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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結合案件決定書 

公結字第 099003 號 

申報人：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3251209 

址  設：臺南縣永康市鹽行里中正路 301 號 

代表人：○○○  君                   

地  址：同上 

代理人：○○○  律師 

        ○○○  律師 

        ○○○  律師 

地  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福路四段 68 號 8 樓之 6 

 

  申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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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

事任免，依公平交易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第 5款、第 11 條

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3 款規定，申報事業結合。 

  決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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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

事任免，為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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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條第 1 項規定禁止其結合。 

    理由 

一、按公平交易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結合，謂事業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而言：一、與他事業合併者。二、持有

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

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

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

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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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

結合時，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

報：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率達三分之一者。二、

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率達四分之一者。三、參

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中央主

管機關所公告之金額者。」本案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統一公司）擬間接持有維力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維力公司）超過三分之一之股份，並直接或間接控制他

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核屬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款及第 5款之結合型態，並符合同法第 11 條第 1項

第 2 款及第 3 款結合之申報門檻，依法應先向本會提出結

合申報。 

二、市場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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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參與結合事業所營業務範圍重疊者，為速

食麵、飲料及食用油脂之製造及銷售。 

１、本次申報統一公司主張餅乾點心類（包括餅乾、麵包、

洋芋片、米果、巧克力）、鮮食食品類（7-11 三明治、

超商便當、滷味、鹹酥雞、關東煮、水煎包、飯糰）、

主食澱粉類（麵條、速食麵、冬粉、米飯等可與調味醬

罐自行搭配者）、調味醬罐類（牛頭牌沙茶醬、XO 醬、

廣達香肉燥罐等可與主食澱粉類自行搭配者）、冷凍食

品類（雅方羊肉爐、桂冠義大利麵、金品焗烤飯、卡好

大水餃、義美炒飯）等即食性食品與速食麵產品具有高

度替代性，應劃分為同一市場，並主張統一公司及維力

公司於前述市場之市場占有率僅 9.04﹪，顯然不會形成

壟斷性力量並進而影響市場競爭。統一公司引據專家意

見指出即食性商品與速食麵間交叉彈性之數值無法計

算，但另依據準官方機構、商業機構及學術論文共同透

過交叉彈性以外方式之實證分析方式(包括問卷調查等

方式)，可獲致即食性商品與速食麵間交叉彈性應為正

值之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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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統一公司於 97 年間提出結合申報時就市場範圍即主張

應將便利商店鮮食產品及便當、小吃等外送、外帶主食

或點心與速食麵劃為同一市場，經本會召開公聽會綜合

各界意見及相關事證後認定速食麵應劃為單一市場，並

於公結字第 097005 號決定書中載明。本次統一公司於

申報書中自承無法提供前揭即食性食品與速食麵之交

叉彈性數據，雖提出碩士論文及即食性商品與速食麵間

交叉彈性應為正值之專家意見，惟該論文及專家意見並

未提出實際數據而足以支持其論點。 

３、本案產品市場界定可由從消費型態及市場參進者角度論

證速食麵市場之「高度可替代性」以及申報人所主張即

食性食品與速食麵間之「需求交叉彈性」二面向觀之，

前者可由事業或公眾之認知、產品特性及使用方式、獨

特的生產設備、特定消費族群、特定通路、特定價格、

消費者對價格變動敏感性等因素予以考量。查速食麵具

有食用方便、省時省事、口味獨特、易長期保存等特性，

現今一般價格多訂於 20 元以下之低價位及 25 至 50 元

中高價位，速食麵與統一公司所主張之餅乾點心類、鮮

食食品類、主食澱粉類、調味醬罐類、冷凍食品類等即

食性食品間仍存有差異。蓋速食麵以熱水沖泡即可食

用，有飽足感，可作為正餐使用，常溫下可長期保存（約

6個月），而餅乾點心類多屬休閒食品，一般不會作為正

餐使用；鮮食食品類購買後多須於當日食用完畢，無法

長期保存，且有通路購買之依賴性（如便利商店系統）；

冷凍食品類價格區間遠高於速食麵（約 40-50 元），且

需有冷藏設備及微波設備始能保存及食用；麵條類及醬

罐類則需經過烹調手續始能食用，便利性不若速食麵

高，故就速食麵之使用方式、產品特性、保存期限、便

利性及一般消費大眾之消費習慣、食用習慣及公眾認知

以觀，速食麵與統一公司所主張之即食性食品間仍存有

相當之差異，難謂具有顯著或高度之替代性。另據本會

公告所得公眾評論及其他速食麵業者之意見，亦認速食

麵不論由消費者使用時機、需求及利益、廠商之產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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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及價格設定策略觀之，皆與前述各類即食性食品不具

顯著替代性，且與市場現況及產業常規不符。 

４、就「需求交叉彈性」而言，按產品間之替代性並非零和

之爭論，而係著眼於替代效果之高低以論證不同產品是

否屬同一市場。倘如申報人主張即食性食品與速食麵具

有替代性而應界定為同一市場，則 96 年速食麵調價時，

理應可產生即食性產品顯著之替代效果。惟據本會產業

資料庫所得 96年至 98年間速食麵與即食性食品之銷售

金額變化情形觀之，96 年速食麵調價時，96 年至 97 年

間餅乾、烘培麵食品之銷售金額未增反降，未見顯著之

替代效果。又比較 96 年至 97 年間速食麵銷售金額成長

幅度與餅乾、烘培麵、麵粉條類、罐頭食品、冷凍食品

等即食性食品之總體銷售金額成長幅度，進而整體對照

96 年至 98 年間速食麵與即食性食品銷售金額之變化，

可見消費者對速食麵產品價格變動之敏感性並不高，速

食麵調價時消費者之選擇並未轉換至申報人所主張之

即食性食品，故尚難得見即食性商品與速食麵間有顯著

或高度之替代性。另經向國內三大便利超商（統一超

商、全家、萊爾富）及量販店（家樂福、愛買、大潤發）

調閱 96年至 98年間即食性食品各類別主力商品銷售數

量及單價統計資料，試算各類即食性食品與速食麵間價

格與需求量之交叉彈性以佐證替代效果，數據顯示速食

麵與餅乾點心類、主食澱粉類及調味醬罐類之交叉彈性

為負值，顯示其不具替代性。而速食麵與鮮食食品類、

冷凍食品類間之交叉彈性雖為正值，但數值均不高，屬

低交叉彈性，交叉彈性縱為正值，在競爭法上仍不足以

劃為同一市場，尤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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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市場界定應限縮排除需求交叉彈

性較小的商品始較為適切，故以本會計算所得交叉彈性

數值觀之，難謂速食麵與前揭各類即食性食品間具有顯

著或高度之替代性，是以本結合所涉特定市場應界定為

速食麵市場。 



 5

５、至飲料及食用油脂部分，倘以目前市場上相關商品之功

能、特性、用途、價格條件、銷售通路、消費者購買狀

況等因素綜合觀察結果，茶飲料、果汁、咖啡飲料、運

動飲料、碳酸飲料、包裝飲用水等產品間應具有需求替

代性；黃豆油、牛油、猪油、葵花籽油、芥花油、椰子

油、麻油、花生油、橄欖油等食用油脂產品間應具有需

求替代性。 

６、綜上，本結合所涉之產品市場，應界定為速食麵市場、

飲料市場及食用油脂市場。 

（二）地理市場：地理市場係指就結合事業提供之某特定商品

或服務，交易相對人可以很容易地選擇或轉換其他交易

對象之區域範圍。因前開速食麵、飲料、食用油脂及保

健飲品等產品於製造、運輸、銷售通路上並無特殊之地

域限制，以我國現行地理環境及交通因素觀之，本案之

地理市場應為全國。 

三、本案結合後之競爭分析： 

（一）對限制競爭不利益之評估： 

  １、單方效果：單方效果係指結合後，參與結合事業得以不

受市場競爭拘束，調整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力。一

般而言，在速食麵市場中，市場占有率第 1大廠商與第 2

大廠商結合所造成的單方效果不可不慎。按本案參與結

合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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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據本會產業資料庫 98 年速食麵

市場占有率資料估算統一公司及維力公司結合後之 HHI

增值超過 2000，參考美國水平結合處理原則之增值標

準，本結合之市場集中度增加甚劇，對於其結合後之單

方效果實不可不慎。倘進一步依 HHI 值變化、商品價格

彈性、速食麵市場需求彈性估算，結合實施後，參與結

合事業彼此間的競爭壓力將有所消減，市場集中度更形

顯著，其抬價之單方效果無法排除。 

 ２、共同效果： 

（１）共同效果係指結合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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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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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市場實際上不存在競爭之情形。結合前，前 2 大廠

商行銷策略及與通路談判力未整合，其餘小廠商會有

利基市場之爭取空間，結合實施後，此一空間勢必被

壓縮，其餘既有廠商必須調整其產品線或行銷策略以

為因應，惟因資源有限，既有廠商只能針對部分品項

加強，亦即可能會縮減自身原本產品線導致間接影響

消費者選擇之多樣性。 
（２）在結合後，如市場領導廠商提高價格或減少產量，其

餘既有廠商縱欲以價格競爭與市場領導廠商爭取市占

率，期待成功之可能性甚低，又慮及倘未跟進恐將遭

報復或不敵競爭而失去占有率，既有廠商從事競爭之

誘因及能力降低。本案速食麵市場前 2大廠商結合後，

市占率高達近 7 成，其餘既有廠商之市占率約為 10﹪

上下，渠等囿於自身市占率遠不及於參與結合事業，

故對抗其結合後事業抬價行為之可能性並不高，倘結

合事業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衡酌其餘既有廠

商評估採敵對之可能性未必符合經濟理性之情況下，

渠等參與或採取一致性行為之可能程度似會增加。故

本案結合實施後，參與結合事業調漲商品價格時，其

餘既有廠商採取跟隨調漲之可能性極高，尚難排除結

合後之共同效果。 

 ３、參進程度：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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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競爭效果之損

失。 

（２）據申報資料，設立速食麵工廠之資本額及營運資金非

高，且非特許事業，除產品商標、品牌外，亦無專利

等其他智慧財產權限制。故倘純就生產速食麵所需之

基本設備及法令規章而論，其參進障礙不高。惟速食

麵的行銷需搭配通路，故參進障礙應將通路納入考

量，而進入通路所需耗費的時間及資力，尚非任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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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參進之新業者能及時輕易達成。且倘如申報人主張

國內速食麵市場已有飽和甚至規模減縮趨勢，對於潛

在競爭者而言，難謂具有足夠的市場規模吸引其投資

生產設備而能有回收或獲利之預期。 
（３）對既有業者而言，目前尚無證據顯示其他既有的競爭

者有擴大營業規模之計畫而足以對申報人結合後形成

足夠的競爭壓力。又倘若結合後可帶動其他既有業者

之創新研發或產品重新定位，或可抵銷結合之單方效

果。惟就目前國內速食麵市場觀之，既有業者推出新

品之成功率皆不高，產品重新定位又涉及諸多成本，

此外，速食麵產業著重消費者口味偏好及行銷通路，

速食麵廠商長期建立之品牌形象，對於消費者之選擇

亦具有相當程度之影響力，消費者對於舊品牌之忠誠

度及對新品牌之接受度實難互換，此由國內熱銷品牌

多為歷史悠久之口味，並對照康師傅品牌速食麵進入

國內市場以來，統一公司或維力公司之市場占有率並

未大幅更動，顯見國內速食麵市場對既有業者推出新

品或產品重新定位參進市場之效果有限。 

（４）就行銷通路而言，新產品之成功須投入廣告行銷成本

及爭取銷售通路，統一公司與全國門市數將近 5000 家

之統一超商及家樂福量販店屬同一集團事業，結合實

施後統一公司與維力公司對通路之影響力量更強，亦

將間接影響既存業者或潛在參進者爭取通路之可能

性。綜上，前揭情事皆會影響本案潛在競爭者參進之

可能性、及時性及競爭能力，故本案參進障礙尚非如

申報人所言之不高。 

 ４、抗衡力量：抗衡力量指交易相對人或潛在交易相對人箝

制申報人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力。速食麵上游

所需原料為麵粉、油脂、包裝材料等，下游事業為量販

店、超市、便利商店等連鎖通路商，以及傳統零售通路。

申報人雖主張連鎖銷售通路較供應商處於強勢地位，但

參與結合事業為國內速食麵前 2 大廠商，結合實施後參

與結合事業於速食麵市場更居市場主導地位，上游原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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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及下游連鎖通路商對其之抗衡力量相形削弱，水平

同業復表示速食麵之原物料供應商倘被獨占廠商所主

導，未來可能影響水平競爭同業取得供貨之機會，更難

期待下游傳統零售商及個別消費者有箝制申報人提高商

品價格之能力。 

 ５、至飲料及食用油脂部分，因維力公司前開產品之市場占

有率均不到 1%，規模甚小，故本案結合實行後，飲料及

食用油脂等產品之市場占有率與結合前相較並無重大變

化，應不影響目前市場競爭強度。 

（二）對整體經濟利益之評估： 

本會為使結合申報案件審理標準更臻明確，俾利事業遵

循，特訂定「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

之處理原則」，該處理原則第 10 點規定：「一般作業程序

之水平結合申報案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會原則上認

為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應進一歩衡量整體經濟利益：

（一）結合事業市場占有率總和達到二分之一。（二）特

定市場前二大事業之市場占有率達到三分之二。（三）特

定市場前三大事業之市場占有率達到四分之三。 前項第

二款或第三款之情形，參與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率總和

應達百分之十五。」是本案已具有顯著競爭疑慮，須進

一步衡量其整體經濟利益是否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

又據該處理原則第 13 點第 1 項規定：「具有顯著限制競

爭疑慮之結合申報案件，申報事業得提出下列整體經濟

利益考量因素供本會審酌：（一）消費者利益。（二）結

合事業原處於交易弱勢之一方。（三）結合事業之一屬於

垂危事業。（四）其他有關整體經濟利益之具體成效。」

而據申報人提供資料及其他與競爭有關之考量因素，就

本結合案可帶來之整體經濟利益評估如下： 

 １、申報人是否提出消費者利益之考量因素： 

（１）據申報資料顯示，本案結合後，統一公司及維力公司

將可提高生產效率，降低作業成本，提供品質更佳、

更符合食品安全衛生、更多樣化之速食麵產品予消費

者，且盡力避免調高零售端產品售價，嘉惠全國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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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並促進消費。 

（２）查事業競爭可使消費者取得較有利之商品價格，惟本

案結合後，統一公司將取得維力公司 50﹪以上之控制

力，2家事業維持競爭之狀態已不可期，且參與結合事

業降低生產成本是否得以直接回饋予消費者亦未可

知，故統一公司雖表示將盡力避免調高零售端產品售

價，但綜合上情以觀，縱有規模效益，其是否得以轉

嫁至終端消費者則未臻明確。 

 ２、申報人是否提出「結合事業原處於交易弱勢之一方」之

事證：按申報人雖稱連鎖銷售通路較供應商處於強勢地

位，惟申報人並未提出足資採認結合事業原處於交易弱

勢一方之具體事證，且其下轄統一超商、家樂福等通路

優勢，實難認結合事業屬交易弱勢之一方。 

 ３、申報人是否提出結合事業之一屬於垂危事業之事證：依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理原

則」第 13 點第 2 項規定，「垂危事業」應符合：(一)垂

危事業短期內無法償還其債務；(二)除透過結合，垂危

事業無法以其他更不具限制競爭效果方式存在市場；(三)

倘無法與他事業結合，該垂危事業必然會退出市場。惟

申報資料未稱維力公司屬垂危事業，且自目前市場狀

況、申報人營運情形及財務資料等，尚難認本案結合事

業之一屬垂危事業。 

 ４、其他有關整體經濟利益之具體成效：依據申報人主張，

速食麵產業於國內已屬發展相當成熟甚至飽和之產業，

雖申報人主張本結合案實施後，雙方仍各自維持自身經

營策略，提供消費者多樣化產品，惟結合後，2家事業原

維持競爭之狀態已不可期，更不利於國內已飽和之速食

麵產業之競爭，而另一方面，衡酌成熟之速食麵產業維

持競爭之機能，讓既有廠商於競爭狀態中力求研發及創

新，亦為促進市場動態效率之展現。另於國際競爭方面，

參與結合事業於現有持股情況下即可透過交流採購、研

發、生產等經驗及策略聯盟、研發聯盟等方式，提升經

營效能，協助維力公司進入國際市場，且上開方式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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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持股情況下即得為之，尚非必須經由取得額外股權之

方式始得進行，且申報資料所稱提升國家之整體競爭

力、促進消費者利益等，亦非以本結合案為實現之必要

前提，且該等利益亦難能確保必得實現。故本結合案對

整體市場或消費者之整體經濟利益，難認有明顯助益。 

（三）綜上，本結合案對於國內速食麵市場之競爭機能具有顯

著限制競爭之不利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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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難謂本結合對整體經

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應依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

第 1 項規定禁止其結合。 

 

 

 

中 華  民  國   99    年  9   月  8   日 

申報人認為本決定書具有訴願法第 1 條或第 2 條之情事者，仍

得於本決定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

附本決定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