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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壹、 前言 

一、 全球化與市場經濟帶動國際反托拉斯問題 

不論是反全球化或是支持全球化，我們都無法否認，全球化已經是一個現在

進行式，這股趨勢有大部分原因是來自於網路和WTO的推動。隨著共產主義政
權一一的傾倒，另外一個與全球化一樣逐步成長的乃是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

體制植基於開放競爭有助於資源合理分配的觀念，而全球化則擴大了資源分配的

範圍。我們生活在一個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全球化的時代，而WTO等世界經濟組
織正是一個證明。WTO 的目標在於消除政府所為的貿易障礙，促進競爭，進而

達成資源合理分配，發展全球經濟。然而，全球化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發達，貿易

壁壘的消除，也帶動跨國界限制競爭活動的發展，反托拉斯不再是單純的國內問

題，而是國際問題。 

二、 為何國際反托拉斯問題值得重視 

（一）國際限制競爭行為阻礙國際貿易的發展 

當各國致力於貿易自由化的活動時，國際間消除政府貿易障礙達成貿易自由

化所預計帶來的益處，同時很可能被國際間的私人限制競爭行為所抵銷。為此，

我們應該正視國際反托拉斯所帶來的問題。        

1. 國際卡特爾破壞市場競爭機制以及消費者福祉： 

私人的限制競爭行為所破壞的，不僅是市場機制的建立，還有消費者的福

祉。對消費者福祉的破壞以聯合行為所造成的影響最為直接，這種影響主要反映

在商品的價格。根據紐約時報的報導，國際聯合行為曾經造成石油、維他命以及

非酒類飲料的漲價1。在維他命聯合定價一例，該案涉及的總金額多達五十億美

金。從事卡特爾的國際大廠包含瑞士的F. Hoffmann-La Roche以及德國的BASF 
A.G等，他們在 1990 年至 1999 年間制定、拉抬與維持維他命A、B2、B5、C以
及β胡蘿蔔素的價格，並分配市佔率與銷售量2，而直接使得 General Mills、 
Coca-Cola、 Tyson Foods、 Protecter & Gamble等大廠遭受損害，而將數十億美

金的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消費者每吃一顆維他命，喝一杯牛奶或者吃一碗麥

片都是在為他們付出成本3。此外，依照OECD的研究報告，在美國過去十年來被

譴責的國際卡特爾案件，每年使個人和企業負擔數百萬美金的成本支出；對美國

商業的影響超過美金一百億，超額取價超過美金十億；引起損害性的經濟浪費估

                                                 
1 Stephen Labaton, The World Gets Tough on Fixing Prices, N.Y. Times, June 3,2001,3, at1.    
2 美國DOJ新聞稿,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press_releases/1999/2450.htm 
( last visited on July 31, 2005 ) 
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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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超過十億4。 

關於跨國聯合行為，目前各主要商業大國皆有法可管，主要問題在於執行層

面。當限制競爭行為具有跨國性時，蒐證以及處分或判決的執行也會牽涉到多國

主權。而聯合行為的執行面又以蒐證證明最為重要，美國便曾經表示其無法追訴

國際鑽石卡特爾因為關鍵證據在國外5。蓋不論是蒐證或是執行，除非有條約或

是協定存在，他國並無義務去進行國際合作，甚至可能基於其本國的利益而拒絕

合作。出口卡特爾便是一個典型的問題，A國出口商聯合定價，而侵害B國消費
者的權益，受害國B國要求A國提供聯合行為蒐證的協助，此時A國很可能基於保
護其出口商的考量而拒絕提供協助。除此之外，各國基於其商業利益的考量，出

口卡特爾通常會獲得例外豁免或許可，在許多國家聯合輸出並不構成聯合行為而

受處分，因此也無法在當地國提起救濟，例如我國公平交易法第 14條第 1項第
4款便將聯合輸出列為例外許可的項目。因此出口卡特爾常常是國際反托拉斯執

行的死角，受害人無法在出口國獲得救濟，當地反托拉斯執行機關蒐證又不易，

只能放任各國競相許可出口卡特爾，形成惡性循環。 

2. 跨國公司在全球濫用獨占力，影響國際競爭秩序和消費者福祉 

全球化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發達也帶動了跨國公司的發展，增強了跨國公司的

勢力，因此增加了跨國公司濫用獨占力的情況，例如喧騰一時的微軟案，微軟在

美國、歐盟以及台灣都有濫用獨占力的行為，因而都吃上了反托拉斯官司。 

3. 競爭法的缺乏以及競爭法的不力執行構成市場進入障礙 

此外，更有一些國家根本不具有競爭法，而無法自保，這類國家多為開發中

國家或是低度開發國家，在全球化和市場經濟體制蓬勃的今日，他們更容易成為

大企業下被宰割的對象，而成為全球化和市場經濟體制發展下的犧牲品。從另外

一個角度來看，缺乏競爭法，不僅對於輸入國本身是一隱憂，對於輸出國亦同。

競爭法的積極執行有助於貿易自由化6，缺乏競爭法反而會對貿易自由造成阻

礙，因為無法對於限制競爭行為有效管制。因此縱使是有競爭法的國家，但卻未

能有效執行，對貿易也是一種阻礙。美國就曾經和日本因為日本未妥善執行競爭

法而對美國輸入商產生傷害而衍生爭執。1995 年美國要求日本摧毀其本國內汽

車和汽車零件市場的的keiretsu（系列，けいれつ）銷售系統，否則便要以GATT
第 23 條7向WTO爭端解決小組控告日本。為了要構成GATT第 23 條的違反，美

                                                 
4 Walter T. Winslow, OECD Programmes For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Global Competition Issues, in 
Yang-Ching Chao, Gee San, Changfa Lo, Jiming Ho,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Competition Laws 
and Policies, 243 (2001).  
5 Daniel K. Tarullo, Norms and Institutions in Global Competition Policy, 94 A.J.I.L. 478, 480 (2000). 
6 Auke Haagsma, 5.5 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Policy As A Means To Create An Global Market 
Place, in Chih-Kang Wang, Chia-Jui Chen, Lawrence S. Liu ,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410(1995). 

7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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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必須要證明日本疏於執行其獨占禁止法的行為侵害了美國的利益或是使美國

的利益無效8。所謂的keiretsu是生產者控制並統合經銷商及零售商以確保他們合

作和執行其銷售政策的一系列系統行為。也可以看做是由一串銷售管道所構成的

系統9。Keiretsu又指關係企業所構成的內部關連網路，其特徵包含共同的管理階

層，交叉持股，以及透過同一銀行的集團融資10。這套複雜的銷售系統形成進入

日本市場最困難的障礙11。國外汽車生產者和供給者抱怨日本的汽車製造商透過

keiretsu排除國外廠商在銷售系統外以阻絕外國競爭者12。日本汽車業向銷售者施

                                                                                                                                            
Article XXIII: Nullification or Impairment 

1.       If any contracting party should consider that any benefit accruing to i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under this Agreement is being nullified or impaired or that the attainment of any objective of the 
Agreement is being impeded as the result of 

(a)      the failure of another contracting party to carry out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is Agreement, 
or 

(b)     the application by another contracting party of any measure, whether or not it conflicts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ment, or 

(c)      the existence of any other situation, 
the contracting party may, with a view to the satisfactory adjustment of the matter, make 

written representations or proposals to the other contracting party or parties which it considers to be 
concerned. Any contracting party thus approached shall give sympathetic consideration to the 
representations or proposals made to it. 
2.        If no satisfactory adjustment is effected between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concerned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or if the difficulty is of the type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 (c) of this Article, the 
matter may be referred to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promptly investigate any matter so referred to them and shall make appropriat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which they consider to be concerned, or give a ruling on the matter, as 
appropriate.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may consult with contracting parties,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ith any appropriate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cases where they consider such consultation necessary. I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consider that the circumstances are serious enough to justify such action, they may 
authorize a contracting party or parties to suspend the application to any other contracting party or 
parties of such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under this Agreement as they determine to be 
appropriate in the circumstances. If the application to any contracting party of any concession or 
other obligation is in fact suspended, that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then be free, not later than sixty days 
after such action is taken, to give written notice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1) to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of its intention to withdraw from this Agreement and such withdrawal shall take effect upon 
the sixtieth day following the day on which such notice is received by him. 
 
8 Daniel Steiner, The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ompetition Law, 24 Man. L. J. 577, 617 (1997). 
9 Id, at 616. 
10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1995 Estimate Report on Foreign Trade Barriers, 167 
11 Frank J. Schweitzer, Flash of the Titans: A Picture of Section 301 in the Dispute Between Kodak and 
Fuji and A View Toward Dismantling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in the Japanese Distribution System, 11 
AM. U. J. INT'L L. & POL'Y 847, 860 (1996). 
12 Eleanor Lewis & David J. Weiler, Will the Rubber Grip the Road? An Analysis of the U.S.-Japan 
Automotive Agreement, 27 LAW & POL'Y INT'L BUS. 631, 637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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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要求他們排除外國車否則就要終止其供給契約。更甚者，銷售商形成共謀，

要求美國汽車生產者付出較他們願意付出的價格以取得將其生產的汽車放置展

示場的機會。Keiretsu是一種垂直獨占（vertical monopoly），類似 20世紀初美國
的托拉斯（trust）。日本汽車業以交易限制契約創造非價格的垂直限制以拒絕美

國汽車業進入日本市場13。日本的公正取引委員會欠缺調查這些行為的意願，使

得美國認為其汽車業受到不合理以及歧視性的待遇14。1995 年 6 月，在WTO的
協助下，美國和日本達成和解，因此此案並未被提交WTO爭端解決小組。 

除此之外，同年 5月美日之間又爆發了柯達案，柯達（Kodak）控告富士（Fuji）
從事限制競爭行為，使柯達無法在日本市場公平競爭，而日本政府更對這種限制

競爭行為不合理的容忍。富士在日本的一般消費者底片市場是獨占，柯達的市占

率不到百分之九，相較於柯達在全球市場百分之四十的市佔率顯的很不相當。柯

達認為其在日本的低市佔率來自下述原因。首先，富士控制了日本四大主要底片

分銷商，富士和他們訂有獨家契約，使柯達難以在日本市場公平競爭。除了被排

除於分銷管道，依據 1974 年的大型零售商店零賣商業調整法（Law Concerning 
Adjustment of Retail Business Activites by Large Scale Retail Stores ），柯達又被排
除於在大型零售商店內銷售。日本政府並管制進口底片的行銷，除此之外，日本

政府還採取其他反自由化措施限制了柯達在日本擴張銷售。富士私人的限制競爭

行為以及政府的操控，可以說是政府不合法地默視，甚至是公然支持限制柯達這

樣的競爭者而損害美國的商業利益。美國保留了行使 301 條款報復的權利向

WTO 提起控告。不過，1998 年本案終結，WTO 判定美國敗訴。本案美國之所
以敗訴有諸多因素，很難說是因為競爭議題目前並不在WTO的規範範圍之內，
但是事實上競爭法目前的確沒有一個統一的全球標準，如果WTO爭端解決小組
的判定偏向美國對於競爭法的看法，很可能會創造一個不在WTO規範底下的新
義務而損害了國家主權。 

從此二案我們看到，競爭政策的不力執行確能構成貿易障礙。事實上，限制

競爭行為可以影響國際貿易的態樣有許多種，其他的限制競爭行為例如限制轉售

價格也可能阻礙國際貿易的發展。限制轉售價格行為通常是要保護小轉售商免於

和大轉售商、百貨公司、超級市場或者是連鎖折扣商店競爭，然而一般而言販售

進口商品的通常是這些商店，因此保護「限制轉售價格行為」等於是變相地保護

了以小轉售商為架構的銷售系統，而限制了貨品的進口，阻礙了國際貿易的發展
15。 

此外，一國如果重視產業政策甚於競爭政策也會對國際貿易產生影響，產業

                                                 
13 Joint Report by the Committee 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and the Trade Committe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June 1994. OECD/GD (94) 63, at 3. 
14 Supra note 8, at 167-168. 
15 Ross Jones, Chapter 13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Competition Policy:The Agenda for APEC, in 
Christos C. Paraskevopoulos, Theodore Georgakopoulos, Leo Michelis, The Asymmetric Global 
Economy: Growth, Investment and Public Policy, 228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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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重視往往造成獨占事業的生成，這對國際貿易會造成兩個影響。首先，獨

占事業很可能運用其在本國市場的獨占力量進而去獨占外國市場，例如以交叉補

貼的方式在國外市場從事掠奪性定價以打擊國外市場的競爭者。其次，更直接的

是運用其獨占力阻止國外廠商進入本土市場16。 

簡而言之，一國競爭政策在某種程度上左右著國際貿易的發展。一國的競爭

政策很可能使得原本消滅國家非關稅或關稅措施所造成貿易障礙以達成貿易自

由化的目的無法達成。但是競爭法這種高度政策性的法律目前並沒有一個統一的

國際標準，各國政府也因此不必擔心國際責任而創造非關稅貿易壁壘。除此之

外，從上述兩案中我們也看到，縱使是純粹的內國限制競爭行為，而不具有涉外

因素，仍然會對國際貿易產生傷害，而影響到他國的利益。 

（二）各國不同的反托拉斯標準造成國際緊張以及企業成本 

1. 國際合併的多國標準造成企業的額外成本，不利國際合併之進

行，並造成國際緊張 

國際貿易的發展，同時使得跨國合併的案件數量增多。合併對整體經濟可能

有正面效應也可能有負面效應，一方面可能拯救營運不佳的公司，使該公司員工

免於失業之苦，發展結合帶來的縱效，加強公司營運效能；另外一方面也可能在

結合後拓大公司的市佔率而使其在市場上享有強勢壓倒的獨占地位，使市場無法

有效競爭。因此，商業發達的國家莫不對於結合抱持管制態度。國際結合通常會

面臨多國管制的情況，除了因為結合企業有不同國籍，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目前

各國關於結合管制乃是採效果原則，假使A國企業和B國企業結合影響到C國企業
的市場，該結合案仍須受到C國企業管制，因此縱使是同一國籍的企業結合，若

其營運非侷限於一國之內，仍會有受多國審查的情況。雖然相關市場可能都是相

同的，但是多國審查由於各國主管機關基於其不同的考量點以及其廣泛的裁量空

間，最後對於結合案的准駁很可能出現不同的結果。以美商波音公司和美商麥道

公司合併案為例，兩者雖然都是美國公司，但是因為符合歐體結合管制規則的共

同體規模（Community Dimension）而必須向歐體執委會申請許可。申請的結果，
雖然最後歐體和美國都允許兩公司的結合，但是歐體是在波音公司提出若干保證

之後，始附條件地答應該二家公司的合併。另有 1994 年美商MCI與英商BT結合
案，該案同時受美國司法部和歐體執委會的管轄，歐體於審查後認為結合並不會

產生集中效果，但是美國司法部直到二審才同意兩家公司的合併。這樣的風險和

這些繁雜的程序，使跨國企業在從事商業活動時要支付額外的成本；再者，在大

多數的結合案件對於整體經濟是有利的時候17，這種多國不同結合審查標準與程

序的狀況也無助於全球市場的福祉，也可能會增加各國之間的摩擦。此外，在沒

                                                 
16 Id, at 229. 
17 Sharon E. Foster, While America Slept: The Harmonization of Competition Laws Based Upon The 
European Union Model, 15 Emory Int’l L. Rev. 467 , 484 ( Fall,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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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國際合作的情形下，重複調查也造成了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不必要的成本。 

2. 國與國間產業政策以及競爭政策的衝突 

    除了消極的不執行競爭法，有些國家會積極的推行限制競爭的產業政策，這

在過去可能只是純然的國內問題，但是在國際貿易盛行的今日，這種政策的推行

很可能會影響國際貿易，而成為國際問題，造成國與國間的不和諧。下述瑞士手

錶案18便是一例。 

    瑞士政府為了將手錶產業推行為瑞士的主要產業頒佈了「手錶法（Watch 
Law）」，授權從事手錶產業的事業從事手錶生產以及銷售的協議。美國籍公司透
過他們在瑞士的子公司也參與了在瑞士進行的手錶產業的協議。這些公司在手錶

法之下進行了在美國以及除了瑞士之外的其他國家手錶生產的控制協議。為此，

美國的司法部對美國以及該些外國的手錶公司，包括瑞士的手錶公司，提起反托

拉斯訴訟。瑞士政府對該訴訟做出強烈的回應，並聲稱美國政府對於該產業協議

所做出的法律挑戰侵害了瑞士的主權。美國司法部要求判決命令被告取消控制手

錶生產的協議，瑞士政府則抗議這樣的命令範圍過於廣泛，並且威脅要向ICJ提
起訴訟挑戰美國對本案的管轄權。最後，雙方達成妥協，美國司法部所要求的命

令範圍縮減至美國領土，也就是僅取消美國領土內的產量控制協議，因而避免了

雙方的直接衝突19。 

三、 國際競爭法調和的需求 

    調和分為廣義的調和（convergence）和狹義的調和（harmonization），其中
廣義的調和還包含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相互合作（cooperation）以及協調
（coordination），也就是說尚包含政策面和執行面；而狹義調和則指競爭法規範

的一致化。 

    面對上述全球化時代跨國的限制競爭問題，各界紛紛提出競爭法調和的呼
籲，此議題近來在各國際組織也漸獲重視。但是應該達到何種程度的調和，各界

看法不一，以美國為例20，美國政府認為國際間的合作加上競爭法域外適用便足

以解決跨國限制競爭行為；然而有些則呼籲應有更進一步的統合，例如過去有歐

洲學者組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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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21）」在 1993 年WTO研擬成立期

                                                 
18 United States v. Watchmakers of Switzerland Info. Center, 1965 Trade Cas. (CCH) para. 71, 352 
( S.D.N.Y. 1965 ).  
19 Matsuo Matsushita, Thomas J. Schoenbaum and Petros C. Mavroidi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560-561 (2003).  
20 Eleanor M. Fox, Chapter 12 Competiton Law, in Andreas F. Lowenf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380 (200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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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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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提出一部統一的競爭法草案「（Draft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Code）」，不過最後未

獲採納；而目前歐盟也傾向以WTO為平台做出更進一步的統合。 

事實上為了處理國外限制競爭行為對國內所產生的影響，以保護本國利益，

國內法方面已有所謂的「域外適用（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對策產生。所謂
競爭法的域外適用是指將在國外所發生的反競爭行為亦納入該國競爭法的規範

對象22。競爭法域外適用的規定，打破傳統「屬人原則」和「領域原則」的管轄

權決定辦法，而採效果主義（effect doctrine），並輔以禮讓原則（comity），以避
免管轄權的過度擴張。但是這種管轄權擴張的結果，仍無法避免如前述在結合案

件有一案多管的情況，更無法避免的造成國際緊張。此外各國針對這種域外是用

的情況而予以反擊的也不少，而有所謂的「抵制（blocking）」和「回復（clawback）」
條款出現。以英國 1980 年的「保護貿易利益法案（Protection of Trading Interest 
Act ）」為例，該法案授權國務院禁止私人與外國競爭主管機關合作，包含提供

資料，此為「抵制」條款。除了英國之外，加拿大、澳洲、法國、荷蘭以及南非，

都有這種抵制條款。英國並賦予符合在美國受三倍懲罰賠償的一定資格的英國公

司，在英國法院回復三分之二的賠償金，此為「回復」條款。之所以出現這種情

況，乃是外國主權認為在沒有國際法的前提下其主權遭受侵犯的結果。因此管轄

權的擴張，競爭法的域外適用並無法全然解決現時國際限制競爭行為所帶來的問

題，反而還帶來了新的問題，並造成國際緊張。 

為了在國際案件有效執行反托拉斯法，不論是在卡特爾案件或是獨占力濫用

案件，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互相合作與協調都是不可或缺的。至於將競爭法提升

至國際法層次，避免國家以非關稅措施破壞自由貿易制度，似乎也有需要，以EC
而言，其超國界的競爭政策主要目的即在於避免被消滅的由國家所為的貿易障礙

被私人創造的貿易障礙所取代23，而無法達到當初消滅國家所為貿易障礙所欲達

成的目的。此外，面對因為各國不同標準的結合審查所造成的企業成本，提倡統

一的結合標準者也不乏其人。除此之外，將競爭法提升到國際法層次也可以避免

「政治市場失靈（political market failure）」所帶來的弊端，這對於開發中國家尤

其有利。「當開發中國家簽署現代貿易協定，他們通常會針對特定國內政策做出

某些承諾，例如反托拉斯或者其他競爭政策。同意這類政策是對開發中國家有利

的，獲取的利益不只是直接獲得的貿易利益，因為這樣的承諾可以加強內部的改

革過程。誠然，參與一個國際協定可以實現整體而言對國家有利的改革，否則這

樣的改革很可能會被利益團體成功地抵制。舉例而言，貿易協商可以協助動員較

分散但是最終而言較具代表性的團體，例如消費者，以及潛在的出口者，這些人

將從增加的貿易量中獲利而他們的利益也較能準確地反映出整體福利，這樣的動

員可以抵銷與進口者競爭的有組織的生產者以及工人的影響力。在很多案例中，

                                                                                                                                            
2005） 
22 黃銘傑，《公平交易法之理論與實際》，台北，學林文化，頁 405 (2002 年 8月)。 
23  Commission of ECSC, the EEC and Euratom, First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1974), 
Brussels-Lexumbourg, April 1972,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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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過程中的利益國內勢力發現假如他們可以將他們的政策呈現為國際自由

化協定的內容，他們的力量可以被強化。24」。 

但是統一的國際競爭法如何達成，是否有可能達成，則值得研究。如前所述，

統一競爭法的構想，並不是近幾年才有，1993 年便有DIAC提出，但是未獲採納，
顯示競爭法的國際法化有其困難性。事實上各界也不乏持反對競爭法提升至國際

法層次之聲音，反對者認為，各種不同法律制度的存在可以促使新法的產生；各

法域的競爭可促使整體法域的進步；統一的競爭法缺乏彈性，修改條約耗時耗

力，無法切合經濟現實25。不過，將競爭法提升到國際法的層次並不等同於統一

各國的競爭法，上述反對者所提出的這些缺陷並非不可避免。除此之外，每項制

度都有其缺陷，因此重點並不在於尋求一個毫無缺陷的制度，而在尋求一個其所

帶來的利益將大於其所帶來缺陷的制度。 

 

目前國與國之間關於競爭法執行層面的合作目前已經有一定的成果，許多國

家簽訂有資訊取得和保密，甚至「積極禮讓（positive comity）」的協定，來共同

打擊、處理跨國的限制競爭行為。至於將競爭法提升至國際法層次，國際間對於

一部統一的競爭法，或是發展出一套如WTO的模式，過去已經做了不少努力，

可是都宣告失敗；各國際組織，如OECD, APEC, UN下的UNCTAD都提出有競爭

法的相關規範，但是也是僅供參考，並不具有實質的拘束力，不過這些努力仍然

不容忽視。較具體的成果，則是歐盟競爭法體系的建立。歐盟從巴黎條約開始便

對競爭議題加以著墨，歐盟不但有統一的競爭法規定以處理跨國界的競爭議題，

並且有執委會以及歐洲法院統一處理相關案件，對於國際競爭法的統一是一個很

好的借鏡。但是歐盟競爭法的統合乃是建立在歐洲共同市場的建立，且在建立之

初其會員國都有相同的背景，因此歐洲模式是不是可以擴展至全世界，答案恐怕

不樂觀，但是對於區域競爭法統合而言則是一個很好的標本。另外，WTO底下
雖然沒有一部處理競爭議題的規範，但是競爭議題在WTO底下並不是沒有實質

的規範，GATS, TRIMS, TRIPS下對於競爭議題都有所著墨。因此有認為，WTO
是國際競爭法發展的優良場所26。不過實際發展的情況卻告訴我們，在WTO下進
行競爭法的統合也具有相當困難性。 

貳、 研究目的與範圍 

本文目的在於藉著對競爭法調和現況的瞭解和其成就之分析來尋求目前全

球化時代，貿易自由化時代下跨國限制競爭問題的解決之道。 

                                                 
24 Birdsall Nancy and Robert Z. Laurence, Deep Integration and Trade Agreements:  Good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136 (1999).  
25 supra note 6, at 584. 
26 Supra note 6, at 614. Russel J. Weintraub, Globalization’s Effect on Antitrust Law, 34 New Eng.L. 
Rev. 27, 11 ( Fall,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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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一共分為六章，第一章為緒論，為本論文做出開端，闡明全球化時代國

際競爭秩序的問題，並提出研究範圍與目的。 

第二章研究關於國際競爭秩序的雙邊條約，著眼於美國和歐盟，澳洲和紐西

蘭，以及我國和世界各國所訂立的條約。討論範圍為該些雙邊關係所建立之合作

內容，其具體成效，成功失敗之因素，以及可供世界各國借鏡之處。台灣部分則

著眼於我國目前現狀之檢討，和未來走向之研究。 

第三章為從事競爭法調和的區域性國際組織，研究範圍包括歐盟、APEC以
及 NAFTA。其中 APEC所從事的活動較近於政策性的調和，屬於競爭政策的宣
導；NAFTA 則進一步具有競爭法的實體規範；歐盟不但具有實體規範，並具有

一套全球獨步的競爭法執行架構。 

第四章為國際組織，將討論 UN, WTO和 OECD在國際競爭法的發展。UN
基本上雖為政治組織，但是對於競爭議題也相當重視；WTO 部分則將討論目前

競爭議題在 WTO體系的進展，並進一步討論 WTO進行國際競爭法調和工作的

可行性和不可行性；OECD 對於競爭議題也一直相當重視，本文將探討 OECD
在競爭議題方面的研究成果。 

第五章為全球性的競爭法規範，討論的範圍有 UNCTAD所提出的「管制限
制性商業行為的一套多邊協議的公平原則和規則（Set of Multilaterally Agreed 
Equitable Principles and Rules for the Control of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s）」以
及 DIAC。這兩套全球性的競爭法不但都具有實體規範也都提出一套制度性規

範，雖然兩者都未能成為具有拘束力的國際競爭法，但是其所提出的實體規範內

容和架構設計仍值得我們做進一步的研究。「管制限制性商業行為的一套多邊協

議的公平原則和規則」本身是以聯大決議的形式呈現，因此在某一角度而言，「管

制限制性商業行為的一套多邊協議的公平原則和規則」並未失敗，然而 DIAC原
本乃是預定成為WTO的附件之一，唯最後這樣的理想並未實現，因此我們有必

要去問，DIAC的失敗因素為何？是基於其實體內容的設計問題，或是制度面的

設計問題？或者是因為其他的外在因素？ 

最後，在第六章的結論，本文將試圖分析各種競爭法調和方式的利弊得失，

並且提出建議。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