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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全球性的競爭法規範 

 

壹、 全球競爭法規範實現之困難性 

    要求各國競爭法的統一或是設置一爭端解決機構以解決競爭法問題，其困難
性要比成立其他領域的統一規範（例如貿易）要來的困難。 

首先，並不是每一個國家都有競爭法，也並不是每一個國家都願意有競爭

法，縱使有競爭法也可能有不同的執行強度，甚或不同的競爭法體系。競爭法並

不純然是種「公平正義」下的產物，他帶有強烈的政策性。以世界上首部競爭法，

美國於 1890 年所訂立的Sherman Act為例，Sherman Act的出現並不是縝密的法律

發展下的結果，而是一種經濟發展下為執行政策的產物。也因此，雪曼法的條文

並不多，用語也不很精確，留下許多解釋的空間以應實際需要1。當然並非每個

國家的競爭法都和美國競爭法有一樣的體系，但是強烈的政策性基本上都是一致

的。比如說，社會主義國家並不需要競爭法，因為社會主義並不鼓勵市場經濟，

自由競爭。再者，發展中國家會比較重視產業政策，認為當階段有必要先扶植國

內的某些產業，競爭政策在當階段並不是那麼重要。 

再者，各國的競爭法體系各不相同，應如何取捨，要如何調和，乃是一大難

事。如果要選擇一個國際競爭法的範本，美國和歐盟的競爭法應該是首要選擇，

美國和歐盟兩者不但是世界主要的經濟領域，其競爭法也分別是世界主要的競爭

法範本，但是兩者規定基於其經濟和歷史因素卻互有出入
2。美國的競爭法來自

一個對於經濟集中帶有敵意，而強烈偏好競爭的傳統3。歐盟的競爭法則與其打

破各國藩籬建立共同市場的目標脫離不了關係。因此，歐盟法強調貨品和人民在

會員國間自由移動的原則
4
。此外，歐盟法乃是衍生自一個歡迎產業集中但接受

限制權力行使的政府規範的傳統5。美國和歐盟競爭法的差別，除了展現在執行

制度上的差別，救濟制度的差別，在實體法上，一般而言，歐盟的競爭法較著重

於保護中小企業免於獨占企業的威脅；而美國的競爭法則較傾向將上述問題留給

市場機能去處理，而著重於消費者的保護。近年來，美國的司法判決對於消費者

的利益，美國公司在全球市場的經濟力，以及反托拉斯法損害了上述兩者的控訴

                                                 
1 David J. Gerber, American Law In A Time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e:U.S. National Reports to The 
XV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omparative Law: Section IIICompetition Law, 50 Am. J. Comp. L. 
263, 268 ( Fall 2002 ).   
2  Lucio Lanucara, The Globalization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Governance Issues and Legal 
Responses, 9 Ind.J. Global Leg. Stud, 433, 453 ( Spring, 2002 ). 
3 Eleanor M. Fox, The Modernization of Antitrust: A New Equilibrium, 66 Cornell. L. R. EV . 1140, 
1166-68 (1981).  
4 Barry Hawk, United States, Common Market and International Antitrust:A Comparative Guide, 
(1998).  
5 id. at 7-16; Verloren van Themaat, Introduction, Antitrust and the Common Market -- A Symposium, 
38 N.Y.U. L. REV. 435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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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得相當敏感6。以結合管制的規範而言，歐盟著重於結合之後企業的市場佔有

率問題；美國的關注點則在於經濟規模所帶來的效益是否會凌駕於減少競爭在價

格上所產生的不利益後果7。另外，美國Sherman Act Art. 2 所禁止的「獨占
（monopolization）」概念也與歐盟Treaty of Rome Art. 82的「濫用支配地位（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互有差異8。另外，在聯合行為方面，相較於歐盟，美國

對於垂直聯合（vertical agreement）較不持反對看法。在美國，垂直聯合只有在

從經濟角度上看來是不合理的時候才會被禁止；然而傳統上在歐洲，垂直聯合幾

乎是制式地被禁止的9。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差別是因為歐洲競爭法必須要考量共

同市場的整合，垂直聯合具有分裂共同市場的能力，因此被認為具有特別的危險

性10。然而，近幾年來，歐盟有修正其對垂直聯合態度的趨勢，這主要是因為共

同市場已經具備相當程度的成熟度，因此，有較大的空間可以允許進行消費者福

祉的經濟分析11。不過在法律方法上美國和歐盟似乎有些相似點，美國使用「絕

對禁止(per se illegal)」和「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二分法的模式；在歐盟，
則採用「微小不罰原則（de minimis principle）」，這個原則與美國的「合理原則」

相近
12。 

全球性競爭法規要面對的難題除了實體法，還有制度面的問題。執行制度應

如何設計？究竟是應該直接轉化為國內法交由國內競爭主管機關執行，或者是應

如歐盟一般設置統一的競爭主管機關？另外，是否應該要設置爭端解決制度也是

難題之一，如果設計爭端解決制度又應讓爭端解決制度涉入多深？我們在WTO
部分也討論過同樣的問題13。 

貳、 聯合國「管制限制性商業行為的一套多邊協議的公平原則和規則」 

一、 前言 

依據 1978 年 12月 20日聯合國大會決議第 33/153號，1979 年 11月 19日
到 12月 8日，以及 1980 年 4月 8日到 4月 22日在聯合國貿易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簡稱 UNCTAD）主辦下召開了聯

合國限制商業活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s，簡稱 UNCRBP）以研擬一套管制限制商業活動的規範。參與的國家以

集團進行協商，協商集團計有 77國集團（Group of 77）、B集團（Group B）和
D集團（Group D），三集團各有不同的立場。我國於 1971 年即已退出聯合國，

                                                 
6 Eleanor M. Fox, Monopolization and Domin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fficiency, Opportunuity, and Faireness, 61 Notre Dame L. Rev. 981, 982 (1986).  
7 Russel J. Weintraub, Globalization’s Effect on Antitrust Law, 34 New Eng.L. Rev. 27, 34 ( Fall, 
1999 ). 
8 Lucio Lanucara, supra note, at 454-455.  
9 Lucio Lanucara, supra note, n78. 
10 Ibid.  
11 ibid.  
12 Lucio Lanucara, supra note, at 454. 
13 相關討論請見本文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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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未能參與此會議。 

77國集團於 1964 年在 UNCTAD發表「七十七國聯合宣言（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Seventy-Seven Countries）」而成立，成立時由 77個開發中國家組成，因此
稱為 77 國集團，目前已有 132 個會員國，中國大陸亦屬 77國集團的一員。此集
團的目標在於凝聚第三世界國家在聯合國體系關於經濟議題的協商能力，並促進

開發中國家間經濟以及技術合作"。77國集團結合了UNCTAD中的A集團（Group 
A）以及 C集團（Group C）。A集團由非洲和亞洲國家組成，但不包含以色列以

及南非；C集團則由拉丁美洲國家所組成。77國集團於參加 UNCRBP時其成員
計有 120個開發中國家，大部分位於非洲、拉丁美洲，以及南亞"。77 國集團希

望協議的原則可以促進其「新國際競爭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的計畫，這個計畫希望可以重新分發全球的財富，此計畫的目標包括︰ 

1. 促進開發中國家對其本身經濟的控制。 

2. 鼓勵開發中國家本土經濟的發展。 

3. 追求一個協助開發中國家國際系統的發展。 

在國際貿易事項上給予開發中國家較優惠待遇。" 

該計畫甚至有一個含有宣告開發中國家權利以及已開發國家相應義務的宣

言，並要求提供補償給其經濟曾受外國支配的國家"。 

B集團由已開發國家所組成，多為西方工業國家，全數為市場經濟國家"。

此集團視限制競爭活動的控制為維持並促進市場經濟的方法，因此他們將限制商

業活動定義為「藉由扭曲競爭過程干擾經濟資源有效使用及分配的活動」14。有

別於 77 國集團，B集團認為跨國公司是全球發展最有效率的推手，他們相信，

在全球競爭中奮鬥的公司是全球資源有效率的分配者，是一股促進全球經濟整合

的力量，可以有效率的平衡全球收入，將資本與技術分配給開發中國家15。B集
團中的美國政府相當歡迎這個協商，因為美國政府當局相信藉著這個全球商業行

為法典的協商可以教育開發程度較低的國家以及社會主義國家自由市場的本質
16。 

D集團由1989年至1991年轉換為市場經濟前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以及蘇聯

所組成。羅馬尼亞以及南斯拉夫除外，此兩國加入 77 國集團；阿爾巴尼亞也未
加入D集團，此國並未積極參與UNCTAD以及其他聯合國體系的活動17。雖然現

                                                 
14 Id, at 20.  
15 Id, at 21. 
16 Eleanor Fox, Competition Law and the Agenda for the WTO: Forging the Links of Competition and 
Trade, 4 Pac. Rim L. Pol'y J. 1, 4 (1995). 
17  參照美國國務院網站：  http://usinfo.state.gov/products/pubs/trade/glossdi.htm#groupd （ last 
visited on April 20,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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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D集團各國已經從社會主義轉換為市場經濟，但是D集團並未因此解散。在
UNCRBP的協商過程，D集團由蘇聯主導，同情 77 國集團的目標，他們追求限
制競爭活動的控制因為他們相信這些西方跨國公司所為的活動會直接損害其工

業利益，尤其是B集團國家的外國貿易卡特爾18。雖然D集團同情 77國集團的目
標，但是兩集團在協商的管制限制商業活動原則是否應適用於國營企業上的此議

題卻有分歧的見解，D集團認為應不適用於國營事業19，因為國營事業並不符合

「跨國公司」的定義；77國集團不認同D集團的見解，認為應將國營事業納入；

B集團更是反對排除國營事業的納入，而拒絕在有此種排除的協議上簽字20。社

會主義國家的事業幾乎皆為國營事業，因此可以理解為何D集團希望協議的原則
可以排除國營事業的適用，但是如果排除適用，就等於D集團只享權利不用盡義

務，因此 77 國集團和B集團堅持納入國營事業的立場也是必然的結果。最後協

議成功的管制限制商業活動原則適用於國營事業，但是仍預留國家自主立法排除

的空間，容後再敘。 

UNCRBP於 1980 年 4月 22日通過「管制限制性商業行為的一套多邊協議的

公平原則和規則（Set of Multilaterally Agreed Equitable Principles and Rules for the 
Control of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s，下簡稱本管制規則）」，提供商業活動準
則並呼籲各國執行這些準則，這是全球第一個關於限制競爭行為管制的協定。全

球主要競爭法體系為美國體系與歐盟體系，因此很自然地，本管制規則在實體法

方面為美國法和歐盟法的折衷21。該法隨後被送交聯合國大會，聯大於 1980 年

12月 5日 將本原則採納為決議通過，是為第 35/63號決議。 

本管制規則的條文大綱如下： 

第 A條：目的。 

第 B條：定義及適用範圍。 

第 C條：多邊協議的管制限制性商業行為的公平原則。（本條規定國家行為

的原則以及本協議重視開發中國家利益的原則。） 

第 D條：給事業的原則和規則，包括跨國公司。（本條為事業行為的基準，

規定有聯合行為及獨占力濫用等反托拉斯法規定。） 

第 E條：給國家在國家層級、區域層級以及次區域層級的原則和規則。（本
條規定國家的義務。） 

第 F條：國際措施。（本條建議採取國際行動以打擊被譴責的商業活動。） 
                                                 
18 Dale A. Oesterl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s, 14 Cornell Int’l L. J. 
1, 27(1981).  
19 Stuart E. Benson, Current Development: UN Conference on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s, 74 
A.J.I.L. 451, 452 (1980). 
20 Dale A. Oesterle, supra note, at 27. 
21 Eleanor Fox, supra note,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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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G條：國際制度性機制。（本條在UNCTAD下成立專家小組以研究限制商

業活動的管制）22

二、 拘束力 

本管制規則雖然是經過多國協商而達成的共識，但是並非條約，僅為聯大

決議，而聯大決議原則上並不具有拘束力。在某些情況下聯大決議可能因為各國

實際上對於不遵守國家的制裁或者是形成習慣法而有法律拘束力23，從目前本管

制規則被各國實行的情況觀之，本案並不具有各國實際採取制裁行動的情況；習

慣法的形成要有國家遵循此規則的法的信念以及反覆遵行的事實，本案也不具有

此種情況。因此本管制規則並不具有法律的拘束力。除此之外，本管制規則的前

言也指稱本管制規則的形式為「建議（recommendation）」，也就是說本管制規則

為自願性，是不具拘束力的。事實上，各國在協商本管制規則時，基於已開發國

家的要求，便決定此管制規則不採有拘束力的條約形式，而附於不具拘束力的聯

大決議中24；已開發國家並要求不要設置任何爭端解決機制處理本管制原則的爭

端，雖然開發中國家採相反立場，希望設置爭端解決機制25，不過最後的結果乃

是採取已開發國家的立場。 

本管制規則對於國家不具法律拘束力，但是對於事業，如果管制規則落實到

國內法規，對於事業將產生拘束力，此無疑義。但是本管制規則有沒有可能直接

對於事業產生實質拘束力？事業有沒有可能基於國際輿論壓力以及其產品形象

的考量而實際遵守本管制規則？對於此問題，有前述 OECD 指導原則的兩案以

資參考，OECD指導原則與聯大決議為相同性質，都僅具有「建議」效力，因此

答案為肯定，事業的確有可能基於社會輿論壓力以及事業形象而遵守本管制規

則。但是本文認為，在事業形象基本上是由廣告塑造的時代，實質拘束力所發揮

的功效可能也不大。 

三、 條文內容 

（一） 目的 

依照第 A條，本管制規則共有五個目的： 

1. 確保限制性商業活動不損害貿易自由化利益的實現。 

2. 達到國際貿易和發展的更佳效率，透過下述三種方法達到此目標： 

（1） 競爭的創造、鼓勵和保護。 

                                                 
22 全文請至UNCTAD網站下載：http://r0.unctad.org/en/subsites/cpolicy/docs/CPSet/cpset.htm （last 
visited on July 2, 2005） 
23 丘宏達，《現代國際法》，台北，三民書局，頁 91-102 (1998)。 
24 Timothy B. Atkeson and David G. Gill, The UNCTAD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 Code: A Step in 
the North-South Dialogue, 15 Int'l Law. 1, 2 (1981). 
25 Stuart E. Benson, supra note , at 4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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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本或經濟力集中的控制。 

（3） 鼓勵創新。 

3. 保護並促進社會福利，特別是消費者利益。 

4. 消滅可能由跨國公司或其他事業所為的限制性商業活動引起的對

貿易以及發展的不利益，並極大化國際貿易的利益。 

5. 提供一套多方同意的管制限制性商業活動的原則和規則供全球採

用，以促進國家和區域層級在這個領域的法律和政策的採用和強

化。 

因此，本管制規則肯認國際市場自由競爭對國際貿易和發展的助益，也鼓吹

各國採用競爭法，肯認競爭法的價值。 

（二） 定義 

1. 限制性商業活動 

    依據第 B 條的規定，限制性商業活動有兩種態樣，市場支配力量的濫用，

以及聯合行為。前者的構成要件如下： 

（1） 濫用，或收購以及濫用市場力的支配地位。 

（2） 限制市場進入或者不當抑制競爭。 

（3） 對國際貿易，特別是開發中國家的國際貿易，以及開發中國家的經

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或很可能有負面影響。 

第二種行為態樣是透過「事業間正式、非正式、書面、非書面協議或安排

（arrangement）」而具有上述相同效果的行為。第二種行為態樣也就是我國法上

的聯合行為。 

構成要件中「對競爭不當抑制」的要件可以說是「合理原則」的測試標準26。

至於最後一項要件，對國際貿易和經濟發展造成影響，其形式意義恐怕大於其實

質意義，首先，基本上只要是在國際市場上為支配力濫用行為或者是聯合行為便

可以推定為對國際市場會造成相當程度的影響，更何況條文並不要求造成影響，

只要有可能造成影響便該當要件。至於特別提出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是基於

對開發中國家利益的重視，也是為了重視已開發國家跨國事業在開發中國家進行

限制競爭行為的問題。 

2. 市場力的支配地位 

                                                 
26 Timothy B. Atkeson and David G. Gill, supra note,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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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力的支配地位」意指一個事業本身或者與其他事業共同活動而處於控

制某種特定產品或服務，或者一群產品或服務的相關市場的地位的狀態。 

3. 事業 

    事業意指從事商業活動的公司（firms, corporations, companies）、合夥，以及
其他組織團體，自然人或法人，或任何自然人和法人的組合，無關其創造的形式、

控制或所有權，私人或國家所有，包含其分支、子公司、關係事業，或其他直接

或間接受其控制的機構。 

    本管制規則將國營事業納入了「事業」的定義中，也就是說國營事業也有本

管制規則的適用。另外，如果國家從事私營利行為，也屬於「事業」，而有本管

制規則的適用。「事業」也不以跨國營運者為限。 

（三） 適用範圍 

本管制規則關於事業的規範適用於所有貨品以及服務的交易，因此也可能適

用於技術移轉以及商標交易。此外，本管制規則中所提到任何「國家（States）」
以及「政府（Governments）」的規定也都同樣適用於國家區域群體，因此對於歐

盟也有適用。值得注意的是，本管制規則不適用於政府間的協議，以及因此協議

所引起的限制性商業活動。這些政府間關於限制性商業活動的協議應由各國特別

以外交途徑解決。 

雖然限制競爭活動對於國際貿易的影響在現今日漸受到重視，由政府發起的

限制競爭行為，除了國營事業的獨占地位，也就是產業政策之外，政府發起的聯

合行為事實上充斥在我們四周。例如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OPEC（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就是一種典型的由國家主導的產業間的聯合行

為。OPEC於 1960 年成立，目前有 11個會員國，為伊朗、伊拉克、科威特、沙

烏地阿拉伯、委內瑞拉、卡達、印尼、利比亞阿拉伯人民社會主義群眾國、

阿拉伯大公國、阿爾及利亞、奈吉利亞。其目標在於協調並聯合會員國

間的石油政策，以穩定石油生產者的油價，確保石油業者能夠從其投資

獲得合理的報酬，事實上即是為了避免石油業者間的削價競爭而聯合控

制價格的行為。早期在 1970 年代初以及 1980 年代中，OPEC 直接對於原
油進行定價，不過目前 OPEC 乃是藉著控制產量來操控原油價格。OPEC
的石油貿易佔了全球的 55﹪，因此其產量對於全球油價有決定性的作用。 

這種政府間的產業控制聯合行為想當然爾會對國際貿易造成影響，也會對消

費者權益造成影響，既然業者間沒有辦法在價格上進行競爭，消費者也就沒有辦

法在價格上獲利。 

（四） 國內法與本管制規則的關係 

依照第 C 條第 5 款規定，本管制規則不會使在國內法或者區域法律下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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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行為正當化。 

另外，依照第C條第 6款的規定，國家可以制定法律或者是由國家利用公權

力直接進行要求，而將某些行為排除於本管制規則的規範中，而其他國家對於這

些法律必須要表示尊重。依照第C條第 6 款27的規定，只要事業（不論該事業是

否由國家建立或者控制）的行為，在合於相關的法律規定（但是這樣的法律規定

應該被清楚定義並且是公開可得的），或者是基於國家要求的範圍內，就不在國

家考量適用本管制規則的範圍內。 

本條規定的結果使得事業行為可以因為合乎國內法的規定或者是受國家要

求，而不受本管制原則的規範。這樣的豁免規定比美國反托拉斯法中的「外國主

權強制原則（foreign sovereign compulsion doctrine）」抗辯要來的寬鬆28。「外國

主權強制原則」抗辯要求該行為違反美國法律必須是實際上受到外國政府的強

制，而且該外國命令對於被控的行為是「基本根本的」而非只是稍微有關的。本

項規定並不要求事業的行為必須受外國主權「強制」才能達到抗辯基準，只要該

事業行為合於國內法律規定就可以達到抗辯基準。 

本款規定讓原本就不具拘束力的本管制規則效力更是大打折扣。也因為本款

規定，D集團國家當初堅持本管制規則不要將國營事業納入規範的立場雖然退讓

了，但是 D 集團實際上仍是可以將國營事業藉由本款排除在本管制規則的適用
外。 

（五） 國際上對於限制性商業活動應努力的方向 

依照第 C 條第 1 項規定，各國同意應在國內層級、區域層級以及國際層級
採取適當行動以處理限制性商業活動。另外，第二項規定政府應該在雙邊或是多

邊層級上控制限制性商業活動。第三項則要求國際間創造或促進合適的機制以促

進政府間關於限制性商業活動資訊的交換。第四項則要求國際間設計方法以促進

關於控制性商業活動的政策議題的多邊協商。簡而言之，各國認為當下應該建立

機制、促進交流、進行合作以共同打擊限制性商業活動。這也是目前國際競爭法

發展的趨勢。 

（六） 對於開發中國家利益的特別重視 

本管制規則在多處提到限制性商業行為對開發中國家國際貿易以及經濟發

展的影響應受到重視，文中特別提出開發中國家約有二十多次。首先，管制規則

                                                 
27 In order to ensure the fair and equitable application of the Set of Principles and Rules, States, while 
bearing in mind the need to ensure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the Set of Principles and Rules, 
should take due account of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conduct of enterprises, whether or not created or 
controlled by States, is accepted under applicable legislation or regulations, bearing in mind that such 
law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and publicly and readily available, or is required by 
States.  
28 Timothy B. Atkeson and David G. Gill, supra note,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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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言中第一段便提到「承認限制性商業活動可以負面影響國際貿易，特別是發

展中國家的國際貿易，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接著，在第 A條的目的中
提到，應確保限制性商業活動行為不會負面影響貿易自由化利益的實現，特別是

那些影響開發中國家貿易和發展的限制性商業活動。接著，在「限制性商業活動」

的定義中，本管制規則提到，所謂限制性商業活動必須對國際貿易，「特別是發

展中國家的國際貿易」，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有負面影響，或可能有

負面影響者。除了在「限制性商業行為」的概括定義中提到，第 D 條給予事業
的行為準則，在聯合行為和支配力濫用行為的規定中，也特別提到這些行為對於

開發中國家國際貿易和經濟發展的影響。特別在定義中提到對於開發中國家貿易

以及經濟發展的影響，管見以為，本管制規則協商國家的目標並不是要將有責性

特別建立在限制性商業行為對於開發中國家的影響，不論限制性商業行為影響的

對象是開發中國家或者是已開發國家，應該都同具有有責性。之所以特別提到對

於開發中國家的影響應該只是為了表示對於限制性商業行為對於開發中國家影

響的重視。 

另外，第 C條的標題（iii）更直接以「給開發中國家的較優惠或不同待遇」

為標題。第 C條的標題（iii）第 7款規定，為了確保本管制規則的公平適用，國

家，特別是已開發國家，基於特別是開發中國家的如下目的，應在他們對於限制

性商業活動的控制中考量開發中國家（特別是最低度發展國家）的發展、財務以

及貿易需求： 

（a） 促進本土產業以及經濟其他領域的經濟發展的建立和發展。以及 

（b） 透過開發中國家的區域或全球安排以鼓勵其經濟發展。 

在第 E條國家義務的部分，本管制規則也多次提到開發中國家的利益。第 F
條國際措施中亦同，例如第 5 款規定，UNCTAD 應該繼續進行限制性商業活動

模範法的制訂，以協助開發中國家進行適當法規的設計。有別於前面幾項規定對

於開發中國家利益的提出，前面幾項多是要求已開發國家，或是已開發國家的企

業，重視他們強大經濟力對於開發中國家經濟的影響，本款則是希望開發中國家

能夠訂立反托拉斯法，以求自保。第 6款則提到 UNCTAD或者是聯合國之內其

他與 UNCTAD有關的組織，提供特別是給開發中國家的限制性商業活動的其他
協助，例如技術協助、建議或者是訓練計畫。例如第（a）項提到，基於開發中
國家的要求，應提供專家以協助開發中國家形成或者是促進其限制性商業活動的

法規和程序。第（b）款則提到，應舉辦座談、訓練計畫或者是課程，主要在開

發中國家舉辦，以訓練涉及，或很可能涉及限制性商業活動法規執行的政府官

員。最後，在第 G條標題（iii）的檢視程序關於行為是否濫用又再度提出對於開

發中國家的貿易以及經濟發展是否造成影響應在檢視範圍內。 

（七） 事業行為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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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聯合行為的禁止   

    第 D 條第 3 項規定的聯合行為禁止的規範，其行為的構成要件可以拆解如

下： 

     ( 1 ) 行為主體：參與具有競爭或潛在競爭活動市場的事業 

     ( 2 ) 行為方式與態樣： 

透過正式、非正式、書面或非書面協議或安排而為下列行為： 

a. 限定價格協議，含出口及進口。 

b. 共謀投標 

c. 市場及顧客瓜分協議 

d. 銷售及生產配額 

e. 聯合拒絕交易 

f. 聯合拒絕供給給潛在進口者 

g. 聯合拒絕對於競爭有決定性的安排或團體的進入 

    （3）行為效果：限制市場進入或是不當限制競爭（unduly restrain competition） 

     ( 4 ) 行為效果：對，或是可能對國際貿易，特別是開發中國家的國際貿易，

以及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第D條第 3項把關係事業間的交易排除在聯合行為外，依據本款規定，事業

與其他透過共同控制，包括透過事業所有權，或者是彼此無法單獨行動的單一經

濟體的其他事業進行交易，不在本款的規範範圍內。另外，「參與市場上敵對活

動或是潛在敵對活動」此一要件也排除本款規定在關係事業間的適用。關係企業

內的交易是否有聯合行為規定的適用，一直是學術界討論的議題，通說認為，關

係企業彼此間已喪失獨立性，沒有獨立決定重要經營事項的能力，應該被視為一

個整體，其彼此間應不受聯合行為的規範29。本管制規則將關係企業內交易排除

於聯合行為的適用等於是將學術界長久以來的通說落實於實體規範上。 

    本項規定對於聯合行為的規範態樣基本上與世界上大多數國家對於聯合行

為的規範相似，不一樣的是本項的規範方式，本項規範要求的效果是「不當限制

競爭」，對於所有的行為態樣都以「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加以檢視，而未
如美國法一般把某些行為態樣直接以「當然違法原則（per se rule）」加以禁止，

                                                 
29 吳秀明，〈聯合行為理論與實務之回顧與展望—以構成要件相關問題中心〉，收錄於《公平交

易法施行九週年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146，台北，元照出版（2001 年 8月）。Phillip E. Areeda 
and Herbert Hovenkamp, Fundamentals of Antitrust Law, 517-522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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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價格限定（price-fixing）」30。依照我國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規定，事業不

得為聯合行為，例外有益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益經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不在

此限，我國法則是原則上推定所有聯合行為對於競爭不利而對所有聯合行為加以

禁止。以我國法或美國法的管制方式可以大量縮減聯合行為的執法成本。聯合國

的本管制規則本身不具有法律拘束力，沒有爭端解決機制，又採用如此易生爭端

模糊不清的立法方式，更加弱化其實質上可能有的一點拘束力。 

2. 支配力濫用的禁止 

    依照第 D 條第 4 款，事業應避免在相關市場上為支配力濫用行為，支配力

濫用行為其構成要件如下： 

    （1）在相關市場上透過濫用行為，或收購以及濫用市場力的支配地位，而

為下列行為： 

a 對競爭者為掠奪行為，例如利用低於成本定價來消滅競爭者； 

b 在貨品或服務的供給或購買上為歧視（無法正當化的差別）定價或條
件，包括提供關係事業間交易與關係企業外交易的價格相比貨品或服

務過高或過低的售價。 

c 結合、併購、合資（joint ventures），或其他控制權的收購，不論是以

水平、垂直，或集團企業方式進行。 

d 限定可能在進口國被轉賣的出口貨物的價格。 

e 限制貨品的進口以維持高價，這邊的貨品指在國外已經合法的貼上商
標的貨物，而這個商標與進口國中一個受保護的商標相同或類似，在

進口國中這些商標有相同來源，也就是說他們屬於相同所有人，或者

由具有經濟上、組織上、經營上或法律上依賴性的事業所使用。 

f 並不是要確保合法商業目標的達成，例如品質、安全、合適的分銷或

服務，而： 

（i） 部分或全然拒絕依照事業的商業習慣條件交易； 

（ii） 將特定貨品或服務的供給取決於接受競爭商品或其他商

品的分銷或生產限制。 

（iii） 對於被供給的貨物或者可能被轉賣或出口的貨物銷售的

地點、銷售的對象、銷售的的方式以及數量進行限制。 

（iv） 將特定貨物或服務的供給取決於對於供給者或者供給者

                                                 
30 Phillip E. Areeda and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at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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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指定人（designee）其他貨品或服務的購買。 

     （2） 限制市場進入或者不當限制競爭 

     （3） 對，或很可能對國際貿易，特別是開發中國家的國際貿易，及開發

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 

    行為是否構成「濫用」，本款的註解作了說明。行為是否濫用，應該依照其

目的以及對實際情況的效果作檢視，至於對實際情況的效果指的就是上述要件二

和要件三的效果。另外還要考量行為是否： 

a 依照相關事業間組織上、經營上以及法律上關係是妥當的，例如有立

於同一經濟體關係的背景，並且在關係事業外沒有限制效果。 

b 依照相關市場內經濟狀況的特殊條件是妥當的，例如供給與需求的例

外情況或者是市場的規模。 

c 屬於通常在控制限制性商業行為相關的國內或區域法律和規章下可

接受的類型。 

d 與這些原則和規則的目標和目的相符。 

    本管制規則將一些一般獨立列出的限制競爭行為或是不公平競爭行為態樣

置於支配力濫用的行為態樣中，例如差別待遇與結合。因此事業為差別待遇或是

結合尚必須達到具市場支配力的門檻才會受本管制規則所規範，這樣的標準顯然

比一般國內法的標準要寬鬆，例如我國的公平交易法。 

3. 其他義務 

（1） 服從商業活動運作國法律的義務： 

依照第D條第 1款規定，事業應服從其「運作（operate）」國的限制性商
業活動法。因為條文用語採用「運作」而非「成立」或「註冊」，而引發爭議。

很多商業團體，包括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建議刪
除此條文，因為這些文字是多餘的，並且可能負面地鼓勵國家對於在其境內

從事商業活動的外國事業行使域外管轄權31。B集團國家更公開地拒絕這種建

議，認為本管制規則在管轄權的立場上應該是中立的32。已開發國家和商業

團體之所以會反對此條文，目的無非是為了保護其商業利益，希望其在國外

的商業活動可以不受商業活動本地國的競爭法所管轄。但是如果不由商業活

動營運國管制，實際上成立地或註冊地國對於不會影響到國內而於境外從事

的限制競爭行為主動進行追查的情形可能少之又少，那麼這些跨國商業團體

在成立地或註冊地境外所從事的限制競爭行為可能實際上成為三不管地帶，

                                                 
31 Timothy B. Atkeson and David G. Gill, supra note, at 11. 
32 Id, at 11-12. 

 115



國際競爭法的調和                                                              第五章：全球性的競爭法規範 

有違本管制規則的目標。除此之外，目前大多數的已開發國家其本身的競爭

法為了保護其本國的市場秩序也都採用效果主義而有競爭法域外適用的情

況，商業大國美國更是競爭法域外適用的率先發起國。因此以「運作」國法

律為限制競爭活動適用的基準，於情於理上都應該是妥當的。 

（2） 合作與提供資訊的義務： 

    依照第 D條第 2款規定，事業對於國家進行限制性商業活動的調查應該

予以合作，並且應該提供相關資訊，包含位於外國的資訊，除非這樣的資訊

提供受相關法規或者是既定政策所禁止。 

（八） 國家行為準則 

    國家關於限制性商業活動管制的行為準則規定在第 E條，可以分為兩部分，

一部份是國家在國內法上應有的態度，另一部份則是國家在國際上應有的態度。 

    關於前者，本管制規則首先於第 1款開宗明義地規定，國家有義務採用、促
進並有效施行適當的法律以及執行司法和行政程序以控制限制性商業活動行

為。第二款要求國家將其法律條文主要處理影響其貿易或經濟發展的前述聯合行

為和支配力濫用兩種行為態樣。另外，第四款則要求當國家注意到限制性商業活

動影響到國際貿易時，在其能力範圍內採取適當的救濟或預防措施以預防、控制

限制性商業活動的使用。這些規定引發兩個問題，首先，本管制規則是否要求國

家開放其法院針對影響發生於國外的限制性商業行為對於其國民進行訴訟33？

其次，本款要求國家執行的管制限制性商業行為的法律是否必須仿照本管制規則

的規定34？不過，77國集團相信已開發國家有義務針對其國民在國外產生影響的
限制性商業活動行為在國內進行訴訟35。B國集團當然對這種見解採否定看法，

並且認為其不具能力以管制在國外的限制性商業活動，因此不符合第 4款「能力

範圍內」的要求。然而，從國際法的觀點來看，一國確實可以針對其國民，不論

在何處所為的行為施行法律，而理論上而言，已開發國家也的確有這種能力，訂

立這種管制國外行為的法律是在他們「法律上能力範圍內」36。但是從實際狀況

來看，目前沒有一個國家會針對對於其自身市場沒有影響的限制競爭行為進行管

制，理由大概是基於執法資源有限，誘因不足。另外，限制競爭行為或不正競爭

行為是否能夠有效打擊，多賴於證據是否能夠有效蒐集，對於在境外所為的行

為，證據的蒐集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雖然可以藉著各國合作而減輕這部分的缺

陷，但是為了有效打擊，比較有效率的方法還是加強開發中國家競爭法的執法，

而不是希望已開發國家能夠針對其國民在境外的行為執法較為實際。 

至於後者，參照前述第 C 條第 5 款規定，國內法的不法行為不會因為合乎

                                                 
33 Dale A. Oesterle, supra note, at 45. 
34 Ibid.  
35 id, at 46. 
36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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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管制規則的要求而變為合法，因此本管制規則的用意應該不在硬性要求國家應

該訂立一套與本管制規則相同的管制標準。但是既然訂立這一套標準，目標即是

希望事業能夠遵守，因此這套標準的提出應該有希望各國以這套標準為國內法立

法的最低標準的意涵。 

另外，為了加強限制性商業活動行為的管制，第六款要求國家建立或促進他

們在限制性商業活動上獲取資訊的機制。 

在執行限制商業活動的管制上國家應該本著公平原則，依照第三款規定，國

家對於所有立於相同基礎的事業應該給予公平的待遇，並且依照既定的法律程

序。本管制規則此段公平原則的要求似乎含有「國民待遇」原則的意涵，但是因

為條文要求公平待遇以立於相同基礎（on the same basis）為前提，不同的國籍可

否算是立於相同基礎？此外，對照第C條第 7 款給予開發中國家較優待遇的規
定，兩款是否有衝突？競爭法的執行對於開發中國家的產業是否應該較為寬鬆？

B集團國家可能會主張，他們會給予開發中國家產業較少的反托拉斯法負擔，但

是這是要取決於這些產業的規模和市場力，而非其母國的經濟情勢37。77國集團
和D集團可能會依照前述的「新秩序」原則來決定是否公平，也就是說開發中國

家產業應該一律有較優惠待遇38。這樣不同的解釋又再度反映出三個集團對於本

管制規則立法目的的歧見，B集團認為本法的訂立是追求競爭的效率，其他兩集

團追求的則是資源再分配。 

第五款則要求國家提供國際商業正當程序（due process）的保護，依照本款
規定，國家從事業獲取含有合法商業機密的資訊時，有義務去提供這些資訊一般

在此領域適用的合理保護。 

在國際上，國家應該在區域層級以及次區域層級（subregional level）上建立

適當的機制以促進限制性商業活動資訊的交換、在此區域國內法和政策的適用，

並且協助其他國家限制性商業活動的控制（第 7 款）。在限制性商業活動控制上
有較多經驗的國家應該與其他國家分享經驗或者是提供技術協助（第 8 款）。在
有需要的時候，國家並應基於其他國家的要求或者是基於自願，提供其他國家，

特別是開發中國家，公開可得的資訊以及其他符合法律和既定政策的資訊給對於

有效控制限制性商業活動行為有需要的國家（第 9款）。 

（九） 協商程序 

    UNCRBP並未建立一套爭端解決機制，但是建立了一套非強制的、自願性的

協商程序，相關規定見第F條第 4款規定。一國如果認為針對限制性商業活動控
制的某個議題與其他國家進行協商是合適的，可以要求與該國進行協商以尋求雙

方滿意的解決之道。協商進行時，當事國可以要求UNCTAD的秘書長

                                                 
37 id, at 49. 
38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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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General of UNCTAD）舉辦會議以進行協商。如果當事國同意，

UNCTAD秘書處可以協助發表協商結果的聯合報告。聯合報告有助於澄清本管制

規則的解釋，但是因為涉及國不多，又沒有統一的仲裁單位，因此其說服力不高。

這個協商程序與 1976 年OECD指導原則以及GATT中所建立的協商程序類似39。

過去的經驗指出，比起透過國外的執行機關對限制競爭商業活動進行救濟，國家

比較傾向於利用協商程序來控訴進行中的外國反托拉斯調查或追訴40。不過以本

管制規則模糊而充滿爭議的用語觀之，本協商機制的利用率應該不高。 

（十） 國際機制的建立 

依照第 F 條規定，UNCTAD 應該繼續制訂限制性商業活動模範法，並且繼
續提供限制性商業活動的技術協助、建議以及訓練計畫。 

另外，本管制規則於第 G條在 UNCTAD的架構下設置了政府間關於限制性

商業活動專家小組（Intergovernmental Group of Experts on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s），該小組的功能如下： 

a 提供國家間關於本管制規則事項的協商、討論以及觀點交換的場合以

及形式。 

b 執行並宣傳關於本管制規則限制性商業活動的定期研究。 

c 從 UN體系的相關組織中尋求並考量相關研究、文件以及報告。 

d 研究與本管制規則相關事項以及依據關於商業交易以及其他向所有

國家得來的相關資訊所形成的事項。 

e 收集並散佈關於本管制規則用以全面性達成目標的資訊，以及國家在
國內以及區域層級採取適當行動以促進本管制規則（包括其目標以及

原則）效用的資訊。 

f 在其能力範圍內提供國家適當的報告以及建議，內容包括本管制規則

的適用及施行。 

g 至少每年一次發表關於其工作成效的報告。 

    這個跨國小組是單純的研究機構，不論是這個跨國小組本身或者是其子單

位，都不能作為爭端解決單位處理個別政府或者個別事業關於特定商業交易的行

為。當事業因為特定交易而陷入爭端時，跨國小組應該避免涉入。 

四、 檢視 

依照本管制規則第 G條第 6款規定，在聯大決議通過後對本管制規則應進

                                                 
39 id, at 45.  
40 Id, at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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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每五年一次的檢視，故目前為止已經進行過四次檢視，今年將進行第五次檢

視。檢視會議由聯合國秘書長（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召集，
UNCTAD主辦。 

2000 年的第四次檢視會議於 9月 25日在日內瓦舉行，會後的決議報告重申

本管制規則的有效性，建議聯合國大會將本管制規則改稱為「聯合國關於競爭的

一套原則與規則（UN Set of Principles and Rules on Competition）」，並呼籲所有的
會員國施行這套條款41，也呼籲各國競爭主管機關進行合作以強化結合管制並打

擊卡特爾，特別是在國際層次的這些行為42。另外，還決議政府間研究小組於其

2001 年的會期研究下述議題以求本管制規則更好的施行成果： 

a 關於結合管制的合作。 

b 競爭政策以及智慧財產權的關係。43 

    本次檢視會議也對國際競爭政策與法律的合作現況作了檢視，就本次會議的

研究報告而言，競爭法和競爭政策領域的國際合作依照廣義理解，涵蓋：1.旨在
避免各國政府之間發生衝突的合作；2. 旨在便利執行反對限制性商業慣例的法

規合作；3. 由經驗較多的國家提供經驗較少的的國家競爭法和競爭政策的制
訂、改革或執行的技術援助；4. 促進競爭法或競爭政策的區同或協調；5. 在區
域集團範圍內加強經濟一體化44。 

五、 評析 

本管制規則是首個由不同經濟發展層級的國家進行協調而得出的產物，因此

可以說是相當具有代表性以及重要性，它代表了全球對於競爭規則應有態樣的共

識，例如限制競爭活動的管制態樣應包含有聯合行為以及獨占力的濫用，也對一

些反托拉斯法上的爭議問題提出解答，例如聯合行為不適用於關係企業間的交易

等。因此，基於其不具法律拘束力的本質，其所代表的意義恐怕大於其實質可以

發揮的影響力。有論者認為本管制規則根本未達任何成功45，不過不論如何，這

部管制規則的達成本身就代表了一定意義。 

這份管制規則是 1980 年的產物，不知道是他實際發生了作用或者是有先見

之明，近年來國際間關於反托拉斯法的發展的確如這份管制規則中一些建議的方

向進行，例如國家間逐步加強托拉斯法執行的合作，不論是雙邊或者是多邊上；

資訊交換的互相協助也日漸受到重視，是大多數國際反托拉斯法的雙邊協定必備

                                                 
41 TD/RBP/CONF.5/15, at 2 ( October, 4, 2000) 
42 id, at 3.  
43 Id, at 4.  
44 TD/RBP/CONF.5/4, at 4 ( April, 30, 2000 ) 
45 Paul Crampton and Milos Barutciski, Post Privatization in the America: Competition Law Policy and 
the Alternative: Trade Distorting Private Restraints: A Practical Agenda for Future Action, 6 Sw. J.L. 
& Trade Am. 3, 26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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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競爭法的適用也日漸普及，目前除了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以及大多

數的低度開發國家也都有了競爭法。 

1980 年代，開發中國家視這份管制規則是財富重新分配的管道，希望能透

過這份管制規則遏止已開發國家的事業控制開發中國家當地的經濟；已開發國家

則視這份管制規則可以在開發中國家推展競爭法，以提供其企業公平的競爭環

境，雙方各有不同的目的，但是如果全面地推行競爭法，獲利較多的恐怕仍是已

開發國家，因為已開發國家企業本身已具有較強的競爭實力，這與貿易自由化的

發展相同。競爭法試圖給予競爭者公平的競爭環境，但是開發中國家的事業與已

開發國家的事業天生就是不平等，在已開發國家強勢的經濟實力下，開發中國家

的事業似乎注定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雖然本管制規則一直強調開發中國家的利

益，但是正如各地反全球化浪潮的主張一樣，門戶大開似乎只是將開發中國家的

小企業活生生地送上鉆板，任人宰割。在倡導競爭政策，呼籲解除管制的這個時

代，產業政策在某種程度上似乎仍有必要，如何在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中達到調

和，取得一個合理的公平，是我們在這份規範協商過程中三集團的歧見所看到的

問題。     

參、 國際反托拉斯法典草案（Draft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Code） 

一、 前言 
    1993 年研擬設立WTO的期間，隸屬於「Max Planck比較公法以及比較國際
法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Public Law and International 
Law46）」，由Wolfgang Fikentscher教授47和Ulrich Immenga教授48領軍的國際反托

拉斯法案工作小組（International Antitrust Code Working Group），或稱慕尼黑小
組（Munich Group），曾經向GATT提出一份「國際反托拉斯法典草案（Draft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Code，下簡稱DIAC）」，內容包含國際反托拉斯實體規範，

以及一個執行機構和爭端解決機構的架構設計。這個工作小組的成員並非全是德

國人，事實上主要還有來自美國的學者專家，另外還有一位來自日本的學者，一

位來自瑞士的學者49。雖然不夠全面性，不過世界反托拉斯法主要是以德國和美

國為主，因此這份草案堪具一定全球代表性。這份草案原本預計成為WTO（是
時稱為MTO，Multilateral Trade Organization）附件四下的複邊貿易協定之一，但

                                                 
46 該機構於 1924 年在德國柏林成立，該機構結合國際公法的基礎研究以及比較憲法和比較行政

法的研究。該機構每週一固定舉行學者討論會，此外並有常設研究工作小組，處理諸如國際安全、

立憲主義、國際經濟法、歐盟、法律與倫理和人權議題。 
詳細介紹請見該組織網站：http://www.mpiv-hd.mpg.de/en/hp/eprofil.cfm （last visited on June 16, 
2005） 
47  Professor Wolfgang Fikentsche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University of Munich, and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Foreign and International Patent, 
Copyright, and Competition Law, Munich ( External Member ).  
48 Professor Ulrich Immenga,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School of Law,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German Monopoly Commission.  
49 關於詳細的成員名單，參見 DIAC, section Ⅸ of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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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後在WTO成立時這份草案並未獲採納。雖然實際上這份草案並未發揮其原

本預定發揮的功效，但對於目前國際反托拉斯法的發展仍可提供借鏡。 

    在 DIAC的介紹（introduction）中，指出除了世界秩序發展的因素外，訂立

DIAC具有六大理由，然而某些理由可能會互相重疊。 

第一點，基於開放市場的因素。在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一國的交易者可以

進入另一國而不被私人限制所阻礙，例如排他性的卡特爾（exclusionary cartels）
或者是束縛性的經銷網路的濫用（abusive tying-up of distribution networks），愈來

愈重要。政府所造成的限制長久以來都是 GATT 下協商的客體並且受到 GATT
的限制，但各國卻無法對阻礙市場參進的私人限制達成反托拉斯法的共識。有的

時候一國會有針對這些行為做出禁止規範，但是卻未加以執行。創造一個國際架

構可以確保這類執行並且打開全球市場。 

第二點，基於管制出口卡特爾的理由。很多國家有出口卡特爾的例外豁免，

認為對外國人造成損害無關緊要，而出口卡特爾的從事者通常也聲稱他們並不在

受損害國家的管轄權之內。出口卡特爾的禁止實際上是攸關所有國家的利益的；

廣泛而言，此攸關全球福祉，縮小層面而言，這也與出口國本身和他國的互惠利

益有關。 

第三點，在國與國之間日漸整合為一個國際市場之際，沒有必要去區分關於

低價的反托拉斯和貿易規範（掠奪和傾銷規範）。這兩者處理的是相同現象，然

而目前他們以不同路徑在進行。一個立於全球公民利益的國際架構會視這個問題

為單一的現象。設置一個國際機關可以作為尋求共同規範的場所，打破從全然貿

易觀點中衍生的保護主義。 

第四點，商業成本的考量。在全球化的經濟中，同一交易適用多國的法規，

而每個國家的法律多少都有不同的要求與標準。這樣的不調和阻礙了市場交易順

利並有效率的運行。他們增加了商業成本並且阻礙了某些有益的交易的進行。一

個全球架構可以成立某些共同的標準。更甚者，這樣一個架構以及交流場所的存

在自然而然地會拉近各國法規的距離，進而解除社會成本以及不和諧。 

第五點，現今很多公司都橫跨全球，而一樁交易也可能使得全球皆受影響。

沒有一個國家具有評估交易影響的優勢，不論這些影響落於世界的何處。在全球

架構下，機關應該要從全球公民的角度關心交易或者是行為的所有影響。 

第六點，競爭法調和的過程已經在發生中。這是很明顯的，例如歐洲自由貿

易協定（EFTA）國家同意採用歐體的法律，以及東歐國家同意修改其法律以適

應歐體的法律。在歐洲之外，調和的過程也在悄悄的進行。國際法典發展的過程

將使大眾意識到這個過程。 

    就 DIAC發展的時代背景而言，是時作為 G7頭頭的美國，經濟蕭條已近尾
聲，但是並沒有明顯的成長。國際合作有益於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做為世界經濟進

一步整合以及反對保護主義的工具，而國際反托拉斯系統正是針對這個問題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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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答。至於在大西洋的彼端，歐洲也有相同的問題，經濟蕭條、緩慢的經濟復

甦、蠢蠢欲動的保護主義、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之間的爭論，因此需要朝國際競

爭系統重新定位。總結而言，從當時經濟各主要角度出發，國際反托拉斯法的引

進可使所有人獲利。保護主義似乎永遠會是個不具效率的架構。除了經濟效率的

考量，任何反托拉斯法的傳統法規目標都確保自由的市場進入，保護免於獨占力

並支持競爭的能力。達成這些目標也符合前共產主義國家以及開發中國家的利

益。 

    至於在架構方面，UNCRBP「管制限制性商業行為的一套多邊協議的公平原

則和規則」的失敗對於DIAC制度的設計造成影響。工作小組認為UNCRBP「管
制限制性商業行為的一套多邊協議的公平原則和規則」未能在國際協定和國內法

以及透過國內機關執行間建立起足夠的關連，並且也未能獲得足夠的支持50。因

此DIAC工作小組決定不採用該法的規範方式。 

二、 DIAC的五大原則 

    DIAC基本上是植基於五大原則，此五大原則如下： 

（一）適用國內實體法原則 

對於國際案件的解決，DIAC 主張適用國內法，不只是準據法的選法問題

（conflict of law），而是直接適用國內實體法。 

（二）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原則 

也就是不歧視原則，在國內法之下，對於外國人和本國人給予相同待遇。國

民待遇原則以兩種方式運作，首先，對於國內法律授予的權利，例如專利權，國

民待遇要求對於想行使此權利的外國人或本國人提供同等待遇。另外，就義務而

言，國民待遇也要求對外國人和本國人提供同等待遇，外國人和本國人應該負擔

同等義務，例如不可以為聯合行為。 

（三）最低標準( minimum standards ) 原則 

DIAC提供國內反托拉斯法最低標準。依照DIAC第二條第 1款第a項規定51，

協定各簽約國應該依據其憲法採取必要的措施以確保本協定有效的適用。換句話

說，各簽約國必須符合本協定反托拉斯規範的最低要求。不過本款只要求各簽約

國的國內法和實務作法與協定相符，而未要求以何種方式呈現。這些義務的完成

可以藉著直接將協定轉換為國內法，或者是訂立特別的法規改變國內的反托拉斯

                                                 
50 Daniel Steiner, The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ompetition Laws, 24 Man. L. J. 577, 610 (1997). 
51 Art. 2: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Sec. 1: Obligation to Implement and to Inform 
(a) Any Party to this Agreement undertakes to adopt, in accordance with its constitution, the measures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this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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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52。本款的目的在提供最低保護原則，因此，各國有不同反托拉斯法規範的情

況仍然會存在，各國可以自由去發展其本國的反托拉斯政策或者是採用更嚴苛的

法規53。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本協定提供的是最大程度保護，也就是說，本協

定提供的保護可能比一般國內法要嚴苛，例如私人在限制競爭訴訟中的程序權利
54。 

DIAC的目標並非訂立一套統一的國際競爭法，而是要調和各國競爭法，因

此，在某方面而言，DIAC可以說是在調和各國的競爭政策55。DIAC工作小組主
張：「法律可以以多種方式處理國際問題，最極端然而通常不實用的方法是國際

間協定，或者是關於統一（或者至少是已調和）法的條約。最緩和的方法是將國

際議題的法律解決留交國內法，然而這具有不容許的域外性限制，最終會受傳統

的衝突法方法緩和。這個草案未採用任一種方式，前者顯的太極端，後者太無效

率。」56。DIAC所採取的方式是，以國內法解決國際問題，但是對於國內法做
最低程度的要求，以提供國際競爭秩序一定的保護。這樣的方式一方面可以避免

偏激地要求各國採納相同的競爭規範，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因為域外適用法律產

生衝突而無法適用適當法規的情況。 

（四）國際程序方案原則 (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procedural 
initiatives) 

國際程序方案原則(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procedural initiatives)，簡稱
IPI原則，乃是為因應 GATT(MTO)規範欠缺自我執行（self-executing）性質而產
生的原則。 

所謂的自我執行性質，以Paris and Berne Convention為例，是指公約的內容

可以直接在會員國國內適用，不論該會員國是否在相關的法領域提供其法律。舉

例而言，中國大陸是Paris Convention的一員，過去中國大陸並沒有全國性的公平

交易法，然而中國大陸卻受Paris Convention Article 10bis57的拘束，依照該條文規

                                                 
52 DIAC, Art.2, Comments.  
53 Ibid.  
54 ibid.  
55 W. Fikentscher,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Among Industrial Competitors- In German, European, and 
U.S. Antitrust Law, and ini the Draft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Code in the GATT/WTO System, in C. J. 
Cheng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of Competition Laws, 109, at 121(1995).  
56 DIAC, section Ⅵ of Introduction.  
57 Paris Convention, Article 10bis Unfair Competition 
(1) The countries of the Union are bound to assure to nationals of such countries effective protection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 
(2) Any act of competition contrary to honest practices in industrial or commercial matters constitutes 
an act of unfair competition. 
(3) The following in particular shall be prohibited: 

(i) all acts of such a nature as to create confusion by any means whatever with the 
establishment, the goods, or the industrial or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a competitor; 
(ii) false allegations in the course of trade of such a nature as to discredit the 
establishment, the goods, or the industrial or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a compet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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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國大陸有義務去提供足夠的法律規範以打擊不公平交易。因此，一個外國

原告可以直接在中國依照Paris Convention Article 10bis控告違反不公平交易行為

的法律。只要其國內法未達Paris Convention Article 10bis的要求，Paris Convention 
Article 10bis都可以做為自我執行條文而直接適用58。 

GATT之中並沒有自我執行的制度，因此 DIAC小組另外提出了可以達到同

樣效果的 IPI 原則。DIAC 要求各會員國適用其國內法處理國際反托拉斯案件，

但是必須符合 DIAC所訂立的最低原則，並設置國際反托拉斯局以及國際反托拉

斯小組監督執行。因為國際反托拉斯局和國際反托拉斯小組都是國際程序，因此

稱為國際程序方案原則。 

從某方面而言，國際程序方案原則賦予積極禮讓（positive comity）原則部
分拘束力，兩者之間具有某種程度的相似性59。積極禮讓原則是由一國要求他國

採取反托拉斯法行動，但是原則上這種積極禮讓的要求不具有拘束力。然而，依

照國際程序方案原則，一國必須要採取反托拉斯法行動，因為國際反托拉斯局可

以要求一國採取行動，如果一國未按DIAC的規定採取適當的行動，國際反托拉

斯局可以在國內法院控告該國，其他國家也可以在國際反托拉斯小組控告該國。

因此說，國際程序方案原則一定程度地賦予了積極禮讓原則拘束力。 

（五）跨國原則 

     DIAC僅適用於跨國界的情況，純國內案件不在DIAC的範圍之內。依照
DIAC第 3條第 1款第a項規定60，本協定只適用在影響本協定兩個以上簽約國的

限制競爭案件。至於何謂「受影響」，第b項61指出，如果簽約國領域內的經濟或

者是商業受影響，或者其國民或在其領土內有主要商業基礎的事業是該限制競爭

行為的行為人或者是被害人，那麼該簽約國便符合前項受影響的要件。 

三、 DIAC跨國案件管轄權的決定 

     DIAC僅適用於跨國案件，至於一國對於跨國案件何時具有反托拉斯的立法

權和司法權，DIAC兼採效果主義以及屬地主義。依照第 3 條第 2 款規定62，簽

                                                                                                                                            
(iii) indications or allegations the use of which in the course of trade is liable to 
mislead the public as to the natur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the characteristics, the 
suitability for their purpose, or the quantity, of the goods. 

58 Wolfgang Fikentscher, On The Proposed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Code, in John O. Halley and Hiroshi 
Iyori, Antitrust: A New International Trade Remedy?,345, 349 (1995). 
59 DIAC, section Ⅵ of Introduction. 
60 DIAC Art. 3: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Jurisdiction, Sec. 1: Scope of Application 
(a) The Agreement shall be applicable to all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 in the sense of this Agreement 
affecting at least two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  
61 DIAC Art. 3: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Jurisdiction, Sec. 1: Scope of Application 
(b) A Party to the Agreement is affected whenever there are economic effects in its territory or 
otherwise on its commerce, or private persons nationals of this Party, or undertakings having their main 
commercial establishment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Party, are initiators or victims of a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  
62 DIAC Art. 3: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Jurisdiction, Sec. 2: Juris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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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國可以針對對其領域內經濟或商業產生效果的限制立法規範並適用法律，也可

以針對其國民或者是所有在其領域內行為的人立法規範並適用法律。簽約國被鼓

勵擴張其法律，或者適用其法律到由其領土內發動而被本協定所禁止的限制競爭

行為。不過，假如有衝突產生的情況則應該適用消極禮讓原則加以調節，特別是

假如該行為不受協議所禁止而該限制在其母國國內市場是受鼓勵並且其直接效

果也都發生在母國63。雖然依照第 3條第 2款，不論是侵害國或受害國都可以追

訴並且適用其法律，但一般而言，由主要損害發生的國家來進行追訴是較適切的
64。在符合原則的情況下，國內法院應該抑制其適用外國反托拉斯法的權力65。 

四、 DIAC的實體反托拉斯規範 

    DIAC關於反托拉斯的實體規範可分為四部分，計有Part Two的「水平和垂直
限制（Horizontal and Vertical Restraints）」；Part Three的「集中控制和重新架構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 and Restructuring）」，所規範的是結合；Part Four的「支
配地位濫用(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所規範的是獨占力濫用的問題。因此

DIAC基本上包含了反托拉斯法基本的行為態樣。關於DIAC究竟應該包含哪些實
體規範內容，DIAC工作小組對於諸如是否要包含「不正貿易行為」和「傾銷」

作了很多的討論66，不過最後討論的結果決定不納入。Wolfgang Fikentscher教授
表示，讀者會發現這份草案未包含許多部分，包括「不正貿易行為」、「傾銷」、「補

貼」和「消費者保護」等等，這些領域的缺漏並不表示小組不認為這些規範不應

該被創造以管制自由和公平的貿易，然而，小組如果加以處理這部分的議題，這

份草案可能就無法在兩年之內完成（1991 年到 1993 年）67。因此，DIAC之所以
限於這些領域，似乎也與時間的急迫性有關，但是這也顯示這些被列入的領域是

最具重要性的領域。 

要注意的是，DIAC反托拉斯法所規範的不僅是私人行為，依照DIAC第 16
條第 1款規定，公營事業如果從事可由私人事業執行的經濟活動，也有本協定的

適用。另外，事業被委託營運具有公共經濟利益的服務或者具有財政壟斷68性質

（character of a revenue-producing monopoly）的活動，只要這些規範的適用不會

影響其在法律上或事實上對受任的特別任務的執行，也應該受協定規範的拘束。

這條例外規定類同於EEC Treaty Art. 90 Sec.2 (EU Treaty Art. 86 Sec.2)的規定，依

                                                                                                                                            
Within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is Agreement ( Sec.1 ), a Party to the Agreement may regulate and 
may apply its law to restraints that have economic effects in its territory or otherwise on its commerce, 
even if the practice is initiated from outside the territory, and it may regulate and apply its law to its 
nationals, and to all persons who initiate acts from its territory . Parties to this Agreement are 
encourages to extend their law, if it does no otherwise apply, to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 that are 
prohibited by this Agreement and are initiated from their territory.  
63 DIAC, Art. 3, Comments.  
64 Ibid.  
65 ibid.  
66 Wolfgang Fikentscher, supra note, at 346 .  
67 Id, at 347.  
68 國家基於財政收入的考量而予以壟斷，例如我國基於財政收入的考量而壟斷菸酒之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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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歐洲法院的見解，這個例外所適用的限制競爭情況只限於對於公共目的達成是

適宜、不可或缺且成比例性（proportional）的69；以我國法而言，就是對於公共

目的的達成以及對競爭的限制是要符合比例原則的。另外第 2款規定，國家授權
（state authorization）不能作為違反本協定的正當理由。 

（一） 水平和垂直限制 

DIAC關於水平和垂直限制的規範在第 4條至第 7條，第 4條為「水平限制」，
第 5條為「垂直限制」，第 6條為「關於智慧財產權的限制」，第 7條為「教唆非
法限制（Inducing Illegal Restraints）」。 

第 4 條所規範的「水平限制」，依照第 4 條第 1 款70規定，是競爭者之間關

於限定價格、瓜分消費者或市場，或指定產量的協議、合意以及一致性行為。這

是例示規定，第 2款則做出概括規定71，任何競爭者間不合理地限制競爭的協議，

皆為非法。所謂限制競爭的協議，是指其目的或者是效果減少了競爭的協議。

DIAC對於聯合行為的規範方式也是採用「原則禁止、例外許可」的規範方式，

關於例外亦見諸於第 2款，例外情況有兩種，第一種是該水平聯合所帶來的促進

競爭效果勝於其所帶來的限制競爭效果；第二種，該水平聯合行為創造了更高的

效率或者很可能增加競爭或創造力並且協助聯合公司生產或者是提出一個更好

或者是有更低價格的產品或服務，並且增加公司對於大眾需求的回應。關於這兩

項例外，小組在第 4條的評析中提到這是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的適用。 

另外，DIAC小組在第 4條的評析（comments）中特別提到出口卡特爾的問
題。出口卡特爾當然屬於第 4條所禁止的範圍之中。因此，一旦採納本協定，各
簽約國必須廢除國內出口卡特爾豁免的規定。基於管轄權、調查或者是執行的因

素，出口卡特爾的受害人通常無法在其本國的法律系統下尋求救濟。出口卡特爾

是為何我們需要一個國際反托拉斯制度的主要理由之一。無法對本國人民所為的

行為也不能施加於外國人身上，這個原則正顯示出口卡特爾應該屬於規範的範

圍。另外小組也提到，不景氣卡特爾（crisis cartels）是不受歡迎的，但是國家在

透明原則之下，基於國家公共政策的需求，可以在危機下的一定時期內豁免特定

的私人卡特爾。 

                                                 
69 DIAC, Art. 16, Comments. 
70 DIAC, Art. 4: Horizontal Restraints, Sec.1 : 
Agreements,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 hereafter agreements ) between or among 
competitors that fix prices, devide customers or territories, or assign are illegal.  
71 DIAC, Art. 4: Horizontal Restraints, Sec.2 : 
Other agreements between or among competitors are illegal , if they inreasonably restrict competition. 
An agreement restricts competitioni if it’s purpose or effect is the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 Such 
anticompetitive agreements are presumed to unreasonably restrict competition, unless justified by: 
(1) outbalancing procompetitive effects, or 
(2) proof of balancing efficiencies or other properties likely to increase rivalry or inventiveness and to 

help the collaborating firms produce or deliver a better or lower priced product or services and 
increase the firm’s responsiveness to the needs and wants of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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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條的垂直限制又稱「行銷策略（Distribution Strategies）」，係指限制產品
或服務銷售的協議、一致性行為以及限制72。另外第 2款73規定了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的垂直限制；第 3 款74規定了例外不違法的情況，如果該限制具有促

進生產以及銷售的合理必要性，而且具有公平比例的利益將會移轉到消費者身

上，則其限制行為可以被合理化，基本上大致與水平聯合相同，即其所帶來的公

共利益大於不利益。 

第 6 條規範關於智財權的限制，DIAC所謂的智財權，小組在本條的評析中
表示，與WIPO Convention第 2條75關於智財權的定義的範圍是相同的。DIAC對
於智財權與反托拉斯的關係採用「四區理論（four-area theory）」，想像一條垂直
線，左側是智財權領域，右側是非智財權領域；再想像一條與垂直線交叉的水平

線，上方未違反反托拉斯，下方則違反反托拉斯76。左上方屬於智財權而未違反

反托拉斯的部分即為DIAC第 6 條第 1 款a項77所處理的範圍78。左下方屬於智財

權但是卻違反反托拉斯的部分為第 6 條第 1 款b項79處理的範圍80。第b項前段規

                                                 
72 DIAC, Art. 5: Vertical Restraints (Distribution Strategies ), Sec.1 : 
Agreements, concerted practices and restraints in the course of distribution of products or services are 
referred to herein as distribution strategies.  
73 DIAC, Art. 5: Vertical Restraints (Distribution Strategies ), Sec.2 : 
Certain distribution strageties are conclusively unreasonably and are illegal, namely: 
1. Distribution strageties that aid in the enforcement of a producer or distributor cartel. 
2. Distribution strageties fixing a resale price or price level.  
74 DIAC, Art. 5: Vertical Restraints (Distribution Strategies ), Sec.3: 
Certain distribution strageties presumptively prevent, restrict or distort competition unreasonably and, 
unless justified, are illegal: 
a. Namely: 

i. Distribution strategies preventing or restricting the free movement of goods or services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or discriminating against goods or services of non-nationals. 

ii. Distribution strageties prohibiting discounting or transshipping. 
b.  Distribution strageties presumptively illegal may be justified if and only if the restraints is 
reasonably necessary to improve 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and a fair share of the benefits will b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75 WIPO Convention, Article 2 Definition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onvention: 

(viii) “intellectual property” shall include the rights relating to: 
– literary, artistic and scientific works, 
– performances of performing artists, phonograms, and broadcasts, 
– inventions in all fields of human endeavor, 
– scientific discoveries, 
– industrial designs, 
– trademarks, service marks, and commercial names and designations, 
– protection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 and all other rights resulting from intellectual activity 

in the industrial, scientific, literary or artistic fields. 
76 Wolfgang Fikentscher, supra note, at 351.  
77 DIAC, Art. 6: Restraints in Connection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c. 1: 
(a) The exercise of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legal content of such right does 
not entail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  
78 Wolfgang Fikentscher, supra note, at 351. 
79 DIAC, Art. 6: Restraints in Connection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c. 1: 
(b) Abusing a dominant position by obtaining or exercis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s prohibited 
( see Art. 14 ). Pool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o suppress technology or raise prices is prohibited 
( see Art.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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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藉著取得或行使智財權而濫用支配地位是被禁止的，這同時也是第 14 條所
禁止的範圍。後段則規定，集中智慧財產權以壓迫科技或者是提高價格是被禁止

的，這同時也受第 4 條所禁止。DIAC小組並未將所有行使智財權可能違反反托

拉斯法的態樣都列入規範中。在適用第b項時必須注意到第a項的規定，也就是
說，只要行使的是智財權法定權利，都不算是濫用，而非屬四區塊中的左下方。

右上方區塊非屬智財權範圍但是也未違反反托拉斯法，Wolfgang Fikentscher教授
指出，這部分可以是單純的合法行為或者是美國法上所稱的「專利誤用（patent 
misuse）」81。所謂的「專利誤用原則」，廣義而言，是指「一個阻止專利所有人

以背於公共利益的方式使用專利的衡平概念82」，這個概念的提出是為了平衡專

利權係屬絕對權的概念，而導入公共利益的考量83。Wolfgang Fikentscher教授認
為，專利誤用並不違反反托拉斯法84。不過這樣的見解是否符合現今理論的發

展，恐怕還有待商榷。四區塊的右下方則屬於非屬智財權且違反反托拉斯法的範

圍。第 6條第 1款c項85將右上方和右下方的區塊都納入規範之中86，該項規定，

當智財權的利用超出其法定內容的限制，因此造成任何對競爭的限制，在本協定

下「可能」是違法的。因為本項用語是「可能違法」，因此也包含了不違法的情

況。 

第 7 條87規定的是使其他事業從事限制競爭行為的違法性，依照第 7 條規
定，事業不可以教唆或者是對其他事業施加不利益，也不可以承諾或是給予利益

以引誘其他事業從事依照本協定為非法的行為。 

（二） 市場力的集中 

DIAC第三部份第 8 條到第 13 條處理的是集中（concentration）的控制以及
對於高度集中商業的重新架構。DIAC小組避免使用有時較具爭議性的「結合
（merger）」，而使用「集中」的概念88。第 8 條到第 13 條基本上是仿照美國的
Clayton Act，以及EC Regulation 4064/89的結合管制89。 

第 8條規定了集中的定義，依照第 8條第 1款90規定，當一個或多個事業，

                                                                                                                                            
80 Wolfgang Fikentscher, supra note, at 352. 
81 Ibid.  
82 694 F.2d at 510 (citing Morton Salt Co. v. G.S. Suppiger Co., 314 U.S. 488 (1942)). 
83 Katherine E. White, A Rule for Determining When Patent Misuse Should be Applied, 11 Fordham 
Intell. Prop. Media & Ent. L.J. 671, 672 (Spring, 2001). 
84 Wolfgang Fikentscher, supra note, at 352. 
85 DIAC, Art. 6: Restraints in Connection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c. 1: 
(c) When the exploitation of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exceeds the limits of its legal content, any 
resulting restraint of competition may be illegal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ment.  
86 Wolfgang Fikentscher, supra note, at 352. 
87 DIAC, Art. 7: Inducing Illegal Restraints 
Undertakings may neither solicit nor inflict disadvantages upon other undertakings and may not 
promise or grant advantages to induce them into conduct which according to this Agreement is illegal.  
88 Wolfgang Fikentscher, supra note, at 353. 
89 Ibid.  
90 DIAC, Art. 8: Definition of Concentration, Sec. 1: Acquisition of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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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個或多個個人已經控制了至少一個事業，獲取，不論是藉著購買證券或資

產，藉著契約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控制一個或多個其他事業的全部或重要部

份，就構成事業間的集中。第 2款91則規定了例外情況，依照該款規定，金融機

構基於金融目的而不欲行使股東經營權而持有股票時，不屬於「集中」。信用機

構或其他金融機構或者是保險公司，其正常活動包括為其本身的帳戶或者是其他

人的帳戶交易或買賣證券，暫時持有以轉賣為目的而從其他事業獲取的證券，不

行使關於這些證券的表決權以決定事業的競爭活動，非屬於「集中」。 

適用 DIAC關於「集中」規範者，僅限於具有國際規模者，並且必須達到一
定的門檻。依照第 9 條第 1 款第 b 項規定，所謂具有國際規模者係指符合第 3
條第 1 款規定，也就是影響兩個以上簽約國。至於適用的門檻則以第 9 條第 2
項所規定的營業額為門檻。 

關於「集中」的管制，DIAC採用事前通知的方式，依照第 10 條第 1 款第a
項規定，具有國際規模的集中必須在控制力形成的交易生效之前通知所有的受影

響簽約國的國內反托拉斯機關。除此之外，依照第b項，如果有二以上簽約國的
反托拉斯機關依照前項需受通知，同時也必須通知國際反托拉斯局（International 
Antitrust Authority）。接受通知之後，國內反托拉斯機關依照第 11條需開始進行

對集中的評估（appraisal）。依照第 11條第 1款第a項92規定，對於創造或是增加

在相關市場中影響有效競爭能力的集中，應受禁止。第b項93則規定了評估時應

考量的事項。 

假如一個集中案件涉及多國的反托拉斯機關，DIAC小組稱這樣的案件為「多
樣性案件（diversity case）」，而相關各國的反托拉斯機關無法做成一致的決定，

                                                                                                                                            
A concentration between undertakings shall be deemed to arise where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or one 
or more persons already controlling at least one undertaking, acquire, whether by purchase of securities 
or assets, by contract or by any other means, direct or indirect control of the whole or substantial parts 
of one or more other undertakings.  
91 DIAC, Art. 8: Definition of Concentration, Sec.2: Exception 
A concentration shall not be deemed to raise where credit institutions or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r 
insurance companies the normal activities of which include transactions and dealings in securities for 
their own account or for the account of others, hold on a temporary basis securities which they have 
acquired in an undertaking with a view to reselling them, provided that they do not exercise voting 
rights in respect of those securities with a view to determining the competitive behavior of that 
undertaking.  
92 DIAC, Art. 11: Appraisal of Concentration, Sec. 1: Power to Impede Effective Competition 
(a) A concentration which creates or increases the power of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either 
seperately or jointly, to impede effective competition in the relevent market, shall be prohibited by the 
National Antitrust Authority.  
93 DIAC, Art. 11: Appraisal of Concentration, Sec. 1: Power to Impede Effective Competition 
(b) In making its appraisal, the National Antitrust Authority shall take into account all relevant 
competitive factors, in particular: 

(1) the competitive structure of all the markets concerned, including the actual or potential 
competition from undertakings located either within or outside the territory of the National 
Antitrust Authority. 

(2) the market position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and thei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ower, 
the alternatives available to suppliers and users, their access and demand trends for relevant 
goods an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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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第 11條第 4款，將由國際反托拉斯局做成決定。本款規定雖然嚴重剝奪了

各國在結合案件的自主權，卻有助於減輕跨國結合的企業成本。 

第 12條第 1款94對於符合第 11條第 1款第a項的「集中」提出例外許可的要

件，假如該限制競爭的集中對於協定的簽約國產生壓倒性的公共利益，而且並未

不合理地損害其他受影響國的法律利益，該集中可以受到許可。 

第 13條為「重新架構（restructuring）」，何時需要重新架構市場結構？依照
第 13 條第 1 款95規定，假如在不具競爭性、高度集中的市場中，市場結構引致

涉及明顯市場力的運用而負面影響至少一個其他簽約國的持續濫用，國內反托拉

斯主管機關應該命令事業重新架構。依照第 3項規定，第 11條第 4款在本條也
適用，因此如果這種情況涉及兩國以上，國際反托拉斯局有權接管。這種重新架

構的制度對於前社會主義國家尤其需要96。 

（三） 支配地位濫用 

DIAC第四部分第 14 條97規定支配地位濫用。DIAC關於此部分未循美國
Sherman Act第 2條做規範，而是仿照德國法以及EEC Treaty 第 86條（EU Treaty
第 82條）98。第 14條特別列舉出三種支配地位濫用的態樣，一是限制生產、市

場或者是技術發展而對消費者造成不利益。二是給予差別待遇。三是強迫締結不

必要的契約。 

五、 DIAC對於國內反托拉斯機關建置的規定 

    DIAC的第七部份是制度性條文（Institutional Provisions），除了提出國際反

托拉斯局和國際反托拉斯小組的制度，DIAC也對國內的反托拉斯機關做出一定

                                                 
94 DIAC, Art. 12: Exceptions, Sec. 1: Justification of Concentration: 
A concentration that fulfils the criterion laid down in Art. 11 Sec.1 (a) may nevertheless be permitted, if 
in the individual case the restraint of competition resulting from the concentration is justified by 
overwhelming public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 affected and does not unreasonably harm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other affected Parties.  
95 DIAC, Art.13: Restructuring, Sec. 1: Restructuring Order 
If in non-competitive, highly concentrated markets the market structure induces persistent abuses 
involving the exercise of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adversely affecting at least one other Party the 
National Antitrust Authority shall order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undertaking. The order must be 
preceded by sectoral investigations, to which the National Aantitrust Authority must be empowered by 
national law.  
96 Wolfgang Fikentscher, supra note, at 354. 
97 DIAC, Art. 14: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Any abuse by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of a dominant position shall be prohibited in so far as it may 
adversely affect competition in any market. Such abuse may, in particular, consist in 
a) limiting production, markets or technical development to the prejudice of consumers; 
b) applying dissimilar conditions to equivalent transactions with other trading parties, thereby placing 

them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s; 
c) making the conclusion of contracts subject to acceptance by the other parties of supplementary 

obligations which their nature or according tot commercial usage, have no connection with the 
subject of such contracts.  

98 Wolfgang Fikentscher, supra note, at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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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依照第 17條第 1款規定，每一個簽約國都有義務設置本國的反托拉斯機關。

國內反托拉斯機關應該具有政治獨立性，並且應被確保賦予充足的預算。第 2
款則規定，國內反托拉斯機關應該被賦予一定的權限以利其進行案件的調查，執

行協定。 

    另外，第 17條第 3款規定了當事人面對國內反托拉斯機關所具有的程序保

障權利。第a項規定，在適用協定時，國內反托拉斯機關會尊重所有的人權、公

民權以及程序權利。至於所謂的人權、公民權以及程序權利是指哪些？DIAC小
組特別在第 17 條的評析中提到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是全球認可的標準。第b項則規定人民有要求國內反托拉斯機關發動程

序的權利，依照該項規定，任何直接受依照本協定被禁止的限制競爭行為影響的

個人或事業，有權利要求適格的國內反托拉斯主管機關採取適當的行為以對抗個

別的競爭限制。第c項99更進一步規定，因為國內反托拉斯機關拒絕採取適當行

動以對抗受本協定禁止的個別限制競爭活動而直接受影響的個人或事業，或者是

與國內反托拉斯機關適用本協定而進行的處罰或程序相關的個人或事業，有權對

國內主管機關提起訴訟。 

六、 DIAC的執行機關：國際反托拉斯局 

    依照 DIAC第 19條第 1款規定，簽約國有義務建立國際反托拉斯局並訂立

關於該局的章程。依照第 2款規定，國際反托拉斯局的權力如下： 

1. 國際反托拉斯局有權要求國內反托拉斯機關採取行動。 

2. 如果國內反托拉斯機關拒絕對個別的限制競爭案件採取行動，國際反

托拉斯局有權在國內法院控告國內反托拉斯機關。 

3. 國際反托拉斯局有權在國內法院對個人或事業提起訴訟，尋求阻止限

制競爭行為執行的禁制令（injunction）。 

4. 國際反托拉斯局有權在國內法院上訴，即使國際反托拉斯局不是下級

審案件的當事人。 

5. 簽約國如果違反協定下的義務，國際反托拉斯局有權並有義務在國際

反托拉斯小組控告國內反托拉斯機關。 

                                                 
99 DIAC, Art. 17: National Antitrust Authorities, Sec. 3: Proceedings Before National Antitrust 
Authorities: Judicial Protection Against National Antitrust Authorities 
(c) Any person or undertaking directly concerned by a refusal of a national antitrust authority to tale 
appropriate measures against individual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 prohibited by this Agreement or 
concerned by sanctions and procedures initiated by the national antitrust authority in applicat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have a right to start an action against the authority. National law shall guarantee the 
necessary independence of the competent law court and of its legal proceedings respectiing the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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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際反托拉斯局必須協助簽約國推廣反托拉斯法並且建構有效率的反

托拉斯管理。 

除了上述權力，國際反托拉斯局並有接管前述「多樣性案件」的權力。因此，

基本上國際反托拉斯局不會介入個別案件的處理，國內反托拉斯機關仍然是立於

第一道防線，如果國內反托拉斯機關失職，或者是國內反托拉斯機關對於同一案

件無法達到共識，國際反托拉斯局才會介入處理。縱使國內反托拉斯機關怠於執

行，國際反托拉斯局也只是在國內法院對國內反托拉斯機關提起訴訟，而非介入

執行。如果在國內法院的訴訟結果，國際反托拉斯局敗訴，還可向國際反托拉斯

小組控告該簽約國違反協定下義務。國際反托拉斯局基本上是立於國際反托拉斯

機關上級的角色，督促並監督國內反托拉斯機關以及各國在反托拉斯事項的執

行。因為案件的執行乃是國內反托拉斯的職權，因此國際反托拉斯局無權對於從

事限制競爭行為的個人直接發出行政命令100。 

七、 DIAC的爭端解決機構：國際反托拉斯小組 

    DIAC設置國際反托拉斯局作為行政單位，並設置國際反托拉斯小組為司法

單位。依照第 20條第 1款第 a項規定，協定的簽約國必須設置常設的國際反托
拉斯小組以解決適用本協定所產生的爭端。國際反托拉斯局在MTO之下運作。 

    可以利用反托拉斯小組的，除了前述的國際反托拉斯局，還有各簽約國。依

照第 20條第 2款101規定，假如簽約國違反本協定下的義務，其他簽約國可以在

國際反托拉斯小組控告該簽約國。不過國際反托拉斯局和簽約國要利用國際反托

拉斯小組，必須要是在 60 天內協商未果之後才可以行使。也就是說，國際反托

拉斯局和簽約國要先自行進行協商處理，如果還是無法解決問題，才可以向國際

反托拉斯小組求助。 

    反托拉斯小組的決定，依據第 4 款第b項102規定，具有法律上的拘束力。假

如一國的決定被小組發現與協定下的義務不符，相關的國內法院以及其他當局應

該依照反托拉斯小組的判決重新考慮其決定。因此，一國可能因為反托拉斯小組

                                                 
100 DIAC, Art. 19, Comments 
101 DIAC, Art. 20: The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Panel, Sec. 2: Actions Brought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Panel 
Notwithstanding the right and duty of the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Authority to sue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 ( Art.19 Sec.2 (e)), each Party to the Agreement has a right to bring an action against 
another Party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Panel whenever it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is other Party 
violates obligations under this Agre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as set out in Annex 2 of the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MTO, requests for panel proceedings are admissible only after consultations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Authority and the Parties concerned have failed to settle the dispute within 60 
days after the request for consultations.  
102 DIAC, Art. 20: The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Panel, Sec. 4: Decisions Passed by the Panel 
(b) Decisions by the Panel are legally binding. If a national decisions has been found to be inconsistent 
with obligations under this Agreement, the competent national law court or other authorities have to 
reconsider their decision repecting the fin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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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決而修改其法律；或者一國法院因而重為判決，在這種情況下，小組的功用

就類如上級審103。如果一國依照小組的判決應該做出改變，但是卻沒有遵照小組

的判決做出改變，其他簽約國或者是反托拉斯局仍然可以在與之進行協商未果

後，以違反第 20條第 4款為由向國際反托拉斯小組控告該簽約國。不過，雖然

依照條文規定，國際反托拉斯小組判決具有法律拘束力，但是如果一國執意對於

判決置之不理，縱使再對之進行訴訟，恐怕也無法達到效果，DIAC又未提供任
何其他制裁，例如經濟制裁，因此小組的判決恐怕也會落入一般國際公法的命

運，就是理論上具有拘束力，但是實際上能發揮多少拘束力，恐怕只能訴諸國際

輿論和簽約國本身的良知。 

八、 DIAC的失敗因素 

    WTO 最終是成立了，嗣後並有 GATS、TRIPS 等關於服務以及智慧財產權
領域的協定產生，但是為何早在成立之初就已提出的 DIAC會失敗，這其中的問
題值得我們去探究。DIAC的優點顯而易見，比如說他只要求各國符合 DIAC所
提出的最低標準，並未要求各國採用一套相同的反托拉斯規範，不至於剝奪各國

太多的立法權，也使協定具較高的可執行性；另外也提出一個執行和爭端解決制

度，確保 DIAC的落實。但是這些優點並沒有促成 DIAC的成功，理由何在？ 

DIAC在歐洲大體上獲得支持，但是在美國只獲得了少部分的注意104，美國

政府甚至是給予了負面的反應。DIAC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為各國不願讓渡其

主權，正如一位評論家所言「當每個國家積極地防衛其主權時，DIAC的提案現
時可能是不成熟的。105」。在DIAC之下，基本上並未全然要求各國放棄在反托拉

斯政策的主權，DIAC只要求符合最低標準，但是必須要切實執行，否則國內反

托拉斯機關和國內法院的決定可能都會受到國際反托拉斯局和國際反托拉斯小

組的挑戰。因此問題點可能並不在DIAC所提出的實體規範，而在於DIAC的制度

性規範。大多數的世界經濟強國，包括美國，反對DIAC的理由便是認為DIAC的
執行條款不具彈性106。不過為了使DIAC落實，IPI是必要的制度。會產生相同主

權問題的自我執行（self-executing）制度可以在關於智財權的Paris Convention和
Berne Convention落實，DIAC的IPI卻無法被接受，表示各國對於智財權問題已經
有一定共識，但對反托拉斯問題尚未達到共識。基本上，反托拉斯法是帶有相當

政策性的法律，反托拉斯的執行一般也多留給主管機關相當的裁量權，DIAC在
某些規定的確是留給主管機關相當的裁量權，比如說DIAC第 4 條合理原則在聯

                                                 
103 DIAC, Art. 20, Comments.  
104 Spencer Weber Walle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77 B.U.L. Rev. 343, 347 
(April, 1997). Il Hyung Jumg,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Question of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the Competition Law, 18 Dick. J. Int’l L. 305,332 ( Winter, 2000 ).  
105 Mitsuo Matsushita,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the Context of The WTO System, 44 DePaul L. 
Rev. 1097, 1111 (1995) 
106 Jason E. Kearn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Policy and the GATS: A Proposal to Address Market 
Access Limitations in the Distribution Services Sector, 22 U. Pa. J. Int'l Econ. L. 285, 304 (Summ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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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行為的適用，促進競爭的利益是否大於該行為所帶來的限制競爭的不利益，有

賴主管幾關的裁量。但是DIAC究竟留給各國多少的裁量權？這是模糊地帶，恐

怕要進入司法程序才會見分明，各國不見得願意將這類的裁量權行使交於國際組

織進行審查。因此，也有人主張，DIAC包含了過多的實體反托拉斯規則107，規

範的過於詳細了108；反之，也有聲音認為，DIAC應該做出更多的細節規定109。

除此之外，關於「集中」的「多樣性案件」，DIAC則是直接剝奪了各國的裁量權，

這恐怕是積極捍衛主權的各國所無法接受的。 

有人評論，DIAC的失敗是因為過於野心的緣故110。這顯示出，在當時的時

空背景之下，DIAC的提出與是時的國際環境不符，因此顯的不切實際。但是在

十多年後的今天，DIAC是否有實現的可能，對於這個假設性的問題我們無法得
知答案，但是至少軟性的ICN已經獲得成功。我們或可以大膽的說，DIAC是否
得以實現，也許只是時間的問題。 

 

                                                 
107 Professor Fox, as a member of the Munich Group, contended that the DIAC should cover the 
“consensus wrong” only. DIAC, section Ⅷ of Introduction. Il Hyung Jung, supra  note, n.176.  
108 Daniel Steiner, supra note, at 612.  
109 Wolfgang Fikentscher, The Draft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Code (“DIAC”)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72 Chi-Kent L. Rev. 533, 543 (1996).  
110 Claudio Cocuzza,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Cooperation In a Global Economy, p. 12, download from 
the website of aija: http://www.aija.org/pdf/anti_text2.pdf ( last visited on 6/10/2004 ). Daniel Steiner, 
supra note, at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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