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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區域組織

壹、 歐盟 

一、 前言 

    歐洲的統合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其在競爭法方面的統合更是史無前例，不但

有一部統一的競爭法，更有統一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因此歐洲在競爭法上的成效

值得我們在探討全球的競爭法統合時加以討論。歐洲競爭法的統合可以視為全球

競爭法統合的小縮影，所謂鑑往知來，其可供借鏡之處可以分為下面幾個面向。

首先是實體法方面，如果我們想要訂立出一部統一的競爭規範，就必須要找出普

世認同的競爭法價值以及規範方式，歐洲統一的競爭法規範可以認為是多數歐洲

國家認同的競爭法價值，規範方式，而作為全球性競爭法的參考。其次則是歐洲

競爭法的執行架構，應該設置怎樣的中央執行單位，與各國執行單位應如何分

工，是我們在探討此方面應注意之處。另外，歐洲競爭法在統合的過程中遭遇哪

些困難，發生過哪些挫敗，也值得我們注意。 

二、 歐洲競爭法的實體規定 

（一） 首部歐洲統一競爭法：巴黎條約的競爭規範 

歐洲統一的競爭法事實上早在「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簡稱ECSC）」時期便存在了。歐洲煤鋼共同體成立於 1951 年，是歐

洲經濟整合過程中第一個成立的共同體組織，會員國計有法國、德國、義大利、

荷蘭、比利時以及盧森堡。依據成立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巴黎條約第二條1，歐洲

煤鋼共同體的目的在於成立一個共同市場，並促進會員國的經濟發展。為了達成

這樣的目標，有效控制共同體內煤鋼產業的市場力量，一部具有共同體規模的競

爭法似乎是不可少的。除此之外，巴黎條約起草者也擔心，對於共同體內的卡特

爾或者是市場力集中的狀況如果未加以抑制，可能會成為一股真正的政治力，並

且危及到共同體的主權，因此有必要訂立競爭法加以管制2。巴黎條約競爭法部

分起草人是美國哈佛大學反托拉斯法教授Robert Bowie，而且是在美國的華盛頓
完成3，因此無可避免的，這部首部具有歐洲規模的競爭法帶有美國色彩。正如

                                                 
1 Article 2: 

 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shall have as its task to contribute, in harmony with 
the general economy of the Member States an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on market as 
provided in Article 4, to economic expansion, growth of employment and a rising standard of living in 
the Member States. 

The Community shall progressively bring about conditions which will of themselves ensure the 
most 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at the highest possible level of productivity, while safeguarding 
continuity of employment and taking care not to provoke fundamental and persistent disturbances in 
the economies of Member States.  
2 Raymond Vernon,” The Schuman Plan”, 47 Am. J. Int’l L. 183, 97 N.43 (1953). David J. Gerber, Law 
and Competi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337 (1998). 
3 David J. Gerber, Law and Competi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338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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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J. Gerber所言，這部競爭法「融合了歐洲對卡特爾問題的方法以及美國實

務經驗的元素」4。 

巴黎條約基本的競爭法架構有兩條，分別為禁止限制競爭協議的第 65 條，
以及處理「集中（concentration）」(歐體法上的「結合」)和濫用經濟力的第 66
條。第 65 條對於限制競爭協議採用原則禁止例外許可的規範方式。至於第 66
條在此討論的重要性較低，因為它對於後來歐洲競爭法的發展影響不大，ECSC
在結合管制方面的經驗對於後來不論是共同體規模或是國家規模結合管制的發

展歷程中都只能算是小角色5。本條對於結合採取「許可制」，只有經過高級公署

（High Authority）許可的結合交易行為才能生效。這是關於新的市場力生成的部

分，第 66 條同樣也管制既有市場力的濫用問題，對於公營或私營的獨占事業，

高級公署被授權提供他們建議避免他們利用這樣的優勢地位去達成違反本條約

的目的。如果這些建議沒有在合理時間被執行，高級公署應與相關政府共同決定

並限制銷售狀況和價格，停止生產，或者是施以應有的計畫，施以刑罰。本條並

未對「濫用」一詞做定義，也未提供例示。這種模糊的規範方式顯示出經驗的缺

乏。條約事實上給予執委會（Commission）很大的裁量空間，但是卻要求執委會

在施加制裁之前應和相關政府協商，因此減少了執委會在這方面努力的意願6。

此外，歐洲在結合管制方面的經驗在此階段可謂是乏善可陳，1951 年時歐洲尚

無一個國家對於結合管制立有相關法律，因此結合方面主要仰賴美國的經驗7。 

在巴黎條約的架構下，無法提起私人的競爭法訴訟，高級公署是適用並執行

競爭法的唯一機構，但是對於高級官署的決定可以向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上訴。 

ECSC的競爭法運作對日後歐洲統合的競爭法發展影響並不大，在最初的五

年，這個系統很少被使用到，因此其執法經驗對於羅馬條約的起草並非扮演重要

角色8。他的重要性在於他首開先例創造了一個跨國界的競爭法系統。因此，縱

使我們推斷巴黎條約的競爭法系統受到美國影響，日後歐洲競爭法系統的發展並

未因此也受到美國影響9。 

（二） 羅馬條約的競爭規範 

         歐洲煤鋼共同體成立之後，各界相繼鼓吹成立「歐洲防衛共同體」以及「歐

洲政治共同體」，但是均告失敗。1958 年 1月 1日羅馬條約生效，建立了歐洲經

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簡稱EEC）以及歐洲原子能共同體
（European Atmoic Energy Community，簡稱EAEC），與歐洲煤鋼共同體三者成

                                                 
4 Id, 338-339. 
5 David J. Gerber, supra note, at 340. 
6 Id , at 341. 
7 Id , at 343. 
8 Id , at 342. 
9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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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簡稱EC）。羅馬條約有兩個基本目的，其

一為政治性目的，目的在促進歐洲的統一，藉著創設一個統一的市場，歐洲各國

將在經濟上更緊密地連結，而排除，或至少減少發生衝突和戰爭的可能性。另一

個目的則為經濟上的，但是仍帶有政治色彩，目的希望藉著減少會員國間貿易障

礙以促進歐洲的繁榮。這不僅會在經濟上獲益，為商業和消費者謀福利，更會在

政治上促進穩定性並避免衝突10。 

        單是減少貿易障礙而容許私人協議或是具有強大經濟力的公司操作貿易活

動並無法達到條約所要達到的目的，因此羅馬條約之內也有競爭法規範11。在研

擬羅馬條約競爭法規範之際，德國和法國兩國都想要把自己國內本身競爭法中的

重要元素置入條約之內，會員國各國的立場因此也分為兩邊，其中荷蘭較傾向德

國，而義大利較傾向法國，最後條約是採用了折衷的立場。條約的內容相當程度

顯現了德國多年來在競爭法上的爭論，根據當代一位德國經濟政策官員所言，如

果沒有針對GWB的爭論，EC條約裡面大概不會有卡特爾禁止和濫用監控的規定
12。羅馬條約關於競爭法部分為第 81條到第 86條，實體法部分可分為兩部分，

第 81條（舊法第 85條）和第 82條（舊法第 86條）是關於私人對競爭法的限制，
而第 86條（舊法第 90條）則是關於政府的限制。 

        羅馬條約第 81條承襲了巴黎條約第 65條的基本架構，本條處理影響會員國

間貿易的聯合行為，依據歐洲法院的說法，本條是「達成歐體任務不可或缺的基

本條款，特別是內部市場的運作。」13。依照羅馬條約第三條第一項g款14，為了

達成條約第二條15所訂立的目的，共同體必須建立一套系統避免內部市場的競爭

被扭曲。第 81 條第一款規定事業間所為的影響會員國間貿易的協議，一致性行

為（concerted practice），和由事業組成的同業公會所為影響會員國間貿易的決

定，以及任何目的或是其影響造成禁止、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場競爭的行為都應被

因為與共同市場不相容而受禁止，並做出例示的禁止規定。第二款則規定，本條

                                                 
10 id at 343. 
11 Ibid. 
12 id. at343-344. 
13 Case C-126/97 Eco Swiss China Time v Benetton International [ 1999 ] ECR I-3055 at 3092. 
14 Article 3.  
For the purposes set out in Article 2, the activities of the Community shall include, as provided by this 
Treaty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imetable set out therein: 

• (g) a system ensuring that competition in the common market is not distorted;  
15 Article 2.  
The Community shall have as its task, by establishing a common market and 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and by implementing the common policies or activiti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s 3 and 3a, 
to promote throughout the Community a harmonious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ctivities, 
sustainable and non-inflationary growth respecting the environment, a high degree of convergence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 high level of employment and of social protection, the raising of th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cohesion and solidarity among Member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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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禁止的協定或者是決定當然無效。第三款則是對於促進公共利益的協議、決

定、一致性行為不適用第一項的除外規定。因此我們可以得知，羅馬條約基本上

是承襲巴黎條約對於卡特爾的規範方式，仍是採用原則禁止例外許可的規範模

式。事實上，不論法國或德國對於聯合行為也都是採用原則禁止例外許可的規範

方式16。再者，羅馬條約和巴黎條約對於聯合行為規範的範圍基本上也大同小

異，兩者的規範範圍都包含了事業間的協議，事業團體的決議，以及事業間的一

致性行為。此外，兩者都規定違反本條的卡特爾行為都是當然無效。但是，比較

巴黎條約第 65條規定和羅馬條約第 81條規定，會發現巴黎條約的規定較羅馬條

約嚴苛，巴黎條約不但禁止聯合行為，第 65條第 5款更區分其影響的層面而有

不同的罰款規定。 

    羅馬條約第 82 條處理獨占事業濫用市場力的問題，相較於巴黎條約第 66
條獨占事業濫用市場力的規範，羅馬條約的條文結構較為成熟，避免了巴黎條約

第 66條模糊的缺點，第二款對於何謂市場力的濫用，提供了列舉規定，例如（a）
項的「直接或間接施加不公平的買價或賣價，或其他不公平的交易條件」。 

    與巴黎條約不同的是，羅馬條約並未針對「結合」做規範，之所以有此現象

產生是因為當時時代背景下的因素。巴黎條約的結合規範是針對煤業和鋼業所為

的管制，而羅馬條約的競爭規範則是針對整個共同體市場。羅馬條約訂立是時

1950 年代正值歐洲戰後重建以及歐洲工業普遍小型化的時代，產業集中是受鼓

勵而非禁止的。在這樣的環境下，關於結合和收購的競爭法規定發展緩慢，1957
年歐洲首部結合管制規定出現於德國，之後英國於 1965 年出現結合管制規定，

荷蘭以及芬蘭於 1998 年訂立結合管制規範，丹麥於 2000 年訂立。1989 年以前，

歐洲只有四個國家有結合管制規範（德國、法國、愛爾蘭和英國），到了 2000
年六月，歐體的會員國只有盧森堡沒有結合管制規範17。1989 年理事會通過

Regulation 4064/ 89，1990 年生效，歐體才正式有了結合管制規範，不過這個規

定不適用於煤業和鋼業的結合管制，煤業和鋼業的結合管制仍然適用巴黎條約。

                                                 
16 法國Code of Commercial law, Art. L. 420-1： 
Joint actions, agreements, agreements, express or tacit agreements or coalitions are prohibited, even 
through the direct or indirect agency of a company belonging to a group established out of France, if 
they have the purpose or may have the effect of barring, restricting or distorting the play of competition 
in a market, particularly when they aim at: 
1. Limiting other companies’ access to the market or free exercise of competition by other companies ; 
2. Hindering the free setting of prices by artificially controlling their increase or decrease; 
3. Limiting or controlling output, outlets, investments or technological progress; 
4. Sharing out the markets or sources of supply. 

德國 Act against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 Section 1: Prohibition of Cartels 
Agreements between competing undertakings,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which have as their object or effect the prevention, restriction or distortion of competition 
shall be prohibited.  
17 Robert Lane, EC Competition Law, 256-257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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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4064/ 89在 1998 年經過修正。2004 年理事會又通過 139/2004決議，
取代了Regulation 4064/89，是目前歐盟適用的結合管制規範。新法對於合併仍採
申報制，也對合併區分了門檻做規定。 

三、 會員國競爭法與歐盟競爭法的關係 

歐盟法具有「即時適用性（direct applicability）」與「直接適用效力(direct 
effect )18」。所謂「即時適用性」，係指歐盟法不需經過一般國際法必須經由國內

立法機關轉換為國內法始能在一國之內生效，歐盟法一經制訂生效後即自動地取

得各會員國國內實證法的效力，而無須經由會員國內部之繼受程序，即構成各會

員國國內法律秩序的一部份，具有拘束各會員國及其人民之效力19。所謂「直接

適用效力」，係指歐盟法之規定直接在各會員國與其人民間創設一種法律關係
20，每個會員國人民得直接在會員國的國內法院援引共同體法21。直接適用效力

尚可區分為「垂直適用的直接效力(vertical application of direct effect)」以及「水
平適用的直接效力(horizontal application of direct effect)」。垂直適用的直接效力指

會員國人民可以直接向會員國的法院主張會員國未履行條約所規範的義務；水平

適用的直接效力最典型的例子即為歐盟的競爭法規，一企業可以在會員國法院主

張另一企業違反歐盟的競爭法規22，這也凸顯了歐盟競爭法以事業體而非會員國

主體做規範的特色（其他條文多以會員國作為規範主體）23。歐盟法所具有的這

些特性，當然適用於歐盟競爭法之上，因此歐盟競爭法和一國國內競爭法之間乃

是處於怎樣的關係，兩者應如何適用，便有研究的空間。 

基本上，歐盟競爭法和會員國規模的競爭法其管轄範圍並不相同，歐盟的競

爭法管轄領域僅限於具有共同體規模的競爭活動24，如果不具有共同體規模的競

爭活動就不適用歐盟競爭法，而是適用會員國的競爭法，不會有衝突的問題。此

點從歐盟競爭法條文本身便可解讀出，依據羅馬條約第 81 條規定，本條適用於
影響「會員國間貿易」的或者是其目的或效果妨礙、限制或扭曲「共同體市場」

競爭的卡特爾；羅馬條約第 82 條關於獨占力濫用的規定也限於影響「會員國間

貿易」者。 

歐洲法院過去對於歐體法和會員國法之間的關係採取「雙重限制說(double 
barrier)」，此說主張對於單一事實得同時適用歐體競爭法和會員國競爭法，實際

上適用較嚴格者，僅在同時符合會員國競爭法和歐體競爭法的行為才是合法的行

為25。歐洲法院在Wilhelm v. Bundeskartellamt26一案之後改採「單一限制說」，又

                                                 
18 Case 127/73 Belgische Rdio en Television v SABAM [1974] ECR 51. 
19 王泰銓，歐洲共同體法總論，台北市，三民，頁 181（1997 年）。 
20 王泰銓，同上註，頁 185。 
21 陳麗娟，歐洲共同體法導論，台北市，五南，頁 190（1996 年）。 
22 陳麗娟，同上註，頁 191。Robert Lane, supra note , at 163 . 
23 Robert Lane, ibid.  
24 舛井一仁，EC独禁法ハンドブツク，東京，敬文堂，頁 38（1991 年）。 
25 陳麗娟，歐洲共同體經濟法，台北，五南，頁 146（199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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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修正的雙重限制說」，當共同體競爭法與會員國競爭法發生法規衝突時應

優先適用歐體競爭法，以期達成歐體競爭法在歐體境內統一適用的目的27。僅在

歐體競爭法未有規定而存在漏洞時，會員國的競爭法才可以補充適用28。依照條

約第 10 條規定，會員國有義務支持共同體的決定，並且不採取任何行為妨礙條

約目的的達成29。歐盟法並有所謂的「優越原則（The principle of supremacy）」，
共同體法優越於會員國法，會員國法不得抵觸共同體法，而且沒有後法優於前法

原則的適用30。國內法院或者政府機關不得適用抵觸共同體法的國內法31。這個

原則首先在 1964 年的Costa v. ENEL一案中獲得歐洲法院的承認32，在 1969 年的

Wilhelm v. Bundeskartellamt一案中歐洲法院首先明文承認此原則在競爭法上也
適用。在本案中，歐洲法院表示： 

一國主管機關可以依照其本國法採取行為以對抗協議，即使是在執委會以共

同體競爭法審查該協議的程序中，然而一國法律的適用不能損害共同體法完全且

一致的適用或者是執行共同體法所採取措施的效果33。 

其後，歐洲法院於 1980 年又在Procureur de la Republique v. Giry et Guerlain34

一案中表示： 

共同體法和國內法律在競爭上以不同的觀點考量限制行為。第 85條和
第 86條關注於可能在會員國間產生的障礙，國內法僅處理其國內領域的限

制活動。一國主管機關可以採取行動處理可構成執委會做出決定的情況。 

然而，…..國內競爭法的平行適用僅在其不損害卡特爾的共同體法律在

共同市場的一致適用，或者是用以執行這些法律所採取措施的完全效果35。 

2004年 5月 1日生效的Council Regulation No. 1/2003其目的在於處理共同體

法第 81 條和第 82 條的適用問題，對於共同體競爭法和會員國競爭法之間的關
係，也是採取共同體競爭法優先於會員國競爭法的觀點，會員國競爭法的適用不

得損及共同體競爭法的適用。因此，原則上歐盟競爭法和加盟國競爭法發生衝突

                                                                                                                                            
26 Case 14/68 [1969] ECR 1. 
27 陳麗娟，歐洲共同體經濟法，台北，五南，頁 147（1997 年）。 
28 陳麗娟，同上註，頁 148。 
29 EC Treaty, Article 10: 
Member States shall take all appropriate measures, whether general or particular, to ensure fulfillment 
of the obligation arising out of this Treaty or resulting from action taken by the i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ty. They shall facilitat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Community’s tasks. 
They shall abstain from any measure which could jeopardise the attainment of the objectives of the 
Treaty. 
30 陳麗娟，歐洲共同體經濟法，台北，五南，頁 189（1997 年）。Lennart Ritter and Francis Rawlinson 
and W. David Braun, EEC Competition Law, 36 (1991). 
31 Lennart Ritter and Francis Rawlinson and W. David Braun, id.  
32 Case 6/64 [1964] ECR 585. 
33 Case 14/68 Wilhelm v. Bundeskartellamt [1969] ECR 1 at 15. 
34 Case 253/78 [1980] ECR 2327. 
35 Case 253/78 & 1-3/79 Procureur de la Republique v. Giry et Guerlain [1980] ECR 2327 at 2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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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歐盟競爭法為主，如果沒有衝突時，兩者都可適用，但是加盟國競爭法僅

在不阻礙歐盟競爭法施行時方有適用的空間36。 

共同體競爭法和會員國競爭法在聯合行為和獨占力濫用的管制上可能會有

下述四種互動情況： 

1. 一協定或者是行為不違反共同體法第 81 條第 1 款和（或）第 82
條： 

這種情形可能出現在該協定或者是行為不具共同體規模而不適用

共同體競爭法，或者是實際上適用共同體競爭法但是基於微小不罰或

者是合理原則而不處罰37。在前者的情形，基於保護本國競爭秩序，在

不違反歐盟法一體適用的原則下，內國競爭主管機關或內國法院還是

可以適用本國競爭法而對該些限制競爭行為加以處理。歐洲法院在

Procureur de la Republique v. Giry et Guerlain一案中表示： 

一活動被執委會認定不在第 85條第 1項和第 2項的禁止範圍內，
不在限於可影響會員國間貿易的協定的範圍內，並不禁止該活動不被

一國主管機關以可能造成一國內限制效果的觀點進行考量38。 

在後者的情形，基於共同體規範一體適用的原則，並且追求共同

體境內國際商業公平的競爭環境39，國內競爭主管機關或是內國法院不

得對該些行為加以禁止。2004 年 5月 1日生效的Council Regulation No. 
1/2003第 3條對國內競爭法和條約第 81條及第 82條的關係作了闡釋。

依照Regulation第 3條第 2項前段規定，如果事業的協議、一致性行為

或是公會的決議影響了會員國間的貿易，但是卻不符合條約第 81條第
1項限制競爭的要求，那麼會員國的競爭主管機關或者是法院不能對該

些行為加以禁止40。但是針對獨占地位濫用的情形，Regulation未有明
文規範。僅在第 3 條第 2 項後段規定，會員國在本規章之下不被剝奪

在其領土適用對事業所為的單方行為禁止或是制裁的較嚴格的國內法
41。所謂的單方行為應該包含獨占地位的濫用，因此如果不構成共同體

                                                 
36 村上正博，EC競争法，東京，弘文堂，頁 52（2001 年）。 
37 Robert Lane, EC Competition Law, 214-215 (2000). 
38 Case 253/78 & 1-3/79 Procureur de la Republique v. Giry et Guerlain [1980] ECR 2327 at 2375. 
39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recital 8. 
40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Articl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cle 81 and 82 of the 
Treaty and national competition laws: 
2. The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competition law may not lead to the prohibition of agreements,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or concerted practices which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but which do not restrict competition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81(1) of the Treaty…… 
41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Articl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cle 81 and 82 of the 
Treaty and national competition laws: 
2. ……. Member States shall not under this Regulation be precluded from adopting and applying on 
their territory stricter national laws which prohibit or sanction unilateral conduct engaged in by 
underta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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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第 82條規定的獨占力濫用，但是卻構成會員國競爭法獨占力濫

用，仍可以以會員體競爭法加以處罰。 

2. 一協定或者是行為違反共同體法第 81條第 1款和（或）第 82條，
但是不違反國內法： 

這種情況應適用歐盟法的「優越原則」，該協定或者是行為需受歐

盟競爭法的制裁。此種情況容易發生在某些活動受一國產業政策保護但

是卻違反歐盟競爭法的情況 42，2003 年義大利的Consorzio Industrie 
Fiammiferi (CIF) v. Autorita Garante della Concorrenza e del Mercato43一

案便是一例。1923 年時義大利立法建立了一個國內的火柴生產財團

（concortium），稱為CIF。法規修改多次，但是始終賦予CIF在義大利

境內生產並銷售火柴的獨占權力。其中更有相關的規則規範財團內成員

火柴生產的配額。後來義大利競爭主管機關在德國火柴製造商的要求下

開始對此案進行調查，該德國廠商無法進入義大利火柴市場。執委會認

定CIF違反了條約第 81條，另外該義大利法規在條約第 3條第g款和第
10條的義務下也違反了第 81條。本案向ECJ針對「條約第 81條是否要
求或是允許一國競爭主管機關不去適用要求或是加速協定違反第 81 條
的國家措施，並且懲罰該事業的限制競爭行為」申請了預先裁決

（preliminary ruling）。ECJ做了如下答覆： 

事業從事一行為違反 EC 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而該行為受國家法

規合法化或是加強其行為效果，特別是關於價格限制或市場分割協議，

具有確保 EC條約第 81條責任的國家競爭主管機關： 

（1） 有義務不去適用該國家法規； 

（2） 不可以對該事業過去因為法規要求所從事的行為進行處

罰； 

（3） 如果該法規不被適用而事業仍有相同行為則可以進行處

罰； 

（4） 考量法律架構的特性，如果該行為只是受國家法規的促進

和鼓勵，可以對事業過去的行為施加處罰。44 

在上述裁決中，ECJ強調共同體的優先性，要求任何抵觸共同體法
的內國法不得被適用，而且這樣的義務適用於會員國的任何機構，包含

                                                 
42 Robert Lane, EC Competition Law, 215 (2000). 
43 Case C-198/02, 9 Sept. 2003. 
44 Alison Jones and Brenda Sufrin, EC Competition Law, 1173-1174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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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單位45。 

3. 一協定或者是行為違反共同體法第 81 條和（或）第 82 條，也違
反國內法： 

這個時候仍有優越原則的適用，但是這不表示國內法不能適用，因

為此時國內法的適用未必會影響共同體法的適用。因此國內法也可以對

相同的行為施加處罰46。依照Council Regulation No. 1/2003第 3條第 1
項，會員國競爭主管機關或者是法院運用本國競爭法處理聯合行為時，

如果這些聯合行為同時符合條約第 81 條所規範的態樣並且具有共同體
規模，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和法院也必須適用條約第 81 條進行處

理。在獨占力濫用的情形亦同，如果符合條約第 82條，也同需適用47。

以確保共同體競爭法的有效適用。 

在Cast Iron and Steel Rolls48一案中，比利時、西德、法國、義大利、

英國、奧地利和瑞典的生鐵和鋼管業者於 1968 年到 1980 年在西歐進行

價格協議以限制價格競爭，遭受執委會處罰，其中西德的業者同時受到

西德競爭法主管機關的處罰，可謂是一事兩罰的例子。但是在這種一事

兩罰的情況下，在後課處罰金時需考量事業已經受前者課處罰金的事實
49。歐洲法院在Wilhelm v. Bundeskartellamt一案中表示： 

假如兩個程序分別進行而導致連貫制裁的施加，基於自然正義的一

般要求….要求在決定任何制裁時需考量任何先前懲罰決定所施加的制

裁50。 

以上這種情況在兩者都是施加罰金的情形容易處理，如果一國主管

                                                 
45 Case C-198/02, 9 Sept. 2003. paras. 48-50. 
46 Robert Lane , ibid. 村上正博，EC競争法，東京，弘文堂，頁 52（2001 年）。Isolde Goggin, Irish 
and EU Competition Law, 8  (May 2002 ).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tca.ie/speeches/lawsoc.pdf 
(last visited on March 28, 2005) 
47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Articl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cle 81 and 82 of the 
Treaty and national competition laws:  
1. Where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or national courts apply national 
competition law to agreements,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or concerted practices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81(1) of the Treaty which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provision, they shall also apply Article 81 of the Treaty to such agreements, decisions or 
concerted practices. Where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or national courts apply 
national competition law to any abuse prohibited by Article 82 of the Treaty, they shall also apply 
Article 82 of the Treaty. 
48 83/546/EEC: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7 October 1983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85 of 
the EEC Treaty (IV/30.064 - Cast iron and steel rolls) Official Journal L 317 , 15/11/1983 p. 0001 - 
0018 
49 Lennart Ritter and Francis Rawlinson and W. David Braun, supra note , at 37. Isolde Goggin, Irish 
and EU Competition Law, 8  ( May 2002 ).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tca.ie/speeches/lawsoc.pdf  
( last visited on March 28, 2005 ).  
50 Case 14/68 Wilhelm v. Bundeskartellamt [1969] ECR 1 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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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是施加刑事制裁，而執委會是課處罰金，適用上就會產生困難51。

另外，這種後者在決定處罰時應考量前者已施加的處罰的原則，僅在會

員國法和共同體法針對同一事件進行制裁的情形，對於同一事件同受外

國法和會員國法處理的情況則不適用52。 

4. 一協定違反共同體法第 81條第 1款和國內法但是享受第 81條第 3
款的豁免： 

對於這種情況，歐盟過去不論案例法或者是實體法都未對此問題作

正面表示，因而有爭議。歐盟曾在 1999 年Commission Regulation No. 
2790/1999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to categories of 
vertical agreement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前言的第 17條表示，依據共同
體法的優先性，依據國內法在競爭上所採取的措施不可以損害共同體競

爭法在共同市場的一體適用或者是為了施行這些法律（包含本規章）所

採取的措施的完全效果 53。但是這樣的見解並非列於Commission 
Regulation No. 2790/1999的條文正文中，條文也未明確指出這種情況應
該如何做處理。 

這樣的爭議在 2004 年生效的Council Regulation No. 1/2003獲得解
決，依照Council Regulation No. 1/2003第 3條第 2項，對於滿足條約第
81條第 3款除外的協議、決議、一致性行為，國內競爭法不得再加以

禁止54。 

總結會員國競爭法和歐體競爭法的關係，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點： 

1. 若歐體競爭法與會員國競爭法規範相同事實時，則應優先適用歐

體競爭法；即依據歐體競爭法為合法時，會員國競爭法不得再禁

止之。 

2. 因為共同體法為一超國家的法律規範，若依據歐體競爭法的規定

禁止跨國的限制競爭行為，即不得再依據會員國的競爭法允許其

合法存在。 

3. 如果限制競爭行為僅在一國境內發生限制競爭效果，則沒有歐體

                                                 
51 Robert Lane, supra note ,at 216 . 
52 Boehringer- Quinine II, ECJ Dec. 14, 1972, 1972 ECR 1281, 1289-1290. 
53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primacy of Community law, no measure taken pursuant to 
national laws on competition should prejudice the uniform application throughout the common market 
of the Community competition rules or the full effect of any measures adopted in implementation of 
those rules, including the Regulation. 
54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Articl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cle 81 and 82 of the 
Treaty and national competition laws: 
3. The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competition law may not lead to prohibition of agreements,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or concerted practices ……or which fulfil the conditions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or which are covered by Regul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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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的適用，而適用會員國競爭法。 

4. 優先適用共同體法的問題僅存在於共同體法和會員國法之間存有
衝突的情況。55 

四、 歐盟競爭法執行體系 

    歐盟競爭法的執行機關計有歐盟執委會，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簡稱 ECJ），會員國競爭主管機關（national competion authority, 簡稱
NCA），以及會員國內國法院。 

（一） 會員國競爭主管機關及歐盟執委會的執行 

 歐盟執委會的執行權力出自條約第 85 條，依照該條第一項規定，「….執委
會應確保第 81條和第 82條原則的適用。」。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執行權力

來自Council Regulation No. 1/2003第 5條規定，依照該條規定，會員國競爭主管
機關有權在個別案件中適用條約第 81條和第 82條。這是在聯合行為和獨占力濫

用的部分，至於結合案件，如果該案件具有共同體規模，執委會則具有絕對的管

轄權，除此之外，依照Council Regulation No. 139/2004，如果一不具有共同體規

模的結合案件涉及三以上會員國，而涉及的會員國不反對的話，結合案當事人可

以將該結合案移交給執委會處理，以避免各國做出不同的准駁結果，節省企業成

本。至於會員國競爭主管機關應該是怎樣的制度，Regulation將制度的設計權完

全交由會員國自主決定56。因此各國的競爭主管機關可能不盡相同，依照依據

2004 年發佈的 Commission Notice on cooperation within the Network of 
Competition Authorities57第 2點，在某些國家可能由單一的主體同時負責進行案

件的調查並做出決定；在其他某些國家，職權的行使可能交由兩個主體，一個負

責調查，另一個，通常是大學，則負責做出案件的決定；另外還有些國家，可能

由法院做出禁止或罰緩的決定，而其他競爭主管機關則擔任追訴的工作。但是會

員國有義務建立一套處罰系統以提供違反共同體法有效、相稱的、勸誡性的處罰
58。 

過去在 2004 年Council Regulation No. 1/2003未生效之前，會員國競爭主管
機關依據條約第 84 條和內國法的規定亦享有執行歐體競爭法的權力59，但實際

情況僅有半數的會員國國內法授權國內競爭法主管機關執行歐體競爭法，奧地

                                                 
55 同上註。 
56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Article 35. 
57 [ 2004 ] OJ C101/43 
58 Commission Notice on cooperation within the Network of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paragraph 2. 
ECJ case 68/88- Commission v. Greece [1989] ECR 2965 ( recital 23 to 25).  
59 EC Treaty, Article 84: 
Until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provisions adopted in pursuance of Article 83, the authorities in 
Member States shall rule on the admissibility of agreements, decision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and on 
abuse of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common marke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ir country and 
with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81, in particular paragraph 3, and of Article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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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丹麥、瑞典、英國、愛爾蘭和盧森堡沒有相關的內國法規60。除此之外，過

去依照舊法Regulation 17/1962，僅執委會有權宣告條約第 81條第 3項的聯合行

為除外，新法Council Regulation No. 1/2003生效始在第 5條賦予國家競爭法主管
機關完整適用第 81 條的全權。因此，過去關於歐盟競爭法的執行相當集中於執

委會。在舊法的制度之下，執委會的工作負擔相當沈重，更別說一開始僅有 6
個會員國而現在已擴增到 25個。僅執委會有權宣告第 81條第 3項除外的制度，

更使得執委會無法將心力花費在較重要的核心卡特爾的執行上61。因此Council 
Regulation No. 1/2003推動新制，將歐盟競爭法的執行權限分散到各國，減輕執

委會的負擔並使歐盟競爭法的執行更有效率。 

條約第 81條或第 82條案件的調查執行可能有三種情況： 

• 在其他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協助下由單一競爭法主管機關調查
執行。 

• 由多數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平行共同調查執行。 

• 由執委會進行調查執行。62 

在一般情形下，接獲檢舉或者是依職權開始進行調查的該會員國競爭法主

管機關會一直進行該案，案件移轉到他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情形只會發生在該競

爭法主管機關認為其不適宜進行該案件，或者是其他會員國的主管機關認為他們

比較適宜處理該案件63。一個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符合下述條件下會被認為

適宜進行該案： 

1. 作為案件客體的該協定將會對其領土內的競爭產生實質、直接的影

響，或將在其領土內施行，或是源自該領土。 

2. 該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有效地終結違法行為。 

3. 該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提供證明違法的必要資訊。64 

如果限制競爭協議或是活動在二至三個會員國領域產生影響，而單一競爭主

管機關無法終結違法行為或是適切地施加處罰，則此案件較適宜由此二至三個競

爭主管機關平行共同處理65。而執委會將會處理影響超過三個會員國競爭的限制

競爭協議或活動66。除此之外，如果該案件與其他共同體條文密切連結而該些條

                                                 
60 Alison Jones and Brenda Sufrin, EC Competition Law, 1045 (2004). 
61  Marinus Vromans, Modernisation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From Notification to 

Self-assessment, available on line : http://www.consulegis.com/html/articles/modernisation.htm ( last 
vieited on March 29, 2005) 
62 Commission Notice on cooperation within the Network of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paragraph 5. 
63 ibid, paragraph 6.  
64 Ibid, paragraph 8. 
65 Ibid, paragraph 12. 
66 ibid, paragraph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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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適用是執委會專屬的權限或是由執委會適用較有效率，或者出現一個新的競

爭議題或為了確保有效執行，基於共同體利益要求執委會進行決定以發展共同體

競爭政策，執委會將會著手處理這樣的案件67。依照Council Regulation No. 1/2003
第 11條第 6項，執委會一開始著手處理某一案件，便解除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

關在該案件上適用條約第 81條和第 82條的權限，如果會員國競爭主管機關先著
手處理該案件，執委會必須與該會員國競爭主管機關進行協商後始能進行程序
68。再者，依照Council Regulation No. 1/2003第 16條規定，如果執委會已經依照
條約第 81條或第 82條處理了某一案件，國內法院或競爭主管機關不得再依條約

第 81條和第 82條做出違反執委會決定的決定，以確保歐體競爭法在歐體境內的
一體適用69。 

    另外，執委會和各會員國競爭主管機關有權交換關於執行條約第 81 條和第
82條的證據資訊，包含機密資訊70。換句話說，各會員國不得立法阻止將機密資

訊交與其他會員國競爭主管機關和執委會使用。在資訊的使用上，這些交換的資

訊僅能用作於適用條約第 81條和第 82條的證據，不過如果國內競爭法同時適用
在同一案件上，並且適用的結果與共同體競爭法適用的結果無二致，這些資訊也

能夠用於國內競爭法的適用上71。雖然歐盟鼓勵資訊交換以促進競爭法的執行，

為了保護資訊涉及的當事人，執委會和各會員國競爭主管機關的員工對於這些交

換的資訊負有保密義務72。 

    為了避免同一案件重複在多個執行機關之間進行，會員國競爭主管機關要處

理條約第 81條或第 82條的案件時，必須要以書面通知執委會，並將此訊息提供
給其他會員國競爭主管機關。而執委會也負有類似的義務。 

為了調和各國競爭主管機關以及執委會的分工合作以及條約第 81條和第 82
                                                 
67 ibid, paragraph 15. 
68 Council Regulation No. 1/2003, Article 11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mmission and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f Member States: 
6. The initiation by the Commission of proceedings for the adoption of a decision under Chapter III 
shall relieve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ir competence to apply Article 81 
and 82 of the Treaty. If a competition authority of a Member State is already acting on a case, the 
Commission shall only initiate proceedings after conculting with the national competition authority. 
69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Article 16 Uniform application of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 
1. When national courts rule on agreements, decisions or practices under Article 81 or Article 82 of 

the Treaty which are already the subject of a Commission decision, they cannot take decisions 
running counter to the decision adopted by the Commission. They must also avoid giving decisions 
which would conflict with a decision contemplated by the Commission in proceedings it has 
initiated. To that effect, the national court may assess whether it is necessary to stay its proceedings. 
This obligation is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 under Article 234 of the Treaty. 

2. When competition authirit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rule on agreements, decisions or practices 
under Article 81 or Article 92 of the Treaty which are already the subject of a Commission 
decision, they cannot take decisions which would run counter to the decision adopted by the 
Commission. 

70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Article 16（1）. 
71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Article 16（2） 
72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Article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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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有效並一致地適用，歐洲理事會和執委會成立了歐洲競爭網（European 
Competition Network，簡稱 ECN）。ECN在歐體競爭法執行的案件分配、資訊交

換和調查的相互協助上扮演關鍵角色。 在 ECN底下的合作是「義務性」的，而
非如其他國際合作網路其合作大多是「自願性」的。 

（二） 會員國法院及歐洲法院的執行 

1. 會員國法院的執行： 

歐盟法具有直接適用效力，前已述及，因此個人也可以直接在會員國的法院

援引歐盟競爭法規範主張其權利。另外，Council Regulation No. 1/2003第 6條亦
規定：「國家法院應享有適用條約第 81條和第 82條的權力。」。除了直接依據條

約第 81條和第 82條進行訴訟，個人也可能以條約第 81條和第 82條的違反主張
侵權行為在內國法院提起訴訟73。過去歐體競爭法的執行乃是集中由執委會行

使，1990 年代初才開始運用歐體競爭法在會員國法院進行私人間訴訟，活用歐

體競爭法74。 

2. 歐洲法院的執行： 

歐洲法院關於競爭法的執行則是作為行政法院審理對於執委會決定的撤銷

訴訟或確認無效之訴，依照條約第 230條（舊法第 173條）第 1項規定，歐洲法
院應該檢視執委會行為的合法性；另外第 4項規定，任何自然人或者是法人可以
針對歐盟所做出的決定進行訴訟。因此，事業若是不服執委會基於違反競爭法而

對其課處罰金的決定，得依據本條向第一審法院請求提起撤銷訴訟或確認無效之

訴。但是這樣的訴訟性質上屬於司法審查，而非複審，其目的在確保執委會沒有

逾越其權限和裁量權，並且奉行法律75。 

另外，依照條約第 232條（舊法第 175條），執委會也可能因為怠於執行條

約義務而在歐洲法院被起訴。但是這樣的訴訟很少在競爭法部分成功，主因在於

執委會的權力大多是具裁量權的76。 

此外，依照條約第 234條（舊法第 177條），歐洲法院還在解釋條約上有預
先裁決（preliminary ruling）的權力，會員國的法院或是法庭（不含仲裁）在審

判上遇有給予判決上必要的決定問題，可以要求歐洲法院給予裁決。此舉目的是

為了確保各共同體法在各會員國的一體適用77。但在這種裁決中，法院只可以給

予一個抽象的裁決，而不能適用事實78。 

                                                 
73 Valentine Korah,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EC Competition Law and Practice, 19 ( 1994 ). 
74 村上正博，EC競争法，東京，弘文堂，頁 47-48（2001 年）。 
75 Alison Jones and Brenda Sufrin, EC Competition Law, 1144 (2004). 
76 Valentine Korah,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EC Competition Law and Practice, 20 ( 1994 ). 
77 Valentine Korah,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EC Competition Law and Practice, 20 ( 1994 ). 
78 Ibid, a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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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結 

在實體法方面，我們發現，不論是在巴黎條約或者是羅馬條約階段，規範的

對象不外乎是「聯合行為」、「結合」以及「獨占力濫用」，但是如何規範似乎沒

有定見。不論是巴黎條約或是羅馬條約，對於「聯合行為」的管制都是採取原則

禁止，例外許可的管制方式，兩部條約都採用這樣的管制方式，歐洲競爭法較為

發達的國家，如德國、法國也都採用這樣的管制方式，因此可以說這種管制方式

是歐洲國家普遍認同的管制方式，歐洲各國並強烈贊同聯合行為的惡性，認為應

該對之予以禁止。目前世界上多數國家，如美國79、日本80、澳洲81和我國對於聯

合行為也是採取這樣的態度，或是採原則禁止，或是採當然無效。 

在競爭法的執行上面，歐盟很巧妙地設計了一個中央的競爭法執行機構，但

是又將執行權利下放與各國，由各國來協助打擊跨國的限制競爭行為，但是更設

計出「歐洲競爭網」來協助案件的分配並加強各主管機關之間的合作。「歐洲競

爭網」是國際間首個關於案件分配、通報、以及資訊交換的競爭網路，對於調和

                                                 
79

 Sherman Act, Section 1. Trusts, etc., in restraint of trade illegal; pen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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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350,000, or 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three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80 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律 第三条   
事業者は、私的独占又は不当な取引制限をしてはならない。 
(事業不得為私人的獨占以及不正當的交易限制。) 

81 Trade Practices Act, Secttion 45. Contracts, arrangements or understandings that restrict 
dealings or affect competition  
1. If a provision of a contract made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Trade Practices Amendment Act 
1977:  
(a) is an exclusionary provision; or 
(b) has the purpose, or has or is likely to have the effect, of substantially lessening competition; 
that provision is unenforceable in so far as it confers rights or benefits or imposes duties or obligations 
on a corporation. 
2. A corporation shall not:  
(a) make a contract or arrangement, or arrive at an understanding, if: 

(i) the proposed contract,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contains an exclusionary provision; or  
(ii)a provision of the proposed contract,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has the purpose, or would 

have or be likely to have the effect, of substantially lessening competition; or  
(b) give effect to a provision of a contract,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whether the contract or 
arrangement was made, or the understanding was arrived at, before or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section, if that provision: 

(i)is an exclusionary provision; or  
(ii)has the purpose, or has or is likely to have the effect, of substantially lessening competi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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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競爭政策的執行深具參考作用。「歐洲競爭網」的對象是一套統一的競爭

制度，目前我們並沒有這樣一套制度，因此單一案件由單一競爭主管機關處理，

需要各國對於彼此的競爭制度相當信任，而目前世界各國的競爭制度發展狀況不

一，因此這種理想難以達成，但是在規模較小的雙邊或是多邊架構下或屬可行。

不過如果是單純的各國之間互相通知相關案件並且協調的制度，從事全球性推展

並非不可行，事實上，管見以為，類如 ECN 具有強制性的案件分配制度因為涉

及主權問題，在現階段雖然無法以全球規模進行，但是各國應該可以朝不具拘束

力的案件通報和協商機制進行努力，這多少應可以減少國際反托拉斯案件處理結

果衝突的狀況，並增進證據的共通使用，加速案件程序的進行。 

貳、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 

一、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組織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 APEC ) 成立於

1989 年，由澳洲總理霍克（Robert Hawk）倡議創立。目前會員體計有澳洲、汶

萊、加拿大、智利、中國大陸、香港、印尼、日本、南韓、馬來西亞、墨西哥、

紐西蘭、巴布亞新幾內亞、秘魯、菲律賓、俄羅斯（The Russian Federation）、 新

加坡、台灣（Chinese Taipei）、泰國、美國、越南等 21個。1991 年，APEC第三
屆部長級年會在韓國漢城（Seoul）舉行時，發表了漢城宣言(Seoul Declaration)，
明訂 APEC的宗旨為： 

1. 維持亞太地區之經濟成長、發展及人民福祉，並藉此方式對世界經

濟之成長及發展有所貢獻； 

2. 增加會員體間經濟之相互依存度，鼓勵商品、勞務、資本及技術之

流通，增進區域及全球經濟之利益； 

3. 基於亞太地區及其他經濟體之利益，加強開放多邊貿易體系； 

4. 以符合 GATT 之原則，且不損害其他經濟體利益之前提下，減少各

會員體間之商品與服務貿易及投資之障礙。 

從上述宣言可以看出，APEC與WTO有密切的關係，兩者具有類似的目標，

APEC更具有支持、強化WTO的色彩，但是兩者本質上有相當大的不同。APEC
並非是如NAFTA般的正式自由貿易協定，也不像OECD是政策論壇，更不是像歐

盟般是區域整合的一步82，APEC對於貿易和經濟議題所採取的態度是「開放型

區域主義（open-regionalism）」。開放型區域主義此一概念在 1991 年漢城會議時

被提出，並於 1995 年大阪會議時被確認。APEC不是一個貿易區塊（trade bloc），
而是一種開放性區域協會（Open  Regional Association），亦即各會員體政府間

                                                 
82 Merit E. Janow, Assessing APEC's Role in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947, 17 
NW. J. INT'L L. & BUS. 947 (Winter, 1996 / Spring,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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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達成的貿易自由化協議，都將適用於其他非會員體83，因此APEC的理想事實

上相當遠大，頗具有博愛精神。此外，對於貿易自由化的目標，依據 1994 年的

茂物宣言（Bogor Declaration），已開發會員體將於 2010 年達成貿易與投資自由

開放的目標，開發中會員體將於 2020 年完成該目標。 

除了「開放型區域主義」，APEC還有如下特色84： 

1. 經濟成長率高:  

APEC會員體的國內生產毛額佔全球GDP的 60﹪（美金 192540億）
85，其貿易量更佔了全球的 47﹪86。此外，會員體還包含了多數經濟成

長率高的國家，例如東南亞國協國家、中國大陸、新加坡等，在APEC
成立的最初十年裡，全球 70﹪的經濟成長來自APEC會員體87。 

2. 無法律拘束力 

APEC所做出的任何決議都不具有法律拘束力。 

3. 會員係以經濟體而非國家名義加入 

因此台灣也順利成為 APEC的一員。 

4. 以共識決為決策基礎 

5. 會員經濟體之經濟發展程度歧異性大 

APEC的 21個會員體涵蓋多種發展程度的國家，有已開發國家也有

開發中國家，有平均國民生產毛額 39991美元的美國、36184美元
的日本，但是也有平均國民生產毛額僅有 494美元的越南和 686美
元的巴布亞新幾內亞88。 

二、 競爭議題在 APEC體系內的發展 

因為會員體經濟發展程度的多元化，APEC對於競爭議題，一方面推動競爭
法發展尚未成熟的國家邁向更成熟的制度，另一方面也鼓勵具有競爭法制的國家

進行國際間的交流和合作，過去也鼓吹不具競爭法制的國家訂立競爭法。目前

APEC 的 21 個會員體全數具有競爭法制，但是因為各國經濟發展程度不一，因

此其競爭法施行狀況也不一，有世界上施行競爭法最久的美國，也有在 2004 年

                                                 
83 中華台北APEC研究中心/台灣經濟研究院，APEC簡明參考手冊，頁 3（1994 年）。 
84 經濟部國際貿易局，認識APEC，頁 24（1997 年 11月）。 
85 APEC官方網站：http://www.apecsec.org.sg/apec/about_apec.html （last visited on March 20, 2005） 
86 ibid.  
87 ibid.  
88 2004 年 12月 14日資料，資料來自APEC官方網站：
http://www.apecsec.org.sg/apec/member_economies/key_economic_indicators.html （last visitied on 
March 20,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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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通過競爭法的越南。 

APEC在 1994 年的茂物宣言中就競爭政策表示：「APEC經濟體將在亞太地
區強化競爭環境；而其方法為：透過引進及維持有效或適當的競爭政策及（或）

競爭法以及相關的執行政策、確保前述事項的透明性、促進APEC經濟體的合作、
並藉此擴大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加強生產者及交易商之競爭及擴大消費者利

益。89」。「競爭政策」和「解除管制」並且是達成茂物宣言的APEC集體行動架

構中被列出的 15項特定領域中的兩項。 

1995 年 APEC 部長會議在日本大阪舉行後發表了「大阪行動綱領（Osaka 
Action Agenda）」，大阪行動綱領的目標是為了執行茂物宣言。針對競爭政策，大

阪行動綱領提出了指導原則。依照該指導原則，每一個 APEC經濟體將會： 

a. 就透明化而言檢視其相關競爭政策及（或）法律以及其執行 

b. 提供關於政策發展、法律起草以及適當執行機構的建置、權力和功

能的適當技術協助。 

c. 在APEC經濟體內建立合適的合作協定。90 

另外，大阪行動綱領也針對競爭議題提出集體行動計畫。依照該集體行動計

畫，APEC經濟體將會針對亞太地區競爭政策對貿易造成的影響進行研究；促進

APEC各經濟體之間以及各經濟體和國際組織間關於競爭政策的對話；鼓勵

APEC各經濟體競爭主管機關在「資訊交換」、「通知」以及「協商」上進行合作；

使用貿易和競爭法律、政策和措施以促進自由、開放的貿易、投資競爭；考慮發

展針對競爭政策、法律不具拘束力的原則。91

                                                 
89 本段翻譯出自 羅昌發，〈競爭法與競爭政策之國際合作：我國經驗之回顧與前瞻〉，公平交易

季刊，第十卷第三期，頁 153，台北（2002 年 7月）。 
90 GUIDELINES 
Each APEC economy will: 
a. review its respective competition policy and/or laws and the enforcement thereof in terms of 
transparency;  
b. implement as appropriate technical assistance in regard to policy development, legislative drafting, 
and the constitution, powers and functions of appropriate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c. establish appropriate cooperation arrangements among APEC economies.  
91 COLLECTIVE ACTIONS 
APEC economies will: 
a. gather information and promote dialogue on and study, starting from 1996;  
i) the objectives, necessity, role and operation of each APEC economy's competition policy and/or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thereby establishing a database on competition policy;  
ii) competition policy issues that impact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flow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ii) areas for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the modalities thereof, including exchange and training 
programmes for officials in charge of competition polic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vailability of 
resources; and 
iv)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etition policy and/or laws and other policies related to trad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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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大阪行動綱領，1999 年時APEC通過不具拘束力的「APEC促進競爭與
管制革新原則（APEC Principles to Enhance Competition and Regulatory Reform）
92 」，提出了五大原則：不歧視原則（ non-discrimination）、綜合性原則
（comprehensiveness）、透明原則（transparency）、有責性原則（accountability）、
執行原則（implementation）。該五大原則主要是宣示善加執行競爭法維護競爭秩

序的決心，並建立良好的競爭法制。較特別的是不歧視原則，依據該原則，會員

在執行競爭法或競爭政策上，在相同條件下必須給予各事業相同待遇，不論這些

事業是本國事業或外國事業93。由於APEC採取的是「開放型區域主義」，理論上

不歧視原則對於所有國外的事業都應適用，不過此原則不具拘束力，因此是否執

行端賴經濟體是否有意願配合。至於其他原則，「綜合性原則」提倡使用競爭政

策，強調競爭政策有助於市場有效率的運作，並且主張一個競爭市場有賴一個整

體良好的法律制度、清楚的財產權，以及不歧視並有效率的執行。「透明化原則」

則是指在政策、法律，及其執行的透明化。「有責性原則」強調國內主管機關在

執行競爭政策應有清楚的責任。「執行原則」則呼籲各經濟體去採取措施確保建

立一個良好的競爭環境，例如檢視是否有法規損害了企業在有效率及創新的基礎

上競爭的能力和機會，施行競爭政策以保護競爭程序等 10 項措施，其中較值得
注意的應為最後一項，該項鼓勵APEC經濟體的機關，包含競爭主管機關，彼此
進行合作。 

對於APEC各經濟體領袖對於「APEC促進競爭與管制革新原則」背書的行

為，觀察家KM Vautier認為這代表各經濟體領袖展現了他們追求此地區一個以競

爭和消費者福祉，而非單以貿易為目標的針對整合的經濟方法94。對於一向以貿

易政策為導向的APEC而言，這顯然是一項轉變。不過，這些原則對於競爭規範

實體上應有的內容完全未做規範，似乎也顯示APEC各經濟體無心追求一套統一

                                                                                                                                            
investment;  
b. deepen competition policy dialogue between APEC economies and relev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 continue to develop understanding in the APEC business community of competition policy and/or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d. encourage cooperation among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f APEC economies with regard to 
information exchange, notification and consultation; 
e. contribute to the use of trade and competition laws, policies and measures that promote free and open 
trade, investment and competition; and 
f. consider developing non-binding principles on competition policy and/or laws in APEC. 
92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apec.org/apec/leaders__declarations/1999/attachment_-_apec.html 
(last visited on March 22, 2005) 
93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and regulatory principles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discriminate between 
or among economic entities in like circumstances, whether these entities are foreign or domestic. 
94 Comments by KM Vautier, PECC Observer, at APEC’s Competition Policy and Deregulation 
Workshop, Bandar Seri Begawan, Brunei Darussalam, 27 May 2000. cited from: Edited by Yang-Ching 
Chao, Gee San, Changfa Lo, Jiming Ho,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Competition Laws and Policies, 
193 (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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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爭規範95，而無意在實體規範上做調和。 

APEC以上的行動由於都不具有拘束力，因此政策宣示的成分居多。實際作

為上，1993 年APEC設置了「貿易暨投資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簡稱CTI）」，其下設有「競爭暨解除管制小組（The Competition Policy 
and Deregulation Group，簡稱CPDG）」，目的在促進APEC地區的競爭環境。另外，
APEC定期舉辦各經濟體競爭主管機關高級官員的訓練營，以促進各國對於競爭

法執行的交流，並強化各國的競爭法。另外，呼應大阪行動綱領建立各國競爭資

訊的集體行動計畫，1997 年在我國的提議下建立了「APEC競爭政策和法律資料

庫（APEC Competition Policy and Law Database）96」，該資料庫提供APEC會員體
關於競爭政策的各式資料。除此之外，APEC並進行與競爭政策有關的各式研究，

例如提出競爭法的範本以供各發展中國家參考，在 1999 年APEC針對競爭政策對
於開發中國家的利弊得失完成一份研究報告。 

三、 APEC會員體在競爭議題調合上的前景 

如前所述，APEC與歐盟不同，其目標不在於區域統合，而是在區域貿易自

由化等經濟合作，但是APEC也非如WTO般以具有強制力的條約為架構，因此在

APEC之下不太可能達成統一的競爭法制。事實上，APEC對於「競爭」和「解
除管制」的中心議題也不在於調合「法律」，而在於調合「政策目標」以及「政

策方向」97。 

APEC各會員體都同意，更進一步競爭政策執行的國際合作是有必要的98，

但是各經濟體差異甚大的發展狀況勢必會造成合作的阻礙。不過這種競爭政策發

展歧異甚大的組合帶來另外一種益處，發展程度高者可以提供發展中者必要的技

術協助和經驗分享，舉例而言，澳洲便曾訓練泰國、馬來西亞、印尼、中國大陸、

菲律賓和越南的官員以協助其競爭政策的發展99。 

整體而言，APEC提高了競爭政策在亞太地區的重要性，推廣了競爭法在各

國的適用，對於競爭法的調合以及各國之間競爭政策的合作其助益或許不大，畢

竟 APEC僅是「呼籲」各國進行合作，但是對於合作方向以及內容並未提出任何

具體建議。不過對於諸如越南等競爭法發展較為緩慢的國家，APEC的確提供了

相當的協助。 

參、 北美自由貿易協定( NAFTA ) 
                                                 
95 Edited by Yang-Ching Chao, Gee San, Changfa Lo, Jiming Ho,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Competition Laws and Policies, 194 ( 2001 ). 
96 http://www.apeccp.org.tw/  
97 Edited by Yang-Ching Chao, Gee San, Changfa Lo, Jiming Ho,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Competition Laws and Policies, 193 ( 2001 ). 
98 Edited by Christos C. Paraskevopoulos, Theodore Georgakopoulos, Leo Michelis, The Asymmetric 
Global Economy: Growth, Investment and Public Policy, written by Ross Jones, Chapter 13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Competition Policy:The Agenda for APEC, 230 (2000). 
99 Id, at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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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雖然簽約國都是位於北美，與EU不同的是，北美自由貿易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NAFTA)並非一個共同市場100，他的終極目

標也並非是要在政治上或者是社會上整合北美洲，NAFTA的簽署僅是作為促進
北美洲經濟發展的一種手段101。 

NAFTA（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簽約國計有美國、加拿大以
及墨西哥，各國簽署於 1992 年，條約於 1994 年生效，其前身為加美貿易協定

（Canada-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CUFTA）。此三個簽約國皆為
貿易大國，美國 2004 年的GDP是全球第一名，計有 109800億美元；加拿大 2004
年的GDP計有 9577億美元，排名全球第 11；墨西哥 2004 年的GDP計有 9422億
美元，排名全球第 12102。 

二、 NAFTA的競爭規範 

NAFTA的目標一共有六項，其中一項為「促進自由貿易區域的公平競爭」
103，NAFTA第 15章更專門處理競爭政策的議題，NAFTA對於「競爭政策」在貿
易自由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視程度可見一番。 

第 15章所處理的議題總共有三項，「競爭政策」、「獨占」以及「公營事業」。 

NAFTA要求每一個締約國採取競爭政策以打擊反競爭商業活動，並且時常
加以檢視其所採取的競爭政策措施是否有效率104。NAFTA並要求會員國在競爭
法執行上互相合作協調，包括相互的法律協助、通知、諮詢以及關於執行競爭法

和競爭政策的資訊的交換105。 

在獨占方面，NAFTA並不禁止獨占的形成，但是要求會員國採取措施避免

                                                 
100 Leslie Alan Glick, Understanding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3 (1994). 
101  Frederick M. About, Law and Polic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NAFTA and Western 
Hemispheric Integration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ystem, 23 (1995). 
102 資料來源- index mundi: http://www.indexmundi.com/g/r.aspx?c=mx&v=65 (last visited on April 3, 
2005) 
103 NAFTA, Article 102: Objectives 
1. The objectives of this Agreement, as elaborated more specifically through its principles and 
rules, including national treatment,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and transparency, are to:  
(a) eliminate barriers to trade in, and facilitate the cross-border movement of, goods and services 
between the territories of the Parties; 
(b) promote conditions of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free trade area; 
(c) increase substantially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territories of the Parties; 
(d) provide adequate and effective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each 
Party's territory; 
(e) create effective procedur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is Agreement, for its joint 
administration and for th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and 
(f) establish a framework for further trilateral, regional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to expand and 
enhance the benefits of this Agreement. 
104 NAFAT, Article 1501 
105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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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力的濫用，此之獨占力不論是私人形成的獨占力或是國家形成的獨占力106。

會員國應確保獨占事業依照其商業理性在市場上進行活動；不在其獨占的貨品或

服務的買賣中對於其他會員國的投資人或是商品或服務的提供人給予差別待

遇；並確保獨占事業不利用其獨占地位在其領土內的非獨占市場中直接或間接

(包括透過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者其他其擁有股份的事業進行交易)從事反競爭
行為，包括透過獨占產品或服務的歧視條款、交叉補貼或者是掠奪性行為，而負

面影響了其他簽約國的投資人107。除此之外，會員國也應該確保該獨占力不會使

會員國違反NAFTA下應盡的義務108。再者，假如某一會員國試圖形成一獨占力，

而該獨占力將會影響他會員國國民的利益，應該給予該會員國書面的通知109。 

在國營事業方面，NAFTA同時不禁止國營事業的形成110。同樣地，會員國

應確保國營事業的運作不會使會員國違反其在NAFTA第 11 章投資和第 14 章金

融服務下的義務111。這表示沒有一個簽約國可以形成國營事業並不合理地藉著設

置明顯的投資障礙或者排除NAFTA對投資人的基本保護來干預其他簽約國的投

資機會112。此外，會員國並應確保國營事業不會對來自於其他簽約國的投資人提

供差別待遇113。 

NAFTA上述三項對簽約國的要求，除了「競爭政策」的要求，依照第 1501
條規定，不適用爭端解決程序，其他兩項，都有NAFTA第 20章爭端解決程序的
適用。第 1501 條不適用爭端解決制度，使得本條的規範流於一種教化意味。

NAFTA的三個簽約國都已經有競爭法，不適用爭端解決制度，可能是基於尊重

各國主權，避免流於干涉各國內政。NAFTA的爭端解決程序總共分為三個階段，
此三階段並非皆為必要，如果雙方能夠在第一或第二階段解決紛爭，便不用進入

第三階段，此三階段分別為：雙方諮商、委員會（commission）、仲裁小組（arbitral 

                                                 
106 NAFAT, Article 1502 
107 NAFAT, Article 1502 
3. Each Party shall ensure, through regulatory control,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or the application of 
other measures, that any privately-owned monopoly that it designates and any government monopoly 
that it maintains or designates: 
(b)except to comply with any terms of its designation that are not inconsistent with subparagraph (c) or 
(d), acts solely in accordance with commercial considerations in its purchase or sale of the monopoly 
good or service in the relevant market, including with regard to price, quality, availability, 
marketability, transportation and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purchase or sale; 
(c)provides non-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to investments of investors, to goods and to service providers 
of another Party in its purchase or sale of the monopoly good or service in the relevant market; and 
(d)does not use its monopoly position to engage,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cluding through its 
dealings with its parent, its subsidiary or other enterprise with common ownership, in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in a non-monopolized market in its territory that adversely affect an investment of an investor 
of another Party, including through the discriminatory provision of the monopoly good or service, 
cross-subsidization or predatory conduct. 
108 NAFTA, Article 1502 
109 ibid.  
110 NAFTA, Article 1503 
111 ibid. 
112 Leslie Alan Glick, Understanding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87 (1994). 
11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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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仲裁小組根據仲裁結果所提出的最後報告（final report）並不具有拘束

力，僅具有建議效力，違反NAFTA下義務的一方僅被期待移除其違反行為，或

是提供補償114，而報復性的懲罰被允許在無法達到上述協議時執行115。因此，雖

然仲裁結果法律上不具拘束力，但是國際法上本來就難言有何實際的執行力，在

這三個國家如此緊密的貿易關係，仲裁結果的確提供勝訴一方採取報復手段的理

由，因此實際上仍多少具有拘束力。此外，由於三個簽約國同時也是WTO的會
員國，因此三者會面臨NAFTA和WTO下爭端解決制度管轄權的衝突，但是由於

WTO底下目前並沒有明顯的競爭政策規範，因此NAFTA的爭端解決制度在競爭

政策領域更顯重要。 

除了對於簽約國在競爭政策上的要求，NAFTA還設立了「貿易與競爭工作

小組（Working Group on Trade and Competition）」，負責針對貿易與競爭的議題向

NAFTA 貿易部長會議（NAFTA Trade Ministers）報告並提供建議116。 

 

                                                 
114 NAFTA, Article 2018 
115 NAFTA, Article 2019: Non-Implementation-Suspension of Benefits  
1. If in its final report a panel has determined that a measure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obligations of this 
Agreement or causes nullification or impairment in the sense of Annex 2004 and the Party complained 
against has not reached agreement with any complaining Party on a mutually satisfactory resolution 
pursuant to Article 2018(1) within 30 days of receiving the final report, such complaining Party may 
suspend the application to the Party complained against of benefits of equivalent effect until such time 
as they have reached agreement on a resolution of the dispute.  
116 NAFTA, Article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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