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體經濟利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產業別對水平結合管制市場績效影響之實證研究 11 

《公平交易季刊》 

第 14 卷第 1 期（95/01），頁 11-46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整體經濟利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產業別 
對水平結合管制市場績效影響之實證研究 

余朝權、施錦村* 

摘要 
企業結合雖可提升廠商之競爭能力，但對特定市場亦有可能造成限制競爭或不

公平競爭的情形，故世界各主要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均採取管制措施。台灣公平會

亦以公平法第 12 條作為管制的基礎，但尚未完成指導原則加以闡釋。此外，管制

之關鍵因素，包括「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與水平結合後所產

生之「市場績效」關係，及產業別與市場績效之關係如何，現有結合管制文獻均僅

有理論性探討尚未發現有採取實證研究加以驗證者。 

有鑑於此，本研究乃以台灣自 1992 年至 2004 年之水平結合許可案例共 158 件

為樣本，參酌相關理論文獻，經由內容分析法建構整體經濟利益、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及市場績效之觀察變數，再藉由 SEM、ANOVA 及 Duncan 檢定等分析工具進行

驗證。實證結果顯示：(一)整體經濟利益與市場績效間具有正向關係；(二)結合後未

產生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與市場績效間具有正向關係；(三)整體經濟利益與市場績效

間之關係係數大於結合後未產生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與市場績效間之關係係數；(四)

不同產業的水平結合其市場績效值不同，其中以高科技產業最高，傳統產業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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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實證結果與既有的理論文獻相符合，一方面可增進水平結合管制之理論基礎，

並對台灣執法實務運用上有所幫助。 

 

關鍵詞：整體經濟利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水平結合、市場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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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電子及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及企業經營環境的快速變動，水平結合已成

為企業追求外部成長最重要策略之一（Hill & Jones, 1998）1，而水平結合包括合

併、收購及控制等三個態樣（Kitch, 1967; Lindsay, 2003）。但是，水平結合並非萬

靈丹，其雖可提升企業之競爭能力，但對特定市場亦有可能造成限制競爭及不公平

競爭的情形。因此，世界各主要國家 2 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如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德國聯邦卡特爾署（Federal Cartel Office）、日本公

正取引委員會及歐盟執委會（Commission of European Communities）等無不對水平

結合採取管制措施；台灣公平交易委員會（Fair Trade Commission，下稱公平會）

對企業結合亦採取管制措施，並於公平交易法（Fair Trade Law，下稱公平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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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意指企業結合須採取管制，其管制應考慮

2個關鍵性因素，即「整體經濟利益」（overall economic advantages）及「限制競爭

之不利益」（disadvantages resulting from competition restraints）（下稱 2個關鍵性

因素）。當「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則產生「市場績效」

（market performance），主管機關不禁止其結合，反之，則予以禁止。但台灣公平

會不若其他主要歐美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對其意涵有更進一步闡釋，甚至對於如何

衡量前述 2 個關鍵因素之抵換（trade-off）結果（市場績效），亦未若其他主要國

家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制定詳盡的企業結合指導原則 4 予以闡釋，僅提出諸多處理

原則，以供內部參考。 

                                                      
1 Hill, C. W. L. and G. R. Jones,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ory: An Integrated Approac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329 (1998). 
2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2003。以歐盟、美國、德國及日本等 4國為論
述對象，故本研究所稱之世界各主要國家係指我國、歐盟、美國、德國及日本等 5國。 

3 本研究有關公平法條文之陳述，依 2002年 2月修正公布之條文為準。 
4 各主要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所公布的結合指導原則有：美國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之「水平
結合指導原則」及「非水平結合指導原則」、美國檢察總長「水平結合指導原則」；歐盟之「水

平結合指導原則」；德國之「結合管制下之支配市場地位」；以及日本之「關於股份持有、合併

等『造成實質的限制一定之交易領域之競爭情形』的見解」。 



14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再者，台灣公平法施行迄今雖歷經 3 次修法，但對結合管制之審查標準仍維持

抽象性規定 5，惟結合管制之執行，若未能將實務見解，佐以學理的討論，復參酌

各產業之不同特性，以條理分明方式闡明其管制實質內涵，而一味以 2 個不確定的

競爭法概念（2個關鍵性因素）委諸主管機關加以審酌，殊有不妥 6 

另外，過去企業結合相關文獻，大都把焦點集中在結合後之效益分析 7；或結

合在競爭法中之均衡分析 8；其他如黃營杉與施錦村 9 亦僅從結構面研究結合許可決

定書之內容結構對主管機關審理結合案件時效性之影響，迄今尚未有研究者就整體

經濟利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對市場績效的關係進行實證研究。 

本研究有鑑於此，乃蒐集 1992 年 2 月至 2004 年 12 月底止共 158 件水平結合

許可案例作為研究樣本，首先依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建構整體經濟利益及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之類目（category）10，再參酌相關文獻建構產業別及市場績效類

目，並藉由 SEM（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ANOVA（Analysis of Variance）及

Duncan檢定驗證 2個關鍵性因素、產業別與市場績效間之關係，以期得到如下研究

目的：一、探討整體經濟利益與水平結合後之市場績效（下稱市場績效）間之關

係；二、釐清結合後未產生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11 
與市場績效間之關係；三、比較整

                                                      
5 公平法於 1992年 2月 4日施行，當時該法第 12條規定：「事業結合之申請，如其結合，對整
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中央主管機關得予許可。」1999 年 2 月 3 日第 1 次修法及
2000年 4月 26日第 2次修法時，均未修正前述條文。2002年 2月 6日第 3次修法，將公平法第
12 條修成 2 項，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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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第 2項：「中央主管機關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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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公平法雖經

過 3 次修法，但對結合管制的實質內涵仍維持抽象規定，並未予改變，僅將「事前許可制」改為
「事前申報異議制」。 

6 何之邁，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註釋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公平交易委員會，440-
441，2003。 

7 Utton, M.A., “On Measuring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Merger,”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6(1):13-29 (1974); Healy, P., K. G. Palepu and R. S. Ruback, “Does Corporate Performance Improve 
after Merger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 31:135-175 (1992); Avkiran, N.K.,“The Evidence on 
Efficiency Gain: The Role and Benefit to the Public,”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3:991-1013 
(1999)；施錦村，「我國 IC 產業與其相關市場競爭行為之研究－以事業結合為例」，第八屆競爭
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41-271，2001。 

8 黃亮洲，廠商合併之內生均衡分析，台灣大學經濟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 
9 黃營杉、施錦村，「結合類型、結合門檻及行業別對公平會審理企業結合申請時間效率之研
究」，產業管理學報，第 5卷第 2期，235-258，2004。 

10 類目=具體內涵。 
11 為配合公平會審理水平結合許可案件之實務狀況，在研究目的、研究假設及量表設計等項，
以「結合後未產生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代替「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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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經濟利益及結合後未產生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二者與市場績效之關係；四、檢驗不

同產業的水平結合所產生市場績效值之差異。 

二、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水平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與市場績效的關

係，其間尚涉及產業別的因素。因此，文獻探討應包括市場結構、產業別、整體經

濟利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及市場績效等項，茲分別說明如后： 

(一) 市場結構 

哈佛大學經濟學者 Scherer 12  
曾提出一個完整的 S-C-P（Structure-Conduct-

Performance）分析模式，並得到市場結構會影響結合行為進而影響市場績效的驗

證；美國法務部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於 1992 年訂定之水平結合指導原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13 第 1章顯示，市場結構應以特定市場及市場集中度為焦點；日

本獨占禁止法 14 第 4 章有關結合管制規範，亦以特定市場及市場集中度作為探討重

心。本研究係屬競爭法之研究範疇，旨在探討水平結合管制，故其市場結構宜就前

述 2焦點論述之。 

1. 特定市場 

台灣公平法第 5 條第 3 項將「特定市場」定義為：「事業就一定商品或服務，

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申言之，公平法之「特定市場」係指系爭之產品或服務

必須「一定」，而地理上的區域或範圍也必須為系爭產品或服務所能及。前者屬產

品市場（product market）概念、後者則有地理市場（geographic market）的概念15。

                                                      
12 Scherer, F. M.,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hicago: Rand McNally: 5 

(1970). 
13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 

http://www.usdoj.gov (1992). 
14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日本公平交易法相關法規彙編，2001。 
15 范建得，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註釋公平交易法第 5 條，公平交易委員會，177-

178，2003。 



16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此外，歐盟執委會（Commission of European Communities）1997年 12月所頒「共

同體競爭法/特定市場定義通知」（Notice on 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Market for 

Purpose of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美國水平結合指導原則第 1章有關特定

市場的定義、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5 項所稱「一定交易領域」等，均含有「產

品市場」及「地理市場」的意涵。另外，公平法第 11 條第 1、2 款事業結合應申報

門檻，係以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作為規範標準，顯見特定市場的範圍界定在水

平結合管制居關鍵性地位，而其範圍如何界定，各主要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之作法

略有不同 16，我國則以需求替代性及供給替代性作為界定標準。此亦為本研究對特

定市場範圍之界定標準。 

2. 市場集中度 

企業水平結合將導致特定市場集中度提高，進而提高參與結合事業之市場力

量，產生參進障礙（或進入障礙，entry barrier），而有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之

虞，在結合管制的領域內，一直成為受矚目的焦點。世界各主要國家競爭法主管機

關為避免特定市場集中度過高，有礙市場競爭機能的發揮，均對管制型市場集中度

認定標準作詳細規範，例如，我國公平法第 5 條之 1 有關「獨占市場之認定標

準」、同法第 11 條第 1、2 款有關「事業結合申報門檻」；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

法17第 19 條第 3 款「市場控制地位的認定」；日本企業結合指南「可能造成限制

市場競爭之虞之界定」；美國法務部及聯邦交易委員會及歐盟執委會分別以 HHI 指

數（Hirschman-Herfindahl Index）作為衡量市場集中度之標準（台灣、日本及德國

以 CRn作為衡量標準），以達到結合管制之目的。以上 2種衡量方式 18 
在定義上雖

略有不同，但並無孰好孰壞之爭議，而係依各國國情而定。本研究係以公平法水平

結合管制為探討重點，故以 CRn為衡量市場集中度之標準。 

                                                      
16 特定市場範圍的界定方法日本與我國相同；美國及歐盟則採取 SSNIP（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意指當標的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在市場內小幅但永久性的提升，致
該標的產品或服務之消費對象，因而轉向其他可以獲得替代品之供應商或區域購買，而導致標的

產品或服務之銷售量下降，形成產品或服務之價格上升無利可圖，則前述標的產品（服務）或區

域與替代產品（服務）或區域，可共同形成特定市場。 
17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德國公平交易法相關法規彙編，1997。 
18 CRn 係指特定市場之前 n 家廠商銷售額＋進口額－出口額/特定市場的總銷售額＋進口額－出
口額；HHI指數係將所有市場參與者的個別市場占有率予以平方再予以加總所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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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業別 

Kotler 19 
認為，產業係由一群提供高度替代性產品或產品類別的廠商所組成。

然而總體產業係由一、二、三級產業所構成，又依公平會辦事細則係將一、三級產

業（農牧及服務業）歸屬第一處；二級產業（製造業）歸屬第二處；另外，薛琦及

張祥憲
 20 將產業依 R&D 經費、僱用科技人員之密集度，以及產品功能變化速度、

產品生命週期、產品複雜程度等項，分成高科技產業及傳統產業，惟此大部分產業

僅涉及製造業鮮有涉及服務業者；但公平法及其施行細則於 2002 年修法時將該法

第 11 條第 3 款「上一年度之銷售金額」區分成金融業及非金融業。綜上，本研究

首先將產業區分成製造業及服務業，再將製造業分成高科技產業及傳統產業；將服

務業分成金融業（含不動產及租賃業）及非金融業，各產業涵蓋範圍詳如表 1 所

示： 

表 1 水平結合行為產業分類表 

產   業 內 容 

金融業 金融、證券期貨、保險、不動產、倉儲、租賃業。 服 

務 

業 非金融業 
農牧、餐飲、日用百貨、運輸（陸、水、空）、批發（含無店

面）、建築及工程技術服務、電視及廣播（有線及無線）、電子

商務及其他服務業。 

高科技產業 
電腦及視聽電子產品、電子零組件、電腦系統設計、資料處理及

資訊供應、光學醫療儀器、特用化學產品、通訊、網際網路、電

子商務業。 

製 

造 

業 

業 

傳統產業 

食品飲料、紡織、金屬基本工業及製品、機械製品、運輸工具製

造、能源礦業、電力供應、氣體燃料供應、化學製品、化學材

料、橡膠製品業、紙漿及紙製品、土木工程、營造業、鐘錶製造

及其他工業製品產業。 

                                                      
19 Kotler, P., A Framework for Marketing Management (2n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53 

(2003). 
20 薛琦、張祥憲，「我國高科技產業與經濟發展」，自由中國工業月刊，13-34，1999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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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經濟利益 

所謂「整體經濟利益」在解釋上涵蓋甚多的意涵，過去有許多學者 21 以效率來

表示，其中 Lindsay 更將效率細分成配置效率、生產效率、動態效率及交易效率

等 22。然若依經濟分析的理論架構探討，整體經濟利益在理論上應符合「極大化」

（maximization）、「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及「均衡」（equilibrium）

的基本原則。換言之，雖任何有理性的廠商或個人都會極力去尋找利益極大化，但

此種利益極大化，並非全然是整體經濟利益，而尚須考量「經濟效率」及「均衡」

2 個要素。所謂經濟效率，意指資源不管再怎麼重新分配使用，都無法使某些經濟

體獲致更高經濟利益，而同時不損及其他經濟體的利益 23。此一情境，經濟效率可

能只是事業或產業個別的效率，而非必然是競爭法所欲維護的整體經濟利益之效

率，而福利經濟的概念正是探討個人與廠商如何建立互動，以達到整體經濟利益效

率之目的。至於均衡，係指一種不會自然改變的狀態。換言之，均衡一旦達成，在

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其狀況會繼續維持下去。因此，在福利經濟的理念中，只

有當生產者與消費者配置均有效率時，均衡才會呈現最適（optimal）狀態，也唯有

當消費者效用極大化時，廠商的利益才會極大化，經濟效率的意義方能與追求社會

褔祉的動向趨於一致，最適狀態的均衡才會出現，此時，才能達到整體經濟利益的

意境。 

就實務而言，整體經濟利益的評估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包括參與結合企業、結

合企業所屬產業以及一般社會大眾的認知等方面；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且由

於結合所引發的利益，往往不是當場即時發生，而是在歷經一連串的連鎖作用後，

                                                      
21 Cook, C .J. and C. S. Kerse, E. C. Merger Control, Sweet & Maxwell: 167 (1996); Lindsay, A.,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 Substantive Issues, Sweet & Maxwell :12-13, (2003); Verloop , P. and V. Landes, 
Merger Control Europe (4th),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53 (2003). 

22 配置效率（allocation efficiency）或稱柏拉圖最適（Pareto Optimality）是指整個社會達到可能
的效用前緣（utility possibility frontier）上的一種平衡，此時，任何人均無法在不減損他人效用的
情況下，增加自已效用；生產效率（productive efficiency）是指在既定的產出水準下，追求最低成
本的投入；或在既定的成本下，追求最大的產出水準；動態效率（dynamic efficiency）包括技術
的創新或改進，及學習曲線的累積所造成的效率提高，成本下降；交易效率（transactional effi-
ciency）是指因大量購買所造成的成本降低。 

23 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經濟學－理論與實務（第 2 版），自行發行，293，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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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充分顯現。因此，對整體經濟利益的評估，不能只看眼前短暫的利益，應多留意

結合後的一連串影響，這種情形在創新市場（innovation market）特別明顯。例如，

創新市場之結合雖可能導致短期市場集中度增加或產品價格上揚，但也可能促使事

業之經營成本降低，加速引發競爭對手投入研發創新工作，有利於整體產業和消費

者 24。 

世界各主要國家在結合相關規範方面，美國國家檢察總長協會水平結合指導原

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torneys General，下

稱 NAAG準則）曾對「整體經濟利益」一詞作進一步闡釋，認為水平結合係為達到

「生產及分配效率和避免消費者的褔利移轉給濫用市場力量的廠商為主要目的。」

而 歐盟結合準則 25 第 2 條第 1 項則臚列許可企業結合應審酌因素，其中有關整體

經濟利益之要素包括：選擇供應商或消費者的可能性、中間或最終顧客的利益、技

術與經濟進步發展等，其餘僅略加闡釋，台灣公平法則委諸內部規定。因此，就台

灣公平法而言，要論述整體經濟利益之實質內涵，僅能就實際個案所涵蓋的內容加

以歸納。 

國內相關文獻論述「整體經濟利益」之具體內涵者 26，大都參酌過去案例（例

如，劉孔中以 1997 年以前案例為準）臚列「整體經濟利益」可能類目，未作進一

步歸納整理，內容繁雜且有諸多重疊之處，尚難作為實證研究之變數。另外，施錦

村等（2004）27 參酌前揭文獻，就公平會 1992年 2月至 2003年 12月公布於該會公

報之 144 件水平結合許可決定書所可能涵蓋內容，歸納出「整體經濟利益」之具體

內涵應包括：產出效率、管理效率、財務效率、技術效率、提升競爭力、垂危事

業、帶動產業技術、落實國家產業政策及消費者福利等 9 項，並以前述項目與產業

別（金融業、4C產業、電機電子及精密儀器業、能源電力及化學產業、民生及基本

金屬業、餐飲及其他服務業）作交叉分析（cross analysis）所得結果：在總體 320

                                                      
24 劉孔中，「論結合管制之理與實務」，公平交易季刊，第 6卷第 2期，23-24，1998。 
25 Commission of European Communities,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 between Undertaking,” 

www.europa.eu.int/comm/competition/ (1998). 
26 劉孔中 (1998)，前揭註 24，26；郭土木，公平交易法新-獨占、結合與聯合行為，元照出
社，223，2002；何之邁 (2003)，前揭註 6，458-459；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
增訂第九版，65，2003。 

27 施錦村、劉栖榮、陳嘉雯，公平交易法結合管制之市場績效分析-以水平結合為例，行政院公
平交易委員會，62-6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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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項次 28 中，消費者福利、管理效率、提升競爭力及產出效率分別為 65、61、60

及 45項次，合計達 231項次約占全體的 72.2%。前述 4個項目分屬廠商效益（管理

效率、產出效率）、產業效益（提升競爭力）及社會利益（消費者福利），頗具代

表性 29。本研究為避免重蹈施錦村等（2004）在前述交叉分析中所產生的統計分析

上的困擾（10 個細格（cell）為 0 的情形），除將產業別重新歸納為金融業、非金

融業、高科技產業及傳統產業等 4 項外，並以消費者福利、管理效率、提升競爭力

及產出效率等 4 項作為「整體經濟利益」實證研究之觀察變數，以進行後續之研

究。 

(四)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水平結合具有使特定市場現存廠商家數減少，造成市場集中度提高之反競爭效

果。競爭法對於水平結合管制的目的，在於避免企業企圖藉此取得市場力量或獨寡

占地位，排除其他競爭者加入市場競爭，而達到限制產出、提高產品價格，減損市

場競爭機能的目的。因此，當企業進行水平結合的結果，導致其得以運用市場力量

或獨寡占地位，將價格提高至競爭價格水平之上，而獲取超額利潤，使社會福利由

消費者移至結合企業，該結合已實質達到限制競爭，應被禁止。雖然，競爭法主管

機關衡酌結合案件應否禁止，市場占有率及市場集中度為重要的考量因素，但仍須

評估其他可能限制競爭的因素，如結合後可能產生的單方效果、共同效果、抗衡力

量 30、進入障礙及市場競爭減損等 31。日本「關於股份持有、合併等『造成實質的

限制』一定之交易領域競爭之情形」的見解中指出，導致實質限制競爭之情形者包

括：當事公司之地位（市場占有率、當事公司間過去的競爭情形）、市場狀況（競

爭者數、市場集中度、進入障礙）及其他（事業之綜合能力、來自鄰近市場的競爭

                                                      
28 每一水平結合案整體經濟利益所考慮之具體內涵項目可能不只一個，故其累計總數超過 144
個。 

29 劉孔中 (1998)，前揭註 24，將整體經濟利益分成廠商效益、產業效益及社會利益。 
30 單方效果：單一企業在特定市場具有優勢地位，擁有片面提高產品價格或限制產出而獲利的
能力；共同效果：企業與其他具有競爭關係之企業相互約束市場活動，進而達成共同反競爭目

標；抗衡力量：係指特定市場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鉗制企業提高產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的

能力，亦有人稱之為強勢而老練之買方力量（powerful or sophisticated buyer），此種力量最可能
發生在買賣雙方市場均屬高度集中，且雙方均有足夠力量迫使他方繼續維持競爭的情形。 

31 何之邁 (2003)，前揭註 6，447-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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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等 32。 

台灣公平法第 12 條有關「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不若日本結合相關規定有具體

內涵，亦未若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36 條明確指出「不得造成市場支配地位

或強化」，或美國克萊登法（Clayton Act）第 7 條「不得造成實質地減少競爭或傾

向形成獨占」為結合管制的要件，而僅作概括性規定。 

再者，國內相關文獻論述「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具體內涵者 33，大都僅臚列

「限制競爭之利益」可能類目，未作進一步歸納，尚難作為實證研究之變數。另

外，施錦村等（2004）34 就前述 144 件水平結合許可決定書，參酌前揭文獻歸納出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之具體內涵包括：市場占有率、市場集中度、單方效果、共

同效果、減競爭者家數、參進障礙、影響價格能力等 7 項，並以此 7 個項目與產業

別交叉分析（cross analysis）所得結果：在總體 192 累計項次 35 中，市場占有率、

參進障礙及影響價格能力分別為 64、38 及 30 項次，合計達 132 項次約占全數的

69%，而日本「關於股份持有、合併等『造成實質的限制』一定交易領域競爭之情

形」的見解，前述 3 項目亦為導致限制競爭的重要因素，頗具代表性。但施錦村等

（2004）在前述交叉分析產生了統計分析上的困擾（9 個細格為 0 的情形）。因

此，本研究除將產業別重新歸納為金融業、非金融業、高科技產業及傳統產業等 4

項外，並以市場占有率、參進障礙及影響價格能力等 3 項作為「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實證研究的觀察變數，以進行後續研究。 

(五) 市場績效 

水平結合後可能會同時產生整體經濟利益（效率）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市場

力量），二者具有抵換關係，當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的不利益，即產生市場

績效。而市場績效之分析模式就其演進而言，首論 Williamson（1968）36 以結合後

                                                      
32 事業的綜合能力：除市場占有率外，尚包括原料調度能力、技術力、販賣力、信用力、知名
度及廣告宣傳力等；來自鄰近市場的競爭壓力：如地理位置接近之市場、次交易階段之市場、類

似機能之替代品市場等之競爭狀況均應作為參考對象。 
33 劉孔中 (1998)，前揭註 24，26-27；郭土木 (2002)，前揭註 26，223；何之邁 (2003)，前揭
註 6，452-453；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2003)，前揭註 26，66。 

34 施錦村、劉栖榮、陳嘉雯 (2004)，前揭註 27，64。 
35 每一水平結合案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所考慮之類目可能不只一個，故其累計總數超過 144個。 
36 Williamson, O.E., “ Economic and Antitrust Defense: The Welfare Trade-off ”, American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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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總體福利（消費者福利加生產者福利，total welfare）正負作為判斷準則，若是正

數則有市場績效，反之則無，此種模式又稱為簡樸抵換模式（naïve trade-off 

model）；次論 Martin（1993）37 之淨福利抵換模式，此種模式以結合後之成本節省

是否大於福利無謂損失而定；最後是 Lindsay（2003）38 的消費者福利抵換模式，該

模式係以消費者福利為觀點，近年來成為歐盟執委會與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評估結

合管制的重要參考依據，其內涵包括貨幣價值、消費者選擇及產品創新等 3 項。本

研究有關市場績效採用 Lindsay（2003）消費者福利的觀點，並以前述 3 項內涵作

為後續研究之觀察變數。 

三、研究設計 

研究設計（research design）係指建立一個分析架構，以達到解決研究問題的目

的。本研究之研究設計包括研究架構、研究假設及變數操作性定義等項。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前述文獻探討及公平法第 12 條：「當『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

制競爭之不利益』，則產生『市場績效』，主管機關不禁止其結合」，及不同的產

業別應有不同的市場績效等概念，提出觀念性研究架構（conceptual framework）如

圖 1所示。 

(二) 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hypothesis）係指 2 個或以上變數間推測性（conjectural）描述，通

常以宣告性陳述來描述變數間一般性或特定的關係。本研究參酌前述文獻探討，產

生以下 4個研究假設： 

                                                 
Review, 58: 23 (1968). 

37 Martin, S., Advanced Industrial Economic,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40 (1993). 
38 Lindsay, A. (2003), supra note 21: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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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 

1. 整體經濟利益 

企業從事水平結合會產生正向力量，此即為過去許多學者所稱之「效率」，亦

即公平法第 12 條所稱之「整體經濟利益」。該力量與結合後之市場績效有正向關

係。而「整體經濟利益」為 1 抽象概念，其具體內涵依施錦村等（2004）39 就實際

案例許可文獻交叉分析所得主要包括 4 個項目：消費者福利、管理效率、提升競爭

力及產出效率，此即為「整體經濟利益」的觀察變數。至於「市場績效」本研究採

Lindsay（2003）消費者福利的觀點，其觀察變數包括：貨幣價值、消費者選擇及產

品創新等 3項 40。綜上，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一如下： 

H1：整體經濟利益與市場績效間具有正向關係。 

2.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企業從事水平結合除產生「效率」外，尚會產生 1 反向力量「市場力量」。此

種力量即為公平法第 12 條所稱之「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其與結合後之市場績效

具有反向關係。而「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為 1 抽象概念，其具體內涵依施錦村等

                                                      
39 施錦村、劉栖榮、陳嘉雯 (2004)，前揭註 27，62-63。 
40 Lindsay, A.(2003), supra note 21: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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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41 就實際案例許可文獻交叉分析所得主要包括 3 個項目：市場占率、參進

障礙及影響價格能力。故本研究以前述 3 項具體內涵作為「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

觀察變數。另外，由於公平會在審理結合許可案件時，對「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一

項，僅考慮「結合後未產生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未直接考慮「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故於研究假設及量表設計採用反向命題。本研究提出假設二如下： 

H2：結合後未產生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與市場績效間具有正向關係。 

3. 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之抵換關係 

公平法第 12 條認為，當「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時，則

產生市場績效，公平會不禁止其結合。而本研究之樣本來自公平會不禁止其結合之

文獻，在相當程度上已認可該水平結合案符合「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

不利益」的構成要件。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三如下： 

H3：整體經濟利益與市場績效間之關係顯著高於結合後未產生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與

市場績效間之關係。 

4. 產業別與市場績效的關係 

依公平會審理水平結合實際案例，在不同產業最常被考慮的因素不儘相同，就

以整體經濟利益為例，金融業最常考慮的因素依序為管理效率、消費者福利及提升

競爭力；高科技產業依序為管理效率、產出效率，餘者類推；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亦

然。顯示不同的產業別，其所形成之整體經濟利益或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具體內涵

組合可能不同，此種差異亦有形成不同的市場績效值之虞 42。因此，本研究提出研

究假設四如下： 

H4：不同產業的水平結合將產生不同的市場績效值。 

(三) 變數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涵蓋「整體經濟利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等 2 個自變數，與「市

                                                      
41 施錦村、劉栖榮、陳嘉雯 (2004)，前揭註 27，64。 
42 本研究認為產業別係調節變數，與市場績效關係可視為另一獨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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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績效」1 個依變數，其中自變數有 7 個觀察變數，依變數有 3 個觀察變數，其操

作性定義分別說明如下。 

1. 整體經濟利益 

整體經濟利益包括「消費者福利」、「管理效率」、「提升競爭力」及「產出

效率」等 4個觀察變數，其操作性定義為： 

(1) 消費者福利 

效用（utility）為消費者使用其所購買之產品後，慾望滿足的程度。水平結合可

提升參與結合企業之管理效率、產出效率、技術效率，並帶動競爭者之技術發展，

使產品在品質不變的情況下，價格下降，或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品質提升；也可增

加消費者對產品的選擇機會，有利於市場競爭機能的發展，此均可提升產品的效

用。綜上，本研究針對「消費者福利」提出如下操作性定義：「消費者因水平結

合，致所消費之產品效用增加的情形。」 

(2) 管理效率 

水平結合可以擴大參與企業之產出規模，然固定成本並不會與產出規模呈同比

例增加，因為分攤在每一單位產出的固定成本減少；其他諸如集團內部整合，可以

減少不必要的重復組織，提高內部管理效率，有效分配資源，降低經營成本。綜

上，本研究針對「管理效率」提出如下操作性定義：「參與結合企業因水平結合而

有效整合內部資源，減少不必要的重置組織，提高經營管理效率。」 

(3) 提升競爭力 

Channon（1999）認為，評估廠商在特定市場上的競爭力，應考慮相對獲利能

力、相對產品品質、相對產品價格、消費者傾向及產品創新等構面 43。水平結合有

可能造成市場集中度的提高，不利於產業競爭機能的健全發展；但也有可能因參與

結合企業的產品提高其品質或創新，強化該等企業在特定市場之競爭地位，未參與

結合企業若無法迎頭趕上，將被壓縮生存空間，甚至有被迫退出市場之虞。因此，

                                                      
43 Channon, D. F.,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Oxford: Black-

well Publishers Ltd.: 43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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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結合有連帶提升整體產業競爭能力的效果。綜上，本研究針對「提升競爭力」

提出如下操作性定義：「參與結合企業因水平結合而強化改善產品品質及創新的能

力，連帶提升整體產業之競爭能力。」 

(4) 產出效率 

水平結合往往可以使參與結合企業經由結合途徑取得土地、廠房、設備，或接

受他企業之委託經營，因而擴大產出規模，降低生產成本；亦可經由結合途徑進行

「專業化」生產，提高產出效率，降低單位生產成本。綜上，本研究針對「產出效

率」提出如下操作性定義：「參與結合企業因水平結合而有效擴大經營規模，或進

行專業生產，致生產成本降低。」 

2.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包括「市場占有率」、「參進障礙」及「影響價格能力」等

3個觀察變數，其操作性定義為： 

(1) 市場占有率 

水平結合的態樣包括合併、收購及控制等 3 種，其中合併係指 2 或以上之企業

結合成 1 家，1 家為存續公司，另 1 家（或多家）為消滅公司；收購則包括購買目

標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資產之資產收購，及購買目標公司的全部股份或部分股份的股

份收購，惟此種結合態樣未涉及目標公司的消滅問題；至於，控制則包括委託經營

或人事及營運的直接或間接控制。因此，水平結合不管係屬合併、收購或控制均有

可能對既存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產生影響，減少競爭者家數，使參與結合企業提高

市場占有率，增加其市場控制力。綜上，本研究針對「市場占有率」提出如下操作

性定義：「企業因水平結合而使其在特定市場的占有率增加，導致該廠商之市場行

為較易發生反競爭效果。」 

(2) 參進障礙 

美國 NAAG準則第 5章認為，若某一進入行為在數量、特性及規模方面是適時

的、可能的、充分的、並足以遏阻或抵消競爭效果的損失，則該進入行為是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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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某一市場的進入行為是容易的，則任何結合行為均無需考慮反競爭效果，也

無需進一步分析。因此，本節所稱之「參進障礙」係指廠商在進出市場時必須投入

大量沈入成本或受到有形（無形）的限制，導致新競爭者進入市場的行為受到阻

礙。若市場存在這種參進障礙，既存企業相對於新進入者在競爭上具有優勢地位，

這種情形，可能會對欲加入該市場競爭的廠商造成嚇阻作用，使既存事業擁有限制

外來挑戰的能力，而減損市場競爭機能，甚至造成獨寡占的局面 44
。綜上，本研究

針對「參進障礙」提出如下操作性定義：「參與結合企業擁有絕對競爭優勢，導致

他企業進入市場競爭受到阻礙，減損市場競爭機能。」 

(3) 影響價格能力 

若參與結合企業，處於高度集中市場結構，且所生產之產品具有高度同質性，

其結合行為將容易導致單方或共同行為，而提高其決定產品價格的能力，而有反競

爭效果之情形，不利於市場競爭機能之發揮。綜上，本研究針對「影響價格能力」

提出如下操作性定義：「企業因水平結合而提高其對產品定價能力，其市場行為容

易產生反競爭效果之虞。」 

3. 市場績效 

本研究有關市場績效採取 Lindsay（2003）消費者福利的觀點，因此，市場績

效之觀察變數包括「貨幣價值」、「消費者選擇」及「產品創新」等 3 項，其操作

性定義為： 

(1) 貨幣價值 

在市場經濟體系中，貨幣價值主要由 2 個因素決定，一為價格；另一為品質。

而價格是決定資源分配的總樞紐，但產品價格的高低，涉及品質好壞，即在品質固

定的條件下，價格的高低才有意義。另外，綜效（synergy）是水平結合的重要動機

之一，而綜效對消費者而言，係指消費者能以較低之價格購買相同品質的產品；或

以相同的價格購買較高品質的產品，此時產生「貨幣價值」。綜上，本研究針對

「貨幣價值」提出如下操作性定義：「當產品品質固定時，其價格降低；或產品價

                                                      
44 余朝權，產業競爭分析專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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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固定時，其品質提高。」 

(2) 消費者選擇 

公平法第 4 條：「競爭係指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

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此種「競爭」意涵就消費者而言，

蘊涵著「選擇」的意義。因此，水平結合若能使消費者對產品有更大的選擇空間，

即能達到維護消費者福利之目的。綜上，本研究針對「消費者選擇」提出如下操作

性定義：「因水平結合而使消費者對產品類別或供應廠商有較大範圍的選擇機

會。」 

(3) 產品創新 

在科技日益昌明的時代，創新是提升技術效率，改善產品品質，增進顧客滿意

程度的原動力。技術創新亦可促使其他競爭者跟進，帶動整體產業的技術發展，提

高產品品質，有益消費者福利的增進。創新大體上針對 2 類產品，即全新產品

（entirely new products）及改良產品（improvement products）。因此，不管是新產

品問世，或是現有產品改良，均可稱為「創新」。綜上，本研究針對「產品創新」

提出如下操作性定義：「企業提高創新或改良產品的能力（如技術、know-how

等），有益消費者福利的增進。」 

四、資料描述及信度 

本研究先對所蒐集之水平結合許可文獻作資料描述，再利用內容分析法求出評

分員信度係數，以上情形謹說明如后。 

(一) 資料描述 

本研究蒐集公平會自 1992 年 2 月 1 日成立以來至 2004 年底，水平結合許可文

獻 158 件作為研究樣本。前述樣本之篇幅集中在 1 至 6 頁，其中 1 頁者占 14%、2

頁者占 57%、3 頁者占 17%、4 頁者占 9%，合計 97%。由於篇幅適中，內容結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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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適合作為內容分析法研究之素材（Bowers,1970）45。前述樣本蒐集期間達 13

年，且大都樣本集中在 86 年至 90 年期間，共 109 件占全數的 69%，其中又以 90

年的 29 件最多，其次為 87 及 89 年各 23 件，而 81、91、92 年最少各僅 3 件；若

以產業別來區分樣本依序為非金融業、傳統產業、金融業及高科技產業各為 74、

40、24 及 20 件；若以公平法第 6 條第 1 項各款（結合類型）區分，第 1 款至第 5

款依序為 29、51、35、22 及 21 件；若以公平法第 11 條第 1 項各款（結合門檻）

區分，第 1 款至第 3 款依序為 29、13 及 116 件。綜觀前述，可以很清楚的瞭解本

研究之樣本輪廓。 

(二) 資料信度 

本研究以「評分員信度法」來評估樣本資料信度。首先，參酌前述操作性定義

及研究假設建構量表（編碼表），本研究之量表包括 3 個部分 10 個題項（整體經

濟利益 4個題項、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3個題項、市場績效 3個題項），採用 Likert 5

等尺度衡量，分數由 1 分到 5 分依序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係屬連續變數；其

次，遴選編碼員及進行編碼作業，為使本研究樣本資料有較高的信度，除另邀請公

平會 3 位具有辦理結合許可申報經驗的同仁擔任編碼員外，並事先與編碼員針對編

碼題項及作業原則進行討論，取得共識後進行編碼作業；最後，由樣本資料中隨機

抽樣 15 件（約 158 件的 10%）作為預測樣本進行測試，再利用公式求得編碼員間

的相互同意度 46 及預測信度，例如，編碼員一與編碼員四，其預測樣本全數題項均

為 150（10*15），二者間答案相同的題項為 125，其相互同意度＝2N / M1＋M2＝

2*125 / 150＋150＝0.83，餘者類推。本研究編碼員間之相互同意度如表 2。 

由表 2 可見隨機樣本之預測信度係數為 0.96。另由研究者與編碼員依隨機樣本

之編碼題項及原則，判讀本研究之 158 件樣本，全部樣本完成編碼後，再次計算編

碼員間平均相互同意度為 0.84，信度係度為 0.95。Kassarjian & Kassarjian（1988）47 

                                                      
45 Bowrs, J.W., Content Analysis, Boston, Mass.: Houghton Mifflin Co :291-292 (1970). 
46 相互同意度＝2N / M1＋M2，N＝2 編碼員間預測樣本答案相同題項；M1＝第 1 位編碼員預測

樣本全部題項；M2＝第 2 位編碼員預測樣本全部題項。 
47 Kassarjian, H.H. and W.M. Kassarjian,“The Impact of Regulation on Advertising: A Content Ana-

lysis,”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 11: 269-285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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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信度係數若大於 0.85，編碼結果即可接受。本研究樣本信度係數達 0.95，已

超過可接受標準。 

表 2 編碼員間相互同意度 

編 碼 員 編碼員一 編碼員二 編碼員三 

編碼員四 0.83 0.92 0.84 

編碼員三 0.82 0.87  

編碼員二 0.84   

平均相互同意度＝（0.83＋0.92＋0.84＋0.82＋0.87＋0.84）/ 6＝0.85 

預測信度＝n*平均相互同意度/1＋「（n-1）*平均相互同意度」48 

＝4*0.85 /（1＋3*0.85）＝3.4 / 3.55＝0.96 

五、實證分析與結果 

本研究之實證分析包括 2 部分：其一為，整體經濟利益、結合時未產生限制競

爭之不利益與市場績效的關係（下稱市場績效分析），並以 SEM 作為統計分析基

礎，建構模型進行驗證；其二為，產業別與市場績效的關係，將以 ANOVA 及

Duncan 序列檢定作為統計分析基礎，進行驗證。前述驗證情形詳細說明如下： 

(一) 市場績效分析 

吳萬益（2005）49 認為，SEM 的應用主要包括 3 個程序，即建立因果模式、估

計參數及模式評估。本研究依前述程序論述實證分析及其結果。 

1. SEM 模型 

一個完整的 SEM 模型，除包括測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l）外，尚須包括

結構模型（structural model），前者係指觀察變數與潛在變數間的關係，後者係指

潛在變數間的因果關係，2 個模型均以箭頭表示路徑。本研究有 10 個觀察變數、2

                                                      
48 n＝編碼員人數。 
49 吳萬益，企業研究方法 (第 2 版)，華泰圖書出版公司，433-45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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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外生潛在變數、1 個內生潛在變數，形成 3 個測量模型及 1 個結構模型。在該

SEM 模型中測量模型的因素負荷（λ值）、結構模型的迴歸係數強度（γ值）、2

個外生潛在變數間的相互關係強度（Φ值）及各路徑間之 t 值等，詳如圖 2 所示。

圖中各觀察變數之意義如下：Ben1＝消費者福利、Ben2＝管理效率、Ben3＝提升競

爭力、Ben4＝產出效率；Res1＝市場占有率、Res2＝參進障礙、Res3＝影響定價能

力；Per1＝貨幣價值、Per2＝消費者選擇、Per3＝產品創新。 

 

註：* 表示 t＞1.64（p＜0.1）；** 表示 t＞1.96（p＜0.05）； 
*** 表示 t＞2.58（p＜0.01）。 

圖 2 SEM 模型 

2. 參數估計 

本研究之參數估計包括 2 部分：其一為，測量模型的參數估計（λ值），藉以

驗證構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其二為，結構模型的參數估計（γ值），藉以

驗證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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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測量模型參數估計 

由圖 2 瞭解，本研究所擁有之 3 個測量模型，其潛在變數與觀察變數路徑間之

t值均大於 2.58，即估計值達到 0.01的顯著水準，顯示此量表的構念效度良好。 

另就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而言，吳萬益（2005）50 認為，內容效度的優

劣可以用以下幾種方法加以判斷：(一)相關衡量的尺度與項目是否適當或建構衡量

項目時有無請教專家；(二)樣本有無實施預測；(三)有無依預測結果加以修正。本研

究樣本來自公平會結合許可文獻，對研究主題內容（例如，整體經濟利益、限制競

爭之不利益）有相當完整的描述，且其衡量項目（觀察變數）來自文獻探討，具有

相當程度的代表性及理論依據；又本研究採 Likert 5 等尺度來衡量態度量表，邀請

公平會 3 位具有辦理結合經驗之同仁擔任編碼員，先由樣本中隨機抽取 15 件進行

預測，再由預測結果修正編碼原則並判讀全數樣本。因此，本研究之量表操作方式

符合前述判斷原則，應有相當程度的內容效度。 

(2) 結構模型參數估計 

本研究有 4 個研究假設，其中與結構模型有關的 H1、H2 及 H3 等 3 個假設，

經與圖 2 比較，其結果 3 個假設均獲得支持。前述假設之迴歸係數強度及 t 值詳如

表 3： 

表 3 實證結果與研究假設比較 

變數關係 假設 期望符號 係數 t值 驗證結果 

整體經濟利益／市場績效 H1 ＋ 2.47 5.08*** 支持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市場績效 H2 ＋ 0.64 2.68*** 支持 

H1係數與 H2係數比較 H3 ＞   支持 

 

(3) 模式評估 

SEM 模型建構及參數估計一旦完成，研究者應透過各種適合度驗證指標來判斷

假設模型與實際觀察資料的契合程度。雖然 SEM 的文獻提供了許多不同的模型驗

證指標，但是在 SEM 的技術領域，對於指標的優劣及選擇方式尚未形成一致的共

                                                      
50 吳萬益 (2005)，前揭註 4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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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目前較常被用來作為驗證指標的有：χ 2 /df（degree of freedom）、RMR（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GFI（goodness of fit index）及 PGFI（parsimony goodness of 

fit index）等。本研究為使模型有較客觀的驗證指標，採用前述指標作為驗證標準，

經驗證結果，整體模型適合度（overall model fit）尚稱良好，其驗證情形詳如表 4： 

表 4 整體模型適合度驗證 

指標 標準 模型數值 結果 

χ 2 /df ＜或＝3 3.5 略差 

RMR ＜0.05 0.036 佳 

GFI ＞0.9 0.88 可（近於 0.9） 

PGFI ＞0.5 0.51 佳 

 

(二) 產業別與市場績效的關係 

就現有水平結合管制文獻，尚未發現有探討產業別與市場績效關係者；另就實

務而言，由於公平會尚未訂有水平結合審理準則，其審理結合案件時，僅依公平法

考量「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2 個關鍵因素，並未就結合後是否

產生市場績效進一步分析。然而，不同產業別的水平結合，其所考慮 2 個關鍵因素

的具體內涵不儘相同，故不同產業別的水平結合案件可能有不同的具體內涵組合，

進而產生不同的市場績效值。但由於樣本資料並未對市場績效作評估，因此，市場

績效值的高低無法直接由樣本資料中獲得，僅能從 2 個關鍵因素的具體內涵組合，

依主觀判斷態度量表而得。本研究有鑑於此，首先，就樣本資料依文獻探討作產業

別分類，並以 Lindsay（2003）的消費者福利觀點市場績效項目 51 作為市場績效態

度量表的基礎，設計態度量表；其次，邀請公平會具有審理結合許可案件經驗之同

仁，先進行態度量表內涵及填表原則溝通，再由其參酌 2 個關鍵因素的具體內涵，

以專業態度判斷態度量表等級；最後，將每份量表 3 個市場績效觀察變數之等級分

數加總，以產業別作為自變數，以態度等級加總分數作為依變數，進行 ANOVA 統

計分析，其結果如表 5 所示：F 值＝3.37，P 值＝0.02，即不同產業別的水平結合會

                                                      
51 Lindsay, A.(2003), supra note 2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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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不同市場績效值的研究假設達到顯著水準，故研究假設 H4獲得支持。 

表 5 產業別對市場績效變異數分析 

來源 DF SS MS F P 

組間 3 11.50 3.83 3.37 0.02** 

組內 154 175.19 1.14   

總和 157 186.69    

 

ANOVA 統計分析僅能提供自變數對依變數主要效果是否達到顯著水準，而自

變數對依變數的排序關係則無法顯示，此係在 ANOVA 的統計分析中，會有事後檢

定（post hoc）提供的原因。本研究為瞭解各產業別對市場績效的排序關係，採取

Duncan 序列檢定，其檢定結果，高科技產業市場績效值最高，傳統產業市場績效

值最低，檢定情形詳如表 6。 

表 6 產業別對市場績效 Duncan 序列檢定 

產業 

績效 

金融業 

(1) 

非金融業 

(2) 

高科技產業 

(3) 

傳統產業 

(4) 

Duncan序列 

檢定結果 

績效均值 13.00 12.932 13.75 12.925 3＞1,2,4;1＞2,4;2＞4 

六、實證結果討論 

本研究 4 個研究假設均獲得實證支持，然為強化本研究結果之深度，故其實證

結果討論包括樣本資料與整體模型適合度、整體經濟利益與觀察變數的關係、限制

競爭之不利益與觀察變數的關係、消費者觀點市場績效理論的探討及產業別與市場

績效的關係。 

(一) 樣本資料與整體模型適合度 

本研究量表χ 2 達到顯著水準（p＝0.0001），χ 2 /df＝3.5，未達門檻標準 3，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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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假設模式與實際樣本資料契合度略差；GFI＝0.88（接近 0.9），又依據 Bagozzi 

and Yi（1988）52 的說法，GFI 須達到 0.9 的門檻標準，僅是一種經驗法則（rule of 

thumb），且 0.9 的標準略顯保守，許多相關研究未達 0.9 的標準，仍視為可以接

受。但本研究 GFI 未達門檻標準 0.9 仍是事實，其 GFI 之模式適合度僅達可接受程

度；其餘指標 RMR及 PGFI均已達門檻標準，適合度狀況良好。就整體而言，本研

究量表之模型適合度僅達尚稱良好階段，顯然其間尚有可以說明的空間。 

本研究之樣本資料來自公平會 1992 年 2 月至 2004 年 12 月底的 158 件水平結

合許可文獻，採用 Likert 5 等尺度設計態度量表，量表內容共分為 3 部分，即整體

經濟利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及市場績效。由於公平會審理結合申報案件時，僅考

量公平法第 12 條「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2 個關鍵因素，故於衡

量量表中之「市場績效」，僅能參酌前述 2 個關鍵因素作主觀的態度判斷。本研究

雖曾與各編碼員事前溝通填表原則，但個人主觀判斷，基本上存在著態度傾向的差

異，加以每份樣本資料並未全然涵蓋所有觀察變數，許多觀察變數之量值乃要依主

觀判斷。以上情形，係造成整體量表之模型適合度僅達尚稱良好階段的主要原因。 

(二) 整體經濟利益與觀察變數的關係 

依據文獻探討瞭解，公平會審理水平結合案件時，最重視的 4 項整體經濟利益

內涵分別為「消費者福利」、「管理效率」及「提升競爭力」及「產出效率」。此

與公平法之立法宗旨「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

定與繁榮」有密切相關。蓋企業透過水平結合整合內部資源，減少不必要的重置組

織，以提升管理效率，或利用改善產品品質方式，提升事業之競爭力，或擴大產出

規模，皆可有效降低企業成本，進而降低產品售價或提高產品品質，有利於消費者

福利的提升，並促進經濟繁榮，而公平會在執法時基於立法宗旨，以前述 4 項觀察

變數作為整體經濟利益之具體內涵亦相當適切。 

本研究由量表得知，公平會依產業性質不同，對水平結合案件審查之整體經濟

利益具體內涵亦有不同。蓋各產業因市場結構、產品特性等之差異有不同，企業透

                                                      
52 Bagozzi, R. P. and Y,Yi, “On the Evalu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Academic of Marketing 

Science. 16: 76-94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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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水平結合能產生之利益也相異。以金融業而言，金融業朝多角化方向發展，建置

客戶關係行銷系統，提供消費者一次購足之服務是近年來之主要趨勢，故公平會考

量相關企業之水平結合案時亦以「管理效率」之提升為主要考量要素；非金融服務

業，尤其是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整合，依有線電視法之規定，須採分區經營，且相

關設備固定成本較高，若透過區域系統業者之整合，除可降低經營成本，進而產生

規模經濟帶來一定助益外，亦可避免消費者因業者經營不善退出市場而權益受損，

上述原因可能造成公平會審理非金融產業案件時以「消費者福利」及「提升競爭

力」為主要考量因素；在高科技產業方面，因本國廠商主要以外銷為主，在科技日

新月異下，面對全球化之競爭，廠商是否能在技術上取得領先是競爭之關鍵，故公

平會以「提升競爭力」為主要考量因素。其他傳統產業，例如，能源電力及化學產

品業、民生及基本金屬業等係屬係以內需為主，則多以「提升競爭力」、「消費者

福利」為整體經濟利益之主要考量因素。 

(三)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與觀察變數的關係 

由文獻探討瞭解，公平會審理水平結合案件時，最被重視的 3 項限制競爭之不

利益的具體內涵分別為「市場占有率」、「參進障礙」，及「影響價格能力」，前

述 3 項觀察變數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關係經實證分析的結果，其因素負荷的 t 值

均大於 2.58，顯示構念效度良好。蓋水平結合或多或少均會增加參與結合企業之市

場占有率，惟個別結合案是否將產生限制競爭之結果，仍需視所屬之產業結構而

定。在產業無顯著進入障礙下，新進廠商仍可自由進出市場參與競爭，此時水平結

合案較無產生重大限制競爭之疑慮。又，由於廠商影響價格之能力，對於消費者福

利將產生顯著影響，故公平會於許可文獻中，對「廠商影響價格之能力」相當重

視，亦顯示公平會基於立法宗旨，欲維護消費者福利之意圖非常明顯。 

本研究經由量表發現，就整體產業而言，公平會原則上均以「市場占有率」做

為考量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首要因素。較特別的是，在非金融服務業，尤其是有線

電視系統業，公平會重視廠商影響價格之能力；而在高科技產業，尤其是電子及精

密儀器業，則重視結合案是否產生參進障礙。以上情形，顯示公平會在審查結合案

件時，會依據產業特性的不同考慮不同的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具體內涵。例如，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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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業，公平會所受理的結合案大多集中在有線電視產業，在分區經營下，業

者若再透過水平結合整併市場，經常出現一區僅有 1 到 2 家業者，甚至產生獨占的

情形，在此種狀況，考慮廠商是否具有大幅調漲費率之可能性，自然成為公平會審

理結合案件之重大考量。又，電子及精密儀器業屬技術及資本相對密集產業，除掌

握重要製程技術專利之廠商往往具有相對之競爭優勢外，特定產業如晶圓製造更需

投入數百億之資金購製生產設備，故企業之結合是否將更進一步產生參進障礙亦成

為公平會審理電子及精密儀器業之主要考量因素。 

(四) 消費者觀點之市場績效理論 

公平法第 12 條僅規定「企業結合案件，若其結合，對整體經濟之利益大於限

制競爭之不利益，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合。」至於如何權衡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

爭之不利益的抵換關係，則完全委諸主管機關之行政裁量，此種作法何之邁

（2003）認為，殊有不妥 53。另外，前述文獻探討對如何權衡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

競爭之不利益的抵換關係已有諸多論述，例如，Williamson（1968）的簡樸抵換模

式以總體福利的正負作為權衡抵換結果；Martin（1993）則以是否產生淨福利作為

權衡抵換結果；Lindsay（2003）則以消費者福利（市場績效）作為權衡抵換結果。 

歐盟執委會委員 Monti（2001）表示，競爭政策的目的在於藉由高度的市場競

爭來保護消費者福利。他進一步指出，競爭可以引導商品價格下降、消費者購買商

品時有較多的選擇機會、以及可以促進技術創新，這些都有利於消費者福利 54；

Monti（2002）又表示，歐盟結合管制第 2章第 1條第 b項（article2 (1)(b)）提供一

個很清楚的法律基礎，執委會在處理結合案件時必須依據準則全盤考慮任何可能發

生的效率，此效率主要在於促進競爭及提升消費者福利 55。Lindsay（2003）曾以消

費者福利為觀點提出「市場績效」項目 56 作為評論前述 2 關鍵因素抵換結果的基

礎，此理論觀點已成為歐盟執委會審查結合案件最重要的參考依據。至於，美國

                                                      
53 何之邁(2003)，前揭註 6，440-441。 
54 Monti, M., “The Future for Competition Policy,” Speech of July 9 at Merchant Taylor's Hall, London, 

www.europa.eu.int/comm/competition/speech/index-2001.html (2001). 
55 Monti, M., “Review of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the Reform Package,” Speech of Nov, 7, Brussels, 

www.europa.eu.int/comm/competition/speech/index-2002.html (2002). 
56 Lindsay, A. (2003), supra note 2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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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AG 準則亦從消費者是否能夠共享結合帶來效率性的觀點著手，此種觀點已成為

近代美國競爭法對結合效率性考量的新趨勢。在 NAAG準則中，從消費者轉移到生

產者的財富（轉移效果）應受到 Clayton 法第 7 條 57 的限制，在該準則中，效率對

競爭所產生的正面效果，係由對消費者影響的基礎加以判斷，質言之，NAAG 準則

所關心的是，結合所產生的效率是否能夠為消費者所享用。 

綜觀前述，不論由抵換關係理論或就歐美主要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實務作

為，都不難發現，在權衡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之抵換結果，其趨勢已

由傳統的總體福利觀點轉移到消費者福利觀點，此種觀點的衡量方式以 Lindsay

（2003）所提出以消費者觀點為基礎的市場績效變數最為具體。另外，就我國執行

公平法的實際案例中，整體經濟利益所考慮的類目，「消費者福利」一項累計次數

高達 65 次（20.3%）；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所考慮的類目，「影響價格能力」一項累

計次數高達 30 次（15.6%）。但在公平會所出版的認識公平法增訂第 9 版（2003）

58 有關水平結合整體經濟利益應考慮因素，僅在其他考慮因素項中列出「結合後生

產因素價格及產品售價的下降程度」；在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應考慮因素的項目中，

則未明確列出影響消費者福利類目，此種理論基礎不足的現象顯與實務作為有諸多

落差，主管機關不妨參酌 Lindsay（2003）所提出之消費者福利觀點的市場績效理

論作為基礎，於實務上審核結合案件時多加運用，以彌補理論的不足。 

(五) 產業別與市場績效的關係 

依 Duncan 序列檢定，不同產業的水平結合，其市場績效值高低依序為高科技

產業、金融業、非金融業及傳統產業，亦即高科技產業市場績效值最高，傳統產業

最低。而市場績效值係由貨幣價值、消費者選擇及產品創新的量表值所組成，其高

低與整體經濟利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之具體內涵有關，例如，市場績效之貨幣價

值因與產品價格及品質有關，其績效值的重要參考因素在整體經濟利益為消費者福

利、產出效率及管理效率，在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為影響定價能力及市場占有率；市

場績效之產品創新因涉及技術能力，市場績效值的重要參考因素在整體經濟利益為

                                                      
57 Clayton法第 7條：「禁止可能顯著抑制競爭活動或可能造成獨占的合併行為。」 
58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2003)，前揭註 26，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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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競爭力；市場績效之消費者選擇者因與消費者選擇範圍（包括產品項目及廠

商）有關，市場績效值的重要參考因素在整體經濟利益為消費者福利，在限制競爭

之不利益為參進障礙。另外，由於高科技產業的結合廠商集中於電子及精密儀器產

業，該產業係屬開放型競競產業，廠商家數眾多，貨幣價值、產品創新或消費者選

擇在結合後會維持一定水準或提高，故有較高的市場績效值；而傳統產業的結合廠

商集中於中油公司與土地業者的結合，其結合除不會產生限制競爭外，亦無有太高

的市場績效值產生，故市場績效值相對較低。因此，本研究 Duncan 序列檢定的結

果符合實務作為。 

七、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包括實證研究所得結論、政策與管理意涵，及對主管機

關及後續研究者提出建議等項，茲說明如后。 

(一) 結論 

現有水平結合管制文獻，尚未發現有採取實證研究的方式去驗證公平法第 12

條規定，為達到前述實證的目的，乃蒐集公平會自 1992 年 2 月至 2004 年 12 月底

之水平結合許可文獻共 158 件，先經由內容分析法建構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之

不利益類目，再參酌施錦村等（2004）對 2 個關鍵因素類目交叉分析結果及

Lindsay（2003）所提消費者觀點的市場績效類目（貨幣價值、消費者選擇及產品創

新），建構整體經濟利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及市場績效之觀察變數，並藉由

SEM、ANOVA 及 Duncan 序列檢定等分析工具進行實證，結果顯示：(一)整體經濟

利益與市場績效間具有正向關係。(二)結合後未產生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與市場績效

間具有正向關係。(三)整體經濟利益與市場績效間之關係係數大於結合後未產生限

制競爭之不利益與市場績效間之關係係數。(四)不同產業的水平結合有不同市場績

效值，其中以高科技產業最高，傳統產業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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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策與管理意涵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量表設計，所採用之態度量表有異於一般的名目量表，

除可擴大內容分析法的運用外，並可藉以作為驗證過去理論文獻所欲驗證之議題，

在政策研究上屬新的嘗試。其次，本研究之實證結果與美國及歐盟之實務作法相

符，故對台灣政府在水平結合管制領域的運用上應有相當大的助益。 

(三) 建議 

1. 主管機關宜加速訂定水平結合指導原則 

企業結合係廠商為因應瞬息萬變的商場變化，擴大營運規模，降低經營成本的

重要手段，由過去諸多文獻，例如，Healy et al.,（1992）認為，相關行業之結合，

由於握有較多技術及經驗，對通路的控制也具較高的支配力，相對風險較低，會產

生較高的營運績效 59；Avkiran（1999）認為，金融機構結合可使參與結合之企業，

降低成本，創造利潤 60；施錦村（2001）針對 1992 年至 2000 年參與結合之 IC 業

者，進行結合後之效益分析，結果發現，大部分參與者均有提高營運績效之情形 61。

以上文獻足以證明，企業結合是企業提高營運績效的重要策略之一；另外，世界主

要國家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水平結合管制，大都採取訂定指導原則的方式，例

如，美國法務部及聯邦交易委員會的水平結合指導原則、美國 NAGG準則、歐盟的

水平結合指導原則、日本之「關於股份持有、合併等『造成實質限制一定之領域的

競爭之情形』的見解」、德國之「結合管制下之支配市場地位」；其他如澳洲

ACCC 亦訂有結合指導原則；再觀我國公平會有關結合管制文獻，除公平法相關規

定外，歷年來訂有諸多內部參考資料，例如，事業結合申請需知、事業結合審查簡

化作業程序、公平交易委員會批次審查便利商店申請結合作業原則、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等，前述文獻雖多但繁雜，外人很難一次窺其全

貌，公平會似宜仿效世界各主要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加速訂定水平結合指導原

                                                      
59 Healy, P., K. G. Palepu and R. S. Ruback (1992), supra note 21: 135-175, 241-271, 135-136. 
60 Avkiran, N.K. (1999), supra note 8: 991-993. 
61 施錦村 (2001)，前揭註 7, 24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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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為各界所遵行。 

2. 對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何之邁（2003）62 認為，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是 2 個不確定的競

爭法概念，其所涉及的經濟理論分析及運用，國內相關文獻尚未發現有深入探討

者；在實務上，公平會亦未如其他國家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制定詳盡的企業結合指

導原則闡釋其內涵。因此，參與結合企業提出結合申請（申報）時，僅能參酌過去

案例，對案件所可能產生的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進行分析，提供主管

機關審酌，殊有不妥。因此，結合管制在學術領域上尚有開發空間，研究者可致力

於該領域之研究（例如，垂直及多角化結合等），不但可在學理上作出貢獻，亦對

實務界有所助益，並可使本研究達到拋磚引玉的期待功能。 

 

                                                      
62 何之邁 (2003)，前揭註 6: 44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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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Overall Economic Advantages, the 

Disadvantages from Competition Restraints and Different Industry-types on the 

Market Performance of Horizontal Combinations 

Yu, Chao-Chuan and Shih, Chin-Tsun* 

Abstract 

It is true that the combining of enterprises, either through merger, acquisition or 

control, can enhance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competi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may 

give rise to restrictions or even unfair competition in a particular market. Thus,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in most, if not all,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adopted regulatory 

measures.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of Taiwan (TFTC) regards Article 12 of the Fair 

Trade Act (FTA) as the basis for its regulations, but there are no established explanatory 

guidelines. Hence, two questions arise: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s do horizontal 

combinations produce between the key factors that make up regulations, i.e., the overall 

economic advantages and the disadvantages resulting from competition restraints and 

market performance?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y and 

market performance? These issues have not previously been examined in any empirical 

study. 

Using a research sample of 158 cases of approved horizontal combinations between 

1992 and 2004 and conducting a content analysis, this study reviews relevant past 

documents and constructs observational variables for the overall economic advantages, the 

disadvantages resulting from competition restraints and for market performance. The 

empirical analytical methods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data include the SEM, ANOVA 

and the Duncan tests. The results confirm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all 

economic advantages and market performance. They also substantiate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advantages resulting from competition restraints that are not 

produced after a horizontal combination is formed and market performance. However, the 

                                                      
Submitted Date: Sep 6, 2005 Accepted Date: Nov 11, 2005 
* Yu, Chao-Chuan, Vice Chairm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and Professor, Soochow University;    

Shih, Chin-Tsun, Section Chief, Fair Trade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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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er is stronger than that between the latter. In addition, 

different industry-types involved in horizontal combinations have different values of 

market performance. The hi-tech industry, for example, has the best market performance, 

whil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have the worst. These empirical results correspond with 

economic theory and can be used to enhanc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Fair Trade 

Act. These results may also help TFTC in actual situations involving horizontal 

combinations. 

Key words: overall economic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resulting from competition 

restraints, horizontal combinations, marke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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