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來源：產業雜誌 512 期《101 年 11 月號》(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2012/11 出版)
全球聯手圍捕卡特爾

理律法律事務所 吳志光＊
鑑於近年來世界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不僅對於打擊國際卡特爾行為之力道日漸增強，更透過國際合作掌
握不法聯合行為的犯罪事證，讓違法廠商難以遁形。為此，本文乃先從美國及歐盟的反托拉斯法規範與
執行情形進行介紹，以期我國事業能透過對國際規範的初步認識，有效預防事業的經營行為被國內外競
爭法主管機關認定違反反托拉斯法；更重要地，當面對調查時，能充分了解其應採取的因應策略，以保
障合法權益。
備受矚目的友達 LCD 反托拉斯法案，於 2012 年 9 月在美國加州北區地方法院宣判，友達光電股份有
限公司被判罰 5 億美元罰金，而前副董事長與前業務副總經理則各處 3 年徒刑與 20 萬美元罰金。此案追
平美國單一企業違反反托拉斯法罰金最高紀錄，且該罰金幾乎為美國司法部上一會計年度反托拉斯法罰
款總額的一倍。
無獨有偶地，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也於同月份公布我國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
法」）自去年 11 月引進「寬恕政策」後，首件因有光碟機廠商依「寬恕政策」規定配合調查而查獲的聯
合圍標案件。依公平會新聞稿所示，該案係於公平會得知有涉案廠商與美國司法部達成認罪協商後開始
展開調查，且公平會在調查過程中尚與美國司法部及歐盟充分合作，以釐清並掌握案情相關事證。
上述案件反映出，近年來世界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打擊國際卡特爾行為(Cartel，即我國公平法所
指聯合行為)之力道日漸增強，且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透過國際合作掌握不法聯合行為的犯罪事證，更讓
違法廠商難以遁形。由於在打擊此類案件的各國機關中，最為活躍且法規範最為完整，於調查案件中具
領導地位者，乃屬美國司法部與歐盟執委會，故美國及歐盟的反托拉斯法制度即廣為其他國家（包括我
國）所借鏡。因此，本文擬從美國及歐盟的反托拉斯法規範與執行情形先為介紹，以期我國事業透過對
國際規範的初步認識，能有效預防事業的經營行為被國內外競爭法主管機關認定違反反托拉斯法；更重
要地，當面對主管機關的調查時，事業能充分了解其所得採取的因應策略，以保障其合法權益。

美國與歐盟反托拉斯法規定與近年執法發展趨勢
一、不法聯合行為要件與處罰規定
（一）美國反托拉斯法規定
美國反托拉斯法體系以三部法律為主：休曼法（Sherman Act）、克萊頓法（Clayton Act）及聯邦貿
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聯合行為主要係於休曼法中規範，該法第 1 條規定「任
何限制州際間或與外國間的貿易或商業的契約，以托拉斯形式或其它形式的聯合或共謀，都是非法的」。
該條所指「聯合或共謀」，包括水平聯合（同業競爭者之間）及垂直聯合（上下游廠商間），此與我國
公平法僅規範水平聯合不同，值得事業注意。惟近年亞洲廠商被美國司法部指控違反反托拉斯法的案例
仍多屬水平聯合。
依美國實務，會被認為構成水平聯合之行為類型有：限定價格、限制交易條件、限制或控制生產或投
資、圍標、聯買或聯賣、分享或交換市場（不限價格）資訊等，此與我國公平法聯合行為定義大抵相同，
即在同一產銷階段的水平競爭者間，不得就商品價格、數量、市場及技術設備等為任何相互約束或限制
的協議，例如共同決定商品價格、調漲價格、分配商品銷售地區及對象等，均屬於違法的聯合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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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執法機關主要由司法部與公平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負責。事業
如從事不法卡特爾行為，將有可能負擔民事賠償及受刑事制裁。在刑事部分，若經起訴且經法院認定有
罪，法人（公司）部分最高可罰美金 1 億元，並可增加至行為人所獲利得或被害人所受損失金額的二倍；
自然人（代表公司實際從事聯合行為者）部分最高 10 年有期徒刑，併科罰金最高可達美金 100 萬元。

（二）歐盟競爭法規定
依歐盟競爭法規定，任何事業間的協議、決策或一致性行為會影響會員國間的貿易往來，且其目的或
效果將會阻礙、限制或減損一般市場競爭狀態者，均應被禁止。依照法條定義與例示態樣可知，歐盟就
水平聯合部分的禁止規定與我國公平法大致相同。
歐盟執委會是歐盟競爭法的執法機關。倘事業被認定從事違法聯合行為，歐盟執委會有權處以最多達
事業全球營業收入 10%的行政罰鍰。甚至，若該事業未依照歐盟執委會要求改正違法聯合行為，尚可處
以最高達該事業每日營業收入 5%的罰鍰，該罰鍰係以日計算直至事業改正為止。與美國不同的是，歐盟
雖亦有鉅額罰鍰規定，但歐盟競爭法針對違法聯合行為並無刑事制裁（但依歐盟部分會員國法律仍有刑
事責任）。至於民事訴訟方面，目前歐盟規定尚不如美國完整，不過可預見的是，未來會朝鼓勵消費者
透過民事訴訟尋求賠償的方向調整其法律規範。

（三）寬恕政策介紹
不法聯合行為具有高度敏感性，故參與者多透過密室協商為之，增加查察的困難度。為能有效打擊不
法聯合行為，美國司法部自 1990 年代起引進企業法人寬恕政策(Corporate Leniency Program)，即俗稱
的「窩裡反條款」，盼藉由提供裁罰減免的誘因，以換取參與聯合行為的事業願意主動向主管機關告密，
從而使調查機關更能掌握相關事證。
依據統計，美國自 1993 年實施新修訂的寬恕政策並加重刑罰後，至 2004 年間平均每月即可受理 1
件申請案；相對於以往每年平均僅有 1 件申請案，足見此「誘利重罰」的政策確屬有效，甚者，該制度
並為歐盟及其他國家所引進，成為各國打擊不法卡特爾活動的重要武器。
依照美國與歐盟的寬恕政策，第一位(first-in-the-door)舉報違法的事業可獲得完全豁免，至於後續的
其他被調查者，則只能申請部分減免或甚至無法減免。換言之，在每一個調查案件中只會有「跑最快」
的事業得適用寬恕政策而獲得完全豁免。透過此種競逐機制，競爭法主管機關一方面能鼓勵每個參與事
業儘快向主管機關舉報違法事實，另一方面亦可使聯合行為的穩定性受到動搖，當事業需要提防被其他
事業所出賣時，自不容易形成聯合行為，達到從源頭根除的政策目標。
若比較美國與歐盟寬恕政策規定的不同，則在於特許豁免 (amnesty plus)與和解制度 (Settlement
Procedure)的有無。在美國法下，雖然後申請的事業已無法適用寬恕政策而得到完全豁免，但依據美國反
托拉斯法寬恕政策的規定，如果該事業能在調查過程中另外舉報他件違法聯合行為作為交換，其仍有機
會獲得特許豁免而減輕罰責，並於他件案件中獲得完全豁免。因此導致不斷舉發案件的「骨牌效應」，
實質擴大寬恕政策的適用範圍。雖然歐盟並無特許豁免的制度設計，但鑒於歐盟對於聯合行為的鉅額罰
鍰，再加上調查程序曠日費時，故對於受調查的事業而言實屬煎熬。因此，歐盟設有和解制度讓受調查
者得經由協商，達成雙方均同意的處罰內容，從而減低受罰金額並縮短接受調查的時程。原則上，受調
查人必須先承認其參與違法聯合行為，歐盟執委會始會同意對受調查人的認罪行為給與減低罰責的優
惠。2010 年的 DRAM 案即係歐盟首次依照 2008 年 7 月發布的和解規範（Settlement Notice）所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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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二、近年發展趨勢
（一）歐美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打擊不法聯合行為的態度趨於一致
隨著大型事業國際化程度漸增，國際卡特爾案件亦趨頻繁。為能有效打擊不法聯合行為，各國競爭法
主管機關已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從而事業倘受一國處罰後，自必須準備好後續亦有可能遭到他國的
調查。以下即為廠商遭美國司法部處罰後另受歐盟執委會調查處罰的實例：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DRAM）案
歐美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亞洲廠商為違法聯合行為的調查，可謂始於 DRAM 案。美國司
法部先於 2002 年以廠商聯合壟斷價格為由，分別向三星（Samsung）、海力士（Hynix）、
美光（Micron）與英飛凌（Infineon）等全球一線 DRAM 大廠進行追訴。除了美光後來因認
罪且申請適用寬恕政策而免於被起訴外，其他業者則各被處以不同的刑事罰金及負擔不同的
民事和解金。之後，歐盟執委會對此亦積極展開調查，並於 2010 年 5 月 19 日公布其調查結
果。除了美光同樣因是第一個主動向歐盟執委會申請適用寬恕政策者而未被裁處罰鍰外，其
他包括我國的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9 家廠商，皆被認定在 1998 年到 2002 年之間有聯合
壟斷操縱商品價格，而遭判處鉅額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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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TFT-LCD）案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調查結果，自 2001 年至 2006 年間，共有包括我國的友達光電股份有
限公司、奇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及瀚宇彩晶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家
亞洲 LCD 面板廠商，透過聚會方式以共同達成價格協議並交換市場資訊。在美國司法部調查
期間，友達以外的其他被調查廠商皆與美國司法部達成認罪協商，尤其三星更因最早認罪且
適用寬恕政策而獲得豁免。至於友達部分，其雖堅持未操縱面板價格而不願認罪，惟在今年
9 月 20 日的法院判決中，法官仍認為友達及其美國子公司違反反托拉斯法，友達需支付 5
億美元罰金，並判處前友達高級主管陳炫彬與熊暉 3 年徒刑、各罰款 20 萬美元。
在美國司法部做出裁罰約二年之後，歐盟執委會亦於 2010 年 12 月 8 日以涉及聯合壟斷
LCD 價格為由，對於我國的友達、奇美，華映、彩晶，以及韓國的樂金（LG）作出裁罰。依
照歐盟執委會的調查，涉案廠商係於 2001 年 10 月至 2006 年的 2 月間，多次會面討論聯合
訂價，並交換未來的生產與商業計畫。就本次之調查結果，因為三星同樣是第一個自首且提
供相關聯合行為資訊給歐盟執委會，故得免於裁罰，其他廠商則是被處罰款共 6 億 4,900 萬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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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碟機（Optical Disk Device）案
2011 年 9 月底，日立樂金資料儲存公司（HITACHI-LG DATA STORAGE INC.）因光碟機
產品涉嫌價格壟斷及圍標而被美國司法部調查。日立樂金嗣後決定認罪協商，並同意繳納罰
款 2100 萬美金。繼美國司法部對此案件展開調查後，歐盟亦於 2012 年 7 月對 13 家光碟機
業者進行操縱價格違反歐盟競爭法乙事進行調查。歐盟執委會初步認定光碟機業者共同操控
全球市場價格而違反歐盟競爭法，並認為本案係由二家主要的光碟機代工廠領頭，且系爭聯
合行為至少已存在 5 年。惟截止目前為止，歐盟執委會對此案尚未作出正式決定。

3

（二）受裁罰的亞洲廠商已擴及許多不同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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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頭燈案
美國司法部於 2011 年 8 月 30 日宣布與車頭燈廠商 SabryLee 達成認罪協商，SabryLee
的前任副董事長並於 2011 年 12 月 13 日入監服刑。於 2011 年 9 月美國司法部公布加州第 2
大的車頭燈經銷商 Maxzone Vehicle Lighting Corp (Maxzone)(我國車頭燈製造商帝寶工業之
子公司)已經與其達成認罪協商，將支付美金 4,300 萬元的罰金，承認其與其他業者在 2000
年至 2008 年共同違法操控車頭燈之價格。依據美國司法部的指控，Maxzone 與其他參與者
是在各自價格未決定前多次在台灣、美國等地會面並協議價格，且依照協議內容訂定出共同
的價格表。此外，各參與者基於監管上開協議是否確實履行之目的，彼此蒐集且交換車頭燈
的價格與銷售額資訊。除了罰款外，Maxzone 的前任經理人在 2011 年 3 月時也因認罪而繳
交美金 25,000 元罰金及服刑 180 天。更令人驚訝的是，美國司法部基於此案後續調查之必
要，於 2011 年 7 月 12 日當我國另一家車頭燈製造商龍峰公司副董事長在洛杉磯國際機場搭
機離境前，於機場當場將其予以逮捕。自此而後，汽車零件相關卡特爾案件陸續遭受調查，
已成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卡特爾案件。

1

、航空貨運案
於 2000 年因當時航油成本升高，貨運航空業者因此收取貨運燃油附加費，目的是補貼
部分新增燃油成本。當時國際航空組織（IATA）已停止主導貨運燃油附加費計算機制，各家
航空公司因此參酌 IATA 機制，配合參考同業訂價，自行訂出市場可接受的合理收費額度，
因此被美國司法部盯上。美國司法部 2006 年針對全球各家航空公司展開反托拉斯法調查，
只要是飛往美國大型航空公司都在被調查名單之內，因當時大家都採用同一個計算方式，很
難擺脫「聯合制定市場價格」責任，後來陸續有航空公司與美國司法部達成和解，華航則是
第 18 家接受和解的空運業者。超過 20 家航空公司及超過 20 位高階經理人認罪、被起訴或
判刑。已達成和解協議業者包括歐洲地區的德航、英航、法航/荷航，亞洲地區的韓航、澳航、
日航、國泰、韓亞航，美國地區的西北航空等。其中，韓航、英航、法航等的和解金都高達
3 億美元，國泰航空則是 6,000 萬美元和解。華航於 2010 年 9 月同意認罪達成協議，同意
繳納 4,000 萬美元罰款。長榮航空於 2011 年 5 月同意認罪達成和解，同意繳納 1,320 萬美
元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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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裁罰金額持續升高
1996 年至 2000 年間，美國司法部對於單一案件所作出的裁罰金額約在 1 億美元至 1.5 億美元間；
2001 年至 2008 年間，裁罰金額則提升至 3 億美元至 4 億美元間；2009~2012 年間更達高峰至數十億美
元。以單一公司為例，2009 年韓國 LG 公司即被處以 4 億美元罰金，2012 年日本 Yazaki 公司所受之罰
金達 4.7 億美元，而 2012 年友達被判罰 5 億美元罰金更追平最高金額。
在歐盟方面，近期歐盟共作出 8 件對於違法卡特爾行為的裁決，其涉及產業涵蓋各種領域，包括
DRAM、航空貨運、衛浴設備、鋼鐵、LCD 面板等。8 項裁決的罰金總額從 1.3 億到 8 億歐元不等；對於
個別事業罰金的總額則有高達 3 億歐元者，遠比以往罰金為高。造成此罰金額度持續升高的結果，主要
是因為歐盟執委會所採用的罰金裁罰準則已有所不同。例如罰金計算基準改依從事不法聯合行為所直接
或間接銷售進入歐洲經濟區（EEA）相關貨物或服務價值的百分比決定之，而該百分比會視該違法行為的
嚴重性而有所不同。再者，不法行為的持續期間占罰金計算比重在新的裁罰準則下，比例增至 100%。
此外，新增「參加費用」（entry fee）的附加罰金，單純以事業參與實施不法聯合行為所銷售進歐洲經
濟區（EEA）相關貨物或服務價值的 15%到 25%作為裁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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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平法相關法規對於遏止不法聯合行為之最新發展
我國公平法相關法規對於遏止不法聯合行為之最新發展
我國公平法甫於 2011 年 11 月 8 日修正，此次修正最重要的即在於提高聯合行為的罰鍰上限並引進
歐美實行多年的寬恕政策規定。此外，鑒於部分事業不知違反反托拉斯法所可能對其造成嚴重影響，故
公平會參考先進國家的規定，於去年公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企業訂定反托拉斯遵法規章之指
導原則」（以下簡稱「遵法指導原則」），盼透過政府公部門的教育與宣導，使事業內部能制訂出要求
其員工及經理人行為須遵從一定準則的內部規範，以避免因觸法行為而喪失其國際競爭力。
一、寬恕政策規定
依照公平法新增條文第 35 條之 1 規定，違反公平法關於聯合行為禁制規定的事業，若符合下列要件
之一，且獲得公平會事先同意者，其罰鍰得予以減輕或免除：（一）當公平會「尚未知悉或依法進行調
查前」，就其所參與的聯合行為，向公平會提出書面檢舉或陳述具體違法，並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或
（二）在公平會「依法調查期間」，就其所參與的聯合行為，向公平會陳述具體違法，並檢附事證及協
助調查。由此可知，當公平會已經察覺違法聯合行為甚至已展開相關調查程序時，申請適用寬恕政策的
要件將更為嚴格，申請者必須提出具備「顯然附加價值」的事證，有效幫助公平會論斷聯合行為存在，
始能獲得裁罰減免優惠。
並非所有參與聯合行為事業均得適用寬恕政策。公平會參照美國立法例，認為事業如有強迫他事業加
入或限制他事業退出聯合行為時，因構成惡性重大的違法情事，自須排除其適用寬恕政策裁罰豁免的優
惠。此外，若事業自提出申請至公平會調查前，有故意湮滅事證或對外揭露相關訊息等不利於公平會後
續調查的行為，亦無法適用寬恕政策。
若同一聯合行為申請免除或減輕罰鍰的事業有多數時，公平會將依其申請時點決定申請順位。申請順
位排名第一者，有機會完全免除罰鍰；嗣後申請者的順位（即第 2 至第 5 名）則分別減輕原處分 30%-50%、
20%-30%、10%-20%及 10%以下之罰鍰。惟考量申請人可能有為搶先登記順序而未符合規定的投機心
態，公平會要求申請人須依法定程序提出申請，並載明事業基本資料、涉案商品或服務等聯合行為說明，
以及其他涉案廠商基本資料等內容，附上佐證資料或其他參考事項，始符合認定申請時點的規定。

二、遵法指導原則
受限於人力或資源的有限性，並非每個事業皆有能力了解國內或國外的競爭法規範。準此，公平會特
別蒐集了美、英、日、韓等國家及國際競爭法相關組織有關於企業法令遵循的資料並通過遵法指導原則，
盼透過遵法指導原則的內容，將有助於事業了解如何訂定適合其事業文化的遵法規章。在公平會的遵法
指導原則中，其特別強調事業在訂定遵法規章時應把握的原則如下：
（一）建立從上到下的遵法文化
為建立起一部具執行性且可充分達成效果的遵法規章，事業中至少要有一位高階管理人員專門負責此
項事務，並且應使其得定期向經營管理階層報告相關制度的具體執行情況。
（二）訂定清楚有效的遵法規則
透過法律專業人士的協助，訂定出清楚的「應為」與「不應為」事項（dos and don'ts），方能使員
工有所依循。但於制訂規則時，事業必須考量其事業體的主要營業活動型態及範圍，進而決定其所應遵
循的反托拉斯法應包含哪些法域的相關競爭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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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應員工違法風險高低而施以差異化的教育與內控機制
將事業內員工分為高、中、低三個違法風險階層，然後依據不同風險等級員工施予適當的教育訓練及
內控機制。風險區分的標準則可從該員工是否為高階主管人員、是否經常參與公會會議、是否常與競爭
對手交涉，或其有無涉及價格訂定或採購事項等因素來判定。
（四）確實查核及建立內部通報管道
透過定期或不定期的審核，當發現疑似違法情事時，即可防患於未然，由法務部門專責人員要求行為
人立即停止該行為，並確認是否與主管機關合作。此外，為了強化查核效果，事業也應該建立內部通報
管道，並使員工知悉通報機制的存在以及相關程序，如此方能使遵法精神落實於事業全體員工日常工作
之中。
（五）以適當獎懲作為遵法誘因
事業應建立起與遵法規章有關之內部獎懲機制，一方面增加員工遵法或通報違法的動機，另一方面對
於不遵守的員工給予懲處亦可讓員工了解事業遵法的決心。
三、首件案例
在公平會引入寬恕政策後不到一年時間內，公平會便於今年 9 月作成第一件適用寬恕政策規定的聯合
行為裁罰決定。依據公平會新聞稿，本案事實乃係光碟機事業韓商東芝三星儲存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Toshiba-Samsung Storage Technology Korea Corporation) 、韓商日立樂金資料儲存股份有限公司
(Hitachi-LG Data Storage Korea Inc.)、飛利浦建興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日商索尼光領股份有限公司
(Sony Optiarc Inc.)等 4 家公司，曾於 2006 年至 2009 年間，針對 Dell Inc.
（即戴爾電腦）及 Hewlett-Packard
Company（即惠普電腦）於國外舉辦的光碟機採購招標，在投標前或進行中，透過電子郵件、電話或會
面方式互相連繫，交換報價及投標名次等機密資訊，且亦經常交換其他如產能、產量等競爭敏感性資訊，
足以影響國內光碟機相關市場的供給需求，經公平會認定此等廠商違反公平法聯合行為規定，而分處 2500
萬元、1600 萬元、800 萬元與 500 萬元罰鍰。惟涉案廠商之一因已先向公平會申請寬恕政策規定，並獲
公平會同意免除全部罰鍰申請，故毋須再繳交罰鍰。
我國雖於引進寬恕政策規定後不久，即有涉案事業願意申請適用並配合調查，似已達成初步成效。惟
寬恕政策本質上是藉由聯合行為參與者間的「相互出賣」，而使主管機關得藉此查獲不法，此種類似「抓
耙子」之行為是否可為我國商場環境或民情所接受，尚不得而知。更重要的是，我國寬恕政策並無法免
除民事賠償責任，且未排除審判機關有權限調閱廠商為申請適用寬恕政策而提出的事證。是以，事業即
使因適用寬恕政策而免除行政罰鍰，仍無法避免因違反公平法規定而遭受民事求償的風險。

事業對於違反反托拉斯法的預防與因應
一、事業如何預防被認定為從事不法聯合行為
從近年來歐美對於亞洲廠商違反反托拉斯法的調查事證顯示，某些在亞洲被習以為常的商業互動行
為，例如商業的定期聚會或資訊交換，恐皆使事業在無意間已違反美國與歐盟反托拉斯法聯合行為的禁
制規定。隨著美國司法部及歐盟執委會對於打擊跨國卡特爾的調查日趨積極，我國業者如有意在歐美等
地從事商業活動，或產品有直接或間接進入此等地區，自應留意勿將亞洲慣見的商業互動行為視為理所
當然。
鑒於過去幾年我國事業被指控從事不法聯合行為的案件頻傳，公平會於 2011 年訂定「企業關於反托
拉斯之遵法行為守則」，以提醒事業何種行為可能會被認定為構成不法聯合行為而應避免。以下參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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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上述遵法行為守則及其他國外實務，彙整列出以下幾點注意事項供事業參考：
(

(

(

(

(

(

(

(

(

(

(
(

一) 避免參加競爭者間的集會，不論是正式集會（如行業公會）或非正式集會（如社交聯誼餐會、
球敘、供應商尾牙聚餐等），更不得參與任何關於事業經營活動的決議。
二) 倘須參加產業會議，必須先經法務部門同意，且應請主辦單位事先提供議程資料予法務部門
備查，會後則須完整紀錄會議內容。
三) 不宜在會前、會中、會後與競爭者「閒聊」業務相關事項，當競爭者有意討論與競爭有關的
敏感資訊（如價格、數量、產能利用率、交易對象等），必須立即表示反對並離席，且立即
向上司或法務人員回報。
四) 在未經法律專業人員審查前，不得與競爭者訂定任何形式或主題的協議或契約，或擅自達成
任何共識或默契，或為任何承諾與聲明。亦應避免以公告、發布新聞稿的方式，讓競爭對手
有機會配合自身一起調整價格、產能，製造競爭者討論競爭敏感資訊的機會。
五) 在競爭者同時為客戶的情形下（如專利授權），任何關於商業交易的商議務必審慎為之，最
好委請公正第三方列席及作成完整紀錄，證明商議內容並未涉及任何相互限制競爭的合意。
六) 與競爭者聯繫時，應就彼此流通的書信、電子郵件及電話簡訊等內容保持高度警覺性，並應
以書面紀錄與競爭者間的會議、電話、或會面的時間、地點、內容及明確答復不能談論敏感
資訊的立場。
七) 對於競爭者價格資訊取得來源應僅限於取自公開訊息平台，或是公會彙整之過去總體資料。
猶應留意產業分析師或市場調查機構所詢問題，如所回復內容與事業未來定價有關，亦有可
能會被認為構成違法協議。
八) 與業界朋友交際應嚴守份際，公歸公、私歸私，避免與同為競爭者的朋友討論業務相關內容，
並應避免以個人郵件或電話進行業務上的聯絡。
九) 避免於談話中或文件上出現任何可能隱含「協議」的用語，如「與 A 公司達成君子協議或一
定共識」、「同業均願停戰」等。
十) 不得與其他經營者（即使非競爭者）聯手以拒絕供應或採購方式，抵制新進業者或上、下游
事業。
十一) 不得與其他經營者（即使非競爭者）有共同劃分市場或區分客源的協議或默契。
十二) 在任何併購案件或策略聯盟案件，於獲致事業結合申報許可(antitrust clearance)前，仍應避
免交換敏感資訊，並審慎建立防火牆(此即為一般所稱之 Gun-jumping Rule)。

二、事業面對競爭主管機關就不法聯合行為調查的因應作為
即便事業已為各項防護措施以避免被認定從事不法聯合行為，卻仍有可能因競爭者的惡意檢舉或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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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競爭者間的協議而被主管機關懷疑進行不法聯合行為。是故，事業自有必要了解當主管機關欲進行調
查時，其所可採取的任何措施及因應策略，以免臨場反應不及而損及自身權益。尤其，依據媒體報導，
公平會亦正擬透過修法，積極爭取增加搜索與扣押權。一旦修法完成，未來公平會在取得法院同意後，
便能會同警方突擊蒐證或對於相關物證進行扣押。因此，事業自應早日建立起面對主管機關現場調查的
作業流程，如此方能從容面對突如其來的調查，避免因過度慌亂而損害事業自身的利益。
具體而言，對於主管機關的調查，事業應區分前、中、後三個階段加以因應，且事業應謹記在心其在
各階段皆需採取必要措施，而非僅被動等待主管機關調查與結果告知：

三、評估後續因應策略
對於違反反托拉斯法的調查，一般而言有三種選項：(一)完全不配合；(二)完全配合；以及(三)有限
度的配合─由證據多寡決定。
在完全不配合的情況下，不僅可能喪失提供資料為自己答辯的機會，且一旦最終被認定有違法，事業
可能面臨加重責任的結果。除非事業自我評估認為主管機關所掌握的證據極為有限，且該國家對於證據
要求較為嚴格，否則原則上不建議採取此策略。
其次，如事業依內部調查結果顯示確有違法情事，決定申請寬恕政策，則可考量以完全配合調查作為
事業的因應策略。然而採取此種完全配合調查亦有一定的風險，因為不僅要競逐寬恕政策的優先順位，
才能獲得減免責任；且縱使獲得主管機關免除或減免裁罰額度，事業還是需要面對後續可能的民事賠償
請求，而於調查中所提供的資訊都可能因此被援引為不利於事業的主張。
最後一種則是由證據多寡決定配合程度，此無疑乃是一種中庸策略，不主動申請寬恕政策完全配合，
但也不完全拒絕提供資料配合調查。此種方式是針對調查程序中，評估主管機關手上已握有的證據多寡，
決定事業配合調查的程度。其雖可為事業保留一定的彈性，保留抗辯並無違法的機會，但事業也必須體
認此舉將會使事業在冗長的調查程序中，喪失競逐寬恕政策優先順位的時機。

結語
伴隨歐美腳步，我國公平會自去年起一連串通過公平法修正以及相關法規，其目的係一方面使我國公
平法能與國際接軌，正式宣告我國積極打擊國際卡特爾的決心；另方面亦期待透過相關法規的指引，可
讓我國事業對於不法聯合行為有更深認識，從而避免再次遭國外競爭主管機關裁罰。然而，寬恕政策涉
及東西文化的差異，其是否能發揮預期成效，又或者事業申請寬恕政策後是否反將遭受民事賠償的不利
結果，都是值得繼續關注之處。
更重要的是，事業應檢視現有事業內部可能潛在的不法聯合行為風險，訂定出適合自身且得有效執行
的遵法規章。尤其，在公平會訂定遵法指導原則後，我國事業自應於反托拉斯法的法令遵循上投入更多
的人力與資源，以避免事業因違反反托拉斯法行為而須承擔的鉅額賠償，甚至使高階經理人必須入監服
刑等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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