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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全球性組織 
 

壹、 聯合國 

全球的和平與安全不只會受政治和軍事侵略危害，經濟的不平衡也會影響全

球的和平與安全。因此，國際經濟合作一直也是聯合國活動的一部份1。 

聯合國( United Nations，簡稱 UN )對於競爭政策的推展始自 1974 年，該年

5月 1日聯合國大會通過第 3201號決議以及第 3202號決議，含有「建立新的國

際經濟秩序宣言暨行動綱領（Declaration and the Programme of Ac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之後又於同年 12月 12日
通過第 3281號決議「各國經濟權利和義務憲章（Charter of Economic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1975 年 9月 16日則有關於國際經濟合作和發展的第 3362號
決議。 

1978 年 12月 20日聯大第 33/153號決議，由聯合國貿易暨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簡稱 UNCTAD）主辦召開了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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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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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商業活動準則並呼籲各國執行這些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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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此套法案內容請參見下一章。 

UNCTAD成立於 1964 年，是聯合國大會下的子機構，目的在於促進所有成

員國，尤其是開發中國家的貿易成長與經濟發展，聯合國推行競爭政策的工作由

UNCTAD執行。UNCTAD之下列有多個部門處理各種議題，部門（division）之
下又列有分部(branch)，其中競爭政策與消費者保護同列由「貨品、服務與商品

國際貿易部門（Divi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and 
Commodities）」下的「競爭與消費者政策分部（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olicies 
Branch）」處理。此分部的主要目標有三： 

1. 透過國家層級、區域層級以及多邊層級以競爭法為基礎的全球化

過程來促成一個更有效率，但是更公平的世界經濟。 

2. 藉由推廣競爭文化以促進競爭，並因此加速開發中國家的發展，

特別是最低度發展國家（The least-developed countries，簡稱LDCs）

                                                 
1 Draft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Code, Kommentieter Entwuf eines internationalen Wettbewerbsrechts 
mit erganzenden Beitragen / Wolfgang Fikentscher/ Ulrich Immenga, 56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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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及轉型中經濟的發展。 

3. 藉著確保競爭法的適用提供貨品以及服務更佳的品質、選擇和更

低的價格以保護消費者的利益。3 

     「競爭與消費者政策分部」的工作內容主要有下： 

1. 制度化的能力建立： 

    從 1980 年起，UNCTAD 便是世界上協助開發中國家以及經濟轉型國家增進

他們在競爭以及消費者保護的法律和政策的形成和執行的主要國際組織。20 年

來已有超過 50個開發中國家以及經濟轉型國家接受過 UNCTAD的技術協助。為
了協助這些國家訂立競爭法，UNCTAD提出了「模範法（Model Law）」，做為這
些國家立法的參考。 

    模 範 法 首 度 發 行 於 1978 年 ， 最 新 修 正 版 本 發 行 於 2004 年

( TD/B/RBP/CONF.5/7/Rev.2 )4。這部模範法除了有限制競爭行為管制的實體法

規，包含基本的限制競爭行為態樣「聯合」、「支配力濫用」以及「結合」等，也

含有程序法規定以及關於競爭法執行的制度性規定，例如競爭法主管機關應有的

職權，應該提供私人進行司法程序針對違反競爭法的行為請求損害賠償救濟的機

會等。 

2. 提倡競爭並教育大眾： 

    這部分的工作內容包含： 

（1） 透過教育廣大社會大眾以幫助競爭主管機關創造競爭文化。 

（2） 促進政府機關的競爭宣導工作。 

                                                 
2
 聯合國依據以下標準界定「最低度發展國家」：  

• 低國民生產毛額： 依照三年的平均國民生產毛額計算，低於美金 750 元便列入對低度

發展國家，高於 900 元便將之排除。 

• 人力資源薄弱：依照 APQLI（Augmented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做評比，評比標

的有營養、健康、教育以及成人識字率 。 

• 經濟脆弱：依照 EVI（Economic Vulnerability Index）做評比，評比標的有，農業生產穩

定度、貨品和服務出口穩定度、非傳統活動的經濟重要性、貨品出口集中度、小型經濟

體生存的障礙。 

目前全球共有 50個最低度發展國家。 

資料來源：http://www.un.org/special-rep/ohrlls/ldc/default.htm （last visited on April 21, 2005） 
3  參照「競爭與消費者政策分部（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olicies Branch）」網頁：
http://r0.unctad.org/en/subsites/cpolicy/english/aboutus.htm （last visited on April 24, 2005） 
4 available on line: http://r0.unctad.org/en/subsites/cpolicy/english/cpdocs.htm (last visited on April 24,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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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了達成此方面的工作，UNCTAD 會進行政府官員的訓練課程，結業的政

府官員再對新生進行訓練。 

3. 從事競爭、競爭力以及發展的研究 

    UNCTAD 已經出版了眾多關於競爭以及相關議題的分析研究、報告以及紀

錄。第四屆聯合國檢視會議（UN Review Conference）要求 UNCTAD研究競爭、
競爭力以及發展的關聯，特別是競爭中與貿易相關的部分。 

4. 投入可能的國際競爭協定 

    第四屆聯合國檢視委員會要求UNCTAD深入研究可能的國際競爭法律與政

策協定的發展，包括給予開發中國家較優惠待遇的可能性以及雙邊、區域、多邊

層級的「爭端調解機制以及替代方法，包括自願性群組檢視」。5

貳、 世界貿易組織（WTO） 

一、 前言 

做為全球最大的經濟組織，由 148個已開發或開發中經濟體組成，世界貿易

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在各種與貿易相關的領域皆有特別

的規範，唯獨對於競爭政策沒有特別的規範。就 WTO 的規範目的而言，依據
WTO成立協定的前言，WTO設立的宗旨之一在於促進資源的有效使用。而競爭

法正是促進資源有效使用的手段之一，因此若在WTO架構下來從事競爭法的調

和工作，並未超越WTO既有的角色，具有正當的法源基礎。 

事實上，GATT的前身「國際貿易組織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簡
稱ITO)」，其 1947 年的憲章，哈瓦那憲章（Havana Charter）中，規範有第五章
「限制商業活動（Restricted Business Practices）」處理國際競爭秩序的問題。美

國對於在哈瓦那憲章中納入競爭規範表示：「貨品只要支付關稅便可以克服關稅

的障礙；貨品也只要在配額的額度內亦可以進入一國領域。但是當卡特爾的成員

之間成立私的協議以瓜分世界市場，則在該合意有效的情況之下，該等貨物即不

可能在各區域間流通。很明顯的，若欲藉放寬政府管制而達到增加貿易的目的，

相關的政府必須確保貿易不會受到私人的結合（private combination）的抑制。」
6。但是哈瓦那憲章未獲成功，隨之成立的GATT也未將之納入。這表示二次大戰
後的國際社會，重視是時普遍存在的高關稅壁壘的縮減，勝於限制商業活動的強

化規範7。 

                                                 
5 ibid.  
6 羅昌發，《貿易與競爭之法律互動》，頁 274，台北，元照出版公司（1998 年 8月）。 
7 Robert D. Anderson, Internataionl Cooperation in Competition Policy: Approaches Currently under 
Consideration in the WTO, in Yang-Ching Chao, Gee San, Changfa Lo and Jiming Ho,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Competition Laws and Policies, 220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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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那憲章第五章共有九個條文8，依照憲章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每個會
員應該採取適當的措施而且應該與組織（ITO）合作，以預防由私人或公營的商
業事業所為的限制競爭、限制市場進入或者是促進獨占控制而影響國際貿易的商

業活動，這些活動對於生產或貿易的擴張有傷害性影響，並且影響第一條9所設

立的目標的達成。」。依照第 2 項規定，ITO有權決定某行為是否存有或即將產

生第 1項所述的限制競爭效果。而根據第 3項規定，憲章所規範的限制競爭活動
包括如下態樣，但是不限於如下態樣： 

a 在買賣和租賃中限定價格、交易條件； 
b 排除其他事業進入地理市場、某領域的商業活動，或瓜分地理市場，某

領域的商業活動，或瓜分顧客，或限定銷售額度、購買額度； 

                                                 
8 Havana Charter, ChapterⅤ-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S  
Article 46. General Policy Towards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s  
Article 47. Consultation Procedure  
Article 48. Investigation Procedure  
Article 49. Studies Relating to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s  
Article 50. Obligations of Members  
Article 51. Co-operative Remedial Arrangements  
Article 52. Domestic Measures Against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s  
Article 53. Special Procedures with Respect to Services  
Article 54. Interpretation and Definition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globefield.com/havana.htm ( last visited on May 10, 2005 ) 
9 Havana Charter, Article 1:  
RECOGNIZ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create conditions of stability and 
well-being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peaceful and friendly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THE PARTIES to this Charter undertake in the fields of trade and employment to co-operate with one 
another and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REALIZING the aims set forth in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particularly the attainment of the 
higher standards of living, full employment and condition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envisaged in Article 55 of that Charter.  
TO THIS END they pledge themselves,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to promot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ction designed to attain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1. To assure a large and steadily growing volume of real income and effective demand, to increase the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exchange of goods, and thus to contribute to a balanced and expanding 
world economy.  
2. To foster and assist industrial and gene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of those countries 
which are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o encourage the international flow of 
capital for productive investment.  
3. To further the enjoyment by all countries, on equal terms, of access to the markets, and productive 
facilities which are needed for their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4. To promote on a reciprocal and mutually advantageous basis the reduction of tariffs and other 
barriers to trade and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e  
5. To enable countries, by increasing the opportunities for their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abstain from measures which would disrupt world commerce, reduce productive employment or retard 
economic progress.  
6. To facilitate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consulta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solution of problem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fields of employ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ercial policy,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ommodity policy.  
Accordingly they hereby establish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through which 
they shall co-operate as Member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and the objectives set forth i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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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歧視特定事業； 
d 限制生產或者是固定生產額度； 
e 藉著協議阻礙技術或發明的發展或適用，不論這樣的技術或發明是否具

有專利； 
f 超越法律授權範圍內使用由任何會員所授權的專利權、商標權、著作

權，或者是擴張使用上述權利至非授權客體的產品或生產條件、使用條

件、銷售條件。 
g 任何經過三分之二以上會員出席，過半數同意，而由 ITO宣布的限制商
業活動。 

基於第 46條第 1項的義務，憲章規定有協商程序和調查程序。會員如果認
為有限制競爭活動將產生第 46條第 1項所述的影響，可以要求與相對國進行協

商，或者是要求 ITO 安排協商。除了協商程序，受影響的會員可以自己主張，

或者是代其管轄權內受影響的私人、事業或組織，以書面向 ITO 控告存有或即
將產生上述影響的限制競爭行為。ITO可進行調查，並有權在調查程序中要求資

訊，調查結果如果認為這樣的控訴是合理正當的，應該舉辦審訊。根據審訊的結

果，ITO如果認為該限制競爭行為的確構成第 46條第 1項的效果，應該要求相
關會員採取任何可能的補救措施，並可以建議相關會員依照其相關法律和程序可

採行的補救措施。ITO並可要求相關會員報告補救行動施行的狀況。上述的規定

有兩點要注意的是，首先與國際法院相同，可以要求協商或者是向 ITO 進行控

告者僅限於「國家」，私人不可以做為要求協商或者是進行控告的主體。另外，

ITO並無法強制敗訴國家進行特地內容的補救，補救內容的決定權乃是交由敗訴

國自行決定。 

1947 年GATT成立之後，特別是在最近十年，國際社會又開始審視在多邊貿

易體系中列入競爭政策的必要性，關於貿易政策與競爭政策之間的關連在近幾年

熱烈地被討論。之所以有這樣的轉變，主要是因為傳統上政府所築的貿易壁壘被

消弭，商業活動的全球化連帶使得限制競爭活動具有跨國性質，而國內競爭法和

競爭法執行機關，特別是開發中國家的競爭法和競爭法執行機關，並不足以處理

跨國界的反競爭活動10，更何況有些國家根本沒有競爭法11，各界擔心全球化所

帶來的優點是否會被私人所為的反競爭行為所扭曲12。做為貿易自由化推動者的

WTO，有義務去確保貿易自由化所帶來的弊端不會掩過貿易自由化原本所欲達

成的利益。WTO需要去確保其消除政府障礙所帶來的更自由的國際市場，最終

能使社會各階層受益，而不僅僅是生產者13。換句話說，WTO有責任去重視全球

                                                 
10 Friedl Weiss, From World Trade Law to World Competition Law, 23 Fordham Int’l L.J. 250, 255 
(2000).  
11 WTO目前 148個會員國之中約有 80個國家有競爭法，其中包括 50個開發中轉型國家。 
12 Yang-Ching Chao, Gee San, Changfa Lo and Jiming Ho, supra note, at 220. Arie Reich, The WTO As 
a Law-Harmonization Institution, 25 U. Pa. J. Int’l Bus. L. 321, 343 (Spring, 2004).  
13 Yang-Ching Chao, Gee San, Changfa Lo and Jiming Ho, supra note, at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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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反托拉斯行為的管制。     

二、 WTO體系內關於競爭政策的規範 

事實上，WTO目前的眾多條約、協定中已含有不少關於競爭法合作或是直

接規範競爭的規範，但是基本上都是針對特殊貿易領域所為的規範，並無一套原

則性的規範。這表示競爭政策在WTO中並非新議題，雖然目前並非有系統地發
展14。 

在進入WTO中關於競爭規範的介紹之前，需先釐清的是關於競爭法與貿易

法區別的問題，學者有認為，在國際貿易日漸發達的今天，兩者原本互不跨越的

界線，早已不復存在；但是貿易法與競爭法雖有許多重疊規範的部分，其基本理

念上仍有不相容之處，基本取向亦有差異。競爭法原則上只關切競爭之促進，而

貿易規範除考慮競爭外，還納入其他許多價值觀念；競爭法是以保護消費者之福

祉為取向，而貿易法是以保護生產者或保護勞工為取向15，因此貿易法與競爭法

之間仍可以據此做出區別。此外，有從規範的對象著手，認為競爭法是規範私人

所為的限制競爭行為，而貿易法是規範政府所為的限制貿易的行為
16。本文原則

上肯任以規範對象作為區別的分類方式，但必須注意在某些情況下，如果政府以

私人的角色在市場上從事競爭，仍有可能會受競爭法的規範。不過如果提升到國

際層次，這樣的分類方式會產生問題，畢竟國際條約的簽訂者為國家，無法以事

業作為直接規範對象，必定是將維護競爭秩序的責任交給國家，間接去規範事業

行為。因此國際貿易法和國際競爭法的區別恐怕無法直接以規範對象作為區分，

在國際層次上貿易法和競爭法的界線更加模糊。兩者同樣藉著移除競爭程序中的

障礙以追求貨品或服務生產和分配過程中更佳的效率17。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

是，關於處理獨占、聯合行為、結合等等的條約必定是屬於國際競爭法的範疇，

不過卻未必非屬國際貿易法。 

以下介紹WTO中關於競爭的重要規範，下述規範未必皆為純競爭法，有些
是與競爭秩序相關的貿易規範，但是因與競爭相關，故一併介紹。 

（一） 關稅暨貿易總協定（GATT）  

1. 最惠國待遇原則     

    依照 GATT(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第 1條第 1項規定，
對於輸出或輸入，或對於有關輸出或輸入，或對因輸出或輸入所生之國際支付所

課徵之任何種類之關稅或規費；及對於該等關稅與規費的徵收方法，有關輸出入

                                                 
14Robert D. Anderson, supra note,at 222. 
15 羅昌發，《貿易與競爭之法律互動》，頁 19-21，台北，元照出版公司（1998 年 8月）。 
16 Alden F. Abbott, Competition Policy as a Welfare-Enhancing Complement to Trade Liberalization: A 
United States Perspective, The Speech for the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on 
Framework” held by Fair Trade Commission, , Ⅰ-2-2 (Taiepi, Taiwan, October, 28 ,2003) . 
17 Friedl Weiss, supra note, at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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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切法令及程序以及本協定第 3條第 2項及第 4項所設之事項，任一締約國對
於來自或輸往任一其他締約國之任一產品所給予的任何利益、優惠、特權或豁

免，應無條件地給予來自或輸往一切其他締約國之同類產品。以上即是 GATT
底下重要原則之一的「最惠國待遇原則（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principle）」。 

     GATT採取最惠國待遇的理由優點，從貿易法的觀點看來，依學者見解總共

有五項18。其中第一點理由認為，在最惠國待遇之下，「比較利益法則（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始可運作，並始可確保每一國家所進口的產品均係來

自最有效率的供應者。所謂的「比較利益法則」，大意是說：機會成本較低的產

品就是有「比較利益」的產品，兩國各自生產具比較利益的產品，再進行交換，

結果兩國均可獲利19。如果不是採用最惠國待遇，可能使較有效率的生產者必須

負擔較嚴苛的進口管理措施或是較高的稅率，而反而無法與較無效率的競爭者競

爭，消費者或產品的使用者將因此而付出較大的代價以換取相同或較不經濟的產

品20。這與競爭法的目標是一致的，基本上都是消除市場上對於競爭的障礙，促

進健全的市場環境使市場功能得以發揮，進而使得資源得以有效進行分配利用，

而最終使消費者獲利。因此最惠國待遇可以視為與競爭政策相關的重要原則。 

     最惠國待遇原則不僅在 GATT之下有所規範，政府採購協定（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第 3條以及GATS第 2條也有類似的規定，以下在GATS
部分便不再討論最惠國待遇原則。 

2. 國民待遇原則 

與最惠國待遇同屬不歧視原則的尚有「國民待遇原則（national treatment 
principle）」，不同的是，最惠國待遇原則處理的是外國生產者間的非歧視待遇，

國民待遇原則處理的則是外國生產者與本國生產者間的非歧視待遇。依照 GATT
第 3條，在國民待遇原則下，關於內地稅及其他內地收費，及會影響內地銷售、
推銷、購買、運輸、經銷或使用之一切法令規章，來自於締約國之產品均應被賦

予不低於本國產品之待遇。 

GATT國民待遇原則之規定，目的主要係在防止會員國利用關稅或其他邊境

措施以外之方式，達到干預及扭曲貿易之效果21。換句話說，其目的和最惠國待

遇相同，都在避免以政府行為干預市場機能的運作，以發揮市場效率，以達到資

源的有效配置，造福消費者。因此與最惠國待遇原則同屬具有競爭政策機能的貿

易規範。除了GATT外，GATS、TRIPS以及政府採購協定（Agreement on 

                                                 
18 John H, Jackson, William J. Davey and Alan O. Sykes, Jr., Legal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Cases, Materials amd Text, 437(1995). John H. Jackso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134-35 (1989). 羅昌發，國際貿易法，台北，元照，頁 68-69（2000 年）。 
19 張清溪、許嘉棟、劉鶯釧、吳聰敏，經濟學，台北，張清溪出版，頁 98（2002 年）。 
20 羅昌發，國際貿易法，台北，元照，頁 68-69（2000 年）。 
21 同上註，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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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Procurement）也都有類似的國民待遇規定，分別規定在GATS第 17
條、TRIPS第 3條，以及政府採購協定第 3條，以下論及GATS和TRIPS時便不再

討論。      

3. 數量限制之禁止 

GATT第 11條規定，除關稅、稅捐或其他稅費之外，締約國不得透過配額、

輸出入許可證或其他任何措施，以禁止或限制來自於其他締約國領域認可之進

口，或輸往任何其他締約國領域之任何產品之出口或為出口之銷售。 

數量限制將使產品無法隨著市場的需求作增產，只會讓價格隨著市場的需求

增加，資源無法做最有效的配置，消費者支付不必要的成本，生產者也蒙受競爭

的不利益。這種競爭的障礙同是競爭法所要排除的。 

4. 國營貿易事業與進出口獨占 

GATT第 17條第 1項第a款規定：「每一締約國均擔保，若其設置或維持國營

事業（不論其係設置於何處），或對任何企業授與形式上或實際效果上的排他性

或特別的特權，則此種企業在其涉及進口或出口之購買或銷售時，其行為應符合

本協定對於影響私貿易商進出口的政府措施所規定的不歧視待遇一般原則行

事。」。本條所稱的國營事業或國營貿易事業，事實上有三種：一為國營事業（state 
enterprise），二為被授予排他特權（exclusive privilege）的事業，三為被授與特別
特權（special privilege）的事業22。本條所稱的不歧視待遇一般原則（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non-discriminatory treatment），從條文內容以及立法背景而言僅包括

「最惠國待遇」而不含「國民待遇」原則，蓋本條所處理的是進口或出口的交易

行為，而不涉及國內市場，因此不會有國民待遇的問題23。本規範目的在於提供

進出口事業公平的競爭條件，使市場機能能有效率的發揮，與競爭政策的目標相

符。 

5. 與競爭政策相違背的規範 

上述皆屬與競爭政策相符合的規範，但是GATT中也有與競爭政策目標相違
背的規範，例如倍受爭議的第 6條第 1項的反傾銷稅，以及第 19條的防衛條款。
關於反傾銷制度與競爭法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我們在第二章已經討論過，於此不

再贅述。防衛條款與競爭政策相違背之處在於其賦予GATT簽約國可以在其國內
產業遭受嚴重損害或者有受損害之虞時，暫時不履行全部或一部的義務或者修正

其減讓24。防衛條款的目的在於拯救在自由競爭之下較無競爭力而恐遭淘汰的事

                                                 
22 羅昌發，《貿易與競爭之法律互動》，頁 240，台北，元照出版公司（1998 年 8月）。 
23 Id, at 246-247. 
24 GATT Article XIX： Emergency Action on Imports of Particular Products 
1. (a) If, as a result of unforeseen developments and of the effect of the obligations incurred by a 
contracting party under this Agreement, including tariff concessions, any product is being imported into 
the territory of that contracting party in such increased quantities and under such conditions as to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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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這樣的作法有違競爭法維護市場機制不干預競爭結果的原則。這些不符競爭

政策規範的存在指出，雖然GATT的某些條款帶有促進競爭的性質，但是那只是
GATT的附加價值，競爭秩序、市場機能的維持並非GATT的主要目標，這些並
非GATT訂立時的考量點。 

（二） 防衛協定（Agreement on Safeguards） 

防衛協定中有關於聯合行為的相關規範，依照第 11條第 1項第 b款規定，
會員不應追求或者是維持任何自願性出口限制、市場安排或者其他在出口或進口

的相似措施。這包含單一會員所為的行為以及兩個以上的會員以協議、約定或者

瞭解書所為的行為。另外，第 11條第 3項規定，會員不應該鼓勵或者支持公營

或私人事業採用或者維持等同於第 1項所規範的行為的非政府措施。換句話說，

雖然防衛協定沒有要求會員積極去打擊進出口、國際卡特爾，但是防衛協定消極

禁止會員鼓勵或者甚至是強制事業從事進出口卡特爾，以維護進出口市場競爭秩

序。 

（三） 服務貿易總協定（GATS） 

1.    獨占與排他供應者 

首先需加以說明的是，GATS（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條文中所規範的「獨占的服務供給者」，依照 GATS第 28條第 h款之解釋，係指
任何人（包括自然人與有法律人格或無法律人格之團體；若為非自然人，則不論

其為公營或私營）在某一服務之相關市場被正式授權或被正式設立為該項服務之

唯一供給者，或在實際上被授權或被設立為該項服務之唯一供應者。由此觀之，

GATS所規範的獨占並不包含自然形成的獨占力，僅規範其獨占力的形成乃是基

於政府公權力的行使者。這也顯現出，GATS並不禁止政府加以形成獨占力，這

是因為各國在協議之初認為有必要保留對於某些民生必須產業設立獨占的權

力，因此基本上這並不符合目前國際上解除管制的趨勢，也不利於競爭秩序。 

GATS第 8條第 1項要求每個會員確保其境內服務的獨占供給者在相關市場
內供給獨占服務時，符合會員在第 2 條以及特殊承諾的義務。因此，配合第 2
條的最惠國待遇，會員必須確保在其領域內運作的獨占事業提供給來自任何會員

事業的待遇，不會比給來自其他任何會員的事業差。例如，假如會員 A 給予 B
事業在郵政方面獨占的地位，A必須確保 B提供給來自WTO所有會員的事業相
同待遇的郵政服務。 

GATS第 8條第 2項規定，假如會員的獨占供應者直接或者是透過其關係公

                                                                                                                                            
or threaten serious injury to domestic producers in that territory of like or directly competitive products, 
the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be free, in respect of such product, and to the extent and for such time as 
may be necessary to prevent or remedy such injury, to suspend the obliga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or to 
withdraw or modify the con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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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其獨占權領域外的服務供給中競爭，而該項服務隸屬於會員的特殊承諾內，

該會員應該要確保該供給者不會濫用其獨占地位，在其領土內為與承諾不符的行

為。舉例而言，某會員給予一個從事鐵路運輸的事業獨占地位，並且承諾在貨車

運輸領域內給予任何會員國事業國民待遇，他就必須確保該獨占事業不會在貨車

運輸中濫用其獨占力從事掠奪性定價25。 

2002 年四月時，美國向爭端解決小組控告墨西哥在電信業的限制競爭行

為。大體而言，美國控告墨西哥授權一個叫Telmex的電信業者對於想從國外對墨
西哥通聯的外國電信業者索求過高的通訊費。美國主張墨西哥違反GATS，未有
效控制Telmex對外國電信公司的濫用行為。這是首宗在服務貿易中控告獨占事業

濫用行為的案例，判決結果已於 2004 年出爐26。 

除了獨占事業的規範，第 8條也適用在由政府正式授權設立的寡占，或者雖

非由政府正式授權或設立，但在實際效果上由政府使其獲得寡占權者27。依照第

8 條第 5 項規定：「本條之規定亦適用排他性服務供應者的情形；該排他性服務
供應者係指一會員正式或在實際效果上：（a）授權或設置少數服務供應者，且（b）
在其領域內，相當程度地排除此供應者彼此間之競爭。」。 

2.    限制營業競爭行為 

依照 GATS第 9條第 1項規定，GATS承認除了第 8條的情況外，服務供給
者的某些行為可能會限制競爭因而限制服務貿易。為此，GATS要求會員進行協

商以及合作，以消除這種限制競爭行為。依照第 2項規定：「每個會員，應該在
任何其他會員的要求下與之進行協商以消除第 1項的行為。被要求的會員應該給

予這樣一個要求全然且有同理心的考量，並且應該透過提供非機密性且可公開獲

得的關於討論事項的資料進行合作。被要求國家應該在其國內法之下，以及雙方

對於要求國保護資料機密性所達成的滿意協議之下，提供其他可得資料給予要求

國。」。但是本條所規範的究竟是哪些行為態樣，條文並未做解釋。 

3. 基礎電信參考文件 ( Reference Paper on Basic Telecommunication ) 

基礎電信參考文件是各會員國依據GATS第 18 條28「額外承諾（additional 
commitments）」的規定，對於基礎電信服務業領域關於規範原則（regulatory 
principles）所提出的承諾內容，我國對於此項參考文件也予以承諾。 

                                                 
25 Mitsuo Matsushita, Thoms J. Schoenbaum and Petros C. Mavroidi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548 (2003). 
26 WT/DS204/R 
27羅昌發，國際貿易法，台北，元照，頁 559（2000 年）。 
28 GATS, Article XVIII: Additional Commitments 

Members may negotiate commitments with respect to measures affecting trade in services not 
subject to scheduling under Articles XVI or XVII, including those regarding qualifications, standards 
or licensing matters.  Such commitments shall be inscribed in a Member's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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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基礎電信參考文件第 1.1 條「電信反競爭行為的防範」規定：「應維持

適當措施以防止個別或共同形成之主要業者從事或繼續反競爭行為。」。第 1.2

條規定：「上述反競爭行為尤其應包括: (a)從事反競爭之交叉補貼 ； (b) 利用

因反競爭行為得自競爭對手之資訊；且 (c)讓其他業者無法及時取得為提供服務

所必需之基本設備技術資訊及營運有關資訊。」。上述的規範顯示出對於競爭政

策的提倡，鼓吹競爭秩序的維持，這是在WTO規範內少數直接對於競爭政策執

行予以規範的條文。 

（四） 與貿易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  

    TRIPS（The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第 40條與 GATS第 9條相同，開宗明義便在第 1項表示，會員國同意，
某些限制競爭的智慧財產權授權活動或者是授權條件可能對貿易產生負面影

響，並可能損害技術的移轉及傳播。 

    第 2項授權會員立法處理智慧財產權濫用而影響競爭的行為，並例示出濫用

行為，如專屬性之回歸授權、禁止質疑有效性的交易條件，以及強制包裹授權等

等29。 

    第 3項規定則類如GATS第 9條第 2項的規定，要求會員對於智慧財產權違
法行為進行諮商，並且提供相關資料30。依照第 3 項前段規定：「每個會員應該
在要求之下，與其他任何相信屬於被請求協商會員之擁有智慧財產權之國民或有

住所的人從事違反本條所規範事項要求會員的法律以及規章的行為，並希望其法

規被遵守的會員進行協商。但是這樣的協商不損害任一方在其法律下採取行動以

及為最終決定的全然的自由。」。第 4 項則提供會員在其國民或有住所的人在他

                                                 
29  TRIPS Article 40: 
2. Nothing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prevent Members from specifying in their legislation licensing 
practices or conditions that may in particular cases constitute an ab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aving an adverse effect on competition in the relevant market.  As provided above, a Member may 
adopt, consistently with the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ment,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prevent or 
control such practices, which may include for example exclusive grantback conditions, conditions 
preventing challenges to validity and coercive package licensing, in the light of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at Member. 
30 TRIPS Article 40: 
3. Each Member shall enter, upon request, into consultations with any other Member which has 
cause to believe that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owner that is a national or domiciliary of the Member 
to which the request for consultations has been addressed is undertaking practices in violation of the 
requesting Member's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is Section, and which wishes to 
secure compliance with such legislation,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action under the law and to the full 
freedom of an ultimate decision of either Member.  The Member addressed shall accord full and 
sympathetic consideration to, and shall afford adequate opportunity for, consultations with the 
requesting Member, and shall cooperate through supply of publicly available non-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relevance to the matter in question and of oth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the Member, 
subject to domestic law and to the conclusion of mutually satisfactory agreements concerning the 
safeguarding of its confidentiality by the requesting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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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被控違反該會員法律和規章時，有與該會員進行協商的機會31。 

（五） 與貿易有關之投資協定（TRIMS） 

TRIMS（The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第 9條規定，
商品貿易理事會應於WTO生效之日起五年內，檢討本協定執行情形，並於必要

時向部長會議提出有關本協定之修正案。在檢討過程中，商品貿易理事會應考慮

是否宜予補充有關投資政策與競爭政策之條文。雖然自 1995 年到目前為止，競

爭政策條文都沒被列入 TRIMS 中，但是至少這顯示出 TRIMS 的起草者已經注
意到競爭議題的重要性，不過這也點出競爭政策列入WTO實體規範中必定存在
一定的困難性。 

（六） 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TBT Agreement） 

在TBT Agreement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第 8條的規定之
下，WTO會員不可以要求或者是鼓勵執行產品測試或者是發行產品符合技術規

則或標準憑證的私人，提供本國產品和外國產品不同的待遇，歧視外國產品，或

者是對於進口產品施加不當的限制32。 

私人事業設立標準的行為與競爭政策相關，通常私人事業組成貿易團體以

從事產品測試並發出證明書以證明該產品符合技術規章和標準，這種貿易團體很

可能會歧視非會員的產品以及進口產品，這種歧視很可能會違反競爭法，美國就

有好幾個因為這種情況而違反Sherman Act的案例33。 

除此之外，這也是美日貿易關係上很重要的議題。過去美國曾經主張日本

貿易團體的測試程序歧視外國產品並且偏袒本國產品，美日雙方為此進行協商。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因此修正了「在獨占禁止法上關於事業團體活動的指導原則

                                                 
31 TRIPS Article 40: 
4. A Member whose nationals or domiciliaries are subject to proceedings in another Member 
concerning alleged violation of that other Member's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is 
Section shall, upon request, be granted an opportunity for consultations by the other Member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as those foreseen in paragraph 3. 
32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Article 8：Procedures for Assessment of Conformity 
by Non-Governmental Bodies 
 
8.1 Members shall take such reasonable measures as may be available to them to ensure that 
non-governmental bodies within their territories which operate conformity assessment procedures 
comply with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s 5 and 6,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obligation to notify proposed 
conformity assessment procedures.  In addition, Members shall not take measures which have the 
effect of,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quiring or encouraging such bodies to act in a manner inconsistent 
with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s 5 and 6. 
 
8.2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their central government bodies rely on conformity assessment 
procedures operated by non-governmental bodies only if these latter bodies comply with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s 5 and 6,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obligation to notify proposed conformity assessment 
procedures. 
33 Mitsuo Matsushita, Thoms J. Schoenbaum and Petros C. Mavroidis, supra note, at 546 .  

 77



國際競爭法的調和                                                                     第四章：全球性組織 
                                                                                       

(事業者団体の活動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該指導原則表示，儘管私

人團體所設立的標準可能有重要的公共功能，假如某種評估程序的使用對於從事

某種商業活動是必要的，而他們限制這種評估程序的使用，這種設立標準的限制

活動將會違反獨占禁止法34。該指導原則又表示，假如私人被政府委託去進行一

致性評估，他們的行為仍會受到獨占禁止法的監控，假如他們歧視某事業，他們

就會違反獨占禁止法的相關條文35。 

（七） 評析 

基本上，WTO之內上述有關競爭政策的條文，由於其出發點基本上仍是以
貿易為主，因此規定都仍嫌粗糙，雖然具有競爭政策的性質，但是卻欠缺詳細的

規範，只是點出重視競爭活動會對貿易產生影響此大前提，但是究竟應該如何處

理這樣的問題，則未見有詳細描述。對於哪些競爭活動是反競爭會對貿易造成影

響應該加以處理者，這些條文也都未列出詳細構成要件，或者是詳加例示，無法

提供會員明確的行為準則。至多是肯認會員立法處理限制競爭活動，例如

TRIPS；或者是對於某些限制競爭活動，例如聯合行為，要求會員進行合作，但

是至於這樣的聯合行為是否包括一致性行為等等較細節的部分則未著墨。因此雖

然這些問題已經顯示出對於競爭政策問題的關切，但是這些條文實際上對於限制

競爭活動的解決能力恐怕相當有限。不過從上述條文看來，我們可以發現 WTO
對於聯合行為和獨占力濫用這兩種限制競爭行為的態樣已經表見出相當程度的

重視。除此之外，WTO 特別重視不歧視原則的落實，在各領域的協定中都有類

似的規範。 

三、 競爭議題在WTO內的發展 

（一） 貿易與競爭政策互動工作小組 

在 1996 年 WTO 的新加坡部長會議中，關於投資與貿易間的關係，貿易與

競爭政策之間的互動，政府採購透明化以及貿易流程簡化的議題首次出現在會議

議程中，上述議題統稱為「新加坡議題（the “Singapore Issues”）」。1996 年的新

加坡部長會議並決議設立貿易與競爭政策互動工作小組（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e and Competition Policy, 簡稱WGTCP），以審視國際
競爭政策的問題。 

WGTCP於 1997春季成立，於 1997 年 7月 7日召開第一次正式會議。在第
一次會議召開之前，EC和US分別提出一份關於WGTCP競爭政策方向的報告36，

兩份報告相比之下，EC對於國際競爭政策的形成較US要顯的熱心37。依照EC的

                                                 
34 事業者団体の活動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7条 1項。 
35 Mitsuo Matsushita, Thoms J. Schoenbaum and Petros C. Mavroidis, supra note, at 547.  
36  Communication from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ts Member States, (June 11,1997). 
Communic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June 19,1997). 
37 Claudio Cocuzza,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Cooperation In a Global Economy, at 14, downloa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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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WGTCP應該致力於國際競爭法原則之建立，並達成各國關於國際競爭法

的協定。至於US則認為，WGTCP是一個會員之間關於競爭政策的交流平台，

WGTCP應該致力於研究競爭政策在國際貿易上的各種問題38。從實際情況觀

之，WGTCP目前運作的狀況較符合美國所提出的建議，由會員國提出討論議題，

進行討論。目前為止，會員國共提出有 125個議題之多39。 

1997 年到 1998 年之間，WGTCP討論研究的議題主要有如下方向： 

1. 貿易與競爭政策之間其規範客體、原則、內涵以及範圍的關

係；以及兩者與經濟成長之關係。 
2. 調查並分析既存貿易以及競爭政策的方法、標準以及活動，和

該些之執行經驗。 
3. 貿易以及競爭政策之互動，研究的子題包含： 
（1） 企業和組織的反競爭行為對國際貿易的影響。 
（2） 國家獨占、排他權利以及法律措施對於競爭和國際貿易的影

響。 
（3） 與貿易有關的智財權和競爭政策之間的關係。 
（4） 投資和競爭政策之間的關係。 
（5） 貿易政策對競爭的影響。 

此外，依據大會(General Council)的決議，WGTCP在 1999 年又新添了三個

研究課題： 

1. WTO 的基本原則如國民待遇、透明化、最惠國待遇等等與競
爭政策的關係。 

2. 促進會員間在技術合作領域及其他領域之合作溝通的方法。 
3. 競爭政策對於促進WTO目的（包含促進國際貿易）實現的貢

獻。 

在小組的討論過程中，原則上有個共識，就是大家一致認為競爭政策和WTO
原則彼此緊密相關，並且可以互補40。除此之外，對於會員國間在反競爭活動的

合作應該進一步加強此點也有共識41。然而，是否需要在WTO層次上增加競爭政
策與多邊貿易體系的關係此點，各方則存有歧見。有些會員支持在WTO內發展
多邊架構的競爭政策，減少在此領域內潛在的衝突。然而，有些會員則質疑這樣

一個架構的必要性，傾向以雙邊或區域性方法來達成此領域的合作42。某些開發

                                                                                                                                            
the website of aija: http://www.aija.org/pdf/anti_text2.pdf ( last visited on May 11, 2005 ). 
38 Ibid.pp.14-18. 
39 From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WTO: 
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minist_e/min99_e/english/about_e/16comp_e.htm (last visited on 
May 10, 2005 ) 
40 Mitsuo Matsushita, Thoms J. Schoenbaum and Petros C. Mavroidis, supra note, at 578. 
41 Ibid.  
42 id, at 5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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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家表示，為了他們的經濟發展，他們需要在產業政策上有較多的彈性，在

WTO體系內施加競爭協定可能會減損其經濟發展。他們強調，WTO的會員各有
不同的經濟發展程度，在建立WTO內的競爭文化以及國際競爭政策時都應該要

考量這一點43。在國際市場愈加自由開放之際，容易成為國際企業掠奪的對象多

為不具競爭政策或者是競爭政策執行不力的開發中國家，然而矛盾的是，在此我

們看到對於競爭政策對經濟發展所帶來的益處是否大於害處存有疑慮的也是開

發中國家。基本上，認為應該在WTO之下建立關於競爭政策和競爭法具有拘束

力的國際協定的WTO會員是少數意見，大多數的會員認為訂立具拘束力競爭政

策協定的時機仍尚未成熟44。因此目前工作小組討論的方向是朝向建立一個不具

拘束力，軟性法規型態的協議，這個競爭政策的多邊架構包括的計畫有：技術協

助、具有國際規模的競爭法行為的通知、非機密資訊的交換、以及競爭法執行的

相互合作，包括積極禮讓45。這樣的規範實際上對於目前跨國限制競爭問題的解

決並不大，而且這些工作基本上已經落實在有拘束力的雙邊條約，並受到其他不

具拘束力多邊組織之提倡，WTO再加以提倡基本上並沒有解決原本存在的問
題，例如資訊交換限於不具機密性，這樣的資訊交換可帶來的功用並不大，因此

WTO此舉只是錦上添花而已。 

2001 年在卡達舉行第四屆部長會議時，新加坡議題全數被納入杜哈發展議

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中。其中有關貿易和競爭之間的互動問題，詳列

於杜哈宣言（Doha Declaration）第 23條至第 25條46。依照第 25條，WGTCP在
2003 年第五屆坎昆部長會議之前必須對下列議題進行研究：競爭法的核心原

                                                 
43 Id, at 581.  
44 Id, at 581-82.  
45 Id, at 582.  
46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E AND COMPETITION POLICY 
23. Recognizing the case for a multilateral framework to enhance the contribution of competition 
policy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need for enhanced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capacity-building in this area a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24, we agree that negotiations will take place 
after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the basis of a decision to be taken, by explicit 
consensus, at that Session on modalities of negotiations. 
 
24. We recognize the needs of developing and least-developed countries for enhanced support for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capacity building in this area, including policy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so 
that they may better evaluate the implications of closer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for their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objectives, and human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o this end, we shall work i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relevant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ncluding UNCTAD, and through 
appropriate regional and bilateral channels, to provide strengthened and adequately resourced 
assistance to respond to these needs. 
 
25. In the period until the Fifth Session, further work in 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e and Competition Policy will focus on the clarification of:  core principles, including 
transparency, non-discrimination and procedural fairness, and provisions on hardcore cartels;  
modalities for voluntary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for progressive reinforcement of competition 
institu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rough capacity building.  Full account shall be taken of the 
needs of developing and least-developed country participants and appropriate flexibility provided to 
address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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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包含透明化、不歧視、程序公正；核心卡特爾的規範條文；自願協助的形式；

以技術協助方式，逐步加強開發中國家的競爭法機構。此外，第 23 條規定第五
屆部長會議必須要就競爭政策多邊架構以及競爭政策技術協助問題為討論並做

出決議。不過此部分議程的進行不盡理想，因為各國各自的利益考量，競爭議題

最後並未在第五屆部長會議達成共識。 

（二） 歐盟多邊競爭規則的提案 

在第五屆部長會議之前，1996 年歐盟建議在 WTO 底下發展一套多邊競爭
規則，在該套多邊競爭規則之下，各會員國有義務去採納並維持最低標準的競爭

法，包含最核心的規範，例如卡特爾和獨占力濫用的禁止；建立一套各國在競爭

政策上合作的模式，包含積極禮讓制度；要求依照不歧視原則和透明化原則執行

競爭法；協助開發中國家設置競爭主管機關；成立 WTO 下的競爭政策委員會
（WTO Committee on Competition Policy）以主持提議的競爭政策協定並提供相
關協助。 

在 2003 年夏初時，WTO會員對這個提案的立場大致可分為四種。第一種是

持贊同立場的，有瑞士、韓國、澳洲、加拿大、日本、我國等等，不過各國的立

場也有些微的不同，比方說日本雖然贊同發展國際競爭規則，但是傾向與開發中

國家，特別是亞洲太平洋的開發中國家列於同一陣線，強調競爭政策的多邊檢視

必須考量反傾銷議題47。第二種是持反對立場者，這一類多是不具競爭法的國

家，也不願被迫去採行競爭法，或者是對爭議中的爭端解決制度採行反對立場

者。第三類是認為其現今發展階段不適宜發展競爭法而持反對立場的開發中國

家，該些國家認為現今產業政策應重於競爭政策。第四類則多數為南美洲國家（包

含巴西、阿根廷及智利等等），他們願意視協商的結果有條件的接受這個建議，

其實就是他們將視可交換的利益來決定是否贊同這項提議。值得注意的是，縱使

是反對歐盟這項提案的會員國，實際上也是支持歐盟這項提案的精神目標，也就

是共同打擊跨國的反競爭行為。之所以反對歐盟這一項提案，多是認為這項提案

實施的結果，其成本將會大於其所帶來的利益。再者，反對者更擔心，在不歧視

原則下實施競爭法實際上將會阻止他們為發展內國經濟所採取的政策48。除此之

外，歐盟此項提案不適用於出口卡特爾，這點也讓視來自已開發國家的出口卡特

爾為其經濟上重要問題的開發中國家無法接受49。 

此外，在歐盟這項提案中凸顯了競爭法統合的趨勢中，爭端解決制度適用的

必要性問題。歐盟對於爭端解決制度在競爭法領域的適用乃是採積極認同的立

場，認為應將一些WTO既有的爭端解決瞭解書的規範適用到競爭政策的問題
                                                 
47 ICPAC Final Report, at 265 ( 2000 ).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usdoj.gov/atr/icpac/chapter5.htm#N_199_ ( last visited on May 13, 2005) 
48 Frederic Jenny, Competiti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Before and After Cancun, The Speech for the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on Framework” by Fair Trade Commission,  
2-5, 2-14 (Taiepi, Taiwan, October, 28 ,2003).  
49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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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歐盟這項提案中，爭端解決機制適用於違反競爭法架構基本原則的情況或

者是未妥當地將協議的原則適用在具有國際規模的反競爭行為的情況，此外也適

用於未執行影響其他WTO會員貿易和投資的競爭法案例的情況，但是個別案件

不受爭端解決機制的檢視50。歐盟這項提案可以避免對於國內司法程序的干涉，

避免落為國內司法審判的上級審，又可以對國際競爭法的執行提供一定程度的保

障，這項提案堪稱相當實際。不過有些國家則保守的認為以OECD同儕檢視的方
法取代即可。實際在工作小組中討論時，縱使是支持採用爭端解決制度的會員

國，也都僅是支持有限度的採用，例如僅在違反不歧視原則等爭端解決制度中的

核心原則時才有爭端解決制度的適用，而且任何國家競爭主管機關的個別決定都

不在審查的範圍中51。實際上，平心而論，如果要使競爭政策調和獲得有效的成

果，爭端解決機制絕對是必要的，沒有執行機構的法律就有如無拘束力的道德。

從各國的反應我們可以看出，除了歐盟以外，其他國家對於在WTO之下發展競
爭法的相關協定並不熱衷，並不願意自己國內的競爭政策受到國際組織的干擾，

國際條約的拘束。 

不論如何，最後歐盟這項提案因為諸多現實上非關上述考量的因素而根本未

獲列入第五屆部長會議的討論議程中，因此也未獲討論。這個結果點出了 WTO
本身作為法調和機制的一個缺點，因為牽涉眾多貿易利益，其他某些利益可能會

因此而受到犧牲。  

（三） 各國對於WTO進行競爭法調和工作的態度 

關於歐盟的態度已經在上面討論過，歐盟基本上相當熱衷，傾向發展一套競

爭協定，於此不再贅述，以下介紹幾個主要國家的態度。 

1. 美國 

美國基本上並不贊同在WTO底下進行競爭法或競爭政策的協商或執行。Joel 
I. Klein, 當時擔任DOJ Antitrust Division的Acting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表
示，他認為以雙邊條約解決國際競爭問題，例如美國與澳洲、加拿大、歐盟所簽

署的雙邊協定，比在WTO底下進行更有實際價值52。雙邊條約，和在OECD、
WTO、區域團體，以及其他國際場合下的技術協助和對話，一直是美國國際反
托拉斯政策的核心政策53。 

1996 年時，Joel I. Klein發表演講，對於反對在WTO底下進行競爭法協議工

作提出幾點理由：首先，WTO各會員國的利益不同，WTO所涵蓋的領域又相當

多樣化，要達成WTO競爭政策的協議必須要平衡許多（通常也是不同的）國家

                                                 
50 Mehta, The Role of Competition in Globalized Trade Environment, Speech before the 3rd WTO 
Symposium on Competition Policy and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Geneva ( April, 17, 1999 ). 
51 Ibid, 2-13. 
52 ICPAC Final Report, supra note, at 264.  
53 Ibid.  

 82



國際競爭法的調和                                                                     第四章：全球性組織 
                                                                                       

利益，同時還可能為了回應其他關於農業、服務、智財權和其他目前WTO協議
所涵蓋的眾多領域貿易協商下所為交易而產生立場變動。第二點，在WTO底下
協商會傾向達成一個競爭政策的最低共同標準，這會導致達成一個軟弱，而非有

效率的規範。第三點，商業或政府是否願意為了競爭政策目的向WTO提供機密
政策，此點讓人感到懷疑。第四點，在WTO爭端解決架構下檢視國內競爭執行

機關和法院管轄權下的事物，可能會干預國家關於追訴裁量以及司法決定的主

權，同時也可能使WTO爭端解決小組涉入特定案件、高度機密商業資訊不妥當

的審查。541999 年Joel I. Klein發表演說時，再度重申美國反對的立場，此外除了

上述理由之外，又提出幾點反對的理由。首先，他認為國際社會還未全然瞭解有

拘束力的國際協定可以解決何種關鍵性的貿易和競爭問題，更不用說我們根本不

清楚是否有可能針對這樣的議題發展出共識。第二點，我們並不清楚WTO是否
適宜解決實際的反托拉斯問題。此外，由WTO監控政府的反托拉斯活動將會使

WTO陷入基於複雜證據內容所為的追訴決定的二度考量，這樣的任務是WTO欠
缺經驗也不適合從事的，而且還無法避免地會政治化國際反托拉斯執行並且很可

能無助於反托拉斯決定的經濟合理性或者是法律中立性。55

美國這種反對的政策似乎是一直繼續的，2000 年 10月時，是時美國的Acting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A. Douglas Melamed發表演說時表示，在欠缺一個有

深度、共同的競爭文化的狀況下，有拘束力規範的協商將會產生不良後果，或者

是不成熟的。更甚者，在Antitrust Division的觀點下，WTO並不適合作為協商反

托拉斯規範的場合，而且在國際市場上鼓勵完善反托拉斯執行的理想可能會被在

WTO爭端解決程序下適用抽象規範而產生爭端所抹煞56。不過諷刺的是，美國曾

經為了解決與日本之間柯達案關於反托拉斯執行的問題而向WTO爭端解決小組
尋求解決。 

另外，2000 年美國ICPAC（國際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57）最終報告中表示，

ICPAC的多數成員相信，WTO不適宜作為審查私人限制的場合。基於可能有限

的結果，對於在此領域內爭端解決機制以及規範的國際共識或妥當性的欠缺以及

風險，ICPAC相信，WTO不應該在其架構下發展新的競爭規範。有許多的考量

使得ICPAC對於在WTO底下發展競爭規範持懷疑的態度，包括WTO以一物換一
物的協商本質會扭曲競爭規範的可能性；WTO爭端解決小組干涉國內司法活動
的潛在性；以及賦予國家採用競爭法義務的不妥當性。ICPAC認為在某些狀況

下，在WTO架構下發展競爭規範可能並不是一個可以讓人全然滿意的結果，他

們相信，一國的主管機關是最適宜處理發生在其領土內私人企業限制競爭活動的

                                                 
54 Mark R. Joelson, An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Primer, 397 ( 2001 ). 
55 See Joel I. Klein,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For Antitrust,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 Reality 
Check on Antitrust Rule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a Practical Way Forward on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Address before the OECD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Competition ( June 30, 
1999 ) at 6. 
56 Mark R. Joelson, supra note, at 397.  
57 關於此組織請參閱本文第四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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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假如限制競爭活動以及阻礙市場進入的活動發生在一個不具有競爭主管機

關或者欠缺足以或者願意去解決該問題的管轄權內，受損害的國家可以域外適用

其本國法。假如無法進行救濟（無法獲得必要證據或其他工具），這可能單純是

受損害國家在其本身系統下具有有限救濟的案例。這就可能是一個國際協商的適

當客體。然而，這不太適宜作為WTO爭端解決的客體。在長遠的一段時間後，
WTO可能會被請求去解決國家間關於該限制市場進入的私人活動是否可歸責於
政府措施的爭端。WTO解決此類爭端的能力在WTO既存的規範或者法律體系下

並沒有全然被檢視過，ICPAC相信這個領域需要由貿易與競爭政策制訂者進行特

別的研究以及考量。 

從上述ICPAC在其最終報告所做的陳述看來，ICPAC的見解與美國一貫的政

策相符合，認為不適宜在WTO下訂立具拘束力的競爭法協定，也不適宜由WTO
爭端解決機制處理私人的限制競爭行為。但是有過之的是，ICPAC認為WTO爭
端解決小組也不具備解決政府間措施是否限制競爭爭端的能力，管見以為，

ICPAC此點就可能過於悲觀的，雖然說被控受政府支持的私人限制競爭活動在

WTO底下很少被挑戰成功58，但是之所以未被成功挑戰多是因為WTO欠缺對競
爭政策的明文規範，例如美國與日本之間的柯達案。如果在WTO底下能對於競
爭政策有明文的要求，WTO未必不具備此類議題的爭端解決能力。 

2. 加拿大 

如前所述，加拿大基本上同意歐盟的提案，也就是說，加拿大對於在WTO
底下發展國際競爭法協議是持贊同立場的。加拿大競爭局（Canadian Competition 
Bureau）調查與研究署長（Director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Konard von 
Finckenstein力促開始在WTO下進行建立完善多邊競爭架構59。他建議在眾多領域

發展OECD的共識，包括形成並將獨占力濫用的共同方法、競爭法和競爭政策執

行的核心原則和最低標準列入多邊協定，並且輔以爭端解決機制以確保會員在其

本身的管轄和法律傳統下執行這些最低標準的承諾，但是爭端解決機制不應該去

質疑一國對其本國反托拉斯法的執行60。1999 年加拿大國貿局局長（Minister of 
International Trade）Pierre S. Pettigre發表演說時也表示，加拿大政府支持WTO下
的協議要求會員國採取完善的競爭法，也支持建立一個尊重國內主管機關能力的

新的爭端解決機制61。換句話說，加拿大贊成發展WTO底下的競爭法協定，也贊
同爭端解決機制的採用，但是加拿大與美國相同，也擔心爭端解決機制適用於競

爭法對於國內主權可能會產生侵害的問題。 

3. 澳洲 
                                                 
58 Friedl Weiss, supra note, at 263.  
59 ICPAC Final Report, supra note, at 266.  
60 Ibid.  
61 See Statement of the Honorable Pierre S. Pettigre, Ministe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ddress before the 
Joint Meeting of the Canadian Club of Toronto, the 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he 
Toronto Board of Trade ( November 26,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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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競爭和消費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主席，Allen Fels在ICPAC的公聽會上表示，依照其見解，WTO和OECD應該作為
一個討論場所。較長遠來看，WTO將會在貿易和競爭政策的接合上採取更進一

步的角色。如果真的如此，讓競爭政策的原則來主導WTO的工作是重要的。許
多其他的主權領域至少對於擴展WTO的原則是表示支持的62。 

4. 非洲國家 

許多開發中國家對於在WTO底下協商競爭政策的價值表示懷疑63。舉例而

言，代表非洲集團的肯亞，表示只有少數的非洲國家有國內競爭法、競爭政策或

者是有效的執行機構。非洲集團呼籲繼續進行貿易與競爭政策互動工作小組的教

育性、探所性和分析性工作，並且增加對開發中國家的技術協助64。在對WTO的
個別提案中，肯亞表示有些開發中國家視在多邊貿易系統下納入競爭政策有如用

夾子夾住稍微比較強壯的開發中國家的公司，使得他們不會反抗已開發國家強健

公司的競爭65。因此，肯亞提議，任何多邊競爭架構應該要包含跨國公司關於控

制不正貿易活動的的行為法典66。 

南非也建議一套考量「關於下一輪協商開發中國家廣泛分析需求」的完全的

教育程序。南非建議，這樣一個前協議程序應該要至少花費兩年的時間並且提供

開發中國家資源以確保在正式的協商程序中開發中國家能有有意義的參與67。 

從上述提議觀之，非洲國家認為在WTO底下進行競爭議題的協商似乎是必

然的趨勢，他們不反對進行協商，但是擔心國內產業會淪為協商結果的犧牲品，

因此希望重視開發中國家實際情況的需求。 

四、 在WTO內進行競爭法調和的困難 

對於在WTO底下進行競爭法調和的工作，抱持樂觀態度者有以下幾點理

由。Russel J. Weintraub認為，基於其眾多不同背景的會員國，WTO具有成為經
濟法規調和工作適當平台的條件68。Lucio Lanucara認為，WTO已經發展出足夠
的專業技術以達成必須的多邊競爭協定，而且WTO還有一套有效的執行機構可

以確保國家符合這套規範69。Daniel Steiner則在其文章中歸納出以下幾點理由支

                                                 
62 ICPAC Final Report, supra note, at 266.  
63 Id, at 267.  
64 Communication from Kenya on behalf of the African Group, Preparations for the 1999 Ministerial 
conference, The International Between Trade and Competition Policy, WT/GC/W/300, August 6, 1999.  
65  Communication from Kenya, Preparation for 1999 Ministerial Conference, Contribution to 
Preparatory Process, WT/GC/W/233, July 5, 1999, at 9.  
66 Ibid.  
67 Communication from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WT/WGTCP/W/138, October 11, 1999, at 2,4.  
68 Russel J. Weintraub, Globalization’s Effect on Antitrust Law, 34 New Eng.L. Rev. 27, 11 ( Fall, 
1999 ). 
69  Lucio Lanucara, The Globalization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Governance Issues and Legal 
Responses, 9 Ind. J. Global Leg. Stud. 433, 458 ( Spring. 2002).  

 85



國際競爭法的調和                                                                     第四章：全球性組織 
                                                                                       

持WTO從事競爭法的調和70：首先，烏拉圭回合談判的協議已經包含了為數眾多

的競爭相關規範，關於政府的市場扭曲行為（例如補貼、反傾銷以及平衡稅、自

願進口設限71、自願出口限制協議72、國營貿易的實行73、強制授權74）和私人扭

曲行為（例如傾銷、裝運前檢驗公司的市場力濫用75、獨占、智慧財產權及授權

協議）76。第二點，GATS也已經進入國際反托拉斯規範的領域。第三點，TRIPS
也已經成功地完成協商，而在TRIPS協商中有很多議題是與國際反托拉斯議題有

密切關係的。第四點，主要貿易國家均認為GATT與國內的競爭法有共同的目標，
透過開開放的市場與競爭來促進國內資源更有效率的利用77。而逐漸增加的雙邊

合作條約指出國家在此領域內進行合作的意願78。不過管見以為，雙邊條約目前

所涉及的範圍大多是關於證據收集的互相協助，利益影響的通知以及積極禮讓等

等，並未涉及競爭法實際的規範，因此雙邊條約數量的增加未必表示國際間對於

競爭法的規範有共識，以此點來做為國際間對於國際競爭規範的制訂意願的佐

證，可能不合適。第五點，反托拉斯協定可以植基於GATT內例如「國民待遇」

以及「最惠國待遇」等已存在的原則。第六點，GATT內的爭端解決機制也可以
適用於反托拉斯領域。 

但是從競爭議題在WTO下的發展看來，要在WTO底下發展出一套多邊競爭
規則顯然有其困難性。首先，在WTO底下的協定乃是具有拘束力的條約，要在

WTO之下完成競爭法的調和工作，就如同要完成競爭法的多邊條約，會面臨到

在多邊條約下進行競爭法調和所具有的困難，有其相當的困難性。因此，在WTO
從事競爭法調和工作，或者是去管制限制競爭行為比起在同質性的組織如

OECD，面臨更大的挑戰79。但是也因為WTO強大的經濟力量，眾多的會員以及

其強制性，如果能夠突破各種阻礙而順利成為WTO下例如TRIPS般的協定，對競
爭法的調和將是一大進展。有論者以為或者退而求其次在WTO底下尋求不具拘

束力的競爭政策規範。管見以為，在WTO底下進行不具拘束力的競爭規範實際

上沒有多大意義，會喪失在WTO底下進行競爭法調和的意義，因為這種不具拘

束力的競爭政策建議可以由其他國際組織來進行，OECD, UNCTAD都已經具備

此種功能，甚至起步比WTO要早，實在不需要WTO來錦上添花。 

對於在WTO底下進行競爭法調和工作持悲觀看法者，可以以上述美國政府

                                                 
70 Daniel Steiner, The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ompetition Laws, 24 Man. L.J. 577, 614-616 
(1999) 
71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 ( VERs ) 
72 Voluntary Restraints Agreements ( VRAs ) 
73 State trading operations 
74 compulsory licensing 
75 abuse of market power by preshipment inspection companies 
76 Ernst-Ulrich Petersman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Rules for the GATT- MTO World Trade and 
Legal System, 27 Journal of World Trade 35, 40 ( 1993 ) 
77 Id, at 75.  
78 Id, at 40.  
79 Claudio Cocuzza,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Cooperation In a Global Economy, at 11, download from 
the website of aija: http://www.aija.org/pdf/anti_text2.pdf ( last visited on May 11,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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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立場作說明。反對者亦認為，GATT的會員國過多，不是一個有效率的調和場

所，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的歧見也會阻礙協議的達成80。除此之外，競爭法

的規定，以具代表性的Sherman Act為例，其條文並不多，用語也不很精確，留

下許多解釋的空間以應實際需要81。競爭法有賴於有經驗的執行者和法官在複雜

和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中將其妥切地適用。這種規定籠統留待執行者裁量的規範

方式與WTO協商中儘可能詳細規定以增加不具有共通法律解釋機關的會員間期

待確定性的特性有明顯的對比82。因此在WTO底下協商完成的競爭規範可能會存
有嚴重的缺陷。舉例而言，一個表示「反競爭的垂直限制應被禁止」的競爭協定

未能處理何種特定行為應被禁止的重要問題。如果將此問題留待WTO爭端解決
小組來做解答，多多少少要把立法權賦予爭端解決小組，就專業和合法性而言這

都是個有問題的發展83。但是如果協定明確地表示「生產者不應該為獨家分銷協

議」，則會涵蓋一些大多數美國反托拉斯專家認為有助於競爭的私市場行為84。

這顯示，全球貿易體系的制度基礎與大多數國家實行的競爭政策的本質不符85。

反對者亦有認為，國際競爭秩序的維持不需要WTO加以干涉，世界主要國家的
反托拉斯主管機關便足以處理影響其國內市場的卡特爾行為，國際卡特爾的問題

主要來自於蒐證，而蒐證問題藉著合作協議便可以加以處理86。至於國際結合衝

突的問題，也不是在WTO架構下可以解決的87。除此之外，一國不去處理卡特爾

行為，其主管機關通常具有其自身良好的理由，例如主管機關可能認為對於經濟

所造成的損害並不嚴重，或者主管機關希望將有限的資源用於處理某些特殊的違

反情況，因此，WTO又何必去插手要求一國去處理卡特爾88。再者，WTO爭端
解決小組對於國家間關於競爭法執行的爭端似乎也無法提供救濟。即使假設爭端

解決小組可以決定某個決定不採取行動的決定的有效性，應有的救濟為何？命令

該國競爭主管機關進行案件的處理嗎？這與WTO在其他領域的作法不同，且必

定會在各國引起管轄權問題。其他可能解決之道可能是授權受侵害的國家撤回給

予不遵從條約國家的貿易特許權，這樣的解決之道可能可以滿足貿易政策機關，

但是卻無法滿足競爭政策機關89。比較其必須付出的成本以及可以帶來的益處，

在WTO架構下協商競爭議題並不值得一試。 

本文認為，在WTO底下進行競爭法最低標準的協議是相當具有可能性的趨

                                                 
80 G. Marceau, Anti-Dumping and Anti-Trust Issues in Free-Trade Areas, 302 (199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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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2 Daniel K. Tarullo, Norms and Institutions in Global Competition Policy, 94 A.J.I.L. 478, 490 ( July, 
2000 ).  
83 Ibid.  
84 ibid.  
85 ibid.  
86 id, at 491.  
87 Ibid.  
88 ibid.  
89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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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因為針對國際競爭秩序維持的問題，我們需要一套國際的競爭維持機制，而

WTO具有龐大的會員國，已經具備協商的基礎，WTO的確具有處理這類議題的

良好條件。但這並不表示本文不認為在WTO底下進行競爭法協商不會面對相當

的阻礙，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不同的利益調和、爭端解決機制的地位、實體

競爭法規範應該採取怎樣的制度都是棘手的問題，但是這些困難並非不可解決。

有別於 1960 年代，全球不超過十個國家有真正的競爭法執行制度90，目前採取

競爭法的國家並不少，且日漸增多，各國際組織也都在大力提倡自由競爭的文

化，要求各國採行最低標準的競爭規範對於大多數國家而言並非難以達成的要

求，並絕對有助於貿易的進行，而且這對開發中國家反而是一種保護，保護其不

在全球化的浪潮下成為來自已開發國家企業掠奪的對象。但是協商過程應該考量

各國經濟發展狀況的不同需求。各國在其經濟發展歷程中，早先的一段時期為了

扶助某產業可能會認為產業政策應先於競爭政策發展，台灣也曾經歷過這樣一段

時期，在協商過程中各國應考量開發中國家的此點需求，這種因為經濟發展需要

做特殊處理的情況並非競爭議題會獨有的狀況，如果貿易議題都可以有防衛條款

出現，競爭議題當然也可以針對特殊需求作規範。再者，關於爭端解決機制，本

文認為，為使協議可以發揮功效，爭端解決機制絕對是必要的，干涉一國主權的

疑慮必定有之，但是條約的訂定本質就是一種主權的表現，GATT, GATS都是在
某種程度上由國家放棄其在貿易政策上的自主決定權，WTO成立之前，各國也

並非未經一段讓渡主權的掙扎時期。至於爭端解決機制的適用程度，管見以為，

如果要有效解決各國之間競爭議題的爭端，爭端解決制度無法避免地會涉及特定

案件處理的審查，否則只會淪為各國競爭法律政策原則性、架構性的審查。但是

個別案件的審查，爭端解決機制涉入的程度又可依其深淺分為限於一國是否怠於

發動案件處理程序的審查，以及包含一國個別案件處理結果的審查，也就是說將

爭端解決制度設計為各國內國競爭法執行機關的上級審，而這種狀況必定搭配國

際競爭法實體法規的一致化，也就是說要達到類如歐盟有一套歐體規模競爭秩序

維持的實體法規。爭端解決機制介入程度的深淺取決於各國主權讓渡的意願，但

是觀察WTO的性質和固有爭端解決機制對於其他領域的處理，在WTO體系下進
行競爭議題的爭端解決似乎以限於法律規範和政策的審查，以及是否怠於發動案

件處理的審查為宜。如果要將爭端解決機制作為個別案件處理的審查，也就是成

為上級審，似以跳脫WTO模式而另起爐灶為宜。又，關於制裁的方式，管見以

為，經濟制裁並非是不可行的方式，而且國際法的有效實施本來就強烈依賴於各

國的自律，因此是否能有效制裁國際競爭條約違反似乎並非反對締結國際競爭條

約的有力理由。 

不論如何，在WTO底下進行競爭議題的協商，面對美國的不支持，可能還

有漫漫長路要走。 

                                                 
90  Walter T. Winslow, OECD Programmes for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Global Competition 
Issues ,inYang-Ching Chao, Gee San, Changfa Lo and Jiming Ho,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Competition Laws and Policies , 240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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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一、 前言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成立於

1960 年 12月 4日，其前身是歐洲經濟合作組織（the Organis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OEEC），OEEC的主要目的係用來實施二次大戰後

重建歐洲的馬歇爾計畫，因為係由OEEC轉變而來，所以OECD目前會員國大致
上也以歐洲國家為主，30 個會員國91中約有三分之二是歐洲國家。除此之外，

OECD的會員國大多也是以高所得國家為主，因此有富國俱樂部之稱，七大工業

國家皆為OECD的會員國92。七大工業國家高峰會議所討論的議題，事前也都會

先與OECD的部長理事會進行溝通協調，可見OECD與七大工業國家的密切關係。 

OECD是一個性質相當特別的國際組織，有別於 WTO，OECD並非以具有
拘束力的條約來達成其政策目標，OECD 的功能在於提供一個政府間分享經
驗，討論與解決國內經貿難題的論壇，在 OECD 之內也很少涉及實質
的經濟利益交換，因此也與 NAFTA 或 APEC 不同。  

根據OECD公約（Convention on the OECD）第一條規定93，OECD的目標在
於促進具有如下目的的政策： 

(a) 達成最高的永續經濟發展與就業，以及提高在會員國內的生活水準，同

時維持財政穩定，以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 

(b)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對於會員國以及非會員國完善的經濟擴張做出貢獻。 

(c) 依照國際義務在多邊以及非歧視基礎上，對於世界貿易的擴張做出貢

獻。 

第二條94則規定，為了達成第一條的目標，會員國應該個別或共同採取如下

                                                 
91 Australia, Austria, Belgium, Canada, Czech Republic, Denmark, Finland, France, Germany, Greece, 
Hungary, Iceland, Ireland, Italy, Japan, Korea, Luxembourg, Mexico, Netherlands, New Zealand, 
Norway, Poland, Portugal, Slovak Republic, Spain, Sweden, Switzerland, Turkey, United Kingdom, 
United States. 
92 加拿大,法國,德國,英國,義大利,日本,美國 
93 Convention on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rticle 1: 
The aims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ereinafter called the 
"Organisation") shall be to promote policies designed: 
(a) to achieve the highest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and a rising standard of living 
in Member countries, while maintaining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thus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b) to contribute to sound economic expansion in Member as well as non-member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 to contribute to the expansion of world trade on a multilateral, non-discriminatory basi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94 Convention on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rticle 2: 
 In the pursuit of these aims, the Members agree that they will, both individually and joi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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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 

(a) 促進對其經濟資源的有效利用。 

(b) 在科學與技術領域促進其資源的發展，鼓勵研究並促進職業訓練。 

(c) 尋求達成經濟成長及內部與外部財務穩定並避免危及其經濟或者其他
國家經濟的發展的政策。 

(d) 致力於減少或消除貨物及服務交換與現金支付的障礙，並維持與擴展資

本移動的自由。 

(e) 以適當方法對會員國以及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非會員國的經濟發展做
出貢獻，特別是，在資金流入這些國家時，考量接受技術協助及確保擴展出口市

場。 

從上述二條文可以看出 OECD 作為經濟組織的取向，其中這些促進資源分
配，促進貿易擴張，促進貨品與服務的交換，促進經濟發展的目標都與競爭政策

的目標不謀而合。而實際上，OECD對於競爭政策的推展也相當熱心。 

OECD公約第 3條95則點出OECD運作的方法： 

(a) 通知彼此並提供 OECD對於完成任務必要的資訊。 

(b) 在持續的基礎上共同協商，進行研究並參與協議之計畫。 

(c) 緊密合作並於適當之情形採取協調之行動。 

此外，依照第 5 條規定：「為達成其目標，組織得：(a) 除另有規定外，做
成對所有會員國有拘束力的決議；(b) 對各會員國做成建議；(c) 與各會員國、
非會員國或國際組織做成協定。」。因此，雖然性質與 WTO 並不相同，OECD

                                                                                                                                            
(a) promote the efficient use of their economic resources; 
(b) i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ie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resources, encourage 
research and promote vocational training; 
(c) pursue policies designed to achieve economic growth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to avoid developments which might endanger their economies or those of other countries; 
(d) pursue their efforts to reduce or abolish obstacles to the exchange of goods and services and current 
payments and maintain and extend the liberalisation of capital movements; and 
(e) contribute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oth Member and non-member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appropriate means and, in particular, by the flow of capital to those 
countries, having regard to the importance to their economies of receiving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of 
securing expanding export markets. 
95 Convention on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rticle 3: 
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the aims set out in Article 1 and to fulfilling the undertakings contained in 
Article 2, the Members agree that they will: 
(a) keep each other informed and furnish the Organisation with the information necessary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its tasks; 
(b) consult together on a continuing basis, carry out studies and participate in agreed projects; and 
(c) co-operate closely and where appropriate take co-ordinated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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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具有訂立國際競爭協定或者是做成具有拘束力的國際競爭決議的潛力，不過目

前為止 OECD關於競爭政策所做出的也僅止於不具拘束力的建議而已。 

二、 OECD內與競爭政策相關之組織 

OECD對於競爭政策的注重可以從下列眾多的相關組織中看出。 

1. OECD競爭委員會（OECD's Competition Committee） 

OECD 競爭委員會，1961 年成立時原名「限制性商業行為專家委員會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s）」，1991 年時改名「競爭

法與政策委員會（Committee 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簡稱 CLP）」，現稱
競爭委員會。 

競爭委員會從事競爭政策的分析並向政府提供建議。委員會的成員是由會員

國競爭主管機關的資深人員所組成，因此目前有 30 個委員；此外還有非會員國
所組成的觀察員，台灣於 2001 年獲准成為俄羅斯、阿根廷、以色列、巴西、立

陶宛外的第六個觀察員。競爭委員會迄今已經做成了十多份建議書，並由理事會

決議通過公布，這些建議書並沒有拘束力，主要是供各國作為施政參考，同時也

帶有呼籲的意味。 

2. 貿易與競爭共同工作小組（Joint Group on Trade and Competition） 

OECD貿易與競爭共同工作小組是一個臨時性的組織而非常態組織，本組織

於 1996 年 5月設立，1998 年部長會議時終止96。貿易與競爭共同工作小組之主

要目的在於強化貿易與競爭政策的協調，工作計畫包括：（1）與市場進入相關的
競爭政策，如競爭法的範圍與實際的執行；（2）強化貿易與競爭政策協調在國際

上的選擇方案；（3）貿易措施與政策對競爭的影響；（4）規範市場進入與競爭過
程的影響97。 

3. 競爭與管制第二工作組 (Working Party No.2 on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競爭與管制第二工作組（簡稱WP2）成立於 1994 年98，是常設性組織。依據

競爭法與政策委員會第 66 次會議記錄99，委員會同意設立競爭與管制第二工作

組，本工作組的任務為就涉及行業別或整體經濟的管制體系的創制、運作、改革

與解除的競爭議題，從事審查、分析及建議100。 

                                                 
96 黃立，OECD對競爭政策的處理及其對多邊體制的影響，《第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易法學術

研討會論文集》，頁 210（1999 年 11月）。 
97 Ibid.  
98 ibid.  
99 DAFFE/CLP/M(94)2. 
100 黃立，同前揭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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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員國間就影響國際貿易之限制性商業行為的國際合作第三工作組 
(Working Party No.3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Member 
Countries on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s affecting International 
Trade) 

會員國間就影響國際貿易之限制性商業行為的國際合作第三工作組(簡稱
WP3)在美國的建議下設立於 1964 年 10 月101，也是常設性的組織。本組織的主

要任務為；（1）研究自 1927 年以來，對於影響國際貿易之限制性商業行為成立

國際協定所做的努力。（2）取得並審查各會員國就美國所提建議的評論，以及各

會員國就提出此種研究報告可能性的看法，以便和美國建議整合。（3）依據就美
國建議所獲得之評論研究，以準備較完整的建議提交下次的委員會。（4）邀請各
會員國儘量利用通知與諮商程序，但不以與相關國家達成正式協議為必要，並儘

早將談判情況以書面通知秘書處。（5）對於結合許可程序執行的協調化研究方

面，審查各會員國所使用的結合前審查，及對結合或其他集中行為的管制許可。

確認阻礙各會員國間合作的程序差異，及在結合程序中企業與主管機關所增加的

不必要成本。確認在何領域可以再和各會員國主管機關管制目的相符的情況下，

從事程序的協調102。 

5. OECD全球競爭論壇 (OECD Global Forum on Competition) 

OECD全球競爭論壇首度舉辦於 2001 年，每年舉辦兩次。由會員國、歐體

以及非會員國派遣部長和高級官員出席討論在全球經濟中競爭主管機關的角色

以及工具，並特別關注於擴展在OECD反卡特爾計畫中的參與103。屬於非會員國

的台灣，在全球競爭論壇也相當活躍。以第一屆為例，參加OECD全球競爭論壇

進行對話討論的與會代表來自 30個OECD會員國（加上歐盟），20個過渡中以及
開發中經濟體，和 5個CLP的觀察員（阿根廷、巴西、以色列、立陶宛、蘇俄），

另外並邀請保加利亞、智利、中國、埃及、愛沙尼亞、印度、印尼、肯亞、拉脫

維亞、馬來西亞、摩洛哥、秘魯、羅馬尼亞、新加坡、斯洛維尼亞共和國、南非、

台灣（Chinese Taipei）、泰國、烏克蘭、韋內瑞拉和尚比亞與會104。除此之外，

尚有國際組織和企業組織代表。根據OECD全球第一屆競爭論壇所發佈的新聞稿

表示，技術創新和全球整合為所有經濟的效率和成長創造有用的機會。然而，為

了實現這些優點，政府必須創造正確的架構以鼓勵有效率的競爭並嚇阻濫用。

OECD的全球競爭論壇就是在設計以幫助政府發展這樣的架構105。在此所謂的架

構即是競爭法和競爭政策架構。除此建立全球對於在市場經濟下發展競爭法和競

                                                 
101 ibid.  
102 ibid.  
103 OECD Global Forum on Competition website: 
http://www.oecd.org/about/0,2337,en_2649_34611_1_1_1_1_1,00.html ( last visited on July 1, 2005) 
104 ibid.  
105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oecd.org/document/42/0,2340,en_2649_37463_2396778_1_1_1_37463,00.html ( last 
visited on May 24,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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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政策的共識之外，OECD全球競爭論壇也致力於促進競爭主管機關的共識以及

合作，促進自願性的調和，並避免衝突106。  

三、 OECD關於競爭政策之建議書 

如前所述，OECD由競爭委員會做成競爭政策的相關建議書再交由理事會同

意並公布，OECD自 1960 年代起便開始針對競爭政策公布建議書，目前為止

OECD已經公布了十多份建議書107，早期的建議書主要是針對減低OECD會員國
間競爭政策的衝突；1986 年起，建議書開始注意會員國間的相互協助，而非只

是衝突的避免；到 1995 年，建議書不只是消極的鼓勵會員國間在競爭政策的相

互協助，並解釋達成合作的方法108。這一系列建議書的重要性不僅顯現在其發展

歷程，這些建議書常被使用為雙邊或是其他合作協定的範本，OECD會員內許多
的合作協定都與建議書有強烈的相似性109。以下介紹其中幾份較具代表性的建議

書。 

（一） 1978 年理事會關於打擊影響國際貿易，含涉及多國事業的限制

商業行為活動的建議書 

1. 前言： 

本建議書在前言的部分表示，OECD體認到不論是純然國內企業或者是跨國

企業所為的限制商業活動都可能對國際貿易造成損害。不過，跨國企業通常擁有

較大的市場力，因此其對於貿易和競爭也會有較顯著的影響，他們在國內和國際

市場力集中的過程中也會扮演相對而言較重要的角色，他們所為的限制商業活動

也通常會具有國際色彩。目前對於影響國際貿易的限制商業活動的管制有諸多困

難，特別是在收集位於一國管轄權外的必要證據上，以及在對於位在國外的事業

進行程序以及執行決定上。這些困難目前無法在國際條約上獲得解決，主要因素

                                                 
106 OECD Global Forum on Competition website: 
http://www.oecd.org/about/0,2337,en_2649_34611_1_1_1_1_1,00.html ( last visited on July 1, 2005) 
107 1971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Action Against Inflation in the Field of 
Competition Policy. 

1978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Action against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s relating 
to the Use of Trademarks and Trademark Licences 

1978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Action against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s 
Affecting International Trade Including those Involv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1979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on Competition Policy and Exempt or Regulated Sectors 
1986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Member Countries in Areas of 

Potential Conflict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Trade Policies 
1989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s and Policy to 

Patent and Know-How Licensing Agreements 
1995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member countries on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affecting international trade 
1998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effectice action against hard core cartels 
2001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structural separation in regulated industries 
2005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merger review 
108 Walter T. Winslow, supra note ,at 240. 
109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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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各國目前對於限制商業活動仍有不同的態度，而且各國在此領域也都有不同

的國內法規。然而，這些困難可能藉著限制商業活動的國內法和國際合作兩者的

努力而緩和，特別是在 OECD的架構下。 

2. 建議內容： 

本建議書建議各國針對「獨占力濫用」和「聯合行為」制訂實體規範加以管

制。另外，配合國際禮讓的原則，發展國內法以加速對於位於國外的資訊的調查

程序。在適當的保護下交換資訊，包括機密資訊。透過雙邊、多邊協定或是瞭解

書加強彼此間在限制商業活動上相互的行政或司法協助。除此之外，儘量利用

OECD作為加速協商和解決問題的工具。 

（二） 1995 年理事會關於加強合作因應影響國際貿易之反競爭行為建

議書 

1. 前言： 

本建議書在前言的部分表示，OECD體認到商業活動全球化持續的成長增加
了位於一國的反競爭行為或者位於不同國家的公司從事協議一致行為而負面影

響各會員國利益的可能性，並且增加了受多國結合管制法規管轄的跨國結合案件

的可能性。一國法律的適用若是涉及位於其他國家的商業運作，便會引起他國主

權的相關問題。基於在反競爭活動領域合作可帶來的利益，會員國應該遵守國際

法和禮讓原則，並且調節和自制其執行活動。在某些案件中，一國所從事的反競

爭活動調查和程序可能會影響其他會員國的重要利益。因此，會員國應該在國內

法的執行上進行合作以打擊反競爭活動。會員國間也應該做更緊密的合作以有效

處理影響多會員國利益和國際貿易的反競爭活動。會員國間在自願的基礎上以

「通知」、「資訊交換」、「協調活動」、「協商和調解」所進行的更緊密合作應該被

鼓勵，但是這樣的合作不應該影響一國的主權以及法律的域外適用。建議的內容

即為上述應被鼓勵的行為態樣。 

2. 建議內容： 

建議書建議會員國在進行競爭法調查或程序時，如果會影響其他會員國的利

益時，應該予以通知，並且儘可能在事前通知。如果多個國家針對同一影響國際

貿易的限制競爭行為進行程序，他們應該互相協調。透過協商程序或者其他方

式，會員國應該相互合作處理影響國際貿易的反競爭行為，為此，彼此應該在法

律利益允許的情況下，配合妥善的保護措施，提供彼此執行所需的相關資訊，包

含機密資訊。 

會員國如果覺得其他會員國關於競爭法的調查或者程序影響其重要利益，應

該將其觀點告知該會員國，或者要求與之進行協商。這些活動的進行雖然不影響

會員國關於競爭法調查或者程序的進行，以及其最終決定的自主權，但是受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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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或者是被要求協商的會員國應該對於他方的意見予以同理心的考量。會員國如

果認為位於其他會員國的事業所為的反競爭活動實質且負面影響到其利益，可以

要求與他會員國進行協商，然而這樣的協商不影響其他會員國在其競爭法之下所

採取之行動以及最終決定的自由決定權。進行上述兩種協商的會員國彼此應該盡

力去尋求可以滿足彼此的解決之道。 

（三） 1998 年理事會關於有效行動打擊核心卡特爾建議書 

1. 前言：  

建議書在前言之中再度強調國際合作和資訊分享對於打擊國際反競爭行為

的重要性，並表示但是目前實際狀況中，大多數的競爭主管機關並不被允許與國

外的競爭機關分享調查資訊。並譴責核心卡特爾是競爭法之中最壞的一種違反行

為，因為他們提高價格並且限制生產，因此使得某些人全然無法獲得貨品和服

務，並對其他人造成不必要的高價。前言中並解釋，對抗核心卡特爾自全球觀點

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因為他們扭曲全球貿易，創造市場力、浪費和無效率。對抗

核心卡特爾特別有賴於各國的合作，因為核心卡特爾通常秘密進行，而相關證據

可能位於多個國家。 

2. 建議內容： 

建議書建議會員國確保其競爭法可以有效打擊核心卡特爾，特別是可以提供

有效的制裁，並賦予執行程序和執行機關適當的權力以偵察並救濟核心卡特爾。

核心卡特爾是指競爭者間限定價格、勾結投標、設定生產限制或數額，或是藉著

分配消費者、供給者、領土或商業界線來分享或瓜分市場的反競爭協議、反競爭

一致性行為，或者其他反競爭的安排110。但是核心卡特爾不包含下述協議、一致

性行為或安排： 

1. 合理地與合法實現減少成本或是促進生產效率相關者。 

2. 直接或者間接地被排除於會員國國內法的範圍。 

3. 有法律的授權。然而，所有核心卡特爾的排除或授權必須透

明化並且應該定期被檢視以評估他們是否是必要的並且未超

過達成政策目標必要的範圍。在本建議書發佈之後，會員國

應該每年通知 OECD任何新的或者擴張的排除或者授權的項
目。 

    除此之外，針對合作的方法，建議書建議各國採用積極禮讓和消極禮讓以促

                                                 
110 a "hard core cartel" is an anticompetitive agreement, anticompetitive concerted practice, or 
anticompetitive arrangement by competitors to fix prices, make rigged bids (collusive tenders), 
establish output restrictions or quotas, or share or divide markets by allocating customers, suppliers, 
territories, or lines of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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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彼此間的合作，這樣的合作對於會員國具有共同的利益。然而，建議書也認為，

如果合作或者提供協助與會員國的重要利益或者其法規不符，會員國可以限制合

作或者是在合作上附加條件。 

    3. 競爭委員會針對此建議書的檢視報告 

    檢視報告指出，本建議書相當成功，本建議書促使國家進行顯著的法律改革

以及執行活動111。丹麥、荷蘭以及英國採行新的、更強的經濟法；韓國更新其實

體規範；加拿大採用新的調查工具，包括電話竊聽以及對告密者的保護；德國採

用更嚴苛的制裁，包括刑事制裁112。在報告書發表當時，有九個OECD會員國對
於此類卡特爾有刑事制裁，瑞典的競爭主管機關最近也採用了刑事制裁113。此

外，舊有的法律豁免被撤銷，最有名的是日本和韓國114。在實際案例上，也有許

多國家採取了「第一」，例如英國處理了第一個國際卡特爾案件，愛爾蘭宣布卡

特爾是「第一公敵」115。 

    為使反卡特爾的執行更有效率，競爭委員會在接下來三年最重要的任務乃是

協助利益主管機關和國家增加在適當情況下資訊分享的機會116。機密商業資訊必

須被保護免於不恰當的揭露或使用，而過去的紀錄顯示，這種資訊是可以在執法

機關間被保護、分享的117。許多在其他領域的機關都被授與與其他機關在適當情

況下蒐集並交換機密資訊，但是幾乎所有的競爭機關都缺乏此種權限，更甚者，

大部分的OECD會員國都禁止交換即使一點也不機密的資訊，例如： 

A 大部分機關被禁止分享司法執行調查下獲取的任何非公開資訊，即使是不具

機密性的。 

B 基於模糊性或者是因為過於廣泛，用以保護機密商業資訊的法律通常也限制

了非機密資訊的取得。 

C 當調查揭露在其他國家的非法行為，主管機關通常被禁止去警告他國相關機

關，即使是藉著不會顯露任何機密資訊的暗示。118 

    雖然國際卡特爾所造成的影響甚大，但是根據此份報告指出，大多數OECD
會員國並未意識到卡特爾所帶來損害的嚴重程度119。 

（四） 2005 年理事會關於結合審查建議書 

                                                 
111 Walter T. Winslow, supra note ,at 241. 
112 Ibid.  
113 id, at 241-242.  
114 Id, at 242.  
115 Ibid.  
116 ibid.  
117 ibid.  
118 ibid.  
119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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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建議書在前言中指出，跨國結合案件的審查對於競爭主管機關和結合當事人

都造成了實質的成本，而在不限制一國結合法規效率的前提下處理這些成本是重

要的。競爭主管機關對於具有共同關切的結合案件合作以及協調有助於審查程序

的效率，達成一致的審查結果，或至少避免衝突，並減低交易成本。另外，前言

中又再度提及交換資訊的重要性。 

2. 建議內容： 

主要建議內容可以分成兩部分，一部份是關於各國國內結合程序的建議，一

部份是關於各國之間關於結合案的合作以及協調的建議。 

( 1 ) 結合程序應有的方向： 

本建議書建議會員國，結合審查應該有效率並且即時。並且應該在不限制結

合審查效率的情況下，確保結合法規不會造成結合當事人和第三人不必要的成本

和負擔，為此，會員國特別應該： 

1. 只有在結合案和管轄權有適當的連結時才主張管轄權。 

2. 使用清楚並客觀的標準以決定是否以及何時應申報結合案，

在不要求申報的國家，則是如何以及何時會構成結合審查的

條件。 

3. 定下結合審查合理的資訊要求。 

4. 提供追求確保不引起重要競爭問題的結合能有迅速審查的程

序。 

5. 在不犧牲有效並及時審查的前提下，提供結合案當事人決定

他們何時通報結合案合理程度的彈性。 

    除此之外，會員國應該確保結合審查過程中涉及的法規、政策、活動，以及
程序都是透明且公開可得的，這包括發佈審查決定的解釋理由。結合審查法規並

應確保結合當事人能享有程序公平，包括獲取充分並及時的結合案所可能引起的

重要競爭問題的資訊，一個回應這些問題有意義的機會，以及由一個獨立的判決

主體審查該結合案合法性負面的執行決定的權利。不過這樣一個負面執行決定的

審查必須在合理的時間內完成。在調查程序中，結合當事人應該賦予機會與競爭

主管機關討論任何重要的法律或者實務議題。另外，在結合審查過程中，也應提

供其他有法律上利害關係的第三人陳述意見的機會。結合法規應該提供外國公司

和本國公司公平的結合案審查待遇。最後，應該適當保護在結合審查過程中獲得

的機密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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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國際間的協調與合作： 

在不損及國內法有效執行的情況下，會員國應該在跨國結合案上進行合作以

及協調。會員國被鼓勵透過國內法或者是雙邊或者是多邊條約或者是其他機制進

行合作。會員國也應該鼓勵結合案當事人促進競爭主管機關間的調和，特別是關

於通知的時點，以及保密權自願放棄的條款。另外，會員國應該建立從其他競爭

主管機關獲取的機密資訊的保護措施。 

（五） 評析 

    撇開建議書本身不具拘束力而言，從上述建議書的內容觀之，基本上也比較

偏向是軟性的調和工作。上述建議書所建議的內容大多是政策的宣導，大方向的

指出或者是法規設計原則的建議，例如透明化原則、不歧視原則的適用等等，談

不上是實體規範的調和。這除了與 OECD 本身的性質有關（OECD 本身為一論

壇，著重於交流以及政策宣導，不發展具有拘束力的條約），是否也意味著 OECD
認為沒有必要在競爭法實體規範上做調和或者是發展出具有拘束力的競爭法條

約？關於這個問題我們不得而知，但可以確知的是，OECD相當重視各國在國際
反托拉斯執行上的合作，並特別強調資訊分享的重要性。不過也因為都是軟性的

訴求，OECD 這些建議在某些層面上比較傾向是「呼籲」，管見以為某些建議在

預期目標上實際發揮的功效可能不大，以 2005 年理事會關於結合審查建議書為

例，該建議書希望透過國際間的協調以及合作而減低跨國結合案件受多國審查的

成本，這份建議書在此方面大部分著重於程序過程所帶來的成本，但是基本上企

業成本主要是來自各國不同的結合審查結果，單是靠各國協調恐怕無法避免審查

結果相異的狀況，因此實際可減低的企業成本幅度恐怕並不大。 

四、 同儕檢視制度 

OECD「管制革新國家檢視計畫(OECD Regulatory Reform Country Review 
Programme)」，又稱「同儕檢視（peer review）」制度。該制度從 1998 年開始，

目的在於藉由檢測一國的競爭法執行狀況，競爭主管機關的效率，競爭法體系的

完整性，而達到各國互相交流並促進各國競爭秩序的發展。檢視乃是由競爭委員

會（Competition Committee），OECD 的全球競爭論壇（Global Forum on 
Competition），或者是由 OECD 與中美洲發展銀行(IDB)所合辦的拉丁美洲競爭

論壇（Latin American Competition Forum）進行審查。目前有 25個國家已經完成
審查，其中包含日本、韓國、英國和美國等，歐盟亦將在 2005 年完成審查。在

審查之後，被審查國家會接受一份修正方向的建議（recommendation）。 

五、 OECD作為競爭法調和場所的優缺 

主張OECD是競爭法調和的適宜場所者有如下理由。首先，OECD的會員國
主要是工業化的貿易國家，這些國家對於調和具有利益，而且一般而言也都擁有

競爭法。因此，在UNCTAD, WTO或GATT會產生的歧議的狀況比較可能不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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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發生120。再者，OECD具有創造投資和稅務規範不具拘束力的調和的良好

記錄121。 

認為OECD不是競爭法調和適宜場所者則認為，規範不應由工業化國家單獨

訂立，忽視世界其他重要國家以及不具有效競爭政策的市場是錯誤的122。此外，

OECD欠缺爭端解決機制也是一個問題，OECD可以作為發動調和的場所，但是
一旦達成基本規範，任何爭端都必須要有一個類似GATT或WTO型態的小組來解

決123。 

從上述OECD在競爭政策的成就看來，OECD所從事的競爭法協調工作，已
經建立了一套比WTO好的制度。至於OECD會員國數不多，會員國背景不夠全面

性的缺陷，從OECD上述一連串活動的參與對象觀之，OECD似乎有擴大與非會
員國對話交流的趨勢，這多多少少可以彌補其欠缺代表性的缺憾，例如全球競爭

論壇的與會者便不限於會員國。1999 年OECD部長會議首度邀請非會員進行特殊

對話，主席（墨西哥代表）在開幕致詞時表示「顯然地，OECD如果不與這些經

濟體（指非會員）進行實質對話，將無法妥切地為其會員執行其任務。」124，這

表示OECD也體認到，為了達成其目標，OECD必須擴大其參與性。 

目前為止，OECD 在競爭政策上所提出的所有規範都只是「建議」，縱使是

會員也不必受其拘束，因此以狹義而言，目前 OECD 的功效也僅及於合作
（cooperation）及協調（coordination），而不能算是調和一致（harmonization）。
但是基於其眾多不同背景的會員國，其在交流上所能發揮的功效已勝於雙邊條

約。可是，由於 OECD之下也可以締結具有拘束力的條約，依據 OECD公約第
5條第 C項，為達成目標，OECD可以與各會員國、非會員國及國際組織做成協
定，因此以 OECD作為競爭法調和的場所並非不可能。不過與WTO相較之下，
WTO所具備條件會較 OECD 更適宜從事這種競爭協定訂立的工作。 

肆、 國際競爭網（ICN） 

一、 前言 

1997 年 11月美國在DOJ Antitrust Division之下成立了「國際競爭政策諮詢委

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Policy Advisory Committee，簡稱 ICPAC）」，
以研究貿易與競爭之關係。該委員會由美國首席檢察官任命，並向首席檢察官和

助理首席檢察官報告。2000 年二月時，ICPAC提出了最終報告125，該份報告的第

                                                 
120 Daniel Steiner, supra note, at 604.  
121 G. Marceau, Anti-Dumping and Anti-Trust Issues in Free-Trade Areas, 302 ( 1994 ).  
122 C. Bail,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ompetition Policies: A Plea for Multileteral Rules, in 
Waverman L, Kantzenbach E, Scharrer H-E, Competition Policy in an Independent World Economy, 
286 ( 1993 ).  
123 G. Marceau, supra note.  
124 Walter T. Winslow,supra note ,at 236. 
125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usdoj.gov/atr/icpac/finalreport.htm ( last visited on May 10,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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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貿易與競爭交會之處（where trade and competitioni intersect）」指出WTO
並非競爭法調和的適當場所，並在最後一章，第六章「為未來作準備（preparing 
for the future）」中提出了「全球競爭行動方案（Global Competition Initiative）」。
ICPAC建議美國探求在利益相關政府以及國際組織間進行合作的範圍以創造一

可供政府官員、私人企業、非政府組織以及其他相關人士交換想法並且朝競爭法

和競爭政策問題共同解決之道努力的一個新的場所，此即為「全球競爭行動方

案」。 

「全球競爭行動方案」應該要包含並且促進可以直接加強競爭法和競爭分析

調和、一致的瞭解以及一致文化的對話。這種各方代表的集合也可以作為一個資

訊中心，提供過渡經濟體技術專家，並且或可提供爭端的調解或是其他爭端解決

機制。各競爭主管機關應該要進行有建設性的對話和討論以： 

1. 多邊化並加強積極禮讓； 

2. 同意在第二章126所提出的關於結合管制法規最佳實行的一致原則，並且

發展類似近來OECD在核心卡特爾發表的建議的一致原則；考量並發展

定義政府行為（actions of governments）的規範；舉例而言，例如負面影

響極大的出口卡特爾，這需要更廣泛的國際合作和協商； 

3. 考量並審視政府豁免的範圍； 

4. 考量多邊結合控制的方法； 

5. 考量前衛的議題，例如電子商務； 

6. 採取議題的合作分析，例如國際卡特爾； 

7. 可能的話採用一些競爭調解或甚至是技術協助服務。 

  「全球競爭行動方案」不需要一個新的全球官僚體系或者是實質的資金募

集。7 大工業國（G-7）定期的高峰會議是一個可參考的範本，國家間創造一個

機制以交換意見並且試圖在經濟議題上創造共識，而不必投資設立秘書處或者是

常設官員。 

  在這份報告中，ICPAC所倡議的是一個在貿易國家間關於競爭法和競爭政策

「軟性」的調和，正式的國際組織或者是機構是不必要的127。除此之外，也不應

強制要求國家必須遵守一定的規範，合作的達成應透過觀點以及經驗的交換128。

提出此份報告後，ICPAC於 2000 年 6月解散。 

                                                 
126 最終報告第二章為「多邊管轄的結合：促進實質調和並縮減衝突 (Multijurisdictional Mergers: 
Facilitating Substantive Convergence and Minimizing Conflict)」。
127 Mitsuo Matsushita, Thoms J. Schoenbaum and Petros C. Mavroidis, supra note, at 577. 
128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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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ICPAC的建議，美國於 2001 年倡議成立ICN（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受到歐盟、加拿大及墨西哥等競爭主管機關的大力支持。ICN於同年

十月成立，成立時有 14個競爭領域的會員129，目前計有 71個競爭領域 81個競
爭主管機關是會員，台灣也是其一。 

二、 工作內容 

ICN第一屆年會於 2002 年在義大利的拿波里舉辦，該次探討的主題有二：

一是多數管轄時結合審查的程序；二是競爭主管機關的權責和角色，這一個議題

主要是為了新成立競爭主管機關的國家所設。 

第二屆年會於 2003 年在墨西哥舉辦，該次會議的結果對於結合管制提出了

七大建議規範（the Seven Recommended Practices），包含管轄權的連結、申報門

檻、申報時點、結合審查期間、初次申報的要求、透明化以及結合管制條款的審

查。這些建議規範有例如，結合門檻應該要清楚明確；交易所發生的效果和審查

的管轄權之間必須要有適當的聯繫；申報時點必須要有彈性；結合審查期間必須

要合理；初次審查要求不應過於繁雜；結合管制架構必須要透明化；結合管制條

文必須要定期審閱是否符合各國儘量一致的需求。當然這些建議也是沒有拘束力

的，反倒比較像是對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叮嚀，因此整個會議過程中各國的交

流和參與，其意義恐怕大於最後所得出來的結論。以上是有關結合管制的建議，

除此之外，ICN也如同WTO定下一年內的工作計畫，例如 2003 年到 2004 年的

計畫是在於協助開發中國家以及過渡經濟的國家建立競爭法制。值得一提的是，

ICN 在訂立這些工作計畫時，會立下子計畫，並由各國競爭主管機關來協助執

行，例如 2003 年至 2004 年其中一個子計畫「促進對於競爭機關政策的執行以及

政策倡導的技術協助之有效性」是由美國的 FTC以及羅馬尼亞競爭局（Romanian 
Competition Council）來主持，頗有老手帶新手，大家互相協助的意味。 

第三屆年會於 2004 年四月在漢城落幕，基本上其工作計畫和議題仍是承接

上一屆的，比較特別的是本次會議會員在本次會議中針對此項議程需要討論是否

贊同設置「卡特爾工作小組」；如果贊同的話，「卡特爾工作小組」草案是不是需

要做任何增修；此外，做為會員的競爭機關是不是願意加入任何一個子小組。根

據草案，這個工作小組主要是為了遏止全球化時代下核心卡特爾的問題，例如限

定價格、圍標、瓜分市場等等。不過這樣的一個委員會，他的功能仍然只是提供

會員一個討論的場合，並且提出建議和指導原則，並不會創造任何具有拘束力的

條約協定130。最後這樣一個草案在本次會議中獲得支持，卡特爾工作小組於是成

立。 

                                                 
129 Australia, Canada, European Union, France, Germany, Israel, Italy, Japan, Korea, Mexico, South 
Africa, United Kingdom, United States, and Zambia 
130  see the Draft Mandate of Cartels Working Group, available on the website of ICN: 
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seoul/mwg_pcwg_seoul.pdf  (last visited on 
6/2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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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年會於 2005 年六月初在德國波恩（Bonn）舉行，有超過 400位競爭
專家以及來自超過 80 個競爭主管機關參加。本次會議所提出的主要報告主題如

下： 

1. 機密的免除範本（model waiver of confidentiality）：這裡所謂的機密免除

是指共享當事人在結合審查過程中所提出的資訊，破除其機密性。機密性

的免除可以促進結合審查主管機關間的資訊分享而促進程序的進行，避免

衝突並且促進調和。 

2. 結合救濟（merger remedies）：應該對結合交易所衍生的競爭傷害提出救

濟。結合審查系統應該提供一個透明的架構以供提案、討論以及採納救

濟。應該建立程序以及措施以確保該救濟是有效並且可以輕鬆管理的。應

該提供適當方法以確保救濟的執行。 

3. 新反卡特爾執行手冊（new anti-cartel enforcement manual）：提供在調查
程序中有效的方法。 

4. 競爭主管機關的權力：競爭主管機關應該被賦予必要的權力和工具以有

效執行結合審查法律。他們也應被賦予足夠的人員以及專家以履行其職責

以確保結合審查法律的客觀適用和執行。 

5. 有效制裁的報告：提供一份關於制裁卡特爾行為的各種方式的詳細審查。 

ICN目前有七個工作小組，競爭政策執行 （ Competi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結合、籌資（Funding）、會員（Memberships）、操作架構
（Operational Framework），以及卡特爾工作小組131。其中籌資和會員小組乃是

行政事務工作小組，其他則是針對特別領域與競爭法之間互動問題的研究小

組。競爭政策執行小組的任務在於確認有助於在開發中以及過渡經濟體成功的

能力建立以及競爭政策執行的重要元素，其下還分為三個子小組，分別關注於

「技術協助的效率（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ical Assistance）」、「強化競爭機關
對於消費者的立場（Enhancing the Standing of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With 
Consumers）」、「在管制領域的競爭提倡（Competition Advocacy in Regulated 
Sectors）」。籌資小組的任務在於幫助參與ICN的競爭主管機關解決窘困的財務問
題，而向各國捐款機構以及國內技術協助團體和非營利組織尋求支持。「操作架

構」小組則主要是針對ICN未來之發展做研究132。 

三、 評析 

                                                 
131 參見ICN網站：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workinggroups.html （last visited 
on  August 1, 2005） 
132 參見ICN網站：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workinggroups.html (last visited 
on May 15,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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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N有四個特點133：第一，他以競爭主管機關為加入會員的主體，減少了會

員資格的紛爭，為此台灣也順利成為會員。第二，因為他願意接納任何競爭主管

機關，讓他成為全球唯一一個可以讓所有競爭主管機關探討共同競爭議題的論

壇。第三，他非常實際地讓工作小組以會員的直接利益為考量，從事年度的議題

探討。因此可以非常實際地顯現出具體的工作成果，例如指導原則以及結合通知

的建議作法和程序等等。第四，在ICN工作的各階段中，會員國都扮演一個不可

或缺的角色，但是最終的決定仍然是掌握在會員國的手裡。       

ICN的出現對於競爭法的調和工作乃是一大進展，因為他脫離了過去競爭議

題依附在貿易議題上被討論的現象，而是以競爭議題為主的一個機構。雖然 ICN
的建議也是不具拘束力，但是它是目前國際間唯一以競爭政策的調和、合作為目

標的國際組織，將來 ICN在競爭法調合上的角色絕不容忽視。 

                                                 
133 Supra note 13,Ⅰ-2-18 ~Ⅰ-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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