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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結合、結合矯正措施、結構面矯正、行為面矯正、資 
訊不對等、公司分割、監督成本、不可逆性、公平交易法 

 
一、 研究緣起 

對於台灣及其他訂有競爭法的國家而言，結合規範均是一項重要且深

具挑戰性的任務。結合管制之所以重要，乃在於過於集中的市場結構，往

往是市場諸多反競爭行為的溫床，除了提供擬進行價格或非價格聯合行為

的競爭者間，或是具市場地位廠商濫用該經濟地位，以進行價格或非價格

市場掠奪者，一項穩定與便利的市場環境外，更可能因市場的更趨集中，

事業間訊息互通及合作關係更加頻繁和緊密，不當提高了市場的參進門檻，

削弱潛在競爭本可發揮的制衡功能。由於結合乃事業常用以改變市場結構

的商業策略，因此，競爭主管機關若能於結合完成前，有效防免或引導結

合不致走向不利競爭之途，將可降低後續市場出現聯合或獨占力濫用等行

為出現的機率，大幅節省執法的成本。 
不過，上述關於結合規範重要性的說明，也突顯了該項規範任務的艱

鉅。以被多數國家所採行之規範手段，即結合事前申報(pre-merger 
notification)為例，競爭主管機關除須掌握結合行為所可能影響的相關市場

現況外，對結合案最終的許可、不異議，或禁止等法律判斷，本質上更涉

及了對相關市場未來可能變化的預測。結合當事人申報內容之真實程度，

以及主管機關本身在搜尋相關市場資訊時之主客觀條件限制，都可能讓判

斷的過程充滿了不確定性，連帶的也讓審查的結果更具主觀色彩。而隨著

知識經濟的來臨，市場愈強調無形資產與動態競爭的價值，這一執法上的

難題，將更為明顯; 其對全球競爭主管機關的挑戰，也將更形嚴峻。 反應

在結合審查實務上者，乃可以被明顯判斷對市場競爭必然有利或不利的案

件類型將愈來愈少，相反的，結合正反面競爭效果出現機率接近的案件，

很有可能會是未來案件的大宗。此時，單純的「許可/不異議」或是「禁止」

決定，其出現「錯殺」及「錯放」的機率也將隨之增高。相對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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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措施」(merger remedies)，提供了位於結合審查光譜二個極端決定間之

一項具緩衝功能的選項。簡言之，主管機關透過設定條件或負擔，在許可

結合的同時，亦要求結合當事人遵守或履行一定之結構面或行為面義務，

除可確保結合所可創造之經濟效益，不致因「錯殺」而喪失外，亦可透過

與當事人協商相關矯正措施的過程中，獲取更多的產業與市場資訊，設計

出最能反應市場現實與避免市場競爭受到不當限制的條件或負擔，進而創

造出政府與業者雙贏的規範結果。 
 

二、 研究方法及過程 
以法律之比較分析研究為主，輔以經濟理論之運用舖陳理論根據與文

獻所依，切插案例分說與產業樣態，緊貼法規所定與法律概念。經濟與法

律、文獻與案例，皆雙軌運行交互佐證。完整整理其它國家 (美國、歐盟

等)之執法經驗，配合經濟理論，評估相關案例之利弊得失。綜合研究結論，

提出對我國建立一般性結合矯正措施規範的具體可行建議。 
研究先廣泛的收集、綜覽、分析國內外相關的文獻、資料、案例，匯

整國內相關案例，建構詳盡完整的大綱與細目，並確定研究方向與架構。

並依所訂之研究架構，分門別類整理、分析、與勾勒研究內容。之後再著

手撰搞，依續完成外國法之比較分析，以及相關經濟理論的運用評析。最

後再以研究初步結論，提出對本國法之執法與立法建議，並檢視論文與本

國經濟環境之契合度，並確認經濟與法津雙軌相輔相成，完成全本論文。 
 

三、 重要發現 
透過結合矯正措施，在允許結合事業利用結合實現降低成本與規模經

濟等商業效益的同時，也能同時顧及結合後市場力不當被擴大而產生排除

競爭效果的疑慮，已成為多數國家支持採行之競爭法制度。就矯正手段的

選擇上，「結構面」的手段也為多數國家認為是較正本清源與有效的手段。

雖然類似像「解體」等措施，可能會讓結合當事人有操縱解體措施的負面

誘因，以及高度不可回復性等問題存在，但相較於「行為面」措施，競爭

主管機關，須在高度資訊不對等的情況下，對所附加的禁止或強制性之行

為面要求，於結合後進行長期與持續性的監督，「結構面」仍可能是較為

可採之手段。不過，也有學者與部分國家，不採上述如此絕對的見解，認

為「解體」等結構面措施是否必然優於行為面措施，仍應考量國家整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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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規模(大型或小型經濟體)、適用事業產業類型、以及結合類型等因素後，

始能作出正確的判斷。 
對我國而言，綜觀公平會過去的案例，幾乎全數以附加「行為面」的

負擔為主，相當缺少執行「結構面」措施之經驗，再加上事業解體或資產

出售等過程涉及高度的產業市場資訊的取得、主管機關處理類似案件之經

驗、及與其他相關法規間之競爭與衝突問題的解決等問題，故短期內，不

可能要求公平會改弦更張地大規模的實施「結構面」矯正措施。但從國際

間的執法趨勢來看，公平會應把其列為長期實踐之重點目標，嚐試於具體

個案中，將「結構面」措施逐步引入於我國競爭法制中。當然，台灣產業

所具有的小型經濟體的特色，也是決定是否採行解體措施時應加以考量的

因素之一。 
 
四、 主要建議事項 
(一) 立即可行之建議 

釐清法源，確認公平法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的「附加條件或負擔」

規定，在解釋上應可認為包括「結構面」的解體措施在內。並嚐試於個案

後採行較為結構面導向的結合矯正措施。即使基於產業規模與法規限制等

因素考量，而無法採行「結構面」措施，公平會也應審慎評估無法採行的

因素，並同時顧及過度依賴行為面措施，是否會產生無法克服的執法監督

成本。另外，也可參考計劃中所提供之外國執法經驗，訓練內部人員更加

熟悉結合矯正措施之運作狀況。 
(二) 長期性建議 

在我國，包括「結構面」在內的完整結合矯正措施的實施，必然涉及

公平法及相關法規，如關於公司分割制度及明定公平會進行如「解體」措

施權限之行政作用法等之修法。公平會可以本研究計劃為基礎，持續就此

議題，從個案與學理角度，思索未來建立修法或制定類似美國或歐盟之政

策指引或處理原則的可能架構，並作為未來與相關部會協商之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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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標 

對於台灣及其他訂有競爭法的國家而言，結合規範均是一項重要且深

具挑戰性的任務。結合管制之所以重要，乃在於過於集中的市場結構，往

往是市場諸多反競爭行為的溫床，除了提供擬進行價格或非價格聯合行為

的競爭者間，或是具市場地位廠商濫用該經濟地位，以進行價格或非價格

市場掠奪者，一項穩定與便利的市場環境外，更可能因市場的更趨集中，

事業間訊息互通及合作關係更加頻繁和緊密，不當提高了市場的參進門檻，

削弱潛在競爭本可發揮的制衡功能。由於結合乃事業常用以改變市場結構

的商業策略，因此，競爭主管機關若能於結合完成前，有效防免或引導結

合不致走向不利競爭之途，將可降低後續市場出現聯合或獨占力濫用等行

為出現的機率，大幅節省執法的成本。 
不過，上述關於結合規範重要性的說明，也突顯了該項規範任務的艱

鉅。以被多數國家所採行之規範手段，即結合事前申報(pre-merger 
notification)為例，競爭主管機關除須掌握結合行為所可能影響的相關市場

現況外，對結合案最終的許可、不異議，或禁止等法律判斷，本質上更涉

及了對相關市場未來可能變化的預測。結合當事人申報內容之真實程度，

以及主管機關本身在搜尋相關市場資訊時之主客觀條件限制，都可能讓判

斷的過程充滿了不確定性，連帶的也讓審查的結果更具主觀色彩。而隨著

知識經濟的來臨，市場愈強調無形資產與動態競爭的價值，這一執法上的

難題，將更為明顯; 其對全球競爭主管機關的挑戰，也將更形嚴峻。 反應

在結合審查實務上者，乃可以被明顯判斷對市場競爭必然有利或不利的案

件類型將愈來愈少，相反的，結合正反面競爭效果出現機率接近的案件，

很有可能會是未來案件的大宗。此時，單純的「許可/不異議」或是「禁止」

決定，其出現「錯殺」及「錯放」的機率也將隨之增高。相對的，「結合

矯正措施」(merger remedies)，提供了位於結合審查光譜二個極端決定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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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具緩衝功能的選項。簡言之，主管機關透過設定條件或負擔，在許可

結合的同時，亦要求結合當事人遵守或履行一定之結構面或行為面義務，

除可確保結合所可創造之經濟效益，不致因「錯殺」而喪失外，亦可透過

與當事人協商相關矯正措施的過程中，獲取更多的產業與市場資訊，設計

出最能反應市場現實與避免市場競爭受到不當限制的條件或負擔，進而創

造出政府與業者雙贏的規範結果。 
上述說明或可用以解釋何以具成熟執法經驗的國家，如美國、歐盟、

英國、加拿大，以及 ICN 或 OECD 等國際組織，均相當關注結合矯正措

施之類型設計與實施實效性等問題，1 甚至制定相關之策政策指引說明來

加以因應，2 而身為國際競爭法社群一員的我國，將無法自外於這股潮流

之外。事實上，從公平會近來所處理的「好樂迪與錢櫃結合案」、「Yahoo
及無名小站結合案」、以及「統一及維力結合案」看來，是否於個案中運

用矯正措施，以及該如何運用，都將會是公平會於未來審查結合案時，所

會經常面對的議題。而公平會自創會以來，雖已累積不少審查經驗，並且

於相關個案中，也已使用過矯正措施作為許可結合之條件或負擔，但多屬

個案式(ad hoc)的考量決定，欠缺整體一致性的判斷原則。故實有必要從學

理及各國實踐經驗中，嚐試建立一套適合我國產業結構與市場需求的實施

標準，以因應未來之挑戰。 
基於上述考慮，本研究計劃試圖從介紹與分析執法先進國家對此議題

之法規與執法經驗著手，輔以經濟理論，從執法成本與制度設計等角度，

評估相關具體矯正措施之利弊得失，並檢驗我國現行矯正措施之問題，最

後依據研究所得結論，提出適合我國經濟條件與法規環境之矯正措施規

定。 
 

                                                 
1 參考Merger Remedies (OECD Policy Roundtable, 2003) 
2 參考Antitrust Division Policy Guideline to Merger Remedies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titrust Division, October 2004); Commission Notice on Remedies Acceptabl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EEC) No. 4069/89 and under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447/98, [2001] O.J. 
2001 c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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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基本研究背景分析 

在我國，公平會於結合審查案中運用矯正措施的法源，來自於公平法

第 12 條的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 11 條第 4 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

得附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另外，

對於違反公平會附款要求者，依第13條之規定，公平會尚得「禁止其結合」、

「命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等。單

從文字本身來看，公平法中對於結合矯正措施不僅有相當強制性的規定，

且理論上只要公平會認為在確保結合正面經濟效果大於其限制競爭的效果

有其必要時，即可對結合當事人課以相關的矯正措施，包括結構面的「解

體」(divesture)與行為面的積極與消極義務在內。不過，在實務的操作上，

公平會尚不曾以「解體」作為不禁止其結合之附款。至於在行為面的矯正

措施方面，具體內容雖因個案而有異，但歸納而言，主要有以下幾種類型: 
(一)、要求當事人不得利用結合後所取得之市場地位，進行杯葛行為；(二)、
當事人不得利用結合後之市場地位，與交易相對人進行不公平交易或約定

具限制競爭效果之行為；(三)、不得濫用結合後之市場地位，進行不當的

價格決定或其他限制或妨礙市場公平競爭之行為；(四)、結合後之配合監

督義務(如定期提供相關營運資訊等)。最近的「微軟與雅虎域外結合案」

所附之附款，即屬一例。3 另外，措施本身也應符合「比例原則」、「禁

止不當聯結」等行政法基本原則。 
公平會在禁止「錢櫃與好樂迪結合案」中，對於結合矯正措施有較為

上位與原則性的看法。針對該案當事人所提出之結合後「5 年內不調漲價

格」、「不減少營運據點」的自我預防措施，公平會於禁止結`合的理由中

表示:「結合管制之目的係為防範事業透過結合形成獨占、取得獨占力，而

對競爭造成實質減損之情形，而為達成前述結合管制目的所採取的「結合

矯正措施」(merger remedies), 必須能夠有效的「恢復競爭」(restore 
competition)，而非對於結合後價格或數量之管制，此係因競爭法主管機關

倘管制事業的價格或數量，即如同立於規劃者之角色，與競爭法所鼓勵之

                                                 
3 公結字第0990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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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場分散式的決定機制相違背。」4 這與公平會早期針對有線電視結

合案，往往以當事人「未提供促進內部利益外部化的具體措施」為禁止結

合之理由相較，公平會清楚定位自身競爭主管機關的角色，並從此一立場

出發思索矯正措施的問題，實為一正面的轉變。 
在此，有必要先說明者，乃矯正措施之成效評估，與各國對結合管制

之審查標準為何息息相關。換言之，確立審查標準及其所擬實現之目的後，

研究者方有分析矯正措施利弊的標準; 而不同的管制目的，也會影響我們

選擇矯正手段的考量。就學理而言，結合管制之目的主要有以下三類看法。
5第一類的看法，乃認為結合審查的目的，在於禁止對市場具「實質減損競

爭」(substantially lessening competition; SLC)效果之結合行為。持此一看法

者，以美國法為代表。另外，有採「支配力檢視」(dominance test)標準，

認為結合若具創造或強化結合事業於市場之支配地位者，主管機關應利用

相關結合管制措施加以限制與禁止之。德國法即是採此一審查原則。再者，

亦有少數國家以結合是否有利於「公共利益」(public interest)實現作為其審

查標準。就這三類審查標準而言，SLC 及Dominance 檢視標準乃純從結合

對市場經濟效果的評估，故與其配套之矯正措施，也應著眼於如何避免或

限縮結合行為所可能出現的負面經濟效果。反之，若採「公共利益」標準，

則主管機關可基於非經濟的考量，來設計相關的措施。綜觀各國近年來在

調整審查標準時，SLC 似已逐漸成為主流，而為愈來愈多的國家所採行，

本計劃將以其作為後續的研究分析標竿。 
在比較法的經驗部分，美國可稱得上是這個領域內最具執法經驗的國

家；再加上於該國實務上，競爭主管機關（司法部反托拉斯署及聯邦交易

委員會）廣泛的運用如 consent decree 等具和解性質之案件處理手段，有效

率地與結合當事人達成去除具限制競爭疑慮的合意，使得可以被採行之矯

正措施態樣相當多元。但依美國司法部 2004 年所制定的「結合矯正措施政

策指引」(Policy Guide to Merger Remedies)中，主管機關於決定矯正措施的

類型與範圍時，仍應遵守一定之基本原則。至於歐盟，由於實務上多數的

矯正措施，係由結合當事人主動向執委會提出並表示願受拘束之意，故結

合當事人有證明所提矯正措施一旦被履行，即可消弭執委會對結合限制競

                                                 
4 公結字第097002號 
5 OECD Policy Roundtables on Standards of Merger Reviews,  (OECD2009年6 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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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疑慮的責任。6 另外，歐盟豐富的結合審查經驗，也值得我們參考。二

大經濟體在結合矯正措施的設計原則與具體內容上大多相同，不過，歐盟

雖也認為「解體」應是最有效率的的矯正措施，7 但執委會並未如同美國

法般高度限縮「行為面」矯正措施適用的條件。例如，當市場中不存在有

既有或潛在的承購者時，「解體」即非是一可行的措施。另外，限制競爭

問題可能起源於排他契約、網路效應、智慧財產權、或必要的設施或技術

等; 此時，行為面的措施，如禁止使用排他契約，要求開放使用權利、設

施或技術等，有可能是較有效的矯正措施。8 最後，國際競爭法組織如

OECD 下之「競爭委員會」(competition committee)，以及「國際競爭網絡」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試圖整合出關於矯正措施的最佳範

例，對我國公平會而言，也深具參考與學習的價值。 
 

第三節  研究計劃章節安排 

本研究計劃將先從比較法開始，第二、三章分別介紹美國及歐盟之法

制，重點置於二國所制定關於矯正措施之「政策指引」及「通知」的具體

內容，另配合代表性案例，以例示規定於個案中適用之情況。第四章介紹

國際競爭法組織 OECD 競爭委員會以及 ICN 在此一問題上的努力成果。

此外，較具代表性的組織會員國國內法規定，也將一併論述。第五章整理

歸納我國過去之案例，及其中可能產生之問題。第六章從經濟學理的角度，

檢討現行所普遍為各國採行的「結構面」與「行為面」二分法矯正措施類

型，各有何利弊，再據初步研究心得，於第七章中思索可資公平會未來執

法參考之處。第八章總本文。 
  

                                                 
6 Commission Notice on Remedies Acceptabl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EEC) No. 4069/89 and 
under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447/98，Paragraphs 5 & 6.   
7 Id., Paragraphs 9 & 13.  
8 Id., Paragraphs 26, 27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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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國法關於結合矯正措施之執法經驗 

第一節 法規依據 

    美國聯邦法對結合行為之管制，除了休曼法(Sherman Act)第一條之外，

乃係以克雷頓法(Clayton Act)第七條為主要規範。相較於休曼法第一條必須

於結合行為致實際降低其他競爭者之競爭能力，始有其適用；克雷頓法第

七條則擴及某限制行為於實質上足以減損競爭（substantially lessen 
competition）者，亦即該限制行為具有「潛在」反競爭性質即加以管制。 
    1914 年的克雷頓法第七條僅就目標公司的股票取得予以限制，於解釋

上適用對象亦限於水平結合部分。1950 年Keller-Kefauver 修正案始納入收

購(assets acquisition)，以及垂直(vertical)結合與多角化(conglomerate)結合型

態，並納入「垂危事業」(failing company)的抗辯和保護中小企業之宣示。

故 1950 年後克雷頓法之立法目的，包含以下四項: 1. 阻止市場集中，確保

市場機能的發揮。2. 鼓勵企業內部的成長與擴張。3. 維持地方對於產業的

管制。4. 保護小型企業。且於 1980 年代之後，克雷頓法之適用不限於法

人，亦一體適用於個人9。 
    依克雷頓法第七條10之規定:「從事商業者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取得他

一從事業者之股票，或其他股份資金之全部或一部，或任何屬於聯邦交易

委員會管轄之公司，取得他一從事商業者資產之全部或一部，如取得之結

果，對國內某一他地區之商業活動，造成實質上減損競爭，或有形成獨占

之虞者，不得為之。」本條之規定主要適用於因收購股份或資產之結果，

而有足以促使收購者因生產力遽增而發生實質上減損競爭或有形成獨占之

虞的企業合併案件上。其規範對象為從事商務者，故此涵蓋各類商業組織
11。 

                                                 
9 莊春發，反托拉斯經濟學論集(下)，874，2002 年 9月初版。 
10 15 U.S.C. §18 (1996). 
11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一) 第一條至第十七條，202，2003
年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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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克雷頓法第七條所指之「實質上減損競爭」，係指結合完成後，

相關市場中現存廠商是否更易於協調而有提高價格之可能，或其中一家廠

商單獨即可達成此目標。至於判斷各類結合行為之減損競爭程度為何，美

國司法部於 1968 年頒定「結合處理原則」(Merger Guideline)，具體就審查

會考量的因素予以說明。該「處理原則」並分別於 1982 年、1984 年、1992
年，1997 年以及 2010 年修正。對於有競爭疑慮之結合，依據克雷頓法第

十五條12以及休曼法第四條13之規定，授權反托拉斯署得在認定結合行為具

實質減損競爭效果時，以諸多方式來加以矯正。其可能以禁制令，全面禁

止該結合; 其亦可能選擇協議裁決(consent decree14)或在「預先修復」

(fix-it-first)的原則下，接受矯正措施而允許結合當事人進行結合。在此一廣

泛的授權規定下，為讓反托拉斯署能掌握實施矯正措施的目的、原則、以

及可使用之具體手段，反托拉斯署乃於 2004 年制頒了「結合矯正措施政策

指引」(Antitrust Division Policy Guide to Merger Remedies; 「政策指引」)。 
就結合案件之審查分工而言，美國司法部反托拉斯署及聯邦交易委員

會共享克雷頓法第七條之管轄權，惟並無具體的分工標準規定。大體上，

係依結合案所涉產業類型及機關之專長經驗，配合過去之合作默契來決定

案件由何機關來審查。 
  

第二節 2004 年「政策指引」之說明與介紹 

    如前所述，「政策指引」之目的係在提供反托拉斯署官員及經濟學家

於結合個案中的一項實施架構，其著重於反托拉斯署得以運用之矯正措施，

以及確認該矯正措施係根據法律及經濟原則所設計而來，並與認定是否有

                                                 
12 15 U.S.C. § 25 (1988) ( “[I]t shall be the duty of the several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in their 
respective district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to institute proceedings in equity to 
prevent and restrain such violations. Such proceedings may be by way of petition setting forth the 
case and praying that such violation shall be enjoined or otherwise prohibited.” ). 
13 15 U.S.C. § 4 (1994). 
14 協議裁決(Consent decree)係拘束反托拉斯署及被告之協定，其申請乃係於聯邦地區法院

公開為之，並成為具拘束力的法院命令。相對而言，修正先行修繕措施係於消除競爭的關

注問題實現之前，當事人修改或「修繕(fix)」交易之行為。該行為未經控訴或其他法院立

案。雖然先行修繕矯正措施係技術性地保留競爭，而非回復競爭，惟於指引內文中交替使

用回復及保留兩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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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損害息息相關。此外，「政策指引」並指出於措施本身應與交易行為、

競爭傷害本質間有顯著關聯性。另外，「政策指引」僅是原則性規定，並

非在排除反托拉斯署得依判斷，採行不同類型措施之裁量權。 
 
一、「政策指引」之基本實施原則 

主管機關於決定矯正措施之類型及範圍時，應遵守一定之基本原則： 
(一)、除非反托拉斯署基於合理之基礎得以確信結合案將違反反托拉斯法，

否則不得接受矯正措施之要求。 
(二)、矯正措施之建立，應基於嚴謹法律與經濟理論，謹慎運用於審議案

件之個案事實評估。 
(三)、矯正措施之目的在於回復競爭，而非進一步促進競爭。 
(四)、矯正措施在於保護競爭，而非競爭者。 
(五)、矯正措施應有被執行之可能性。 
(六)、反托拉斯署應投入必要的時間及資源，監督矯正措施被充分履行。 

 
二、矯正措施之類型 
    結合矯正措施為兩種基本形式: 一為處理市場結構，另一種則為被結

合廠商(merged firm)之行為。結構的矯正方法通常涉及結合廠商(merging 
firm)的資產出售。此情形下，市場結構得於要求下改變，例如被結合廠商

(merged firm)透過出售或智慧財產權的授權創造出新的競爭者。行為的矯

正方法通常必須有禁制令規範，即得有效地管理或規制被結合廠商(merged 
firm)於結合後的商業行為。惟於某些案例中，矯正措施同時具備結構面及

行為面救濟。 
(一)、優先考量結構面的矯正措施 
    速度、確定性、成本及矯正措施的效能皆為估計潛在效率的重要指標。

結構性的矯正措施優先於行為面的矯正措施被考量，因為前者相對較簡潔

及確定，且能避免政府於市場中的高額花費，而行為面的矯正措施，典型

地較難操作、複雜且管理成本高，且較結構面的矯正措施更容易被規避。 
    行為面的矯正措施至少須承擔四項潛在的大量成本，第一，關於監測

被結合廠商(merged firm)的行為及確認遵循法令與否的直接成本。第二，

關於被結合廠商(merged firm)努力規避矯正措施的「基本精神」所花費之

間接成本。第三，行為面的矯正措施可能限制潛在地促進競爭行為。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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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規制廠商未來的行為或許得以避免違法行為。基於以上理由，

結構性結合矯正措施將優先於行為的矯正措施被採用。 
(二)、解體必須包含使購買者成為有效率長期競爭者所需之所有資產 

解體的目標係確認購買者同時擁有手段及維持於結合前的市場競爭

規模之誘因。即解體資產必須數量夠大，使購買者得以維持結合前之競爭

規模、足使購買者成為有效的及有效率的競爭者，且購買者應於相關市場

中利用之，不會清算或重新調配之。例如，若資產透過結合成為極有價值

的品牌名稱或其他無形資產，那麼解體應包含品牌或授權使其購買者得以

與他人快速且有效地競爭。意即在有基礎客源的市場，為了以有效規模運

作，被解體(divested)的資產應一併將消費者轉移給購買者或快速使購買者

取得消費者基礎。 
一旦反托拉斯署提出協議裁決(consent decree)，政策要求裁決須涵蓋資

產的簡要說明，以於資產被解體時(divested)解決反托拉斯署就維持結合前

的競爭規模的關注問題。於提出法令後，若反托拉斯署及被告同意出售未

於協議裁決(consent decree)中說明的整組資產，以解決交易所增加的競爭性

關注問題，此時必須修正協議裁決(consent decree)以說明新的整組解體及理

由，並於報告中提出始為恰當。 
(三)、優先考量既存商業實體的解體 
    反托拉斯署協助既存企業的解體，已顯示其於相關市場中競爭的能力。

既存商業實體應不僅僅處理所有物理上資產，人事、顧客名單、資訊系統、

無形資產及管理基礎結構等，為充分生產及相關產品之經銷所需者亦應包

含在內。若欠缺前述某些特性時，結合廠商額外的資產需要被包含於解體

組合內。 
    既存商業實體以過去業績紀錄提供目前及潛在的顧客，他們得評估以

確認自己為相關產品可信賴的提供者，亦建立一項其為可生存的且為市場

中有效的競爭者之有力假說。相反地，若一組資產僅由部分既存商業實體

組成，未能顯示其具備有效競爭的能力。 
    反托拉斯署應小心仔細審查結合廠商以低於既存商業實體之價格出售

之提議，因為結合廠商有充足的誘因出售較購買者未來有效地競爭的需求

為數較少的資產。進一步言，購買者可能願意以適當的價格購買這些資產，

即使他們不足以於結合前的規模下充分產生競爭，只要被解體的(div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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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得以產生對購買者有價值的東西15，其或許願意以低價購買之，不論

他們是否矯正了競爭的影響。 
    然而，若欠缺小於結合廠商及一組從結合廠商雙方被聚集而可被接受

的資產的既存商業實體，或當某些實體資產已被潛在購買者所擁有、潛在

購買者於競爭市場中得輕易取得之，少於既存商業實體的解體應加以考量。

當有必要回復競爭，超過既存商業實體的解體亦應予以考量。 
(四)、重要資產為無形者，被結合廠商必須將權利予以解體 
    重要資產為無形者－例如，有生產相同最終產品之專利權的多數廠商

進行結合－結構性救濟必須提供資產上之權利給一名或更多購買者。當矯

正措施需要將無形資產解體，關於是否被結合(merged)廠商能維持資產上

的權利，例如於解體專利權下運作的權利，此類的爭議性問題將產生。因

為某些無形資產有特殊的經濟上權利，一方當事人利用資產並不阻礙其他

人使用之，如此將使得出售人無法保有如同購買者的權利之成本。 
    然而，允許被結合(merged)廠商維持重要無形資產的使用權利可能有

顯著的競爭風險。第一，因為無形資產的購買者無權排除其他人(特別是被

結合的廠商)，其將面臨一項與多數敵手間區別自己產品的巨大挑戰，因此

於市場中的競爭力較弱。第二，若購買者要求分享無形資產的權利(如專利

或品牌)，其可能不會從事競爭行為(包含投資及行銷)。即不能有效地區分

購買者與自被結合廠商所提供的產品，將減弱購買者能力及如同先前獨立

廠商於合併前之積極競爭誘因。第三，多個廠商就相同的商標或著作權有

權利，無人有適當的誘因去促進及維持品質及品牌的聲譽。因此，反托拉

斯署斷定，若允許被結合廠商維持於重要無形資產的權利將阻礙購買人回

復有效的競爭。     
(五)、行為面救濟僅於特定情形下適用 
    雖然行為面矯正措施易使反托拉斯署及法院混淆且耗費大量成本，然

而有些限制的情形，適用行為面矯正措施將會是恰當的: (a)當需要行為救

濟，以促進交易或支持結構面的解決方法，例如當被結合廠商需要修改其

行為並適用於結構面救濟以達成效，或(b)當結合的完全停止(full-stop)禁令

將犧牲顯著的效率，且結構面救濟亦犧牲效率或不可行。 
1. 行為面救濟為結構面矯正措施的附加物 

                                                 
15 例如，提供其能力以於某些市場賺取獲利，或使其得以於相關市場中產生微弱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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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某些情形下，利用限制的行為面救濟協助結構面救濟是有效的。例

如短期的供應協定於伴隨結構面矯正措施時會是有用的。若購買者不能於

限制的變革期限內製造產品(或許重新配置工廠或改變產品組合)，即使是

暫時的短期供應協定，均有助於避免競爭者於市場的損失，並於期間內保

有另一個競爭者。 
    相同地，暫時地限制被結合廠商取得解體中部分人事資產的能力，有

時是適當的而得以確認購買者為可獨立生存的競爭者。任何商業單位部分

的解體通常涉及從結合廠商(merging)人事移轉給資產購買者。因既存的僱

員通常就解體資產的運作是必要的，且該等僱員擁有關於特定製造設備技

術的知識、或為必要軟體的作者。雖然知識是可轉讓的或因時間的經過而

可再生，但這些穩定的僱員能大量減少立即損失，且被解體的實體有能力

有效地競爭。為了保護以對抗這項障礙，反托拉斯署可能禁止被結合廠商

於限制的期間內重新雇用這些僱員。 
    限制被結合廠商於最終產出市場競爭、或對抗被解體資產的購買者的

權利，即使為暫時的矯正措施亦強烈地不被允許。此制約因素直接限制了

於短期的競爭，而其長期的利益僅由推測而來。基於此項原因，反托拉斯

署不可能將他們列為是結合矯正措施的一部分。當購買者顯示於無限制下

不能生存或有效地競爭以對抗被結合廠商，反托拉斯署可能尋求完全停止

禁制令對抗交易。 
    最後，須強化於持續進行行為救濟的適當時機、或改善結構面矯正措

施。若允許結合所增的效率利益是高的，行為面規範規定被結合廠商及解

體資產的購買者不能出售被解體資產給特定人即為恰當的。 
2. 獨立的行為面救濟 
單獨利用行為面矯正措施解決結合的競爭關注問題是少見的。惟當結

合的完全停止禁制令將犧牲顯著的效率，結構面矯正措施同樣消除效率或

為不可行時，獨立行為救濟係唯一適當的方法。然而，此時若有結構面的

解體，必須是難以達到的(於合理價格)。故反托拉斯署要求行為面矯正措

施為「具體明確的」。 
    若結構面矯正措施得消除結合所生之競爭傷害，但同時導致事先存在

的內部效率之損失，換言之，結合廠商於結合之前已達到效率，而非因結

合而達成。此時反托拉斯署將考量行為面矯正措施是否能保有效率，且仍

能矯正從結合所生的反競爭關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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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決定行為面的矯正措施是否恰當，反托拉斯署亦將考量監控及執行

矯正措施的成本。於監管失察行為及利用被結合廠商行為數據的市場中，

監控及執行行為面矯正措施較為容易。雖然這些規範通常並不與競爭主管

機關有相同誘因及目標，但其得顯而易見地減少反托拉斯署及法院監控與

執行之成本。 
    最常見的獨立行為救濟形式為防火牆、公平交易及透明化規範: 

2.1 防火牆規範 
防火牆是設計用於避免廠商內資訊的散佈。其產生關於監管規範之問

題，第一，反托拉斯署及法院必須耗費相當多時間及努力於監控及執行某

些規範上。第二，須設計出一項得確認相關資訊、且無論如何資訊不會被

散佈的規範。第三，防火牆經常會破壞結合所生之效率。基於這些理由，

於反托拉斯法令中防火牆的使用僅屬例外。 
2.2 公平交易規範 

    公平交易規範包含平等使用及非歧視的概念。然而，非歧視的要件意

指基本成本(cost-based)的差異足以證實價格的差異，因此非為真正的歧視。

例如，假設一上游獨佔者提出與下游廠商三家之一者結合，且三家下游廠

商皆於相同的相關市場中競爭。此結合所生之問題為上游廠商有誘因助於

被取得(acquired)的下游廠商，而以提供較不具吸引力的條件給另兩家下游

競爭者。 
    此時，必須考量公平交易條款，即上游廠商必須提供相同條件給三家

下游競爭者。然而正如多數規範，執行(甚至起草)此類要件可能會產生問

題。即，若上游及下游廠商已以某種方式結合，對被取得的下游廠商的出

售價格僅為內部會計因素，上游廠商得設高、且非歧視性的價格給下游廠

商，惟如此將不利於被取得的下游廠商之競爭者。故，當其被用於所有反

托拉斯署的法令中，應小心地制定之，使裁量者得以實現反托拉斯矯正措

施之重要目標而不傷及市場績效。 
2.3 透明化規範 

    反托拉斯署有時適用所謂透明化規範為垂直結合案例中的唯一或主要

的救濟形式。此規範通常要求被結合廠商提供確定資訊給管理單位，以協

助管理單位限制廠商從事規避行為。其存在問題包含，第一，存有設計不

會被規避的規範之困難。第二，反托拉斯署必須教育監管機構關於其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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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的重要性、及確認資訊確實已被審查。第三，反托拉斯署及法院必須擴

增大量資源於監控與執行規範。 
2.4 其他類型的行為矯正措施 

    包含所謂的競爭規範聯合投資(competitive-rule joint ventures; CRJV16)、
非競爭條款、長期供應契約及限制重新取得稀少(scarce)的人事資產。 
 
三、 矯正措施之實施 
(一)、預先修復(fix-it-first)矯正措施若能消除競爭傷害，則可被接受 

預先修正矯正措施是一項於結合前由當事人實施、反托拉斯署接受之

結構面矯正措施。於確定情形下，先行修繕矯正措施能比法令更快且有效

地保有市場競爭。例如，快速的解體能避免資產浪費等問題。 
若可接受的預先修正矯正措施能被實施，反托拉斯署將行使其行政特

權放棄立案、並終結其調查權、且不施加義務於當事人，而能保有結合前

競爭、有效率地使用資源、並節省社會成本，並提供於塑造適當解體時更

大的彈性，因應不同購買者而量身訂做不同資產組合以使其具備競爭力。 
於先行修繕矯正措施得消除因結合所生之競爭傷害時，反托拉斯署將

接受之。於立案前，反托拉斯署將利用先行修繕矯正措施保護市場，使之

免於不利競爭效果。其於審查先行修繕矯正措施時，應謹慎檢視解體中出

售者與購買者的關係，且可接受的先行修繕矯正措施應包含比立案所能尋

求更大量的救濟，因此反托拉斯署需要進行調查。 
(二)、獨立性條款(A Hold Separate Provision)為多數協議裁決的必要成分 

協議裁決要求於交易結束後需要解體，被告應採取必要步驟以確認被

解體的資產得以維持如同獨立的、確切的及有銷路的狀態。一項獨立的規

範乃設計用以維持被解體資產如同於解體懸而未決期間內，市場競爭之獨

立性及可生存性。 
然而，試想獨立的規範能完全地保有競爭是不切實際的。例如，經理

人以規避獨立規範之方式運作商業實體是不可能為充分競爭的。同樣地，

                                                 
16 CRJV於結構面及行為面的規範下運作，藉由確認能以真實的邊際成本取得相關產品(或
關鍵投入)，進一步維持多數出售實體的獨立性。依理論所示，實現CRJV之技術性要件為

數眾多且精巧，有許多潛在的陷阱。所有人有明顯的誘因去辨識哪些固定成本為可變動成

本，因此增加參與者的生產邊際成本並減少產出。反托拉斯署亦需添加防火牆以移除關於

分享資訊可能促進的勾結行為，並運用資源以監控過程。至目前為止，反托拉斯署僅使用

CRJV一次(United States v. Alcan Aluminum, Inc., 605 F. Supp. 619(W.D. Ky.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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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被結合廠商依據獨立規範運作將被解體(to-be-divested)之資產，顧客於

解體前的期間可能被結合之購買決定所影響。或者，雖然存在獨立協定，

於解體之前，很快將被解體的(soon-to-be-divested)資產會有浪費－重要的僱

員可能離開且不能完成重要的投資。基於這些理由，獨立性規範並不會消

除對快速解體之需求。 
1. 解體應盡速完成 

    反托拉斯署要求當事人盡速完成解體，以實現以下兩利益。第一，盡

速回復市場競爭至結合前之狀態。第二，減緩於解體過程中資產價值潛在

的浪費。 
    根據解體資產的規模及複雜度，解體廠商通常獲得 60 至 90 天安排購

買者。協議裁決亦允許反托拉斯署行使裁量權以同意與否短期之延展，當

解體廠商已盡善意努力(efforts)並延展期間，較可能成功解體。另一方面，

反托拉斯署堅持於個案中更快速的解體，避免重要資產可能快速惡化、或

於購買者能運作資產前有大量的競爭傷害。反托拉斯署將要求於解體過程

中定期的報告以確認有善意的努力，一旦提出最終和解即應促進快速審

查。 
2. 購買者須經反托拉斯署之批准 
反托拉斯署以三項基礎檢測決定是否批准提議之購買者。第一，非因

該購買者之資產解體所導致競爭傷害。第二，購買者有誘因使用解體資產

於相關市場中競爭。購買者需提出證據，包含商業計畫、進入市場前的努

力、或互補產品的生產者地位，於相關市場中廠商的顧客及供應者之觀點

亦予以考量。第三，購買者有充足的敏銳度、經驗及於長期市場中有效競

爭的財務能力。 
    在決定購買者合適與否時，反托拉斯署並不會以比較多數的可能購買

者的方式決定何者較為適合。適當的矯正措施目標係確認挑選的購買者將

是有效率的、市場中可生存的競爭者，不必要為最佳的可能競爭者。 
    若解體資產被多數人爭取採購，出售者承諾出售給出價最高、有競爭

力的競標者，那麼於誘因/意圖及適合程度檢測之審查將相對簡單。另一方

面，若出售者提議一名具體購買者，採購已被限縮，或反托拉斯署有其他

理由相信提議的購買者無誘因、意圖、或資源而能有效競爭，此時應更嚴

格地審查之。 
3. 成功的解體不須仰賴解體資產之出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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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托拉斯署就解體而言乃係關注於競爭的維持，而非是否解體廠商或

提議的購買者為較佳的協議對象。因此，反托拉斯署未直接關注於是否資

產的所付價格「過低」或「過高」。因解體廠商於有限時間內被迫拋棄資

產，潛在購買者知悉之，若有少數潛在購買者因此哄抬價格，解體廠商將

不能了解充分競爭價值。另一方面，若有許多有興趣的購買者，解體廠商

實際上將取得高於估計市價之對價。無論如何，反托拉斯署不會考量解體

資產的價格，反而更加關注於購買者的效能及生存力。 
    若清楚指出購買者不能或不願於相關市場中競爭，購買價格將不被認

可。若購買價格「過低」，意指購買者無意圖於市場中保有資產。決定價

格是否「過低」，反托拉斯署將檢視資產清算價值17。然而，許多情形下，

清算價值很難確實被決定，且低於清算價值之出售價不必然意指於相關市

場外資產將被重新配置，僅係指購買者進行價格協商。因此，若反托拉斯

署充分確信購買者於相關市場中競爭之意圖，反托拉斯署並不要求價格超

過清算價值。而過高的資產出售價格將增加對兩項理由的關注。第一，提

議之購買者就市場力量的收購支付高昂的價格。第二，支付過高價格的購

買者，因債務而有財務缺陷或缺乏適當營運資金及增加破產的機率。 
4. 不得限制解體資產之轉售 

    於有缺陷之市場中，若由出價過高之購買者購得解體資產，反托拉斯

署將無法即時修正市場中的錯誤結果。惟，若購買者得自行轉售解體資產

給有效運作的廠商，市場將自行修正錯誤。因此，反托拉斯署並無意圖限

制購買者轉售解體資產的能力，也不允許出售者限制之。然而，於異常情

形下，購買者出售解體資產與特定或各類個體的能力將受限。因反托拉斯

署確信於協議裁決期間，將解體資產轉售給特定或各類個體是反競爭的，

此時即有必要限制購買者出售資產給此類個體之能力。 
5. 反托拉斯署強烈不建議出售者對解體資產之融資 

    出售者是否以債務或股東權益的形式將解體資產予以融資，將增生大

量的潛在問題。第一，出售者保有某部分資產的控制權，將削弱購買者的

競爭力。第二，由於出售者認為激烈競爭可能危害購買者償還融資資金的

能力，出售者與購買者競爭的誘因可能受阻礙。第三，若購買者破產，出

                                                 
17 清算價值於此定義為，於相關市場外重新配置資產的使用時最高價值。清算價值將被視

為最小價格的限制，僅當清算價值可被確實決定，且限制為確信提議之購買者將滿足－其

意圖使用解體財產於相關市場中競爭－之基礎檢測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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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者於解體資產有相同法定求償權。第四，出售者可能使用持續的關係作

為交換競爭敏感資訊之管道(conduit)。最後，購買者無力自銀行或其他借

貸機構取得融資資金，增加了購買者生存力的問題。基於這些理由，反托

拉斯署不允許出售者將解體資產的出售予以融資。 
6. 強烈不建議採行「皇冠珠寶」條款(crown jewel provisions) 

    若當事人不能於確定期間內出售最初達成共識的解體資產給可生存的

購買者，反而將更有價值的資產確定、具體地附加於最初解體組合，即為

皇冠珠寶規範。反托拉斯署不贊成使用之，因其須高度確信結合不會傷害

競爭，其偏好是利用最初的矯正措施予以達成，而非要求附加更多資產。 
    因回復競爭並非為了處罰結合廠商，而是結合矯正措施的目標，協議

裁決不應要求皇冠珠寶資產的解體超過矯正競爭力問題所需的資產。另外，

皇冠珠寶規範亦規定了購買者控制或運用的機會。若僅有少數潛在購買者

且他們知悉於法令中的皇冠珠寶規範，其可能有意地延遲解體資產之議價，

以使其得以具吸引力之價格取得之。 
7. 協議裁決必須包含出售受託人(trustee)之規範  

    被告未能完成解體與可接受的購買者，有數個理由:被告為尋求比潛在

購買者更有利的價格或其他條件；法令要求的解體未有進展，如不能取得

司法部的批准，或者購買者於最後才退出交易。另外，解體將能生存的新

競爭者引進市場中，被告即有延遲或阻撓解體的經濟誘因。 
    若被告未能於法令所述期間內完成要求的出售，反托拉斯署應立即指

派、並使法院委任一名有責完成解體且反托拉斯署可接受的購買者之受託

人。出售受託人規範之保護措施得確保法令以即時且有效的方式實行。故，

若被告於合理時間內未完成解體18，立即委任一名出售受託人是必需的；

而被告於解體期間不可能管理解體資產而未損傷其價值時，營運的

(operating)受託人19是必需的；或受託人的專業技能對有效解體是相當重要

的，監控的受託人20亦為必需的。 
                                                 
18 反托拉斯署初期已合理認定被告將不會於合理時間內完成要求的解體。例如，若資產快

速惡化，使出售者有誘因延遲解體，或當被告花費異常長的時間始得完成要求的解體，反

托拉斯署可能要求立即委任出售受託人。 
19 依據法令的條件，營運的受託人有責逐日管理所有或部分被要求解體的商業。惟營運受

託人極度不可能有適當的知識及短期內有效營運商業之誘因。因此，僅於反托拉斯署認定

被告在解體期間可能誤管資產，並因此損傷解體得回復有效競爭的可能性時，始委任營運

受託人。 
20 監控的受託人有責審查被告遵循法令之義務，以出售資產與可接受之購買者，或遵循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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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議裁決之遵循及執行 
    不論是第一次修正矯正措施，或包含結構面或行為面規範的協議裁決，

當事人皆須維持於結合前的競爭規模，反托拉斯署始得同意該矯正措施。

反托拉斯署有責依據公共利益及先例，確認同意的矯正措施之嚴格實施及

遵從，首先必須確定法令為正確無誤地拘束當事人，充分公告與法令執行

對象知悉，並規範其得以收集監控遵循法令之所需資訊的方法。反托拉斯

署亦透過民事或刑事藐視程序，強制執行協議裁決。 
(一)、協議裁決必須拘束被告 
    法令應拘束被告的繼受人及轉讓，以使被告不能於解體前出售其於被

解體資產之利益，避免使解體組合出售予購買者之交易無效。法令亦應禁

止被告再取得及運用被要求解體資產的控制力。 
(二)、協議裁決必須規範調查遵從與否的方法 
    協議裁決必須規範反托拉斯署具有監控遵從與否之權力。其得要求被

告提交報告、使其檢視、複製所有書籍及紀錄，並採訪被告的高級職員、

經理人、員工及代理人。而接近使用條款(access terms)仍應被包含於裁決

內，以監控遵從與否及檢視可能的法令修改或終止。 
(三)、反托拉斯署將確認矯正措施已被完全實行 
    就解體法令而言，反托拉斯署應仔細地監控該出售，包含審查出售過

程、購買者財務及管理的生存力、任何關於出售的文件，以及任何於購買

者及被告之間的關聯性，以確認若無此關聯性將抑制購買者競爭的能力或

誘因。 
    值得肯定的規範例如提交定期報告，反托拉斯署得以決定是否該規範

內容已發生並評估遵行的充分性。關於禁止某些行為(actions)的法令，反托

拉斯署亦須定期調查以認定是否被告已遵守該規範。 
(四)、反托拉斯署將執行協議裁決 
    若反托拉斯署認定協議裁決已被違反，其將實行民事或刑事藐視

(contempt)程序或同時使用兩者之訴訟，以執行其裁決。民事藐視具有矯正

目的－須遵循法院的法令(order)或賠償申訴人遭受的損失。反托拉斯署將

同時尋求禁制令救濟及每日累積所得之罰金，直到確實遵循之。刑事藐視

                                                                                                                         
制令規範，以保有被告於其他商業營運中獨立資產。惟，監控受託人的工作可能潛在地與

反托拉斯署法令執行之努力成果起衝突，故其僅適用於反托拉斯署無可使用的方式、且具

有技術專業的監控受託人能扮演一個有價值的角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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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係為處罰違法者、維護法院的權力，並阻卻未來其他從事類似行為

者。刑罰可能是罰金或禁制令，或兩者兼具。 
  

第三節 個案運作情形與問題分析 

  美國司法部反托拉斯署(DOJ)與聯邦交易聯邦交易委員會(FTC)依據

休曼法負責調查與訴訟違反公平競爭之案件，亦依據克雷頓法審查商業結

合是否有反競爭之性質。惟兩者於正式法制上並未有區分職責之規範，而

係依據過去調查之習慣，例如司法部反托拉斯署大多負責審核交通業，包

含航空公司、鐵路企業或電信產業之結合；而聯邦交易聯邦交易委員會則

集中於石油、天然氣、製藥及醫療等產業。本小節即係以五個分別由反托

拉斯署及聯邦交易聯邦交易委員會之個案進行分析。 
 
一、Getinge / Datascope (D.D.C.2009)21. 
(一)本案事實 
    Getinge 公司之總部位於瑞典，其子公司－Getinge USA, Inc.位於美國

紐約，該公司從事研究、發展、行銷及出售心臟手術設備，包含 EVH 設

備22。Datascope 主要係位於美國紐澤西，從事之業務與 Getinge 相同。兩

公司多次從事克雷頓法第四條23所稱之「貿易」，若依據聯邦交易聯邦交

易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第四條對「貿易」之定義，其商

業已足以影響貿易。 
    於 2008 年 9 月 15 日，Getinge 與 Datascope 達成結合計畫及協定，

Getinge 同意以八億六千五百萬美元收購Datascope 所有已發行之普通股。 
(二)相關市場界定(市場結構) 

1. 相關產品市場 

                                                 
21 http://www.ftc.gov/os/caselist/0910000/index.shtm (visited Dec 3, 2010). 
22 原文為Endoscopic Vessel Harvesting Device (EVH Device)，內視鏡血管採集設備係一項以

最小侵入性內視鏡移除病患之大隱動脈或橈動脈之醫療設備，即傳統所稱之冠狀動脈繞道

移植術所用之設備。 
23 15 U.S.C. §44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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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效果之相關商業活動係研究、發展、製造、行銷且/或出售 EVH
設備。EVH 設備於美國市場規模約達二億二千萬美元。 

2. 相關地理市場 
    美國為分析於相關商業活動之收購效果之相關地理市場。 
(三)疑慮 

1. 集中度 
    EVH 設備之美國市場於結合前即屬高集中度，其HHI 達 7192 點。目

前，Getinge 與 Datascope 為美國販售 EVH 設備之三家公司之二。Getinge
居於領導性地位，且 Getinge 與 Datascope 幾乎達到美國 EVH 設備市場中

90%之出售量。此收購將創造出兩強壟斷市場，並增加 HHI 集中度 1008
點，因而導致結合後之HHI 達到 8200 點。 

2. 進入 
    發展 EVH 設備、取得關於設備之重要智慧財產授權、取得 FDA24就

此設備之批准，且行銷這些設備明顯地需要超過兩年的時間。因此進入此

項商業活動並非即時、可能或得以充分規模、特性及範疇阻卻或抵消收購

之反競爭效果。 
3. 收購效果 

    若實現該收購可能實質減損競爭並於相關市場中創造出獨占狀態，有

違克雷頓法第七條及聯邦交易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第
五條。第一，消除Getinge 與Datascope 之間於研究、發展、製造、行銷且

出售 EVH 設備市場中實際、直接且實質之競爭；第二，增加結合後主體

於相關市場中單方提升價格之能力。 
(四)手段與救濟關聯性 
    Getinge、Datascope(被告)與聯邦交易委員會(FTC)執行內含協議命令之

協定(an agreement containing consent order)，簡稱為協議協定(consent 
agreement)，該協議協定僅以和解為目的，非指Getinge、Datascope 承認其

違反聯邦交易委員會指稱之法律或控訴之事實。而聯邦交易委員會考量事

實後足以認定兩公司違反法規範，並接受執行協議協定。內容如下: 
1. 被告 

                                                 
24 即美國食品及藥物管理局(United State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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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生效日期25後十天內，被告應依據 Sorin 協定26將EVH 企業27解體予

Sorin (Sorin Group USA Inc.)，該協定不應被任意更改或自相矛盾，且不應

被解釋為有減損 Sorin 之權利及利益，或減少被告義務之情形。 
    然而，假設被告已於做成最終命令前將EVH 企業解體予 Sorin，若此

時聯邦交易委員會決定做成最終命令，並告知被告 Sorin 並非可接受的

EVH 企業收購者，被告應立即撤銷與 Sorin 之交易，並將 EVH 企業於做

成最終命令起六個月內無條件、且善意地，以最低價格出售予聯邦交易委

員會許可之收購者；假設被告已於做成最終命令前將 EVH 企業解體予

Sorin，若此時聯邦交易委員會決定做成最終命令，並告知被告完成解體之

方式不被接受，聯邦交易委員會將督導被告或指定解體受託人(divestiture 
trustee)修改該方式以滿足命令之要求；若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之收購者不

需利用EVH 企業之部分進行持續研究、發展、製造、使用、進口、經銷、

行銷或出售Datascope EVH 產品，或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該解體無需EVH
企業之部分，此時被告不需將 EVH 企業解體予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之收

購者。 
    任何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於被告(或解體受託人)及其同意之收購人

之間之矯正協定28應納入命令，被告若未履行救濟協定之條件形同未履行

命令。然而，假設協約不需包含研究及發展計畫、概念、倡議或Datascope 
EVH 產品於生效日後之任何改變，被告應將之納入矯正協定，且其應遵守

不得參與、或提出控訴對抗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之收購者就研究、發展、

製造、使用、進口、經銷、行銷或出售Datascope EVH 產品之行為。 
    直到EVH 企業截止日前，被告應採取行動，例如維持EVH 企業之生

存能力及市場開拓能力，並避免 EVH 企業的破壞、移除、浪費、惡化或

虧損，除了一般性耗損、處分存貨及其他一般商業資產。 

                                                 
25 生效日期係指較被告終止收購協定，或申請結合使收購協定有效之日期前。 
26 於Datascope、Sorin 及Getinge之間的資產購買協定，所有關於EVH企業的修正案、物

證、附件、協定及表單，聯邦交易委員會已同意之，以實現命令之要件。 
27 所有Datascope關於研究、發展、製造、經銷、行銷或出售Datascope EVH 產品的無形

及有形資產、企業及商譽。 
28 矯正協定包含兩部分:第一，未受聯邦交易委員會否決之Sorin 協定；第二，於被告與聯

邦交易委員會同意之收購者間，且經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之協定，以實行命令之要求，及

所有經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以完成關於許可、授權、交付相關資產之修正、證據、附件、

協定及表單。 



21 
 

    聯邦交易委員會決定收購人之選擇，被告應使相關規範內含於矯正協

定內，並滿足: 與收購人對持續研究、發展、製造、使用、進口、經銷、

行銷或出售Datascope EVH 產品等服務之轉變達成協議。第二，被告應提

供收購人所有關於 Datascope 個別財產、監護或控制、及自生效日起關於

第三者EVH 產品或由Getinge 優先於生效日出售之文件或資料。然而，假

設任何文件及資料非由被告所持有，且被告被契約及法律限制而不得提供

給收購人，被告已盡合理努力取得豁免，即便未成功仍無須提供之；進一

步言，被告無須提供收購人任何關於 Datascope 透過收購之調查程序取得

之文件及資料；假設被告無須提供收購人任何關於 Getinge 先於生效日立

即擁有、監護或控制之文件及資料。 
    被告應:第一，於簽定矯正協定後 45 天內，提供收購者所有EVH 僱員

之清單；允許收購者審查EVH之僱員；且允許收購者檢視EVH僱員資訊。

第二，於簽定矯正協定後 15 天內，提供收購者兩項機會，包含個別會面及

與被告之僱員或代理人之會面、提供 EVH 僱員更多受僱機會。第三，不

直接或間接地妨礙 EVH 僱員之收購者之僱用，且應移除任何妨礙或於被

告控制內之誘因，否則可能阻卻僱員接受收購者之僱用，包含任何競業禁

止條款或與被告簽定之契約，皆足以影響個人被收購者僱用之能力及誘因，

且不應對自收購者收到書面僱用要約(offer)之 EVH 僱員予以還價

(counteroffer)；相反地，命令則無須被解釋為要求被告終止僱員之僱用、

或避免被告繼續僱用原有僱員。 
    第四，提供所有EVH 僱員有合理財務誘因，繼續其職務直到截止日。

此誘因應包含於截止日前所有僱員利益之延續，內含被告所提供之定期增

加獎金津貼及退休金利益。第五，向收購者供應就業之 EVH 僱員提供財

務誘因，使僱員接受收購者之僱用或給予員工補償。此誘因應包含每名員

工之津貼，等同於員工截至 2008 年 10 月份之年度基本薪資的 25%，員工

於截止日一個月內接受收購者之僱用，並維持 60 天之工作，被告應於截止

日後 90 天內支付款項。第六，不得於截止日後一年內，直接或間接要求、

意圖誘使 EVH 僱員終止其與收購者之僱傭契約；然而，假設被告可能:登
報徵才，以貿易刊物或其他媒體、或進行一般僱員之研究活動，惟在任何

情況下不得具體設限於EVH 僱員；若與被告接洽之EVH 僱員未被被告所

引誘而違反前所言之情形，得以僱用該僱員；然而，假設收購者已告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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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其並無意圖就僱傭出價，不應禁止被告就僱傭予以出價或僱用任何EVH
僱員，若此出價已被做成，受僱人應撤銷此出價。 
    於截止日前，被告應確保 EVH 企業之解體、及持續研究、發展、製

造、使用、進口、經銷、行銷或出售Datascope EVH 產品所需之所有協議、

及自所有第三人之棄權(waivers)。然而，假設合計於 2008 年 1 月初至 2008
年 6 月底，Datascope 於世界各地 EVH 全套設備之銷售低於 5%，被告不

需自顧客解體契約取得協議。 
    若被告不能滿足所有情況之結果，需將許可、授權或國內外政府授與

權利之無形資產予以解體，例如被告應協助收購者合理要求取得類似的許

可、授權、權利。 
    除了須遵循命令之要件，被告不應直接或間接使用關於研究、發展、

製造、使用、進口、經銷、行銷或出售Datascope EVH 產品之保密企業資

訊，且不應直接或間接揭露或傳遞保密企業資訊給任何人，除了與 EVH
企業解體相關者或解體受託人。於可適用法規及結體後持續僱用情形之許

可範圍內，被告應使其受僱者有權接近使用 EVH 企業之保密企業資訊，

依據僱員須簽訂保密協定以維持保密企業資訊之保密度，包含保密所有其

他員工、行政人員或其他被告之人事單位資訊；然而，被告僅得於解體後

須抗辯、或控訴關於維持資產或負債之聲明時，使用此資訊。 
    被告之律師保有所有文件或其他資料之未編輯版本而提供予收購者，

且有權接近使用原始文件而提供予收購者。被告之使用與揭露之文件、資

料皆由被告單獨保有或接近使用，應受限於下述情形:第一，遵循矯正協定、

命令、法規、可適用之數據保留要件或徵稅要件；第二，抗辯、回應或參

與訴訟、調查、審查、傳喚或其他關於解體或 EVH 企業之程序。然而，

被告應: (1)要求審查被告所保有或有權接近使用之文件及資料，以與收購

者簽訂合理的慣例保密協定；(2)通知審查被告所保有或有權接近使用之文

件及資料之政府單位，確保被告之保密義務，並使收購者於合理情況下事

先接受通知以遵循政府單位之要求，如同遵守法規範要件；(3)於裁判期間

利用所有合理努力取得保護令，以保護資訊之機密性。 
    EVH 企業之解體目的係為確保 EVH 企業於相同企業中之持續性、可

生存性及可競爭之運作，EVH 企業於宣布收購時點為之，並矯正聯邦交易

委員會所控訴之減損競爭。於收購之 5 日內，被告應提交予聯邦交易委員

會信件以證實收購發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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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命令末期後 30 日內及每間隔 60 天，直到被告已充分遵循命令及其

責任、並提供如同矯正協定內容所定之交易服務予收購者前，被告應提交

予聯邦交易委員會證明之書明報告，詳細說明遵循之方式。若暫時監控者

已受指定，被告應於相同時間提交報告之複本予暫時監控者。被告應隨時

於其報告內提供以下必要資訊： 
1. 遵循命令之充分描述。 
2. 若 Sorin 被聯邦交易委員會拒絕，須詳加描述所有實質契約或關於

EVH 企業解體之協商，及所有當事人聯繫及書面溝通之複本，以及所

有內部備忘錄、所有關於完成解體之報告及建議。 
3. 交付所有保密商業資訊之詳細計畫予收購者，並提供收購者及暫時監

控者計畫之更新及變更。 
4. 描述所有交付收購者之保密商業資訊，包含資訊種類、交付方法及交

付日期。 
5. 描述交付之保密商業資訊及計畫交付日期。 
6. 描述收購者於報告期間所提供之技術協助。 
被告提出以下提議，應至少於 30 天前通知聯邦交易委員會，第一，

被告之解散(dissolution)；第二，被告之收購、結合或合併；第三，或被告

其他足以影響遵循義務之改變，包含轉讓、子公司之創建或解散或被告之

其他改變。 
    為了裁決或確保遵循命令之目的，以合法特權為條件，並以書面要求

且於 5 日內通知被告，被告應不受限制或干擾，而適當地授予聯邦交易委

員會之代理人權利包含:於被告之商業辦公時間及律師在場時，接近使用所

有設備，並檢視且複製所有書籍、總帳、帳目、往來書信、備忘錄、及所

有其他被告所擁有或握有控制權之紀錄及文件，該複製服務應由被告提供

之；且審查高級職員、董事或被告之僱員，得要求律師在場。 
2. 暫時監控者 

    於被告簽訂協議協定後，聯邦交易委員會委任一名監控者，確保被告

快速地遵循所有義務、實現所有命令所提出之責任與關於 EVH 企業解體

之矯正協定。聯邦交易委員會於挑選暫時監控者應經 Getinge 的同意，不

應非合理地停止該協議。於聯邦交易委員會通知Getinge 後 10 天內選出暫

時監控者，若 Getinge 未以書面反對，即視為同意。於指定暫時監控者後

10 天內，被告應實施遵循聯邦交易委員會批准之協定，授予暫時監控者所



24 
 

有權利及權力，使其得以監控被告是否遵循命令之相關要件，以達命令之

目的。 
    若暫時監控者被指定，被告應依據暫時監控者之權力、義務、權限及

責任同意下列條件及情形:第一，暫時監控者應有權力及權限監控被告是否

遵循解體、資產維持義務及命令相關要件，且應行使此權力及權限，並實

現暫時監控者之義務及責任，以達命令之目的及與聯邦交易委員會之協商。

第二，暫時監控者因受託之職務，應以聯邦交易委員會之利益為考量。第

三，暫時監控者應從事職務，直到下列情形之後： (1)被告完成所有資產

之解體須經許可、授權、交付，以充分滿足命令之要件，且收購者通知暫

時監控者，依據矯正協定其得生產 EVH 產品；(2)被告完成關於暫時監控

者提供服務之命令之最終義務。然而，若有完成命令目的之必需，聯邦交

易委員會將擴充或修改此期間。 
    法律承認之特權，暫時監控者應有充分、且完全接近使用被告於一般

商業運作、設備及技術資訊之人事、書籍、文件、紀錄之權利，以及其他

相關資訊，例如暫時監控者得合理要求被告是否遵循命令之義務之資訊。

被告應協助配合暫時監控者之合理要求，且不應採取任何行動干擾、阻礙

暫時監控者於監控被告遵循命令與否之能力。 
    暫時監控者應提供服務而無需擔保，以被告合理、長期習慣支付費用

（聯邦交易委員會所設）。暫時監控者應有權限以被告之金錢支付僱用顧

問、會計師、律師、其他代理人及助理之費用，皆為合理實現其義務及責

任之所需。 
    被告應補償暫時監控者，並抱持無害於暫時監控者之原則預防(against)
損失、聲明、損害、責任、或暫時監控者實現其義務之費用，包含所有合

理律師費及關於預備、聲明抗辯之合理花費，除非暫時監控者係不法行為

(misfeasance)、重大過失(gross negligence)、故意(willful)或粗暴行為(wanton 
act)、或惡意(bad faith)造成損失、聲明、損壞、責任或費用。 
    被告應報告暫時監控者其已遵循命令及協定之要件。暫時監控者應評

估被告所提交之報告、以及收購者所呈交關於被告依據命令及矯正協定實

現其義務之報告。於暫時監控者收到報告 30 天內，暫時監控者應以書面報

告聯邦交易委員會。 
    被告得要求暫時監控者及其顧問、會計師、律師、其他代理人及助理

簽訂監護保密協定；然而，此協定不應限制暫時監控者提供任何資訊予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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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交易委員會。聯邦交易委員會亦得要求暫時監控者及其顧問、會計師、

律師、其他代理人及助理，簽訂關於聯邦交易委員會收到暫時監控者實現

義務之資料及資訊之適當保密協定。 
    若聯邦交易委員會認定暫時監控者停止行為或未能勤奮地行為，聯邦

交易委員會將另指定暫時監控者之替代者。聯邦交易委員會得主動地依據

暫時監控者之要求發佈額外命令或指示，以確保命令要件之遵循。依據命

令指定之暫時監控者可能與依據和命令相關法規所指定之解體受託人為同

一人。 
3. 解體受託人 

    若被告未充分遵循命令要求許可、授權、交付相關資產之義務，聯邦

交易委員會將指定解體受託人為之。若聯邦交易委員會或司法部長

(attorney general)依據聯邦交易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第
五條第 l 項29或其他聯邦交易委員會執行之法規提起訴訟，被告應同意指

定解體受託人為相關資產之許可、授權、交付。未指定解體受託人及未指

定解體受託人之裁決應排除聯邦交易委員會或司法部長尋求民事刑罰或其

他救濟，包含請求法院指定解體受託人依據聯邦交易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第五條第 l 項或其他聯邦交易委員會執行之法規，

避免被告未遵循命令。 
    聯邦交易委員會選擇解體受託人，應經 Getinge 之同意，且該協議不

應不合理地終止。解體受託人應為具備收購與解體之經驗及專業之人。若

Getinge 未反對，選擇解體受託人應於聯邦交易委員會通知 Getinge 後 10
日內為之，Getinge 即視為同意解體受託人之人選。 
    於指定解體受託人後 10 日內，被告應實行信託協定，移轉予解體信託

人所有權利及權力。若解體受託人由聯邦交易委員會或法院指定，被告應

同意解體受託人之權力、義務、權限及責任等條件及情形:以聯邦交易委員

會先前之同意為條件，解體受託人獨有許可、授權、交付相關資產之權力

及權限。 
    於聯邦交易委員會批准信託協定後，解體受託人有一年時間完成解體。

然而，於一年期間之末期，解體受託人應提交解體計畫，以確認解體得於

合理期限內完成，聯邦交易委員會得延展解體期間，然而至多僅得延展解

體期間兩次。 
                                                 
29 15 U.S.C. §45(l) (1994). 



26 
 

   法律承認之特權，解體受託人者應有充分、且完全接近使用需要被指派、

許可、授權、解體、交付之相關資產之人事、書籍、文件、紀錄之權利，

及其他解體受託人要求之相關資訊。被告應闡明(develop)解體受託人所要

求之財務或其他資訊，並應與之配合。被告不應採取任何行動干擾或阻礙

解體之完成。被告若造成解體之延誤，應延展解體期間。 
    解體受託人應盡商業上合理努力，以協調契約中之有利價格及條件，

並提交予聯邦交易委員會，以被告絕對且無限制的義務為條件迅速解體。

每項解體應依命令及收購者要求之方式；然而，若解體受託人收到超過一

收購主體之合法出價，若聯邦交易委員會決定同意之收購主體超過一名，

解體受託人應將 Getinge 從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之多數主體當中選擇之收

購主體予以解體；然而，Getinge 應於收到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之通知後 5
日內作出選擇。 
    解體受託人應提供服務而無需擔保，以被告合理、長期習慣支付費用

及成本(聯邦交易委員會所設)。解體受託人應有權限以被告之費用及成本

僱用顧問、會計師、律師、投資銀行家、商務經紀人、鑑定人、其他實現

解體受託人之義務及責任之代理人及助理。解體受託人應計入所有自解體

所衍生之金錢及費用。解體受託人之計算經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後，包含

解體受託人之服務費用等剩餘金錢應依 Getinge 指示支付，且解體受託人

之權力應予以終止。補償解體受託人應以聯邦交易委員會就解體相關資產

之安排為依據。 
    被告應補償解體受託人，並抱持無害於解體受託人之原則預防(against)
損失、聲明、損害、責任、或解體受託人實現其義務之費用，包含所有合

理律師費及關於預備、聲明抗辯之合理花費，除非解體受託人係不法行為

(misfeasance)、重大過失(gross negligence)、故意(willful)或粗暴行為(wanton 
act)、或惡意(bad faith)造成損失、聲明、損壞、責任或費用。 
    解體受託人應無義務或權限運作或維持需經許可、授權、移轉、交付

之相關資產。解體資產受託人每 60 天應以書面報告聯邦交易委員會關於解

體受託人就完成資產之努力。若聯邦交易委員會決定解體受託人終止行為

或未勤奮為之，聯邦交易委員會得指定替代之解體受託人。被告得要求解

體受託人及其顧問、會計師、律師、其他代理人及助理簽訂監護保密協定；

然而，此協定不應限制解體受託人提供資訊予聯邦交易委員會。就聯邦交

易委員會或法院指定之解體受託人而言，法院得主動或依解體受託人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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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發佈額外命令或指示，以確保解體之完成。指定之解體受託人可能與依

據和命令相關法規所指定之暫時監控者為同一人。 
 
二、 United States v. Abitibi-Consolidated Inc. and Bowater Inc. (2007)30.  
(一)本案事實 
    Abitibi 聯合企業（Abitibi-Consolidated Inc.）與 Bowater 有限公司

（Bowater Incorporated）皆為國際上生產、經銷並出售新聞用紙及其他磨

木紙漿造紙之公司。被告亦生產其他紙漿及相關木製品、營運鋸木廠，且

擁有或租借林地。其中 Abitibi 聯合企業之總部位於加拿大，於 2006 年其

總銷售額達到 48.5 億美元，於北美新聞用紙銷售額約為 17 億美元，係北

美地區最大之新聞用紙製造商，擁有北美地區產能之 25%；而Bowater 有
限公司位於德拉瓦州，2006 年之總銷售額達到 35.3 億美元，其北美新聞用

紙銷售額約為 11 億美元，係北美大二大的新聞用紙製造商，擁有北美地區

產能之 16%。 
    於 2007 年 1 月，北美地區兩家最大新聞製紙公司 Abitibi 聯合企業與

Bowater 有限公司共同宣布，兩家公司已經達成了最終的協議，雙方同意

在對等的基礎上，實現兩家公司的整體合併。合併後的企業名稱將是

Abitibi-Bowater 有限公司（AbitibiBowater Inc.）。  
(二)相關市場界定(市場結構) 

1. 相關產品市場 
新聞用紙之製造、經銷及出售為相關產品市場。 

2. 相關地理市場 
北美為相關地理市場。 

(三)疑慮 
美國司法部代表政府於 2007 年 10 月 23 日提出控訴，該結合將減損

北美新聞用紙之製造及銷售之競爭，違反克雷頓法第七條之規範，且競爭

損失可能導致新聞用紙價格之提升。 
1. 結合之反競爭效果 

    該結合將實質減損供應美國新聞用紙之競爭。Abitibi 聯合企業與

Bowater 有限公司為北美兩家最大新聞用紙製造商，且他們互相直接競爭

                                                 
30 http://www.justice.gov/atr/cases/abitibi.htm (visited Dec 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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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用紙之生產及銷售。Abitibi 與Bowater 目前分別擁有 25%及 16%之產

能，故該結合導致市占率提升為超過 40%。 
    結合強化被告行使市場力之誘因，因為結合廠商得於策略性關閉、閒

置或轉換產能後，從提升新聞用紙價格中獲有利益而控制大量產能。若扣

除 Snowflake 之產能，結合廠商未能有充分規模，透過提升剩餘新聞用紙

產品之價格彌補因策略性關閉造成之損失。故 Snowflake 之解體得適當地

處理結合實質減損美國新聞用紙之競爭之可能性。 
2. 擴張及進入皆未能阻撓市場力之行使 

    結合廠商於北美及北美市場以外之競爭者，皆不能個別或聯合地增加

其於北美之新聞用紙銷售量而提升價格。新競爭者之進入非及時、可能或

充分足以阻撓結合廠商行使其市場力。結合廠商因此皆有誘因及能力造成

反競爭價格之提升。 
    進入未開發地區亦屬低度可能性。新北美新聞用紙工廠或機器將花費

超過一億美元。特別是北美地區對新聞用紙之需求逐漸下降，新進者以建

立新工廠回應價格之上漲並無利可圖，且不可能於兩年內為之。據此，擴

張及進入皆無法及時地、可能地或充分地阻卻結合廠商提升反競爭價格。 
(四)手段與救濟關聯性 
    司法部與被告Abitibi 及Bowater 皆同意，未經事實或法律爭點之裁判

即進入最終判決(意即同意提出協議裁決)，有鑑於此，被告同意受最終判

決(協議裁決)之約束，藉此消除結合之反競爭效果。而協議裁決之本質係

迅速、且將某些被告之權利及資產予以解體，以確保競爭實質未受減損，

美國司法部要求被告實現解體，以達矯正競爭之減損之目的，即被告須將

於北美規模最大且獲利最多，位於亞利桑那州之新聞製紙工廠予以解體。

此外，被結合公司於取得被告所有工廠或機器之額外利益前，若收購金額

達 2 百萬美元，亦須通知反托拉斯署。法院於 2008 年 11 月著手進行該協

議裁決。內容詳述如下: 
1. 解體 

    被告受指示而遵循於提出控訴 120 天內、或進行最終判決之通知後 5
日，依據最終判決將解體資產予以解體，並給予經美國司法部行使單獨裁

量權所許可之收購者。美國司法部行使之單獨裁量權得以同意不超過 60
天之期限延展，並應將此情形通知法院。被告同意盡速將解體資產予以解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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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現解體時，被告應立即藉由一般方法及解體資產之可用性(available)
為之。被告應告知最終判決解體之資產之可能購買者，並提供最終判決之

複本。除非美國司法部於書面同意，否則被告應提供全數可能的收購者關

於通常過程中解體資產所有的資訊及文件，除了律師及當事人保密或工作

成果之特權外。被告亦應使美國司法部得以取得此類資訊。 
    除非美國司法部於書面同意，否則被告應提供收購者及美國司法部涉

及解體資產之生產、運作及銷售之人事相關資訊，使收購者得以提出僱用

之要約。被告不得干擾收購者雇用解體資產中職責為生產、運作及銷售之

員工。 
    除非美國司法部於書面同意，否則被告應允許所有解體資產之可能收

購者得以使用或接近人事及檢視解體資產之物質設備；有權接近使用所有

環境、區域及其他文件和資訊；並有權接近使用任何財務、運作及通常過

程所需之文件及資訊。 
    被告應向解體資產之收購者擔保，每項資產將於出售日期保持營運。

被告不應採取何阻礙解體資產之運作或解體之行動。 
    於選擇收購者時，被告應達成纖維供應契約，使老舊新聞用紙(ONP)
之數量足以滿足收購者於解體起三年以上之需求。契約之期間及條件必須

係合理地與老舊新聞用紙之市場情形相關，且購買價格應設於現行之市場

價格。 
    於選擇購買者及美國司法部之同意，被告應達成依據商業條件之過渡

服務協定。此類協定自解體日起不超過 12 個月。過渡服務包含資訊技術援

助、資訊技術授權、電腦運作及數據處理援助、物流管理援助及其他營運

解體資產合理所需之服務。 
    自提起控訴至出售解體資產後一年之期間，若有以下情形，被告應於

七個營業日內交付解體資產: (1)收購者或任何當時控制解體資產者認為解

體資產的 PM3 機器所需之新陶瓷中心輥(ceramic center roll)及(2)未交付之

解體資產長期的備用陶瓷中心輥(spare ceramic center roll)。若被告有義務交

付備用陶瓷中心輥，那麼他們得以適當之備用陶瓷中心輥替代，並請求美

國司法部之許可，以其裁量權交付替代之中心(取代索羅爾中心)予解體資

產。此類許可須以書面為之。無論如何，被告必須於接收需要索羅爾中心

之通知之七個營業日內，交付索羅爾中心或同意之替代中心予解體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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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於索羅爾之陶瓷中心輥的PM6或7機器於解體資產需要新陶瓷中心輥前

即損壞，被告不再有義務提供陶瓷中心輥予解體資產。 
    被告應向收購者擔保於環境、區域或維持解體資產運作、以及出售解

體資產皆無重要缺陷，惟被告不承擔任何環境、區域或維持解體資產運作

之直接或間接責任。 
    除非美國司法部於書面同意，否則任何解體或最終判決應包含完整的

解體資產，並應以滿足美國司法部要求之方式實現，依美國司法部之裁量

權，解體資產將被收購者利用於可生存的、持續性的商業，以從事生產、

經銷並出售新聞用紙，解體資產將維持可生存的，且此類資產之解體將矯

正競爭傷害。解體之具體作法應直接解體或指定受託人為之，(1)於美國司

法部之單獨裁判中，收購者有意圖及能力於新聞用紙之生產、經銷及出售

有效競爭；且(2)應實現之，以滿足美國司法部之要求，依美國司法部之裁

量權，於收購者與被告之間之協定，無任何條件得使被告有能力不合理地

提升收購者之成本、降低收購者之效率、甚至干擾收購者於新聞用紙之製

造、經銷及出售之有效競爭能力。 
2. 任命受託人以實現解體 

    若被告未於期限內將解體資產予以解體，被告應以書面通知美國司法

部。美國司法部提出申請，法院應指定一名由司法部所選擇且經法院同意

之受託人，以實現解體資產之解體。 
    於指定受託人生效後，僅有受託人有權利出售解體資產。受託人應有

權限及權力以司法部可接受之價格及條件實現解體予收購者，以最終判決

為準則，其亦持有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權力。受託人以被告之成本及費用

僱用投資銀行家、律師或其他對受託人單獨負有責任且協助解體所必需之

代理人。 
    被告不應以任何理由反對受託者之出售，除非是受託人之不法行為

(malfeasance)。被告任何反對意見須於受託人通知後十日內，以書面向司

法部及受託人提出。 
    受託人應以被告之成本、費用及司法部同意之條件下提供服務，並就

出售解體資產所衍生之金錢、成本及費用負有說明責任。於法院同意受託

人包含其服務費用及受託人聘請專業人士、代理人之費用之說明後，所有

剩餘金錢應支付給被告且信託因而終止。受託人及其聘請專業人士、代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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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補償，應合理依據解體資產之價值、解體之價格和條件而提供受託人

之費用，以及實現速度決定之(即時性為首要考量)。 
    被告應盡力協助受託人完成解體。受託人及顧問、會計師、律師及其

他聘請者，應有充分且完全使用接近將解體之人事、書籍、紀錄及商業設

備，且被告於受託人合理要求時，應闡明財務及其他商業資訊，以合理保

護貿易秘密或其他保密研究、研發或貿易資訊為條件。被告不應採取任何

行動干擾受託人解體之完成。 
    於指定後，受託人應向司法部及法院提交月報。於報告內應包含受託

人認定為保密資訊者，惟此類報告不應提交至法院之公開案件目錄。此類

報告應含每個當事人之姓名、地址及電話號碼，於前一個月，提出收購之

要約、表示收購之意願、達成收購之協議或聯繫詢問關於收購解體資產之

事項者，並應詳細描述與每個人之聯繫情形。受託人應保有其促使解體資

產解體之充分紀錄。 
    若受託人受指定後未於六個月內完成解體，受託人應盡速向法院提交

報告，闡明：(1)受託人就完成解體所為之努力；(2)解體未能完成之理由；

(3)受託人之建議。此報告包含受託人認為應保密之資訊，惟此類報告不應

提交至法院之公開案件目錄。受託人應同時提供此報告與司法部，司法部

有權做出其他與信託目的一致之建議。之後，法院應發佈命令以實現最終

判決之目的，如有必要，得以延展信託之範圍及指定受託人之期間。 
3. 解體之通知 

    於執行解體協定之 2 個營業日內，被告或受託人有責實現解體，有鑑

於此，其應通知司法部關於最終判決提議之解體。若受託人有責，其應同

樣通知被告。通知應闡述提議解體之細節並列出每個人的姓名、地址及電

話號碼，非僅僅先前確定提出要約及表示興趣欲收購解體資產者，應一併

充分詳列之。 
    於司法部收到通知 15 日內，來自被告、提議之收購者、其他第三方或

受託人之請求，若有關於提議解體、提議之收購者及其他潛在收購者之適

當、額外的資訊，被告及受託人應於收到要求之 15 日內提供額外資訊。 
    收到通知後 30 天內，或於被告、提議之收購者、第三方或受託人要求

司法部提供額外資訊後 20 天內，司法部應提供書面通知給被告及受託人，

陳述是否反對提議之解體。若司法部提供未反對解體之書面通知，解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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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實現。欠缺司法部未反對提議之收購者之書面通知，提議之解體無法

實現。被告反對之解體，除非經法院同意，否則亦無法實現。 
4. 保存資產 

    直到最終判決要求之解體完成，被告應採取所有遵循法院提出之資產

保存規範及命令所需之步驟。被告不應採取任何足以危害解體之行動。 
5. 書面證詞 

    於提出控訴 20 天內及完成解體後每 30 天，被告應將關於事實及是否

遵循最終判決之書面證詞交予司法部。每項書面證詞應包含，於前30天內，

提出收購之要約、表示收購之意願、達成收購之協議、或聯繫詢問關於收

購及解體資產之利益者，每個人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並詳述與每個

人之聯繫情形。每項書面證詞亦應包含被告徵求解體資產購買者所為之努

力之描述，並提供可能收購者所需之資訊，包含時效(limitations)等資訊。

假定於書面證詞提出之資訊為真且完整，司法部對被告提供之資訊表示異

議，包含資訊之時效，應於收到書面證詞 14 日內為之。 
    於提出控訴 20 天內，被告應交付予司法部詳述其行為、及持續遵循最

終判決之細節之書面證詞。被告亦應於實施變更後 15 天內交付予司法部於

早先書面證詞之任何更改。被告應保留所有保存及將解體資產予以解體所

為之努力之紀錄，直到結體完成後一年。 
6. 檢查遵守與否 

    基於決定或保證遵循最終判決之目的，或決定是否最終判決應予以修

改或取消之目的，受制於法律特權，美國司法部之代表人(包含顧問及其他

政府聘請之人員)，得以書面合理地通知被告: (1)於被告之辦公時間，其有

權檢視或複製，或依司法部之選擇要求被告提供其擁有、保管或被告控制

之書籍、帳目、紀錄、數據及文件之電子或原始底稿；(2)其得審查非正式

或於紀錄上被告的職員、受僱人或代理人，被告律師得在場。此審查應有

合理之便利性，而不受被告之限制或干擾。 
    經適時授權之司法部代表人以書面要求，被告應提交書面報告或回應

書面質詢，並受誓言之約束。 
    若被告提供資訊或文件予司法部時，被告以書面陳述該資訊或文件之

素材係以聯邦法民事程序 Rule 26(c)(7)所推斷之保護聲明為依據，且每項

素材「皆受制於聯邦法民事程序 Rule 26(c)(7)所規範之保護聲明」，那麼

司法部應使被告於洩露此類素材前 10 天，得於法律程序中通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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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未來交易之通知 
    除非此類交易亦受制於報告及 1976 年的哈特-史高特-羅第諾

(Hart-Scott-Rodino)反托拉斯改進法案之等待期間要件，被告於直接或間接

取得被告共同所有新聞用紙工廠或機器之資產或利益時，包含財務、保證、

借貸、股本(equity)或管理利益，若收購價格超過兩百萬美元應通知司法部。

被告僅於以下情形得以豁免通知規範: (1)自提出控訴日起，收購於利益上

之變更低於 5%且未改變被告共同所有工廠或機器之控制權，或(2)收購係

將被告共同擁有工廠或機器與另一個被告擁有相同性質之工廠或機器，互

相交換之直接結果，(3)非受制於哈特-史高特-羅第諾(Hart-Scott-Rodino)反
托拉斯改進法案要件之交易。此通知要件應於進行最終判決起 10 年之期間

內持續。 
    然而，以下交易得以豁免通知之要求: (1)被告與夥伴進一步依比例購

買，先已存在、共同所有之工廠或機器；(2)基於以下目的之借貸，他們將

使合資企業經銷予被告或被告的合資夥伴: (i)關於先已存在、共同所有工廠

或機器之基本建設費用(capital expenditures)，(ii)被告已從事超過 10 年相同

性質的營運資金交易，(iii)償還債務或再融資，不影響於被告及其夥伴之間

之普通股(equity share)或相對有效之回報(relative effective return)；(iv)結合

或收購非新聞用紙之工廠或機器。 
    每項於通知及報告格式中所提出之指示，與提供予司法部之通知應屬

相同格式。通知應至少於取得資產或利益前 30 天為之，且應包含可適用之

指示、協定當事人之主要代表人姓名、及討論交易之管理或策略性計劃。 
    被告不得於最終裁判期間重新取得解體財產。法院仍保有審判權使當

事人遵循命令或指示以實現最終判決、修改規範或予以履行、甚至處分違

反規範者。除非法院同意延展期間，最終判決應於開始實行日起10年到期。

當事人應遵循反托拉斯程序及處罰法(Antitrust Procedure and Penalty Act31)
之要件，包含使大眾得以取得最終判決、競爭影響說明(Competitive Impact 
Statement)，及相關評論和司法部對評論之回應之複本。根據先前法院的紀

錄，包含競爭影響陳述、評論和對評論之回應，最終判決之實行係以公共

利益為考量。 

                                                 
31 15 U.S.C. §16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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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he Great Atlantic & Pacific Tea Company, Inc. / Pathmark Stores Inc. 
(2007)32.  
(一)本案事實 
    A&P 的辦公地點及商業總部位於紐澤西州，分別於美國康乃迪克州、

德拉瓦州、馬里蘭州、紐澤西州、紐約及哥倫比亞地區共有 316 家超級市

場，從事克雷頓法第一條及聯邦交易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第四條所稱之商業活動，於 2006 年之總收益達 69 億美元。 
    Pathmark 的辦公地點及商業總部亦位於紐澤西，於德拉瓦州、紐澤西

州、紐約州及賓夕法尼亞州共有 141 家超級市場，從事克雷頓法第一條及

聯邦交易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第四條所稱之商業活動，

於 2006 之收益達 41 億美元。 
    於 2007 年 3 月，被告A&P 與 Pathmark Stores 達成協議，由A&P 取

得 Pathmark Stores 全數股份(voting securities)。A&P 以 13 億美元之現金及

股票購買之，內含 Pathmark Stores 之債務。 
(二)相關市場界定(市場結構) 

1. 相關產品市場 
此收購之相關商業活動為超級市場中食品及其他雜貨之零售。 

2. 相關地理市場 
紐約的史丹頓島；紐約的長島。 

(三)疑慮 
    聯邦交易委員會認為 A&P 取得全數 Pathmark Stores 股份(voting 
securities)之協議違反聯邦交易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第
五條，且若滿足該協議將違反聯邦交易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第五條及克雷頓法第七條，聯邦交易委員會以公共利益為考量，兩者

之結合將實質減損兩超級市場工廠於紐約史丹頓島及長島之競爭，故而提

出控訴。依據聯邦交易委員會之控訴，A&P 與 Pathmark Stores 之交易將使

A&P 得行使其市場力，並提升各種食品及雜貨項目之價格，甚至導致於史

丹頓島及長島營運之超級市場增加協調互動(coordinated interaction)之可能

性。以下就市場集中度、進入情形及收購效果分別論之。 
1. 集中度 

                                                 
32 http://www.ftc.gov/os/caselist/0710120/index.shtm (visited Dec 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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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市場屬高集中度，且依據HHI 或於市場中剩餘之顯著競爭廠商數

目，該收購將實質增加集中度。 
2. 進入 

進入非及時、可能或充分避免反競爭效果。 
3. 收購效果 

收購將以以下方式實質減損相關市場中之競爭: 
(1) 消除被告A&P 與 Pathmark Stores 間之直接競爭。 
(2) 增加或促進剩餘之顯著競爭廠商間協調互動之可能性。 
(3) 增加A&P 單方面地行使市場力之可能性。 
以上三點分別增加提升食品及其他雜貨產品價格之可能性，或降低食

品、其他雜貨產品或服務之品質及選擇。 
(四)手段與救濟關聯性 
    為矯正此類行為，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要求 A&P 出售 6 家位於紐約

市場中具高度集中度之超級市場之協議命令(consent order)，於 2018 年 1
月 2 日終止。內容如下: 

1. 被告 
    被告應於 2008 年 1 月 10 日，以善意將史丹頓島及長島的資產予以解

體，若購買者協定經聯邦交易委員會之同意而被納入命令，依據購買者協

定，被告應以持續之商業狀態交予購買者。若被告未遵循所有關於史丹頓

島及長島的資產之解體協定之條件，即視為未遵循命令。然而，若被告已

依據購買者協定，解體史丹頓島及長島資產予購買者，於命令進入最後期

間時，聯邦交易委員會通知被告該購買者非可被接受之購買者，或解體之

方式不被接受，此時被告應立即撤銷與購買者之交易，並應於命令進入最

終期限之前 3 個月內，以善意、非最低價格將史丹頓島及長島之資產予以

解體，交付予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之購買者，並以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之

方式為之。 
    被告應於解體協定截止日前，取得所有必需之第三人同意。於被告與

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之收購者間之解體協定應納入命令，若被告未遵循解

體協定之條件，即視為未遵循命令。解體之目的係為確認史丹頓島及長島

為持續可生存、得以經營超級市場商業之企業，並矯正因結合所導致減損

競爭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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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應至少於以下事件發生前30天通知聯邦交易委員會: (1)被告之解

散；(2)被告之收購、結合或合併；(3)被告的變更，包含子公司之轉讓、創

建、解散，若此變更足以影響遵循命令要求之義務。 
    命令末期起 10 年內，被告不應直接或間接透過子公司、合夥，避免提

供進度之書面以通知聯邦交易委員會: 第一，取得經營超級市場設備之所

有權或租借利益，應於收購史丹頓島及長島日前 6 個月內為之。第二，自

營運超級市場或於超級市場擁有利益者，或於收購史丹頓島及長島日前 6
個月內，持有營運超級市場所需設備之所有權或租借之主體，取得股份、

股本、資產淨值或其他利益。然而，若超級市場之設備，未於被告要約購

買或租賃設備前 6 個月內營運，進度之書面通知不適用於被告新設備之建

立、收購或設備之租借。 
    通知應提交予聯邦交易委員會，但該通知僅要求被告為之，其他交易

對象毋須為之。被告應至少於實現交易前 30 天通知聯邦交易委員會。若於

等待期間內，聯邦交易委員會以書面要求其餘資訊或文件資料，被告直到

實質遵循要求後 30 天內，皆不應實現交易。等待期間僅於經同意時，始得

以提前終止。 
    命令末期起 10 年內，若超級市場先前由被告擁有或營運，被告不應締

結並實行限制取得超級市場、超級市場租賃權利益、其他用於超級市場之

零售地點、或於 2007 年 1 月起在史丹頓島及長島營運超級市場者之能力之

協定。 
    於命令末期起 30 天內及每間隔 30 天，直到被告確實充分遵循命令之

規範之前，被告應提交予聯邦交易委員會證實之書面報告詳述其遵循方法

之細節。被告應於報告中充分描述遵循命令所為之努力，包含描述解體及

所有當事人身分之實質重大契約、協商。被告並於報告複本內提及與當事

人間無特權之書面溝通、無特權之內部備忘錄、所有關於完成義務之無特

權報告及建議。並自命令末期起一年，於未來九年依據聯邦交易委員會要

求之日期，被告應提交證實書面報告予聯邦交易委員會，並詳述遵循命令

之方法及形式之細節。 
    基於確保遵循命令之目的，並以經法律授權為條件，被告應因書面要

求而合理通知美國主要辦公室(principal United States office)，被告應允許適

當授權之聯邦交易委員會代表人: (1)於被告辦公時間且於顧問在場時，有

權接近使用所有設備並檢視、複製全數書籍、帳目、通信聯繫、備忘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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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被告擁有或有控制權之相關紀錄、文件；及(2)於通知 5 天後，被告不

得限制或干預審查被告之職員、董事或其他受雇者，惟得要求律師在場。 
2. 解體受託人 

    若被告未完成命令要求之解體，聯邦交易委員會將委任一名受託人將

剩餘資產予以解體。若聯邦交易委員會或司法部長(Attorney General)依據聯

邦交易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第五條第 l項或其他法規提

起訴訟，被告應同意解體受託人之指定，以遵循命令之條件將相關資產予

以解體。解體受託人之指定及該決定，皆應排除聯邦交易委員會或司法部

長尋求民事罰則或其他救濟，包含請求法院依據聯邦交易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第五條第 l 項或其他法規指定解體受託人。 
    聯邦交易委員會選擇解體受託人應以被告的同意為條件，不應非合理

地終止被告之同意。解體受託人應為具備收購及解體之經驗及專業者。於

聯邦交易委員會通知被告關於解體受託人選後 10 天內選定解體受託人，若

被告未以書面反對，包含反對的理由，被告即視為同意解體受託人之選擇。

於指定解體受託人後 10 天內，被告應實施經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之信託協

定，移轉與解體受託人全數權利及權力或命令要求之移轉，使解體受託人

得以影響相關解體。 
    被告依據經聯邦交易委員會或法院依據命令同意之解體受託人之權力 
、責任、職權及義務，應同意以下條件： 

(1)以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為條件，解體受託人應具備命令要求的轉讓、

准許、授權、解體、移轉、交付或傳送相關資產之專有權力及職責。 
(2)解體受託人應自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信託協定日起12個月內完成解

體。然而，於第 12 個月末期，解體受託人應提交解體計畫，並使他

人相信得於合理時間內完成解體，解體期間雖經聯邦交易委員會同

意而得以延展，惟延展次數上限為兩次。 
(3)以經法律授權為條件，解體受託人應有充分、且完全使用接近相關

資產之人事、書籍、紀錄及設備之權利。當解體受託人要求時，被

告應闡明財務或其他資訊，並與其合作。被告不應採取任何行動干

擾或阻礙解體受託人完成解體。任何被告所導致解體之延誤應延展

與延誤相當之解體期間，使解體受託人得以完成解體。 
(4)解體受託人應盡商業合理努力，以協商提交予聯邦交易委員會之契

約中之最佳價格及條件，以被告絕對且無限制的義務為條件，於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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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最低價格時迅速解體。解體應以命令要求之收購者及方式做成，

然而，若解體受託人自超過一名收購者收到善意(bona fide)要約，或

若聯邦交易委員會決定同意超過一名之收購者，解體受託人應解體

予被告由經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之收購者人選中挑選出來的收購者 
；然而，被告應於收到聯邦交易委員會之通知後 5 日內挑選出收購

者。 
(5)解體受託人應提供服務而無需擔保，以被告合理、長期習慣支付費

用及成本(聯邦交易委員會或法院所設)。解體受託人應有職權以被告

之成本及費用僱用顧問、會計師、律師、投資銀行家、商務經紀人、

鑑定人、其他實現解體受託人之義務及責任之代理人及助理。解體

受託人應計入所有自解體所衍生之金錢及費用。解體受託人之計算

經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後，包含解體受託人之服務費用等剩餘金錢，

應依被告指示支付，且解體受託人之權力應予以終止。補償解體受

託人應以聯邦交易委員會就解體相關資產之安排為依據。 
(6)被告應補償解體受託人，並抱持無害於解體受託人之原則預防

(against)損失、聲明、損害、責任、或解體受託人實現其義務之費用，

包含所有合理律師費及關於預備、聲明抗辯之合理花費，除非解體

受託人係不法行為(misfeasance)、重大過失(gross negligence)、故意

(willful)或粗暴行為(wanton act)、或惡意(bad faith)造成損失、聲明、

損壞、責任或費用。 
(7)解體受託人應無義務或職權營運或保有命令要求解體之相關資產。 
(8)解體受託人應每間隔 60 天，以書面報告被告與聯邦交易委員會關於

完成解體所為之努力。 
(9)被告應要求解體受託人及其顧問、會計師、律師及其他之代理人、

助理簽訂保密協定；然而，此協定不應限制解體受託人提供資訊予

聯邦交易委員會。 
    若聯邦交易委員會認定解體受託人中止行為或未勤奮為解體，聯邦交

易委員會將指定替代的解體受託人為之。就聯邦交易委員會或法院指定之

解體受託人而言，法院得主動或依解體受託人之要求，發佈額外命令或指

示以確保解體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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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In the Matter of McCormick & Company, Inc. (2008)33. 
(一)本案事實 
    McCormick 係製造、行銷、出售並經銷名牌及私家品牌的香料、調味

料予雜貨零售商及國際性、全美國之食品產業的公司，總部位於馬里蘭州。

於 2006 年之總銷售淨額約達 27 億美元。以 McCormick 調味(McCormick 
Season-All)品牌名稱於美國銷售調味鹽。 
    Unilever N.V.係食品、居家照護及個人護理產業之領導性品牌之製造

商，於2006年之總銷售額超過490億美元。Unilever United States為Unilever 
N.V. 子公司，總部位於紐澤西；Conopco 係Unilever United States 的獨資

附屬公司，從事之業務與 Unilever 相同，總部亦位於紐澤西。Unilever 係
製造、行銷、出售並經銷 Unilever 的香料、調味料予以 Lawry 及 Adolph
為品牌之雜貨零售商及美國食品產業的公司。Unilever 於美國以 Lawry 調

味鹽之品牌名稱出售調味鹽。於 2006 年Lawry 及Adolph 銷售額約達 1 億

5 千萬美元，主要於美國及加拿大。 
    於 2007 年 11 月，McCormick 收購Unilever 所擁有以Lawry 及Adolph
為品牌之的混合香料及其他產品，約達 6 億 5 百萬美元。 
(二)相關市場界定(市場結構) 

1. 相關產品市場 
   分析收購效果之相關商業活動為品牌調味鹽產品之製造及出售34。 
2. 相關地理市場 
   美國為分析相關商業活動之收購效果之相關地理市場。 

(三)疑慮 
    McCormick及Unilever於美國以品牌調味鹽產品之製造及出售為競爭 
。若實現收購將實質減損競爭，並於美國品牌調味鹽產品之製造及銷售中，

創造獨占狀態，有違克雷頓法第七條及聯邦交易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第五條: 

1. 消除McCormick及Unilever於品牌調味鹽產品之製造及出售之直接競

爭。 

                                                 
33 http://www.ftc.gov/os/caselist/0810045/index.shtm (visited Dec 3, 2010). 
34 將品牌調味鹽產品，包含乾燥品牌產品或產品配方(不含以私人或店家標籤者)出售予零
售商，通常係以玻璃或塑膠瓶裝，內容物主要係鹽，以及至少兩種其他草本植物、香料及
其他調味料，以及其他如同調味鹽之外包裝所標示之成分。調味鹽為最受歡迎的香料混合
產品之一。 



40 
 

2. 消除 Unilever 於相關市場中為重要競爭限制之地位，並增加

McCormick 單方面提升於美國品牌調味鹽產品價格之能力。 
3. 減低 McCormick 改善於美國品牌調味鹽產品之服務或產品品質之誘

因。 
(四)手段與救濟關聯性 
    被告及聯邦交易委員會實行內含協議命令之協定(an agreement 
containing consent order)，簡稱為協議協定(consent agreement)，該協議協定

僅以和解為目的，非指被告承認其違反法律或控訴之事實。而 FTC 考量事

實後認定被告違反法規範，並接受執行協議協定。內容如下: 
1. 被告 

    於收購日後 15 日內，被告應依據購買協定，善意將 McCormick 調味

(McCormick Season-All)資產解體予 Morton。Morton 資產購買協定應包含

同意命令(consent order)，若被告未遵循資產購買協定，即視為違反該命令。

資產購買協定不應變更命令之條件或與其相矛盾。命令不應減損購買者之

權利及利益、或被告之義務。若資產購買協定之條件有異於命令之條件，

此時被告應遵循命令之規定。若被告未達到終止資產購買協定之先決條件

或修改之，無須經聯邦交易委員會之認定，即構成違反遵循命令之義務。 
    然而，若被告於命令終結前已將McCormick調味資產解體予Morton，
或若聯邦交易委員會決定終結命令，其通知被告Morton 並非可接受的資產

購買者，此時被告應立即撤銷與Morton之交易，並於命令終結起180天內，

以善意及非最低價格將資產解體予聯邦交易委員會批准之購買者，並以其

批准之方式為之；若被告於命令終結前已將 McCormick 調味資產解體予

Morton，或若聯邦交易委員會決定終結命令，其通知被告完成解體之方式

不被接受，聯邦交易委員會將指導或指定解體受託人修改解體之方式，以

滿足命令之要件。然而，被告於收到聯邦交易委員會之同意前，不得修改

解體協定。 
    截止日前，被告應擔保所有自足以影響解體、移轉、轉讓或其他資產

傳遞者之同意、轉讓及棄權予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之收購者。 
    被告應：(1)支付費用、善意且實用地以確保解體之完成及精確度之方

式，提交 Season-All 保密商業資訊予聯邦交易委員會批准之收購者。(2)使
收購者有權接近使用 Season-All 保密商業資訊，及雇用擁有或得以查明內

含Season-All保密商業資訊之書籍、紀錄、文件之受雇人，待所有Season-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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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商業資訊全數交付。(3)非直接或間接使用關於研究、發展、製造、行

銷或出售 Season-All 資產之 Season-All 保密商業資訊，而應遵循命令之要

件。(4)不提供、揭露、傳遞或使他人可直接或間接取得 Season-All 保密商

業資訊，除了聯邦交易委員會批准之收購者。 
    於收購日後 5 日內，或於維持資產之命令終結日前，被告應提供限制

使用 Season-All 保密商業資訊之書面或電子通知予被告之受雇人，包含直

接或間接涉及 Season-All 品牌產品之研究、發展、製造、經銷、出售或行

銷者，以及擁有 Season-All 保密商業資訊者。 
    被告應提供有收據的電子郵件之通知，或被告之受雇人得以確認收據、

承認傳送形式及方法、並於截止日後 1 年保留收據之通知；被告亦應維持

於其公司總部文件之全數紀錄，並提供高級職員陳述其已實行、並遵循保

留計畫(retention program)之證明予聯邦交易委員會。 
    於 2009 年以前，被告應禁止Season-All 品牌產品之重要員工，參與行

銷、促銷、廣告策略之構思或被告品牌調味鹽產品之研發。 
    於 2009 年以前，被告應要求，於合法範圍內，當持續利用 Season-All
資產時，被告保有 Season-All 品牌產品之重要受雇人、及受雇人之直接監

督者，依據受雇人應維持關於 Season-All 品牌產品的 Season-All 保密商業

資訊，應簽訂保密協定，包含不揭露此類資訊予其他受雇人、管理人員或

其他被告之人事單位。 
    被告應自截止日一年內，提供收購者與 Season-All 品牌產品之重要雇

員簽定雇傭契約之機會35。被告應於截止日後 10 天內，依收購者之要求且

以遵循法律為條件: (1)提供收購者，關於所有 Season-All 品牌產品重要雇

員之表單；(2)允許收購者審查 Season-All 品牌產品之重要雇員；(3)允許收

購者有權接近使用人事文件、及其他關於 Season-All 品牌產品重要雇員之

文件。被告亦應提供收購者機會，於被告之雇員及代理人未出席時，親自

與 Season-All 品牌產品之重要雇員面會；對 Season-All 品牌產品重要雇員

提出雇傭要約。 
    被告應：(1)於受雇者接近使用之期間，不得干擾收購者雇用 Season-All
品牌產品之重要雇員，並應移除影響雇員接受收購者之雇用之阻礙，包含

競業禁止規範、保密規範或其他與被告簽訂之契約，足以影響被收購者雇

用者之誘因及能力者。此外，被告不應向已接受收購者書面要約之

                                                 
35 此後將此期間稱為「受雇者接近使用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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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son-All 品牌產品重要雇員提出還價(counter offer)。然而，若收購者已以

書面通知被告，其不欲提出雇傭要約時，不應限制被告於受雇者接近使用

之期間，向 Season-All 品牌產品之重要雇員提出雇傭要約。進一步言，若

被告以書面通知收購者，其欲提出雇傭要約之欲望，且收購者於收到通知

20 日內未提出雇傭要約，被告即得向雇員提出雇傭之要約。 
(2)於截止日前，提供所有 Season-All 品牌產品之重要雇員合理財務誘

因，以持續其職務，並依過去習慣行銷或促銷 Season-All 品牌產品，以維

持資產之市場銷路、生存性及競爭力，並促進收購前關於 Season-All 品牌

產品之行銷計畫之執行。此誘因應包含被告於截止日前，提供所有雇員之

持續性補償及利益，例如定期加薪、紅利、及退休金利益。然而，命令未

要求被告終止雇員之雇用、或避免被告持續雇用 Season-All 品牌產品之重

要雇員。 
    (3)自截止日起一年內，不得直接或間接請求、誘使收購者終止其與雇

員之雇傭關係；不得雇用解體員工；然而，被告應雇用前解體員工，即收

購者已終止之雇用者、仰賴被告之雇用者，只要此員工未違反競業禁止要

件。然而，進一步言，被告應雇用響應登報、貿易出版品或其他媒體之解

體員工；或雇用未受被告請求或鼓勵而具倡議之解體員工。 
因收購者合理之通知及要求，於 18 個月內，被告應使收購者取得人

事、協助及培訓，當收購者依據移轉服務協定需要移轉 Season‐All 資產，

且提出要求時，應持續提供人事、協助及培訓，直到資產以充分促進其生

存力及商業可用性之方式，完全移轉予收購者；因收購者合理之通知及要

求，及保障保密或競爭敏感性資訊之傳遞，被告應以及時方式提供具備相

當知識之雇員，以協助收購者實行(prosecute)解體資產懸而未決之專利或

商標，及保衛、響應或參與解體資產之訴訟；因收購者合理之通知及要求，

及保障保密或競爭敏感性資訊之傳遞，被告應與收購者達成製造協定，於

18個月內提供穩定解體 Season‐All品牌產品之供給，直到收購者得以取得

或製造獨立之供給量；然而，被告不應於未經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即修改

製造協定。 

上述要求之目的係為確保資產於 Season-All 商業中為持續可生存之企

業，並矯正減損之競爭。 
2. 解體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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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被告未將全數 Season-All 資產解體，且未充分遵循解體相關義務，

聯邦交易委員會將指定一名受託人，以滿足要件之方式將 Season-All 資產

予以解體。若聯邦交易委員會或司法部長依據聯邦交易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第五條第 l 項或相關法規提起訴訟，被告應同意解

體受託人之指定，以依據命令之條件將相關資產解體。解體受託人之指定

及決定應排除聯邦交易委員會或司法部長尋求民事罰則或其他救濟，包含

請求法院指定解體受託人。 
    聯邦交易委員會選擇解體受託人須經被告之同意，該同意不應非合理

地遭限制。解體受託人應為具備收購、解體之經驗及專業者。若被告未以

書面反對，於聯邦交易委員會通知被告後 10 日內，被告即視為同意解體受

託人之選擇。 
    於指定解體受託人後 10 日內，被告應執行信託協定，移轉予解體受託

人所有權力及權利，使其得以影響命令要求之相關移轉及解體。 
    若解體受託人係由聯邦交易委員會或法院依據命令所指定，被告應依

據解體受託人之權利、義務、職權及責任，同意以下條件: 
(1) 以經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為條件，解體受託人應具專屬權力及職

權，以轉讓、同意、授權、解體、移轉、交付或傳遞相關資產。 
(2) 解體受託人應自聯邦交易委員會批准信託協定日起 12 個月內完成

解體。然而，於 12 個月期間，解體受託人應提交解體計畫，並使

他人相信其得於合理期間內完成解體，而解體期間得於經聯邦交

易委員會同意下延展，但次數上限為二。 
(3) 以經法律授權為條件，解體受託人應有充分、且完全使用接近相

關資產之人事、書籍、紀錄及設備之權利。當解體受託人要求時，

被告應闡明財務或其他資訊並與其合作。被告不應採取任何行動

干擾或阻礙解體受託人完成解體。任何被告所導致解體之延誤，

應延展與延誤相當之解體期間，使解體受託人得以完成解體。 
(4) 解體受託人應盡商業合理努力，以協商提交予聯邦交易委員會之

契約中之最佳價格及條件，以被告絕對且無限制的義務為條件，

於欠缺最低價格時迅速解體。解體應以命令要求之收購者及方式

做成，然而，若解體受託人自超過一名收購者收到善意(bona fide)
要約，或若聯邦交易委員會決定同意超過一名之收購者，解體受

託人應解體予被告由經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之收購者人選中挑選



44 
 

出來的收購者；然而，被告應於收到聯邦交易委員會之通知後 5
日內挑選出收購者。 

(5) 解體受託人應提供服務而無需擔保，以被告合理、長期習慣支付

費用及成本(聯邦交易委員會或法院所設)。解體受託人應有職權，

以被告之成本及費用僱用顧問、會計師、律師、投資銀行家、商

務經紀人、鑑定人、其他實現解體受託人之義務及責任之代理人

及助理。解體受託人應計入所有自解體所衍生之金錢及費用。解

體受託人之計算經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意後，包含解體受託人之服

務費用等剩餘金錢應依被告指示支付，且解體受託人之權力應予

以終止。補償解體受託人應以聯邦交易委員會就解體相關資產之

安排為依據。 
(6) 被告應補償解體受託人，並抱持無害於解體受託人之原則預防

(against)損失、聲明、損害、責任、或解體受託人實現其義務之費

用，包含所有合理律師費及關於預備、聲明抗辯之合理花費，除

非解體受託人係不法行為(misfeasance)、重大過失(gross negligence)、
故意(willful)或粗暴行為(wanton act)、或惡意(bad faith)造成損失、

聲明、損壞、責任或費用。 
(7) 解體受託人應無義務或職權營運或保有命令要求解體之相關資

產。 
(8) 解體受託人應依信託職務以聯邦交易委員會之利益為考量。 
(9) 解體受託人應每間隔 60 天，以書面報告被告與聯邦交易委員會關

於完成解體所為之努力。 
(10) 被告應要求解體受託人及其顧問、會計師、律師及其他之代理人、

助理簽訂保密協定；然而，此協定不應限制解體受託人提供資訊

予聯邦交易委員會。 
    若聯邦交易委員會認定解體受託人中止行為或未勤奮為解體，聯邦交

易委員會將指定替代的解體受託人為之。就聯邦交易委員會或法院指定之

解體受託人而言，法院得主動或依解體受託人之要求發佈額外命令或指示，

以確保解體之完成。 
3. 通知 

    命令終結日起10年內，被告未提供書面通知予聯邦交易委員會，不應： 
(1)取得自美國從事發展、製造或出售品牌調味鹽產品者(非被告)，其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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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製造或出售品牌調味鹽產品之資產，而非於一般業務運作之收購；

或自於美國從事發展、製造或出售品牌調味鹽產品者(非被告)，取得超過

1%之累積財務利益；或(2)與於美國從事發展、製造或出售品牌調味鹽產品

者(非被告)，達成參與管理之協定。 
    通知應提交予聯邦交易委員會，但該通知僅要求被告為之，其他交易

對象毋須為之。被告應至少於實現交易前 30 天通知聯邦交易委員會。若於

等待期間內，聯邦交易委員會以書面要求其餘資訊或文件資料，被告直到

實質遵循要求後 30 天內，皆不應實現交易。等待期間僅於經競爭署同意始

得以提前終止。 
    被告於以下事件發生至少 30 天前應通知聯邦交易委員會： (1)被告之

解散；(2)被告之收購、結合或合併；(3)被告的變更，包含子公司之轉讓、

創建、解散，若此變更足以影響遵循命令要求之義務。 
4. 被告應提交報告 

    命令終結後 30 日內、每間隔 30 天，直到被告確實遵循命令之規範前，

被告應提交予聯邦交易委員會證實之書面報告，詳述其遵循方法之細節。

被告應於報告中充分描述遵循命令及保有資產之命令所為之努力，包含描

述解體及所有當事人身分之實質重大契約、協商。被告並於報告複本內提

及與當事人間之書面溝通、內部備忘錄、所有關於完成義務之報告及建議。

並自命令終結起一年，於未來九年依據聯邦交易委員會要求之日期，被告

應提交證實書面報告予聯邦交易委員會，並詳述遵循命令、保有資產之命

令、以及解體協定之方法及形式之細節。 
5. 被告應授權聯邦交易委員會代表人 

    基於確保遵循命令之目的，並以經法律授權為條件，被告因書面要求

且於 5 日內，應允許適當授權之聯邦交易委員會代表人: (1)於被告辦公時

間，且於顧問在場時，有權接近使用所有設備並檢視、複製全數書籍、帳

目、通信聯繫、備忘錄及所有被告擁有或有控制權之相關紀錄、文件，被

告應支付費用，以提供該複製服務予聯邦交易委員會代表人；及(2)審查被

告之職員、董事或其他受雇者，惟得要求律師在場。 
 
五、 United States v. Raycom Media, Inc. (2008)36. 
(一)本案事實 
                                                 
36 http://www.justice.gov/atr/cases/raycom.htm (visited Dec 3, 2010). 



46 
 

Raycom係位於德拉瓦州之公司，為該區域中最大電視廣播業者之一，

於 35 個市場及八州內擁有、運行 46 家電視台。Raycom 亦經銷聯合電視

計畫，並提供事件管理、資訊系統援助、網站設計及主機服務。 
於 2008 年 4 月，Raycom 實現與Lincoln (Lincoln 財務媒體公司)之交

易，即 Raycom 取得於維吉尼亞州之國家廣播公司(NBC)之分公司

WWBT-TV。此時，Raycom 已擁有且持續持有位於相同區域之 CBS 廣播

公司之分公司 WTVR-TV。於 2007 年，WWBT-TV 及 WTVR-TV 獲利分

別約占維吉尼亞州廣播電視排名廣告收益之 32%及 23%。美國司法部提起

訴訟，以避免Raycom 於維吉尼亞州持續擁有前四大之二家廣播電視台。 
(二)相關市場界定(市場結構) 

1. 相關產品市場 
   廣播電視台廣告之銷售為相關產品市場。  
2. 相關地理市場 

    維吉尼亞州之指定銷售區域(DMA)為銷售廣播電視台廣告之相關地

理市場。 
(三)疑慮 

1. 集中度 
    於維吉尼亞州之廣播台所有權屬高集中度。Raycom收購WWBT-TV，
使其得以控制於維吉尼亞州之指定銷售區域前四大之二家廣播台，亦取得

於維吉尼亞州之指定銷售區域，廣播電視台廣告總收益半數以上之銷售。

依據HHI 指數之估計，結合 WWBT-TV 及 WTVR-TV 之所有權，實質增

加HHI 自 2400 至 3800，遠高於反托拉斯署認定高集中度市場之門檻(HHI 
1800)。 

2. 收購效果 
    此收購消除於 WWBT-TV 及 WTVR-TV 間實質直接競爭。若未經矯

正，亦將實質減損於維吉尼亞州廣播電視排名廣告之出售之競爭37，並可

能提升該廣播電視排名廣告之出售價格，違反克雷頓法第七條。 
    於交易前，WWBT-TV 及WTVR-TV 以廣告商為競爭，因其觀眾之人

口結構類似，使兩者屬於大量廣告商之近似替代者。WWBT-TV 及

                                                 
37 廣播電視台以提供廣告商使用廣告吸引觀眾為競爭。廣播電視台藉由選擇足以吸引大量

觀眾之節目吸引觀眾，亦試圖藉由吸引特定人口團體而與其他電視台有所區別。相對地，

廣告商欲利用於電視台排名之廣告獲得大量觀眾，亦達到可能購買其產品之高比例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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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VR-TV 以大量廣告商直接競爭，藉由尋求期望之觀眾、提供更佳的條

件以贏得廣告商之青睞。這些廣告商發現很困難或不可能，以伴隨著「購

買(buy around)」WWBT-TV 及WTVR-TV 之威脅，取得具競爭力之價格，

因為他們未經Raycom 電台之廣告，不能有效達成期望之觀眾數目。因此，

未將Raycom 電台予以解體，其收購WWBT-TV 將實質減損於維吉尼亞州

之指定銷售區域，廣播電視排名廣告之競爭。 
(四)手段與救濟關聯性 
    美國司法部與 Raycom 皆同意未經法律、事實爭點之審判或裁決即達

成最終判決(意即同意提出協議裁決)，有鑑於此，被告同意受最終判決(協
議裁決)之約束。而協議裁決之本質係迅速、且將某些被告之權利及資產予

以解體，以確保競爭實質未受減損，美國司法部要求被告實現解體以達矯

正競爭之減損之目的。最終判決(協議裁決)之內容詳述如下: 
1. 解體 
被告被要求及指示，於提出控訴後 30 天內，或進行最終判決之通知

後 5 日，依據最終判決將解體資產予以解體，並給予經美國司法部行使單

獨裁量權所許可之收購者。美國司法部行使之單獨裁量權得以同意不超過

60 天之期限延展，並應將此情形通知法院。被告同意盡速將解體資產予以

解體。 
實現解體時，被告應立即藉由一般方法及解體資產之可用性

(availability)為之。被告應告知最終判決解體之資產之可能購買者，並提供

最終判決之複本。被告應提供全數可能的收購者，關於通常過程中解體資

產所有的資訊及文件，除了律師及當事人保密或工作成果之特權外。被告

亦應使美國司法部及他人得以取得此類資訊。 
被告應提供收購者及美國司法部涉及解體資產之營運之人事相關資

訊，使收購者得以提出僱用之要約。被告不得干擾收購者雇用解體資產中

職責為營運之員工。 
被告應允許所有解體資產之可能收購者，得以使用或接近人事及檢視

解體資產之物質設備；有權接近使用所有環境、區域及其他文件和資訊；

並有權接近使用任何財務、運作及通常過程所需之文件及資訊。 
被告應向解體資產之收購者擔保，每項資產將於出售日期保持營運。

被告不應採取何阻礙解體資產之運作或解體之行動。被告應向收購者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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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環境、區域或維持解體資產運作、以及出售解體資產皆無重要缺陷，惟

被告不承擔任何環境、區域或維持解體資產運作之直接或間接責任。 
    除非美國司法部於書面同意，否則任何解體或最終判決應包含完整的

解體資產，並應以滿足美國司法部要求之方式實現，依美國司法部之裁量

權，解體資產將被收購者利用於可生存的、持續性的廣播電視商業，解體

資產將維持可生存的狀態，且此類資產之解體將矯正競爭傷害。解體之具

體作法應直接解體或指定受託人為之，於美國司法部之單獨裁判中，收購

者有意圖及能力於維吉尼亞州之廣告電視商業有效競爭；且應實現之，以

滿足美國司法部之要求，依美國司法部之裁量權，於收購者與被告之間之

協定，無任何條件得使被告有能力不合理地提升收購者之成本、降低收購

者之效率、甚至干擾收購者有效競爭之能力。 
2. 任命受託人以實現解體 
若被告未於期限內將解體資產予以解體，被告應以書面通知美國司法

部。美國司法部提出申請，法院應指定一名由司法部所選擇且經法院同意

之受託人，以實現解體資產之解體。 
    於指定受託人生效後，僅有受託人有權利出售解體資產。受託人應有

權限及權力以司法部可接受之價格及條件實現解體予收購者，以最終判決

為準則，其亦持有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權力。受託人以被告之成本及費用

僱用投資銀行家、律師或其他對受託人單獨負有責任且協助解體所必需之

代理人。 
    被告不應以任何理由反對受託者之出售，除非是受託人之不法行為

(malfeasance)。被告任何反對意見須於受託人通知後十日內，以書面向司

法部及受託人提出。 
    受託人應以被告之成本、費用及司法部同意之條件下提供服務，並就

出售解體資產所衍生之金錢、成本及費用負有說明責任。於司法部同意受

託人包含其服務費用及受託人聘請專業人士、代理人之費用之說明後，所

有剩餘金錢應支付給被告且信託因而終止。受託人及其聘請專業人士、代

理人之補償，應合理依據解體資產之價值、解體之價格和條件而提供受託

人之費用，以及實現速度決定之(即時性為首要考量)。 
    被告應盡力協助受託人完成解體。受託人及顧問、會計師、律師及其

他聘請者，應有充分且完全使用接近將解體之人事、書籍、紀錄及商業設

備，且被告於受託人合理要求時，應闡明財務及其他商業資訊，以合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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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貿易秘密或其他保密研究、研發或貿易資訊為條件。被告不應採取任何

行動干擾受託人解體之完成。 
    於指定後，受託人應向司法部及法院提交月報。於報告內應包含受託

人認定為保密資訊者，惟此類報告不應提交至法院之公開案件目錄。此類

報告應含每個當事人之姓名、地址及電話號碼，於前一個月，提出收購之

要約、表示收購之意願、達成收購之協議或聯繫詢問關於收購解體資產之

事項者，並應詳細描述與每個人之聯繫情形。受託人應保有其促使解體資

產解體之充分紀錄。 
    若受託人受指定後未於六個月內完成解體，受託人應盡速向法院提交

報告，闡明： (1)受託人就完成解體所為之努力；(2)解體未能完成之理由；

(3)受託人之建議。此報告包含受託人認為應保密之資訊，惟此類報告不應

提交至法院之公開案件目錄。受託人應同時提供此報告與司法部，司法部

有權做出其他與信託目的一致之建議。之後，法院應發佈命令以實現最終

判決之目的，如有必要，得以延展信託之範圍及指定受託人之期間。 
3. 解體之通知 

    於執行解體協定之 2 個營業日內，被告或受託人有責實現解體，有鑑

於此，其應通知司法部關於最終判決提議之解體。若受託人有責，其應同

樣通知被告。通知應闡述提議解體之細節並列出每個人的姓名、地址及電

話號碼，非僅僅先前確定提出要約及表示興趣欲收購解體資產者，應一併

充分詳列之。 
    於司法部收到通知 15 日內，來自被告、提議之收購者、其他第三方或

受託人之請求，若有關於提議解體、提議之收購者及其他潛在收購者之適

當且額外的資訊，被告及受託人應於收到要求之 15 日內提供額外資訊。 
    收到通知後 30 天內，或於被告、提議之收購者、第三方或受託人要求

司法部提供額外資訊後 20 天內，司法部應提供書面通知給被告及受託人，

陳述是否反對提議之解體。若司法部提供未反對解體之書面通知，解體得

以被實現。欠缺司法部未反對提議之收購者之書面通知，提議之解體無法

實現。被告反對之解體，除非經法院同意，否則亦無法實現。 
4. 獨立性規範 

    於最終判決要求之解體完成前，被告應採取所有必要步驟，以遵循獨

立性規範及命令，而不得從事足以危害解體之行為。 
5. 書面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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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提出控訴 20 天內及完成解體後每 30 天，被告應將關於事實及是否

遵循最終判決之書面證詞交予司法部。每項書面證詞應包含，於前30天內，

提出收購之要約、表示收購之意願、達成收購之協議、或聯繫詢問關於收

購及解體資產之利益者，每個人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並詳述與每個

人之聯繫情形。每項書面證詞亦應包含被告徵求解體資產購買者所為之努

力之描述，並提供可能收購者所需之資訊，包含時效(limitations)等資訊。

假定於書面證詞提出之資訊為真且完整，司法部對被告提供之資訊表示異

議，包含資訊之時效，應於收到書面證詞 14 日內為之。 
    於提出控訴 20 天內，被告應交付予司法部詳述其行為、及持續遵循最

終判決之細節之書面證詞。被告亦應於實施變更後 15 天內，交付予司法部

於早先書面證詞之任何更改。被告應保留所有保存及將解體資產予以解體

所為之努力之紀錄，直到結體完成後一年。 
6. 檢查遵循與否 

    基於決定或保證遵循最終判決之目的，或決定是否最終判決應予以修

改或取消之目的，受制於法律特權，美國司法部之代表人(包含顧問及其他

司法部聘請之人員)，得以書面合理地通知被告: (1)於被告之辦公時間，其

有權檢視或複製，或依司法部之選擇要求被告提供其擁有、保管或被告控

制之書籍、帳目、紀錄、數據及文件之電子或原始底稿；(2)其得審查非正

式或於紀錄上被告的職員、受僱人或代理人，被告律師得在場。此審查應

有合理之便利性，而不受被告之限制或干擾。 
    經適時授權之司法部代表人以書面要求，被告應提交書面報告或回應

書面質詢，並受誓言之約束。 
    若被告提供資訊或文件予司法部時，被告以書面陳述該資訊或文件之

素材係以聯邦法民事程序 Rule 26(c)(7)所推斷之保護聲明為依據，且每項

素材「皆受制於聯邦法民事程序 Rule 26(c)(7)所規範之保護聲明」，那麼

司法部應使被告於洩露此類素材前 10 天，得於法律程序中通知之。 
7. 不得重新取得 

    被告不得於最終裁判期間重新取得解體財產，或達成任何當地行銷協

定、聯合銷售協定、或其他關於解體資產於最終判決期間之合作性行銷協

定。法院仍保有審判權使當事人遵循命令或指示以實現最終判決、修改規

範或予以履行、甚至處分違反規範者。除非法院同意延展期間，最終判決

應於開始實行日起 10 年到期。當事人應遵循反托拉斯程序及處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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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trust Procedure and Penalty Act38)之要件，包含使大眾得以取得最終判

決、競爭影響說明(Competitive Impact Statement)，及相關評論和司法部對

評論之回應之複本。根據先前法院的紀錄，包含競爭影響陳述、評論和對

評論之回應，最終判決之實行係以公共利益為考量。 
 

第四節 小結39 

    就目前美國現存制度而言，矯正措施之選擇不僅日趨複雜，就一致性、透明

度、遵循法律價值亦不可忽略。理論上，法院利用規範競爭程序及罰則的滕尼法

(Tunney Act)要求司法部於協議裁決進行司法審查，以達一致性及透明度。然而，

實際上司法部並未於競爭影響陳述中說明選擇矯正措施之理由，且法院亦遵從司

法部之決定與當事人和解。當行政或司法訴訟為調查之可預期結果時，聯邦交易

委員會及司法部於程序及實務之發展皆面臨不利局面，導致訴訟當事人「你抓我

躲」之規避心態過於氾濫。 
    不同於實質結合分析之爭議問題，理論上之矯正措施欠缺透明度，致使競爭

主管機關擁有相當大的裁量權。此裁量權使機關背離「法律履行」之固定方式，

促使「律師發現應不僅著重於其客戶是否違法」，亦應關心競爭主管機關之考量

及其可能尋求之矯正措施本質。當競爭法受制於政治壓力、且失去立法者制定法

律之原意，並成為依據整體經濟及特定行政權，決定適用與否之政策而已，此結

果之轉變相當顯著。故有必要將「履行之方式屬可變動之性質，其乃依據當時握

有權限之個人之突發奇想」之想法予以推翻。 
    為改善上述問題，將結合矯正措施予以改良是可能的方法之一。而改良結合

矯正措施須發展出對競爭主管機關而言更有效之架構，並於架構中整合規範機關

之角色。目前結合矯正措施之塑造受制於未經良善定義、或欠缺一致性的標準。

最終國會或機關將需發展更有效之實質及程序面架構，以進一步發展結合矯正措

                                                 
38 15 U.S.C. §16 (2004). 
39 See François Lévêque & Howard A. Shelanski, Antitrust and Regulation in the EU and US 

143-45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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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然而，他們須謹慎為之，並避免出乎意外的結果，例如減緩結合審查速度、

程序化結合矯正措施之選擇等。 
    關於實質面標準，任何提供結合矯正措施之選擇之制度，需具備彈性以因應

不同情形之適用。例如，結構性架構有助於闡明－聯邦交易委員會及司法部於相

同案例上有歧異見解之事實。於程序方面，必須增加透明度，以於過程中及事後

提供當事人指引。目前，矯正措施之討論並非經正式程序為之，僅有具影響力之

律師得以參與。此外，這些討論可能被先前非透明之協商所影響，且當事人於遇

困難時常援引先例。 
    最後，關於競爭主管機關精查細閱特定類型解體之政策，並無程序性規定或

檢視其是否得有效為之。評論者大多關注於何種結構性架構得以達成目標，已發

佈之政策指引即為積極發展結果之一，而於競爭影響陳述中討論的矯正措施之考

量，應持續改進制定、選擇及實施有效結合矯正措施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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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歐盟關於結合矯正措施之執法經驗 

第一節 法規依據 
 
有關歐盟結合矯正措施之法規依據，主要可追溯至歐盟競爭法規對結

合行為之規範。首先，在原《歐洲共同體條約》（The European Community 
Treaty）第81條與第82條，即現行《歐盟運行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的第 101 條與 102 條中，乃明定了運用於私人企業

間的競爭實體規範，而這兩個條文的立法要旨主要為「禁止企業間任何限

制競爭之協議」與「禁止濫用市場支配地位」。 
然而，在《歐盟運行條約》第 101 條與 102 條中並未提及任何企業合

併控制之規範辦法，爾後在歐盟經濟快速發展之下，各企業紛紛欲擴充壯

大、互相結合以求生存，如此一來，企業合併所造成之公平競爭問題漸漸

浮上檯面，於是歐盟在 1989 年又通過了《結合規則》（Merger Regulation）
40，來做為事業結合的管理依據。 

在 2001 年 11 月 12 日，執委會於其公布的綠皮書（Green Paper on the 
Review of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中認為，為了因應歐盟的

經濟發展現況，應該重新檢視結合管制的相關規範，因此各界開始進行結

合規範的相關討論，終於在 2004 年，歐盟執委會通過了針對企業間經濟力

集中度控制之新《結合規則》41來取代前述之《結合規則》，並同時頒布

《水平結合準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42。 
  此外，在 2001 年頒布《結合規則》與 2004 年修正《結合規則》之後，

歐盟皆隨之頒布了《結合矯正措施通知》（Remedies Notice）43及其相應之

                                                 
40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4064/89 of 21 December 19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41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Official Journal 2004 No. L 24/1 
42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Official Journal 2004 No. C 31/5 
43 Commission notice on remedies acceptabl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and 
under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447/98, Official Journal 2001 No. C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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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版本44，來規範有關企業合併後的救濟措施，本通知的相關內容乃為

本章主要分析之重點。 
 

第二節 「結合矯正措施通知」之說明與介紹 
 
《結合矯正措施通知》在 2001 年發布，乃衍自 1989 年通過之《結合規

則》及 1998 年通過之《有關結合規則之通知、時間限制與聽證條例》45；

由於《結合規則》及其執行條例（Implementing Regulation） 46在 2004 年

有所修正，因此同年歐盟執委會即頒布新的《結合矯正措施通知》。以下

說明與介紹的乃是現行之 2004 年《結合矯正措施通知》。 
 
一、立法目的 
《結合矯正措施通知》的立法目的，是要提供一個有關市場集中度之修正

指導原則，此種修正欲透過歐盟執委會的矯正來消除市場競爭之集中程度，

因此普遍被視為一種救濟措施。此外，《結合矯正措施通知》中的指導原

則更反映了在《結合規則》從 1990 年開始執行以來，執委會對於矯正措施

之評估、採納與執行之發展經驗。 
 
二、一般原則 
(一)責任分配 

在《結合規則》的架構下，歐盟執委會有責任去證明合併後之集中程

度會明顯阻礙競爭。歐盟執委會對當事人表達其對競爭情形之關注，希望

能由當事人提出制訂適當與相應之矯正措施的建議。欲合併的當事人會對

執委會提出承諾，而執委會除以當事人承諾為基礎外，不得對授權決定單

方面地強加任何條件。即便當事人提出超出維持競爭環境之必要條件的承

諾，執委會也沒有任何權限去拒絕或對授權決定單方面加入其他條件。倘

                                                 
44 Commission notice on remedies acceptabl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and 
under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802/2004, Official Journal 2004 No. C 267/1 
45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447/98 of 1 March 1998 on the notifications, time limits and 
hearings provided for in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46 Commission Regulation(EC) No 802/2004 of 7 April 2004 implementing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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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當事人未有效提出足以消除競爭集中度之矯正措施，則執委會唯一可以

做的就是採取禁令。 
執委會必須要去評估當事人所提出之矯正措施一旦執行後是否得以消除競

爭的集中程度，而只有當事人擁有評估的必要相關資訊，尤其是該措施的

可行性與解體（divesture）後的存活率與競爭力。因此，當事人有責任提

供執委會對評估當事人所提出之矯正措施的必要、有效資訊。 
質言之，當事人必須要提出足以消除競爭集中度之矯正措施承諾，並

且要提交評估之必要資訊，而執委會有責任去證明合併後之集中程度是否

會明顯阻礙競爭，然後接受當事人之矯正措施提案，或是拒絕其提案並採

取禁令。 
(二)接受結合矯正措施的基本條件 
  在《結合規則》下，僅僅在當事人之承諾足以提供符合共同市場之集

中程度，以致此措施得預防有效競爭之明顯阻礙時，執委會才有權力接受

該結合矯正措施。因此，執委會必須要完全地消除競爭集中度，並且由廣

泛、有效地由各方角度去考量。 
  當事人所提出之結構上的承諾，尤其是「解體」，只有在執委會斷定

出此承諾有執行的可能性，且新的商業結構乃具可行性與可持續性之「確

定性的必要程度」（the requisite degree of certainty），才符合採納本矯正措

施之條件。如此是為了確保有效競爭之明顯阻礙不會出現。 
  關於該承諾之執行的「確定性的必要程度」可能會被有關於一個企業

解體之風險所影響，例如附屬於解體當事人之條件，諸如第三方當事人有

關於該企業之權利，或是其尋找適當承購者之風險，還有與解體前之脫產

行為有關的風險等等。然而，當當事人對執委會提出矯正措施之承諾，他

們就負有移除這些執行之不確定性的責任。 
  為了要使當事人之承諾都遵守這些原則，必須要有有效的執行來監控

之。「解體」的矯正措施一旦執行，就不需要任何進一步的監控措施；而

其他類型的矯正措施則是需要有效的監督機制，如此係為了確保其效率並

未減少或甚至被消除。 
(三)不同類型之結合矯正措施的適當性 
  根據法院的判例法，承諾的基本目標是要確保競爭市場之結構。因此，

本質上具結構性之承諾，例如出售一個業務部門之承諾，最好是由《結合

規則》之規範目標的觀點來著手，因為此種承諾是要持續預防執委會所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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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的競爭問題因為公司合併而產生，且更甚至於可以不需要中期或長期之

監控措施。 
在一個合併案例中，是否有矯正措施？或是更具體來說，哪一種類型

的矯正措施是適當的？則需要依個案來檢視。不過一般而言，普遍可區分

為「解體」措施與其他結構性矯正措施。依本通知之文義，歐盟執委會認

為，「解體」係解決水平合併引發之競爭問題的最好方式，也可能係解決

垂直合併或聯合企業集團問題的最佳手段。但倘若其他結構性的矯正措施

與「解體」有相當之效果，那麼這個承諾可能亦適合解決所有類型之問題。 
另外，與未來合併後企業實體之行為有關的承諾只有在非常特殊的例外情

況才能被接受，尤其是水平合併所引發之競爭問題，這種承諾諸如合併後

不會提高價格、縮小產品範圍、消除品牌等等，一般來說都無法消除競爭

的集中問題。在任何案例中，這種矯正措施的類型只有在其可行性得透過

有效實施與監督完全被確保，並且沒有扭曲競爭之風險時，始可例外被接

受。 
(四)程序 
  執委會在任何程序階段中都可以接受當事人的承諾。然而，有鑑於深

入的市場調查都僅於第二階段程序中進行，因此在第一階段對執委會提出

之承諾，必須要足以排除《結合規則》第 6 條第 1 項第(c)款「嚴重懷疑」

（serious doubts）之意義範圍。根據《結合規則》第 10 條第 2 項，執委會

必須在《結合規則》第六條第一項第(c)款之「嚴重懷疑」因為當事人之承

諾而被排除時，就馬上採取批准決定。這個規則尤其適用於第二階段訴訟

程序的早期所提出之承諾。經過深入的調查，且執委會在其所提出之反對

聲明（Statement of Objections）中已達成此合併乃造成有效競爭的嚴重阻

礙之初步看法後，當事人所提出之承諾就必須要能夠消除這個有效競爭的

嚴重阻礙始得被接受。 
  儘管承諾乃必須由當事人提出，執委會仍將透過當事人須遵行承諾的

合併授權，來確保承諾的可執行性。在此，條件與義務必須有所區分：每

項引發市場結構性改變之措施的實行必需行為乃是條件，例如一個企業被

「解體」；在執行步驟中所必需達成的結果就是義務。 
  凡當事人違反承諾中所提出之義務，執委會得分別依《結合規則》第

6 條第 3 項與第 8 條第 6 項之規定，來撤銷其依《結合規則》第 6 條第 2
項或第 8 條第 2 項所簽發之決定。在違反義務的情形下，當事人也可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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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依《結合規則》第 14 條第 2 項第(d)款與第 15 條第 1 項第(c)款被處以罰

金及定期的罰金付款。倘若一個條件被違反，例如一個企業沒有依承諾在

期限中解體，或是解體後又再恢復原狀，則執委會相應之決定就不再適用。

在這種情形之下，執委會可能採取兩個措施：第一、根據《結合規則》第

8 條第 5 項第(b)款採取適於維持有效競爭之臨時措施。第二、如果其合致

於《結合規則》第 8 條第 4 項第(b)款的條件，執委會得提出任何適當措施

之命令以確保企業解消其集中度，或是依據第 8 條第 7 項，採取第 8 條第

1 至 3 項之決定。此外，依據《結合規則》第 14 條第 2 項第(d)款，當事人

也有可能被處以罰款。 
(五)解體承諾（divestiture commitments）的範例文本 
  歐盟執委會已經在 2003 年發布了一份《解體承諾的最適實踐準則》

（Best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Divestiture Commitments）47，其中包括「解體

承諾」之範例文本（Standard Model for Divestiture Commitments）與「受託

人託管」之範例文本（Standard Model for Trustee Mandate）。這些範例文

本並非要提供與所有案件相關之詳盡事務，在合併程序中也沒有法律拘束

力；相反地，這些文本僅僅是要對《結合矯正措施通知》做補充，設定一

個提供當事人使用之解體承諾標準格式標準，同時在特定案件中此文本也

預留了可調整之彈性。這些文本可能會不斷地更新，且倘若有需要的話，

執委會也會發出更深入之結合矯正措施範例文本。 
1. 矯正措施類型 

1.1 企業解體並售予適當承購者 
  若企業合併後的集中度會明顯阻礙有效競爭，那麼維持有效競爭最有

效率的方式除了禁止以外，就是創造出一個新的競爭實體，或是透過合併

當事人之「解體」來加強既存競爭者的競爭力。 
1.1.1 一個能獨立運作且有競爭力之事業的解體 

  這個解體的行動必須包括一個如果被一合適承購者收購便可長久、持

續獨立運作的事業。為了讓事業獨立運作，必須是執委會認可不存在反競

爭疑慮的市場。而在提出解體一個可獨立運作的事業的建議時，必須考慮

到事業移轉給新所有人的不確定性和風險，這些風險可能會使市場條件變

得更加反競爭。 

                                                 
47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legislation/divestiture.html，查訪日期：2010/09/10。 



58 
 

在被解體事業的範疇部分，該通知規定，事業必須包括確保持續經營、

維持競爭力，且係最近營運所需之資產，以及僱用之人員。若該人員或資

產能夠確保事業持續獨立營運以及競爭力，除去該人員或資產營運將陷入

困境者，便皆須包括在內，即使是和該方其他事業所共有之人員和資產亦

同。因此必須包括Ｒ＆Ｄ團隊、ＩＴ人員等，即使該人員近期係受僱於事

業其他單位部門；係分派至他單位部門之資產，或他單位部門擁有資產所

有權亦同。 
為了使執委會能夠認定事業範圍，該方必須對事業範疇有明確的描述 

。描述須包括：有形資產、無形資產、證照、政府授權許可、契約、對供

應商和顧客的承諾與租約、信用，及其他記錄等。人員方面須詳述將轉移

的借調人員、暫時性員工、以及核心員工名單。這些員工的轉移必須不影

響理事會集體裁員的指令（Council Directives on collective redundancies），

須通知、諮詢員工和執行指令的國內法律和國際法。 
在事業的描述裡，該方亦須開始做為了維持經濟上獨立運作及競爭力

之必要情況下，其與被解體事業之間產品供應、服務的調配。執委會只有

在不影響被解體事業獨立性之情形下方允許之。而為了避免誤解，未被列

在清單上之人員或資產必須明示在承諾的文字裡。而執委會只有在這些人

員或資產不會影響事業獨立運作和競爭力之情形下方許可之。 
此外，事業必須能夠獨立運行。因此，未來可能甚至是被假定之承購

者的資源，在執委會評估矯正措施時，都不能被列入考量。但如果該事業

已和特定承購者達成買賣協議結論者，則執委會可將其列入評估考量中。 
一旦官方通過特定承購者許可授權，承購者也許不需要某些被解體事

業的資產或人員。在授權評估階段，執委會可能因應某方要求，在考慮買

方自身擁有的資源後，不須某些不影響被解體事業獨立運作或競爭力之資

產或人員，亦得授予許可。 
1.1.2 獨立企業與替代方案接受之條件 

  正常來說，一個獨立運作的事業在過渡期中在要素供應上或其他事情

可以獨立於合併方單獨作業。執委會偏好一個已經存在的基礎，已存在的

公司、集團，或是法律上尚未存在的事業部門。 
如果競爭問題是來自於水平上的重疊，一方可能在兩個事業中做選擇。

在敵意收購的案子中收購公司也許會覺得解體比較恰當。目標公司的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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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被解體事業僅存有有限資訊情形下，增加解體後可能無法在市場持續

和他事業競爭之風險。 
a. 割讓（Carve-outs） 

即使正常來說，將一個既存可獨立運作的事業解體是必須的，但是執

委會考量到比例原則，有時也會將與事業有強烈連結的部門「割讓」出去。

為了減低永續獨立運作與競爭力的風險，他們可能會建議割讓一些不必要

割讓的部分，但該事業也可能採取「反割讓」的方法來應付。 
執委會只會在能夠確保事業在割讓給承購者後，最小化保持獨立運行

以及其競爭力的風險，才會允諾許可。如果覺得不可行，當事人一方須提

供必要程度的確定性予執委會。 
b. 資產解體（尤其是品牌與授權） 

如果不是一個在過去統一且可獨立運行的事業被解體者，則其解體後

的獨立運行及競爭力風險非常大，尤其是包括超過一方的資產時，因此執

委會必須確認可行性才能允許。如果是在例外情況下，例如僅包括品牌以

及支持、分銷品牌之資產者，則足夠創造有效競爭的條件，使執委會相信

該事業在合適承購者手中可生存。 
只有在事業解體不可行以及允許授權與解體同樣有效率的情況下，執

委會才會允許保留其智財授權。如果競爭問題是起源於科技或智財權，則

科技或智財權的解體是較為可行的矯正措施。若解體會阻礙效率、正在進

行中的研究或事業本質上不可能解體者，也可能准允授權，該授權沒有領

域限制或地理限制。若對於授權範疇或條件有疑問，當事人可能選擇將智

財權解體，但將取回授權。若不確定權利是否會發給適合者，當事人可能

會建議前置被授權人（up-front licensee）或選擇預先修復（fix-it-first）的辦

法，使執委會做出矯正措施的決定。 
c. 品牌再造（Re-branding） 

在例外情形下，執委會允許一個獨家的、有時間限制的品牌授權，使

其在可預見時間內能夠品牌再造。在第一個品牌再造的階段後，接下來是

第二個叫做「停電期」（blackout phase）的階段，戒斷所有品牌的使用。

目的是使獲得特許證的被授權人能夠將顧客自授權品牌移至自有品牌，以

創造一個獨立運作的競爭者，而不須將授權品牌解體。 
用品牌再造矯正措施來恢復有效競爭，風險遠大於解體事業。因為品

牌再造在「是否新品牌能夠建立成為一個活躍的競爭者」上有相當大的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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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性，所以品牌再造必須先確認授權許可可持續有效維持競爭，被授權

人在品牌再造後亦得成為有效競爭者。 
品牌再造的成功需要諸多條件的配合。首先，原品牌必須是知名的；

第二，生產或分銷的部分資產，是確保矯正措施運行之必須。第三，授權

必須是獨家的且一般而言全面性的。一方不被允許利用類似文字或標示削

弱品牌再造之成果。第四，授權和「停電期」期間都必須足夠長久，且考

慮個案特殊性，方得使品牌再造矯正措施有類似解體之成效。 
潛在被授權人的身份對於承諾是否成功為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如果不

確定是否有合適被授權人，使其成為能夠且擁有強烈動機實行品牌再造者，

則該方也許會考慮提出一個先行修繕的解決辦法。 
1.1.3 非重獲條款（Non-reacquisition Clause） 
為了維持矯正措施的結構性成效，承諾必須可預見合併主體不能持續

對被解體之事業具有影響力，除非執委會知道市場條件已改變。另外，承

諾必須可預見事業十年內不能重新獲得影響力，否則即使沒有明示條款也

將違反承諾。 
1.1.4 替代解體承諾：皇冠珠寶48 
執委會無法接受不能有效競爭的風險。因此執委會只有在下列情況下，

才會接受解體承諾：第一，沒有不確定性，承諾中提到的解體由可獨立運

行之事業組成；第二，若該方無法達成最初承諾，必須提出替代方案，而

替代方案須為「皇冠珠寶」。為了去除過渡期的風險，過渡期的保護措施

以及對於所有資產採用不同措施是必要的。此外，承諾必須建立一個明確

的原則以及時間表，以明示如何及何時使解體義務有效，執委會執行可以

更迅速。如果因為第三人權利，或尋找承購者皇冠珠寶承諾，及預先承購

者而使得解體之執行存有不確定性，各方也許會因而在結構之間做選擇。 
1.1.5 轉移至適合的承購者 
解體預期的效果只有在事業轉移至合適承購者手中才能達到，並使其

成為正向競爭的能量。執委會將評估事業是否有潛力吸引合適承購者，為

了確保事業解體賣予合適承購者，該承諾必須包括界定其合適性的原則，

使執委會得以作出解體該事業賣予該承購者有極大可能移除競爭上疑慮的

結論。 

                                                 
48 「皇冠珠寶」是指被併購公司的資產中最有收益或是最值得投資的部份，即購併案中最

有價值的精華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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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承購者的適當性 
  承購者適格性要求如下：第一，獨立於與目標公司，與其毫無關連。

第二，擁有足夠財力、動機和能力維持並發展事業與他事業競爭。第三，

對於競爭不得可能增加新的危險性，不得拖延執行。惟承購者資格之要求

係依個案認定。承購者必須是一個產業，而不是一個財務上的買家。 
b. 適當承購者的鑑定 

一般而言，有三種方法可以確保事業移轉至適合的承購者手中。第一，

該交易必須在執委會所規定之時限內完成。第二，該承諾能夠預見該方在

達成執委會允許之有拘束力之協議（即所謂的預先承購者）前不會完成「通

知操作」（notified operation）。第三，該方已認定承購者，開始進入有拘

束力之協議（所謂的先行修繕矯正措施）。後兩者主要不同之處在於委會

會在做授權決定時不知道預先承購者的身分。 
該採取何種措施取決於該案中之風險，以及執委會因而採取之執行衡

量標準。此又取決於被解體事業之本質以及範疇，事業因解體過渡期和因

轉移和執行內生性不確定而導致之毀壞，尤其是尋找適合承購者的風險。 
(a) 在執委會決定後在時限內出售被解體事業 

  這個程序是合理的，因為若干廠商得以競標該被解體事業，如果存有

資格限制者，便能在眾多有興趣潛在廠商中做抉擇，沒有理由在執委會做

決定後仍然懸而未決。 
(b) 前置買者（Up-front buyer） 

  這種情況下，只有預先買者會使執委會做出必要程度之明確性，事業

將解體賣予合適買者。該方因此不必和其他人競爭「通知操作」，直接和

特定承購者簽訂執委會批准的解體事業即可。 
  第一，解體會遇到許多阻礙，例如牽涉到第三人權利，或尋找一個合

適買家的困難等等。一個預先買者可以使執委會確定承諾將被執行，而當

承諾確定將被執行，各方當事人都會更使盡全力增進自己事業之集中度，

而也許也會在提出成為預先買者或其他解體承諾間做抉擇。 
  第二，一個預先買者直到其解體前，在某些造成極大風險的案子中可

扮演保持事業競爭力及可銷售性。這類型案件包括自事業撤資，特別是核

心員工離職之風險過大，或該方在買賣過程中必須從事割讓，而該方無能

力者。預先買者條款將加速事業解體移轉的進度，各方將爭奪該解體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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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進自己事業集中度，使得執委會得以確認執行能夠有效完成的風險係

有限的。 
(c) 預先修復矯正措施（Fix-it-first remedies） 

  第三種類型係一方已經在執委會的身份認定過程中，已進入有法定拘

束力之協定，並且和承購者就購買有大致之合意。執委會能夠做最後決定，

該解體事業轉移予被認定之承購者是否移除了執委會競爭之疑慮。如果執

委會做出了集中度通知（notified concentration），則不再需要發出任何決

定，被解體事業短時間內將會被移轉。 
  執委會很鼓勵這種先行修繕矯正措施，特別是在承購者之身份對於該

當矯正措施十分重要時。只是這種案例是在只有極少數潛在承購者時會被

認為適格，尤其是被解體事業不是一個可獨立運行的事業，但只要有承購

者的特定資產，或者承購者之特定特質，就能完成此種矯正措施解決競爭

疑慮。如果一方選擇與先行修繕矯正措施此種合適承購者進入有拘束力協

議，執委會便能確信承諾將被合適承購者實行。此種情形下，一個對於承

購者有特定要求的「預先承購者」解決方案，是被視為相同且可接受的。 
1.2 移除其與競爭對手之連結性 

  解體承諾可能亦得以在當事人與競爭者間的連結性有助於提升競爭集

中度的案例中，用於移除此連結性。在合資企業（joint venture）中，為了

要切斷與主要競爭者的結構性連結，該企業之少數股權或是主要競爭企業

之少數股權的解體似乎是有必要的。 
  由於歐盟執委會認為解體係最好的解決方法，因此，若假定一個案例

的具體情況是，競爭企業中之少數股東在財務方面得提高該公司之競爭集

中度，則執委會得例外接受與競爭企業少數股權有關之權利的犧牲。在這

種情況下，當事人必須要放棄股東與競爭行為相關之所有權利，例如董事

會上的代表權、否決權以及資訊權。然而，只有在這些權利是全面且永久

性放棄的情形下，執委會始得接受此種與競爭對手連結性之移除。此外，

若提供相同產品或相同服務之公司間的協議（例如與競爭者間的分銷協議

或某些商業行為協調之協議）造成競爭之集中，則適當的矯正措施乃是終

止該協議。 
1.3 其他矯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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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解體或移除與競爭者間之連結性是歐盟執委會首選之矯正措施，

但這並非是消除競爭集中度之唯一可能的矯正措施。執委會在其他矯正措

施之效果等同於解體之情況下，得接受該類型之承諾。 
1.3.1 開放取得矯正措施（access remedies） 

  有些案件中，執委會得接受企業開放其重要基礎設施、網絡、關鍵技

術（包括專利、專有技術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等）或必要投入的矯正措施，

而通常市場中的各方都可以在不歧視與透明的情形下准予取得並使用該技

術。 
1.3.2 長期獨家契約之改變 

  因集中度造成的市場結構轉變會導致現有契約之約定不利於有效競爭。

在排除上游（其競爭者的投入）或是下游（其對顧客的通路）的長期獨家

供貨協議中，這種不利競爭之情形會更加容易存在。倘若合併後的企業體

將會有能力及誘因去以這種方式排除其競爭者，則這種因既存獨家契約所

致之排除效果就可能會大大有助於阻礙有效競爭。 
  在這種情況下，既存獨家契約的終止或改變就得被認為是消除競爭集

中度的適當方式。無論如何，必須要有足以令執委會清楚決定獨家專營權

不應繼續存在的現有證據；此外，這種長期契約的改變通常僅足以作為消

除市場競爭集中程度之矯正措施的一部分。 
1.3.3 其他非解體之矯正措施 

  執委會認為，非結構類型之矯正措施（例如當事人放棄某些諸如組合

銷售等之商業行為的承諾）一般而言不會消除水平合併所造成的競爭集中

度。在任何案例中，因為缺乏實施上的有效監督，因此這樣的措施都難以

達成其有效性之必要程度。 
事實上，執委會不太可能有能力去檢驗當事人是否有遵守承諾；甚至

連其他市場參與者都未必可以確定當事人在實踐中是否有達成其承諾。此

外，即便其競爭對手得以確定當事人是否有實現承諾，其也沒有誘因去提

醒執委會，因為他們並不會因為當事人所提出之承諾而直接受益。因此，

執委會只有在特定的例外情況下，會考慮接受非結構性的矯正措施，例如

在企業集團結構中產生的競爭集中度問題。 
1.4 審查條款（Review Clause） 
無論是哪個類型的矯正措施，企業所提出之承諾都會有一個審查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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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條款允許執委會在當事人提出好的理由時，在例外情形下准予延長

承諾之期限，或是免除承諾、修改承諾、接受替代承諾之方案。 
延長承諾期限與「解體」承諾尤其相關。當事人必須提交延長解體期

限之申請，而當當事人申請第一次解體期間的延長時，只有在因非當事人

之責任而使其無法在期限內完成，且可預期在短期內當事人得完成企業之

解體的正當理由之下，執委會始得接受其申請；反之，若沒有提出好的理

由，解體的管理人會要求當事人進行解體，實踐其承諾。 
另外，執委會只在例外情形下會准予免除承諾、修改承諾、接受替代

承諾之方案，這與「解體」承諾就較無關聯。由於解體承諾在決定後的短

期內就必須被執行，在這麼短的期間中市場情況不會有什麼改變，因此執

委會通常依據一般審查條款，不會接受改變承諾的申請。在特定情況中，

這種承諾通常可預期會有更具針對性的審查條款。 
免除承諾、修改承諾、接受替代承諾之方案，與非結構性的承諾較有

關聯性，例如可能已持續一段時間且在執委會通過該決議時並非所有條件

都可被預測的「開放取得承諾」（access commitments）。在例外情形中，

執委會得接受申請免除承諾、修改承諾、接受替代承諾之方案的理由，第

一，倘若當事人提出市場條件在長期的基礎下有重大的變化，則執委會得

接受其申請；但若要證明之，在執委會做出決定後到當事人提出申請之間，

必須要歷經一段夠長的期間（通常至少需歷經數年）。第二，倘若當事人

可以證明其透過執行矯正措施的經驗中發現如果承諾有所修改的話，執行

該矯正措施的目標會得到更好的實現，則執委會亦得接受其申請。在任何

免除承諾、修改承諾、接受替代承諾之方案的申請中，執委會將考量第三

人的觀點以及修改後之矯正措施可能會對第三人帶來的影響與總體效益。

在這樣的考量之下，執委會亦會考慮矯正措施執行之後，第三方的既得權

利是否會因措施修改而受影響。 
2. 承諾提出之程序 

2.1 第一階段(Phase I) 
  根據《結合規則》第 6 條第 2 項，執委會可以在程序開始前，宣布企

業在共同市場中可被接受的經濟力集中度，然後欲結合之當事人於收到執

委會的通知前或通知後，皆可以非正式地提出承諾，而提出承諾的期限，

是收到執委會所發出之通知的二十個工作天之內，而在當事人提出承諾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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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根據《結合規則》第 6 條第 1 項，會在二十五至三十五個工作天內

做出決定。 
而當事人所提出之承諾有以下四個要件：(1)當事人在承諾中應充分說

明承諾的實質性與執行面的內容；(2)承諾上必須有被正式授權之人的簽名 
；(3)必須如在執行條例（Implementing Regulation）中所提供之資訊一般，

附上與承諾有關的資訊；(4)必須附上非機密版本的承諾書，以接受市場中

第三人的檢驗，而這個非機密版本的承諾書需允許第三人評估其可行性與

有效性，以消除妨害競爭之疑慮。 
  當事人依照以上要件提交之承諾，執委會會進行評估。執委會會徵詢

會員國當局以及市場上第三方的意見；此外，若是結合案牽涉到的地理市

場超過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簡稱EEA），就必須與其

他非歐盟國家以雙邊合作協定的方式對矯正措施進行討論。 
  在第一階段程序中被提出承諾，只有在其競爭問題很容易被識別且可

以輕易被矯正時，才會被執委會接受。因此，在本階段被接受的承諾，其

結合後形成的競爭問題必須簡單、矯正措施必須明確，以致於執委會不需

要進行進一步的調查就可以決定接受承諾與否。 
  此外，如果執委會在評估後認定該結合案不會造成任何競爭上的問題，

則執委會會告知結合當事人不需要執行這個承諾，倘若當事人仍舊不放棄

執行這個承諾，執委會也可以選擇接受之或是直接忽略。 
2.2 第二階段(Phase II) 
根據《結合規則》第 8 條第 2 項，執委會必須要宣告一個在共同市場

中可被接受的經濟力集中度。而欲結合的當事人在本階段程序開始後的六

十五個工作天內，要向執委會提出承諾。如果當事人在少於五十五個工作

天內提出承諾，執委會就必須在程序開始後的九十天內做出決定；如果當

事人在五十五個工作天或超過五十五個工作天提出承諾，則執委會就必須

在程序開始後的一百零五天內做出決定。 
要滿足《結合規則》第 8 條第 2 項的決定，當事人所提出之承諾有以

下四個要件：(1)本承諾必須要能解決所有因集中度產生之競爭問題，且當

事人在承諾中應充分說明承諾的實質性與執行面的內容；(2)承諾上必須有

被正式授權之人的簽名；(3)必須如在執行條例（Implementing Regulation）
中所提供之資訊一般，附上與承諾有關的資訊；(4)必須附上非機密版本的

承諾書，以接受市場中第三人的檢驗，而與第一階段程序的要件一樣，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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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機密版本的承諾書需允許第三人評估其可行性與有效性，以消除妨害競

爭之疑慮。 
當事人依照以上要件提交之承諾，執委會會進行評估。如果評估後確

定此承諾可除去經濟力集中度之競爭問題的「嚴重懷疑」（沒有提出「反

對聲明」），或是有提出「反對聲明」，但是經過協商的程序，執委會就

可做出有條件的批准決定。相反地，若評估的結果認為該承諾不足以解決

經濟力集中度所造成的競爭問題，結合當事人就會收到執委會不批准之通

知。 
3. 執行承諾的要件 
承諾必須具備有效且即時性的要求，才能夠確保確實執行。這些條件

成為構成承諾的一部分，並且必須通過執委會的直接討論。接下來，便介

紹典型的解體承諾細節指引，然後再對其他類型承諾進行討論。 
3.1 解體程序 
解體程序必須在執委會與當事人同意的期間內完成，這段期間被分為

兩階段：最後協定階段與關閉、法定名稱移轉階段。過去的經驗顯示出，

越短的程序將越可能成功解體。因此最適當的解體程序時間應為六個月的

協定期間與三個月的關閉期間，依案例可能稍有不同。解體程序原則上最

晚應於承諾決定開始，在部分情況下則可能在通告集中關閉日期才展開。 
3.2 批准買家、銷售與購買協議 
當事人在進入最後協定之前，為了確保承諾的有效性，必須向執委會

提交理由與計畫文件，執委會針對不同買家則給予不同建議，並確保他們

皆滿足於各項條件。在評估了不同購買者後，便要求買方依據協議之目的

加以解釋，才可以更加快速地發現問題，以及維護市場之競爭。而大部分

來說，執委會對於買家的評估要求多是以當事人及保管人提交之內容為基

礎。執委會通常會要求買方必須具備必要的金融資源，特別是收購資金須

由買方支出，而非由賣方進行任何融資行為，除非賣家能在未來分享融資

過程中業務解體所產生的利益。 
執委會將依據現有資料執委會的資料進行初步評估，購買者也必須或

得所有相關監管機構的批准，因此我們可以想像，為滿足併購管制上所有

的要求與條件，將可能造成承諾時間上的冗長，除了購買者可能不符合要

求外，也無法在適當的時間下解決執委會所關注的競爭問題。 
執委會不只規定買方的身分條件，亦針對購買協議與其他雙方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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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所簽訂的約定有所要求。如果認定買方並不滿足各項要求，將會決

定該買方並非適合此承諾的購買者，僅須直接將結論通知當事人而不須先

行告知買方。若認定買方適合此項承諾內容，便將批准解體之建議。 
3.3 過渡時期的當事人義務 
為了降低解體程序與移轉業務中可能使競爭潛力減弱的風險，當事人

在此關係中必須提出過渡時期業務的保障措施、在分離過程中採取相關的

必要步驟，以及承諾企業準備解體必要步驟。執委會也會要求當事人具備

獨立的經濟能力與市場競爭性。 
3.3.1 解體企業的過渡時期 
企業被要求確保維持所有的資產與信賴額度，並且持續原有的商業行

為與日常業務，避免所有可能對企業產生不良影響的決策，進行相同的行

政程序與作業以及人事上之調配，當事人獨自進行各自之業務，確保企業

解體程序中的關鍵者沒有牽涉於雙方之企業行為，雙方亦不得獲取彼此商

業機密，由此一來可以幫助保持企業之穩定。雙方當事人亦應各自委任一

位具相關專業知識之經理人，以負責管理與執行業務。 
3.3.2 割讓步驟 
割讓作業必須由當事人之監管受託人與獨立經理人執行。首先監管受

託人監督資產與人員之分配，接著在必要的情況下，針對公司資產再次進

行割讓程序，在此同時，當事人便使用共享的資產。 
3.3.3 割讓過程之當事人具體義務 
在此過程中，當事人必須定期提交報告，說明購買者之潛力與雙方協

議之發展。當法定名稱與資產確實轉移後，解體程序才可以落實，而當事

人此時則須提交最終報告，以確認關閉與資產轉移內容。 
3.4 監控及解體受託人 
3.4.1 監控受託人 
由於執委會無法隨時監管企業之解體程序，因此當事人必須委託監控

受託人，以監督當事人確實履行承諾。而其主要任務體現在五個項目上：

在過渡時期監督該解體企業、監督分離階段中各當事人之資產與人事分配、

監督各方努力尋找具有潛力之購買者、應在承諾範圍內善盡聯絡及監督之

責，並適當地協助當事人彼此溝通與協調、在職務範圍內提供潛在買家書

面及相關資料。 
3.4.2 解體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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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無法在解體期間找到適合之買方，受託人在解體受託期間便須在某

一期限內找到適合的買主，並在執委會事先批准的狀況下完成買賣協議。 
3.4.3 受託人之批准與託管任務 
監管受託人與解體受託人不一定是同一人，當事人向執委會提出受託

人候選名單，並提交工作大綱與計畫，執委會依據各案之情況與特性，進

行選擇與批准，當事人便依據其託管任務委任這兩種類型的受託人，他們

擁有獨立於各當事人之地位而得以執行各種託管任務，並且禁止涉及任何

利益衝突。託管任務須有明確之界定，而受託人則須要在時限內完成任務，

當公司資產已確實被移轉並開始進行具體安排，執委會便要求受託人進行

下一項任務；除非執委會建議，或經由執委會批准決定撤換受託人，否則

此託管任務之委託不得任意撤銷。 
3.5 執行解體後的當事人責任 
為了進行或監管可能之矯正措施，在通過並接受承諾後的 10 年內，

當事人仍須配合執委會之要求提供相關資料。 
3.6 其他承諾之執行 
上述所提到的原則與條件，不僅可以適用在解體程序的承諾上，其他

須經過執委會批准之承諾亦得適用。惟為了使執委會確保承諾之有效實施，

長期的非解體承諾須要更高階的監管措施，因此在提高效率的前提之下，

便建立了更快速的仲裁途徑，以要求參與受託人確實監控承諾實施。 
 

第三節 個案運作情況與問題分析 

一、 ASTRA / ZENECA案49 

(一)案例事實 
Astra 和 Zeneca 公司專精於研究、生產和銷售處方藥品；此外 Astra

也製造某些醫療設備，而Zeneca 公司另外有經營農業化學品和特種化學品

業務，後者市場兩家公司並沒有重疊。 
提議的交易方式是 「對等結合(merger of equals)」，1999 年 1 月 20

日由英國 Zeneca 公司以公開招標方式取得瑞典Astra 公司的所有股份。結

                                                 
49 Case No COMP/M.1403 



69 
 

合後 Zeneca 會改變名稱為 AstraZeneca，管理部分會由雙方均分。新公司

主要將在倫敦證券交易所上市交易（其次是斯德哥爾摩和紐約），其股份

46.5％將由目前的Astra 股東持有，53.5％由目前Zeneca 的股東持有。 
公開招標後，Zeneca 公司將獲得 Astra 單獨的控制權，集中度符合

Council Regulation 第 3 條第 1 項第(b)款的規定範圍。根據歐洲經濟區協定

第 57 條，該案件是由評估執委會與歐洲自由貿易區監督管理局合作，以符

合根據議定書第 58 條和二十四個歐洲經濟區協定。 
(二)相關市場界定 

1. 相關產品市場 
執委會已多次處理醫藥產品界定相關市場的案件，並建立了若干原則

50，決議中指出，，治療類藥品可依照「解剖治療分類法」（Anatomical 
Therapeutic Classification，簡稱ATC）分類。這也是世界衛生組織（WTO）

所承認的。這分類允許藥品依照其組成和治療特性作分類。第三個層次的

ATC 分類允許藥物依治療方面的指示分類，例如它們的用途，因此也可以

當作市場的分類。然而，也可能有比 ATC 分類更可能適當進行分析的分

法。 
在本案中，關於局部麻醉劑的市場（local anesthetics），Astra 的

Bupivacaine（一般手術止痛用非嗎啡類止痛藥），是最廣泛被使用的較長

效的局部麻醉劑，並且有長期專利。Zeneca 雖然是 1988 年才進入市場，

但到 1998 年 3 月他就已締結遍及全球（除了日本之外）銷售長效麻醉劑

Chirocaine 的契約。Chirocaine 還未獲得許可，但根據執委會調查，在這較

長效麻醉劑市場中除了 Chirocaine 外，並沒有其它堅強的競爭者，他是唯

一可能與Astra 競爭的來源。 
2. 相關地理市場 
歐洲致力於藥劑製品的標準化，歐洲共同體的單一市場要求新的藥品

註冊程序要遵守統一的技術規定。自 1995 年開始，製藥公司有選擇權（事

實上，在生化產品的情況，這是義務）提交申請給歐洲藥物檢驗局（European 
Agency for the Evaluation of Medicinal Products，簡稱EMEA，現更名為歐

洲藥物管理局European Medicine Agency，簡稱EMA），當時向執委會提

出的建議是要統合所有會員國，但目前藥品註冊依不同指示還是可在不同

會員國註冊。 
                                                 
50 See IV/M.950 Hoffmann-La Roche/Boehringer Mannheim of 4 February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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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事人的承諾 
Astra 保證徹底改變所有和Chirocaine 有關的協議，例如要求放棄許可

和商標等等；也承諾在開始一使用 Chirocaine 的過渡期間中協助第三人了

解該藥品與相關知識。然而，我們要注意的是就結合當事人而言，他們沒

有任何動機去幫助第三人，他們可能只是短暫的在初期與第三人進行合

作。 
(四)分析 

執委會最終是駁回了該結合聲請，我們可以了解即使救濟方式是以促

進市場進入為目的，確保競爭者有使用重要技術的權利時，這救濟方式仍

然可能有問題。因為通常要執行此類救濟會有兩方面，一方面是結合當事

人，另一方面是將被協助的第三人。對結合當事人而言，兩者間一開始的

合作是必要的，但是第三人，他可能是他們實際或是潛在的競爭者，因此

對執委會而言，要確定結合當事人能基於正當動機在確定的短暫期間內有

效地和第三人合作，使第三人能成功進入，這是非常困難的。 
結合當事人承諾使用的救濟方式必須建立在沒有差別對待的關係上，

然而差別對待有許多不同形式，智慧財產權本身就帶有獨占、排他的性質，

以本案而言 zeneca 獲得的許可通常就是剛好符合其需求，所以要判斷它們

有無差別對待，公平市價為何，這也不是容易的。 
另外就結合雙方當事人間的合作來說，Astra 可能在開始階段就提供

Zeneca 重要的協助，這類的合作乃會導致結合和要獲得許可的當事人間資

訊交換，並協調彼此間的競爭行為，讓合作進行得更容易，這都會對之後

的競爭帶來不利的影響。 
 

二、 Verbund / EnergieAllianz 案51 
(一)案例事實 

VERBUND 是奧地利最大的電力生產者，其經營除了VORARLBERG
與TYROL 以外的全國的高壓電網絡。而EnergieAllianz 的成員則分配地區

性的電力，包括供電給最終端的消費者。除此之外，EnergieAllianz 還分配

地區性的天然氣以及熱能，並提供關於運輸、環境、廢棄物處理與排放，

通訊與有線電視的服務，大多數EnergieAllianz 成員的股份係由地方政府所

持有。計畫中的交易將 VERBUND 與 EnergieAllianz 的電力營業統合為兩

                                                 
51 Case No COMP/M.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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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聯合的創投公司，E&S 以及 APT。VERBUND 以及作為 EnergieAllianz
成員的 Land 公司的電力生產能力將繼續保持各自獨立的所有權。但是生

產將由貿易公司 APT 來指揮，其所有權係百分之六十七由 EnergieAllianz
所有，而百分之三十三則係由 Verbund 所有。E＆S 公司將負責處理所有 
EnergieAllianz或Verbund的大客戶，其中有一年消費量超過 400億千瓦者。

而APT 將供應電力給作為EnergieAllianz 成員的Land 公司，而那些公司將

供應用電量達0.1至4.0億千瓦的商用客戶及家戶用戶用電量達0.1億千瓦

者用電。APT 也將提供電力給剩下的那些不屬於交易當事人的 Land 公司

與在EnergieAllianz 供電區域之外的程式的公司。 
(二)相關市場界定 

1. 相關產品市場 
1.1 營業範圍重疊 
雙方當事人營業活動基本上在供應給工業及大型商業消費者（大客戶）

還有經銷商的部分有重疊；其次供應家庭和小企業（小客戶，在奧地利也

俗稱關稅客戶）；另外在提供保持生產和消費的平衡電力方面也有重疊。 
在生產和傳輸電力方面雙方當事人的市場沒有重疊，因為當事人個別提供

電力的設備只存在組織內部，所以電力只有在下游的商業階段可使用，上

游生產階段並沒有，所以他們分別都呈現自然獨占。但是在評估當事人集

中度對相關市場的影響時，還是必須評估當事人在生產電力上的地位。 
a. 區別的相關產品市場 

雙方當事人最初認為有獨立的相關產品市場，可以分成供應給小客戶 
，供應給大客戶，電力交易包括供應給經銷商，以及提供平衡電力。 

2. 相關地理市場 
  本案在供應大客戶，經銷商和能源交易商的相關地域市場是超過奧地

利，而在小客戶案件則僅限於奧地利。供應大客戶的相關市場，包括奧地

利和德國，主要是因為電力可以通過聯合網路從德國進口。他們還認為奧

地利已充分實施自由化的電力市場並向外國開闢了供應商，而這種自由化

必須反映在界定相關地域市場上。 
(三)當事人的承諾 

當事人有以下四個承諾：第一，賣掉在 APC 百分之五十五的股份給

獨立第三人。第二，轉讓現有和最終消費者的合約，以及所有在轉讓前以

APC 名義為 verbund 持有的契約。第三，賣掉在 MyElectric 和 Uns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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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serkraft 百分之二十的股份。第四，在 Steweag-Steg 的投票權願意接受

限制。 
(四)分析 

執委會市場測試後發現，雖然在結合之前EnergieAllianz 在提供電力給

小客戶的市場就已經具有領導的地位，而結合會提高EnergieAllianz 已經很

高的市占率；這樣的結合會消除Verbund 在奧地利現有的小客戶消費市場

中成為現在或潛在強勁競爭者的可能性；另外Verbund/EnergieAllianz 和他

們競爭者的關係經由這樣的結合，會使結合後實體創造更高進入障礙，強

化他們現有地位。但是不同於小經銷商和大客戶，供應商在奧地利區域已

經可以相當大程度從外國公司購買電力，所以在區域內電力提供的方面，

結合並不會對競爭效率帶來影響。 
由於經過種種分析結合後集中度並不會創造或強化領導地位，所以執

委會最終作出決定認為在雙方當事人能遵守條件和義務的情形下，結合聲

請是可以被接受的。 
 

三、 TETRA LAVAL /SIDEL 案
52 

(一)案例事實 
在 2001 年 5 月 18 日時執委會收到一合併聲請案，為隸屬於荷蘭Tetra 

Laval B.V.集團的法國公司Tetra Laval S.A計畫以公開收購的方式合併另一

法國公司 Sidel。Tetra 在設計、製造消耗性、補充性的飲料包裝上享有市

場優勢地位；而 Sidel 則是塑膠瓶及塑膠瓶模具（PET 瓶）的製造商。 
2003 年 8 月 1 號，執委會對 Tetra 發出駁回聲明，認為其在結合後，

擁有大量受專利保護的新技術，例如相對於Tetra本來的氣壓製程53更創新、

突破的SBM(Stretch Blow Molding)機器製造PET 瓶的新技術（所謂的Tetra 
fast technology），將會帶給他們爆炸性的成長；且其在R&D 投入龐大金

額，使得其於新技術取得上本就佔有優勢。這些在提出的結合申請中都沒

有明確的揭露，對於它們未來的成長以及將會在 SBM 市場帶來的影響也

未有充足說明。 

                                                 
52 Case No COMP/M.3255 
53 See recital 129 of the Judgment. 



73 
 

Tetra 在聲請中雖然有提交許多市場測試數據，但是在第一階段的行政

程序中，卻完全沒有向執委會提到Tetra fast technology 的存在。54而在執委

會提出七項質疑後，如：該項新技術能帶來後續多少成本及資金投入的節

省，安全措施等等，Tetra 的回應也依然有所缺漏。 
(二)相關市場界定 
  R&D 的支出在 SBM 機器產業是非常重要的，SBM 發展初期產量比

傳統的玻璃瓶少很多，而且瓶身也太重且無法依需求塑型。但隨著從做中

學，技術不斷創新，這些問題已經被克服了，亦能符合消費者的需要，而

Sidel 就是 SBM 製造的先驅廠商。兩家廠商的產品在某些飲料的盛裝上具

有替代性，因此執委會質疑的一項重點是在結合後 Tetra 將會如何提供自

身資源、技術，甚至削弱自己的力量去支援 Sidel，Tetra 所擁有的Tetra fast
技術能將 PET 容器完全殺菌、依商業需求塑型，像這種獨家技術會給Sidel
現有的市場地位如何的影響。 
(三)當事人的承諾 

在 Tetra 提出的聲請中，Tetra 承諾他們不會濫用其優勢地位，執委會

不必要有任何水平結合的擔憂，也不會對使用其他廠商的產品有歧視。

Tetra 也承諾不會做任何產品的組合或搭售。但執委會則要求Tetra 將Tetra 
fast technology 開放給 Sindel 之外的廠商，以減少或消除競爭者被排除的風

險。 
在第二次的調查，執委會指出之前的評估市場是較廣泛的（全部的飲

料容器市場），而忽略了這兩家廠商結合後因為 SBM 技術而特別對 PET
瓶市場的影響55；而這兩家廠商技術的結合會為彼此帶來顯著的成長也是

無庸置疑的56。這項突破性的 SBM 機器會為它們在低產能的 SBM 市場帶

來重大的成本節省和成品的提升；Tetra 和 Sidel 主要的競爭者都沒有相應

的技術能去挑戰它們結合後的地位。受專利保護的Tetra fast technology 使

用在 SBM 機器市場，在這樣的市場裡，Tetra 和 Sidel 是有（持續的）水

平重疊的57。 
 

                                                 
54 See Article 4(3) of Commission Regulation 447/98 of 1 March 1998 on the notifications, time 
limits and hearings provided for in the Merger Regulation, OJ L61, 02.03.1998, p.1. 
55 See recital 37 of the Judgment. 
56 See recital 65 of the Judgment. 
57 See recital 97-98 of the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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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 
執委會評估讓兩廠商結合後對高產能和低產能的 SBM 市場都會產生

很大影響，也就是(1)提高進入障礙；(2)排除競爭者。結合後它們會減少改

良技術的誘因，其可選擇完全不讓競爭者得到該技術；或是用非常高的價

格賣出；或是只賣出一部分，而保留關鍵的核心技術。這些都會造成結合

後的事業有很高的可能在高產能的SBM 市場也取得主導地位。 
另一方面，執委會也擔心槓桿作用(leveraging concerns)帶來的聚集效果

(conglomerate effects)。槓桿理論是指在鄰近市場中，在一個市場具有優勢

地位的廠商，可能會透過產品組合在另一市場增強其地位。本案執委會即

基於 Tetra 很可能基於其在紙盒包裝產業的優勢地位與持有的技術，要求

包裝業者不以塑膠瓶替代紙盒；或是購買 Sidel 的塑膠瓶，以後買Tetra 的
紙盒可以折價的方式影響競爭，而駁回結合。 
    Tetra 已經承諾不從事任何種類產品的組合或搭售，也提出公司實體分

割與接受仲裁機關和信託管理人的監控，但這是否能有效的消除槓桿作用

的疑慮，打破兩市場間的密切關係，本案執委會認為這樣承諾不進行組合

銷售的救濟作法並不是有效的，因為純粹承諾某種程度的不作為與執委會

對於救濟政策的目的和結合規則本身都有所牴觸。此外，這樣的救濟方式，

即使有效的監督有可能，執委會後續也必須進行大量且困難的監控工作。 
    而歐洲法院、初審法院則是和結合當事人的意見一致，認為僅單純承

諾不從事特定行為的救濟方式不應該自動的被排除。執委會應該考慮結合

實體究竟是否可能從事創造優勢地位的行為，歐洲和初審法院都採用單純

承諾不作為的救濟方式不應該自動被排除的意見。因為在某些案件中，這

的確是有可能除去競爭疑慮的救濟方式，結合當事人的意見還是應該被考

慮，也就是裁判時應該要保留這類承諾被接受的空間。 
四、 LUFTHANSA / SWISS 案

58 
(一)案例事實 

Lufthansa 於七十四個國家、一百七十六個機場經營飛行航班，共有兩

百三十架飛機。他的轉機中樞為法蘭克福，其他還有慕尼黑和杜塞多夫。

Lufthansa 是Star Alliance 的會員，也從事貨物、郵件運送和其他如飛機檢

修等相關的服務。Swiss 則於六十八個機場提供服務，中樞位於蘇黎士，

                                                 
58 Case No COMP/M.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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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樣也提供載貨服務以及小範圍的相關服務，Swiss 計畫在結合後加入

Star Alliance。 
2005 年 3 月 Lufthansa、Swiss 和 Swiss 法律基金會簽訂協議，協議內

容為最終Lufthansa 將會取得 Swiss 公司百分之百的股份。由於 Swiss 的股

東結構複雜，加上他需要保留第三國交通權，因此取得過程計畫分成幾個

部分來完成。 
首先，建立一公司（Air trust）取得 Swiss 全部股份，而這公司是由 Swiss

法律基金會所控制，Lufthansa 一開始先持有Air trust 百分之十一的股份，

然後其享有買入、賣出的混合選擇權，在通過主管機關有關於競爭的審核

後（2005 年第三季），可以增加他在Air trust 的股份至百分之四十九。當

Swiss 確定能取得第三國交通權時，Lufthansa 的選擇權將會擴大到能取得

Swiss 百分之百的股份。 
雖然所有條件都是按步驟有條件的進行，但是如果最終Lufthansa 沒有

取得 Swiss 所有股份，那協議就不再有拘束力，因此Lufthansa 在結合後還

是會取得單獨的控制權。 
(二)相關產品和地理市場界定 

這項交易會在四個市場有重疊：(1)乘客運送服務(2)貨物運送服務(3)
提供給旅行業者的服務(4)飛機引擎檢修和零件服務及供給，只有前三者會

受此交易影響。 
1. 乘客運送服務 

1.1 目的地組合 
執委會發現旅客運送的相關市場可以以起點／目的地的方式定義

(point of origin/point of destination; O&D)，因為乘客如果隨意更改路線必須

付一筆不大但對他們有重要性的機場手續費，所以他們不會更改；因此從

需求替代角度每一組路線可以視為一個特定市場。而就航空公司供給替代

角度而言，不同目的地對他們其實並不會造成多大的額外支出，他們理應

有充分的紀律提供立刻而有效率的服務，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因此執委

會在計算市場時除了使用每組路線的總交通量，也有視個案單獨使用起點

計算的情況。 
1.2 敏感／不敏感的乘客 
乘客市場也可以區別成使用無限制的票（對時間敏感），以及有限制

的票（對時間不敏感）的，後者可能比較重視價格，而對彈性和方便比較



76 
 

不在意，或者有些是公司用途有節省成本的需求。而航空公司可以對這樣

不同族群進行差別取價。 
1.3 轉機 
在短程的情況，轉機可能會比直達班機少一些限制（例如直達機一班

不提供一天來回59），這可以視為不同市場。但在中、長程的情形，如果

轉機和直達都有一樣的限制，那這兩者可視為同一市場。 
2. 物運送服務 
市場可以界定為歐洲間的貨物運送60，執委會認為這部分沒有競爭疑

慮。 
2.1 旅行業者的座位 
可以區分短程和長程市場，執委會也認為此部分無競爭疑慮。 

(三)當事人的承諾 
當事人提出的救濟方案如下： 

1. 洲際路線 
  不需任何補償，依特定程序，提供六個長途起降時間帶(time slot)，目

的是讓新進入者能提供一週六次不停靠或轉機（不超過兩個半小時）服務。 
2. 歐洲路線 
不需任何補償，依特定程序，提供特定起降時間帶於蘇黎世、法蘭克

福、柏林、慕尼黑、杜塞爾多夫、維也納，斯德哥爾摩和哥本哈根，讓一

個或更多的新進入者能營運。 
至於雙方各自的航線連接樞紐「蘇黎世－法蘭克福」、「蘇黎世－慕

尼黑」，雙方已承諾每天提供五個班次（對應於目前由 Swiss 經營的這條

路線）。如果沒有第三方經營這些航線，則會准予新進入者這些路線至少

6 個 IATA 時間帶61之歷史優先權(grandfather right)。 
此外當事人還承諾「蘇黎世－法蘭克福」，「蘇黎世－慕尼黑」這兩

個路線，他們從有新進入者開始進入該路線營運時，六個 IATA 時間帶內

他們不會增加飛行頻率超過原本決定的頻率。 
(四)分析 

                                                 
59 See paragraph 20 of the decision of 11.02.2004 in Case No.COMP/M.3280 - Air France/KLM). 
60See Case No. COMP/M.3280. Air France/KLM; Case No COMP/JV19. KLM/Alitalia, and 
Case No COMP/M.1328 . KLM/Martinair. 
61 IATA時間帶分為夏季及冬季；夏季是從3 月最後一個星期天至10月最後一個星期六；

冬季是從10月最後一個星期天至 3月最後一個星期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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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對客戶和競爭對手進行市場測試，大部分顧客認為這些承諾足

以消除市場競爭的擔憂。一些有興趣進入「蘇黎世－法蘭克福」，「慕尼

黑－法蘭克福」航線的競爭對手，關注頻率凍結條款，認為Lufthansa 在結

合前，為了避免產能過剩而減少航班，對進入是比較有吸引力的。 
執委會對救濟方式的評估認為是足夠充分達到潛在競爭效率，雙方當

事人都可以在不破壞各自網絡的情況下，不損害消費者的利益。法蘭克福

和慕尼黑的起降時間帶是相當寶貴的資產，給予歷史優先權這樣的額外獎

勵可以讓新進入者進入並留在路線最少三年。這一點，加上雙方限制合併

後經營航線的頻率低於它們能達到的水準，充分減輕了潛在的競爭對手的

進入障礙。此外，雙方已提交的資料表明，給予歷史優先權，可能不會大

幅改變產能過剩的風險，因為當事各方以降低飛行頻率，至於損失可以藉

由使用較大的客機來彌補。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就公司組織結構性的承諾通常是最適當的，

但是在某些情形中，結合的當事人提出行為而不是結構的救濟方式，例如

依照規模、時間和範圍來證明提出的承諾足以救濟競爭疑慮是更恰當的。 
 

五、 PERNOD RICARD / ALLIED DOMECQ 案
62 

(一)案例事實 
  Pernod Ricard 是一間公開上市的法國公司，在全世界從事生產和配送

含酒精的飲料，以烈酒和葡萄酒為主。其主要品牌，包括八角「Ricard」
和「Pastis 51」，蘇格蘭威士忌「Chivas Regal」，萊姆酒「Havana Club」
和葡萄酒「Jacobs Creek」。此外，Pernod Ricard 還從事所謂的「代理」品

牌，即由第三人擁有的品牌（例如一些LVMHs 在葡萄牙的香檳品牌）。 
Allied Domecq 是一家公開上市的英國公司，在全世界生產與配送烈酒和葡

萄酒，該公司還經營快速服務餐飲業。其主要品牌包含蘇格蘭威士忌

Ballantines 和 Teachers。結盟的Domecqs 則代理品牌包括美國威士忌 Four 
Roses。 
Pernod Ricard 透過子公司Goal Acquisitions Limited，於 2005 年 4 月 21 日

以公開招標的方式取得Allied Domecq 的單獨控制權。Pernod Ricard 收購

Allied Domecq 的行為使其市場集中度因此符合歐盟《結合規則》第 3 條第

1 項第(b)款規範的範圍。 
                                                 
62 Case No COMP/M.3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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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市場界定 
1. 相關產品市場 
在本案中，市場集中度的界定乃有關於烈酒和葡萄酒市場。以之前案

件 Guinness/GrandMetropolitan63和 Pernod Ricard/Diageo/Seagram64的決定

為基礎，雙方當事人認為，相關產品市場的定義必須為每一類主要的酒種，

例如：全部的威士忌、cognac/armagna 和其他白蘭地、萊姆酒、杜松子酒、

伏特加、龍舌蘭酒、八角、苦和甜酒。本案市場調查也肯定這些個別種類

構成單獨的相關產品市場，因為他們從最終消費者和中間客戶（零售商，

批發商和餐飲業）的觀點都不能互換或替代。 
以 Pernod Ricard/Diageo/Seagram 的決定為基礎，當事人的聲請不需要

再進一步細分市場，而是應該基於品質水準分類，例如初級／次級品牌或

私人品牌，本案市場調查支持這一結論。在同一決定中，委員會還認為不

同市場可能取決於酒類的供應方式，視其是否經過中間經銷商的銷售（on 
trade），即銷售到酒店、酒吧、咖啡廳等；或直接面對顧客的銷售（off trade），
如銷售到零售部門。不過，執委會認為這劃分不會改變競爭力的評估，因

為交易主要關注的是大批發商和零售商。 
2. 相關地理市場 
在本案中，雙方當事人認為依Guinness/Grand Metropolitan and Pernod 

Ricard/Diageo/Seagram 的決定，烈酒和葡萄酒生產和分配的市場是國際性

的。市場調查的結果也認為委員會不應偏離以往的做法，因此地理市場界

定是國際性的。 
Pernod Ricard 和 Allied Domecq 都從事生產和分配烈酒和葡萄酒。因

此在大量會員國的烈酒和葡萄酒市場是有水平重疊。然而，在烈酒方面，

重要的重疊只有發生在威士忌（所有威士忌，蘇格蘭威士忌和愛爾蘭威士

忌）。此外，大量的重疊於葡萄牙的其它種白蘭地；葡萄酒只有葡萄牙香

檳有重疊的情形。 
(三)當事人的承諾 

在蘇格蘭威士忌重疊的部分，當事人提出的救濟方式為同意縮減在全

世界不同的品牌，包括轉讓品牌和商標，移轉關於製作產品的產品配方和

技術、智慧財產權，以及其他相關的資產。 

                                                 
63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5.10.1997, case No IV/M.938. 
64 Commission decision of 9.05.2001, case No COMP/M.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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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 
根據市場測試，委員會認為有足夠的承諾消除競爭的疑慮。特別是撤

資數個品牌將能消除之前在意大利、匈牙利、斯洛伐克共和國和斯洛文尼

亞威士忌／蘇格蘭威士忌類別裡集中度的問題，那裡的市占率將降至百分

之四十以下，或和合併前相同的水準。 
執委會還特別提出消除的數個品牌（Glen Grant、Smuggler、Braemar

和 Chivas Regal）都是銷售量很好的知名品牌，顯示當事人提出救濟方式

的誠意。 
為了確保 Pernod Ricard 遵守上述承諾，執委會對決定還附加了條件和

義務，只有履行這些條件才能進行相關市場的結構性變化；其他承諾也構

成義務，因為只有實施必要步驟，才達到預期的結構性變化。 
根據上述理由，委員會決定不反對結合聲請，並宣布它符合共同市場

和歐洲經濟區協定，只要當事人能完全符合附於執委會決定中C 節到D 節

的承諾，並盡到遵守的義務。 
 
六、 PANASONIC/SANYO 案

65 
(一)案例事實 

2009 年 9 月 29 日歐洲執委會通過 Panasonic 併購 Sanyo Electric 的聲

請，兩家都是日本公司。這項許可是有條件的，兩家公司要從特定幾項委

員會認為有競爭疑慮的電池生產設備市場中撤資。 
Sanyo 和 Panasonic 都是多角化的工業集團，Panasonic 主要是在全世

界從事研發、製造和銷售各式的視聽及通訊產品、家用設備、電子器材和

設施，包括電池和工業產品。Sanyo 主要是在全世界從事研發、製造和銷

售消費產品、通訊設備、電子器材，包括電池和工業運算、維修設備。 
(二)相關市場界定 

委員會的調查確定在一些電池市場中，結合後的事業體會擁有很高的

市占率，如此將會造成競爭疑慮。這些市場包含初級柱狀鋰電池（primary 
cylindrical lithium batteries）、攜帶式充電鎳金屬聚合電池（portable 
rechargeable nickel-metal hybrid batteries）和充電幣狀鋰電池（rechargeable 
coin-shaped batteries based on lithium）。 

                                                 
65 Case No COMP/M.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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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柱狀鋰電池特別適合用於需要突然發出能量的設備，或是電池要

長時間使用不替換的(例如:鬧鐘、計數器)。攜帶式充電鎳金屬聚合電池用

在很廣的產品上，例如工具、個人衛生用品(例如刮鬍刀、牙刷、電動除毛

器)、攜帶式掃描機和收音機。充電幣狀鋰電池主要是當做備用補充電力，

用來維持手機、數位相機的時間正確，或是用在一些特定設備，如手錶、

筆電或是感應式車鑰匙上。 
(三)當事人的承諾 

為了平息委員會在柱狀鋰電池和充電幣狀鋰電池的疑慮，當事人承諾

放棄一個目前生產這兩種類型電池的製造廠。前述結合交易經由此承諾的

修正後，將不會增加柱狀鋰電池和充電幣狀鋰電池這兩個市場的市占率。

同時當事人也同意放棄一間公司有關攜帶式充電鎳金屬聚合電池的事業，

以消除在這市場中增加市占率的可能。 
(四)分析 

本案在結合控制觀點上，於委員會對於救濟的政策方面，還有委員會

是如何和全世界其他的主管機關互動的方面都引發一些有趣的討論，因為

本案除了通知執委會之外，此結合交易至少還受十個主管機關檢視。 
從當事人討論救濟方式、市場測試到委員會最後的結論，有涉及幾個

有趣議題：(1)割讓(carve-out)的問題；(2)提交替代救濟方式和其市場測試

欠缺了先驗的排序(priori ranking)；(3)在中國市場的撤資；(4)和其他競爭主

管機關良好的協調，以獲得最適當的救濟方式。 
當事人一開始對充電幣狀鋰電池市場提出切割的解決方式，然而，經

過委員會調查，這個方式在市場測試中並不能被當作初步印象清楚切割

（prima-facie clear-cut）的救濟方式而被接受。委員會清楚表達，他們偏好

完全放棄一個已存在事業的救濟方式勝於採用切割的方式，因為這樣結合

後的組織有較高的可能達到有效率競爭。以本案為例，要將製造電池的設

備移除、運送或重新裝配耗費成本甚鉅，而且很難認為企業願意承擔曠日

廢時的壞名聲，並且也很難找到有充分知識的人員，因此這個方式無法通

過市場測試。 
因此，當事人提出了替代的救濟方式（即上述第三部分議題），這也

是所謂的皇冠珠寶（crown-jewel）解決方式，而這個救濟措施也通過了市

場測試。一般來說，提交替代的救濟方式是不適當的，因為它會使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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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整合資訊、詢問市場參與者的觀點以及協調疑點等救濟程序變得複雜。

不過在某些特殊情況下，例如本案，委員會還是會接受替代救濟方案。 
在本案中，放棄位於中國的工廠是救濟方案的一部分，由於越來越多

全球事業將製造生產移至中國，所以這個方式可以說是很具相關性的。然

而問題是在中國放棄工廠有多大的可能能夠符合委員會要求的時程，中國

種種的法令和司法程序會使此救濟方案被延遲。雖然委員會接受了放棄中

國工廠是適當的救濟方案，不過最後當事人還是放棄了在日本的工廠，並

且符合了美國主管機關所設定的時程。 
總而言之，前述第三部分提議的承諾在經過市場測試後，委員會結論

這些承諾可以減輕疑慮，因此確定了結合並不會妨礙有效率的競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委員會在本案上和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以及日本

公平交易委員會，藉由主管機關間的雙邊協議，有相當密切的合作。 
 

七、 EDF/SEGEBEL 案
66 

(一)案例事實 
2009 年 9 月，執委會接到通知，Electricite de France（EDF）公司，將

從一家英國的能源公司Centrica 取得 Segebel 公司百分之百的股份（後文將

此行為稱為該交易）。Segebel 為一家比利時公司，其唯一的資產是 SPE S.A.
（SPE）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EDF 和其子公司在包括生產、批發和交易電力等多項電力市場都很活

躍；還有提供零售電力給法國和其他國家；EDF 也同樣活躍於包括比利時

在內的零售與批發天然氣市場。雖然目前EDF 只是第三大廠商，它在比利

時電力市場是相對受限的；然而 EDF 正在進行兩項對 CCGT 產能的投資

計畫，這將會相當大的擴張其在比利時市場的地位。 
SPE 是在比利時從事生產、零售、交易電力以及提供電力和瓦斯的比

利時公司；SPE 擁有許多電廠，是比利時第二大電力商，僅次於GDF SUEZ
（Electrabel），它同時以Luminus 這個品牌名稱經營末端消費者市場。 

一旦交易完成，這兩家前三大的比利時電力公司會被一法國公司

French State 控制並享有獲利，該公司對EDF 有控制權67，且從 2006 年開

                                                 
66 Case No COMP/M.5549 
67 French State擁有EDF 84.6%已發行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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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這家公司已擁有 GDF SUEZ 百分之三十五點九一的股份，而比利時最

大的電力公司Electrabel 就是屬於GDF SUEZ 集團的一部分。 
委員會調查發現該交易對大多數市場不會造成重大影響，然而，除了

市占率較低的結合當事人外，該交易對於比利時的電力生產、批發和交易

市場（後文稱電力批發市場）會帶來競爭上的疑慮。在此市場，結合後EDF
這家最具威脅性的潛在競爭者會被消滅。 
(二)相關市場界定 

該交易主要要考慮的是比利時的電力批發市場以及提供瓦斯給比利

時小型工業和商業消費者的市場，雙方當事人在其他市場還有法國與荷蘭

市場的重疊是較有限的。而這裡界定的市場僅單指比利時的電力批發市場，

因為前述結合交易只會對此市場造成影響。 
委員會採取的觀點為，經由市場調查的結果可得知電力競爭在比利時

的同質性明顯是很高的，高到足以認定本地生產的電力和進口的電力是無

法區分的，這個觀點也和近期委員會和電力市場有關的決定相符68。 
另一方面，委員會也遵循之前的決定，定義電力批發市場的地理範圍

是僅及於國內的。近日引進的市場連結機制，連接時差一日的法國、比利

時和荷蘭的電力市場（day-ahead electricity market），被認為還不足以抵銷

這些鄰近會員國間的差異。這些鄰近會員國間的可供交易電力同質性還不

夠高，不足以讓彼此間可互為替代品。 
(三)當事人的承諾 

為了消除結合後雙方當事人繼續進行 EDF 的投資計畫將會帶來的競

爭疑慮，當事人提出了以下的承諾：立刻轉移當事人一間或兩間公司資產，

用來執行EDF 預定的CCGT 計畫。 
在特定日期69移除另一家公司的資產之後，新成立的組織不一定要繼

續或持續投資此討論中的 CCGT 計畫；但 EDF 必須決定繼續投資第二家

電廠或完全撤資。 
藉由移除資產，EDF 等於是將機會讓給其他市場參與者，它們和從事

結合交易前的EDF 有相等的誘因去從事這項投資。 
(四)分析 

在本案中，委員會認為這對於許多比利時的電力市場有競爭上的疑慮 

                                                 
68 See Case M.5224EDF-British Energy. 
69 然而確定的日期是商業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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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比利時的批發電力市場。這是由於這項結合交易會消除EDF 作為

該市場最重要的潛在競爭者，且結合後的組織擴展生產能源產能的誘因乃

遠低於被合併前的EDF。 
EDF 已經發展了兩個地點，這個發展會將比利時的產能提升百分之十 

，而這多餘的產能也可以令EDF 進一步地拓展其在下游市場提供給終端消

費者的事業。 
委員會因此認為這救濟方式是正確且合比例，並且經由市場測試確認

的。因為救濟措施提供其他新的進入者有和結合前的當事人相等的誘因去

進行投資、提升產能，故比利時的消費者和企業不會受到任何不利益。 
按照這個救濟方式，委員會認為結合並不會嚴重妨礙歐洲經濟區（EEA）
或鄰近區域的競爭，因此委員會決定本案不需要接受比利時競爭主管機關

（Conseil de la Concurrence）要求按照第九章進行的檢驗。 
 

第三節 小結 
 

檢視過去結合矯措施是否有效是非常重要的，救濟措施最主要的類型

是將事業解體，96 件案子裡有 84 件是此種類型。而最常見的失敗救濟措

施類型則是無法適當地定義被解體事業的範圍，其次是不適格的購買者、

不適當的資產分割以及被解體事業不完全的移轉等，以下分別述之。 
(一) 無法適當地定義被解體事業的範圍。委員會應擴大評估範圍，將被解

體事業周圍之關係企業一併列入評估，如此方能做出更有效的救濟措

施。 
(二) 可能妨礙執行的第三方。若第三方有權利阻礙救濟措施執行者，雖然

不會最終導致救濟措施失敗，卻造成救濟措施延遲，因此委員會在事

前調查時，不能忽略該種第三方。 
(三) 資產分割。可能造成延遲、減少效率、或者對賣方更長期的依賴等，

至今委員會仍然對「何種資產必須分割」無太多之處理準則。 
(四) 過渡期間保護（Interim preservation）。當調查計畫停止，將造成特定

損害。解體進行時間越長，不確定性便越高，這時有效的過渡期間保

護以及維持獨立的措施便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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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監督管理人（Monitoring trustees）。在解體的過程中需要有管理人監

督雙方，然而目前實務上管理人不是太晚指定，便是無法影響早期重

要決定，因此管理人之角色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六) 事業獨立管理人（Hold-separate managers）。分割資產以及保護之程

序有時候必須由指定的管理人實行，管理人之獨立性、和監督管理人

之合作、經驗以及準備程度等，皆在解體程序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結

合矯正措施通知》仍然沒有太多處理準則。 
(七) 購買者。選擇一個適合的購買者十分重要，必須視其動機、經營解體

事業誠意及能力等。不適格購買者將終止營運、轉賣被解體事業，或

不願與他競爭者競爭。 
根據統計結果，在歐盟結合矯正案件之中，百分之五十七的救濟措施

被認為是有效的，百分之二十四被認為部分有效，只有百分之七的救濟措

施被認為未達成救濟目的。70而在不同救濟措施中，合資公司（joint venture）
的解體是被認為最有效的救濟措施類型，至於開放取得救濟措施（access 
remedy）則被認為是最無效的救濟類型。綜上所述，救濟措施在很多方面

仍有許多不足之處，滿意度僅約六成，算是不盡人意，相關單位存有改善

空間。 

                                                 
70 http://europa.eu.int/comm/competition/mergers/legislation/remedies.htm，查訪日期：2010年
10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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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際競爭法組織對結合矯正措施之執行與政

策建議 
針對相關矯正措施方面，包括結合矯正施行應注意之原則，矯正措施

設計之要點，抑或結構面與行為面措施，孰優孰劣之比較，各國均有其見

解與建議，甚至 OECD 及 ICN 之國際競爭法組織亦有綜合各國經驗，而

統合出可參考之意見。以下本文先就國際組織中，幾個主要之成員國的執

法經驗作一介紹，並接續說明 OECD 及 ICN 兩大國際組織，對於矯正措

施之觀點與建言。 

第一節  組織主要成員國之執法經驗介紹 

一、 加拿大 
首先，組織主要成員國之執法經驗以加拿大為例，加拿大之競爭主管

機關為競爭局(Competition Bureau)，由競爭委員會委員 Commissioner of 
Competition (“Commissioner”)負責管理與執行競爭法規(Competition Act)，
相關結合矯正措施之規定，在於競爭法第 92條(section 92 of the Competition 
Act)。針對矯正措施的首要目的，並不是為了加強結合前的競爭而是為了

恢復這種競爭，並且恢復競爭是制定矯正措施唯一適當的目標，亦即為化

解市場之反競爭的疑慮，矯正措施必須能恢復競爭始具有效性，除了是有

效的，矯正措施也必須具執行性，並能夠及時執行完成，以便可以化解反

競爭之疑慮。復且，有效的矯正措施，應能基於個案獨特的情況考量，並

消除任何妨礙競爭之問題，以避免市場上其他或潛在競爭者，受事業結合

後所取得市場力量所鉗制71。主管機關在案件進入訴訟狀態前，會企圖與

結合當事人針對適當的矯正措施進行協商，倘若難以達成共識，則主管機

關將盡可能縮小爭議的範圍，而使結合案件無爭議部分，得以順利進行，

並禁止或限制其確信將實質減少競爭之部分72。 

                                                 
71 Competition Bureau (Canada), Information Bulletin on Merger Remedies in Canada, 
2-4(2006). 
72 Squire, Sanders & Dempsey L.L.P., “ANTITRUST & TRADE REGULATION UPDATE” , 
http://www.ssd.com/files/Publication/fe5bc171-73e2-4d80-8d3d-dcc316080838/Presentation/Publ
icationAttachment/a2dbe36c-2de0-42c8-a9bc-9da6ab994f69/EUAntitrustUpdateOct.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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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面矯正措施，主要是以解體為主，僅在難以措施矯正時，主管機

關始命事業禁止結合。以下結構面措施之說明即解體為例，解體乃係設法

透過向市場的新進者出售資產，以保持競爭；抑或是透過向市場既有競爭

者出售資產，以加強現在原有的競爭73。在矯正措施之設計方面，條款必

須明確且措施須有足夠並完善之定義。此是為了確保及時落實矯正措施。

結構面矯正措施乃是消除結合後造成減少競爭或預防的必要矯正措施，結

構面矯正措施最典型的即為解體，而有效的以解體為矯正措施，應具備下

列要素74： 
第一， 解體必須是可行的，得以消除反競爭的情況或疑慮； 
以下規定乃有助於確保解體之可行性： 
(一) 獨立性規範(Hold-Separate Provisions)： 

一旦主管機關決定結合可能造成實質競爭減少，而施以結構面措施並

確定措施之必要範圍時，則主管機關則通常要求結合當事人確保被解

體資產「保持獨立」，直到解體完成。此規定不僅避免資產在解體前

惡化，也確保結合當事人在結合前不能合併或分享渠等營業上之機密

資訊。 
(二) 獨立性的替代規範(Alternatives to Hold-Separate Provisions)： 

意指賣方必費提供銷售、管理、行政、業務和財務之協助，以促使資

產能夠有效運作。賣方亦可能需履行業務上或僱佣上之合約，以確保

資產繼續之可行性。雖資產實質上可能並未分離，但相關客戶或業務

之資料，應保持獨立。 
(三) 代理權與保證(Representations and Warranties) 

為增加解體之可行性，並吸引購買解體產資之買方，賣方必費提供一

般合理的商業代理權與保證。何謂合理，則視不同行業有所不同。 
第二， 確保解體的發生必須及時且成功； 

及時性可促矯正措施之有效性，而確保競爭的維持，以降低對所有利

益關係人之不確定性。為了消除結合後進行矯正措施，所可能帶來的風險

與不確定性，主管機關通常鼓勵結合當事人，在結合完成之前，即採取措

施以化解結合後可能造成之反競爭問題。為求及時性，此時可以「預先修

復」(Fix-it-First)之方式為之，其要件如下： 

                                                 
73 Supra note 71, 7(2006). 
74 Id., 8-1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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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修復」(Fix-it-First)： 
1. 賣方能在結合完成同時或結合前，將相關資產解體至被認可的買方； 
2. 訂定一個適當的買賣協議，其中包括確定特定的資產與被認可之買方，

且解體與結合應同時完成。 
主管機關強烈偏好「立即修復」之解決方案，因為如此一來，在結合

前或結合同時，已可化解主管機關對結合後可能造成之反競爭疑慮，故該

方案通常提供極佳之解決辦法。該方案消除相關被解體資產是否具可賣性

(marketable)之疑慮，亦確保該資產不會惡化，且得以盡快維持並恢復市場

競爭。倘若「立即修復」之方案不可行時，則為求解體之及時性與成功，

則實施與執行解體之期限則相當重要，期限越短則越少變數，例如資產惡

化，失去主要客戶或職員等。而為求能解體成功，主管機關會要求不得有

最低價格或價格上限，而應尋求最適格之買家。 
然而，解體為結構面矯正措施，係為化解結合可能造成之競爭威脅，

但鑑於實施與執行過程通常有許多不確定，例如解體是否得以完成。因此

為消除該不確定，則可利用「皇冠珠寶條款」(Crown jewel provisions)，允

許特定資產加入初始之解體資產，提供賣方誘因及時完成解體。而該此資

產可能涉及競爭疑慮，但事業並不會被處罰。事實上，帝王條款是用來解

決不成功矯正措施之機制，如此一來，不僅激勵事業進行解體，也可消除

主管機關擔心解體無法成功之疑慮。 
第三， 買方必須獨立，同時在相關市場是有能力及意願的有效競爭者。 

適宜的買方必須有能力且有意願共同競爭，才能維持市場之競爭秩序 
。且買方在各方面皆應獨立於結合當事人。當被解體之資產難以成為一個

自主事業體，且欠缺完備基礎設施。則尋求有適當能力與資產之買方，則

相當重要。因此有時候在主管機關未同意解體前，賣方即確定前置買方。

此即為「前置買者條款」(up-front buyer provision)。 
除結構面與行為面之矯正措施外，亦有準結構面矯正措施

(quasi-structural remedies)：例如智慧財產的授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censing)、消除反競爭契約之條款(removal of anticompetitive contract terms) 
、變更貿易配額或關稅(alterations of trade quotas and tariffs)等。雖該此措施

有助維持市場之競爭秩序，然而卻必須全面檢驗其對特定產業之影響，主

管機關僅在特殊情形下使用準結構面措施，包括第一，一旦實施，可充分

化解結合所產生之反競爭疑慮；第二，持續執行下，將來不需進一步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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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監督，換言之，該措施必須與結構面措施一樣符合相同要件。準結構面

矯正措施，通常涉及無形資產，例如智慧財產權，其乃是透過授權完成。

而非解體。雖然授權契約允許結合事業保留專利、商標或其他智財權的所

有權，但透過授權，即可消除一個重要的參進障礙，而不因無授權而被排

除於市場之外。倘以授權契約為矯正措施，主管機關必須確定授權之範圍，

可能為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等。授權契約的範圍取決於競爭威脅的性質

和該個案的具體事實。例如當智慧財產權是於特定產品，且結合事業可仰

賴其他智慧財產權在相關市場保持其競爭力，則有可能為專屬授權；反之，

當智慧財產權主要使用於非相關市場的其他產品，而結合事業在該其他產

品需要此智財權，則結合事業將保留某些使用許可權75。 
競爭法主管機關認為，結構面矯正措施相對於行為面措施較有效。因

結合所產生之反競爭效果，可能是因市場結構發生改變，因此結構面之矯

正措施通常得以消除因結合所造成市場實質競爭的減少。而行為面措施則

可能妨礙結合後的事業，面對不斷變化的市場條件，亦可能抑制其潛在有

利於競爭之行為，且使用行為面措施的合適期限長短，也難以確定。而結

構面措施則較明確，且耗費較少的成本76。相較於行為面，結構面措施對

於化解反競爭之疑慮的效果，較具直接性、永久性與有效性，並且可以避

免如行為面所需的持續性之監督及執行成本。此外，主管機關在某些案件，

會共同運用結構面與行為面的措施，但除非在行為面措施不需監督或所需

監督極小，始使用行為面措施，否則鮮少單獨採用行為面措施77。因此競

爭委員會委員多數情況乃使用結構面之措施，少數情況則以行為面措施輔

以結構面，而在極少數情形下，始單獨使用行為面措施78。而競爭主管機

關與法院一般較偏好結構面之矯正措施，勝於行為面措施，因結構面措施

較明確，且需較低成本的管理，亦得隨時執行。於審查實務上，1995 年至

2002年競爭局處理結合案件之決定，有超過90%均採用結構面矯正措施79。

事實上，反應於成本方面，行為面劣於結構面的原因，包括下列三點： 
1. 結合後監督事業遵守矯正措施的直接成本； 
2. 因自治機制而須仰賴仲裁程序的其他市場參與者，所花費的成本； 

                                                 
75  Id., 12-13(2006). 
76 Id., 4-62(2006). 
77 Supra note 72. 
78 Supra note 1, 125(2003). 
79 Id., 128(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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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業於結合後用以規避矯正措施所花費的任何努力與間接成本。 
惟作出結構面矯正措施之決定時，行為面措施能有助於確保結構面之

矯正措施之實施，特別在市場競爭結構的過渡時間，可促使買方與市場參

與者有效快速運作，例如對已被解體之事業，採用短期供應協議的行為面

矯正措施，以確保其競爭力。然而，獨立的行為面矯正措施，則是極少被

主管機關所採用，因其難以完善設計以化解市場上反競爭之疑慮，尤其是

在明確性與可行性方面80。 
 

二、 英國 
英國之競爭主管機關，主要有公平交易局(Office of Fair Trading, OFT)、

競爭委員會(Competition Commission，CC)及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相

關結合管制之規定，於 2002 年事業法(the Enterprise Act 2002)的第三部份

(Part Ⅲ)，而矯正措施之規定，在於第 22 與 23 條81。對於結合案件之審查

過程，公平交易局有權決定是否將結合案件提交競爭委員會審查，競爭委

員會將根據結合之具體情況而決定採取何種矯正措施，國務卿只對涉及特

殊公共利益之結合，如涉及國家安全之結合，始進行干預82。 
英國認為對於矯正措施，應考量如何合理且可行地全面性解決，結合

產生實質減少競爭(SLC)及其造成的任何不利影響。主要由以下幾個因素
83： 
(一) 效率性(Effectiveness)：競爭委員會將考量 SLC 及其造成的任何不利影

響與其可能招致之成本，以評估矯正措施的解決成效。其將涉及幾個

不同的方面：包括 SLC 及其造成的任何不利影響；矯正措施所適當的

時間與時機；措施的可行性等。 
(二) 矯正措施的成本與合比例性(The cost of remedies and proportionality)：

競爭委員會在考慮矯正措施可能花費之成本，預計可有效解決 SLC 和

造成的不利影響。而為了合理和相稱性，競爭委員會將設法選擇成本

最低的矯正措施。矯正成本可能會出現各種形式。其可能因扭曲市場

而導致成本的結果。最可能的情況下，是在採用行為面矯正措施，直

                                                 
80 Supra note 71, 5-15(2006). 
81 Competition Commission (UK), Merger Remedies: Competition Commission Guidelines, 
5(2008). 
82 Supra note 1, 229(2003). 
83 Supra note 81, 5-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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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干預市場而產生的結果，尤其是在花費較長的時間。矯正措施也可

能導致重大且持續的遵從成本(compliance costs)。競爭委員會將在矯正

措施有效性未降低的情況下，盡力減少上述成本。 
(三) 相關的消費者利益(Relevant customer benefits)：包括(1)在英國的任何市

場享有更低的價格，更高的質量或更多的商品選擇或服務；(2)就該等

貨品或服務加強創新，競爭委員會將考量相關的消費者利益，因矯正

措施可能造成消費者利益的損失，故競爭委員會可能因此修改矯正措

施，或在少數情況下，認為不需要矯正措施亦為適當的。 
英國競爭委員會將矯正措施，分為結構面(structural remedies)、行為面

(behavioural remedies) ，以及管制或行為建議 (Recommendations on 
regulations or conduct)。管制或行為建議，是指在某些情況下，法律規定或

行為適用於可能妨礙或限制進入市場的行為，例如規劃或認證要求。而結

構面措施，包括「解體」(divestiture)與「禁止」(prohibition)，命事業解體

或禁止其結合；而行為面措施，則包括「扶持措施」(Enabling measures)及
「控制結果措施」(Controlling outcomes)，前者行為主要是藉消除競爭障礙、

激勵潛在競爭而維持市場競爭性，如限制當事人不得杯葛或不得差別待遇，

取消抵押品贖回權的措施以防止垂直結合84等，因此扶持措施需要持續性

的監督與干預；後者，則是在控制預期的不利影響，為行為面措施的特定

類型，如價格上限、供應承諾或服務水平的控制等。而介於結構面與行為

面間之措施，則是智慧財產權之矯正措施(Intellectual property remedies)。透

過專利、商標或其他智財權的授權，可被視為一種資產解體的特殊方式。

事業結合後，獲取智慧財產權權利的當事人一方應該能夠有效地參與競爭。

但其亦具有部份行為面措施之特色，即需要持續的監督與執法，因此相較

與結構面措施，則降低其有效性85。 
此外，在行為面矯正措施設計上，應力求避免以下四種風險86： 

(一) 難以具體明確之風險(specification risks)：是指無法明確提供有效監督

與執行，以確保解決 SLC 與其造成之不利影響，所出現之風險。 
(二) 規避之風險(circumvention risks)：特別受限制之行為，可能導致其他方

                                                 
84 Mayer Brown, EU and UK Antitrust/Competition Group London, Competition Bulletin, 
2-3(2008). 
85 Competition Commission publishes new merger remedies Guidelines, UK Competition, 2008, 
at 13. 
86 Id.,  at 2-3.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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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不良行為。例如，價格上限的設定，可能使事業的品質下降，以

規避矯正措施。 
(三) 失真之風險(distortion risks)：此種風險行為的矯正措施可能造成市場扭

曲，減少這些措施的有效性和/或增加其有效的成本。失真的風險可能

是由矯正措施的市場信號覆蓋或鼓勵規避行為所導致。例如，禁止使

用的長期合約可能導致新業務缺乏競爭激勵機制。 
(四) 監督與執法風險(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risks)：即使是明確的矯正

措施，亦可能受到監督與執行不力的風險。因長期下，市場迅速發展，

及主管機關與事業的訊息不對稱，故監督需大量且複雜的訊息資源。 
而在矯正措施的選擇方面，競爭委員會一般傾向於結構面矯正措施，

有以下幾點因素87： 
(一) 結構面矯正措施較能直接解決 SLC 與其造成之不利影響，而恢復市場

競爭； 
(二) 行為面矯正措施無法有效解決 SLC 與其造成之不利影響，且可能造成

市場扭曲的高昂代價； 
(三) 結構面矯正措施通常不需監督，一旦實施即強制施行。 
(四) 因此行為面之矯正措施，僅有在競爭委員會認為結構面措施不可行之

時，而預計結合之反競爭效果乃短期者，或消費者利益在結構面措施

下可能減損，但行為面措施得保持消費者利益的同時，行為面措施才

可能採行。如此之行為面措施，包括持續性的供應他競爭者及限制排

他之協議等，或甚至是產品價格之限制等88。 
 
三、 澳洲 

澳洲的競爭主管機關，主要是由澳洲競爭暨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所執掌，其相關結合之規範，

規定於1974年貿易慣例法(The Trade Practices Act 1974)的第50條89。ACCC
在認為事業結合有實質減少競爭的情況，又無法解決時，則可能禁止該結

合。惟某些情形下，結合當事人會向ACCC 提出得以由法院強制執行的承

諾(undertakings)，以化解反競爭之疑慮，該承諾亦可認為是一種矯正措施。

                                                 
87 Supra note 81, 14-15(2008). 
88 VAN BAEL & BELLIS, VBB on Competition Law, Volume, 5, 19(2008).  
89 Supra note 1, 8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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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倘若 ACCC 認為該承諾無法解決反競爭之虞，則 ACCC 亦可不接受

之。矯正措施，使ACCC 能除禁止結合外，較彈性處理結合案件，而事業

為求順利結合，亦多數有其誘因與動機向 ACCC 提出承諾，但 ACCC 並

無權強制要求事業提出承諾90。若事業結合後未能履行其承諾，則 ACCC
會向法院提出申請，命事業執行、或對國家及市場上相關事業進行賠償。 

而對於此種「承諾」的矯正措施，ACCC 所應適用之原則，包括下例

幾點： 
(一) 該承諾不需達到比結合前更提高競爭的狀態，但應能充分解決潛在反

競爭疑慮。 
(二) 在決定該承諾是否可以被接受，ACCC 將會考慮幾個要素，特別其效

用性(effectiveness)，該承諾事項是否使ACCC難以管理結合後的事業，

以及在執行上的監督暨執法成本和風險等。 
(三) ACCC 也必須確信，承諾事項夠明確，包括事業的資產或業務涵蓋範

圍，及完成期限及未能履行的後果等；也須確定承諾不會因第三人而

受阻，例如因被收購事業的少數股東妨礙收購方履行其承諾；也須確

保該承諾倘是國際結合案件，在其他國家該結合亦能合法進行。 
(四) 而ACCC 不接受的主要原因，則可能有二種。第一，有該承諾無法有

效防止減少競爭效果的風險；第一，有無法實際執行或監督該承諾的

風險。 
「承諾」亦可分為結構面與行為面，結構面的情形，例如「解體」；

行為面的則可能包括限制結合事的價格、品質或服務及交易等。以解體為

結構面矯正措施，於執行過程中，首要應注意可能面對下列幾重風險： 
1. 構成風險(composition risks)：被解體資產的範圍可能並非為正確配置，

亦即該資產的組成，可能不夠吸引合適的買家，或得以讓合適買家能

夠，繼續有效地運作該資產。 
2. 購買風險(purchaser risks)：無法找到合適的買家，或是結合事業方可能

嘗試將資產處分給，較弱或不適當的買家。 
3. 資產風險(asset risks)：在結合未完成前，被解體的資產可能即顯著惡

化。例如流失客戶或主要事業成員91。 

                                                 
90 ACCC, Implementing merger remedies : some experiences of the ACCC , OECD/KPC 
Seminar for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7-10(2010). 
91 ACCC, Merger guidelines, at 63-6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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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C 強烈偏好結構面的作法，因其監督及執行成本相對較低。而行

為面措施則通常可適當的作為輔助結構面措施的辦法，而甚少作為單一解

決方式92。有效率的矯正措施可以協助主管機關完善處理結合案件，但制

定有效率的矯正措施是並不容易，因現今的結合已越趨複雜，然而，透過

在案件中累積經驗，可以使其更好。 
 

四、 韓國 
韓國主要是由韓國公平交易委員會(The 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KFTC)，由該獨立機關處理韓國有關結合案件。對於結合案件的處理，

KFTC 只有在難以維持有效競爭又無法部分解體時，始會禁止結合。韓國

對於結合之規定，在於獨占管制暨公平交易法(the 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Trade Act, MRFTA)，然而，對於相關矯正措施之規定，主要於該法第

16 條第 1 款93針對違反相關結合規定者，KFTC 得命事業禁止或阻斷該結

合、處置全部或部分股份、解僱員工、轉讓事業、取消債務擔保等。惟該

法並未就事業與KFTC 對於矯正措施之協商，明文規定之，因此渠等不得

正式就矯正措施進行協商，但實務上，結合當事人可能與KFTC 進行非正

式之協商，討論適當之矯正措施94。 

                                                 
92  Id., at 62-65(2008). 
93 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Trade Act, 16 (Corrective Measures <Amended on August 3, 
2007>) 
If any company has violated (or is likely to violate)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s 7 (1) and (3), 8-2 
(2)~(5), 8-3, 9, 10 (1), 10-2 (1), 11, or 15,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may order such company 
(referring to the company involved in the combination of enterprises in violation of Article 7 (1)) 
or violator required to take any of the following corrective measures (upon receiving the report 
under the proviso of Article 12 (6),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shall order the company or 
violator to take corrective measures within the period prescribed in Article 12 (7): <Amended 
on December 30, 1996, February 24, 1998, February 5, 1999, December 28, 1999, January 16, 
2001, January 26, 2002, December 31, 2004, August 3, 2007> 
1. Cessation of the practice concerned 
2. Disposition of all or part of the stocks 
3. Resignation of officers 
4. Transfer of business 
5. Cancellation of debt guarantees 
6. Publication of receipt of corrective order 
7. Restrictions on the business method or business scope to preven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restricted competition pursuant to the combination of enterprises 
8. Other necessary corrective measures to reprimand such violation 
94 Lee & Ko, “Korea”,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egal Guide to: Merger Control 2010, 
Global Legal Group, at 19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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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TC 在事業結合會造成實質減少競爭，對於市場競爭產生明顯威脅

時，而非僅有不確定之潛在威脅，始運用結合矯正措施。而在矯正措施運

用上之原則，應符合比例原則。事業結合雖可能造成市場限制競爭，惟其

亦可能有利提高事業競爭力，因此矯正措施應以最小限制之手段，而有效

消除結合所引發對市場競爭之威脅。韓國之矯正措施基本上分為兩類，包

括結構面與行為面，前者如處分資產或股份，及解僱員工等；後者則是針

對管理類型與範圍之限制95。而結合矯正措施於實際運用上，自 1980 年訂

定獨占管制暨公平交易法起，至 1994 年僅有兩起矯正措施之案例，惟於

1998 年之後，因 1997 年之金融危機，事業力求重組而增加市場優勢，許

多事業紛紛進行水平與垂直之結合，結合矯正措施之運用則逐漸頻繁。在

KFTC 的矯正措施統計中，44 件結合案中，有 15 件採取結構面之矯正措

施；有 29 件採取行為面之矯正措施96。 
KFTC 認為結構面措施，有直接處理結合所產生之問題的優點，且其

可避免矯正措施可能伴隨的副作用，例如控制事業結合後之價格、市場占

有率等，而導致需於一定期限內對市場進行干預，不僅要承擔監督成本，

亦可能降低市場經濟效率。因此近年來已傾向更加頻繁地運用結構面的措

施。KFTC 對於結構面措施，主要有三個考慮原則： 
第一， 措施必須能有效解決反競爭之疑慮； 
第二， 從潛在收購者的觀點，須確定該事業資產分開銷售是可行的； 
第三， 在選擇收購者、執行時間等方面，應有一定準則。 

以結構面措施中之解體為例，獨占管制暨公平交易法並未規定資產解

體之範圍，而KFTC 通常僅限制會直接對競爭造成有害影響之資產。KFTC
不得要求結合當事人或買方在結合前完成解體行為，因結構面措施無法作

為准許結合的前提要件，因其是對於反競爭之結合的矯正措施，惟 KFTC
得要求結合當事人於一定期間內完成，倘渠等未為履行，則KFTC 可強制

徵收費用。 
雖然結構面之矯正措施是化解結合造成之反競爭效果，最有效之方式 

，但亦同時消除結合所可能產生之效率性，而行為面措施，則可根據市場

情況與結合類型，較彈性處理競爭威脅且確保效率提高之優點。KFTC 偏

                                                 
95 Supra note 1, 181-182(2003). 
96 KFTC, Korea’s experience of merger enforcement, OECD/KPC Seminar for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1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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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水平結合與多角化結合案件上，以及創新市場，使用行為面矯正措施。

換言之，倘結合所造成的獨占並非在市場占有率之增加上，而是重要要素

(essential facilities)、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及授權行為

(license)的獨占，則使用行為面措施為較適合之方式，亦即結合涉及特殊生

產要素時，得以確保第三人取得該要素或知識產權。在行為面措施之擬定、

設計方面，首先措施應確定其可有效減低反競爭的威脅，但可能產生持續

性的監督與執行成本，且如果行為面措施是對於價格、產品及市場占有率

的管制，則措施本身可能造成反競爭效果97。行為面措施如限制結合事業

之銷售價格，或對供應商不得有不公平待遇等，惟仍應於一定期間內，而

期間之長短則取決於市場之情況。KFTC通常在市場變化較慢的結合案件，

附加以五年為期限之行為面措施；在市場變化迅速的結合案，附加以三年

為期限之行為面措施，且定期審查是否應繼續施以措施98。 
 

五、 其他國家 
 針對國際競爭法組織中，本文亦列出部份其他的成員國，主要對於結

構面與行為面之矯正措施，所主張之意見如下99： 
(一) 匈牙利(Hungary) 

匈牙利之主管機關為Hungarian Competition Office (HCO)。矯正措施可

能為結構面或行為面。在行為面之措施，HCO 可能對申報人要求為相關市

場行為之義務，惟該行為面措施不得過於籠統，且應明確，例如具體行為

之描述。而在結構面措施，HCO 則是賦予申報人改變相關市場結構之義務。

HCO 在採取矯正措施之趨勢，為傾向使用結構面而非行為面之矯正措施。

因 HCO 認為，行為面措施相對於結構面措施而言，較難以監督與控制，

且較不具有效性。 
(二) 葡萄牙(Portugal) 

葡萄牙之矯正措施主要規定葡萄牙競爭法(the Portuguese Competition 
Act)第 35 條。於在葡萄牙競爭法中並未針對結構面與行為面對矯正措施，

予以區別化。然而，在實務上，在不同結合案件中，視乎具體情況分析，

則可能對個案處理上，選擇結構面或行為面，不同的矯正措施。目前主管

                                                 
97 Id., 10-11(2010). 
98 Supra note 1, 182-185(2003). 
99 Merger Remedies Matrix, http://www.concurrences.com/merger_remedies_qa.php3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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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僅作出少數矯正措施之決定，惟仍可發現主管機關較偏好採用結構面

而非行為面之矯正措施，主管機關宣稱結構面乃是維持市場有效競爭的理

想方式。 
(三) 俄羅斯(Russia) 

俄羅斯主要是由Federal Antimonopoly Service (FAS)，掌管反競爭事宜，

並根據 2006 年之聯邦法第 135-FZ「於競爭保護(On the Competition 
Protection)」，即競爭法之法規100。FAS 在 2008 年發表的矯正措施命令中

指出，近年 FAS 所採用結構面措施，較以往大為增加。過去 FAS 幾乎只

使用行為面之措施，且傾向偏好行為面之矯正措施。並且，FAS 已發展出

一套針對產業別與交易別，所適合採用之行為面措施。然而，目前行為面

措施仍被繼續運用於結合案件，且行為面措施的類型與實質條件亦日趨複

雜。對於涉及外資的結合案，FAS 通常並非以競爭因素審查之，而是以保

護國防、政治、工業或戰略利益為目的，來管制結合。 
(四) 西班牙(Spain) 

西班牙之競爭法主管機關為Comisión Nacional de Competencia(CNC)。
其就相關結合管制之法規主要為(Ley de Defensa de la Competencia，LDC)，
以營業額與市場占有率為結合申報之門檻101。西班牙歷年以來，較主張使

用行為面矯正措施，CNC 與部長理事會(the Council of Ministers)均較偏好

使用行為面之措施，2002 年至 2007 年期間，共有 26 件結合案附加矯正措

施，而單純以結構面措施者，僅占 8 件，特別的是，其中有 4 件均為零售

市場中之結合案。而針對行為面措施，主管機關通常需採取監督行為以執

行行為面措施。惟在歐盟宣稱強力偏好使用結構面措施下，將可能影響西

班牙競爭法主管機關之決定，而傾向使用結構面措施，而非行為面措施102。 
(五) 瑞典(Sweden) 

瑞典的結合案件多數在主管機關 Swedish Competition Authority(SCA)
的第一階段審查即通過，且並未施以矯正措施，僅有少數結合案會移交至

第二階段審查，並使用矯正措施，且結構面與行為面之措施，往往乃是合

                                                 
100 其他相關結合之法規，尚有聯邦法No.160-FZ、No. 209-FZ、No. 4015-1 等法規。Liniya 
Prava, “Russia”,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egal Guide to: Merger Control 2009, Golbal 
Legal Group, 303(2009).  
101 在特定之地理市場，其市場占有率占30%或在過去財政年度事業在西班牙交易之總營

業額超過2.4億歐元，且至少結合事業其中兩事業需超過六千萬歐元。 
102 Spain, http://www.abanet.org/intlaw/committees/business_regulation/antitrust/docs/SPAIN.doc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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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使用。而因為結構面較易監督，且更能有效解決競爭問題，SCA 較偏好

使用結構面之矯正措施。至於非結構面之措施，則是在無法採行結構面措

施時，或特殊市場情況下，始可能採用。但判例仍是顯示，SCA 通常是積

極地併用結構面與行為面之措施。此外，近年瑞典亦逐漸引進歐盟的結合

矯正措施之制度。 
(六) 芬蘭(Finland) 

芬蘭之競爭法主管機關為 the Finnish Competition Authority (FCA)。實

務上，FCA 雖並無發布具體的相關指導原則，但已分明確區分結構面與行

為面之矯正措施。而就兩者之選擇方面，FCA 已在部分情形下，強調結構

面措施作為矯正措施之重要性與有效性。然而，因結合案件之性質有所不

同，亦施以結構或行為面之矯正措施。 

第二節  OECD 之建議 

OECD 於 2003 年針對矯正措施之會議報告中指出，於制定矯正措施時，

競爭主管機關應遵循以下原則： 
一、 競爭主管機關應僅有在競爭威脅已被確定始考慮矯正措施； 
二、 矯正措施應該是最少限制的手段，以便有效消除競爭關切之問題； 
三、 矯正措施只能解決競爭問題，而不應被用於產業規劃或其他非競爭的

目的； 
四、 競爭主管機關應靈活且具創造性地制定矯正措施。  

矯正措施應著重於維持結合前的競爭秩序程度，而非將矯正措施，用

於改善市場上非因結合所產生的反競爭，欲使市場的競爭環境比結合前的

狀態更佳。由於主管機關採取過度嚴格或不必要的矯正措施，反而可能會

降低效率以致損害消費者福利。因此，主管機關不應僅是為了避免調查工

作的繁複，則輕易採取過於嚴格或不必要的矯正措施，而是應認真審查結

合可能導致的反競爭效果，及評估結合當事人的提議，擬定一個適當的矯

正措施，以避免過度嚴格或不必要矯正措施所可能造成之風險。舉例而言，

設立研擬矯正措施的專屬部門；審查過程，徵詢第三人的建議；對於矯正

措施的協商或作成，予以更彈性的期間限制103。在矯正措施的運用上，競

                                                 
103 Supra note 1, 6-7(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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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主管機關一般傾向於結構面的矯正措施。然而，他們認為，在某此情況

下，行為面矯正措施，亦有其可用之處，特別在作為補充結構面矯正措施

的作法。多數競爭主管機關強烈偏好結構面矯正措施。鑑於結合所可能造

成之反競爭效果，是在市場上之結構產生永久性的變化，因此結構面措施

亦經常為最合適的解決方案。此外，除了更有效的，結構面矯正措施通常

亦更易管理，因為其較不需主管機關進行監督。然而，並非所有情況均以

結構面為最佳方案，如解體方式不可行時。舉例而言，特別在垂直結合的

案件上，市場迅速發展，且未來發展難以預料，因此在小型經濟結構的國

家，結構面措施可能較行為面更難以實施104。抑或在高科技產業的市場，

市場其具迅速變化之特性，因此行為面措施可能較適合，或針對不同個案

情況，行為面結合結構面之矯正措施，提供更靈活之解決方案105。然而，

行為面措施不應無限期地實施，且應定期檢討，以確保矯正措施仍然適用，

而非對市場競爭成為不必要的限制。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形下，結構面與

行為面矯正措施的區分，並非如此明確。舉例而言，某些行為面的矯正措

施，如不可撤銷(irrevocable)的智慧財產權的授權行為，則具有相當類似於

結構面措施的影響結果106。 
而在矯正措施之設計上，有效性是極為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在執

行上亦應考量主管機關的資源，而以最小成本落實措施的進行，而結構面

最明顯優於行為面措施之部分，即是前者可降低結合後的監督與執法成本。

此外，行為面措施尚有幾點容易產生缺失之處，如行為矯正措施的設計與

執行，均仰賴一段時間的花費；結合後需受託人輔助；難以監督事業是否

有違背之行為產生；執行過程中可能需要主管機關所欠缺的專門知識等。

因此，在主管機關有限的資源下，選擇結構面矯正措施，應較優於行為面

措施107。倘為使結構面的矯正措施，例如解體之方式，具有效性或能確實

且及時的完成，主管機關亦可採取某些方案，如預先修復(fix-it-first)、前置

買方的要求(upfront buyer)或皇冠珠寶條款(crown jewel provisions)，以降低

矯正措施無效之風險。前置買方的要求與帝王條款，均是使被解體的資產，

得以順利找到合適買方的方式。前置買方可讓主管機關准許結合決定作成

                                                 
104 Supra note 1), 7-8(2003).  
105 Id.,10-11(2003). 
106 在加拿大，涉及智財權的授權，是列為準結構面的矯正措施；在英國，在分類上，將其

列於結構面與行為面之間。 
107 OECD, Essentials of merger control (OECD Workshop on Merger analysis), 3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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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可審查推薦的矯正措施及推薦的買家；帝王條款，倘存在買家有意收

購被解體之資產，而在必要時，主管機關准許被解體資產再列入額外的資

產。而後者通常是在前者不可行時所使用108。 
OECD 將主要重點置於結構面矯正措施的設計，惟行為面措施亦有其

相對於結構面的優勢，就是不像結構面會造成永久性的影響，因此在措施

設計上，行為面措施制定的期間長短，則更顯重要。應在制定行為面矯正

措施前，預先確定應運行多長的時間。此外，近期已有部份國家注意到，

結構面並非完全優於行為面，因實際設計與運用結構面措施時，亦有其缺

失而無法妥善執行之處。事實上，結構面措施於執行上，難以確保資產解

體而找到合適的買家，甚至，賣家並不會衡量收購價格同時，亦考慮到市

場未來的競爭發展。倘若結合前市場即有某種共同效果存在，則原願意支

付資產的最高價格的買家所，也最有可能是能夠且希望持續反競爭的協議

者109。 

第三節  ICN 之建議 

首先，ICN 在 2005 年第四屆年度會議報告結合矯正措施審查方案中，

認為考量矯正措施之重要原則，包括合比例性(Proportionality)、效率性

(Effectiveness)、矯正措施的潛在負擔與成本(Potential remedy burdens and 
costs)、透明度與一致性(Transparency and consistency)110。 
一、 合比例性(Proportionality)：即係應以最小損害的有效手段，達到矯正

措施目的。亦即應符合比例原則。 
二、 效率性(Effectiveness)：評估矯正措施之效率性，應於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綜合影響(Comprehensive Impact)，矯正措施應設法處理所有結合可

能產生之利弊；第二，可接受的風險(Acceptable Risk)，矯正措施有可能具

其不確定性，惟主管機關應採取最小風險的有效措施，更重要的是，主管

機關應可在該措施難以達其預期效果時，進行補救；第三，可行性

(Practicality)，有效的矯正措施應具實際上之可行性及可執行性，且得以監

                                                 
108 Supra note 1, 7-9(2003). 
109 Id.,26-27(2003). 
110 ICN Merger Working Group: Analytical Framework Subgroup, MERGER REMEDIES 
REVIEW PROJECT, Report for the fourth ICN annual conference, 3-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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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之；第四，適當的時間與時機(Appropriate Duration and Timing)，矯正措

施應在預期時間內得以化解結合之反競爭疑慮。 
三、 矯正措施的潛在負擔與成本(Potential remedy burdens and costs)：成本

可能產生於以下幾個部分。第一，矯正之衝擊成本(Remedy impact costs)，
矯正措施可能造成市場無效率，特別長期下在以行為面之措施干預市場，

所可能產生之結果。例如，限制事業結合後不得調漲價格，可能造成對該

市場可投資性與利潤回收度之懷疑；第二，矯正之營運成本(Remedy 
operating costs)，主管機關為執行矯正措施所產生之直接成本，如監督收集

訊息、僱用受託人等；第三，結合之效率或效益之損失(Merger efficiencies or 
other benefits foregone)，為化解結合可能產生之反競爭疑慮，主管機關對於

事業所為之矯正措施，即可能減少事業原可能以結合所獲得之效率或效

益。 
四、 透明度與一致性(Transparency and consistency)：透明度乃是代表，決

定矯正措施之原則及重要問題，應是結合事業所可見且可理解的，但並非

意味洩露機密信息；矯正措施之一致性，則特別在跨國性結合案件時，主

管機關應避免產生不一致或不同之矯正措施。 
ICN 認為矯正措施之設計，重點應在於其可快速且有效實施，因複雜性的

概念可能會導致多重的例外與無法預見之後果，因此有時需要大量細節性

的文字，以精確達到矯正措施之目的111。而在矯正措施之選擇方面，ICN
主張結構面矯正措施，是一次性地恢復市場的競爭結構，是相對於行為面

措施較佳之方式，特別例如解體，可能更為有效，因其直接化解反競爭之

疑慮，且招致較低的監督成本與可能造成的市場失靈。 
然而，雖國際上多贊成採用結構面之矯正措施，惟在某些情形下，行

為面之矯正措施可能較為適當。例如，在結構面措施(解體)是不可行的或

有難以承受之風險時，如缺乏合適的買家。抑或在某些垂直結合案件，所

可能產生之整體經濟利益極為重要時，則行為面措施則比結構面措施，得

以維護該些利益。 
但是，在上述情況下，仍預確保監督及執行上之可行性，且同時衡量

可能的矯正衝擊成本與營運成本。而行為面矯正措施可分為「控制結果措

                                                 
111Id., 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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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Controlling outcomes)與「促進水平競爭行為措施」，以下就此二方面

為介紹112： 
(一) 控制結果措施：此為控制市場結合以化解反競爭之疑慮。惟通常可能

造成較高之監督成本與市場失靈，因此應僅運用於短期或缺乏其他替

代方案時。控制結果使用之措施，包括控制價格(Price controls)、承諾

供應(Supply commitments)、服務水準協議(Service level agreements)
等。 

(二) 促進水平競爭行為措施：包括三種類型之措施。第一，防止事業利用

其水平市場的地位，排除或減少競爭。例如禁止搭售或限制掠奪性定

價等；第二，防止事業利用其垂直關係，或整合其水平之競爭者。例

如，要求事業授權其掌握市場上之關鍵技術等；第三，改變買方行為，

以鼓勵競爭。例如，向買主提供訊息，使其可轉換供應之來源，如要

求事業公開招標程序。 

第四節  小結 

綜上所述，各國對於矯正措施，經過競爭法主管機關實務上的審查結

合案之經驗，均產生各國相異或雷同之意見與建議。因而得以歸納出，全

球在矯正措施所共通之趨勢，以及共同可能產生之問題。是故本文，整理

臚列於下： 
 

一、 共通之趨勢 
(一) 結構面措施較具有效性 

矯正措施之目的，是為恢復市場結合前之原有競爭狀態，此乃各國均

認同。而結合所可能造成競爭威脅的可能，即是市場結構改變引起，因此，

就矯正措施之性質而言，結構面措施，乃是針對市場結構著手，解決根本

之問題。是故，相較行為面措施，對於化解市場反競爭之疑慮，結構面措

施自較具有效性，且多數國家亦承認之。 
(二) 多數國家均傾向使用結構面之矯正措施 

                                                 
112 Id., 11-1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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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結構面措施較具有效性，且較不需如行為面措施，長期監督、執

行，耗費大量成本。因此，多數國家之競爭法主管機關均偏好使用結構面

矯正措施，國際競爭法組織已提出強烈建議採行結構面措施，即顯示以結

構面為矯正措施，仍是全球之趨勢。 
(三) 行為面措施多為輔助結構面措施，而非單獨採用 

雖採用結構面措施，為國際趨勢，惟結構面亦有其難以實施之情況，

且亦有較為僵化之弊病。反觀行為面，則較具彈性、靈活，得因應不同結

合案件之情形，給予個案化之對應措施，此亦為多數國家認為，在實務操

作上，所秉持之原則。換言之，雖結構面有其優於行為面措施之處，惟仍

應視個案情況，予以實施適合之矯正措施。在矯正措施之運用上，各國亦

認同，在結構面有難以達成目的，或為求所採取之結構面措施更加有效率，

兼採行為面措施輔助之，能使矯正措施更完整、有效。然而，僅有少數情

況，無法使用結構面措施，又適合行為面措施之時，應單獨採用行為面措

施，例如迅速變化之市場條件，行為面措施可提供較彈性、靈活之解決方

案。 
(四) 有效之矯正措施應合比例性，且具效率性 

不僅國際競爭法組織表示，各國於矯正措施之原則亦顯示，作成有效

的矯正措施，即應符合比例原則，以最小的限制手段，以達有效措施之目

的。此外，在衡量可能之矯正措施所有利弊後，包括風險、成本、耗費時

間等，以及可行性、化解反競爭之效果，所得之結果，始為較具效率性之

矯正措施。 
 

二、 共通之問題 
(一) 結構面與行為面無法完全區分 

國際競爭法組織與主要較大的經濟體，如英國、加拿大等，對於矯正

措施區分為結構面與行為面，甚至準結構面。然而某些國家，並未曾就其

國內結合案件中，所採取之矯正措施予以分類，而歸納出何者為結構面或

行為面。而部份結合案例，亦難以區分結構面或是行為面之措施，多數情

況，主管機關亦可能併用兩者。 
(二) 行為面措施反而可能造成限制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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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面措施乃是針對結合後之事業，關於價格、業務、經營上之行為

限制，亦即對市場上事業間之交易或競爭行為，進行干預，不但可能未達

矯正措施之成效，反而造成市場限制競爭之效果。 
(三) 行為面措施難以具體明確 

各國於行為面措施之擬定與設計上，均有難以具體、明確之問題，因

此可能造成部份風險。然而因結合案件日趨複雜，所面對之競爭問題亦多

樣化，矯正措施為求完整涵蓋事業結合後所可能進行反競爭行為，可能將

措施訂定得較廣泛，然而，卻可能因不夠具體與明確，造成執行上之困難，

或反而導致事業得以規避之。 
(四)結構面措施較不需監督 

各國面對如何選擇，結構面與行為面之矯正措施，首要提出行為面劣

於結構面之弊病，即為行為面需長期的監督與執行，而結構面一旦進行解

體，則不需持續性的監督。因此，行為面相於較結構面，可能導致較多不

確定性，而難以有效執行且見效。 
(五) 結構面措施耗費較低成本 

誠如前述，因結構面較不需監督，因此所導致之監督、執行成本，不

如行為面措施來得大，以加拿大為例，即提出三種行為面可能產生之成本，

包括結合後監督事業遵守矯正措施之直接成本，市場上其他參與者因矯正

措施所耗費之成本，及以事業於結合後用以規避矯正措施所花費之間接成

本。因此，此即顯示行為面所可能耗費較結構面許多額外之成本。 
(六) 行為面措施需費較長時間始見效 

行為面措施往往需耗時長久，經長時間監督、執行，始得以確保事業

未為反競爭之行為，於事業刻意規避之部分情形時，甚至無法確保維持市

場競爭秩序。反之，結構面之措施，一旦實施即在市場結構，永久發生變

化，惟此亦為結構面之問題，因其具不可逆性，可能造成難以回復的結果。 
(七) 行為面措施可能較多風險與不確定性 

因行為面需長期監督、執行，必須持續進行，且無法立即產生消除競

爭威脅之效果，因此有許多不確定性，無法確保該措施得以達措施之目的。

英國主管機關亦提出四種可能之風險，如難以具體明確、事業得以規避、

市場可能扭曲、監督及執法之風險等。 
綜觀各國與國際組織對於矯正措施的態度，均可歸納出相異、同之處。

就思考矯正措施之問題，即應回歸至矯正措施之最初目的，因矯正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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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於化解因結合而造成市場反競爭效果的疑慮，而對於結合後可能造成

市場結構之改變，結構面措施較能達到恢復競爭之成效，且相較行為面措

施，在較有效的前提下，因較無需大量監督及執法成本，亦花費較低的成

本及較少之風險，因此，於利弊衡量下，結構面矯正措施則較具效率性。

而效率性亦是各國與國際組織於考量選擇矯正措施的重要因素。是故，國

際競爭法組織與各國之經驗，應可提供我國於矯正措施之設計方面，一反

思之方向。對於各國共通之問題，我國在結合案件之審查上，亦可能面對

該些問題，應以此為借鏡。國際競爭法組織與各國均傾向使用結構面措施，

以化解市場之反競爭疑慮，我國於汲取此建議後，惟仍應就國內結合案件

之不同情況，附加合適於不同個案之矯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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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關於結合矯正措施之現況 

第一節  法規依據 

我國相關結合矯正措施之規定，於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其中第 1 項：

「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

益者，中央主管機關不得禁止其結合。」乃是現行結合申報案件之審查標

準。中央主管機關應就申報事業之結合所可能造成之「整體經濟利益」與

「限制競爭之不利益」兩者作一衡量，因兩者均為不確定之法律概念，因

此主管機關存在相當大之裁量空間，從而據此所審查結果倘為前者大於後

者，依法明文不得予以禁止，以免過當之干預。其立法理由謂：「事業間

進行結合，雖將減少競爭，或妨害市場競爭之功能，但其結合亦可能促進

生產規模之經濟，降低生產成本，增加結合後事業之整體競爭能力或促進

產銷之合理化，故對事業之結合行為應審酌其利弊得失，如因結合所生之

利益大於其所致之弊害，就整體經濟利益而言，仍然有益，故明文規定得

予許可。」此明確揭示事業結合具有利弊共生之本質，而主管機關斟酌是

否干預，則應對於利、弊進行衡量。觀之各國結合審查標準，多以美國採

取之「實質減少競爭」(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為衡量準則，其

他尚有歐盟所採之「控制地位標準」(dominance test)、英國採行「公共利

益」(public interest)，惟渠等近年均已趨向以「實質減少競爭」為結合審查

之標準113。反觀我國公平法之結合審查標準，蓋「整體經濟利益」與「限

制競爭之不利益」之內涵似未臻明確，實務上公平會亦未如其他國家之競

                                                 
113 Mike Walker,” The New Merger Regulation and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Will They 
Make a Difference? “, Charles River Associates Ltd. (2004) ; 早期 1973年之公平交易法係以

「公共利益」(public interest)此廣泛之概念，為判斷依據，競爭政策改革後，2002年之事業

法則改以實質減少競爭原則（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為結合審查之判斷標準。

劉孔中、劉崇堅、周韻采等，電信產業跨平臺結合之競爭規範，九十七年委託研究報告一，

127-128，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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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法主管機關制定詳盡之結合指導原則闡明其內涵114，因此究為上述中何

種標準，難有定論。 
惟各國皆有以採實質減少競爭為審查標準之趨勢，我國於衡量整體經

濟利益與限制競爭之不利益時，公平會除就過去處理過之案例，儘可能就

個案所可能創造或產生之整體經濟利益進行分析外，亦會參酌國際競爭法

組織與其他主要經濟體，如OECD、美國、歐盟等之經驗，而為公平會審

酌之參考。 
而針對我國結合矯正措施，其主要之法源依據，乃規定於公平交易法

第12條第2項：「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十一條第四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

得附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該條

文是在 2002 年 2 月 6 日公平交易法修正時新增，乃因事業結合所涉及之經

濟情況萬端，為使中央主管機關有一彈性處理之機制，而確保行政處分之

精確及彈性，故賦予其就不禁止之結合附加附款115之必要。爰參酌國外法

例及行政程序法之明確性要求，將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

於修正後提升母法116，明定公平會對於第11條第4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

得附加條件或負擔。惟修正前之公平法施行細則第10條第2項有補充規定，

前開附款之附加不得違反比例原則、不當聯結之禁止等行政法一般原理原

則，而現行法雖已刪除，然因有行政程序法第 4 條、第 7 條及第 94 條等對

此均有明確清楚之規範，因此公平會於作成行政處分即應受拘束之。此外，

倘若事業未履行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依同法第 13 條之

規定，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

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又，事業違反中央主

管機關依前述所為之處分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命解散、停止營業或勒令歇

業。 

                                                 
114 如美國、歐盟、澳洲均有其相關之結合指導原則。何之邁，註釋公平交易法第十二條，

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九十二年度委託研究報告七，440-441，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2003)。 
115 所謂結合之附款，依行政程序法93條第 1項之規定：「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有裁量權

時，得為附款。無裁量權者，以法律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行政處分法定要件之履行而以該

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限，始得為之。」行政程序法第93條之立法理由表示，行政機關雖

有附款之裁量權，惟其行使仍須遵行有關裁量行使之一切限制，尤其附款內容不但不得違

背行政處分之目的，更須與行政處分之目的具正當合理之關聯。 
116 公平交易法第 12條之立法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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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言之，公平會依第 12 規定，對於整體經濟利益與限制競爭之不

利益，進行利益衡量而有其裁量空間，審查結果倘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

競爭之不利益，則不得予以禁止。此外，為使處分決定更為精確與彈性，

賦予公平會就不禁止之結合時，以附加附款之矯正措施，來確保整體經濟

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是故，公平會之結合審查標準，越趨有效與

精確，亦有助後續公平會衡量對於矯正措施之擬定與執行。 

第二節  案例類型介紹 

對於事業結合，於確保結合整體經濟利益大於其限制競爭的不利益，

而無禁止其結合之必要時，可對結合當事人課以相關的矯正措施，包括結

構面(structural remedies)與行為面(behavioral remedies)兩大類。結構面通常

是指為求恢復相關市場競爭結構的一次性救濟117，是直接對市場的競爭結

構進行干預，通常要求對結合的當事人為結構上的改變，最典型的方式如

「解體」(divesture)。結構面的矯正措施旨在為潛在新競爭者的出現創造條

件，抑或增強市場上現存的他競爭者118；行為面的矯正措施，則旨在規範

或者限制結合當事人競爭行為的普遍性具持續性的方式119，是為了彌補市

場競爭的擔憂，迫使事業結合後採取或不採取某些行動，以限制結合後之

市場力量，進行結合後之反競爭行為120，故通常是針對結合當事人的將來

行為，要求渠等遵守特定的義務，以防止反競爭效果的出現。 
反映於結合審查之實務上，公平會於處理事業結合之案例，亦不乏有

依公平法第12條第2項規定而附加負擔不禁止事業結合者121。以下即就公

平會近年處理之案例分析之。  

                                                 
117Supra note 110, 7(2005). 
118 Supra note 71, 2(2006). 
119 Supra note 81, 9(2008). 
120 ACCC,” Managing merger remedy risks : approaches utilized by the ACCC”, OECD/KPC 
Seminar for competition Authorities(2010). 
121 2002 年 2 月修正前公平法第 12 條規定，事業結合經審酌結果，如認其對整體經濟利

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予許可。至於該許可是否得附加附款，並無

明文規定。惟公平會早期在為結合許可時，即曾對少數結合許可案附加實質的負擔。如：

（83）公結字第 038 號百佳公司吸收合併台灣屈臣氏大藥房公司案、（83）公結字第 039
號百慕達商Swire Industries Limited 受讓台灣可口可樂股份有限公司80%股權案，以及（83）
公結字第042 號安麗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受讓美商安麗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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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結構面 
(一) 大富媒體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案122 

1. 結合內容： 
大富媒體股份有限公司擬購買 PX Capital Partners B.V.所持有之 80%

盛庭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股權，從而得以控制盛庭公司及其從屬公司—凱

擘股份有限公司、大安文山、金頻道、陽明山、新台北、全聯、新唐城、

北桃園、新竹振道、豐盟、新頻道、南天、觀昇等 12 家有線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 為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5
款規定之事業結合。 

2. 結合案對整體經利益及限制競爭不利益之評估： 
該結合案之參與結合事業所控制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總收視戶數尚

未逾越市場總收視戶比例三分之ㄧ；參與結合事業所供應之頻道節目數，

亦尚未逾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可利用頻道數四分之一等顯著限制競

爭不利益情事。又，該結合案具有促進有線電視數位化發展、有益於視訊

媒體產業發展、促進數位匯流發展與競爭及提供消費者多元選擇等整體經

濟利益。然而，對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及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市

場仍有部分限制競爭之疑慮123。惟，因未來通訊技術進步、有線電視數位

化、固定通信業者之多媒體內容傳輸服務參與競爭、數位匯流後造成 4C
產業市場面及服務面的匯流、相關法令之規範等因素，可減緩參與結合事

業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及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等市場之優勢力量，

從而降低其因垂直結合所造成的濫用市場力量或造成市場封鎖等疑慮。是

故，該結合案對整體經濟之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 
3. 不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惟為確保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並爲避免參與結合事

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利用其在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及衛星廣播電

視節目供應市場之市場力量，造成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衛星廣播

電視節目供應等市場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虞，故公平會不予禁止結合，

                                                                                                                         
與營業案。何之邁，公平交易法實論，2版，82，三民書局(2002)。 
122公平會(99)公結字第099004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123 其疑慮主因係參與結合事業倘與台固媒體公司及其所屬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共同

經營，所產生之垂直結合限制競爭效果，使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及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

應市場之市場占有率將會增加，市場集中度亦相對提高，或有造成參與結合事業濫用市場

力量或造成市場封鎖等行為面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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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附加負擔如下： 
結構面矯正措施 

(1) 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未經本會同意，不得以直接或間

接之方式持有或取得參與結合事業以外之其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

營者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之股份。 
(2) 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未經本

會同意，不得擔任參與結合事業以外之其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

者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 
(3) 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未經本會同意，不得出讓股份予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包含但不限於台固

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同）；

亦不得以直接或間接之方式持有或取得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之股份。 
(4) 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未經本會同意，其董事、監察人或

經理人不得擔任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之董

事、監察人或經理人；亦不得由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與

從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擔任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

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 
(5) 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所經營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未經

本會同意，不得與參與結合事業以外之其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為共用頭端網路設備、商標、客服業務或其他共同經營或委託經營之

行為。 
(6) 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除現有自製、代理之類比衛星廣播

電視節目外，未經本會同意，不得再增加其他自製、代理之類比衛星

廣播電視節目。 
(二) 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擬透過國內外關係企業與大新店民主

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結合申報案124 
1. 結合內容： 

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擬透過國內外關係企業持有或取得大新

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至多達 100%之股份，並得以直接或間接控

制該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為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124 公平會(97)公結字第097003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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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款規定之事業結合。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利益及限制競爭不利益之評估： 
法令上並無限制一般投資公司與有線電視系統業之跨業經營，故

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擬透過國內外關係企業與大新店民主有線電

視公司之結合，不論法令管制解除與否，對「臺北縣新店區」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服務市場之競爭尚不產生任何影響。此外，該產業相關技術之發展

經年且已臻成熟，是相關技術的發展並不會對其他事業跨業經營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之服務產生困難。又，該案結合後並未對「臺北縣新店區」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之競爭產生實質減損效果。且引進國外之資金及技

術，提昇產業之整體競爭力，為消費者提供更高品質及多元化之有線寬頻

互動網路服務，有助於整體經濟利益之提升。  
3. 不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為避免結合後，凱雷(凱擘)公司相關事業直接或間接獲得大新站民主

有線電視公司相關業務經營之資訊，或有其他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

之行為，並確保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故不予禁止結合，

而附加負擔如下： 
結構面矯正措施： 

(1) 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席次，不得由凱

雷（凱擘）集團相關事業125擔任。 
綜觀上述，公平會僅對於有線電視業者之結合案，始有作出結構面矯

正措施之決定，而該措施除出於避免結合事業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

之行為126，亦有考量有線廣播電視法規之因素於其中127。此外，公平會所

                                                 
125 包含但不限於Carlyle Asia Partners II,L.P.、Hamlet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Carlyle 
Unicorn Holdings Limited、Unicorn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Unicorn Investors S.a r.l、
PX Capital Partners B.V.、盛庭股份有限公司、盛浩股份有限公司、凱擘股份有限公司、新

唐城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26 公平會有線電視規範說明中，規定：「…參與垂直結合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若具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則其結合限制競爭之不利益亦已明顯大於整體經濟之利益。（1）與

該垂直結合事業具有控制或從屬關係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其訂戶數合計超過全國總訂

戶數三分之一：若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訂戶數達到此一標準，一旦決定停播某頻道，不

僅將對全國三分之一以上之收視戶權益產生影響，對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更會造成極大之

傷害。（2）與該垂直結合事業具有控制或從屬關係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超過全國有

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總家數三分之一：若事業控制或從屬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數目超過總

家數三分之一，顯已掌握極大之市場力。…」 
127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1條第 1項規定：「系統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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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結構面矯正措施的決定，均是要求結合事業處分其股份，亦或對於董

事、監察人等職務之限制，此種措施在歐、美等國，並非屬於結構面之矯

正措施，反觀歐、美各國所承認典型的結構面矯正措施，亦即解體、處分

事業的資產等類型，截至目前，公平會則尚未曾對結合事業附加此種負擔。

是故，實難謂我國公平會有作出真正的結構面矯正措施之決定。 
 

二、 行為面 
(一)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案128 

1. 結合內容： 
愛貝克思股份有限公司等 9 公司129擬以合資方式在我國新設數位線上

音樂服務公司（名稱暫定為「尖端音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新公司），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同時取得新公司 50%股份，並與其他參與結合事業

共同經營新公司，亦將控制新公司之業務經營與人事任免，為公平交易法

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4 款及第 5 款規定之事業結合。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利益及限制競爭不利益之評估： 
本案有助促進行動通信服務及數位線上音樂服務市場競爭，增加行動

通信上下游產業的生產效率及配置效率；提供涵蓋範圍更廣、更多樣化及

高品質之服務，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並提昇唱片發行及數位線上音樂產

業之國際競爭力及促進研發與創新；並具有消費面的網路外部性等整體經

濟利益， 故本結合案對整體經濟之利益應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 
3. 不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惟為避免本案或有可能造成的唱片發行公司聯合行為以及造成市場

                                                                                                                         
統經營者不得有下列情形之一：一、訂戶數合計超過全國總訂戶數三分之一。二、超過同

一行政區域系統經營者總家數二分之一。但同一行政區域只有一系統經營者，不在此限。

三、超過全國系統經營者總家數三分之一。」以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之結合案為例，

申報人其控制從屬公司所控制之有線電視系統，結合後總收視戶數占全國總收視戶數比例

為 32.27%，家數 16家占全國總家數(63家)比例為25.39%，尚未逾越前開規定，惟倘擴大

認定加計申報人持股29.53%且未擔任董事資之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結合後與申報人具有

控制從屬關係之有線電視系統之收視戶數，即占全國總收視戶數比例為 33.40%，則將稍超

過前開規定。因此該結合案之結構面措施，乃是為確保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所擁有的

有線電視系統收視戶數不逾越有線廣播電視法所定之最大經營規模限制。 
128公平會(99)公結字第099002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129 愛貝克思股份有限公司、 豐華唱片股份有限公司、金牌大風音樂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華研國際音樂股份有限公司、福茂唱片音樂股份有限公司、台灣索尼音樂娛樂股份有限公

司、環球國際唱片股份有限公司、眾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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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鎖效果等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虞，並確保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

爭之不利益，故不禁止其結合而附加負擔如下： 
行為面矯正措施： 

(1) 申報人對音樂相關著作權，不得無正當理由拒絕授權予其他數位線

上音樂（包括網際網路音樂及行動音樂）服務提供者，或僅對新公

司獨家授權與交易。  
(2) 申報人在唱片發行時間或其他交易條件上，對其他數位線上音樂（包

括網際網路音樂及行動音樂）服務提供者，不得為無正當理由之差

別待遇行為。 
(3) 申報人不得透過共同經營數位線上音樂服務業務之機會，針對唱片

發行相關業務交換影響市場競爭之重要敏感性資訊，或從事聯合行

為。 
(二) 美商Microsoft Corporation 及美商Yahoo！Inc.域外結合之事業

結合申報案130 
1. 結合內容： 
微軟公司及雅虎公司簽訂「正式合作協議」，內容為雅虎公司於合約

期間 10 年內將部分核心搜尋技術專屬授權予微軟公司，由微軟公司整合雙

方之搜尋引擎及關鍵字廣告平台，並成為雅虎公司之網頁搜尋及關鍵字廣

告平台之獨家專屬提供者，雅虎公司於整合後則退出前述業務之經營131。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利益及限制競爭不利益之評估： 
結合前微軟公司於我國並未經營關鍵字廣告平台服務雙方未處於競

爭狀態，結合後，微軟公司整合雙方技並成盪雙方關鍵字廣台平之提供者，

雅虎公司則退出平台經營；而關鍵字廣告業部分，依據雙方之營收分配機

制，基於自身利益考量，雙方將各自努力爭取關鍵字廣告營收；而前端入

口網站部分亦各自經營，後端之搜尋技術雖由微軟司負責提供，惟雅虎公

司仍具更動網頁內容權利，故難認有顯著限制競爭之慮， 故本結合案對整

體經濟之利益應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 
3. 不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因台灣雅虎公司於我國之搜尋及關鍵字廣告服務均居市場之領導地

                                                 
130 公平會(99)公結字第099001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131 雙方於搜尋及關鍵字廣告業務之合作協議，合致公平法第 6條第 1項第 4款「與他事業

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之結合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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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為避免參與結合事業雙方於搜尋及關鍵字廣告平台技術之結合，強化

結合事業之市場力量，甚或提高交易相對人對渠等之倚賴程度，形成封鎖

效果，或對於交易相對人有濫用市場力量等行為，故為確保整體經濟利益

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對該結合案不禁止其結合而附加負擔如下： 
行為面矯正措施： 

(1) 申報人不得利用因本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不當限制關鍵字廣

告之交易相對人不得與特定事業交易之行為。  
(2) 申報人不得利用因本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與交易相對人從事其

他不公平之交易行為或約定具限制競爭效果之交易條件。  
(3) 申報人不得利用因本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不當價格決定、維

持或變更；或有妨礙他事業公平競爭；或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  
(4) 監督措施：申報人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3年內，於每年12月

底前提供本會下列相關資訊：關鍵字廣告之營運規模、在台就業與

研發人數，及市場占有率等產業結構之變化。 
(三) 大富媒體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案132 

1. 結合內容： 
如前所述。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利益及限制競爭不利益之評估： 
如前所述。 

3. 不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公平會於行為管制上附加負擔如下： 
行為面矯正措施： 

(1) 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不得與參與結合事業以外之其他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以契約、協議或其他

方式之合意，共同向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為統購、聯合定價、共同

抵制或其他公平交易法所稱之聯合行為。 
(2) 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不得與參與結合事業以外之其他

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為共同銷售頻道節目之聯賣或其他公平交易法

所稱之聯合行為。 
(3) 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自製、代理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

不得無正當理由拒絕授權予其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直播衛星廣

                                                 
132公平會(99)公結字第099004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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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電視服務經營者、多媒體內容傳輸服務經營者，或其他具競爭關

係之有線或無線網路傳輸訊號之頻道服務提供者，或為其他差別待

遇之行為。 
(4) 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自製、代理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

不得無正當理由以不同價格或價格以外之條件授權予其他有線電視

系統經營者、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多媒體內容傳輸服務

經營者，或其他具競爭關係之有線或無線網路傳輸訊號之頻道服務

提供者。 
(5) 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

履行下列有益於整體經濟利益之事項： 
a. 積極完成有線電視數位化及有線電視系統網路之雙向化建設，以增

進消費者收視節目選擇之自由。 
b. 積極完成行政院 99 年 7 月 8 日通過之「數位匯流發展方案」有關數

位有線電視普及率之目標，以促進數位匯流發展。 
c. 積極向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取得於網路電視(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 IPTV)播送之相關智慧財產權授權，並以公平合理之方式

向網路電視業者進行授權，以促使各視訊平台之公平競爭。 
d. 積極培植我國高畫質數位內容及頻道，以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

展。 
(6) 監督措施：申報人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5年內，於每年7月1

日前，提供下列資料送交本會備查。 
a. 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自製、代理銷售之衛星廣播電視

節目之名稱及代理契約書。 
b. 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自製、代理銷售之衛星廣播電視

節目之報價、授權價格、優惠方式、銷售對象等交易資訊。 
c. 有益於整體經濟利益之成果報告（包含但不限於前開負擔第 11 點所

列有益於確保整體經濟利益之辦理事項）。 
(7) 監督措施：申報人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5年內，倘參與結合

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及公司章

程有變更異動，應送交本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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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好樂迪股份有限公司與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申報結合案133 
1. 結合內容 
好樂迪公司擬收合併錢櫃司，合併後以好樂迪公司為存續公司， 為

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事業結合。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利益及限制競爭不利益之評估 
結合前相互為最主要的競爭對手，結合後將取得獨占地位，除消滅申

報人彼此間的競爭壓力外，且所餘之市場以低於 1%之占有率分散於其餘

數千家業者，是市場內其他競爭者實無法對申報人形成有效之競爭壓力，

是申報人具有單方提高服務報酬之能力。且因其餘業者市場占有率又極低

而無法形成有效之競爭壓力，故申報人結合後缺乏有效市場競爭機制監督

其繼續從事創新、提升服務品質，及不調漲服務報酬等行為。再者，本結

合所形成之獨占，不但除去了視聽歌唱服務市場上既存之有效競爭狀態，

並可能消滅原先上下游間對抗議價所帶來之競爭效益。此外，在缺乏市場

有效競爭之下，實無有效機制確保其保證能達有效改善至一定程度之經濟

利益。據上可知，本結合之整體經濟利益明顯小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 
3. 當事人自行提出預防矯正措施及公平會禁止結合之理由 

申報人所提出之承諾： 
(1) 五年內不漲價，並就原物料漲價部份自行吸收，以回饋消費者。 
公平會禁止之理由：不漲價僅可使消費者利益與現狀相較不會蒙受損

失，惟未必能使消費者獲得更多之利益。一方面，倘結合後市場狀況有變，

造成申報人之成本降低，並無法要求申報人降價回饋消費者；另一方面，

結合將導致缺乏有效市場競爭機制監督申報人繼續從事創新或提升服務品

質，倘不允許結合，則於市場上存在競爭之情形下，消費者即有可能享受

到更低廉之價格或更好之服務。 
(2) 結合後仍以錢櫃、好樂迪之雙品牌模式經營，就現有之營運點將

維持營運134。 
公平會禁止之理由：此種雙品牌模式僅為同一事業內部之經營策略，

並不能增加外部競爭，無法實際提升整體視聽歌唱服務市場之競爭程度。

                                                 
133 公平會(98)公結字第098002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134 申報人之本項承諾保留「除天災地變等情形外，如有不可預期之物價劇烈波動導致通貨

緊縮(膨脹)、金融風暴、整濟不佳致該據點無以維生或因原營運據點房地出租人不願續租、

終止租約、或不合理調高租金、建物第三人以法律手段排除本公司使人、建物安全健康等

結構因素不適合供營業使用」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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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項承諾雖或可能確保消費者之選擇不減少，但並不能提升申報人提供

服務之量、質或消費便利性，且申報人尚有天災地變、物價劇烈波動、整

體經濟不佳、房地出租人不願續租等保留條件，可見此項承諾事實上仍可

能因申報人無法控制之因素而無法履行。另一方面，本項承諾亦可能有礙

於淘汰無效率之營運據點，而與本結合所欲達成之整合資源及節省人力成

本之目的有悖。 
此外，公平會亦提出「結合矯正措施」必須能夠有效「恢復競爭」，

而非對於結合後之價格或數量予以管制，因此等管制基本上與競爭法所鼓

勵之自由市場分散式的決定機制相違背。而上述申報人所提出之承諾，縱

確實履行，亦無法將競爭程度恢復至結合前之水準，故於缺乏有效市場競

爭下，反而使競爭法主管機關介入結合後之價格或數量管制，尚難認足以

化解結合之反競爭疑慮。 
(五) 荷蘭商Trinity NL B. V. 申報與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結合申

報案135 
1. 結合內容： 
荷蘭商Trinity NL B.V.擬透過其於我國境內所投資設立之子公司，以購

買股份之方式取得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八大電視公司）100﹪之

股權136。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利益及限制競爭不利益之評估： 
八大電視公司頻道節目的收視率情形，對於衛星頻道供應市場之影響

力仍屬有限137，因此本案結合後應不致剝奪其他電視頻道或有線電視系統

經營者選擇交易相對人之可能。又國內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費率及

其營業行為，目前皆受到各主管機關的高度管制，且就多系統經營者而言，

市場上仍具強勁競爭力之多系統業者138。且本案屬垂直結合，尚不因本案

結合而改變相關市場之市場結構，故參與結合事業尚不因本案結合而增加

渠等於相關市場濫用市場力量之可能性。反觀該結合案可使八大電視公司

                                                 
135 公平會(97)公結字第097006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136 因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達到其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三分之一以上，合致公平法第

6 條第 1項第2 款規定之結合型態。 
137 因就分類型節目而言，無論是在戲劇類、綜合台或娛樂台等類型節目均有強勢之競爭者

存在，而其所製作之節目尚難謂為不可或缺之頻道節目。 
138 如凱擘股份有限公司、台固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寬頻通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

基礎國際網路股份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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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垂直綜效，有益於整體經濟利益。綜合言之，該事業結合案對整體經

濟之利益應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 
3. 不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惟為避免本案申報人之最終投資公司安博凱基金以其控制權透過其

直接或間接控制之從屬公司，無正當理由對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或其競爭

者為拒絕交易、以不同價格或價格以外之條件進行交易之行為，並確保整

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故不禁止其結合而附加負擔如下： 
行為面矯正措施： 

(1) 申報人最終投資公司(即安博凱基金MBK Partners,L.P.)對於被結

合事業所屬頻道節目之授權，不得以其控制權透過其直接或間接

控制之從屬公司，無正當理由對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或其競爭者
139為拒絕交易、以不同價格或價格以外之條件進行交易之行為，

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六)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維力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之事業

結合申報案140 
1. 結合內容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擬間接持有維力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超過

三分之一股份，為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事業結合。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利益及限制競爭不利益之評估 
結合當事人於速食麵市場占有率分屬第 1、第 2 大廠商，相互為主要

之競爭對手，結合實施後，參與結合事業彼此間的競爭壓力將有所消減，

故渠等單方調整商品價格時之原有顧慮將有所減低。且國內速食麵市場已

有飽和甚至規模減縮趨勢，因此對於潛在競爭者而言，不具有足夠的市場

胃納量以達成經濟規模，難有足夠競爭壓力能使申報人繼續從事創新、提

升服務品質，將使市場之效能競爭造成減損，並可能消滅原先長期競爭所

帶來之效益。此外，結合後，參與結合事業於速食麵市場之實質上議價能

力將有所提高，通路商議價空間受有影響，反應至末端消費售價亦將受影

響，而消費者難有足夠之力量與參與結合事業抗衡。又該結合案對整體市

場或消費者造成之經濟利益並不明顯，且無法確保實現。 

                                                 
139 包括但不限於其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網路電視業者，

或其他以有線或無線網路傳輸訊號之頻道服務提供者。 
140 公平會(97)公結字第097005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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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事人自行提出預防矯正措施及公平會禁止結合之理由 
申報人所提出之承諾 

(1) 5年內不會把自維力公司取得之乾麵之炸醬配方用於申報人生產並

於國內銷售之速食麵產品中；未發生行使優先承購權之事由時，不

會指派人員擔任維力公司之總經理或人事、業務及行銷之最高主管 
，介入維力食品之人事及業務經營。 

公平會禁止之理由：僅係短期內維持現有狀態，長期而言，尚難認足

以提升整體經濟利益。且即使確實履行承諾，亦無法將競爭程度恢復至結

合前之水準，故難認該承諾足以化解結合反競爭效果之疑慮。 
(2) 3年內不帶頭漲價141 
公平會禁止之理由：按不漲價僅可使消費者利益與現狀相較不會蒙受

損失，但未必能使消費者獲得更多之利益。一方面，倘允許結合後市場狀

況有變，造成申報人之成本降低，但卻無法要求申報人降價回饋消費者 
(3) 不會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限制經銷商或通路事業與其

獨家交易、或不得與特定之速食麵製造商交易之行為；不會利用因

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妨礙他事業公平競爭或為其他濫用市場地

位之行為 
公平會禁止之理由：倘能確實遵行，雖有助市場交易秩序之維護，惟

查本案參與結合事業係速食麵市場第 1 大及第 2 大業者，結合後將有限制

市場競爭，降低市場效能之虞，且市場上類似獨寡占事業一旦出現濫用市

場地位之行為，其對市場交易秩序之損害將難以彌補，且無法回復，故該

等承諾，於本案速食麵產業之市場結構下，尚難認對提升整體經濟利益有

明顯助益。 
此外，公平會亦援用前述「結合矯正措施」須能夠有效的「恢復競爭」

之理論，認為上述之承諾，難以競爭程度恢復至結合前之水準，而無法化

解結合反競爭之虞。 
(七) 雅虎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與興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結合申

報案142 
1. 結合內容： 

                                                 
141 自本結合案生效日起3年內，於該時位居我國速食麵市場占有率5大廠商之(申報人及

維力公司除外)未調漲其任一速食麵產品價格前，申報人不會領先調漲申報人速食麵產品之

價格，但有正當合理之事時，不在此限。 
142 公平會(97)公結字第097004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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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虎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擬以現金為對價支付興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之股東，以受讓並取得興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百股份143。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利益及限制競爭不利益之評估： 
經營購物網站並無任何法令、技術及資金面之限制，進入門檻低，而

網路技術的持續進步，更提供新興網路購物業者提供多樣的創新型態及發

揮空間，隨時可挑戰既存業者。復按網路服務本身具有高度替代性和模仿

性，任何既存事業及新進業者都能迅速進入市場，且亦不致剝奪其他經營

購物網站競爭對手選擇交易相對人之可能性。又，倘結合後並未明顯改變

市場結構，尚無水平結合可能產生之單方效果、共同效果及濫用市場力量

或造成市場之封鎖效果， 因此本結合案對整體經濟之利益應大於限制競爭

之不利益。 
3. 不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為避免申報人利用其在網路資訊提供服務市場之市場力量造成網路

購物市場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虞，並確保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

之不利益，故不禁止其結合而附加負擔如下： 
行為矯正措施： 

(1) 申報人不得無正當理由，對在「Yahoo!奇摩」刊登廣告或開店之網

路商店與參與結合事業(興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差別待遇之行

為。  
(2) 參與結合事業對在「Yahoo!奇摩」刊登廣告或開店之網路商店，不

得有不正當限制其與其他網路資訊提供服務業者及網路購物服務業

者交易、合作、刊登廣告，或其他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件

而與其交易之行為。  
(八)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擬與日本楽天株式会社合資設立台灣樂

天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網路購物平台，申報事業結合案144。 
1. 結合內容：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擬與日本楽天株式会社合資設立台灣樂天市

場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網路購物平台，為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

事業結合。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利益及限制競爭不利益之評估： 

                                                 
143 合致為公平交易法第6條第1 項第 2款及第 5款之事業結合。 
144 公平會(97)公結字第097001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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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結合內容為統一超商公司與日本楽天合資設立台灣樂天公司經

營網路購物平台。本案結合並不致有競爭者家數減少、市場結構集中化之

問題，尚無水平結合可能產生之單方效果或共同效果。 
3. 不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為避免統一超商公司利用本結合進行限制競爭、濫用市場地位等情形

145，及確保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故不禁止其結合而附加

負擔如下： 
行為面矯正措施： 

(1)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不得無正當理由就所提供之取貨付款服務，

拒絕供應或差別供應予參與結合事業以外之其他競爭者。 
(九) 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擬透過國內外關係企業與大新店

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申報結合案146 
1. 結合內容： 
如前所述。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利益及限制競爭不利益之評估： 
如前所述。 

3. 不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行為面矯正措施 

(1) 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與有競爭關係之新唐城有線電

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不得委由同一事業或人員進行共同採購頻道

節目、共同行銷及廣告、共用客戶服務櫃檯，或其他公平交易法第

7條規定所稱之聯合行為。 
(十) 有關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與雅虎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結合申報案147 
1. 結合內容：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擬以現金為對價支付雅虎國際資訊股

                                                 
145 因統一超商公司於連鎖式便利商店市場占有率高達61.27％，在實體通路具有相當程度

之市場力，倘統一超商公司藉由差別供應「e-service」取貨付款服務予台灣樂天公司及其

他獨立網路購物業者（例如差別訂價或給予不同的交易條件），抑或拒絕其他競爭對手使

用「e-service」取貨付款服務，仍將影響鄰接市場之競爭，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

之虞。 
146 公平會(97)公結字097003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147 公平會(96)公結字第096005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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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以受讓該公司之主要營業與資產，為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事業結合。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利益及限制競爭不利益之評估： 
經營網站並無任何法令、技術與資金面之限制，復按網路服務本身即

具有高度替代性與模仿性，任何既存事業及新進業者都有可能因技術創新

而進入市場，並迅速取得市場領先地位；況且在數位匯流趨勢下，將可能

持續衍生更多元的網路資訊提供服務之營運模式，屆時電信及數位電視相

關業者均可能成為潛在競爭對手。又，現存網站經營業者數目眾多，參與

結合事業在其他競爭者之壓力下(如 Google)，尚難不受到市場競爭拘束，

任意提高服務報酬，尚難認可能造成單方及共同效果， 故本結合案對整體

經濟之利益應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 
3. 不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為避免申報人利用本結合進行限制競爭、濫用市場地位等情形，及確

保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故不禁止其結合而附加負擔如

下： 
行為面矯正措施： 

(1) 申報人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以不正當方法阻礙競爭

者網頁連結、電子郵件之接收與傳送、或其他服務之提供。 
(2) 申報人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限制交易相對人不得

與特定事業交易之行為。  
(3) 申報人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不當價格決定、維持

或變更、限制交易相對人與其獨家交易、或有妨礙他事業公平競爭、

或其他濫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之行為。 
(十一) 有關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擬與德記洋行股份有限公司申報結

合案148 
1. 結合內容：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擬收購德記洋行股份有限公司已發行股份總

數 5%至 40%，為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5 款之事業結合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利益及限制競爭不利益之評估： 
市場上競爭事業家數逾 200 家，產品樣式眾多、相互替代性高，每年

度市場上均有眾多新產品推出，可見市場競爭激烈，結合事業仍須受市場

                                                 
148 公平會(96)公結字第096004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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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之拘束，應難認結合後有單方或共同效果之可能。又飲料產品間彼此

替代性高，是新參進者可迎合消費者喜好並採取有效之行銷方式，即不無

可能於短期內建立品牌知名度，對於市場內既有業者形成競爭壓力。且目

前飲料產品之主要下游通路為量販店、超市、便利商店等連鎖通路商，該

等大型流通事業之市場力量難謂無法與製造商抗衡，或可箝制結合事業提

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 故本結合案對整體經濟之利益應大於限制競爭之

不利益。 
3. 不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為避免申報人統一公司利用本結合進行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行為，

及確保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故不禁止其結合而附加負擔

如下： 
行為面矯正措施： 

(1) 申報人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限制經銷商或通路事

業與其獨家交易、或不得與特定之飲料供應事業交易之行為。 
(2) 申報人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無正當理由之差別待

遇行為。  
(3) 申報人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不當價格決定、維持

或變更、妨礙他事業公平競爭、或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 
(十二) 雅虎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與無名小站股份有限公申報司結合

案149 
1. 結合內容： 
雅虎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擬以現金，向無名小站股份有限公司現有

股東取得該公司百分之百之股份，為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5 款之事業結合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利益及限制競爭不利益之評估： 
本案結合雖消除雅虎公司與無名小站間之競爭，但對於整體市場之競

爭程度並無明顯減損。又國內網路廣告市場上競爭者眾多，本不易合意限

制競爭，雅虎公司與無名小站結合後，市場上仍有許多同業提供可替代性

商品。且該結合案，對於從事網路創新之潛在競爭者，乃莫大鼓勵，不僅

不會減損市場競爭，更將因新進業者積極投入，反而有助於促進競爭之效

果。此外，於數位匯流趨勢下，將可能持續衍生更多元的網路資訊提供服

                                                 
149 公平會(96)公結字第096003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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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營運模式，屆時電信及數位電視相關業者均可能成為潛在競爭對手。  
3. 不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鑒於雅虎公司於國內網路廣告市場占有率近 60％，且無名小站現階段

仍是國內最受歡迎的社群服務網站，其潛力不容忽視，另亦有市場競爭同

業提出網路市場存在大者恆大效應，結合後對網路廣告市場可能產生閉鎖

效果、或提高市場進入障礙等質疑，因此，對本結合案不禁止結合而附加

負擔，以確保結合後之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如下：。  
行為面矯正措施： 

(1) 申報人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以不正當方法阻礙競爭

者網頁連結、電子郵件之接收與傳送、或其他服務之提供。  
(2) 申報人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限制交易相對人不得

與特定事業交易之行為。 
(3) 申報人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不當價格決定、維持

或變更、限制交易相對人與其獨家交易、或有妨礙他事業公平競爭、

或其他濫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之行為。 
綜合上述之案例，在結構面，公平會於審理結合之決定，並無對事業

進行解體之例，多僅是就董事、監察人席次及股份處理為干預，而行為面，

則主要有下以幾種類型：(一)、要求當事人不得利用結合後所取得之市場

地位，進行杯葛行為；(二)、當事人不得利用結合後之市場地位，與交易

相對人進行不公平交易或約定具限制競爭效果之行為；(三)、不得濫用結

合後之市場地位，進行不當的價格決定或其他限制或妨礙市場公平競爭之

行為；(四)、結合後之配合監督義務等。 

第三節 衍生問題之整理 

公平會在事業結合之管制應遵守比例原則，亦即公平會在對事業作出

禁止結合之決定前，應找出並採行對申報結合事業而言，侵害較少之手段，

始符合比例原則。修正前之公平法施行細則第 10 條第 2 項即明文規定，爾

後現行法雖已刪除，惟比例原則作為具有憲法位階且已具規定於行政程序

法之一般原理原則，則亦拘束競爭法之主管機關。因此，公平會於作成相

關矯正措施，即附加附款行政處分即應受拘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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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公平會多次針對有線電視業者之結合案件，不予禁止其結合

而附加附款。然而，公平會在「公平交易法對有線電視相關事業規範說明」，

貳「有線電視相關事業結合行為之規範」二(二)，)結合決定應考慮因素：

「依公平交易法第十二條規定，如事業結合對整體經濟之利益大於限制競

爭之不利益，本會不得禁止其結合。而有線電視垂直結合案件可能產生之

利益包括：降低交易成本、確保頻道節目之穩定播出及提供多元化網路服

務等等，惟相關利益是否僅存在於結合事業內部，而對整體經濟利益並不

具重大實益，則待進一步驗證。另，有線電視垂直結合可能導致限制競爭

之不利益則包括：可能導致有線電視頻道節目供應業者拒絕授權、或有線

電視系統業者拒絕播出之差別待遇行為，或藉此逼迫競爭者退出市場、參

與結合或聯合行為，而產生上下游市場俱遭封鎖之效果；此種不利益雖非

垂直結合所直接導致，惟若垂直結合事業濫用其統合上下游市場之強大力

量，確將造成交易秩序及消費者權益之嚴重傷害，為減少此種不利益，並

使結合行為能符合公平交易法第十二條之要件，參與結合之事業除應將其

內部利益外部化外，並應提出現行及未來自我防範限制競爭效果產生之積

極作法。綜此，有線電視相關事業向本會提出結合申報時，其能否將垂直

結合之利益廣由全體社會大眾分享，並消弭限制競爭之不利益，將是本會

審理之重點150。」據此，公平會應是因有線電視業之市場有其特殊性151，

而認為應要求結合事業「將其內部利益外部化，並應提出現行及未來自我

防範限制競爭效果產生之積極作法。」倘以要求事業「內部利益外部化」

或「應提出現未來自我防範限制競爭效果產生之積極作法」為不予禁止結

合之附款，實有其可議之處。首先，要求事業「內部利益外部化」，倘於

靜態市場中的事業因結合，可單純因規模擴大而產生超額利潤，此要求尚

屬合理。惟就有線電視市場152之競爭趨勢觀之，競爭不僅激烈、動態，亦

需大量投資，且有線電視市場費率受中央與地方政府高度管制153，難謂有

超額利潤。是故，實際上該項要求反而可能造成違反市場之自由競爭。此

                                                 
150 此亦被公平會「公平交易法對四C事業跨業經營行為之規範說明」所承受。 
151 「公平交易法對有線電視相關事業規範說明」，貳「有線電視相關事業結合行為之規範」

二：「…現行有線廣播電視五十一個經營區中，多數經營區係屬於一區一家或一區二家之

情況，因此，收視戶對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並無充足之選擇機會，一旦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經

營行為不當，不僅可能同時造成多數收視戶權益受損，往往更因為「別無選擇」而迫使收

視戶不得不承受此一損害。…」 
152 或四C相關產業。 
153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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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要求結合事業「應提出現未來自我防範限制競爭效果產生之積極作法」，

此要求乃屬行為面之矯正措施，而非針對市場結構作改變，並未能有效達

結合管制之目的，且此要求可能導致公平會對於結合當事人，進行長時間

之行為監督。再者，該行為面矯正措施，原即為公平法一般禁止之行為，

例如公平法第十條、第十九條，結合當事人與市場上其他事業均負有遵守

之義務，亦即以消極不作為方式遵守之，是故，難以想像結合當事人對於

公平會如要求，能提出如何積極之作法154。 
此外，我國於處理結合案件之附加附款決定，多以行為面為矯正措施，

針對結構面而為之矯正措施，則在少數。故本文就可能衍生之問題，整理

如下： 
 

一、  結構面矯正措施較具有效性 
矯正措施應是，透過附加結合事業條件或負擔，以實現恢復競爭的目

的。行為面矯正措施不能通過根本性地恢復市場結構之方式來實現競爭效

果的恢復，而且行為面矯正措施的有效性也是值得懷疑的。參酌德國之競

爭法規，於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40 條第 3 項規定：「結合之許可得附加

條件或負擔。但附加之條件或負擔不得成為對參與結合事業之持續性行為

監督。復且，德國普遍通說認為，附款之性質應與市場結構有關，因結合

管制之目的，即為防止市場結構之惡化，倘若僅附加行為面之措施，不只

無法改善市場結構，事後之監督亦可能以難執行或花費大量監督成本155。 
實際中於大多數國家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均傾向於使用結構面而非行

為面之矯正措施156。這主要是因為結構面措施通常較有效和易於監管。在

衡量矯正措施效果上，速度、確定性、成本以及效率是極重要之因素157。

結構面措施通常優先適用是因為結構面措施較明確，且較能確保保持競爭

                                                 
154 劉孔中，公平交易法，初版，104-109，元照出版公司(2003)。 
155 莊春發、劉孔中，結合管制之個案研究－怡星有線電視公司結合案評析，新世紀經濟法

治之建構與挑戰─廖義男教授六秩誕辰祝壽論文集，初版，1132-1139，元照出版公司

(2002)。 
156 澳洲主管機關亦表示，極偏好使用結構面之矯正措施；美國司法部反托拉斯署亦認為結

構矯正措施應優先考慮。ICN Merger Working Group: Analytical Framework Subgroup, 
MERGER REMEDIES REVIEW PROJECT, Report for the fourth ICN annual conference, 
7(2005) ;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TITRUST DIVISION POLICY GUIDE TO 
MERGER REMEDIES (2004). 
157 Id.,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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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效果。而行為面措施則通常難於確定，需要付出更加高昂的成本進行監

督，且較易於被規避。 
 

二、 行為面不適於作為單獨之矯正措施，而較適於作為輔助結構面措施之

方式158 
承如上述，結構面措施較具有效性，始能達恢復市場之公平競爭。倘

僅以行為行為面為矯正措施，可能難以化解反競爭之疑慮。反之，因結構

面措施乃是永久性改變市場結構，行為面之措施則較具彈性化，可妥適地

協助於結構面措施之配套措施。 
 

三、 行為面矯正措施之成本較高 
行為面措施可能遭遇結構面措施原則上得以避免之成本。例如，為了

監督結合後事業之行為並確保遵守附款而支出的直接成本；抑或，結合後

事於不違背附款意思而試圖規避矯正措施精神的情況下所支出的間接成本 
。例如，要求結合後事業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不當價格

決定，可能會導致其為了利益而無效率地以降低品質而降低成本，因而透

過品質之調整以獲得的低價而造成反競爭性效果159。 
 

四、 行為面之矯正措施需花費較長時間160 
結構面措施於短期內，即可達所要求之效果，惟行為面措施則通常可

能長達一段期間，監督事業結合後是否未違反附款。復且，結構面措施所

展現之矯正效果，亦較明顯於行為面措施。 
 

五、 行為面之矯正措施應避免過於模糊161 
行為面措施應力求明確且不模糊，而使結合當事人難以妨礙市場之公

平競爭。然而，實際上行為面措施之設計，為求盡可能廣泛囊括反競爭行

為之類型，往往陷於不明確及空泛，而導致執行困難。 
 

                                                 
158 ACCC, Merger guidelines, 62-65 (2008). 
159 Supra note 156(2004). 
160 OECD Competition Division, Workshop on Merger analysis: Essentials of merger control 
(2010). 
161 ACCC, Managing merger remedy risks : approaches utilized by the ACCC, OECD/KPC 
Seminar for competition Authoritie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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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行為面之矯正措施較易規避162 
因行為面措施較難以明確規定完整，且亦需花費較多成本監督，因此

相較於結構面措施，行為面措施較易於規避。結合當事人可藉措施未明確

完整，抑或因主管機關難以監督或需耗大量成本之監督之處，予以規避。 

第四節 小結 

國際上運用矯正措施，多數國家均優先以結構面措施為考量，而將行

為面措施作為結構面之調整措施，而非單獨之矯正措施，惟我國則係多以

行為面之矯正措施，作為不禁止結合之附款條件。然而，公平會亦肯認結

合管制之目的係為防範事業透過結合形成獨占、取得獨占力，而對競爭造

成實質減損之情形，而為達成前述結合管制目的所採取的「結合矯正措施」，

應須能有效「恢復競爭」，而非對於結合後價格或數量管制，而結構面之

矯正措施即較符合該理念，惟目前公平會之決定，仍未見以結構面為首要

考量之附款決定，但該理念之提出，亦可見公平會在思索矯正措施選擇上

之一大改變。 

 

 

                                                 
162 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Merger remedies: General Principles and Approaches, 
Competition Programme, Regional Antitrust Workshop(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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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合矯正措施之綜合學理評析 

結合的正效益可以增進廠商效率，但卻可能帶來市場競爭減損之負效

益。若能保有結合正效益，卻又能免除負效益，則社會福利增進最大。這

一目的，由傳統的單純「可或不可」結合的決策，是無法達成的。因此，

更精緻的手法，允許結合以獲取正效益，同時附加措施以消除競爭減損的

負效益，將會愈為廣泛的為競爭主管機關所應用。 
就經濟意涵而言，結構面矯正(structural remedies)修正了財產配置並創

設新廠，其方法包含各種類型的資產解體(divestiture)；非結構面矯正

(non-structural remedies)則是由結合者承諾不濫用其擁有的某些資產，它也

可能同時包含了一些結構面的協議，例如強制授權等。也就是說，結構面

矯正透過資產重配置手段，改變市場結構，以回復市場競爭程度與競爭家

數；而非結構面矯正，則是透過結合者之承諾，避免結合後的市場地位濫

用、或者結合後的限制競爭。 
公平法上結合矯正(merger remedies)的議題，其目的雖在於回復結合前

的競爭水準。然而，政府與公司之間的誘因與目標不同，因而衍生問題。

以資產解體行為來看，從公司的角度來看，必定是儘量減少解體資產與未

來可能競爭，以攫取更大利潤；而政府對公司的強制解體行為，則是基於

壓抑公司市場力量、以增加消費者剩餘。兩者誘因不同，難免誐虞我詐。

二者，政府對市場資訊永遠不若公司來得充分，政府對於公司成本之掌握

也永遠不如公司自身，這構成了不對稱訊息。因此，解體之要否、大小、

與種類，掌握拿捏實為不易。其實，政府廠商訊息的不對稱，正是管制經

濟學中最常碰見的問題。 
另外，資產解體後之不可回復性，更增添政府在行使解體要求時，所

可能隱涵的風險代價。如果買方市場不夠競爭，錯誤出售解體資產給相對

不佳的買者可能性變大。 
然而這也並非反證非結構面矯正(或行為面矯正)比較有利。事實上，

非結構面矯正因為是廠商行為自我設限的承諾，容易出現管制經濟學中「陰

奉陽違」的暗地規避，如同利潤報酬率之管制，往往會造成廠商投資與成

本暴增現象一般，表面上符合了承諾設限，實質上，卻巧妙的予以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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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些問題之產生，皆仍主因於訊息的不對稱。另外一方面，非結構面

矯正往往需要政府持續甚或長期的監督，將耗費大量成本。 
實務面上，一般大多主張「行為面矯正法」不如「結構面矯正法」。

因為行為面矯正法通常會牽涉一些既有的管制政策163，而結構面矯正法則

被認為「相對的乾淨俐落(clean and certain)」164。 
 

第一節 「結構面」矯正措施之類型及其成效分析 

「結構面矯正法」，相對而言，清晰確定、可避免政府捲入市場的代

價、廠商難以規避矯正165，而行為面的矯正，則需要政府持續而仔細的監

控與成本166。 
資產解體(divestiture)是結構面矯正法，最常使用的手段之一。資產解

體在公司重組的議題上，是一家公司追求更大好處的策略選項。論其動機，

林林總總可以羅列如下： 
 
無效率結合體的大公司，透過解體手段，減少其經營活動的數量與種類。 
基於環境與機會的變動，而放棄了部分業務。 
因比較優勢的專業考量，而以解體行動改變其原有的競爭戰略。例如，

1988 年 Allegis 公司出售其轄下的旅館和汽車出租業務，以便集中精力

以經營其聯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 
透過出售資產予更加需求此資產者，可以獲取高報酬，從而提高公司的

資產價價值。例如，Dow Jones 將其轄下教科書業務的Richard D. Irwin
公司解體而出售於鏡報(Mirror)，以求致力於專業出版和地區性報紙業。

由於此時的鏡報正積極尋求擴張教科書專業出版，因此Down Jones 可以

在資產解體中獲得較高報酬而使其資產獲得增值。 

                                                 
163 Parker, R.G. and D.A. Balto, 2000, “The Evolving Approach to Merger Remedies,” Antirust 
Report (Lexis Publishing), May, 2-28. 
164 MacDavid, J. and L. Breed, 2005, “Merger Remedies,” The National Law Journal (January 17, 
2005) 
165 Antitrust Division Policy Guide, III.A, P.8. 
166 Id.,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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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體的資產，也可能是過去成功投資的業務，趁著經營得當價值上漲之

際出售，算是成功的獲利了結。 
可以做為被兼併(takeover)的防禦措施。例如，1982 年當 Brunswick 公司

面臨到 Whittaker 公司的兼併威脅時，把其當紅的醫療業務出售予

American Home Products 公司，Whittaker 因而喪失了收購的誘因。此即

解體「皇冠珠寶(crown jewels)」。 
另外愈來愈為增加趨勢的類型是，將公司部門或部分業務出售予公司的

經營管理者，往往這一類型需要仰賴「槓桿收購」。 
將非相關事業出售，以求公司專注於較為有利的業務部門。例如，1997
年Xerox 出售其保險事業單位，因而退出保險產業。 
解體也可做為交換籌碼，變成是投資另一家企業的融資方法。例如，1989
年Emerson電子公司以1.49億美元出售五個部門予BSR國際PLC公司，

並從而取得這家英國公司 45%的股份。 
最後，也是本文所著墨的，解體是為取得政府對結合案給予許可，公司

自己或政府要求所採取的公司分割行動，以確保結合後的市場競爭可以

保持不變。 
 

總結而言，不論是那一種動機，傳統上，公司自發的解體重組行為，

不外乎是Linn and Rozeff (1984)所認為的兩個原因：(一)該資產做為買方資

源比做為賣方資源更具價值；(二)資產明顯干擾賣方其它業務組合之運行。

也就是說，解體仍舊是公司基於最大利潤考量之下，所採取的重組決策；

而買方公司之所以會買，也是基於其最大利潤之計較。資產解體交易，若

評估正確的話，是一種比較優勢的交易，是雙方互惠的一種資產重新配置167 
。John and Ofek(1995)的研究顯示，公司於資產解體後會價值增加，是因為

解體後公司對剩餘資產的管理有所改善。其次則是，集中度的增加及既存

廠商與產品數數的減少。於實證中他們發現，75%的解體部門與買方公司

核心業務，並無關係168。 
然而公平法上的解體矯正，在行為者的誘因上，是大異其趣的。基本

上，結合者為取得結合許可，因為自行提出(或政府要求)將其擁有的某部

                                                 
167 Linn, Scott C., and Michael S. Rozeff, “The Corporate Sell-off,” Midland Corporate Finance 
Journal, 2, 1984, pp. 17-26. 
168 John, Kose, and Eli Ofek, “Asset Sales and Increase in Focu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7(1), 1995, pp. 10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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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資產，解體出售予相關市場上的其它競爭者。這一解體行動，做得愈為

圓滿，意味著市場上將出現一個愈為強勢的競爭者，這是競爭機關所最希

望達成的目標，卻是結合者所最不想達成的結果。在誘因上，與公司重組

議題上的「解體」徒具同名，卻是完全不同的追求目標。 
在符合競爭主管機關目標下解體矯正(Divestiture remedies)措施，其成

功會受到兩個面向的影響169。其一，解體資產的範圍；其二，解體資產在

真正轉移之前必需被成功的維護。更重要的，解體資產必需成為一個確實

可行的事業體(viable business)，而且必需為適當的買者(suitable buyer)所經

營。 
所謂「可行事業體」，它要能夠有效的競爭且獨立於主併者(merging 

parties)之外；所謂「適當買者」，即具有與結合體有效競爭之能力與誘因

(capacity and incentive)的買者。 
當市場上僅有一家具 know-how 技術的買家時，或者買家的確定對於

該建議矯正法具關鍵性時，則競爭機關可先行要求主併者與該可能買家談

妥資產解體出售，再予以核可結合事宜，此即所謂的「先行修繕(fit-it-first)」
或「前置買者(up-front buyers)」的結構面解決法。 

當結合的公司間，各存有事業部門活躍同一相關市場中，則每一結合

公司中的這一事業部門，即為結合公司間的「重疉(overlap)」。一般而言，

在結構面的矯正措施裏，就是把相對較小的這一重疉部門，從其相應結合

公司(不論是主併或被併)中解體。如此，各結合公司之該一相關市場的競

爭資產，就不致於因結合而完全掌握於結合體手中，導致該一相關市場之

競爭性資產的減少。所以，解構放出該資產並創造出競爭公司，就可回復

結合前的競爭水準。 
一如 Farrell (2003)所言，結構性矯正可能承受的困難來自於，買者不

足或過度的切割，減弱了結合體之效率170。Motta et al. (2003) 原則上雖偏

好結構性矯正，但是他們也提出結構性矯正所可能面臨的問題，例如，訊

息不對稱、誘因目標不同、勾結效應增加等。因此他們認為，針對結合評

                                                 
169 Antitrust Division Policy Guide, page 9. FTC Statement, p.10.  
170 Farell, J., 2003, “Negotiation and Merger Remedies: Some Problems,” in F. Leveque and H. 
Shelanske, Merger Remedies in American and European Union Competition Law,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MA: Northamp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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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所使用的「單方效果(unilateral effets)」與「雙方效果(bilateral effects)」檢

視，也應該被應用於資產解體的檢視過程171。 
 
一、解體資產的範圍 

歐美競爭機關都很強調解體資產的範圍，對成功補救競爭的重要性。

解體資產的範圍在很大的程度上，決定了買者於購買解體資產後，是否能

夠順利脫離結合體，而完整的獨立營運以形成市場上有效而持久的競爭廠

商。 
解體資產與購併者剩餘資產中的某些部分，可能具有相依相關情況，

或者是上下游的垂直依賴關係，或者是地域關係、產品種類之異質互補、

智財權糾葛，又或者是基礎設施、關鍵技術、使用管道等等問題，這將使

得買者所購買的解體資產無法完全獨立營運於結合體之外，從而減損其競

爭力量，也失去結合矯正效力。為補救這一問題，競爭機關可以同時併用

行為矯正面的方法，以確保達成回復競爭的目的。 
例如，當一上游供應併購下游廠商，該下游廠商在被併前，其某產品

的原料來源是由上游該家主併商與另外其它廠商共同競爭供應，若該下游

廠為主併商所併，則該主併商將壟斷該產品的原料供應，而排擠了其它上

游廠商供應原料給該被併商生產該產品的機會。此時，競爭機構可以要求

結合體解體該產品事業部，成為另一家獨立運作的下游廠商，接受所有上

游廠商的共同競爭供應，回復結合前的市場競爭水準。 
再如，結合公司允諾解體其某項技術業務予對手公司，但若這項技術

必需搭配特殊的操作平台、展示空間、或網路系統，在購買解體技術者，

沒有完整接受到技術上下游相關配備移轉時，則該技術之運作亦然無法成

效，購買者亦不能與結合者成為有效的競爭對手。 
有時欲解體之業務已經穩固的與其它業務構成一個聯繫整體，此時的

切割就更為困難。不僅在於做為一個「有效用事業體」的解體範圍界定不

易，同時，多方功能捆綁與勾聯，可能使許多客戶不願跟著被切割出的部

分功能新事業體出走，因而購買者的客戶群會有所流失。 

                                                 
171 Motta, M., M. Polo, and H. Vasconcelos, 2003, “Merger Remed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 
Overview,” in F. Leveque and H. Shelanski, Merger Remedies in American and European Union 
Competition Law,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MA: Northamp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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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的，解體資產若相對的自足完備與獨立經營，會比拼湊而成的包

裹資產容易成功，因為包裹資產，範圍較大，重疉較大，切割不易。而一

些無形資產的移轉，會比有形資產更難以掌控，例如智財權，這些無形資

產往往決定了買者購買解體資產後，市場因結合所損失的競爭能否被有效

彌補回來的重要因素。因此，FTC 有時會要求結合者，提供其所擁有的智

財權給予買者進接、或者強迫其授予買者(或第三者)智財權，以確保買者

可具確實有用的競爭力。 
在 2005 年歐盟的結合矯正研究中顯示，在所有個案中，因為解體資

產所牽扯出的廠商依賴而無法順利解決者，佔有 66 件中的 12 件之多，比

例屬於中等172,173。 
2007年，Universal併購BMG音樂出版業，歐盟競爭主管所擔心的是，

該結合行為將使Universal具有調高線上聽閱英裔美人歌曲的價格與能力。

為了解除歐盟競爭主管機關的擔心，Universal 承諾將解體一些其所擁有的

重要品目，包含英裔美人作者的智慧財產權與相關契約。雖然歐盟競爭機

關所擔心的只是線上使用權，但是Universal 的承諾範圍則廣泛包含了維護

工程、功能、同步技術、列印的各項權利的解體，其目的在於向主管機關

展現確保買者可為一個實質有用的競爭者174。 
 
二、追加「皇冠珠寶(Crown jewels)」 

在無法賣出欲剝離資產的一段時間後，併購者進一步的把更誘人的資

產併入被剝離的包裏資產之中，擴大其承諾出售範圍，以確保可以賣出。

這類皇冠珠寶(Crown jewels)之解體資產升級的設計，將釋放出兩個負面的

信號： 
(1) 一開始的解體包裹是不夠大的； 
(2) 然而一旦加入更誘人資產而賣出後，卻又可能意涵著整個包裹是過

大的。 

                                                 
172 DG COMP, 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 Remedies Study, October 2005. 
173 個案中未能提出有效解決方法的問題類目共包含：剝離資產範圍(Scope, 12/66)、第三者

介入(Third party involvement, 2/18)、股權分離出售(Carve-out, 9/35)、保留分立(Interim 
preservation, 5/22)、移轉(Transfer, 10/25)、不適買者(Unsuitable buyer, 12/18)。同時參見

Francois Leveque, Are merger remedies effective in the EU? Working paper, February 2007. 
174 Universal/BMG Music Publishing, Case No COMP/M.4404,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2 
Ma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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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樣的條款，先天上具有非最適設計的訊息傳遞。而這一條款

的存在，也使得買者可以拖延成交時間，坐等更優渥的包裹內容或價格，

增加買者操控市場的機會，也使結合案拖延時日。 
2006 年，Johnson & Johnson 為了購併 Pfizer，它同意解體旗下ALZA

公司除了美加南韓的國際尼古丁戒煙貼片(nicotine patch)事業，並終止

ALZA 與GlaxoSmithKline 於尼古丁戒煙貼片的垂直供應關係。同時也保證，

若競爭機關核可該結合案一段時日之後，仍然未能售出該資產，則 Johnson 
& Johnson 將把整個ALZA 的全球尼古丁戒煙貼片事業全部解體出售175。 

一般而言，不論是在歐盟或美加，皇冠珠寶條款很少使用，大多數是

採用期前買者的措施。 
 
三、尋妥前置買者(up-front buyer) 

如前所述，美國 FTC 可以要求購併者先找妥買主、並且開始執行解體

契約，它才會考慮予以核准該結合案176。一個成功的解體矯正，最基礎的

要件是得找到一個恰當的買者((acceptable buyer)。這一個恰當的買者，基

本上可以寄予擔起回復市場競爭的角色。也就是，這一個恰當買者，其基

本條件與能力，被認為足以成為市場上有力的競爭者。 
買主是否恰當(acceptable buyer)，取決於其是否具備能力與意願，而使

解體事業變成積極而且成功的市場競爭角色177。其中，買者所擁有的知識

技能、專業能力、保證承擔、與規模大小，是判斷其能否為一個恰當買者

的重要依據178。要能快速成功通過結合案，所尋找的期前買者，必需具備179：

(1)充分的財務能力，(2)無關聯的獨立於結合體之外，(3)可被合理預期將能

夠順利取得相關管制機關對其購買解體資產的核准。 
2006 年，Linde AG 與BOC 兩集團結合，使市場總廠商數由五家減為

四家。為恢復市場競爭程度，FTC 要求 Linde AG 公司必需於六個月內解

體出去液態氧與液態氮事業，也要求其先行找好期前買家，以購買其大宗

精煉氦事業180。 

                                                 
175 Johnson & Johnson/Pfizer, Case No COMP/M.4314,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1 December 
2006. 
176 Supua note 169, p 11. 
177 Draft Remedies Notice, paragraph 43; Antitrust Division Policy Guides, p 32; Id., page 8-10. 
178 Divestiture Study, page 34. 
179 Draft Remedies Notice, paragraph 48. 
180 In the Matter of Linde AG and The BOC Group PLG, FTC Docket No. C-4163, 29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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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主管機關並非時常要求購併者找好期前買家，它會允許先行找好

解體資產的期前買家，大多是基於181： 
 

該資產必需售予已經具有財務資源或專家技術的既存廠商，才能夠確保

該解體資產成為一個有用的事業體； 
該解體資產之特性不易尋得適當買家； 
該資產具有價值變壞的高度風險，而必須加速進行轉移。 

 
先找好買家，事實上，也提供了買賣雙方建立默契的機會，使得未來

增加合作甚至進行勾結以降低市場競爭的可能性。事實上，買者的品質往

往決定了政府矯正措施能否有效的關鍵。根據歐盟(2005)的結合矯正研究

發現，當碰上不適買家(unsuitable buyer)時，矯正方法無效的機率將高達

68%。 
在資產解體售出的買賣中，買家是訊息不充分的。當然，只有在期前

買家獲得被購資產的充分訊息，它才能夠估計解體資產之未來可能價值、

並做出正確的購買決策。充分訊息中所包含的重要部分，例如：(1) 掌握

營運狀況的各式報價備忘與細節，(2)掌握關鍵人力資源的公司盡職忠誠調

查資料，(3)掌握市場行銷決策的銷售供貨資料與客戶訊息。這些資訊轉移

若有不足，購買者可能會在購買後面臨經營困境，而無法扮演回復市場競

爭的角色。根據歐盟(2005)的研究，其案例中曾有因為這一問題無法解決，

導致解體事業產品，予一年後銷售量下降了 40%182。 
 
四、獨立性規範及指定受託人(Hold separates and trustees) 

競爭機關可以要求購併者，把被解體的資產與人員獨立並託付管理，

直到轉移給買者，這樣的設計，可以監督管理這一事業體，確保其獨立運

作於結合體之外；同時在託管時期，結合者、競爭機構、與購買者之間折

衝協調，直到取得一致，交易完成，託管期才結束。究其實，這樣的做法，

費財費力，並不是一個有效的方法，除非該資產價值具有高度風險性，否

                                                                                                                         
2006. 
181 Draft Remedies Notice, paragraphs 54 and 55. 
182Supra note 172, pp. 69, Octo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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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一般並不用它183。而且託付管理機關的時期若過長，解體事業將面臨營

運的不確定性： 
 

解體事業內部業務可能陷於近似停滯或空轉。由於託管者只是過渡期，

因此許多正常的財務規劃、生產投資、客戶經營、甚或挽留人力等等，

可能都會有意無意的降低其積極性。 
由於託管機關只是過渡期，它可能無法也無心於因應市場需求波動以從

事經營調整，因而降低了該該解體事業未來在市場中的競爭力。 
因處過渡期之故，解體事業之品牌競爭力降低，其它競爭對手(包含結合

主)趁勢行銷或採行價格掠奪，使解體事業品牌面臨市場份額流失、客戶

被奪，等到未來正式解體售出進行獨立營運時，卻已然無法挽回。 
 

這一個託付管理的機構，其實也未必一定要具備充分而必要的相關產

業知識，一般最常想到的投資銀行，對這樣的相關知識也未必在行。同時，

託付予這樣的管理機構的時間點，也相當重要。太晚成立，可能問題已經

出現；太早解除，則可能轉移尚未完成。這一託付管理機構的確實角色一

直都沒有被清晰的介定，而其與結合者之間可能存在的若有似無關係，更

容易產生諸多不公的做法。在歐盟 2005 的一個研究案例中發現，某家投資

銀行的一個事業部門，擔任了結合公司的全球併購計劃顧問，而另一個事

業部門則又擔任了該結合公司解體事業的託付管理，後者對於解體事業所

需訊息則完全由前者所提供，因此有了利益衝突。 
一般而言，託付管理機關是由政府競爭機構委派，用以監督結合者承

諾的兌現，但它卻是由結合者給付薪酬。為了節省支出與簡化給付，結合

者通常採用固定額給付，這制度無法給予託付管理機關充分去認真工作的

誘因。在某些情況下，政府競爭機關為提高託付管理機構的工作誘因，會

給付解體資產售出價格之某一固定比例給予託付管理機關，如此一來，託

付管理機關有誘因把解體資產賣給出價最高的買者，但這樣的買者卻未必

是未來最強的競爭者184。 

                                                 
183 Supra note 156, page 39-40. 
184 M. Moltta, Competitio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4, pp. 265-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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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一個最高價的買者，來源有兩個可能。第一，可能是贏者詛

咒現象(winner’s curse)。在訊息不對稱的狀況下，付出高價取得相對較低品

質資產現象，就是贏者詛咒，在許多的實務中已經證實這現象的存在。第

二，可能是勾結之信號。基於未來勾結以降低競爭的誘因考慮，結合者有

可能找出合作夥伴，讓它以高價標購解體事業，有利於未來彼此合作，而

降低市場競爭。如此一來，託付管理機關剛好變成促成未來勾結的平台組

織。 
2006 年，美國反托拉署命令Arcelor 解體Dofasco 公司(其北美鋼業公

司中的一個)，並命令 Mittal 指派經反托拉署認同的營運監督者，以確保

Dofasco 公司價值在解體行為停滯時不致變差，給予 Mittal 完全經理

Dofasco 責任，監督其合於維持獨立運作的要求185。 
 
五、買賣雙方的策略行為 

結構性矯正措施不成功的主要因素，就是來自於買賣雙方的資訊不對

稱所致。基本上兩者角色的差異在於： 
 
結合公司對於解體資產的品質訊息，永遠多於買者與競爭機構，它完全

深知該資產所需的關鍵資源，例如資訊系統、特殊人力資源、與技術知

能。 
結合公司的誘因與競爭機構相反，前者希望未來的市場競爭降低，而後

者目標則是盡可能提高未來市場競爭。 
 

由於賣方擁有比買方較多的訊息，而且買者一定是賣方同一市場中的

競爭者，紿予買方更為優良品質的資產、或者相對配合買方的營運需求，

都會加強買方的競爭形勢，反之，即是消弱賣方(結合者)的競爭優勢。當

然，這會增進總體市場競爭，卻不利於結合體。因此，結合者有誘因要削

弱買者的未來競爭強勢，暗中轉移相對劣勢資源或者消極配合營運進接，

都能延緩競爭者正式穩健步上營運軌道的時間，也可降低其競爭力量，這

是所謂的「道德危險(moral hazard)」。總而言之，在訊息不對稱的賽局中，

賣者會有誘因以較高價格或較低品質來出售其解體資產。 

                                                 
185 United States v. Mittal Steel Co NV, Hold Separate Stipulation and Order, 11 May 2006. 
www.usdoj.gov/atr/cases/f217400/2174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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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5 的歐盟研究中，這些道德危險以如下形式出現186： 
 

在解體期間，讓解體業務停頓。 
非法奪取解體業務的客戶。 
不配合或消極阻止託管者的職責履行，例如檢查銷售記錄等。 
設限資訊流向購買者。 
以其它銷售業務與解體業務混搭一起。 
提出認為購買者不適的提案。 
不完整的移轉資產。 
解體後，提高對其供應原料的價格，或者延遲對其原料供應。 
威脅終止行銷協議。 
解體後，再偷偷挖取其內的關鍵人員。 
解體後，推遲解決與第三者智財權問題。 
怠於合作以延緩購買者產品開發。 
解體後，立即推出與解體事業競爭的專有產品。 

 
六、資產分離(Separation of assets) 

任何業務資產之解體，大多會涉及資產或資源切割(carve-out)，僅管

是已經獨立運作(stand-alone)的業務部門，在解體時，也都會有一些資源必

須與母公司之間做出明確的劃分切割。牽址最多的，例如，資訊技術、薪

水帳冊系統、研發、買賣交易資料…等等與殘餘事業(retained business)共用

的資產。 
尤其是共享資產(shared assets)的分割，相對更難。例如，網路進接的

路線、生產系統、運送系統、倉儲系統，或者來自於中央部門在管理、行

銷或採購上的支持。這些系統應當劃分屬於保留資產或解體資產，都涉及

需於另一方複製一套系統。決定如何切割很難，而複製另一套也耗費成本，

更重要，移轉涉及道德危險，先天一定有不效率或混水摸魚的現象。原先

共享的資源，例如，基礎軟體系統、功能系統、服務系統，這些原先都可

能是整個集團共用共享以獲取綜效的設計，在解體時，則相對面臨難以切

割的困難、以及難以確認轉移到位的問題。 

                                                 
186 Supra note 172, p. 71, Octo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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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資產的問題最大。無形資產包含智財權、技術、許可權、契約、

客戶資料等。歐盟 2005 的研究發現，凡涉及智財權的資產轉移，就非常難

以解決，矯正措施完全失敗的風險相當高。 
有形資產雖然容易確認轉移是否到位，但是賣方基於減弱買方競爭力

量、阻緩買方競爭地位的誘因永遠存在，在實務上，屆期而仍未轉移完整，

仍是競爭主管機關必須留意的地方。 
人力資源的分割，也可能出現爭議。由於關鍵人力並不一定能夠完整

明確的書載於協議，賣方有可能會藉此隱匿重要人力。 
 

第二節 「行為面」矯正措施之類型及成效分析 

在經濟本質而言，行為矯正措施是一組承諾(commitments)，結合者承

諾將其擁有的技術、生產要素、關鍵資產予競爭者充分使用。當結合者同

時擁有上游下游公司時(即垂直整合)，它可能藉此市場地位封鎖在生產鏈

上的既存(或潛在)競爭者。為解除競爭主管機關對此一問題的疑慮，結合

者可以提出承諾，以保證既存(或潛在)競爭者之競爭地位不變。 
有時解體資產的矯正方法，可能無法實施，原因例如： 
 
找不到適當的買主。 
解決不了問題。或是基於獨家協議、網路效應、專利權交纏等問題而無

法解決。 
反而導致不效率的產生。例如一個正在執行的高科技的研發案，它可能

跨越不同的幾個產業的數個研發案同時合作進行。 
 

在這些狀況下，完全的行為面矯正措施、或者是補充結構面措施的行

為面矯正措施，是可行的。行為面的矯正措施，主要是針對結合者的資產

與權利進行設限。可能是不濫用所擁有資產的自我設限、或者是專利權的

強制授權、智財權的進接管道安排等等。 
這些方法，基本上都需要持續的管制或監督。不濫用所有資產的限制

約款，例如，不封鎖競爭者使用管道、不差別待遇競爭者，就很容易不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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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在形式上，廠商可以是很粗魯的拒絕供應要素、或者是偷偷的調高

價格、降低品質、推諉延遲供貨責任、減少附加服務等，因此，單純要求

結合者遵守承諾，而沒有持續且嚴格的監督，承諾只是空的。就是單論價

格變數，在一個垂直整合的多元化生產企業中，轉移價格、共同成本配置、

其它付費，都可能在上下游部門中同時出現，因此，在實務上給予公司足

以隱藏其對競爭者不同待遇的可能，或操作價格的機會。 
承諾進接使用重要資源、壟斷資源、或關鍵技術，也可能受到推遲。

第三者(或市場其它競爭者)在被授予進接使用關鍵技術後，總是必需有一

段時間由結合者與競爭者合作教學。由於第三者是結合者的市場競爭者，

待其學會所有技術後，將成為結合者在市場上的強勢競爭者，因此，結合

者有誘因不認真去轉移這等承諾的技術，造成矯正措施成效不佳。 
顯然的，持續管制與監督是確保行為面矯正措施能夠成功的因素，但

這種介入所需的技能與知識，又遠非競爭機關之職權與能力所及，因此很

需要管制機關的專業人員介入。如此一來，又增添了這類矯正措施的複雜。 
 
一、進接承諾(access commitments) 

為了促成競爭者更容易進入市場，或者，避免進接市場管道被封鎖，

競爭主管機關可以接受結合者開放授予它廠進接權利。例如，開放它廠參

與使用付費收視平台、機場停機坪、智財權、重要訊息…等。 
這種進接的矯正措施，通常具有複雜性，因而需要競爭機關進行監控以確

保有效被執行。委由第三者執行，也是可行的替代方案。 
在歐盟矯正通告(Remedies Notice)中提及，開收進接管道(to grant 

access)在一些情況下是可以被採用的。例如，當解體資產剛好是不可行的

時候；或者，競爭緩阻也可能源於其它特殊面向如獨家契約、網路外部性、

或關鍵專利權之結合時。在這個情況下，競爭主管機關得去尋思可以有效

回復市場競爭的其它種類矯正手段。 
2007 年，Evraz 併購Highveld 引起歐盟競爭機關的關注，因為兩家結

合後，整體公司在釩金屬的各層級供應鍊上具有加乘的市場地位187。為去

除此等疑慮，結合體同意：進行一部分的資產解體，以降低其在釩金屬原

料市場中的強勢地位；移除兩家併體在釩金氧化物及釩金成品上重疉的部

                                                 
187 釩金屬是產品鑄合過程中所必需的金屬原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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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Evraz 同時承諾，將加強其釩金原料與其它釩金製造產業之間的關係。

然而最終歐盟競爭機構並未同意此一結合案188。 
 
二、切斷與競爭者的關聯 

結合事業被要求要切斷與原競爭者之間的關聯，以使得該競爭者不再

受到結合體中任一公司的牽絆，而成為完全自由競爭的個體，這對市場競

爭的回復，具有很大的效果。一般切斷這等關聯大抵指的是，終止與競爭

者之協議、放棄或設限在競爭者內的代表權或投票權、或者解體售出在競

爭者擁有的股權。 
許多大廠的生產部門，往往都包含了幾個垂直產品的生產，也可能包

含了一些不同市場產品的生產。當主併者在被併者所處市場中，持有與被

併者互相競爭的某一(些)廠商的少部股分時，則結合案將會使主併者在原

被併者的市場中，同時持有多家互為競爭廠商的股分，會產生不為競爭的

可能性，從而傷害市場競爭。歐盟競爭機關通常會希望主併者賣出該部分

少數持股，當然也可能要求主併者對該等少數持股放棄權利行使。 
2006 年，Toshiba 要購併 Westinghouse，而兩者在其核然料部門上都

相當活躍，Westinghouse，Areva，及GNF，是全球前三大核燃料裝配供應

商，而除了 GE 及 Hitachi 外，Toshiba 也在 GNF(核然料裝配供應商)內握

有少部分股權。因此，Toshiba 併購Westinghouse，將使得Toshiba 在前三

大核燃料裝配供應商中，同時擁有兩家股權，產生可能遂行其阻礙該市場

競爭之疑慮。為消除歐盟競爭機關對此風險之疑慮，Toshiba 提出與 GNF
重訂契約，修正其於董事會上的代表權、否決權、與進接某些機密的機會
189。 

2000 年，AOL 購併Time Warner，結合體將成為第一家由AOL 網際

傳送網路播送Time Warner 關於音樂、新聞、影片…等等的整合公司。AOL
與 Bertelsmann 有一些結構上與契約上的鏈結，使得 AOL 能夠同時掌控

Bertelsmann，而 Bertelsmann 是歐洲音樂出版的領導品牌，與 TimeWarner
是同一產業市場的競爭者。因此，在 AOL 同時擁有股權下，這兩家影音

                                                 
188 Evraz/Highveld, Case No COMP/M.4494,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0 February 2007. 
189 Toshiba/Westinghouse, Case No COMP/M.4153,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9 Septemb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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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不為競爭的可能性很大。為了取得競爭機關之允許結合案，AOL 提

出數個承諾，最終要切斷與Bertelsmann 的關係190。 
 
三、平等待遇條款與防火牆 

當結合體是一個垂直整合企業，例如，上游公司不僅供應自己下游部

門，也同時供應下游的對手公司，則一些關於下游對手公司的競爭性訊息，

就可能由上游公司傳遞給其旗下游部門，造成下游市場競爭的扭曲。競爭

主管機關可以要求這類型訊息不得於不同部門間傳輸，亦即建立部門間所

謂的「防火牆(fire walls)」。然而，要求部門間不得傳遞訊息，難以落實。 
2006 年，Boeing 及Lockheed Martin 兩家合資組成「聯合發射」公司

(United Launch Alliance, ULA)，但為 FTC 否決。FTC 認為，進入「發射服

務」市場本就具有極為因難的特色，而其它航空業競爭者，在未來都是有

可能進入發射服務市場的潛在廠商。在聯合後，ULA 可以更為有利於其母

公司的航空器事業，母公司也可能會更進一步的構築它廠進入發射服務市

場的障礙，而合資公司與母公司之間的商業競爭訊息流通，將更有利於母

公司航公器事業的營運，傷害航空器市場的競爭。因此，FTC 基於維護國

防安全與維持發射服務市場與航空器市場的競爭程度，它要求 ULA 必需

基於平等原則，提供服務於所有其它航空器廠商，同時要求 Boeing 及

Lockheed Martin 要以相同的理念，支持所有其它發射服務提供者，而三者

都必需不得流洩從其它航空器業者與發射服務業者所得到的競爭相關訊息
191。 
 
四、放棄某些權利 

2006 年，Boston Scientific 併購 Guidant 時，FTC 除了要求 Boston 
Scientific 必需把重疉資產解體出售於期前買者之外，也額外增設一些放棄

權利的要求。那時，Boston Scientific擁有另一家公司Cameron的顯者小股，

該公司正在發展的產品，未來面世後，會與新結合體所已生產的產品相互

競爭，因此，FTC 要求 Boston Scientific 放棄從 Cameron 接獲訊息的權利

與控制Cameron 的權利，那些放棄的權利，將由該公司指派獨立代理人代

                                                 
190 AOL/Time Warner, Case No Comp/M. 1845, Decision of 11/10/2000.  
191 In the Matter of The Boeing Co., Lockheed Martin Corp., and United Launch Alliance, File No. 
051-0165, 3 Octob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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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而代理人行使這些權利時，是基於 BS 為一投資者的立場而非競爭者

的角度192。 
1996 年，Lufthansa 與 SAS 兩家航空公司同意建立長期合作聯盟，並

成立整合空中運輸系統的合資公司，用以服務於北歐與德國之間的運輸。

歐盟競爭機構給予十年核可權，但前提是，他們必需放棄一些已飽和機場

的停機門，以因應潛在競爭者之需求193。 
 
五、授予第三者權利 

2005 年，Aloha Petroleum 購買Trustreet Properties 的石油設備資產，

這使得夏威夷具有提煉與輸入站設備的廠商數目，由五家減為四家。由於

Aloha Petroleum 宣告將同意提供長達 20 年的契約，給予第三者實質權利

使用其所擁有的夏威夷唯一輸入站，FTC 也因此沒有對它提出任何資產解

體要求，而同意了該案194。  
1999 年，Astra 購併Zeneca。在瑞典與挪威，Zenceca 的Astra 是防止

心臟病突發的 β受體阻滯藥品市場中的主要競爭者，而且非常積極的推動

其所擁有的品牌Tenormin。因此兩者結合，顯然的降低市場競爭。而其所

提出矯正方法則是，授予一個有效且獨立的第三者，於瑞典與挪威獨家銷

售Tenormin 長達 10 年的權利195。 
 
六、無差異待遇條款 

當廠商進行跨層結合時(即垂直結合)，則因結合體擁有上下游產業鏈，

若規模夠大，很容易產生其它廠商因得不到上游供應或下游銷售，而被排

擠於市場競爭之外。競爭機關面對這樣的案子，可以採用設限行為的措施，

令其對它廠之供應價格，不得有異於對自己事業部門的轉移價格，確保市

場在結合之後，它廠受到的競爭衝擊不大。 

                                                 
192 In the Matter of Boston Scientific Corp. and Guidant Corp., FTC Docket No. C-4164, 21 July 
2006. 
193 Lufthans/SAS, IV/35.545. Decision of 16/01/1996. 
194 Press Releas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Resolves Aloha Petroleum Litigation, 6 
September 2005. 
195 Astra/Zeneca, Case No. Comp/M.1403, Article 6(1)(b). Decision of 26/02/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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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這樣的考慮，FTC 在America Online 併購Time Warner 的案子中、反

托拉斯署在Northrop Grumman 與TRW 的結合案中，都使用這樣的行為設

限矯正措施196。 
2000 年，Vodafone Airtouch 購併Mannesmann，這將產生泛歐唯一的

行動通訊公司，將在八個會員國中單獨掌控所有的營運商、在三個會員國

中共同掌控營運商，這個整合網路讓它可以在泛歐區內快速無縫接通服務，

而其它營運商很難在短期內建立這樣的系統。因此結合者提出承諾，願意

授予競爭者在三年內無差異進接這一網路管道197。 
 

七、授權契約替代資產解體 
 當一些關鍵技術(key technology)是造成市場競爭的主要因素時，透過

解體該技術資產予其它(潛在)競爭者，使其永遠脫離結合者之獨家掌握，

是避免市場競爭受損的最佳方法。然而，如前一節所述，在解體的過程中，

有一些解體事業正在進行的研發或其它活動，可能因此受到影響與傷害，

此時，競爭主管機關也可以接受專利權安排的協議以為替代方法。例如，

結合者簽署授予其它競爭者獨家契約(exclusive license)，給予他無設限的使

用權(no field-of-use restrictions)。 
在前例 Johnson & Johnson/Guidant 的結合案中，FTC 對於塗藥血管支

架(Drug-Eluting Stents, DES)市場競爭非常關切198。對塗藥血管支架市場而

言，Guidant 是三個潛在可能進入者之一，而且是美國唯一具快速交換專利

權(rapid exchange patents)的潛在進入者。因此，Johnson & Johnson 對它的

併購，將使塗藥血管支架市場失去一個潛在競爭者，嚴重傷害塗藥血管支

架市場的競爭程度。僅管如此，FTC 並未對此結合案祭出解體資產的矯正

措施，而是採用行為面矯正。它命令 Johnson & Johnson 對於正在發展塗藥

血管支架的另一廠商Abbott，授予全面性支付、無排它性、且不可改變的

權利，使其可以有進接快速交換技術的管道。如此，塗藥血管支架市場的

潛在進入者，依舊保有數目三家199。 

                                                 
196 In the Matter of America Online, Inc. and Time Warner, FTC Doket No. C-3989, 17 April 
2001. U.S. v. Northrop Grumman Corp. and TRW, 68 Fed, Reg.1861, 17 January 2003. 
197 Vodafone Airtouch/Mannesmann, Case No. Comp/M. 1795, Article 6(1)(b). Decision of 4 
December 2000. 
198 塗藥血管支架是用來治療冠狀動脈疾病。 
199 In the Matter of Johnson & Johnson, FTC Docket No. C-4154, 21 Decem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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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年，Cephalon 併購Cima Labs 時，FTC 也採用相同的策略，它要

求 Cephaloln 授權賣出快速阻斷癌症病痛的藥品 Actiq 給第三者200。2005
年，美國反托拉斯署要求，在 Reuters 併購 Moneyline Telerate 之前，

Moneyline Telerate 必需先行完成授權其下的兩個軟體平台予第三者201。 
技術授權，一般而言都會牽涉智財權使用。競爭機關要求結合者開放

技術授權的時機，通常是因為，結合後高度市場集中可能造成市場上(潛在)
競爭者(包含解體資產的可能購買者)的進接管道，這些進接管道包含，提

振研發、生產、行銷、販售、服務、或其它價值鏈上重要功能等等的進接

管道。根據實務，在製造業，比較需要獲得授權的重要進接管道，傾向於

專利權、製造技術、設計權；而在零售與服務業方面，則比較傾向於商標

權、著作權等。 
所謂獨家授權(exclusive license)是指只有一個競爭者是被授權者，它在

一定時間內固定地域內，擁有唯一的使用權。此一設計目的在於把結合者

的市場地位(market position)轉移予某一個競爭者，使該競爭者能夠一如完

全擁有該技術般地於於市場上進行有效的競爭。共同授權(co-licensing)則是

唯一的被授權者與授權者，同時享有使用該技術之權利；非獨家授權

(non-exclusive licensee)則是有多個競爭者成為被授權使用者；無差異非獨

家授權(non-discriminatory non-exclusive license)，則是對所有的被授權人採

用相同的條件授予。不同的授權方法，會有不同的可能買賣糾紛，價格與

授權範圍通常是最頻繁的兩項。 
競爭主管機關在這一項的的矯正措施上，必需正確的掌握「被授權人

數」、「授權範圍」、「被授權地域範圍」、「授權期限」、「授權價格」

等等，才能確實掌握市場競爭可被回復的程度，這一個矯正措施方能有效。 
另外，買賣雙方也可能透過授權的過程進行勾結合作，競爭主管機關，勢

必要留意此等可能行為的發生。 
 

                                                 
200 In the Matter of Cephalon Inc. and Cima Labs Inc., FTC Docket No. C-4121, 20 September 
2004. 
201 Press Release, Department of Justice, Reuters Ltd. And Moneyline Telerate Restructure 
Proposed Deal to Alleviate Justice Department’s Antitrust Concerns, 4 Ma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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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矯正措施成效研究 

 Baer (1999)檢視了 FTC 在 1990-1994 期間的資產解體案件發現：(1)
約 75%的比例成功的創造了市場的有效可行競爭者(viable competitors)，加

果解體售出的事業是一個正在進行經營的事業體，則約有 86%的案例會成

功。(2)結合者傾向於尋找邊際合格的可接受買主(marginally acceptable 
buyers)202，同時也時常傾向於採行防礙他們成功的策略措施。比如，延遲

供應或供應劣質的需求要素。(3)大多數的買主並不具有管道以進接充分訊

息、避免錯誤203。 
行為面矯正一般需要持續性的監督和執行，而結構面矯正則是一次性

的行為，委員會無需在該方面投入過多的行政資源。然而，結構性矯正措

施的目標之一，是通過解體出售結合企業之資產，阻止結合後企業體獲得

市場支配地位(single dominance)。然而另一個目標卻往往容易被忽略，即

在於防止解體資產後共同市場支配(collective dominance)的產生。不幸的，

目前的結構面矯正通常只關注第一個目標而忽視第二項目標204。 
2005 年歐盟競爭機構進行「結合矯正研究(Merger remedies study)」，

時間涵蓋 1996-2000 年，樣本中包含 40 件案子被核准、96 個矯正措施。

顯示：(1)在解體資產給市場競爭者或新進者的矯正措施中，約有 94%的這

些廠商於解體後的 3-5 年中，仍然健在於競爭市場中。意味著，購買解體

資產的廠商，其存在的持續性顯然很高。這數據在美國，也達到了 75%205。

(2)總合而言，約 81%的矯正措施是有效的。 
同時，該研究也顯示出了幾個問題：(1)每一個矯正方案平均包含了解

決兩個問題的設計；(2)涉及智慧財產權的矯正措施幾乎完全失敗；(3)結合

事業市佔率上升、而買者市佔率下降；(4)約 10%強的措施沒有意義。 
不同於傳統關於矯正措施之分類，該研究將所有的矯正措施分為三個類型：

移轉市場地位的承諾、退出合資公司的承諾、授權進接管道的承諾。第一

                                                 
202 這些買主比較不會在未來成為強勢的競爭者。 
203 Baer, W.J., 1999, A Study of the Commission’s Divestiture Process, FTC. 
204 Motta et al. (2003). 
205 A study of the Commission’s divestiture process prepared by the staff of the Bureau of 
Competition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ttp://www.ftc.gov/os/1999/08/divestu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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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包括，解體售出可以有效單獨經營的事業體、子公司股權分離賣出

(equity carve-out)、解體賣出包裹資產(mix-and-match assets)、解體或授權智

財權，在其統計中，分別各有 68、15、37、9 個案件。第二類型，則是要

求結合公司放棄對一些事業的共有控制權，有 8 案。第三類型，是促成其

它公司或新進公司進接市場，可能包含進接基礎設施、進接技術權利、或

終止特殊的垂直協議，分別各有 4、5、1 案。其研究結果，簡單彙整如下。 
 
一、最成功與最不成功的矯正方法 
退出合資公司(exit from joint ventures)的矯正措施最具效果。其原因是，

合資公司一般而言已多是高度獨立穩建運作的事業體，因此當購併公司

由此退出，其運作依舊能夠持續不墜；另外，購買解體資產者也通常是

來自於另一個合資去司，擁有相當的經驗與管理能力。因此，這等矯正

措施成功率也就相對的很高。 
相反的，最不具成效的矯正措施，則是要求結合公司提供進接(access to)
基礎建設或智財權。根據其研究，大多數案例中的獲權者，依舊是一直

無法與結合體產生有效競爭。 
 

二、矯正方法的失敗率  
結構面矯正措施能否成功，取決於有效解決方法能否被提出。歐盟

(2005)的研究中顯示，約有 70%的案件，其矯正方法是有效的206。針對不

同的矯正方法，其有效率分別如下： 
 
針對「解體資產範圍」所生問題，而提出的方案中，失敗者佔總數 66 件

中的 21 件(記作 21/66)， 
關於提出「引入第三者(Third party involvement)」以解決問題的，失敗者

佔總數 18 件的 2 件(2/18)； 
在「股權分離出售(Carve-out)」的相關問題解決方案中，失敗者佔總數

35 件中的 9 件(9/35)， 
至於移轉期間確實「保留分立(Interim preservation)」獨立運作的解決方法

中，失敗的佔總數 32 件中的 5 件(5/32)； 

                                                 
206 根據Francois Leveque (2007)的說法，該研究樣本若未排除「效力難定」與「無認為無

意義」的案例，則有效性將下降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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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力資源移轉(Transfer)」的失敗比率為 10/25； 
最嚴重的，是針對「不適買者(unsuitable buyer)」而所提出的方案中，失

敗比例高達 12/18207。 
 

最沒有效率的解決方法，想當然耳，是碰上了不適買者，其次是人力

資源移轉的隱匿。因此，找一個可被接受的適當買者，是資產解體成功的

主要步驟，歐盟美加各國競爭機關，也都再三強調適當買者的重要性。 
人力資源的隱匿不移，則主要是源於資訊不對稱。買者不容易掌握住

關鍵人力資源的定義與對象，造成賣方可以輕意刻意隱匿。欠缺關鍵人力

資源的解體賣出事業，其競爭力必然下降，對賣方造成的威脅相對降低，

促增賣方隱匿關鍵人力而不為轉移的動機。 
雖然，解體資產範圍也是一個相對複雜的議題，但針對它所擬定的解

決方案，在歐盟(2005)的研究中，卻僅有三分之一的失敗率，名列第三。

它的影響性果真不容忽視。 
 
三、市佔率指標不利於購買解體資產者 
購買解體資產者，市佔率下降的比例約 44%，而上升的比例約只有 18%。 
留下殘餘資產的原公司，市佔率上升的比例約 47%，而下降的比例只約

33%。 
購買解體資者相對於結合而言，市佔率相對變差的佔 57%，變好的約只

佔 23%。 
 

結構性矯正措施不成功的原因，主要是買賣雙方的資訊不對稱所致。

基本上：(1)結合公司對於解體資產的品質訊息，永遠多於買者與競爭機構，

它完全深知該資產所需的關鍵資源，例如資訊系統、特殊人力資源、與技

術知能。(2)結合公司的興趣與競爭機構相反，前者希望未來的市場競爭降

低，而後者目標則是盡可能提高未來市場競爭。賣方擁有比買方較多的訊

息，賣方會出現道德危險(moral hazard)，而導致出售解體資產時價格相對

提高、或者資產品質相對被壓低。 

                                                 
207 同時參見 Francois Leveque, Are merger remedies effective in the EU? Working paper, 
Februar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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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購買解體資產者即是市場現在或新出現的競爭者，削弱這一競爭

者的競爭力，是有利於結合公司的。為達成其目標，結合公司可能利用買

者不充分訊息的劣勢，而採用一些策略行為，例如壓低出售資產的品質。

隱匿關鍵人力資源不予轉予、刻意轉移劣質人力資源於此資產中、拖延或

降低基礎設施的轉移、漫不經心處理共用進接管道中對手的資料…等等，

都會使得資產品質下降。另外，結合公司也可以找來朋友或夥伴購買解體

資產，未來容易進行合作或勾結，實質上的降低市場競爭。 
根據歐盟(2005)研究，賣方在資產的解體轉移中，為降低買方未來的

競爭力，曾有底下這些不正當手法出現： 
 
賣方偷偷保留精進的技術廠而賣給買者較舊的廠，導致買者無法與賣者

競逐客戶。歐盟發現，購買技術性事業(technology business)的買者，很

可能因為沒有與時俱進的新科技廠做為示範宣傳，因而無法吸收新客

戶。 
由於訊息不充分，檢視帳戶與技術很難，買者往往是在買後才發現關鍵

僱員、客戶資料、及其它關鍵資產(essential assets)不見。在歐盟，買者

只給予兩天時間來檢視帳戶與技術，這問題更易浮現。 
買者事業往往仍需依賴賣方網絡，而賣方在操作上又往往會不經心於買

者事業的客戶服務，導致在歐盟案例中，買者客戶往往流失大半。 
賣方可能不認真轉移支持生產的基礎設施給買方。 
在解體的時間內，賣方可能停止解體包裹內的產品品牌促銷。歐盟的研

究顯示，在這段期間，解體包裹內的產品產量平均降為 70%以下。 
許多案例顯示，賣方利用解體行動，將劣質人力轉移於買方。 
也可能出現關鍵資產並沒有被轉移。關鍵資產可能包含關鍵人力或支援

功能(如市場行銷)。銷售行為繼續為賣方人力所主導，而且生產資源仍

舊被保留於賣方場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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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由於政府與公司之間的誘因與目標不同，結合矯正措施未必能夠如預

期般的達到回復結合前之競爭水準。一者，公司必定儘量減少矯正措施所

可壯大未來競爭者的力量，以便攫取更大利潤；相反的，競爭主管機關則

儘量壯大未來競爭者之市場力量、以增加消費者剩餘。兩者誘因不同，難

免誐虞我詐。二者，競爭主管機關對市場與營運資訊永遠不若結合廠商來

得充分，構成管制學中常見的不對稱訊息。因此，結合矯正措施是否需要、

大小是否適當、類型方法是否得宜，掌握拿捏實為不易。 
結構面的資產解體措施，具不可回復性，增添競爭機關行使此等矯正

措施時，所可能隱涵的風險代價。尤其在買方市場不夠競爭時，錯誤解體

資產部位或出售給不適當買者之機率變大。但是結構面作法往往不需持續

監督，因而被認為相對的「乾淨俐落」。而行為面矯正措施，雖然牽動層

次範圍相對較小，但若涉及較為複雜的「軟資產」承諾，例如營運管道、

資料、人力、軟體、市場資料、客戶資料、供貨來源，或者技術移轉、權

利轉讓、平台進接等等，都很容易出現管制經濟學中「陰奉陽違」的暗地

規避，承諾是否履行並不易被查核。涉及這類型矯正措施的承諾，也往往

需要競爭機關持續甚或長期的監督，將耗費大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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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對我國執行結合矯正措施之借鏡 

第一節  運用「結構面」矯正措施之可行性及配套機制 

 
一、經濟面之評估 

結構面矯正措施，雖具有「乾淨俐落」的手法，但卻容易出錯，而且

出錯的代價相對的大。原因是，第一，訊息不對稱，競爭機構所知訊息不

充分，出手切割公司，容易犯錯。第二，此一矯正措施具有不可回復性，

一旦錯誤，對整個市場競爭將造成很大的傷害。 
以資產解體出售做為結合矯正措施，要能成功，從經濟面來看，必需

兼顧幾個面向。競爭主管機關，所需關注的，也在於這幾個面向；而能否

確實可以執行，也在於這幾個面向。第一，劃定適當的資產解體出售部位。

第二，解體出售的部位與殘留部位，其勾纏關聯必需要妥適安排，而能讓

解體出售部位仍然保有原水準的獨立運作功能。第三，解體出售部位，在

售出之前，必需予以保值，免得過程中資產變壞。第四，解體出售的資產，

必需售予「對」的廠商，而有能力回復結合前之市場競爭水準。第五，防

止買賣雙方的勾結策略與集體優勢。 
競爭機構要完成這幾個面向，所遭遇的最大困難，就是訊息不足，無

法精準拿捏。我們將針對這五個面向，逐一說明競爭機構的困難與所可能

採行的因應措施。 
 

(一)、確實切割有助於回復市場競爭水準的資產範圍 
適當的解體資產部位，在很大的程度上，決定了買者於購買解體資產

後，是否能夠順利脫離結合體，而完整的獨立營運，形成市場上有效而持

久的競爭廠商。解體資產部位愈是能夠獨立於殘餘部位之外，則該解體部

位就愈能夠有效的獨立運作。因此，確實審定範圍，是結構面矯正措施的

第一前提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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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體部位與解體方案是由結合廠商所提出，競爭機關進行審議階段時，

除了對解體部位於分合之後，市場競爭狀態的掌握與分析外，更重要的是，

對該結合企業內部營運資料報表熟稔與深入了解，才能夠精準審議切割範

圍是否恰當。尤其，涉及「剪不斷理還亂」的解體部位與殘留部位關係，

更需深入了解結合企業的內部營運與實質作業，否則不易釐清。例如，兩

部位之間高度相依，可能是上下游垂直依賴、地域互補、產品互補、智財

權糾葛，又或是基礎設施、關鍵技術、使用管道之 know-how 權利等等，

都會使得切割出來的部位，獨立運作的可能性相對減弱，矯正措施之成功

機率相對減少。 
然而，公平交易委員會善於市場競爭分析，對於結合與解體售出前後

之競爭狀態分析的專業能力，無庸置疑。不過以該會專業職權之設計與規

模，能否勝任企業內部營運資料的掌握與分析，不無疑問。況且，這當中

還涉及訊息不對稱問題，若非是產業主管機關長期的收集、關注、管制、

與分析，似乎不易於短期間內做出精確的判斷。 
 

(二)、妥適安排解體部位與殘留部位之勾纏關聯 
解體售出部位與殘留部位，可能共用營運所需的基礎設施、網路系統

平台、技術專利、人力資源、know-how 知識、智財權，必需明確的規範

轉移範圍與深度，確保出售部位能夠順利完整的售出，且能夠獨立營運作

業。這一些涉及的「軟資產」，不僅在切割協議上不易精確載明，在移轉

上是否到位，也不易查察。僅管結合者提議方案表明願意割售某資產部位，

但在實際移轉上，仍可諸多怠職與玩忽，難以確實到位。 
這一部分，就公平會而言，雖可審核結合企業所提出的「軟資產」轉

移方案，但實務上，卻很難以確認其轉移是否到位。因此，當兩部位勾纏

關聯相對複雜時，解體資產出售的矯正方案，不易確實執行。 
 

(三)、保護解體部位之價值以避免過程中資產變壞 
競爭機關可以要求購併者，把被解體資產部位與其人員，獨立託付管

理，直到轉移給買者。雖然這樣的設計，可以容易監督管理這一事業體，

確保其獨立運作，但所付出的成本代價可能不低。因此在歐美，除非該資

產價值具有高度風險性，否則一般並不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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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管的困難與問題，包含：(1)費時耗財。公平會並無相對人力足以應

付相對長期的涉入。(2)託付管理只是過渡期，管理者對於事業內部業務與

市場競爭可能不具積極任事的誘因，會降低該事業之競爭能力與市場價值。

(3)受託付管理的機構，若未能具備充分而必要的相關產業知識，更容易在

託管期間產生市場價值流失。(4)授託付機構的薪酬機制，若採用定額給付，

無法提供認真工作的誘因；若採用售價成數給付，則託管者有誘因把解體

資產賣給出價最高的買者，卻未必是未來最強的競爭者 。 
相對高價格賣出解體部位，公平會必需小心以對。在美國的併購實例

分析中，友善結合(friendly takeover)往往比敵意購併(hostile takeover)付出更

高的價格208。原因是，友善購併主是被併方熟識之人，一者，它往往是應

被併方之要求出手收購，以避免被併方落入其它競購者之手；二者，對於

被併方的舊經理人員，無法予以低價遣散，因此，友善併購主往往得付出

相對較高的價格。在解體出售中，賣者若找來能夠合作的對象，出個好價

格賣出，不無可能。因此，高價格可能是與友善併購主合作勾結的信號。

理論上如此，實務上就值得多加留意。 
因此，除非不得已，最好不要採用託管措施。 
 

(四)、審慎出售解體部位予「對」的廠商 
「對」的買主，必須擁有充足的知識技能、專業能力、保證承擔、與

規模大小，以及充足的誘因意願，足以使買入的解體部位變成積極而成功

的市場競爭角色，藉此回復結合案之前的市場競爭水準。 
買主對象由結合企業所提案，並詳加說明與分析，公平會則進行審查並議

決。對於結合者與第三者間的資產轉移，其所導致的市場結構變化與競爭

水平異動，公平會自然具備專業與職權可以從事分析。不過，有三個問題，

必須小心留意。 
 
第一，購買者的財務能力，需予以詳加分析。 
第二，購買者是否獨立於結合體之外，需詳加調查。 
第三，購買者與結合者之間，是否存在可能的策略合作。 
 

                                                 
208 Carlton and Perloff , Moder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4th ed., 2005.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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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是否是為「恰當買者」，決於其是否具備能力與意願，這方

面的調查工作，對公平會而言，可行無礙。但對於是否可能存在「策略合

作」，則需進一步查察。歐盟(2005)的結合矯正研究顯示，碰上不適買家，

高達三分之二的矯正措施無效。 
然而，導致買家是否「適當(suitable)」，還很大的取決於買賣之間的

訊息揭露。買家訊息不充分，往往導致錯估解體資產部位的未來價值，或

者導致重要營運資源被刻意或輕忽的不予移轉，從而導致買者做錯購買決

策，致使該資產部位於未來承擔過高成本或營運不效率，而無法如期望的

成為市場中的重要競爭力量。買者所需的重要訊息，例如，完整揭露的財

務狀況、包含各式報價備忘與細節的營運狀況、關鍵人力資源的職務人事

資料、銷售供貨客戶的市場行銷訊息…等等。歐盟(2005)的指出，其研究

案例如這一問題出現，導致解體事業產品於一年後銷售量下降了 40%。 
雖然，買賣雙方是純商業行為，但是，此處的買賣則是因為公平會企

求市場回歸原競爭水平所做的核准，若因買方訊息不足、決策錯誤，導致

未來該買者無法成為競爭水平的救贖力量，則結合案最終將造成市場競爭

的重大傷害。因此，公平會有無責任介入賣者訊息之強制揭露與挖掘，值

得探討。若有此責任，則以目前職權而言，實難執行；若無此責任，雖執

行相對容易可行，卻也容易不足以達成回復原競爭水平的期望。 
 
(五)、防止買賣雙方的策略合作 

先找好買家，事實上，也提供了買賣雙方建立默契的機會，使得未來

增加合作甚至進行勾結以降低市場競爭的可能性。如前所述，美國的併購

實例分析中，友善購併總比敵意購併付出更高的代價，因此，得以高價出

售，有可能是來自於友善的友人，雙方容易商談。買賣後雖是同為水平競

爭企業，但合作決策的承諾，可能早在買賣之時已有默契。其結果，可能

出現「集體優勢(collective dominance)」，反而不利於市場競爭。 
防範競爭者合作，這一任務，本在公平會的職權之中，歷年來執行也

具有相當成效。唯這裏所產生的互為競爭的買賣雙方合作可能，是由於公

平會核可結合案所引起，不同於一般市場競爭所直接產生的案例，因此，

公平會必需特別留意此一勾結是否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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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解體資產出售，只有在解體出售的部位與殘餘部位間，沒

有太大的藕斷絲黏時，切割才能相對「乾淨俐落」，否則，解體部位將難

以完全獨立，而無法獲致回復原先競爭水平之目標。因此，公平會在結合

矯正時，若欲採用結構面的資產解體，則需詳細審斷解體部位與殘留部位

之間的關聯，當關聯性較大時，尤其是涉及諸多「軟資產」轉移的案子，

應多予保留。 
執行上，當由結合廠商提出矯正方案，羅列出： 

(1)欲移轉資產或部門  
(2)財務資料  
(3)營運數據  
(4)移出部位與殘留部位關聯涉及之軟資產安排  
(5)移出部位之市場競爭狀況 
(6)依據與適用法規 

 
資料詳盡將有助於公平會之判斷，唯公平會亦可自行進行調查、或者

與相關產業機關合作，查察資料。表列中的(2)(3)(4)項，基本上是公司的商

業機密，真實性不易查核，這也是結構面矯正措施最大的困難點。 
 
二、法律面之評估 

競爭主管機關透過附負擔之方式，有條件的允許結合，該行政處分行

為，應符合行政法中之合目的性與必要性等比例原則，以及禁止咨意原則

等之拘束。依行政程序法第 7 條之規定，解體處分應符合下列原則: 1，所

採行之方法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2，當同時存有多項手段可實現相同目的時，

應選擇對事業權益損害最少者為之; 3，所採行之解體措施所造之損害，不

得與欲達成目的之利益顯失均衡。行政程序法第９３條第１項規定：「行

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有裁量權時，得為附款。無裁量權者，以法律有明文

規定或為確保行政處分法定要件之履行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為限，始得

為之。」該項係依行政處分為「裁量處分」或「羈束處分」之不同而為規

定。 
惟附款之設置，其作在於增加行政處分之彈性，因此通常係就授益行

政處分添加附款。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第 2 項：「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十一

條第四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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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該規定法律明文規定得設置附款209，乃羈束之

授益處分，人民對特定行政處分之作成有請求權，添加附款即限制其請求

權。基於律保留原則，行政須有法律授權始得限制人民之自由權利210。 
行政機關雖得以添加附款之方式，以達成政目的之要求，然而於附款

添加之過中，為避免行政機關利用其優勢地位，對於人民要求不正當之作

為、不作為義務，甚至附款之內容牴觸行政處分之目的，不合乎一定之比

例，故行政程序法第 94 條規定：「前條之附款不得違背行政處分之目的，

並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以茲限制，其意義內涵包括

一般之行政法原理原則。綜合針對行政處分之附款，相關行政法原理原則

如下： 
 

(一)、不得違背行政處分之目的 
附款係用以達成行政處分及其所根據法律規定之目的。特定事項之存

否，足以影響行政處分之作成或裁時，附款即用以創設或排除此等事項，

以利於行政處分之作成。故附款不得違背行政處分之目的，俾使政處分依

法所欲達成之目的，全部或部分受妨礙211。 
 

(二)、比例原則 
於選擇附款及決定其範圍時，不得違反比例原則。舉例而言，以干涉

較輕微之負擔即可達成行政目的時，即不得設定干涉較重大之負擔212。作

成授益處分時，如添加附款即足以保護公益，基於比例原則之考量，不得

拒絕申請213。 
 

(三)、不當聯結禁止原則 

                                                 
209 創設行政處分附款之制度目的，於使行政決定更「有效率、更彈性」，並能「顧及人民

之利益，以符合比例原則及個案正義之要求。其理由乃為，倘無附款機制可資運用，主管

機關對於申請授益處分之當事人，其要件是否齊備尚存疑慮時，則唯有駁回或禁止一途；

反之，藉由附款的妥善運用，以附帶若干保留而允許當事人之申請，亦符合「程序經濟」

之要求。 
210 陳敏，行政法總論，頁521-522，自版，第四版(2004)。 
211 同前註，頁524。 
212 更不得設定干涉較重大之條件。在負擔無法達成目的時，始得設置條件。 
213 陳敏，前揭註 210，頁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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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機關為行政處分固得附加附款，但不能以附款為手段，追求額外

之利益，是以附款之附加應與主行政處分有事理上之關聯，此即不當聯結

禁止原則之適用214。換言之，行政行為對人民造成不利益所使用之手段，

必須與行政行為所欲追求之目的間有合理之聯結關係存在。目的在防止行

政機關利用其優勢地位而濫用公權利，造成人民不合理的負擔。該原理原

則亦明確體現於行政程序法第 94 條下半段之規定中。 
 

(四)、其他法理上之限制 
除行政法學理原則之要求外，公平會倘擬以公平法第 13 條第 1 項所

規定之手段，對於結合事業附以「分設事業」或「轉讓部分營業」等負擔

時，可能會同時產生公平法和其他企業法規間之執法配問題。由於事業「解

體」在多數情況下，均會涉及公司「分割」的問題，公司法(第 317 條、第

317 條之 1、第 317 條之 2)，企業併購法(第 32 條，第 33 條)以及金融控股

公司法(第 33 條、34 條、35 條)等關於公司分割的具體規定，均可能會涉

及在內。 
另外，公司的分割不僅關係到處分的相對人，也會連動到相對人所屬

員工、股東、及債權人的利益，法律對這些關係人之保護規定，也會影響

公平法解體措施之運作實效，引發以下二點問題。 

 

(一)、解體措施之提出及措施回復競爭程度的認定標準 
管制者與被管制間就管制事項，原本即存在有資訊上不對稱問題，使

得管制者往往面臨該如何提出管制方案的困境。在企業解體措施部分，由

於公司法及相關法規，多立基於企業係出於自願及追求利潤極大考量進行

結合或分割，而為相關之規範，此與公平法之解體係出於維持市場競爭考

量所為者，管制目的上即有所出入。此一管制目的的不同，可能加大了競

爭主管機關與結合事業間，就如何設計出妥適解體方案之看法歧異。215 此
一規範目的的不同，也將連帶使公平會在判斷措施是否足以「回復競爭」

程度時，產生判斷上疑義。 

                                                 
214 趙義德，析論不當聯結禁止原則，行政法之一般法律原則，頁233，三民書局(1999)。 
215 羅宗賢，公司分割與競爭法理關係之探討 頁 161 (國立成功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2 年 6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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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適解體措施之選擇 

由於公司法或企業購併法等關於分割之規定，重點往往著眼於企業組

織變動，對企業內部員工、股東、及債權人等之影響及保護，故這類型法

規通常有具體詳細之分割程序要求規定，而可能影響到解體措施後續實施

的可行性與進度。例如依公司法第 316 條第 1 項，以及企業併購法第 32

條第 2 項之規定，企業於進行分割時，原則上應有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

二以上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過半數之同意行之。另外，公司法 316 條之

1 第 2 項及企業併購法第 32 條第 10 項均規定，股份有限公司分割後，其

存續或新設公司均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前類規定對解體措施的實施增添

了不少變數; 後類規定則限縮了解體措施實施的彈性。因此，這類法規應

否適用於公平會對結合案所附加之解體負擔? 即是一項值得深思的問題。 

 

第二節 「行為面」矯正措施之問題及其解決之道 

行為面的矯正措施，是針對結合者之資產、權利、或市場力進行設限。

例如對其優勢資源的開放或設限、技術或專利權的授權、股權力量行使之

設限、智財權或基礎設施進接安排等等。簡單說，行為面矯正措施，不外

乎兩個面向：資源的設限與開放。 

 

一、資源的設限 

在資源的設限方面，例如持有某廠部分股權的廠商A，併購另一廠商

B，而B 廠有部分(或全部)產品與該某廠處於同一水平競爭市場，則A 廠

商將同時擁有兩個互為競爭廠商的股權，為了還原結合前該市場競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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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求(或其自我設限)A 廠商出售於該某廠之持股、或放棄其代表權或投

票權，確保該一某廠獨立運作於市場競爭。 

設限要具體可行、或可具體查察，否則易流於空泛。放棄持股、投票

權，可以確實執行，這些措施就可相對有效。公平會於九十七年否決好樂

迪併購錢櫃一案中，好樂迪所提出之自我設限，相對的，就屬於難以具體

有效查核的設限，執行相對不易216。 

好樂迪為換得通過併購錢櫃，提出的「結合矯正措施」包含「不調漲

價格」、「維持雙品牌策略」、「五年內原則上不減少營業據點」等。關

於這些承諾，需要思考幾個問題： 

(1)是否確實可以查核？  

(2)是否必需長期予以查核？  

(3)是否確實可以回復結合前競爭水準？ 

 

由於好樂迪與錢櫃結合後，已經達到壟斷的水準，消費者替代性很小，

此時維持品質而調高價格與維持價格而調降品質，是相同的達到剝削消費

者的目的。因此，承諾價格不調漲，意義不大。而在價格鎖死後，品質供

應的下降，即等於破壞承諾。公平會之查察，當不只在於名目上是否價格

上漲，而且必需查察實質上的品質是否下降。對於服務品質的查察，在執

行上，變得相對困難。同時，公平會也必需長期予以關注並查察與分析，

才能確保品質不會被變相下降，相對的耗材費力。更重要的，結合後，維

持價格不上漲，並不等於競爭水平不變。市場競爭，可以有效提升品質、

壓低價格、促進多元選擇，不是只是「不調漲價格」而已，因此，此一承

諾並無助於回復結合前的競爭水平。 

                                                 
216 參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結合案件決定書公結字第0970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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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維持雙品牌策略」則屬空泛之詞。產業理論裏，同一公司創設

兩個品牌，其目的當然不在於自我競爭，而在於瞄準不同消費族群、區隔

市場，藉以榨取更大的消費者剩餘。此處之「雙品牌」，雖不一定具有經

濟理論中的市場定位與區隔功能，但鐵定沒有自我競爭的可能。這一承諾，

易查核、不必投入太多財力即可查核，但它對回復競爭無一點功效，雙品

牌只是徒具虛名。 

「不減少營業據點」雖然可以確保消費的可及性與方便性，但在壟斷

狀態下，並不構成競爭層次的衝擊。自家分公司再多，也不會是自我削價

競爭。況且，不減少營業據點，在經濟學的分析中，它還具有嚇阻新廠參

進的功能。因此，此一承諾，雖然容易查核，事實上，也不具太大的回復

競爭意涵。 

以這三個問題來思考結合的矯正承諾，同樣的適用於「資源的開放面」

分析。 

 

二、資源的開放 

在資源的開放方面，例如承諾第三者進接其重要基礎設施或資源，或

者授予第三者智財權，以形成市場上的另一有效競爭力量。一般而言，對

於「軟資產」的技術授權或進接承諾，比較不容易被確認完全兌現，因此

比較容易引起糾紛。競爭機關要求結合者開放技術授權或承諾進接，通常

是因為顧慮於結合後，產生高度市場集中，造成(潛在)競爭者被封鎖，因

此要求結合者開放。這些被開放或承諾的進接管道極為廣泛，包含了研發、

生產、行銷、販售、服務、或其它價值鏈上重要功能等等。 

這些資源之進接，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不易被查察確認完全兌

現。例如，不封鎖競爭者使用管道、不差別待遇競爭者的承諾，廠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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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簡單的透過拒絕供應要素、偷偷調高價格、降低品質、推諉延遲供貨責

任、減少附加服務等，即可輕易不予認真履行。 

Friesland Foods 與Campin 是荷蘭兩家最大的乳製品公司217。2007 年，

Friesland Foods 要購併Campina，歐盟競爭委員會認為，結合後，在荷蘭對

原料奶、新鮮基本乳製品、優酪乳、經加工的奶製飲料、新鮮的蛋奶凍

(custard)及乳酪等採購市場，以及在比利時、德國和荷蘭的奶製飲品市場上，

將產生嚴重的妨礙競爭之虞。為解除委員會之競爭疑慮，結合者承諾解體

出售 Friesland 的新鮮乳製品業務(包括轉讓和許可品牌以及在Nijkerk 的一

家工廠)，同時解體出售Campina 的一家乳酪廠、兩個奶製飲品品牌。委員

會認為該等資產解體後，其力仍足以對下游競爭者採購原料奶的市場進行

封鎖，因此，結合當事方再增提行為面矯正，用以確保結合體的競爭對手，

仍然可以進入原料奶的採購市場。這些行為面矯正措施的承諾包括：第一，

承諾簽署過渡供應協議，使解體資產事業體，仍能在過渡期自結合體獲得

原料奶供應；第二，設立荷蘭牛奶基金，確保解體資產事業和其他競爭對

手，可以進入原料奶的採購市場。該基金將持續存在，直至原料奶的採購

市場結構穩定；第三，同意降低奶農選擇離開新設立合作社的退出門檻。 

在這個案例上，三個行為面的矯正措施，都是容易且確實可以查核的

承諾，而且確實保證創設出獨立於結合體外的獨立奶源，達到長期的結構

性改變，並回復結合前的競爭水平。 

因此，不論是資源的安排或權利的設限，是否始終如一確實的為結合

者所遵守，有賴持續的管制或監督機制。承諾要能容易被兌現而且可以幫

助完成目標，則如上所述，必須思考三個問題：是否確實可以查核？是否

必需長期耗費財力予以查核？是否確實可以協助回復結合前的競爭水準？ 

 

                                                 
217 Friesland Foods/Campina，Case No.M.504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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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策制定、執行、與立法之初步建議 

實務上，公平會在一些決定上已逐漸出現「結合矯正」的概念。在 89
年 4 月 19 日第 441 次委員會上，決議駁回「東森媒體科技股分有限公司申

請與聯群等有線公司事業結合許可案」時，初次提到「…惟渠等所提出之

事業結合申請書，並未提供適當自我防制限制及促進內部利益外部化的具

體措施，以杜疑慮。」復於 89 年 11 月 16 日第 471 次執委會議決議駁回「蓋

曼群島商怡星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與我國境內萬象等九家有線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事業結合案」時，再次提及「…而申請人除認本案並無必要

以各該股東出售於頻道供應事業之持股為本件申請案許可之條件外，又未

能提供適當自我防制限制競爭及促進內部利益外部化之具體措施，以杜疑

慮…」。 
這些決定中所提及的「自我防制限制競爭措施」，已是結合「矯正措

施」的意涵。及至 97 年 4 月 24 日第 859 次委員會議，駁回「好樂迪併購

錢櫃」一案時，其決議正式提出「結合矯正措施」的名詞，謂「結合管制

之目的係為妨範事業透過結合形成獨占、取得獨占力，而對競爭造成實質

減損之情形，而為達成前述結合目的所採取的『結合矯正措施(merger 
remedies)』，必須能夠有效的『恢復競爭(restore competition)』，而非對於

結合後價格或數量管制，此係因競爭法主管機關倘管制事業之價格或數量，

即如同立於中央規劃者之角色，與競爭法所鼓勵鼓吹自由市場分散式的決

定機制相違背。本案申報人承諾『不調漲價格』、『維持雙品牌策略』、

『不減少營運據點』，即使確實履行承諾，惟亦無法將競爭程度恢復至結

合前之水準…」因此，公平會於「結合矯正措施」的概念上，已實質於「好

樂迪」一案中闡述出來。 
在法規上，現行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規定，「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

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者，中央主管機關不得

禁止其結合。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十一條第四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

附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因此，

為了確保整體經濟利益會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公平會可以於結合案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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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上增附條件或負擔。「附加條件或負擔」的規定，給予公平會可以主動

提出「矯正措施」的權利。 
另外，結合矯正措施，可以非常的複雜，當其涉及複雜關聯的資產部

位割讓出售、或者涉及許多「軟資產」的交接、移轉等承諾，則非有相當

熟識產業與營運專業知識者，不易精準判斷。 
因此，隨著歐美競爭機關維護市場競爭的手段愈趨精緻，因而結合矯

正措施開始多所運用之際，我國公平交易委員會若也與時俱進的採用此一

手段策略，則應先從幾個方向著手或釐清：第一，釐清法源依據；第二，

制定處理辦法與原則；第三，「當事人提出、公平會可否」為原則；第四，

建立與相關產業主管機關之合作。茲分述於后。 
 
一、釐清法源依據 

如前所述，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之「附加條件或負擔」，已經提供

了基本的「結合矯正措施」之法源。然而，矯正措施若涉及「解體公司資

產」或「技術權利之強制授權」等等措施，是否第 12 條第 2 項的「附加條

件或負擔」規定，即已足以提供充分的法源效力？ 
對此，在解釋上似可採肯定之見解。首先，文字本身並未排除使用解

體手段之可能性。依據第 12 條，公平會可於議決結合案時，附加條件或負

擔再允許其通過。另外，公平法第 13 條第 1 項則規定，事業違反第十一條

第一項、第三項規定而為結合、或「未履行前條(第 12 條)第二項對於結合

所附加之負擔者」時，公平會得施以「分設事業」或「轉讓部分營業」等

「解體」處分。因此，若解釋第 12 條規定只限於非解體措施等較為輕度的

負擔，則一旦廠商違反第 12 條相關規定，其所面臨的卻是相對較為強烈的

第 13 條「解體」處分手段。亦即，公平會依第 12 條，接受相對較輕微的

「矯正措施」而准許廠商結合，但廠商結合後卻無履行該等「矯正措施」，

則公平會可依第 13 條採行更為激烈的「分割」手段矯正該結合事業體對第

12 條規定之違反行為，藉以回復競爭秩序。這樣的解釋，產生了爭議，因

為原本只要輕微的「矯正」措施即可回復競爭秩序，為何這等矯正措施未

被履行時，卻得採用相對激烈的「分割」措施方可回復競爭秩序？顯然，

第 12 條之「附加條正或負擔」，當包含相對激烈結構面矯正措施。從另個

角度來看，允許第 12 條「負擔」一語得以包括「解體」，可提高第 13 條

處分之可預見性與明確性，降低是否符合「比例原則」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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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釐清法源依據部分，更難以處理的問題，應是公平法在結合附負擔

議題上，與公司法及相關法規所可能產生的競合問題。以之前所提及的二

項問題為例，面對公司法規與公平法對於結合行為不同的立法目的考量，

公平會該如何將公司法衡量解體措施是否足以「回復競爭」? 有認為，解

體措施只須能將結合事業之市占率或營業額降至申報門檻以下，即可包融

事業於公司法下，出於主動自利考量的結合動機，和因公平法基於維持競

爭考量，而有必要強制事業釋出資產的必要性。218 這樣的作法，雖有較為

明確的標準可循，但顯然誤將結合的申報門檻，作為結合行為促進競爭或

反競爭效果之臨界點，公平會似仍應在個案中，從競爭的角度，衡酌妥當

之措施。 
至於公司分割法規對公平法實施解體矯正措施之影響，則可能要從根

本的修法著手，限縮或排除相關經股東會表決通過之規定適用於公平法之

解體措施中。蓋公平法基於促進市場競爭公益之實現，在許多規範面相上，

其本質即是在限制相關個人或事業私法上之權利與自由，例如，公平法關

於禁止聯合行為與獨占力濫用之規定，即是對相關當事人締約及財產權使

用及處分權限之限制。另外，從國外的立法例來看，類似可資參考之規定，

見於歐盟公司法第 6 號指令第 23 條第 2 項，219 其允許受有司法監督之公

司分割，得以不經過股東會同意行之。故分割是否須經股東會同意，與分

割之原因可以併同考量，而非必屬強制性規定220。另外需要修法解決者，

乃解體措施涉及公平會能否如此深度介入調整企業組織的法權限的問題，

此部分可能也需在將來修正相關行政作用法規定的方式來解決。 
不過上述看似繁雜的問題，若依本研究所設計的「當事人提出公平會

可否」之原則(見本節第三項)，則可以去除大半。不論是分割或讓渡等等

內部外部協議或其可能涉及的法律糾葛，在結合當事人自行提出矯正措施

送達公平會時，就必需自行進行掌握確保矯正措施得以實現，方能獲得公

平會之可決。也就是說，在「當事人提出公平會可否」的原則下，把解決

                                                 
218 羅宗賢，前揭註 215，頁 161，164。 
219 Sixth Council Directive 82/891/EEC of 17 December 1982 based on Article 54 (3) (g) of the 
Treaty, concerning the division of public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Official Journal L 378 , 
31/12/1982.  
220羅宗賢，前揭註 215，頁 176。在此，本文僅提出初步原則性的看法。若果真在立法修正，

則仍應儘可能將股東權益保護列入考量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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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它法競合問題的責任歸諸於結合當事人，而且必需在提送公平會前已

經確認可以實現。 
 
二、制定處理辦法與原則 

在美國，依據克雷頓法第十五條以及休曼法第四條之規定，授權反托

拉斯署得在認定結合行為具實質減損競爭效果時，以諸多方式來加以矯正，

可採禁制令而全面禁止該結合、採協議裁決(consent decree )或「預先修復」

(fix-it-first)原則，接受矯正措施而允許結合。在此一廣泛的授權規定下，為

讓反托拉斯署能掌握實施矯正措施的目的、原則、以及可使用之具體手段，

反托拉斯署乃於 2004 年制頒了「結合矯正措施政策指引(Antitrust Division 
Policy Guide to Merger Remedies; 政策指引)。在歐盟，則有 2001 年頒布《結

合規則》與 2004 年修正《結合規則》之後，隨之頒布《結合矯正措施通知

(Remedies Notice)》 及其相應之修正版本 ，用以規範有關企業結合後的救

濟措施，以增加結合矯正制度之明確性，降低事業遵守法規之成本。 
我國此時欲行結合矯正措施，首要之務，即是制頒類似於「結合矯正

措施政策指引」與「結合矯正措施通知」之辦法，其用意在於提供公平會

官員及經濟學家，在結合個案的矯正措施中，引以為據的一項實施架構。

確認公平會所能夠運用的矯正措施類型，都是根據法律及經濟原則所設計。

當然，矯正措施本身應與案件之交易行為及競爭減損之間緊緊相扣；同時，

所設計的矯正措施類型，應該只是原則性的規定，不排除公平會因個案判

斷而另行採用不同類型措施之裁量權。 
就最近程而言，公平會當前要緊的步驟，當是研析歐美「結合矯正措

施政策指引」、「結合矯正措施通知」與其相關辦法資料，彙整編輯成一

部包括經濟法律分析與個案議決程序的具體操作手冊，足供會內人員熟練

與研析，培養會內人員對「矯正措施」之認知與基本學養。例如，就基本

原則而言，公平會可參考本研究所論及之學理研究，依下列標準來判斷適

合之手段類型： 
1.平結合部分，由於將直接影響市場結構與市場力量之配置，故較適宜

使用結構面措施; 垂直與多角化結合的競爭問題，主要來自於結合後

之相關具潛在排除競爭效果之交易安排，行為面措施可扮演較為直接

與立即之矯正手段。不過，從競爭法學理來看，垂直結合後之相關反

競爭行為安排能否有效實施，仍取決於結合後事業之水平力量。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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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垂直結合事業結合後之市場力量顯著提高，且行為面措施所需之實

施與後續監督成本過高時，結構面措施仍可能應優先考量。 
2.合事業若同時是受管制產業，則由於監督資訊取得較容易，行為面措

施較有可能被有效實施。另外，具有高度動態競爭特色之產業市場類

型，由於競爭效果的變動快速，使得結構面措施實施成本可能很高，

故也較適宜採行行為面的矯正措施。另外，在行為面矯正措施方面，

措施手段若過度介入事業經營，而非「回復競爭」所必要者，將讓人

產生是市場規範者的錯誤印象。故類似要求結合事業應於未來將「內

部利益外部化」之措施，應不宜列入作為措施手段，否則，極易將競

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二者之界線混淆。 
3.一項考量因素則是法規限制的問題。矯正措施應儘可能不與其他法規

產生競合衝突的問題。例如，從公平法與公司法規二者關係的角度來

看，行為面矯正措施也許是較穩當的手段，蓋其較不涉及公司大規模

的股權或組織改變，而須踐行公司法保護股東或投資人之規定。當結

構面手段是必須採行之措施時，於選擇同屬結構面矯正的不同手段類

型時，法規限制仍是公平會應加以注意的問題。例如，在分設事業與

營業讓與中，單純的事業營業資產出售，應較分設事業所涉及之法規

衝突問題較少；而透過「新設分割」方式達到「分設事業」目的的手

段，也可能較「吸收分割」，就法律程序上而言要來得單純。 
除了公司法規外，分設事業或營業讓與措施，也應同時注意到會不會

創造出另外的公平法問題。例如，於採行營業讓與措施時，公平會須注意

受讓營業之他事業，與被要求分割資產或事業部門之結合事業間，二者在

經營事業項目、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以及競爭地理範圍的同質性與重疊

性程度，以避免解體措施，變成強化市場另一競爭者市場力量之工具。 至
於在「分設事業」措施部分，若係透過將事業部分營業或財產由既存之他

事業承受創設新事業之「吸收分割」方式為之時，則應注意讓與之營業資

產或部門，不應是事業之「主要資產」。除了可避免上述市場力不當增強

的問題外，也可避免受讓事業構成公平法第 6 條第 3 款之結合行為，而衍

生出有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之額外法律義務。再者，也須注意結合事業

是否會因分割營業，而自受讓事業取得足以實質支配受讓事業之股份，否

則，將難以實現以削弱結合事業市場力之方式回復競爭之法律期待。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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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以分割營業資產創設另一新事業之「新設分割」，較有可能避免類

似的疑慮發生。221  
4.另外，經濟體之大小，亦可能是影響矯正措施採用的因素之一。台灣

是小型開放經濟體，資本流動快速、貿易依賴度高、而且廠商規模不

大，因此，廠商競爭對象往往得適量加計外國相關廠商的潛在競爭力

量，在考慮這層因素下，國內廠商之實質規模其實並不算大，這可以

由過去公平會結合申請案幾乎都可通過得到相對印證。也因此，剝解

一事業體再予同意結合的結構面做法，並不太適切於台灣這樣的小型

開放經濟體，相對的，行為面的矯正措施就顯得較能適用於台灣環境。 
 
三、「當事人提出公平會可否」為原則 

結合矯正措施，當以「當事人主動提出，公平會行可否決議」為原則，

這在誘因機制設計(mechanism design)中，相對可以誘發出較為誠實的提案

措施。因為公平會在相關案件上處於訊息劣勢，而當事人是擁有完全訊息

者，由其提出矯正措施，不會不當的扭曲，惟其會有推出付出相對較少的

矯正措施。不過，基於當事人不知道公平會可能掌握了那一部分訊息，為

求順利通過矯正措施提議當事人必定會儘可能詳細說明、提供數據、理論

分析，企圖說服競爭主管機關。在這過程，當事人，一者害怕提案所述內

容不實，萬一其中某一重點被抓包，就可能害得全盤被否決；二者，害怕

說明與資料陳述不詳盡，導致公平會因資料不足以判斷而行否決；三者，

害怕推出明顯偏低付出的矯正措施，會被否決。因此，當事人會提出相對

較為完整的資料、陳述也會相對較為誠實、所提矯正措施也會相對較確實。

這樣的實益，在採類似像歐盟制度，執委會只有可駁決定，無與當事人協

商權力的制度下，將更為明顯。 
在歐盟《結合規則》下，執委會有責任去證明結合後集中程度會明顯

阻礙競爭，並對當事人表達其對競爭情形之關注，希望能由當事人提出制

訂適當與相應之矯正措施建議。因此，結合當事人會對執委會提出承諾，

而執委會僅能審議當事人所提出的承諾，為可否之決。執委會不得單方面

的再對承諾決定強加任何條件。即便當事人所提出的承諾，已超出維持競

爭環境之必要條件，執委會也沒有任何權限去選擇性的拒絕其所超出的承

諾、也無單方面對授權決定加入其他條件的權利。倘若當事人未有效提出

                                                 
221羅宗賢，同前註，頁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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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消除競爭集中度之矯正措施，則執委會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採取禁令。

因此，當事人有責任提供執委會，對評估其所提列之矯正措施的必要與有

效資訊。這樣的機制設計，在管制經濟中，應用頗多，於某種程度上，它

解決了公平會訊息不足之困境，也迫使當事者會不太敢推出偏差的矯正措

施提案。 
就我國實務作法而言，雖然公平會在處理重要結合案時，多會透過座

談會的方式，廣納相關產業及消費者的意見來衡酌是否該對結合附加條件

或負擔，但最終關於附負擔的類型及具體內容，仍多是由公平會單方來擬

定。未來似可朝歐盟或美國制度的方向，思索調整矯正措施實施的具體作

法與法規調整。歐盟制度可提高結合當事人詳實提供相關管制資訊的誘因，

而執委會全然不具與申請人協商調整措施內容的規定，略嫌僵化。而美國

制度，則可透過協議裁決來達成彼此均能接受的矯正措施方案，實較有彈

性，特別是在「解體」措施中，更有其實益。蓋一項事先透過雙方同意之

解體方案，未來在公司股東會就公司分割的表決中，較不易受到反對; 也
可降低不服公平會附加解體措施處分之相關股東及債權人等提起訴願或行

政訴訟的機率。222 不過採行美國制度，需有對產業、競爭法等有相當知識

與執法經驗的人員加以配合，始能充分實現其制度上之優勢。 
然睽諸當前台灣環境，「當事人提出公平會可否」的原則，雖略嫌僵

化，卻最能貼切適應當前實務環境。若公平會具有增減調整或者協議措施

內容之權力，則於決議實施後，廠商若產生不適或營運失敗，其反彈或投

訴，將造成公平會與其政策上的莫大困擾與負擔。至少，截至目前，這等

反彈與投訴或政治力之介入，公平法之相關法規上並不具任何處理辦法或

經驗。因此，「當事人提出公平會可否」之原則，雖形式上設限了公平會

的權力，但卻相較不會產生紛爭。在賽局理論分析上，這種權力或選擇能

力的自我設限，反而容易誘使對造配合。況且，這樣的設計，也更可能迫

使結合業者戰戰競競的提出更為詳細研究的措施方案。不過，這樣的程序

應事先載明於相關申請辦法、甚或於公平法施行細則之中，確保法源清晰。 

 

四、建立與相關產業主管機關之合作 

                                                 
222 同前註，頁1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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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旨在維護市場競爭水平，而不是中央規劃者角色，其職權專業

在於市場競爭，而非在於產業管制與規劃。如第一點所述，當矯正措施廣

泛的包含了「解體公司資產」或「軟資產之移轉交接授權」等措施時，其

所涉及的將會有更深入的產業企業內部營運細節，以目前公平會之職權專

業，似將難以負荷。然而，競爭水平愈高的市場，提供產業愈為發達的動

力、社會福利愈為增進，已是一般共識，採用結合矯正措施更具增進市場

效率，是一個必走的途徑。凖此而言，公平會應該積極培育產業與企業營

運分析之能力，以為因應。 
另外，也可以與其它相關產業主管機關，依個案進行合作。這種跨部

會合作協商模式，在我國現行法規下，除了公平法第 9 條外，在其他相關

法規中也不乏其例。例如在金融控股公司法第 9 條規定:「設立金額控股公

司之審查辦法由主管機關與公平交易委員會訂定之。」; 企業併購法第 6
條之規定，公司於涉及分割案件時，應委請獨立專家，就受讓營業或財產

價值及發行新股之合理性表示意見。故公平會若能充分與產業主管機關合

作溝通，必然讓所實施之矯正措施更加周延。 
當然，公平會自行培育相關能力、抑或跨部會依個案合作，各有優劣。

前者，權力指揮一貫，較具效率，但是將涉及競爭法主管機管是否能夠或

恰當跨足「規劃角色」之疑義；後者，跨部會往往於審查案件上，無效率、

費時費力。這也將是未來公平會在定位與職權上，必須嚴守與釐清的地方。 
 
 

第四節  小結 

欲保有結合帶來的效率增進之正效益，又要能能免除其所帶來的競爭

減損之負效益，傳統「可或不可」結合的單純決策，在許多案例中，勢必

無法同時兼顧。因此，結合矯正此一更精緻的手法，得以允許結合以獲取

正效益，同時附加措施以消除競爭減損的負效益，將會在未來廣泛的被競

爭主管機關所應用。 
不過，涉及較為激烈的手法，如「資產解體」，或較複雜的「軟資產

轉移」，公平會應該要相對保守以對。而且，睽諸過去案例，公平會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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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等手段，也確實相對保守的。以公平法第 13 條之規定為例，其謂「事

業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而為結合，或申報後經中央主管機關

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履行前條第二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中

央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

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事業違反中央主管機關

依前項所為之處分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命解散、停止營業或勒令歇業。」

但在過去十餘年中，公平會並未依此規定對結合當事人施以「分設事業」

或「轉讓營業」之處分，其中所涉及層次廣泛而複雜(如本文前述)，應是

註要原因。因此，在矯正措施若涉及較為複雜的「資產解體」或「軟資產

之移轉交接授權」等等時，目前當先行藉助與產業主管機關之合作，長期

再行培育自己的相關人力。 
建議公平會充實企劃處之人力資源，責其先行準備或建置產業資料庫 

、彙整歐美相關資料條理成一部實質具體的操作手冊、並進行可行性與有

效性之前期評估。透過這些前置作業之持續進行，長期養成本會自己的可

戰性人力資源。 
結合矯正措施是一個促進市場競爭有效而且精緻的手段，善於利用這

手段，市場競爭與效率往往能同時兼顧，因此，公平會應該積極尋求此一

手段之推動。於此同時，公平會當先行釐清此一手段的「法源依據」、並

制定相關的「處理辦法與原則」。唯有如此，在採行「當事人提出公平會

可否」的原則下，結合廠商才能有意識的提出相對應矯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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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論 

本計劃就競爭主管機關於審查結合案時，若擬以附加矯正措施作為許

可結合案之負擔時，從法律與經濟的觀點，探討其類型選擇與法制設計與

實施之相關問題。從比較法角度，本計劃詳細介紹美國及歐盟之法制，重

點置於二國所制定關於矯正措施之「政策指引」及「通知」的具體內容，

另配合代表性案例，以例示規定於個案中適用之情況。另外，也就國際競

爭法組織 OECD 競爭委員會以及 ICN 在此一問題上的努力成果，較具代

表性的組織會員國國內法規定等，也一併於本計劃中歸納分析。計劃第二

部分，則從整理歸納我國過去之案例開始，探討其中所涉及之實務及理論

議題，再從經濟學理的角度，檢討現行所普遍為各國採行的「結構面」與

「行為面」二分法矯正措施類型，各有何利弊，據初步研究心得，於第七

章中思索可資公平會未來執法參考之處。綜合而論，本文之研究結果，可

歸納為以下幾點： 
1.透過結合矯正措施，在允許結合事業利用結合實現降低成本與規模經濟

等商業效益的同時，也能同時顧及結合後市場力不當被擴大而產生排除競

爭效果的疑慮，已成為多數國家支持採行之競爭法制度。 
2.就矯正手段的選擇上，「結構面」的手段也為多數國家認為是較正本清

源與有效的手段。雖然類似像「解體」等措施，可能會讓結合當事人有操

縱解體措施的負面誘因，以及高度不可回復性等問題存在，但相較於「行

為面」措施，競爭主管機關，須在高度資訊不對等的情況下，對所附加的

禁止或強制性之行為面要求，於結合後進行長期與持續性的監督，「結構

面」仍可能是較為可採之手段。 
3.當然，也有學者與部分國家，不採上述如此絕對的見解，認為「解體」

等結構面措施是否必然優於行為面措施，仍應考量國家整體經濟規模(大型

或小型經濟體)、適用事業產業類型、以及結合類型等因素後，始能作出正

確的判斷。 
4.綜觀我國公平會過去的案例，幾乎全數以附加「行為面」的負擔為主，

相當缺少執行「結構面」措施之經驗，再加上事業解體或資產出售等過程

涉及高度的產業市場資訊的取得、主管機關處理類似案件之經驗、及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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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關法規間之競爭與衝突問題的解決等問題，故短期內，不可能要求公

平會改弦更張地大規模的實施「結構面」矯正措施。但從國際間的執法趨

勢來看，公平會應把其列為長期實踐之重點目標，嚐試於具體個案中，將

「結構面」措施逐步引入於我國競爭法制中。當然，台灣產業所具有的小

型經濟體的特色，也是決定是否採行解體措施時應加以考量的因素之一。 
5.歸納本文關於實務與理論之介紹分析，本文最後提出以下幾項具體的執

法與修法建議，以供公平會參考:  
 

(1)在釐清法源依據部分，本文認為，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的「附加條

件或負擔」規定，在解釋上應可認為包括「結構面」的解體措施在

內。至於更複雜的與公司法及相關法規所可能產生的競合衝突問題，

即便這些相關法規或許有其不同於公平法之立法目的考量，但公平

會仍應以「回復競爭」為其主要考慮，作為在個案中附矯正措施之

主要標準。至於更困難的公司分割法規對公平法實施解體矯正措施

之影響，以及公平會依現行法規定有無解體權限等問題，則可能要

從根本的修法著手，限縮或排除相關經股東會表決通過之規定適用

於公平法之解體措施中，並修正行政作用法規授權公平會權限。此

一建議，不僅有競爭法立法理論之依據，也有比較法上的支持。 
(2)在後續制定相關實施原則與規章部分，美國反托拉斯署於 2004 年制

頒了「結合矯正措施政策指引(Antitrust Division Policy Guide to 
Merger Remedies; 政策指引)，以及歐盟 2001 年頒布《結合規則》與

2004年修正《結合規則》之後，隨之頒布《結合矯正措施通知(Remedies 
Notice)》及其相應之修正版本 ，用以規範有關企業合併後的救濟措

施，以增加結合矯正制度之明確性，降低事業遵守法規之成本，值

得我國參考。至於制定的基本原則，公平會可參考本研究所論及之

學理研究，從結合類型、產業特性、及法規限制等角度來思考。例

如水平結合由於將直接影響市場結構與市場力量之配置，故較適宜

使用結構面措施; 垂直與多角化結合的競爭問題，主要來自於結合後

之相關具潛在排除競爭效果之交易安排，行為面措施可扮演較為直

接與立即之矯正手段。再者，結合事業若同時是受管制產業，則由

於監督資訊取得較容易，行為面措施較有可能被有效實施。具有高

度動態競爭特色之產業市場類型，由於競爭效果的變動快速，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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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面的實施成本可能很高，故也較適宜採行行為面措施。另外，

在行為面矯正措施方面，措施手段若過度介入事業經營，而非「回

復競爭」所必要者，將讓人產生是市場規範者的錯誤印象。故類似

要求結合事業應於未來將「內部利益外部化」之措施，應不宜列入

作為措施手段，否則，極易將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二者之界線混淆。

法規限制也會影響實施矯正措施的成本及相對應的手段選項。例如，

從儘可能降低公平法與公司法規衝突的角度來看，「行為面」矯正

措施也許是較穩當的手段，蓋其較不涉及公司大規模的股權或組織

改變，而須踐行公司法保護股東或投資人之規定。當結構面手段是

必須採行之措施時，在分設事業與營業讓與中，單純的事業營業資

產出售，應較分設事業所涉及之法規衝突問題較少; 而透過「新設分

割」方式達到「分設事業」目的的手段，也可能較「吸收分割」，

在法律程序上而言要來得單純。除了公司法規外，分設事業或營業

讓與措施，也應同時注意到會不會創造出另外的公平法問題，以避

免解體措施，變成強化市場另一競爭者市場力量之工具或是衍生出

有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之額外法律義務。 
(3)就措施之提出程序部分，本計劃建議應可以「當事人主動提出，公平

會行可否決議」為原則，這在誘因機制設計(mechanism design)中，

相對可以誘發出較為誠實的提案措施。實務上，雖然公平會在處理

重要結合案時，多會透過座談會的方式，廣納相關產業及消費者的

意見來衡酌是否該對結合附加條件或負擔，但最終關於附負擔的類

型及具體內容，仍多是由公平會單方來擬定。未來似可朝歐盟或美

國制度的方向，思索調整矯正措施實施的具體作法與法規調整。如

上所述，歐盟制度固可提高結合當事人詳實提供相關管制資訊的誘

因，但執委會全然不具與申請人協商調整措施內容的規定，則略嫌

僵化。相較之下，美國透過協議裁決來達成彼此均能接受的矯正措

施方案，實較有彈性，特別是在「解體」措施中，更有其實益。蓋

一項事先透過雙方同意之解體方案，未來在公司股東會就公司分割

的表決中，較不易受到反對; 也可降低不服公平會附加解體措施處分

之相關股東及債權人等提起訴願或行政訴訟的機率。 不過採行美國

制度，需有對產業、競爭法等有相當知識與執法經驗的人員加以配

合，始能充分實現其制度上之優勢。然睽諸當前台灣環境，「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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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出公平會可否」的原則，雖略嫌僵化，卻較貼切適應於當前實

務環境，規避廠商可能的反彈、投訴、或政治力之介入，減少公平

會與其政策上的困擾與負擔。 
(4)公平會於未來開始採行結構面之矯正措施時，其所涉及的產業企業內

部營運細節，以目前公平會之職權專業，似將難以負荷。公平會應

該積極培育產業與企業營運分析之能力，以為因應。另外，也可以

與其它相關產業主管機關，依個案進行合作。這種跨部會合作協商

模式，在我國現行法規下，除了有公平法第 9 條依據外，在其他相

關法規中也不乏其例。例如在金融控股公司法第 9 條規定:「設立金

額控股公司之審查辦法由主管機關與公平交易委員會訂定之。」; 企
業併購法第 6 條之規定，公司於涉及分割案件時，應委請獨立專家，

就受讓營業或財產價值及發行新股之合理性表示意見。故公平會若

能充分與產業主管機關合作溝通，必然讓所實施之矯正措施更加周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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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結合、結合矯正措施、結構面矯正、行為面矯正、資訊不對等、

公司分割、監督成本、不可逆性、公平交易法 
 

「結合矯正措施」( merger remedies)，乃一項常見於當今主要競爭法

國家的結合規範手段。主管機關以課以結合當事人「結構面」或「行為面」

措施義務，避免市場競爭因結合而受到不當限制，有利於競爭法規範結合

目的的實現。依我國公平法之規定，公平會於審查結合申請案時，雖亦可

對當事人科加廣泛的矯正措施，但於實務上並不常見，且都集中在行為面

的措施。相對於外國的經驗，我國在運用結合矯正措施上略顯消極，且明

顯缺乏整體且一致的運用考量基礎及學理依據。有鑑於「結合矯正措施」

對未來公平會執法的重要性，本計劃將由比較法與經濟分析的角度，深入

探討此一制度的相關問題與政策啟示。具體而言，本計劃將從美國、歐盟、

及國際重要競爭法組織對此一議題的執法經驗與政策建議出發，配合法律

與經濟的學理分析，探討運用各類矯正措施的具體可行性、成效分析、及

相關的配套設計。最後，並嚐試歸納有助於我國實施結合矯正措施的立法

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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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merger, merger remedies, structural remedies, behavioral remedies, 

information asymmetry, corporate divesture, monitoring cost, irreversibility, Fair 
Trade Law. 

         
“Merger remedies” is a commonly used mechanism by major competition 

enforcement agencies around the world. “Structural” or “behavioral” remedial 

measures employed under this mechanism serve principally to maintain or 

restore competition after mergers. Also, the imposition upon merging parties the 

obligation to adopt those measures facilitat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s for 

merger control under the competition law. Given that the Fair Trade Law of 

Taiwan has authorized the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to apply merger 

remedies when necessary, the Commission has been exercising such regulatory 

power quite sparingly. Neither has it provided a consiste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o unify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cases that has adopted remedial measures as a 

condition for clearing merger application. In view of its increasing importance 

for modern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is project intends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is regulatory tool from both the perspectives of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It begins with a review of the enforcement experienc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and policy suggestions made by maj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uch as OECD and ICN. We then move on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various remedial measures. With the aid of legal and economic 

theories, we will compare the costs and benefits from structural and behavioral 

remedies and examine the additional substantive or institutional designs each 

measure requires. We conclude with a tentative sugges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is project on future enforcement policy and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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