌用紙部分負責人後，於 2002 年 8月拜訪當

時已是 SENA負責人而且是 20 年前曾經是同事的Korhonen，並共進午餐 。

Tynkkynen 在之後的刑事程序中證稱，其希望Korhonen 提供一些經營北美市場

之建議，因為 Tynkkynen 對此市場並不熟悉，Tynkkynen 並想了解SENA是否有

足夠的市場力量來影響美國地區之用紙漲價。

當日二人見面地點為UPM總部之獨立房間，會面時間約 90分鐘。在會面

過程中，Korhonen 表示SENA並無足夠的市場力量來決定編號 5等級及

supercalendered等級之用紙的價格，但 SENA與UPM若統一立場，在編號 5等

級用紙之市場將有 40%之占有率。Tynkkynen則向Korhonen 提出建議表示，其

所屬之UPM將會成為價格跟隨者，亦即UPM將會跟隨主要競爭者之漲價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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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會面並無第三人在場，Korhonen 會後亦未向SENA之任何人透露其曾與

Tynkkynen 會面及討論內容。

此次會面後隔天，IP與Mead宣布自 2002 年 10月 1 日起，編號 2至 4等級

之用紙每英擔漲價 2 美元。2002 年 8月 13日，SENA獨自宣布漲價；同年月 21

日，UPM亦宣布自 2002 年 10月 1 日起編號 3、4等級之用紙每英擔漲價 2 美元。

2. 2002 年 11月之漲價

2002 年 11月6日，Tynkkynen再次拜訪Korhonen，二人於芝加哥機場見面

並在機場附近的旅館餐廳包廂共進午餐。此次會面中，Tynkkynen 和Korhonen

討論到紙類產業的經濟困境，獲利因為過度供給而下降。雖然當年 8月宣布漲價

且持續了 5個星期，但 Tynkkynen 和Korhonen 都贊成需要再次漲價。Tynkkynen

仍向Korhonen 表示，UPM會繼續跟隨競爭者的漲價行動。由於此見面是

Korhonen自行安排而未透過助理，故Korhonen仍舊未向SENA之任何人透露

其曾與 Tynkkynen 會面。

此次會面後隔周的 2002 年 11月 15 日，Mead宣布自 2003年 1月 1 日起，

編號 1至 4等級之用紙每英擔漲價 2 美元。2002 年 11月 19日，在UPM決定跟隨

Mead之漲價行動但尚未宣布前，Tynkkynen 打電話予Korhonen 並留言於語音

信箱表示：「Mead出手了，我們將跟隨」，但Korhonen 並未回電。隔天即 2002

年 11月 20 日，SENA及 IP均宣布同樣自 2003年 1月 1 日起，編號 2至 4等級之

用紙每英擔漲價 2 美元。兩天後即 11月 22 日，UPM發表書面聲明宣布相同的漲

價內容。

3. 2003年 2月之漲價

2003年 2月3日，IP舉行內部會議討論其編號 5等級用紙之漲價事宜，並

經 IP高層之認可。3天後，Korhonen 打電話予 Tynkkynen，但二人均表示不記得

此次 5分鐘電話的通話內容為何。

同年月 10 日，IP宣布自 2003年 4月 1 日起，編號 5等級之用紙每英擔漲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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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元。隔天上午，Korhonen 打電話予 Tynkkynen 並留言要求回電。當日下午

Tynkkynen 回電予Korhonen，在電話中Korhonen 提到 SENA會跟隨 IP的漲價

行動，Tynkkynen 也表示其已向UPM某些客戶透露有意跟隨 IP漲價。在二人通

電話後 1 小時，SENA通知其客戶編號 4、5等級及 supercalendered等級之用紙每

英擔漲價 3美元；同日下午，UPM也通知客戶編號 5等級之用紙每英擔漲價 3

美元。SENA與UPM之漲價均自 2003年 4月 1 日起生效。

在 Tynkkynen與Korhonen 於 2003年 2月 11 日之通話後，Tynkkynen曾向

UPM的北美子公司主管表示，其認為 SENA會堅守漲價策略。

2004年，美國司法部對出版品用紙產業展開反托拉斯刑事調查。同年 6月，

Tynkkynen 得知可能會被通知前往說明，其用公用電話打電話予Korhonen 聯絡。

Tynkkynen坦誠其使用公共電話是為了確保電話未被執法機關監控或錄音。在此

次通話中，Tynkkynen向Korhonen 提議應該先一起想好之前私人見面與電話內

容的說法。Tynkkynen 和Korhonen決定若受到調查時，會向執法機關人員表示

其等於 2002 年及 2003年之討論內容是有關於鐵路運費、木材原料、紙類公會等事

項，而價格不在討論範圍內。其後，於 2004年 8月 Tynkkynen 打電話予

Korhonen 表示將會把所記得的全部事情告訴政府機關，而不是上述一起想好的

說法。

2006年 2月，由於UPM配合價格維持之調查，故司法部給予UPM有條件

的豁免。2006年 12月，大陪審團起訴SENA在 2002 年 8月至 2003年 6月間與其

他業者共謀維持美國地區之出版品用紙價格，違反了休曼法第 1條。在刑事訴訟

程序中，Tynkkynen 及Korhonen均證稱雙方有討論價格事宜，最終 SENA遭陪

審團認定構成反托拉斯刑事犯罪。

（二）法院見解

依照Tynkkynen 在刑事程序中之證言，2003年 2月 11 日與Korhonen 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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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內容，二人協議UPM及 SENA會跟隨 IP在該年 2月的漲價行為，而且UPM

及 SENA會切實的對客戶堅持漲價立場。Korhonen 也同時證稱，在 2002 年 11月

6日的私下會面時，其了解 Tynkkynen 想要從事某些和漲價有關的行動，而該次

會面後，二人為了交換漲價事宜的意見，曾有通過數次電話，因此 2003年 11月

的電話中，Korhonen 及 Tynkkynen均告訴對方，其所屬公司將會進行漲價。

休曼法第 1條規定任何限制交易的合意行為均屬違法。本件所涉及之合意行

為係由一連串的協議、意思溝通、具體行為所構成，以達到提高並維持美國出版

品紙類價格之目的，因此被告 SENA違反休曼法第 1條，至屬明確259。

（三）本案簡評

本案認定事業違反休曼法第 1條之證據，主要為相關事業負責人之證言，

因主管機關雖可取得通聯紀錄，然在未進行竊聽之情形下，即使有通聯紀錄，

僅能證明雙方曾有通話，而無法得知通話內容，故證人之證言便成為重要關鍵。

本案得以促使參與共謀行為者願意坦承犯罪提供證言，寬恕政策提供之從輕處

理待遇，當屬影響甚鉅，然值得注意的是，本案首先尋求適用寬恕政策者為

UPM，該公司在漲價過程中為價格跟隨者而非領導者，在獲得寬恕政策之適用

並打破系爭共謀行為後，是否藉由其他競爭者遭反托拉斯法嚴懲而有助於擴張

UPM之市占率，亦即參與共謀行為之事業透過主動告密來打擊競爭者，有無可

能成為另一種不公平競爭之手段，實為寬恕政策在實務運作上值得觀察之處。

259雖然條文用語明確，但該條僅禁止不合理的交易限制，至於明顯妨礙競爭之協議方屬當然違
法。競爭者間維持價格之行為，例如水平價格維持協議，即為不合理之交易限制，也因此當然違
法。主張存在水平價格維持協議之原告，必須證明被告間有訂定價格之意思聯絡。換言之，被告
共謀提高價格，且此人為哄抬之價格對原告造成損害。參：http://caselaw.findlaw.com/us-2nd-
circuit/1608218.html（最後瀏覽日：11/0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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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顯失公平行為案例

ㄧ、ACTAVIS, INC等藥廠協議延後學名藥上市案（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Actavis, Inc., et al.,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No. 12-416. ）260

（一）事實背景

1984年之藥品價格競爭與專利期間回復法案（Drug Price Competition and 

Patent Term Restoration Act of 1984, Hatch-Waxman Act or Act)創設了有關確認、

解決原廠藥（brand-name drug）與學名藥（generic drug）261製造商間專利爭議

之特別程序，包含要求將來可能生產學名藥的廠商向美國食品及藥物管制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保證其不會侵犯原廠藥之專利。其中一

種保證方式，係學名藥廠商提出證明表示製造、使用、銷售學名藥之行為，不會

侵害原廠藥所涉及的相關專利，抑或原廠藥相關之專利係屬無效故無侵權。

本案被告之一的 Solvay Pharmaceuticals為擁有原廠藥「AndroGel」之專利權

人。其後，本案其他被告Actavis及 Paddock提出對「AndroGel」之學名藥申請，

並主張 Solvay之專利為無效，故學名藥無侵權情事。Solvay因此對Actavis及

Paddock主張侵害專利權，但美國食品及藥物管制局最終認定Actavis及

Paddock並無侵權。然而，Actavis及 Paddock並未將學名藥上市銷售，反而與

Solvay達成逆向補償和解（Reverse Payment Settlement），Solvay支付數百萬美

260 Decided June 17, 2013, http://caselaw.lp.findlaw.com/scripts/getcase.pl?
court=US&vol=000&invol=12-416（最後瀏覽日：11/09/2014）。
261 「原廠藥」是同成分藥品中，第一個被研發，製造出來的產品，因為學名一般而言不容易記憶
原開發藥廠會給予一個易讀易記的商品名，例如威而鋼（Viagra）所以也稱為「廠牌名藥品」
（brand name drug）。而學名藥則是繼原廠藥專利期過後，其他製藥廠製造的同成分、同含量、同
劑型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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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和解金予Actavis，雙方則協議延後學名藥上市之時間以先行推廣原廠藥

「AndroGel」。

（二）法院見解

FTC認為本案被告協議放棄專利爭訟、限制低成本之學名藥上市、共同分享

Solvay之獨占利潤，此種行為已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條而構成顯失公平

之競爭行為。然地方法院駁回 FTC之起訴，第八巡迴法院認為只要協議之限制

競爭效果，未逾越專利之排他範圍，則該協議不受反托拉斯法之管制。由於 FTC

並未主張系爭協議之限制競爭效果超出專利之有效範圍，因此無法認為 FTC提

起本件訴訟有理由。第八巡迴法院並進一步表示，雖然持續訴訟可能會產生專利

無效之結果，但既然公共政策期望透過協議解決爭端，故實無從要求當事人為

了避免反托拉斯法之責任而堅持就專利侵權案件訴訟到底。

本案經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後，撤銷第八巡迴法院駁回 FTC請求之判決並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Solvay就原廠藥「AndroGel」之專利若屬有效且遭侵害，其可向學名藥製造

商索回和解協議之和解金，此雖固然符合第八巡迴法院所認「限制競爭效果未逾

越專利排他範圍」之情事，但並非逕可認定該協議即無反托拉斯法之問題。

首先必須強調的是，單純判斷專利權人可行使之專利權範圍為何，並無法

回答反托拉斯法之問題。專利權可使專利權人獨享該受保護之專利方法或專利商

品，而此一排他獨享的權利可能會讓專利權人得為其專利商品索取高於競爭狀

態下之價格。若專利無效或未受到侵害，專利權人便無法享有此排他權，而本件

Solvay對Actavi及 Paddock主張侵害專利權之訴訟，原本可解決有無侵害專利

權之爭議，但訴訟當事人協議終止了該訴訟。FTC認為在被告Actavi及 Paddock

根本未對原告 Solvay要求賠償的情形下，Solvay竟然願意支付Actavi及

Paddock數百萬美元以換取其不進入市場，此種協議明顯有違常情且危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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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法院以往判決262中，曾認為對於專利獨占權之不當使用，無法豁免

於反托拉斯法，若要解決個案所遇到的反托拉斯法問題，應尋求專利獨占權之

合法交易限制與休曼法所禁止違法交易限制之間的調和。例如專利具體內容是否

賦予權利人得以此方式限制競爭、此方式相較於其他已被認為合理之限制而言，

是否對競爭造成更嚴重程度的妨礙。簡言之，與其衡量對於專利期間限制之長度

或數量，應著重於考量傳統反托拉斯法因素，例如與系爭專利有關的可能限制

競爭效果、補償優點、市場力量等，以判斷反托拉斯法之問題。某一項特殊限制行

為，是否超越了專利獨占之範圍，必須透過上述分析始能得知。

另一方面，最高法院以往判決也清楚表示，有關專利之協議有時會違反反

托拉斯法。在United States v. Singer案263中，兩家縫紉機公司各自擁有不具替代

性的專利，而第三家公司正尋求公開某項專利，此可能會影響該兩家縫紉機公

司之專利。因此這三家公司達成協議，會致力於對潛在競爭者提起專利侵權賠償

之訴訟。該案法院並未檢視這三家公司擁有的專利是否有效，或是專利法是否允

許專利權人從事此等行為，反而是強調休曼法嚴格禁止事業之合意行為，因此

這三家公司之協議雖然解決了專利爭議，但違反了反托拉斯法。法院進一步闡述

之所以認可專利具有獨占效力符合公共利益，前提在於該專利為高尚及有實益

的發明。

相似的，在United States v. Line Material Co.案中，法院認為反托拉斯法禁

止各自擁有專利的多數專利權人互相授權，並藉此共同決定對他人之每項專利

授權金額。由此可知，法院認為單一專利權人依專利法賦予之獨占權所從事的行

為係屬合理限制，但否定多數專利權人之協議行為，亦即專利權人之協議仍屬

休曼法禁止之聯合行為。由上所述，本案 Solvay、Actavi及 Paddock確實存在協

議行為，而且此一逆向補償和解協議是由提起專利訴訟的原告給付和解金予被

262 United States v. Line Material Co. 333 U.S. 287 (1948)
263 United States v. Singer Mfg. Co., 374 U. S. 174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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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這顯然有不合理之處，已經超出了專利法授權之合理範圍，因此應受反托

拉斯法之禁止。

（三）本案簡評

本案最高法院雖然認同系爭事業之協議行為屬於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條

之顯失公平競爭行為，但也明白表示就此是否抵觸反托拉斯法仍需以合理原則

(rule of reason)來從事經濟與市場分析，而不可逕行推定此類和解協議均屬當然

違法。且此等行為並未遭認定屬於濫用獨占地位或聯合行為，可見主管機關及法

院對於此等非屬傳統違反反托拉斯法之行為，其態度仍屬謹慎。

二、POLYGRAM與Warner協議銷售唱片專輯案（Polygram Holding, 

Inc., et al., v.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 No. 03-1293.）264

（一）事實背景

世界三大男高音在 1990、1994、1998的世界盃足球賽同台演唱，此三次演唱

會專輯中，PolyGram發行了 1990 年的演唱會專輯，成為史上最暢銷古典樂專

輯之一。Warner則發行了 1994年的演唱會專輯，銷售量也相當驚人。此二張專輯

目前仍然是古典樂史上最暢銷前十名的專輯。

1997年末，PolyGram與Warner就 1998年的三大男高音世界盃足球賽演唱

專輯，達成了銷售協議。Warner享有全球發行權，但將美國以外之發行權專屬

授權予 PolyGram，二公司協議均分此專輯在全球發行之利潤或損失。上開協議

264 Decided: July 22, 2005, http://caselaw.findlaw.com/us-dc-circuit/1147911.html（最後瀏覽日：
11/09/2014）。

218



也約定二公司應互相協調 1998年專輯的所有行銷及宣傳活動，但仍各自進行其

銷售策略，並可繼續展售以往的三大男高音專輯，且此一協議效力持續至 2002

年 8月為止該二公司發行的所有三大男高音專輯。

PolyGram與Warner的代表在 1998年 1月首度會面討論上述行銷及操作策

略。PolyGram的代表在會議中曾表示，為了避免之前的專輯影響 1998年專輯銷

量，建議二公司暫停以往專輯的促銷，並專注於 1998年專輯的宣傳。依據之後

1998年 3月的會議紀錄，二公司同意在 1998年 11月 15 日前不對以往專輯進行

強力宣傳，而會議後該二公司自 1998年 8月起（即 1998年三大男高音專輯預計

開始發售日），停止宣傳 1990 年與 1994年之專輯約 6週。

然而，Warner的海外部門並未接收到上述訊息，因為該部門在 1998年 5

月展開積極的宣傳活動，於歐洲打折促銷 1994年的三大男高音專輯，並預計持

續至 1998年 12月。當 PolyGram得知此事，便立刻向Warner威脅要將 1990 年專

輯折價銷售作為報復。於 1998年 6月，專輯經銷公司向 PolyGram與Warner表

示，1998年專輯曲目與 1990 年、1994年專輯多有重複，因此該二公司積極促銷

以往專輯，將會危及 1998年專輯的銷售量。

在 1998年 7月 10 日三大男高音於法國巴黎世足賽演唱前，PolyGram與

Warner頻繁聯絡，確認雙方同意在 1998年 8月至 1998年 10月停止宣傳 1990 年

及 1994年之專輯。2001 年，FTC認為 PolyGram與Warner之上述停止宣傳協議

為不公平競爭方法，違反了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條。Warner 服從 FTC之認定，

並同意不再從事相同或類似的協議行為。然而，PolyGram質疑 FTC之認定，但

經審判後，行政法官維持 FTC之認定，要求 PolyGram比照Warner，不得再為

相同或類似的協議行為。

（二）法院見解

最高法院歷來有關評估反托拉斯協議之原則，經過演進後可區分二種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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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第一種類型為，若協議之本質與必然效果係明顯妨礙競爭，則無需針對

產業狀況予以細究，而屬當然違法；第二種類型為，需透過分析商業特性、限制

緣由等因素而綜合判斷協議是否違法。

在本案中，法院認同 PolyGram與Warner的協議因係直接對價格及數量予

以限制，故應歸類於第一種類型，除非 PolyGram能舉證證明該協議具有促進競

爭的正當理由，否則應屬當然違法。PolyGram雖然主張和Warner協議暫停促銷，

是為了避免搭便車的效應，且可促進消費者購買 1998年的新專輯，最終促進

1990 年及 1994年的專輯整體銷售量。但法院質疑，為何僅暫停促銷三大男高音

的以往專輯，而不全面暫停促銷 PolyGram與Warner發行的所有專輯，可見此

協議是針對 1998年專輯的限制競爭行為。再者，法院認為若 1998年的三大男高

音專輯必須藉由暫停促銷以往專輯來進行銷售，而非透過市場競爭吸引消費者

購買，則該專輯是否確實對消費者有益，顯屬存疑。是以 PolyGram與Warner既

然無法舉證證明該協議具有促進競爭的正當理由，FTC認定該協議違法，並無

不當之處。

（三）本案簡評

本案法院雖贊同 FTC之看法，認為 PolyGram與Warner 直接對價格及數量

予以限制之協議已牴觸反托拉斯法，但理由中未完整說明所影響之市場競爭秩

序為何。雖然最高法院歷來見解認為，若協議之本質與必然效果係明顯妨礙競爭

則無需針對產業狀況予以細究，但系爭協議造成妨礙競爭效果所影響之產業為

何，仍應予以指明，理由方屬完整。本案除了 1998年專輯之商品市場外，1990

年及 1994年二專輯之商品市場是否亦因系爭協議而受影響，甚至影響範圍是否

擴及所有古典樂專輯，均有待進一步指明，而屬本案 FTC處分理由及判決理由

未詳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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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HE NORTH CAROLINA STATE BOARD OF DENTAL 

EXAMINERS排除非牙醫師者提供美白服務案（The North 

Carolina State Board of Dental Examiners v.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Fourth Circuit. No. 12-

1172.）265

（一）事實背景

北加州牙醫檢驗委員會（The North Carolina State Board of Dental 

Examiners）為一政府機關，其設立目的係為維護牙醫執業所涉及之大眾健康、

安全及福祉。該委員會由 8名委員組成，其中包含 6名領有執照之牙醫師、1 名齒

科衛生學者、1 名消費者代表。牙醫師之委員由牙醫師投票選出，齒科衛生學者

亦由齒科衛生學者投票選出，消費者代表則由州長指派。該委員會所需經費，係

由牙醫師與齒科衛生學者繳交之費用來支應。除了消費者代表以外之委員會委員

均須在任期中符合領有有效牙醫執業執照之條件。

依據北加州牙醫執業法之規定，若未經該委員會許可，不得從事牙醫業務，

例如潔牙、補牙、植牙等。因此該委員會在必要時，有權拒絕核發或展延牙醫執業

之許可，亦得撤銷或暫停許可或採取其他管制措施。如果該委員會懷疑有未經許

可而從事牙醫業務之情事，得訴請北加州高等法院禁止該行為，或請求檢察官

提起刑事追訴。

本件涉及之市場為北加州之牙齒美白服務，此項服務在北加州廣受歡迎，

265 Decided: May 31, 2013, http://caselaw.findlaw.com/us-4th-circuit/1632945.html（最後瀏覽日：
11/0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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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在牙醫診所進行美白，或是購買開架美白商品回家自行使用，消費者可

有不同選擇。然而，在美白效果之即效性、便利性、是否需重複進行美白、價格等

方面，牙醫診所與開架美白商品提供的牙齒美白服務內容並不相同。牙醫診所提

供之美白服務較為快速、有效且通常不需重複進行美白，但價格也較為昂貴，而

開架美白商品則屬相反。

自 1990 年代開始，牙醫師開始提供美白服務，而約自 2003年起，非牙醫

師者亦開始以低於牙醫師之價格提供牙齒美白服務。對此，牙醫師很快的開始向

該委員會提出申訴，該委員會隨即展開調查。此項調查由該委員會其中一名牙醫

師委員負責，而未有齒科衛生學者或消費者之委員參與。經過調查程序後，該委

員會發函予 29名非牙醫師者，要求停止提供牙齒美白服務以及其他有關牙醫執

業之所有行為，函文中並表示非牙醫師者銷售或使用牙醫美白商品係屬不當。收

受該委員會函文之非牙醫師者因此停止提供牙齒美白服務，而提供牙齒美白商

品予非牙醫師者之製造商及批發商也因此退出北加州市場。同時，該委員會發函

予北加州化妝品檢驗委員會，要求通知化妝品業者勿提供牙齒美白服務。

2010 年 6月 17日，FTC認定該委員會將提供美白服務之非牙醫師者排除於

市場之行為，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條。該委員會不服而提出異議，但遭行

政法官（Administrative Law Judge）駁回，該委員會不服而向上訴法院（巡迴法

院）起訴，但仍遭上訴法院駁回。

（二）法院見解

依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條，不公平競爭行為係屬違法。在本件，FTC認

為該委員會成員有限制交易之共謀情事，故屬不公平競爭行為。但該委員會否認

之，主張委員會本身無法與自己共謀，且 FTC未能舉證證明有共謀情事存在。

法院以往判決266曾認為，若協議當事人享有獨立於事業之自身利益時，該

266American Needle, Inc. v.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560 U.S. 183, 130 S.Ct. 2201, 2208, 176 
L.Ed.2d 947 (2010) - See more at: http://caselaw.findlaw.com/us-4th-
circuit/1632945.html#sthash.8McAianL.dpuf（最後瀏覽日：11/0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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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內協議可能是共謀行為之障眼法，因此事業內之協議仍可能構成共謀行為。

由於共謀行為之認定重點，在於不同經濟個體原本應是獨立追求各自之經濟利

益，但透過協議將市場競爭之決定集中化，故即使不同經濟個體存在於同一事

業內，仍無礙於成立共謀行為。基此，FTC認為該委員會成員中，部分委員在任

期內仍持續執行牙醫業務，且包含牙齒美白服務，故該等委員有排除非牙醫師

者從事美白服務之個人經濟利益。由於具有牙醫執照的該委員會委員，在執行牙

醫業務時是追求個人利益，與該委員會追求公益之目的可能會互相衝突，因此

法院認為 FTC之認定並無違誤，該委員會委員可能會藉由協議將牙齒美白服務

市場之競爭決定予以集中化。

其次，就 FTC認定共謀行為之證據而言，直接與間接證據均足以支持共謀

行為之存在。第一，在數次場合中，該委員會討論非牙醫師者提供之牙齒美白服

務，並投票決定採取限制此等服務之行動267。第二，FTC找到許多該委員會委員

持續鼓吹非牙醫師者放棄從事牙齒美白服務之函文，這些函文內容相似、目的相

同，且發文時間在該委員會開會投票之後，故由此可證明共謀行為之存在，該

委員會之起訴並無理由而予以駁回。

（三）本案簡評

本案之被處分人雖否認有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條之不公平競爭行為，

但因北加州牙醫檢驗委員會之會議記綠及發函與非牙醫師者之函文均有留存書

面證據，故 FTC據此認定存在共謀行為，獲得上訴法院之認同，應屬合理。

此外，北加州牙醫檢驗委員會之權限範圍僅及於北加州地區，故系爭地理

市場為北加州地區，應無疑問。但 FTC處分及法院理由中，均認為牙醫診所與

開架美白商品提供的牙齒美白服務內容，在美白效果之即效性、便利性、是否需

重複進行美白、價格等方面並不相同，因此系爭服務市場是否可同時包含牙醫診

267Final Order, 2011 WL 6229615,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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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與開架美白商品提供之牙齒美白服務，並非毫無疑問。雖然北加州牙醫檢驗委

員會因顧慮非牙醫師提供之牙齒美白服務而決議要求非牙醫師停止此等服務，

可見該委員會認為牙醫診所與開架美白商品提供之牙齒美白服務之間具有替代

性，然由消費者之觀點而言，是否同樣認為此二種服務具有替代性，應有進一

步之調查說明，方屬完整。

第四項  美國法案例之特色

一、市場界定與限制市場競爭之論理

由上述案例中可見，美國主管機關對系爭市場界定與限制市場競爭等方面

雖有所著墨，然大多未見深入之調查與論述，法院亦無以市場界定不清為由撤

銷處分，反而是較著重於事業行為對競爭秩序之影響。是以美國法案例中未先行

確認所謂市場之範圍為何，即作成事業行為妨害市場競爭秩序之判斷，結論上

或許並無明顯不妥，然仍有欠明確，實屬令人較感缺憾之處。

其中對市場界定論述較為深入者，當屬「Whole Foods Market與Wild Oats 

Markets高級超市結合案」及「H.J. HEINZ與Milnot嬰兒食品公司結合案」。前者

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高級超市，然市場範圍是否僅以高級超市為限，傳統超市、百

貨商店等是否應予納入，則成為本案爭議所在，透過分析消費者之行為取向，

可發現即使價格上漲，但消費者為了能在高價超市買到想要的商品群組，仍會

繼續在高價超市進行消費，且系爭參與結合事業超過 60%之收益係來自於天然

或有機的生鮮商品，因此高級超市提供之商品群組，乃其他傳統超市或百貨商

224



店無法取代，故高級超市構成一獨立之市場範圍268。

後者案例中，聯邦交易委員會同由市場界定著手，收集美國國內嬰兒食品

產業之各業者市場占有率、銷售金額、消費者品牌忠誠度、銷售通路之上架費等資

料，確認美國國內嬰兒食品市場屬於市場高度集中產業，且參與結合之事業為

市場占有率排行第二及第三之業者，因此推定系爭結合將減少美國國內嬰兒食

品市場之競爭。其次，在市場高度集中之產業，若結合事業未能證明結合可帶來

效率、創新等有助競爭之抗辯，則該結合應不予准許，故上訴法院亦分別就結合

事業提出之抗辯逐一檢討，最終認定無法證明該等抗辯屬實。上述二結合案例中

顯示聯邦交易委員會及法院對待結合案件較為嚴謹之態度，其深入分析商品或

服務替代性以界定市場之作法，值得借鏡。

相較之下，聯合行為之案例對市場界定與市場競爭影響之論述則較嫌不足。

在「Stora Enso N. Am. Corp共謀維持出版品用紙價格案」中，雖有將該案涉及之

商品特定為等級編號 3、4、5 之上膠商業用紙，並提及系爭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各

介於 17%至 21%之間等情事，但法院審查重點在於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並未

深究此聯合行為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為何，只要查獲聯合行為之合意事證，即認

定違法，此應係因休曼法第 1條規定：「任何以契約、托拉斯或其他形式之結合、

或共謀，限制美國各州間或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者，均屬違法。」並未要求聯

合行為之構成，須以影響市場競爭為要件所致，故對市場界定與市場競爭影響

之論述幾乎付之闕如。

二、事業內部資料之重要性

268 在我國法之「統一等四家超商調漲現煮咖啡價格案」中，亦同樣考量事業經營型態作為市場界
定理由，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因連鎖便利商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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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對消費者而言，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和連鎖咖啡店或餐飲業現煮咖啡之間，
並不具有高度之可替代性。由此可見，事業經營型態對於消費行為之影響，應可作為市場界定之
考量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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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案例中，可發現法院認定事業違反反托拉斯法之論述，常援引系爭

事業之內部資料作為依據。透過事業內部資料對其所處特定市場之評估、對競爭

者之態度、競爭策略之擬定等，均有助於主管機關界定特定市場，因此如何取得

事業內部資料，實屬重要課題。

三、專家意見之佐證

上述美國案例另一特殊之處，在於主管機關及系爭事業於爭訟過程中，常

可見聘請專家提出報告269。雖然該專家因受聘於個別當事人，其立場難免不若法

院選定之鑑定人客觀公正，而易遭質疑。但透過專家意見不同之分析角度，可提

供法院更多思考方向，故本諸證據資料越豐富，越有利於法院作成裁判之想法，

主管機關可考量引進專家意見作為處分理由之佐證270。

四、寬恕政策之影響

司法部追訴反托拉斯犯罪，例如聯合行為時，雖可藉由搜索令狀或大陪審

團傳票來蒐集書面證據，並對涉案事業之中低階層員工等人進行訪談或訊問證

言271，再進一步才會針對涉及反托拉斯犯罪之事業高層人士為調查272。然由上述

判決中可見，涉及聯合行為之事業通常會尋求適用寬恕政策之可能性，主管機

關藉此可得知聯合行為之情事並獲得相關資料，節省調查所耗費之成本，實屬

美國法案例之特色。

269 Gordon Blanke, Phillip Landolt, EU and US Antitrust Arbit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88(2011).
270 在我國法制下，並無一般所稱「專家證人」之制度，較接近者為行政程序法第 41 條，由行政機
關選定鑑定人；或行政訴訟法第 156 條以下之鑑定證據方法，以及同法第 162 條由行政法院就
專業法律問題徵詢相關從事該學術研究之人。
271司法部在訴追過程中，常會以較輕刑度來換取證人合作或為有罪答辯，以利追訴主要目標。
272 Douglas Broder, U.S. antitrust law and enforcement : a practice introduct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2-18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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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歐盟競爭法就事業市場力量調查之規範

及案例

第一節  歐盟法制簡介

執行歐盟競爭法規並貫徹其競爭政策的任務，在歐洲共同體的階層是由執

委會（Commission）所負責，執委會應確保歐體條約被相關機構適當地遵守。在

競爭規定方面，執委會具有直接調查與執行之權限。歐體條約規定執委會對於違

法情事之調查與救濟的程序，此即歐體條約第85條要求執委會應依會員國之申

請或依職權對於涉及違反第81條及第82條273之情事進行調查，且在必要時應採

取適當手段以終止該違法情事。當個人提出檢舉且該檢舉內容確有涉及違法之可

能時，執委會仍應進行調查，但檢舉人並無權利要求執委會調查274。

歐盟部長會議（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依歐體條約第83條而有權

制訂規則或指令275以具體化第81條及第82條之意旨。關於執委會之執行權限方

面，部長會議於 1962 年制訂了第 17號規則，雖將運輸列為除外適用之主要產業

部門，然而部長會議日後仍逐漸制訂執委會對於運輸產業執行權限的規則。2003

273 歐體條約第 81 條及 82 條之規定，於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AMENDING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2007/C 306/01）在 2007 年 12 月 13 日經所有歐盟成員國簽署，並於 2009 年 12
月 1 日正式生效後，移至里斯本條約中之歐盟工作方式條約（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 101 條及第 102 條，但內容並未改變。參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12012E/TXT&from=EN（最後瀏
覽日期：2015 年 2 月 15 日）。
274 執委會認為屬於自然人或法人等個人性質之檢舉人，並無權要求執委會履行依歐體條約第 85
條所負有之調查義務，因為該檢舉人當執委會拒絕調查時，無法依第 232 條請求救濟。See Case 
246/81 Bethell v Commission[1982] ECR 2277 at 2296, [1982]3 CMLR 300 at 306,307, ECJ.
275 參 Ruth Reichstein著，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譯（2013），《歐盟的 101 個問題》，頁 82，台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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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部長會議訂定之第 1號規則，更將執委會以往之執行規則整合為一並予以強

化。

上述 1/2003規則之主要變革為：

1. 不再有任何關於協議通知的規定；

2. 會員國法院及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執行歐體競爭規定上享有更大的權限；

3. 強化並明確執委會之執行權限；

4. 將歐體與會員國競爭法之關聯予以強化。

至於有關執委會之執行權限可分為四方面：尋找並確定違法情事、命為暫

時措施、要求事業為一定承諾，以及認定有無歐體條約第81條及第82條之適用

為了作為執委會有效執行歐體競爭法規定之後盾，1/2003規則授權執委會

得採取下列措施：

1. 要求會員國及事業提供資訊；

2. 對事業、公會及其他處所進行調查（在過程中可能會檢查及取得文件複印

本）；

3. 經自然人或法人同意而對其採取證言；

4. 對於違反歐體條約第 81條或第 82條或未遵照執委會之程序要求予以回覆

者處以罰鍰（fine）或怠金（periodic penalty payment）；

5. 對特定市場部門或協議類型進行調查。

歐體條約第84條規定，執委會在執行歐體條約第83條時，應與相關的會

員國主管機關分享執行第81條及第82條競爭法之權限。進一步來說，1/2003規

則第4條維持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重要權限，並於第6條賦予會員國法院

適用歐體條約第81條及第82條之權力。

1/2003規則第33條同時也建立了歐洲競爭網路（European competition 

network）此一公眾機制，由執委會及 25各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所組成。歐洲

競爭網路的設立目的是為了便利成員間的資訊交換，其成員可以使用其他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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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之證據資料來作為認定特定行為主體違法之依據。

第二節  歐盟競爭法一般調查之規範及運作

當執委會認為特定市場並非正常運作時，例如發現跨會員國之交易限制、缺

乏新進入市場之事業、價格僵化，或其他顯示競爭可能受到限制或破壞之情事

時，會針對該個別產業部門進行調查276。執委會之調查方式，通常是以詢問商業

組織為主277。此種調查所獲得的資料可以協助執委會更加了解特定市場之狀況，

若發現有涉及卡特爾協議或濫用支配地位等情事，亦會進一步展開個別調查程

序。

依據執委會之網站278，該會係分就不同產業類別公布相關調查資料，包含：

1. 汽車產業（Motor vehicles）：自 1993年起至 2011 年，每年調查歐盟市場

之汽車價格，但目前未再繼續進行調查。

2. 金融服務產業（Financial services）：2005 年至 2007年曾就商業保險及私

人銀行之市場狀況進行調查；2006年則針對證券交易之市場狀況進行

調查。

3. 藥品產業（Pharmaceuticals）：2008年至 2009年對藥品產業進行調查。

4. 能源及環境產業（Energy and environment）：2005 年至 2007年曾進行調

查。

5. 電信產業（Telecommunications）：2000 年對行動電話國際漫遊進行調查；

2002 年對租用線路進行調查；2004年對地區電話線路進行調查。

6. 媒體產業（Media）：2004年至 2005 年對使用 3G行動網路收看體育節目

進行調查；2004年對網路市場之著作權管理進行調查；2005 年對線上

音樂服務著作權之跨國共同管理進行調查。

276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sector_inquiries.html（最後瀏覽日：12/28/2014）。
277 執委會進行調查之法律依據為 1/2003 規則第 17 條。
278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publications_en.html（最後瀏覽日：11/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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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運輸產業（Transport）：2010 年與美國交通部共同對跨大西洋航空公司聯

盟之競爭相關問題進行調查。

8. 專業服務產業（Professional services）：2004年、2005 年均對專業服務279之

競爭進行調查。

第三節  歐盟競爭法個別調查之規範及運作

執委會在依 1/2003規則執行競爭法時，其程序一般可分為下列 8項階段：

(1) 依檢舉或依職權開啟程序；

(2) 進行調查，亦即發現事實之階段；

(3) 若調 查結果顯示涉及違法，執委 會將作 成異議書（ statement   of 

objection）；

(4) 收受執委會異議書之事業進行回覆；

(5) 依相關事業要求舉行聽證；

(6) 諮詢有關限制行為與市場支配地位方面之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7) 執委會作成最終處分並登載於官方期刊；

(8) 於適當時執行處分所定之罰鍰或怠金。

第一項  歐盟執委會之調查權

歐盟執委會（the Commission）得依職權或因申訴而開始對違反競爭法情

279 此處之專業服務包含律師、公證人、會計師、建築師、工程師、藥劑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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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進行調查280，然而不論執委會作成排除適用之決定（findings of 

inapplicability）或發出指導函（guidance letter），均係基於調查事實之結果，

是以執委會得以何種方式行使其調查權限，便成為歐盟競爭法得否發揮效果之

重要關鍵，故歐盟部長會議於 2002 年 12月 16日通過第 1/2003號規則時，亦將

執委會之調查權限予以強化，並提供當事人自願陳述之正式採證機制281。

在調查事實之過程中，1/2003號規則之第 18條及第 20條授與執委會廣泛

的調查權限，使執委會在遇到事業不願配合提供資訊時282，具有得以應對的正

式措施。事業在執委會對其進行調查措施時，常常有激烈爭執，因此累積了不少

案例可說明當執委會被質疑其行為違反法律原則或侵害基本權利時，法院的態

度為何。

280 「Article 7  Finding and termination of infringement
1. Where the Commission, acting on a complaint or on its own initiative, finds that there is an 
infringement of Article 81 or of Article 82 of the Treaty, it may by decision require the undertakings 
and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concerned to bring such infringement to an end. For this purpose, it 
may impose on them any behavioural or structural remedies which are proportionate to the 
infringement committed and necessary to bring the infringement effectively to an end. Structural 
remedies can only be imposed either where there is no equally effective behavioural remedy or where  
any equally effective behavioural remedy would be more burdensome for the undertaking concerned 
than the structural remedy. If the Commission has a legitimate interest in doing so, it may also find that 
an infringement has been committed in the past.
2. Those entitled to lodge a complaint for the purposes of paragraph 1 are natural or legal persons who 
can show a legitimate interest and Member States.」
281 See Kerse Christopher and Khan Nicholas, EC antitrust procedure, London : Sweet & Maxwell, 
125(2005).
282 在某些情況下，事業在歐盟進行調查時較容易願意配合提供資訊，例如為尋求執委會依作成
1/2003 號規則第 10 條排除適用之決定，或給予適用寬恕政策(Leniency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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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1/2003號規則第 18條283之規定，執委會得要求事業提供資訊284，然而

不論執委會是因為申訴或依職權而調查疑似違法之情事時，都會需要尋找當事

人不願提供或已遭隱藏之資訊，因此該條授權執委會得對該等涉嫌違法之事業、

其顧客、競爭者或供應商進行調查，並要求命上開對象提供所需資訊。1/2003號

規則第 20條285則授權執委會得進入事業處所為檢查，且此一檢查權得立即發動，

283 「Article 18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1.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duties assigned to it by this Regulation, the Commission may, by simple 
request or by decision, require undertakings and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to provide all necessary 
information.
2. When sending a simple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to an undertaking or association of undertakings, the 
Commission shall state the legal basis and the purpose of the request, specify what information is 
required and fix the time-limit within which the information is to be provided, and the penaltie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23 for supplying incorrect or misleading information.
3. Where the Commission requires undertakings and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to supply information 
by decision, it shall state the legal basis and the purpose of the request, specify what information is 
required and fix the time-limit within which it is to be provided. It shall also indicate the penaltie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23 and indicate or impose the penaltie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24. It shall further 
indicate the right to have the decision reviewed by the Court of Justice.
4. The owners of the undertakings or their representatives and, in the case of legal persons, companies  
or firms, or associations having no legal personality, the persons authorised to represent them by law or 
by their constitution shall supply the information requested on behalf of the undertaking or the 
association of undertakings concerned. Lawyers duly authorised to act may supply the information on 
behalf of their clients. The latter shall remain fully responsible if the information supplied is 
incomplete, incorrect or misleading.
5. The Commission shall without delay forward a copy of the simple request or of the decision to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of the Member State in whose territory the seat of the undertaking or association 
of undertakings is situated and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of the Member State whose territory is 
affected.
6. At the request of the Commission the governments and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shall provide the Commission with all necessary information to carry out the duties assigned to it by 
this Regulation.」
284 在提起申訴的情形，申訴人應提供執委會其所擁有的任何有關資訊。
285 「Article 20  The Commission's powers of inspection
1.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duties assigned to it by this Regulation, the Commission may conduct all 
necessary inspections of undertakings and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2. The officials and other accompanying persons authorised by the Commission to conduct an 
inspection are empowered:
(a) to enter any premises, land and means of transport of undertakings and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b) to examine the books and other records related to the business, irrespective of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are stored;
(c) to take or obtain in any form copies of or extracts from such books or records;
(d) to seal any business premises and books or records for the period and to the extent necessary for the 
inspection;
(e) to ask any representative or member of staff of the undertaking or association of undertakings for  
explanations on facts or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subject-matter and purpose of the inspection and to 
record the answers.
3. The officials and other accompanying persons authorised by the Commission to conduct an 
inspection shall exercise their powers upon production of a written authorisation specifying the subject 
matter and purpose of the inspection and the penaltie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23 in case the production 
of the required books or other records related to the business is incomplete or where the answers to 
questions asked under paragraph 2 of the present Article are incorrect or misleading. In goo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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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先要求事業自行提供資訊，法院於以往案例中亦已強調事業有義務配合執

委會進行調查286。另外，第 19條287授權執委會得訪查同意接受訪查之自然人或法

人，第 21條288則係規範於非營業處所進行檢查之情形。以下爰分述之。

一、要求提供資訊權（Request for information）

before the inspection, the Commission shall give notice of the inspection to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of the Member State in whose territory it is to be conducted.
4. Undertakings and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to inspections ordered by 
decision of the Commission. The decision shall specify the subject matter and purpose of the 
inspection, appoint the date on which it is to begin and indicate the penaltie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s 23 
and 24 and the right to have the decision reviewed by the Court of Justice. The Commission shall take 
such decisions after consulting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of the Member State in whose territory the 
inspection is to be conducted.
5. Officials of as well as those authorised or appointed by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of the Member 
State in whose territory the inspection is to be conducted shall, at the request of that authority or of the 
Commission, actively assist the officials and other accompanying persons authorised by the 
Commission. To this end, they shall enjoy the power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2.
6. Where the officials and other accompanying persons authorised by the Commission find that an 
undertaking opposes an inspection ordered pursuant to this Article, the Member State concerned shall  
afford them the necessary assistance, requesting where appropriate the assistance of the police or of an  
equivalent enforcement authority, so as to enable them to conduct their inspection.
7. If the assistance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6 requires authorisation from a judicial authority 
according to national rules, such authorisation shall be applied for. Such authorisation may also be 
applied for as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8. Where authorisation a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7 is applied for, the national judicial authority shall  
control that the Commission decision is authentic and that the coercive measures envisaged are neither 
arbitrary nor excessive having regard to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inspection. In its control of the 
proportionality of the coercive measures, the national judicial authority may ask the Commission, 
directly or through the Member State competition authority, for detailed explanations in particular on 
the grounds the Commission has for suspecting infringement of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Treaty, as 
well as on the seriousness of the suspected infringement and on the nature of the involvement of the 
undertaking concerned. However, the national judicial authority may not call into question the 
necessity for the inspection nor demand that it be provided with the information in the Commission's 
file. The lawfulness of the Commission decision shall be subject to review only by the Court of 
Justice.」
286 See Alison Jones，Brenda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fth Edition, 1060(2014).
287 「Article 19  Power to take statements
1.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duties assigned to it by this Regulation, the Commission may interview any 
natural or legal person who consents to be interviewed for the purpose of collecting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subject-matter of an investigation.
2. Where an interview pursuant to paragraph 1 is conducted in the premises of an undertaking, the 
Commission shall inform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of the Member State in whose territory the 
interview takes place. If so requested by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of that Member State, its officials 
may assist the officials and other accompanying persons authorised by the Commission to conduct the 
interview.」
288 「Article 21  Inspection of other premises
1. If a reasonable suspicion exists that books or other records related to the business and to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inspection, which may be relevant to prove a serious violation of Article 81 or Article 82 
of the Treaty, are being kept in any other premises, land and means of transport, including the homes of 
directors, managers and other members of staff of the undertakings and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234



1/2003號規則第 18條第 1項規定執委會「得以單純請求或作成裁決之方式，

要求事業或事業團體提供所有必須之資訊」。本條雖係源於其前身即部長會議

1962 年第 17號規則第 11條之規定，但相較之下卻有重大差別：17號規則第 11

條原規定二階段之程序，執委會須先以非正式方式請求事業提供資訊，若未獲

事業遵從，其後方得作成裁定正式命為提供；反之，目前 1/2003號規則第 18條

係規定執委會可選擇直接作成裁定命事業提供資訊。同時，1/2003號規則第 18

條第6項規定會員國政府及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亦應依執委會之要求提供所需

必要資訊。

所謂「必要資訊」之範圍為何，在 SEP v. Commission 一案289中，歐洲初審法

院認定必要資訊之範圍，應依系爭調查目的為解釋，是以執委會要求事業提供

之資訊應與其可能涉及之違法情事具有關聯性，方屬合法。歐洲初審法院此一見

解亦獲其上級法院即歐洲法院之支持290。雖然由法院之上開見解，將很難認定執

委會要求提供之資訊已逸脫關聯性而屬違法，但至少執委會不得以釣魚方式獲

取資訊，且法院於個案中並非全無審查此一關聯性存否之可能，因此執委會要

concerned, the Commission can by decision order an inspection to be conducted in such other 
premises, land and means of transport.
2. The decision shall specify the subject matter and purpose of the inspection, appoint the date on 
which it is to begin and indicate the right to have the decision reviewed by the Court of Justice. It shall 
in particular state the reasons that have led the Commission to conclude that a suspicion in the sense of 
paragraph 1 exists. The Commission shall take such decisions after consulting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of the Member State in whose territory the inspection is to be conducted.
3. A decision adopted pursuant to paragraph 1 cannot be executed without prior authorisation from the 
national judicial authority of the Member State concerned. The national judicial authority shall control 
that the Commission decision is authentic and that the coercive measures envisaged are neither 
arbitrary nor excessive having regard in particular to the seriousness of the suspected infringement,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evidence sought, to the involvement of the undertaking concerned and to the 
reasonable likelihood that business books an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inspection 
are kept in the premises for which the authorisation is requested. The national judicial authority may 
ask the Commission, directly or through the Member State competition authority, for detailed 
explanations on those elements which are necessary to allow its control of the proportionality of the 
coercive measures envisaged.
However, the national judicial authority may not call into question the necessity for the inspection nor 
demand that it be provided with information in the Commission's file. The lawfulness of the 
Commission decision shall be subject to review only by the Court of Justice.
4. The officials and other accompanying persons authorised by the Commission to conduct an 
inspection ordere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shall have the powers set out in 
Article 20(2)(a), (b) and (c). Article 20(5) and (6)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289 Case T-39/90, SEP v. Commission [1991] ECR II-1497,[1992] 5 CMLR 33.
290 Case C-36/92 P, SEP v. Commission [1994] ECR I-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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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提供資訊之範圍仍有一定界線。

第 18條第 2項規定執委會要求事業或事業團體提供資訊時，應敘明法令依

據及調查目的，特別是要求提供的具體資訊為何、限定回覆期間以及第 23條291

所定提供不正確或誤導資訊之罰鍰處罰292。雖然故意或過失提供不正確或誤導之

資訊者可處罰鍰，但當執委會僅係單純要求事業或公會提供資訊時，事業或公

291 「Article 23  Fines
1. The Commission may by decision impose on undertakings and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fines not 
exceeding 1 % of the total turnover in the preceding business year where, intentionally or negligently:
(a) they supply incorrect or misleading information in response to a request made pursuant to Article 17 
or Article 18(2);
(b) in response to a request made by decision adopted pursuant to Article 17 or Article 18(3), they 
supply incorrect, incomplete or misleading information or do not supply information within the 
required time-limit;
(c) they produce the required books or other records related to the business in incomplete form during 
inspections under Article 20 or refuse to submit to inspections ordered by a decision adopted pursuant 
to Article 20(4);
(d)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ask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0(2)(e),
- they give an incorrect or misleading answer,
- they fail to rectify within a time-limit set by the Commission an incorrect, incomplete or misleading 
answer given by a member of staff, or
- they fail or refuse to provide a complete answer on facts relating to the subject-matter and purpose of  
an inspection ordered by a decision adopted pursuant to Article 20(4);
(e) seals affix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0(2)(d) by officials or other accompanying persons  
authorised by the Commission have been broken.
2. The Commission may by decision impose fines on undertakings and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where, either intentionally or negligently:
(a) they infringe Article 81 or Article 82 of the Treaty; or
(b) they contravene a decision ordering interim measures under Article 8; or
(c) they fail to comply with a commitment made binding by a decision pursuant to Article 9.
For each undertaking and association of undertakings participating in the infringement, the fine shall 
not exceed 10 % of its total turnover in the preceding business year.
Where the infringement of an association relates to the activities of its members, the fine shall not 
exceed 10 % of the sum of the total turnover of each member active on the market affected by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association.
3. In fixing the amount of the fine, regard shall be had both to the gravity and to the duration of the 
infri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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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such contributions have not been made to the association within a time-limit fixed by the 
Commission, the Commission may require payment of the fine directly by any of the undertakings 
whose representatives were members of the decision-making bodies concerned of the association.
After the Commission has required payment under the second subparagraph, where necessary to ensure 
full payment of the fine, the Commission may require payment of the balance by any of the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which were active on the market on which the infringement occurred.
However, the Commission shall not require payment under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subparagraph from 
undertakings which show that they have not implemented the infringing decision of the association and 
either were not aware of its existence or have actively distanced themselves from it before the  
Commission started investigating the case.
The financial liability of each undertaking in respect of the payment of the fine shall not exceed 10 % 
of its total turnover in the preceding business year.
5. Decisions taken pursuant to paragraphs 1 and 2 shall not be of a criminal law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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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無遵從執委會要求提供資訊之義務，此時多係仰賴其自願配合以避免後續

可能之不利益結果。

若執委會欲使對事業或公會之要求具有強制拘束力，應採第 18條第3項之

裁定方式為之。在 The Scottish Football Association v. Commission 一案293中，執

委會接到 European Sports Network 申訴Scottish Football Association欲排除其轉

播在蘇格蘭舉行的阿根廷足球比賽，故執委會詢問 Scottish Football Association

某些有關其與阿根廷足球協會及國際足球總會往來情形的問題。Scottish Football 

Association 回覆表示很意外接到執委會的詢問，並一般性的解釋其對轉播之政

策方向，最後表示執委會無須過度擔憂其與阿根廷足球協會及國際足球總會之

往來，但如有需要，隨時歡迎執委會前來拜訪以進一步說明疑問等語。然而，法

院認為 Scottish Football Association 之回覆並未達到執委會所需有效合作之程度，

且其回覆之用語雖禮貌，但實屬拒絕配合執委會調查之意思。由此可知，事業如

未配合執委會之要求，隨之將難免經執委會作成裁定命其服從。

本條所要求事業提供之資訊並不排除執委會依第 20條進行檢查所得之事實，

且檢查後仍未取得之文件可再依本條要求事業提供。

執委會依第 18條第3項作成裁定時，亦應記載其法令依據及目的、要求提

出之資訊及期限。然而，除了警示第 23條之罰鍰規定外，此一裁定亦應指出或

施加第 24條之怠金，執委會得藉此處以高達平均日營業額 5%之罰金，以令事

業提供完整及正確之資訊294。此外，此裁定更須具備得經歐洲法院審查之記載。

292 罰鍰額度在以往 17/62 號規則時為 100 至 5,000歐元，實屬較低，目前 1/2003 號規則予以提高
後，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最高罰鍰額度可達事業前一商業年度銷售總額之 1%。
293 Case T-46/92, The Scottish Football Association v. Commission [1994] ECR II-1039.
294 「Article 24  Periodic penalty payments
1. The Commission may, by decision, impose on undertakings or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periodic 
penalty payments not exceeding 5 % of the average daily turnover in the preceding business year per  
day and calculated from the date appointed by the decision, in order to compel them:
(a) to put an end to an infringement of Article 81 or Article 82 of the Treaty, in accordance with a 
decision taken pursuant to Article 7;
(b) to comply with a decision ordering interim measures taken pursuant to Article 8;
(c) to comply with a commitment made binding by a decision pursuant to Article 9;
(d) to supply complete and correct information which it has requested by decision taken pursuant to 
Article 17 or Article 18(3);
(e) to submit to an inspection which it has ordered by decision taken pursuant to Article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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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條第4項則規定律師得代理其當事人提出資訊，但當事人於該資訊有

所不實、不完整或誤導時，仍應自負全責。執委會應將其要求或裁決之副本送達

予受調查事業所在地及具利害關係之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295。

二、進入檢查權（Inspection）

第 20條第 1項賦予執委會對事業及公會行使所有必要檢查行為之權限，亦

即在事業處所進行調查296。檢查應由機關人員及其他經執委會授權之陪同人員為

之297，例如智慧財產專家。本條之檢查包括下列範圍：

1. 進入事業及事業團體之任何處所、土地及交通工具。

2. 檢查簿冊及其他方式留存之商業相關記錄。

3. 取得上開商業記錄之任何影本或抽取正本。

4. 於檢查所需限度內，封閉營業處所或查封簿冊記錄一定期間。

5. 就與檢查相關事實及文件之解釋，詢問事業或事業團體之代表或員工並記錄

其答覆內容。

依第 20條第3項，執委會具有書面授權即得於處所進行檢查298，且機關人

員得享有無須事先通知之調查優勢（然執委會應於檢查進行前之適當時間通知

該地之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若執委會人員未有書面授權，並無法僅依第

20條第3項之規定即進入檢查，故此時事業並無服從檢查之義務。然而，依第

20條第4項之規定，事業應服從執委會所裁定之程序，並主動與執委會合作。在

Fabbrica Pisani案299中，執委會便曾表示：「事業所負依要求而提供完整文件予

2. Where the undertakings or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have satisfied the obligation which the 
periodic penalty payment was intended to enforce, the Commission may fix the definitive amount of 
the periodic penalty payment at a figure lower than that which would arise under the original decision. 
Article 23(4) shall apply correspondingly.」
295 第 18 條第 5 項。
296 Ariel Ezrachi EU Competition Law: An Analytical Guide to the Leading Cases, 403(2010).
297 第 20 條第 3、5 及 6 項
298 此一書面授權必須包含與依第 18 條第 2 項要求提供資訊時相同之記載事項。
299 [1980]OJ L75/30, [1980]2 CMLR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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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檢查人員之義務，不僅只是讓執委會之檢查人員接觸所有的檔案資料，

更應實際提出執委會所需之特定資料」300。因此，執委會最為事業詬病之檢查方

式就是其人員無預警的前來拜訪，並以執委會之裁定作為進入檢查之依據。在

National Panasonic v. Commission案301中，歐洲法院認為執委會依據第 17號規

則第 14條第3項，其檢查人員得無須先經受調查者同意之程序（按：即現行第

20條第3項））。雖然在一般營業時間內進行無預警之檢查，是眾所周知之突襲

方式，然而曾擔任執委會卡特爾部門總署副署長的 Julian Joshua，曾解釋為何

執委會必須擁有對事業如此嚴苛之權限：「一般來說，最嚴重的卡特爾是無法完

全類型化的，因為都是在嚴格保密的情形下進行，參與者之間的聯繫都維持在

最小程度，而且只有少數人知情，會議也是在安全的國家舉行，或以看似無辜

的交易團體作為掩護。甚至其中一參與者在遇到調查時，可能存在以電訊密碼警

告其他參與者或銷毀文件的緊急措施。有時卡特爾協議甚至要求其成員在即使被

搜出文件時仍須拒絕透露任何內容相關資訊。在上述情況中，訴諸於突襲之調查

方式實屬合法且必要的措施。302」

第 20條第3項之裁定僅得由執委會負責競爭之委員作成，此一來自其他執

委會委員之授權，若非屬概括性的通案授權則屬有效303。

在National Panasonic v. Commission案中，執委會人員在上午 10 點鐘到達

位於英格蘭白金漢郡的 Panasonic公司，該公司理事詢問可否等到該公司當時人

在諾福克郡的法務人員到場後再開始檢查。執委會人員因此等到 10 點 45分才開

始進行檢查，但該公司之法務人員直到下午 1 點 45分才抵達，而此一檢查於下

午 5 點 30分結束。事後，Panasonic公司向歐洲法院質疑執委會此一檢查裁決的

合法性，主張此一調查程序已侵害其基本權利，並主張違反比例原則，要求執

300 See Alison Jones，Brenda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fth Edition, 1063(2014).
301 Case 136/79, National Panasonic v. Commission [1980] ECR 2033, [1980] CMLR 169.
302 J. M. Joshua: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8 ELRev 3,5(1983).
303 See Alison Jones，Brenda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fth Edition, 106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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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取走之全部文件應歸還該公司或銷毀。然而，歐洲法院駁回了National 

Panasonic公司的主張，其理由為：歐盟條約雖同樣保障法人，但在「依法及為

維護民主社會之國家利益、公眾安全或經濟發展所必要，為了避免違反秩序或犯

罪」之程度內之干涉應受允許，而賦予執委會調查權即係為了避免歐盟競爭法遭

到違反，導致事業及消費者之公眾利益受損，因此執委會依法所為之無預警調

查即難認侵害受調查者之基本權利。此外，調查僅係行政程序中之一部分，其目

的在於蒐集相關事證，並非作成終結行政程序之處分或裁決，因此執委會未給

予受調查者事先陳述意見或聽證之機會亦屬適法。

類似的爭議也出現在Hoechst AG v. Commission案304，執委會懷疑某些聚

乙烯的供應商及製造商之間存在卡特爾協議，於 1987年 1月 15 日執委會作成進

入Hoechst公司調查之裁定，並於 1月 20 日前往Hoechst公司，但該公司拒絕

執委會人員進行調查。Hoechst公司主張執委會此一調查係屬違法搜索，並要求

調查人員將其異議作成書面紀錄。執委會人員於 22 日及 23日分別再次嘗試進入

調查，但同遭Hoechst公司拒絕，執委會因此處以Hoechst公司每日 1,000歐元

之罰鍰。執委會同時尋求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之協助，該署便向位於法蘭克福之地

方法院申請搜索令。地方法院於 2月 12 日駁回搜索令之申請，因為並無足夠事

證可資懷疑卡特爾存在，Hoechst公司便據此向歐洲法院請求停止執委會所作成

調查及處以罰鍰之裁決，但遭歐洲法院駁回。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以執委會之名義

再次向地方法院申請搜索令，終於在 3月 31 日獲准，因此執委會於 4月 2 日及 3

日進入Hoechst公司進行調查。對於執委會在 1月 15 日作成進入Hoechst公司調

查之裁定，歐洲法院認為因其裁定內容並未逾越 17號規則所賦予執委會「受調

查者應允許執委會人員於一般營業時間進入事業處所檢查、複印與調查相關之商

業文件與要求立即口頭解釋」之權限範圍，且因無預警調查多是基於事業拒絕配

合提供相關資訊，以致執委會必須直接調查取得相關文件，故執委會具有上開

304 Case 46/87 amd 227/88, Hoechst AG v. Commission [1989] ECR 2859, [1991] 4 CMLR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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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權係屬執行歐盟競爭法所必要之權限，是以執委會此一裁定並無違法。

1. 檢查人員之權限

在第 20條第 2項之五項權限中，封閉任何營業處所或記錄之權限為 17號

規則所無，且相較於 17號規則僅得要求當場口頭解釋，依本條得詢問並要求解

釋相關事實或文件之權限更為廣泛。

1. 進入任何處所、土地或交通工具之權限：

如事業願意配合，則執委會人員可要求其提出所需文件、進入指定處所及察

看機具設備之內部，但事業不同意時則無法直接強制為之。因此執委會若無

法命事業配合第 20條第6項之調查，則需仰賴會員國之協助。

2. 檢查簿冊及其他方式留存之商業相關記錄：

本款將 17號規則之用語詳細化，具體說明執委會得檢查以任何方式儲存之

記錄，故涵蓋了所有的資訊儲存技術。

3. 取得上開商業記錄之任何影本或抽取正本：

為此，事業宜事先準備複印設備以供檢查人員使用。

4. 於檢查所需限度內，封閉營業處所或查封簿冊記錄一定期間：

雖然執委會以往於必要時即曾為之，但此權限之明文化為 1/2003號規則所

新增，因此事業若毀損封印時將依第 23條處以罰鍰。

5. 就與檢查相關事實及文件之解釋，詢問事業或事業團體之代表或員工並記錄

其答覆內容：

在 17號規則中，係授權檢查人員得詢問並要求當場口頭解釋，但卻漏未規

定其適用範圍。一般認為，17號規則之授權範圍包括詢問因檢查簿冊記錄而

直接產生之疑問，以及要求解釋其用語、縮寫及參考資料，但不得概括性的

訊問事業員工。此外，17號規則未明定應由事業之何人回答執委會人員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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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故事業若未推派合適人選，導致執委會之疑問無法獲得解答時，尚難逕

認事業已構成拒絕配合之情形。上開不確定性於 1/2003規則制訂後已獲解決，

而依本款擴張執委會提出疑問之權限。現在，檢查人員得訊問任一事業代表

或員工，以解答與檢查目的有關之事實及文件疑問，並得記錄其回答內容。

執委會得亦依第 23條第 1項 d款，於下列情形處以事業305最高至其前一商業

會計年度銷售總額 1%之罰鍰：

(1) 事業對執委會之詢問提供不正確或誤導之回答。

(2) 事業未於執委會所定期限內改正其人員所提供之不正確、不完整或

誤導之回答。

(3) 事業拒絕或未能依第 20條第4項之裁定內容，提供與該檢查目的

相關之完整回答。

2. 各會員國競爭主管機關及法院於第 20 條檢查程序之角色

第 20條第 5項規定，各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人員遇執委會於其領域內進

行檢查時，經執委會或該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要求，應主動提供協助。若事業不

配合執委會之調查，則會員國的角色將更顯重要。第 20條第6項規定：「當執委

會人員或陪同人員發現事業抗拒本條之調查時，該會員國應提供執委會必要協

助，提供警力或其他有效之強制措施，以利執委會進行檢查。」若會員國提供之

協助，依該國法律需取得司法機關之授權，例如須經法院許可方得強制進入處

所等，則會員國應代為聲請306。至會員國之司法機關審查會員國代執委會提出之

聲請時，依第 20條第8項之規定，該國司法機關應確認執委會所欲採取之強制

措施並無專斷或逾越檢查目的之情形。該國司法機關在審查此一比例原則是否符

合時，得直接詢問執委會或透過該會員國競爭主管機關，以瞭解執委會懷疑存

305 此處之處罰對象為事業，而非員工個人，且 1/2003 號規則並無可對個人處以罰鍰之規定。
306 See Alison Jones，Brenda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fth Edition, 107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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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違反第81條及第82條情事之理由，及該違法情事之嚴重程度與系爭事業涉

案程度等。然而，該國司法機關尚難質疑執委會進行調查之必要性或要求執委會

提供案卷資料，因執委會裁定之合法性應交由歐洲法院審查之。

3. 歐盟條約第 8 條之適用

在Hoechst AG v. Commission案中，歐洲法院認為歐盟條約第8條之住家

不可侵犯原則，並不適用於商業處所。然而，歐洲人權法院在Niemitz v. 

Germany案307中，則認為歐盟條約第8條所稱「私生活」及「住家」包含某些職業

或商業活動及處所，因此該案之律師事務所受到歐盟條約第8條之保障。歐洲人

權法院認為其解釋應屬必要，否則對於自行開業而可能在家進行工作之人，將

產生歧視對待。

4. 受檢查者之法律諮詢

第 20條如同 17號規則，並無有關事業於調查程序中委任法律顧問到場之

規定。在無預警調查之情形如National Panasonic案中，執委會已等待一段時間

至事業之法制人員到場，但其後仍在法制人員缺席之情形進行調查，而歐洲法

院認為事業之基本權利於該調查中並未受到侵害。執委會通常允許給予事業一合

理時間聯絡內部法制人員或律師到場，但以未逾合理時間為限。在此一等待期間

事業必須確保其商業紀錄仍與執委會人員到達時無異，且執委會人員得停留於

事業處所內。換言之，事業不得為任何刪毀文件或清除電腦硬碟資料之行為，而

第 20條第 2項 d款之規定可用以封閉處所或封緘簿冊，以確保事業無上開行為。

307 Niemitz v. Germany, Series A, No.251-B, 16 EHRR 97, para31(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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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入私人處所檢查權（Inspections on private premise）

1/2003規則第 21條給予執委會於私人處所進行檢查之新權限，亦即事業負

責人及員工之住家或私人汽車也可能成為檢查對象308。本條制訂係因執委會以往

經驗顯示，某些商業紀錄保存在負責人或其他員工家中，故可藉本款之制訂以

避免執委會打擊卡特爾之努力受挫。進一步來說，本條之檢查權限若欲強制行使

亦須經會員國法院之事先授權，且與前述相同，該會員國司法機關對於執委會

調查必要性之審查密度係屬有限，但仍會考量執委會所欲取得文件之重要性及

該文件存放在私人處所之合理可能性。

此外，本條並無封閉私人處所、詢問受檢查者等之規定，且亦無遇抗拒時

處以罰鍰之規定，但仍可經由會員國司法機關之授權而得強制進入檢查。

四、獲取證言權（Take statements）

1/2003規則第 19條給予執委會得對法人或自然人訪談以取得證言之新權限，

但僅得於受訪談人同意時為之，且僅得收集與調查事項相關之資訊。

受訪談者可自由決定是否接受執委會之訪談邀請，拒絕訪談並不會受到處

罰。即使接受訪談，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談者得不說明理由而拒絕回答問題，亦

無提供文件之義務。相較於第 20條，本條並無處罰提供不正確或誤導資訊者之

規定，因此對於事業而言，遇到執委會提出疑問之情形時，必須先確認執委會

進行之依據係第 19條還是第 20條。另一方面，令事業感到困擾的是，執委會依

本條可訪談對事業有怨言之員工，且事業尚無權取得該訪談紀錄。此外，受訪談

者得有律師陪同，並可選擇在營業處所或其他地點進行訪談，然而本條常因事

業指示其員工拒絕接受執委會之訪談邀請而降低實效。

308 Ariel Ezrachi EU Competition Law: An Analytical Guide to the Leading Cases, 40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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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受調查者之保障

歐盟執委會在形式上雖然不屬於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之「法庭」

（tribunal），但因該公約在歐盟法上具有一般法律原則之性質，故執委會進行

之行政程序仍應遵守公約約定，給予正當程序之保障，而受調查者之防禦權即

為一例309。防禦權之內涵為何，歐盟法院認為包含意見陳述權（the right to be 

heard）、接近使用資料權（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file）及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

（the principle of sound administration）310。上開防禦權從受調查者一開始接受調

查至執委會最終作成影響其權益之決定為止，均應始終予以保障，即便欠缺明

文之程序規定時亦然。歐盟條約第41條關於基本權利之規定，即為此一保障意

旨之成文化展現：「1.任何人均有權要求歐盟所屬之機關或組織在合理期間內公

平正當的處理其事務。2.上開權利包含（a）在機關採取任何將影響某人權益之

具體措施前，該人有請求機關注意其意見之權利；（b）當某人對於機密之權益

或職業上及商業秘密具有合理期待時，該人有權接近使用其資料檔案；（c）行

政機關有義務說明其作成決定之理由。311」

一、異議書（statement of objections）內容事項之要求

依據 773/2004規則第 10條第 1項312之規定：「執委會應將反對之理由以書

面通知當事人」，且第 11條第 2項313規定執委會僅得依據其所提出異議之內容，

且該異議曾讓當事人得表示意見者為限而作成裁決。執委會異議書之內容包括執

309 See Christopher Kerse, Nicholas Khan, EC antitrust procedure, London : Sweet & Maxwell 5th ed, 
p.187 (2005).
310 See Atlantic Container Line v. Commission [2003] E.C.R. II-000.
311 [2000] O.J. C/364/1.
312 773/2004 規則第 10 條第 1 項原文為：「The Commission shall inform the parties concerned in 
writing of the objections raised against them. The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shall be notified to each of 
them.」
313 773/2004 規則第 11 條第 2 項原文為：「The Commission shall, in its decisions, deal only with 
objections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partie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have been able to comment.」

245



委會目前已瞭解之事實情況、認定違反歐盟條約第81條或第82條之法律分析，

以及執委會預計採取之處罰內容。如果執委會在異議書中並未向事業表明將予以

處罰，則執委會嗣後課處罰鍰將屬不合法314。事業收到執委會的反對聲明後，應

於限定之期間內回覆315。執委會寄出異議書後，若嗣後另有取得重要之新事證，

仍應將該等事證資料提供予事業表示意見。如果事業回覆異議書時另附有相關文

件資料，即使該等文件資料並未出現在異議書中，但執委會仍得以之作為裁決

的判斷基礎。

由於異議書僅屬準備行為，因此事業對於異議書無法單獨提起救濟訴請撤

銷，只能對執委會於程序終結後之裁定表示不服316。

二、意見陳述權（the right to be heard）

意見受注意權在競爭法案件中意味著二基本事項：第一、執委會有義務使

系爭事業知悉目前進行之案件狀況；第二、該事業有權就此表達意見。在 1/2003

規則第 27條第 1項317，便要求執委會於作成裁定前，應給予系爭事業就執委會

處罰之事項表達意見之權利，且執委會僅得就該事業已表達意見之部分作成裁

決。

歐洲人權法院在 Transocean Marine Paint Association v. Commission案318認

為意見受注意權係指於程序一開始時，便應告知當事人其目前所涉及之案件為

314 See Cimenteries CBR SA v. Commission [2000] ECRII-491.
315 773/2004 規則第 10 條第 2 項原文為：「The Commission shall, when notifying the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to the parties concerned, set a time-limit within which these parties may inform it in writing 
of their views. The Commission shall not be obliged to take into account written submissions received 
after the expiry of that time-limit.」
316 Case 60/81, IBM v. Commission [1981] ECR 2639, [1981] 3 CMLR 635.
317 1/2003 規則第 27 條第 1 項原文為：「Before taking decisions a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s 7, 8, 23 
and Article 24(2), the Commission shall give the undertakings or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which 
are the subject of the proceedings conducted by the Commission the opportunity of being heard on the 
matters to which the Commission has taken objection. The Commission shall base its decisions only on 
objections on which the parties concerned have been able to comment. Complainants shall be 
associated closely with the proceedings.」
318 Case 17/74 [1974] ECR 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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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任何人之利益將因行政機關之決定而受影響時，應給予該人機會使其意見為

行政機關所知悉，此係一般法律原則之具體展現，而為了讓該人有效的表達意

見，故應要求行政機關先行告知其所涉及之案件319。執委會為了遵守 1/2003規則

第 27條第 1項之規定，會寄發異議書予事業，而事業可對執委會之異議書提出

意見並有進行言詞聽證（oral hearing）之機會320。當上開程序進行完畢後，執委

會如認為確實存在違反競爭法之情事便會作成裁定。

執委會固然有義務告知系爭事業目前所涉及之案件為何，以保障該事業之

防禦權，但可能會與執委會應保守第三人商業秘密之另一義務產生衝突。當執委

會基於保守第三人商業秘密之理由而拒絕透露資訊時，系爭事業大多會主張執

委會之程序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 1項關於「在決定與某人有關之私法上權

利義務或對其進行刑事追訴時，該人具有在合理期間內獲得由獨立公正之法庭

予以公平公開聽證的權利」之規定。歐盟法院雖然認為執委會係屬行政機關，故

非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 1項所稱之法庭，但由於歐洲初審法院認為其本身為

獨立公正之法庭，且其設立目的就是為了給予私人司法救濟之保護，而允許受

處罰之事業向法院不服執委會之裁定，即屬滿足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 1項之

保障規定321。

1. 意見陳述權之主體

1/2003規則第 27條區分兩種意見陳述權之主體。該條第 1項規定，對於執

委會懷疑有違法情事而成為調查對象之事業，執委會「應」給予意見受注意之機

會；同條第3項322則規定，執委會如認有必要或經會員國競爭主管機關之請求，

319 See Alison Jones and Brenda Sufrin, EC competition law：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096-1097(2014).
320 上開程序可見諸於 773/2004 規則。
321 See Cimenteries CBR SA v. Commission [2000] ECRII-491.
322 1/2003 規則第 27 條第 3 項原文為：「If the Commission considers it necessary, it may also hear 
other natural or legal persons. Applications to be heard on the part of such persons shall, where they 
show a sufficient interest, be granted.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may also 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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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得」聽取系爭事業以外之自然人或法人之意見，但若該自然人或法人可

證明其與本案具有充分之法律上或經濟上利害關係時323，執委會應聽取其意見。

2. 聽證官（hearing officer）

執委會在 1982 年為了改善對於其裁決作成程序欠缺客觀性之質疑的批評聲

浪，設立了聽證官的職務。聽證官最初的角色僅係主持言詞聽證程序，但嗣後已

擴展到執委會之全部行政程序，包括限定事業回覆異議書之期間、決定資料是否

公開以及判斷特定文件是否屬於秘密性質等324。

聽證官之設立目的係為了成為基本程序權利的守護者，保障受調查者之防

禦權，因此其係獨立行使職權。聽證官在組織上不隸屬於「競爭總署」

（Directorates-General Competition），而是由委員會指定人選並為委員會辦公

室中負責競爭政策之人員，可直接向委員報告及討論對於個案之意見。

聽證官之具體職權如下，其作成之決定均須附記理由而得作為日後法院審

酌之對象：

1.決定是否同意異議書收受者延長提出意見期限之請求。

2.解決執委會與當事人間關於接近使用資料之爭議、決定何種文件屬於商業機密

或秘密性質。

3.決定是否應聽取第三人之書面或言詞意見。

4.安排言詞聽證之日期及地點、於聽證前提供當事人於聽證時之問題清單、與執

委會人員及當事人召開聽證前之準備會議、通知當事人先行提供其於聽證時欲

提出之書面資料、維持聽證程序之順暢進行、聽證時是否允許提出新資料、決定

the Commission to hear other natural or legal persons.」
323 檢舉人即為此處所稱自然人或法人之一例，由於檢舉人常可提供相關涉及違法之事證予執委
會，例如受杯葛之證據等，因此執委會通常均會與檢舉人保持密切聯絡，並使其知悉調查程序
之進行狀況及聽取其意見。
324 See Alison Jones and Brenda Sufrin, EC competition law：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9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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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聽證之當事人代表人選。

5.向執委會客觀的報告聽證結果及建議後續進行之程序、確保執委會在作成決定

前已知悉所有對於系爭事業有利及不利之事實資訊。

3. 言詞聽證程序

事業之意見陳述權主要係以書面方式行使，但 773/2004規則第 12條325規定

收受異議書之當事人享有請求舉行言詞聽證之權利。言詞聽證係由聽證官舉行及

指揮，檢舉人等第三人326亦得到場陳述意見。聽證程序在形式上並非審判程序，

不公開進行且可能會持續一天至數星期，端視案件複雜程度而定。當事人得偕同

律師到場提供協助，但並非可直接由律師代表到場，因為事業本身人員會比律

師更瞭解事業內部相關訊息。

言詞聽證之內容應作成紀錄，參加者均可請求交付該紀錄，但紀錄中涉及

商業機密或秘密資訊之部分於交付前應予刪除。

聽證官之身分並非法官，其職權亦不包含作成裁決，但聽證官須就聽證之

結論作成報告交予執委會委員，以確保當事人之意見為執委會所知悉。聽證官作

成之報告於執委會裁決前不提供當事人閱覽，而係待執委會裁決後作為附件一

併公開於官方刊物中。

三、接近使用資料權（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file）

為了使當事人的意見可獲得知悉，執委會應公開所有作為裁決判斷基礎之

資料。由於異議書僅會檢附基本之證據資料，因此當事人若欲檢視所有相關檔案

325 773/2004 規則第 12 條原文為：「Right to an oral hearing: The Commission shall give the parties to 
whom it has addressed a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ir arguments at an oral 
hearing, if they so request in their written submissions.」
326 773/2004 規則第 13 條第 4 項規定執委會得邀請任何第三人到場表示意見或提出書面意見，例
如消費者保護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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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至執委會機關場所閱覽。

1. 閱覽資料之範圍

執委會究竟應允許當事人閱覽至何範圍之資料，法院最初對於閱覽資料之

範圍相當保守謹慎，但現已要求執委會應將案件事實之細節均告知當事人。歐洲

初審法院在Hercules Chemicals NV v. Commission案327中表示「接近使用資料」係

「意見陳述權」不可或缺之一部分，以確保「意見陳述權」得以有效行使，但其本

身並非獨立存在之權利。歐洲初審法院並認為執委會應將調查程序中取得的所有

文件資料，不論有利或不利均開放予當事人，但涉及其他事業之商業秘密、執委

會內部文書或其他機密資訊則不在公開範圍。

在 Solvay SA v. Commission案328中，歐洲初審法院廢棄執委會之裁決，因

為執委會未將可能有助於答辯之資料公開予系爭事業。歐洲初審法院認為將有利

及不利之資料一併公開予系爭事業是相當重要的，且執委會無權自行決定哪些

資料係有助於事業進行答辯，應將所有資料提供予系爭事業自行進行評估及選

擇答辯策略。因此系爭事業對於調查中案件所瞭解之資訊應與執委會相同，亦即

執委會與系爭事業之武器平等原則329。

在之後的Aalborg Portland A/S and Others v. Commission案330中，法院之見

解有所變更，其認為若執委會未公開予系爭事業之資料並非裁決作成之判斷基

礎，則執委會未公開該等資料將不會影響其裁決之合法性。因此，系爭事業必須

說明若其能獲得執委會未提供之資料，則執委會之裁決將會產生不同的有利結

果，例如可利用該等資料進行經濟分析而推翻執委會之假設等。

327 Case C-51/92 [1999] 5 CMLR 976.
328 Case T-30/91 [1995] ECR II-1775.
329 本案法院雖然肯認接近使用資料權之重要性，但仍認為事業不得單純就執委會否准閱覽卷宗
之裁定提起救濟，而應待執委會作成最終不利之裁定時再一併表示不服。
330 Case C-204/00 P, C-205/00 P, C-211/00 P, C-213/00 P, C-217/00 P and C-219/00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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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密性文件之閱覽

執委會負有義務保守職務上知悉之秘密，此一義務明文規定於歐盟條約第

214條：歐盟所屬機關之人員不應洩漏職務上秘密資訊，特別是有關事業之商業

交易關係或成本構成因素等，於離職後亦同。在 1/2003規則第 28條331復規定依

該規則第 17條至第 22條取得之資訊僅能使用於其取得本身之目的，且不得洩

漏至競爭法主管機關以外。

1/2003規則第 27條第 2項明定當事人接近使用執委會檔案之權利範圍，應

受限於其他事業商業機密、執委會內部文件資料及與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往

來文書332，於 773/2004規則第 15條第 2項再次規定接近使用資料權不得擴張至

商業機密或其他秘密資訊333。

商業機密係指非為大眾所知悉且為商業上具重要性之資訊334，而秘密資訊

包含有關告發人之資料等事項。在Hoffmann-La Roche v. Commission案335中，歐

331 1/2003 規則第 28 條原文為：「Professional secrecy:1. Without prejudice to Articles 12 and 15, 
information collected pursuant to Articles 17 to 22 shall be used only for the purpose for which it was 
acquired. 2.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exchange and to the use of information foreseen in Articles 11, 12,  
14, 15 and 27, the Commission and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their officials, 
servants and other persons working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se authorities as well as officials and 
civil servants of other authorit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shall not disclose information acquired or 
exchanged by them pursuant to this Regulation and of the kind covered by the obligation of 
professional secrecy. This obligation also applies to all representatives and experts of Member States 
attending meetings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pursuant to Article 14.」
332 1/2003 規則第 27 條第 2 項原文為：「The rights of defence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shall be fully 
respected in the proceedings. They shall be entitled to have access to the Commission's file, subject to 
the legitimate interest of undertakings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business secrets. 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file shall not extend to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internal documents of the Commission or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In particular, the right of access shall not extend to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ommission and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or 
between the latter, including documents drawn up pursuant to Articles 11 and 14. Nothing in this 
paragraph shall prevent the Commission from disclosing and using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prove an 
infringement.」
333 773/2004 規則第 15 條第 2 項原文為：「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file shall not extend to business 
secrets, other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internal documents of the Commission or of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file shall also not extend to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ommission and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or between the latter 
where such correspondence is contained in the file of the Commission.」
334 1997 Notice, Section I.A.1：「當商業機密被公司以外之人知悉時，即已無保護之需要。事實資
訊若因時間之經過或其他理由而喪失商業上重要性時，亦不屬商業機密。」
335 Case 85/76 [1979] ECR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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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法院認為之所以允許執委會得以強制措施廣泛取得所需之事證資料，原因之

一是取得之資料涉及職務上機密時，不會被洩漏而損害受調查者之權益。

773/2004規則第 16條336規定當事人提出資料予執委會時，有義務明確告知

執委會哪些部分係屬秘密而不應公開，並應說明理由及提供已去除機密部分之

版本。提出資料之人如未遵行上開義務，執委會得限期要求其履行；若屆期仍未

履行，執委會將推定提出之資料並未包含機密資訊。

實務上關於閱覽資料最重要之規定為 1997年公布的通告（notice），該通

告對於保存機密之部分，主要係由涉及違法而受調查事業之權利的角度出發，

而非檢舉人等第三者之角度。該通告認為執委會之任務在於調和敏感資訊的保護

競爭法所追求之公共利益以及事業之防禦權等面向，因此執委會對於是否公開

涉及商業機密之資訊時，應考量下列之具體事項，且每一項文件均應個別評估

公開資訊之利益是否高於公開所生之損害：

1.該資訊與判斷系爭事業是否構成違法情事之關聯性。

2.該資訊之證明力。

336 773/2004 規則第 16 條原文為：「Identification and protection of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1. Information, including documents, shall not be communicated or made accessible by the 
Commission in so far as it contains business secrets or other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any person.
2. Any person which makes known its views pursuant to Article 6(1), Article 7(1), Article 10(2) and 
Article 13(1) and (3) or subsequently submits further information to the Commiss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same procedure, shall clearly identify any material which it considers to be confidential, giving 
reasons, and provide a separate non-confidential version by the date set by the Commission for making 
its views known.
3. Without prejudice to paragraph 2 of this Article, the Commission may require undertakings and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which produce documents or statements pursuant to Regulation (EC) No 
1/2003 to identify the documents or parts of documents which they consider to contain business secrets 
or other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belonging to them and to identify the undertakings with regard to 
which such documents are to be considered confidential. The Commission may likewise require 
undertakings or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to identify any part of a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a case 
summary drawn up pursuant to Article 27(4) of Regulation (EC) No 1/2003 or a decision adopted by 
the Commission which in their view contains business secrets.The Commission may set a time-limit 
within which the undertakings and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are to:
(a) substantiate their claim for confidentiality with regard to each individual document or part of 
document, statement or part of statement;
(b) provide the Commission with a non-confidential version of the documents or statements, in which 
the confidential passages are deleted;
(c) provide a concise description of each piece of deleted information.
4. If undertakings or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fail to comply with paragraphs 2 and 3, the 
Commission may assume that the documents or statements concerned do not contain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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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該資訊是否屬於本案不可或缺的證據。

4.該資訊的敏感程度，例如公開至何範圍才會造成權利受損的結果。

5.系爭違反競爭法行為之嚴重程度。

由上可知，文件本身屬於機密性質並不當然產生阻止公開的結果，此於該

資訊為證明違法情事存在所不可欠缺之資訊，或有助於推翻執委會於異議書之

推論時更為顯著。

執委會在決定文件是否應予公開後，須將文件分類為可閱覽、不可閱覽及

部分可閱覽，而聽證官有權決定是否將特定文件歸入受保護之類別。另應注意的

是，商業機密與秘密資訊固然可能被歸納為「不可閱覽」之文件，但執委會內部

文書因為並非經由調查而取得，亦非執委會用以作成裁定之判斷基礎，且為了

讓執委會內部得以暢所欲言，因此該等文書自始即非屬可閱覽之文件337。然而，

執委會此一作法屢遭批評為開倒車，致使事業受到隱瞞而無從知悉有該等內部

文書之存在，更無從促請聽證官裁決是否公開該等內部文書338。

3. 檢舉人之限制閱覽

在AKZO v. Commission案339中，某事業向執委會檢舉AKZO公司有掠奪

性定價之違法行為，執委會因而寄發異議書予AKZO公司並將副本寄給檢舉人。

嗣後檢舉人向執委會請求閱覽異議書之附錄文件，以利其進一步表達意見。檢舉

人此一請求經執委會准許，但AKZO公司主張執委會此一行為已違反其保護

AKZO公司商業機密之職責。

歐洲法院認為檢舉人亦有意見陳述權，因此執委會固然可提供資訊予檢舉

人以利有效進行調查，但涉及機密之資訊此時應受到特別保護而不提供予檢舉

337 Notice, [1997] OJ C23/3 Section I.A.3.
338 See Alison Jones and Brenda Sufrin, EC competition law：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06(2014).
339 Case 53/85 [1986] ECR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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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機密資訊原則上不公開予檢舉人之情形下，檢舉人若認為有閱覽該等機密

資訊之需要，應向執委會說明理由。執委會綜合考量各種情況後，包含檢舉人是

否意圖藉由提出檢舉而獲知競爭對手之商業機密等，應裁定是否提供機密資訊

予檢舉人，且此裁定應送達予檢舉人及提供機密資訊之事業。執委會裁決准許檢

舉人閱覽機密資訊時，因為此一裁定若屬不當可能嚴重侵害系爭事業之權益，

是以系爭事業得對該裁決提起司法救濟，待法院審酌無誤後始得公開機密資訊。

由此可知，檢舉人接近使用資料之權利相較於受調查事業而言，係受到更多限

制。

四、不自證己罪之權利（The right not to incriminate oneself）

當執委會提出之問題可能會使事業自陷入罪時，將有不自證己罪權利的適

用。然而，在歐體條約下，執委會有權強制事業提出所有必要的事實資訊及揭露

一切事業持有的文件，即使該等文件可用來證明事業有違反競爭行為之存在。

歐洲法院對於不自證己罪之限縮看法曾遭歐洲人權法院予以駁斥，歐洲人

權法院認為歐洲人權公約第 6條在適用上應有更廣泛的類推範圍，亦即包含執

委會之行政程序。

自證己罪之爭議在執委會要求事業提供資訊（request for information）或

進入檢查（inspection）時均有可能產生，歐洲法院目前係認為歐盟法中並無賦

予受調查事業拒絕提出可能違反競爭法證據之權利，且由以往執委會曾對事業

不履行提出文件義務處予罰鍰之例，可知執委會似乎未承認不自證己罪權利之

存在。以下分別就歐洲法院及歐洲人權法院之相關案例說明其見解之演進：

1. 歐洲法院之案例

A. Hoechst AG v. Commission案340

340 Cases 46/87 &227/88, Hoechst AG v. Commission [1989] E.C.R. 2859, at par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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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中，法院認為有必要避免防禦權（rights of defence）在調查程序的

開端便因提供涉及不法行為之證據而遭受無可補救的削弱，另因歐洲人權

公約第6條341規定任何人受該條意義下之刑事追訴時，有權保持沈默且無

須從事可能自陷入罪的行為，包括不提出涉及成立犯罪之文件的權利，故

法院對於不自證己罪權利之存在採取肯定見解342。

B. Orkem v. Commission案343

在本案中，受調查事業為被懷疑進行卡特爾的熱塑性塑膠產業，執委會依

第 17號規則及 1/2003號規則第 18條第3項作成裁決，要求Orkem公司回

答某些問題：（1）會議之事實資訊、（2）預計將採行價格協議之詳細步驟

及方法、（3）參與事業之銷售配額、（4）監控各參與事業是否遵循協議的

機制等。Orkem公司請求法院撤銷該裁決，理由是因為執委會侵犯了其防禦

權，特別是歐洲人權公約（ECHR）第6條之不自證己罪權利。

歐洲法院首先認為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從用語上並無從得知存在不自證己

罪此一權利（即否定了先前Hoechst AG v. Commission案中的見解），且

以往歐洲人權法院並無判決肯認受調查者具有拒絕提出不利於己證據之權

利，歐洲法院並認為只有在受到刑事追訴時始有不自證己罪原則之適用；

然而，歐洲法院仍接受歐盟法之法律原則應包含避免執委會強迫事業提供

可能成為自認違法行為存在之事證的防禦權。詳言之，歐洲法院撤銷執委會

關於命事業回答上開問題之裁決，並畫出「強迫事業提供可用以建構違法情

事之事實資訊」及「強迫事業承認違法」的二者區別，而執委會僅具有前者之

341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RTICLE 6：「In the determination of his civi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r of any criminal charge against him, everyone is entitled to a fair and public hearing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by an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tribunal established by law. Judgement shall 
be pronounced publicly by the press and public may be excluded from all or part of the trial in the 
interest of morals, public order or national securit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where the interests of 
juveniles 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rivate life of the parties so require, or the extent strictly necessary in 
the opinion of the court in special circumstances where publicity would prejudice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342 See Alison Jones and Brenda Sufrin, EC competition law：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83(2014).
343 Case 374/87 Orkem v. Commission [1989] E.C.R. 3283; [1991] 4 C.M.L.R.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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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而無後者。但學者有認為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係屬有關公平審判權利之

規定，故批評歐洲法院此一理由並非與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之文義全然相

符344。

此外，歐洲法院在Orkem v. Commission案中認為不自證己罪權利應係於刑

事犯罪之法院程序中行使，而競爭法之調查並不涉及刑事犯罪345。然而，違

反歐盟競爭法規定所處以之罰鍰（fines）是否屬於刑事處罰之性質，學者

亦有不同看法。第 17號規則之第 15條第4項固然明白表示依該條所處之罰

鍰並非刑法處罰之性質（此一用語於 1/2003號規則第 23條第 5項中仍有相

同規定346），但從歐洲人權公約的目的來看，並無法否定歐盟競爭法規定

與刑事性質完全無關。由於競爭法之適用範圍廣泛，且實體規定上關於違法

行為之罰鍰數額相當高，可達到數百萬歐元，並具有制裁與嚇阻的意味。甚

且，歐洲人權法院在 Société Stenuit v. France案347中更曾採取法國競爭法主

344 See A. Riley, ‘Saunders and the Power to Obtain Information in Community and United Kingdom 
Competition Law’, ELRev 264, 25(2000).
345 因歐盟之各會員國僅將涉及經濟方面之事務交由歐盟處理，未將刑罰權限交由歐盟執行，故
歐盟僅選擇行政制裁手段作為規範工具。參許永欽（2004），〈違反公平交易法行為制裁制度之
研究〉，頁 140-141，國立臺北大學法學系博士論文。
346 Reg.1/2003 Article 23(Fines)：「
1. The Commission may by decision impose on undertakings and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fines not 
exceeding 1 % of the total turnover in the preceding business year where, intentionally or negligently:
(a) they supply incorrect or misleading information in response to a request made pursuant to Article 17 
or Article 18(2);(b) in response to a request made by decision adopted pursuant to Article 17 or Article  
18(3), they supply incorrect, incomplete or misleading information or do not supply information within 
the required time-limit;(c) they produce the required books or other records related to the business in 
incomplete form during inspections under Article 20 or refuse to submit to inspections ordered by a 
decision adopted pursuant to Article 20(4);(d)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ask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0(2)(e),- they give an incorrect or misleading answer,- they fail to rectify within a time-limit  
set by the Commission an incorrect, incomplete or misleading answer given by a member of staff, or- 
they fail or refuse to provide a complete answer on facts relating to the subject-matter and purpose of  
an inspection ordered by a decision adopted pursuant to Article 20(4);(e) seals affix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0(2)(d) by officials or other accompanying persons authorised by the Commission have 
been broken.
2. The Commission may by decision impose fines on undertakings and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where, either intentionally or negligently:(a) they infringe Article 81 or Article 82 of the Treaty; or(b) 
they contravene a decision ordering interim measures under Article 8; or(c) they fail to comply with a 
commitment made binding by a decision pursuant to Article 9.For each undertaking and association of 
undertakings participating in the infringement, the fine shall not exceed 10 % of its total turnover in the 
preceding business year.Where the infringement of an association relates to the activities of its 
members, the fine shall not exceed 10 % of the sum of the total turnover of each member active on the 
market affected by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association.……
5. Decisions taken pursuant to paragraphs 1 and 2 shall not be of a criminal law nature.」
347 14 EHRR 509(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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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課予事業之罰金係屬刑罰性質之見解，因此學者認為由歐盟競爭法

所處罰鍰之不利益程度而言，應具有刑事處罰之性質348。

C. Mannesmannröhren-Werke AG v. Commission案349

在本案中，執委會對於疑似存在卡特爾的無縫線真空管製造商進行調查，

執委會要求Mannesmannröhren-Werke AG回覆關於三次會議的某些問題，

諸如日期、地點、參加會議之事業名稱、議程、會議記錄等，且要求事業若無

法找到上開文件，則仍請說明這些會議的目的、決議及會前會後曾收到之各

類文件等。Mannesmannröhren-Werke AG拒絕回答上述問題，並主張這些問

題是要求其證明自己有罪。執委會另外也詢及關於四項協議的問題，諸如各

協議彼此之間的關聯性、協議進行造成的預估市場影響及成效等 。

Mannesmannröhren-Werke AG拒絕回答後，執委會作成裁決按期處予罰鍰

以為懲罰。Mannesmannröhren-Werke AG不服執委會此一裁定而提起訴訟。

前述Orkem v. Commission案之見解也經歐洲初審法院於本案中沿用。歐洲

初審法院首先審視歐盟競爭法與歐盟條約之相容性，並獲得結論為：「執委

會要求就單純之事實問題為回答或命提出業已存在的文件資料，並不會構

成對防禦權或正當法律程序之侵害。」因此執委會詢問事業關於會議目的及

採行之決議，其程度已逾越單純事實資訊的範圍，無異於強迫事業承認其

參與違法協議，是以除了日期、地點、參加會議之事業名稱的部分問題外，

法院撤銷執委會要求事業回答涉及三次會議有關問題之裁決。此外，執委會

要求事業回答有關協議問題之裁決亦遭撤銷，理由是事業之回答等同於要

求其自己評價這些協議的法律性質。

由此可知，自Orkem v. Commission案以來，關於事業得拒絕回答問題之範

圍，歐洲法院係針對執委會要求提出資訊之不同類型予以區分。執委會不得

348 See Alison Jones and Brenda Sufrin, EC competition law：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83-1089(2014).
349 Case T-112/98, Mannesmannröhren-Werke AG v. Commission [2001] E.C.R. II-729, at para.71; 
[2001] 5 C.M.L.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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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誘導性問題，以避免事業據實回答時可能自陷入罪，但執委會並非不

可詢問單純的事實問題，例如協議的期間等。此二種問題之區別相當困難。

歐洲法院便曾提到：「執委會之問題是否侵害防禦權，應視事業之回答是否

會令其實際上等同於承認違法的程度。」350當執委會懷疑會議的目的是為了

限制競爭時，執委會不得要求與會事業描述該會議的目的或進行內容及會

議結論351，不論以書面或口頭方式皆然。

2. 歐洲人權法院之案例

歐洲法院在Orkem v. Commission案之見解是否獲得歐洲人權法院的支持，

尚有疑問。在 Funke v. France案352中，歐洲人權法院認為 Funke 公司面對控制交

易之調查，因不提供其客戶來源資料而受處罰，已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 1

項。然而，歐洲人權法院在本案之判決理由過於簡略，故無法進一步判斷其肯認

之不自證己罪權利範圍。

嗣後，在 Saunders v. United Kingdom案353中，歐洲人權法院推翻了 Funke 

v. France案之見解。該案是因英國公司法並不承認不自證己罪之權利，故

Saunders被強迫提供證據而遭認定涉及關於不實會計等各項刑事犯罪。歐洲人權

法院認為不自證己罪權利應首要由尊重受追訴者保持沈默之觀點予以考量，而

此亦為該權利之重要界線。歐洲人權法院認為不自證己罪權利之射程範圍，並未

延伸至刑事訴訟程序中以強制力取得獨立於犯罪嫌疑人意志而存在之資料的情

形，例如文件、呼氣、血液及尿液樣本或身體組織以作為DNA檢測之用等。另一

方面，歐洲人權法院對於犯罪嫌疑人所為陳述之範圍，採取較為有利於不自證

己罪權利之寬鬆角度，亦即將該權利擴及至除了認罪以外的任何事實上表達354。

350 Cases C-238/99 etc., Limburgse Vinyl Maatschappij v. Commmission [2002] E.C.R. I-8375, at 
para.273; [2003] 4 C.M.L.R. 397.
351 執委會通常仍會詳細詢問有哪些事業參與會議。
352 (1993) 16 E.H.R.R. 297.
353 (1997) 23 E.H.R.R. 313.
354 學者有不同看法認為，關鍵應在於強制取得的證據在刑事審判中的使用，因此任何非關刑事
的表達若用來作為彈劾被告可信度之用途，應不會落入不自證己罪的範圍，故歐洲人權法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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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歐洲人權法院認為英國政府機關以強制方式取得被告之有罪陳述係屬不

公正之行為，且戕害被告依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 1項之緘默權而侵毀其防禦

權，因此需取得法院令狀始得正當化其調查行為。

歐洲人權法院在 Saunders v. United Kingdom案僅遇到刑事審判中可否使用

先前受強迫陳述之問題，而未處理到在缺乏法院命令之情形下強迫陳述是否違

反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的爭議，因為英國公司法之調查並不會導致歐洲人權法

第6條所指的刑事追訴，而是由與其他程序進行審判。然而，執委會依 1/2003號

規則進行調查所得之文件或陳述，則可能直接導致各會員國進行刑事追訴之結

果。由於不自證己罪權利關於陳述之保障在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已有明文，因此

不應因有無法院令狀而有所不同；至於命提出文件資料之情形，Saunders v. 

United Kingdom案及 Funke v. France案都認為不自證己罪權利之行使範圍未包

括依法院令狀要求提出之文件，故非所有無關刑事之文件都被排除於不自證己

罪權利之範圍355。

3. 小結

前述 Saunders v. United Kingdom案中，歐洲人權法院似乎沒有變更任何

Orkem v. Commission案關於當執委會作成裁決（decision）命提出文件時，事業

負有服從義務的見解。歐洲法院認為不自證己罪之基本權利意指任何人僅能被要

求提出已存在的文件，此一看法相近於 Saunders v. United Kingdom案中，歐洲

人權法院認為命犯罪嫌疑人提出獨立於其意志存在之物質或文件並未造成強迫

的結果，故與要求提出陳述有所不同。

上開見解在歐洲初審法院的近來判決中受到挑戰，認為執委會並無權力要

Saunders v. United Kingdom案之見解過於嚴格，將會使執委會甚至連為了確認事業之可信度而
都無法詢問商業或經濟行為之疑問。See Alison Jones and Brenda Sufrin, EC competition law：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87(2014).
355 然而仍有學者質疑，歐洲人權法院此一見解是因為 Saunders v. United Kingdom案的背景事實
是涉及對自然人強制採集尿液樣本等證據，故要求須有法院令狀，但在依法對於為公司或法人
之被告進行調查的情形是否仍等同視之，則有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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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提出涉及不法目的之會議的已存文件，例如籌備資料、手寫註記或會議記錄

等356。至於事業若配合執委會之裁定提出文件，曾有獲得減少 30%罰鍰之案例，

而歐洲初審法院肯認事業負有回答執委會之單純事實問題的義務，以及執委會

要求事業配合提出已存在之文件並未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

相反的，要求提出會議中製作的文件明顯會侵害不自證己罪之權利，歐洲

法院認為包括聯合漲價會議的協議書、會議工作及籌備資料、手寫註記及執行計

畫等。然而，既然上述文件資料在性質上也屬於已經存在，則歐洲法院此一見解

相對於其接受不自證己罪權利不及於已存在文件之見解，實有矛盾357。

自從Orkem v. Commission案以來，歐洲法院均贊同事業無須回答明顯尋

求其自認違法情事之問題，且嗣後之判決亦無意擴張此一範圍，因此歐洲法院

所稱事業應回答的「單純事實性質的問題」僅能循Saunders v. United Kingdom案

予以具體化。實務上，執委會在運用 1/2003號規則進行調查時，均認為事業負

有提出文件之義務，即使該等文件可能會被用來建立不利於其之違法情事。

因此，由於執委會依 1/2003號規則第 18條、第 20條及第 21條具有上開調

查及取得資訊之廣泛權限，故隨之產生歐盟法是否承認不自證己罪原則之爭議。

此處涉及的是歐盟條約第6條之公平審判權利，在Orkem SA v. Commission案

中，歐洲法院認為了事業負有積極配合執委會之義務，並不表示必須自己承認

違反競爭法，故執委會仍須調查事業可能違法之相關事證。換言之，歐洲法院認

為執委會得要求事業配合提出可資建立違法情事存在之事實資訊，但不得直接

要求事業承認存在違法情事358。

356 Cases T-236/01 etc., Tokai Carbon v. Commission [2004] E.C.R. II-000, judgement of April 29, at 
paras 407-8(2004).
357 See Christopher Kerse, Nicholas Khan, EC antitrust procedure, London : Sweet & Maxwell 5th ed, 
142(2005).
358 See Jones Alison and Sufrin Brenda, EC competition law :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83-108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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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歐盟法個別調查規範之簡評

歐盟執委會係以要求提供資訊為最重要的調查方法，歐盟部長會議於 2002

年 12月 16日通過第 1/2003號規則第 18條第 2項規定，執委會要求事業或事業

團體提供資訊時，應敘明法令依據及調查目的，特別是要求提供的具體資訊為

何、限定回覆期間，以及第 23條所定提供不正確或誤導資訊之罰鍰處罰。罰鍰額

度也由以往偏低之 100至 5,000歐元，提高至最高罰鍰額度可達事業前一商業年

度銷售總額之 1%。此外，執委會除了第 23條之罰鍰規定外，亦可施加第 24條

之定期罰鍰，處以高達平均日營業額 5%之罰鍰，以令事業提供完整及正確之資

訊。是以歐盟法即使無刑事罰則之規定，但有上開高額罰鍰之威嚇作為實效擔保

故此一調查方法仍可令受調查者據實詳盡的提出資料。

另一方面，歐盟法對於當事人之程序保障亦相當重視。在不自證己罪原原

則方面，歐洲法院雖認為只有在受到刑事追訴時始有不自證己罪原則之適用，

但仍接受歐盟法之法律原則應包含避免執委會強迫事業提供可能成為自認違法

行為存在之事證的防禦權，並透過案例累積，將不自認違法原則之適用界線逐

步具體化。是以執委會得要求事業提供「可用以建構違法情事之事實資訊」，包含

就單純之事實問題為回答或命提出業已存在的文件資料，但不得強迫事業承認

違法，例如詢問事業關於可能涉及聯合行為之會議目的及採行之決議內容。又在

閱覽卷宗方面，歐盟法綜合考量提供閱覽之資訊與判斷系爭違法情事之關聯性、

證明力、是否屬於本案不可或缺的證據、敏感程度及系爭違反競爭法行為之嚴重

程度等情事，於個案中較具彈性，可避免行政機關逕行援引列舉條款而拒絕公

開資訊。此外，因陳述意見僅係當事人向行政機關單方面的表述，其重點並不在

於行政機關與當事人間不同意見之溝通與辯駁，仍與言詞聽證之保障程度有所

差距。是以考量競爭法案件之複雜性，歐盟法直接明定當事人除了得陳述意見外

收受執委會異議書之當事人得請求舉行言詞聽證，執委會亦負有舉行言詞聽證

261



之義務，對於當事人之程序保障可謂較為周全。

又值得注意的是，歐盟法為了避免行政機關角色衝突而無法客觀保障當事

人權益之疑義，設有聽證官獨立負責監督當事人於執委會調查程序中之防禦權

保障，聽證官於組織上雖未脫離執委會，致其獨立性並不完整，但在增進當事

人對於行政程序之信賴及強化行政程序公正透明之努力等方面，仍有值得參考

之處。

第四節  歐盟競爭法認定市場力量之具體案例

由於歐盟競爭法之架構並無類似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24條之規定，因此以下

案例係分就濫用支配市場地位、結合行為及聯合行為三方面為介紹。

第一項  濫用支配市場地位案例

一、United Brands香蕉不當差別取價案（Case 27/76）359

（一）事實概要

United Brands公司為從事香蕉生產及銷售之事業，其「Chiquita」品牌之香

蕉於荷蘭鹿特丹及德國不來梅卸貨，再依歐洲各國之付款及銷售條件進行分銷，

因此依顧客所在地之不同，香蕉售價也有所差異。舉例言之，在丹麥當地購買的

「Chiquita」品牌香蕉價格，為愛爾蘭當地顧客的 138%之高。執委會認為United 

Brands公司濫用其於香蕉市場之支配地位，將其旗下相同產地、品種及品質之

「Chiquita」牌香蕉對顧客為不當差別取價，並在各地嚴格監督執行，妨礙商品之

自由流動，違反歐體條約第82條之規定。United Brands公司向歐洲法院起訴主

359 http://curia.europa.eu/juris/showPdf.jsf?
text=&docid=89300&pageIndex=0&doclang=en&mode=lst&dir=&occ=first&part=1&cid=270918
（最後瀏覽日：11/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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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執委會之處分有誤，但歐洲法院維持執委會之處分。

（二）歐洲法院判決

1.市場界定

為了確認United Brands公司在香蕉市場是否具有支配地位，必須分從商品

及地理環境之角度來界定市場範圍。

（1）商品市場

在商品市場部分，首先必須確認的是，由於香蕉對顧客而言，與其他新鮮

水果例如蘋果、橘子、葡萄、桃子、草莓等之間，應具有相當可替換性，因此香蕉

市場是否如United Brands公司所主張的，為新鮮水果市場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相關市場是否僅由香蕉市場所構成，而涵蓋有品牌香蕉及未標籤香

蕉，且香蕉市場內部具有高度同質性並可與其他新鮮水果市場互相區別。

若要將香蕉視為一獨立市場，則香蕉應該能夠因為有某些特別特徵而被挑

出，與其他水果之間係有限的替代性，幾乎不處於競爭狀態而得以互相區別。

香蕉在一年四季都有出產，不受季節影響，因此產出高於需求而可隨時滿

足。由於香蕉具有此種特徵，因此其生產與銷售可適應其他新鮮水果的已知季節

性波動。既然顧客一整年都可以購買到香蕉，那麼應不存在無法避免的季節性替

代。由於香蕉一直處於數量充足供應的情況，因此其可否被其他水果代替的問題

必須藉由確認一整年中，香蕉與其他水果間之競爭程度來判斷。由於僅在西德的

地理市場中，香蕉與桃子及葡萄存在替代性，因此香蕉與所有季節水果間之季

節性替代並不顯著。

考量香蕉的特徵及所有影響顧客選擇之因素後，就另二種整年出產的水果

而言，橘子對香蕉不具替代性，而蘋果僅有小部分的替代性。香蕉具有某些特徵

例如外觀、味道、柔軟、沒有種子、方便處理等等，且其豐富產量可以滿足年輕人、

老年人及病人之需求。依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之研究調查，香蕉價格只會受到桃子及葡萄降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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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僅發生於主要是七月的夏季，香蕉價格受影響的幅度亦不超過 20%。雖然無

法否認在這段期間內，香蕉與上述水果處於競爭狀態，但進口數量以及相關地

理市場之行銷的彈性，可以因應此種有限的競爭狀態，因而當水果供給充足時，

香蕉價格之調整並無太大困難。

基此，對香蕉有穩定的需求之龐大數量顧客，不會因為其他新鮮水果上市

而影響其對香蕉的消費，且即使其他水果突然銷量提升，對香蕉之替代性影響

在時間及程度方面均屬有限360。

（2）地理市場

在地理市場方面，法國、英國及義大利市場有國界之分且各有不同。此影響

所及，United Brands公司之香蕉由於享有關稅優惠，因此與其他在該國銷售的

香蕉，並不是以相等條件進行競爭。執委會此處將上述三國市場排除於地理市場

之範圍，係屬正確。另一方面，德國、丹麥、愛爾蘭及荷蘭形成一高度同質性之區

域，故應可劃歸為同一地理市場。

2.支配地位之認定

為了確認United Brands公司是否具有香蕉市場的支配地位，必須先界定相

關商品及地理市場。本案市場如同執委會之處分所述，為歐盟市場大體部分之香

蕉市場。

歐體條約第82條所稱之支配地位，係指一事業享有經濟力量之地位，可藉

由在相當程度內不顧其競爭者、顧客及最終消費者為行動，而得排除系爭市場中

之效能競爭。

承此，本案中首先須檢視系爭市場之結構以及目前為止之市場競爭狀況 。

United Brands公司之生產、包裝、運送、銷售及展示其商品之資源及方法均應予以

檢視。United Brands公司為一高度垂直整合之事業，此由其從種植到港口裝貨及

360 對此判決有論者認為，評估替代性時，不應著重於已被系爭商品擄獲的顧客，例如本案中對
香蕉有鎖入需求的年輕人、老人及病人，而應著重於是否有足夠數量的邊際顧客未被擄獲，因而
在系爭商品漲價時，廠商將無法獲利。See Alison Jones，Brenda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fth Edition, 307-3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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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各產銷階段均顯現出垂直整合的情況。在生產階段，United Brands公司可透

過私人種植業者提供產量來補充其供給，此外，某些私人種植業者依循United 

Brands公司之建議種植特定種類的香蕉。United Brands公司之種植範圍遍佈廣

泛的地理區域，使其得以妥善因應地區性的自然災害，並配合該公司所面對來

自交易相對人的各種需求。在包裝及配送階段，United Brands公司在其作業工廠

中擁有足以獨自處理商品的人力、作物及材料。United Brands公司運用其自身的

運輸方式，將商品從產地送達到港口，同時該公司也是唯一能夠將其 3分之 2

香蕉產量為自行運送的事業。由於United Brands公司擁有自己的船隻，因此有

能力定期往歐洲進行運送，並確保每週固定 3次航班抵達歐洲。此一穩定性使其

在商業競爭上獲得極大優勢。在科技知識領域，United Brands公司持續改良其生

產能力、種植收益及促使香蕉成熟的新技術，其他競爭事業無法發展研究至

United Brands公司之水準，因而在此方面居於競爭劣勢。

United Brands公司藉由大規模的重複廣告及宣傳活動，使其產品令人印象

深刻，進而促使顧客忽略有品牌及無品牌香蕉的價格差異，而願意購買United 

Brands公司的香蕉。United Brands公司為香蕉的商業宣傳帶來了革命，並將品

牌「Chiquita」塑造成為商店中不可或缺的水果知名品牌。

United Brands公司自從 1974年占有全球市場香蕉出口量之 35%後，便居於

最大之香蕉生產集團，目前占有率至少在接近 45%左右。然而，United Brands公

司之占有率並不當然可認定其具有控制市場的力量。支配地位必須檢視市場中競

爭者的力量及數量後始得確認。United Brands公司之市場占有率高出其最大競爭

者 Castle或 Cooke等公司之數倍，更遑論其他事占率遠遠不及之事業。此一市場

狀況，連同其他上述事項綜合考量，可能得成為United Brands公司具有壓倒性

力量的事證。

一事業若欲居於支配地位，並不需要消除所有競爭機會。從許多大規模的

宣傳活動及折扣戰，可以發現香蕉市場仍有相當的競爭。然而，上述競爭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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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且範圍未包含全部地理市場，因此即使競爭者作出這些努力，仍無法成功

的增加其市場占有率。

進入市場障礙包含生產及管理香蕉種植的高額資本投入，增加供給來源以

避免水果蟲害及龍捲風、水災等天災之影響的需求，引進後勤基礎系統以配銷香

蕉此種易腐敗水果之必要性，新進事業無法立即獲利且需支出建立商業網絡、高

額廣告費用以建立知名度等成本的經濟規模，上述種種財務風險，導致一旦新

進事業失敗將血本無歸。雖然競爭者可運用與United Brands公司相同的生產及

配銷方式，但仍會面臨幾乎無法克服的執行面及財務面障礙。此亦為香蕉市場產

生支配地位事業之原因之一。

一事業之經濟力量並非透過其獲利能力來衡量，邊際利潤下降或甚至一段

時間的虧損並非即表示該事業不具有支配地位，就如同高額利潤可能出現在充

分競爭之市場中一樣。United Brands公司獲利能力之事實究竟會持續下去或隨著

消失，必須由該公司採取之行為全盤考量。經由上述可知，不論United Brands

公司是否虧損，顧客仍會繼續向其購買香蕉，並將其視作最有好感的賣方，此

為支配地位之存在極為重要的特徵。因此審酌United Brands公司所享有之各方

面優勢，該公司在系爭市場居於支配地位應屬可資確認。

（三）本案簡評

本案處分及歐洲法院判決均對系爭市場界定及系爭事業之市場力量多所論

述，且因歐盟範圍廣大，涉及眾多國家，因此地理市場之界定遂成為必須說明

之重點。觀諸其認定所依據之事證，並非單純以市占率作為唯一標準，另有調查

系爭事業之生產、包裝、運送、銷售等上下游垂直整合特性，以及消費者對系爭事

業銷售香蕉之好感度與知名度，作為認定系爭事業居於支配地位之補充理由，

實屬詳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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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Hoffmann-La Roche Co濫用維他命市場支配地位案（Case 

85/76）361

（一）事實概要

執委會認為Hoffmann-La Roche 公司濫用其於維他命A、B2、B3、B6、C、E及

H市場之支配地位。Hoffmann-La Roche 公司不服，遂訴請撤銷執委會處分。

（二）歐洲法院判決

1.市場界定

系爭處分認為Hoffmann-La Roche 公司在其所製造的 8種維他命群中，有

7種具有支配地位。本案兩造當事人均同意，每種維他命群具有不同的促進新陳

代謝功用，因此維他命群之間並無替代性，然而另一方面來看，本案維他命群

具有食用、動物飼料及醫療藥品等方面的共通可能用途，而與其他商品不處於競

爭狀態。

執委會認為每一維他命群分別構成獨立的市場。Hoffmann-La Roche 公司雖

接受此一觀點，但主張維他命 C群及 E群與其他商品共同構成另一範圍更廣的

市場。維他命C群及 E群除了食用、動物飼料及醫療藥品等用途外，亦具有作為

抗氧化劑、發酵劑及添加物等功能。

如果某一商品可用於不同用途，且若該等用途符合經濟需要，則可能有理

由將此一商品依據特徵構造及競爭情形之觀點，而劃歸於不同市場。然而，上述

理由並無法正當化此一具有多種用途的商品，可與所有其他用途僅部分重疊而

互相競爭的商品，構成一獨立市場之結論。相關市場之概念，係指構成該市場之

商品可以互相進行效能競爭，並預設該等商品之間就某特定用途具有充分程度

的替代性。本案中，其他商品或許可以取代某些維他命群的其中一種技術上用途

361http://curia.europa.eu/juris/showPdf.jsf?
text=&docid=89251&pageIndex=0&doclang=EN&mode=lst&dir=&occ=first&part=1&cid=392636
（最後瀏覽日：11/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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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維他命群的使用範圍相當廣泛，因此維他命 C群及 E群與其他所有商品之間，

並無此種替代性存在。

另一方面。可能會有疑問的是，為了劃定維他命 C群及 E群之市場，是否

需要將這兩種維他命群包含至同一市場，亦或是將其劃分為不同市場，其一為

生物營養用途維他命之市場，另一為科技用途維他命之市場。然而，為了正確計

算Hoffmann-La Roche 公司及其競爭者之市場占有率，上述疑問實毋須深究，

因為正如執委會所指出的，如果有必要畫出此一區分界線，則Hoffmann-La 

Roche 公司及其競爭者均須以同樣標準劃分其商品，結果將是市場占有率維持

不變。再者，Hoffmann-La Roche 公司在回答法院之詢問時，表示同一種的維他

命群不論其商品最終用途為何，均適用相同的定價機制，因此將維他命群再細

分為不同市場實有困難，此亦顯示執委會劃定市場應無違誤。

2.支配地位

支配地位並非全然排除競爭，與獨占或準獨占之情形不同。然而，支配地

位仍可使該事業因此獲利，即使無法決定市場競爭情況將如何發展，但仍有相

當大的影響力。除非有例外情形，否則相當高的市場占有率本身應為支配地位的

證據。一事業具有高市占率並持續一段時間，藉由其他較低市占率事業所無法立

即企及的生產數量及供給規模，使該事業成為需求方所不可或缺的交易伙伴，

進而產生支配地位事業之行動自由特徵。市場占有率之維持，可能是起因於效能

競爭，且其本身並非支配地位的指標。然而，當支配地位業經證明後，市場占有

率之維持應可用來支持維持支配地位的推論。

本案Hoffmann-La Roche 公司生產維他命範圍，遠較其競爭者為廣泛，且

其交易額高於所有其他競爭者之總和，均有助於證明支配地位之存在。此外，領

導事業與第二大事業之市場占有率的差異、領導事業在技術上的優越程度、高度

發展的銷售網路、進入障礙及缺乏潛在競爭者等因素，均為支配地位存在之指標

特定市場中競爭情況活躍並不能排除支配地位事業存在的可能性。本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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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價格變動對於Hoffmann-La Roche 公司而言，目前仍不會產生危及其地位

的競爭壓力。

（三）本案簡評

本案處分及歐洲法院判決認為高市占率並非支配地位的指標，仍應探求系

爭事業為何可獲得或維持高市占率之原因，例如技術優越度、生產銷售方式、市

場進入障礙等，以確認高市占率事業之行為是否有競爭法介入之需要，值得參

考。

三、Michelin輪胎荷蘭子公司濫用支配地位案（Case 322/81）362

（一）事實概要

Michelin NV為Michelin（米其林）集團之荷蘭子公司，負責米其林輪胎在

荷蘭之生產及銷售業務。執委會發現Michelin NV公司在卡車、公車及類似大型

車輛之新備用輪胎市場中濫用其支配地位，從事針對特定對象之折扣計畫而妨

礙競爭。Michelin NV公司不服執委會之處分，向歐洲法院訴請撤銷處分。

（二）歐洲法院判決

1.市場界定

Michelin NV公司主張執委會於系爭處分中所界定之市場範圍一方面過於

寬鬆，從消費者之觀點而言，不同種類及尺寸之大型車輛使用的輪胎並不具相

互替代性；另一方面，本案市場界定又過於狹窄，因為一般汽車及箱型小貨車

之輪胎在市場中居於類似地位，卻被排除於系爭市場範圍之外。

執委會則認為在技術上具有同質性的商品，不可能依據尺寸、大小或特定

種類而區分為不同市場，且不同種類及尺寸輪胎間之供給彈性必須納入考量。另

一方面，由於需求結構之差異，大型車輛之買方為有經驗的交易對象，因此替

362http://curia.europa.eu/juris/showPdf.jsf?  
text=&docid=91710&pageIndex=0&doclang=EN&mode=lst&dir=&occ=first&part=1&cid=403026
（最後瀏覽日：11/1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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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之標準及需求彈性可依輪胎市場中大型車輛及一般車輛之用途予以區分。

法院以往均認為，為了調查一事業在系爭市場中可能具有的支配地位，必

須藉由組成市場之全體商品來判斷競爭可能性，而所謂的商品係從其特徵來看，

能夠滿足穩定的需求，且與其他商品僅有有限程度之替代性。然而，在界定相關

市場時，應留意評估系爭事業是否能夠持續行動而相當程度上毋須顧及其競爭

者、顧客及消費者，進而產生妨礙效能競爭之結果。基此，僅從客觀上的特徵來

檢視相關商品，並不足夠，市場中的競爭狀況及供需結構應一併予以考量。正因

此緣故，執委會及Michelin NV公司均同意全新訂作之輪胎不應納入本案市場

占有率的評估範圍，因為此類輪胎之特殊需求結構，係由汽車製造商直接訂購，

其競爭受到與本案完全不同的因素及規則所影響。

在本案之備用輪胎方面，從使用者之觀點而言，一般汽車及箱型小貨車之

輪胎與本案備用輪胎不具有替代性，相反的，大型車輛輪胎與本案備用輪胎則

具有替代性。因此，一般汽車及箱型小貨車之輪胎對於大型車輛輪胎所處市場的

競爭不會產生任何影響。

進一步來說，每一種相似輪胎商品集團的需求結構均有不同。大部分的大

型車輛輪胎買方為商業用途使用者，尤其是拖曳搬運公司。對這些買方來說，購

買備用輪胎係經常性的可觀支出，且希望其輪胎賣方能持續提供建議及長期客

制化的服務。另一方面，一般汽車及箱型小貨車輪胎之買方並不經常購買輪胎，

即使這些買方為公司行號，亦不會要求提供建議或長期客製化的服務。由此觀之

大型車輛輪胎之銷售需要特殊的配銷網絡，而與一般汽車及箱型小貨車輪胎之

情形有所不同。此外，由於生產技術、原料及製造工具等明顯差異，大型車輛及

一般汽車之輪胎並無供給彈性。將一般汽車輪胎之生產工廠轉換為大型車輛輪胎

之生產工廠，需要時間及相當的投資，反之亦然。

法院贊同執委會對本案市場結構的檢驗，以及針對Michelin NV公司從事

系爭濫用行為之對象的需求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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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市場方面，Michelin NV公司之系爭行為係針對輪胎交易相對人的

折扣措施。此種商業策略在米其林集團之各家子公司均普遍採用，並分別針對所

處市場之不同而予以調整。再者，實際上荷蘭之輪胎交易方僅會向位於荷蘭的供

應商購買輪胎，Michelin NV公司面對的競爭是存在於荷蘭市場，且該範圍內各

輪胎業者之競爭條件相似，因此法院認為執委會以荷蘭為地理市場之判斷應屬

正確。

2.支配地位

Michelin NV公司在卡車、公車及類似大型車輛之新備用輪胎市場中的占有

率為 57%至 65%之間，同時其主要競爭者之占有率於 1975 年至 1980 年間僅介於

4%至 8%間。此一市場占有率之情況，形成Michelin Nv公司對於其競爭者具有

優勢力量之可信指標。

為了評估Michelin Nv公司及其競爭者在荷蘭市場之個別經濟力量，這些

輪胎公司源自於其所屬之歐洲跨國或全球集團所可能帶來的優勢，亦應納入考

量。執委會於處分中提到，米其林集團在投資、研究及產品之特殊廣度等方面，

均優於其競爭者。事實上，某些特殊類型之輪胎係僅有米其林集團為唯一之供應

商。

上述情形證實了荷蘭市場中，龐大的大型車輛輪胎使用者對米其林輪胎具

有強烈偏好。由於購買輪胎對於運輸業者代表著重要投資，且需花費時間確認購

買某一品牌或類型的輪胎是否符合成本效率，是以Michelin Nv公司的知名度居

於十分有利的競爭地位，也因此荷蘭之輪胎銷售業者不可能不販賣米其林輪胎。

Michelin NV公司龐大網絡的商業經營模式，使其得直接深入使用者心中，

而為其競爭者所無法仿效。再者，此一網絡帶來的高規格服務亦使Michelin Nv

公司得以維持及強化其優勢地位，並可保護其能夠有效率的面對競爭。

本案支配地位之存在，並無法藉由暫時之未獲利或虧損來予以反駁。同樣

的，Michelin Nv公司所定之價格不構成濫用及未特別昂貴的事實，亦與支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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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存在並非無法相容。支配地位之認定僅單純表示，系爭事業負有不損傷市場

中真正競爭的特殊責任。

（三）本案簡評

原處分將系爭商品市場定位為大型車輛輪胎市場，與一般汽車及箱型小貨

車之輪胎予以區隔，係由買方之角度出發，論述大型車輛輪胎之商品特性，此

外更進一步考量市場中之競爭狀況及供需結構，可見其理由之完整。

再者，於支配地位之認定方面，原處分亦非僅單純以系爭事業之高市占率

為滿足，仍會調查比對主要競爭者之市占率，以及系爭事業能夠獲取高市占率

之原因，藉以確認事業是否確實具有支配地位，值得參考。

四、British Airways公司濫用買方市場力量案（Case T-219/99）363

（一）事實概要

British Airways為一航空公司，其策劃了一項目標激勵措施予旅行業者。此

措施值得注意之處為：只要符合銷售成長的預定目標，有關該旅行業者出售之

所有機票便可溯及的獲得佣金之給付，而不僅限於達成目標後出售的機票。執委

會認為 British Airways公司此一行為已構成市場支配地位之濫用。為了建立

British Airways公司之市場支配地位，執委會將相關市場界定為英國境內，航空

公司向旅行業者爭取以行銷或分配其機票為目的之服務市場。British Airways公

司質疑執委會之分析，並爭執縱令此一市場存在，該由旅行業者向航空公司提

供服務所形成之市場，在本案中亦無法構成相關商品市場。

（二）歐洲法院判決364

1. 商品市場之界定

363http://curia.europa.eu/juris/showPdf.jsf?
text=&docid=48807&pageIndex=0&doclang=EN&mode=lst&dir=&occ=first&part=1&cid=743383
（最後瀏覽日：11/15/2014）。
364 British Airways 公司之起訴經歐洲初審法院駁回後，曾提起上訴至歐洲法院，但仍遭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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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調查系爭事業於特定商品市場之可能支配地位，必須依構成市場之商

品或服務的整體性脈絡來衡量競爭可能性，而該等商品或服務依其特徵，應符

合能夠滿足固定需求之條件，且與其他商品或服務僅具有有限的可替代性。進一

步來說，既然相關市場之判斷有助於評估系爭事業是否居於在相當程度上得不

顧其競爭者而行動之地位，進而排除效能競爭，則本案中系爭服務之提供者，

不能僅限於該服務之客觀上相關特徵，而應一併考量競爭情況及市場上供給需

求之結構。

從 British Airways公司之主張中，可清楚得知其本身亦認知到旅行業者服

務之獨立市場的存在，因為其陳述提及「旅行業者們處在一充滿競爭之市場中，

互相競爭以提供最好的服務予其顧客」。基此，即使旅行業者之行動係代表航空

公司，預設所有風險及利益均連結至運送服務本身，且直接與旅客締結運送契

約，但旅行業者仍然未成為提供獨立商業服務的獨立媒介。

如同執委會在系爭處分中所述，旅行業者之具體商業型態一方面包括提供

潛在旅客建議、保留及簽發機票、收受運送價金並匯款予航空公司等，另一方面

旅行業者亦提供航空公司廣告及商業促銷之服務。循此，British Airways公司自

己也表示，旅行業者至少在短期內仍會且願意繼續成為航空公司之重要銷售管

道，以利航空公司有效率的銷售航班座位，而且航空公司與旅行業者之間存在

互相的依賴性，航空公司並非居於有效率的行銷航空運輸服務之地位。British 

Airways公司亦承認，旅行業者提供比任何航空公司更為廣泛的航線、起飛及抵

達時間之選擇。旅行業者過濾各式各樣的航班資訊，以利旅客面對航空公司即時

反映調價所激增出現的不同航空運費結構。

法院因此認為旅行業者之服務代表一種特殊的經濟活動，而目前航空公司

尚無法取代旅行業者而採取其他有效方式以流通機票，因此該服務之市場可自

航空運輸市場中區別出來。

歐體條約第82條之規定，同時適用於具有支配地位之事業對其供應者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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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或是事業對其顧客處於相似支配地位之情形，而本案應屬前者。British 

Airways公司未能有效說明，為了界定系爭商品市場，從評估對其允許旅行業者

於英國市場進行經濟利益競爭之效果的觀點而言，為何有必要確認某航線之航

空運輸服務之單一供應者是否能夠有利的提高其價格。前述提高價格之特徵，或

許與每一航線有關，但無法將本案對於 British Airways公司經濟力量之評估方向

由旅行經銷服務的購買者改變為航空運輸服務之提供者，不論是前往或從英國

出發之航線，包括有關居於相同旅行經銷服務之購買者地位的其他所有航班，

或是設立於英國之旅行業者皆然。基此，法院認為執委會在界定相關商品市場的

評估方面，並無違誤存在。

2. 地理市場之界定

有關地理市場方面之考量，以往案例顯示係界定為所有交易者從事相似或

足夠同質性之競爭的領域，與商品市場之考量亦有類似之處。在絕大多數情況中

旅客將航班機票保留在其居住國家。甚且，「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簡稱IATA）制訂了機票折扣卷之使用規則，以避免

於英國境外出售之機票被使用於從英國機場出發的航班。

既然機票之流通發生於國家層次，因此航線通常係以國家為分類來購買該

機票之銷售服務，此由 British Airways公司與英國旅行業者簽訂之協議亦可為證。

British Airways公司雖主張其與數家旅行業者合作簽訂跨國協議，但仍不足以證

明航線之跨國交易目前已在國際中開始呈現增加之趨勢。就如同執委會處分書中

所提及，British Airways公司指稱的該等跨國協議對象僅有三家旅行業者，且契

約期間僅限於 1992 年及 1993年之冬季，甚且契約內容只是成為各該國家之地方

性協議的附加條款而已。綜上，法院認為執委會在界定地理市場的評估方面，並

無違誤存在。

（三）本案簡評

本案特殊之處，在於並非將商品市場界定為航空公司出售之機票，而係反

274



向的界定為航空公司向旅行業者爭取機票經銷服務之市場，以利與航空公司直

接出售機票予旅客之情形進行區隔。然而，買方市場之界定相較於賣方市場，究

屬較為陌生之領域，是以主管機關之處分理由應有充分說明，但有無與旅行業

者提供類似服務之事業，例如機票銷售網站等，可提供與旅行業者具有替代性

之服務，並無多所著墨，且本案處分在界定市場後，對於如何認定買方市場力

量，亦無深入論述，實屬令人遺憾之處。

第二項  結合行為案例

一、Tetra Lavel BV食品紙盒包裝公司結合案（Case T-5/02）365

（一）事實概要

Tetra Lavel SA公司公開出價購買 Sidel SA公司之股份，Tetra Lavel SA公

司為 Tetra Pak公司集團之一部分，該集團為全球液體食品紙盒包裝市場之領導

者。另一方面，Sidel SA公司從事包裝設備系統之製造，且該公司為全球最大的

生產及供應製造保特瓶之吹拉製模機器（Stretch blow moulding machine）之事

業。

執委會認為系爭結合將會增強 Tetra公司在無菌紙盒包裝機器及紙盒市場

之支配地位，並在保特瓶包裝設備市場形成另一支配地位。因此，除了判斷水平

及垂直影響外，執委會認為結合後之事業體會將其在紙盒市場之支配地位延伸

進入保特瓶包裝設備市場。執委會判斷市場結構在槓桿效應上特別具有傳導性之

理由為：

1. 顧客經常會要求以紙盒或保特瓶來包裝需審慎處理的液體。

2. Tetra公司在無菌紙盒包裝市場中具有一特別堅強的支配地位，超過

365http://curia.europa.eu/juris/showPdf.jsf?
text=&docid=47829&pageIndex=0&doclang=EN&mode=lst&dir=&occ=first&part=1&cid=929610
（最後瀏覽日：11/1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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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至 90%之市場占有率以及穩定之顧客基礎。

3. Tetra公司與 Sidel公司之結合，將會享有保特瓶包裝市場之領導地位，

特別是保特瓶吹拉製模機器市場之占有率達到 60%至 70%。

4. 系爭事業有能力依據市場結構，針對個別顧客或客群為差別定價。

5. 系爭事業具有強烈的經濟上動機採取槓桿行為。由於紙盒與保特瓶在技

術上可互相替代，因此當一顧客轉換至保特瓶時，便成為紙盒方面失去的顧

客，此造成一額外動機想要獲取保特瓶方面的顧客來彌補該失去顧客的損失。

是以藉由延伸其紙盒市場之力量，系爭事業不只將增強其在保特瓶市場之占

有率，更可防衛或補償其在紙盒市場可能的損失。

6. 系爭事業在紙盒及保特瓶市場之競爭者規模較小，紙盒及保特瓶吹拉

製模機器市場中最大的競爭者之占有率均不超過 10%至 20%。

執委會認為此一槓桿力量會將競爭者排除於吹拉製模機器市場，並將 Sidel

公司於該市場之領導地位轉變為支配地位。

（二）歐洲法院判決

在爭訟過程中，歐洲初審法院撤銷執委會之裁定，認為系爭事業主張欠缺

水平、垂直及集團性的限制競爭效果為可採，而執委會未能證明可預見的集團性

影響，故無法歸結出系爭結合會造成法律所不許之顯著的限制競爭集團性效果。

本案之重要性在於歐洲初審法院認為歐盟結合規則（European Community 

Merger Regulation, ECMR）得適用於具有水平、垂直或集團效果之結合行為，並

將具有結構上集團效果（直接起因於創造經濟體）之結合與行為上集團效果

（僅起因於新經濟體從事特定商業行為）之結合予以區別。本案即屬具有行為上

集團效果之結合類型，因此有必要判斷系爭結合是否會藉由使新經濟體於可見

的將來，利用其一當事人已具有之市場支配力量，進而可能延伸至在另一當事

人已居於領導地位之市場中獲得支配市場地位，而產生有礙競爭之效果。對於涉

及集團效果之預測性分析的案例，歐洲初審法院認為執委會必須證明在可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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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市場競爭將會顯著的受到侵害。循此推論，結合當事人必須同時具有產生

槓桿效果之能力與動機，且槓桿力量之結果必須是顯著可信以及可能不久之後

即將發生。

本案判決強調執委會應依據充足且使人信服的證據，來分析槓桿力量之可

能性及其結果。執委會在裁定之事實敘述中已強調，一旦系爭結合成真，Tetra

公司將會濫用其紙盒市場之支配地位，從而違反第82條以獲取鄰近之保特瓶市

場的優勢。歐洲初審法院則認為無法直接假設支配市場之事業會必然的從事濫用

市場力量之行為，其行為亦不當然受競爭法所限制。相反的，當執委會在評估結

合的可能影響過程中，試圖以可預見之行為作為基礎，認為該行為可能構成既

存支配地位之濫用時，執委會應評估縱使有濫用行為之禁止規定存在，系爭經

濟體是否仍會從事濫用行為，抑或可能被查獲處罰的風險會使其選擇遵守規定。

雖然考量從事違法行為之動機係屬正確，但執委會仍應考量該動機可能被降低

或消除的程度，例如行為之違法性、遭查獲之可能性、主管機關之執法積極度、賠

償與罰款之金額等。若能就參與結合之支配地位事業，進一步顯示其將來的意圖

則對將來市場狀況的分析會更為明顯可信，而本案執委會在事實方面並未建立

至此一程度。

（三）本案簡評

歐洲初審法院認為執委會必須證明在可見的將來，市場競爭將會因系爭結

合行為而受到顯著侵害，此無異課予執委會應負擔極為嚴格之舉證責任，蓋將

來之市場競爭狀況無可避免需透過預估方式為說明，則執委會究竟必須提出何

等程度之證據，始符合本案歐洲初審法院之舉證要求，恐非易事。

觀諸本案執委會於處分理由中，實已調查相關市場結構與競爭者規模，說

明系爭結合行為對無菌紙盒包裝機器與紙盒市場，以及對保特瓶包裝設備市場

之影響，若欲依歐洲初審法院所命須進一步評估系爭事業於結合後是否會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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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如前述美國法之「Whole Foods Market與Wild Oats Markets高級超市結合

案」366中，聯邦交易委員會獲得被處分事業之內部文件，顯示其從事結合行為之

目的，應屬可供考量之作法。

二、Airtours plc旅遊業者水平結合案（Case T-342/99）367

（一）事實概要

Airtours plc為一家英國旅遊業者，同時也對其競爭者 First Choice plc提供

假日套裝行程。執委會否准Airtours plc 接收First Choice plc，因為執委會認為此

一商業行動將會引起英國之短程外國假日套裝行程市場的集中支配地位，最終

導致旅遊市場之競爭均遭受嚴重損害。Airtours plc 向歐洲初審法院起訴主張執委

會在認定集中支配地位方面有所違誤，以往該市場一向處於良性寡占之狀態，

而且執委會未能證明此一結合將會減少現存之其他三家事業的競爭動機。此外，

由於系爭市場中缺乏報復措施以及進入、擴張之門檻均低，因此共謀的意圖將會

受到壓抑。

（二）歐洲法院判決

為了適用 4064/89號規則368，執委會檢驗了一可能形成的集中支配地位，

以確定市場集中化是否會具有直接且立即的影響，造成在相關市場中重要且持

續損害競爭之地位的形成或強化。如果競爭並未因此而有實質改變，則此一結合

應受准許。

從以往判決可以清楚得知，在面對宣稱為集中支配地位之案例時，執委會

366 參本文前述第 132-136 頁。
367 http://curia.europa.eu/juris/showPdf.jsf?
text=&docid=47383&pageIndex=0&doclang=EN&mode=lst&dir=&occ=first&part=1&cid=8942（最
後瀏覽日：11/16/2014）。
368 4064/89 號規則全名為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of 21 December 19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作為執委會事先審查事業結合有無危害競爭之依
據。See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1989R4064R(05)&rid=3
（最後瀏覽日：11/1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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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義務使用相關市場之預期分析，來評估所指稱的該集中化是否會導致相關市

場中之效能競爭被嚴重侵害，以及從事結合之事業由於彼此之間具有連結，是

否可一同在市場中採取相當程度行動，而無須顧及其他競爭者、顧客與消費者。

歐洲初審法院認為，不論在法律或經濟層面，均無理由將當事人間互相依

賴之關係排除於經濟上聯繫之概念，尤其是這些當事人構成一緊密的寡占體，

且其所處之市場呈現集中、透明與產品同質性高的特徵時，該等當事人有機會參

與其他事業之行為，且因此有強烈動機進行密切合作例如減少生產提高價格以

獲取利潤之極大化。在此情況下，每一事業均認知到欲增加自身市場占有率的獨

立高度競爭行為（例如價格折扣），將會導致其他事業之跟進，最終造成大家

均無法獲利的結果369。

一個嚴重侵害效能競爭的集中支配地位可能會造成市場集中化的結果，當

該市場之實際特徵及其交易結構改變時，支配寡占體的每一成員在瞭解到共通

利益之後，基於經濟理性及利益考量，將會同時嘗試採取持續高於競爭價格之

銷售策略，而無須進入歐體條約第81條所禁止之以協議或訴諸一致性行為等方

式的範圍，而且在沒有實際或潛在競爭者存在之情形下，僅有顧客或消費者實

無從予以制衡。

如同原告所爭執且執委會接受其主張之內容，認定集中支配之存在必須符

合下列三項要件：

第一、支配寡占體之每一成員有能力瞭解其他成員如何行動，以監視其是

否採取同樣的策略。各成員僅知悉互相依賴市場行為是有利於寡占體全體，並不

足夠，而必須同時有某種方式可以得知其他成員正在採取相同策略且會持續下

去。因此，足夠的市場透明度對寡占體成員而言相當重要。

第二、默示合作的情形必須能持續經過長久時間，亦即具有不從相通策略

369 See Alison Jones，Brenda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fth Edition, 120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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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脫離的動機。如同執委會所觀察，只有在支配寡占體之所有成員均維持平行行

為時始可全體獲益。然而，事業為了自利而欲從相通策略中脫離，亦不令人意外

因此在這種情況中，當事人須瞭解到為了讓集中支配變為可行，必須有適當的

嚇阻措施來確保不脫離相通策略的長期誘因，亦即寡占支配體之每一成員必須

明白單獨從事高度競爭行為以欲增加自身之市場占有率，將會導致其他成員起

而效尤，最終大家都無法獲利。

第三、為了證明集中支配地位之存在符合法律規定之標準，執委會必須建

立現存與未來競爭者以及顧客之預期反應，不會危急該相通策略的預想結果。

執委會從其瀏覽涉及集中支配之集中化觀點而言，所必須進行的可能性預

測需要仔細的檢驗，尤其是每一個案都與評估集中化對於相關市場競爭之影響

有關。當執委會認為某一結合必須予以禁止，理由為該結合將會創造集中支配之

情形時，執委會有義務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據。這些證據必須是在評估過程中扮演

重要角色的相關因素，例如從事所宣稱之支配寡占的成員事業間缺乏效能競爭，

以及彼此之間難以產生任何競爭壓力。

本案中，執委會對於市場特徵的評估並不完整亦不正確。不論是競爭程度、

成長可能性、承載上限、市場透明度以及可靠報復機制之存在等方面，其結論均

難謂正確。綜上，執委會之處分受到一連串根本性的審酌錯誤所影響，而無法正

確判斷集中支配地位是否可能形成，因此執委會禁止此一商業行為，並未達到

法律規定的證明標準。

由此可知，歐洲法院認為，執委會為了確認結合行為是否會造成集中支配

地位，必須考量結合前之市場競爭狀況。基此，對於執委會僅在結合會導致現存

集中支配地位的增強時才評估市場競爭現況的作法，歐洲法院不表認同370。

（三）本案簡評

370 Ariel Ezrachi, EC competition law : an analytical guide to the leading cases, Oxford ; Portland, 196-
19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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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案判決可知，歐洲法院對於執委會禁止事業結合，係採取嚴格之態度，

要求執委會有義務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據。是以僅憑系爭事業結合後之高市占率，

並不足以說服歐洲法院，尚須比較結合前與結合後的市場狀況，包含競爭者及

客戶之反應，且市場透明度、事業間監控機制、進入門檻等，均為執委會應考量

之因素，值得參考。

三、IMPALA異議唱片公司結合案（Case T-464/04）371

（一）事實概要

新力（SONY）公司為全球第二大唱片公司，BMG公司則排名第五，執委

會於另案之裁定（Case Comp/M3333）中，認為該二公司間之商業交易會將唱

片產業市場中之事業家數從 5 家減少為 4家，然而，不論其交易是否會強化唱

片業市場中已存在的集中支配地位，執委會認為並無足夠證據顯示存在或將會

出現集中支配地位。該裁定之第三人，獨立音樂出版者及商標協會（Independent 

Music Publishers and Labels Association, IMPALA）質疑執委會之結論並訴請法

院撤銷執委會之上開裁定。

（二）歐洲法院判決

歐洲初審法院分為兩部分審查執委會之分析：

1. 已存在之集中支配

如同許多歐洲法院判決已提及的，法院關注的脈絡是集中化造成集中支配

地位的風險評估，而非在確認集中支配地位存在與否。

集中支配地位存在之認定，必須有一連串的事實建立要件，不論是現在或

過去，足以顯示某些事業共同行動所獲得的力量導致市場競爭受到嚴重侵害，

而可不顧其競爭者、顧客或消費者。

371 http://curia.europa.eu/juris/showPdf.jsf?
text=&docid=56489&pageIndex=0&doclang=EN&mode=lst&dir=&occ=first&part=1&cid=59893
（最後瀏覽日：11/1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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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此，於評估集中支配地位之存在時，雖然歐洲初審法院於「Airtours plc

旅遊業者水平結合案」372中，依據集中支配地位概念的理論分析而提出三項判斷

要件確實有其必要性，然而在適當的情況中，可能得直接藉由某些有關集中支

配地位固有之徵兆、現象的指標證據來證明其存在。因此，尤其是長期以來緊密

跟隨的價格走勢，特別是高於競爭水平的定價，若與其他集中支配地位之典型

因素同時出現，則在無其他合理解釋時，應足以證明集中支配地位之存在，即

使欠缺市場高度透明的直接證據而以假設推論取代之，亦無不許之理。

本案中，即使產品並不相同（每一張唱片之內容均不相同），但 6年來均

相近之價格，以及縱使需求顯著下降仍穩定維持在高水平之價格之事實，與諸

如寡占情形中之事業力量、市場占有率之穩定度等其他因素合併觀察，在沒有其

他解釋之下，或許可構成一項指標，代表相近價格並非正常效能競爭之結果，

以及市場足夠透明以致默示價格協調得以出現。

然而，如同原告所稱執委會對於認定集中支配地位之各種情況的錯誤適用，

違反「Airtours plc旅遊業者水平結合案」之標準，以及特別是有關市場透明度方

面，而非理論上認定長期持續之共通策略，連同一連串其他集中支配地位之特

徵因素，在某些情況或是缺乏其他合理解釋時，可能會足以證明支配地位的存

在。相對於形成集中支配地位之情形，無須積極建立市場透明度，此時法院之審

查範圍會自我拘束於當事人有提出主張之處，來確認執委會裁定是否正確符合

「Airtours plc旅遊業者水平結合案」所揭示的要件。

執委會有關市場透明度之認定受到明顯評估錯誤所污染，並未檢驗所有相

關數據資料，以致市場欠缺足夠透明度來允許集中支配地位的結論無法獲得支

持。

至於報復機制的評估方面，若集中支配地位得以實行，必須有適當的嚇阻

來確保不從共通策略脫離的長期動機。原則上，僅有有效嚇阻機制之存在即為已

372 請參前述歐盟結合行為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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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因為若寡占體的成員遵守共通策略，便沒有需要動用制裁。進一步來說，就

如同原告所述，不會真的被實行的嚇阻就是最有效的嚇阻。由於此部分係判斷集

中支配地位之存在，而非其形成，因此在判斷報復機制時，可能應考量其或許

並非僅由報復方式所構成，而須檢視是否有任何違反對共同行為之情況並未受

到報復。

認定未採取報復手段之事實必須滿足二項要件，其一為從共同行動偏離的

形式上證據，若無此項證據則無須考量採取報復手段，其二為欠缺報復手段的

實質上證據。然而，本案裁定並未將上述任一方向納入必須考量之證據範圍。

執委會認定唱片音樂市場之透明度並不足以允許集中支配地位存在，係受

到明顯評估錯誤之影響，且執委會在報復機制方面之分析亦屬於法不符，因此

裁定予以撤銷。

2. 集中支配地位之形成

歐洲法院依前述理由雖已撤銷系爭裁定，但基於完整性之考量，仍有必要

就此部分進行審酌。

當執委會檢視集中支配地位所帶來的危險時，必須評估、使用相關市場之

預測性分析，以確認系爭事業從事的集中化，或是多家事業之間的關連令其得

共同採取共通策略及行動而不顧其競爭者、顧客及消費者之意思，是否會導致該

市場之效能競爭受到嚴重損害。

執委會對於本案商業行為之評價過於簡略，且其市場觀察過於表面及形式

化，此一程度的分析無法滿足執委會執行預測及細緻化判斷的義務。執委會對於

市場透明度的分析，未評估如何監控唱片專輯減少的數量以及折扣透明度之增

加，將會助長集中支配地位之發展。執委會亦錯誤評估報復手段，其並未專注在

確認有效嚇阻機制之存在，反而尋找以往曾使用之報復手段的證據。此一方法係

由於本案對「Airtours plc旅遊業者水平結合案」所設定之標準的錯誤解釋所造成

誤認僅須植基於預測性的分析即可作成判斷，而忽略了市場現況及實際衝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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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當集中支配地位之形成的風險評估，在定義上即非基於先前共通策略之存

在時，援用有關以往未出現報復手段之標準便顯得毫不相關。

（三）本案簡評

本案為歐洲初審法院首次全部撤銷執委會有關集中化證明之裁定。在形成

集中支配地位方面，歐洲法院重述「Airtours plc旅遊業者水平結合案」中之原則

其批評執委會之預測性分析為過於簡略、表面化及形式化，顯示了歐洲法院對於

分析深度以及證據採用所要求之標準。在建立集中支配地位存在方面，本案判決

則採取了一項嶄新的模式，藉由採用間接分析之方式，降低了建立一已存在之

集中支配地位的門檻。因此，「Airtours plc旅遊業者水平結合案」有關認定集中支

配地位之標準在本案中受到放寬，得間接的基於有關集中支配地位存在時所固

有之現象的一連串綜合事證予以證明。

在對 SONY/BMG之調查過程中，執委會於作成本案裁定前，曾簽發異議

書認為其商業行為將會形成或增強集中支配地位。歐洲初審法院批評執委會無法

解釋為何其異議書和嗣後裁定會出現相反的認定。由此觀之，歐洲法院在本案似

乎試圖使異議書扮演一全新的角色，其認為執委會最終裁定之認定必須與異議

書之事實認定相互一致。因此，即令異議書中所載之事實僅屬初步及預備性質，

仍可能對執委會在最終裁定欲為不同認定時產生拘束效果。

本案另一值得注意之處為，提起訴訟之原告並非參與結合之事業，而係准

許結合裁定之第三人獨立音樂出版者及商標協會，該協會在執委會決定是否准

許系爭結合前，曾於執委會寄發之問卷表達系爭結合將妨礙市場競爭之意見，

嗣後不服執委會裁定而起訴，法院亦無因該協會非屬參與結合之事業而質疑其

訴訟利益，是以由本案可知，歐盟法應屬肯認利害關係人對於執委會裁定提起

訴訟之權能。

284



第三項  聯合行為案例

歐盟對於聯合行為係以歐體條約第81條373為規範依據。概言之，該條規定

計有三項：第 1項厥屬聯合行為之禁止規定，乃係就聯合行為規定其違法構成

要件；第 2項則屬聯合行為之效果規定，即規定違法聯合行為之任何契約或決

373 歐體條約第 81 條規定：「
1.事業間協議、事業團體決議與一致性行為，係足以影響歐體會員國間交易，且以妨礙、限制或
扭曲歐體共同市場競爭為效果或目的者，與共同市場不相容，應予禁止。包括下述行為：
（a）直接或間接決定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
（b）限制或控制生產、市場、技術發展或投資；
（c）分配市場或資源供給；
（d）對交易相對人為差別待遇，致其受到競爭上不利益；
（e）以交易相對人接受附帶義務作為締約條件，而該附帶義務之性質與商業用途均與該契約毫
無關聯。
2.本條規定所禁止之協議或決議，應自動無效。
3.但有下列情形時，第 1 項規定得被宣告不適用：
－事業間協議或某種協議類型，
－事業團體決議或某種決議類型，
－一致性行為或某種一致性行為類型，
有助於改善商品之生產或分配、促進技術或經濟進步，並確保消費者能享受其利益，而無（a）
對相關事業課以非必要之限制；或（b）使相關事業就系爭商品之重要部分排除競爭等情形者。」
此處之中譯文係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之中譯外國競爭法規：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069&docid=11201（最後瀏覽日：
12/28/2014），原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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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1 may, however, be declared inapplicable in the case of:
- any agreement or category of agreements between undertakings,
- any decision or category of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 any concerted practice or category of concerted practices,
which contributes to improving the 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goods or to promoting technical or 
economic progress, while allowing consumers a fair share of the resulting benefit, and which does not:
(a) impose on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restrictions which are not indispensable to the attainment of 
these objectives;
(b) afford such undertakings the possibility of eliminating competition in respect of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products in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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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應屬自動無效；至於第3項，乃屬聯合行為之除外規定，即係就符合一定要

件之聯合行為，得宣告予以例外許可。復就聯合行為態樣言之，其於學理上本有

所謂水平聯合行為與垂直聯合行為之分；惟不論何者，均屬歐體條約第81條規

範之範疇，因此不問聯合行為係發生於水平性競爭者間，抑或垂直性供需者間，

其均有歐體條約第81條規定之適用374。

歐體條約第81條第 1項前段規定：有影響會員國間的交易之虞，並以阻礙、

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場內的競爭為目的，或有此效果之所有事業間的約定，事業

團體的決定，及一致性行為，與共同市場不相容並應禁止。分析上述規定得知，

構成該條所禁止之聯合行為，其要件有三：行為主體間須有卡特爾之合意、以限

制競爭為目的或產生此效果、有影響會員國間交易之虞。歐體條約第81條第 1項

（a）款至（e）款復以例示性規定之形式，將該條項所禁止之聯合行為包含價

格或其他交易條件之聯合；生產、銷售、技術開發或投資等之聯合；分配市場之

聯合等類型375。

一、Società Italiana Vetro S.p.A.等玻璃製造商濫用聯合行為所形成市

場支配地位案（Case T-68,77,78/89）376

（一）事實概要

執委會在處分系爭三家義大利平板玻璃製造商從事違反歐體條約第81條之

卡特爾行為時，發現系爭事業亦違反歐體條約第82條。執委會認為系爭三家事

業形成一牢固的寡占體，而享有免於競爭壓力的一定程度自由，無須顧慮其他

374 參劉華美（2003），〈註釋公平交易法：第七條〉，廖義男計畫主持人，《公平交易法之註釋
研究系列（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頁 306，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375 同前註，第 306 頁至第 314 頁。
376http://curia.europa.eu/juris/showPdf.jsf?
text=&docid=102693&pageIndex=0&doclang=EN&mode=lst&dir=&occ=first&part=1&cid=923866
（最後瀏覽日：11/1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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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競爭者之行為，以致於妨礙效能競爭。執委會認為系爭三家事業於市場中係

以單一個體出現，而非各自獨立的個體，且由於渠等限制顧客選擇供應來源之

可能性、限制市場出口及損害市場競爭，故認定其行為構成集中支配地位之濫用

（二）歐洲法院判決

法院認為依歐體條約第82條第 1項之文義規定，「一或多數事業」均可能濫

用支配地位。法院向來見解均認為，若多數事業形成一經濟體，則事業間協議或

一致性行為之概念並不包含同一團體內之事業間的協議或一致性行為。基此，歐

體條約第81條所稱之「事業」間協議或一致性行為，係指二或更多得互相競爭之

經濟體間的關係。

法院認為並無法律上或經濟上之理由，可將歐體條約第82條之「事業」一詞

與第81條作不同意義的解釋。原則上，無法阻止二或更多的獨立經濟體在特定

市場中，由於共同來看可具有相對於其他競爭者之支配地位，因而基於此種經

濟聯繫而統合之行動。舉例來說，二或更多獨立事業藉由協議或授權，可共同享

有技術上領導地位，從而具備在相當程度內無須顧慮其競爭者、顧客及最終消費

者之力量。

1986年 12月 22 日發布之第4056/86號規則第8條，訂有適用歐體條約第

81條及第82條至海事運輸的細節規定。該規則第8條第 2項規定可豁免於歐體

條約第81條之船班協商，仍可能產生有悖於歐體條約第82條之效果。事業請求

將協議豁免於歐體條約第81條禁止範圍時，必須以該協議係存在於二或更多個

別事業之間為前提。

然而，應注意對於歐體條約第82條所禁止內容之目的而言，當執委會重複

利用構成歐體條約第81條之違法事實，由此推論達成協議或從事不法行為之事

業累計有極高的市場占有率，從而居於一集中支配之市場地位，以及渠等之不

法行為構成該集中支配地位的濫用云云，此一論證並不充分。認定一支配地位存

在，尤其此地位本身並不受到法律非難，應以系爭市場之正確界定為前提。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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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首先必須檢驗執委會處分中的市場分析，其次是所依據之情狀能否支持集

中支配地位的認定。

有關市場之界定，法院回顧系爭處分在事實欄中名為「市場」的部分。該部

分幾乎純屬敘述文字，且包含許多錯誤、遺漏及未確定事項。同樣的，執委會認

定系爭三家製造商之關係，以及系爭三家製造商與非汽車市場批發商及汽車製

造商之間的個別關係，均欠缺足夠的事證支持。最後，法院指出系爭處分之法律

適用中名為「相關市場」的部分，僅係重複引用事實欄之內容而未有進一步的論

述。

接下來，法院判斷系爭處分中的市場分析是否理由充足，以及該分析本身

是否足以證明執委會所主張為了符合歐體條約第82條之目的，故將商品市場界

定為平板玻璃市場，並將地理市場界定為義大利。然而，執委會在本案中對於平

板玻璃市場之分析有所欠缺，執委會並未提供足夠的解釋說明，為何其認為應

將系爭三家事業之行為對於汽車玻璃市場及非汽車玻璃市場分別進行不同評估，

另一方面卻又主張依歐體條約第82條之目的，平板玻璃市場必須視為單一市場。

除此之外，執委會認為系爭三家事業在市場中表現的如同單一個體而非各自獨

立，此為執委會適用歐體條約第82條之重要因素，但執委會仍未舉證證明之。

因此，即令本案事證有助於適用集中支配地位之概念，亦即概念上應係由多家

個別事業方得共同擁有的支配地位，但與執委會主張系爭三家事業為一經濟體

之主張互相矛盾，且執委會並未提出足夠的證據，甚至沒有嘗試著蒐集可衡量

系爭三家事業經濟力量之資訊，例如法院認為系爭三家事業與飛雅特汽車

（Fiat）便有互相抗衡的力量。

綜上所述，歐洲初審法院認為集中支配不得僅以重複利用構成歐體條約第

81條之違法事實，且不得據此推論系爭事業具有極高市場占有率的方式來認定。

執委會之系爭處分不論在分析系爭事業間之關係、市場界定以及集中支配地位的

認定等方面，均有違誤，因此系爭處分遭到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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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簡評

本案原處分雖欲認定系爭事業構成單一經濟體之集中支配地位，但並未重

新調查事證，而係援引系爭事業從事聯合行為之事實，甚且有關市場界定之部

分，僅屬文字敘述，無法說明區隔汽車玻璃市場與非汽車玻璃市場之理由，是

以市場界定實屬主管機關不可輕忽之調查及論理任務，若無法達到說服法院之

足夠舉證程度，當無從獲得維持處分之判決結果。

二、Hoechst公司涉嫌從事卡特爾案（Case 46/87 and 227-88）377

（一）事實概要

執委會懷疑某些聚乙烯與聚氯乙烯之供應商及製造商間存在著卡特爾協議，

因此於 1987年 1月 15 日裁定依第 14條第3項對Hoechst公司進行調查。同年 1

月 20 日執委會之調查人員抵達Hoechst公司之辦公所在地，但Hoechst公司拒

絕同意進行調查，主張此為不合法之搜索，並堅持執委會人員應將其異議以書

面註記。執委會人員於同年月 22 日及 23日再次嘗試進行調查，但仍遭Hoechst

公司同樣的拒絕。執委會以電傳要求Hoechst公司服從調查，以及對其不配合行

為處予每日 1000歐洲通貨單位之定期罰鍰，並於 2月3日作成該罰鍰之裁定。

執委會曾依第 17號規則第 14條第 5項及第6項之規定，請求德國聯邦卡

特爾署之協助，因此聯邦卡特爾署向德國法蘭克福地方法院聲請搜索令狀。同年

2月 12 日，法蘭克福地方法院拒絕核發搜索令狀，理由是沒有任何證據可合理

化執委會對於卡特爾存在的懷疑。Hoechst公司向歐洲法院訴請停止執行執委會

下令調查及處予定期罰鍰之二項裁定，但遭歐洲法院駁回。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亦

向法蘭克福地方法院以執委會自身之名義聲請搜索令狀，且於 3月 31 日獲得核

發。幾經波折，對Hoechst公司之搜索終於在 4月 2 日及 3日得以進行。5月 26日，

377 http://curia.europa.eu/juris/showPdf.jsf?
text=&docid=95199&pageIndex=0&doclang=EN&mode=lst&dir=&occ=first&part=1&cid=29732
（最後瀏覽日：11/1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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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裁定定期罰鍰之確定金額為 55000歐洲通貨單位（每日 1000歐洲通貨單

位，從 2月6日起至 4月 1 日為止）。Hoechst公司依歐體條約第 234條向歐洲法

院起訴，主張執委會 1月 15 日、2月3日及 5月 26日之三項裁定均屬無效。

（二）歐洲法院之判決（關於依第 14條第3項下令調查之部分）

在檢驗執委會依第 17號規則第 14條所具有之調查權限的性質與範圍前，

須先強調該條之解釋適用結果不得與歐盟法之一般原則，特別是基本權利之部

分有所違背。歐洲法院向來均認為基本權利為一般法律原則所不可欠缺之部分，

此由「歐洲保護人權及基本自由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以下簡稱「歐洲人權公約」）之簽署

更為明確。因此在解釋第 17號規則第 14條時，應特別留意防禦權，而該權利也

為歐洲法院裁判中常受著墨之處。

在本案中，法院認為防禦權必須被從可能導致處予罰鍰之行政程序來觀察，

同時亦有需要避免防禦權在詢問的開端過程中便受到無法補救的損害，特別是

調查可能會因為事業提供其行為涉及違法之證據而告確定。雖然本案起訴理由同

時包括起源於住家不可侵擾之基本權利，然而此一基本權利之承認，不論是歐

盟法律體系或是會員國之法律中，均係有關自然人之私人處所，故對於事業並

非即可類推之。有關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第 1項之規定，其保護範圍無異議的是

為了個人人格自由之發展，因此似未擴及至商業場所。進一步來說，歐洲人權法

院亦無相關判決可供參考。同樣的在會員國之法律中，行政機關對任何人隱私活

動之干預，均須有法律依據並符合法律規定之正當理由，且各國體系雖有不同，

但均有提供對抗恣意或不合比例之侵擾的保護機制。由於上述要求已經成為歐盟

法之一般原則，因此歐洲法院向來均會審酌執委會之調查手段是否已逾越歐體

條約。本案所涉及之執委會依第 17號規則第 14條所具有之調查權的性質與範圍，

亦應循此方式審酌之。

另一方面，執委會之調查權是為了維護歐體條約所保障之競爭秩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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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私人事業及消費者受到損害，因此執委會應得收集及獲取具有必要性

之資訊，以明瞭有無違法情事存在。第 17號規則第 14條提供予執委會之調查範

圍似乎十分廣泛。基此，進入系爭事業之任何處所、土地及交通工具應屬相當重

要，因為證據通常會存在於事業之商業處所中。如果執委會人員只能要求可事先

特定的文件或檔案，那麼進入檢查之權限將無法發揮作用。相反的，進入檢查權

意味著有權搜索各種資訊，即使是尚未知悉或未完全特定者亦然。若欠缺此一權

限，當系爭事業拒絕配合或採取抵抗態度時，執委會將無法獲得任何必要資訊。

雖然第 17號規則第 14條授與執委會如此廣泛之調查權限，但在執行上仍

應依具體情況來確認系爭事業之權利是否獲得尊重。首先，執委會應特定調查之

對象及目的。此一義務係屬基本要求，不僅在於顯示調查系爭事業之處所的合理

性，更使系爭事業瞭解配合調查義務及防禦權之範圍與界線。

執委會調查權限之行使，實際上會因為執委會選擇之程序、系爭事業之態

度以及會員國主管機關之介入與否而有所不同。系爭事業配合調查，不論是有書

面授權之自願，或是道德上服從執委會之調查裁定，執委會人員應有權要求提

出文件、進入處所以及察看指定家具設備之內部。然而，執委會人員可能無法強

制或命系爭事業員工允許其進入處所或搜索。

當系爭事業反抗執委會之調查時，執委會得依第 17號規則第 14條第6項

之規定請求會員國主管機關協助，即使系爭事業不願配合，仍可進入搜索必要

資訊。雖然此一協助只有在系爭事業明白表示反抗時才會提出，然其係屬須特別

謹慎之手段，以利處理系爭事業之任何異議。第 17號規則第 14條第6項規定由

會員國判斷其主管機關應提供執委會何種協助，以確保執委會得有效行使其職

權，同時尊重上述一般法律原則。是以，在此一範圍內，會員國國內法便成為保

障系爭事業權利之適當程序的依據。職是之故，若執委會欲藉由會員國主管機關

之協助來進行調查，而非出於系爭事業之配合時，必須尊重國內法之相關程序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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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必須確認法律上有資格之組織依據會員國法符合其行使監督權限之

需要，而該組織不論是否為司法機關，不得自行判斷執委會發動調查之適當與

否，此一認事用法之合法性僅得由歐洲法院審查之。然而另一方面，會員國機關

有權，在滿足其裁定授權為調查之後，考量預設之強制手段針對調查對象是否

恣意或過當。

綜上所述，執委會命其人員為調查之系爭裁定，並未逾越其依第 17號規則

第 14條所賦予之權限。該裁定僅係要求系爭事業允許執委會人員在正常辦公時

間進入其處所、提出及複印與調查目的有關的商業文件，以及立即回答執委會人

員可能提出之問題。

（三）本案簡評

執委會因屬歐盟組織之一，若欲至會員國國內進行調查而遭受被調查者拒

絕時，需透過會員國相關機關之協助。依本案歐洲法院判決之見解，發動調查之

適當與否係屬執委會權限，並非會員國得審查之範圍，但會員國仍得考量預設

之強制手段針對調查對象是否恣意或過當，而歐洲法院亦闡明，要求系爭事業

允許執委會人員在正常辦公時間進入其處所、提出及複印與調查目的有關的商業

文件，以及立即回答執委會人員可能提出之問題，並無違反歐洲人權公約對防

禦權之保障，此可作為我國主管機關對營業場所進行調查時之參考。

此外，執委會對不配合調查者，得按日處以定期罰鍰，但無法以強制力排

除被調查者之抗拒而直接進入場所調查，且若罰鍰金額過低，對於被調查者恐

無法產生配合調查之壓力，此恐將造成執委會行使調查權限之窒礙。

三、VISA集團拒絕信用卡競爭者加入案（Case T-461/07）378

（一） 事實概要

378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
text=&docid=80548&pageIndex=0&doclang=EN&mode=lst&dir=&occ=first&part=1&cid=65807
（最後瀏覽日：11/1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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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9年之前，Visa集團均開放各銀行加入發行Visa卡並邀約商家接受

Visa卡，但 1989年Visa集團政策改變，為了加強本身系統之整合與效率、促進

不同發卡系統間的競爭及避免競爭者搭便車的不公平競爭，開始禁止與Visa有

競爭關係之銀行加入為Visa卡成員。Morgan Stanley Bank379自 2000 年起便向

Visa集團請求加入為成員，但Visa Europe 及Visa International380因為Morgan 

Stanley Bank經營之卡片系統與其具有競爭關係，而拒絕Morgan Stanley Bank

加入為Visa之成員，Morgan Stanley Bank因而在 2000 年 4月 12 日向執委會提

出檢舉。直到 2006年 9月 22 日，Visa與Morgan Stanley Bank簽約，允許

Morgan Stanley Bank加入Visa成員，Morgan Stanley Bank並同意撤回其之前對

執委會提出的檢舉，但Visa Europe 及Visa International仍被執委會認為違反歐

體條約第81條而予以處罰。

本案被處分人Visa Europe 及Visa International在 2007年 12月 19日不服執

委會裁定而向歐洲初審法院起訴，但歐洲初審法院駁回被處分人之訴而維持執

委會裁定381。

（二）歐洲法院判決

1.市場界定

（1）本案系爭之付款卡要約市場

379 Morgan Stanley Bank係設立於美國之公司，其發行之信用卡使用範圍限於美國與部分加拿大
地區的商店，以及至波多黎各與加勒比海島國之旅遊消費。1999 年 2 月 23 日，Morgan Stanley 
Bank 決定進軍英國並在倫敦成立分公司負責拓展當地的信用卡業務。在 Morgan Stanley Bank轉
而加入成為 Visa 成員之前，其發行之信用卡屬於 MasterCard系統，並可流通於所有接受
MasterCard信用卡之店家。
380 Visa International設立在美國，負責統籌管理 Visa卡網路之相關事項，例如商標、制訂內部規
則、決定是否對金融機構進行卡片業務之授權等，但Visa International 本身不直接從事發卡業務，
而係將全球分為六區(亞太區、拉丁美洲、美國與加拿大、中東歐、中東與非洲、歐盟區)，分別交由
當地分公司處理發卡業務。以本案之 Visa Europe 為例，其在歐盟地區內代表Visa集團，並在不
違反Visa International 政策之前提下可自己制訂發卡及審核成員加入之相關規則。
381 依歐洲初審法院網站之查詢結果，目前僅有 Visa Europe 及 Visa International Service 
Association起訴之概要說明，尚無作成判決之紀錄。參 http://curia.europa.eu/jurisp/cgi-bin/form.pl?
lang=en&alljur=alljur&jurcdj=jurcdj&jurtpi=jurtpi&jurtfp=jurtfp&numaff=&nomusuel=visa&docnode
cision=docnodecision&allcommjo=allcommjo&affint=affint&affclose=affclose&alldocrec=alldocrec&
docor=docor&docav=docav&docsom=docsom&docinf=docinf&alldocnorec=alldocnorec&docnoor=do
cnoor&radtypeord=on&newform=newform&docj=docj&docop=docop&docnoj=docnoj&typeord=AL
L&domaine=&mots=&resmax=100&Submit=Rechercher（最後瀏覽日：11/1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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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發行之付款卡（Payment card），其功能係用來付款予商品或服務之

零售商，並可向銀行櫃臺或ATM（Automated Teller Machine）提領現金。當用

作付款功能時，通常會牽涉四方當事人：（1）持卡人；（2）發卡銀行；（3）

零售商；（4）要約銀行（acquiring bank，係指要求零售商接受特定付款卡之銀

行）。為了發卡及讓零售商接受顧客使用付款卡，發卡銀行和要約銀行必須同屬

付款卡網路（payment card network）的成員以推廣特定品牌付款卡，例如Visa

或MasterCard。

本案的市場界定係分析付款卡網路所提供之服務的範圍，可區分為下列服

務群組：（1）付款卡網路提供予其金融機構成員之服務382，而不同付款卡網路

會互相競爭，稱為系統間（inter-system）競爭或上游競爭（upstream 

market）；（2）發卡銀行提供予持卡人之服務；（3）要約銀行提供予零售商

之服務，而各要約銀行會爭取持卡人或零售商使用，稱為系統內（intra-

system）競爭或下游競爭（downstream markets）。

依此，可區分為三個市場：（1）卡片網路（例如Visa或MasterCard）提

供服務予各金融機構的網絡服務市場；（2）發卡銀行互相競爭及提供相關服務

予個人的發卡市場；（3）要約銀行與零售商簽約約定提供接受卡片的要約市場。

Visa訂定之排除競爭者加入成員的內部規則具有限制發卡及要約之下游市

場競爭的效果，例如避免潛在競爭者進入該等市場。發行付款卡與向零售商要約

分別代表二不同市場，因係對不同的顧客群提供服務，該等服務在性質上有所

差別且自持卡人及零售商之觀點亦屬不同服務。發卡銀行發行付款卡予個人或公

司，提供持卡人消費帳單及結算消費額的服務；要約銀行招募零售商加入付款

卡網路，提供零售商終端機、讀卡機對發卡銀行傳達交易資訊，從發卡銀行取得

款項給付予零售商，當零售商破產或有詐欺行為時，要約銀行對於發卡銀行負

382 此類服務包括授權傳送資料、兌換通貨、結算帳務、風險管理、宣傳信用卡品牌及訂定成員須遵
守之內部規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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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償義務。發卡與要約服務之收費也有所不同，持卡人通常是一次繳交年費，

而零售商服務費係依交易逐筆收取。

另須附帶說明的是，雖然發卡與要約銀行提供之服務不具替代性，但持卡

人及零售商各自對於發卡及要約服務具有某程度的關聯性。零售商傾向接受持卡

人最普遍使用的付款卡，而持卡人相對的也會偏好最多零售商接受的付款卡。

本案執委會之處分係針對「要約市場」所作成，因該市場產生之限制競爭效

果甚為明顯。

（2）現金或支票無替代性

接受付款卡與接受現金或支票不相同，收取現金需要保全運送及搶劫危險，

而付款卡需要技術設備、一定規模及承擔零售商不實請款的風險。

從顧客觀點而言，現金及支票亦無法替代付款卡。因為現金不適合用來攜

帶及支付高額交易，而且消費者現在之消費習慣只有在不能使用付款卡的小額

交易時才用現金支付，故現金交付大多出現在部分情況中的小額交易，使用現

金支付高額交易的顧客會更少。

付款卡常用來作為支票的替代品，但反之則不然，亦即支票很少用來作為

付款卡的替代品。第一，支票不能在ATM提領現金；第二，在某些場合，顧客

必須提出付款之保證，商家才願意在付款前先給付貨品或服務，而簽發支票之

門檻過低，造成顧客使用支票替代付款卡之機會受限，因為商家收受支票必須

承擔被詐欺或顧客無力付款的風險，所以特別是在高額交易的情形下，顧客無

法使用支票作為付款卡之替代選擇方案。

對於零售商而言，現金或支票也無法替代付款卡。執委會對英國近二百家

家零售商進行問卷調查後，得知店家開始願意接受付款卡的最主要理由是因為

越來越多顧客使用付款卡，因此在越多持卡人因為便利性而使用付款卡之情形

下，接受付款卡已逐漸成為零售商的必備服務項目。

（3）轉帳卡（Debit card）無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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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商家而言，接受信用卡之成本比接受轉帳卡昂貴的多，但因消費者之

需求，為了避免生意流失，商家仍會選擇接受信用卡。信用卡與轉帳卡的差別在

於，轉帳卡的零售商服務費係按每筆交易收取固定金額，信用卡則是依交易金

額之一定比例收取；轉帳卡在交易完成時立即從持卡人現有帳戶中扣款，信用

卡則可延遲付款，使持卡人得以類似融資借款之方式進行交易。

此一事證係執委會以要求提供資訊之方式，對於具有代表性之大小型零售

商進行詢問所得，零售商均表示選擇接受信用卡或轉帳卡係取決於消費者需求，

故零售商都會同時接受信用卡與轉帳卡，此與 Report of Retail Banking Research 

Ltd.之「Payment Cards Western Europe 2006」報告中記載接受Visa信用卡與轉帳

卡之商店數目相同復可得證，再者依照本案Visa自行提出之說明亦可知，在接

受Visa卡的全部商店中，僅接受Visa轉帳卡的商店比例不及 5%。因此在信用卡

與轉帳卡均併存而非擇一存在於零售商之情形，應可認為二者無替代性。

（4）地理市場

由於各歐盟會員國之要約市場，其競爭情況並不具備足夠的同質性，因此

執委會認為本案地理市場應以國界為限，即以英國為地理市場。Retail Banking 

Research之報告顯示各國的信用卡制度在商家與要約銀行間權利義務關係的實

際安排上有甚多差異之處，例如有些國家之零售商有義務購買終端機及負擔所

有安裝與維持費用，而其他國家之要約銀行則保留終端機的所有權並自行吸收

所有相關成本（當然這種情況下零售商需支付的服務費會比較高）；其他例如

詐欺之認定、處理交易資訊之特定要求方式、授權進行交易或要約銀行提供之服

務內容等亦有不同。因此除非像是航空、交通、旅遊等相關行業有跨國界發卡之強

烈需求外，要約銀行進行跨國發卡的情形仍屬少見。綜上，本案之相關市場可界

定為對於英國境內零售商提供信用卡要約服務之市場。

2.限制競爭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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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認為本案Visa之行為違反歐體條約第81條第 1項，其限制競爭之

效果發生於Morgan Stanley Bank被拒絕加入Visa成員，造成Morgan Stanley 

Bank無法進入英國信用卡要約市場，而Visa此一行為對該市場具有潛在的妨礙

競爭效果。詳言之，Visa因其品牌是英國目前最普遍的信用卡品牌，故具有市場

力量，此可表現具體於下列各方面：

（1）發卡數目

表 4.1.1---英國 2004 年流通之信用卡數目（資料來源：Retail Banking Research 

Report 2006）

信用卡網路 發卡張數 百分比 累計占有率
Visa 44,455,000 59.8% 59.8%
MasterCard 27,735,000 37.3% 97.1%
Amex 1,821,000 2.5% 99.6%
Diners 300,000 0.4% 100.0%
JCB 6,000 0.00% 100.0%
總計 74,317,000 100%

（2）交易金額

圖表 4.1.2---英國 2003 年信用卡總交易金額之相對市場占有率（資料來源：Visa

及MasterCard部分係執委會 2004 年 3 月對於要約銀行要求提供資訊；

Amex、Diners、JCB部分均係其等 2004 年向執委會提出之說明內容）

信用卡網路 購買金額（英鎊） 百分比 累計占有率
Visa 65,388,000,000 60% 60%
MasterCard 37,096,000,000 34% 94%
Amex [保密]383

Diners [保密]
JCB [保密]

383 此圖表中的三家較小發卡網路數據雖為保密資料，然依Western European Plastic Cards 
Databook 之公開資料可知Amex 及 Diners 在英國所占的交易金額比例。2002 年 Amex 及 Diners
之交易金額為分別為 1,429,000,000歐元及 9,062,000,000歐元，而 Visa 及 MasterCard 之交易金
額分別為 74,096,000,000歐元及 36,678,000,000歐元。依此計算四家之比例分別為 Diners：
1.2%、Amex：7.5%、MasterCard：30.2%、Visa：61.1%，其中Visa 及 MasterCard 合計之比例為
91.3%，與圖表 3.1.2 之 94%大致相近。

297



總計 109,550,000,000 100% 100%

（3）接受Visa卡之商店家數

表 4.1.3---英國 2003 年接受信用卡之店家數目 （資料來源：Visa及MasterCard

部分係執委會 2004 年 3 月對於要約銀行要求提供資訊；Amex、Diners、JCB部分

均係其等 2004 年向執委會提出之說明內容）384

信用卡網路 接受店家數
Visa 365,661
MasterCard 365,658
Amex [保密]385

Diners [保密]

（4）Visa在零售商客戶群之顯著成長

依英國要約銀行回覆執委會 2004年 3月要求提供之資訊顯示，Visa及

MasterCard信用卡之英國零售商客戶群在 2000 年至 2003年有顯著成長，由此

可知Visa及MasterCard二品牌日益茁壯的市場力量迫使零售商必須接受其信用

卡，且零售商接受信用卡之市場也有擴張之潛力。

依 Retail Banking Research報告指出，在 1994年至 2004年之 11 年間，各家

信用卡發卡之年平均成長率分別為Visa：10.7%、MasterCard：10%、Amex：

5.9%、Diners：0.24%。從四家信用卡之總發卡數來看，Visa及MasterCard在 1994

年合計占 95.3%，2004年占 97.1%。相較於Amex及Diners，Amex在 1994年及

2004年分別僅占 3.7%及 2.5%，而Diners在 1994年及 2004年分別僅占 1.0%及

0.4%。

從交易筆數來看，2003年版的Western European Plastic Cards Databook顯

示，在 1998年至 2002 年的 5 年間，Diners信用卡之交易筆數平均每年下降

384 關於 JCB 之部分，因執委會由各來源取得之資料內容不一致，故未納入本圖表分析。
385 接受Amex卡之店家數目約為 Visa 或 MasterCard 之一半，而接受Diners卡之店家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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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相對的，Amex之年成長率為 4.7%、MasterCard為 5.6%、Visa則為 10.3%。

同樣的，Visa及MasterCard在信用卡交易總筆數之比例在 1998年及 2002 年分

別為 95.0%及 95.8%，而Amex在 1998年及 2002 年分別為 4.1%及 3.6%、Diners在

1998年及 2002 年則分別為 0.8%及 0.6%。

最後，從 1998年至 2002 年之交易總額來看，1998年之信用卡交易總額中

使用Visa信用卡的比例占了 57%，在 2002 年更成長至 61.1%。Amex之比例未有

太大變化，1998年及 2002 年分別為 7.49%及 7.47%。Diners則由 1998年之 1.5%略

微下降至 2002 年之 1.2%。Visa及MasterCard之比例在 1998年及 2002 年分別為

91.0%及 91.3%。5 年間總計的平均成長率為Visa：14.5%、MasterCard：

9.6%、Amex：12.6%、Diners：6.5%。

綜上可知，Visa在上游卡片網路服務市場，以及下游英國信用卡要約與發

卡市場之力量均相當穩固，並有顯著的成長，且Amex與Diners相較之下的市

場占有率正在減少。

（三）本案簡評

本案原處分為了界定系爭市場及說明聯合行為對限制競爭之效果，除引用

既有之統計資料外，亦自行發函向要約銀行及被處分人之競爭者要求提供資訊，

並對英國近二百家零售商進行問卷調查，以求儘量獲得貼近處分當時之市場狀

況資料，且分別就發卡數目、交易金額、接受Visa卡之商店家數、歷年成長率等

方面判斷市場力量，較為完整，是以歐洲初審法院維持原處分，應屬合理之結

果。

四、免炭紙製造商卡特爾案（Cases C-322/07 P, C-327/07 P, C-3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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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86

（一）事實概要

本案被處分人為Arjo Wiggins Appleton Limited （AWA）、Bolloré SA 

（Bolloré）、Carrs Paper Ltd （Carrs）、Distribuidora Vizcaína de Papeles S.L. 

（Divipa）、Mitsubishi HiTech Paper Bielefeld GmbH （MHTP）、Papelera 

Guipuzcoana de Zicuñaga SA （Zicuñaga）、Papeteries Mougeot SA 

（Mougeot）、Papierfabrik August Koehler AG （Koehler）、Sappi Limited 

（Sappi）、Torraspapel SA （Torraspapel）、Zanders Feinpapiere AG 

（Zanders）.等 11 家事業，自 1992 年至 1995 年因參加Association of European 

anufacturers of Carbonless Paper （AEMCP）387並協議提高價格、分配銷售配額

與比例、及設立機制監控上開協議，故被執委會於 2001 年 12月 20 日作成處分認

為違反歐體條約第81條第 1項。

1996年秋天，Sappi紙業製造公司向執委會提供資料，表示其參與免炭紙

市場之秘密固定價格的卡特爾，並要求其適用寬恕政策減免罰鍰之規定。執委會

據此於 1997年 2月、7月及 12月對於各被處分人之營業場所進行調查，並於

1999年分別要求各被處分人提供固定價格之內部佈達、銷售量、顧客、交易相對人、

歷次相關會議等資料。被處分人均承認有參與AEMCP舉行的會議，大部分被處

分人承認會議有討論價格與銷售量分配等事項，但少部分被處分人仍辯稱會議

中並未達成結論或協議。

386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
text=&docid=73084&pageIndex=0&doclang=EN&mode=lst&dir=&occ=first&part=1&cid=231557
（最後瀏覽日：11/17/2014）。
387 AEMCP 於 1981 年由 Wiggins Teape, Feldmühle、Koehler, Zanders, Ahlström (1991 年停止生產)、
Binda (1993 年停止生產)、DRG、Sarrío 及 Reed (1986 年停止生產)等 9家公司創立，其後於 90 年
代初期，Arjo Wiggins Appleton plc、Copigraph SA、Koehler AG、Papeteries Mougeot SA、Alfred 
Rose、Sappi Europe Ltd、Stora Feldmühle AG、Torraspapel SA 及 Zanders Feinpapiere AG 等公司陸續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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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洲法院判決

本案系爭商品為免炭紙（carbonless paper），又稱複寫紙（self-copying 

paper），係經過化學處理後可用來多次複寫文件的數層紙張。

依AEMCP委託英國一間商業諮詢公司Mikulski Hall Associates（MHA）

在 1996年 12月提出之報告顯示，歐洲免炭紙市場之小製造商已逐漸退出，而由

少數大製造商掌控市場，且大部分之免炭紙均由AEMCP會員生產。1995 年歐盟

免炭紙市場總值為 850,000,000歐元，而AEMCP會員在 1994年之免炭紙銷售占

85-90%，據此估計AEMCP會員在 1995 年之市場占有率如下表：

表 4.1.4--- AEMCP會員 1995 年市場占有率（資料來源：被處分人 Sappi及AWA

之估算）

事業名稱 市場占有率
AWA 30-35%
Stora 15-18%
Koehler 12-15%
Zanders 10-12%
Torraspapel 大約 8 %
Copigraph 大約 5 %
Sappi 大約 4 %
Mougeot 大約 3 %

除了AEMCP的會員外，也有少數獨立的製造商。下表顯示 2000 年、1994年

及 1995 年免炭紙市場狀況之比較。這些數據是依各事業對於執委會要求提供資

訊之回覆以及執委會之自行估算而得。

表 4.1.5---被處分人於歐盟市場之交易額（單位：歐元）及所占市場比重（資料

來源：執委會要求事業提供資訊）

事業名稱 2000 年交易額 1994 年交易額及 1994 年交易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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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占率 市占率
AWA 5,524,138,000 3,699,000,000

（32,8 %）

3,804,000,000

（31,7 %）

MHTP 

（STORA）

236,220,000 1,617,000,000

（14,3 %）

1,619,000,000

（13,5 %）

ZANDERS 579,787,000 1,353,000,000

（12,0 %）

1,473,000,000

（12,3 %）

KOEHLER 487,775,000 1,114,000,000

（9,9 %）

1,196,000,000

（10,0 %）

TORRASPAPEL 814,876,000 614,000,000

（5,4 %）

828,000,000

（6,9 %）

BOLLORE 4,240,000,000 564,000,000

（5,0 %）

600,000,000

（5,0 %）

SAPPI 5,106,061,000 392,000,000

（3,5 %）

395,000,000

（3,3 %）

MOUGEOT 139,589,000 302,000,000

（2,7 %）

309,000,000

（2,6 %）

DIVIPA 24,641,000 205,000,000

（1,8 %）

231,000,000

（1,9 %）

ZICUNAGA 110,932,000 168,000,000

（1,5 %）

199,000,000

（1,7 %）

CARRS 33,128,000 116,000,000

（1,0 %）

138,000,000

（1,2 %）

免炭紙之主要客戶包括印刷廠、商店或消費者。依被處分人 Sappi之給予執

委會回覆，商店對於免炭紙製造商具有相當的市場力量，因為免炭紙處於生產

過剩的情況，而且受到市場已飽和、雷射及噴墨印刷技術成熟或轉向電子化交易

方式等因素影響，需求正持續減少中。商店的需求是統一規格且叫貨後迅速送達

以減少店家的存貨壓力。又由於免炭紙是注重品牌的產品，受限於轉換店家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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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存貨成本及宣傳品牌之沈入投資，因此製造商與商店的關係甚為強烈，製

造商均希望和商店發展長期合作關係以降低風險。

依 Sappi給予執委會之回覆，AWA、Stora、Torraspapel等事業另有自行或成

立商店直接銷售予消費者，其他小型製造商則主要對當地的消費者銷售，但其

他免炭紙製造商之主要銷售對象則為獨立的商店。

歐洲免炭紙製造商中，AEMCP會員在 1990 年至 1996年間仍保持 600,000

噸的穩定生產量，而非AEMCP會員之產量則由 1990 年的 112,000噸降低至 1996

年的 70,000噸，詳如下表所示。

圖表 4.1.6---1990 年至 1996 年西歐免炭紙之消費（資料來源：MHA報告）

年度 AEMCP

之生產量

非AEMCP之

生產量

歐洲外進口

數量

總消費量 與前一年相較之

百分比變動
1990 590,000 112,000 10,000 712,000 +5.3
1991 628,000 97,000 10,000 735,000 +3.2
1992 632,000 85,000 8,000 725,000 -1.4
1993 618,000 76,000 7,000 701,000 -3.3
1994 645,000 89,000 5,000 740,000 +5.5
1995 570,000 82,000 5,000 657,000 -11.2
1996 610,000 74,000 5,000 689,000 +4.9

執委會作成處分後，Koehler、Bolloré及Divipa不服向歐洲初審法院訴請撤

銷執委會處分，第一審被駁回後仍提起上訴，經歐洲法院於 2009年 9月 3日判

決撤銷執委會部分處分。

歐洲法院認為所有的處罰程序，特別是關於罰鍰之情形，其程序進行應注

意維護防禦權，即使是行政程序亦然。基此，執委會應送達清楚表明事證內容的

異議書（statement of objections）予當事人，讓當事人知悉執委會據以進行程序

之事證依據為何，諸如應受處分之當事人究竟為何以及何者有能力對異議書為

答辯等，此係歐盟法下防禦權保障的基本原則。若執委會作成處分前未遵守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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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則，該處分難認為合法。

本案中執委會關於 Bolloré之處分係認為 Bolloré應為其完全控股子公司

Copigraph之卡特爾行為負責388，但異議書內容中則係在指摘另一公司

Copigraph之行為違法，而非針對 Bolloré。歐洲法院認為 Bolloré無法由異議書之

內容中預見其為何須為另一公司之行為負擔與自己行為相同之責任。歐洲初審法

院就此雖然也持相同見解，但歐洲初審法院因在實體上贊成執委會處分 Bolloré

之結論，故認為程序上瑕疵不足以達到撤銷執委會處分之程度。然而，歐洲法院

認為保障被處分人在執委會作成處分前之防禦權是極為重要的，故判決撤銷關

於 Bolloré部分之處分。

（三）本案簡評

本案雖係透過參與聯合行為之部分事業向執委會提供事證，坦承從事聯合

行為，以求適用寬恕政策減免罰鍰，然執委會仍對各被處分人之營業場所進行

調查並要求配合提供資料，且製作表格說明被處分人市占率、交易額、免炭紙生

產與消費量等市場狀況，可見執委會釐清事實之用心。

惟因部分事業仍主張並無與其他事業討論價格與銷售量分配等協議，是以

執委會除釐清事實外，仍應給予否認違法之事業程序保障，方符正當法律程序

之要求，尤其歐洲法院所重視保障被處分人在執委會作成處分前之防禦權，值

得參考。

五、檸檬酸製造商卡特爾案（Case C-511/06 P）389

388 Copigraph 是 Bolloré完全持股的造紙子公司，Copigraph 在 2000 年 2 月停業，而 Bolloré主張
其無須為 Copigraph 之行為負責，因為 Copigraph 有完全的經濟自主且在管理組織上與 Bolloré
完全分離。但執委會認為 Bolloré 方屬 AEMCP 之會員，且其二公司之代表曾一同參加卡特爾會
議，其他會員亦將 Copigraph 之銷售視為 Bolloré 之一部分。
389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
text=&docid=76302&pageIndex=0&doclang=EN&mode=lst&dir=&occ=first&part=1&cid=237317
（最後瀏覽日：11/1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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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實概要

本案被處分人為Archer Daniels Midland Company Inc（ADM）、Cerestar 

Bioproducts BV、F. Hoffmann-La Roche AG、Haarmann & Reimer 

Corporation 、Jungbunzlauer AG.等五家檸檬酸的製造商，其等自 1991 年 3月至

1995 年 5月間，協議分配市場銷售比例、訂定目標價格及單價、對於大顧客以外

之交易相對人減少折扣，並設立監控機制等等。

本案係因執委會在 1995 年 8月經美國司法部通知美國正對於檸檬酸市場之

卡特爾進行調查而起。1997年 4月執委會得知Hoffmann-La Roche 及

Jungbunzlauer在美國達成認罪協商之消息，同年 8月執委會開始針對歐盟的檸

檬酸製造商蒐集資料。1998年 1月及 6月，執委會更進一步要求歐盟主要的各家

檸檬酸製造商例如ADM、Cerestar Bioproducts等公司提供資料。嗣後

ADM、Cerestar Bioproducts分別在 1998年 12月及 10月向執委會提出適用寬恕政

策的申請。執委會於 1999年 3月再次要求 Bayer plc、Hoffmann-La 

Roche 、Jungbunzlauer及 Cerestar Bioproducts提供資料，同年 4月及 6月

Jungbunzlauer及Hoffmann-La Roche分別表示願意配合調查及申請適用寬恕政

策。2000 年 3月 28日執委會將異議書送達予被處分人，其等均未要求舉行聽證

或在實體上爭執異議書所述之事實。2001 年 7月執委會再次要求ADM、Cerestar 

Bioproducts、Haarmann & Reimer、Hoffmann-La Roche 及 Jungbunzlauer提供資料

以收集交易額之數據。本案經執委會作成處分後，2002 年 2月 28日ADM不服本

案處分而向歐洲初審法院起訴，請求撤銷本案處分。

（二）歐洲法院判決

檸檬酸在大自然中隨處可見，存在於動物及植物中，主要用於食物與飲料

產業。由於檸檬酸的高可溶性、富刺激性的味道與可作為緩衝劑之特性，使其成

為全球最普遍的酸味添加物或防腐劑。檸檬酸之製造原本係從檸檬中將酸性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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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化學方法抽取出來，而現今製造業之生產方法為發酵，以葡萄糖或甜菜根糖

漿為原料，用曲黴予以發酵後取得液態的檸檬酸，再經由過濾、濃縮、結晶等程

序製成完成品。

檸檬酸之種類相當多，其含水比例也各有不同。檸檬酸水化合物（Citric 

acid monohydrate，含水比例約為 8%）及無水檸檬酸（Citric acid anhydrous，含

水比例約為 0.5%）主要用於食物和飲料；檸檬酸溶劑（Citric acid solution，含

水比例約為 50%）及三檸檬酸鈉（tri-sodium citrate，將檸檬酸與氫氧化鈉中和

而成）則用於清潔劑和其他工業用途。

檸檬酸的應用範圍廣泛，主要可分為下列四種：

(1) 食物與飲料方面：此為檸檬酸最大宗比例的消費，在 1994年占歐盟市場檸

檬酸消費之 60%，主要用於非酒精飲料。在歐盟食用酸的總消費數量中，檸

檬酸占了 4分之 3，其他 4分之 1 為蘋果酸及反丁烯二酸等。1990 年代，清涼

飲料的歐洲市場大幅成長，造成檸檬酸的消費增加。在食品部門，檸檬酸用

於果醬、果凍、膠狀甜點、罐裝水果與蔬菜等，也用於加強冰淇淋、蛋糕餡料及

奶油的味道。

(2) 家庭洗潔劑方面：檸檬酸和檸檬酸鹽在 1990 年代開始，取代對環境有害的

磷酸鹽，而被廣泛使用為清潔劑。檸檬酸鹽之最大優點在於其生物可分解性，

而且製造過程較以往容易。

(3) 製藥及化妝品方面：1994年歐洲市場檸檬酸在此用途之比例，占檸檬酸總消

費的 8%。製藥應用方面包括人體及獸醫藥品之調配，在人體用途上，以發泡

錠及粉末為最大宗，其次為糖漿及抗凝血劑。

(4) 工業及其他方面：1994年此方面在檸檬酸歐洲市場之總消費比例超過 9%，

主要用於煤氣站火爐壁之清潔及去除煤垢，其他用途包括金屬表面塗裝前的

預先處理等。檸檬酸於此方面之用途也可以其他有機酸或礦物酸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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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酸產業屬寡占結構且基本上是全球性的地理市場，大型製造商之運送

成本一般僅占最終售價的 5%至 7%左右。檸檬酸的廣泛用途在大多數情況中僅需

要標準的技術知識且無明顯的生產技術障礙。檸檬酸的大型製造商大多為跨國公

司，銷售與生產逐漸劃分為三大地理區域---北美、歐洲及亞洲。在歐盟的情況中

從中國（China）進口之部分占歐盟總消費 20%。

為了評估本案處分所涉期間內檸檬酸市場之規模，執委會考量了多項標準，

包括比較主要製造商在 1997年 8月對於執委會要求提供訊息之回覆內容等。在

1996年，歐洲檸檬酸製造業協會（European Citric Acid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簡稱 ECAMA）390曾估計全球檸檬酸市場為 785,000 公噸，其中歐

洲市場為 303,000 公噸。而依照執委會的估算，在 1994年至 1997年間，全球產量

至少為 900,000 公噸，而全球實際需求至少為 750,000 公噸。

被處分人Haarmann & Reimer在其對於異議書之回覆中，表示依其對市場

之瞭解，歐盟市場在 1994年至 1997年間平均之檸檬酸年產量大約是 200,000 公

噸。如以歐盟市場之平均單價為每公噸 1,250歐元計算，則總值將為 250,000,000

歐元。再進一步將 1995 年Haarmann & Reimer之每公噸平均售價 1,250歐元乘以

750,000 公噸，全球市場總值應將近 937,500,000歐元。同樣的，依 ECAMA估計

之 303,000 公噸計算，則 1996年歐洲檸檬酸市場總值為 378,750,000歐元。

2001 年 6月 27日執委會要求被處分人提供其等 1995 年在全球及歐盟範圍

內的檸檬酸銷售數據，如下表所示：

表 4.1.7---被處分人 1995 年檸檬酸全球及歐盟檸檬酸交易額（單位：歐元，資料

來源：被處分人於 1997 年 8 月對於要求提供資訊之回覆）

事業名 全球交易額 歐盟交易額

390 歐洲檸檬酸製造業協會(European Citric Acid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簡稱 ECAMA)設於比
利時布魯塞爾，代表歐洲檸檬酸產業之利益並兩年舉行一次大會。平時則有工作會議研究技術、
法令及商業議題，ECAMA 也會持續關注全球市場發展並按月收集銷售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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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 119,751,000 45,999,650
Cerestar Bioproducts 21,694,000 21,140,970
Haarmann & Reimer 195,931,000 31,401,730,
Hoffmann-La Roche 80,331,000 41,329,600,
Jungbunzlauer [80,000,000-120,000,000] [60,000,000-80,000,000]
總計 [500,000,000-540,000,000] [200,000,000-220,000,000]

表 4.1.8---1996 年各製造商之估計市場占有率（資料來源：被處分人於 1997 年 8

月對於要求提供資訊之回覆）

事業名稱 歐盟市占率 全球市占率
Jungbunzlauer （15 %-25 %） （10 %-15 %）
Hoffmann-La Roche 16 % 9 %
ADM 14 % 15 %
Haarmann & Reimer 8 % 19 %
Cerestar Bioproducts 7 % 3 %
China （many 

suppliers）

18 % 22 %

Gadot 3 % 3 %
Cargill > 1 % 8 %
Others （including 

Russian and eastern 

European）

11 % 7 %

依圖表 3.2所示，1996年本案被處分人之總市場占有率在全球約為 50%至

60%，在歐盟則為 60%至 70%之間。執委會假設 1995 年被處分人之市占率與 1996

年相似，故圖表中銷售量之總計數據可用來估算 1995 年全球市場規模。據此，

執委會推算本案處分期間之全球檸檬酸市場規模約在 900,000,000歐元左右（即

540,000,000歐元÷60%＝900,000,000歐元），歐盟部分則為 314,000,000歐元（即

220,000,000歐元÷70%≒314,000,000歐元），與上開估算市場總值之差距尚在可

接受的範圍。

此外，檸檬酸之需求者分布，從直接向製造商交易的跨國大型食品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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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到向批發商購買的中小型公司。食品及飲料部門占最大宗的消費，其次為清

潔劑製造商。

檸檬酸生產於歐盟五個會員國---澳洲、比利時、愛爾蘭、義大利及英國，並

銷售於整個歐盟市場。本案被處分人在歐盟市場享有生產便利性，下表顯示其等

之年度銷售額及每年輸往生產會員國以外交易之比例，可見會員國間的檸檬酸

交易數量甚為龐大。

表 4.1.9---被處分人各年度總銷售額及出口銷售額（資料來源：被處分人於 1997

年 8 月對於要求提供資訊之回覆）

年度 歐盟總銷售額（公

噸）

輸往生產會員國以外之銷售額（公

噸）

百分比

1991 157,371 136,616 86.8 %
1992 189,809 153,697 81 %
1993 184,432 153,059 83 %
1994 161,895 134,141 82.9 %
1995 172,959 143,072 82.7 %

2002 年 2月 28日ADM不服本案處分而向歐洲初審法院起訴，請求撤銷本

案處分。ADM主張其被執委會認定為本案卡特爾之領導者，而執委會在異議書

中之依據是美國 FBI的調查報告並引述其中 Cerestar之陳述，但執委會僅於異

議書附錄中提供 FBI報告，並未將 Cerestar之陳述內容一併提供予ADM，造成

ADM無從知悉 Cerestar之陳述內容，妨礙其防禦權的有效行使，也影響其依寬

恕政策可獲減免之程度。歐洲初審法院認為執委會在異議書中檢附 FBI調查報告

已足使ADM知悉 Cerestar之陳述內容並可有效防禦，且ADM在執委會之行政

程序中未就該份報告有所爭執，再者亦不應苛求執委會在調查階段中有義務將

重要關鍵事證以外之細節一併詳述於異議書中，故歐洲初審法院駁回ADM此

一主張。

ADM在 2006年 12月 11 日上訴後，歐洲法院進一步斟酌執委會作成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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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之最終理由並比較異議書檢附之內容。執委會在處分中引用 FBI調查報告，

認定相關協議係出自於ADM代表的想法，且ADM之代表在歷次會議中均扮演

活躍的角色，其他事業代表都稱ADM的代表為「睿智老人」或「傳教者」云云。其

次，執委會整理 Cerestar之陳述，其表示雖然通常是 Jungbunzlauer及

Hoffmann-La Roche 的代表主持會議，但 Cerestar可以明確感覺到ADM代表才

是會議中關於價格項目或其他事項的實際主導者。就此，歐洲法院認為歐洲初審

法院之法律見解固無違誤，但將事業認定為卡特爾之領導者牽涉罰鍰金額高低

應屬重要事項，更何況 FBI調查報告引用同為被處分人 Cerestar之陳述，具有

利害關係的風險，故本案執委會應有義務詳述其所依據之事實，是以歐洲法院

於 2009年 7月 9日判決撤銷本案ADM部分之處分391。

（三）本案簡評

本案起因於部分被處分人於美國達成認罪協商，執委會獲知消息後接續調

查並作成處分，再次可見寬恕政策對於事業主動舉報聯合行為之影響。但事業坦

承聯合行為後，尚須依違法情節酌定罰鍰金額，故各事業之參與程度、對市場競

爭之影響輕重等，仍應給予各該事業表示意見之機會，以貫徹正當法律程序之

保障。尤其從事聯合行為之各事業於違法行為曝光後，為求減輕或免除法律責任

對自己之參與情事避重就輕，而主張其他事業為聯合行為主導者云云，應所在

多有，是以主管機關對於各事業之陳述及客觀之書證資料等，應予以互相比對，

並令各事業對其他事業之主張表示意見，藉此釐清聯合行為之實際狀況，兼顧

各事業之防禦權，亦有助於增強主管機關認事用法之正確性。

391 值得注意的是，歐洲法院判決雖撤銷執委會關於 ADM部分之本案處分，但關於 ADM 或其
他被處分人主張其等對於檸檬酸市場並無執委會所認定的市場力量時，歐洲法院則認為被處分
人之主張僅屬空言，且執委會依照相關資料包括被處分人自行提出之回覆等來認定市場力量並
無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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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歐盟競爭法案例之特色

一、處分理由之論述方式

在比較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與歐盟執委會之處分時，首先可以發現的差異

是處分理由的部分。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多以論述方式說明其理由，而歐盟執

委會之處分除文字說明外，並習於運用圖表作為輔助及數據資料之交差比對，

此有助於主管機關在處分前再次彙整確認資料是否已完備之功效，應屬值得參

考之處。

二、調查方法及內容之細緻化

如前所述，歐盟執委會係以要求提供資訊為最重要的調查方法，此一調查

方法可令受調查者據實詳盡的提出資料，固然是因歐盟法訂有高額罰鍰之威

嚇392及寬恕政策之利誘作為實效擔保，此為與我國公平法略有不同之處393，但執

392 歐盟部長會議於 2002 年 12 月 16 日通過第 1/2003 號規則，取代其前身即 1962 年第 17 號規則。
1/2003 號規則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執委會要求事業或事業團體提供資訊時，應敘明法令依據及調
查目的，特別是要求提供的具體資訊為何、限定回覆期間以及第 23 條所定提供不正確或誤導資
訊之罰鍰處罰。罰鍰額度在以往 17/62 號規則時為 100 至 5,000歐元，實屬較低，目前 1/2003 號
規則予以提高後，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最高罰鍰額度可達事業前一商業年度銷售總額之 1%。執委
會除了第 23 條之罰鍰規定外，亦可施加第 24 條之定期罰鍰，處以高達平均日營業額 5%之罰金，
以令事業提供完整及正確之資訊。
393 有關不配合調查之部分，我國公平法第 43 條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依第二十七條規定進行
調查時，受調查者於期限內如無正當理由拒絕調查、拒不到場陳述意見，或拒不提出有關帳冊、
文件等資料或證物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受調查者再經通知，無正當
理由連續拒絕者，公平交易委員會得繼續通知調查，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至接受調查、到場陳述意見或提出有關帳冊、文件等資料或證物為止。」相較於第 41 條
規定：「事業違反第十條、第十四條，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情節重大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
年度銷售金額百分之十以下罰鍰」，可見不配合調查之罰鍰金額，實屬偏低；另有關寬恕政策之
部分，公平法於 100 年 11 月 23 日增訂第 35 之 1 條：「違反第十四條之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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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條所命之罰鍰處分：一、當
尚未為中央主管機關知悉或依本法進行調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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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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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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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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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之調查方式仍有值得借鏡之處。本文認為關鍵在於，要求提供資訊與要求事

業陳述意見並不相同。執委會在調查程序剛開始時，係提出具體的事實問題或針

對特定資料要求各相關事業394提供資訊，此種客觀中性的問題除非事業先行察

覺可能遭執委會處分而有所保留，否則應較容易獲得事業配合，亦可降低被處

分人不自證己罪之疑慮，嗣後待調查接近完備後再寄發異議書給予被處分人陳

述意見之程序保障機會；反觀公平交易委員會係採取通知事業到會說明之方式，

針對所涉違法情事詢問該事業，此時之詢問實已類似於執委會寄發異議書後之

程序保障，在事業已知悉係以嫌疑人身分到場之情形下，公平交易委員會之事

證蒐集自難免遇有窒礙。是以在要求事業提供資訊之問題設計及通知到會之時機

等方面，公平交易委員會似有進一步細緻化的空間。

三、程序保障之重視

依本文搜尋歐洲法院對於執委會處分之判決，自 2008年至今遭判決撤銷之

執委會處分係屬極少數，而其中大多係因裁處之罰鍰金額不獲法院認同，此外

則係本文上述因異議書內容影響被處分人行使防禦權之理由，似未見執委會關

於市場界定之見解與歐洲法院產生齟齬之處。由此觀之，歐盟法一方面賦予執委

會調查權限，令其得向事業強制蒐集相關事證，但當執委會調查結果接近完備

後，在作成處分前仍有義務將取得之一切資料提供予被處分人使其表示意見。是

以在調查效能與程序保障二者兼顧之情形下，執委會處分獲得法院肯認之機率

當可隨之提高，此亦應可作為我國法制借鏡之處。

394 此處所指之事業不僅限於可能涉及違法之事業，執委會在調查過程中均係廣泛要求被處分人、
相關上下游事業或第三諮詢機構提供資訊，以本文上述Visa案為例，執委會針對英國近二百家
零售商之信用卡接受狀況進行問卷調查，且問卷回收率逾 95%，如此作為處分依據之正當性基
礎方不致於輕易遭受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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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查困境---開始調查至作成處分之時間

本文上述所摘錄之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遭行政法院撤銷理由之一即在於

公平交易委員會引用之廠商家數資料為較舊版本，無法反映市場現況；而Visa

拒絕競爭者加入案中，執委會認為Visa違法時間至 2006年允許Morgan Stanley 

Bank加入信用卡成員為止，但相關圖表引用之資料最新年度則為 2004年，其

間仍有 2 年之落差，是否可確實反映市場現況，嚴格來說並非全無疑義，此可

謂我國與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同樣面臨之困境395。因違反競爭法之案情事實日趨

複雜，主管機關從啟動調查程序開始至完成調查作成處分為止，難免曠日費時，

更何況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之人力預算並非豐沛，是以如何加速調查程序之進

行，讓主管機關不會一直陷入需調查最新版本資料的泥沼困境，仍有待吾人思

考妥善的解決之道。

395 歐盟法律規定，執委會一旦展開競爭法的調查程序後，必須在合理期間內做出決議。至於何
謂「合理期間」則並非以抽象或理論的角度評估，而是依個案不同的情形來論斷。因此在判斷調查
階段所花費時間之合理性，以及整個行政程序時間之合理性時，必須考量涉案當事人於調查程
序中之態度及配合度、案件本身之複雜性、以及該案件對各涉案當事人之重要性，倘若花費之時
間是合理的，儘管經過很長的時間才完成整個調查程序，仍屬上述「合理期間」之範疇。若執委會
有不合理之延宕，只有對事業之防禦權造成不利的影響時，執委會之處分才有可能被撤銷。參何
明瑜（2008），〈歐盟競爭法調查程序中當事人權利之保障：以歐盟水泥案為中心〉，《公平交易
季刊》第 16 卷第 2 期，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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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本競爭法就事業市場力量調查之規範

及案例

第一節  日本法制簡介

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之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396進行調查之法律依據，主要

為獨占禁止法397。獨占禁止法於 2005 年（平成 17年）曾有大幅度之修正，依該

法修正前之規定，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之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得依職權、一般人

之檢舉、檢察總長或中小企業廳之通知，於認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嫌疑時進行

「行政調查」。「行政調查」係以獨占禁止法第47條為主，其調查目的是為了作成

排除措置命令、課徵金納付命令等處分，此一程序之進行通常由被指定為「審查

官」之事務總局職員為之。審查官於進行調查程序時，除由當事人主動配合調查

之任意調查權限外，並有一定的強制調查權限，得要求利害關係人到會加以訊

問或令其提交意見或報告、命鑑定人到會進行鑑定、命持有財務報表及其他文件

之人提出該當文件並得留置之、至關係人之營業場所檢查其業務、財務狀況、財務

報表及其他文件等。

修正後獨占禁止法之調查，除了「行政調查」外，新增「犯罪調查」（日文為

犯則調查398）制度399。此係為落實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所擁有之專屬刑事告發權，

賦予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有關犯罪行為之調查權限，即指該法第 101條以下所

396 日文原文為「公正取引委員會」，本文以下以「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作為中譯。
397 獨占禁止法之全名為「關於確保禁止私的獨占及公正交易之法律」，本文以下簡稱為獨占禁止
法。
398 日文原文為「犯則調查」，「犯則」二字為中文所無，而該調查制度係指針對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89 條至第 91 條之行為而涉及刑事責任時之調查制度，故本文於翻譯時以「犯罪調查」作為「犯則
調查」之中譯，並以「犯罪」作為「犯則」之中譯。
399 不論行政調查或犯罪調查程序之開始，均係由審查局局長向委員會為具體個案之現況報告，
由委員會決定是否有進行調查之必要。

314



定之「犯罪調查」，當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為調查違反獨占禁止法之犯罪行為而

認有必要時，得向法院聲請發給許可狀後，至關係人之營業所等進行勘驗、搜索

並得對相關物件加以扣押。相應於此一新增權限之行使，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並

特別設置「犯罪審查部」執行該權限400。

獨占禁止法上開修正之緣由，係因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2005 年 5月至 8

月間，對於有關鋼鐵橋樑的合意投標事件之 26家事業及其 8名員工提起刑事告

發。在被告發者之中，包括在過去 10 年內曾受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為勸告審

決401之公司，更有曾被提起刑事告發之公司。然而，其等仍再次從事卡特爾行為，

顯示日本的合意投標卡特爾行為，在同一企業、同一產業及同一地域內不斷地重

複發生而未遭根絕，因此日本經濟中所謂合意體質的負面特徵尚無法完全根

治402。

面對這樣的狀況，之前於 2001 年的小泉純一郎首相在當時的總理大臣就任

演說中，便曾揭示「確立符合 21世紀的競爭政策」為日本經濟再生改革的重大支

柱。其後，日本政府策定之「有關今後經濟財政營運及經濟社會構造改革之基本

方針」（即所謂骨幹之方針，於平成 13年 6月內閣會議所決定），亦採取了「去

除合意體質及活化市場為目標，積極的展開競爭政策」的方向。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基於上開總理大臣之演說內容，舉辦「研議符合 21世

紀之競爭政策懇談會」，從強化抑止違法之觀點，彙集並發表獨占禁止法之措置

體系應予改正的建言。基於上述建言，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2002 年 10月起召

開獨占禁止法研究會，並將改正獨占禁止法之措置體系的相關內容彙整為「獨占

禁止法研究會報告書」，於 2003年 10月公布。

400 參黃銘傑（2006），〈第四章：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組織與職權〉，廖義男計畫主持人，《公平
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頁 18-19，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白石忠志（2006），《独占禁
止法》，頁 391，東京都：有斐閣。
401 審決為日文用語，即指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作成之行政處分。
402 參諏訪園貞明編著（2005），《平成 17 年改正独占禁止法：新しい課徵金制度と審判.犯則調
查制度の逐条解說》，頁 3-5，東京都：商事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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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以該報告書為基礎，徵求社會大眾之意見，共

收到來自消費者團體、經濟團體、司法界、事業及個人等 112件的意見書。日本公

平交易委員會根據這些意見書，於 2004年 4月彙整為獨占禁止法改正案，並再

次公布向大眾募集意見（此次共有 74件意見書），同時也與相關團體進行 100

次以上的意見交換。在經過上述意見收集的過程後，於 2004年 10月 15 日，在國

會第 161 次臨時會提出獨占禁止法之一部修正案。該法案於眾議院當年會期雖然

未完成審議，但於翌年國會第 161 次通常會時繼續審議，並於 2005 年 4月 20 日

經過參議院通過，同年 4月 27日公布，隔年 1月4日起施行。

第二節  日本競爭法一般調查之規範及運作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為了完善履行職務之必要，對於行政機關、依特別法

令設立之法人、事業、事業團體或其職員，得要求到場或提出報告、情報、資料

等403。對學校、具有學識經驗者，得囑託其調查404。此外，亦得召開公聽會徵求一

般性的意見405。此等以一般調查為目的之權限，於審查具體事件時亦非不得運用

之406。

對於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依獨占禁止法第40條所為之處分，而未遵從到場、

未提出報告、情報或資料，以及提出虛偽報告、情報或資料之人，得依獨占禁止

法第94之 2條科處最高日幣 20萬元以下之罰鍰。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所從事之一般調查，依該會網站所示407，係以每二年

為一期，針對日本產業之生產及銷售的集中度狀況進行調查。其調查之具體內容

可分述如下：

403 參獨占禁止法第 40 條。
404 參獨占禁止法第 41 條。
405 參獨占禁止法第 42 條。
406 參根岸哲編（2009），《注釈独占禁止法》，頁 650，東京都：有斐閣。
407 參 http://www.jftc.go.jp/soshiki/kyotsukoukai/ruiseki/index.html（最後瀏覽日：11/1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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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查目的：集中度之經濟實態調查係為使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掌握日

本主要產業之實際市場集中狀況，以利適切運用獨占禁止法。

（2） 調查對象：調查之商品項目種類，原則上製造業係以工業統計表之 6位

數分類為範圍，非製造業則以日本標準產業分類之細分類（4位數分

類）為參考範圍。以 2007及 2008之調查為例，包含製造業之 267種商品

項目，非製造業則為 50種，共計調查 317種商品項目。至於調查對象之

事業，位於日本國內的商品製造者（包含輸入後於日本國內銷售之事

業）及勞務提供者均屬之。

（3） 調查方法：調查票分為製造業之團體用（A票）、非製造業之團體用

（B票）、製造業者用（C票）、非製造業者用（D1票、D2票）等 5種

類，以郵寄或上網填寫的方式對調查對象之團體及事業者實施調查。

（4） 調查事項：

A. 製造業團體（A票）

a 團體名稱，所在地等

b 開始生產或重新生產調查對象之商品項目的事業等事項

c 非團體會員之事項

d 變更名稱、合併、讓渡承受營業以及停止營業之企業等事項

e 報告數值之出處

f 輸出輸入之有無以及日本貿易月表之項目編號

g 生產實際狀況等之全國統計

B. 非製造業之團體（B票）

a 團體名稱、所在地等

b 開始營業或重新經營調查對象之服務項目之企業等事項

c 非團體會員之事項

d 變更名稱、合併、讓渡承受營業以及停止營業之企業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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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報告數值之出處

f 營業實際狀況等之全國統計

C. 製造業者（C票）

a 企業名稱、所在地等

b 合併、讓渡承受營業以及停止營業等事項

c 生產實際狀況

d 自其他業者購入之實際狀況及該業者之名稱

e 輸入之實際狀況

f 銷售等之實際狀況，包含自己生產及從其他業者購入狀況之

統計、對生產調查對象商品項目完成品之國內其他業者的銷售

狀況及該業者名稱、輸出實際狀況、對流通業者及需要者之國

內銷售金額及其稅額、其他（自己消費、使用及庫存增減等）

D. 非製造業者（電力業、都市瓦斯業以外之非製造業）（D1票）

a 企業名稱及所在地等

b 合併、讓渡承受營業以及停止營業之企業等事項

c 營業之實際狀況，包含對於需求者之營業金額及該稅額

E. 非製造業者（電力業、都市瓦斯業）（D2票）

a 企業名稱及所在地等

b 合併、讓渡承受營業以及停止營業之企業等事項

c 營業之實際狀況，包含對於需求者之營業金額及該稅額、自同

業業者購入之批發供給。

d 銷售予同業業者之批發供給實際狀況

e 購入對象之同業業者企業名

f 銷售對象之同業業者企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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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競爭法個別調查之規範及運作

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負責執行獨占禁止法等競爭

法規。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意思決定機關由委員長與 4名委員所構成，不受其

他機關指揮監督而獨立履行其職務408。該委員會內設有審查局，由審查長率領審

查官調查違反獨占禁止法之事件，並可採取進入相關事業處所收集書證資料、命

到場接受詢問等行政調查措施。此外，事業對於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命其不得為

一定行為或處以罰鍰之裁決有所不服時，該會內部將由審判官主持審判程序，

而審查官與該事業則成為審判程序中對立之二造，審查官必須負責提出及說明

該事業違反獨占禁止法之事證。

2005 年獨占禁止法增修犯罪調查制度後，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審查局內

成立犯罪審查部，負責進行犯罪調查，有必要時得經法院許可採取勘驗、搜索、

扣押等調查手段，並依調查之結果決定是否向檢察機關提出告發，而與以往審

查官進行之行政調查有所不同。

408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jftc.go.jp/soshiki/profile/index.html（最後瀏覽日：
11/2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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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組織圖（資料來源：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409

409 本圖係參考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之組織圖所製作：
http://www.jftc.go.jp/soshiki/profile/annai/index.html（最後瀏覽日：11/2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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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調查權

ㄧ、獨占禁止法之行政調查

行政調查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執行排除措置命令與課徵金納付命令等處分

之基礎，該等行政調查依獨占禁止法第47條第 2項係由委員會指定為「審查官」

之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職員負責實際進行。

（一）行政調查之類型

1. 強制之行政調查

（1） 強制行政調查之內容

獨占禁止法第47條410規範強制之行政調查權限，其調查方式列舉於該條第

1項各款，且對於不服從者可依同法第94條科予刑則，以間接強制之方式確保

其實效411。然因本條之調查並非屬於可不論對方意思而實施之直接強制型態，故

無須經法院以令狀為許可之必要。

410 獨占禁止法第 47 條規定：「
Ⅰ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為了關於事件所必要之調查，得採取下列之處分：
命事件關係人及證人至政府機關接受詢問，或徵求其意見或報告。
命鑑定人至政府機關及鑑定。
對於帳簿書類等其他物件之持有者，命提出有關物件，或留置提出之物件。
進入事件關係人之營業所等其他必要場所，並檢查業務及財產狀況、帳簿書類等其他物件。
Ⅱ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得視需要制訂法規，並依此指定其職員為審查官，負責採取前項之處
分。
Ⅲ 職員依前項規定進入檢查之前，應攜帶表示身分之證明書，並應出示予關係者。
Ⅳ第 1 項規定之處分權限，不得解釋為犯罪搜查依該規定而具有相同之權限。」
411 依獨占禁止法第 94 條規定，違反該法第 47 條第 1 項，諸如不到場、拒絕陳述、為虛偽陳述或
鑑定、不配合提出文件及拒絕、妨礙進入檢查者，得處以 1 年以下徒刑或日幣 300萬元以下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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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條第 1項規定之處分權限，係規定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為了判斷有無

為行政處分之必要時，就該等基礎事實調查工作中所得採用之行政調查權限。日

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主觀上認為有違法事實存在時即可發動調查，而非要求更高

的客觀理由作為權限發動之要件。實務上關於審查官之進入檢查及提出命令，曾

有受調查者提出異議認為「強制處分應同時具備形式及實質之二種要件，其中實

質要件正是指有充分懷疑違反獨占禁止法之『相當理由』及行使強制處分之『必要

性』而言」，但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對於個別事件為必要調查，係屬正當權

限之行使，故駁回受調查者之異議412。

A. 詢問（命到場接受詢問413及提出報告）

依第47條第 1項第 1款之規定，審查官得對事件之關係人或證人為詢問並

作成紀錄，但該紀錄不給予被處分者副本，以避免導致證據隱滅等對於爾後行

政調查產生重大障礙之結果。

舉例言之，審查官仔細調查進入檢查取得之物件後，為了使被懷疑違法之

事實更加明朗，得對於事件關係人（被懷疑違法之事業與事業團體，以及其所

屬之負責人、員工、職員等）或證人（非事件關係人但有與違法情事相關之情報

者。進入審判程序後，在訴訟程序中係屬證人）送達到場命令書，聽取相關情況

並將供述內容記載於詢問紀錄。

審查官作成詢問紀錄時，應朗讀予供述人（事件關係人或證人）或使其閱

覽，並詢問有無錯誤之處。供述人有增減變更之申請時，應於紀錄上記載此一陳

述。審查官得要求供述人於紀錄上簽名蓋章，供述人不願簽章時應將此情事一併

記載於紀錄。經過供述人確認內容之程序，可提高紀錄之證明力。此外，審查官

412 參札幌歯科医者会事件，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決昭 55‧10‧24，審決集 27 卷，頁 136。轉引
自根岸哲編（2009），《注釈独占禁止法》，頁 646，東京都：有斐閣。
413 日文原文為「審尋」，於 2005 年修正前原稱「審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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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於直接證明違法事實之用途，而就事件關係人或證人以外之人收集相關情

報時，毋須要求此種供述人確認內容，僅作成供述聽取報告書即可。

審查官得要求事件關係人、證人提出報告，該報告命令應與事件關係人、證

人之業務、懷疑違法事實有關，並表明所要求之報告樣式。對於事件關係人、證人

以外者，通例上其報告書則係採任意形式。

B. 鑑定

依第47條第 1項第 2款之規定，審查官得對於具有專門知識者送達鑑定命

令書，命其以鑑定人身分到場及提出鑑定書。

C. 命令提出及留置文件

依第47條第 1項第3款，審查官得對帳簿書類等相關文件之持有者命其提

出，並得留置該等文件。賦予留置文件原本此一權限之目的，在於避免竄改的可

能。

審查官採取進入檢查（請見後第（4）點所述）之後，對於調查違法事件

所必要的書類等物件，得送達提出命令書予持有人，並得留置提出之物件。審查

官留置提出物件時，應作成留置紀錄及留置物品項目之目錄，並應交付複本予

提出者。即使未採取進入檢查，但可特定物件時，亦得為提出命令。被留置之物

件，除了已無留置必要之情形及依提出者之請求為假返還外，提出人亦可閱覽

或謄寫提出之書類。然而，對事件審查會特別產生障礙之情形，得限制閱覽、謄

寫，例如提供給事件關係人閱覽之情形，即被推定為有妨害事實解明之危險。此

外，未使用行政調查權限，而係依對方之協力所進行之任意審查的情形，對方

任意提出帳簿書類等其他物件時，為了擔保程序之確實及公正，日本公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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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職員得請求對方提出任意提出書。

D. 進入檢查（日文原文為立入檢查）

獨占禁止法第47條最常受到討論之調查方式為進入檢查。審查官得進入事

件關係人之營業所或其他必要場所，並檢查業務、財產之狀況、帳簿書類等其他

物件。其檢查對象之範圍並未有明文限制，得就任何地點進行檢查，但應受比例

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制約414。本款之「事件關係人之營業場所及其他必要場所」

用語，解釋上係指「事件關係人之營業場所」及「其他必要場所」，而非限於「事件

關係人之『營業場所及其他必要場所』」415，是以即令該場所並無事件關係人在內，

亦得進入檢查，但進入上開第三者場所時，自應於比例原則之範圍內方屬合法。

舉例言之，不限於營業所，凡是相關書類保存之場所，企業幹部、職員之個人住

宅亦得成為進入檢查的對象。此外，懷疑發包機關參與協議投標之情形時，發包

機關之辦公場所應認有進入檢查的必要性。

審查官係連同特定事件一併指定，例如「關於某某製品之製造業者及販賣

業者等團體的事件」、「關於某某市發包某某工程之參加投標業者事件」等，將審

查對象予以特定並發給審查官證作為提示之用。進入營業所等場所檢查時，審查

官應交付記載事件名、懷疑違法事實之要旨及相關法條的文書予受檢查者。

414 此外，進入檢查因通常會作為「調查開始日」之起算點，影響課徵金額的計算，故特別受到重
視。當被處以納付課徵金處分之事業，其違法行為實施期間不超過 2 年，而於日本公平交易委員
會開始調查日前 1 個月以前停止該違法行為者，徵收之課徵金額得酌減 20％。另一方面，2005
年 4 月 20 日之獨占禁止法修正，為提供違法事業自行舉發其所參與之違法行為的誘因，特別於
第 7 條之 1 第 7 項至第 12 項規定，引進課徵金減免制度。亦即當事業於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開
始進行調查前，單獨對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提供有關違法行為之事實或資料時，第一個提供該
等資訊者，其課徵金全免；第二個提供資訊之事業，其課徵金額減少 50％；第三個提供資訊之
事業，其課徵金額減少 30％。若於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開始調查前，提供違法資訊之事業，未
超過三家時，則依其不足數，可對在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開始調查後始提供違法資訊之事業，
各減少其課徵金額 30％。因此調查開始日之認定，於計算課徵金具有重要地位，是以調查紀錄
關於調查年月日之記載亦受關注。
415 參村上政博、栗田誠（2006），《独占禁止法の手続：平成 18 年施行の改正法をふまえて》，
頁 71，東京都：中央経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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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了提高對於違反獨占禁止法雖然導入適用令狀原則之犯罪調查制

度，但以作成行政處分為目的之進入檢查等行政調查權限，仍應繼續依照行政

調查之方式。審查官於進入檢查後應作成檢查紀錄，記載事件名、日時、場所，以

及在場者之姓名、職業等。

另應附言者係，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進入檢查因屬外部活動，相關報導

難免極多。進入檢查終究僅是對於違法事實之存在尚屬懷疑的階段，即使日本公

平交易委員會未積極的公開表示，但媒體的報導也會揭露機關活動，因此審查

終了時，不僅是認定違法事實存在之事件，認定不存在之事件亦應將審查結果

公開為是。

（2） 審查官之指定

委員會經審查局長報告後，認為該事件有行使行政調查權限之必要時，指

定審查官負責審查該事件，此時即稱為成案（立件）而開始審查程序。審查官應

由審查局（犯罪審查部除外416）、地方事務所、支所之職員中，具有對於事件審

查及審判到場所必要之法律、經濟等之知識經驗者指定之。

（3） 強制行政調查之救濟程序

審查官依獨占禁止法第47條第 1項所為處分之對象不服該處分時，得於受

處分之日起一週內，以書面記載理由向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異議。委員會認

為受處分人之異議有理由時，應撤回或取消處分，或命審查官變更處分，並通

知異議人。駁回異議時，則應示明理由417。

416 犯罪審查部職員除外，係因行政調查部門與犯罪調查部門有所區別之緣故，兩部門間設有所
謂的防火牆（情報的遮斷）。因此得行使行政調查權限者，僅限於被指定為審查官的行政調查部
門職員，犯罪調查部門之職員不得行使之。
417 參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審查相關規則第 2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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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行政程序法418、行政不服審查法419除外適用之代替制度。此外，異議遭

駁回後，得於其後之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審判程序或審決取消訴訟中提出主張。

2. 任意之行政調查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不發動行政調查權限，而要求對方自願的提供協力以

進行調查時，即所謂自願調查。審查規則第 13條第 1項規定：「委員會之職員，

於事件關係人及證人自願供述之場合，認為有必要時得作成供述紀錄。」同規則

第 19條規定：「委員會之職員，於受領事件關係人及證人自願提出之帳簿書類

等其他物件的場合，認為有必要時，得對事件關係人及證人要求提出記載物件

所有人及提出人之姓名、職業、住所、物件項目、提出年月日等事項的文書。」

對於得到對方承諾而進行的進入檢查，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曾認為「審查

官雖然應向受檢查者之代表人提示審查官證及檢查意旨，但受檢查者代表人對

審查官表示『是否必須取得法官核發之令狀？』、『為何選擇被審查者作為檢查對

象？』等疑問，表示拒絕進入檢查之意思時，審查官應將其拒絕之意旨作成供述

紀錄，停止進入檢查且不得留置現場發現之書類。其後，審查官應另訂期日再次

至受檢查者事務所，對受檢查者代表人提示審查官證並詳細說明進入檢查之理

由，取得受檢查者代表人同意後為進入檢查。420」

二、獨占禁止法之犯罪調查

418 獨占禁止法第 70 條之 21：「對於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所為之排除措置命令、納付命令及第 70
條之 11 第 1 項之認可申請等相關處分、依本節規定所為之審決及其他處分（包含依第 47 條第 2
項之審查官所為處分及第 56 條第 1 項之審判官所為處分），不適用行政程序法第二章及第三章
之規定。」
419 獨占禁止法第 70 條之 22：「對於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所為之排除措置命令、納付命令、依本節
規定所為之審決及其他處分（包含依第 47 條第 2 項之審查官所為處分及第 56 條第 1 項之審判
官所為處分），不得依行政不服審查法提起不服。」
420 參水田電工事件，審判審決平 9‧9‧25，審決集 44 卷，頁 131。轉引自根岸哲編（2009），
《注釈独占禁止法》，頁 648-649，東京都：有斐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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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法源起及犯罪調查事件之性質

1. 犯罪調查手續導入之經緯及其意義

獨占禁止法所稱之犯罪調查，係指由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就是否有必要為刑

事告發事件所進行之調查程序。所謂犯罪事件，則指經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

屬於獨占禁止法第89條至 91條所定，其違反效果為涉及刑事犯罪責任之事件。

就該等犯罪事件，須基於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告發為前提，否則不得起訴，

因此檢察官之起訴係繫諸於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進行之犯罪調查，及依此犯罪

調查後決定是否提起刑事告發。至於實際進行犯罪調查者，係由日本公平交易委

員會指派具有審查局犯罪審查部職員身分之「委員會職員」，或稱「犯罪事件調查

職員」為之。

犯罪調查此一制度，係於 2005 年（平成 17年）修正獨占禁止法時所新

增421，其立法背景包括：第一，對於違反獨占禁止法之惡質案件，欲積極運用

刑事處分予以遏止。然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受限於調查權限，因受調查者不服從

行政調查時僅有間接強制之法律效果，為了刑事告發而收集證據之能力有其界

限，故賦予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直接強制之調查權限，以強化其收集證據之能

力；第二，以刑罰作為調查協力擔保之間接強制方法，依此行政調查過程中取

得之供述紀錄若直接使用於刑事程序，恐將侵害嫌疑者之緘默權而不應允許之，

從而為了避免檢察機關需重新蒐集證據之二次勞費，並促進日本公平交易委員

會與檢察機關在搜查上的順暢合作，故導入犯罪調查權限之制度；第三，以往

行政調查並無司法機關介入而衍生的種種憲法上疑義，諸如無需令狀及不適用

不自證己罪原則，希望藉由犯罪調查制度之導入，和行政調查互相區別，以消

除此等疑義並回應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422。

421 犯罪調查係獨立規定於獨占禁止法第 12章。
422 參白石忠志（2009），《独占禁止法》，頁 397-398，東京都：有斐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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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於改正前獨占禁止法之下，關於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能行使

的前述行政調查之間接強制手段，被指摘有下列問題點：

a. 搜索、扣押等直接強制之方法尚未有明文規定，以行使適正刑事告發為目的

之證據收集權限亦不完備。

b.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審查官作成之供述紀錄由於不自證己罪原則之顧慮，於

審判程序中無法作為證據而提出，因此提起刑事告發後，檢察官會產生再次

進行訊問調查之需要，必須從頭開始製作調查紀錄，造成檢察當局的負擔423。

c.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基於行政調查之結果所為之刑事告發，欠缺令狀原則

（憲法第35條）及默秘權（憲法第38條第 1項）之正當程序保障。

此次修正，藉由將下列犯罪調查手續之導入，以期消除來自正當程序觀點

之疑問：

a. 在肯認基於法官令狀之勘驗、搜索、扣押等直接強制之調查方法之下，日本公

平交易委員會之調查權限有所強化。

b. 在刑事告發之場合，明定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關於已收集之領置物件及扣押

物件有移交予檢察廳之義務（修法後第 116條）424，以促進日本公平交易委

員會與檢察廳之順暢合作的可能性。

c. 取得法官令狀後可為強制調查，此外，以往基於有關違反國稅調查之判例，

於違法調查程序是否亦有不自證己罪權利保障之疑問也可獲得解決。

（2） 犯罪調查權限導入之必要性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平成 2 年公布之「對於違反獨占禁止法之刑事告發相

423 實務上公正取引委員會仍會將已收集之資料移交給檢察官參考。
424 修正後第 116 條在程序保障之關係方面，僅將領置物件及扣押物件作為規範對象，係為了試
圖將此一保管責任之明確化所作之規定，但檢察當局能否自公正取引委員會移交之領置物件及
扣押物件以外之證據，修正後則無明文規定，在解釋運用上亦有疑問。經報告人於 2010 年 6 月 7
日訪問公正取引委員會近畿中國四國事務所總務管理官小室尚彥先生之結果，修法後公正取引
委員會會將所製作的犯罪事件報告書及質問、檢查、搜索扣押等各顛末書均移交予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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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方針」中，針對廣泛影響國民生活的惡質與重大案件，將持續提起刑事告發以

獲取積極的刑事處分。自該年至今，雖然已提起 9件刑事告發，但相較於國稅及

證券交易領域，不可否認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刑事執行態度偏於低調425，且

在同一企業、同一產業及同一地域內不斷地重複發生的卡特爾行為並未遭根絕426，

因此強化對於違反獨占禁止法行為之遏止的觀點而言，不論日本公平交易委員

會內外均出現應更加積極活用刑事處分之指摘，而其具體對應之道為何，遂成

為當務之急。另一方面來看，修正前之獨占禁止法制度為了要符合更積極之刑事

告發，有下列問題尚待解決：

A. 基於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調查權限的證據收集能力

舊法所賦予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調查權限，當遇有不遵從處分之情形時

科予刑事罰，亦即僅以所謂間接強制之方法來確保處分的實效性。但對於不受刑

事罰拘束的事件關係人無法為進入檢查，若於此期間證據遭到破壞，將造成違

法行為之證明困難。

B. 與檢察機關調查作業之接續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行政調查過程中作成之供述紀錄，畢竟是彙整事業

之職員基於行政措置之意願所為之陳述，亦與嫌疑人之刑事上權利有關。為了能

作為審判之證據，檢察官須全部從頭作成供述紀錄，其所花費的龐大時間勞力

實屬重要問題。

425 參村上政博、栗田誠（2006），《独占禁止法の手続---平成 18 年施行の改正法をふまえて》，
頁 277-282，東京都：中央経済社。
426 參諏訪園貞明編著（2005），《平成 17 年改正独占禁止法：新しい課徵金制度と審判.犯則調
查制度の逐条解說》，頁 3-5，東京都：商事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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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正當程序之要求

由於獨占禁止法將行政處分與刑事罰之構成要件規定於同一條文，因此日

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據行政調查之結果提起刑事告發，受到來自經濟界對於正

當程序的疑問（舊法第46條第4項及令狀原則之潛脫）的指摘。換言之，日本

公平交易委員會所為之行政調查是為了蒐集懷疑有違法行為之證據，與其他行

政機關為了監督而採取的定期性行政調查有所不同。對於被調查者而言，也有批

評認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行政調查很難與犯罪搜查明確區別。

基於上述情況，本次修法就惡質及重大案件採取積極的刑事告發，在以往

之行政調查權限外，更決定導入犯罪調查權限427。

2. 犯罪調查事件之性質

如前所述，犯罪調查制度係為了針對違反獨占禁止法案件提起刑事告發所

設置，雖然實質上類似於刑事搜查等程序，但另一方面負責犯罪調查者卻是屬

於行政權之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職員，因此日本憲法上有關刑事程序之人權保

障是否及於犯罪調查，遂成問題所在。

在租稅法之領域中，雖有判決認為「國稅犯罪事件調查程序之性質係屬行

政程序之一種，不應解釋為刑事程序之性質。428」然而，國稅犯罪法之質問、檢查、

領置、勘驗、搜索、扣押等程序本身均與搜查程序類似，且成為調查對象之犯罪事

件可能因告發而移轉至嫌疑事件之刑事程序，告發前調查程序取得之資料亦預

427 惟另有學說認為，公正取引委員會無法積極提起刑事告發，其原因並非調查權限不足，係因
現今違反獨占禁止法案件之證據書類殘留的情形越來越少見，而須仰賴關係者供述之比重越來
越高。對於此次修法導入犯罪調查制度，反而使公正取引委員會受到不自證己罪權利之限制，是
否真能達到所謂強化證據收集能力之目標則屬未必，無法對有經驗的大企業產生效果，可能僅
係對中小企業有所影響而已，故對犯罪調查權限之修正採消極態度，而主張課徵金減免制度
（即寬恕政策）較有實效。參平林英勝（2004），〈独占禁止法上の手続規定に関する見直しに
ついての問題点：適正手続の保障の後退〉，《判例タイムズ》1140号，頁 30-31。
428 最決昭 44‧12‧3刑集 23 卷 12号，頁 1525。轉引自根岸哲編（2009），《注釈独占禁止法》，
頁 848，東京都：有斐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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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會被利用為搜查、訴追之證據資料，因此嗣後之判決認為犯罪調查程序「實質

上係從事對於租稅犯之搜查429」。從而即使非屬直接為了追究刑事責任之程序，

但「實質上基於追究刑事責任之目的而蒐集資料，而與此具有直接關聯時」，亦

應為憲法第35條及第38條第 1項之保障所及430。是以獨占禁止法之犯罪調查程

序既然係以刑事告發為目的，自應與國稅犯罪事件作同樣解釋431。

有關國稅犯罪法之犯罪調查程序，判例認為「由於收稅官吏具有搜查租稅

犯之特殊性、技術性等專門知識經驗，故應屬特別搜查程序之性質432」。此外，學

說上認為設置犯罪調查程序之理由，係因關於租稅犯之證據蒐集及判定必須有

特別的知識經驗，且犯罪事件之發生件數相當多，若由檢察官負責處理將產生

實際上的困難433。參照上述說明，獨占禁止法上的犯罪調查程序亦因違反獨占禁

止法事件之特殊性及技術性，故應由具有專門知識經驗的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

職員來進行實質的犯罪搜查較為適當。相對來說，應成為犯罪程序對象之違法事

件，其性質與內容應限定於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職員之專門知識經驗為必要的

情形434。依獨占禁止法之規定，犯罪事件限於第89條至第91條所列舉之罪，其

他違反獨占禁止法者則非犯罪調查之對象，此為與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專屬

告發規定相整合的制度設計。

犯罪規則第4條規定事務總局審查局長關於犯罪事件之開端的報告義務。事

務總局審查局長應將可能成為犯罪事件之事實概要及相關法條，盡量明確的向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報告。委員會聽取該報告後認有必要，應指派犯罪事件調查

429 最決昭 59‧3‧27刑集 38 卷 5号，頁 2037。轉引自根岸哲編（2009），《注釈独占禁止法》，
頁 848，東京都：有斐閣。
430 最判昭 47‧11‧22刑集 26 卷 9号，頁 554。轉引自根岸哲編（2009），《注釈独占禁止法》，
頁 849，東京都：有斐閣。
431 參根岸哲編（2009），《注釈独占禁止法》，頁 848-849，東京都：有斐閣。
432 同前註頁 35。
433 參金子宏（2007），《租稅法》，頁 825，東京都：弘文堂。
434 參川出敏裕（2005），〈犯則調査権限の導入〉，《ジュリスト》1294号，頁 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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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調查該項事件435。因何種事件屬於「有必要」未必明確，是以依「日本公平交

易委員會對於違反獨占禁止法提起刑事告發及犯罪事件調查之相關方針」之規定

第一：與一定交易範圍之實質限制競爭有關的價格卡特爾、供給量限制卡特爾、

市場分割協定、圍標、共同杯葛等其他違反行為，對國民生活產生廣泛影響之惡

質重大案件；第二：重複違法之事業、不遵從排除措施之事業，日本公平交易委

員會以行政處分已無法達成獨占禁止法之目的而需積極告發尋求刑事處分之案

件。有相當理由足以懷疑上述違反獨占禁止法存在時，應指定職員進行犯罪事件

之調查436。

（二）犯罪調查之類型

1. 強制之犯罪調查

依獨占禁止法第 102條437及第 103條之規定，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經其機關

435 獨占禁止法第 115 條規定：「委員會職員於犯罪事件之調查終了後，應向公正取引委員會報告
調查之結果。」
436 提起告發之基準亦同。
437 獨占禁止法第 102 條規定：「Ⅰ委員會職員為了犯罪事件調查之必要，得依公正取引委員會所
在地有管轄權之地方法院或簡易法院法官事前核發之許可狀，為勘驗、搜索或扣押。
Ⅱ前項情形遇有急迫時，委員會職員得依應為勘驗、搜索之場所、身體或物件或應為扣押物件之所
在地有管轄權之地方法院或簡易法院法官事前核發之許可狀，為前項之處分。
Ⅲ委員會職員請求核發第一項及前項之許可狀（即本章以下所稱之『許可狀』）時，應提供可認
為犯罪事件存在之資料。
Ⅳ符合前項請求之情形，地方法院或簡易法院法官應將記載應為勘驗、搜索之場所、身體或物件
或應為扣押物件及請求者之職務與姓名、有效期間、逾該期間後應返還不得執行等意旨之許可狀
註明交付年月日及法院名，並經法官簽名蓋章後交付予委員會職員。若犯罪嫌疑者之姓名或犯罪
事實明確時，應將此等事項一併記載。
Ⅴ委員會職員得將許可狀交付予其他委員會職員為勘驗、搜索或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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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之地方法院法官發給許可狀後438，得為下列之強制調查行為439：

A. 勘驗（日文原文為臨檢）

係實際到現場對於場所或物的存在及狀態，以調查人員之感官所及知覺範

圍而為之強制處分。此處所指之場所為犯罪嫌疑者等之住居，勘驗對象之物則為

犯罪嫌疑者等所持有與犯罪事件有關之帳簿書類等其他物件。然因獨占禁止法並

無身體檢查令狀之規定依據，基於尊重人權之觀點，解釋上人的身體應不屬於

「勘驗」之對象，故仍與刑事訴訟法上之檢查有所不同440，若欲檢查犯罪嫌疑者

之身體，需透過後續之搜索方式為之。

國稅犯罪法針對國稅之犯罪事件，規定無法院之許可狀時亦得對現行犯或

準現行犯為強制處分，但獨占禁止法無此規定，且上開規定之合憲性尚有疑問，

又獨占禁止法上之犯罪事件性質似亦無設置此種規定之必要性441。獨占禁止法上

之犯罪調查強制處分，僅有此處所述對場所及物件之三種處分，故負責犯罪調

438 依獨占禁止法第 102 條第 2 項之規定，即使在情況急迫時，委員會職員仍應向勘驗地點、搜索
場所、欲扣押物件所在地之該管地方法院法官預先聲請發給許可狀後，方得為該條第 1 項之各種
強制處分。由此觀之，獨占禁止法就犯罪事件之強制調查，並未賦予公正取引委員會在急迫情形
時得未經取得許可狀即逕行調查之權限。
又為了使令狀原則之保障發揮實效，本條關於許可狀之請求程序及應記載事項均詳細規定，因
此雖無法律明文，但法官對於違反許可狀請求之方式或欠缺許可請求之理由時（包含強制處分
之必要性不明確之情形），解釋上應可駁回許可狀之請求。惟經報告人於 2010 年 6 月 7 日訪問
公正取引委員會近畿中國四國事務所總務管理官小室尚彥先生之結果，獨占禁止法修正至今，
尚未聽聞有法院駁回公正取引委員會核發許可狀之請求的案例，且法院通常 1 至 2 日即會核發
許可狀。
439 獨占禁止法第 105 條規定：「勘驗、搜索或扣押之許可狀，應提示予受處分者。」
第 107 條規定：「Ⅰ委員會職員為了勘驗、搜索或扣押之必要，得為開鎖、啟封等其他必要處分。Ⅱ
前項處分對於留置物件或扣押物件，均得為之。」
440 學說上有建議公正取引委員會於告發前即早與檢察官合作調查，以解決本身可能無法徹底蒐
證之弊。參川出敏裕（2005），〈犯則調査権限の導入〉，《ジュリスト》1294号，頁 32；村上政
博（2003），〈独占禁止法上の制裁措置の現状と課題〉，《NBL》770号，頁 11。
惟另有學說認為，未賦予公正取引委員會人身拘束之權限，將造成蒐證困難，縱令公正取引委
員會於告發前可與檢察機關共同調查，但可能造成過度依賴檢察機關之現象，而使公正取引委
員會之專屬告發權形骸化。參平林英勝（2004），〈独占禁止法上の手続規定に関する見直しに
ついての問題点―適正手続の保障の後退〉，《判例タイムズ》1140号，頁 31。
441 獨占禁止法雖無現行犯逮捕之特別規定，但負責調查之行政人員仍得基於私人身分逮捕現行
犯。參根岸哲編（2009），《注釈独占禁止法》，頁 855，東京都：有斐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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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之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職員不得以人為對象進行逮捕等強制處分。

B. 搜索

係對於犯罪嫌疑者等之身體或物件，為發現欲扣押之特定物件而進行之強

制處分。

C. 扣押

係將可為證據之物件由調查人員取得占有支配442。為了調查犯罪事件所必要，

本次修法時於第 103條特別增列規定443，委員會職員經法院發給許可狀後，得扣

押從嫌疑者發出或對嫌疑者發出之郵件、書信及電信紀錄444。

442 扣押對象涉及公務上秘密、或律師等業務上秘密時，解釋上應得準用刑事送法第 103 條至第
105 條之規定，亦即扣押有關公務上秘密時，雖須得該機關同意之必要，但該機關除有涉及侵
害國家重大利益之情形外，應不得拒絕同意；此外，有關業務上秘密時，醫師或律師等雖拒絕
扣押，但本人同意或可認屬濫用權利時，應不得拒絕扣押。參諏訪園貞明編著（2005），《平成
17 年改正独占禁止法：新しい課徵金制度と審判.犯則調查制度の逐条解說》，頁 174-175，東京
都：商事法務。
443 依日本憲法第 21 條第 2 項關於通信秘密之保護，若無特別法律規定，不得扣押通信事務處理
者所保管或持有之郵件等，即使持有法官之許可狀亦不得為之，因此獨占禁止法為了犯罪調查
之必要，特別增訂本條規定。
444 獨占禁止法第 103 條規定：「Ⅰ委員會職員為了犯罪事件調查之必要，經法院交付許可狀後，
得扣押依法令規定處理通信事務者所保管或所持有之犯罪嫌疑者發出或發給犯罪嫌疑者之郵件、
書信或電信等相關書類。
Ⅱ委員會職員於不該當前項情形時，以足認與犯罪事件有關為限，得經法院交付許可狀後為扣押。
Ⅲ委員會職員為前二項處分後，應將處分意旨通知發信人或受信人，但若該通知有妨礙犯罪事
件調查之危險時，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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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強制犯罪調查之流程（資料來源：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445

此外，進行強制調查時，為了保護受調查者之利益及擔保程序公正性，故

第 109條446規定應有建物所有者等人在場。第 109條規定之「住居」、「邸宅」、「建造

物」等僅屬例示，若所有者等本人無法在場時，其他第三者亦可代替之，但因第

三人到場係為了保護建物所有者等之權利，故本條第 2項所稱「當地警察」應不

得由依第 110條援助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職員之警察兼任447。

依獨占禁止法第 106條之規定448，委員會職員進行調查時，應攜帶表示身分

之憑證，並於受調查者之請求時出示，此一規定於任意處分或強制處分之情形

均有適用。該法第 108條另規定，委員會職員在進行檢查及扣留物件之期間，得

禁止相關人員出入調查場所449。

執行任意調查及強制調查時，為了確保職務之適正行使，以及作為後續刑事

程序證據等目的，故獨占禁止法第 111條450要求應作成紀錄以使調查之事實與內

容明確化。因此委員會職員依該法第 111條之規定，應作成調查過程之書面紀錄，

並提示內容後由受調查者及證人簽名，但該等人員不願簽名時，僅記載曾經提

示紀錄內容之意旨即為已足。此外，從持有人、所有人取得物件之占有而為領置

445 本圖係參考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所製作：http://www.jftc.go.jp/dk/seido/hansoku.html（最
後瀏覽日：11/2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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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調查結果

由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向檢察總長提起告發

向地方法院提起公訴



或扣押處分時，應作成目錄以求明確451。

依行政程序法第3條第 5項規定，「依刑事事件相關法令之檢察官、檢察事

務官或司法警察所為之處分及行政指導」除外於該法第 2 章至第4章規定之適用。

此係因有關刑事案件之程序係以刑事審判為中心所建立，其程序上之權利保障

應依刑事程序相關之法律而定。同此意旨，行政程序法第3條第6項復規定，

「國稅廳長官、國稅局長、稅務署長、收稅官員、稅官長、稅關職員或徵稅官員（依

其他法令規定行使上述官員職務者亦包含之）基於有關國稅或地方稅犯罪事件

之法令（其他法令準用者亦包含之）所為之處分及行政指導，以及證券交易等

監視委員會其職員（依法令視為其職員者亦包含之）、財務局長或財務分局長基

於有關金融商品交易犯罪事件之法令所為之處分及行政指導」，同樣除外適用。

獨占禁止法相關之犯罪調查程序因與上述犯罪調查手續之性質相同，基於相同

立法意旨，亦應認為除外於行政程序法之適用，此於獨占禁止法訂定第 117條

規定後更屬確論452。

446 獨占禁止法第 109 條規定：「Ⅰ委員會職員於有人住居或有人看守之邸宅或建造物等其他場所
為勘驗、搜索或扣押時，應有該所有者或管理者（此處之人包含代表人、代理人等其他可代替之
人）或其使用人或已成年之同居親族在場。
Ⅱ前項之人不能在場之情形，應有其成年鄰人或當地警察或地方公共團體之職員在場。
Ⅲ對女性身體為搜索時，應有成年女子在場。但遇有急迫時，不在此限。」
447 參根岸哲編（2009），《注釈独占禁止法》，頁 860，東京都：有斐閣。
448 獨占禁止法第 106 條規定：「委員會職員依本章規定為質問、檢查、留置、勘驗、搜索或扣押時，
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於關係人請求時應予提示。」
犯罪規則第 3 條另定有公正取引委員會職員應攜帶之證明文件的具體內容樣式。
449 獨占禁止法第 108 條規定：「委員會職員依本章規定為質問、檢查、留置、勘驗、搜索或扣押之期
間，得禁止任何人未經許可出入該場所。」是以本條規定於任意及強制之犯罪調查均有適用。對於
違反本條規定者，應得以實力令其離開，在強制調查之情形，公正取引委員會職員人力不足時
可依第 110 條請求警察援助，但任意調查則無第 110 條之適用，因此僅得由公正取引委員會職
員自行為之。惟不遵從公正取引委員會職員或警察之禁止而施加暴行、脅迫者，應成立刑法上公
務執行妨害罪。
450 獨占禁止法第 111 條規定：「委員會職員依本章規定為質問、檢查、留置、勘驗、搜索或扣押後，
應將處分執行之年月日及其結果作成紀錄，提示予受質問人及在場者並令其簽名蓋章。但受質問
人或在場者不願或無法簽名蓋章時，將此意旨記載即為已足。」
451 獨占禁止法第 112 條規定：「委員會職員為留置或扣押後，應作成目錄，並交付謄本予留置或
扣押物件之所有人或持有人或得為代表者。」
452 獨占禁止法第 117 條規定：「公正取引委員會或委員會職員基於本章規定所為之處分及行政指
導，不適用行政程序法第二章至第四章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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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意之犯罪調查

依獨占禁止法第 101條453之規定，犯罪事件調查職員得傳喚犯罪嫌疑者或

證人、訊問、檢查或留置其所持物件。上開調查措施均以受調查者同意為前提，故

受調查者拒絕時，並無從施以行政調查之間接強制刑罰效果，且受調查者亦具

有不自證己罪原則之保護。

然而，是否應於訊問開始前告知犯罪事件之受調查者此一不自證己罪之權

利，最高法院曾認為行政機關有無負有此一告知義務係屬立法政策之問題，在

尚無明文規定應踐行告知義務之情形下，不論有無告知受調查者不自證己罪之

權利均無違憲與否之問題454。然實務上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訊問受調查者時，

仍會事先告知不自證己罪之權利455。

第 101條所定任意調查之內容包括質問、檢查及留置。留置相當於強制調查

中的扣押，但留置係對象物所持者任意提出之程序，此點則與扣押有所不同。一

旦完成留置程序，所持者對於該物即無請求返還之權利456。同條第 2項規定，日

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得照會公務機關請求提出報告。該機關雖因此產生報告義務，

但並無強制履行此義務之手段。

此外，受請求之公務機關負有法律上之報告義務，故其報告應不生守密義

務之違反。除本條規定外，鑑定、通譯、翻譯、嫌疑人自願提出書面等均屬可採取

之任意調查方式，此外，在無特定忍受者之檢查或搜索的情形，例如於公路或

453 獨占禁止法第 101 條規定：「Ⅰ公正取引委員會之職員（以受公正取引委員會指定者為限，即
以下本章所稱之『委員會職員』）為了犯罪事件（係指與第 89 條至第 91 條之罪有關之事件，本
章以下同）調查之必要，得要求犯罪嫌疑者或證人（本項以『犯罪嫌疑者等』稱之）到場、對犯罪
嫌疑者等進行質問、檢查其所持或留下之物件、或留置其自願提出或留下之物件。
Ⅱ委員會職員關於犯罪事件之調查，得請求公家機關或公私團體就必要事項為報告。」
454 參最判昭和 59 年 3 月 27 日，刑集 38 卷 5 號，2037。轉引自村上政博、栗田誠（2006），《独
占禁止法の手続---平成 18 年施行の改正法をふまえて》，頁 296，東京都：中央経済社。
455 此係報告人於 2010 年 6 月 7 日訪問公正取引委員會近畿中國四國事務所總務管理官小室尚彥
先生所得之回覆。
456 參根岸哲編（2009），《注釈独占禁止法》，頁 852，東京都：有斐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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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場所進行實地檢查，應可準用第 101條作為發動依據457。

三、犯罪調查之後續程序

1. 專屬告發

獨占禁止法重視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專門性，賦予委員會決定事件是否

值得刑事訴追的第一次判斷權，因此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是否提起告發具

有裁量權458。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1990 年公布「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

獨占禁止法提起刑事告發之相關方針」，嗣於 2005 年修法之際，改定為「日本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獨占禁止法提起刑事告發及犯罪事件調查之相關方針」並

公布之。關於依 1990 年之告發方針提起之告發，東京高等法院於跑道價格協定

事件中曾判決：「暫不論最例外之情形，以一般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提起之告發

來說，應無逸脫裁量權範圍而非屬違法」459。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告發係屬第

89條至第91條犯罪之訴訟條件，因此檢察官對於未告發之事件不得進行追訴。

未經告發而誤提起公訴之情形，法院應判決駁回公訴（日本刑訴第338條第4

項），但未提起告發並不妨礙犯罪搜查之進行。

告發狀之形式準用刑事訴訟規則第 58條，以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長之

署名押印為必要。在石油價格協定刑事案件460中，告發狀僅有日本公平交易委員

會之名義及官印，但無委員長之署名押印，雖有此一方式上之瑕疵，但就該案

457 同前註。
458 獨占禁止法第 74 條規定：「Ⅰ公正取引委員會依第 12章規定之程序為調查而獲得犯罪心證時，
應向檢事總長提起告發。
Ⅱ公正取引委員會認有前項以外之違反本法犯罪時，應向檢事總長提起告發。
Ⅲ對於依前二項告發之相關事件為不起訴處分時，檢事總長應立即應由法務大臣，將不起訴意
旨及理由以書面向內閣總理大臣報告。」
459 參東京高判平 5‧5‧21審決集 40 卷，第 731 頁；高刑 46 卷 2号，頁 108。轉引自根岸哲編
（2009），《注釈独占禁止法》，頁 756-757，東京都：有斐閣。
460 參最判昭 59‧2‧24審決集 30 卷，第 237 頁；刑集 38 卷 4号，頁 1287。轉引自根岸哲編
（2009），《注釈独占禁止法》，頁 842，東京都：有斐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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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告發狀為整體觀察，應可容易推認係基於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真意所作

成，因此法院判決認為不影響訴訟法上之效力。

對於一個犯罪事實之一部提起告發之效果，於一罪之範圍內及於全體犯罪

事實（告發之客觀不可分）。此外，雖有認為告發效力不及於科刑上一罪關係之

犯罪，但檢察官提起公訴時，應尊重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意思為宜。對於部分

共犯提起告發，其效力及於全部共犯461（刑訴第 238條第 2項，告發之主觀不可

分）。適用兩罰規定之情形，事業主與行為者亦同。雖然亦有認為此時無主觀不

可分原則之適用，但檢察官提起公訴時，同樣應尊重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意

思為宜462。

縱令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提起告發，對於違反獨占禁止法之犯罪仍有起訴

便宜主義之適用。獨占禁止法第74條第3項即規定不起訴處分時之程序，亦即

檢事總長須經由法務大臣向內閣總理大臣以書面報告理由，並宜一併通知日本

公平交易委員會463。

2. 與檢察官之資訊流通

犯罪調查之情形與行政調查不同，因犯罪調查係以刑事訴追為目的，受調查

者已享有不自證己罪及經法院核發許可狀等程序保障，是以其調查所得情報、資

料得交由檢察官續行援用，而較無憲法上之爭議。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犯罪事件提起告發後，依獨占禁止法第 116條之

461 參東京高判昭 55‧9‧26審決集 28 卷，第 209 頁；高刑 33 卷 5号，頁 359。轉引自根岸哲編
（2009），《注釈独占禁止法》，頁 843，東京都：有斐閣。
462 參根岸哲編（2009），《注釈独占禁止法》，頁 842-843，東京都：有斐閣。
463 犯罪調查權限導入後，公正取引委員會在調查階段便與檢察機關共同合作之可能性增加，因
此提起告發但不起訴之情形應難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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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應將留置物件或扣押物件移交予檢察官464，其後便應依刑事訴訟法之規

定處理該等物件。國稅犯罪法上因犯罪調查之結果提起告發的情形，國稅局長等

應添附於告發書之書類中，實務上包含犯罪事件及質問、檢查、留置、勘驗、搜索、

扣押等顛末書，以使檢察官可瞭解稅務官員於犯罪調查過程中之質問結果。獨占

禁止法第 116條就此雖僅規定應移交留置物件或扣押物件，然實務運作上，日

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均會將所製作的犯罪事件報告書及質問、檢查、搜索扣押等各

顛末書一併移交予檢察官465。

此外，學說上有認為導入犯罪調查權限於證據收集方面的意義之一，在於

去除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調查與刑事程序之間的制度上柵欄，明確地使日本

公平交易委員會得與檢察機關相互間提供情報，例如對於預計可能會提起告發

之案件，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與檢察機關事前協談，更可能共同進行調查或搜

索466。由於專屬告發制度之意旨，係就違反獨占禁止法之案件，委由日本公平交

易委員會依其專門知識判斷是否應科處刑事罰，因此檢察官於告發前基於日本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意思而進行搜查，應無違反上開立法意旨467。

第二項  受調查者之保障

一、行政調查之憲法上問題

464 獨占禁止法第 116 條規定：「Ⅰ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犯罪事件之調查結果，依第 74 條第 1 項之
規定提起告發，而有留置或扣押物件時，應將留置或扣押目錄一併移交。
Ⅱ前項之留置或扣押物件係依第 113 條之規定為保管者，應將該條之保管證一併移交，並通知該
條之保管者。
Ⅲ依前二項之規定移交留置或扣押物件後，應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為押收。」
465 此係報告人於 2010 年 6 月 7 日訪問公正取引委員會近畿中國四國事務所總務管理官小室尚彥
先生之回覆。
466 公正取引委員會之事務總局於常設人員編制上即有三名曾擔任檢察官之幹部，故與檢察機關
之溝通上應無障礙，且公正取引委員會於告發前雖係以自己機關之人員進行犯罪調查，但實際
上不論告發前後，公正取引委員會之犯罪調查部門仍均會與檢察官保持緊密聯絡。
467 參川出敏裕（2005），〈犯則調査権限の導入〉，《ジュリスト》1294号，頁 31；村上政博
（2003），〈独占禁止法上の制裁措置の現状と課題〉，《NBL》770号，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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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令狀原則之關係

獨占禁止法第47條第 1項之各項行政調查強制措施，無須取得司法機關核

發之令狀即得進行，因而產生是否違反日本憲法第35條令狀原則之疑問468。就

此一問題而言，所得稅法上關於質問檢查之川崎民商最高裁判決，曾基於下列

理由認為行政調查之強制權限不需令狀，無違於憲法上之令狀原則469：

（1） 該調查權限係專為「達成所得稅之公平確實的徵收賦課之目的，而進行之

必要的資料收集程序，其性質上並非為了刑事責任之訴追而發動」，因此

該調查權限於客觀結果上雖與刑事訴追有所相似，然其未違反憲法令狀

原則之重點在於，其檢查對象以達成行政目的所必要者為限方得為之，

而非為產生刑事訴追之作用而進行調查。

（2） 因不服從該調查權限而施以刑罰為間接強制時，「若該刑罰措施非屬輕微，

且其作用之強制程度使檢查對象之自由意思受到顯然拘束，而實質上可

與直接之物理強制同等視之，此時即不能認為合憲」。由此觀之，該調查

權限若為了公益上之目的與必要性，「藉由此程度內之強制，作為實效性

確保之手段時，不得有不均衡、不合理之情形」。

川崎民商最高裁判決業經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實務上援引作為獨占禁止

法該條未違憲之參考，但學說上則有不同看法，認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進行

獨占禁止法上行政調查程序之結果，除了施予排除措置命令、課徵金納付命令等

行政制裁外，可能同時涉及刑事處罰，且獨占禁止法第74條第 1項規定，日本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調查結果涉有犯罪嫌疑時負有向檢查總長提起告發之義務，

468 日本憲法第 35 條規定：「任何人就其住居、文書資料及所持物品有不受侵入、搜索及扣押之權
利，除第 33 條之情形外，非基於正當理由發布且明示及扣押物品之令狀，不應被侵犯。搜索或
扣押，應依有權之司法機關發布之個別令狀為之。」
469 參最判昭和 47 年 11 月 22 日，刑集 26 卷 9 號，頁 554。轉引自村上政博、栗田誠（2006），
《独占禁止法の手続---平成 18 年施行の改正法をふまえて》，頁 72-73，東京都：中央経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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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難謂與刑事追訴無關而有違憲之嫌470。

2. 與不自證己罪之關係

獨占禁止法第47條第 1項第 1款之訊問規定，若有不服從者得依同法第94

條第 1款科以刑罰，受詢問者並無拒絕陳述之權利，故產生是否與憲法第38條

第 1項「不自證己罪」原則471有所違背之爭議。就此問題而言，同樣在前述之川崎

民商最高裁判決中，於論及所得稅法上之質問檢查權時，法院認為憲法第38條

第 1項所稱「對自己不利益之供述」，解釋上應以供述者係就直接涉及刑事上責

任之事項為回答時作為適用前提，若非屬為追究刑事責任而取得、收集資料之調

查程序，即無憲法該條文之適用。因此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實務上將該判決類

推適用於獨占禁止法第47條第 1項第 1款之情形而為合憲解釋，惟學說上多傾

向限縮該判決之適用範圍472。此外，學說上認為事件關係人在訊問時如果發覺其

供述事項涉及刑事責任，應得隨時拒絕陳述，且不應依獨占禁止法第94條第 1

項處以拒絕陳述之處罰473。

二、強制犯罪調查之救濟程序

470 參臼井滋夫（1993），〈行政罰則とその手続をめぐる若干の問題―独禁法罰則を中心にし
て〉，福田雅章等編，《福田平、大塚仁博士古稀祝賀「刑事法学の総合的研究（下）》，頁 498-
504，東京都：有斐閣。
471 日本憲法第 38 條規定：「任何人均不應被強迫為不利於自己之供述。依強制、拷問或脅迫之自
白，或受不當長期羈留或拘禁後之自白，不得作為證據。任何人若對自己不利之唯一證據係出於
其本人之自白者，不得被認為有罪或科處刑罰。」
472 參金子宏（1995），〈行政手続と自己負罪の特権〉，氏著《所得概念の研究》，頁 306-354，
東京都：有斐閣。金子宏教授雖同意川崎最高裁判決之結論，但為了防止對於憲法第 38 條保護
意旨之實質侵害，故主張詢問所得資料不得用來追及關係人之刑事責任，該資料於刑事訴訟程
序中無證據能力，且此時公務員之守密義務應優先於告發義務。亦有學說認為，川崎民商最高裁
判決關於所得稅法之質問檢查權所揭示之見解，原則上雖非不可適用於獨占禁止法第 47 條之情
形，但仍須於具體個案檢驗其類推適用之合憲性。參白石忠志（2009），《独占禁止法》，頁
397，東京都：有斐閣。
473 參酒卷匡（1998），〈憲法 38条 1 項と行政上の供述義務〉，《松尾浩也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
下卷》，頁 102。東京都：有斐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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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者等對於許可狀之核發有所不服時，不得直接對法院之核發決定

提起救濟。行政不服審查法第4條第 1項第7款規定，對於「國稅廳長官、國稅局

長、稅務署長、收稅官員、稅關長、稅關職員或徵稅官員（依其他法令規定行使上

述官員職務者亦包含之）基於國稅或地方稅犯罪事件之相關法令（其他法令準

用者亦包含之）所為之處分」，不得依該法第 5條及第6條提起審查請求或異議

申請。此外，前述處分亦不得為國稅法通則上之不服申請。蓋國稅犯罪法上之犯

罪調查係以刑事告發或科刑之通告處分為目的之實質上刑事程序，且告發或不

履行通告處分將轉變程序為刑事案件，因此對於其當否之不服應不適合由行政

機關來判斷，故設有此一例外規定。獨占禁止法上之犯罪程序亦基於相同性質而

定有第 118條之除外規定474。

關於犯罪調查程序之行政處分既然不得為行政上之不服申請，則犯罪嫌疑

人對於犯罪調查程序中之處分有所不服時，究應循何種程序爭執遂成問題。針對

國稅犯罪法之扣押處分請求撤銷扣押許可或扣押處分，提起刑事訴訟法之準抗

告的情形，最高法院曾作成判決表示475：第一、法官依國稅犯罪法第 2條之許可

並非訴訟法上通常意義的裁判，而是職務上獨立之法官以公正立場，對於收稅

官員實施強制處分之適法與否為事前審查，使強制處分得以合法進行，不過是

國家機關相互間之內部行為而已，因此對於受強制處分者不直接發生效力。從而

在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解釋上應認為不得單獨提起不服之申請。故請求撤銷

許可之準抗告不合法。第二、國稅犯罪事件調查程序之性質係屬行政程序，而非

刑事（司法）程序，因此對於依國犯法第 2條所為之扣押處分有所不服，應循

行政事件訴訟之方法為之。對於最高法院上開判決之第一點雖有學說強烈批判，

但循行政事件訴訟作為不服申請之方法則未見異論476。是以參照最高法院上開判

474 獨占禁止法第 118 條規定：「公正取引委員會或委員會職員基於本章規定所為之處分，不得依
行政不服審查法為不服之申請。」
475 參最決昭 44‧12‧3刑集 23 卷 12号，頁 1525。轉引自根岸哲編（2009），《注釈独占禁止法》
頁 867，東京都：有斐閣。
476 參根岸哲編（2009），《注釈独占禁止法》，頁 866-868，東京都：有斐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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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獨占禁止法之犯罪調查程序中的扣押等處分，對其不服應以行政事件訴訟

之方法爭執之477。

第三項  行政調查與犯罪調查之關係

行政調查與犯罪調查因同屬為追求獨占禁止法立法目的達成而設立之制度，

因此二種調查所得之情報、資料應得互相來去流通。然而，行政調查係為作成排

除措置命令及課徵金納付命令，與犯罪調查著眼於科予刑罰之犯罪事件有所不

同，調查程序之相關規定亦有差異，是以二者調查所得之資訊可否毫無限制的

互相援用，實非全無疑義478，以下爰分別情形說明之：

一、行政調查所得資訊用於犯罪調查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如將行政調查所得資訊作為引發或開啟犯罪調查之用

途，應得允許，且此時公務員之告發義務應優先於守密義務，但行政調查所得

資訊如欲直接援用為犯罪調查或犯罪搜查之證據，則該等資訊是否具備證據能

力便產生疑義。此一爭議之源由，仍然是因為行政調查權限之行使向來認為無須

司法機關發給令狀，且無不自證己罪原則之適用，是以在其憲法保障較為不足

之情形下，學說上均認為不應逕行將該等證據得作為犯罪調查或犯罪搜查之證

據，更不得假借行政調查之名而為犯罪搜查之實479。

另有論者480認為，參考國稅犯罪取締法之最高法院判例，依行政調查取得之

477 經報告人訪問公正取引委員會近畿中國四國事務所總務管理官小室尚彥先生之結果，實務上
對於公正取引委員會犯罪調查程序之搜索扣押等處分不服者，即係依行政事件訴訟法為救濟。
478 獨占禁止法第 47 條第 4 項即規定，行政調查之權限不得用於犯罪調查。此於 2005 年修法導入
犯罪調查制度後，更應嚴格區別二者之程序為是。
479 參芝原邦爾（1995），〈経済犯罪の訴追における犯則調査手続と行政調査手続〉，《法学教
室》174号，頁 58-59；佐藤英明（2004），〈犯則調査権限導入に関する若干の論点整理〉，《ジ
ュリスト》1270号，頁 49-52；川出敏裕（2005），〈犯則調査権限の導入〉，《ジュリスト》1294
号，頁 32-33；白石忠志（2009），《独占禁止法》，頁 401-402，東京都：有斐閣。
480 參多田敏明（2005），〈独占禁止法の手続的側面に関する改正〉，《自由と正義》第 56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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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雖可作為發動犯罪調查之用，但行政調查之質問檢查權之行使，不得出於

作為犯罪調查手段之目的。因此就獨占禁止法之情形而言，同樣不允許藉由行政

調查之行使作為犯罪調查之手段，但若完全禁止行政調查證據之流用實屬片面。

鑑於調查過程具有流動、發展之性質，若不論行政調查之結果發現涉及犯罪之事

實，而全盤禁止行政調查已知之內容移用至犯罪調查，未免過於僵硬，是以前

述最高法院判例認為行政調查取得之資料可作為發動犯罪調查之用，應值贊同，

且近年亦有最高法院判例肯定行政調查取得之資料於刑事程序具有證據能力481。

目前實務上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證據流用處理方式即與此相同，僅將行政調

查所得資訊作為引發或開啟犯罪調查之用途，且行政調查程序中訊問受調查者

所製作之供述紀錄亦不移轉予犯罪調查部門，以確實保障當事人之不自證己罪

權利482。

二、犯罪調查所得資訊用於行政調查

於此情形，因犯罪調查之程序中，受調查者得享有不自證己罪原則及法院

審查是否核發許可狀等程序保障，因此在犯罪調查之憲法爭議較少之情形下，

大多數見解均認為得將犯罪調查所得資訊用於行政調查483。

最初非為刑事告發之目的，而係欲用為行政處分之資料，卻行使更為強力

之犯罪調查權限，此種情形自應不受允許。然而，獨占禁止法之規定並未明文區

別行政調查與犯罪調查各自之嫌疑要件，因此在發動門檻上不無產生濫用犯罪

13 期，頁 38。
481 參最二判平 16‧1‧20 判決，判例時報 1849号，2004 年，頁 133。該判決對於行政調查收集
之資料與違法蒐證排除法則之關係，亦肯認該等資料之證據能力，但僅論及被告提供之統計表
等書證資料，而不包含供述紀錄。就此而言，獨占禁止法上認定卡特爾、圍標之重要證據的被調
查者供述紀錄，原則上依傳聞法則欠缺證據能力，且刑事程序中對於共犯或共同被告作為證據
使用時，公正取引委員會職員製作之供述紀錄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321 條第 1 項第 3款之嚴格
要件（例如供述者死亡、身心障礙、所在不明等，且該供述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不可欠缺並有
特別可信之情況）始具證據能力。
482 此係報告人於 2010 年 6 月 7 日訪問公正取引委員會近畿中國四國事務所總務管理官小室尚彥
先生之回覆。
483 參最二判平 16‧1‧20 判決，判例時報 1849号，2004 年，頁 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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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之可能，是以學說上有主張得認為符合犯罪調查發動要件之情形，除了存

在違法的合理嫌疑外，何種違法情事符合應為刑事告發之基準亦應予以列舉484。

三、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內部之資訊防火牆

如前所述，因行政調查與犯罪調查二者所得之資訊並非可完全互相流通，尤

其是將行政調查所得資訊直接援用為犯罪調查或犯罪搜查證據之情形，因此日

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行政調查部門與犯罪調查部門間便有設置資訊防火牆之需

要，以避免資訊之直接流通援用。職是之故，執行犯罪調查的犯罪事件調查職員

均以任職於審查局犯罪審查部之人員為限，行政調查則係由審查官為之。若審查

官認為其行政調查所得資訊與犯罪事件有關，不得直接告知犯罪事件調查職員，

而應向審查局長報告後再依指示是否協助提供資訊485。

承此，負責行政調查之公務員基於其調查所得事實，尚不得直接提起刑事

告發。此一告發義務將因公務員之守密義務而受到限制，亦即負責行政調查之公

務員之守密義務優先於一般的告發義務，因此可由獨占禁止法第39條486之守密

義務作為行政調查不得提供情報予刑事調查部門之支持依據487。

484 參古城誠（2005），〈独禁法違反調査と排除措置命令手続〉，《日本経済法学会年報》26 號，
頁 92-93。雖有批評認為此一見解不啻使行政機關制訂之告發基準升格為犯罪之實體要件，但從
防止濫用犯罪調查之觀點而言仍有其重要性，是以公正取引委員會公布之「告發‧犯罪調查運用
方針」確有其重要意義。參多田敏明（2005），〈独占禁止法の手続的側面に関する改正〉，《自由
と正義》第 56 卷第 13 期，頁 38。
485 參諏訪園貞明編著（2005），《平成 17 年改正独占禁止法：新しい課徵金制度と審判.犯則調
查制度の逐条解說》，頁 40-41，東京都：商事法務。惟實際上行政調查與犯罪調查之負責部門的
接觸不可能完全禁止，且兩部門間亦有人事異動之可能，因此防火牆之情報遮斷效果如何，仍
有待公正取引委員會之適正運作以維繫社會大眾之信賴。參渡辺恵理子（2006），〈改正独占禁
止法：調査手続‧処分の改正〉，《NBL》829号，頁 78。
486 獨占禁止法第 39 條規定：「委員長、委員及公正取引委員會之職員不得洩漏或竊用其與職務相
關所得知之事業者秘密。」
487 參西村ときわ法律事務所、長島.大野.常松法律事務所編（2006），《獨占禁止法の爭訟實務：
違反被疑事件への對應》，頁 183-184，東京都：商事法務；參諏訪園貞明編著（2005），《平成
17 年改正独占禁止法：新しい課徵金制度と審判.犯則調查制度の逐条解說》，頁 40-41，東京都
商事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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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日本法制調查規範之簡評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依獨占禁止法所授權之行政調查，得要求利害關係人

到會加以訊問或令其提交意見或報告、命鑑定人到會進行鑑定、命持有財務報表

及其他文件之人提出該當文件並得留置之、至關係人之營業場所檢查其業務、財

務狀況、財務報表及其他文件等，對於不服從者得依同法第94條得處以 300萬

日圓以下之罰金甚至 1 年以下徒刑，採取科予刑罰之間接強制方式以確保其實

效，避免與其他罰則之落差過大，應有督促受調查者配合調查之功效；此外，

當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為調查違反獨占禁止法之犯罪行為認有必要時，得聲請

法院許可後，至關係人之營業所等進行勘驗、搜索，並得對相關物件加以扣押，

而無須坐待受調查者之配合，對於重要事證之保全及調查不啻可發揮極大之助

益。

由此觀之，日本獨占禁止法除就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調查權限及不配合調查

之法律效果予以明文規定，並引入法院審查以賦予主管機關確保調查實效之強

制措施正當性外，更區分行政調查與犯罪調查二種程序，針對涉及犯罪之違法

競爭法行為，得藉由法院發給搜索扣押之命令以實力取得相關資料達成調查之

目的，故其主管機關享有一定程度之強制調查權，可供參考。

然強化主管機關調查權限之同時，須兼顧人權之保障。觀諸日本獨占禁止

法之修法背景，為符合比例原則，僅有違法行為之法律效果構成刑事責任時始

得適用犯罪調查程序，其餘違法行為仍應屬行政調查之範圍，而最主要涉及之

問題實為令狀原則及不自證己罪權利之憲法疑義。

在令狀原則之部分，獨占禁止法之犯罪調查因與刑事追訴程序相類，基於

刑事訴訟法有關搜索扣押之令狀原則等規定，犯罪調查自無排除令狀原則適用

之理，而可透過法院審查確保受調查者之權利不受侵害；在不自證己罪權利之

部分，日本國憲法第38條規定明白承認不自證己罪之憲法保障，但僅以供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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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就直接涉及刑事上責任之事項為回答時為其適用範圍，是以為避免行政調查

中之供述遭使用於犯罪調查中，架空不自證己罪之憲法保障，日本公平交易委

員會於組織內部嚴格區分負責行政調查以及負責犯罪調查之不同人員，避免資

料流用，此一組織面配套措施，可見其保障人權之用心。

第四節  日本競爭法認定市場力量之具體案例

日本為經濟高度開發之國家，該國之獨占禁止法於 1947年即已制訂，早

於我國公平交易法之施行，其獨占禁止法施行至今之執法經驗實屬豐富，是以

日本獨占禁止法有關市場界定方面實務案例之操作狀況，應有可供我國參考之

處。因此本文以下比照前開我國公平交易法市場界定案例之分類方式，針對我國

實務上曾產生爭議之結合行為、聯合行為及顯失公平行為，選擇日本獨占禁止法

之相類似案例為介紹說明。

第一項  獨占案例

目前尚無查得遭行政法院撤銷處分之獨占案例。

第二項  結合行為案例

一、日清食品取得明星食品股份案（2006 年度年次報告書事例 2）488

（一）市場界定

（1）商品範圍

本件系爭公司間有所重疊的商品為袋裝麵、杯麵、杯麵湯、冷藏麵及冷凍麵，

488 河谷清文等著，金井貴嗣、川濱昇、泉水文雄編（2010），《ケースブック独占禁止法》，頁
218-225 頁，東京都：弘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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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為得以簡便方式食用之食品。此外，如果同樣從可能以簡便方式食用的麵類食

品之角度觀察，尚包括已事先料理好而可直接食用的調理麵、烏龍麵或素麵等乾

燥麵，以及義大利麵。

在市場界定上，除了以袋裝麵、杯麵、冷藏麵等以商品形狀來區分以外，亦

可依中華麵、和食麵、炒麵等麵食種類來區分，因合併該二種區分方法應考量需

要面之替代性，依商品形狀及麵食種類予以細分後（例如中華麵的杯麵），再

計測個別商品之需求交叉彈性489。然而，受到資料面之限制，無法獲得預期之細

分結果。另外，從供給面來看，在袋麵與杯麵等商品形狀相同的情形中，中華麵

或炒麵等各種麵食之製造設備基本上是可共通的，因此各麵食商品間可考量具

有供給替代性。

承此，本案依商品形狀作為劃定市場之依據，並就各商品間之競合關係以

及來自鄰接市場之競爭壓力予以考量，從而本案以袋裝麵、杯麵、杯麵湯、冷藏麵

及冷凍麵等 5項為系爭商品之範圍。

（2）地理範圍

需求者基本上係自全國之事業採購，各製造商亦係以全國為事業經營地域，

且系爭商品本身無須特別考量之情事，因此本案地理範圍劃定為日本全國。

（二）本件企業結合對於競爭之影響

就杯麵湯、冷藏麵及冷凍麵來看，系爭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合計在 10%以下，

且市場占有率之增加幅度有限，因此綜合來看，對該等市場並未造成競爭之實

質限制。

至於在袋裝麵及杯麵方面，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考慮之內容可分述如下：

A.市場規模：

489 需求之交叉彈力，係指A 商品之價格上升 1%時，與 A 商品具有競爭關係之 B 商品的需求，
將會增加多少%之指標。需求之交叉彈力為正數且數值越大時，A 商品與 B 商品間之替代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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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裝麵 2005 年之市場規模約為日幣 900億元，杯麵則為日幣 3600億元。袋裝

麵之市場規模呈現減少之傾向，杯麵則持平。

B. 市場占有率、HHI指數490：

袋裝麵及杯麵市場之各製造商在 2005 年的占有率如下表所示。系爭事業若結

合後，在袋裝麵市場之占有率將提高到 35%而排行第一，HHI為 2400，較結合

前增加 500；在杯麵市場之占有率將提高到 60%，亦排行第一，HHI為 3500，

較結合前增加 800。

表 5.1.1：2005 年日本袋裝麵及杯麵市場占有率（資料來源：各該事業提

供）491

袋裝麵市場 杯麵市場

順位 事業名 市場占有率 事業名

1 A社 約 25% 日清

2 日清 約 25% E社

3 B社 約 10% F社

4 明星 約 10% 明星

5 C社 約 5% G社

6 D社 0-5%

其他 約 25%

合計 100%

C. 價格動向：

不論是系爭事業或其競爭者所生產之袋裝麵及杯麵，其零售價格向來均屬

低廉。

D.來自需求者之競爭壓力：

超市、便利商店等零售商之需求者具有龐大的購買力，對製造商利於優勢之

490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簡稱為 HHI指數）為某一產業市場中每個事業之市場占有率的
平方之和。HHI指數越大，表示市場集中程度越高。
491本表係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據各該事業提出之資料所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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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特別是超市等大規模零售店由於彼此之間競爭激烈，常要求製造商降價以

配合其特賣活動。超市會事先決定年度的銷售計畫，並據此將各製造商的特定商

品當作特賣對象。對製造商來說，特賣在其所獲得之銷售金額中占有極高之比重

在對系爭事業之聽取意見過程中得知，特賣時期、對象商品、販賣價格等雖係由

超市與製造商之承辦人協商決定，但超市方面因為必須以比其競爭者更便宜的

價格進行特賣，且此一特賣價格又必須能確保超市仍可獲利，是以會製造商要

求盡量壓低進貨價格。製造商由於擔心若拒絕依超市要求之價格進貨，可能會失

去參加特賣的機會，因此各製造商不得不同意超市之要求。

至於便利商店方面，消費者的需求是希望買到好品質、其他商店買不到的商

品，因此對製造商的品質、銷售金額均有嚴格要求。以杯麵為例，占銷售金額

20%左右之便利商店，便會成為製造商之重要交易對象。便利商店必須確保在狹

小的店面中能有效率的進行銷售，因此商品棚架會盡可能將銷路好的商品為重

點配置。製造商要如何能爭取到有利商品擺設位置，係相當重要的課題，各製造

商之間的競爭也非常激烈，例如以各週累計之銷售金額，若未達一定標準以上

之商品則會於次一週下架。

E. 新產品之銷售狀況：

袋裝麵每年新推出的商品為 60至 100項，杯麵則為 600至 700項。杯麵每週

約 11至 13項新產品推出銷售，數量極多的產品都在爭取上架機會，因此製造

商間的競爭相當激烈。新產品推出速度及頻率如此迅速的理由，在於消費者的喜

好多樣化，希望可以不斷看到新產品，而且便利商店對於商品銷售金額的管理

相當嚴格，例如便利商店會直接將銷量不佳的商品下架，因此各製造商為了維

護自己品牌商品在陳列架上的比例，不得不持續開發新產品。除了少數產品生命

週期長的商品外，袋裝麵、杯麵的產品生命週期均屬短暫。在這種狀況之下，麵

食種類與內容量大小等不同的新產品陸續推出，並取代原有的產品，會對市場

占有率造成變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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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競爭事業之供給餘力：

袋裝麵、杯麵是屬於冬季銷售金額比夏季高的商品，製造商的供給體制均以

能應付冬季之大量需求為目標，因此藉由諸如提高生產線的速度或活用夏季時

的閒置設備等方式，各製造商都有能力進行增產。

G.進入市場：

袋裝麵及杯麵市場目前並不存在新進入市場或擴大營業規模的特許障礙。此

外，欲購置新製造設備進入市場者，由於商品製造過程已定型化規格化，各廠

牌的相關機器設備並非不可交互組合使用，在已有工廠廠房之情形下，機器設

備之設置約 1 年即可完成，是以技術面的進入障礙並不高。速食麵製造業的新進

入事業相當多，連同中小規模的製造商在內，生產袋裝麵者有 60 家公司，杯麵

則有 50 家公司，但由於品牌知名度之因素，能與系爭結合事業匹敵而可持續獲

取一定之市場占有率，實非易事。

H.輸入：

袋裝麵及杯麵在 2004年之輸入量，尚不及日本國內銷售金額之 1%。2006年

7月，聯合國食品標準委員會制訂了速食麵之世界規格，日本速食麵製造商雖

對外國速食麵的輸入有所準備，但日本人對於食品口味頗為堅持，輸入品是否

可以被日本消費者接受甚有疑問，再加上物流方面的限制，零售店通常要求從

速食麵製造日起 50天內完成進貨，考量到船運及輸入檢疫等程序，輸入量實際

上很難大幅增加。

I. 來自鄰接市場之競爭壓力：

關於麵食種類中各商品間的替代性，經調查使用者之意見、分析價格及數量

資料後，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袋裝麵與杯麵、杯湯麵、冷藏麵之間有高替代

關係，該等商品對袋裝麵產生競爭壓力。另一方面，杯麵與袋裝麵、杯湯麵、冷凍

麵之間有高替代關係，該等對杯麵產生競爭壓力。此外，考量袋裝麵、杯麵之來

自鄰接市場的競爭壓力時，最終消費者對於商品之不同偏好應予留意。舉例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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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市購買杯麵時，消費者著眼於杯麵為可長期保存的食品，會購買較多數量

存放，同時也會重視價格是否低廉，因此價格對於杯麵產品之選擇應會產生相

當大的影響；至於在便利商店購買杯麵的消費者，大多是要在白天直接食用，

因此與需要另外調理的袋裝麵及冷凍麵等的替代關係較小，而與已調理完畢之

麵食的替代程度較高。

（三）獨占禁止法上之評價

（1）袋裝麵

綜合考量市場中有數家占有率在 10%以上之事業存在、各事業均有供給餘力

時、價格顯著下降、超市等零售業之需求者具有強大的價格交涉能力、來自鄰接市

場的一定競爭壓力等因素，系爭事業之結合行為對市場競爭不會造成實質上的

限制。

另考量有包含中小業者在內的 60 家以上之事業進入市場、零售店之交涉力量

強大、商品的生命週期短暫而有以低價求取最大利潤之誘因、各事業有供給餘力、

來自鄰接市場的一定競爭壓力等因素，系爭事業結合後縱令與其他競爭業者為

協調行動，亦不會對市場競爭造成實質上的限制。

（2）杯麵

近年來杯麵之價格不僅顯著下滑，各製造商亦不斷推出新產品，因此業者

間的價格競爭、商品開發競爭相當激烈。在此一競爭情況中，存在市場占有率

10%以上之事業，且各業者有供給餘力，因此縱使系爭事業單獨減產並提高價

格，其他業者應可輕易增加供給量為應對。此外，超市等零售商藉由選定特賣商

品而具有強大的價格交涉力，從存購之需求面來說，又受到袋裝麵、杯麵湯、冷

凍麵等的一定競爭壓力；便利商店亦藉由上架選擇而具有強大的價格交涉力、從

白天直接食用之需求面來說，又受到調理麵食之競爭壓力。綜合言之，系爭事業

的結合行為對市場競爭應不會造成實質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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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各製造商間之價格競爭、商品開發競爭相當激烈，杯麵市場中包

含中小業者在內有 50 家以上的業者，商品的生命週期短暫，因此具有以低價求

取最大利益之誘因。此外，超市或便利商店等需求者具有強大的價格交涉力，以

及杯麵受到在超市中來自袋裝麵、杯麵湯、冷凍麵，或是在便利商店中來自調理

麵等的競爭壓力，因此綜合來看，系爭事業結合後縱令與其他競爭業者為協調

行動，對市場競爭應不會造成實質上的限制。

綜上所述，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本件行為對於相關市場之競爭，並未

造成實質限制。

（四）本案簡評

由於麵類商品種類繁多，如何界定系爭商品市場，實非易事，本案處分雖

依商品形狀作為劃定市場之依據，而以袋裝麵、杯麵、杯麵湯、冷藏麵及冷凍麵為

系爭商品範圍，但未提出強有力之說明，且各種不同形狀之麵類商品間已認為

具有替代性，然分析結合影響時，卻又區別各種不同形狀之麵類商品，而就袋

裝麵及杯麵單獨為進一步之討論，實非無矛盾之處。

其次，本案處分過程中，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命相關事業提出資料製成市

場占有率之表格，分別從市場規模、HHI指數、來自超市與便利商店等零售需求

者之不同競爭壓力、進入門檻等方面說明袋裝麵、杯麵之市場狀況，說明認為結

合對市場競爭無實質限制之理由，可供明瞭袋裝麵及杯麵業者面對之激烈競爭，

確屬詳盡而值得參考。

二、新力公司與日本電器公司設立光碟機合作公司案（2005 年度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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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事例 8）492

本件係新力（SONY）公司與日本電器（NEC）公司計畫以共同新設分割之

方法，設立光碟機業務相關的合作公司。

（一）市場界定

1.光碟機商品

光碟機係以光碟（以雷射光紀錄數位情報之紀錄盤）紀錄或讀取資料之裝

置。光碟因具有高耐久性、大容量之特徵，因此被廣泛採用於音樂、電影、相片、電

腦資料等紀錄媒介之用途。

光碟的直徑大小及為紀錄情報而在光碟上刻出的光學凹痕等製作方法等各

有不同，故可區分為各種紀錄格式（Format）。光碟機依照對應紀錄格式之不同，

可分為 CD-ROM光碟機、COMBO光碟機、DVD±RW光碟機等種類。各種類的光

碟機因其物理規格及紀錄方式已屬固定，一般來說同種類的光碟機並不會因為

製造商不同而在機能效用上有太大差異。

CD-R及 CD-RW雖然同樣均可寫入資料，但 CD-R僅能寫入一次而無法再

次覆蓋資料，CD-RW則可多次重複寫入資料。DVD「＋」及「－」之出現，係起因

於策定組織不同之緣故，紀錄格式及播放之設計基本雖屬相同，但寫入資料時

則必須使用各自對應的規格。

表 5.1.2：光碟機種類說明（資料來源：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整理）

光碟機種類 可對應之格式 特徵

CD-R光碟機 CD-ROM 僅能讀取CD光碟

主要用途為播放音樂 CD、讀取電腦軟體

CD-RW光碟機 CD-ROM

CD-RW/RW

可讀取及寫入 CD光碟

主要用途為製作音訊CD及備份圖片

DVD-ROM光碟機 CD-RW 可讀取CD及DVD光碟

492http://www.jftc.go.jp/dk/kiketsu/jirei/h17mokuji/h17jirei8.html（最後瀏覽日：11/2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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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ROM 主要用途為播放DVD影音

COMBO光碟機 CD-ROM

CD-RW/RW

DVD-ROM

可讀取、寫入 CD及讀取DVD光碟

DVD±RW光碟機 CD-ROM

CD-RW/RW

DVD-ROM

DVD

R/RW

DVD＋R/RW

DVD-RAM

可讀取、寫入 CD及DVD光碟

主要用途為讀取遊戲及軟體、寫入音樂及影像

（DVD±RW比 CD-RW之容量更大）

2.光碟機製造商

世界上雖有許多家光碟機製造商，然而屬於國際級規模之主要製造商，包

含系爭事業在內為 10 家。大規模的光碟機製造商將主要生產據點設置於亞洲，

並向全世界供給光碟機。

3.光碟機之交易

光碟機之交易方式，除了將光碟機內建於電腦之電腦製造商外，亦有以自

身品牌將光碟機作為可替換之電腦周邊設備進行銷售。在販賣光碟機予製造電腦

之大企業時，光碟機製造商係直接與其交易，而製造電腦之大企業通常會向光

碟機製造商總公司總括的購買其在世界各地所需要的光碟機，因此光碟機不論

是運送到製造電腦之大企業的何處據點，其價格基本上均屬同一。由於主要的光

碟機製造商均係以此條件予製造電腦的大企業進行交易，因此製造電腦之大企

業可從主要的光碟機製造商中，選擇價格、品質、交貨速度等交易條件最適合之

對象。另一方面，光碟機以自身品牌銷售時，係藉由批發商（Distributor）進行

販賣，而由批發商匯聚小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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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爭事業間之交易關係

光碟機有二項核心裝置：由負責紀錄及播放資料之雷射光源及受光部所構

成的「光學讀寫裝置」，以及控制光學讀寫裝置與處理紀錄或播放信號之電子回

路系統「前端處理器」。光碟機製造商可能會自行生產上述核心裝置，也可能會向

其他光碟機製造商或有關業者購買，新力公司已計畫向日本電器公司購買前端

處理器，而日本電器公司已開始向新力公司購買光學讀寫裝置。

5.系爭市場之界定

系爭事業為光碟機製造商，亦同時生產光碟機零件，因此本件包含光碟機

製造商間之水平型結合，以及光碟機製造商與零件製造商間之垂直型結合，以

下分別檢討之：

A. 水平型企業結合

系爭事業欲共同成立之公司所販賣的光碟機，包括 CD-ROM、CD-

R/RW、DVD-ROM、COMBO、DVD±RW等五種，其各自可使用之光碟類型及機

能有所差異，因此可劃分為五個不同商品市場。另依上述光碟機之交易方式，可

知應無須將國內市場再予細分，因此本件之地理市場為日本全國。附帶言之，與

製造電腦之大企業交易時，其係將世界各地之需求向光碟機製造商為總括的購

買，而光碟機製造商亦係設定單一的商品價格，因此光碟機製造商與製造電腦

之大企業交易時，實際上係以全球為市場範圍，國際間的競爭狀況也會對日本

國內的競爭造成影響。基此，以下亦將會判斷本件結合對光碟機製造商及製造電

腦之大企業間有關國際交易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因此對於日本國內交易之影響。

B. 垂直型企業結合

光碟機製造商會向其他業者調貨「光學讀寫裝置」及「前端處理器」，亦會自

行製造販賣光碟機。從而，光學讀寫裝置之製造販賣市場及前端處理器之製造販

賣市場為上游市場，光碟機製造販賣市場則為下游市場。此外，光碟機製造商、

光學讀寫裝置製造商、前端處理器製造商於日本國內係以全國為事業活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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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地理市場以日本全國為範圍。附帶言之，不論是下游的光碟機市場或是上游

的光學讀寫裝置及前端處理器市場，實際上均以亞洲為生產據點，在選擇交易

對象的過程中會產生運送成本的問題，因此二項光碟機核心裝置的販賣及供應

係跨國性的，而形成全球單一之市場，國際上的競爭狀況也會反映至日本國內

之競爭。基此，以下亦將會判斷本件結合對光學讀寫裝置製造商、前端處理器製

造商與光碟機製造商間有關國際交易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因此對於日本國內交

易之影響。

（二）本件企業結合對於競爭之影響

1.市場動向

光碟機市場以往隨著電腦需求之增加而不斷擴大，但因電腦配備光碟機已

普遍化，故難以期待光碟機市場呈現全面的大幅成長。然而，由於光碟機之種類

及結構不斷革新變化，因此光碟機市場仍可預期會持續成長。從光碟機種類來看

DVD±RW呈現急速成長之趨勢，此係因電腦往電視方向進化，將原本保存於

硬碟之影像資料移轉至DVD之技術已經成熟，儲存格式可互相支援所帶給使用

者的安心感，價格降低，以及電腦製造商隨之而來的需求等因素綜合累積的結

果。

另一方面 CD-RW因DVD±RW等之抬頭，致使其市場日漸縮小。至於 CD-

ROM及DVD-ROM之專用光碟機，雖因用途受限而產量減少，但其仍被穩定

使用於重視情報管理用途之電腦上，且受到中國及東歐等新興市場的歡迎，是

以市場規模的縮小速度較為緩慢。

2.水平型企業結合

對於電腦製造商之光碟機製造販賣市場方面而言，系爭事業之五種光碟機

中，在世界上之市場占有率合計超過 10%者為 CD-R/RW及DVD±RW二種光碟

機，至於其他種類之光碟機則合計均在 10%以下。其他競爭事業之占有率雖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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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但存在數家有力的光碟機製造商，因此本件企業結合並不會直接對競爭造

成實質限制。

表 5.1.3：系爭事業 CD-R/RW及DVD±RW之市場占有率（資料來源：各該

事業提供）493

CD-R/RW市場 DVD±RW市場

新力公司 約 10% 約 30%

日本電器公司 約 0-5% 約 5%

二事業合計 約 10% 約 35%

如前所述，若屬同一種類光碟機，則不同業者製造的光碟機功能並不會有

所差異。製造電腦之大企業為了避免所使用的光碟機發生品質不良的問題，導致

其電腦之性能評價亦連帶受影響，因此會嚴格要求光碟機的性能及品質。光碟機

製造商對應於此一要求，均努力提高性能及品質，但主要的光碟機製造商間並

未發展出足以影響交易對象之選擇的技術，交易對象之變更係屬容易。此外，製

造電腦之大企業可從多家彼此競爭的光碟機製造商中選擇交易條件最有利者，

因此製造電腦之大企業具有非常強價格交涉能力。

在對批發商之光碟機製造販賣市場方面，本件結合後系爭事業於日本國內

之五種光碟機市場的合計占有率，均在 10%以下，因此對於競爭應無直接造成

實質限制。

3.垂直型企業結合

新力公司於製造販賣光學讀寫裝置之上游市場，在全球的占有率約 5%，日

本電器公司在前端處理器市場之全球占有率則不超過 10%。再者，系爭事業於光

碟機之下游市場，在本件結合後之全球市場占有率合計僅有 10%。

493本表係依系爭事業提供予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資料所作成，至於光碟機製造販賣市場中其
他競爭事業之占有率則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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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上游市場狀況（資料來源：各該事業提供）494

光學讀寫裝置市場 前端處理器市場

順位 事業名 市場占有率 事業名

1 A公司 約 35% E公司

2 B公司 約 15% F公司

3 C公司 約 10% 日本電器公司

4 新力公司 約 5% G公司

5 D公司 約 5% H公司

其他事業 約 30% 其他事業

合計 100% 合計

表 5.1.5：下游市場狀況（資料來源：各該事業提供）495

事業名 市場占有率

新力公司 約 5%

日本電器公司 約 5%

二事業合計 約 10%

（三）獨占禁止法之評價

1.水平型企業結合

就上述探討的二種光碟機商品而言，市場占有率僅有少量增加，且存在多

家有力的競爭業者，交易對象的製造電腦大企業亦有非常強大的價格交涉力，

因此系爭事業之單獨行為應不會對全球競爭造成實質限制。從而，在本件劃定的

日本國內市場中，系爭事業的結合行為亦不會造成競爭之實質限制。

市場中有多家光碟機製造商存在，製造電腦之大企業從中選擇條件對其最

有利者與之交易而擁有強大的價格交涉能力，因此系爭事業與競爭業者之協調

行動，應不會對全球競爭造成實質限制。從而，在本件劃定的日本國內市場中，

494本表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據各該事業提出之資料所製作。
495本表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據各該事業提出之資料所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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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事業結合後縱令其他競爭業者為協調行動，亦不會造成競爭之實質限制。

（2）垂直型企業結合

系爭事業不論上游市場或下游市場之占有率僅約 10%，因此本件結合應不

致產生市場閉鎖性或排他性之問題，而對全球競爭尚無實質限制，對本件劃定

之日本國內市場亦無競爭之實質限制。

綜上所述，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本件結合行為對於相關市場之競爭，

並未造成實質限制。

（四）本案簡評

本案顯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理由特色，亦即運用表格說明市場狀

況，而所依據之資料為系爭事業提供予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系爭事業為了使日

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同其結合行為不妨礙市場競爭，配合提出相關資料之意願

應屬甚高，但同時應考量該等資料之完整性與正確性。然本案處分理由中，主要

僅針對從事結合之二事業市占率為調查，而未向其他競爭者要求提供市占率相

關資料以進行比對，實不無受系爭事業提供資料誤導之風險。是以主管機關仍應

自行全盤調查與系爭結合行為有關之市場狀況，以利正確評估參與結合事業之

市場力量及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三、博報堂公司、大廣公司及讀賣廣告社公司共同經營案（2003 年度

年次報告書事例 4）496

（一）本件概要

博報堂公司、大廣公司及讀賣廣告社公司先設立共同持股之博報堂DY-

496http://www.jftc.go.jp/dk/kiketsu/jirei/h15mokuji/h15jirei4.html（最後瀏覽日：11/2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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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ING公司後，再共同分割新設經營購入廣告時段業務之博報堂DY-

MEDIAPARTNERS公司。3家公司依此進行共同經營，但廣告之企畫仍由各公

司循以往方式自行為之。

廣告公司係依據廣告主之委託，進行企畫、市場調查、製作廣告、與廣告媒體

交涉及簽訂契約、或將廣告放上網路等範圍廣泛之業務。由於上述業務彼此之間

互有關聯，因此若要區別為個別之交易關係有所困難。此外，廣告公司之營業額

來自於廣告主支付予廣告公司之代行廣告相關費用，其中包含向媒體購買廣告

時段之費用及廣告公司之廣告製作費等。

在廣告媒體中，除了電視、廣播、報紙、雜誌等 4種主要媒體外，亦有諸如網

路廣告、宣傳單廣告等多種媒體存在。由於上述各種廣告媒體均有其特性，因此

廣告主會依自身的銷售策略及參考廣告公司之意見，採用複數的廣告媒體之組

合。

廣告主決定進行廣告時，通常會請求數家廣告公司提出初步企畫及估價，

廣告公司則依廣告主就廣告標的之商品的概要說明，構思吸引消費者的內容並

向廣告主提出企畫案。廣告主在各家廣告公司的提案中，選出最適合自身商品之

企畫後，正式委託該廣告公司。廣告主在選擇廣告公司時，最為重視的是能將商

品為有效宣傳之企畫能力。

（二）獨占禁止法上之考量

1.市場界定

廣告公司對於廣告主之業務中，從市場調查到與廣告媒體交涉、製作廣告等

均相互關聯，而非就各項業務分別訂立契約，因此全體廣告處理業務應可劃定

為同一市場範圍。再者，由於廣告媒體之價格不同，廣告內容之差異也會造成廣

告媒體間欠缺替代可能性，是以對於不同廣告媒體之處理業務應可劃分為多層

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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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競爭之影響

本件結合經營後，系爭事業在全體廣告業務市場之合計營業額比例約為

15%，位居第 2位，至於順位最高之其他 3家業者的比例合計約為 45%。依合計

最高之電視廣告媒體來看，系爭事業在電視廣告處理業務之營業額比例約為

20%，位居第 2位，順位最高之其他 3家業者的比例合計約為 65%。

表 5.1.6：全體廣告業務之營業額比例及電視廣告營業額比例（資料來源：各

該事業提供497

廣告業務市場 電視廣告市場

順位 事業名 占有率 事業名

1 A公司 約 25% A公司

2 博報堂 約 10% 博報堂

3 B公司 約 5% B公司

4 C公司 約 5% 大廣公司

5 大廣公司 0-5% C公司

6 讀賣廣告社 0-5% D公司

7 D公司 0-5% 讀賣廣告社

其他事業 40-55% 其他事業

系爭事業合計 約 15% 系爭事業合計

全體合計 100% 全體合計

由上表可知，全體廣告業務市場中有多數的競爭事業存在，而電視廣告市

場亦有營業額比例超過 30%之有力競爭事業存在。廣告主在選擇廣告公司之際，

除了價格以外，亦重視能否有效宣傳商品的企畫力，要求能提出與其他競爭商

品有所差別的企畫。此外，廣告主在選擇其心目中最適合的廣告公司時，並不會

受到任何阻礙，變更簽約對象的廣告公司亦屬易事。從而在此種市場中，廣告公

司間因一致性行為可獲得的利益有限，亦無強烈動機為之。

綜合上述情況，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從全體廣告業務及電視廣告媒

497本表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據各該事業提出之資料所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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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市場來看，系爭事業共同經營後之營業額比例仍不會對競爭造成實質限制。

（三）本案簡評

本案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市場界定之部分，認為在廣告媒體中除了電視、

廣播、報紙、雜誌等 4種主要媒體外，亦有諸如網路廣告、宣傳單廣告等多種媒體

存在。由於上述各種廣告媒體均有其特性，因此廣告主會依自身的銷售策略及參

考廣告公司之意見，採用複數的廣告媒體之組合，且因廣告媒體之價格不同，

廣告內容之差異也會造成廣告媒體間欠缺替代可能性，是以對於不同廣告媒體

之處理業務應可劃分為多層的市場。

然而，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判斷系爭結合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時，卻僅

調查全體廣告業務之營業額比例及電視廣告營業額比例，而未分別評估廣播、報

紙、雜誌、網路廣告、宣傳單廣告等多種媒體市場之營業額比例，忽略了系爭事業

可能在某特定廣告媒體市場中具有影響競爭之市場力量之可能性，實難謂已完

整評估系爭結合對於各廣告媒體市場之影響。

四、富士電機公司取得三洋電機自動販賣機公司股份案（2001 年度年

次報告事例 9）498

（一）本件概要

本件係因三洋電機集團退出自動販賣機事業，故將三洋電機 100%持股之子

公司三洋電機自動販賣機公司的股份，全數轉讓予富士電機公司。富士電機公司

取得三洋電機自動販賣機公司之股份後，將使其成為旗下專門負責自動販賣機

之製造開發的子公司，以擴展其生產能力。

498http://www.jftc.go.jp/dk/kiketsu/jirei/h13mokuji/h13jirei9.html（最後瀏覽日：11/2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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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獨占禁止法上之考量

1.市場界定

自動販賣機依其所販賣之內容商品的不同，而在規格及需求者方面有所差

異，因此系爭事業所製造之自動販賣機的內容商品，可各自劃分為不同的製造

販賣市場。

2.對於競爭之影響

在上述劃分的各該市場中，其競爭受到較大影響者為飲料用自動販賣機之

製造販賣市場，因此以下針對該市場為重點檢討：

A. 本件股份轉讓完成後，系爭事業在飲料用自動販賣機之製造販賣市場的出貨

機台數比例合計約為 55%，占第一位。

B. 上開市場中，存在二家有力競爭業者，其出貨機台數比例均約為 20%。

C. 身為需求者的飲料製造商，從維持價格交涉力之觀點而言，一方面會向多家

自動販賣機製造商採購具有同一機能之飲料用自動販賣機，但另一方面也會

共同採購以獲得大量採購的有利條件，因此飲料製造商的價格交涉力甚強。

再者，隨著便利商店的普及，飲料用自動販賣機的販賣效率逐漸下降，因此

飲料用自動販賣機不斷承受來自需求者要求降價的壓力，造成飲料用自動販

賣機價格低落。

D. 如上所述，需求者為了維持價格交涉能力，會採取向多家自動販賣機製造商

進貨的方針。基此，本件股份取得後，自動販賣機製造商減少，其他競爭業

者與需求者之交易機會可能性將會增加，進而獲得更多的商業利益，因此系

爭事業要維持目前的出貨機台數，應有困難。

E. 另一方面，若依對於競爭業者進行意見詢問之結果，本件股份取得後，飲料

用自動販賣機製造相關技術將某程度的集中於系爭事業，其技術能力預料將

有一定的提升，因此系爭事業今後在技術開發等事業活動方面，將擁有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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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競爭業者更為有利的地位。若系爭事業將其所持有的技術限制提供予競爭

業者，則競爭業者恐將難以製造販賣與系爭事業具有同樣機能的飲料用自動

販賣機，且需求者要向多家自動販賣機製造商進行採購也會遇到困難，其價

格交涉能力有減弱的危險。基此，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為避免上述弊害，同

意系爭事業提出之問題排除措施，亦即在競爭業者向其請求許可實施系爭事

業所持有之專利等技術時，系爭事業不得拒絕，而須以適當的條件授權實施。

綜上所述，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本件股份取得之系爭事業在飲料用

自動販賣機之製造販賣市場的合計出貨機台數比例約為 55%，但有其他多家有

力競爭業者存在，飲料製造商等需求者亦具有強大的價格交涉能力，再者，若

系爭事業確實履行其提出的配套措施，將可確保需求者得以向多家自動販賣機

製造商進行採購，維持其與向來相同的價格交涉能力，且競爭業者亦不會因為

系爭事業拒絕授權所持有的專利等技術而被排除於市場外。因此在前述情形下，

本件股份取得應不會對飲料用自動販賣機之交易市場的競爭造成實質限制。

（三）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事後檢證調查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基於事業結合審查更進一步精緻化之考量，針對過去

審查的結合案件進行事後檢證調查，除了分析結合後之市場競爭狀況外，審查

當時認定為促進競爭因素的問題排除措施，其實效性如何亦有待檢證。

依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2007年 6月 22 日公布的「事業結合審查之事後檢

證調查報告書」中，即以本件結合案為例進行調查檢討。該報告書係日本公平交

易委員會對於過去結合案件之問題排除措施，依其特徵分類整理後，以涉及與

專利之授權實施有關之問題排除措施的案件為對象，就事業結合後之問題排除

措施的實施狀況及其效果等方面，詳細分析資料及進行調查。本件調查首先將

1996年至 2007年之 10 年間的結合案例中，曾採取問題排除措施者予以整理。整

理結果發現，10 年間之案例中，被認為對競爭有不利影響，且系爭事業於結合

計畫中事先提出配套措施者，約僅占 40%，但同時在全部結合案例中，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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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施問題排除措施的前提上，對競爭的不利影響可予以消除。由上述審查結果

之經驗可知，不論問題排除措施之內容為何，競爭上不利影響大多可藉此解決，

因此問題排除措施之確實實施，對於競爭市場環境之維持十分重要。

採取問題排除措施之案例中，從問題排除措施之內容來看，在水平型結合

之情形，較多採取讓渡事業之措施；垂直或混合型結合之情形，則較多要求系

爭事業之團體行為須遵守一定規範。然而，問題排除措施應依個別案件之具體狀

況為相應考量，並無予以特別限定之理由，從過去案例之問題排除措施來看，

包括事業部門的一部或全部讓渡以解消結合關係、提供輸入或進入市場之必要設

備、專利之授權實施及技術支援、情報保密措施、禁止為交易限制及差別對待等。

在專利之授權實施的問題排除措施中，以本件結合為例進行詳細分析。經調

查發現，在飲料用自動販賣機之販賣市場中，系爭事業於本件結合後之市場占

有率下降，其背景為需求者仍維持向多家製造商購買自動販賣機的方針，以及

採取共同大量採購的方法，其結果造成飲料用自動販賣機全體之販賣價格均降

低，因此本件結合難認對飲料用自動販賣機之競爭產生實質限制，從而本件於

審查當時對於系爭結合之判斷應屬妥當。

另一方面，有關問題排除措施之實施狀況，至 2007年為止，競爭業者並未

提出技術授權之申請，因此技術開發競爭受到影響之顧慮應已不存在。依日本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自動販賣機製造商進行之詢問及其等申請專利件數之資料，可

知各家製造商之技術開發水準係勢均力敵。然而，有製造商表示進行技術開發時

若迴避系爭事業所持有之專利，會需要付出更多的研發成本，且系爭事業所持

有之有關中大型包裝飲料自動販賣機之專利，對於新進入市場可能係屬不可或

缺，因此本件問題排除措施以不超過研究開發費之金額作為使用專利之對價，

促使業界形成技術開放的慣例，可確保系爭事業在本件企業結合後開放專利以

及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的壓力，進而維持需求者及消費者之利益。

綜上所述，今後在有必要採取問題排除措施之情形中，應留意是否足以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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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結合所產生之問題，以及諸如對價、期間等技術開放之條件均應詳細檢討，並

配合市場環境之變化等因素予以調整。再者，在結合前若已締結授權契約者，固

然相較於採取問題排除措施更具有實效性，但結合後要求履行問題排除措施之

情形，相關競爭者及潛在業者是否知悉該措施及請求提供技術的可能性，亦屬

審查之重點，均可作為往後審查結合案件之參考。

（四）本案簡評

本案出現與前述案例三相同之問題點，即市場界定時係依自動販賣機的內

容商品劃分為不同的製造販賣市場，但評估結合對競爭之影響時，卻僅主要針

對飲料用自動販賣機之製造販賣市場為分析，仍不無未完整評估其他製造販賣

市場競爭狀況之缺憾。

然本案值得注意之處，在於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事後檢證調查，藉此確

認附條件許可結合之決定是否正確，以及結合後之市場狀況變化，實有助於主

管機關更加掌握市場競爭之動態，值得參考。

第三項  聯合行為案例

一、郵政省採購郵件區分機器圍標案（東京高等法院 2008 年 12 月 19

日判決）499

（一）事實概要

1. 在郵政省訂購的郵遞區號自動讀取區分機器之市場中，被處分之二家

499 河谷清文等著，金井貴嗣、川濱昇、泉水文雄編（2010），《ケースブック独占禁止法》，頁
36-44 頁，東京都：弘文堂。；舟田正之、金井貴嗣、泉水文雄編（2010），〈経済法判例審決‧百
選〉，《別冊ジュリスト》199号，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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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東芝及日本電器）為日本國內主要使用之區分機器的製造販賣事業，

因此該市場為雙頭寡占市場，且具有高度進入門檻，目前尚無法預見會有

其他競爭者進入市場。被處分之二家公司在進行技術開發競爭的同時，也

都認識到機器讀取性能受到訂購數量的影響。

2. 由於郵政省之採購事務承辦人辦理採購時，可能會分別提示有關欲向

該公司採購之機種台數、分配使用郵局等的採購計畫，因此被處分之二家

公司被指名競標時，從以前開始便會在投標前互相確認是否有接收到上述

情報，以瞭解郵政省比較傾向於向哪一家公司採購。

就區分機器之指名競標方面，被處分之二家公司中有收到郵政省承辦人提

示的採購計畫情報者，會參加投標，至於未收到情報提示者則會辭退投標。

在採取指名競標方式的 1987年至 1994年間，被處分之二家公司大致上各

均分總採購金額。1994年至 1997年間，被處分之二家公司的區分機器分別

配置於各地的郵局，若該地區之郵局係使用其中一家公司的區分機器，則

另一家公司原則上不會在該地區有營業活動。

3. 郵政省於 1994年 4月 15 日被處分之二家公司均有出席之研討會中，表

示不再指名而將改採以一般競標之方式辦理採購，並要求被處分之二家公

司各自提出機器讀取率之目標及新型區分機器之預估價格等提案，以供郵

政省評估。被處分之A公司部長於同年 6月 14日作成之電磁紀錄記載：A.

為了避免價格降低及確保總採購金額，應與被處分之 B公司事前協商並共

同提案；B.為了擴大市場占有率，應向郵政省提案建議不改採一般競標；

C.為了確保銷售金額，曾與 B公司協調之紀錄。同年 9月 2 日之郵政省研討

會中，被處分之二家公司均發言質疑表示不應導入一般競標。

4. 1994年 11月左右，A公司請求郵政省停止一般競標，隔年 1月上旬，

B公司則請求郵政省如同以往繼續提示採購情報。

被處分之二家公司於 1995 年 1月 25 日就一般競標之規格說明書進行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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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交換，同年月 26日郵政省與被處分之二家公司開會時，郵政省表示

導入一般競標後，仍會如同以往事先提示採購情報。被處分之二家公司當

場雖無特別發言，但事實上已安心許多。

5. 1995 年至 1997年，郵政省採購承辦人仍向被處分之二家公司分別提示

情報。被處分之二家公司接收到情報提示者才會參加投標，並事先與郵政

省協商，調整得標後的供給履約日程，沒有接收到情報提示時則不會參加

投標，因此其等之得標率超過 99.5%。

被處分之二家公司在 1995 年至 1997年以一般競標方式採購的 71件區分機

器品項中，得標了其中 70件，並各占總採購金額之一半。

6. 1997年 12月 10 日，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被處分之二家公司採取進

入檢查後，郵政省採購承辦人便不再提示情報，並開始有第三家公司參與

競標，被處分之二家公司的得標率也大幅下滑500。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2003年 6月 27日作成處分，認為被處分之二家公

司構成獨占禁止法第 2條第6項之不當交易限制501，故命其不得再為同一

或類似之行為。本案經東京高等法院判決502認為對於過去之違反行為並無

命其改正之必要，故撤銷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但最高法院廢棄上

開東京高等法院之判決並發回更審503，更審判決支持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

500進入檢查為公正取引委員會最有效的行政調查措施，在常磐興産等建設公司對國土交通省關
東地方整備局之橋樑興建工程圍標案（平成 17 年（判）第 12 號課徴金納付命令之審決）、新日
本製鐵等公司對國土交通省鋼鐵材料採購圍標案（平成 17 年（判）第 23号審判審決）等圍標
案件的進入檢查過程中，公正取引委員會便發現參與事業間曾互相提醒面對搜查時，應避免留
下有關協商投標內容之紀錄文件，而經協商未能投標之事業，亦約束其不得挾怨而須於公正取
引委員會詢問時，採取不配合協力的態度並隱蔽相關書證，更有事業負責人在住處被搜出曾與
律師商討過如何因應公正取引委員會調查之對策，例如「回答盡量簡短、不知道、不清楚、忘記了
等等」、「一旦在筆錄上簽名就很難挽回」、「相關紀錄要先收藏好，不要提供出去」等，均可作為存
在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據。
501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6 項規定：「本法所稱不當交易限制，係指事業以契約、協定或不論其他
任何名義之方式，與他事業共同決定、維持、提高價格，或就數量、技術、製品、設備或限制交易相
對人等為相互拘束事業活動，違反公共利益，對一定交易範圍之競爭造成實質限制。」
502平成 16‧4‧23審決集 51 卷 857 頁。
503最高法院平成 19‧4‧19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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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分。

（二）法院見解

更審判決認為，被處分之二家公司與郵政省協調之結果，將投標日至履約

供給期限之期間設定為只有 2、3個月之短促時間，且得標者有義務接續配合目

前已使用中的區分機器。在此等投標條件的限制之下，不符合條件者即使參與投

標亦無法與被處分之二家公司競爭，但被處分之二家公司爭執有其他具有競爭

關係者存在，且渠等並無意思聯絡。

1995 年至 1997年之競標當時，從生產零件到機器完成通常需要 6個月，但

根據訂購機器之數量與種類，以及庫存零件的狀況等，如果零件供應順利的話，

生產時程可以減少至 2個月左右，因此生產時程並非完全無法改變。承此，即便

實際上自身庫存零件的供應遇到困難，但以被處分之二家公司的經營規模而言，

藉由其等擁有的龐大資金、設備、技術及組織，仍可在得標後的短期間內向互相

或其他公司調度零件。被處分之二家公司各自生產的區分機器既然可以藉由向對

方零件調度的方式而繼續使用，該等區分機器應具有替代性，因此被處分之二

家公司應具有潛在的競爭關係。

在意思聯絡的認定方面，不當交易限制之成立，以參加事業間存在意思聯

絡為必要。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與日本法院之見解近來已逐漸一致，認為事業間

意思聯絡之證明，無須將其形成經過及動機予以具體特定，而係就發生一致性

行動之前後的各種情況，來探求系爭事業的認識或主觀意思為何，判斷事業相

互間是否有共通的認識或容認。在具體個案中，應依不同情況針對各種間接事實

及證據，累積性的進行綜合舉證。例如，若非事業不為競爭否則不會重複出現此

種不自然行為時，通常可懷疑其背後有合意存在，因此即令欠缺可證明存在限

制競爭之合意的直接證據，亦查無以此為目的之事前聯絡交涉，然而以上述外

觀上一連串的行為為中心，考量系爭市場環境、過去行為模式等相關情況，可推

論具有默示的意思聯絡者，仍得認已滿足證明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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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處分及判決同樣採取上述的觀點，在外觀與一般競標欲促使更多投標

物件參加的旨趣有所違背的一致性行為，是否基於被處分之二家公司各自的獨

立判斷？首先，被處分之二家公司所屬之市場構造而言係屬寡占市場，進入障

礙甚高，且二家公司經常性的交換郵政省所提示之情報，因此可認為存在一般

性的合作關係而非針對每項標案須再另為協調。其次，在郵政省確定導入一般競

標前，二家公司在相關會議中分別表示反對採取一般競標，或是請求郵政省繼

續比照以往提供情報等，使二家公司彼此可互相瞭解對方意向，進而在預測將

仍僅有渠等可參加一般競標的情形下，維持繼續互相交換情報的意願。再者，被

處分之二家公司的行為模式均相同，亦即只有獲得郵政省提示情報者才會參與

投標。因此綜合上述相關間接證據，應可作成意思聯絡存在之結論504。

（三）本案簡評

由於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為避免留下相關紀錄文件，面對日本公平交易委

員會詢問或調查時，通常會採取不配合的態度並隱蔽相關書證，因此取得聯合

行為意思聯絡之直接證據，顯有困難。依更審判決之見解，可知法院適度放寬日

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聯合行為意思聯絡之舉證責任，不強迫要求須提出直接

證據，即令欠缺可證明存在限制競爭之合意的直接證據，亦查無以此為目的之

事前聯絡交涉，仍可以上述外觀上一連串的行為為中心，考量系爭市場環境、過

去行為模式等相關情況，可推論具有默示的意思聯絡者，仍得認已滿足證明之

要求。

此一舉證責任之放寬，固然有助於主管機關履行查緝聯合行為之任務，但

以推論方式認定事業違法，畢竟仍屬不得已之權宜作法，為避免間接證據之推

論流於一端，應給予事業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以利客觀考量是否確實有意思

504舟田正之、金井貴嗣、泉水文雄編（2010），〈経済法判例審決‧百選〉，《別冊ジュリスト》199
号，頁 46-47。

372



聯絡之情事存在。

二、綠資源機構圍標案（東京地方法院 2007 年（特わ）1275號刑事

判決）505

（一）事實概要

1.犯罪事實

被告財團法人林業土木顧問公司、森林科技公司、財團法人森公弘濟會及片

平公司（以下簡稱「被告 4法人」），均為經營森林事業有關地質調查及測量設

計等承包業務的事業；被告E為財團法人林業土木顧問公司之理事兼林業部長、

被告F為同公司之環境部長、被告G為森林科技公司之董事、被告H為財團法人

森公弘濟會之業務部長、被告為片平公司之企畫營業部長，渠等均為所屬公司負

責獨立行政法人綠資源機構招標之林道事業相關地質調查及測量設計業務的投

標工作。被告等與綠資源機構負責森林業務之理事並統籌地質調查及測量設計業

務之另案被告 J、綠資源機構森林業務部企畫課長並負責上開業務招標工作之另

案被告K，共謀為下列行為：

A. 針對綠資源機構在 2005 年以指名投標方式進行招標之林道事業相關地質調

查與測量設計業務（106件標案，最終契約金額合計日幣 8億 6816萬 7000

元），被告等於 2005 年 3月至 4月間，在川崎市的綠資源機構主事務所，

與另案被告 J 及K進行面談，討論各被告公司之以往相關業務實績後，依

循 J 及K之意向來決定預定得標事業及投標金額。至 2006年 2月為止，於被

告財團法人森公弘濟會之東京主事務所，陸續以面談及電話聯絡之方式，

基於上述合意決定各項標案的預定得標事業。被告等為了得標上開業務，互

505 東京地判平成 19 年 11 月 1 日（平成 19 年特（わ）第 1275号）審決集 54巻，頁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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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拘束事業活動，違反公共利益，造成上開業務之市場競爭的實質限制。

B. 針對綠資源機構在 2006年度以指名投標方式招標之上開業務（98件標案，

最終契約金額合計日幣 8億 3107萬 5500元），被告等於 2006年 3月至 4月

間，在綠資源機構之主事務所，以上述同樣的方式形成相同內容之合意，

並至同年 10月為止，於被告財團法人森公弘濟會之東京主事務所，同樣陸

續以面談及電話聯絡之方式，基於上述合意決定各項標案的預定得標事業。

被告等為了得標上開業務，互相拘束事業活動，違反公共利益，造成上開

業務之市場競爭的實質限制。

2.相關證據

A. 對於全部之犯罪事實

被告財團法人林業土木顧問公司之代表人A及被告E、F於本案審判中之供

述，被告森林科技公司之代表人 B及被告G於本案審判中之供述，被告財團法

人森公弘濟會之代表人 C及被告H於本案審判中之供述，被告片平公司之代表

人D及被告 I於本案審判中之供述。

被告G、H、I之偵查筆錄。另案被告 J、K之偵查筆錄及分離程序前之審判中供

述。第三人之偵查筆錄。對於被告 4法人之搜查報告書及資料留置報告書506。

B. 對於第 1、（1）項之犯罪事實

被告E、F、G、H、I、另案被告K及第三人之偵訊筆錄，對於被告 4法人之搜查

報告書。

C. 對於第 1、（2）項之犯罪事實

被告E、F、G、H、I、另案被告K及第三人之偵訊筆錄。

506公正取引委員會雖得進入處所搜查，但因無逮捕犯罪嫌疑人之權限，是以遇到行為人刻意隱
匿證據時，仍須告發後交由檢察官續行偵訊調查。以東京高等法院 2004 年 3 月 31 日針對石油製
品業者聯合投標防衛廳案所作成之平成 11 年（の）第 2 號判決為例，該案其中一名被告之日記
手冊中，雖有記載投標協商會議之日程、其他被告表示願意投標的價格範圍等，但在公正取引委
員會調查期間，預先將代表投標協商會議的代號「配」之鉛筆字塗消並交給下屬隱匿，且向公正
取引委員會否認有此一日記手冊存在。然在公正取引委員會提起告發後，經檢察官對被告住宅搜
索、訊問，甚至為逮捕及收押後，被告等於偵查階段中均承認聯合行為之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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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院見解

1.法令適用

被告 4法人及被告 5 名自然人所犯上述第 1、（1）及（2）項之犯罪事實，均

構成獨占禁止法第95條第 1項第 1款、第89條第 1項第 1款、第3條507。

2.量刑理由

A. 本案全體情狀

獨占禁止法之旨趣為藉由排除對事業活動的不當拘束，以促進公正自由之

競爭，並確保一般消費者之利益及國民經濟之民主健全發展，而本案係與此背

道而馳的大規模且組織性的聯合案件。本案係由綠資源機構所屬之另案被告 J 及

K，協助願意給付回扣的業者得標，屬於官方發起的聯合行為，且被告財團法

人林業土木顧問公司與森公弘濟會之代表人，以及除了G以外的 4名被告自然

人，均為綠資源機構或主管機關林野廳之退職人員，造成渠等易於勾結。

被告財團法人林業土木顧問公司及森林科技公司於 2002 年曾經日本公平交

易委員會勸告，應已有充分機會改正；財團法人森公弘濟會本身並無執行相關

業務之能力，得標案件以得標金額約 86.5%之價格發包給其他業者，單純賺取

其中差價。被告之辯護人雖主張被告係受到綠資源機構所屬之另案被告的強迫，

無法拒絕才參與本案聯合行為，但相關證據顯示被告等在 2006年初曾向另案被

告 J、K表達希望能比照前一年度繼續進行的意思，因此辯護人之主張不足採。

B. 個別情狀

a 被告財團法人林業土木顧問公司

被告財團法人林業土木顧問公司為被告 4法人中，具有最多林野廳任職背

507獨占禁止法第 3 條規定：「事業不得從事私的獨占或不當之交易限制」。
第 89 條第 1 項第 1款規定：「該當以下各款者，均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日幣 500萬元以下之罰
金：一、違反本法第 3 條所定私的獨占或不當之交易限制者。
第 95 條第 1 項第 1款規定：「法人之代表人及法人之代理人、使用人等其他從業人員，就有關該
法人之業務及財產之事務，構成以下各款之違法行為時，除處罰行為人外，該法人亦科處各款
所定之罰金：一、本法第 89 條  日幣 5億元以下之罰金。」

375



景之人員，且 2005 年得標契約金額為日幣 1億 7457萬元、2006年得標契約金額

為日幣 1億 6276萬元，亦為被告 4法人中最高者，因此可認被告財團法人林業

土木顧問公司為本案獲得最大利益者。再者，被告財團法人林業土木顧問公司於

2002 年曾經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勸告，應已有充分機會改正，卻仍為本案聯合

行為，是以相較於其他被告法人，應予以較重之處罰。

被告E自 2001 年起便於被告財團法人林業土木顧問公司負責投標業務，被

告F則依被告E之指示，協助執行預定得標之相關業務。

另一方面，被告財團法人林業土木顧問公司之代表人於審判中承認本案各

項犯行，內部設置圍標防止對策委員會，並遭林野廳作成停止投標之處分，且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提起告發後，復不再參與新標案之投標，已受到一定程度

的社會制裁；被告E、F於審判中承認本案各項犯行，且已從被告財團法人林業

土木顧問公司離職，以往亦無其他前科，應可作為從輕量刑之考量因素。

b 被告森林科技公司

被告森林科技公司有多數林野廳退職之人員，得標契約金額於 2005 年度為

日幣 1億 6881萬元、2006年度為日幣 1億 5280萬元，僅次於被告財團法人林業

土木顧問公司，且亦曾遭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勸告，均屬應予從重量刑之理由。

但被告森林科技公司之代表人於審判中承認本案各項犯行，本案發生後業務經

營受到極大困難。

被告G於 2004年後半開始，負責主導被告森林科技公司之投標業務，但其

於審判中承認各項犯行，並已自被告森林科技公司離職，復無其他前科。

c 被告財團法人森公弘濟會

被告財團法人森公弘濟會有多數從綠資源機構退職之人員，歷代理市長均

有林野廳任職背景，得標契約金額 2005 年為日幣 1億 6858萬元、2006年為日幣

1億 5669萬元，其代表人於審判中亦承認本案各項犯行；被告H於 2005 年 5月

開始負責被告財團法人森公弘濟會之投標業務，其於審判中承認各項犯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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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自被告財團法人森公弘濟會離職，復無其他前科。

d 被告片平公司

被告片平公司人員具有林野廳及綠資源機構任職背景者較少，得標契約金

額 2005 年為 9138萬元、2006年為 9559萬元，其代表人於審判中亦承認本案各項

犯行；被告 I於 2004年 6月開始負責被告片平公司之投標業務，其於審判中承

認各項犯行，並已自被告片平公司離職，復無其他前科。

3.判決結果

本件檢察官求刑為被告財團法人林業土木顧問公司處以罰金 1億元、森林科

技公司及財團法人森公弘濟會處以罰金8000萬元、片平公司處以罰金 5000萬元、

被告 5 名自然人各處以有期徒刑8個月，然經綜合考量上述各情事後，本院於

2007年 11月 28日作成本判決，被告財團法人林業土木顧問公司處以罰金日幣

9000萬元、被告森林科技公司及財團法人森公弘濟會各處以罰金7000萬元、被告

片平公司處以罰金4000萬元。被告E、F、G、I各人均處以有期徒刑8個月、被告H

處理有期徒刑6個月。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被告E、F、G、I緩刑3年、被告H緩刑

2 年。

（三）本案簡評

由於聯合行為乃侵害市場競爭之典型違法行為，故日本競爭法亦將聯合行

為視作應予首要防治禁止之對象，且主管機關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告發後，

由檢察官續行偵訊調查，透過刑事訴訟法之強制處分權限，對相關處所進行搜

索並扣押證物，甚至逮捕及收押被告，以利獲取聯合行為之違法事證。

本案認定聯合行為之事證，即為各刑事被告於偵查中與審判中之供述，以

及對被告法人之搜查報告書及資料留置報告書等，且部分被告於審判中已坦承

本案各項犯行。由此可見，在聯合行為益趨隱密化之今日，實須賦予主管機關更

強之調查權限，抑或協請檢察機關進行刑事偵查，藉由強制處分擔保調查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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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免主管機關遇有事業不配合調查時束手無策，而使打擊聯合行為之政策

目標流於空談。

三、日本石油公司等協定石油價格案（東京高等法院 1956 年 11 月 9

日判決）508

（一）事實概要

本件原告為日本石油公司等 10 名事業，從事石油製品之煉製及販賣，其販

賣量合計占全國販賣量之 90%以上。石油業從戰時管制到戰後仍持續就供給量及

價格為嚴格限制，於 1951 年 9月起解除機械油之管制後，石油製品之價格因供

需關係趨於正常而有下降的趨勢，原告等從 1952 年 1月開始便常出現以低於管

制時期之價格水準進行銷售的情形。1952 年 6月起將全面解除石油製品管制，由

於預見進入完全自由競爭後，石油價格可能會更加降低，價格競爭將會比管制

時期更加激烈，原告等公司之販賣或營業部門負責人，遂於 1952 年 7月中在東

京汽車會館多次集會。會議中特別針對與大宗需求者交易之市場狀況，為了避免

解除管制後造成此部分之價格競爭，原告等公司協議依管制解除前之最新公定

價，亦即燃料油依該公定價、機械油依該公定價加上日幣 5000元，各公司互相

約束以此作為銷售基準。會議後，原告等公司對其分公司、辦事處、營業所及特約

店等以電話、文書、口頭聯絡等方式傳達上開會議結論，指示其等於大宗需求者

採購石油製品或報價時，須遵守銷售基準之價格。

基於上述合意，原告等公司於 1952 年 7月末警視廳509採購石油製品，同年 8

月警察預備隊及中央氣象台採購石油製品等之時，並未以低於管制售價之各自

不同的價格銷售，而係趨近一致的以公定價為基準。

508 昭和 30 年（行ナ）第 53号。
509此為日本目前防衛廳之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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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後，取得原告等公司販賣或營業部門負責人之供

述記錄、原告等公司旗下分店營業所向特約店發出之標題為「有關石油協同組織

成立後活動狀況」文書、原告等公司之分公司向母公司營業部發出之「有關價格協

調之本社實行方法」、東京汽車會館之現場勘查報告及搜得之會議記錄等證據。在

界定本案之特定市場方面，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所謂特定市場係指供給

同種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予同一需求者之事業間進行競爭的場所，應考量各產業

中事業互相競爭所形成之競爭範圍。本案在石油販賣業界之一般市場以外，石油

製品之煉製及販賣業者因應大宗需求者之採購而直接銷售之情形，應認形成一

特定之交易範圍，因此原告等公司之行為互相拘束事業活動，違反公共利益而

造成對大宗需求者之石油銷售市場競爭的實質限制，觸犯獨占禁止法第 2條第6

項及第3條之規定。原告等公司對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審決510不服，起訴請求

撤銷審決，但遭東京高等法院予以駁回。

（二）法院見解

原告等公司之販賣量合計占全國販賣量之大部分，業經日本公平交易委員

會所認定，其等石油製品之販賣包括藉由各自旗下之銷售通路向一般消費者銷

售，以及原告等向政府機關等大宗需求者為直接銷售等二種，構成國內石油製

品與其他商品所不同的特定販賣市場。在石油製品販賣市場之中，對大宗需求者

銷售石油製品，大多係由原告等公司以投標或直接販賣等方式為之，因此原告

等公司對於共通顧客即大宗需求者供給同種類之商品，彼此之間因而具有競爭

關係甚為明顯。在全體的石油製品販賣市場中，上開直接販賣的競爭關係與經由

銷售通路向一般消費者為供給者有所不同，是以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劃定本案

特定市場之判斷，應屬合理。

510公取委審判審決昭和 30‧12‧1審決集 7 卷 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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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簡評

學說上認為511，本案雖屬年代久遠之案例，然其重要意義在於依照特定之顧

客對象及販賣通路方式，將部分市場自全體市場中予以區別而成為特定之交易

範圍。在劃定市場範圍時，即使從需求者角度判斷替代可能性，但現實上伴隨著

程度的差別可能會造成界線的模糊，因此既然特定市場之界定係為了判斷競爭

之實質限制及市場支配力量之存在與否，則相對來說，違反行為之態樣可認為

顯然產生市場支配時，應得以事業與該違反行為之對象進行交易的範圍作為市

場界定之依據。因此本案若以原告等公司合意限制競爭之交易範圍當作特定市場

應屬適當。

本案與企業結合須事前預測是否會發生市場支配之情形有所不同，結合管

制為妥善達成其目的須參照市場占有率、集中率、進入障礙等指標，故替代可能

性之判斷為劃定市場所不可欠缺的作業過程，但聯合行為則無須強求為相同判

斷作業之必要。以本案為例，對大宗需求者之銷售，其價格及販賣量不受對一般

消費者銷售之影響，且交易對象易於特定、交易結果亦屬透明，相較於對一般銷

售者之銷售更容易被主管機關探知及制裁，本案原告等公司既然僅對大宗需求

者之銷售達成合意，因此將對大宗需求者之銷售視作競爭受限制之對象，而與

對一般消費者之銷售予以區別，應屬合理。

四、田村郡石灰石限制供給協議案（東京高等法院 1986 年 6 月 13 日

判決）512

511舟田正之、金井貴嗣、泉水文雄編（2010），〈経済法判例審決‧百選〉，《別冊ジュリスト》199
号，頁 8-9。
512河谷清文等著，金井貴嗣、川濱昇、泉水文雄編（2010），《ケースブック独占禁止法》，頁 64-
71 頁，東京都：弘文堂。；舟田正之、金井貴嗣、泉水文雄編（2010），〈経済法判例審決‧百選〉，
《別冊ジュリスト》199号，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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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實概要

原告為經營石灰石粉末製造販賣業務之事業，並於日本福島縣田村郡採掘

及供給石灰石。下述契約之對象A公司，為製造販賣水泥之事業，亦於田村郡採

掘及供給石灰石。

田村郡境內出產之石灰石幾乎屬於白色的細結晶質石灰石，主要作為水泥

及石灰石粉末之原料。此外，田村郡內出產的此種高品質石灰石之蘊藏量，係屬

靜岡縣以東出產該種石灰石地區中埋藏量最高者。在田村郡中可能採掘之石灰石

幾乎都埋藏於原告及A公司所有之石灰石礦區513。田村郡採掘之石灰石，由於受

到運送外地的限制以及考量運送費用與商品價格之關係514，欲供給至外地實有

困難；另一方面，田村郡中經營水泥及石灰石粉末製造之業者，要向外地採購

石灰石亦有困難，因此田村郡與其他周邊地區採掘之石灰石並非處於互相依存

之狀況，且田村郡之水泥製造業者及石灰石粉末製造業者擁有石灰石礦區自行

開採，為當地業界特色。

1956年時，其他業者計畫於田村郡建設水泥製造工廠，故著手進行田村郡

石灰石礦區之收購作業。A公司為了阻止業者進入田村郡，而原告亦欲確保其事

業存續基礎的石灰石礦區，因此二事業於 1957年 3月 23日締結契約，約定：

1. 田村郡大越町及常葉町地區內，原告及A公司各自已申請及登錄有案的石

灰石採掘礦區，在未得對方同意時，不得將該等礦區讓渡亦不得設定抵押或出

租予第三人。

2. A公司在上述地區不經營石灰石粉末的製造業務。

前開契約之期限於 1961 年 3月屆至後，A公司因新設水泥工廠，為了採掘

及運送新工廠所需的石灰石原料，需要使用原告所有之土地，A公司遂請求原

告提供協助。二公司協議結果，於 1962 年 8月 1 日締結契約約定：

513依據原告、A 公司及田村郡其他業者提出之資料顯示，原告所有石灰石礦區之蘊藏量約為 8000
萬噸至 1億 3000萬噸左右，A 公司約為 4億噸，其他業者合計未滿 1000萬噸。
514田村郡位於阿武隈山地中西部位置，境內平地稀少，鐵路僅有一條貫穿中央之南北線，對外
聯絡之主要道路，除了沿著鐵路興建的南北向國道外，僅有橫斷北部的東西向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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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田村郡大越町、滝根町及常葉町地區內，原告及A公司各自已申請及登錄有

案的石灰石採掘礦區，在未得對方同意時，不得將該等礦區讓渡亦不得設定

抵押或出租予第三人。

2. A公司在上述地區內，未得原告之同意，不得從事水泥製造以外之製造業務。

3. 原告未得A公司之同意，不得從事水泥製造業務。

4. 二公司在上述地區未得對方同意，均不得將石灰石供給予對方之同業。

嗣後，A公司為了田村郡工廠使用之石灰石及採掘黏土等目的，須取得第

三人之土地。A公司之行為雖將抵觸上開契約，但二公司基於確保相互之利益及

彼此尊重協助之目的，仍於 1967年 9月 16日就下列事項重新締結契約515：

1. 二公司（包含各自持股過半之公司）就單獨或共同（與第三人共同者亦屬

之）保有之田村郡內石灰石礦業權（向主管機關申請亦屬之），不得讓與、

提供擔保、設定租礦權予第三者，亦不得拋棄或為使其消滅之處分。

2. A公司於田村郡內採掘或取得之石灰石，未得原告同意，不得以之從事水泥

製造、販賣或為了販賣目的以外之加工。

3. 原告於田村郡內採掘或取得之石灰石，未得A公司同意，不得以之從事水泥

製造、販賣或供給予其他水泥製造業者。

4. 二公司違反前述任一約定時，須依違約期間及違約供給石灰石之數量支付對

方違約金。

上開契約造成田村郡地區現在及將來之石灰石需求者，無法自由獲得供給

之狀況。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後，依據進入原告及A公司搜查所得文件資料、原

告及A公司之供述紀錄及第三人之陳述等證據，認為原告及A公司均為從事石

灰石供給之事業，共同限制田村郡地區內之石灰石礦業權之處分對象、採掘或取

得石灰石之供給對象，違反公共利益，致田村郡石灰石供給市場之競爭受到實

515此次契約之期間約定為 30 年，屆滿後自動延續至原告在田村郡石灰石礦區存量告罄時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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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限制，故命其停止上開行為。惟原告不服而提起本件撤銷審決訴訟。

（二）法院見解

獨占禁止法第 2條第6項所謂「一定之交易範圍」，係指因特定行為所造成競

爭之實質限制的範圍，其界定須依具體行為及交易之對象、地域、態樣等情形為

個案判斷。

於田村郡採掘之石灰石，目前僅止於作為石灰石粉末及水泥製造之二種用

途而進行交易，生產水泥及石灰石粉末之業者對於石灰石具有競合的需要關係，

從原告及A公司所有礦藏量及品質來看，若二公司限制石灰石之供給對象，應

可推認田村郡地區以上開用途為目的之交易關係將會受到全盤影響，因此日本

公平交易委員會將田村郡地區中，除了石灰石粉末製造之供給外，包含對水泥

製造業者之潛在供給在內而劃定石灰石供給之特定市場，應屬合理。

法院認同競爭受到聯合行為影響之特定市場範圍，並非單純從觀念上或想

像上予以界定，應由成為交易受限對象之事業活動，以及因應變動之社會經濟

情勢出發，並考量是否會對將來事業活動產生一定拘束競爭之可能性等因素，

就系爭拘束之內容、程度及持續期間等綜合判斷之。本案依原告及A公司之契約，

原告不得將石灰石供給予其他水泥製造業者，不得將所有礦區之權利讓與或設

定予第三人，亦不得同意他人採掘石灰石，實際上已產生競爭狀態之全面禁止

效果。另長期來看，其他水泥製造業者未必全無進入田村郡設廠的可能性，且原

告採掘之石灰石可供作水泥生產用途，因此即使原告本身目前未從事水泥製造

業務，但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將供給水泥製造之石灰石市場納入本案市場範圍，

應無不當之處516。

（三）本案簡評

516原告雖仍提起上訴，但經最高法院以昭和 63 年 3 月 4 日昭和 61 年（行ツ）第 135 號判決駁回
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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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原告雖未從事水泥生產，但其製造販賣之石灰石可作為水泥原料，故

與A公司同樣可能於石灰石供給市場及水泥製造市場進行競爭，是以本案將石

灰石供給市場及水泥製造市場均納入商品市場範圍，應屬適當。又本案可見日本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調查聯合行為案件時，積極運用進入調查之權限，以求獲取

原告及A公司之契約等意思聯絡之證據，除於本案有所助益外，縱使受調查之

事業拒絕配合，仍可顯示主管機關打擊聯合行為之決心，而有助於爭取社會大

眾之認同。

第四項  顯失公平行為案例

一、LAWSON便利商店不當要求供應商提供利益案（1998 年第 18號

審決）517

（一）事實概要

1. LAWSON公司之總部位於大阪府吹田市，以連鎖系統之方式經營，在日本

使用「LAWSON」作為商店名稱、商標、服務標章等統一性的營業表徵。除了

自己經營外，亦有受統一管理、指導及協助之連鎖系統加盟店，從事食品、

飲料、日用雜貨品之零售業務。

LAWSON公司在本案的 2004年 2月底時，屬於其連鎖系統內之全國商店數

為 6649家，在日本便利商店業界中居於第二位。此外，LAWSON連鎖店於

2003年度之銷售金額合計約日幣 1兆 1000億元，同樣居於日本便利商店業

界之第二位，在全體零售業中則為第五位。LAWSON連鎖店之店鋪數及銷

517 河谷清文等著，金井貴嗣、川濱昇、泉水文雄編（2010），《ケースブック独占禁止法》，頁
387-391 頁，東京都：弘文堂；舟田正之、金井貴嗣、泉水文雄編（2010），〈経済法判例審決‧百
選〉，《別冊ジュリスト》199号，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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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金額每年均持續增加，且其店內備齊眾多符合消費者需要之商品服務，

更受到消費者之高度信賴。

LAWSON公司對於其所屬之 LAWSON連鎖店進行之統一管理、指導、協助

其中一環即為選定店內販賣的日用雜貨品，並與該日用雜貨品之製造販賣

業者及批發業者（以下簡稱「供給業者」）決定 LAWSON連鎖店之採購價格

等交易條件，亦即 LAWSON連鎖店的採購業務係由 LAWSON公司總括處

理。

2. 2003年度與 LAWSON公司維持繼續交易關係的日用品供給業者約有 100 名。

LAWSON公司以日用品供給業者對於 LAWSON連鎖店的供給金額及數量

為基準，設定採購退款的制度。日用品供給業者中對於 LAWSON連鎖店之

供給金額及數量較高者，即所謂的「主要日用品供給業者」，其與 LAWSON

公司間，就年度的採購退款簽訂「退款約定書（A）」之書面契約，以及就 3

個月以內之採購退款簽訂「退款約定書（B）」之書面契約，是以 LAWSON

公司基於上開契約向該等供給業者收取採購退款。

LAWSON公司於全國開設連鎖店，其銷售金額龐大，對於日用品供給業者

而言成為相當有力的交易對象，因此日用品供給業者基於在 LAWSON連鎖

店販賣自己的商品可提高消費者的信賴等理由，均強烈希望能與 LAWSON

公司保持繼續供應的交易關係，從而日用品供給業者不得不接受 LAWSON

公司有關供應商品的品質、價格等交易條件的各種要求。

3. LAWSON公司從以前開始，便將依A、B契約所預期可收取的採購退款金額，

納入其年度預算中，並將達成該預算當作重點執行目標：

A. 2003年 8月左右，LAWSON公司為了達成該年度之採購退款預算，名

義上雖以 B契約為準，但實際上對於主要日用品供給業者以偏離B契

約原本約定內容且無特別計算方式之情況下，另行制訂金額收取計畫。

B. 其後同年 11月左右，由於對 LAWSON連鎖店之日用品供給金額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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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低於該年度開始時之預估，可預見依A契約所得收取的採購退款金

額將有不足，因此 LAWSON公司企圖以 B契約之名義增加收取退款金

額，以達成其採購退款預算的目標。從而 LAWSON公司修正上述金額

收取計畫，制訂新的「＋α計畫」，將退款金額從上一年度依 B契約實

際收取的約日幣 3億元提高至日幣 10億元。

LAWSON公司於其決算期的 2004年 2月，依「＋α計畫」向60 名主要日

用品供給業者要求提供一定金額的款項。然而，多數的該等主要日用品

供給業者因為正值 LAWSON公司選定明年度販賣商品之時期，為了能

保持繼續供應的交易關係，因此雖然 LAWSON公司並無提供該款項金

額之合理理由，且該金額的計算依據並不明確，但仍不得不遵從

LAWSON公司的要求。

4. LAWSON公司就日用品方面，為了提高連鎖店的銷售金額，將 LAWSON

連鎖店熱門度高的商品選定為「標準陳列品項商品」，並統一於連鎖店進行

陳列。2004年 1月 23日，LAWSON公司於千葉縣船橋市舉行會議，要求 70

名主要日用品供給業者無償供給一定數量的標準陳列品項商品予 LAWSON

連鎖店，並要求業者當場以書面答覆是否同意。

LAWSON公司於會後，為了會計處理之便，將業者無償提供之「標準陳列

品項商品」以日幣 1元計入，且業者因配合此一要求，LAWSON連鎖店處

分標準陳列品項商品以外之庫存商品的費用約日幣 13億元，係由業者給付

之金額為支應。至於前述會議中，未答應 LAWSON公司要求的業者以及未

出席的業者，則再次被要求以日幣 1元提供標準陳列品項商品。

雖然統一陳列之費用原本應是由 LAWSON公司及其連鎖店負擔，並無要求

業者以日幣 1元供給的合理理由，但上述被 LAWSON公司要求的日用品供

給業者因為正值 LAWSON公司選定明年度販賣商品之時期，為了能保持繼

續供應的交易關係，只好於 2004年 2月 25 日起陸續開始以日幣 1元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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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SON公司。

（二）處分理由

本案經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1998年 4月 16日開始調查時起，LAWSON

公司便停止前述要求增額提供採購退款及日幣 1元供給的行為。然日本公平交易

委員會認為，LAWSON公司利用自己對日用品供給業者在交易上的優越地位，

違背正常商業習慣的要求業者提供金錢及日幣 1元供給等經濟上利益，均屬違

反獨占禁止法第 19條規定之不公正交易方法518。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遂於 1998

年 7月 16日，對 LAWSON公司依獨占禁止法第48條第 2項之規定進行勸告，

經該公司應諾，故依同條第4項之規定，作成與該勸告同旨趣之審決。

審決主文為：

(1) 命 LAWSON公司對日用雜貨品供給業者應將下列二事項，以及對負責採購

之本公司員工應將第 2項事項，均以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可之方式使其

徹底周知：

A LAWSON公司於 1998年 2月之決算期，對日用雜貨品之供給業者，在

沒有特別的計算根據且未提供合理理由之情形下要求業者給付金錢，並

於同年 1月以來，對於屬於該公司連鎖系統中的加盟店及直營店要求為

日用雜貨品繳納日幣 1元，上述二行為均應停止；

B 今後對於供給業者，不得以與第 1項相同之方法，要求其提供經濟上利

益。

(2) LAWSON公司應將依前述命令所採取之措施，儘速向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

為報告。

518獨占禁止法第 19 條規定：「事業不得採取不公正之交易方法。」原文為：「事業者は、不公正な
取引方法を用いてはな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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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簡評

依據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 1991 年 7月 11 日公布之「獨占禁止法對於流通、交

易慣例之方針」規定：零售業者對於供給業者具有交易優勢地位之情形，係指該

供給業者若難以與該零售業者繼續交易時，將會產生事業經營上之重大障礙，

因此即使該零售業者提出顯然不利於供給業者之要求時，供給業者仍不得不接

受者。於個案判斷時，應綜合考量供給業者對該零售業者之交易依存度、該零售

業者之市場地位、變更交易對象之可能性，以及其他必須與該零售業者進行交易

之具體事證519。該會嗣後於 2005 年 5月 13日公布「對於大規模零售業者與供給業

者間交易之特定不公正交易方法」，將大規模零售業者限定於販賣一般消費者日

常生活用品之零售業者，且符合以下任一條件者：1.前一事業年度銷售額（含

連鎖加盟者銷售額）達 100億日圓以上者；2.於東京都地區之店舖面積達3000

平方公尺以上或於其他地區店舖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以上者520。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本案認定 LAWSON公司對供給業者享有優勢地位，

其理由與上述「獨占禁止法對於流通、交易慣例之方針」相符，但 LAWSON公司

既然在日本便利商店業之商店數及銷售金額均位居第二，其市場力量明顯相當

519 原文為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第五　小売業者による優越的地位
の濫用行為...2『小売業者が納入業者に対し取引上優越した地位にある場合』とは、当該納入業
者にとって当該小売業者との取引の継続が困難になることが事業経営上大きな支障をきたす
ため、当該小売業者の要請が自己にとって著しく不利益なものであっても、これを受け入れざ
るを得ないような場合であり、その判断に当たっては、当該小売業者に対する取引依存度、当該
小売業者の市場における地位、販売先の変更可能性、その他当該小売業者と取引することの必
要性を示す具体的事実（商品の需給関係等）を総合的に考慮する。」。參
http://www.jftc.go.jp/dk/guideline/unyoukijun/ryutsutorihiki.html（最後瀏覽日：11/22/2014）。
520 原文為大規模小売業者による納入業者との取引における特定の不公正な取引方法（平成十
七年五月十三日公正取引委員会告示第十一号）備考 1：「この告示において『大規模小売業者』
とは、一般消費者により日常使用される商品の小売業を行う者であって、次の各号のいずれか
に該当するものをいう。
一　前事業年度における売上高（特定連鎖化事業を行う者にあっては、当該特定連鎖化事業に
加盟する者の売上高を含む。）が百億円以上である者
二　次に掲げるいずれかの店舗を有する者
イ　東京都の特別区の存する区域及び地方自治法第二百五十二条の十九第一項の指定都市の
区域内にあっては、店舗面積（小売業を行うための店舗の用に供される床面積をいう。以下同
じ。）が三千平方メートル以上の店舗
ロ　イに掲げる市以外の市及び町村の区域内にあっては、店舗面積が千五百平方メートル以上
の店舗。」。參 http://www.jftc.go.jp/dk/guideline/tokuteinounyu.html（最後瀏覽日：11/2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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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觀，是否已非單純優勢地位之濫用，而有構成其他獨占禁止法之違法情事，

未見處分理由中有所探討。又「對於大規模零售業者與供給業者間交易之特定不

公平交易方法」中，雖將大規模零售業者予以定義，但相同問題在於此類大規模

零售業者於特定市場中可能已具有相當市場力量，恐非僅與特定供給業者具有

優勢地位而已，是以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逕以濫用優勢地位作為處分理由，於

調查事實及法律適用順序上，實不無遺漏之處。

二、Valor超市不當要求供應商提供利益案（2006 年第 8號審決）521

（一）事實概要

1. Valor總公司位於岐阜縣惠那市，為經營肉類、蔬果、水果等食品零售之超市

以及住居關聯品、日用雜貨、假日木工用具等零售之家庭購物中心

（HOMECENTER）的事業。Valor公司於 2005 年 4月至 2006年 3月止之

銷售金額約為日幣 1630億元。Valor公司於 2006年 6月止，已在富山縣、石

川縣、岐阜縣、愛知縣及三重縣等地區，開設了以「Valor」為名稱之 93家食

品超市，且以「HOMECENTER Valor」為名稱開設 30 家家庭購物中心。上

述店鋪中，在政令指定都市522區域內之 16家店鋪中的 2 家賣場面積超過

3000 平方公尺，政令指定都市區域以外的 107家店鋪中的 83家賣場面積超

過 1500 平方公尺。

Valor公司 2005 年度有關食品超市之銷售金額，在東海地方中的岐阜縣、

愛知縣及三重縣地區之食品超市業位居第一位，同年度之家庭購物中心銷

售金額則為同地區家庭銷售中心業之第三位。此外，Valor公司之銷售金額

521 http://snk.jftc.go.jp/JDSWeb/jds/dc005/DC005?selectedDocumentKey=H181013H18J11000008_
（最後瀏覽日：11/22/2014）。
522政令指定都市是日本基於「地方自治法」，由政府行政命令指定的城市，其基本條件為全市人
口需超過 50萬以上。法律上名稱簡記為政令市或指定都市。至 2010 年 4 月 1 日止，全日本共有
19 個政令指定都市。

389



及店鋪數近年來均逐年增加。

2. 與Valor公司具有繼續交易關係，而在其經營之食品超市中販賣商品的食

品供給業者約有 350 家，在家庭購物中心販賣商品之HOMECENTER供

給業者則有約 330 家。上述供給業者由於Valor公司為重要之交易對象，因

此均強烈希望能與Valor公司繼續保持供給交易之關係。基於此一希望之下

供給業者大多不得不遵從Valor公司所提出有關供給商品品質、供給價格等

交易條件的要求，從而對Valor公司居於交易上之劣勢地位。

Valor公司就其食品超市之販賣商品，係由 SM（supermarket之簡稱）商

品部之採購承辦人與食品超市供給業者進行商談及辦理採購；家庭購物中

心之販賣商品，則係由HC（homecenter之簡稱）商品部之採購承辦人與

HOMECENTER供給業者進行商談及辦理採購。

3. Valor公司從以前開始，在每年 6月及 11月禮品、Valor公司商品券、啤酒兌

換券等中元商品及歲暮商品之販售第一日，會於總公司所在之「Valor惠那

店」2樓的特賣會，對食品超市供給業者舉行非正式公開的「內見會」。內見

會舉辦之前，Valor公司會設定 SM商品部各採購部門之販賣目標金額，

為了達成該目標金額，各採購部門會分配各食品超市供給業者須認購之金

額，由於 SM商品部之採購承辦人對於Valor公司與食品超市供給業者間

是否繼續維持交易關係具有影響力，因此食品超市供給業者對於在內見會

上認購禮品禮券之要求，實無拒絕之餘地。舉例來說，Valor公司 2005 年 6

月舉辦內見會時，SM商品部設定食品超市供給業者之認購金額為日幣

1500萬元，業者最終配合採購部門之要求，共計認購了約日幣 1710萬元

之禮品禮券。

Valor公司於 2005 年 9月 19日之內部部長級會議中，雖決定今後不再舉辦

內見會，但於該年 10月至 11月之間，仍循上述模式設定 SM商品部各採

購部門之販賣目標金額，食品超市供給業者仍應商品採購部門之要求，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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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了約日幣 1490萬元之禮品禮券。

2006年 3月 15 日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開始進行本案之調查，Valor於同年

4月起即不再對食品超市供給業者要求認購 2006年度之中元或歲暮禮品禮

券。

4. Valor公司以往在新店開張及店面改裝重新開幕時，有關商品陳列等不需特

殊技術或能力之工作，會在沒有事先與供給業者就人員派遣條件達成合意

之情形下，即要求供給業者派遣其所屬員工至Valor公司協助陳列作業。舉

例來說，Valor公司於 2004年度及 2005 年度之 23家新開店面（食品超市

17家及家庭購物中心 6家）與 21 家改裝重新開幕店面（食品超市 13家及

家庭購物中心 8家），其陳列作業係由 SM商品部及HC商品部之採購承

辦人向供給業者要求派遣員工協助，並由供給業者自行吸收相關費用。供

給業者共派遣了約 26200 人次之員工（食品超市供給業者之員工約 13800

人次，家庭購物中心供給業者之員工約 12400 人次）交由Valor公司運用。

2006年 3月 15 日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開始本案之調查，Valor公司於同年

4月起，即就員工派遣之條件事先與供給業者達成合意，並負擔員工派遣

之通常必要費用。

5. Valor公司從以前開始，於食品超市新店開張及重新改裝開幕之時，為了確

保該店鋪之利潤，在事前缺乏明確說明計算依據、目的之情形下，會採取

下列行為，而供給業者為了能與Valor公司繼續保持交易關係，不得不答

應Valor公司之要求：

A. 對於食品超市供給業者，就該店鋪於一定期間內固定繼續販賣之商品，

要求提供相當於該商品第一次供貨金額 50%及年度交易金額 0.1%的金

錢，即所謂「協贊金」。舉例來說，Valor公司 2004年度及 2005 年度開

設 17家新食品超市及改裝 13家食品超市之際，使 2500 家食品超市供

給業者提供了總額約日幣 4億 1100萬元之協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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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於豆腐、麵食類等日式生鮮食品及牛奶、麵包等西式生鮮食品之供給

業者，Valor公司以「首次 ZERO供貨」之名義，要求業者第一次供給

該店鋪於一定期間內固定繼續販賣之商品時，無償供給之。舉例來說，

Valor公司於 2004年度及 2005 年度新開設 17家及重新改裝 10 家食品

超市時，對於食品超市供給業者要求無償提供總額相當於約日幣 2540

萬元之商品。

C. Valor公司從以前開始，於新開設家庭購物中心及改裝擴大營業面積

之際，為了確保該店鋪之利潤，在事前欠缺計算根據、目的之明確說

明的情形下，會以「廣告氣球協贊」之名義，要求家庭購物中心供給業

者給付協贊金。供給業者為了能與Valor公司繼續保持交易關係，不得

不答應Valor公司之要求。舉例來說，Valor公司 2004年度及 2005 年度，

使 730 家家庭購物中心供給業者提供了總額約日幣 1010萬元之協贊金。

D. Valor公司遲至 2003年左右為止，以預期 8月及 12月之銷售金額將會

增加之理由，以「1%退款」等的名義，要求各食品超市供給業者依其供

給商品於每年 8月及 12月之交易金額，提供相當於 1%之協贊金。舉例

來說，Valor公司 2004年度及 2005 年度向370 家食品超市供給業者取

得了總額約日幣 1億 100萬元之協贊金。

6. Valor公司於 2005 年 8月至 10月之間，受讓長良川公司於岐阜市之

「Mammoth日野店」、「Mammoth縣府店」及「Foresta Mammoth」等 3家家庭

購物中心。此 3家家庭購物中心成為Valor公司新店鋪開張之際，為了處理

受讓店鋪時之庫存商品，遂要求供給業者認購該等商品。HC商品部採購承

辦人向家庭購物中心供給業者表示，若不認購庫存商品將無法供貨予新開

幕的家庭購物中心，因此不論庫存商品當初由何業者供給，家庭購物中心

供給業者均以Mammoth店售價約 60%至 80%間之金額認購，共計 200 家

供給業者認購了總額約日幣 8920萬元之庫存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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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分要旨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經調查後認為，Valor公司為大規模零售業者523，對於

相較之下居於交易上劣勢地位之食品超市及家庭購物中心供給業者，無正當理

由而為上述要求，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19條之規定，故於 2006年 10月 13日作成

處分命其停止及不得再為上述違法行為。

（三）本案簡評

本案與前述案例一相同，均認定流通業者對於供給業者具有優勢地位，但

被處分事業之店鋪地點主要集中於日本東海地區，該等地區之食品超市及家庭

購物中心市場結構為何？有無其他競爭者可作為供給業者之不同選擇？未見處

分理由中予以說明，而僅以供給事業不得不遵從被處分事業之要求，即認定構

成優勢地位之濫用，難謂無流於片面之違誤。

再者，被處分事業將旗下商店類型區分為食品超市及家庭購物中心，可見

其認為二種不同類型之商店經營模式，在市場競爭中具有不同意義。又此種區分

經營方式，對消費者而言有無替代性，是否需劃分為不同市場，亦為本案進一

步界定市場以認定市場力量時應予先行釐清之處。

三、Don Quijote不當要求供應商提供利益案（2005 年第 7號審決）524

523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對於「不公正交易方法」之定義，包括該項第 6款所定「不當利用自己
之交易上地位而與相對人交易」之情形，而公正取引委員會依獨占禁止法之授權，得指定特定業
別管制其濫用優越地位之行為。依據公正取引委員會於 2005 年公布之「大規模零售業者對於與供
給業者間之不公正交易方法」告示，所謂大規模零售業者，係指販賣供一般消費者日常使用之商
品，且其前一年度之營業額在日幣 100億元以上，店鋪面積亦在一定規模以上之零售業者。此等
大規模零售業者與供給業者交易時，不得為：(1)不當退貨、(2)不當要求減價、(3)不當要求有利的
委託販賣條件、(4)要求廉價提供特賣商品、(5)拒絕受領特別訂購之商品、(6)強制供貨、(7)、不當要
求支援人力、(8)收受不當之經濟上利益等行為。
524 舟田正之、金井貴嗣、泉水文雄編（2010），〈経済法判例審決‧百選〉，《別冊ジュリスト》199
号，頁 1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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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實概要

1. Don Quijote總公司位於東京都新宿區，經營生活用品、日用雜貨品、家庭用

電氣製品、食品等零售業，即所謂綜合折扣商店。在 2004年 11月底時，於

北海道、茨城縣，栃木縣，群馬縣，埼玉縣，千葉縣，東京都，神奈川縣，

新潟縣，山梨縣，静岡縣，愛知縣，京都府，大阪府，兵庫縣，奈良縣，

福岡縣，熊本縣及大分縣等地區，以「Don Quijote（ドン・キホーテ）」，

「Paw（パウ）」及「Picasso（ピカソ）」為名稱，開設 101間零售店鋪。上述

店鋪中，在東京都特別區及政令指定都市以外地區之 48間店鋪中，有 19

間店鋪之賣場面積超過 1500 平方公尺。

Don Quijote 公司為日本最大的綜合折扣商店業者，與該公司就生活用品、

日用雜貨品、家庭用電器製品、食品等商品維持繼續交易關係之供給業者有

1500 家。供給業者由於Don Quijote 公司為重要之交易對象，大多都強烈希

望能與Don Quijote 公司繼續交易，因此有關供給商品之品質、供給價格等

交易條件，不得不遵從Don Quijote 公司之各種要求，從而居於交易上之

劣勢地位。此外，2006年 6月為止，Don Quijote 公司前一事業年度之銷售

金額約為日幣 2546億元。

Don Quijote 公司為了管理前述 101間店鋪，原本設置第一營業本部及第二

營業本部分工合作，主要係由各營業本部及各店鋪之採購承辦人與供給業

者進行商談及辦理採購，但 2005 年 2月 10 日二營業本部已合併為單一部

門。

2. Don Quijote 公司最遲於 2003年開始，於店鋪新開張之際，會要求供給業者

協助商品陳列等作業，且事先未與供給業者就其員工派遣之條件達成具體

合意，僅由Don Quijote 公司內對供給交易有影響能力之採購承辦人向供

給業者聯絡需要人力支援之店鋪及日期時間，並由供給業者負擔費用。供

給業者為了能與Don Quijote 公司繼續交易，不論陳列等作業與其商品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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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是否有關，實無拒絕Don Quijote 公司要求之餘地。舉例來說，Don 

Quijote 公司於 2003年 8月起至 2004年 11月間之 33間店鋪新開張之際，

要求供給業者派遣人員協助進行該等新店舖之陳列等作業，供給業者因此

派遣了約 5200 人次之員工予Don Quijote 公司運用。

Don Quijote 公司從以前開始，於每半年實施的下架上架等更換陳列商品

作業之際，同樣會片面的要求供給業者提供人力協助，甚至供給業者派遣

之人員不足Don Quijote 公司之要求時，Don Quijote 會重複要求補足人數。

舉例來說，Don Quijote 公司於 2004年 8月 19日至同年 11月 11 日間實施

更換陳列商品作業之際，要求供給業者對 97家店鋪提供協助，供給業者

至少派遣了 14300 人次之員工予Don Quijote 公司運用。此外，Don Quijote

公司於 2003年 7月至 2004年 12月間，為了 200 家店鋪之更換陳列商品作

業，要求供給業者派遣至少 3600 人次之員工。

3. Don Quijote 公司在未明確說明負擔金額、計算根據及用途等事項之情形下，

向供給業者要求於 2003年 7月至 2004年 6月、2003年 7月至 2004年 6月 、

2004年 5月至同年 7月等各期間之新開張店鋪的協贊金。Don Quijote 公司

之採購承辦人在營業本部之指示下，利用與供給業者間之交易關係，要求

供給業者提供相當於上述期間內供給金額 1%之金錢。至 2004年 7月止，供

給業者遵從Don Quijote 公司之要求，至少提供了總額約日幣 2億 9200萬

元的協贊金。

（二）處分要旨

本案經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後，認為Don Quijote 公司利用對於供給業

者之交易上優勢地位，構成有關大規模零售業之特定不公正交易方法，且違背

正常商業習慣，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19條之規定，故於 2005 年 4月 1 日開始審判

程序，並於 2007年 6月 22 日作成審決命Don Quijote 公司停止即不得再為該等

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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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簡評

本案被處分事業之販售商品包羅萬象，商店位置為熱鬧繁榮之處，其經營

型態實與便利商店、超級市場、量販店及百貨公司等，均有些許不同，是以本案

市場應如何界定，為本案處分未予回答之問題。

再者，被處分事業雖要求供給業者協助商品上架下架，但供給業者是否可

藉此機會就商品上下架與否及陳列位置等事項，與被處分事業進行磋商，則供

給業者是否確實遭受不公正競爭行為之對待，尚有待釐清。

第五項  日本競爭法案例之特色

一、運用數據及表格強化處分理由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處理結合案例時，已建立其應審核之一定流程及檢

視項目，亦即先界定相關市場，包括考量系爭商品或服務之特性、事業與交易相

對人之交易習慣、潛在競爭者之有無等因素，均會於審核結果中敘明，並評估系

爭結合行為對於相關市場及競爭者之影響。在資料蒐集方面，日本公平交易委員

會除斟酌進行結合之事業提出申報的營業金額或營業項目等資料外，亦彙整市

場中其他業者之相關資料進行比對，並藉由運用表格詳列市場占有率、營業額比

例、HHI指數之方式，可易於理解其所界定之特定市場的全貌，更可增強其市場

界定論理及審核結果之說服力。

此外，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結合案附條件審核准許後，仍會事後調查市

場狀況，以檢證當初准許結合之審核結果是否妥當，包括市場界定之範圍是否

過廣或過窄等，亦為值得注意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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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積極調查以遏止惡質卡特爾

日本聯合行為多出現於圍標案件525，其他合意拘束事業活動之情形反屬少數，

而實務及學說有關聯合行為之市場界定，已逐漸趨向認為，既然特定市場之界

定係為了判斷競爭之實質限制及市場支配力量之存在與否，則違反行為之態樣

可認為顯然產生市場支配時，應得以事業與該違反行為之對象進行交易的範圍

作為市場界定之依據，因此聯合行為與結合行為須事前預測是否會發生市場支

配之情形有所不同，聯合行為應無須強求在市場界定方面為相同縝密判斷之必

要526。此一見解反映於上述聯合行為案例中，可發現此部分之市場界定論述較為

簡略，圍標案件僅論述系爭事業參與投標之標案，而於事業協議商品價格或其

他事業活動等案例中，方有依據商品特性或地域環境等因素界定市場範圍。

此外，為杜絕日本企業間常見之圍標等惡質卡特爾，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

多運用其進入檢查之權限，以求迅速直接的蒐集相關證據及遏止事業繼續從事

違法行為，此由上述案例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進入檢查後取得相關資料之記載，

可知進入檢查相較於單純訊問或命提出資料等調查方式，確實有其功效存在。於

2005 年獨占禁止法增設犯罪調查制度後，更可直接向法院聲請搜索令狀，並與

檢察機關進行更密切的合作及資訊交流，該會朝向積極執法之態度，值得重視。

三、透過一般調查建立產業資料庫

由上述案例觀之，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系爭事業屬於其指定之大規模

零售業者，且確有從事禁止行為時，即得出濫用優勢地位之結論，惟系爭事業

如何構成優勢地位之論述，實未特別詳細，而該指定之規定內容亦僅就大規模

525諏訪園貞明編著（2005），《平成 17 年改正独占禁止法：新しい課徵金制度と審判.犯則調查
制度の逐条解說》，頁 1-2，東京都：商事法務。
526金井貴嗣、川濱昇、泉水文雄（2010），《独占禁止法〉，頁 27-28，東京都：弘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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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之營業額及店鋪面積為規定，並未觸及大規模零售業是否確實對供給業

者有優勢地位存在，或有何依賴關係而無移轉可能性之情形527。然被處分事業之

服從度甚高，若日後出現進入法院爭訟之案例，其結果值得持續關注。

此外，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在上開案例中對於同屬大規模零售業之各該系

爭事業，分別歸類為便利商店、食品超市、綜合折扣商店業者等，並掌握其等營

業額及店鋪地點與面積等資訊，應可部分歸因於該會定期從事一般調查建立產

業資料庫之結果。蓋為掌握日本主要產業之實際市場集中狀況，以利適切運用獨

占禁止法，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每二年為一期，針對日本產業之生產及銷售的

集中度狀況進行調查528，除依產業類別寄發問卷外，並依調查結果對於特定商

品或服務之項目進行分類529，可供主管機關於個案判斷前已就個別市場狀況有

所了解，值得參考。

527白石忠志（2009），《独占禁止法》，頁 83-88，東京都：有斐閣；諏訪園貞明（2006），〈株
式会社三井銀行に対する勧告審決について〉，《公正取引》664 號，頁 47。
528公正取引委員會詢問事業之具體內容為：(1)企業名稱、所在地等；(2)合併、讓渡承受營業以及
停止營業等事項；(3)生産或營業之實際狀況；(4)自其他業者購入之實際狀況及該業者之名稱；
(5)輸入之實際狀況；(6)銷售等之實際狀況，包含自己生產及從其他業者購入狀況之統計、對生
產調查對象商品項目完成品之國內其他業者的銷售狀況及該業者名稱、輸出實際狀況、對流通業
者及需要者之國內銷售金額及其稅額、其他（自己消費、使用及庫存增減等）。
529參 http://www.jftc.go.jp/soshiki/kyotsukoukai/ruiseki/index.html（最後瀏覽日：11/2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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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外國競爭法調查規範及案例之啟發與借

鏡

第一節  外國競爭法案例之啟發與借鏡

第一項  外國法制及實務運作之比較

一、市場界定之論理

由上述美國法及日本法案例中可見，結合行為因須評估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故主管機關須先行界定相關市場外，美國及日本主管機關就系爭市場界定著墨

不深，大多未見深入之調查與論述，法院亦未以市場界定不清為由撤銷處分，

反而是較著重於事業行為對競爭秩序之影響，結論上或許並無明顯不妥，然仍

有欠明確，實屬令人較感缺憾之處。相較之下，歐盟法之案例可發現除了結合行

為之外，即使是事業已坦承聯合行為之情形，歐盟執委會仍有說明系爭市場及

相關事業之占有率530，以確認事業行為對系爭市場之影響並強化處分依據，值

得參考。

另觀諸日本聯合行為案例多出現於圍標案件531，其他合意拘束事業活動之情

形反屬少數，而實務及學說有關聯合行為之市場界定已逐漸趨向認為，既然特

定市場之界定係為了判斷競爭之實質限制及市場支配力量之存在與否，則違反

行為之態樣可認為顯然產生市場支配時，應得以事業與該違反行為之對象進行

交易的範圍作為市場界定之依據，因此聯合行為與結合行為須事前預測是否會

530 參前述VISA集團拒絕信用卡競爭者加入案、免炭紙製造商卡特爾案、檸檬酸製造商卡特爾案。
531諏訪園貞明編著（2005），《平成 17 年改正独占禁止法：新しい課徵金制度と審判.犯則調查
制度の逐条解說》，頁 1-2，東京都：商事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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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市場支配之情形有所不同，聯合行為應無須強求在市場界定方面為相同縝

密判斷之必要532。此一見解反映於上述聯合行為案例533中，可發現此部分之市場

界定論述較為簡略，圍標案件僅論述系爭事業參與投標之標案，而於事業協議

商品價格或其他事業活動等案例中534，方有依據商品特性或地域環境等因素界

定市場範圍。

此外，歐盟執委會及日本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除以文字說明，並習

於運用圖表作為輔助及數據資料之交差比對535，此均有助於主管機關在處分前

再次彙整確認資料是否已完備之功效，應屬值得參考之處。

二、市場力量之評估

歐盟執委會及日本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處理結合案例時，已建立其應審

核之一定流程及檢視項目，亦即先界定相關市場，包括考量系爭商品或服務之

特性、事業與交易相對人之交易習慣、潛在競爭者之有無等因素，均會於審核結

果中敘明，並評估系爭結合行為對於相關市場及競爭者之影響。而美國法案例中

較未遵循固定之檢驗步驟，亦見聯邦交易委員會直接由消費者觀點進一步分析

前往結合事業消費之顧客取向，以及若結合完成後之消費者預估反應536，藉此

了解結合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其評估方式較為彈性。

在資料蒐集方面，各國主管機關除斟酌進行結合之事業提出申報的營業金

額或營業項目等資料外，亦彙整市場中其他業者之相關資料進行比對，並藉由

運用表格詳列市場占有率、營業額比例、HHI指數之方式，可易於理解其所界定

之特定市場的全貌，更可增強其市場界定論理及審核結果之說服力。此外，日本

532金井貴嗣、川濱昇、泉水文雄（2010），《独占禁止法〉，頁 27-28，東京都：弘文堂。
533 參前述郵政省採購郵件區分機器圍標案。
534 參前述田村郡石灰石限制供給協議案。
535 參前述日清食品取得明星食品股份案、新力公司與日本電器公司設立光碟機合作公司案、博報
堂公司 大廣公司及讀賣廣告社公司共同經營案。
536 參前述Whole Foods Market 與 Wild Oats Markets 高級超市結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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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於結合案附條件審核准許後，仍會事後調查市場狀況，以檢證

當初准許結合之審核結果是否妥當，亦為值得注意之處537。

再者，日本法案例中538與我國法案例同樣出現零售業者構成優勢地位之認定，

但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系爭事業屬於其指定之大規模零售業者，且確有從

事禁止行為時，即得出濫用優勢地位之結論，惟系爭事業如何構成優勢地位之

論述，實未特別詳細，而該指定之規定內容亦僅就大規模零售業之營業額及店

鋪面積為規定，並未觸及大規模零售業是否確實對供給業者有優勢地位存在，

或有何依賴關係而無移轉可能性之情形539。然被處分事業之服從度甚高，若日後

出現進入法院爭訟之案例，其結果值得持續關注。

三、結合管制之態度

在美國法之「H.J. HEINZ與Milnot嬰兒食品公司結合案」中，聯邦交易委

員會提出資料說明美國國內嬰兒食品市場屬於市場高度集中產業，且參與結合

之事業為市場占有率排行第二及第三之業者後，即可據此推定系爭結合將減少

美國國內嬰兒食品市場之競爭，並轉由結合事業須證明結合確可帶來效率、創新

等有助競爭之抗辯，否則該結合應不予准許。是以美國法制對於結合之態度，因

係對將來市場競爭狀況進行預測，故法院對主管機關不准許結合時，所要求之

理由說明與舉證程度，均較為寬容。

然而，在歐盟法之「Tetra Lavel BV食品紙盒包裝公司結合案」、「Airtours plc

旅遊業者水平結合案」中，歐洲法院則認為無法直接假設支配市場之事業會必然

的從事濫用市場力量之行為，其行為亦不當然受競爭法所限制，故歐洲法院對

537 參前述富士電機公司取得三洋電機自動販賣機公司股份案。
538 參前述 LAWSON 便利商店不當要求供應商提供利益案、Valor超市不當要求供應商提供利益
案、Don Quijote 不當要求供應商提供利益案。
539白石忠志（2009），《独占禁止法》，頁 83-88，東京都：有斐閣；諏訪園貞明（2006），〈株
式会社三井銀行に対する勧告審決について〉，《公正取引》664 號，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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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執委會禁止事業結合，係採取嚴格之態度，要求執委會有義務提出令人信服

的證據，僅憑系爭事業結合後之高市占率，並不足以說服歐洲法院。嗣後於

「IMPALA異議唱片公司結合案」中，歐洲法院雖有略為放寬執委會之舉證責任，

允許執委會得依據集中支配地位存在時所固有之現象的一連串綜合事證予以證

明，尤其是長期以來緊密跟隨的價格走勢，特別是高於競爭水平的定價，若與

其他集中支配地位之典型因素同時出現，則在無其他合理解釋時，亦應足以證

明集中支配地位之存在，即使欠缺市場高度透明的直接證據而以假設推論取代

之，亦無不許之理。是以歐盟法對於結合案件之管制，尚須比較結合前與結合後

的市場狀況，包含競爭者及客戶之反應，且市場透明度、事業間監控機制、進入

門檻等因素綜合認定，而非僅以市占率為唯一認定因素。

在日本法之結合案例中，主管機關亦著重於市場占有率，以「新力公司與

日本電器公司設立光碟機合作公司案」為例，主要僅針對從事結合之事業市占率

為調查；但在「日清食品取得明星食品股份案」中，考量因素則較為完整，包含

市場規模、HHI指數、來自超市與便利商店等零售需求者之不同競爭壓力、進入門

檻等方面說明袋裝麵、杯麵之市場狀況，說明認為結合對市場競爭無實質限制之

理由540。

四、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

（一）寬恕政策之功效

在美國法與歐盟法之聯合行為案例中，常可見涉及聯合行為之事業通常會

540 在我國法之「燁聯鋼鐵公司與唐榮鐵工廠結合案」中，同樣出現系爭結合與國外進出口商品之
市場結構有關，而行政法院曾指摘公平交易委員會未詳加調查不鏽鋼輸出及輸入資料之瑕疵，
但系爭結合縱與國外市場交易有關，然國內主管機關欲取得國外市場交易之資料，可想見會因
主權界限而受到極大之阻礙。對照日本法之「新力公司與日本電器公司設立光碟機合作公司案」中，
光碟機交易雖以全球為市場範圍，就該結合對於競爭之影響，仍以日本國內市場為主要考量對
象；另「日清食品取得明星食品股份案」中，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就袋裝麵及杯麵之輸入比例偏
低乙事為說明後，亦仍主要以日本國內市場競爭狀況為考量對象。是以結合案件雖可能涉及國外
市場交易，然此部分之調查強度應予放寬，以免課予主管機關過苛之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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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適用寬恕政策之可能性，主管機關藉此可得知聯合行為之情事並獲得相關

資料，節省調查所耗費之成本，實屬其特色541，亦顯示寬恕政策對於瓦解聯合

行為有其功效存在。

以美國法之「Stora Enso N. Am. Corp共謀維持出版品用紙價格案」為例，該

案認定系爭事業違反休曼法第 1條之證據，主要為相關事業負責人之證言，因

主管機關雖可取得通聯紀錄，然在未進行竊聽之情形下，即使有通聯紀錄，僅

能證明雙方曾有通話，而無法得知通話內容，故證人之證言便成為重要關鍵。本

案得以促使參與共謀行為者願意坦承犯罪提供證言，寬恕政策提供之從輕處理

待遇，當屬影響甚鉅。

（二）進入營業場所調查權以獲取證據

若事業並未尋求寬恕政策之適用，而否認從事聯合行為時，如何獲取聯合

行為合意之事證，即成為主管機關需嚴肅面對之課題。

在日本法之「田村郡石灰石限制供給協議案」中，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據

進入相關公司搜查所得之契約書等文件資料，作為認定系爭事業間意思聯絡之

證據，可見主管機關積極查處聯合行為之態度。此外，在歐盟法之「Hoechst公司

涉嫌從事卡特爾案」中，系爭事業否認從事聯合行為，而歐洲法院認為要求系爭

事業允許執委會人員在正常辦公時間進入其處所、提出及複印與調查目的有關的

商業文件，以及立即回答執委會人員可能提出之問題，並無違反歐洲人權公約

對防禦權之保障。但執委會對不配合調查者，僅得按日處以定期罰鍰，無法以強

制力逕行排除被調查者之抗拒而直接進入場所調查，是以若罰鍰金額過低，對

於被調查者恐無法產生配合調查之壓力，此恐將造成執委會取得合意事證之困

541 美國司法部追訴反托拉斯犯罪，例如聯合行為時，除可藉由搜索令狀或大陪審團傳票來蒐集
書面證據，亦對涉案事業之中低階層員工等人進行訪談或訊問證言，常會以較輕刑度來換取證
人合作或為有罪答辯，以利追訴主要目標，再進一步才會針對涉及反托拉斯犯罪之事業高層人
士為調查。See Douglas Broder, U.S. antitrust law and enforcement : a practice introduct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2-18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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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三）適度放寬主管機關之舉證責任

即使在事業未尋求適用寬恕政策之日本法案例中，由於參與聯合行為之事

業為避免留下相關紀錄文件，面對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詢問或調查時，通常會

採取不配合的態度並隱蔽相關書證，因此取得聯合行為意思聯絡之直接證據，

顯有困難。在法院適度放寬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聯合行為意思聯絡之舉證責

任之下542，不強迫要求主管機關須提出直接證據，即令欠缺可證明存在限制競

爭之合意的直接證據，亦查無以此為目的之事前聯絡交涉，仍可以上述外觀上

一連串的行為為中心，考量系爭市場環境、過去行為模式等相關情況，可推論具

有默示的意思聯絡者，仍得認已滿足證明之要求，有助於主管機關履行查緝聯

合行為之任務543。

五、資料取得之方法

（一）透過一般調查建立產業資料庫

不論美國、歐盟、日本之主管機關，平時均會透過一般調查建立產業資料庫，

蓋為掌握各國主要產業之實際市場集中狀況，以利適切運用競爭法，建立符合

競爭法需要之產業資料庫，實屬主管機關應予重視之課題。美國法及歐盟法針對

競爭法主管機關關注的特定市場，即處分案件較多且對消費者最具直接影響之

542 參郵政省採購郵件區分機器圍標案。
543  2015 年 1 月 22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3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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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修正理由之說明，係因實務上主管機關欲取得成立聯合行為之直接證據，非常困難，為有效
規範聯合行為，故適度賦予主管機關得以相當依據推定聯合行為之合意要件，爰增訂該項規定。
是以主管機關若就市場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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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已提出證據說明存在聯合行為之合意時，舉證責任將轉為須由事業提出反證說明無聯合行為合
意存在，此一立法應可適度減輕主管機關之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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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的競爭狀況進行觀察，而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每二年為一期，針對日本產

業之生產及銷售的集中度狀況進行調查，除依產業類別寄發問卷外，並依調查

結果對於特定商品或服務之項目進行分類，可供主管機關於個案判斷前已就個

別市場狀況有所了解，值得參考。

（二）對於具體案件之個別調查

一般調查雖有其必要性，但競爭法案例所涉及之事實狀況變化多端，事前

備置之產業資料庫難免有無法完全涵蓋或符合個案事實之處，故主管機關處理

具體個案時，仍需借重個別調查所取得之證據資料。

由美國法之上開案例中可知，競爭法主管機關享有通知到場陳述意見、命

提出文件書證及進入處所檢查等調查權限，亦可發現認定事業違反反托拉斯法

之論述，常援引系爭事業之內部資料作為依據544。透過事業內部資料對其所處特

定市場之評估、對競爭者之態度、競爭策略之擬定等，均有助於主管機關界定特

定市場，因此如何取得事業內部資料，實屬重要課題。

上述美國法案例另一特殊之處，在於主管機關及系爭事業於爭訟過程中，

常可見聘請專家證人提出報告。雖然專家證人因受聘於個別當事人，其立場難免

不若法院選定之鑑定人客觀公正，而易遭質疑。但透過專家證人不同之分析角度

可提供法院更多思考方向，故本諸證據資料越豐富，越有利於法院作成裁判之

想法，主管機關可考量引進專家證人作為處分理由之佐證。

此外，執委會之調查方式仍有值得借鏡之處。執委會在調查程序剛開始時，

係提出具體的事實問題或針對特定資料要求各相關事業545提供資訊，此種客觀

中性的問題除非事業先行察覺可能遭執委會處分而有所保留，否則應較容易獲

544 參前述Whole Foods Market 與 Wild Oats Markets 高級超市結合案。
545 此處所指之事業不僅限於可能涉及違法之事業，執委會在調查過程中均係廣泛要求被處分人、
相關上下游事業或第三諮詢機構提供資訊，以本文上述Visa案為例，執委會針對英國近二百家
零售商之信用卡接受狀況進行問卷調查，且問卷回收率逾 95%，如此作為處分依據之正當性基
礎方不致於輕易遭受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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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事業配合，亦可降低被處分人不自證己罪之疑慮，嗣後待調查接近完備後再

寄發異議書給予被處分人陳述意見之程序保障機會；反觀若直接採取通知事業

到會說明之方式，針對所涉違法情事詢問該事業，此時之詢問實已類似於執委

會寄發異議書後之程序保障，在事業已知悉係以嫌疑人身分到場之情形下，事

證蒐集自難免遇有窒礙。是以在要求事業提供資訊之問題設計及通知到會之時機

等方面，亦有進一步細緻化的空間。

再由日本法案例觀之，為杜絕日本企業間常見之圍標等惡質卡特爾，日本

公平交易委員會多運用其進入檢查之權限，以求迅速直接的蒐集相關證據及遏

止事業繼續從事違法行為，此由上述案例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進入檢查後取得

相關資料之記載，可知進入檢查相較於單純訊問或命提出資料等調查方式，確

實有其功效存在。於 2005 年獨占禁止法增設犯罪調查制度後，更可直接向法院

聲請搜索令狀，並與檢察機關進行更密切的合作及資訊交流，該會朝向積極執

法之態度，值得重視。

（三）兼顧被處分事業之程序保障

上述歐盟法案例最值重視之處，當屬對於被處分事業防禦權之重視，歐洲

法院甚至以未給予被處分事業充分防禦為由撤銷執委會處分546。歐盟法一方面賦

予執委會調查權限，令其得向事業強制蒐集相關事證，但當執委會調查結果接

近完備後，在作成處分前仍有義務將取得之一切資料提供予被處分人使其表示

意見。是以在調查效能與程序保障二者兼顧之情形下，執委會處分獲得法院肯認

之機率當可隨之提高，此亦應可作為我國法制借鏡之處。

（四）開始調查至作成處分時間落差之調查困境

本文上述所摘錄之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遭行政法院撤銷理由之一即在於

546 參前述免炭紙製造商卡特爾案、檸檬酸製造商卡特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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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引用之廠商家數資料為較舊版本，無法反映市場現況；而Visa

拒絕競爭者加入案中，歐盟執委會認為Visa違法時間至 2006年允許Morgan 

Stanley Bank加入信用卡成員為止，但相關圖表引用之資料最新年度則為 2004

年，其間仍有 2 年之落差，是否可確實反映市場現況，嚴格來說並非全無疑義，

此可謂我國與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同樣面臨之困境。因違反競爭法之案情事實日

趨複雜，主管機關從啟動調查程序開始至完成調查作成處分為止，難免曠日費

時，更何況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之人力預算並非豐沛，是以如何加速調查程序

之進行，讓主管機關不會一直陷入需調查最新版本資料的泥沼困境，仍有待吾

人思考妥善的解決之道。

第二項  我國法制及實務運作之借鏡

由上述外國法制案例及實務運作之比較，可知競爭法之市場界定，應透過

調查系爭商品或服務之替代性，劃分系爭商品與服務所構成之特定市場，並藉

此與其他不同市場有所區隔。然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因市場界定不清而遭行政

法院撤銷者，其部份原因在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個案中收集之資料不夠充分，

僅從單一面向進行市場界定，若能擴大調查範圍至消費者、與被處分人處於競爭

關係之其他事業或上下游事業等，並增加圖表運用及彙整數據資料之交差比對，

應可強化其處分之說服力。且公平交易委員會因多係援用經濟部或其他行政機關

之統計資料，惟該等統計資料之產業分類並非與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個案所認定

之市場範圍全然相符。由此觀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得以正確界定系爭市場之前提

毋寧為能夠取得充足的相關資料，否則不論處分理由如何論述，恐難避免遭行

政法院指摘調查未盡之遺憾，是以強化一般調查及個別調查權限，應屬公平交

易法亟待解決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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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強一般調查之實際運作

公平交易法第 25條雖賦予公平交易委員會可進行一般調查之依據，然如何

具體落實，仍有待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實際運作。依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公布之調

查統計資訊所示，並非定期持續性的蒐集與觀察產業狀況，且在調查對象方面，

僅針對少數產業，而非全面蒐集或至少就國內金融、建築、運輸、流通等重要產業

作為調查對象，實屬可惜。蓋公平交易委員會在違法個案發生前，若透過一般調

查之方式，要求事業提供經營狀況之相關資料，因此時尚無涉及違法情事，事

業配合提供資料之意願理當較高，故應可依此建立符合公平交易委員會需求之

資料庫。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在一般調查之實際運作上，仍有待平時儘可能定期

持續累積產業資料，以利於違反公平交易法之個案發生前，先行對相關市場狀

況有所了解，亦有助擬定個案調查之方向。

惟公平交易法於 2015 年修正時，將該法可作為一般調查依據之原第 25條

條文予以刪除，此一修正將「關於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事項」移至組織法

後，造成公平交易委員會喪失進行一般調查之作用法依據，無從要求當事人、關

係人或其他相關機關提供資料，以掌握國內各種重要產業結構及市場發展之情

形，對於不配合一般調查者，亦無罰則規定以督促其配合調查，恐將影響一般

調查之成效，實屬此次修法之重大缺失，而應於公平交易法中明定公平交易委

員會進行一般調查之權限為是547。

二、個別調查之實效不足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一般調查固然有上述待強化之處，然不論事先如何廣泛

547 參廖義男（2015），〈夏蟲語冰錄（八十八）：2015 年新修正公布之公平交易法評析（一）〉，
《法令月刊》第 66 卷第 5 期，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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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產業資訊，一般調查終究無法準確預測將來可能發生之違法個案處分所需

產業資料，故仍需透過個別調查予以補強，以收集切合個案需要之資料，是以

外國法對於個別調查之規範較為詳細，並設計可促使受調查者配合之制度。

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個案違法情事進行調查時，曾採取公聽會、發函、到會

接受訪談、問卷等方式，但受調查者配合或提供之資訊實屬有限，故仍無法進一

步獲取足以說服行政法院之處分資料，此可能與被處分事業或其他相關受調查

者未能配合有關，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個別調查權限應需進一步擴張或強化，

且需探討應如何設計可促使受調查者配合之合理制度。

第二節  外國競爭法就違法個案調查之比較及借鏡

由上述各國競爭法有關具體違法行為調查規範之介紹，可比較其調查權限、

不配合調查之法律效果及法院介入方式等方面如下：

調查權限 不配合調查之法律

效果

法院介入方式 受調查者之程序

保障
美

國

聯邦交易委員

會：

1. 傳喚證人到場

提供證言。

2. 調查及複印書

證。

3. 進入處所檢查。

4. 要求提出報告

司法部反托拉

斯局：

1. 未於聯邦交易委

員會規定之期間

內提出報告者，

就其遲延期間，

得依 1 日 100 美

金之數額課徵怠

金。

2. 有虛偽記載、破

壞紀錄或拒絕提

供聯邦交易委員

1. 聯邦交易委

員會、反托

拉斯局得請

求地方法院

核發命令要

求收受命令

之人配合遵

從調查。

2. 反托拉斯局

得經法院許

1. 被告或證人

不但得拒絕

作證關於自

身犯罪之證

言，復因提

出書面說明

與陳述具有

同質性，故

亦可拒絕主

動提出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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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索令狀

2. 監聽。

3. 大陪審團傳喚。

會調查或抄錄者，

由法院處 3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

科或並科 1,000

以上 5,000 以下

美金之罰金。

3. 經聯邦交易委員

會合法傳喚，或

依法院命令，能

到場作證、答覆

詢問或提出事證，

卻怠忽或拒絕者，

視為犯罪。法院

得處 1 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科或

並科 1,000 以上

5,000 以下美金

之罰金

可後，對於

私人處所為

搜索及監聽。

3. 法院得判斷

所欲取得之

資訊是否與

調查範圍具

有合理關聯

性。

自身犯罪之

文件資料。

2. 不自證己罪

權利之行使

主體，限於

自然人，而

不及於公司、

協會或合夥。

3. 行政與刑事

案件併行之

情形，法院

具有裁量權

可決定是否

暫緩行政調

查。

歐

盟

1. 要求提供資訊

2. 進入營業處所

檢查

3. 進入私人處所

檢查

4. 訪談獲取證言

事業對執委會之詢

問提供不正確或誤

導之回答；未於執

委會所定期限內改

正其人員所提供之

不正確、不完整或誤

導之回答；或事業

拒絕或未能提供完

整回答，執委會得

1. 當執委會人

員或陪同人

員發現事業

抗拒其調查

時，該會員

國應協助依

該國法律取

得法院之授

1. 歐盟法院認

為包含意見

陳述權、接近

使用資料權

及正當法律

程序之原則，

為受調查者

應受之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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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以最高額度達事

業前一商業年度銷

售總額 1%之罰鍰，

並得定期處以達平

均日營業額 5%之罰

鍰，至事業提供完

整及正確之資訊為

止。

權，例如須

經法院許可

方得強制進

入處所等，

則會員國應

代為聲請。

2. 法院得審查

執委會要求

事業提供之

資訊是否與

違法情事具

有關聯性。

權保障。

2. 歐洲法院雖

認為只有在

受到刑事追

訴時始有不

自證己罪原

則之適用，

但仍接受歐

盟法之法律

原則應包含

避免執委會

強迫事業提

供可能成為

自認違法行

為存在之事

證的防禦權。

3. 執委會得要

求事業提供

「可用以建構

違法情事之

事實資訊」，

例如就單純

之事實問題

為回答或命

提出業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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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文件資

料，但不得

強迫事業承

認違法，例

如詢問事業

關於會議目

的及採行之

決議。

日

本

行政調查：

詢問、鑑定、命令

提出及留置文件、

進入檢查等。

不服從行政調查命

令者，得處以 1 年

以下徒刑或日幣 300

萬元以下之罰金。

於犯罪調查時，

得以法院事前

核發之許可狀

為執行之擔保，

且並無急迫情

形得逕行搜索

扣押之授權規

定。

1. 日本公平交

易委員會得

將行政調查

所得資訊作

為引發或開

啟犯罪調查

之用途，且

此時公務員

之告發義務

應優先於守

密義務。

2. 日本公平交

易委員會僅

將行政調查

所得資訊作

為引發或開

啟犯罪調查

犯罪調查：

勘驗、搜索、扣押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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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途，且

行政調查程

序中訊問受

調查者所製

作之供述紀

錄亦不移轉

予犯罪調查

部門，以確

實保障當事

人之不自證

己罪權利。

由上述各方面之比較，可知各國主管機關之調查權限並無太大差異，均包

含要求提供陳述及書面證據、進入處所檢查等，但對於受調查者未配合時之法律

效果，以及法院介入方式等方面，則有不同之制度設計。

透過各國競爭法就違法個案調查規範之介紹及比較，可歸納出下述供我國

法之借鏡：

一、提高不配合調查之不利益效果

現行公平交易法關於行政調查之方式，主要見諸於第 27條之規定，包括通

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陳述意見、命提出資料或證物、派員前往相關場所調查等

本條於 2015 年修正時增訂第3項規定，受調查者對於主管機關依本條第 1項規

定所為之調查，無正當理由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明文強調受調查者對主管機

關所為調查措施，負有配合之行政法上義務548。是以一旦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要求

548 有關受調查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調查、拒不到場陳述意見，或不提出有關帳冊、文件等資料
或證物之用語，原規定於 2015 年修法前之第 4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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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調查，受調查者無正當理由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配合，否則將依第44條

規定對不配合調查者得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受調查者再經通

知，無正當理由連續拒絕者，得繼續通知調查並按次連續處 10萬元以上 100萬

元以下罰鍰。由上述修法內容，獨立項次明定受調查者以有正當理由為限之情形

外，原則上均應負有配合調查之義務，並提高對於違反此義務而不配合調查之

罰鍰金額，可見公平交易法欲強化調查實效之態度。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可採取之行政調查方式，諸如通知到場陳述意見、命

提出文件書證及進入處所檢查等，與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相仿，但對於不配合

調查者，聯邦交易委員會除得課處罰鍰以督促履行外，尚得請求地方法院核發

命令要求調查對象配合遵從，如仍不履行聯邦交易委員會之調查指示，法院更

得處以自由刑及罰金之刑事制裁。

歐盟法對於提供不正確或誤導資訊者係採取罰鍰之處罰，最高罰鍰額度可

達事業前一商業年度銷售總額之 1%。此外，執委會亦可施加定期罰鍰，處以高

達平均日營業額 5%之罰鍰，以令事業提供完整及正確之資訊。是以歐盟法雖無

刑事罰則之規定，然有上開高額罰鍰之威嚇作為實效擔保，故此一調查方法仍

可令受調查者據實詳盡的提出資料。

另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依獨占禁止法進行之調查，包

括「行政調查」與「犯罪調查」。「行政調查」係指以獨占禁止法第47條為主，為作

成排除措置命令、課徵金納付命令等處分之調查，審查官於進行調查程序時，除

由當事人主動配合調查之任意調查權限外，並有一定的強制調查權限，得要求

利害關係人到會加以訊問或令其提交意見或報告、命鑑定人到會進行鑑定、命持

有財務報表及其他文件之人提出該當文件並得留置之、至關係人之營業場所檢查

其業務、財務狀況、財務報表及其他文件等，對於不服從者得依同法第94條科予

刑罰之間接強制方式以確保其實效；此外，為落實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所擁有

之專屬刑事告發權，2005 年 4月之獨占禁止法修正賦予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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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犯罪行為之調查權限，即該法第 101條以下所定之「犯罪調查」，當日本公平

交易委員會為調查違反獨占禁止法之犯罪行為認有必要時，得向法院發給許可

狀後，至關係人之營業所等進行勘驗、搜索，並得對相關物件加以扣押。

由美國、歐盟及日本之上開法制觀之，除就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調查權限予

以明文規定，提高不配合調查之罰則外，並引入法院審查以賦予主管機關確保

調查實效之強制措施正當性外，日本法更區分行政調查與犯罪調查二種程序，

針對涉及犯罪之違法競爭法行為，得藉由法院發給搜索扣押之命令以實力取得

相關資料達成調查之目的，故其主管機關享有一定程度之強制調查權，此實屬

我國法制尚未完備之處，而可供公平交易法關於調查權限規範之借鏡參考。

二、依違反行為之法律效果區分不同調查程序

由於我國法制對於行政調查及刑事調查在令狀原則及不自證己罪原則等方

面之適用有所不同，且參考上開美國及日本法制之規定，我國公平交易法似可

考量依違反行為之法律效果區分不同調查程序。

依現行公平交易法之規定549，違反第9條、第 15條、第 19條、第 20條者，須

先經公平交易委員會限期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屆期未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始

得處以刑罰，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就涉嫌違反該等條文之事業進行第一次調查

549 公平交易法第 34 條規定：「違反第九條或第十五條規定，經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
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屆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違反行為者，處行為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億元
以下罰金。」
同法第 36 條規定：「違反第十九條或第二十條規定，經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限期令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屆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
停止後再為相同違反行為者，處行為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
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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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因該等事業尚不致於遭處以刑罰而係處以罰鍰550，故應屬行政調查之範圍，

此時應無不自證己罪原則之適用，惟為確保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調查之實效，

可考量提高不配合調查者之罰鍰金額，以避免不配合調查之罰鍰金額過低，造

成事業為逃避行政罰而選擇不配合調查；待該等事業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

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而就此等情事進行

調查時，因調查結果與該等事業是否構成科處刑罰之要件具有直接關聯，故應

有不自證己罪原則之適用，且遇有以實力排除抗拒而進行調查之需要時，公平

交易委員會應向檢察機關提出告發，循刑事調查程序協同檢警機關進行調查，

並於搜索扣押前聲請法院許可，以兼顧人權之保障。至於違反公平交易法其他規

定諸如第 11條、21條、第 23條及第 25條者，係處以罰鍰、勒令歇業等行政罰551，

故此時亦應比照前述第一次調查之狀況，應無不自證己罪原則之適用，並可考

量提高不配合調查者之罰鍰金額，以確保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調查之實效。

550 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違反該法禁止規定之行為處以刑罰者，在犯罪構成要件上，有兩種不同
類型之規定。第一種類型為直接犯罪行為，係行為違反該法禁止規定者，即屬犯罪行為，公平交
易法第 37 條屬於此種類型；第二種類型為附從行政監督之犯罪行為，係行為違反該法禁止規定
者尚不構成犯罪，須經公平交易委員會命其停止行為而不停止時，始成立犯罪，乃鑑於事業是
否違反第 9 條、第 15 條、第 19 條、第 20 條規定，宜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加以認定，若確實已構
成違反各該條文之情事，並因而命其停止其行為而不停止者，其行為人即有非難可責性，因此
應受刑罰制裁，公平交易法第 34、36 條屬於此種類型。參廖義男（1996），《公平交易法之釋論
與實務》，頁 59-60，台北：。
551 公平交易法第 39 條：「事業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七項規定而為結合，或申報後經主管機關
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履行第十三條第二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主管機關得禁止其
結合、限期令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
分，並得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
事業對結合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而為結合之情形者，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令其分設事業
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並得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事業違反主管機關依前二項所為之處分者，主管機關得命令解散、勒令歇業或停止營業。
前項所處停止營業之期間，每次以六個月為限。」
同法第 42 條：「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屆期
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
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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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行政調查依行政罰法第36條552及第37條553，對於可為證據之物得扣留之，

並得要求應扣留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提出或交付該物，若其無正當理由

拒絕提出、交付或抗拒扣留，得用強制力扣留之，且此扣留規定亦已新增於公平

交易法第 27條第 2項554。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人員若已發現可為證據之物，固然

可依法予以扣留，以保全證據555，但在尚未能具體知悉可為證據之物為何，或

該物存放在受調查者之處所內時，公平交易委員會人員無從接觸可為證據之物，

更遑論運用強制力予以扣留556，故此時須先依公平交易法第 27條第 1項第3款

規定，進入場所調查後再行扣押，惟受調查者若仍拒絕公平交易委員會人員進

入場所調查時，則無法如同刑事調查得以實力排除受調查者之抗拒而進入搜索。

然實務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年度訴更（一）字第44號判決557曾認為因行政機

關不具拘提、羈押、搜索等強制處分權，故不應要求行政機關認定事實所需之證

明程度比照刑事訴訟辦理。是以在個案違法之調查認定程序中，即便調查人員受

阻撓，諸如發生受調查者不承認有可作為證據之物證或拒絕調查人員進入調查

552 行政罰法第 36 條：「得沒入或可為證據之物，得扣留之。前項可為證據之物之扣留範圍及期間
以供檢查、檢驗、鑑定或其他為保全證據之目的所必要者為限。」
553 行政罰法第 37 條：「對於應扣留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得要求其提出或交付；無正當
理由拒絕提出、交付或抗拒扣留者，得用強制力扣留之。」
554 公平交易法第 27 條第 2 項：「依前項調查所得可為證據之物，主管機關得扣留之；其扣留範
圍及期間，以供調查、檢驗、鑑定或其他為保全證據之目的所必要者為限。」
555 參廖義男（2015），〈經濟監督中之行政調查方法與程序：從公平交易法最新修正草案相關
規定論述〉，氏著《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二冊》，頁 282-284，台北：元照。
556 行政罰法就物之扣留定有明文規定，但如同刑事案件的扣押需有搜索作為前提，行政罰法之
扣留亦有必要有類似搜索的實施程序規定作為配套，就此行政罰法實有疏漏。參張永明
（2008），〈裁處程序之扣留〉，廖義男編，《行政罰法》，頁 267-277，台北：元照。
557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度訴更(一)字第 44 號判決：「按『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
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行政程序法
第 43 條定有明文。又參酌最高行政法院 61 年判字第 70 號及 39 年判字第 2 號判例意旨，行政機
關就證據證明力，係依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而行政訴訟法關於證據，除行政訴訟法明
文規定者外，應準用民事訴訟法相關之規定，並無準用刑事訴訟法之明文，此觀之行政訴訟法
第 2 編第 1 章第 4 節及同法第 176 條之規定自明，是行政訴訟並無準用刑事訴訟法可言。再者，
行政罰與刑事犯固係量的不同，而非質之差異，惟行政罰之執法者，係行政機關一般公務員，
與刑罰之執法者係熟悉法律程序之法官、檢察官、司法警察人員不同；且行政機關執法時，行政
程序上並未賦予拘提、羈押、搜索等強制處分權，行政調查時無法有效掌握證據，則依比例原則
若以過度嚴格證據主義相繩，將使行政機關執法無力，恐與公益有違，是以行政罰殊無類推適
用刑事訴訟法關於證據規定之餘地。原告主張本件證據證明應適用刑事訴訟法傳聞證據排除法則
云云，尚非可採；而仍應適用行政訴訟、行政程序法關於證據規定，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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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形，但公平交易委員會透過其他方式取得事證及依檢舉人提供之證物與證

詞等，應足以作為認定違法之依據，而無礙行政目的之達成為是。

三、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

對於受調查者程序保障方面，最常討論之問題為有無比照不自證己罪原則

而得主張不自證違法之適用。美國法及日本法均認為行政調查並無不自證違法之

適用，僅於受調查者可能受到刑事追訴時，始得主張不自證己罪之保護而無需

配合提出相關書證或陳述。然而，歐盟法除了認為在受到刑事追訴時有不自證己

罪原則之適用外，並肯認歐盟法之法律原則應包含避免執委會強迫事業提供可

能成為自認違法行為存在之事證的防禦權。是以執委會得要求事業提供「可用以

建構違法情事之事實資訊」，例如就單純之事實問題為回答或命提出業已存在的

文件資料，但不得強迫事業承認違法，例如詢問事業關於會議目的及採行之決

議。此一具體劃分不自證違法界線之方式，若我國法肯認行政調查有不自證違法

之適用時，應值參考。

此外，我國法對於聽證之舉行，除非法律明文規定應舉行聽證，否則係取

決於行政機關之裁量，故對於當事人表達意見之程序保障主要係以通知當事人

陳述意見之方式為之。然而，陳述意見僅係當事人向行政機關單方面的表述，其

重點並不在於行政機關與當事人間不同意見之溝通與辯駁，是以仍與言詞聽證

之保障程度有所差距。相較於此，考量競爭法案件之複雜性，歐盟法直接明定收

受執委會反對聲明之當事人得請求舉行言詞聽證，執委會亦負有舉行言詞聽證

之義務，對於當事人之程序保障可謂較為周全。

公平交易委員會經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558及行政院組織法559，成為我

558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3 條第 2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二、獨立機關：指依據法律
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
559 行政院組織法第 9 條：「行政院設下列相當中央二級獨立機關：一、中央選舉委員會。二、公平
交易委員會。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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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法上之獨立機關，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然依大法官釋字 613號解釋理由書：「獨立機關之存在

對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既然有所減損，其設置應屬例外。唯有設置獨立機關之目

的確係在追求憲法上公共利益，所職司任務之特殊性，確有正當理由足以證立

設置獨立機關之必要性，重要事項以聽證程序決定，任務執行績效亦能透明、公

開，以方便公眾監督，加上立法院原就有權經由立法與預算審議監督獨立機關

之運作，綜合各項因素整體以觀，如仍得判斷一定程度之民主正當性基礎尚能

維持不墜，足以彌補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之缺損者，始不致於違憲。」，可知獨

立機關存在之正當性，並非僅憑組織法規定賦予其獨立機關之名稱為已足，實

質關鍵在於獨立機關之決定程序透明公開。而為了滿足獨立機關成立之此一實質

關鍵要素，至少重要事項應以聽證程序決定，以利公眾監督560。

基此，公平交易委員會身為獨立機關，就履行其職掌任務之重要事項應以

聽證程序決定。然所謂「重要事項」為何？尚待討論。由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來

看，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

榮，係公平交易法所欲達成之目標，亦即公平交易委員會應扮演的角色，乃競

爭秩序維護者，而非交易不公取締者561。在公平交易法規範之事業眾多行為類型

中，對競爭秩序影響最深者，厥為限制競爭行為，此類行為之事業因具有較強

大之市場力量，其違法行為對競爭秩序會造成嚴重損害，故公平交易法對於事

業違反該法之限制競爭行為設有最嚴厲之處罰效果，可見相較於不公平競爭之

行為而言，限制競爭行為應屬公平交易法之執法重點。尤其對於限制競爭行為之

裁處，都涉及複雜的相關市場界定及其結構分析、事業之產銷資料與相關產業之

調查，且所涉及之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不僅系爭事業而已，亦包含與該事業

處於競爭狀態之同業，以及與該事業為交易之上下游產業的交易相對人等。因此

560 參許宗力（1999），〈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程序建制原則之研究〉，氏著《憲法與法治
國行政》，頁 380-381，台北：元照。
561 參廖義男（2015），〈公平交易法之發展〉，氏著《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二冊》，頁 46，
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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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對事業作成有關限制競爭行為之裁處時，例如對獨占濫用行為、

事業結合之准駁、違法聯合行為、違法垂直限制競爭行為、妨礙或阻礙競爭行為之

取締等之決定前，應以聽證程序決定，確保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於程序中得提

出證據、陳述意見之權益外，並藉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之相互質問與辯論中，協

助相關市場與事業市場力量之調查，方符其身為獨立機關之本旨562。

再者，由前述外國法案例觀之，聯合行為每每成為各國主管機關嚴加查緝

禁止之重點對象，且其主管機關面對結合案件之態度亦較為審慎，會多方評估

系爭商品或服務之特性、事業與交易相對人之交易習慣、潛在競爭者之有無等因

素，並預測系爭結合行為對於相關市場及競爭者之影響，顯示於比較法上，聯

合、結合行為確屬競爭主管機關執法之重要事項，故要求公平交易委員會作成處

分前進行聽證程序，以利蒐集相關事證、充分考量不同方面之意見，應屬合理。

綜上所述，基於大法官釋字第613號解釋之意旨，公平交易委員會既為獨立機

關，就其職掌之重要事項，即限制競爭行為之決定，應以聽證程序決定之563，

方符憲法對於獨立機關之要求。

另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法設有行政法法官，負責案件的事證調查及作成初

步法律決定，並可提出和解方案交由行政機關審酌，惟案件之最終決定權仍為

行政機關所有，因此行政法法官雖係獨立行使職權，在程序進行方面可獲取人

民一定程度之信賴，但欠缺案件的最終決定權，恐降低行政法法官制度之建構

實益。。而歐盟法為了避免行政機關角色衝突而無法客觀保障當事人權益之疑義，

設有聽證官獨立負責監督當事人於執委會調查程序中之防禦權保障，聽證官於

組織上雖未脫離執委會，致其獨立性並不完整，但在增進當事人對於行政程序

562 參廖義男（2015），〈夏蟲語冰錄（八十八）：2015 年新修正公布之公平交易法評析（一）〉，
《法令月刊》第 66 卷第 5 期，頁 103-104。
563 公平交易法除獨占、結合、聯合行為外，其禁止之違法行為雖不以此為限，但因公平交易委員
會以往執法資源大多著重於不公平競爭行為及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案件，而忽略對競爭秩序
有嚴重影響之限制競爭行為，此一失衡現象久為人所詬病，因此若要求公平交易委員會作成獨
占、結合、聯合行為之決定前，應踐行聽證程序，亦應有助於將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執法重點導向
更有助於維護競爭秩序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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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信賴及強化行政程序公正透明之努力等方面，仍有值得參考之處。

第三節  公平交易委員會個別調查之法制檢討

承前述行政調查應具備法律規制之結論與外國法制之借鏡，本文擬進一步

就公平交易法之個別調查規定予以檢視。

第一項  調查方法及程序

我國公平交易法將防止限制競爭與不正競爭之二部分合併於同一法律中加

以規範，是以凡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均依該法之規定進行調查及處理。

對於案件調查程序之開啟，依公平交易法第 26條564之規定，係由公平交易委員

會依檢舉或依職權調查處理。調查程序開啟後，公平交易委員會得依公平交易法

第 27條565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1條566之規定，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陳述意見，

或通知有關機關、團體、事業或本人提出必要之資料或證物，亦得派員前往有關

團體或事業之事務所、營業所或其他場所為必要調查。

因涉案事實是否足供公平交易委員會據以作成處分，極大程度係取決於公

平交易委員會之調查結果，而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結果之完備與否又繫諸於其

調查權限是否充足及行政資源之運用，從而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調查權限實成為

564 公平交易法第 26 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涉有本法規定，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得依檢舉或
職權調查處理。」
565 公平交易法第 27 條規定：「主管機關依本法調查，得依下列程序進行：一、通知當事人及關係
人到場陳述意見。二、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提出帳冊、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資料或證物。三、派員前往
當事人及關係人之事務所、營業所或其他場所為必要之調查。
依前項調查所得可為證據之物，主管機關得扣留之；其扣留範圍及期間，以供調查、檢驗、鑑定
或其他為保全證據之目的所必要者為限。
受調查者對於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調查，無正當理由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執行調查之人員依法執行公務時，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其未出示者，受調查者得
拒絕之。」
566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1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為通
知時，應用通知書。前項通知書，應載明下列事項：一、受通知者之姓名、住居所。其為公司、行號
公會或團體者，其負責人之姓名及事務所、營業所。二、擬調查之事項及受通知者對該事項應提供
之說明或資料。三、應到之日、時、處所。四、無正當理由不到場之處罰規定。通知書至遲應於到場日
四十八小時前送達。但有急迫情形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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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能否有效執行之關鍵因素。現行公平交易法第44條雖規定對於不配

合調查之人得連續處以罰鍰，然因罰鍰數額對於大規模事業而言尚屬偏低，尤

其在違反者之行為可能涉及高額罰鍰或後續刑事責任時，其是否願意配合調查

亦令人存疑，是以公平交易法現行規定是否可使公平交易委員會充分發揮其調

查權限並據以作成正確妥適之處分，實非無疑。

惟另一方面言之，如欲增強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調查權限以確保調查實效，

不免可能觸及諸多限制人民權利之強制處分，且觀諸事業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

法的效果，除了依其行為之不同類型而分別處以行政罰或刑罰外，亦有其行為

首次違反該法禁止規定者尚不構成犯罪，須經公平交易委員會命其停止行為而

不停止時，始成立犯罪。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所為之行政調查與事業後續可能成

立刑事責任，實屬互相關聯，而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行政調查有無比照刑事調查

予以法律規制之需要，抑或二者有何不同之處，應係增強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

權限之同時殊值探討之課題。

行政調查與刑事調查於目的及主體等方面雖有所不同，但因調查措施均可

能涉及強制人民為一定行為之處分，而我國法對於刑事調查之規制及討論，相

較於行政調查為豐富，是以本節主要係針對以下刑事調查較受關注之議題，探

討個別調查應具備之法律規制。

一、個別調查有無不自證違法原則之適用

刑事調查中常受討論議題之一，為不自證己罪原則之適用，而行政調查雖

非以科處受調查者刑責為目的，但調查結果可能認定受調查者違法致處以行政

罰之結果，是以行政調查之受調查者可否比照刑事調查之不自證己罪原則，而

主張無不自證違法原則之適用，遂有進一步探討之需要。以下爰先就不自證己罪

之相關理論為說明，以作為行政調查有無不自證違法原則適用之探討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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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自證己罪之憲法基礎

1. 資訊自決權

資訊自決權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所創設，係指每個人基本上有權自行決定，

是否將其個人資料交付與供利用567。詳言之，係指基於自決之想法所得出之個人

權限，即基本上由個人自己決定，何時與於何種界限內，公開個人生活事實之

權568。個人之資訊自決權以個人對於資訊因素將要採取之作為或不作為以及可能

性，有自由決定之權，並且於實際上亦能依此決定採取行為為前提。若人民無法

充分對於其社會週遭特定領域內，何種與其有關之資訊會被公開或交換使用有

概括的認識，若無法在某一程度內能預測何者是可能的溝通對象時，擇期基於

本身自由決定權所擁有的計畫即決定自由將受到嚴重的阻礙。人民若無法知悉何

者、何時、何事、何地及何種情況下知悉與其相關之資，此種社會秩序與形成此項

社會秩序的法規範與資訊自決權將不相符合569。

2. 隱私權

隱私權在美國法上的法制化發展，應係 1960 年透過WilliamL.Prosser的論

文所提出之四種侵權行為類型：一、對個人之獨居、獨處，或私人事務的入侵；

二、向公眾揭露使個人難堪的私人事實；三、將被害人置於不正確的公眾理解下

四、被告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未獲得被害人同意的情況下，使用其姓名或其他

特徵570。

我國法上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03號解釋中曾出現「隱私權」之用語：「隱

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

567 參李震山（2000），〈資訊自決權〉，氏著《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頁 277，台北：元照。
568 參許文義（2001），《個人資料保護法論》，頁 49，台北：作者自版。
569 參蕭文生（2004），〈自基本權保障觀點論街頭監視錄影設備裝設之問題〉，《法治與現代行
政法學---法治斌教授紀念論文集》，頁 242，台北：元照。
570 參顏厥安（2002），〈財產、人格，還是資訊？論人類基因的法律地位〉，《臺大法學論叢》第
31 卷第 1 期，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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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

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

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

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

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指紋乃重要之個人資訊，

個人對其指紋資訊之自主控制，受資訊隱私權之保障。」

3. 小結

綜上所述，我國憲法雖然未明文規定人民享有不自證己罪之權利，然憲法

權利之內涵應不以憲法明示者為限，應隨時代演進而有所變遷而非靜止不動之

概念，參酌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及日本憲法第38條等規定，可見不自證己罪原

則為各民主法治國家所普遍承認，屬於國際上普遍之人權價值。復觀諸我國學說

及大法官對於不自證己罪權利之憲法依據雖有不同看法，但均肯認其應屬憲法

位階之權利，故不自證己罪之權利亦應受我國憲法所保障571。

（二） 不自證己罪原則是否限於供述證據

肯定說認為不自證己罪原則之最主要目的在防止國家機關強迫被告揭露其

所知、所思、所信，故須以人民受強迫所為之行為具有供述或溝通之性質為前提

始能主張不自證己罪之權利，是以言語陳述、測謊或其他可傳達人之思想、心理、

571 一般法院實務上除刑事判決外，似未見對於不自證己罪權利之內容或範圍有所說明，然由最
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判字第 1599 號判決之見解：「本件上訴人並不否認為取得虛設行號之營業人
而各該虛設行號不可能為上訴人之實際交易對象，上訴人復未據實陳述其實際交易對象，致使
被上訴人無從查悉上訴人之實際交易有無實際報繳營業稅之情形，自與司法院釋字第三三七號
解釋意旨不合，而應依營業稅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規定補稅並處罰。」似可推知行政法院並未贊
同行政程序有不自證己罪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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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之證據，均為不自證己罪保護之客體572。

否定說則認為，如果一方面禁止國家機關強制取得被告的供述證據，但卻

容許國家可與被告主動提出非供述證據之積極義務，同樣是強制被告自我入罪，

故應以「是否課予被告積極配合義務」為認定標準573；另有論者認為行政調查命

受調查者提出資料，係指事業負責人為何人、帳冊等相關資料，不包括可證明自

己違法之資料及證物，例如事業依商業會計法應設置帳簿等，倘認事業提出之

帳冊並非真正，則須有相當證據足以認定其非真正，否則連續處罰之結果無異

命事業自證己罪574。

由上述討論可知，不自證己罪為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源自於資訊自決權、

隱私權等憲法價值，而未以陳述方式作為保護之前提。是以若為貫徹憲法保護不

自證己罪之目的，僅限定國家機關不得強迫要求人民陳述，卻可改為要求人民

提出資料等不利於己之事證，實屬保護未盡而將架空不自證己罪原則，故應採

否定說為宜，不以供述證據為限。

（三） 以比例原則進行檢驗

人民之陳述或提出之證據資料若將用作追訴刑罰之用途，不論是否屬於刑

事程序中之被告身分，該人民均受不自證己罪原則之保護，固無疑義。惟查，若

人民之陳述或提出之證據資料係用以認定是否課處行政罰，亦即不自證己罪原

則之範圍於我國法制是否及於行政罰領域，學說上則有不同見解：

572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依此標準認為令被告入列指認或提供聲音、筆跡、姓名、地址等，非屬供
述性質之證據而不受不自證己罪原則之保護。參王兆鵬（2007），〈不自證己罪保護之客體〉，
《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95 期，頁 67-75。
573 參林鈺雄（2007），〈不自證己罪原則之射程距離：最高法院相關裁判之回顧與評釋〉，《臺
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93 期，頁 226-229。該文中引用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7169 號刑事判決
理由所載：「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有緘默權，被告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既無供述之義務，亦
無真實陳述之義務，同時亦不負自證清白之責任，不能因被告未能提出證據資料證明其無罪，
即認定其有罪。」等語，認為最高法院所稱之「證據資料」包含非供述證據，故實務上亦肯認不自
證己罪之射程距離不以供述證據為限。
574 參蔡琇媛（2004），《行政調查之研究：以公平交易法之規定為中心》，頁 107-108，國立臺
北大學法學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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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說認為不自證己罪原則於刑事程序以外之行政程序仍有適用，蓋由於

行政罰之處罰效果有時不遜於刑罰，例如以高額罰鍰剝奪財產之不利益相較於

刑罰毫不遜色，亦有永久剝奪、消滅權利資格之行政處分，對受處分人之權益影

響甚鉅，故應允許當事人受不自證己罪原則之保護575。另有學者以公平交易法為

例，認為公平交易法所稱之「正當理由」，基於憲法保障人性尊嚴之意旨，至少

應包括受調查者恐因陳述致自己或特定親屬受刑事訴追或行政處罰而拒絕答覆

之情形，並應予以具體明文化為宜576。亦有論者認為，如在刑事程序中確保被告

不自證己罪權利，卻在非刑事法領域中造成漏洞，便將折損不自證己罪原則。以

答覆義務來說，當答覆內容涉及人民犯罪行為時，往往使人民陷於兩難，不是

答覆而自證己罪，就是不答覆而遭受其他不利益。本來，被告在刑事程序中，得

拒絕主動陳述，追訴機關亦不可強迫被告積極自證己罪，若因程序不同，國家

其他機關便可強迫當事人主動協助揭露相關犯罪事證，在轉交刑事追訴機關，

或刑事追訴機關親自來蒐集當事人自己提供給其他機關的罪證，作為法治國原

則內涵的不自證己罪原則恐被掏空577。

否定說則認為，不自證己罪原則係以人民若為陳述將使自己遭受刑事訴追

為要件，故人民如不至於因自己之陳述而遭受刑事制裁，則非屬不自證己罪原

則之保護範圍578，是以人民之陳述即令將造成其受有行政罰等不利效果，但只

要不受刑事處罰，則人民應無從主張受不自證己罪原則之保護；另有學者認為，

既然我國憲法未明文規定不自證己罪原則，行政程序法或個別行政法規中亦未

如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 2款及第 156條第4項，定有「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

己之意思而為陳述」及「被告未經自白，又無證據，不得僅因其拒絕陳述或保持

575 參蔡震榮（2004），〈行政罰法草案評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111 期，頁 17-19。
576 參李建良（1996），〈從公共工程弊端談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行政調查權〉，《月旦法學雜誌》第
18 期，頁 16-17。
577 參謝冠正（2006），《行政調查中當事人協力義務之界限：以「不自證己罪」原則為中心》，國
立臺北大學法學系碩士論文，頁 111-112。
578 參陳運財（1998），〈論緘默權之保障〉，氏著《刑事訴訟與正當之法律程序》，頁 347；林鈺
雄（2006），〈論不自證己罪原則〉，《臺大法學論叢》第 35 卷第 2 期，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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緘默，而推斷其罪行」之規定，且大多數監督檢查或制裁證據調查規定中更強制

人民負有配合調查之義務，而此等規定均是立法者基於公共安全與利益之必要

所為對基本權利的限制，符合憲法第 23條之規定而屬合憲，故無不自證己罪原

則之適用579。更有學者認為，到場陳述意見事實上反而給予被檢舉之事業有當場

辨明之機會，有利於被檢舉人580，因此為使公平交易法之執行順遂，似乎並無

緘默權適用之必要。

承前所述，不自證己罪係屬憲法上之權利，但無論基於資訊自決權或隱私

權，該憲法上權利仍非不得依憲法第 23條依法律予以限制。刑事法上因刑事訴

訟法已有不自證己罪原則之規定，可視為立法者衡量刑罰對於人民之不利益結

果較為嚴重，故設有明文保障；然而，目前行政法規訂有諸多要求人民配合調

查或協力義務之規定，在人民履行此等義務尚不會導致其受刑事處罰之前提下，

可認為立法者對於政府機關為達成行政任務及維護公眾利益等需要，衡量違反

行政法規之不利益結果無論在質或量上均較刑罰輕微，故訂立要求人民配合調

查之規定，應尚符憲法意旨。另觀諸日本及美國除因在憲法條文中已明定以刑事

追訴為行使不自證己罪權利之範圍，故實際運作上未擴及至行政罰領域外，歐

盟法與我國憲法之情形較為相似，同樣未有不自證己罪權利之憲法明文，但歐

盟法透過法院解釋之方式，賦予受調查者在行政調查程序中對於命其承認違反

競爭法規之特定事項可主張不自證己罪權利581，可見不自證己罪權利究竟其行

使界線有無及於刑事處罰以外之領域，在比較法制上並非當然定論，而得視各

國國情酌予調整。

我國憲法雖無明文限制不自證己罪權利僅及於刑事處罰，且大法官就此尚

579 參洪文玲（2000），〈論行政調查〉，臺灣行政法學會主編《行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上)》，頁 40-
41。
580 參謝杞森（1999），〈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行政程序與爭訟：以我國實務探討為中心〉，《公平
交易季刊》第 7 卷第 2 期，頁 77。
581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違反歐盟競爭法並無刑事處罰之規定，但歐洲法院或歐洲人權法院仍承
認於行政調查程序中得行使不自證己罪權利，而非如日本或美國法否定不自證己罪適用於行政
法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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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作成解釋明確表示意見。然在釋字第 537號解釋中，大法官對於納稅義務人之

協力義務採肯定見解，認為：「租稅稽徵程序，稅捐稽徵機關雖依職權調查原則

而進行，惟有關課稅要件事實，多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之範圍，稅捐稽

徵機關掌握困難，為貫徹公平合法課稅之目的，因而課納稅義務人申報協力義

務。」，可見要求納稅義務人配合提出有關課稅要件事實之資料，並無違憲之虞。

由此觀之，行政機關雖負有調查義務，但對於踐行調查之結果，事實真偽仍有

不明之時，非不得要求人民配合提供其所持有之相關資料。是以立法者為達成特

定行政目的而課予受行政調查之人民負有陳述或提出資料等義務，應非憲法所

不許。

再者，行政機關所擁有之調查權限，其強制力不如犯罪偵查機關具有直接

進入場所為搜索扣押之權限。以行政執行法第36條為例，行政機關為阻止犯罪、

危害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而有即時處置之必要時，始得為物之扣留或進入

處所等即時強制手段；行政罰法第34條之保全證據措施，亦以對「現行」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人為限，且若欲依同法第36、37條扣留可為證據之物，在行

政機關未能接觸到該可為證據之物前，更難以直接予以扣留；而公平交易法第

44條對於不配合公平交易委員會進行調查者，係以處罰鍰督促其配合，仍無從

逕以實力排除不配合調查者之抗拒，進而直接進入搜索或扣留證物。是以在行政

機關之調查權限強度不如犯罪偵查機關的情形下，若又賦予行政調查之受調查

者不自證違法之權利，恐將造成行政調查遭遇更大阻力，而有礙於行政機關無

法取得所需事證資料以達成維護公共利益之任務。

此外，由行政罰與刑事罰並非本質不同，何種違法行為構成行政罰對象？

何種違法行為應受刑罰？常屬立法政策之考量，與本質並非有必然關係，而屬

不法之量的差別582。歐盟法雖無刑事罰，但對於違法行為之罰鍰數額相當高，可

達到數百萬歐元，並具有制裁與嚇阻的意味，因此有學者認為由歐盟競爭法所

582 參吳庚（2015），《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頁 472-474，台北：三民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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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鍰之不利益程度而言，應具有刑事處罰之性質583。相較之下，我國公平交易

法所定之最高罰鍰金額為 5000萬元，顯低於最高可科處之罰金金額 1億元，與

歐盟法高額罰鍰之立法模式有所不同，是以歐盟法考量其高額罰鍰之不利益程

度，已接近於刑事罰，故賦予受行政調查者不自證違法之權利，應可認為係符

合歐盟法脈絡之合理結論，但實難據此即認罰鍰金額遠低之我國法亦應比照辦

理，因此本文認為仍不應賦予行政調查之受調查者不自證違法之權利。

（三）公平交易法之檢討

公平交易法第 27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得通知當事人及關

係人到場陳述意見，亦得命受調查者提出證物及資料，對於受調查者如無正當

理由拒絕調查、拒不到場陳述意見或拒絕提供資料時，公平交易委員會得依同法

第44條對之連續處以罰鍰至接受調查或到場陳述意見為止。然若受調查者已配

合到場，但拒絕陳述意見時，是否仍屬上開得處以罰鍰之情形？換言之，受調

查者是否享有緘默之權利，似為公平交易法未盡明確之處；又實務上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提出不實帳冊之受調查者確曾作成處分課以罰鍰584，但公平交易委

583 See Alison Jones and Brenda Sufrin, EC competition law：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83-1089(2014).
584 公平交易委員會 1993 年 11 月 4 日第(82)公處字第 076 號處分：「
主　文

 一、被處分人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本會為案件調查時，依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七條所要求提出
之帳冊資料，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三條前段規定。二、處被處分人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查被處分人為台灣區氟氯碳化物進口商聯誼會（下稱該聯誼會）會長，其會員係由全國三
十餘家進口氟氯碳化物之事業組成，於民國七十八年成立，惟並未向社政主管機關登記，以取
得法人資格，另該聯誼會成立之初即推舉被處分人任會長迄今。二、本會為調查中華民國消費者
文教基金會所檢舉『冷媒價格大幅上漲是否有聯合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乙案，依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七條及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以八十二年五月八日(82)公貳字第 51468 號函，
通知該聯誼會，指定被處分人到會說明，到會時應攜帶該聯誼會歷次開會通知單、會議紀錄、收
支帳冊、記帳傳票等資料。然被處分人於八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到會說明時，竟提供偽造帳冊，
該偽造帳冊計三十頁，僅第一頁至第三頁及第三十頁有記載資料，記載日期自八十一年二月二
十日起至八十一年三月二日止。經本會識破後並推拖稱：『因所有記帳均以草稿記載非常亂，無
法提供給貴會，故本帳冊是上週所重謄的，此外並無其他帳冊。』三、後經本會人員勸導下，被處
分人始於八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提供正確之帳冊，該帳冊計五十頁，其中已撕走七張，所記載
之資料日期為八十一年二月二十日起至八十二年五月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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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命受調查人提出之證物資料，理當會與該受調查者是否構成違法情事密切

相關，若強制要求受調查者提出該等證物資料，此是否即等同於命其自證違法，

非無疑問。

從前述討論可知，若法律為達成特定行政目的而課予受行政調查之人民負

有陳述或提出資料等義務，應非憲法所不許，是以我國法制目前尚無不自證違

法原則之適用。因此，依公平交易法所進行之個別調查，若未導致受調查者遭受

犯罪追訴之結果時，受調查者應無從主張不自證違法原則而拒絕配合，否則無

論未提出資料或提供不實資料，均應依公平交易法第44條處以罰鍰。

進一步言之，公平交易法個別調查之對象除無從主張不自證違法原則外，

受調查之相關個人或事業就相關書證資料，依法亦應負有提出之義務。就個人之

部分而言，公平交易法第 27條原本即授權公平交易委員會得通知個人提出帳冊、

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資料或證物，且 2012 年 10月 1 日施行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585，亦允許公務機關基於特定目的及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586內，得蒐集或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本會依本法為調查時，得通知有關機關、團體、事業
或個人提出帳冊、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資料或證物。另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中央主
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通知本人到場。是以事業或個人若拒不提供帳冊資料，即違反上開規定。
二、本會為調查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所檢舉『冷媒價格大幅上漲是否有聯合行為，違反公
平交易法』乙案，以八十二年五月八日(82)公貳字第 51468 號函，通知該聯誼會，並指定被處分
人到會說明，並於該函中說明二要求被處分人到會時，應攜帶該聯誼會歷之開會通知單、會議紀
錄及收支帳冊等資料。另該函說明三亦已說明係依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七條辦理及同法第四十三條
之處分規定，是以被處分人應知悉相關規定。三、被處分人於八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到會說明時
並未依本會通知函，提供該聯誼會之收支帳冊，而另以偽造帳冊企圖矇混，經本會識破後，以
『因所有記載均以草稿記載非常亂，無法提供給貴會，故本帳冊是上週所重謄的，此外並無其他
帳冊。』為理由，惟經與八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提出之正確帳冊相比較，可知被處分人之前述理
由，並不足採，係為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本會為案件調查時所要求提供之有關帳冊。四、綜上論
陳，被處分人係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本會依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七條所通知之有關帳冊，爰依
同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處分如主文。」
585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
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二、經當事人書面同
意。三、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586 所謂「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依法務部之見解，法定職務原則上係指法律、法規命令所
定之職務。參蔡碧家（2012），〈新修正個人資料保護法下公務機關之義務及責任〉，《公務人員
月刊》第 193 期，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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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個人資料，該法第 16條587復規定公務機關得於特定目的內利用個人資料，

即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得利用個人資料，是

以公平交易委員會基於履行法定職務之目的，要求受調查之個人提出相關書證

資料時，受調查之個人應負有配合公平交易委員會之通知而提出相關書證資料

之義務。

就事業之部分而言，則可分就是否屬於法定應備置之文件而分別討論。依

依商業會計法規定，事業本即應備置會計帳簿供查核，故已可事先預知會計帳

簿內容將公開予公務機關，是以應難主張有隱私之期待；至於非屬法定應備置

之文件，營業秘密法第9條雖規定：「公務員因承辦公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營

業秘密者，不得使用或無故洩漏之。」，但並未限制公務員取得營業秘密，且參

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立法精神588，公務機關基於履行法定職務之目的，既已得

蒐集自然人之個人資料，則隱私期待更低之事業，自更無理由拒絕配合公務機

關蒐集資料，故即使非屬法定應備置之文件，公平交易委員會仍得命事業配合

提出。

此外，公平交易法 2015 年修正時，刪除原本之第 25條有關一般調查職掌

之規定，且修正第 27條個別調查之對象限於「當事人及關係人」，而不包含原條

文之「有關機關、團體」。因此公平交易委員會如何要求非屬當事人、關係人之有關

機關及團體，例如各產業主管機關提供相關資料，已無公平交易法之條文為憑，

又該等有關機關及團體拒絕配合提供資料時，亦無強制配合之法律依據，均有

587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
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
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
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
特定之當事人。六、有利於當事人權益。七、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588 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之個人資料，以自然人為限。參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 條：「本法用詞，定
義如下：一、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
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
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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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義，此實為此次修法有所疏漏之處。

二、聽證之程序保障

（一）明定應舉行聽證之事由

公平交易委員會為因應行政程序法之施行，於 2000 年 12月 2 日發布公平

交易委員會舉行聽證應行注意事項，如制（訂）定、修正法規，遇有（一）涉及

公平交易政策之重大事項；（二）嚴重影響事業及消費者權益之重大事項；

（三）對於產業將產生重大影響事項；（四）規範事項涉及數機關之業務職掌

等各款情事之一者，得舉行聽證。或遇有（一）依公平交易法第 27條規定調查

後，認屬對所處市場具有全面性之影響、對上下游產業利益及公共利益具有重大

影響，或涉及公平交易政策之重大案件者；（二）其他有舉行聽證必要之情形

者等各款情事之一者，得舉行聽證。

上述事由僅屬公平交易委員會「得」舉行聽證之事由，而非「應」舉行聽證，

因此是否舉行聽證仍繫諸於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自由裁量，受調查者並無要求公

平交易委員會舉行聽證之權利。此一作法除對受調查者之程序保障有嫌不足外，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作成處分前若可踐行聽證程序，依行政程序法第 109條規定，

亦可免除訴願程序，達成公平交易委員會不受行政體系上下節制之獨立機關期

許，是以應可考量增列應舉行聽證之情事589。2015 年 1月 22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之公平交易法第48條規定：「對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之處分或決定不服者，直

接適用行政訴訟程序。本法修正施行前，尚未終結之訴願事件，依訴願法規定終

結之。」，增訂免除訴願程序條款，未來對於公平交易委員會依公平交易法作成

589 對公平交易委員會所作成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原本應循訴願、行政訴訟等一般行政爭訟程序
進行救濟。在訴願的情形下，行政院訴願委員會可能實質的對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行政處分進行審
查，並得予以撤銷，如此將使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獨立性受到破壞。參辛年豐（2011），〈從機關
獨立到獨立機關：論公平交易委員會的現在與未來〉，《公平交易季刊》第 19 卷第 2 期，頁 1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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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分，應直接適用行政訴訟程序，向司法機關提起救濟，以維護公平交易委

員會獨立機關之專業性與公信力，及減少行政院對之不必要行政干預。然而，基

於大法官釋字第613號解釋之意旨，公平交易委員會既為獨立機關，就其職掌

之重要事項，即限制競爭行為之裁處，應以聽證程序決定之，方符憲法對於獨

立機關之要求。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應將獨占濫用行為、事業結合之准駁、違法聯

合行為、違法垂直限制競爭行為、妨礙或阻礙競爭行為之取締等決定，增列為

「應」舉行聽證之事由。

（二）引入聽證官之可行性

公平交易委員會既以準司法機關自許，而司法之特徵為客觀正確適用法律，

公正審判以保障人權590，是以聽證程序之設計，應當盡力追求公正透明。依行政

程序法第 57條規定，聽證由行政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人員為主持人，因此公平交

易委員會之聽證程序係由主任委員負責主持591，然由於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

亦係由委員會決議作成，故聽證程序雖可賦予受調查者較充分之陳述意見機會，

但仍難避免球員兼裁判之疑慮。

美國法上行之有年之行政法法官制度，行政法法官雖配置於各行政機關內，

但其任用與薪資報酬等事項不受所配置之行政機關掌控，以求行政法法官行使

職權之獨立性。行政法法官的任務，係負責案件的事證調查及作成初步法律決定

並可提出和解方案交由行政機關審酌，惟案件之最終決定權仍為行政機關所有。

因此行政法法官獨立行使職權，固然可在程序進行方面獲取人民信賴，但欠缺

案件的最終決定權，恐降低行政法法官制度之建構實益。

另參酌歐盟法執委會在 1982 年為了改善對於其裁定作成程序欠缺客觀性之

590 參黃銘傑（2010），〈公平交易法執行機制之現狀與未來〉，《月旦法學雜誌》第 186 期，頁
95。
591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舉行聽證應行注意事項第 1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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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的批評聲浪，設立了獨立行使職權之聽證官的職務，由聽證官負責主持聽

證程序，並向執委會客觀報告聽證結果，確保執委會在作成決定前已知悉所有

對於系爭事業有利及不利之事實資訊，亦可作為我國公平交易法聽證程序之參

考。

由此觀之，行政法法官或聽證官之設置，最重要之目的應在於確保行政程

序之公正透明，因此由主管機關以外之第三公正人士主持聽證程序，應有助於

避免球員兼裁判之爭議592，增進人民對於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程序之信賴。在由

第三公正人士主持聽證程序此一作法下，除賦予當事人、利害關係人提出證據、

相互辯論之機會外，公平交易委員會所屬人員亦可參與聽證程序提出意見，適

度表達主管機關之立場，讓當事人、利害關係人聚焦進行攻防，應當有助於聽證

程序之意見交流更加深化與完整。另一方面來看，行政法法官或聽證官之設置並

非取代行政機關之個案最終決定權，而係負責調查事實及提供初步結論，此於

公平交易委員會屬於獨立機關之情形下，更應將個案之最終決定權保留予公平

交易委員會，而不應賦予行政法法官或聽證官取代公平交易委員會作成個案最

終決定之權限，否則將失去公平交易委員會身為獨立機關之意義。基此，在兩方

面均欲兼顧之思考下，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聽證程序可交由第三公正人士主持，

並作成初步決定，而對此一事實調查結果與初步決定，應要求公平交易委員會

以此作為最終決定之依據，且若採取與初步決定不同結論之個案最終決定時，

須在決定中說明理由，以免聽證程序成為無意義之程序勞費。

此一制度設計於我國行政程序法上，並非無法律依據可循。依我國行政程

592 在日本競爭法制中，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違法嫌疑行為，先透過審查程序進行調查，審查結果
認為確有違法行為存在後，則對事業發出排除措施命令或課徵金繳納命令。對上開命令不服之人
得向公平交易委員會請求開始審判程序，由審判官與事業在審判程序中進行攻防，並就事實認
定、法律適用撰寫審決書原稿，交由委員會合議作成最終之審決。審判官於組織上由於仍隸屬於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故難免遭質疑該委員會自己進行調查，並對調查結果結果由自己決定處
分之中立公正性不足的情形，但獨占禁止法明文規定其應公正迅速且獨立行使職務，不受委員
會之監督。且有不少律師或法官進入或借調至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擔任審判官職務，強化其程
序進行之法律專業與正當性。參黃銘傑（2009），〈競爭法主管機關作為獨立行政機關之憲政組
織定位及其正當法律程序〉，氏著《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 5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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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法第 57條規定：「聽證，由行政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人員為主持人，必要時得

由律師、相關專業人員或其他熟諳法令之人員在場協助之。」是以舉行聽證之行政

機關首長，得指定人員為聽證程序之主持人，且文義解釋上並無限制以指定機

關所屬之公務人員為限593，因此聽證程序應可由機關外部之第三公正人士擔任

主持人。又依行政程序法第 108條第 1項規定：「行政機關作成經聽證之行政處

分時，除依第四十三條之規定外，並應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但法規明定應依聽

證紀錄作成處分者，從其規定。」是以在舉行聽證之情形下，行政機關原本即應

斟酌全部聽證結果作成處分，因此若公平交易法明定應舉行聽證之事項，例如

針對限制競爭行為之處分須以經聽證為要件，則公平交易委員會應當斟酌全部

聽證結果作成處分，並應於處分理由中對聽證結果之如何採納負有說明義務。再

者，所謂聽證紀錄之內容，係載明：（一）案由、（二）到場當事人及其代理人

之姓名、住所、（三）聽證之期日及場所、（四）當事人或其代理人所為之陳述要

旨及其提出之文書、證據、（五）當事人於聽證程序中，聲明異議之事由及主席

對異議之處理、（六）詢問事項及受詢者答復之要旨594等有關事證資料搜集之紀

錄，尚非要求於聽證紀錄中立即作成個案之處理結論，因此公平交易法若明定

應依聽證紀錄作成處分，亦無侵害公平交易委員會身為獨立機關之個案最終決

定權。

綜上所述，公平交易法應規定由具有法律或經濟專業之第三公正人士負責

主持聽證程序，彙整相關事證資料及當事人、利害關係人等各方意見，而依此作

成聽證紀錄，聽證程序主持人亦應提出初步結論予公平交易委員會審酌。此外，

公平交易委員會應依該聽證紀錄作成處分，並對聽證程序主持人提出之初步結

論採納與否說明理由，以確保聽證程序之公正透明與實益，並兼顧公平交易委

員會之獨立機關角色。

593 參蔡茂寅、李建良、林明鏘、周志宏（2013），《行政程序法實用》，頁 129，台北：新學林。
594 參行政程序法第 64 條第 2 項、公平交易委員會舉行聽證應行注意事項第 2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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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違反之法律效果

目前公平交易法第44條規定之不配合行政調查罰則仍屬過低，應可參考歐

盟法規定提高罰鍰金額，得處事業最高額度達事業前一商業年度銷售總額 1%之

罰鍰，以及按日處最高達平均日營業額 5%之罰鍰至其配合調查為止，拉近與可

能涉及違法行為之處罰距離，以避免事業存有僥倖心態而拒絕配合調查。

觀諸外國法制固均無賦予主管機關逕以實力排除抗拒而實行調查命令之效

力，然提高不配合調查罰則之程度，須視我國公平交易法規定予以調整。美國及

日本法雖得由主管機關聲請法院核發命令要求受調查者服從，否則對於不配合

行政調查者科予刑罰制裁，但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違法行為並非一律處以刑罰，

若對不配合行政調查者科處刑罰，其所受不利益之法律效果，反而可能高於違

法行為本身之處罰，實非無輕重失衡之嫌。是以不配合行政調查之法律效果，應

僅以課處行政罰為已足，而不宜賦予直接強制調查命令之效力，亦不宜產生刑

罰制裁之效果，以免違反比例原則。

第三項  法律救濟途徑

調查行為原則上僅屬作成行政處分前之程序行為，故依行政程序法第 174

條本文之規定，無從單獨就調查行為提起救濟595，而受調查者若對調查行為有

所不服，可在對於依據調查結果所為之終局處分不服時，依訴願法、行政訴訟法

提起救濟。然而，行政程序法第 174條但書復規定，行政機關之決定或處置得強

制執行或法規另有規定者，仍得單獨就該調查行為提起救濟，是以公平交易委

595 行政程序法第 174 條：「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行政機關於行政程序中所為之決定或處置，
僅得於對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聲明之。但行政機關之決定或處置得強制執行或本法或其他法
規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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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依公平交易法第44條對不配合調查者處以罰鍰時，此罰鍰係屬行政處分並

得強制執行，故受調查者若對此罰鍰處分不服，應得單獨提起行政救濟主張該

調查行為之違法或不當。再者，公平交易委員會若依公平交易法第 27條第 2項

扣留得為證據之物時，此扣留行為雖僅是對物所為的暫時性高權處置，而非永

久性的沒入裁罰，但從人權保障之觀點而言，扣留實已對相對人財產權直接形

成不利益影響，故應屬行政處分596而非不得單獨提起行政救濟。

此外，美國、歐盟及日本法之制度雖許受調查者於收受調查命令後，若認

為該命令有違法或不當之處時，得向主管機關表示不服，由主管機關重新審查

調查之必要性，且歐盟法內部設有聽證官，獨立負責監督當事人於執委會調查

程序中之防禦權保障，以期適度避免行政機關角色衝突而無法客觀保障當事人

權益之疑義。然而，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雖係競爭法之專業主管機關，並以獨立

機關為自我期許597，但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有關公平交易案件所為之處分及調

查行為，均係以委員會名義行之598，即使仿照美國法或歐盟法於內部設置獨立

人員負責事後重新審查，仍難免完全遭質疑該獨立人員是否公正之爭議，反而

徒增人民提起救濟之程序繁瑣，不如於作成處分前之調查程序中，給予事業聽

證之程序保障較有實益，是以應無需仿照外國法制再行增設主管機關重新審查

調查命令之救濟程序，若受調查者對於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調查行為有所不服時，

由法院直接審查該調查行為之合法性，以兼顧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獨立性與即時

保障人民權利。

596 參張永明（2008），〈裁處程序之扣留〉，廖義男編，《行政罰法》，頁 268，台北：元照。
597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13 條：「本會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
政黨活動，並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598 行政院組織法第 9 條：「行政院設下列相當中央二級獨立機關：一、中央選舉委員會。二、公平
交易委員會。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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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寬恕政策之角色

公平交易法於 2011 年 11月 23日增定「聯合行為舉發及協助調查之寬恕條

款」599，利用減輕或免除處罰之規定，鼓勵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為檢舉及協助調

查，以暴露及瓦解違法之聯合行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復依該條之授權，於 2012

年 1月6日發布「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實施辦法」，在實體方面區

分免除或減輕罰鍰之不同條件，在程序方面就其申請、附條件及准駁亦作相當具

體之規範600。然而，公平交易法在一般調查及個別調查等相關規定增修前，即先

行增訂寬恕條款，此一修法方向是否妥適，實不無探究之空間，爰一併討論並

提出本文看法如下。

ㄧ、外國執法效果

學者曾有指出，寬恕政策應如何評估其成效尚有疑問，各國主管機關雖然

均以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案例逐年升高，作為推行寬恕政策正面效益之佐證。然

而，寬恕政策是否確實達到阻絕卡特爾行為之效果，此與申請案例數量增加之

間並無絕對關聯，蓋卡特爾成員亦可能是因為處罰額度提高而決定自首。因此，

寬恕政策申請案件數量增加的同時，是否可能表示著市場中卡特爾行為也正在

增加當中601，尚未可知，是以在市場中卡特爾數目無法正確估計的情況下，寬

恕政策申請案件數量的增加，並不足以證明卡特爾行為因寬恕政策的實施而受

599 公平交易法第 35 條：「違反第十五條之事業，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主管機關事先同意者，
免除或減輕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項所為之罰鍰處分：一、當尚未為主管機關知悉或
依本法進行調查前，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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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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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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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管機關定之。」
600 參廖義男（2012），〈公平交易法最新修正條文析論〉，《月旦法學雜誌》第 203 期，頁 5-22。
601 以美國為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常引用石墨電極案(Graphite Electrodes)及維他命案(Vitamins)
作為寬恕政策的成功宣導案例，但在上述二案事業申請適用寬恕政策的 1999 年期間，仍有諸多
惡質卡特爾行為嗣後被發現在 1999 年中秘密成立與進行。

438



到嚇阻，反而有可能是因為事業知悉可獲得寬恕政策減免處罰的額外利益，而

更有從事卡特爾行為的動機602。

美國反托拉斯法之寬恕政策雖自 1978年即開始實施，但適用之案例相當少，

嗣於 1993年修改該政策將適用要件及效果進一步明文化後，在新制下適用寬恕

政策之案例大幅增加，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幾乎每個月會接到一件申請案，

在 2002 年增加到每月 2件，2003年起更增加到每個月超過 4件603。另一方面，美

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代表國家對從事卡特爾之事業提起刑事訴訟，其案件數量

自 2000 年起至 2009年止，逐年分別為 63、44、33、41、42、32、34、40、54及 72件604，

似乎並未隨著寬恕政策之施行而減少。

日本獨占禁止法之寬恕政策在 2006年 1月4日實施以來，至同年 3月 31 日

期間，共有 26件申請案。同年 9月 13日，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秘書長在記者會

中提及該會每月受理 4至 5件申請案。由此可知，在寬恕政策施行的第 1 年便有

超過 50件申請案605。至於經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核准適用寬恕政策之案例，自

2006年起至今便共有 57件，且每年核准案件數量均增加606。另一方面，依據日

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布之 2009年度報告所載，該會自 2005 年至 2009年之 5 年

間，曾處分之圍標及價格卡特爾等聯合行為案件數量逐年分別為 17、9、20、11 及

22件607，亦未隨著寬恕政策之施行而減少。此數據現象之可能原因，由一方面言

之，或許因寬恕政策之施行，促使事業願意出面舉發聯合行為，故導致適用寬

恕政策之案件數量增加；然由另一方面推論，既然適用寬恕政策之案件及聯合

602 See Joseph E. Harrington, Corporate Leniency Programs and the Role of the Antitrust in Detecting 
Collusion, http://www.jftc.go.jp/cprc/DP/CPDP-18-E.pdf, 23-27(2006).
603 See James M. Griffin, Themodern leniency program after ten years---"a summary overview of  
theantitrust division's criminal enforcement program",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speeches/201477.htm  （最後瀏覽日：  11/26/2014  ）  。
604 參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workstats.htm  （最後瀏覽日：  11/26/2014  ）  。
605 See Akinori Uesugi, The japanese leniency program---one year in, Antitrust in the New Congress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7(2007).
606 個別年度之核准案件數為：2006 年 1件、2007 年 12件、2008 年 14件、2009 年 16件、2010 年至
今共 14件。請參見 http://www.jftc.go.jp/soshiki/nenpou/index.html  （最後瀏覽日：  11/26/2014  ）。  
607 參 http://www.jftc.go.jp/info/nenpou/h21/index.html（最後瀏覽日：11/2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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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之處分案件數量均未明顯降低，可見事業仍持續從事聯合行為，是以寬恕

政策是否確實可產生嚇阻或預防聯合行為之效果，值得吾人深思。

二、執法資源之考量

曾有經濟學者利用經濟模型推導後認為，由於寬恕政策提供事業減免處罰

的優惠，可能反而會對事業勾結產生正面促進的結果，因此若競爭主管機關之

資源充足，仍應對從事卡特爾行為之事業予以全額處罰及賠償，而不應採用寬

恕政策，以求得社會最大福利。只有在競爭主管機關受限於預算或人力等考量時

方宜退而求其次，選用寬恕政策減輕機關查處之負擔608。

循此而論，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法定員額列有 180至 242 人，截至 2014年

6月 30 日止之實際職員總數為 212 人609，且公平交易委員會現僅有服務業競爭處

及製造業競爭處負責執行聯合行為業務610。相較於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局於 2010

年之人員編制高達880 人，且同年預算為 163,200,000 美元611；以及日本日本公

平交易委員會負責對外執行職務之管理職幹部人員便有約 70 名，除會本部外，

並設有北海道、東北、中部、近畿四國、九州等事務所612。固然各國人口及幅員情況

有所不同，惟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之人力是否需要再予增加，非無思考之空間。

再者，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調查權限相較於美國及日本之主管機關而言，透

過間接強制要求事業配合調查之罰鍰金額偏低，且尚缺乏向法院聲請令狀准予

608 See Massimo Motta and Michele Polo, Leniency Programs and Cartel Prosecu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1, 347-379(2003).
609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
uid=522&docid=34（最後瀏覽日：11/26/2014）。
610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524（最後瀏
覽日：11/26/2014）。
611 參 http://www.justice.gov/jmd/2010summary/pdf/atr-bud-summary.pdf（最後瀏覽日：
11/26/2014）。
612 參 http://www.jftc.go.jp/soshiki/profile/annai/index.html（最後瀏覽日：11/2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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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扣押之強制處分權613。觀諸我國國情係以中小企業居多且幅員有限，對於卡

特爾之查緝似不若美國或日本實務上之困難。是以寬恕政策之引進固然可能有助

於執法效率之提升及行政資源之節省，對於嚇阻違法聯合行為之發生與及時發

現違法聯合行為並防止危害之繼續擴大或許有所助益，但在我國公平交易委員

會之人力及調查權限仍有待強化之情形下，目前公平交易法已增訂之寬恕政策，

是否切合我國之需要，抑或應同時強化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權限及擴充人力預

算等，似有再思考的空間。

三、法制面上之再思考

（ㄧ）聯合行為事前許可制恐遭架空

聯合行為限制市場競爭，妨礙價格調整功能，危害消費者權益，故我國公

平交易法對聯合行為採取較嚴格之原則禁止規定。但聯合行為態樣甚多，對市場

影響效果亦不同，如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時，並不宜完全否定其功效而

予以禁止，因此公平交易法第 15條乃設有例外許可規定614。是以公平交易法既

採取聯合行為事前許可制，則事業遇有涉及聯合行為之疑義時，當應鼓勵其事

前申請許可而非轉往地下化，方符事前許可制之設立目的。現若引進寬恕政策，

給予事業可先從事聯合行為後再尋求適用寬恕政策減免責任之機會，恐將降低

事業事前申請許可聯合行為之動機，反而不利於聯合行為之管制615。

（二）先行政後司法已提供緩衝機制

613 參洪大植（2010），〈日本獨占禁止法調查制度之介紹及對我國公平交易法之借鏡〉，《公平
交易季刊》第 18 卷第 4 期，頁 169-201。
614 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2014 年，第 144 頁。
615 公平交易委員會歷年來至 2010 年 10 月止申請聯合行為許可並經核准之案件數為 117件，而
其中僅存 12件之有效期間尚未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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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平交易法關於聯合行為之處罰，與外國競爭法有一重大不同之處，

在於我國係採取所謂先行政後司法之處罰原則，而非如美國及日本法制係直接

對從事聯合行為之事業科處刑事罰616。蓋公平交易法於 1999年修正時，考量施行

時間尚短，須配合國內經濟環境情形為合目的性之管制，如對違反公平交易法

所有規定之事業，不分情節均逕處以刑罰，實過於嚴苛，且公平交易法中存有

若干不確定法律概念用語，運用時宜先有行政權介入以為預警，故對於從事聯

合行為等之事業，經主管機關依公平交易法第40條限期命停止、改正其行為或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

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方科處有期徒刑或罰金等刑事罰617。我國公平交

易法此一先行政後司法之處罰原則，已足對違法行為提供緩衝效果，事業之違

法行為縱遭查獲，仍可透過罰鍰之方式，避免遭受刑事制裁618，是以現行公平

交易法復增設採行寬恕減免責任之規範，是否能提供違法共謀者出面舉發之誘

因，恐有疑問619。

附帶言之，歐盟競爭法雖僅有處以違法事業罰鍰（Fines），而無刑事罰之

規定，但仍訂有寬恕政策並有事業申請適用，其原因在於其罰鍰金額甚為龐

大620，故可達到嚇阻事業放棄違法行為之效果。目前我國公平交易法雖仍維持先

行政後司法之處罰原則，但於 2011 年 11月 23日同時增訂寬恕政策條款，並就

從事聯合行為之事業經認定情節重大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

10%以下罰鍰621，是否足以增強嚇阻效果使事業放棄聯合行為，值得持續觀察。

616 參劉華美（2003），〈註釋公平交易法：第七條〉，廖義男計畫主持人，《公平法之註釋研究
系列（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頁 286-297，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617 參汪渡村（2010），《公平交易法》，頁 281-291，台北：五南。
618 參黃銘傑（2012），〈讓行政的歸行政、司法的歸司法：跳脫「先行政後司法」後之「先行政無
司法」窘態〉，《月旦法學雜誌》第 201 期，頁 94-96。
619 參鄺承華（2004），〈舉發事業聯合行為之污點證人寬免政策：美歐經驗之介紹(下)〉，《法令
月刊》第 55 卷第 1 期，頁 49。
620 依歐盟 1/2003 號規則第 23 條第 2 項第 1款及第 2款之規定，執委會對卡特爾事業最高得課以
上一營業年度總營業額 10％之罰鍰。
621 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2 項：「事業違反第十條、第十四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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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十以下罰鍰，不受前項罰鍰金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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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現行公平交易法關於個別調查之規定，主要問題可能在於不配合調查之處

罰過低，參酌美國、歐盟及日本法制，除就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調查權限予以明文

規定，並引入法院審查以賦予主管機關確保調查實效之強制措施正當性外，歐

盟法對於不配合調查者處以高額罰鍰，給予其配合調查之壓力，而日本法區分

行政調查與犯罪調查二種程序，針對涉及犯罪之違法競爭法行為，始得藉由法

院發給搜索扣押之命令以實力取得相關資料達成調查之目的，至於行政調查仍

以間接強制方式命受調查者配合，兼顧調查實效及人權保障，此實屬我國法制

尚未完備之處，而可供公平交易法關於個別調查規範之借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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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現行法及實務之修正建議

第一節  公平交易委員會就事業市場力量之調查方法

透過外國法制市場界定案例之介紹，外國法制有關市場界定之理論相較我

國似無特別突出之處，例如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優勢地位之論述深度實不

及公平交易委員會，亦難謂符合我國行政法院指摘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時所揭

示之審查標準。然外國法主管機關在實務運作上，另有下述可供我國公平交易法

借鏡之處：

（一）市場界定之處分說理

在界定市場範圍時，公平交易委員會常遭行政法院指摘未調查全盤資料作

為認定依據，復未將潛在競爭者納入考量（參飛碟廣播公司未申報與中廣公司

結合案、台北縣鞋類公會及台南市皮革公會聯合限制參展案、臺灣家具參展廠商

協進會會員聯合抵制參展案等）；反觀外國法主管機關之處分針對系爭商品或

服務之特性、商業交易習慣、潛在競爭者之有無等，大多均有一定程度的論述，

以作為其界定市場之理論基礎622，姑不論其處分書之論述內容是否足夠詳細，

但其就各方面因素均已有完整周全斟酌之表現，於提升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專業

形象及處分信服度等，應有所助益為是。

（二）產業資料庫之充實

公平交易委員會雖有就加油站業、有線電視業、房屋仲介業等特定業別進行

622 參前述美國法之 Whole Foods Market 與 Wild Oats Markets 高級超市結合案；歐盟法之 VISA
集團拒絕信用卡競爭者加入案、免炭紙製造商卡特爾案、檸檬酸製造商卡特爾案；日本法之日清
食品取得明星食品股份案、新力公司與日本電器公司設立光碟機合作公司案、博報堂公司 大廣公
司及讀賣廣告社公司共同經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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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調查623，然其密度及範圍仍不及外國法主管機關定期對各該國家市場狀況

所進行之一般調查。此一充實產業資料庫之作法，並非取代個案調查之工作，而

係協助主管機關定期更新產業狀況及變化趨勢，深化個案判斷之背景知識，亦

可經常提醒事業關注公平交易法，公平交易委員會若欲提升執法精緻度，落實

一般調查應屬不可或缺之工作項目。

（三）個案調查方法之運用

一般調查雖有其必要性，但競爭法案例所涉及之事實狀況變化多端，事前

備置之產業資料庫難免有無法完全涵蓋或符合個案事實之處，故主管機關處理

具體個案時，仍需借重個別調查所取得之證據資料。

2015 年修法前之公平交易法第 27條第 1項第3款雖賦予公平交易委員會得

「派員前往有關團體或事業之事務所、營業所或其他場所為必要之調查」，然從上

述案例觀之，公平交易委員會目前習於運用通知當事人或關係人到場陳述意見

或提出資料等調查方法；反觀外國法主管機關針對競爭法之重點執法對象，尤

其是事業從事聯合行為之隱密性現已日益提高，故增加運用進入檢查之頻率，

希望能即時查扣重要證物624，此一作法應可補充單純命系爭事業提出資料或藉

助於第三機構統計資料等之不足，直接獲取系爭事業之營業或銷售文件作為認

定商品或服務範圍之用，避免行政法院再次指摘公平交易委員會對系爭商品認

定不明（參台南區藥品學術交誼連心會成員協議售價案）。

即使是要求系爭事業提供資訊之情形，在要求事業提供資訊之問題設計及

通知到會之時機等方面，亦有進一步細緻化的空間。在調查程序剛開始時，公平

交易委員會可提出具體的事實問題或針對特定資料要求各相關事業提供資訊，

此種客觀中性的問題除非事業先行察覺可能會遭到處分而有所保留，否則應較

623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之「調查統計」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
uid=541（最後瀏覽日：11/26/2014）。
624宇賀克也（2011），〈日本獨占禁止法法執行之變遷〉，黃丞儀編，《2010 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
學術研討會》，頁 1-30，台北：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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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獲得事業配合，嗣後待調查接近完備後再給予被處分人陳述意見之程序保

障機會；反觀若直接採取通知事業到會說明之方式，針對所涉違法情事詢問該

事業，在事業已知悉係以嫌疑人身分到場之情形下，事證蒐集自難免遇有窒

礙625。是以如何運用公平交易法所賦予之個案調查權限，實考驗主管機關之智慧

及經驗。

（四）針對不同違法行為之調查方向

有關聯合行為之市場界定方面，既然特定市場之界定係為了判斷競爭之實

質限制及市場支配力量之存在與否，則違反行為之態樣可認為顯然產生市場支

配時，應得以事業與該違反行為之對象進行交易的範圍作為市場界定之依據，

因此聯合行為應無須強求在市場界定方面為相同縝密判斷之必要。此一見解反映

於日本法之聯合行為案例626中，可發現此部分之市場界定論述較為簡略，圍標

案件僅論述系爭事業參與投標之標案，而於事業協議商品價格或其他事業活動

等案例中627，方有依據商品特性或地域環境等因素界定市場範圍。

另有關結合行為之管制方面，由於主管機關須基於以往、現在之市場結構狀

況，預測結合對將來市場競爭之影響，故須詳加比較結合前與結合後的市場狀

況，包含競爭者及客戶之反應、市場透明度、事業間監控機制、進入門檻等因素綜

合認定，而非僅以市占率為唯一認定因素。此一要求對主管機關而言，實非屬易

事，是以應可考量運用聽證程序，藉此機會促使結合事業、競爭者、上下游廠商、

消費者、其他利害關係人等充分表示意見，且結合事業與競爭者基於對立之立場

625 以錢櫃公司與好樂迪公司未申報結合而遭處分案（2014 年 4 月 28 日公處字第 103051 號）為
例，公平會為調查該二事業是否有經常共同經營之情事，先函請經濟部提供 2011年至 2012年 5
月好樂迪公司、錢櫃公司及該二事業子公司、關係企業董事、監察人名冊及持股數變動資料；函請
勞工保險局提供該二事業投保勞工保險名冊；函請中華電信公司提供該二事業辦理市內電話及 
ADSL 移機申請表單等資料，及電洽中華電信公司負責之專案經理瞭解該二事業申辦情形；函
請華南銀行就該二事業分別承租同一棟大樓上下樓層作為辦公處所情形到會說明。嗣後為調查該
二事業之人力、業務、電話及內部網路系統是否有整合情形，於 2013年 11 月 22 日派員赴其等辦
公處所現場調查，並由該二事業提出說明。是以本案之調查方式即為公平會先另行調查取得相關
資料後，再通知事業說明，此一作法值得贊同。
626 參前述郵政省採購郵件區分機器圍標案。
627 參前述田村郡石灰石限制供給協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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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主管機關作成有利於己之結合准駁與否決定，應會盡力協助提供資料，故

主管機關可藉此進行交叉比對，亦可減省取得市場結構資料之困難628，因此於

結合行為之審查過程中，公平交易委員會應可增加舉行聽證之頻率，以作為調

查手段之一。

（五）經營型態作為市場界定之考量因素

有關公平交易委員會界定特定市場之考量因素，可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

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第三點規定629，係綜合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加以判

斷，並得視具體個案，衡量時間因素對於特定市場範圍之影響，是以實務上公

平交易委員會係以產品、地理、時間等因素界定市場。

然而，除了產品、地理、時間等因素外，由美國法之「Whole Foods Market與

Wild Oats Markets高級超市結合案」中，可發現美國法主管機關就該案之特定市

場範圍是否僅以高級超市為限，傳統超市、百貨商店等是否應予納入之爭議，透

過分析消費者之行為取向，可發現即使價格上漲，但消費者為了能在高價超市

買到想要的商品群組，仍會繼續在高價超市進行消費，且系爭參與結合事業超

過 60%之收益係來自於天然或有機的生鮮商品，因此高級超市之經營型態，係

鎖定對於天然或有機的生鮮商品有所偏好之消費者，並提供其他傳統超市或百

貨商店無法取代之商品群組，故高級超市可構成一獨立之市場範圍。

同樣的，在我國法之「統一等四家超商調漲現煮咖啡價格案」中，公平交易

委員會認為因連鎖便利商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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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對消費者而言，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和連鎖咖啡店或餐飲業現

628 參廖義男（2015），〈經濟監督中之行政調查方法與程序：從公平交易法最新修正草案相關
規定論述〉，氏著《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二冊》，頁 292-293，台北：元照。
629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第三點規定：「（相關市場界定之基本原
則）需求替代為本會界定相關市場主要審酌之事項，本會並得視商品或服務特性考量供給替代。
本會從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二面向界定相關市場範圍；另得視具體個案，衡量時間因素對於相
關市場範圍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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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咖啡之間，並不具有高度之可替代性。本案處分雖因所憑事證資料不足，未獲

行政法院之認同，但不論連鎖便利商店之現煮咖啡或是連鎖咖啡店或餐飲業之

現煮咖啡，在商品上均屬相同之現煮咖啡商品，故得以界定為不同市場之理由，

實為連鎖便利商店之經營型態與連鎖咖啡店或餐飲業不同，進而可吸引消費者

前往連鎖便利商店並購買現煮咖啡，是以界定市場方式應可將事業經營型態納

入考量因素，以適切評價不同經營型態對消費行為之影響，而不僅受商品、地理

時間等因素所限。由此可見，事業經營型態對於消費行為之影響，應可作為市場

界定之考量因素之一，並宜增訂於處理原則中予以參考。

第二節  一般調查及個別調查之角色分工

公平交易委員會進行一般調查時，欠缺作用法之依據而無從課予受調查者

配合調查之義務，故無強制受調查者配合之權力，但因違法個案尚未發生前，

受調查者無需顧慮提供資料會產生自證違法或己罪之結果，其配合意願理應較

高，因此在未發生違反公平交易法之個案前，公平交易委員會便應定期針對影

響競爭秩序較大之產業市場，預先依競爭法之需要來蒐集相關資料，以作為擬

定競爭政策及將來個案管制之用。嗣後待發生違反公平交易法之個案時，因事業

違法態樣甚多且複雜，一般調查所預先蒐集之資料難免無法完全涵蓋個案情事，

此時公平交易委員會再行運用具有強制力之個別調查，獲取符合個案情事之證

據資料並作成處分，以達成公平交易法所託付之執法任務。

在公平交易委員會依公平交易法第 27條通知有關事業或個人提出帳冊、文

件及其他必要資料或證物之場合，若該資料或證物僅包含受通知者之個人資訊，

則其不配合提出時，固得依公平交易法第44條處以罰鍰。但若受通知者所持有

之資料涉及第三人資訊，得否以保護該第三人資訊作為拒絕提出之正當理由，

則有待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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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630揭櫫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遵守目的拘束原

則，資料應與明確、合法之特定目的相關，且不可逾越該目的631，營業秘密法亦

規定不得無故洩漏他人之營業秘密632。然參酌個人資料保護法復允許公務機關及

非公務機關，在有法律明文規定之情形下，均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633，而公

平交易法第 27條既已授權公平交易委員會得要求提出資料或證物，是以收受公

平交易委員會通知須提出資料或證物之關係人，得以公平交易法第 27條作為法

律另有明文規定得為特定目的外利用個人資料之情形，進而配合提出該等涉及

第三人資訊之相關資料或證物；同理，知悉第三人營業秘密之人，配合提出公

平交易委員會所通知之相關資料或證物，亦非無故洩漏營業秘密，且協助提供

競爭法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所需資料或證物，應與營業秘密法維護產業倫

理及競爭秩序、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之立法目的相符。

除上述公平交易法第 27條於解釋上可作為提供資料或證物之正當理由外，

若其他法律已有特別規定，自當適用該特別規定，以尊重立法者已做出之衡量

630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
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631 參田炎欣，警察偵查犯罪侵害個人資料保護法---「目的拘束原則」之探討（上），台灣法學雜
誌第 256 期，2014 年 9 月 15 日，第 92-94 頁。
632 參營業秘密法第 9 條：「公務員因承辦公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營業秘密者，不得使用或無故
洩漏之。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鑑定人、證人及其他相關之人，因司法機關偵查或審理而知悉或
持有他人營業秘密者，不得使用或無故洩漏之。仲裁人及其他相關之人處理仲裁事件，準用前項
之規定。」；第 10 條：「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侵害營業秘密。一、以不正當方法取得營業秘密者。
二、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前款之營業秘密，而取得、使用或洩漏者。三、取得營業秘密後
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第一款之營業秘密，而使用或洩漏者。四、因法律行為取得營業秘
密，而以不正當方法使用或洩漏者。五、依法令有守營業秘密之義務，而使用或無故洩漏者。前項
所稱之不正當方法，係指竊盜、詐欺、脅迫、賄賂、擅自重製、違反保密義務、引誘他人違反其保密
義務或其他類似方法。」
633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
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
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
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
特定之當事人。六、有利於當事人權益。七、經當事人書面同意。」，第 20 條第 1 項：「非公務機關
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為增進公共利益。三、為免除當
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
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
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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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634。以稅捐稽徵法為例，該法第33條規定635稅捐稽徵人員對於納稅義務人之

財產、所得、營業、納稅等資料，應絕對保守秘密，且例外得提供該等資料之對象

已予明定，而不包含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內，是以稅捐稽徵法已有具體明文限制

稅捐稽徵人員提供資料之範圍，故其不配合公平交易委員會之通知提供資料，

應屬具有正當理由，而不得依公平交易法第44條處以罰鍰。

第三節  一般調查及個別調查之應有規範

我國現行行政調查法制雖已具備雛形然尚未完備，實有進一步深化及細緻

化之必要，公平交易法施行至今，文獻及學說之探討發展雖已有為數可觀之研

究成果，然如何藉由調查程序之運作將上開理論予以具體化實現，仍屬國內法

制較為陌生之領域。參酌上述外國法制之相關規定，可發現我國公平交易法不論

在乃賦予公平交易委員會足夠效力之調查權，乃至於是否引進聲請法院發給搜

索扣押許可狀等各項議題，均仍未有進一步之深入探討。公平交易法既已提供公

平交易委員會行使調查權之明文依據，如何加以充實使公平交易委員會得充分

利用其調查權限，正確妥適的認定事業之市場力量，誠為我國競爭法亟待解決

之課題636。

634 參鍾文岳、鄭雯娗（2012），〈公務機關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今後方向與課題：以日本實務
經驗為借鏡〉，《萬國法律》第 181 期，頁 22-23。
635 稅捐稽徵法第 33 條：「稅捐稽徵人員對於納稅義務人之財產、所得、營業、納稅等資料，除對下
列人員及機關外，應絕對保守秘密：一、納稅義務人本人或其繼承人。二、納稅義務人授權代理人
或辯護人。三、稅捐稽徵機關。四、監察機關。五、受理有關稅務訴願、訴訟機關。六、依法從事調查稅
務案件之機關。七、經財政部核定之機關與人員。八、債權人已取得民事確定判決或其他執行名義
者。
稅捐稽徵機關對其他政府機關為統計目的而供應資料，並不洩漏納稅義務人之姓名或名稱者，
不受前項之限制。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八款之人員及機關，對稅捐稽徵機關所提供第一項之資料，不得另作其他目
的使用；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七款之機關人員或第八款之人員，如有洩漏情事，準用第四十三條
第三項洩漏秘密之規定。」
636 除法制面之配合外，人力及預算之充實亦為主管機關得以充分行使權限之不可或缺因素。報
告人於 2010 年 6 月 7 日訪問公正取引委員會近畿中國四國事務所總務管理官小室尚彥先生時，
其表示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之事務總局定員於 2008 年末時為 795人，隸屬其下之審查局為 400
人，其中專門負責犯罪調查事務之犯則審查部人員為 71名；此外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全國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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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我國法及外國法之比較，本文就一般調查及個別調查應具備之法律

規制可歸納得出數項結論如下：

（一） 一般調查應有作用法之依據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一般調查除應加強調查之密度及廣度外，因行政機關對

外行使職權，不應僅以組織法有無相關職掌規定為準，更應具有行為法（作用

法）之授權作為依據，始符合依法行政之原則。是以公平交易法於 2015 年修正

時將該法可作為一般調查依據之第 25條條文予以刪除，僅於公平交易委員會組

織法第 2條有關公平交易委員會掌理事項之規定中，明定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職

掌範圍包含調查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此一修正將「關於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

調查事項」移至組織法後，造成公平交易委員會喪失進行一般調查之作用法依據

無從要求當事人、關係人或其他相關機關提供資料，實屬此次修法之重大缺失，

而應於公平交易法中明定公平交易委員會進行一般調查之權限為是。

（二） 行政調查應無不自證己罪原則之適用

我國憲法雖無明文限制不自證己罪權利僅及於刑事處罰，且大法官就此尚

未作成解釋明確表示意見。然在釋字第 537號解釋中，大法官對於納稅義務人之

協力義務採肯定見解，由此觀之，行政機關雖負有調查義務，但對於踐行調查

之結果，事實真偽仍有不明之時，非不得要求人民配合提供其所持有之相關資

料。是以立法者為達成特定行政目的而課予受行政調查之人民負有陳述或提出資

料等義務，應非憲法所不許。再者，行政機關所擁有之調查權限，其強制力不如

犯罪偵查機關具有直接進入場所為搜索扣押之權限，因此在行政機關之調查權

限強度不如犯罪偵查機關的情形下，不應再賦予行政調查之受調查者不自證違

90億日圓，其中犯則審查部之預算即有 4000萬日圓，每一涉及犯罪調查之案件可由 20名至 30
名人員共同處理，其人員編制及預算對於目前之調查工作均屬充足。是以日後若修定我國公平交
易法之相關調查規定時，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之人力及預算亦應一併隨之提升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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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權利，以免造成行政調查遭遇更大阻力，而有礙於行政機關無法取得所需

事證資料以達成維護公共利益之任務637。

（三） 聽證程序保障之加強

公平交易法目前仍依循行政程序法之規定，僅定有「得」舉行聽證之事由，

而無「應」舉行聽證，因此是否舉行聽證仍繫諸於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自由裁量。此

一作法除對受調查者之程序保障有嫌不足外，透過聽證程序廣納相關意見，可

協助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系爭商品或服務之特性、商業交易習慣、潛在競爭者之

有無等方面獲得更加全面之了解，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應可考量增加聽證之運

用機會。現行公平交易法第48條已修正，免除有關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訴願

程序，未來對於公平交易委員會依公平交易法作成之處分，應直接適用行政訴

訟程序，向司法機關提起救濟，以維護公平交易委員會獨立機關之專業性與公

信力，及減少行政院對之不必要行政干預。基於大法官釋字第613號解釋之意旨，

公平交易委員會既為獨立機關，就其職掌之重要事項，即獨占、結合、聯合行為

之決定，應以聽證程序決定之，方符憲法對於獨立機關之要求。是以公平交易委

員會除了應在舉行聽證應行注意事項第貳點之舉行聽證事由，將有關獨占、結合

聯合行為等限制競爭行為之決定，增列為「應」舉行聽證之事由外，更應將「應」

舉行聽證之事由訂定於公平交易法第四章調查及裁處程序之規定中，藉由法律

位階之要求，課予公平交易委員會舉行聽證之法律義務。

此外，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聽證程序係由主任委員負責主持，且公平交易委

員會之處分亦係由委員會決議作成，於程序之客觀公正性上難免遭受質疑。參酌

美國法之行政法法官制度，以及歐盟法設有獨立行使職權之聽證官，由公正人

637 然而，在肯認行政調查並無不自證己罪原則適用之情形下，關鍵之配套措施為行政機關取得
人民主動提供之資訊不得流用予刑事調查機關，刑事調查機關若欲取得人民涉及犯罪之事證資
料，仍應循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為之，否則人民於行政調查程序中所為之陳述或提出之文件
無疑將成為刑事程序中不自證己罪之保護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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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負責主持聽證程序，並向主管機關客觀報告聽證結果，確保主管機關在作成

決定前已知悉所有對於系爭事業有利及不利之事實資訊，應可作為我國公平交

易法聽證程序細緻化之參考。基此，公平交易法應規定由具有法律或經濟專業之

第三公正人士獨立負責主持聽證程序，彙整相關事證資料及當事人、利害關係人

等各方意見，而依此作成聽證紀錄，聽證程序主持人亦應提出初步結論予公平

交易委員會審酌。此外，公平交易委員會應依該聽證紀錄作成處分，並對聽證程

序主持人提出之初步結論採納與否說明理由，以確保聽證程序之公正透明與實

益，並兼顧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獨立機關角色。

（四） 依違反行為之法律效果區分不同調查程序

考量我國及外國法制對於行政調查與刑事調查在令狀原則及不自證己罪權

利等方面之適用，我國公平交易法似可考量依違反行為之法律效果，區分不同

之個別調查程序。

1.處以行政罰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21條、第 23條、第 25條者，係依第39條或第42

條處以罰鍰、勒令歇業等行政罰638，而無刑事處罰之規定，故此時應無須動用犯

638 公平交易法第 39 條：「事業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七項規定而為結合，或申報後經主管機關
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履行第十三條第二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主管機關得禁止其
結合、限期令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
分，並得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
事業對結合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而為結合之情形者，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令其分設事業
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並得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事業違反主管機關依前二項所為之處分者，主管機關得命令解散、勒令歇業或停止營業。
前項所處停止營業之期間，每次以六個月為限。」
同法第 42 條：「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屆期
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
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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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調查，惟為確保公平交易委員會現有行政調查之實效，可考量提高不配合調

查者之罰鍰金額，但就此部分仍不宜賦予公平交易委員會如同刑事調查般的強

制權限639，蓋若得以實力排除抗拒而進行搜索扣押，造成人民權利侵害之弊恐

將大於調查取得資料之利，實屬輕重失衡而違反比例原則640。

2.行政司法併行制

依現行公平交易法之規定，違反第 24條者，得同時處以刑罰641及行政罰，

然行政罰法第 26條規定642，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

639 公平交易法第 27 條第 2 項雖賦予主管機關對於可為證據之物運用強制力扣留之依據。然而，
在該物遭隱匿之情形下，主管機關應如何接觸該物進而得以扣留，此處尚須進一步探究可否以
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以強制進入住宅或建築物為檢查。衡諸刑事訴訟法雖規定檢警機關得逕行進入
處所調查，但原則上仍係以取得法院核發之令狀為前提，且刑事訴追所欲達成之目的應未低於
行政調查，甚且美國及日本法之行政調查亦未肯認行政機關得逕行進入處所檢查，而係以間接
強制方式確保調查實效。故基於比例原則之考量，行政調查對人民之侵害不應高於刑事調查，是
以本文認為行政調查之搜索扣押不應賦予執行機關具有逕行排除受調查者抗拒之強制權限，而
應從提高罰鍰額度等間接強制方式著手為宜。
640 行政調查採取調查措施之強制程度雖不及於刑事調查，然實務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度訴
更(一）字第 44 號判決曾認為因行政機關不具拘提、羈押、搜索等強制處分權，故不應要求行政
機關認定事實所需之證明程度比照刑事訴訟辦理。參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網站：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最後瀏覽日：11/26/2014）。是以在個案違法之調查認定程序中，
即便調查人員受阻撓，諸如受調查者毀滅資料、不承認有此資料或拒不提供資料，甚至妨礙調查
人員抄錄、照相相關證物資料致無法攜回相關資料，但因有現場勘驗紀錄及抄錄或照相等證據，
加上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其他方式取得之事證及檢舉人提供之證物與證詞等，應足以作為認定違
法之依據，而無礙行政目的之達成為是。
641 公平交易法第 37 條：「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者，處行為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者，除依前項
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處前項之罰金。
前二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642 行政罰法第 26 條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
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
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
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
第一項行為經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告確定且經命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政府
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支付一定之金額或提供義務
勞務者，其所支付之金額或提供之勞務，應於依前項規定裁處之罰鍰內扣抵之。
前項勞務扣抵罰鍰之金額，按最初裁處時之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義務勞務時數核算。
依第二項規定所為之裁處，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依受處罰者之申請或依職權撤銷之，
已收繳之罰鍰，無息退還：一、因緩起訴處分確定而為之裁處，其緩起訴處分經撤銷，並經判決
有罪確定，且未受免刑或緩刑之宣告。二、因緩刑裁判確定而為之裁處，其緩刑宣告經撤銷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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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優先依刑事法律處罰，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就涉嫌違反該條之事業進行調

查時，因該等事業係遭優先處以刑罰，故應受不自證己罪原則之保護。準此，公

平交易委員會應不得藉由行政調查之方式蒐集事業違反該條之證據後，逕行移

送檢察機關作為其觸犯刑事法律之證據，以避免架空不自證己罪原則對於事業

之保障。從而就刑事處罰之部分遇有調查需要時，考量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之高

度專業性，應賦予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經法院事前審查許可後採取搜索、扣

押等強制措施，再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依調查結果審酌是否向檢察官提出刑事告

發，兼顧人權保障及調查效能。

3.先行政後司法

依公平交易法第34條及第36條之規定，違反第9條、第 15條、第 19條、第

20條者，係先依第34條或第36條處以行政罰，若行為人未依行政處分意旨停

止、更正其違法行為，始對之採取刑事制裁。於此情形中，行為人第一次違法公

平交易法時，因無須處以刑罰，故尚屬行政調查之範圍；但行為人嗣後若仍未

遵照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行政處分停止、更正其違法行為，此第二次義務之違反將

涉及刑事處罰之結果，故此時公平交易委員會應得依犯罪調查之相關規定進行

蒐證為是。

第四節  一般調查及個別調查所得資料之流用

在肯認行政調查並無不自證己罪原則適用之情形下，關鍵之配套措施為行

政機關取得人民主動提供之資訊不得流用予刑事調查機關，刑事調查機關若欲

取得人民涉及犯罪之事證資料，仍應循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為之，否則人民

於行政調查程序中所為之陳述或提出之文件無疑將成為刑事程序中不自證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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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護漏洞643。

承前所述，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先行政後司法制之執行上，如行為人未停止、

更正其違法行為致須移送檢察機關偵辦時644，因在「先行政」之調查程序中無法

行使不自證己罪權利，因此被處分事業若就其未停止、更正其違法行為曾有所承

認，則公平交易委員會提供予檢察機關及法院之資料應將該部分排除在外，而

不得作為認定犯罪成立之證據，以避免侵害嫌疑人之不自證己罪權利。甚且，公

平交易委員會於「後司法」之行政調查程序中，因調查結果將直接涉及嫌疑人之

刑事責任，故公平交易委員會移送檢察機關偵辦時，亦應防止行政調查程序所

得資料流用至「後司法」之犯罪調查程序中，以免架空不自證己罪權利之保護。

由於目前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公平交易法而涉及刑事處罰之案件，仍

須移送檢察機關偵辦，而非專屬之公平交易法刑事調查、告發機關，因此在避免

行政調查所得資料流用至犯罪調查程序具體作法上，公平交易委員會於移送檢

察機關偵辦之資料中，雖可提供其已蒐集取得之客觀事證，以及當事人、利害關

係人所陳述之意見，但應排除被處分事業就其未停止、更正其違法行為曾有所承

認之紀錄，且於行政調查程序中，依公平交易法第 27條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

場陳述或提出帳冊、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資料或證物時，可於通知書上載明「受通

知者並無不自證違法之權利，但受通知者若就違法情事為承認之表示，其所為

之陳述將予保密而不會用於犯罪調查程序」等字樣，以免事業顧忌後續可能面對

643 我國實務上對於行政調查資料使用於刑事領域之案例並不多見，但觀諸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度
上更(一）字第 760 號刑事判決之見解：「二、公訴證據： (一）被告丙○○、甲○○均坦承分任萬國
公司之董事長及總經理，且對該公司亦採前揭『不平衡雙向制』之多層次傳銷，及前揭手冊之真
正等情。 (二）甲○○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陳述：萬國公司實施前揭『不平衡雙向制』，參加人
達三千餘人，具領取獎金且已領取者約有四百餘人等情。……(六）甲○○於公平交易委員會談話
時，亦自承因僅能推薦二人，超出部分均往下順序排序，排線時均會往弱線排置補強，達成互
助共榮之效果（見卷附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調查筆錄）；甚且甲○○於八十六年八月五日至公
平交易委員會說明時，亦表示：『如有參加人業績不好，我們也會排人給他』等語（請見行政院
八十七訴字第二五五三九號決定書第七頁背面第二行以下）。」似可推知實務上仍會將被告於行
政調查程序中之陳述作為認定犯罪之證據。參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網站：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最後瀏覽日：11/26/2014）。
644 行政罰法第 32 條第 1 項：「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應將涉及
刑事部分移送該管司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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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之刑事處罰，或司法機關因事先接觸此一承認違法之陳述紀錄，對事業產生

先入為主之不利心證而不配合行政調查645。

又若日後修法將公平交易委員會成為專屬的公平交易法刑事調查、告發機

關，此時行政調查與犯罪調查機關合一，則資料不得流用之要求應更加嚴格，

組織建置上應比照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內部資訊防火牆之制度，將執行犯罪調

查之部門獨立成立犯罪調查處，直接對委員負責，而現有之服務業競爭處、製造

業競爭處、公平競爭處則僅執行行政調查之任務。若執行行政調查之業務處認為

其行政調查所得資訊與犯罪事件有關，不得直接告知犯罪調查處之職員，而應

向委員報告後再依委員會議指示是否協助提供資訊646。

第五節  公平交易法增訂搜索扣押權修正草案之回應

為有效打擊事業聯合行為等限制競爭之違法行為，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針

對該法第二章限制競爭案件增訂搜索及扣押權之規定，賦予公平交易委員會為

發現或取得重要證物之必要，得向普通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會同司法警察實

645 由於事業在行政調查中並無不自證違法權利，且事業若向公平交易委員會坦承違法，可能是
為了避免更多不利益處分或接受中止調查方案等原因，因此在鼓勵事業配合行政調查，以增進
機關履行職務之效率的立場下，是否提供事業坦承違法之陳述紀錄，應審慎處理。因公平交易法
第 31 條規定：「法院因前條被害人之請求，如為事業之故意行為，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
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侵害人如因侵害行為受有利益者，被害人得請求
專依該項利益計算損害額。」，事業之故意行為可能須對被害人負擔損害額 3倍之賠償，因此為
避免事業顧慮承認違法會作為後續遭受民事求償之故意證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被害人對事業
提起民事賠償訴訟時，仍不應提供事業承認違法之陳述紀錄。
646 現行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第 12 條第 2 項：「委員會議中所有出席、列席及紀錄人員，對會議
可否決議之過程及其他經委員會議決議應秘密之事項，不得洩漏。」，此一條文之規範對象為委
員會議在場者，是否可作為要求委員及行政調查人員在執行職務時，均不得洩漏所得資訊予犯
罪調查部門人員之法律依據，在解釋上恐有涵蓋範圍不足之處。因此，公平交易法應明定公平交
易委員會之委員及所屬人員不得洩漏其與職務相關所得知之事業者秘密，作為行政調查不得提
供情報予刑事調查之法定依據，亦即此時負責行政調查之公務員之守密義務優先於一般的告發
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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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搜索、扣押，並準用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647。而增訂此一搜索扣押權限所欲針

對之違法行為，並非已構成刑事責任之行為，而係針對僅構成行政責任之行為。

因事業之限制競爭行為日益大型化、科技化、隱密化，現有之行政調查手段常難

以即時、直接取得關鍵證物，致無法有效查處，故有強化主管機關行政調查權限

之必要。

然而，搜索扣押對於人民權利之侵害實屬重大，應有足夠理由始得賦予主

管機關此一權限。固然事業之限制競爭行為日益大型化、科技化、隱密化，且聯合

行為之合意若欠缺直接證據，其查處當會遭遇困難，然而事業不配合公平交易

法行政調查之原因，恐係目前公平交易法對於不配合調查之罰則過低所致，在

未提高不配合調查之罰鍰金額前，逕行賦予搜索扣押權限，實與比例原則有所

違背。更遑論目前公平交易法已增訂第35條寬恕政策條款，並修正第40條第 2

項就從事聯合行為之事業經認定情節重大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

額 10%以下罰鍰，故應可先藉此增強嚇阻效果並促使事業主動舉報而放棄聯合

行為，且公平交易法第 28條新增之中止調查制度，亦可作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得

視情形運用之一種調查手段，要求事業自行承諾採取具體措施消除其行為涉嫌

違法部分，達到執法目的而無需再進行調查648。綜上觀之，實難認已有賦予公平

交易委員會搜索扣押權限之必要。

復參酌美國法對不配合調查者，主管機關雖可聲請法院頒發「服從命令狀」

要求當事人履行傳票所載之義務，若當事人仍不履行時，再由法院以藐視法庭

罪科處其罰金甚至短期自由刑；歐盟法對不配合調查者，係按日處以高額罰鍰；

日本法對不配合調查者，則可依法科予罰金或短期自由刑。由此可知，外國法主

647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原擬於第 28 條增訂搜索扣押之規定：「主管機關調查涉有違反本法第二
章規定之案件，爲發現或取得重要證物之必要，得對涉案事業之營業處所或住居所、所屬建築物
交通工具、電磁紀錄及身體為搜索對於第三人之營業處所或住居所、所屬建築物、交通工具、電磁
紀錄及身體之搜索，以有相當理由可信重要證物存在時為限。前二項情形，主管機關應向該管普
通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會同司法警察，實施搜索，發現可為證據之物，並得扣押。刑事訴訟法
關於搜索扣押之規定，準用之。」但此修正草案於 2015 年修正時，並未通過。
648 廖義男（2015），〈經濟監督中之行政調查方法與程序：從公平交易法最新修正草案相關規
定論述〉，氏著《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二冊》，頁 291，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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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對不配合行政調查者，仍僅以間接強制之方式確保其實效，而未賦予主

管機關直接強制之權限，以免過度侵害人權。由於行政調查之受調查者無從主張

不自證違法，對於調查所需之文件資料負有提出義務，應以高額罰鍰督促其配

合履行為宜649，是以我國公平交易法增定行政調查程序中之搜索扣押規定，對

於受調查者造成之隱私權、財產權等權利侵害，恐將與最終處分對違法事業僅處

以行政罰之法律效果有所輕重失衡，故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增訂搜索扣押之規

定，實有值得再審慎思考之空間。

第六節  結語

由於我國公平交易法針對不同市場力量之事業，分別定有不同之法律規範，

因此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正確適用法規處分違法事業前，須先判明事業

之市場力量，否則事業提起行政救濟後，恐遭行政法院質疑公平交易委員會處

分之合法性。而如何認定事業之市場力量，除有待公平交易委員會於違法個案發

生前，積極運用一般調查之權限蒐集產業資料外，更重要的是透過制定完整合

理之法律規範，使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違法個案進行個別調查時，能有充分之

法律依據取得所需資料。

參酌外國競爭法制之相關規定，可發現我國公平交易法不論在建立產業資

料庫之一般調查方面，乃至於賦予公平交易委員會足夠效力之調查權，甚至是

否引進法院介入以及是否應賦予公平交易委員會聲請核發搜索扣押命令等各項

649 2015 年 1月 22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公平交易法第44條規定：「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規定
進行調查時，受調查者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受調查者再經通知，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者，主管機關得繼續通知調查，並按次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至接受調查、到場陳述意見或提出有關帳冊、文件等資料或證
物為止。」雖已將不配合調查之罰鍰提高一倍，但相較於修正草案第40條對於違法事業得最高處
以 5000萬元以下罰鍰、未改正者得按次處以 1億元以下罰鍰、甚至針對獨占事業濫用其市場力與
聯合行為且情節重大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 10%以下罰鍰而言，不配合調查之
罰鍰仍屬偏低，且將不配合調查之罰鍰金額範圍予以固定，無法依事業規模調整罰鍰金額而給
予配合調查之壓力，是以修正後之執法效果如何，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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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均有待進一步之深入探討。是以本論文由我國行政法院判決出發，並參考

外國法之相關規定及案例，分析我國公平交易法一般調查及個別調查所應有之

法律規範，希望公平交易法之相關調查規定日益完善，以期公平交易委員會能

夠充分回應維持市場競爭秩序之國民殷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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