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易委員會結合案件決定書
公結字第108001號

申報人：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327867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293號 5樓

代表人：練台生

地  址：同上

申報事項

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錢櫃公司)擬收購好樂迪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好樂迪公司)之全部股份，並直接或間接控制好樂迪

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依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第2

款及第5款規定，申報事業結合。

決  　定

錢櫃公司擬收購好樂迪公司之全部股份，並直接或間接控制好

樂迪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為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1項

第 2款及第 5款規定之事業結合，惟其結合對限制競爭之不利

益大於整體經濟利益，爰依同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禁止其結

合。

理  　由

一、按「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直接或間接控

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係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

1項第2款及第5款所規定之結合型態。同法第11條第1項

第1款及第2款規定：「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

有率達三分之一。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

四分之一。」錢櫃公司擬收購好樂迪公司之全部股份，並直

接或間接控制好樂迪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合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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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5 款所規定之結合型

態。本案參與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須向本會申報結合之門檻規定，

且無同法第12條所規定除外適用情形，故依法應向本會提

出事業結合申報。

二、市場界定與市場占有率

(一)產品市場：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

上，具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

範圍。本案之產品市場應界定為「視聽歌唱服務市場」，

該市場所屬事業係「以提供視聽伴唱設備及場所為主要

服務」之事業，理由如次：

１、查參與結合事業主要營業項目為提供視聽伴唱設備供

消費者歌唱，所提供服務本身具「以提供伴唱產品、詞

曲及營業空間等整合服務為主，以餐飲等附屬服務為

輔」等特性，且消費者使用包廂必須負擔餐飲最低消

費。是以參與結合事業之經營型態、市場上相關業者營

運狀況及消費者需求目的加以考量，本案產品市場所

屬事業應指「以提供視聽伴唱設備及場所為主要服務」

之事業。目前含參與結合事業在內之視聽歌唱服務相

關業者，舉凡KTV、卡拉OK店、附設點唱設備之餐廳及

小吃店等以提供視聽伴唱設備及場所為主要服務之營

業場所，因對於消費者而言，具高度替代性，均屬同

一產品市場。此為本會過往審理參與結合事業結合申

報案之向來見解。

２、至於其他雖有提供視聽伴唱附隨服務，但非為主要服

務項目之業者，如飯店、汽車旅館等業者，就其對外

之主要營業訴求、消費者需求目的、消費模式及消費金

額等各方面交互觀察，與一般視聽歌唱服務均有所不

同，即便附設有視聽伴唱設備，仍不應劃歸同一產品

市場。此觀最高行政法院就參與結合事業不服本會前

揭過往結合決定提起上訴，所作判決表示「……『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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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係提供視聽服務業者所必要之『生產投入之

一』，故『伴唱產品』與『視聽歌唱服務』在市場上係不

同之商品（或服務），伴唱產品同時亦可能為其他產

業必須之生產投入，如非以提供視聽伴唱為主要營業

之產業，即不得劃歸與上訴人為同一市場」、「……『汽

車旅館業』雖不乏附屬伴唱設備供消費者使用者，但

其主要業務為提供住宿，此與『視聽歌唱業』之主要服

務型態並無替代性，且有明顯之市場區隔，上訴人主

張兩者係屬同一競爭水平事業，亦非可採。」等情，足

認本會前述產品市場界定見解獲最高行政法院之支

持。

３、另有關申報事業主張直播平台、線上KTV、歌唱 APP及

行動式卡拉 OK硬體設備等新興唱歌服務業者，亦能

提供唱歌服務之娛樂環境，認為與參與結合事業所提

供服務具有替代性乙節，經查直播平台、線上KTV、唱

歌 APP及行動卡拉OK硬體設備(即麥克風)等服務或產

品，多以網際網路或 MOD或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機上

盒為媒介，提供消費者歌唱服務之平台，並無提供伴

唱視聽設備且無實體店面，部分唱歌 APP甚至係無償

供消費者使用。又近年有新型態供消費者唱歌之電話

亭 KTV，係於可移動式獨立空間提供消費者伴唱視聽

設備，無人服務且由消費者以自助付費使用。其消費

模式皆與參與結合事業所經營之 KTV門市歌唱服務不

同。再據本會委外「視聽歌唱服務之消費者行為調查」

結果顯示，當錢櫃公司與好樂迪公司之視聽歌唱服務

價格同時上漲 10%時，在其他視聽歌唱服務之價格不

變下，消費者會更換至其他視聽歌唱場所之比例為

42.3%，其中更換至電話亭 KTV、歌唱 APP、線上KTV及

直播平台之比例分別為1.6%、1.5%、 0.6%及0%，遠低

於更換至其他連鎖 KTV 之比例(28.5%)，顯示直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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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等新興唱歌服務與參與結合事業所提供服務之替代

性甚低，且經濟部、專家學者、伴唱產品代理業者、視

聽歌唱業者及新興唱歌服務業者等，亦持相同見解。

綜上，前揭直播平台等新興業者提供之服務或商品，

不論在經營型態、所提供服務內容與設備、消費者需求

目的、消費金額、消費地點、參與人數及活動模式上，

與KTV及卡拉OK等視聽歌唱業者皆具有明顯差異性，

尚難滿足消費者對視聽歌唱場地所提供的聚會交誼之

需求，替代性甚低，故不應劃歸為本案之產品市場。

(二)地理市場： 

１、本案參與結合事業以連鎖店方式，營業門市遍佈全

國，並以全國門市之服務規模，向伴唱代理業洽談相

關伴唱歌曲之授權，與全國其他競爭同業從事競爭，

故應以全國作為相關地理市場進行結合影響評估之觀

察面向。

２、從消費者觀點而言，基於視聽歌唱服務之消費特性，

消費者除視聽歌唱服務本身之對價外，尚必須支出前

往特定場所之時間及金錢成本，且交通時間及交通成

本等因素對於交易對象之選擇與轉換即具有相當影

響，難期消費者願意支出過高之移動成本前往遠地取

得視聽歌唱服務，因此，本案地理市場倘以消費者之

日常生活圈而言，得再以短程交通路網之個別縣市或

相鄰縣市為範圍界定各區域市場，其中「臺北市及新

北市」(下稱雙北市)間因設有綿密之公車及捷運路網

等因素，劃分為一地理市場，其餘「各縣市」自為單一

地理市場。

３、再查本案參與結合事業營運範圍重疊彼此間具有競爭

關係之區域，為雙北市、桃園市、新竹市、臺中市、臺南

市及高雄市等縣市，此亦為本案需進行結合影響評估

之地理市場。至於僅有錢櫃或好樂迪門市之縣市，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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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不生因本結合案而使其選擇或轉換至另一參與結

合事業門市之影響，故不需進行結合評估。

４、另申報事業主張從參與結合事業門市選址、交通路網

等理由應以新竹以北、臺中及高雄等都會區為地理市

場，雖結果與本會前開見解相近。惟據本會委外「視聽

歌唱服務之消費者行為調查」結果顯示，對消費者而

言，鮮有以整個新竹以北作為視聽歌唱服務之替代選

擇區之情形，本會認為從交通路程、交通成本等因素

分析，新竹以北作為地理市場範圍過廣，仍宜再予細

分雙北市、桃園市、新竹市等3個區域地理市場為宜。

(三)市場占有率：

１、依107年度「視聽視唱業」稅務統計資料計算，107年

度全國視聽歌唱服務市場總營業額為新臺幣(下

同)165億 2,658萬 8,946元，錢櫃公司及好樂迪公司

(含具控制從屬關係之事業)107年度營業額分別約占

該市場總營業額之26.06%及19.29%，排名第1名及第

2名，結合後合計市場占有率為 45.35%。參與結合事

業營業範圍重疊之區域，雙北市、桃園市、新竹市、臺

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之市場占有率合計分別為

57% 、65%、73%、27%、25%及14%。

２、另有關申報事業主張以上游伴唱產品之包廂授權數推

估其市場占有率，錢櫃公司及好樂迪公司市占率僅分

別為 5%及 6%，未達結申報門檻乙節，按市場占有率

係指特定市場參與者之銷售量或銷售金額占市場內所

有市場參與者之總銷售量或銷售總金額的百分比。依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4條規定：「計算事業之市場

占有率時，應先審酌該事業及該特定市場之生產、銷

售、存貨、輸入及輸出值（量）之資料。計算市場占有

率所需之資料，得以中央主管機關調查所得資料或其

他政府機關記載資料為基準。」故市場占有率原則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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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關市場範圍內之銷售值作為基礎，例外於市場性

質特殊時得採計其他計算基礎；蓋銷售值於供給面上

代表一事業可創造之營收及利潤、於需求面上代表需

求者對該事業之商品或服務所願支出之對價，乃最足

以反映事業市場力量之根據。惟查包廂等設備為參與

結合事業預估消費者需求及衡酌成本而購置，並不能

代表實際使用之人數及交易金額等最終交易情形，故

無捨棄以營業額計算市占率，而以包廂數推估之理。

三、本結合案之限制競爭效果：

(一)單方效果：指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得以不受市場競爭

之拘束，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力。

１、查本案參與結合事業於結合前相互為最主要之競爭對

手，以107年「視聽視唱業」稅務統計資料計算，在全

國地理市場下，本案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前 HHI 為

1,124，屬低度集中市場，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於視

聽 歌 唱 服 務 市 場 之 合 計 市 場 占 有 率 增 加 為

45.35%，HHI為2,129，轉為中度集中市場，HHI增量

為956，需進一步檢視系爭結合限制競爭效果。在雙北

市、桃園市及新竹市等地理市場，結合後參與結合事

業於視聽歌唱服務市場之合計市場占有率分別為

56.91%、65.35%及72.94%，HHI高達3,315、4,366及

5,423，且結合前後 HHI增量皆高於200，顯示兩家公

司結合後在雙北市、桃園市及新竹市等縣市將成為高

度集中市場，且 HHI增幅明顯，結合後行使其市場力

量之可能性甚高，實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至於臺中

市、臺南市及高雄市於結合後仍屬低度集中市場，尚

無限制競爭疑慮。

２、又參與結合事業在結合前為市場上前二大業者，以

107年「視聽視唱業」稅務統計資料計算，本案結合後

參與結合事業於全國、雙北市、桃園市及新竹市視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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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服務市場之占有率排名仍維持第 1名。參據本會委

外「視聽歌唱服務之消費者行為調查」結果顯示，當錢

櫃公司漲價10%時，計有58.4%的消費者「會更換」其

他替代場所消費，其中消費者轉換至好樂迪公司消費

的比例達33.9%，明顯高於其他替代場所。反之，當好

樂迪公司漲價10%時，計有56.7%的消費者「會更換」

其他替代場所消費，其中有 30%的消費者換至錢櫃公

司，亦明顯高於其他替代場所。而如果錢櫃公司及好

樂迪公司均漲價 10%時，在其他視聽歌唱服務之價格

不變下，計有 42.3%的消費者「會更換」其他替代場所

消費，但其中替代性最高之競爭者，僅有14.2%。從上

述消費者行為調查結果顯示：(1)參與結合事業彼此

為消費者尋找替代場所之首選，足證彼此互為最主要

的競爭者，且結合前一旦一方片面提高價格，均有過

半之消費者將轉移至其他替代場所消費，有抑制參與

結合事業提高價格之能力；(2)參與結合事業一旦結

合後倘憑恃其市場力量同時提高價格，僅有 42.3%的

消費者將轉移至其他替代場所消費，上揭抑制參與結

合事業提高價格之能力將會降低，且結合後之主要替

代者，其消費者轉移比率（14.2%）明顯低於參與結

合事業在競爭關係下彼此間之轉移比率（33.9%及

30%），是從消費者移轉選擇及其他競爭者之競爭能

力而論，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後具有提高價格之能力與

誘因。

３、次按「向上調價壓力指標」（gross upward pricing

pressure index，下稱 GUPPI）係評估水平結合單方

效果之經濟分析方法。此方法直接透過結合所產生之

各種價格變動效果，以衡量事業因結合而得以透過單

方地 (unilateral)提高產品價格而獲利，所造成減

弱競爭的影響；其為結合在差異性產品市場可能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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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單方價格效果之評估指標。GUPPI值愈大，代表著事

業向上調價的可能性愈大而具有競爭疑慮。本結合案

以 GUPPI分析結果，錢櫃公司於全國、雙北市、桃園市

及新竹市之 GUPPI值介於 4.37%至 9.26%間，好樂迪公

司於全國、雙北市、桃園市及新竹市之 GUPPI值介於

12.22%至 22.44%間，顯示本案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

於前揭相關市場具有因結合雙方之間競爭的損失，而

有導致價格向上調漲之可能性。

４、綜上，本結合案不僅將使視聽歌唱服務市場之前二大

事業直接相互競爭態勢消失，且從消費者移轉選擇及

其他競爭者之競爭能力而論，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後顯

有提高視聽歌唱服務報酬之能力與誘因。

(二)共同效果：指結合後，結合事業與其競爭者相互約束事

業活動，或雖未相互約束，但採取一致性之行為，使市

場實際上不存在競爭之情形。本案競爭家數眾多，且未

參與結合之其他競爭者的營業規模及市場占有率，均與

參與結合事業有顯著的差距，彼此間從事勾結尚有困難

度，可認結合後尚無明顯共同效果。

(三)參進程度：參進程度包含潛在競爭者參進之可能性與及

時性，及是否能對於市場內既有業者形成競爭壓力。倘

參進障礙須經過較長時間始能排除而達成參進目的，則

該參進行為仍無法遏阻或抵銷結合所致競爭效果之損

失。

１、參進及時性：通常係指參進事業自計畫進入市場至實

際在市場營運之時間。按本案參與結合事業固以包廂、

多廳的視聽歌唱服務，輔以餐飲服務作為其主要營運

型態，惟如產品市場所述，提供營業歌曲伴唱服務為

主之營業場所，均得為其競爭者，其設立並無法令明

顯之限制或資本規模之要求，故倘有計畫參進業者，

均得在1年至 2年內及時參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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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參進可能性：此可衡量相關市場是否有獲利，歷史資

料亦可作為重要參考依據。查參與結合事業均屬有穩

定獲利之情狀，故可吸引其他潛在參進者考慮參進市

場，惟就歷史經驗而言，近年僅有「星聚點文創股份

有限公司」以相類多廳、包廂之營運型態參進市場，其

他多數參進者較少考慮以較大規模參與競爭，而係選

擇較小規模視聽歌唱服務參與競爭，客觀呈現該等行

業雖有獲利，但顯示參與結合事業在高端之視聽歌唱

服務較少面臨競爭，而在消費較低或非以包廂、多廳

為主之視聽歌唱部分較易面臨競爭。

３、相關潛在競爭者是否能對參與結合事業形成競爭壓

力：如前所述近年在高端視聽歌唱服務部分，固然有

業者參進，究屬少數，多數係屬規模較小之競爭者。

而參與結合事業挾其市場規模，較有伴唱音樂著作授

權之議價能力，潛在競爭者可能因無法降低授權成本

而影響其參進意願。

(四)抗衡力量：指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箝制參與結

合事業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力。本結合案所涉

視聽歌唱服務業者，其交易相對人在上游為伴唱帶代理

業者或唱片公司、在下游為個別消費者。

１、上游伴唱產品代理市場：按參與結合事業於經營視聽

歌唱服務須取得伴唱產品代理業者之伴唱歌曲授權，

雖於智慧財產權法訂有明文。惟事業依其交易數額等

條件爭取更具優勢之議價能力，本即為商業談判之慣

用手法。本結合將使參與結合事業對於伴唱產品授權

之議價能力增加，是不排除上游交易相對人之抗衡力

量將因而減弱，參專家學者、唱片公司及音樂著作權

代理人協會函復意見，亦有此疑慮。惟上游伴唱產品

目前多集中由少數伴唱產品代理業者代理，該等事業

亦有相當市場力量，掌握甚多消費者喜愛之歌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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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參與結合事業縱因本案結合增加其授權條件之談判

力，惟倘其因洽談授權金未被前揭伴唱產品代理業者

所接受，而未取得授權，亦將對其經營造成重大影

響，是具市場力之伴唱產品代理業者仍得維持一定基

礎的抗衡力量。

２、就下游交易相對人消費者而言，參與結合事業原即為

視聽歌唱服務市場知名度較高業者，於全國市占率分

別為第1名及第2名。參據本會委外「視聽歌唱服務之

消費者行為調查」結果，倘結合事業之一方片面調漲

價格時，彼此互為消費者尋找替代場所之首選，呈主

要直接競爭關係。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缺乏主要競爭

業者，面對其調漲價格，不僅從結合前有過半之消費

者願意選擇至其他競爭者消費，變成結合後不到半數

之消費者願意轉移至其他競爭者消費，且結合後首要

競爭者之替代性明顯比不上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前之替

代關係，已如前述單方效果之分析。故倘參與結合事

業結合後調漲價格，在市場內可選擇足資替代的視聽

歌唱業者相當有限，難期待個別消費者藉轉向其他視

聽歌唱服務業者之方式，達到箝制參與結合事業提高

服務價格之能力。

四、整體經濟利益之評估：

(一)參與結合事業承諾結合後將維持雙品牌，所有門市均會

繼續經營，結合後 5年內維持現有包廂數、所有門市的

價格 (包含包廂及餐飲等所有收費項目)、結合後不減少

取得歌曲授權數量、結合後 5年內不會在海外投資視聽

歌唱服務、結合後至少 5年不在視聽歌唱業內進行水平

及垂直整合的行為、3年內分批更新好樂迪公司包廂裝潢

設備及視聽音響共 9億元、5年內將投資設備之研發及設

計或科技專案開發娛樂服務項目，每年至少 5,000萬

元、結合後不會有濫用市場力之行為等。上述為參與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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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為本結合案所承諾增進整體經濟利益之事項，合先

敘明。

(二)參與結合事業主張本結合案實施後有助於參與結合事業

整合人力與財力，並承諾提升好樂迪公司現有裝潢設

備、視聽音響，投資設備之研發及設計或科技專案開發

娛樂服務項目乙節。按事業之資源整合、服務品質之提

升，本即為其為因應市場競爭所須自主採行之經營策

略，參與結合事業雖就前揭所稱利益分別予以表述或承

諾，但並未主張該等利益只能以採行本結合途徑始可達

成，亦未證明即便未結合，面對市場競爭亦不會進行該

等提升消費者環境及服務之投資與研發。另參與結合事

業透過本結合案整合人力部分，仍有減少既有就業機會

之疑慮。

(三)參與結合事業雖承諾結合後仍維持好樂迪、錢櫃雙品牌

經營之模式，原有會員的權益均不會受到任何影響，並

承諾 5年內不調漲服務價格、不減少任何提供給消費者

的服務內容及優惠活動、不減少現有營運之總包廂數及

歌曲數、不投資海外視聽歌唱服務市場，以及不在視聽

歌唱產業內進行水平及垂直整合的行為等乙節，惟參與

結合事業除未檢據相關資料顯示現行視聽歌唱服務市場

存有調漲價格之趨勢，而得以承諾不漲價的方式，來增

加消費者的利益，況依據本會委外「視聽歌唱服務之消

費者行為調查」之資料分析，參與結合事業在結合後有

提高價格之能力與誘因。且前揭承諾僅能在短期內維持

既有現狀，就長期而言並無法消除結合後，市場因消弭

主要競爭對手之結構變化所產生提高消費價格、不調漲

名目價格但服務品質或內容降低等反競爭疑慮。

(四)參與結合事業承諾不濫用市場地位，為不當價格的決

定、維持或變更；限制伴唱產品代理業者及歌曲權利人

不得與其他視聽歌唱業者或新進業者交易的行為及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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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要求伴唱產品代理業者及歌曲權利人給予特殊優

惠或獨家交易的行為等，惟此僅為針對公平交易法相關

條文重申之形式承諾，為遵法所應然，與防免結合所減

損之市場競爭無涉。

(五)至於參與結合事業主張倘本結合案遭禁止，參與結合事

業預期國內視聽歌唱產業將不斷萎縮，消費人口及業者

營收減少，以致於相應降低投入軟硬體設備及歌曲授權

費用支出，如此惡性循環，最終導致參與結合事業退出

市場，影響上游業者權利金收入，同時亦使政府稅捐收

入減少乙節，經查自本會前次禁止結合以來，近 10年

國內視聽歌唱服務市場仍維持約 160億元營業額，雖有

市場飽和趨勢，但尚無市場明顯衰退之情形，復查參與

結合事業 107年屬獲利之狀態，難謂有經營不善，亦非

垂危事業，不生倘無進行結合必將退出市場之情，反

之，倘不禁止參與結合事業進行結合，亦難確保國內視

聽歌唱產業將不會有衰退之可能，是故本節主張亦不足

採。

五、綜合評估：本結合案雖對參與結合事業自身有明顯經濟利

益，惟在整體經濟利益上，除短期承諾外並不明顯。蓋參

與結合事業所承諾事項並不足證明即便未結合，面對市場

競爭亦不會進行相關投資與研發；相關不調漲價格、不減

少服務等均屬短期承諾，無法解決長期而言市場因消除主

要競爭對手所產生提高價格之誘因；相關行為承諾宣示亦

屬遵法必然；參與結合事業亦非垂危事業，不生倘無此結

合，必將退出市場競爭之情事；且結合後整合人力亦有減

損就業之可能，是故整體經濟利益並不明顯。但結合後將

顯著減損視聽歌唱服務市場之競爭機能，有提高價格之高

度誘因與能力，消費者或競爭者並無法有效對抗、抑制，

具有顯著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兩相衡酌，本結合案整體經

濟利益明顯小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第1項規定禁止其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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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21    日

申報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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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 

決定字號 
公結字第 108001號 

意  見  書 不同意見書 委員  洪財隆 

針對本會第 1450次委員會議決議禁止錢櫃與好樂

迪結合申報案，本人不表贊同。 

競爭法執法，根據的是一種行政法規，求取的是

一種可能性之平衡（a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端看哪一方事證具有優勢。就本案結合管制（Merger 

control）來說，則是「過度執行」（禁止）的風險和

「執行不足」（不禁止）的後遺症，應採取何者的判斷

。然本人認為，禁止本結合申報案，應屬過度執行，

主要理由有三： 

1.這兩家視聽歌唱服務業事業一旦結合，固然將增加市

占率（全國達 45%；雙北達 57%），但市占率其實並非

競爭法的考慮焦點，市場力（market power）才是。

而且，高市占率未必代表高市場力，其中，產品差異

化的程度（是否同質）和市場參進障礙之高低，允為

判斷關鍵，然原決定書中，針對這些概念連結並無清

楚著墨。例如，產業經濟學和美國、歐盟等競爭法機

關有關水平結合處理原則皆明白指出，只有在產品差

異性不大的情況下，才適合以 HHI指數（水準與變化

）作為衡量結合前後的集中度變化指標，但有關這些

重要差異，在原決定書中並無交代。 

2.做成原決定最重要的根據在於此結合將有顯著「單方

效果」之競爭疑慮，這裡主要指的是，結合後事業「

漲價且不必擔心顧客流失的能力及意願」將因而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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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其實也就是「市場力」的精髓所在，理論上可

以「(P-MC)/P」或所謂的 PCM指標代之，P為價格，

MC 代表邊際成本。實務上，針對異質性產品或服務

，一般確實多以 GUPPI（向上調價壓力指標）作為評

判準據。原決定也採此一作法，但具有兩項不足之處

，包括顯然並未考量結合之後所產生的「效率」增進

因素，以致可舒緩價格上漲壓力；另外則是衡量

GUPPI 最重要的「轉換率」（參與結合事業一旦漲價

所流失的顧客量），即使本會採用問卷調查數據，然

而比較準確的作法是現場的「市場調查」，可惜原決

定並未做到此一地步。 

3.最重要的是，根據原決定書，「參與結合事業一旦結

合後，如果漲價 10%，將有 42.3%的消費者會移轉至

其他替代場所消費」，此一比率其實相當高，隱含著

結合後事業漲價的能力其實會被市場的需求狀況所

制約，包括存在同業其他消費選擇；以及隨著生活水

準提昇，其他產業所提供不同娛樂內容與方式皆會增

加等。證諸過去 10 年，視聽產業的經營樣態，以及

整體需求/產值逐年降低，可見一斑。然此一數據在

原決定書中並未被凸顯。 

此外，錢櫃好樂迪申報結合（目前已交叉持股），

依其利潤與經營考量，將維持兩品牌運作，此一

repositioning（經營定位） 策略對其訂價空間是否

構成限制，原決定皆隻字不提，難謂周全。 

最後，和聯合行為等限制競爭處分「過往行為」

的樣態不同，結合管制只能「前瞻」或「推測」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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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可能發生結果，所以競爭法機關的執法態度理應更

謙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