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一、背景分析 

歐盟的整合、日本的金融改革（Big Bang）、美國金融改革法

（Gramm-Leach-Bliley Act）等等世界金融改革趨勢引領全球金融業朝大型化

與綜合化發展。我國自 1980 年代後期也開始推動金融自由化，1990 年代開

放民營銀行的設立，資本市場也有大幅的變革。從 90 年代中以後，政府積

極爭取加入 WTO 與推動亞太營運中心金融中心計畫，放寬國內金融市場限

制，並先後通過多項金融法案，如修訂銀行法、金融機構合併法，信託法及

信託業法以及金融控股公司法；一方面加速市場開放，另一方面也強化金融

業的產業結構，促進我國金融業規模與範疇經濟，進而提升國際競爭力。 

以 WTO 架構而言，台灣承諾放寬外資設立銀行及分行條件，並開放多

項金融業務，如外匯經紀商、票券金融公司等，已使外商在金融服務業享有

國民待遇，但在市場自由競爭法則下，國內金融市場競爭程度也必然大幅增

加。業者為求生存必須改善營運效能、從事多角化經營，擴大經濟規模，結

合併購則是常見，且能快速產生效果的手段。然而結合併購卻也可能提高市

場的集中度，減損市場機能，反對整體經濟發生不利影響。 

依據公平交易法第六條事業結合定義而言，金融機構無論是合併或是營

業承受，均屬公平交易法所稱「結合」行為。而依據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事

業申請結合需考慮其市場占有率規定，我國 89 年底存、放款前五大金融機

構的平均市場占有率各為 9.25%和 8.34%，可知我國金融機構規模並不大。

就合作金庫與匯豐銀行合併案而言，結合之後存、放款市場占有率為 9.20%

和 8.80%。日前宣佈中央信託局、台灣銀行與土地銀行合併案而言，結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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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存、放款比率各為 20.47%和 18.34%，市場占有率提高（金融局統計輯要）。

但是此一水準距歐、美國家水準仍有相當距離，又我國金融機構是否會像未

開放新設銀行以前，如民國 81 年，前四大金融機構的存放款集中度分別為

48.5%和 42.3%，為典型寡占市場並有市場競爭程度相對不足現象發生，值得

探討。 

另外，我國因法規限制，部份區域性金融地理市場係以農漁會與信用合

作社為主，但是隨信用合作社變更為商業銀行之標準及辦法之頒布，農漁會

因金融機構合併法第十一條至十三條對農漁會讓售、農漁會投資銀行之程序

與農漁會強制轉讓等規定，將使我國區域性金融地理市場界線，漸趨模糊。 

再考量金融控股公司法，銀行業者得以透過銀行控股公司或純粹金融控

股公司在從事跨業經營時，可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直間或間

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以致在某特定市場上具壓倒性地位而

排除競爭，進而不利經濟資源合理分配，此一疑慮值得關切。 

綜合上述金融業經營環境變遷與法制變革對我國金融市場之影響，公平

交易法中有關結合行為之規定，特別是金融產業部份，有重加檢視之必要，

如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以固定市場占有率和銷售金額為結合管制之門檻，

是否適合金融及保險機構或未來金融控股公司所準用；結合前之申請許可可

否以原則許可，例外禁止之規定，均值得檢討，以順應當前國內外金融情勢

與全球化經濟之需求。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為因應世界金融機構的資本大型化與商品綜合化趨勢，我國金融機構的

合縱連橫將蔚為風潮，主管當局如何在不影響市場公平原則下，快速審查並

規範金融機構之結合行為，提昇我國金融機構競爭力為一重要課題。 

本研究探討我國金融業產業發展變遷、法律沿革、市場結構、行為與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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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同時界定我國金融地理市場與商品，佐以歐、美、日、加等國對於金融

機構結合行為規範與准駁審查原則，以期建立簡易審查原則，供主管單位參

採。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報告結構 

本研究採文獻調查方式，界定我國金融地理市場與商品，並探討我國金

融業產業市場結構、行為與績效；並蒐集分析歐、美、日、加等國對於金融

機構結合行為規範與准駁審查原則事例，提出理論與實務並重的建議，建立

我國公平交易法對金融機構結合行為規範及審查原則。 

本研究共分五章：第一章為緒論，說明研究之背景、動機、目的方法與

架構；第二章界定我國金融地理市場與商品；第三章探討我國金融產業市場

結構、行為與績效；第四章蒐集歐、美、日、加對於金融機構結合行為規範

與准駁審查原則與事例；第五章為結論與建議，提供我國金融機構結合行為

規範與准駁審查原則之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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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金融地理市場與金融商品市場之界定 

第一節  市場界定相關理論與法規之探討 

事業依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結合申請時，主管機關核駁的考慮因素

之一為事業結合後對『特定市場』競爭所可能造成之影響，故我國公平交易

委員會公告獨占事業時，必須衡量其在『特定市場』中市場力量之強弱。在

托拉斯分析實務，大都以市場占有率作為市場力量之代理變數，市場占有率

的高低又明顯受市場範圍寬窄之影響，因此市場範圍界定適當與否，關係著

市場占有率能否代表市場力量的意義。 

市場範圍如果界定得太過狹窄，則容易使市場占有率的估計偏高，造成

廠商市場力量的高估；反之，若將市場範圍界定得過於寬鬆，則容易造成市

場占有的估計偏低，形成廠商市場力量的低估，使市場占有率不能反應廠商

真實的市場力量。可能的結果是將沒有市場力量的廠商評定為具顯著市場力

量；相反的，將具有市場力量的廠商評定為不具顯著市場力量。如台灣地區

屬海島型經濟與外國經濟關係密切，國內市場受國際市場影響更倍於其他大

陸型經濟國家，如不考慮外國廠商帶來的國際競爭影響力，市場力量的衡量

就會失準造成將不具獨占力量之廠商，評估為具有顯著市場力量，扭曲了反

托拉斯原有立法管制之目的。以下將從經濟、反托拉斯、貨幣經濟與法規等

相關理論分述市場定義： 

 

一、經濟市場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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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經濟市場之定義以 Marshall 觀點為主，一般又稱馬歇爾市場，其

基本前提為 1.若二商品屬於同一市場，扣除運費上的差異，二者價格將趨向

一致，又稱 Marshall 單一法則；2.若二商品屬於同一市場，商品價格的變動

情形趨於同一方向，具有正向相關時，廠商會利用價差進行供給面或需求面

的套利交易行為(arbitrage)，而使價格趨向一致。故經濟市場係指價格趨向一

致性的市場。 

 

二、反托拉斯法市場之定義 

     反托拉斯法市場是指理想卡特爾市場1，或指美國司法部根據合併準則

所定義之市場（D.O.J.市場），以市場力量為討論中心，廠商在持續維持顯著

（5%）的價格提高，仍有利可圖之情形下，所包含潛在市場力的一群最小範

圍之生產者而言2。據此，歐盟、美、日以及我國之反托拉斯市場定義如下： 

（一）美國：依據美國 1992 年水平結合指導準則 Section 1.0 第三段中指

出，「市場」（market）定義為「一項商品或一群商品及該商品所生產或銷售

之地理區域，於其中假定一家利潤極大化之廠商，在無價格管制下，其為該

區域中現在及未來唯一之商品生產者，假設其他所有商品之銷售條件相同，

則該廠商可能在價格上實施『小額但顯著而持續』（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之提高。」而「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即能滿足此一

測試標準之一群商品及一地理區域。 

換言之，「市場」須從需求面與供給面考量每一相關商品市場(relevant 

                                                 
1請詳參Boyer（1979）。 
2請詳參莊春發（1992，p.115）；黃美瑛（1993，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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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在需求市場裡消費者願意且能夠隨著相對價格變動，購買所有替

代商品及服務；而參與結合事業在供給市場中將比結合前更可以具有某種程

度價格決定能力，且為追求利潤而將價格小幅（但顯著地）提高，並得於一

定期間內，維持該價格且無其他事業進入市場參與競爭。每個相關市場都有

替代商品或服務，消費者將因應相對價格之變動調整其購買決策，如果消費

者不願意因價格改變而重新購買商品，則這些不同的商品應劃分為個別市場。 

（二）歐盟：依據歐體理事會 1989 年第 0464 號規則第九條第七項定義

指出相關地理市場應指事業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地區，該地區之競爭條件相當

類似，且競爭條件與鄰近地區有所區隔者。前述對相關地理市場之界定應特

別考慮相關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及特性，市場進入障礙或消費者偏好，事業在

各鄰近地區市場占有率之差異或價格差異。 

（三）日本：依據日本獨占禁止法中有關獨占、結合、聯合行為之規範

條款中，對企業結合行為應否受到規範，以 1.是否對「特定交易範圍」內之

競爭形成實質限制；2.從交易商品或服務、交易地區，交易流程或內容以及

特定交易對象等觀點界定市場範圍。而所謂「特定交易範圍」係指因結合而

加強彼此交易關係之相關事業活動市場範圍而言，即交易商品或服務之市場

範圍，以 1.交易之商品或服務；與 2.對消費者而言，功能與效用相同之商品

或服務界定之；交易地區又以交易之商品、服務、交易對象之實際事業活動

範圍界定之；交易內容或流程則以結合後取得出售商品據點的實際變動情況

等界定之。 

（四）我國：獨占事業定義中所稱之『特定市場』，根據公平交易法第五

條第三項，係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所謂『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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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係事業以較有利之價格、數量、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在市場上爭取交

易機會之行為，據此，市場定義在理論上應涵蓋所有競爭可及之區域或範圍，

包括商品或勞務之潛在供給者與需求者，及可能交易之區域空間與時間範

圍，具體言之，市場定義考慮相關商品市場、區域市場及時間因素。 

至於相關市場之認定，常以經濟學上商品替代彈性作為衡量標準，包括

供給替代彈性及需求替代彈性，但因合理替代之彈性值並無一定之標準，且

商品替代彈性常因價格變動、季節更替及地區不同而有所差異，故公平交易

委員會於實務上常需配合現有統計資料之事業分類，並徵詢專家學者意見，

加入客觀事實之認定。 

     

三、金融市場之定義 

另以貨幣銀行理論3對金融市場（Financial Market）之分類有多種方式：

（一）若以新發行或現有金融商品之交易為劃分標準，可將金融市場區分為

「初級市場」（Primary Market）和次級市場（Secondary  Market）；（二）若

以資金流通管道為劃分標準，則可分為直接金融市場與間接金融市場。而直

接市場包括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間接金融市場乃指由金融仲介機構所形成

之市場，而在各市場間進行交易之金融商品不盡相同。（三）若以資金融通期

限長短為劃分標準，金融市場可分為貨幣市場（Money Market）與資本市場

（Capital Market）。前者為融通短期信用交易之場所，通常並非只是單一市

場，乃為一群金融商品交易市場4；後者為融通長期信用交易之場所，亦是許

                                                 
3 請詳參許振明（1987，p.64~p.110）。 
4例如銀行承兌匯票市場（Treasury bills Market）、定期存單市場（CDs Market）、通知放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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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金融商品交易所形成之市場5。故金融市場乃指進行資金融通之場所，而資

金融通透過金融商品進行資金移轉，因此金融市場可說是各種金融商品的供

給者與需求者相互共同決定價格並進行交易的場所如[表 2-1]。 

[表 2-1] 金融市場 

 
 

 
 
 

 
 

 
 
 
 
 

 
 

 
 
 
 

                       商業銀行 
           間接市場    專業銀行                                           
                       人壽保險公司 
                       信託投資公司等金融仲介機構 
                                    
金融                                 銀行存、放款市場 

 
市場                    貨幣市場                     國庫券市場 
                                                     銀行承兌匯票市場 
                                    短期票券市場     可轉讓定期存單市場 
                                                     商業本票市場 
           直接市場                                          
                                                 公債市場 
                                     債券市場    公司債市場 
                                                 金融債券市場 
                        資本市場                    

 
                                     股票市場

資料來源：貨幣銀行學，p.74，修正。 

綜合上述經濟市場或反托拉斯市場概念，可知二者共同點為須同時顧及

實際及潛在供需雙方認知及行動；一個市場應涵蓋一個地理區域內實際和潛

                                                                                                                                      

場（call money market）、商業本票市場（ paper market）及再買回市場（repurchase paper market）
等。 
5包括證券發行市場亦稱初級市場（Securities issuing market；primary market）與證券流通市

場（Security trading market）是由證券交易所、店頭市場（over-the-counter market）、三級（third 
market）、四級（fourth market）市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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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供需雙方，而在該地理區域內，可以約束生產替代商品之廠商的價格及

非價格行動和策略。另從上述金融市場之定義可知金融機構所提供之金融商

品均可能構成一相關商品市場，而形成間接市場之金融仲介機構與在直接市

場從事買賣之機構，在法規許可範圍內，均可互相進入彼此市場從事買賣金

融商品。但仍應依循前述之方法檢視消費者願意且能夠隨著相對價格變動購

買代替之商品及服務之準則，以確認該商品或服務集合是否構成單一商品市

場。另在消費者與金融機構已建立相互往來基礎，雖往來區域以外之其他金

融機構願意提供更有利相對價格，對於其所在區域之金融機構所提供的特定

金融商品，仍有相當數量的消費者不願意或不能夠轉向外部區域之金融機構

購買特定金融商品，則該區域構成一地理市場6。 

    不同型態的金融服務之地理市場可能分為地區性、全國性，或全球性，

特定金融商品地理市場規模取決於商品特性與交易內容。且影響地理市場區

域大小之因素，如商品及勞務種類、特性不同而認定標準眾多。就金融業而

言，一般考慮因素，如交易額度、供給者與消費者的互動頻繁程度、金融商

品之特質、消費者主觀之感覺、遞送商品之方式、一般消費者習性及交易習

慣、交通成本、定居於一地之成本、消費者轉換購買決策所需之成本、商品

價格與相對價格之變動關係以及來自國外的競爭等7。 

四、我國金融相關法規對金融地理市場與金融商品（業務）之限制 

（一）金融相關法規8對金融機構地理之限制 

                                                 
6銀行與客戶間具有彼此信譽與信心而構成相互來往基礎的特質，使得市場可以在地理範圍

上進行若干有效區隔(segmentation)，此為地區性銀行，如信用合作社等得以生存之原因。 
7 公平交易委員會委託研究發展報告（2000）銀行結合競爭分析之研究p.39。 
8參考之金融相關法規：銀行法、金融機構增設遷移或裁撤國內分支機構管理辦法、金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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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金融相關法規對金融機構（銀行業、證券業、保險業）之設立與其

設立家數或設立地區之限制，其考量因素可綜合如下： 

（1）國家政策之考量：限制國內金融機構前往外國設立分支機構。 

（2）國際經濟與金融情勢：鼓勵合併擴大經營規模。 

（3）國內經濟與金融情勢：於一定區域內限制銀行或其分支機構之增設。 

（4）國際貿易及工業發展之需要：指定本國或外國銀行得設立之地區。 

（5）地方經濟需要與業務經營區域：限制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漁會

信用部可設立或增設之區域。 

（6）金融機構分布狀況：金融機構增、減設分支機構對區域之影響。 

（7）金融機構財務結構良好與經營健全：可增設分支機構。 

（8） 近年經營無重大缺失或未曾受營業過失處分：可申請設立或增設分支

機構。 

（二）金融相關法規對金融商品（業務）之限制 

我國金融業可經由轉投資或設立子公司或金融控股公司方式跨業經營證

券業與保險業。即依據現行銀行法第二十八條及七十四條規定，商業銀行得

利用兼營(得附設信託部)或轉投資方式經營金融相關業務。而金融相關事

業，係指信用卡、票券、期貨、證券、融資性租賃事業及其他經財政部認定

                                                                                                                                      

構設置簡易型分行管理辦法、商業銀行設立標準工業銀行設立及管理辦法、外國銀行設立分

行及代表人辦事處審核準則、金融機構營業場所外自動化服務設備管理辦法、信用卡業務管

理辦法、跨行金融資訊網路事業設立及管理辦法、票券商管理辦法、票券金融管理法、證券

商設置標準、期貨商設置標準、保險公司設立標準、保險業申請增設國內分支機構審核要點、

台灣地區銀行在香港澳門設立分支機構子公司許可辦法、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金融業務往來

許可辦法、信用合作社變更組織為商業銀行之標準及辦法、農漁會投資新設銀行或以信用部

作價投資新設銀行程序及設立標準、金融機構合併法、金融控股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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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金融相關事業。依據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六條規定，金融控股公司應確

保其子公司業務之健全經營，其業務以投資及對被投資事業之管理為限。金

融控股公司得投資之事業包括：1.銀行業、2.票券金融業、3.信用卡業、4.信

託業、5.保險業、6.證券業、7.期貨業、8.創業投資事業、9.經主管機關核准

投資之外國金融機構、10.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與金融業務相關之事業。茲將

各類金融機構可跨業經營業務彙整如下：         

 

[表 2-2] 金融機構跨業經營金融業務表 

貨幣市場  資本市場 

 

存

款

放

款

票

券

外

匯

信

用

卡

債

券

信

託

證 
券 

期 
貨 

保

險

諮

詢

顧

問

 商業銀行 ○ ○ ○ ○ ○  ○ ○ ○ ○  
 工業銀行 ○ ○ ○ ○  ○  ○    
 在華外國銀行 ○ ○ ○ ○     ○   
 信用合作社 ○ ○ ○         

間 農會信用部 ○ ○          
接 漁會信用部 ○ ○          
市 票券金融公司   ○   ○     ○

場 郵政儲金匯業局 ○ ○          
  信用卡公司     ○       
  保險公司  ○ ○   ○    ○  
  保險合作社  ○ ○   ○    ○  
  在華外國保險公司          ○  

 證券公司        ○    
 證券投資信託公司      ○ ○ ○    
 證券投資顧問公司           ○

 證券金融公司      ○ ○ ○    
 在華外國證券公司      ○ ○ ○   ○

 期貨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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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期貨信託公司    ○  ○ ○ ○ ○   
接 期貨經理公司      ○  ○ ○   
市 期貨顧問公司           ○

場 在華外國期貨公司    ○ ○ ○ ○ ○ ○   
 信託公司      ○ ○ ○    

  銀行金融控股公司 ○  ○  ○ ○ ○     
  證券金融控股公司      ○ ○ ○ ○   
  保險金融控股公司  ○ ○   ○    ○  
  其他公司     ○       
 

第二節  我國金融地理市場與金融商品之現狀 

近年來由於金融業之綜合金融服務化程度日益昇高，已無法像現在一樣

劃分銀行、證券、保險等三個市場，而政府為認定綜合性金融服務市場，先

後通過金融機構合併法9與金融控股公司法10，加上資訊技術和金融科技革

新，帶來全國性甚至全球性金融機構或其他事業法人競爭，故金融機構地理

市場與金融商品市場，不再只是區域性市場，而是已擴大為全國性與全球性

市場。於描述我國金融地理市場與金融商品分布現狀前，須先了解我國金融

商品市場之參與者（金融機構）之定義。 

一、金融機構之定義 

（一）依據金融機構合併法之規定，所謂金融機構係指「銀行業、證券及期

貨業、保險業所包括之機構，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機構：1.銀行

業：包括銀行、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票券金融公

司、信用卡業務及郵政儲金匯業局。2.證券及期貨業：包括證券商、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金融事業、期貨商、槓

                                                 
9 於民國八十九年十二月十三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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桿交易商、期貨信託事業、期貨經理事業及期貨顧問事業。3.保險業：

包括保險公司及保險合作社。4.信託業等。」 

（二）依據金融控股公司法之規定，所謂金融控股公司係指「對一銀行、保

險公司或證券商有控股性持股，並依法設立之公司。而「控股性持股」

乃指持有一銀行、保險公司或證券商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數或資本

總額超過百分之二十五，或直接、間接選任或指派一銀行、保險公司

或證券商過半數之董事。金融機構係指銀行、保險公司及證券商11。 

（三）依據是否創造貨幣為準則，將金融機構劃分為貨幣金融機構與非存款

貨幣金融機構，茲將其列示如下： 

[表 2-3] 貨幣準則之金融機構 

                   中央銀行       商業銀行（本國一般銀行） 
            貨幣                  外國銀行在台分行 
            機構                  中小企業銀行 
                   存款貨幣       專業銀行（工業銀行、農業銀行、輸出

機    構       入銀行等） 
                                  基層合作金融機構（信用合作社、農會

                                  信用部、漁會信用部） 
                                                                    
                            郵政儲金匯業局 
            非存款貨幣      信託投資機構（信託投資公司、信用部） 
            金融機構        保險公司（人壽、產物、中央再保險） 

金融 
機構 

 
 
 
 
 
 
 
 
 
 
 
 

二、界定市場之案例 

此節探討我國金融機構各類型結合案件如何界定相關金融商品市場與金

                                                                                                                                      
10 於民國九十年七月九日通過。 
11 請詳參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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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地理市場： 

（一）境內結合案例 

1.銀行業與證券業 

（1）申請結合之事實 

民國 89 年 1 2 月 22 日，陽信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擬取得偉利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五十五股權12。 

（2）審查過程 

1 .1 商品市場 

該案中，公平交易委員會就市場參與者銀行業與證券業之主要業務

界定商品市場。陽信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係以銀行業存、放款為主要

業務，而偉利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係以證券經紀業務為主，而陽信商業銀

行亦無從事證券金融業務，故二者業務範圍(商品市場，以下同)並未重

疊。故依據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審查結果13，在其他情況不變下，本案結

合後之銀行存放款業務及證券經紀業務之競爭程度將不致發生明顯變

化，或造成限制競爭之現象。 

1.2 地理市場 

        該案因為境內結合，且公平交易委員以全國存款貨幣機構為對象計

算陽信商業銀行之市占率，認定地理市場範圍為全國。 

                                                 
12申請結合事業陽信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八十八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已逾新臺幣五十億

元，依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十一條提出事業結合許可之申請。 
13公平交易委員會乃依據「金融業務統計輯要」，調查八十九年十月底陽信商業銀行股份有

限公司之存、放款餘額與市場占有率；另依證券交易所八十九年十二月「證券商成交金額表」

調查偉利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經紀業務之成交金額與其僅占總成交金額比率而判斷之，並依

公平交易法第十二條許可結合，請詳參公平交易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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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銀行業與票券金融業   

（1）申請結合之事實  

民國 90 年 1 月 16 日，大眾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

眾銀行）擬與大眾票券金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眾票券金融）

合併，合併後大眾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為存續公司，大眾票券金融

股份有限公司為消滅公司14。 

（2）審查過程 

1.1 商品市場 

該案中，公平交易委員會就大眾商業銀行與大眾票券金融所重疊

票券業務，即以融資性本票市場、銀行可轉讓定期存單市場、公司債

市場、與公債市場所形成之票券業務市場為商品市場範圍。依公平交

易委員會之審查結果15，在其他情況不變下，對臺灣票券市場之市場

結構或市場競爭程度並無明顯影響或造成限制競爭之現象。 

1.2 地理市場 

該案為境內結合，且公平交易委員會考量財政部公佈「票券商管

理辦法」，開放票券金融公司新設與准許新銀行兼營票券的承銷及簽證

業務，事業僅須符合籌設銀行之相關法律規定，即可向財政部申設票

券公司，除現有業者外，新競爭者亦得加入此市場，據此認定相關地

                                                 
14大眾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上一會計年度（88 年）之銷售金額已超過新臺幣五十億元，依

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事業結合與第十一條規定提出事業結合許可之申請。  
15公平交易委員會評估大眾銀行與大眾票券金融公司之票券持有餘額於票券市場之市場占

有率，與其融資性本票市場占有率，銀行可轉讓定期存單市場占有率，公司債市場占有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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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市場應為從事票券業務之全國票券公司、銀行與未來新競爭者所形

成市場。 

 

3.證券業與證券業  

（1）申請結合之事實 

民國 90 年 2 月 5 日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擬受讓大信綜合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景美分公司及鳳山分公司之全部營業及營業用資產，並於

原址成立分公司16。 

（2）審查過程 

1.1 商品市場 

該案中，公平交易委員會就國內證券經紀主要業務，界定商品市場

範圍，即接受國內外投資人受託買賣台灣集中市場及店頭市場有價證券

或國外市場「有價證券」。故依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審查結果17，在其他情

況不變下，對臺灣證券市場之市場結構或市場占有率將不致發生明顯變

化或造成限制競爭之現象。 

1.2 地理市場 

公平交易委員會考量市場參與者為國內外投資人，可在台灣集中市

場、店頭市場與國外市場，從事買賣有價證券。且此事業結合案能使富

                                                                                                                                      

公債市場占有率。並評估結合後前述各市場占有率之增減程度。  
16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上一會計年度（民國 89 年度）之銷售金額已超過新台幣五十

億元，爰依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提出結合許可之申

請。 
17九十年一月底，公平交易委員會評估富邦綜合證券公司、大信綜合證券公司景美分公司與

鳳山分公司於經紀業務之市場占有率。認為本案結合後，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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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擴大經營規模、降低營運成本，並增加銷售通

路。據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公佈之證券服務事業家數統計資

料，截至九十年一月底止券商家數為一、二八三家（總公司一九一家，

分公司一○九二家），市場已有相當程度之競爭，據此認定地理市場為全

國證券商形成市場。  

 

4.證券業與證券業 

（1）申請結合之事實 

民國 89年 2月 9日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與京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及大發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合併18。 

（2）審查過程 

1.1 商品市場  

該案中，公平交易委員會就國內證券經紀主要業務，如承銷有價

證券、有價證券股務事項之代理、有價證券買賣之融資融券、受託買賣

外國有價證券，或經財政部核准期貨商、期貨交易輔助人營業項目為限，

界定商品市場範圍，即接受國內外投資人委託買賣台灣集中市場及店頭

市場有價證券或國外市場「有價證券」，並計算經紀業務、承銷業務、收

件件數、債券業務等市場之市占率。故依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審查結果19，

                                                                                                                                      

業務之市場占有率僅略為提升，故依公平交易法第十二條許可結合。  
18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存續公司，為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結合型態。元大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與京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上一會計年度銷售金額，已達公平交易委員會公

告事業申請結合許可標準新台幣 50 億元，依據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規定申請結合許可。 
19參與結合行為事業，結合後對其所屬市場占有率及排名變化如右：1. 經紀業務：元大證券，

排名第一，市場占有率 9.73%，京華證券，排名第二，市場占有率 4.06%，大發證券，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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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情況不變下，臺灣證券市場之市場結構或市場占有率將不致發生

明顯變化或造成限制競爭之現象。 

1.2 地理市場 

公平交易委員會考量本案結合公司之海內外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

事業20，可在台灣集中市場、店頭市場與國外市場，從事買賣有價證券。

且依據證期會所提供 89 年 1 月證券商家數統計資料所示，目前證券商總

公司家數及分公司家數合計已達 1,206 家，與本案相關之經紀、自營、

承銷等證券業務市場中，從事經營之家數分別為經紀商 185 家、自營商

112 家、承銷商 84 家，市場已有相當程度之競爭，據此認定地理市場為

全國證券商形成市場。  

 

5.保險業與保險業 

（1）申請結合之事實 

民國 90 年 2 月 14 日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以下簡稱  MassMutual）擬透過其間接百分之百控股之子公司

MassMutual International Holding MSC,Inc.（以下簡稱美商萬通國際控股

公司）取得三商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三商人壽保險公司）

                                                                                                                                      

第三，市場占有率 3.40%；2.承銷業務擬辦件數：元大證券，排名第一，市場占有率 17.32%，

京華證券，排名第二，市場占有率 12.12%，大發證券，排名第三，市場占有率 9.52%；3 承

銷業務收件件數：元大證券，排名第一，市場占有率 13.34%，京華證券，排名第二，市場

占有率 9.87%，大發證券，排名第三，市場占有率 7.51%；4. 債券業務：元大證券，排名第

三，市場占有率 4.99%，京華證券，排名第一，市場占有率 7.15%，大發證券，排名第二，

市場占有率 5.10%。 
20詳參公平交易委員會許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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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以上有表決權之股份21。 

（2）審查過程 

1.1 商品市場 

該案中，公平交易委員會因美商萬通國際控股公司係屬外國事

業，尚未進入國內壽險市場，與三商人壽保險公司所從事之人身保險

業務（商品市場）並無重疊之處。故依據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審查結果

22，在其他情況不變下，本案結合後對人壽保險業務市場之競爭程度

將不致發生明顯變化，或造成限制競爭之現象。 

1.2 地理市場 

該案係為境內結合，公平交易委員會考量結合時國內與國外從事

保險業務機構之家數23和目前對保險業之申設已無其他特別限制或條

件存在，據此認定地理市場為全國保險業形成市場。 

 

6.人壽保險業與資訊業 

（1）申請結合之事實 

民國 90 年 5 月 24 日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擬認購神坊資訊

                                                 
21依據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

表決權股份或資本額三分之一以上者」之結合型態，而參與結合事業三商人壽保險公司上一

會計（民國八十八年）年度之營業額已達應申請結合許可之營業收入金額新臺幣五十億元之

標準，爰由美商萬通國際控股公司之最終控股母公司MassMutual依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一項

第二款及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提出事業結合許可之申請。 
22三商人壽保險公司八十八年度保費收入僅占該年度全體人壽保險保費收入之百分之二．六

七。  
23 八十三年政府開放各國保險事業得在台設立分公司後，截至八十九年十月，國內人壽保

險公司合計共三十一家，其中本國公司十六家，十五家外商在台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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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六十.十二股權24。 

（2）審查過程 

1.1 商品市場 

該案中，公平交易委員會就國泰人壽保險公司之主要業務－人身

保險業務，和神坊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之主要業務－網際網路連線服務

業務界定為商品市場範圍。二者業務範圍（商品市場）並無重疊之處，

故結合後應不致提高參與結合事業於特定市場（人身保險市場與網際

網路市場）之占有率25。據此，在其他情況不變下，本案結合後對相

關市場競爭程度將不致發生明顯變化或造成限制競爭之現象。 

1.2 地理市場 

該案為境內結合，且自政府開放各國保險事業得在台設立分公司

後，截至八十九年十月，人壽保險公司合計共三十一家，其中本國公

司十六家，外商在台分公司十五家，業者存在充分競爭，又目前保險

業之申設已無其他特別限制或條件，無不易克服之進入障礙，故屬競

爭市場。據此，公平交易委員會認定相關地理市場應為全國從事人身

保險業務之人壽保險公司與從事網際網路連線服務業務之資訊公司所

形成之市場。 

 

7.證券信託業與資產管理業 

                                                 
24國泰人壽保險公司依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提出結合

許可之申請。  
25神坊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八十九年之營業額僅占該年度國內企業寬頻上網和網路資料中心

業務總產值之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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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結合之事實 

民國 90 年 6 月 8 日，英商匯豐資產管理(歐洲)有限公司(下稱匯豐

資產管理公司)擬取得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投信

公司)六十七%以上股份，英商匯豐資產管理(歐洲)有限公司之母公司

英商匯豐控股有限公司(下稱匯豐控股公司)亦將因本結合案間接控制

中華投信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26。 

（2）審查過程 

1.1 商品市場 

該案中，公平交易委員會以匯豐金融集團在台主要業務為證券

(香港商匯豐詹金寶亞洲證券有限公司台北分公司)、銀行(香港上海

匯豐銀行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投顧(匯豐詹金寶證券投資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及保險經紀人(匯豐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等；中

華投信公司主要業務為證券投資信託基金，界定商品市場範圍。兩

者主要業務範圍，於結合後並未有業務重疊情形，國內各相關市場

結構及競爭程度並不致受到衝擊，從而在其他條件不變下，對國內

市場不致造成反競爭疑慮。 

1.2 地理市場 

該案為境內結合，本案匯豐資產管理公司取得中華投信公司股

權後，僅係中華投信公司之經營權移轉，據此公平交易委員會認定

地理市場應為全國市場。 

                                                 
26匯豐控股公司在台子公司香港上海匯豐銀行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上一會計年度（89 年

度）營業金額已超過新台幣五十億元，依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五款，及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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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銀行業與銀行業 

（1）申請結合之事實 

民國 90 年 6 月 28 日，誠泰商業銀行概括承受保證責任嘉義市第

二信用合作社全部營業、資產及負債27。 

（2）審查過程   

1.1 商品市場     

該案中，公平交易委員會就二家銀行之存、放款為商品市場範

圍。依其審查結果28，不致對國內整體貨幣機構之存、放款市場造

成過高之反競爭疑慮。 

1.2 地理市場 

該案為境內結合，公平交易委員會調查九十年五月底全國金融

機構之總機構與分支機構家數與占有率29，並評估誠泰銀行與嘉義

二信結合前後占全國金融機構營業家數之占有率的變化，誠泰銀行

結合前共有五十三個營業據點，嘉義二信計有十個營業據點，結合

後誠泰銀行營業據點將增為六十三處，占全體金融機構總數之一．

三二％，其占有率不顯著。此外，評估誠泰銀行於嘉義市尚無任何

                                                                                                                                      

第十一條規定提出事業結合許可之申請。 
27誠泰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上一會計年度（89 年度）之銷售金額已達新台幣五十億元，依

公平交易法第六條及第十一條規定提出事業結合許可之申請。   
28九十年四月底，全體貨幣機構存款餘額約為十五兆九千四百六十五億元，放款餘額約為十

四兆一千七百二十八億元。公平交易委員會評估誠泰商業銀行與嘉義二信 90 年 4 月底存款

餘額市場占有率與放款餘額市場占有率；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尚屬輕微。 
29全國金融機構共計四七二家總機構，四、二九七家分支機構，總計四、七六九家。其中本

國銀行總行五十三家，分支機構二、七二三家；外國銀行在華分行總行三十八家，共六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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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據點，故與嘉義二信結合後，不致產生市場版圖重劃之影響，

即嘉義市地理相關市場之市場集中度不致進一步提高，對該地區之

市場結構亦不致造成反競爭疑慮。公平交易委員會認定全國與地區

性（嘉義市）為相關地理市場範圍。 

 

9.銀行業與應收帳款業 

（1）申請結合之事實 

民國 90 年 7 月 9 日中國信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中租迪和

應收帳款管理股份有限公司約九九.九七%股份30。 

（2）審查過程 

1.1 商品市場 

該案中，公平交易委員會以中國信託商業銀行主要業務－存、放

款、應收帳款收買業務，與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業務－「應收

帳款收買業務」為商品市場範圍。據公平交易委員會審查結果31並考

量中租迪和應收帳款管理股份有限公司非屬銀行特許業，未從事相關

銀行業務，因此本案結合主要業務僅「應收帳款收買業務」部分重疊。

而結合後或許會影響特定市場（應收帳款收買業務市場）競爭程度之

疑慮，故考量商品或服務市場交易賣方之交易方式，除可利用放款將

                                                                                                                                      

個營業據點；基層金融機構六九二家，營業單位計一、四一八家。 
30中國信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上一會計年度（89 年度）之銷售金額已逾新台幣五十億

元，爰依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之事業結合型態，提出申請結合之申請。 
31中國信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截至九十年三月底之存、放款餘額約占本國銀行總額之三.

七八%及三.五六%。應收帳款收買業務量約占市場總量之九.三三%，僅次於華信商業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及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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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債權列為應收帳款外，尚有開立信用狀、直接匯款或收受票據等多

種方式可以選擇，應不致因本結合案而顯著提高。 

1.2 地理市場 

該案為域內結合，公平交易委員會考量「應收帳款收買業務」之

申辦門檻相當低，一般行業向經濟部商業司申請後即可經營，復以財

政部金融局於八十六年開放銀行申請經營該項業務後，陸續已有數家

銀行投入競爭行列，該市場已呈現高度開放自由競爭狀態，幾無任何

進入障礙。據此，公平交易委員會認定應為全國從事應收帳款收買業

務之銀行與應收帳款公司所形成之地理市場。 

（二）域外結合 

1.銀行業與資本公司 

（1）申請結合之事實 

民國 89 年 10 月 13 日，美商花旗集團公司(以下簡稱花旗集團公

司)新成立一百分之百控股子公司-AFS Merger Sub.Inc. (以下簡稱AFS) 

擬於域外與協富第一資本公司(以下簡稱協富公司)合併，協富公司為

存續公司，並成為花旗集團百分之百控股之子公司，而AFS 於合併

時，同時消滅。花旗集團公司預定於結合日當日，將取得協富公司股

票全部移轉予百分之百控股子公司－花旗控股公司。而花旗控股公司

再將取得之股票移轉予花旗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控股之子公司－花旗公

司。花旗集團公司、花旗控股公司及花旗公司將因AFS與協富公司於

域外結合及協富公司股票之移轉，而直接或間接控制「協富公司」、「協

富國際控股公司」、「協富貿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協富貿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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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台灣協富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協富信用卡公司)

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32。 

（2）審查過程 

1.1 商品市場 

該案中，公平交易委員會就花旗集團公司透過直接或間接百分之

百控股之子公司（花旗控股公司與花旗公司）在我國主要業務為金融

服務業務，包括銀行、證券、信用卡、保險代理、財務顧問及證券投

資顧問等業務；以及協富公司及其直接或間接百分之百控股之子公司

協富國際控股公司、協富貿易公司與台灣協富信用卡公司在我國主要

業務僅為分期付款買賣及信用卡業務界定商品市場範圍。因花旗集團

公司所提供之其他金融服務事業與協富公司在我國所提供之分期付款

買賣業務並不相同，且其相關事業結合造成金融商品市場重疊部分僅

為信用卡業務，故依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審查結果33，在其他情況不變

下，對台灣信用卡市場之市場結構或市場競爭程度並無明顯影響，應

無限制市場競爭之虞。 

1.2 地理市場 

該案為域外結合，但部分業務與國內相關，公平交易委員會評估

目前財政部核准經營信用卡業務者有五十六家信用卡發行機構，信用

                                                 
32花旗集團公司與協富公司之結合符合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與他事業合併」、

第二款「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

以上者」及第五款「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之結合態樣，故依公

平交易法第十一條規定提出事業結合許可之申請。  
33公平交易委員會依據八十九年七月底，審查花旗集團之花旗銀行以及協富公司之台灣協富

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個別於信用卡市場之市場占有率與排名，並評估本案結合後花旗集團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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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市場已有相當程度之競爭且無參進障礙，除現有業者外，新競爭者

亦得加入此市場。綜上公平交易委員會認定全國為地理市場範圍。 

 

2.銀行業與信用卡業結合案例 

（1）申請結合之事實  

民國 90 年 3 月 13 日，美商花旗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台北分公司擬

受讓台灣協富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之主要部分營業與資產34。  

（2）審查過程 

1.1 商品市場 

該案中，公平交易委員會係就銀行與信用卡公司之業務重疊部

分，即信用卡業務（包含VISA卡市場與MASTER卡市場）作為商品

市場。依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審查結果35，協富信用卡公司因發卡數

量有限，而未達一定之規模經濟，且衡酌國內信用卡市場刻值高度

競爭時期，本案結合後將不致對國內整體信用卡市場造成過高之反

競爭疑慮。  

1.2 地理市場 

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目前業者進入信用卡市場尚無太大障礙，

                                                                                                                                      

場占有率由七.六一％提升為八.三％，仍位於中國信託及台新銀行之後。  
34花旗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台北分公司上一會計年度（89 年度）之營業金額已超過新臺幣五十

億元，依公平交易法第六條及第十一條規定提出事業結合許可之申請。   
35公平交易委員會評估八十九年十二月底，美商花旗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台北分公司與台灣協

富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於VISA卡市場和MASTER卡市場之發卡數市場占有率，流通卡數市場占

有率，簽帳金額市場占有率後，認為協富信用卡公司之市場占有率及市場力量均仍甚低，縱

與花旗銀行台北分公司原有之信用卡業務整合，應不致造成極大之衝擊，故依公平交易法第

十二條許可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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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認定相關地理市場應為從事信用卡業務之全國信用卡公司、銀

行所形成市場。 

由上述最近十一個案例中評估公平交易委員會許可理由可

知，我國對於相關商品或服務市場界定，多以結合當事人於國內

市場的相關金融業務（商品）或服務為主，並就特定商品所形成

金融商品市場之競爭狀況進行評估；對於相關地理市場之界定，

多以「全國」參與者為市場範圍，至於跨國結合因各事業營業範

圍涉及不同領域，其相關地理市場有別於國內結合，但由目前結

合案中，公平交易委員會僅界定本國為其地理市場範圍。 

 

三、相關議題之探討 

近年來，拜資訊通信與網路科技的進步及貿易自由化形成全球市場，各

國的金融產業無可避免地必須面臨來自全球金融產業的強力競爭，而我國政

府除有意營造銀行合併的有利條件外，並擬促使具互補功能之大型銀行機構

進行合併，以擴大營業利基，增進我國銀行產業於國際間之競爭力，以因應

瞬息萬變的競爭環境。從上述案例中，可知我國金融業結合型態除同質結合，

即新銀行與地方信用合作社的合併，或外商銀行國內分行間的合併之外，其

他金融產業如證券業、保險業等相關事業的合併案件亦屬多見，值得注意的

是異業結合如保險業與資訊業，證券投資業與資產管理業或跨國結合案例日

益增加，因此相關金融商品市場與地理市場之界定更形複雜。以下探討相關

議題： 

一、金融商品組合與搭售行為（Tie-ins） 

4-27 



以往金融服務業者選定幾項金融商品作為銷售主力，因此未針對特定市

場需求與客戶喜好，提供整套金融商品服務與經營客戶關係。未來金融產業

於互相跨業經營下，將更強調商品與顧客之關係，並依其需求量身打造金融

商品。而顧客對於金融商品好壞與價格敏感度相形提高，使得過去同質性高

的金融商品市場亦隨之改變。以美國為例，美國司法部於銀行併購案的審理

實務中，進一步依服務顧客的對象區分商品市場之等級，因此以下探討金融

商品組合與金融機構搭售行為之異同，以及對妨礙市場競爭之影響。 

（一）金融商品組合 

目前最為熟悉與運用的金融商品組合有所謂的特殊性存款，它是結合活

期類存款的方便性和定期存款高利率的優點，甚至結合其他投資工具的存

款，例如，綜合性存款乃是將活期存款、活期儲蓄存款、定期儲蓄存款、擔

保放款等納入同一帳戶，存戶可憑單一存摺，辦理活存、定存、提款或借款

等金融服務；而套餐型存款乃指存款、基金、貸款、保險等金融商品組合的

存款。 

又如國際間各國稅賦的不同，企業可運用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全球存託

憑證（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GDR）等新金融商品，至海外籌募資金，

降低籌資成本。此外，為規避政府的管制，如早期的外匯交換（currency swap）

乃為逃避英國政府對外匯之管制而誕生；貨幣市場共同基金（money market 

mutual fund）則為規避存款準備率及存款利率上限的管制而誕生。 

再論期貨市場主要之經濟功能於生產者或廠商的應用避險功能，即將其

成本或售價之風險透過期貨預買或預賣，減低其營運風險。但市場提供避險

之機能，也必須有人願意承擔轉嫁風險，投機者應運而生，他們提供風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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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預測期貨市場價格變動，從而獲取利潤。同質期貨市場商品的價格常具

有高度相關，尤其在用途上具有高度替代性的商品，在既定的市場供需下，

這些替代性商品的價格，有一定的比例關係存在。 

如上所述，可知所謂的金融商品組合包括財務工程的規劃、避險目的之

衍生性金融商品、以及產業技術人員的協助等。其金融商品組合的誕生原因

不外是（1）因應顧客的需求；（2）提供顧客多種的選擇；（3）作為風險管理

之工具；（4）作為交易上的優勢；（5）作為價格發現的功能；（6）促進市場

效率及完整性；而其特性為：（1）商品功能性多，運用便利；（2）以小搏大、

槓桿大、風險大；（3）商品複雜，評價難；（4）交易策略繁多，風險難以衡

量；（5）資產負債表外交易。 

（二）搭售行為 

所謂搭售係指於買賣或租賃契約成立時，賣方要求欲購買某一商品（搭

售商品）之買方須購買另一交易習慣上不相關之商品（被搭售商品，tied 

product, tie-ins）之交易，意即交易相對人併同購入自己或指定事業之商品或

服務，或其他強制自己或指定他事業交易者。搭售因具有排他性交易性質，

又稱「追加的排他性交易」，其目的不在維持買賣雙方間組織性之交易關係，

而在於將賣方對甲商品之支配能力延伸至乙商品，排除了生產或販賣乙商品

之競爭業者，使其退出市場，直接或間接引誘或強制競爭者之顧客與自己交

易行為，剝奪顧客選擇商品之自由。                                

以日前微軟的軟體搭售案件而言，美國反托拉斯署依據電腦軟體的機能

與種類，判斷該案搭售行為是否 1.強制剝奪顧客選擇商品的自由；2.妨礙其

他商品市場的競爭者參進市場，促使競爭力降低。目前不少地方存在商品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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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現象，即以名牌、優質、暢銷商品搭配雜牌、劣質、 滯銷商品出售，引起

廣大消費者強烈不滿，但因商品各有其特性，且不是全國一致行動，商品搭

售問題難以徹底解決。商品搭售雖然能夠推銷一些劣質、滯銷商品，為企業

或個人謀取經濟利益，但對國家、企業與廣大消費者的長遠利益危害甚大。

但因硬性搭售質次價高的滯銷商品，不但保護劣質、滯銷商品的生產和銷售，

造成社會資源的浪費，亦可能影響銷售正常的商品及企業的聲譽，更將損害

廣大消費者利益。 

各國競爭法皆設有垂直限制之相關規範。歐盟係以羅馬條約維護歐洲共

同市場之貨物自由流通原則；美國反托拉斯法，主要由判例法形成「當然違

法原則」與「合理原則」予以判斷；日本獨占禁止法，除訂有不公平交易方

法規定外，另由實務發展出相關指導準則，俾為執法準繩。至於我國，係規

定於公平交易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六款及同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四條。搭

售乃屬於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第六款中限制垂直性交易的一

種行為。垂直交易限制型態依價格競爭方法分為垂直價格限制與垂直非價格

限制，前者稱為轉售價格之限制，後者稱為排他性契約。而垂直性非價格限

制依其限制內容可劃分為「獨家交易之安排」、「搭售」、「地域限制」、「顧客

限制」等類型36，以下介紹「搭售」行為。  

 1.歐盟  

  羅馬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37規定：「凡有影響會員國間貿易之虞，並以

妨礙、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場內的競爭為目的，或有此效果之事業間協議、事

                                                 
36 有關「獨家交易之安排」、「地域限制」、「顧客限制」請詳參黃建誠，垂直性交易限制。 
37早於 1966 年，歐洲法院於Consten Grunding V.Commission案，即認為不論水平限制或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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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團體的決定，以及一致性行為，均與共同市場不相容，應予禁止」。其中（e）

款係規定搭售38，即「契約的締結以他方當事人接受附帶義務為條件，而該

附帶義務的性質或依商業習慣，與契約標的無關」。 

  換言之，垂直限制39倘具備：（1）確有事業間協議、決定或一致性行為

存在；（2）對共同市場內的競爭有妨礙、限制或扭曲之虞；（3）會員國間貿

易可能受到影響等要件40，即違反羅馬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但如

有重大公共利益，雖然協議、決定或一致性行為被認定違反第八十一條第一

項，仍應考慮該等契約、協議是否得因同條第三項41的規定而豁免。惟執委

會似有逐漸著重涉案事業之市場占有率作為判斷垂直限制是否違法或得否適

用集體除外規則而自動除外之先決要件。 

                                                                                                                                      

限制，均應受羅馬條約第八十一條（以前為八十五條）之規範。  
38 （ａ） 直接或間接固定買價、賣價或其他交易條件；（ｂ） 限制或控制生產、行銷、技

術發展或投資；（ｃ） 分配市場或供給來源；（ｄ） 與其他交易對象，就相同交易適用不同

的條件，使其處於不利競爭的地位。    
39羅馬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所禁止之限制競爭，須對市場競爭造成顯著（appreciable）之

影響，始足當之。實務上，歐洲法院即發展出所謂微小不罰原則（the deminimiss rule），俾

將某些因市場占有率低微，致不可能對市場競爭發生顯著影響之行為，排除於羅馬條約第八

十一條第一項禁制之列。為判斷限制競爭效果是否已屬顯著，執委會乃自 1970 年起，公布

所謂關於低度重要性協議通告（Notice Concerning Agreement of Minor importance），將效果

是否顯著之概念予以量化。嗣經歷次修正，依現行之 1997 年 12 月 9 日通告，指出事業聯

合之市場占有率規範門檻，水平者為百分之五，垂直者為百分之千；水平與垂直之混合者，

或難辦其為水平抑或垂直者，均為百分之五。惟不論為垂直或水平之聯合，如其目的在限制

價格或分配市場者，雖其市場占有率末逾上述門檻，仍不得排除受羅馬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

項之規範。  
40原則禁止規定。 
41羅馬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本條第一項於下述情形得宣告不適用：事業間任何協

議或特定類型的協議；事業團體的任何決定或特定類型的決定；任何一致性行為或特定類型

的一致，有助於商品生產與銷售的改良，或促進技術或經濟的進步，同時令消費者享有因改

良或進步所致利益的合理部分，且不會：（a）對事業為實現上述目標造成不必要的限制；（b）
使該等事業有消除係爭產品重要部分競爭的可能。」依上述第三項除外許可之規定，於某些

特定經銷型態或特定產業上，時常訂定之垂直限制經銷契約。此為一般所稱除外許可（the 
grant of an exe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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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聯盟執行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 2000 年 5 月 24 日公布

一項新的「垂直限制指導原則」（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42垂直協議

規範會員國的競爭主管機關及法院。垂直協議係指在同一生產或銷售鏈中，

處於不同階段的事業間，銷售或購買商品或服務的協議。這項改革主要適用

於如獨家與選擇性銷售協議、單一品牌協議等。這項新原則的基本目標在以

一套規則作廣泛的適用，包括商品、半成品以及服務，以減輕管制的負擔，

特別是無市場力量的中小企業。新的集體豁免規則允許市場占有率在 30%以

下的事業，得以於歐盟競爭的安全地帶（safe harbour）下，依照其個別的商

業利益和順應經濟環境的變動，自由地進行生產與銷售協議。然而仍有兩套

限制排除於集體豁免規則的適用。 

第一套關注的是所謂的惡性限制（hard-core restriction），事業不允許在

其協議中使用下列限制：（1）生產者不得限制銷售者的轉售價格，然而價格

上限或建議價格通常是允許的；（2）生產者不得限制銷售者供貨給任何主動

下單的顧客，亦即銷售者得以自由對歐盟內任何顧客的商品或服務需求加以

回應。銷售者也得以自由對使用網際網路提出的需求加以回應；（3）供貨給

選擇性銷售系統的生產者，不得限制被授權的銷售者主動或被動銷售給最終

消費者或其他被授權的銷售者；（4）購買零組件以組裝於自己商品內的生產

者，不得限制零組件的供應者銷售這些零組件給最終消費者或獨立的修補業

者。這些限制被嚴格禁止，以維持銷售者間自由的價格競爭，保障消費者的

利益，以及在歐盟內任何地方購買所需商品及服務的權利。  

                                                 
42自 2000 年 6 月 1 日起生效。乃是用來輔助 1999 年 12 月通過的集體豁免規則（Commission 
Regulation No 2790/1999）。此指導原則和法規共同構成有關「垂直協議」較經濟、較少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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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套限制雖不適用於集體豁免規則，但在某些情況下仍與歐盟競爭規

則相容。最重要的部分是，要求銷售者僅能轉售單一供應者的品牌，而協議

的效力超過五年的禁止競爭契約（non-compete obligations）。這種限制因為可

能具有很強的市場封閉效果，因此不適用於集體豁免規則。 

2.美國  

    美國之反托拉斯實體法是以休曼法第一條、克萊頓法第三條及聯邦貿易

委員會法第五條規範垂直性限制43「搭售」。且實際上認定涉案案件違法與否

之判斷基準，則以聯邦最高法院累積各種實例所形成之當然違法原則（per se 

illegal）與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美國司法部亦於 1985 年訂定垂直限制

指導原則作為違法判斷標準。  

早期判斷搭售乃以賣方於搭售商品市場上具有獨占性（monopolistic）、

控制性（dominant）或充分經濟力（sufficient economic power）之市場地位；

同時賣方已實質性的支配商品市場之交易數量（ substantial volume of 

commerce）者，即構成休曼法第一條、克萊頓法第三條等規定之違法。於 1970

年美國國會修正銀行控股公司法，禁止銀行從事傳統（如融資、貼現、信託）

以外之金融服務，國會意圖規範銀行所涉入非金融市場之運作，此項禁令亦

包括銀行持有公司及子公司，除此之外，禁止銀行與其顧客做出特定的協議，

如要求顧客不得與其競爭者（包括銀行控股公司或非銀行會員）得到其他信

用、財產或服務，除非銀行能確信該信用的保障有合理必要的強制。 

惟自 1980 年代起，美國為判斷搭售案件，乃提出合理原則，即 1.檢視賣

                                                                                                                                      

之競爭政策的基礎。  
43對維持轉售價格及經銷區域、顧客之限制，係依休曼法第一條規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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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於搭售商品市場上有無相當程度之市場支配力；2.賣方在獲取被搭售商品

市場支配力可能性之高低；3.以是否具有同一經濟效率區別兩商品是否為獨

立商品；4.比較衡量對社會性福利與反競爭效果有無違法性。  

   換言之，本指導原則係依兩階段方式以檢視有無阻礙競爭之效果，第一

階段的市場構造篩選（Market Structure Screen）方式，乃首先決定分析對象

之市場後，若符合下列任一要件即無違法性問題：1.於相關市場上占有率不

足 10%；2.垂直性限制指數44（Vertical Restraint Index）不足 1,200，且涵蓋

比率己(cover aggregation)在 60%以下者；3.供需雙方相關市場之垂直性限制

指數均不足 1,200；4.供需雙方相關市場之涵蓋比率均在 60%以下45。     

    第 二 階 段 則 為 結 構 性 合 理 原 則 分 析 （ Structured Rule of Reason 

Analysis），首先就市場進入之難易度進行評估，若新業者容易進入供給或經

銷之任一市場時，即無反競爭之可能。而是否易於加入的衡量基準如：（1）

特定之生產設施或經銷設備是否為高額投資；（2）進入市場所須之籌備期間；

（3）須擁有高價之作業場所，且不得易為他用，則屬加入困難之市場；（4）

須經長期建立公司信譽後，始得加入銷售市場，則屬加入困難之市場。  

                                                 
44垂直交易限制指數(Vertical Restraints Index)，係指將一市場中採行交易限制之當事人市場

占有率平方之總和。例如，如果在經銷商市場中只有兩個經銷商彼此採行一個交易限制，其

市場占有率分別為  5%及  20%，則經銷商市場之垂直交易限制指數等於 5＋20＝
25+400=425。如果有四個供應商彼此採行垂直交易限制，其市場占有率各為 25%，則供應

商市場垂直交易限制指數為 25＋25＋25＋25 =625＋625＋625＋625=2500。垂直交易限制指

數最大的可能數值足l0,000，即在市場上僅有一個廠商且該廠商採行垂直交易限制之情況

下。垂直交易限制指數反應出採行垂直交易限制之事業間市場占有率的分配情形，以及在相

關市場中該垂直交易限制被採用的程度。   
45上述 1.即是設定 10%以內之市場占有率為垂直限制之安全地帶（safe harbor）；2.為確定供

應市場未有集中化現象且實施程度不普遍；3.表示供需雙方市場均無集中化且大部分企業亦

未實施限制，故均無反競爭可能性；4.顯示供需雙方市場之實質部分未受限制，故亦無反競

爭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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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不能依上述基準認定市場加入難易度時，可再參考下列原則：（1）確

認市場垂直性限制指數與涵蓋比例：如前者低於 1,200 或後者低於 60%，則

無反競爭之可能，否則數值、比例愈高，反競爭之可能性愈高；（2）相關市

場狀況：如商品有無同質性、過去有無共謀之紀錄等；（3）排他性效果之強

弱：如考量限制期間之長短、違約金金額之高低、營業績效之基本設施規模

大小；（4）限制者之意圖：凡針對共謀之目的特地實施限制者，排他效果愈

強；（5）限制者之市場地位：如為中小企業或新業者，通常認為有益提昇本

身效率且無排除或助長共謀之意圖；（6）效率性之證明：凡限制者可證明該

限制有益本身企業經營效率，則反競爭之可能性即小。  

   另有關搭售，合理原則認為除非賣方於搭售商品市場上，顯然非居於控

制性（dominant）地位外，否則仍應分析其市場競爭效果，始能決定是否違

反競爭，即若賣方於搭售商品市場占有率不足 30%，則推定無市場控制性地

位。反之若賣方市場占有率逾 30%，則應檢視賣方是否持有控制搭售商品市

場之力量；若有控制搭售商品市場之力量且實質性地引起被搭售商品市場反

競爭效果者，即認該搭售契約違法。因此，雖其市場占有率逾 30%，惟實質

上賣方並無市場控制地位時，應依上述原則分析是否因此引發被搭售商品市

場之限制競爭效果。  

搭售是否違法尚需視事業之行銷策略和通路管理來判斷，亦即事業之限

制行為須經過經濟面分析後，判斷是否為競爭法所禁止之客體。通常搭售契

約負面之社會福利效果為：（1）市場閉鎖：公司利用在搭售商品之市場支配

力，排斥被搭售商品之競爭者於市場外，以阻礙潛在競爭者加入搭售市場。

此效果於搭售與被搭售之商品間具有輔助關係時更為顯著。（2）差別取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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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基於合併訂價考量之外，實施差別取價策略而採行搭售型態尚有依時間差

別取價、依贈品搭售差別取價，及依補充財搭售差別取價等類型。整體而言，

因差別取價本身尚無一致性之評價，故有關搭售差別取價之社會福利效果並

不明確。 

3.我國公平交易法之規定  

    現行規定我國有關垂直性非價格限制之規範，乃規定於公平交易法第十

九條第六款。第十九條規定為：「有左列各款行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

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不得為之：．…‥六、以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

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易之行為。」且依同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四條之例示，

其限制包括搭售、獨家交易、地域及顧客等限制事業活動之情形。而事業之

競爭行為是否構成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要件，應就事業採取之（1）競爭手段

本身是否具有不公平性或；（2）競爭結果是否減損市場自由競爭機能，判斷

之。 

   又依據公平交易委員會第五十四次委員會議之結論，只要有實際造成損

害之可能性，以及考量市場占有率之高低、市場力量之強弱、競爭商品差異

程度或其他足以構成市場進入障礙的因素，即具可罰性。於篩檢經濟分析效

果時，若事業對於交易相對人所為之交易限制結果導致事業具有市場力量之

可能或造成產業競爭之僵化，即屬不合理，並構成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要件。

但仍應與第十九條所主張有無正當理由互相配合觀察，以決定是否造成妨礙

公平競爭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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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正當與否之判斷要素46，應綜合（1）當事人意圖、目的；（2）市場

地位；（3）所屬市場結構；（4）商品特性；（5）履行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等。所謂當事人之意圖、目的係衡量實施之動機係為排除競爭者，以達限制

市場競爭之目的，或基於進入市場之考量而有經營上合理之必要性；至於當

事人之市場地位，包括行為人與相對人之市場占有率、商品銷售量等狀況；

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履行情況則包含市場集中度、商品差別化程度、市場

加入難易度、行銷通路分布狀況、契約期間長短及其他競爭者實施類似限制

情形等因素。  

   至於我國對搭售案件的處理，係以構成要件所含二因素為門檻，即（1）

至少有二種可分之商品（服務）；（2）須存在明示或默示之約定，買受人無法

自由選擇是否向出賣人同時購入商品。另以違法標準之三個因素為判斷標

準，即（1）出賣人須在搭售商品（本文之主商品）擁有一定程度的市場力；

（2）判斷有無妨礙搭售商品（主商品）市場競爭之虞；（3）有無正當理由。

至於應考量的經濟因素如何則無定見。 

   四、其他相關問題 

（一）互惠交易：我國並無明文規定其他形式，僅概括規定「其他垂直

非 價 格 限 制 交 易 行 為 」， 而 其 中 一 項 值 得 重 視 的 行 為 是 互 惠 行 為

（reciprocity）。互惠交易最簡單的認定方式為買方向賣方表示：「如果你肯向

我買 X 商品，我才向你買 Y 商品」。在外觀上，互惠交易與搭售行為很類似，

所不同的是，搭售是賣方運用經濟力量來獲取在另一個市場上的利益，而互

                                                 
46應依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判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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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行為則是買方。本質上，互惠行為對市場造成的危險與搭售相同，故衡量

是否違法的標準近似，即若 1.買方在所購入商品的市場上有相當之實力；2.

在互惠行為下，賣出商品獲得重大收益時，其行為即屬違法。  

    （二）獨家授權經銷約定 

  排他性的約定包括排他購買，或稱獨家購買及排他經銷，或稱獨家經銷。

前者係指顧客僅能就特定的商品（如保險商品）向該金融機構購買；後者則

為銀行與同屬控股母公司之保險子公司就特定商品或勞務，於特定地理區域

（營業區域）之內，由該保險子公司獨家經銷金融商品。因此，金融機構若

欲建立一個控制嚴密之經銷體系，可於其預定經營之區域內，按計劃設置分

支機構，直接由總行支配指揮，或於跨國貿易之情況下，成立控制關係緊密

之子公司，建立一完整的經銷網路。通常經銷商的保險子公司於特定地理區

域內享有獨占的經銷特定金融商品權利，是為獨家授權經銷之特色，亦為契

約必要之點，若缺此要素，僅為一般的經銷契約而已。分別言之，獨家購買

契約多懼其為期過長，恐有害於正常競爭並加損害於購買人；反之，獨家授

權經銷雖無此顧慮47，但若有利用該約定而為價格、交易對象或其他交易條

件之限制，致生損害於市場競爭之正常運行者，則應受限制競爭法之規範。  

   （三）獨家購買約定  

   依據獨家購買約定48之定義，顧客受契約之拘束，於一定期間內須向特

定金融機構購買某限定種類之商品或受某限定種類勞務，如房屋貸款付隨火

                                                 
47 蓋正常情況下，製造商不欲以獨家經銷權長久授於一人 
48 通常獨家購買約定乃指經銷商受契約之拘束，於一定期間之內須向特定之生產者購買某

限定種類之商品，或受某限定種類勞務，而不得向其他供應者求為相同種類商品或勞務之供

應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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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保險商品，須向其保險子公司購買，而不得向其他金融機構購買類似商品

或勞務之約定。顧客經由獨家購買契約之訂定，於一定期限內被限制與其他

金融機構交易之機會。然一旦積聚一定數量之同類協定，即不易有新加入者

進入該金融商品市場。換言之，獨家購買契約排除或減少金融商品供應者之

競爭對手參與市場經濟活動之機會，且獨家購買契約存續的時間越長，對消

費者的影響越大，而金融機構之競爭對手欲與消費者交易機會亦變得渺茫。

另外，亦應從市場之結構、金融機構之占有率或所掌握的市場之大小等諸項

因素，詳加剖析評估，若金融機構於該金融商品市場所占的地位，不具一定

市場經濟力，顯無影響供給能力。 

   （四）選擇性經銷約定  

   銀行與保險子公司或非同一企業集團之保險公司訂定選擇經銷約定

49，如銀行為保持特定商品或勞務之聲譽（如火災、汽車等保險金融商品），

其保險子公司或非同一企業集團保險公司50若不具銷售該商品所需之必要設

施或銷售能力，徒然損害該商品之商譽。如保險商品著重於保險業務員對所

欲經銷商品本身功能、構造、特性之瞭解，以及是否備有必要之專門諮詢知

識。上述專業知識及配備，保險商品出售前對顧客的介紹、講解、操作示範，

及售後指導運用、更新契約內容等、皆有莫大重要性。若以客觀確定之標準

挑選保險公司，且無歧視待遇情況下，選擇某一保險公司經銷金融商品的約

定，應予合法化。因商品本身性質之需要，非以一合格的專業公司或專業人

                                                 
49 通常乃是供應商選擇具備其產品銷售能力之經銷商，而與之訂定之經銷約定。 
50 依據金融控股公司法第 43 條規定，金融控股公司與其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業務或交易行

為、共同業務推廣行為、資訊交互運用或共用營業設備或營業場所之方式，不得有損害其客

戶權益之行為。未來銀行人員只要取得專業證照，即可行銷保險金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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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銷售該商品不可，則透過選擇專業經銷公司或人員制度，以過濾精選專業

人員，似並無違反公平競爭之原則。  

二、域外結合問題 

面對多變及多樣之跨國經濟活動，即使國際間 WTO 之國際貿易規範亦

不足以全然確保全球公平之競爭交易秩序，故巨大企業合併、敵對收購可能

造成企業集中及濫用優勢地位等相關競爭議題，不容忽視。購併風潮係當前

不可擋之國際經濟趨勢，而最常見購併原因有：增強市場力、取得股價上揚

的利益、引進較低價格擴大生產規模、以低價取得設備、形成經濟規模、財

務上經濟規模、生產合理化、補充經營資源、分散風險、取得有利之稅制等。

除了以上理由，跨國購併之好處尚可突破關稅及貿易壁壘，無需運輸費用等。 

跨國購併雖可增進上述經濟效益，但規模擴大所帶來的產業集中效果，

卻可能使國內產業面臨不公平競爭之危機，特別是利用跨國購併之作法，（1）

以國際卡特爾型態行分割市場之共謀；（2）以國際結合方式強化市場優勢及

市場力量；（3）以優勢地位進行杯葛；（4）單方面拒絕交易；（5）維持轉售

價格；（6）差別取價等，均極可能造成妨礙競爭者進入等潛在之反競爭效果，

且調查困難度亦相對升高，包括市場定義上之困難、調查資料之不易取得，

再加上國家管轄權間之衝突與主權尊重等，在在使得競爭法域外適用雖有其

必要性，確也有執行上之困難。 

目前公平交易委員會「域外結合案件處理原則」51明文規定「域外」結

合乃指二個以上跨國企業在我國領域外結合，且結合型態 1.我國公司與外國

                                                 
51此原則採取美國管轄權理論—修正的「效果主義」，並導入國際禮讓原則等基本概念，於

民國 89 年 9 月 15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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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結合；2.我國公司與跨國企業分公司的結合；3.外國母公司於我國境外

結合，但影響及於我國境內的子公司52，並對我國市場「有直接、實質且可

合理預見的影響」53，即有權介入管轄。同時考量諸多因素54後才決定是否管

轄該結合案，而參與結合事業的銷售金額計算方式，「以該外國事業在我國領

域內的銷售金額，及我國事業自該外國事業進口商品或服務的金額核計」。 

   另外，公研釋 O 九五號：「有關跨國企業集團為調整組織結構，企業集

團所屬之各關係企業於我國境外相互移轉股權，致其投資於我國境內之子公

司持股比例因該境外結合而改變，並使集團內關係企業之一持有我國事業股

份達三分之一以上，是否須依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向本會提出結

合申請，須視參與結合之一事業是否有符合本法第十一條各款規定，及該境

外結合有無引發我國管轄境內該集團所屬企業間有本法第六條第一項各款所

稱之結合情形而定…..」。 

    換言之，跨國企業集團所屬之各關係企業於我國境外相互移轉股權，致

其投資於我國境內之子公司持股比例因該境外結合而改變，即跨國企業集團

為了達到調整組織結構之目的，透過企業集團所屬各關係企業於我國境外相

互移轉股權，以致投資於我國境內子公司之持股比例因該境外結合而有所改

變，並使集團內關係企業之一持有我國公司股份達三分之一以上，如果因該

                                                 
52 即當結合主體分屬我國及他國領域內的事業結合，或外國事業於我國領域外進行結合，

而導致其所屬在我國領域內的關係企業或分公司間，有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情

形的結合行為者準用之符合公平交易法之結合規範。 
53 公平交易委員會多以個案作實質認定「直接、實質且可合理預見的影響」之方式。 
54 域外結合之其他考量因素如下：1.結合行為對本國與外國相關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2.
結合事業之國籍、所在地及主要營業地；3.意圖影響我國市場競爭的明確性程度及其預見可

能性；4. 與結合事業所屬國法律或政策造成衝突之可能性程度；5.行政處分強制執行之可能

性；6.對外國事業強制執行之影響；7.國際條約、協定或國際組織的規範情形；8.其他經公

平交易委員會認定重要之因素。域外結合案件，如參與結合事業在我國領域內均無生產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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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結合而使我國管轄境內該集團所屬企業間有發生結合之情形者，應受國

內公平交易法之規範55。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跨國企業集團即使不以有形的結合型態，亦可透過

網際網路的假想市場，自由地進行交易。在此市場買賣雙方不須破壞既有的

銷售與購買管道，即可透過新管道快速找出有利的交易對象，縮短處理交易

時間並削減交易成本。但是，透過網路並不代表企業之間便無地理市場之劃

分。因「地理市場」重點著重於供需雙方的活動範圍，亦即供需雙方活動範

圍之限制，而非僅係物理意義之空間限制。儘管透過任何一台電腦均可使我

們進入企業進行消費行為，但並不代表需求者會將活動範圍擴及到該供給者

之活動範圍，故在電子商務的時代亦限制了市場範圍。 

    只是，過去限制經濟活動範圍的主要原因是空間上的障礙，如商品或勞

務的性質或運輸費用的考量，都是空間上的距離所致。而網路上所受到的活

動限制已不再是「地理」或「空間」，而是語言，「語言」似乎已成為網路上

的「虛擬地理」。因此，在劃分地理市場時，若供給者於線上所使用的語言不

同，儘管考量商品或勞務的性質、企業所採取之經營型態或法令上的限制等

因素，而將其劃入同一地理市場，但由於語言的隔閡，需求者不會於該企業

網站從事消費，因此無法將此類供給者劃入同一地理市場。 

故競爭法雖為一國內法，但在認定國內外跨國企業之市場地位時，應考

量金融市場上需求者的消費習慣，如線上購物是否已經成為主要的經濟活

動，以及在今日或未來競爭法以語言作為虛擬地理的概念，亦不容忽視。 

                                                                                                                                      

供服務之設備、經銷商、代理商或其他實質銷售管道者，公平交易委員會不予管轄。 
55 詳參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84.7.1.公研釋字第 09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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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綜合上述，金融業乃介於完全競爭市場及寡占市場之間，而金融市場集

中度降低造成金融機構競爭激烈，獲利率下降，更未達大型國際性銀行經濟

規模。為提升我國金融機構競爭力，因應未來加入 WTO，國際化的競爭市

場，以及考量我國之保險、租賃、票券業分別跨足消費金融、資本性融資、

直接金融等業務，故國內於界定金融機構競爭市場，宜考量下列因素： 

（一）界定金融地理市場範圍 

1. 確認結合當事人的競爭對手56； 

2. 消費者的特性57； 

3. 資深經理人間合意； 

4. 交易的特性； 

5. 潛在參進者58； 

6. 限制市場參進法律； 

7. 分支機構家數、形成之地理網路位置及在相關市場的特質59； 

8. 被購買金融機構之競爭活力60與財務問題；  

9. 該市場之經濟狀況及對退出市場的需要61； 

                                                 
56因為相關市場範圍內的商品不一定全由銀行或其他存款機構所提供。 
57如人們通勤至另一個區域工作的通勤資料。又如電子銀行降低銀行的經營成本，降低銀行

於地方設立分支機構的重要性，也改變了消費者的消費習慣。 
58如來自市場外之金融機構的競爭者，評估買方是否為該市場上企業金融服務有效的競爭

者。 
59如評估每一家分支機構被當地企業整體使用的情況以及對其他企業潛在的吸引力，或銀行

服務與行員的需求等。 
60如被購併者為市場上極具攻擊性的競爭者，應特別斟酌合併後市場競爭可能會減少的情

況。  
61經濟條件是否能支撐現有銀行的存在亦是考量因素，如評估出售分支機構對於該金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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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市場之其他特有因素62等。 

（二）界定金融商品市場範圍 

1. 金融商品特性63與傳送方法64； 

2. 金融商品價格變數65； 

3. 關於消費者從單一金融機構購買相關商品之傾向的統計資料； 

4. 每個人購買商品的種類及從特定金融機構所購買商品的種類； 

5. 消費者偏好的統計資料； 

6. 企業對銀行金融商品需求之潛在影響66； 

7. 從現有商品轉換為其他商品的獲利性； 

8. 金融商品供給的調整時間67； 

9. 金融商品配銷方式改變與創新； 

10. 金融商品組合的特性與品質68； 

11. 商品有無排他性契約、搭售、差別訂價 

12. 產業情況變化69等。 

                                                                                                                                      

於該市場存活的可能性與整體的有效性。 
62 如分支機構之位置、以及與企業往來容易的程度。 
63如消費者因某一金融商品相對價格上升而轉換其他金融商品的特性關係。以貸款為例，每

一筆貸款有不同的規模、期間、附屬擔保物等，因此各種貸款間彼此不一定有替代關係，也

因此並不一定屬於同一個市場。 
64 如網際網路的傳遞方式。 
65如存款或放款基本價格(base price)的衡量變數包含利率，或因存、放款所衍生的其他費用；

至於其他型態的交易，如資產管理等之基本價格則可考量為服務費。 
66如中型企業與小企業的需求不同，通常需要較高的資本與較複雜的資金管理服務。 
67 如事業因競爭對手的價格上漲，而在一年內可以最少的投資調整供給，並提供相同服務

時，即歸屬同一市場。 
68 如金融機構結合後市場上事業間的依存度提高，以致價格有可能提高之情形，而導致服

務品質降低或減少商品的多樣性的情形。 
69人口結構的改變、家庭財富的增加以及金融服務部門的轉變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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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上相關因素 

1. 金融事業活動間發生於境內之關聯； 

2. 金融事業活動在境內具有實質、直接或可預見的效果； 

3. 主要從事金融事業活動應受規範個人之國籍、住所及經濟活動與規範國家

間之關聯； 

4. 主要從事金融事業活動的國家與某些受保護之人間的關係； 

5. 受規範之某項金融事業活動的特性，及該規範對管制國的重要性； 

6. 其他國家規範該項金融事業的活動程度； 

7. 該項金融事業活動於國際間不被接受的程度； 

8. 該國際管制可能產生之保護或傷害存在合理的期待； 

9. 該國際規範對國際政治、法律或經濟體系的重要性； 

10. 該規範與國際體系傳統一致的程度； 

11. 他國有興趣規範該項金融事業活動之程度； 

12. 與其他國家規範產生衝突的可能性等。 

    最後，因銀行、證券或保險公司分屬不同市場，不同類別事業間的合併

雖不致提高市場集中度，卻可能增加異業的提攜、相互支援，並排除競爭對

手，惟金融事業統合可促使異業間互相跨業經營，進而促進競爭，且鑒於國

內金融機構在現行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公告金額（新台幣五十

億元）之標準下，幾乎每一家之銷售金額均跨過門檻，從而造成渠等間所為

之結合，均無法豁免於中央主管機關之審查，故中央主管機關應對銷售金額

之公告，得就金融機構與非金融機構事業分別為之。 

再者，界定金融機構之競爭市場方面，似乎不須完全從地理區域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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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來思考，亦可從專業銀行的功能等方向考量，如整體外商銀行之存放款業

務量占全國銀行業之比重甚低，非競爭力之所在，故倘若以消費金融、投資

銀行、外資證券保證及衍生性金融商品等核心業務面分析，應更具有意義。

因此，考量金融業結合對競爭之影響時，似不宜以全公司之總業務量考量，

因其所需人力及時間之耗費極大，加上資料之可取得性及完美性之限制，若

以投入成本和經濟利益相較，則政策執行成效預期對整體經濟將產生負面影

響。 

另衡諸歐美或日本反托拉斯法，對獨占之認定，係針對起訴個案，蒐集

相關數量性及非數量性各類指標及證據，作為相關市場認定之標準，並衡量

影響壟斷力運作之因素，據以作成判決，而非在事前針對全體產業作全面性

之市場範圍界定，該做法似為一可行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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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金融業市場結構、行為與績效 

本文將利用產業組織架構中之結構–行為–績效模型，來分析我國金融

產業之現況。產業組織學起源於 1930 年代之 E.S. Manson，在經過 Joe S. 

Bain、G. J. Stigler、F. M. Scherer 等多位學者之努力，至 1960 年達到鼎盛，[圖

3-1]為其組織分析架構模型。市場結構表示產業特性與廠商間的競爭行為，

包括：買賣方人數、產品差異化、進入障礙等；市場行為是廠商因應市場結

構與市場變化所產生之行為，包括：訂價、研發、行銷等；市場績效則是廠

商營運的結果，包括：生產與分配效率、進步、充分就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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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產業組織分析架構 

需求面
．成長性、替代性
．價格彈性
．行銷方式
．購買方式
．循環與季節波動

結構
．銷售廠商及消費者數目
．產品差異化
．進入障礙
．成本結構
．垂直整合
．集團企業

供給面
．原料、技術、工會
．產品耐久性
．價格及重要性
．企業態度
．公共政策

行為
．定價行為
．研究與創新
．產品策略及廣告
．設廠投資
．法律行為

績效
．生產及分配效率
．進步
．充分就業
．公平

資料來源：F.M. Scherer, Industrial Market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Rand McNally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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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銀行業 

一、市場結構方面 

1、產業集中度 

一般常用於衡量市場集中度之指標為：集中率（Concentration Ratio，

CR）、赫芬得爾指數( Herfindahl- Hirschman Index70，HHI)，此二種集中度指

標皆以廠商市場占有率為計算基礎，數值愈大表示市場集中度愈高，即市場

競爭度愈低。銀行業主要業務為存款與放款，因此本文採用存款與放款之市

場占有率來計算產業集中度，並分別比較銀行業之前四家集中度(CR4)、前八

家集中度(CR8)及HHI。 

其中提供存款業務的金融機構包括：本國一般銀行、信託投資公司、外

國銀行在台分行、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提供放款業務的

金融機構，包括：本國一般銀行、信託投資公司、外國銀行在台分行、信用

合作社、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保險公司、證券金融公司。由於資料取

得困難，無法涵蓋全體金融機構，因此在計算存款集中度，以本國一般銀行、

信託投資公司、外國銀行在台分行為樣本；計算放款集中度，以本國一般銀

行、信託投資公司，外國銀行在台分行、保險公司為樣本。各金融機構存、

放款業務之占有率如[表 3-1]。不論存放款業務均集中在本國一般銀行，且比

重逐年增加，至民國 89 年，本國一般銀行存款業務占全體存款金融機構之

84.9%，放款業務則占 83%。 

[表 3-2]為銀行業之存、放款集中度。存款集中度方面，銀行業的前四家

                                                 

70 HHI之計算方式為： , 其中 為第i家廠商之市場占有率。 ∑ 2
i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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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銀行業市場的 35%以上，前八家在 50%以上，HHI則在 500 以上；放款集

中度方面，近年來銀行業的前四家已低於市場的 30%，前八家亦在 50%以下，

HHI則約在 380 左右。在計算銀行業之存款集中度時，郵政儲匯業務所占比

重相當高，約在 15%以上，而放款集中度方面，郵政儲匯業務所占比率幾乎

趨近於零；相較之下，放款集中度較能顯示出我國銀行業之集中度。若配合

Bain之衡量標準71觀察銀行業之放款集中度CR4、CR8，可知我國銀行業偏向

低度集中之市場；若以HHI計算之集中度觀之，則我國銀行業之集中度相當

低72，僅在 360 至 380 之間，由此可知我國銀行業不但家數過多，亦無領導

銀行(leading bank)，不利於國際化競爭。 

觀察銀行業市場集中度歷年變化，不論是何種集中度指標均呈現逐年下

滑趨勢（除民國 89 年稍有增加），可見自民國 80 年開放新銀行後，本國銀行

業的競爭程度日益激烈。[圖 3-1]為銀行業 HHI 集中度指標，民國 80 至 89

年，存款集中度下降 33.81%，放款集中度下降 46.84%。在未開放新銀行加

入前，公營銀行主導銀行業運作，然公營銀行卻無有效發揮其市場權力

(market power)成為領導銀行，在新銀行加入競爭後，公營銀行市場占有率逐

                                                 
71 市場集中度，Bain之衡量標準： 
     CR4≧75%；85% ≦CR8＜90%  極瑞高度集中市場 
 65%≦CR4＜75%；85%≦CR8＜90%  高度集中的市場 

50%≦CR4＜65%；75%≦CR8＜85%  中高度集中的市場 
35%≦CR4＜50%；45%≦CR8＜75%  中度集中的市場 
30%≦CR4＜35%；40%≦CR8＜45%  中高度集中的市場 
10%≦CR4＜30%；  CR8＜40%  低度集中的市場 

72 依據美國法務部(Justice Department) 對結合案件管理的分類標準： 
 HHI＜1000  不予管制 
 HHI＝1400  認為有問題 
 HHI＞1600  予以警告 
 HHI＞1800  嚴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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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被瓜分，或許公營銀行的市場權力發揮不彰反而對促進整體銀行業市場競

爭具有正面意義。 

 

[表 3-1]  金融機構存、放款業務之占有率 
存款 

金融機構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本國一般銀行 74.60 75.50 74.30 75.10 76.60 77.80 80.60 82.80 84.20 84.90
信託投資公司 5.40 3.20 3.20 2.20 2.00 1.90 1.80 1.30 1.00 0.70

外國銀行在台分行 0.90 1.10 1.10 1.30 1.50 2.00 2.80 2.60 2.80 3.80
信用合作社 11.00 11.70 12.50 12.30 11.20 10.30 7.10 5.80 4.70 3.90
農會信用部 8.00 8.40 8.70 8.90 8.50 7.90 7.50 7.20 7.10 6.50
漁會信用部 0.10 0.1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放款 
金融機構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本國一般銀行 73.50 74.00 72.60 74.00 74.40 75.60 78.50 79.90 81.70 83.00
信託投資公司 4.70 3.10 3.10 2.00 1.80 1.70 1.70 1.30 0.90 0.60

外國銀行在台分行 3.70 3.40 2.90 2.70 2.90 3.50 3.80 3.60 3.20 3.30
信用合作社 9.00 9.70 10.00 9.50 8.90 7.80 5.20 4.40 3.50 3.10
農會信用部 6.10 6.80 7.40 7.40 7.40 6.50 5.60 5.10 4.70 4.30
漁會信用部 0.10 0.10 0.10 0.10 0.20 0.10 0.10 0.10 0.10 0.10
保險公司 2.20 2.50 3.00 3.20 3.50 1.30 1.30 1.20 1.10 0.40

證券金融公司 0.70 0.40 0.90 1.10 0.60 3.50 3.80 4.50 4.80 5.20

資料來源：金融機構業務概況年報 

 [表 3-2]  銀行業市場集中度 

年度 存款集中度 放款集中度 
 CR4(%) CR8(%) HHI CR4(%) CR8(%) HHI 

80 46.07 72.18 804.21 41.14 70.40 713.13 
81 45.20 68.41 767.19 39.06 63.99 610.79 
82 44.45 66.77 726.56 38.35 61.15 576.69 
83 43.51 62.61 685.05 36.23 57.41 519.46 
84 42.40 62.37 664.61 35.12 52.44 468.75 
85 41.83 61.35 654.75 32.12 53.26 446.84 
86 38.23 56.60 562.58 31.22 49.13 4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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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36.93 54.81 524.84 29.31 46.51 373.92 
88 35.18 54.15 507.27 28.74 46.27 366.60 
89 36.80 54.06 532.27 29.36 47.28 379.84 

資料來源：金融機構業務概況年報、金融統計月報 

[圖 3-2]  銀行業市場集中度：HHI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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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入障礙 

政府遷台後，對金融機構設立採取嚴格管制的方式，因此早期的進入障

礙相當高。近來為因應金融自由化潮流，乃在民國 80 年開放 16 家新銀行設

立，放寬外國銀行來台設分行之限制，並陸續將基層金融與信託投資公司改

制為商業銀行，致使許多新銀行加入競爭，由此可見，銀行業的進入障礙已

逐漸降低，[表 3-3]為民國 80 年開放新銀行後，本國銀行業之變化。 

[表 3-3] 本國銀行家數變化 
年度 總家數 新增家數 新增銀行 

80 25 -- 萬通 
81 40 15 大安、聯邦、中華、遠東、亞太、華信、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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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泰、泛亞、中興、台新、富邦、大眾、寶島、

中國信託（中國信託投資公司改制） 
82 41 1 安泰 
83 42 1 慶豐（國泰信託投資公司改制） 
84 42 --  
85 42 --  

[續表 3-3] 本國銀行家數變化 
年度 總家數 新增家數 新增銀行 

86 47 5 
信合社改制為商業銀行：誠泰、陽信、板信、

第七、高新 
87 48 1 匯通（第一投資信託公司改制） 

88 52 4 
中華開發工業銀行（中華投資信託公司改制）、

華泰、三信、台灣工業銀行 
89 53 1 聯信 

資料來源：金融機構業務概況年報 

 

3、產品差異 

根據我國銀行法第 20 條規定，銀行分為：商業銀行、專業銀行、信託投

資公司三種，按理各銀行之業務有清楚劃分，然實際狀況為各銀行產品差異

不大。舉例而言：銀行法中有信託投資公司，但又淮許商業銀行與專業銀行

設立儲蓄部及信託部，造成各類銀行業務重疊。為改善此信託業務問題，已

於民國 89 年 7 月通過信託業法，清楚界定信託業務之經營範圍。 

 各銀行雖致力於開發新業務，一旦新產品上市，其他銀行業者立刻跟進

提供，造成銀行業的產品大同小異。此外，今年（民國 90 年）7 月通過金融

控股公司法後，各銀行朝向金融百貨式之綜合銀行發展愈發成形，預見未來

各銀行提供之產品與服務將無明顯差異。 

二、市場行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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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訂價行為 

銀行傳統之業務是以存、放款為主，一方面接受客戶存款並給予利息，一

方面從事貸款業務收取利息，以賺取存放利差。因此，關於銀行業的訂價行

為，本文以存款、放款利率做為分析之工具。 

民國 64 年 7 月之前，銀行業之存、放利率乃由主管當局強制統一；民國

64 年 7 月之後，因銀行法之修正，放款利率得由各銀行斟酌調整；至民國 78

年 7 月銀行法再次修正，存、放利率皆可由各銀行自行掛牌公告，達成真正

的利率自由化。由[表 3-3]可知，銀行業之存、放款利率逐年下滑，其中以信

託投資公司下跌最多，存款利率與放款利率分別自民國 80 年之 10.08%、

12.93%下跌為民國 89 年之 5.56%、8.26%。此外，本國銀行之存放利差逐年

下滑（參[圖 3-3]），在民國 80 年之前，利差平均仍有 3%以上，在 80 年之後，

利差則在 3%以下；反觀外國銀行在台分行，利差逐漸上升，至民國 89 年更

高達 5.92%，由此可見，政府開放新銀行後，銀行業之競爭日益激烈，在銀

行傳統存放業務上，獲利已大不如前。 

[表 3-3] 銀行業之存放款加權平均利率 

本國一般 
銀行 

外國銀行

在台分行 
中小企業

銀行 信用合作社
農漁會 
信用部 

信託投資 
公司 年度 

存款 放款 存款 放款 存款 放款 存款 放款 存款 放款 存款 放款 
80 7.13 10.18 6.38 10.31 7.33 11.65 7.45 11.78 6.91 11.38 10.08 12.93 
81 6.42 9.17 5.67 9.64 6.61 10.27 6.64 10.32 6.06 10.14 8.91 11.33 
82 6.29 9.26 5.76 9.63 6.52 10.29 6.78 10.29 6.15 10.15 8.2 11.16 
83 6.04 8.98 5.32 9.65 6.23 10.02 6.49 10.07 5.91 9.93 7.84 10.64 
84 6.06 8.88 5.28 9.61 6.22 9.87 6.49 9.87 5.94 9.74 7.59 10.15 
85 5.79 8.55 5.04 9.39 5.94 9.47 6.20 9.62 5.73 9.56 7.13 9.73 
86 5.36 8.25 4.87 9.69 5.46 8.94 5.61 9.16 5.23 9.23 6.58 9.08 
87 5.72 8.48 5.51 10.37 5.70 8.96 5.80 9.03 5.42 9.22 6.96 8.87 
88 5.00 8.03 4.50 10.14 5.02 8.14 5.06 8.64 4.61 8.72 6.15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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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4.62 7.61 3.87 9.78 4.58 7.61 4.69 8.24 4.45 8.39 5.56 8.26

資料來源：金融統計月報 

 

 

 [圖 3-3] 銀行業之加權平均存放利差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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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金融統計月報 

 

2、非價格行為 

(1) 提升服務品質 

在銀行家數眾多、競爭激烈且產品差異不大的情勢下，服務品質

是客戶選擇的重要考量。因此，從作業流程、行員的服務態度、電腦

連線、自動提款機到營業處的環境與設備，各銀行無不積極提升服務

品質，近來更致力於發展關係行銷（ Continuous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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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依據客戶不同需求，以親切貼心的方式，提供各種產品

與服務。 

(2) 開發新產品與新業務 

銀行業者為了彌補其在傳統業務獲利下降，並因應快速變化與競

爭激烈之市場，近來皆致力於新產品與新業務的開發，如：消費金融、

自動付款與轉帳業務、信用卡及金融卡相關業務、薪資轉帳業務、24

小時語音服務、個人資產管理等。而電腦網路的發展，更加速銀行業

務與經營模式的改變，如：網路銀行、無人銀行等。 

三、市場績效方面 

一般在衡量銀行業之績效，大多採用資產報酬率及淨值報酬率；根據

Karier (1993)則認為利潤占營業收入可衡量經營績效，因此本文採用稅前純益

占營業收入比率來衡量本國銀行業之績效，三種衡量指標如[表 3-4]所示。民

國 80 年開放新銀行加入競爭後，本國銀行業之淨值報酬率從 14.6 大幅下降

為 9.22；民國 87 年亞洲金融風暴，本國銀行業受到嚴重衝擊，淨值報酬率從

10.19 跌至 7.14。整體而言，無論採用何種績效指標，除了民國 86 年外，本

國銀行業之績效都呈現逐年下滑之趨勢（參[圖 3-4]），民國 80 至 89 年，淨

值報酬率從 14.6 下滑至 5.14，跌幅為 64.8%；稅前純益占營業收入比率自 9.5

下滑至 4.7，跌幅為 50.5%。 

[表 3-5]為本國銀行業歷年淨值報酬率家數分佈之情形。民國 81 年，約

有一半的銀行淨值報酬率在 10%以下，而 80 年後開放之 16 家新銀行，淨值

報酬率多為 31%～40%，其中中興商業銀行和遠東國際商業銀行更在 41%～

50%以上，唯一淨值報酬率在 50%以上的是中國輸出入銀行。至民國 8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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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家新銀行的淨值報酬率紛紛下降為 21%～30%，此外，中國輸出入銀行亦

不再有驚人的報酬，降至 31%～40%的範圍。近幾年銀行的淨值報酬率明顯

集中在 10%以下，尤其是民國 89 年，53 家銀行中有 45 家淨值報酬率低於

10%，即 85%的銀行存有獲利表現不佳的問題。民國 88、89 年淨值報酬率在

50%以上的，分別為中華開發工業銀行與台灣工業銀行。由此可見，近年來

工業銀行之績效表現遠優於商業銀行。 

[表 3-4]  本國銀行業之績效指標 

年度 資產報酬率 淨值報酬率 稅前純益占營業收入比率 
80 0.63 14.60 9.5 
81 0.55 9.22 9.7 
82 0.63 10.39 11.2 
83 0.66 11.03 11.7 
84 0.60 10.00 9.6 
85 0.59 9.35 9.4 
86 0.66 10.09 11.2 
87 0.53 7.14 9.0 
88 0.47 5.96 7.6 
89 0.40 5.14 4.7 

資料來源：金融機構業務概況年報 

 

[圖 3-4]  本國銀行淨值報酬率與稅前純益占營業收入比率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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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5] 本國銀行淨值報酬率分佈家數表 
年度 10%以下 10%-20% 21%-30% 31%-40% 41%-50% 50%以上 總數 
81 21 3 2 11 2 1 40 
82 22 7 10 1 1 0 41 
83 24 15 3 0 0 0 42 
84 25 16 1 0 0 0 42 
85 27 14 1 0 0 0 42 
86 37 10 0 0 0 0 47 
87 41 6 1 0 0 0 48 
88 41 9 0 0 0 2 52 
89 45 6 0 0 0 2 53 

資料來源：金融業務統計輯要 

 

第二節  保險業 

一、市場結構方面 

1、產業集中度 

 我國保險業可粗略分為人壽保險與財產保險，在比較保險業時，一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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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費收入計算市場占有率。有關產業集中度的衡量，採用前四家集中率

(CR4)、前八家集中率(CR8)及赫芬得爾指數(HHI)來衡量。 

 由[表 3-6]可知，我國產險業方面，前四家的集中度皆在 40%以上，前八

家的集中度更高達 60%以上，屬於中度集中市場，前二大的富邦與明台即囊

括了 30%以上的占有率。觀察民國 80 至 89 年，集中度有逐漸下降的趨勢，

然相較於本國銀行業，下降幅度不大。我國壽險業方面，前四家的集中度皆

在 70%以上，前八家的集中度更高達 85%以上，為極端高度集中之市場，尤

其在民國 80 年初，壽險業幾乎為一壟斷的市場；然而近年來集中度亦有下降

之趨勢，唯降幅亦不大。 

 若以集中度 HHI 觀之，產險業之 HHI 皆小於 1000，民國 89 年 HHI 為

798，集中度並不高。壽險業之 HHI 則皆超過 1600 的管制範圍，民國 80 年

初更高達 3227，至民國 89 年仍有 1686，集中度非常高。[圖 3-5]為歷年來，

產險業與壽險業之 HHI 變化情形，整體保險業之集中度乃呈緩慢下降之趨

勢，其中又以產險業集中度下降速度較快。 

[表 3-6] 本國保險業保費收入集中度 

產險保費收入集中度 壽險保費收入集中度 
年度 

CR4(%) CR8(%) HHI(%) CR4(%) CR8(%) HHI(%) 
80 50.61 74.10 966 91.02 98.93 3227 
81 49.72 73.93 963 89.98 98.53 3077 
82 48.77 72.60 943 88.53 97.95 2925 
83 48.04 69.94 922 85.94 96.12 2703 
84 46.64 68.68 894 83.20 93.91 2523 
85 47.98 69.13 954 80.09 92.01 2274 
86 46.40 67.89 920 77.86 90.23 2109 
87 44.29 65.96 875 75.55 88.41 1958 
88 41.95 63.15 830 73.51 87.33 1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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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41.76 62.57 798 72.18 85.38 1686 

資料來源：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人壽保險業務統計年報 

 

[圖 3-5] 保險業市場集中度：HHI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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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入障礙 

保險業的進入障礙可分為二方面來探討：一是經濟限制，二是法令限制。

在經濟限制方面，主要來自規模經濟，隨著契約案件與金額的增加，反而使

平均總成本下降。許多學者亦認為壽險業除存在規模經濟外，更存有範疇經

濟73，因此將提高保險業的進入障礙。在法令限制方面，由於政府對保險業

之經營，是採行許可主義，因此保險業主要的進入障礙來自於保險相關法令

與規定的限制74。 

3、產品差異 

財產保險的商品，依據保險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財產保險包括火災保

                                                 
73呂家彥(1992)，台灣地區壽險市場規模經濟實證研究；莊武仁、黃秀玲(1995)，台灣壽險產

業規模經濟和多元經濟之研究。 
74 洪炳輝(1996)，我國人壽保險產業結構、行為、績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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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海上保險、陸空保險、責任保險、保證保險及其他財產保險。目前市場

上以火災保險、汽車保險為主，責任保險與其他財產保險近年來亦快速成長。

此外，政府於民國 86 年通過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後，陸續將汽車、機車納入

承保，使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業務發展迅速，民國 88 年強制汽車責任保險約占

保費收入之 59.97%，為最大收入來源。其他仍有輸出入保險、海外投資保險

及工程共同保險、核能共同保險等。 

    人壽保險的商品，包括：個人保險、傷害保險、健康保險、年金保險等。

個人保險，依其給付內容及保險期間，可分為生存保險、生死合險、定期保

險及終身保險等四種；傷害保險之給付內容包括意外保險金、意外殘廢保險

金及意外醫療、住院保險金等；近年來更發展：信用保障保險、婦女暨嬰兒

健康保險、年金給付型養老保險、特定傷病終身保險、特定傷害事故加倍給

付、規避利率風險的商品等。 

    由上可知，不論財產保險或人壽保險，對消費者而言產品的種類相當

多樣化，且各保險公司所提供的商品亦不盡相同，因此保險業存在相當程

度的差異化。 

二、市場行為方面 

1、價格行為 

    保險商品的訂價行為是採用「成本+利潤=售價」的方式。成本的部分包

括：保險損失的成本與營用成本，利潤則依各種不同的保險種類訂定不同的

利潤。此外，即使同一種類的保險商品，保險公司亦會因個人或保險標的物

不同的性質與特徵，收取不同的保費，因此保險費往往因人而異。 

    目前政府已採行階段式逐步開放保險商品費率之自由化，第一階段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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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個人火災保險及任意汽車險之附加費用部分，商業火險則按保險金額區隔

開放；第二階段，除強制汽車責任保險外，各險費率將全面開放。 

2、非價格行為 

(1)行銷策略 

保險業的行銷方式，是直接行銷與間接行銷並存。直接行銷主要係由保

險公司所僱用的保險業務員負責業務招攬與拓展，間接行銷則透過保險代理

人與保險經紀人招攬業務；而我國保險業的行銷方式，大部分是以保險業務

員為主的直接行銷方式。 

保險業除了以直接行銷的方式來強化客戶與企業的關係，更透過多樣化

的商品選擇滿足不同客戶的需求，提供客戶全面且周詳的保險商品組合，甚

至進一步發展關係行銷來鎖住(lock in)客戶，致力於極大化每個客戶的貢獻

度。 

(2)產品開發與創新 

保險業的商品種類繁多，然業者仍努力開發新的保險商品，除了由保險

公司自行研發外，亦自其他保險先進國家引入。目前政府正著手研究投資型

保險商品，其特色為兼具保險保障及投資特性，消費者可依自身需求規劃安

排資金，壽險業亦可因此降低長期利率保證之風險。相信未來將有更多新興

的保險商品出現。 

隨著電腦網路的普及，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對保險業而言，

已形成一股不可忽視的龐大商機，保險業者亦積極開發相關業務，雖然目前

保險業利用電子商務銷售之保險商品尚屬有限，但預期未來將有更多因應網

際網路而出現的保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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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場績效方面 

本文採用資產報酬率、淨值報酬率、稅前純益占營業收入比率來衡量保

險業之績效，由[表 3-7]可見，在民國 82 年整體保險業之績效最佳，民國 86

年壽險業的績效為歷年最好，然而產險業的表現卻不如壽險業；平均而言，

產險業之獲利不如人壽保險。此外，全體保險業的報酬率波動頗大，尤其是

壽險業，每年的報酬率波動遠高於產險業，而全體保險業之績效是呈現下滑

的趨勢，參[圖 3-6]。 

 

 

 

 

 [表 3-7] 保險業之績效比較 

財產保險 人壽保險 

年度 資產報 
酬率 

淨值報 
酬率 

稅前純益

占營業收

入比率 

資產報 
酬率 

淨值報 
酬率 

稅前純益

占營業收

入比率 
80 4.52 25.35 2.9 1.71 23.20 3.4 
81 3.80 21.02 2.5 1.74 24.23 3.6 
82 4.48 19.64 3.0 2.25 25.57 5.0 
83 2.82 10.14 1.9 2.08 23.49 4.7 
84 1.99 7.47 1.3 3.32 16.70 3.4 
85 1.99 6.51 1.6 1.80 21.61 4.2 
86 3.60 9.32 3.3 2.23 25.48 5.4 
87 1.98 5.00 2.0 1.21 14.80 2.9 
88 2.58 6.68 2.5 1.00 13.55 2.3 
89 1.64 4.15 1.8 -0.01 -1.6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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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金融機構業務概況年報 

  

 [圖 3-6]  保險業之淨值報酬率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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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證券業 

一、市場結構方面 

1、 產業集中度 

券商業務可分為經紀、承銷與自營，但因目前承銷商家數眾多（89 年底

計 75 家），市場競爭激烈，以致於承銷商所能收取的輔導費收入常不足以支

應其成本，非券商主要獲利來源。依據 80～89 年交易統計，自營商自營買賣

業務占集中市場交易甚微，近三年約為 1.556%～1.944%，均未達 2％，對市

場影響不大，故本節討論證券商之市場集中度以經紀業務為代表。 

證券業經紀業務市場集中度自民國 85 至 88 年，前四家券商的集中度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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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6%~17%左右；89 年後才升至 20％；自民國 85 至 88 年，前八家券商的

集中度在 25%～28%左右，自 89 年上升為 33.61﹪，成為低度集中市場。 

 

           [表 3-8]  證券業經紀業務市場集中度            單位：% 

 85 年 86 年 87 年 88 年 89 年 

CR4 16.417 17.567 17.001 16.481 20.162 

CR8 25.853 27.749 27.954 28.282 33.617 

HHI N/A N/A N/A 1.727 1.5789（含自營） 
1.5777（不含自營）

資料來源：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證券統計要覽」 

 

 

[圖 3-6 ] 證券業經紀業務市場集中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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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入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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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證券商為許可行業，相關設置規定如下： 

（1） 組織型態：除金融機構兼營者外，組織型態須為股份有限公司。 

（2） 最低資本額：承銷、自營各為新台幣 4 億，經紀商為 2 億，經營兩種

業務時應併計；最低資本額應於發起時一次認足，不可對外公開募集

（設置條例標準第三條）。每增設一家分支機構，其最低資本額應增加

3 千萬（設置條例標準第二十一條）。 

（3） 場地設備：應符合證券商公會、證券交易所或櫃台買賣中心訂定之場

地與設備標準（設置條例標準第六條） 

（4） 申請經營經紀或自營業務者，須先向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與證券交易所

或櫃台買賣中心取得電腦連線之承諾。 

綜上可知證券業之進入障礙除主管機關許可外，另有資金、場地等進入

障礙，不過因所需資本額並不高，進入障礙已逐漸降低。 

2、 產品差異 

依據證券商交易法第十五、十六條規定，證券商依其業務種類可分為證

券承銷商、證券自營商、證券經紀商等三大類。主要業務為專營或兼營經紀、

承銷與自營等業務，各家券商商品幾無差異性。券商雖可自行開發衍生性金

融商品，提供新服務，但因其他券商立即跟進，維持商品差異性於本產業中

相當不容易。 

二、市場行為方面 

1、訂價行為 

由經紀、承銷與自營等證券商業務觀之，就承銷而言，券商承銷收入的

來源為承銷輔導費、手續費與抽籤處理費等，但因目前承銷商家數眾多（89

年底計 75 家），市場競爭激烈，以致於承銷商所能收取的輔導費收入常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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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應其成本，抽籤處理費及確定包銷制下承購之資本利得，反而成為重要

之收入來源。 

經紀業務方面，證券商經紀業務手續費之費率係由證券交易所申報主管

機關核定（目前經紀商代客買賣股票所收取的手續費上限為買賣成交總值的

0.1425%）。 

2、非價格行為 

(1)商品策略：擴大商品線，增加債券、期貨、投資顧問、投資投信等業務 

(2)通路策略：增加營業據點，或提供網路下單等服務，方便消費者取得相關

資訊。 

(3)策略聯盟：與異業策略聯盟，如近來與銀行業合作，配合銀行之理財專戶

活動。 

三、市場績效方面 

玆以資產報酬率與淨值報酬率來衡量券商之經營績效，由於資料的取得

與一致性考量，故以上櫃券商為樣本，觀察平均 ROA 與 ROE 變化之概況（[表

3-9]）。由於台灣券商主要以經紀為主，經營績效深受證券市場的多空頭影

響，故呈現不穩定的變動。 

 

           [表 3-9] 上櫃券商績效表           單位：﹪ 

 82年度 83年度 84年度 85年度 86年度 87年度 88年度 89年度

ROE 13.59 20.25 2.64 13.10 25.04 0.89 6.43 0.28 
ROA 6.43 8.24 2.69 4.02 7.05 0.46 2.32 0.4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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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上櫃券商績效趨勢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四節  小結 

    本文利用產業組織架構中之結構–行為–績效模型，依銀行、證券與保

險三產業分析我國金融產業之現況後，可得到以下結論： 

一、 產業集中度除證券業外，無論 HHI、CR4、CR8 均在下滑：由

於證券業近年已開始進行購併整合，致產業集中度稍有提高，但仍

為低度集中市場，至於銀行與保險產業集中度則均呈下滑狀態。保

險業方面，市場集中度相對較高；產險業之 CR4 在 40%以上，CR8

高達 60%以上，屬於中度集中市場。壽險業之 CR4 在 70%以上，

CR8 則高達 85%以上，為極端高度集中市場，尤其在民國 80 年初，

壽險業幾乎為一壟斷市場；然近年來集中度有下降之趨勢，唯降幅

亦不大。 

二、 除壽險業外，所有的 HHI 均在 1,000 以下，意即在管制水準之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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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險業因政府自民國 75 年中美貿易諮商談判後，採取每年開放

2 家新設保險業的方式，逐步開放，致進入障礙較高，相較銀行、

證券集體新設的狀況不同，另近年來的金融自由化亦使銀行與證券

之進入障礙相對較低。 

四、 在市場行為方面，本章所舉產業之價格因素係因市場自由化，

由市場競爭決定之；非價格行為則因通路與商品特性區隔不易，致

差異不顯著。 

五、 我國績效普遍呈衰退趨勢，反映金融機構競爭力不佳的狀況。

若以 ROE 視之，依序為銀行、證券、保險。值得注意的是，集中度

最高的保險業之績效最差，似有「經濟不效益」之現象。而在金融

機構中相對表現較佳之銀行，無論採用何種績效指標，除了民國 86

年外，本國銀行業之績效都呈現逐年下滑之趨勢（參[圖 3-4]），民

國 80 年至民國 89 年，淨值報酬率從 14.6 下滑至 5.14，跌幅為

64.8%；稅前純益占營業收入比率則自 9.5 下滑至 4.7，跌幅為 50.5%。 

 

 

第四章  美、歐、日、加金融機構結合行為規範與准駁審查原則 

第一節  美國相關事例與准駁審查原則 

一、結合規範介紹與立法意旨 

一九三三年以前，美國銀行業跨業兼營證券公司業務之情形非常普遍，

但一九二九年經濟大恐慌後，因證券市場崩盤，致銀行資金凍結，銀行倒閉

者不在少數。為防止金融弊端再次發生，美國當局制定一系列金融管制法

令，如：Regulation Q 及 Glass-Steagall Act，限制銀行業跨州及跨業經營。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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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業者為突破跨州經營之藩籬，紛紛成立銀行控股公司，以便跨州設立子

公司。為有效管理銀行控股公司，遂於一九五六年通過「銀行控股公司法」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而後於一九九○年代，因非銀行業之直接金

融競爭與金融創新興起，一九九四年允許銀行跨州設置分行或以購併方式跨

州經營，且因限制銀行業不得兼營證券及保險業務之規範已不合時宜，為提

高金融機構創新，強化美國金融服務業在國際上的競爭力，一九九九年十一

月通過「金融服務現代化法」(Gramm-Leach-Bliley Act)，廢除Glass-Steagall Act

中有關禁止混業經營的條款及銀行控股法，並開放金融控股公司之設立。 

有關美國對金融機構結合行為規範之法源係來自於一九一四年所制訂

之「克萊頓法」（Clayton Act），經一九五○年及一九八○年兩度修正，並於

一 九 七 六 年 通 過 「 哈 特 － 施 高 特 － 羅 第 諾 反 托 拉 斯 改 進 法 」

（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 of 1976），增訂克萊頓法第七

A 條有關申報結合程序的相關規定，賦予主管機關暫緩企業結合之權限，其

立法意旨在限制公司股份或資產之取得，防止經濟力量集中，而致競爭之減

損或造成獨占之虞，該法於 2000 年 12 月重新修訂，此係 1976 年法案通過

後首次大幅度的修正，修訂重點在於交易規模之標準及收費結構設計上予以

重新定義，新修正部分自 2001 年 2 月 1 日開始生效。 

另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於一九六八年所頒訂之「結合指

導準則」（1968 Merger Guidelines）、「一九八二年結合指導準則」（1982 

Merger Guidelines），與聯邦貿易委員會共同訂定之「一九九二年水平結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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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準則」（1992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75），及一九九五年由司法部、聯

邦準備理事會及貨幣管理局所共同發布之「銀行合併檢視原則」，則對結合

審核程序有周延之規範。而一九九九年所通過之「金融服務現代化法」，則

規定得由控股公司方式聯屬經營銀行、證券、保險業務，並納入「功能性管

理」，依規定，銀行控股公司所提結合案，係由聯邦準備理事會負責審查。 

二、結合之定義 

美國立法並未對結合予以明確定義，僅揭示其規範重點在藉由資產或股

票取得，而行使經營控制之權時，是否造成有效競爭之妨礙。克萊頓法第七

條將結合區分為以下三類型： 

（一） 以取得他企業股票或資產的全部或部分，而控制其所有

權或管理權； 

（二） 以取得他企業股票或資產的全部或部分，利用投票表

決、代理權授與或其他方式，而控制該企業； 

（三） 以母公司對子公司的控制為主，惟純以投資為目的，購

買股票而不行使表決權之行為，不在此限。 

三、結合之管制規範及申報制度 

美國對企業結合採事前強制申報異議制，意即結合時，須事前向主管機

關申報，倘若主管機關在一定期間內未提出異議，則結合即可合法生效，主

                                                 
75 「一九九二年水平結合指導原則」於一九九七年四月重新修訂，修訂重點為第四條下有

關結合效率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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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不得加以禁止。依克萊頓法第七A條規定，除特定情形外（15U.S.C. §

18a.(c)），結合後之交易總值達一定規模（交易規模標準）、或參與結合事業

資產總額或年淨銷售額達一定規模者（事業規模標準），均須申報

（notification），申報後，則須經暫停（waiting）及釐清（clearance）程序。

換言之，美國法制係以下述三項標準，來檢視一結合案是否符合申報門檻76： 

（一）一般商業標準（commerce test） 

依克萊頓法第七 A 條規定（15U.S.C. §18a.(a)(1)），參與結合事業雙方

須從事商業行為或其他足以影響商業行為之活動。 

（二）交易規模標準（size of transaction） 

依克萊頓法第七A條規定（15U.S.C. §18a.(a)(2)(A)、(B)），購併事業掌

握被併購事業具有表決權的證券或資產總值超過二億美元、或介於五千萬至

二億美元間者77，不論參與結合事業其資產總額或年淨銷售額為何，均須提

出申報。 

（三）事業規模標準（size of person） 

倘若結合交易總值未達上述標準者，則依克萊頓法第七 A 條規定

（15U.S.C. §18a.(a)(2)(B)(ii)），僅於參與結合事業之年淨銷售額或資產總

額，超過一定金額者，方才提出結合申報，相關金額標準規定如下： 

                                                 
76 有關美國對企業結合之申報門檻分類標準，見梁國源、羅友聰(2001)，「從競爭因素探討

美國銀行業的併購法制與啟示」，公平交易季刊，9:3，8-9。 
77 為確實反映當年度國民生產毛額變動量，該金額將自 2004 年 9 月 30 日起，於每一會計

年度予以調整、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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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購併事業之資產總額或年淨銷售額達一億美元以上，被購併

事業如屬製造業者，其年淨銷售額或資產總額達一千萬美元

以上； 

2. 購併事業之資產總額或年淨銷售額達一億美元以上，被購併

事業如非屬製造業者，其資產總額達一千萬美元以上； 

3. 購併事業之資產總額或年淨銷售額達一千萬美元以上，被購

併事業之年淨銷售額或資產總額達一億美元以上。 

結合企業依本條規定申報後，即有一段暫停期（waiting period），於該期

間結束前，結合案不能完成（第七 A 條（b））。暫停期自申報之日起，原則

上為三十日（公開發行公司辦理現金增資者為十五日），但主管機關聯邦貿

易委員會或司法部得延長該期間，並得向聯邦地方法院申請再延長（第七 A

條（b），（e）（2）、（g）（2））。 

主管機關在暫停期間內需決定是否採取行動，換言之，倘若決定不採取

行動，意即決定結合無問題或當事人同意依主管機關建議調整結合內容者，

則暫停期間即如期終止或提前終止（第七 A 條（b）），當事人可完成結合。

否則主管機關即須於暫停期內向法院提起訴訟，並得請求假扣押命令（第七

A 條（f））。 

另依克萊頓法第七條第C款例外規定，若金融機構依 12USC1467a(e)、

12USC1828(c)78、12USC1842、12USC1843、12USC1464 結合，須經主管機

                                                 
78 此係載於聯邦存款保險法第十八節，即所熟知之「銀行合併法」（Bank Merger Act）。該法

規定：（1）要保銀行若欲與其他要保銀行合併、直接或間接取得其資產、或承受其應予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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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核准者，得免除本條規定，即不須事先通知聯邦交易委員會或司法部，或

B款暫停期之規定，惟依據後二項法律結合者，仍必須在合併完成三十日前，

將結合申請資料送交聯邦交易委員會或司法部。 

四、結合申請之准駁原則 

依據克萊頓法第七條及銀行合併法規定，凡結合行為對國內某一地區之

商業活動造成實質上減少自由競爭或有形成獨占之虞者，皆受到禁止。實務

上，則依個案之不同或採量化法則或功能性法則，作為企業結合適法性之判

定標準。此外，「一九六八年結合指導準則」係以特定市場中四家最大產業

之個別市場占有率總合（CR4）作為判定標準79。「一九八二年結合指導準則」

則以HHI指數作為衡量市場集中度之指標，將結合行為區分成橫向（水平）

及非橫向（垂直/ 複合）結合80，同時考量非量化因素81。另「一九九二年水

平結合指導準則」則沿用一九八四年結合準則中測定橫向結合之HHI指數概

念，來測定結合之競爭效果82。而一九九五年由司法部、聯邦準備理事會及

                                                                                                                                      

之債務，     
且結合後之存續銀行為州立案且非聯邦準備制度會員銀行；或 
（2）要保銀行若欲與其他非要保銀行合併、直接或間接取得其資產、或承受其應予支付之

債務，均須事先向聯邦存款保險公司申報，且經其書面同意，才得以進行。 
79 結合行為若於CR4 超過 75%的市場（高度集中市場）內發生，均會受到仔細調查，若CR4
低於 75%之低度集中市場，則僅於參與結合之各該企業市場占有率達 5%時，才推定違法。 
80 HHI指數將各事業體之市場占有率百分比平方後相加計算。在橫向結合方面，HHI指數高

於 1800 者屬高度集中市場，司法部會加以管制；HHI介於 1000 至 1800 者，則考量非量化

因素再決定是否管制；HHI低於 1000 者，對該類事業結合不會加以管制。在非橫向結合方

面，則於結合後HHI指數超過 1800、被購併之標的市占率超過 20%（於某些情況，係超過

5%）、進入市場障礙高、購併者自行進入市場競爭之機率高或潛在競爭者數目非常低等情

況，司法部才會考慮採取行動。 
81 非量化因素含市場進入障礙、資源有限性、產品同質性、經濟效益、影響市場占有率及

集中度之各項因素等。 
82 「一九九二年水平結合指導準則」中，一般產業之競爭效果測定標準為：結合案於高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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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管理局所共同發布之「銀行合併檢視原則」（The Bank Merger Screening 

Guidelines），續依「一九九二年水平結合指導準則」，以HHI指數作為衡量結

合競爭效果之精神，但將銀行結合所適用之標準提高。倘若結合案於高度集

中市場內進行（HHI指數高於 1800），且參與結合之企業合併後之HHI增加值

超過 200 者，司法部方才進行競爭分析，但該項檢驗並非表示該結合案即具

有減損有效競爭之虞。 

基本上，有權許可或否決銀行結合之主管機關將因結合後存續銀行屬性

的不同而有所差異（見下表）。依銀行合併法規定，金融事業目的主管機關

首先須針對結合案是否符合社區方便性與需要（convenience and needs of the 

community）等之公共利益大於反競爭效果，加以評估；但在獲致最後審查

結果前，則會請求司法部提供競爭分析報告（competitive factors letter），作

為准駁參考。倘若銀行合併將導致獨占或實質減損特定市場之競爭，則金融

主管機關將予以駁拒。因此，一件銀行結合案必須經由金融事業目的主管機

關及司法部共同加以審核，如主管機關核准有限制競爭之虞的銀行結合案

件，司法部得依反托拉斯法規定，訴請法院阻止結合之進行。至於聯邦貿易

委員會（FTC）無權審查銀行合併案件，惟對其他金融服務業，如資產管理

公司等，則有權進行審查83。 

[表 3.1] 銀行結合准駁機關 

                                                                                                                                      

集中市場內進行（HHI指數高於 1800），而HHI增加值超過 100 者，主管機關推定該結合將

限制競爭；若於中度集中市場內從事結合行為（HHI介於 1000 至 1800），則HHI增加值超過

100 者，主管機關將認定對競爭有潛在不利之影響，並進行進一步之競爭分析。 
83 J. William Rowley and Donald I. Baker（2001）, International Mergers: The Antitrust Process, 
Sweet & Maxwell, London, 64-78. 

4-75 



結合後存續銀行屬性 主管機關 

聯邦立案銀行 貨幣管理局（OCC） 

州立案且非聯邦準備制度會員銀行 聯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 

銀行控股公司所提結合計劃，或 

州立案且為聯邦準備制度會員銀行

聯邦準備理事會（FED） 

資料來源：J. William Rowley, Donald I. Baker（2001）。 

司法部在評估銀行結合案之競爭分析，係以銀行合併後，是否造成中小

企業融資上的困難為首要考量。小型企業係指年收益在一百萬至一千萬美金

之企業，而中型企業則指年收益在一千萬至二億五千萬美金之企業而言。由

於中小型企業較依賴地方金融機構或銀行體系外融資途徑，以取得所需之各

項資金，因此銀行結合後，是否造成中小企業融資成本提高及融資管道受

限，是司法部的考量重點。此外，司法部在衡量銀行產業的競爭狀況時，以

存款集中度、分支機構的網路、參進情形、小公司迅速拓展的能力及銀行結

合對中型企業銀行業務需求之潛在影響為評估要素，其中有關結合銀行其分

支機構在所涉相關市場之特質，包括存放款規模、位置、及與企業往來之程

度等，亦為司法部的評估重點。 

值得一提的是，倘若結合案涉及減損有效競爭，司法部將利用「協商撤

資」（Negotiated Divestiture）之機制，意即與參與結合之各該銀行進行協商，

要求其出售涉有違反競爭之虞的銀行分支機構，以維持市場的有效競爭，並

使結合企業能獲致預期之經濟效益。 

自一九八○年以來，美國銀行業掀起一股合併風潮，銀行家數由一萬五

千家降至約九千家，而一九九○年代更是銀行業合併的高峰期，跨州合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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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銀行合併明顯增加，銀行家數大幅減少，產業集中度明顯提升。一九九

八年的數件著名銀行大型合併案，重塑了美國銀行業的金融版圖。根據司法

部反托拉斯署統計，一九九八年共審理一千九百二十三件銀行合併申請案，

其中十三件在反托拉斯署的要求下，進行調整；八件則被要求出售涉有違反

競爭之虞的銀行分支機構，部分案件之出售存款額更超過十億美元，所有案

件經改善後，均予以同意合併。 

五、結合個案分析84

§花旗集團（Citicorp）與旅行家集團（Travelers）合併案 

（一） 申請結合事實/結合主體 

美商花旗集團與旅行家集團於一九九八年四月宣佈合併，該結合為銀行

業與保險業聯姻的案例，結合後所成立之花旗集團將躍登全球最大金融服務

公司，而集團合併方式，花旗銀行係以每 2.5 舊股換 1 新股方式轉換；旅行

家集團則以 1 股對 1 股方式轉換，結合金額將高達七百億美元。花旗銀行在

全球有近三千家分支機構，提供約六千萬個客戶相關銀行服務；旅行家集團

則主要提供整合性金融服務，如投資服務、資產管理及人壽/產物保險服務

等；兩者結合後將橫跨銀行、證券經紀與保險業，提供全球客戶一次購足的

服務。 

（二） 審查過程 

美國司法部的審查重點在於系爭結合案是否存有反競爭疑慮的負面影

                                                 
84 有關銀行結合案例資料，見美國司法部網站：http://www.usdoj.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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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及改善結合雙方財務狀況與提昇經營績效的正面影響。由於旅行家集團

旗下並無控制任何商業銀行附屬機構，因此司法部認定對美國銀行市場不構

成減損競爭之虞。此外，檢視結合雙方在企業金融及零售業務上的重疊，包

括投資銀行、債務承銷、股票承銷、顧問業務、信用卡收單業務、年金及共

同基金業務，發現不論從水平或垂直整合的角度分析，雖有提高市場占有率

之虞，但因市場上仍存有眾多競爭者，故不致造成實質上降低有效競爭之情

形。至於結合後的花旗集團（Citigroup）未來是否產生「銀行太大不能倒」

（too big to be allowed to fail）的問題，因司法部認為此牽涉到聯邦準備理事

會的監管議題，故不應列入本案審查範圍。 

（三） 審查結果 

因司法部認定本案不存在任何反競爭之疑慮，故同意花旗與旅行家集團

予以結合。 

 

 

§第一銀行（Banc One）與第一芝加哥銀行（First Chicago Bank）合併案 

（一） 申請結合事實/結合主體 

一九九八年九月八日，司法部同意第一銀行（Banc One）與第一芝加哥

銀行（First Chicago Bank）的結合案，在結合銀行雙方同意下，出售位於印

地安那州的三十九家分支機構，所涉及之總存款約有十四億七千萬美元，以

維持市場的有效競爭，並創造合併所產生的經濟效益。 

第一銀行的總部設於俄亥俄州，共有一千三百家分支機構，遍佈全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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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州（亞利桑那、科羅拉多、伊利諾、印地安那、肯塔基、路易斯安那、俄

亥俄、俄克拉荷馬、德州、猶他州、西維吉尼亞、威斯康辛州），存款總額

為七百七十四億美元，資產總額為一千四百七十億美元。第一芝加哥銀行總

部設於芝加哥，共有六百五十家分支機構，主要位於密西根、印地安那、及

伊利諾州，總存款為六百八十億美元，總資產為一千二百二十億美元。兩者

結合後，總部設於芝加哥，分支機構數近一千九百五十家，存款總額約一千

四百五十六億美元，而資產總額則達二千六百九十億美元，其將成為美國中

西部的主要銀行，全美第五大金融控股公司、第二大信用卡發卡行，新公司

將沿用第一銀行之名（Bank One Corp.）。 

（二） 審查過程 

有關本案的金融主管機關為聯邦準備理事會，其針對是否符合方便性與

社區需要等之公共利益大於反競爭效果之要件，加以審核。司法部反托拉斯

署則提供競爭分析報告予主管機關，作為准駁參考。本案中司法部不僅考量

中小企業貸放市場的情況，同時亦評估該結合案對信用卡發行、收單及自動

櫃員機交易業務之影響。儘管信用卡收單市場的集中度日漸提高，但經審查

後，不論在信用卡發行或收單業務方面（HHI指數近 1500，但增加值僅為少

量）尚不至於減損有效競爭85。本案引起司法部關切之處在於印地安那州，

該州為兩者結合後，業務重疊程度最深的地方，尤其在中型企業貸放市場（貸

款金額約為三至五百萬美元）將可能產生獨占的情形（市場占有率為 57%、

分支機構數近 200 家）。因此司法部最後決定採取協商分散處理機制，要求

                                                 
85 本案結合後，第一銀行在信用卡發卡業務的市場占有率為 10.5%，HHI增加值為 110，H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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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銀行出售位於印地安那州的分支機構及相關存貸款，以降低反競爭之

虞。 

（三） 審查結果 

為解決該結合案所可能造成減損市場競爭之疑慮，在第一銀行同意下，

決定出售第一芝加哥銀行位於印地安那州的三十九家分支機構予一或多家

適合的競爭者，其所涉之總存款約有十四億七千萬美元。這項決定確保中小

型企業將可持續獲得市場競爭下之利益，如：消費者在貸款利率與銀行所提

供的其他服務上，仍具有高度選擇性。至此，司法部的反競爭疑慮得以消除，

而金融主管機關亦才核准此件高達二百九十億美元的結合案。 

 

§西北銀行（Norwest）與富國銀行（Wells Fargo）合併案 

（一） 申請結合事實/結合主體 

一九九八年六月，西北銀行與富國銀行提出合併計劃，結合金額達三百

四十億美元。儘管結合事業雙方在業務上有重疊，不過西北銀行業務範圍以

美國中西部及西南部為主，包括亞利桑那州、科羅拉多州、伊利諾州、印第

安那州、愛荷華州、明尼蘇達州、內華達州、新墨西哥州等；富國銀行則以

美國西部及西南部為主，包括加州、亞利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內華達州、

猶他州等。 

（二） 審查結果 

                                                                                                                                      

指數則為 871；而在信用卡收單業務的市場占有率為 6%，HHI增加值為 3，HHI指數則為 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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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審查後認為引起反競爭之虞者，僅在內華達州與亞利桑那州。為

解決本案所可能造成減損市場競爭之情況，在參與結合事業同意下，決定出

售二十六家分支機構，其中亞利桑那州有十四家、內華達州則有十二家，其

所涉之存款總額約有十一億八千萬美元。 

至於司法部在評估本案對中小型企業貸放市場所造成的競爭效果時，認

為中小型企業將可持續獲得市場競爭下的利益。西北銀行係以購併方式新進

入內華達市場，至於在亞利桑那州，西北銀行雖在中型企業貸放市場較為活

躍，但僅扮演次要角色；另一方面，富國銀行在中型企業貸放市場角色雖較

西北銀行來得吃重，但兩者結合後並不致造成顯著的市場集中效果。此外，

亞利桑那州的中型企業金融業務量較小，加上客戶所需的融資需求約僅在一

百萬美金左右，因而除了許多中小型金融機構可提供融資服務外，第一銀行

與美國銀行亦能提供相關金融服務，故整體而言，本案不引起反競爭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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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歐盟相關事例與准駁審查原則 

一、結合規範介紹與立法意旨 

金融一體化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體現，歐洲銀行業係為該地區規模

最大的產業之一，亦是家數最多的行業。二十世紀以來，歐洲一直尋求加強

金融整合，尤其是九○年代，基於產業結構調整，歐洲金融一體化開始加速，

無論銀行規模大小，均藉由合併，朝綜合銀行方向發展。一九九七年金融業

購併金額約為 1,074 億美元，較一九九六年 486 億增加一倍以上，並開始出

現銀行與保險跨業合併的案例。一九九八年歐洲實施單一貨幣後，銀行業普

遍認為規模愈大，愈能創造經營效益，以致加速合併的進行，並出現大宗跨

國合併案例，其中以德國德意志銀行(Deutsche Bank)購併美國信孚銀行

(Bankers' Trust)最受矚目。 

有關歐盟對金融機構結合行為規範之法源係來自於一九八九年十二月

二十一日，由歐市部長理事會所通過第 4064/89 號「企業結合管制規定」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Concentration between Undertakings），該規

定於一九九○年九月二十一日正式生效，並於一九九七年六月重新修訂。其

立法意旨在有效管制經濟力量之集中（concentration），將企業結合作成概括

條款，以維持並發展歐市之競爭，從而提昇歐洲整體產業之競爭力。 

二、結合之定義 

依第 4064/89 號「企業結合管制規定」第三條第一項，結合（concentration）

之要件有二： 

（一）二或多家原先獨立之企業合併，或 

（二）持有至少一家企業控制權之自然人或法人，經由證券或資產之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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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契約之締結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控制一或多家企業之全

部或部分。 

就本規則而言，結合之認定應在於「控制」的產生，尤指取得企業所

有權或資產使用權；對企業行使具決定性影響力之權利、契約或其他相關

法律形式。 

三、結合之管制規範 

依第 4064/89 號「企業結合管制規定」第一條第一項，本規則適用一切

具有「歐市規模」（Community dimension）之結合，意即該結合須具備以下

三要件，方得適用（第一條第二項）： 

（一）所有參與結合之企業，其全球總營業額合計超過五十億歐洲貨幣

單位（ECU）； 

（二）至少有兩家參與結合之企業，於共同體之總營業額分別超過二億

五千萬歐洲貨幣單位； 

（三）參與結合之各該企業在任一會員國之營業額未逾其於共同體之總

營業額三分之二以上。 

倘若結合案未達上述之門檻標準，則須具備以下五要件，方得適用（第

一條第三項）： 

（一） 所有參與結合之企業，其全球總營業額合計超過二十五億歐

洲   貨幣單位（ECU）； 

（二）  所有參與結合之企業，於至少三個會員國中之總營業額合計超

過一億歐洲貨幣單位（E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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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至少有兩家參與結合之企業，於至少三個會員國之總營業額分

別超過二千五百萬歐洲貨幣單位； 

（四）至少有兩家參與結合之企業，於共同體之總營業額分別超過一  

億歐洲貨幣單位； 

（五）參與結合之各該企業在任一會員國之營業額未逾其於共同體  

之總營業額三分之二以上。 

有關「總營業額」之計算，係規定於本規則第五條： 

（一）  總營業額應包含參與結合企業前一會計年度就銷售商品及提

供勞務之所得，於扣除銷貨退款、加值型營業稅及其他相關

稅捐後之營業額（第五條第一項）； 

（二）  對於參與企業之關係企業營業額，亦計入總營業額（第五條

第 四項）。 

倘若參與結合企業係屬信用機構或其他金融機構86，則上述總營業額之

計算方式，得以相關營業所得，於扣除加值型營業稅及其他相關稅捐後之

營業額替代之。所稱「相關營業所得」包含相關利息所得、證券所得、應

收手續費、營業淨利及其他營運所得87。 

對於企業結合之管制，歐盟採行以營業額作為數量門檻之限制，而非

                                                 
86 信用機構係指收受一般大眾存款或其他須償還資金並從事信貸業務之企業。金融機構則

指控股公司或從事貸放、財務租賃、匯款、支付工具之發行及管理、保證、貨幣市場工具之

操作、資產管理、財務顧問、保管業務等之企業。 
87 有關信用機構及其他金融機構總營業額之計算，原以總資產、對信用機構及客戶之貸款

及墊付款為計算基準，但因實務上適用困難，致於 1997 年將本項修訂為以「營利所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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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場占有率或其他標準，其最終目的在於提供結合企業一簡明、客觀之

處理機制。 此外，由於營業額可視為結合案中經濟資源之投入，故可依地

理市場加以分配，藉以反應經濟資源在不同地理市場內之分布狀況，並作

為審核結合案是否達到全球或共同體門檻之依據。 

四、結合之申報制度 

歐盟對企業結合採事前申報制，超過上述門檻標準之企業結合，最遲

應於契約締結、公開收購公告、或控制利益取得後一週內，向歐體執委會

申報（第四條第一項）。企業結合於申報前或執委會尚未作成與共同市場相

容之決定時，不得執行，（第七條第一項）。如不遵守執行禁令，其執行行

為之效力，依執委會對該結合作成與共同市場相容或不相容之決定而定（第

七條第五項第一款），若為相容之決定者，固屬有效，如為不相容之決定，

則轉換為確定的不生效力。 

執委會於收到申報後，應依第十條第一項，於一個月內作成初步決定： 

（一）申報之企業結合未達本規則所規定之門檻（第六條第一項第一

款）。 

（二）如執委會得出結論，認定該企業結合已達門檻標準，則分以下

二情形作成決定： 

1. 該結合「與共同市場之相容性並無嚴重疑問」者，則作成不異

議決定，並宣告該企業結合與共同市場相容（第六條第一項第

                                                                                                                                      

為營業額計算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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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款） 

2. 該結合「與共同市場之相容性有嚴重疑問」者，應作成程序開

始之決定（第六條第一項第三款），並開始調查程序。 

執委會開始調查程序，應作成下述決定： 

（一）以附條件或附負擔之決定，命為修正該結合，並宣告該企業結

合與共同市場相容（第八條第二項）。 

（二）宣告該企業結合與共同市場不相容（第八條第三項），惟此項決

定應於程序開始後四個月內為之，逾該期間仍不作成決定者，

視為准許結合（第十條第三項及第六項）。 

（三） 如已執行企業結合，得勒令該結合之企業或財產分離、結束共

同控制或為其他措施（第十條第四項）。 

五、結合申請之准駁原則 

依據「企業結合管制規定」第二條第一項，執委會須評估結合案是否與

共同市場相容，其准駁審查標準為該結合案是否產生或強化市場控制地位，

而在共同市場或其重要部份內，妨礙有效競爭。而結合審查所考量之要素有： 

（一） 為維持與發展共同市場競爭之有效性，此處應含所有相關市場結

構88及共同體外企業之實質或潛在競爭。 

                                                 
88 相關市場之界定係為確認有無市場控制之先決要件，在執委會為執行本規定所頒布No. 
2367/90 號規則中，詳列申報結合應說明事項，其中相關產品市場包括依據產品屬性、價格

及使用目的，被消費者視為具有可交換性或可替代性之所有商品及勞務。而相關地理市場則

指企業提供產品或服務之地區，該地區之競爭條件類似，且競爭條件與鄰近地區有所區隔

者。不過在相關地理市場定義方面，基於產業屬性及各會員國對各項產品的市場規範不盡相

同，乃避免對相關地理市場作成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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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企業之市場地位、經濟或財務力量、供應商與需求者之選擇

機會、取得供給及市場之可能性、法律或其他市場進入障礙、相

關商品及勞務之供需趨勢、中間或最終消費者之利益與促進消費

者利益而不致產生競爭障礙之技術與經濟進步之發展。 

六、結合個案分析89

§美國銀行（BankAmerica）與眾國銀行（NationsBank）境外合併案

（一）申請結合事實 

一九九八年七月二十四日，歐體執委會收到美國銀行（BankAmerica）

計劃與眾國銀行（NationsBank）進行依第 4064/89 號「企業結合管制規定」

第三條第一項所稱結合之申報，兩者將結合成為新的美國銀行（BankAmerica 

Corporation）。執委會於審查後，認定該企業結合已達門檻標準，且與共同市

場之相容性並無嚴重疑問，因此作成不異議決定，宣告該企業結合與共同市

場相容。 

（二）結合主體 

美國銀行與眾國銀行均屬於金融控股公司，總部分設於加州與北卡羅萊

納州。美國銀行以提供零售銀行業務及企業金融服務為主，前者營業範圍集

中於美國西岸與德州，後者則遍及美國及全球。眾國銀行所提供之零售銀行

業務則集中於美國東南部、中西部、德州及新墨西哥州，而其企業金融服務

擴及全美及部分國際市場。兩者在歐盟之營業規模並不大，且服務重點以法

人客戶為主。儘管美國銀行在九個會員國中設有分支機構，但眾國銀行之分

                                                 
89 有關銀行結合案例資料，見歐盟執委會網站：http://www.europa.e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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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機構卻僅限於英國及德國，並與美國銀行之業務產生重疊。 

（三）執委會審查過程 

執委會首先針對該結合案是否符合第 4064/89 號「企業結合管制規定」

第一條第一項，已達「歐市規模」（Community dimension）之門檻標準進行

審核。由於美國銀行與眾國銀行結合後，其前一會計年度全球總營業額合計

超過五十億歐洲貨幣單位（美國銀行：一百五十四億四千六百萬歐洲貨幣單

位、眾國銀行：一百四十六億一千九百萬歐洲貨幣單位）；加上兩者於共同體

之總營業額分別超過二億五千萬歐洲貨幣單位（美國銀行：十一億三千萬歐

洲貨幣單位、眾國銀行：六億五千二百萬歐洲貨幣單位）；且在任一會員國之

營業額未逾其於共同體之總營業額三分之二以上，因而認定該結合案已具備

結合三要件並達「歐市規模」之門檻標準。 

（四）市場相容性之界定 

在執委會認定該企業結合已達門檻標準後，便接續進行審核其是否「與

共同市場相容」。 

1. 相關產品市場 

美國銀行與眾國銀行係屬水平擴張式之結合，兩者結合後，在企業金

融、貨幣市場交易、固定收益交易、外匯、衍生性金融商品及專案融資等業

務上將產生重疊。不過，本案並不須明確地定義相關產品市場，因即使以狹

義之市場定義，該結合並不致產生或強化市場控制地位，而在共同市場或其

重要部份內，妨礙有效競爭。 

2. 相關地理市場 

美國銀行與眾國銀行結合後，營運範圍將隨著業務內容之提供，而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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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其可能侷限於一國或擴展至國際市場。不過，本案並不須明確地定義

相關地理市場，因即使以狹義之市場定義，該結合並不致產生或強化市場控

制地位，而在共同市場或其重要部份內，妨礙有效競爭。 

3. 有效競爭評估 

美國銀行與眾國銀行結合後，於企業金融、投資銀行及其他相關市場中

之市場占有率將低於 15%，雖於部分市場產生重疊情形，但因市占率低，對

市場影響不致過大，而妨礙有效競爭。 

（五）審查結果 

基於上述理由，執委會依第 4064/89 號「企業結合管制規定」第六條第

一項第二款，認定該結合與共同市場之相容性並無嚴重疑問，繼而作成不異

議決定，宣告該企業結合與共同市場相容。 

 

 

§荷蘭國際集團（ING Group）與BHF銀行（BHF-BANK Aktiengesellschaft） 

合併案 

（一）申請結合事實 

一九九八年十月十六日，歐體執委會收到 ING 集團欲購併 BHF 銀行的

合併計劃，並依第 4064/89 號「企業結合管制規定」第四條規定進行結合申

報。執委會於審查後，認定該結合案適用第 4064/89 號「企業結合管制規定」，

且與共同市場之相容性不會產生嚴重疑問，因此作成不異議決定，並宣告該

結合案與共同市場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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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主體 

ING 集團係以提供全方位金融服務為主，服務內容含括人壽/非人壽保險

業務、商業與投資銀行業務、資產管理及相關業務等，營業範圍集中於荷蘭

與比利時。BHF 所提供之金融服務內容以企業金融、資產管理、私人銀行及

金融市場服務為主，營業範圍則集中於德國。本案中 ING 集團主要透過公開

收購 BHF 股權方式進行合併，估計 ING 將持有 BHF 39.2%的股權，可對 BHF

行使具決定性影響力之權利。 

（三）執委會審查過程 

執委會首先針對該結合案是否符合第 4064/89 號「企業結合管制規定」

第一條第一項，已達「歐市規模」（Community dimension）之門檻標準進行

審核。由於 ING 與 BHF 結合後，其前一會計年度全球總營業額合計超過五

十億歐洲貨幣單位（ING：二百二十八億八千二百萬歐洲貨幣單位；BHF：

二十七億九千三百萬歐洲貨幣單位）；加上兩者於共同體之總營業額分別超過

二億五千萬歐洲貨幣單位（ING：一百二十八億六千七百萬歐洲貨幣單位；

BHF：二十四億一千一百萬歐洲貨幣單位）；且在任一會員國之營業額未逾其

於共同體之總營業額三分之二以上，因而認定該結合案已具備結合三要件並

達「歐市規模」之門檻標準。 

（四）市場相容性之界定 

在執委會認定該企業結合已達門檻標準後，便接續進行其是否「與共同

市場相容」之審核。 

1. 相關產品市場 

有關 ING 與 BHF 結合案之產品市場，執委會主要評估對零售銀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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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金融業務及國際金融商品等相關市場之影響。不過，本案並不須明確地

定義相關產品市場，因即使以狹義之市場定義，該結合並不致產生或強化市

場控制地位，而在共同市場或其重要部份內，妨礙有效競爭。 

2. 相關地理市場 

ING 與 BHF 結合後，營運範圍將隨著業務內容之提供，而有所改變，

其可能侷限於一國境內或擴展至國際市場。不過，本案並不須明確地定義相

關地理市場，因即使以狹義之市場定義，該結合並不致產生或強化市場控制

地位，而在共同市場或其重要部份內，妨礙有效競爭。 

3. 有效競爭評估 

ING 與 BHF 結合後，不論在地理或產品市場上都將產生極高的互補性。

首先，在地理市場方面，ING 在荷蘭與比利時擁有相當高的市場占有率，但

在德國的市占率卻僅為 1%。反觀 BHF 在荷蘭並不活躍，在比利時無任何營

業據點，至於德國市場，若以其資產總額排名，則居第 22 位，兩者結合後

將可產生地理上之互補。再者，有關產品市場方面，儘管 ING 在荷蘭及比利

時，以提供保險服務著稱，但 BHF 的營業內容則不涉及任何保險相關之服

務，因此結合後，將可充分發揮產品上之互補。另外，兩者結合後之資產總

值將居歐體市場中第七位，相信本案對促使歐盟市場朝向開放與全球化之方

向發展，頗具助益。整體而言，本案對市場競爭之影響不致過大，亦無妨礙

有效競爭的疑慮。 

（五）審查結果 

基於上述理由，執委會依第 4064/89 號「企業結合管制規定」第六條第

一項第二款，認定該結合與共同市場之相容性並無嚴重疑問，繼而作成不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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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定，並宣告該企業結合與共同市場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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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相關事例與准駁審查原則 

一、結合規範介紹與立法意旨 

有關日本對金融機構結合行為規範之法源係來自於一九四七年所制定

之獨占禁止法，其經多次修訂，立法意旨在禁止私的獨占行為90、不當之交

易限制及不公平之交易方法，防止事業支配力過度集中，以促進公平自由競

爭。二次世界大戰後，為謀經濟重建與金融環境之穩定發展，主導財閥解體

為政策方針，並在「獨占禁止法」中明文規範財團以交叉持股方式提高結合

度，對財團支配力有明顯的抑制作用，同時對金融業採取嚴格的控管方式，

防止銀行透過控股公司之設立，而擴大其支配力與影響力。然鑑於金融自由

化國際化之潮流，藉由結合方式來改善金融業經營體質，提昇整體競爭力，

已刻不容緩，故遂於一九九七年重新修訂獨占禁止法，開放金融控股公司之

設立。針對金融控股公司而言，須同時受獨占禁止法及金融控股公司法之規

範。由於金融控股公司的事業支配力係由公平取引委員會所管轄，故公平取

引委員會於一九九七年十二月八日依獨占禁止法另訂「事業支配力過度集中

控股公司」指導原則，該指導原則並不具任何法律直接約束力，僅為公平取

引委員會解釋事業過度集中之依據。 

二、結合之定義 

依一九四七年獨占禁止法規定，將事業結合行為區分為股份之持有、負

責人之兼任、營業之合併及讓受，並禁止控股公司之設立（第九條第一項）、

                                                 
90 本法所稱「私的獨占」係指事業單獨或以結合、通謀或其他方式，排除或支配其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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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包括外國公司）亦不得在國內設立控股公司（第九條第二項），另經

營金融業之公司，不得取得具有競爭關係金融公司的股份，亦不得取得其他

公司 5%以上之股份（第十一條）。然為促進產業重整，提昇企業集團經營之

效率，一九九七年乃重新修訂獨占禁止法，將不得設立控股公司之規定予以

解禁，並規定如持有子公司股份之總價值占企業總資產之比重達 50%以上

者，即為所稱之控股公司（第九條第三項）。 

三、結合之管制規範 

新修訂之獨占禁止法雖已解除設立控股公司之禁令，但依第九條第一項

規定，導致事業支配力過度集中之控股公司不得設立，而同條第二項則規定

公司(包含外國公司)不得在日本設立事業支配力過度集中之控股公司。據

此，公平取引委員會對事業支配力有過度集中91之虞的三類事業仍予以禁止： 

（一）規模龐大，而對國民經濟有鉅大影響者：其類似舊財閥式       

的企業集團，集團總資產超過十五兆日圓、跨足五種行業以

上、且其個別總資產超過三千億日元以上之公司； 

（二）大規模金融公司與一般事業公司：總資產超過十五兆日圓之金

融機構及持有超過資產三千億日圓之一般企業公司； 

（三）具相互關聯性事業領域之有支配力企業：持有五種行業別以上

（金融為三種以上）之個別具有支配力之公司，其市場占有率

                                                                                                                                      

之活動，而致違反公共利益，並限制特定交易領域之競爭。 
91 本法所稱「事業支配力過度集中」係指控股公司集團整體的事業規模龐大，且橫跨數個

不同事業領域，因其資金交易對其他事業產生重大影響，或在數個相關事業領域中，該集團

事業居於有利地位，而足以對國民經濟構成重大影響力，而致妨礙公正且自由競爭之運作。 

4-94 



達 10%以上及排名第三位以內。 

另依第十條規定，公司取得或持有本國公司股份，對特定交易領域之競

爭造成實質上限制時，不得取得或持有該股份，亦不得以不公平交易方法取

得或持有本國公司之股份。而依第十一條規定，經營金融業之公司持有本國

公司股份超過其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五者，不得取得或持有超過部分之股

份，但依公平取引委員會規則之規定，事先經該會許可，並符合下列各款者，

不在此限。 

（一） 因行使擔保權或受領代物清償而取得或持有之股份。 

（二） 經營證券業之公司，因業務而取得或持有之股份。 

（三） 因基於特定理由處分股份，而致持有其他本國公司股份占    

其發行總數之比例增加。 

（四） 因金錢或有價證券信託而取得或持有之股份。但以委託人   

或受益人得行使表決權或關於表決權之行使，委託人或受

益人得對於受託人為指示者為限。 

四、結合之申報制度 

一九九七年修訂後之「獨占禁止法」係採行原則自由的作法。依獨占禁

止法第九條第六項規定，若結合後資產總值超過三千億日圓者，應於結合後

每個營業年度終了三個月內向公平取引委員會提出國內母子公司相關事業

報告書。另，符合上述規定之新設控股公司，必須從設立起三十天內向公平

取引委員會提出母子公司相關事業概況之簡式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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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合申請之准駁原則 

依獨占禁止法第十五條規定，若結合案將導致特定交易領域競爭，受到

實質限制或該結合案係以不公平之交易方法構成者，不得合併。因此，公平

取引委員會將依據案件行為，對是否在特定交易範圍內之競爭，造成實質限

制或是否因不公平的交易方法所得之合併等方向著手進行調查，同時針對參

與結合之各該事業其市場占有率、現有市場之競爭狀況、及與該市場相關聯

之其他市場競爭狀況等，進行綜合性研判及處理。 

公平取引委員會對來自一般提供之資訊，經檢討事實真相及預料可能違

反禁止規定時，對被質疑事件進行違反獨占禁止法之必要審查。審查事件是

否有必要，主要根據獨占禁止法第四十六條規定行使調查權限，如認定違反

事實時，將採取排除勸告之措施（第四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或得開始進

行審判程序（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對方若接受勸告，則逕行勸告審決（第

四十八條第四項），否則即進入審判程序，進行同意審決（第五十三條之三）、

正式審決（第五十四條）或違法宣告審決，分別命令違反行為予以排除。 

若採取上述審決等相關法的措施，證據還不夠充分的情況，而對違反事

實存有懷疑時，可對關係事業者進行警告，指導並改正之。若對違法行為的

存在有疑問而證據又不夠充分，惟恐將來有違法之疑慮，就防患於未然之觀

點以注意處理之。 

六、結合個案分析 

§第一勸業銀行、富士銀行、日本興業銀行合併設立金融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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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請結合事實 

公平取引委員會評估第一勸業銀行、富士銀行及日本興業銀行預定於

2000 年九月底設立控股公司並結合企業一案，其根據該結合案商討內容和調

查結果，認定本案無違反禁止獨占法規定（第九條、第十條及第十五條），

但仍會隨時注意本案對產業界之影響及就委員會所指出之各項問題，進行之

具體改進狀況，如有違反禁止獨占法之行為時，將採取嚴厲對策。 

（二） 結合主體 

為因應經濟全球化和金融自由化潮流，提供綜合性金融服務，第一勸業

銀行、富士銀行、日本興業銀行，預定於 2000 年九月共同設立「瑞穗財務

集團」控股公司，除參與結合之三家銀行外，並決定合併三家證券子公司（第

一勸業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富士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與興銀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及二家信託子銀行（第一勸業富士信託銀行與興銀信託銀行）。 

（三） 公平取引委員會審查過程 

有關本結合案，公平取引委員會針對獨占禁止法各相關規定進行檢討： 

1、 金融市場範圍之競爭（第十條、第十五條）：檢討在特定交易範圍

內，是否造成競爭之實質限制。 

（1）特定交易範圍之界定： 

a. 存款業務 

將全國市場－於全國設置分店營業之都市銀行（九行），長期信用銀行

（三行）與信託專業銀行（六行），以及區域市場（縣市鄉鎮）－設置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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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之地方銀行等，列入檢討範圍。 

b. 放款業務 

本案是長期信用銀行的日本興業銀行和都市銀行之第一勸業銀行、富士

銀行之異業結合案。考量長短期分離規定之撤銷，期間類別借貸結構之同質

化等因素，判斷所提供之金融機能為同質。全國市場－全國設置分店營業之

都市銀行，長期信用銀行與信託專業銀行，以及區域市場（縣市鄉鎮）－設

置分店營業之地方銀行等，列入檢討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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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外匯業務 

買賣外幣之國外匯兌交易係指銀行出口商或個人持有外幣和國內通貨

日圓交換，或進口商或個人持有日圓和銀行本身持有之外幣交換。據此定

義，分為從顧客收取手續費之「對顧客交易」和銀行間互相籌措外幣或銀行

本身運用外幣之「銀行間交易」，不論何種交易，均以在東京外匯市場從事

交易活動之金融機構為檢討範圍之基礎。 

d. 證券業務 

在股票、公司債各自的承銷買賣上，判斷特定交易範圍。對於提供企業

經營或財務策略之最適金融商品或服務的投資銀行業務，證券公司或銀行等

金融機構均為新進入者，故全市場參與者為其檢討範圍。 

e. 信託業務 

決議全國信託銀行為檢討信託銀行經營業務之交易範圍。 

（2）競爭影響之檢討 

檢討上述所規範的交易範圍中，對競爭影響極大之存款、放款、債券的

承銷買賣及信託業務後，認定在每一交易範圍內，並無限制競爭。 

a. 存款業務 

都市銀行、長期信用銀行及信託專業銀行等十八家為計算基礎，計算三

家合併後之存款市場占有率為 20%，居第一位，與第二位都市銀行之存款市

場占有率相差約 8%，未來陸續將有數家都市銀行預定進行合併，故預期存

款市場占有率之集中度將會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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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認可下述情況： 

1. 股票投資信託之新開戶數急速增加：低利率下，個人存款轉向投

資信託等替代金融商品，而證券公司、投資信託委託公司、保險

公司等提供之替代金融商品已成為存款業務競爭壓力來源之一。 

2. 郵政儲金（1999 年 3 月底存款餘額為 250 兆日圓）成為存款業務

競爭壓力來源之一。 

3. 反映低利率、高報酬之網路專業銀行或以消費者便利為訴求，利

用便利商店提供 24 小時服務之市場新進者，將為強力競爭者之

一。 

4. 現行低利率下，各銀行提供多樣化金融商品，如：利率優惠存款

等，以利股票等資產運用金融商品競爭，爭取存款。 

5. 大型都市銀行面臨強力競爭者，在東京都三家之市場占有率超過

20%，成為第一大都市銀行，加上考量上述情況，都市銀行、地

方銀行等 127 家銀行，從事營業活動之外，尚有信用金庫等多家

系統金融機構參與競爭。 

 b.放款業務 

以都市銀行、長期信用銀行和信託專業銀行等十八家銀行為計算基準，

本案之市場占有率約為 25%，居第一位，與第二位都市銀行市場占有率相差

約 14%，未來將有多家銀行相互合併之案件，預期市場集中度將提高。但認

可下列狀況： 

1. 籌措資金手段多樣化，大企業多以公司債、商業本票、應收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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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流動化等方式籌措資金，來自資本市場之競爭壓力，有效運

作。 

2. 信用風險低、貸款金額大之大企業導向之放款業務傾向縮小階

段，利用間接金融籌措資金一部份的大企業，在上述情況下，存

在多家強而有力大型都市銀行競爭者。 

3. 公債、公司債的承銷買賣業務部分，銀行的證券子公司將成為有

力之競爭者。 

4. 外國證券公司也在放款業務上呈現良好擴大業績表現。 

c. 信託業務 

三家合併的信託銀行子公司中，包括富士銀行的子公司－安田信託銀

行，其合併後的市場占有率約占全體信託的 10%，排名第四位，而有價證券

信託、金錢債權信託和不動產信託之市場占有率排名第一位。但考量全體信

託市場範圍，存在數家有力競爭者，因低利率長期化或規定放寬，作為資產

運用之手段，經由銀行販賣信託商品，擴大信託範圍，故乃認可下列之狀況： 

1.  有價證券信託與金錢債權信託，以母銀行之信託居多。 

2. 不動產信託，結合後之市場占有率僅增加 0.5%，並有大型信託

行等有力競爭者的存在。 

3. 事業支配力過度集中（第九條）：檢討本案是否造成事業支配力

過度集中之虞。 

獨占禁止法第九條規定，禁止設立或轉換可能成為事業支配力過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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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控股公司，委員會依照「事業支配力過度集中之控股公司之看法」（以下

稱第九條指導原則），評估本案是否為指導原則中所禁止之三種合併類型之

任一類型，而造成事業支配力過度集中。進行檢討後，三家控股公司集團（第

一勸銀、富士銀行、日本興業銀行與國內子公司與實質子公司）均不屬於第

九條指導原則之任一禁止類型，故判斷本案之事業支配力並未過度集中。 

（1） 第一類型（控股公司集團總資產超過 15 兆日元，在主

要事業分野持有五個以上大規模公司，且各分野下個體事業總資

產額超過 3,000 億日圓）：本結合案除金融公司以外，其集團總

資產額不超過 15 兆日圓。 

（2） 第二類型（控股公司集團總資產超過 15 兆日元，除金

融或經營與金融相關業務外，持有個體事業資產總額超過 3,000

億日圓之公司）：本結合案並無超過 3,000 億日圓的事業公司。 

（3） 第三類型（持有五種行業別以上，個別具有支配力之大

規模公司（即市場占有率 10%以上或營業額在第三位以內）：金

融相關事業分野，銀行以外之具有支配力之公司並不存在。 

3. 對產業界之影響 

本案之三家銀行，約對 1,600 家上市公司（銀行、保險公司除外）融資，

占總上市公司的 70%，且合計三家融資金額居第一位之上市公司則約達 700

家（占 30%）。為評估本案對產業界之影響，對接受三家銀行融資之企業（上

市公司和中小企業），進行問卷和訪問調查。其調查結果如下： 

（1）本案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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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結果，五成以上企業期待三家銀行結合後，提供更

好的金融服務或安定的資金供給。另一方面，擔心降低服務品質，

融資條件惡化等負面影響的企業則約占 15%。 

（2）對個別企業經營之影響 

1. 因本案結合而改變資金籌措和周轉方式之企業約四成，另 外，

無其他替代方式或無法改變資金籌措結構之企業，則約占全體

企業的二成。 

2. 結合後，合計三家銀行的放款比率超過過去放款比率占第一位

銀行的企業中，為規避融資情勢轉變的風險，約有七成企業調

整借款比率。 

a. 有關借款條件，半數企業認為並無特別影響，但仍有一成企

業認為借款條件將轉為不利。 

b. 因本結合案，預期存款相關交易、現在或未來請求承銷公司

債有增強趨勢之企業約達四至五成。 

（3）對企業再編之影響 

問卷調查結果，近七成企業認為並無特別變化，因本案影響各

行各業的再編小。 

（4）對企業集團內交易之影響 

1. 富士銀行的芙蓉會，第一勸業銀行的三金會，定期舉辦會合。 

2. 約八成以上的公司認為企業集團內外交易並無特別變化，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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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數者認為企業集團會減少。另外，有關企業集團今後動向的

看法，屬於企業集團的公司認為今後將加強維持企業集團內部

的事業夥伴關係的看法高達五成以上，超過持有結合關係將轉

弱的看法。 

4. 獨占禁止法和競爭政策上之配合 

委員會根據上述第二大項中，第四細項的調查結果，對本案指出獨占禁

止法及競爭政策上之問題點： 

（1）關於事業經營之干涉 

a. 本件調查過程中，擴大事業規模的三家銀行是否會對融資比率

和出資比率較高的公司干預或參與企業經營事項如下： 

      - 請求增加存款等借款以外的交易或往來 

      - 請求由特定的證券公司擔任公司債認購委員 

      - 請求由特定的公司擔任債券管理 

b. 倘若企業不接受上述事項，而被銀行暗示將有不利處理等，即

三行的營業活動將影響企業的經營狀況時，則觸犯不公平交易

方法（第十九條）規定。今後以公司本身影響力為由，讓交易

對方蒙受不利行為之應對是必須的。 

（2）關於企業集團 

關於委員會數次調查企業集團結果，實際上可見集團內的交易比率年年

降低等狀況，依據此次調查，如上第四細項所述，企業集團內外的大多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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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認為集團內的交易關係並無變化，反而強化與維持各公司間的結合，因同

屬一企業集團，致選取交易對象，形成排外、封閉交易關係的可能性升高，

為避免此現象發生，須考量應對之策。 

（3）對上述所指各項問題點，三家銀行提出說明： 

a. 關於企業經營之參與或干涉 

關於融資或出資比率升高為由，請求增加交易往來可能性的答覆是，現

在已準備讓銀行的職員幹部徹底瞭解遵守獨占禁止法等體制，並努力遵守經

營倫理與法令，結合後將繼續朝此方向努力，關於新設控股公司方面，正統

籌規範全體經營倫理與法令遵守之體制，致力防止上述行為的發生。 

b. 瑞穗財務集團將以中立且開放的金融集團拓展事業活動，不會成為以

本企業集團為中心之特定且排他的企業集團。平成 14 年春天（2002 年）預

定集團下銀行的結合與重組前，企業集團會重新評估「銀行為經營中心」的

形式。 

具體上，關於芙蓉會，富士銀行除管理處的幹部等職位外，舉辦場所也

從富士銀行的總店變更為其他地點，三金會也以相同方向重新評估經營方

法。 

（四）審查結果及委員會未來之因應對策 

本案下，有關控股公司設立，及其下設置三家銀行、三家證券子公司和

二家信託銀行子公司之合併，認定並無違反獨占禁止法規定。平成 14 年春

天（2002 年）為這些行庫重組期限，必要時將再重新檢討評估。 

另有關本案對於產業界之影響，委員會對銀行就各問題點之回答，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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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關切實施情況，倘若認定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行為時，將採取嚴厲的處罰

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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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海上火災保險(股)、住友海上火災保險(股)合併案 

（一）申請結合事實/結合主體 

為因應產物保險業經濟環境急速變遷92，三井海上火災保險(股)（下稱「三

井海上」）及住友海上火災保險(股)行（下稱「住友海上」）預定於 2001 年 10

月 1 日合併，藉以強化競爭力並提昇經營效率，結合後將以三井海上為存續公

司，並重新命名為「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股）」。 

（二）審查過程及市場競爭評估 

有關本案，公平取引委員會係針對獨占禁止法第十五條進行檢討。 

1. 金融市場範圍之競爭（第十五條）：檢討在特定交易範圍內，是否造

成競爭之實質限制。 

    產物保險市場中，產物保險全體形成特定交易範圍，同時依所提供之

保險內容和保險種類（火災保險、海上保險、陸空保險、汽車保險、傷害

保險、自賠責任險及賠償責任險）亦形成交易範圍。 

2. 競爭影響之檢討 

    本案結合後之市場占有率約 15%，排名第 2 名。另審慎評估檢討各

產物保險類別市場後，火災保險市場（約 15%），海運保險市場（25%）

                                                 
92 平成七年以後，隨著保險業法的修正，產業保險市場自由化情況如下： 

1. 隨著保險費自由化及外資保險公司或其他業者的加入，價格競爭日趨激烈，業者莫不以促

進保險商品多元化和提昇服務品質為首要之務。 

2. 除經由產物保險代理公司出售保險商品外，透過電話或網路方式銷售保險商品之方式日益

增加，外資藉由網路等管道銷售金融商品的趨勢亦呈成長。 

3. 以往並未歸屬於人壽保險及產物保險的第三分野傷害保險等之競爭已更形激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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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傷害保險市場（約 20%）之市占率為第一位(其餘保險類別市場則居第

二位或第三位)。 

再者，鑑於其他產物保險公司亦預定結合，預期市場集中度將提高。 

（四）審理結果 

    綜合檢討上述等實際情況，公平取引委員會判斷本案實質上將不會限

制競爭。 

       （1） 產物保險市場： 

a.  除該公司外，市場上亦存在其他大型產物保險公司等有力競

爭者，陸續則預期有人壽保險公司、外資保險公司以及其他

業者的加入。 

b. 目前產物保險公司相互競爭開發保險商品，提供多樣化服

務，加上保險費率自由化，有助於促進價格競爭。 

c. 外資保險公司利用網路等銷售管道大幅增加業績。 

（2）火災保險、海上保險、陸空保險及傷害保險等保險類別市場： 

a. 火災保險市場：火災保險合作社提供互助保險，為競爭壓力

之來源。 

b. 海上及陸空保險市場：因契約主體為海運公司或運輸公司，

對產物保險公司談判能力強，變更契約對象也較容易。有關

海上保險市場於海外加保案例很多，外國保險公司亦為競爭

壓力來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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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於傷害保險市場、人壽保險公司（產物保險子公司）或外

資系保險公司加強行銷活動，預期保險市場之競爭將更形激

烈。 

 

第四節  加拿大相關事例與准駁審查原則93

一、結合規範介紹與立法意旨 

為維持與促進市場的有效競爭、提高本國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參與、確

保中小型企業在市場經濟上享有平等機會，以及提供消費者具競爭性的價格與

產品選擇，加拿大競爭局特制定競爭法（Competition Act），針對企業聯合行

為、結合行為及商貿原則，提供一般性規範。至於評估結合案之方法則另訂於

「合併處理指導原則」（Merger Enforcement Guidelines），其企圖提供一適用所

有企業合併的廣泛處理準則。不過，由於銀行產業屬性與一般產業不同，除了

合併時所涉及之相關產品及地理市場常產生定義上的困難外，其對整體經濟及

社會大眾所帶來之影響亦不容忽視。因此，在秉持開放、透明，及可預期的執

行原則下，加拿大競爭局遂於 1998 年七月草擬完成「銀行合併處理指導原則」

（The Merger Enforcement Guidelines as Applied to a Bank Merger），其係競爭局

首次針對特定產業的結合案件所研訂之指導原則，基本審理架構與前述之「合

併處理指導原則」一致，但提供更具實務性與產業導向的分析工具，適用於處

理金融服務部門的結合問題。依加拿大銀行法規定，銀行結合最後須經財政部

長的核可，因而依據該原則所完成的銀行合併評估報告，最後將送交財政部長

                                                 
93 見 Competition Bureau of Canada ,The Merger Enforcement Guidelines as Applied to a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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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准駁之參考，至於競爭法庭則無權過問銀行業的結合案件。 

二、結合之定義 

「銀行合併處理指導原則」對結合的定義與競爭法第九十一條相同，所

謂「結合」係指由購併或建立的方式，取得對他人之全部或部分營業控制權或

具有顯著利害關係（significant interest）者。所謂「控制」已明訂於競爭法第

二條第四項，係指直接或間接持有一企業超過 50%以上的投票表決權，至於

競爭法雖對「顯著的利害關係」無明確定義，但競爭局將其認定為對企業經濟

行為（如訂價、採購、配銷、行銷、及投資決策）產生影響力之能力，惟在認

定上須視個案而定。 

三、結合之管制規範及申報制度 

依競爭法第一○九條規定，結合主體及其關係企業於加拿大境內擁有超

過四億元加幣以上之資產、或於加拿大境內之總營業額達四億元加幣以上時，

其結合應向加拿大競爭局申報。而競爭局則就該結合案是否造成減損或妨礙市

場競爭的情形，進行審查，如經評估並考量結合效益後，發現其仍存有反競爭

之虞，則競爭局將要求當事人重新調整合併計劃或放棄該計劃。 

依競爭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加拿大競爭法庭得針對可能造成減損

或妨礙競爭的結合案，要求其提出補救措施。不過，倘若參與結合之當事人提

出效率抗辯，證明結合案所得到的成本節省足以抵銷對競爭上的傷害，且該成

本節省非經合併，否則無法達成者，則競爭法庭不得禁止該結合案件（競爭法

                                                                                                                                        

Merger, http://www.ic.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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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六條）。競爭局認為所謂「效率」有兩個涵義，一是代表經濟成本的節

省，倘若要求結合事業採行補救措施，則該效率無法實現；二是該成本節省必

須反映在實質經濟資源上的節省，而非由結合事業本身所獲取，因此競爭局在

處理事業的效率抗辯時，均格外謹慎。 

四、結合申請之准駁原則 

加拿大競爭局在檢視銀行結合案對市場競爭的影響，主要從結合案是否

減損（lesson）或妨礙（prevent）競爭兩個角度進行評估。一般而言，結合可

透過以下兩種途徑，造成市場競爭的減損或妨礙。其一是藉由減少市場上競爭

者的數目，促進同業間的聯合行為來達成。所謂「聯合行為」係指同業間對共

同操縱市場力量或限制在價格、品質、服務、產品上的競爭已存有默契。其二

則是銀行結合後，得以單方面操縱市場力量，如透過提高價格或限制產品供給

來獲取利潤。加拿大競爭局認為倘若銀行結合後，不論對產品價格、或是品質、

服務、多樣性等方面所帶來之競爭影響，無法因新進者的參與或市場競爭的強

化而得以改善時，即造成實質減少或妨礙競爭。 

競爭局在審查結合案對市場競爭之影響時，首先將界定市場範圍，並區

分為產品市場及地理市場，藉以確認產品替代性及結合當事人的競爭對手。相

關產品市場含括消費者因銀行結合後所造成之價格上漲，品質、服務或產品多

樣性的減少下，可能移轉之所有替代性產品；而相關地理市場則含括消費者為

因應銀行結合後對市場力量之操縱，可能移轉至其他供應商的所有區域。 

針對市場範圍界定後，則進一步審核結合案之市場占有率及集中度門

檻，作為評估其是否須進行深入競爭分析之參考。一般而言，倘若事業結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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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市場占有率在 35%以下者，因結合事業企圖運用市場力量進行價格調漲或

降低服務品質時，消費者仍有足夠的產品與供應商可供選擇，故競爭局不擔心

結合事業會濫用市場力量。再者，事業結合後，市場上前四大公司之市場占有

率在 65%以下，且結合後的事業，其市場占有率在 10%以下者，因市場上的

競爭者難以進行合作行為，不會造成濫用市場力量，並產生反競爭之虞，故原

則上競爭局亦毋須進行進一步競爭分析。不過，倘若有其他資訊顯示事業結合

後將實質減少或妨礙競爭，即使未超越上述門檻標準，競爭局亦將蒐集相關訊

息並予以評估。 

簡言之，在進行結合競爭分析時，須初步檢視事業結合後所涉之市場占

有率是否超過前述 35%，65%/10%之門檻標準，倘若未超過該標準，除非有其

他訊息顯示存有反競爭疑慮，原則上競爭局不會分析該等市場之競爭問題，但

如超過上述標準，則競爭局將進行深入審查。 

競爭局為衡量反競爭效果，舉凡市場占有率或集中度的高低、價格調漲

的可能性、市場內廠商家數及產能高低、產品異質性的程度、產業組織是否存

在以利於市場資訊的傳遞與流通、市場參與者過去是否從事於聯合行為、地方

市場與全國市場的競爭情形，及高階經理人間對價格達成協定的可能性等，皆

為評估的重要指標。當然，尚有一些非結合事業本身之因素（競爭法第九十三

條），競爭局亦會加以考量，如國外之競爭、替代商品的可得性、參進障礙、

絕對成本優勢、市場內剩餘的有效競爭、活潑及有效競爭者的消滅、改變與創

新、經營失敗與退出市場，以及有無其他排他性契約、搭售、差別訂價等損害

市場競爭之行為。此外，對於資訊科技、法律規範等足以影響產業結構發展之

要素，競爭局亦會評估其是否導致市場力量之集中，如：網路銀行之發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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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顛覆傳統銀行交易方式，競爭局正重新思考應如何衡量市場占有率、並定

義相關產品與地理市場，以符市場發展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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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合個案分析 

§加拿大皇家銀行（Royal Bank of Canada, RBC）與蒙特利爾銀行（Bank of 

Montreal, BMO）合併案94

（一）申請結合事實/結合主體 

一九九八年一月二十三日，加拿大皇家銀行（RBC）與蒙特利爾銀行

（BMO）向加拿大競爭局提出結合申請，期由結合以達營運範疇之擴張。該

兩銀行在一九九七年底之資產總額分居加拿大銀行的第一及第三位，結合後之

資產總額約達三千一百五十億元加幣，可預期的是兩銀行結合後將透過旗下之

分支機構、信用卡業務及證券公司，提供消費者更具經濟規模與效率之金融服

務。 

（二）審查過程 

加拿大競爭局依據競爭法檢視該結合案是否可能產生實質減損或妨礙競

爭之情形，即評估本案是否可能導致價格調漲、選擇性減少及服務品質降低等

競爭法所不允許之結果，除非結合本身所產生之效率可以超過對競爭所帶來的

負面影響，否則結合案將不予允許。依「銀行合併處理指導原則」審理架構，

競爭局主要依循以下四步驟針對本案的反競爭效果加以檢視，首先是定義相關

產品及地理市場；接續進行市場占有率及集中度門檻標準之計算；之後考量所

有可能影響本案反競爭效果之因素；最後則是評估結合效率是否超過對競爭所

造成之負面效果。 

                                                 
94 Competition Bureau of Canada (1998), The Competition Bureau’s Letter to the Royal Bank and 
Bank of Montreal, http://www.ic.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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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本案，競爭局以兩年的時間框架作為評估競爭效果的基礎，並檢視

結合案對各項金融服務市場競爭所造成之影響，最後認定僅就分支機構提供個

人及企業金融服務、信用卡服務及證券服務市場進行深入的市場競爭分析，至

於其他產品市場，因無反競爭之虞，故毋須進行進一步的競爭評估。另一方面，

創新與科技所帶來的產業結構改變，競爭局則認為在未來兩年內對本案之反競

爭評估將不會造成顯著影響。 

（三）市場競爭評估 

1. 分支機構提供個人及企業金融服務方面： 

針對個別消費者而言，銀行分支機構所提供之服務包括：個人

交易帳戶、個人貸款及信用額度、及房屋貸款等；對企業而言，尤其

是中小型企業，銀行分支機構所提供之服務包含：企業交易帳戶及相

關服務、營運資金之借貸等。 

經評估後，發現本案將造成 224 個市場中，104 個市場競爭受到

實質減損；71 個地方市場競爭可能會受到實質影響，不過須進一步

分析影響效果；僅有 49 個地方市場無競爭之虞。此外本案亦將實質

降低 British Columbia、Saskatchewan、Manitoba、Ontario 及 Nova Scotia

等省份，年營業額一百萬至五百萬加幣之中型企業營運資金借貸市場

的競爭。 

2. 信用卡服務方面： 

倘若蒙特利爾銀行的 MasterCard 帳戶轉變為 Visa，則將實質減

損一般信用卡網路服務市場的競爭；如果皇家銀行的 Visa 帳戶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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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MasterCard，則無實質減損競爭之虞，但兩銀行結合後將擁有

MasterCard 的市場優勢地位。 

此外，若將皇家銀行的特約商店納入 MasterCard，並不影響

MasterCard 特約商收單市場的競爭，但對中小企業之特約商而言，則

將實質減損信用卡總收單市場的競爭。 

3. 證券交易方面： 

本案將造成 63 個地方經紀業務市場中，39 個市場實質減損競

爭；另有 16 個市場競爭可能會受到實質影響，不過須進一步分析影

響效果；僅有 8 個市場無反競爭之虞。此外，本案亦有可能實質降低

五千萬加幣以上之證券發行市場的競爭。 

（四）審查結果 

加拿大競爭局經審查後，認為本案可能造成實質減損或妨礙競爭，意即

有價格提高、金融服務品質降低或消費者選擇減少的情形，因此，於 1998 年

12 月加拿大財政部長正式否決本案，並要求申請銀行必須提出補救措施，如：

處分資產、或重新調整結合計劃內容等，以排除結合案所可能帶來的競爭損害。 

 

§加拿大帝國商業銀行（Canadian Imperial Bank of Commerce, CIBC）與多

倫多道明銀行（Toronto-Dominion Bank, TDB）合併案95

                                                 
95 Competition Bureau of Canada (1998), The Competition Bureau’s Letter to the CIBC and TD 
Bank, http://www.ic.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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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結合事實/結合主體 

一九九八年四月十七日，加拿大帝國商業銀行（CIBC）與多倫多道

明銀行（TDB）向加拿大競爭局提出結合申請，期由結合以達營運範疇之

擴張。該兩銀行在一九九七年底之資產總額分居加拿大銀行的第二及第五

位，結合後之資產總額約達二千七百五十億元加幣，可預期的是兩銀行結

合後將透過加拿大境內之分支機構、信用卡業務及證券公司，提供消費者

更具經濟規模與效率之金融服務，同時可擁有成本優勢，並進而提昇國際

競爭力。 

（二）審查過程 

加拿大競爭局依據競爭法檢視該結合案是否可能產生實質減損或妨

礙競爭之情形，即評估本案是否可能導致價格調漲、選擇性減少及服務品

質降低等競爭法所不允許之結果，除非結合本身所產生之效率可以超過對

競爭所帶來的負面影響，否則結合案將不予允許。依「銀行合併處理指導

原則」審理架構，競爭局主要依循以下四步驟針對本案的反競爭效果加以

檢視，首先是定義相關產品及地理市場；接續進行市場占有率及集中度門

檻標準之計算；之後考量所有可能影響本案反競爭效果之因素；最後則是

評估結合效率是否超過對競爭所造成之負面效果。 

針對本案，競爭局以兩年的時間框架作為評估競爭效果的基礎，並

檢視結合案對各項金融服務市場競爭所造成之影響，最後認定僅就分支機

構提供個人及企業金融服務、信用卡服務及證券服務市場進行深入的市場

競爭分析，至於其他產品市場，因無反競爭之虞，故毋須進行進一步的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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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評估。另一方面，創新與科技所帶來的產業結構改變，競爭局則認為在

未來兩年內對本案之反競爭評估將不會造成顯著影響。 

（三）市場競爭評估 

1. 分支機構對個人及企業金融服務方面： 

經評估後，發現本案將造成 179 個地方市場中，36 個市場競爭

有實質減損；53 個地方市場競爭可能會受到實質影響，不過須進一

步分析影響效果；僅有 90 個地方市場無競爭之虞。此外本案亦將實

質減損 Prince Edward Island、Yukon 及 Northwest Territories 等地，

年營業額一百萬至五百萬加幣之中型企業營運資金借貸市場的競爭。 

2. 信用卡服務方面： 

本案對一般信用卡網路服務市場的競爭並無影響；但對 Visa 特

約商收單市場的競爭將造成實質減損，同時對中小企業之特約商而

言，亦將實質減損信用卡總收單市場的競爭。 

3. 證券交易方面： 

本案僅造成 22 個證券經紀業務市場中，1 個市場實質減損競

爭；另有 2 個市場可能會有減損競爭之情形，不過須進一步分析影響

效果；僅有 19 個市場無競爭之虞。 

（四）審查結果 

加拿大競爭局經審查後，認為本案可能造成實質減損或妨礙競爭，

意即有價格提高、金融服務品質降低或消費者選擇減少的情形，因此，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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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年 12 月加拿大財政部長正式否決本案，並要求申請銀行必須提出補

救措施，如：處分資產、或重新調整結合計劃內容等，以排除結合案所可

能帶來的競爭損害。 

 

 

 

 

第五節 小結 

鑑於金融事業特殊的產業結構及順應大型化、國際化的發展潮流，美、

歐、日、加各國對金融機構結合行為，多建構專法或指導原則加以規範。如：

美國於一九一四年所制訂之「克萊頓法」，一九七六年通過的「哈特－施高特

－羅第諾反托拉斯改進法」，及一九九五年由司法部、聯邦準備理事會及貨幣

管理局所共同發布之「銀行合併檢視原則」；歐盟理事會於一九八九年十二月

二十一日所通過第 4064/89 號「企業結合管制規定」；日本於一九九七年新修

訂之獨占禁止法；以及加拿大競爭局於一九九八年七月針對金融產業結合案件

所特別研訂之「銀行合併處理指導原則」等，均對金融機構結合管制、申報制

度，及准駁原則訂有周延之規範，以防止經濟力量過度集中，並維持市場的有

效競爭。 

有關金融機構結合管制及申報制度，各國存有其差異性。美國係採事前

強制申報異議制，除特定情形外，結合後之交易總值達一定規模（交易規模標

準）、或參與結合事業資產總額或年淨銷售額達一定規模者（事業規模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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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申報；申報後，則須經暫停及釐清程序，倘若主管機關在一定期間內未提

出異議（原則上為三十日），則結合即可合法生效。歐盟則採事前申報制，結

合企業總營業額超過門檻標準者，最遲應於契約締結、公開收購公告、或控制

利益取得後一週內，向歐體執委會申報，事業結合於申報前或執委會尚未作成

與共同市場相容之決定時，不得執行。日本依修訂後之「獨占禁止法」，主要

採行原則自由、訂定最高門檻的作法，倘若結合案超過三千億日圓者，應於事

後向公平取引委員會申報，且每年須提出報告書，公平取引委員會如質疑該結

合案，得命令採取處分股份等措施。至於加拿大的結合管制及申報制度，依加

拿大競爭法規定，結合事業主體及其關係企業於加拿大境內擁有超過四億元加

幣以上之資產、或於加拿大境內之總營業額達四億元加幣以上者，其結合應向

加拿大競爭局申報，若競爭局經評估並考量結合效益後，發現存有反競爭之

虞，則將要求當事人重新調整合併計劃或放棄該計劃。 

至於有關結合申請的准駁原則，各國則多以結合行為是否對國內商業活

動造成自由競爭之減損或形成獨占之虞，加以評估。實務上，則採量化法則

或功能性法則，作為適法性之判定標準。如：美國以 HHI 指數作為衡量結合

的競爭效果，不過將金融事業結合所適用之標準提高，僅於結合案之 HHI 指

數高於 1800，且參與結合事業合併後之 HHI 增加值超過 200 者，司法部方才

進行競爭分析。加拿大競爭局則針對事業結合後所涉之市場占有率是否超過

35%，65%/10%之門檻，加以檢視，未超過該標準者，除非有其他訊息顯示存

有反競爭之虞，原則上競爭局不會分析該等市場之競爭問題，但如超過上述

標準，則競爭局將進行深入分析並評估結合效率是否超過對競爭所造成之負

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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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有關金融事業結合審理機關的權責劃分，美國的銀行結

合案除受到金融事業目的主管機關制約外，亦須接受司法部的管轄監督，如

主管機關核准有限制競爭之虞的銀行結合案件，司法部得依反托拉斯法規

定，訴請法院阻止結合之進行。至於加拿大的銀行結合案，依加拿大銀行法

規定，最後須經財政部長的核可，因而競爭局完成的銀行合併評估報告，最

後將送交財政部長作為准駁之參考。 

綜上所述，各國結合管制的門檻標準，多以結合後之交易總值、參與結

合事業之資產總額或年銷售額等客觀標準，作為認定結合事業是否應提出申

請之依據，而排除以市場占有率或其他標準作為結合管制的門檻，此一做法

除了可提供結合事業一簡明、客觀之處理機制外，亦可避免因相關產品或地

理市場界定之困難，造成市場占有率認定上產生爭議。另一方面，競爭主管

機關在進行結合案的競爭分析時，除採行量化法則（HHI 指數或市場占有率

等），亦將其他可能影響結合案之反競爭效果因素納入實體考量，以便更為

審慎客觀的分析競爭效果。最後，有關金融事業結合審理機關的權責劃分設

計，各國做法雖有所不同，但機關間合作協商機制的建立，卻是有效審理結

合案件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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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近年來，隨者全球金融體系發展及資訊科技的進步，國際間金融市場日趨

緊密，不僅加速新金融商品的開發，更促使銀行、證券、保險間的業務區隔及

差異漸趨模糊。為因應金融多元化發展、強化金融產業規模、提昇經營效能及

國際競爭力，政府陸續完成多項重大金融革新措施，如：民國八十九年十一月

一日公布施行之「銀行法」第七十四條，對銀行轉投資金融相關事業採正常開

放政策，適度擴大跨業經營範圍。同時，為鼓勵同類金融機構合併，財政部於

同年十二月十三日公布施行「金融機構合併法」，提供金融機構合併之法源基

礎。此外，配合公司法關係企業章之規範，完成「金融控股公司法」之制定，

除擴大金融控股公司投資金融相關業務範圍及持股比例外，並允許與各子公司

間以共同行銷、資訊交互運用等方式推廣業務。顯而易見的是，我國金融政策

為金融機構跨業經營及組織再造提供有利環境，有助於金融現代化、國際化目

標之達成，並可加速國內金融體系朝向跨業經營及大型集團化之趨勢發展。 

由於金融產業屬性與一般產業不同，除了結合時所涉及之相關產品及地理

市場常產生定義上的困難外，其結合行為對整體經濟及社會大眾所帶來之影響

亦不容忽視。因此，鑑於金融事業特殊的產業結構及順應大型化、國際化的發

展潮流，美、歐、日、加各國對金融機構結合行為，多建構專法或指導原則加

以規範。本研究於參考國外法例，並配合我國金融政策及金融產業結構之發展

後，就公平交易法下之金融機構結合行為規範及審查原則，提供相關建議如下： 

一、相關地理與產品市場之界定 

（一）界定金融地理市場範圍之考量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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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確認結合當事人的競爭對手96； 

12. 消費者的特性97； 

13. 資深經理人間合意； 

14. 交易的特性； 

15. 潛在參進者98； 

16. 限制市場參進法律； 

17. 分支機構家數、形成之地理網路位置及在相關市場的特質99； 

18. 被購併之金融機構的競爭活力100與財務問題；  

19. 市場經濟狀況及對退出市場的需要101； 

20. 市場之其他特有因素102等。 

（二）界定金融商品市場範圍之考量要素 

13. 金融商品特性103與傳送方法104； 

14. 金融商品價格變數105； 

                                                 
96因為相關市場範圍內的商品不一定全由銀行或其他存款機構提供。 
97如人們通勤至另一個區域工作的通勤資料。又如電子銀行降低銀行的經營成本，於地方設立

分支機構的重要性，同時也改變了消費者的消費習慣。 
98如來自市場外之金融機構競爭者，評估買方是否為該市場上企業金融服務的有效競爭者。 
99如評估各家分支機構被當地企業整體利用的情況及對其他企業潛在的吸引力，或銀行服務與

行員的需求等。 
100如被購併者為市場上極具攻擊性的競爭者，應特別斟酌合併後市場競爭可能會減損的情況。  
101經濟條件是否能支持現有銀行的存在亦是考量因素，如評估出售分支機構對於該金融機構

於市場存活的可能性與整體的有效性。 
102 如分支機構之位置、及與企業往來容易的程度。 
103如消費者因某一金融商品相對價格上升而轉換至其他金融商品的特性關係。以貸款為例，

每一筆貸款有不同的規模、期間、附屬擔保品等，因此各種貸款間彼此不一定有替代關係，

也不一定屬於同一個市場。 
104 如網際網路的傳遞方式。 
105如存放款基本價格(base price)的衡量變數，包含利率，或因存、放款所衍生的其他費用；至

於其他交易型態，如資產管理等服務的基本價格，可考量為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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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於消費者從單一金融機構購買相關商品之傾向的統計資料； 

16. 消費者購買商品的種類及從特定金融機構購買商品的種類； 

17. 消費者偏好的統計資料； 

18. 企業對銀行金融商品需求之潛在影響106； 

19. 從現有商品轉換為其他商品的獲利性； 

20. 金融商品供給的調整時間107； 

21. 金融商品配銷方式的改變與創新； 

22. 金融商品組合的特性與品質108； 

23. 商品有無排他性契約、搭售、差別訂價 

24. 產業情況變化109等。 

（三）國際上相關因素 

13. 金融事業活動間發生於境內之關聯； 

14. 金融事業活動在境內具有實質、直接或可預見的效果； 

15. 主要從事金融事業活動應受規範之個人國籍、住所及經濟活動與規範國家

間之關聯； 

16. 主要從事金融事業活動的國家與某些受保護者間的關係； 

17. 受規範之某項金融事業活動的特性，及該規範對管制國的重要性； 

18. 其他國家規範該項金融事業的活動程度； 

                                                 
106如中型企業與小企業的需求不同，前者通常需要較高的資本與較複雜的資金管理服務。 
107 如事業因競爭對手的價格上漲，而在一年內得以最少的投資調整供給，並提供相同服務

時，可歸屬為同一市場。 
108 如金融機構結合後市場上事業間的依存度提高，所致價格提高，服務品質降低或減少商品

多樣性等減損競爭之情形。 
109人口結構改變、家庭財富增加及金融服務部門轉變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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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該項金融事業活動於國際間不被接受的程度； 

20. 該國際管制可能產生之保護或傷害存在合理的期待； 

21. 該國際規範對國際政治、法律或經濟體系的重要性； 

22. 該規範與國際體系傳統一致的程度； 

23. 他國有興趣規範該項金融事業活動之程度； 

24. 與其他國家規範產生衝突的可能性等。 

有關金融地理及產品市場之界定，以加拿大為例，相關產品市場係考量消

費者因銀行結合後所造成之價格上漲，品質、服務或產品多樣性的減少下，可

能移轉之所有替代性產品；至於相關地理市場則含括消費者為因應銀行結合後

對市場力量之操縱，可能移轉至其他供應商的所有區域。於界定市場範圍後，

加拿大競爭局方才接續進行結合案之市場占有率及集中度門檻之審核，作為評

估其是否須進行深入競爭分析之參考。另衡諸歐、美、日各國之反托拉斯法，

對獨占的認定，則針對起訴個案，蒐集相關數量性及非數量性的各項指標及證

據，作為相關市場認定之標準，並衡量影響其壟斷力運作的各項因素，據以作

成是否違反有關該項獨占之判決，該種做法可供我國參考。 

 

二、我國金融機構結合門檻標準 

由於依現行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結合公告金額（新台幣五十

億元）之標準，幾乎每一家國內金融機構之銷售金額均跨過門檻，從而造成渠

等間所為之結合，無法豁免於中央主管機關之審查，故目前「公平交易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已修正該款規定，增列主管機關得就金融事業機構與非金融事

業機構之銷售金額分別公告之，使金融機構之管制門檻趨於明確合理化。本研

究針對金融事業機構之申報門檻及實質審查門檻標準建議如下： 

（一）申報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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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事業機構結合之申報門檻係以營業收入為計算基礎，所稱「營業收入」

包含利息收入、手續費及佣金收入、買賣債、票券利益、出售證券利益及其他

營業收入。以民國八十九年十二月底五十三家本國銀行為例，營業收入達五十

億元以上者，共計四十六家，占全體本國銀行比率的 87%；一百億元以上者，

共計三十九家，占全體本國銀行比率的 74%；一百五十億元以上者，共計二

十三家，占全體本國銀行比率的 43%；二百億元以上者，共計十六家，占全

體本國銀行比率的 30%；二百五十億元以上者，共計十三家，占全體本國銀

行比率的 25%；四百億元以上者，共計十家，占全體本國銀行比率的 19%。

若與現行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分別以三分之一及四分

之一的市場占有率作為判斷結合之標準相較，五十億元之門檻標準，顯不相

稱，同時亦與公平交易法以維護市場秩序之宗旨不能合致。故參酌上開數據，

以二百億元營業收入核算，其占全體本國銀行營業收入總額之比率為 30%，

即約占三分之一，如以此金額作為銀行申請結合之門檻標準，與公平交易法第

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始有關聯並具合理性。 

另有關證券業及保險業方面，根據 WTO 我國服務業承諾表，在證券市場

上，已開放外資直接投資，而在直接保險與保險中介服務上，則已開放跨國提

供海運船舶及航空機體之保險，包括其所運載之貨物及衍生之責任，以及國際

轉運之貨物。因此，除人壽保險業的產業集中度偏高外（HHI 指數高於 1000），

其餘均在管制水準之下，應可視為自由競爭市場，對結合行為毋須設限。至於

人壽保險業，其結合之申報門檻得以保費收入為計算基礎，所稱「保費收入」

包含個人險之人壽保險、傷害保險、健康保險、年金保險；團體險之人壽保險、

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以民國八十九年十二月底三十一家本國及外商分公司為

例，保費收入達五十億元以上者，共計十四家，占全體人壽保險業比率的 45%；

一百億元以上者，共計十一家，占全體人壽保險業比率的 35%；一百五十億

元以上者，共計七家，占全體人壽保險業比率的 23%；二百億元以上者，共

計五家，占全體人壽保險業比率的 16%；四百億元以上者，共計四家，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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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人壽保險業比率的 13%。若與現行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分別以三分之一及四分之一的市場占有率作為判斷結合之標準相較，五十

億元之門檻標準，顯不相稱，同時由於人壽保險業多為長期契約，有效契約保

單逐年累積，保費收入具成長快速之特性，估計數年後大部分的壽險業者保費

收入均會超過五十億元。故參酌上開數據，以一百億元保費收入核算，其占全

體人壽保險業保費收入總額之比率為 35%，即約占三分之一，如以此金額作

為人壽保險業申請結合之門檻標準，與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規定始有關聯並具合理性。 

（二）實質審查門檻 

本研究建議金融機構結合案的實質審查門檻得以該產業營業收入排名第

十位之對應金額或結合後的事業，其市場占有率是否超過 10%為基礎，該對

應營業收入採浮動金額，以便確實反映經濟金融環境之變化。以民國八十九年

十二月底五十三家本國銀行為例，世華聯合商業銀行之營業收入排名居第十

位，營收金額約四百億元，其市場占有率約為 3%，故於同業結合之情形，僅

於結合後事業之營業額超過四百億元或市場占有率超過 10%者，公平交易委

員會方才進行進一步競爭分析。另一方面，若為異業結合，則以參與結合事業

之營業收入是否超過原產業排名第十位對應之營收金額或結合事業之市場占

有率是否超過 10%，作為門檻標準。倘若未超過該標準，除非有其他訊息顯

示存有反競爭疑慮，原則上毋須分析該等市場之競爭問題，但如超過上述標

準，則必須進行深入審查。 

本研究建議金融機構結合得以該產業營業收入排名第十位之對應金額或

結合後的事業，其市場占有率是否超過 10%作為實質審查門檻之基礎，該建

議係參酌國外法例並配合我國金融政策及情勢發展之所需。 

以美國而言，結合後之交易總值達一定規模（購併事業掌握被併購事業具

有表決權的證券或資產總值超過二億美元）、或參與結合事業資產總額或年淨

銷售額達一定規模者（結合交易總值介於五千萬至二億美元間，且購併事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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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購併事業之資產總額或年淨銷售額分別達一億美元及一千萬美元以上），均

須申報；申報後，則以 HHI 指數作為衡量結合的競爭效果，針對金融事業結

合，僅於結合案之 HHI 指數高於 1800，且參與結合事業合併後之 HHI 增加值

超過 200 者，司法部方才進行競爭分析。 

由於美國銀行業家數眾多，估計約有四萬餘家，規模相對較小且較為零

散，在可能形成地區性市場獨占之情況下，訂定較低之申報及審核門檻。反觀

日本對於結合管制則採取原則開放，僅設最高門檻之模式，若結合後資產總值

超過三千億日圓者，方才於結合後每個營業年度終了三個月內向公平取引委員

會提出國內母子公司相關事業報告書。本研究於參考美、日結合管制門檻設

定，考量本國金融機構之相對規模及產業結構後，建議取其均值，約為新台幣

四百億元110。以民國八十九年十二月底五十三家本國銀行為例，新台幣四百

億元相當於第十位世華聯合商業銀行之營業收入。此外，前三分之一本國銀行

之營業收入平均值亦約為新台幣四百億元，故本研究建議將實質審查門檻訂為

上述金額，應屬合理。 

【表 5-1】我國銀行與美日銀行規模比較        單位：億美元 

 銀行總資產 稅前盈餘 
國家 金額 % 金額 ROA ROE1 

全球 1000 大 378,716 100.00 3,185 0.84 18.06 
日本 75,139 19.84 95 0.13 3.08 
美國 55,361 14.62 1,036 1.87 27.84 
台灣 5,797 1.53 29 0.5 7.80 

資料來源：The Banker, July 2001 
    註：以 BIS 之第一類資本額為排序標準。 

 

    另一方面，依據加拿大結合規範，倘若事業結合後，其市場占有率在 35%

以下者；或事業結合後，市場上前四大公司之市場占有率在 65%以下，且結

                                                 
110 美、日結合管制門檻若換算為新台幣，分別為 80 億元及 800 億元，取兩者之平均值約為

新台幣四百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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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後的事業，其市場占有率在 10%以下者，原則上競爭局將不進行進一步競

爭分析。故本研究亦參酌加拿大立法精神，建議公平交易委員會僅於結合後事

業之市場占有率超過 10%之情形，方才進行進一步競爭分析。若未超過該標

準，從可競爭性市場之概念分析（contestable market），當一市場排除所有進入

與退出障礙後，該市場將具競爭性，故結合行為應可促進市場競爭；加上我國

屬於開放性市場，應無地區性市場獨占問題，故除非有其他訊息顯示存有反競

爭疑慮，原則上毋須分析該等市場之競爭問題。 

三、反競爭效果之衡量： 

國外競爭主管機關在進行結合案的競爭分析時，除採行量化法則（HHI

指數或市場占有率等），亦將其他可能影響結合案之反競爭效果因素納入實體

考量，以便更加審慎客觀的評估競爭效果，並作為企業結合適法性之判定標

準。以美國而言，實務上，係依結合個案之不同而採量化法則或功能性法則，

功能性法則因素含市場進入障礙、資源有限性、產品同質性、經濟效益、影響

市場占有率及集中度等，而銀行結合後，是否造成中小企業融資成本提高及融

資管道受限，亦是考量重點。另外，在衡量銀行產業的競爭狀況時，存款集中

度、分支機構的網路、參進情形、小公司迅速拓展的能力及銀行結合對中型企

業銀行業務需求之潛在影響為評估要素，其中有關結合銀行其分支機構在所涉

相關市場之特質，包括存放款規模、位置、及與企業往來之程度等，均納入考

重。 

而加拿大競爭局為衡量反競爭效果，舉凡市場占有率或集中度的高低、價

格調漲的可能性、市場內廠商家數及產能高低、產品異質性的程度、產業組織

是否存在以利於市場資訊的傳遞與流通、市場參與者過去是否從事於聯合行

為、地方市場與全國市場的競爭情形，及高階經理人間對價格達成協定的可能

性等，皆為評估的重要指標。當然，尚有一些非結合事業本身之因素（競爭法

第九十三條），競爭局亦會加以考量，如國外之競爭、替代商品的可得性、參

進障礙、絕對成本優勢、市場內剩餘的有效競爭、活潑及有效競爭者的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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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與創新、經營失敗與退出市場，以及有無其他排他性契約、搭售、差別訂

價等損害市場競爭之行為。此外，對於資訊科技、法律規範等足以影響產業結

構發展之要素，競爭局亦會評估其是否導致市場力量之集中，如：網路銀行之

發展，已全面顛覆傳統銀行交易方式，加拿大競爭局正重新思考應如何衡量市

場占有率、並定義相關產品與地理市場，以符市場發展之趨勢。 

綜觀各國對結合案反競爭效果之衡量，係由多面向加以評估，而非籠統含

糊地僅就單方面衡量，相信參考國外立法規範，配合我國金融政策與金融產業

結構之發展，將有助於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形成日後執法之政策建議，達成維

持市場競爭、促進產業發展與提昇產業競爭力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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