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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結論  
 

不論是在歐盟部分或者是在聯合國部分，我們都發現經濟穩定性，競

爭秩序的追求與政治穩定性，世界和平的追求有所相關。第二次世界大戰

的發生便是起因於經濟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與其同盟國（特

別是英國）認為，戰爭之所以發生，主要係由於經濟問題與市場問題，故

其解決亦需由此著手，於是有ITO的倡議，GATT的產生1。因此，國際反托

拉斯問題並非純國際經濟問題，更深層面而言，這也可能成為一個國際安

全問題。  

依據WTO貿易與競爭政策互動工作小組的研究報告，競爭政策的國際合作

在雙邊、區域性以及多邊層級各有不同的目的和用處。雙邊層級的競爭法合作對

於促進特定案件的競爭法執行特別有效，在此架構下國內競爭主管機關對於交換

關於特定事件的資訊會覺得較為自在。然而交換資訊的能力會受限於某些因素，

例如國內法規以及相互信賴的程度。區域層級的合作則可以在技術協助以及區域

市場競爭政策的推動扮演成功的角色。多邊層級的合作特別有助於提供國內有效

競爭政策執行的政治支持；確保這類政策在非歧視以及透明原則下被適用；促進

特定措施採用共同方法；促進完善的、令人滿意的競爭政策適用的教育性交流2。

這樣的觀察顯示出雙邊、區域、多邊層級的競爭法調和並不會有衝突，相反地，

反而可能會具有互補的功效。 

以本文的研究發現而言，因為達成的難易度與參與國數成正比，所以目前

競爭法調和的活動以雙邊條約的數目最多，似乎也最具實際功效。但是各雙邊條

約對於競爭法調和的功效則深淺不一，不過最基本的功用則不脫離在執行案件上

互相協助，如提供資訊、協助蒐集證據以及機密資訊分享的豁免條款，以及消極

禮讓，在雙方可能產生衝突時進行協商。這類基本功用的雙邊條約可以台灣和各

國簽署的競爭法諸條約為代表。更進一步的則提出「積極禮讓」的制度，如美歐

之間的競爭法條約。但是積極禮讓究竟能發揮多少功用？因為積極禮讓的要求並

不具拘束力，所以事實上也是賴於簽約國之間的互相尊重以及信賴。最深度的則

以澳洲和紐西蘭之間的競爭法調和為代表，紐澳之間的調和已經涉及到實體競爭

法的一致性調和，並且擴張獨占力濫用的市場範圍到兩個國家。事實上澳洲和紐

西蘭之間的競爭法調和也可以說是區域調和，因為兩者比鄰而居，並且基本上這

一連串的調和部分也是因為為了建立紐澳共同市場的關係。不過縱使以區域調和

而言，紐澳之間的競爭法調和也可算是相當成功。紐澳之間的競爭法調和是一個

相當特殊的例子，但是卻很值得世界各區域做參考，當然必須考量的是，紐澳之

                                                 
1 羅昌發，《國際貿易法》，台北，元照，頁 4（2000 年）。 
2 Robert D. Anders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ompetition Policy: Approaches Currently under 
Consideration in the WTO, in Yang-Ching Chao, Gee San, Changfa Lo, Jiming Ho,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Competition Laws and Policies, 225-226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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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除了具有地緣關係，兩者也有相同的文化背景。但是以此條件而言，事實上世

界上不難再有第二個紐澳此種模式的競爭法調和出現，例如馬來西亞和新加坡，

兩者也具有地緣關係，新加坡過去也是馬來西亞的一部份，兩者也具有相似的語

言、文化、歷史背景，因此也有發展紐澳模式的潛力。但是紐澳模式基本上是雙

邊協定的特例，一般而言關於競爭法的雙邊條約，對於解決國際反托拉斯問題功

能有限，1997 年的 Boeing / McDonnell Douglas結合案美歐間的衝突即顯示出積
極禮讓、消極禮讓以及其他的合作規定並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更何況積極禮讓

和消極禮讓的要求目前為止都是不具拘束力的，各國都具有一定的裁量權。不過

各國如果有意願進行合作，雙邊條約仍能夠解決卡特爾的執行以及管轄權衝突的

問題，因此雙邊條約的簽署仍應獲得肯定與鼓勵。 

以區域性的競爭法調和而言，目前區域性競爭法調和最成功者為歐盟，此

無庸贅言，歐盟不但有一套統一的競爭法，並且具有超國家的競爭法執行機關和

司法機關。不過歐盟的成功畢竟是以區域整合為基礎，各會員國具有建立一個統

一的歐洲政體的共識，因此願意讓渡部分的主權。因此，歐盟的模式如果要套用

到亞洲或者是美洲、非洲，恐怕不是一件容易的事。我們在 DIAC的部分也討論

過類似的問題，DIAC之所以失敗很大的因素是因為各國不願意其主權受限。事

實上，如果我們把歐盟的模式放大到全球，會發現歐盟模式與 DIAC所提出的模
式相近，兩者同具有實體法架構以及制度性架構，因此兩者值得做比較。 

在實體法方面，歐盟法具有直接適用的效力，不必再轉化為國內法；DIAC
的實體法規範則不具有直接適用的效力，DIAC的實體規範是最低標準，要求國
內法符合這樣的標準，國際案件準確而言，仍適用國內法，DIAC的實體規範乃
是間接受到適用。因此，在 DIAC的實體法架構之下，不會有 DIAC的反托拉斯

規範和國內反托拉斯規範產生衝突的情況，因為國內反托拉斯規範只能比 DIAC
的反托拉斯規範更嚴苛，而不能更寬鬆。不過要注意的是，DIAC所提出的規範
與歐盟反托拉斯規範相同，都只適用於涉及兩國以上的案件，對於純粹國內反托

拉斯案件，並非 DIAC所處理的對象。歐盟的實體法架構則會有歐盟反托拉斯法

和國內反托拉斯法衝突的情況產生，在此種情況發生時則優先適用歐盟法。歐盟

和 DIAC實體法所適用的方式雖然不同，但是基本上最低標準原則和優先適用原

則實際上適用的結果都是相同的。 

在制度面方面，DIAC也提出了一個國際反托拉斯局作為執行機關，並且也

有國際反托拉斯小組作為爭端解決機關，不過 DIAC的國際反托拉斯局之於歐盟

執委會，國際反托拉斯小組之於歐洲法院，功能基本上不太相同。過去歐盟反托

拉斯法的執行工作主要交由歐盟執委會直接執行，目前在新法的架構下，為了減

輕執委會的負擔，已經下放大部分的權力給國內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因此歐盟競

爭法的執行是採雙軌制，但是對於具有共同體規模的結合案件仍是交由執委會主

管；DIAC雖然也採雙軌制，但是國際反托拉斯案件基本上仍是交由國內反托拉

斯機關和國內法院執行，國際反托拉斯局乃是立於補充和監督的角色，但是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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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達到共識的結合「多樣性案件」，國際反托拉斯局還是會直接介入。因此兩

者在執行架構上基本上仍是大同小異。因為國內反托拉斯機關都有權處理跨國反

托拉斯案件，因此兩種架構都會發生管轄權衝突的問題。對於此問題的解決，兩

者也都不約而同以效果主義輔以屬地主義做處理。至於爭端解決機關的部分，歐

洲法院的地位基本上是立於歐盟執委會的上級審，歐洲法院可以對執委會的決定

作法律審查；DIAC的國際反托拉斯小組並非是上級審角色，而是國與國間的爭

端解決機關以及決定國家是否遵照 DIAC義務的審查機關。因此歐洲法院以及國
際反托拉斯小組的角色定位大不相同，這與國際反托拉斯案件直接適用國際法或

國內法的差別有關。 

因此，從各方面作比較，大體上而言，歐盟所提出的架構與DIAC所提
出的架構實際上非常相近，這也證明了DIAC之所以不可行，關鍵點實際上

乃在於各國對於主權出讓的共識，歐盟的架構如果要在其他地區開花結

果，也必須要克服主權讓渡的問題。不過這或許只是時間的問題，而非不

可克服，在世界貿易組織成立之前，各國也由於擔心產生「超國家」之貿

易法體制會使其喪失在貿易政策之決策權限或使其承受太大束縛，故使成

立國際貿易機構之構想遲遲無法成形3，但世界貿易組織終究是成立了，因

此DIAC在是時雖然無法獲得實現，這並不表示未來這樣的國際架構沒有機

會實現。  

我們已經知道 DIAC 和歐盟架構對於解決全球化、市場經濟體制時代
下的國際反托拉斯問題具有相當的幫助，不論是在聯合行為和獨占力濫用

的打擊，以及跨國結合企業成本的消減都有所助益，但是這是絕對必須採

行的制度嗎？各國如果遲遲無法在主權上做退讓，國際反托拉斯的諸問題

就無法獲得解決嗎？  

既然無法急性地驟然達成統合，漸進式的調和是另一種較具可行性的

選擇，區域性組織 APEC 和國際性組織 OECD 以及 ICN，甚至是 UN，都

是漸進式調和的代表。不論是 APEC 或是 OECD 或是 UN 基本上都是藉著

發佈不具拘束力的行動綱領、建議，以及決議以呼籲的方式鼓吹競爭政策，

鼓勵國家間進行國際反托拉斯執行的合作。ICN 則是軟性地以提供論壇的

方式促進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進行對話並鼓吹國際反托拉斯問題的解決。

ICN 的成立乃是由美國發起，美國認為要解決國際反托拉斯問題，正式的

國際組織是不需要的。這種調和方式容易獲得各國的支持，因為不干涉各

國的主權，將國際反托拉斯問題留由各國各自自行處理，並強調各國的合

作以及衝突的避免，或輔以資訊分享的提倡。以上這種方式對於國際卡特

爾的打擊可能有所幫助，因為國際卡特爾的主要問題在於跨國證據蒐集的

不易以及執行的困難，加強合作不涉及主權的讓渡，縱使不具拘束力僅是

                                                 
3 羅昌發，同上註，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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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提倡，也容易獲得各國的支持並落實。但是對於國際結合增加各國成

本的問題，這種軟性的作法恐怕無法提供太多助益。此類作法對於結合問

題大多是在結合程序規範上做建議，或者是輔以資訊的分享，僅能小幅的

減少企業成本，無助於增加各國結合管制處理結果的一致性。因此，如果

要徹底解決企業跨國結合成本的問題，似乎勢必非得採取 DIAC 或歐盟的
處理方式不可。  

對於競爭法的調和，歐盟採取與美國不同的見解，主張在 WTO 底下
進行有拘束力的國際競爭法的調和。WTO 具有調和競爭法的優勢條件，但
是也具有相當的阻力。WTO 本身已經進行了不少軟性的競爭法調和工作，

若要進一步進行具有拘束力的競爭法調和工作，除了有技術性的問題，主

要還是有賴於各國對於競爭議題的重視，否則競爭議題在 WTO 利益交換

的協商體制下仍會一再被犧牲掉。所謂的技術性問題，其實主要還是在於

爭端解決機制適用的問題。WTO 本身即具備一套爭端解決機制，對於競爭
議題是否適用於爭端解決程序各國存有歧見，其實追根究底還是各國願不

願意將其主權讓渡的問題，這與前述 DIAC 能否成功以及歐盟模式能否擴
大到全球的問題如出一轍。  

在 WTO 這類國際性組織下進行有拘束力的競爭法調和，本文發現各

國因為其經濟發展程度不同而會有不同的態度。在 UNCTAD 擬定最後不具

拘束力的「管制限制性商業行為的一套多邊協議的公平原則和規則」時也有相

同的情況。矛盾的是，支持這類國際性競爭法規範塑造的國家通常為國際

限制競爭行為主要的行為人，已開發國家；而反對進行這類國際競爭法規

範塑造的國家則通常為國際限制競爭行為主要的受害人，開發程度較低的

國家。這個矛盾點與開發中國家想要扶植產業，而已開發國家想要建立競

爭秩序的心態有關。這顯示競爭制度的接受度與一國市場自由化以及經濟

發展有密切關係，也顯示出競爭制度的建立對於國家經濟影響之大導致開

發程度較低的國家對於由已開發國家一手主導的競爭體制小心翼翼而無法

輕易信任。  

漸進式調和缺乏效率，歐盟模式具有相當的時空背景，難以期待同樣

的模式可以在各地開花結果，紐澳模式和 NAFTA 模式格局雖小，但是卻
是可以仰賴的。關於紐澳模式的發展性前已敘及，不再贅述。NAFTA 與紐

澳模式不同，美國、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之間並未進行實體的競爭法一致化

工作，但是提出了關於獨占和公營事業的最低標準，並且有爭端解決程序

的適用。NAFTA 仲裁小組所提出的最後報告雖然沒有法律上的拘束力，只

具有建議效力，但是因為不遵行最後報告的結果可能導致他方進行報復性

行為，因此 NAFTA 仲裁小組的決定仍具有實質的拘束力。不過，NAFTA
所具備的競爭法規範實際上對於國際限制競爭行為的打極可能不具備多大

的實際效用。以國際卡特爾而言，國際卡特爾的打擊主賴於各國競爭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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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的合作，NAFTA 第 1501 條雖然對於此點有所著墨，但是第 1501 條並
無爭端解決程序的適用，因此本條恐怕無法發揮多大效用。除此之外，對

於國際結合的問題，NAFTA 則是完全未有著墨。因此 NAFTA 雖然將競爭
規範強制化，但是卻不夠全面性。但是 NAFTA 這種競爭法調和模式卻是
我們可以期待在世界的其他地區開花結果的。  

總結上述分析，對於國際卡特爾的打擊，因為主賴於各國競爭主管機

關的合作，雖然各國際組織都注意到核心卡特爾的問題，但是以具有拘束

力的雙邊條約效果最好，而且實際上也較不具有實現困難性。各國競爭法

域外適用而產生衝突的問題，必須以積極禮讓輔以消極禮讓做處理，此也

有賴於雙邊條約去達成。但是目前雙邊條約中，積極禮讓和消極禮讓制度

都是不具拘束力的，這當然又與各國主權不願受束縛有關，因此積極禮讓

與消極禮讓究竟能發揮多少功用，繫之於各國之間對於國際限制競爭議題

的關注和各國之間的互信，加強各競爭主管機關之間的交流可能會有助於

此。最棘手的為國際結合的問題，此非統一各國的結合審查規範或者是設

置國際機構處理國際結合案件無法全然處理，因此現階段恐怕無法深入解

決此問題，進行跨國結合的各國際企業必須自行吸收各國結合審查結果不

同所帶來的成本。但是各國的確可以在結合審查程序上做修正，以減少結

合審查程序對跨國結合當事人所帶來的負擔。  

最後，在歐盟的部分本文曾經介紹過歐盟 ECN 的案件通報制度，這樣

的制度本文認為可以以不具強制力的方式推行到全球，以不具拘束力的方

式推行，目的在於增加各國對此方案的接受度，最理想的方式當然以具有

強制力的方式推行。由各國進行跨國案件的通報，並且鼓吹證據資料的交

換，這樣可以加速跨國反托拉斯案件的審理，並避免不同處理結果，另外

在各國互相信賴的條件下也可以減少一案多審的情況，減輕各國競爭法執

法機關的負擔，將執法資源用在最具急迫性的案件上。觀諸目前各國際機

構，本文認為以 ICN 的條件最足以擔負此種工作，蓋 ICN 是國際競爭政策
的專門組織，另外其組成單位又是競爭法執行機關，因此建議 ICN 可以朝
此方向努力。  

將眼光轉回台灣，台灣貿易量約排名全球第 164，以我國的規模看來，

國際貿易對於我們國民生計有莫大影響，因此國際競爭秩序的維持對於我

國有相當重要性。以我國目前實務上在國際競爭法的發展仍嫌不足，現有

的雙邊條約僅有消極禮讓的規範，而未見有積極禮讓的規範。具有拘束力

的雙邊條約數目更是屈指可數，這與我國國際地位有關，相關主管機關在

此方面可能也是心有餘而力不足，但是在條約內容方面的確可以再加強。  

                                                 
4 資料來源：經濟部統計處。Available on line: http://2k3dmz2.moea.gov.tw/gnweb/main.aspx?Page=J 
( last visited on June 28,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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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主要進出口國，以 2004 年為例，出口國依次為中國大陸、香

港、美國、日本及新加坡；進口國則為日本、美國、中國大陸、韓國、德

國。澳洲在出口國排名第 14，進口國排名第 10；紐西蘭在進口國排名第

36，出口國排名第 39；法國在進口國和出口國都排名第 185。因此，如果

想要讓雙邊條約達到最大功效，應尋求與日本及美國等我國大宗的貿易伙

伴簽約，當然我們也無法不考量我國在國際政治上所面臨的困境。  

另外，中國大陸與我方間的貿易互動也是不可忽視的，不論在出口量

或者是進口量中國大陸都佔了相當大的比重。中國大陸市場開放的時間並

不長，因此對於限制競爭活動的管制目前尚未成熟。中國大陸在 1993 年時

通過了「反不正競爭法」，中央有公平交易局（隸屬於國務院國家工商行政

管理局）負責相關業務，地方在省和大城市則有公平交易局、處、科（目

前名稱並未統一），在沒有設置公平交易執法機構的地方工商行政管理機關

由其經濟檢查部門（經濟檢查處、科、司）負責反不正當競爭執法工作6。

「反不正競爭法」雖然不是單純的只規範反不正當競爭行為，也有反壟斷

的立法，但是主要還是以規範反不正競爭為主，對於聯合行為的相關規定

付之闕如，但是大陸並非不管制聯合行為，只是散見在其他法規，因此系

統相當紊亂。目前大陸另有「反壟斷法」在加速立法中。  

在我國與大陸頻繁的貿易往來中，可能產生的競爭法問題例如大陸廠

商在出口上進行聯合行為的問題，目前大陸對聯合行為管制的法規尚未成

熟，事實上縱然對聯合行為有相關規定，出口聯合也很可能受到豁免，因

此，為避免我國競爭秩序和消費者權益受損，或可考慮讓我國公平交易法

聯合行為規定「域外適用」。雖然我國公平法理論上已具有域外效力，但是

實際上要域外適用，仍然涉及技術上的問題，例如強制執行7，以及證據的

蒐集8等等，因此如果欲讓我國公平法實際在大陸發揮效力，必須要與大陸

                                                 
5 經濟部國際貿易局網站資料：http://cus93.trade.gov.tw/fsci/ （last visited on March 6, 2005） 
6 行政院，赴大陸地區參加「兩岸競爭法律制度研討會」暨相關參訪活動報告，頁 17（2000 年

12月）。 
7 目前台灣判決在大陸申請強制執行，民事判決方面有「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認可台灣地

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以資適用，規則第四條特別提到「不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第九條

則提出不予認可台灣民事判決的標準，其標準基本上與台灣民事訴訟法的規定類似。當事人依我

國公平交易法所提起的損害賠償訴訟，固可依此規則在大陸申請強制執行，但是公平會所做出的

行政處分，並非民事訴訟，強制執行的性質也非民事的強制執行，而屬行政執行，要在大陸地區

執行，勢必要大陸執法機關的協助。 
8 關於證據的蒐集或可「類推適用」「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涉外案件之處理原則」第八條

規定：本會得依下列途徑蒐集域外資料及證據： 
（一） 首需考量國內是否已有提供消息之來源，並尋求相關廠商協助取得公開之資訊。 
（二） 函請相關外國事業自願性提供本會所需資料。 
（三） 詳列欲獲得之外國資料證據，函請外交部或經濟部駐外單位協助蒐集。 
（四） 依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進行調查。惟應先就外國之主權作用、國際間之平等互惠

原則、以及本會強制外國事業配合所採之行政手段可否達到調查目的等等，做衡平考量。 
（五） 透過民間組織、同業公會等其他途徑蒐集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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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一定的互助關係。當然了，如果要與大陸訂立互助協定必定又會牽扯

到這是國與國之間的協定，或者是中央與地方等等這些複雜的政治問題，

台灣與大陸目前在刑事上已經存有非官方的互助關係，不過要在反托拉斯

法上建立互助關係，恐怕難以非官方的方式進行，因此難度可能較高。除

此之外，如果大陸方面同意與台灣進行合作，讓台灣就大陸的出口聯合行

為進行調查並予以禁止，基於互惠原則，台灣的出口商也不能對大陸市場

從事出口聯合行為，這樣對我國出口廠商似為不利，但是長遠來看，卻是

有利於雙方消費者並有助於產品或服務品質的提升的。  

建立互助協定也許存有技術上的困難，但是積極禮讓制度的建立或許

是一個可努力的方向，以目前大陸競爭法發展的程度觀之，應該較不會有

大陸競爭法域外適用到台灣而引起緊張的問題，但是很可能會有大陸競爭

法主管機關怠於執行而使台灣企業權益受損的情形，因此建立台灣與大陸

間積極禮讓制度可能會比建立消極禮讓制度迫切，至於大陸現階段的執行

能力是否能真正確保台商權益則是另外一個問題。不過積極禮讓制度由於

適用的仍為本國法，受到豁免的出口卡特爾問題並無法在積極禮讓制度下

獲得解決，建議雙方另外針對此議題做出特殊協定，例如仿照紐澳模式將

大陸和台灣列為同一市場，而視大陸出口到台灣或者是台灣出口到大陸的

「出口」行為為「國內行為」，將台灣與大陸視為同一市場不違「一個中國

原則」，雙方應較能達成共識才是。  

再者，在大陸目前正在發展競爭秩序文化之際，台灣應該要積極利用

在大陸的經濟影響力影響大陸對於競爭政策的訂立，儘量拉近台灣以及大

陸競爭法制的距離，雙方的競爭法規如果能夠達到一定程度的調和，對於

台商而言將是一大利多，可以省去適應法規環境的成本，相對而言便提高

與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能力。此外，縱使無法影響實體規範的建立，單純

敦促大陸發展競爭法制對於兩岸也應該都是利多的，大陸可以因此吸引國

際廠商入大陸投資，也可以避免國際大廠在大陸濫用獨占力；就台灣而言，

以我國和大陸這樣龐大的貿易量而言，我國廠商在大陸能有較佳的競爭環

境，以我國和大陸的特殊關係，我國廠商較其他國家廠商具有較多優勢，

例如語言以及文化熟悉度，公平的競爭將能夠使我國廠商獲利。  

至於就軟性的國際競爭法調和場所，例如 OECD、APEC 和 ICN，台
灣都相當活躍，顯見我國對此議題的重視，事實上這也是我國少數幾個能

夠在國際舞台上發揮的地方，我國應善加把握。  

                                                                                                                                            
另外，第九條規定：「被檢舉之外國事業不配合調查者，本會得依既有資料、證據逕行認定，其

有違法之虞者，本會得通知檢舉人補強證據或再次通知被檢舉人配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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