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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公平交易法、企業集團、結合、控制公司、媒體事業  

一、研究緣起 

近年來，國內金融、傳播媒體等產業盛行整併風潮，其中可以發現大

型企業集團（Corporate Groups）透過旗下之控制公司、從屬公司名義分別

取得被併購公司股份或資產，甚或藉由董事兼充方式，以遂行同業或跨業

統合之經營策略1。如此企業整併活動，固然得以發揮規模經濟（Scale of 

Economy）、經營綜效（Operating Synergy）等效益；但在另一方面，同時

也帶來相關市場可能導致經濟力過度集中於少數企業集團之疑慮。是以公

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對於此類企業集團事業之結合申報案件，莫

不秉持審慎執法之審查原則。  

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在第 6 條、第 11 條，分別訂有結合之定義

及申報門檻等規定；其中第 6 條第 2 項，更揭示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

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或出資額應一併計算之規定。事實上，現

代企業集團事業之控制從屬關係頗為複雜，在公司法規範關係企業方面，

即涵蓋有2：1.形式上之控制與從屬關係（第 369 條之 2 第 1 項、資本參與

型）；2.實質上之控制與從屬關係（第 369 條之 2 第 2 項、實質控制型）；

3.推定之控制與從屬關係（第 369 條之 3、執行權或股權重疊集中型）；4.

相互投資公司之控制與從屬關係（第 369 條之 9、互為控制從屬型）等多

種態樣。加之，控制公司為規避公司法規範，可能藉由他人名義持有或取

得多數股權，以致提高實務認定控制從屬關係企業之困難度。因此，在合

併計算股權或出資額方面，公司法關係企業章訂有較為周全之規定（第 369

條之 11）。此外，在金融法規範領域方面，針對控制性持股、同一人或同

一關係人對於銀行或金融控股持股之合併計算，分別訂有特別規定（金融

控股公司法第 4 條第 1 款、第 5 條；銀行法第 25 條之 1）。  

                                                 
1
 以台塑企業集團為例，其集團內多達上百家公司，構成該集團之投資組織可分成三大

階層：第一層係以大學、醫院、個人或家族、投資公司或基金會等閉鎖性較強烈之單位

作為控制集團持股之最上層結構。第二層則係台塑公司、南亞塑膠、臺化纖維等三家公

開發行公司作為集團業務之經營主力。第三層主要係台塑公司、南亞塑膠、臺化纖維等

司基於集團綜效之發揮，所各自設立持股超過 50%之子公司，及三家公司相互聯合成立

之轉投資公司等。參閱王文宇，『公司法論』，元照出版公司，頁 605-652，2006 年。  
2
 國內學者認為，企業集團即為公司法所稱之關係企業，在台灣其結合基礎，普遍存在

資本參與（公司轉投資）、董事兼充（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等現象。參閱劉連煜，『現

代公司法』，新學林出版，頁 545，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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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年引發社會高度關注之壹傳媒併購案，可以發現買方之四家

企業集團（實質出資者）擬以新設事業（從屬公司）及個人名義取得股權

並受讓資產，似有意迴避接受公平法結合管制之嫌。若此，現行公平法得

否將該等“影子企業集團”納入本案結合審查之對象？其主要有待研議之問

題有二：其一，現行公平法第 6 條第 2 項有關持有或取得股權或資產之合

併計算規定，僅限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間，是以在“影子企業集團”利用數

從屬公司名義分別取得股權或資產之情形，即無從適用該合併計算規定；

2.本案併購，若以個人名義取得股權，如此行為究屬單純個人投資行為，

抑或仍屬公平法規範之事業結合行為。該等問題觸及公平法對於企業集團

事業結合管制之核心，值得公平會在法制面及執法面上予以檢討的必要。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計畫從經濟分析、法制比較、歷史背景、產業研究等觀點，對

於企業集團事業結合管制進行多面向觀察。首先於第一章，從經濟分析的

觀點出發，檢視現行公平法對於形成企業集團之關係企業的管制實效；其

次，在第二章至第五章，以美國、歐盟、日本、德國等相關競爭法及關係

企業法制，作為比較法考察對象；其中，分別觀察日本、德國各產業之企

業集團歷史背景，及政府當局對其採行之諸多解體措施；繼之，以先前各

章之研究為基礎，在第六章我國法規範，探討我國公平法之結合管制現狀，

並以金融、媒體等企業集團為重點研究對象，釐清相關結合管制疑義；最

末，第七章結論，歸納本研究心得，提出公平會執法及公平法修法方向之

建言。期待藉由本研究成果，得以改善現行法制對於企業集團事業結合之

審查機制，確保其在健全的產業發展與市場競爭環境下，藉由結合創造出

有益於整體經濟發展之規模經濟效益。 

 

三、重要發現 

    依據本研究成果，扼要列舉重要發現事項如下：  

(一) 從歷史背景考察觀點，德、日等國在二次大戰前存在大規模企業集

團壟斷產業現象，促使其政府當局於戰後實施一連串集團事業解體

措施；反觀我國經濟發展係以中小企業經營為基礎，在市場結構上

不同於歐美國家，且無嚴重企業集團壟斷市場之歷史背景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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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平會對於企業集團事業結合管制，毋寧抱持中性執法立場，依

據公平法第 12 條結合審查原則規定，確實評估其結合對於整體經濟

與限制競爭之正負面效益，俾作出妥適准駁決定。  

(二) 現行公平法第 6 條對於結合管制類型，相關持股比率、持股合併計

算、人事控制等規定過於簡略，難以真實反映企業集團之真實面貌，

以致提供集團事業規避結合管制之空間。改善之道，宜應參酌外國

競爭法制，設定多階段持股比率或董事兼充結合管制門檻，並可以

考慮修法增列個人持股擬制與事業持股之合併計算規定。  

(三) 在金融企業集團事業結合管制，歷來公平會審查標準寬鬆，此或許

係配合金融改革之產業政策目標使然；但過度結合終究不利於市場

競爭結構，是以日後公平會宜應審慎分析結合案件對於金融市場結

構變化之影響，防止淪於寡占市場結構。此外，在媒體企業集團事

業結合管制方面，公平會審查案件承受社會輿論訴求言論自由之莫

大壓力，惟在現行公平法第 12 條結合審查準則下，公平會必須遵循

依法行政原則，謹守整體經濟利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等審查要素，

尚無直接介入審查是否有礙媒體多元化發展之餘地。  

 

四、主要建議事項 

現行公平法對於關係企業結合案件的持股比率、持股合併計算及董事

兼充實有管制疏漏之處，容易形成企業集團脫法行為之空間。為解決此一

問題，本研究分別從執法與修法方向，提出下列建議事項：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就短期執法方向而言，公平會宜加強規範關係企業結合相關持股或出

資額一併計算與董事兼充等相關環節，在認定上宜寬不宜嚴，以免公平法

之適用，在一開始即被排除。至於對於關係企業結合案之審理原則，目前

受制於法律規定雖僅能應限定於市場競爭與效率之維護，但公平會宜對公

平法 12 條：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實務認定上，針對

以內需市場為導向的金融、媒體、營建、民生與零售等產業，降低“效率 (整

體經濟利益 )”權數比重，提高“公平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權數比重，嚴

格審查可能引起產品價格上漲之虞的結合案，以考慮保護中小企業與改善

所得分配等社會公平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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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長期性建議 

1. 增列持股比例之結合定義條款：現行公平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定義之

持股結合行為，僅設置 1/3 持股比率之結合管制門檻，如此單一管制門

檻設計過於簡略，難以反映企業集團控制從屬之真實狀態。為建立完善

之持股結合管制規範，公平法宜應參考日本法制設計，在現行法條增

列：持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 1/10 以上未達 1/3，其持股比率為全數股東

排名前三位者之結合定義條款。  

2. 強化持股合併計算規定：公平法修法草案增列第 10 條第 2 項之兄弟公

司持股併計、第 11 條第 3 項至第 5 項之關係人控制性持股併計銷售金

額等規定，仍有規範疏漏之缺失。解決之道，修法草案第 10 條結合定

義，宜應增列第三項持股併計規定：計算第一項第二款之股份或出資額

時，應將為該事業計算之關係人(即草案第 11 條第 5 項所稱「關係人」) 

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一併計入。  

3. 調整董事兼充之結合管制標準：公平會對於董事兼充之事業結合類型，

歷來藉助公司法關係企業之過半數董事兼充規定作為判斷標準，未必契

合競爭法結合管制原理。是以公平會宜應訂定可資結合管制運作之董事

兼充判斷標準可以考慮在公平法施行細則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揭示，有

下列董事兼充情形之一者，即應接受結合管制：(1)兼充公司董事之席次

達半數以上者；(2)兼充董事擁有雙方公司之代表權限者；(3)前二款以外

之董事兼充，當事人公司持股比例達 10%以上，且有交易、融資或業務

合作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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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結合管制經濟分析 

 

    本章嘗試以經濟分析觀點，檢視現行公平法關於結合之規範能否有效

管制關係企業結合行為，特別是針對︰(1)持股合計方式之分析；(2)董事兼

充之評估；(3)少數股權所形成關係企業間之依存度等三個事項，在公平法

第 6 條與 12 條應如何調整，始能真實反映事業真實結合狀況並加以有效管

制。最後，並以媒體與金融等兩個受到政府高度管制的產業作為研究標的，

分析前述競爭法對於關係企業持股或出資額之一併計算與董事兼充等規

範，是否足以解決具有外部性的產業結合問題。準此，以下首先從企業集

團分析之觀點出發，探究國內外大型企業集團規模益形擴大之趨勢、以及

其對於產業結構及經濟發展之影響，作為本研究計畫之論理基礎。  

第一節  關係企業、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     

    “知識”的定義始終為哲學家、社會科學家和歷史學家所爭議，沒有一

個確切的結論。本節則是以資訊創新的角度，將知識定義為：資訊、文化

脈絡及經驗的組合，涵蓋所有科技創新與其延伸之專利、著作、商標等應

用價值，例如：奈米、生醫、LED、人機互動、數位認證、精密光學與網

路通訊等一切創新3。自 1990 年代以來，由於資訊科技創新帶動知識經濟

發展，使得知識科技取代傳統的機器設備，成為生產過程中之主要生產要

素4。  

在以知識為主要投入的生產方式與各國陸續推動的貿易自由化及解除

管制化的影響下，全球經貿環境已產生了若干基本性變化。此可由內生性

成長理論(學者甚之稱之為新經濟學 )
5的發展得到證實。按傳統經濟理論主

要是以生產規模報酬遞減為基礎。企業規模由於經營者精力有限、市場不

足及資金有限等因素限制，有其極限。倘事業規模過大，就會超過最適產

出，造成成本提高及報酬遞減等現象。因此，平均成本線 (AC)呈現下圖所

                                                 
3

 Harris, David B. 1996. "Creating a Knowledge Centr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vironment." URL: http://www.htca.comickc.htm, last visted on date: 2014/8/16.  
4
 以鴻海 (科技製造業 )與中鋼 (傳統製造業 )做一比較，由於前者在美國擁有 2,317 項專

利，後者即使在國內專利的申請數量也只有 2008 年的 154 件。相信無人會否認鴻海相

對中鋼是一個以知識為主要生產投入的產業。  
5
 參見 MBA 智庫百科網站：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6%85%E7%94%9F%E5%A2%9E%E9%95%BF 

http://www.htca.comick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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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示之 U 字型。  

 

 

 

 

 

 

 

 

圖 1-1：傳統古典理論的平均成本線  

   但是，因為知識不具敵對性  (nonrival)，具備若干公共財特性。因此，

在生產上沒有傳統資本設備的規模報酬遞現象，有時甚至可以達到報酬遞

增。此外，知識又沒有折舊且可透過學習效果附著於人力資本之上不斷累

積增加。因此，人力資本生產力會隨經營規模之擴大而逐漸提高。再加上

1990 年代以來，各主要工業國家陸續推動的國際貿易自由化及國內產業解

除管制化的雙重影響下，因而導致全球經貿環境產生若干基本性變化，並

使傳統上限制事業規模的因素一一解除6。此時，廠商經營已不再面臨規模

報酬遞減。投資的資本生產力會隨事業資本規模之擴大，而逐漸提高。事

業規模愈大，資本生產力愈高，成本愈低，競爭力愈強 (參閱圖 1-2)。  

                                                 
6
 依據馬泰成 (2005)，這些因素包括： (一) 管理者才能限制之解除：以往集團事業發展

受限於管理者才能有限及資訊取得困難等限制因素，僅能經營與本業有關，相對規模較

小之事業。但在知識經濟時代，由於資訊科技創新，已改善企業家資訊不對稱問題，使

企業家可以藉高科技之管理方式及充份的市場資訊，管理更大規模的公司，做更多角化

的經營。(二) 市場不足問題之解決：一系列的多邊貿易談判與 WTO 的進展，解除了長

久樹立的國際貿易壁壘，有助於全球市場的出現，使得事業能以全球為市場，解除了國

內市場狹小不足的問題。 (三)資金不足問題之解決：各國陸續解除對金融市場之管制與

金融創新加速，推動全球資本市場擴大並催生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大量出現，因而加強了

事業籌募資金的能力，有助於併購資金之取得。參見馬泰成，「知識經濟與併購」，東海

管理評論，第 7 卷第 1 期，頁 124，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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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以上現實環境之變遷， Robert Lucas 與 Paul Romer 等學者於是開

始強調廠商生產所可能發生的規模報酬遞增現象7。此不但導致擁有大量知

識的集團企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跨國集團)
8，該等關係企業更透

過合資、併購與資產轉讓等各式結合措施，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再加上

各國又在 WTO 與區域性自由貿易協定的協調下，戮力推動國內市場解除

管制與進口自由化等開放措施，導致全球經貿體系逐漸整合，使集團事業

的擴張得以不受狹小的國內市場約束，以全球市場為利基，促成大型跨國

企業集團之結合行為加速成長，導致市場集中度提高，並深深影響全球貿

易市場之競爭基本架構。  

 

圖 1-2：內生性成長理論的平均成本線  

一、集團企業的定義與其發展  

   依據瞿宛文及洪嘉瑜(2002)與國發會(2003)針對中華徵信所資料庫的整

理，集團企業之構成條件大致包括：經營規模、子公司數目、核心公司與

所在地區等四個條件：  

                                                 
7
 Robert Lucas.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n1): 3-32. Paul Romer.1986.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5): 1002-1037. 
8
 此一論點反映於國內事業經營現實者即為大型事業投資與併購案件的大量增加。依經

濟部「民營製造業固定投資意向調查」，2013 年間計畫擴大在台投資計畫業者計有 309

家，占業者 10.4%，以企業規模言，規模愈大者投資率愈高，其中有 21.4%的大型企業

計畫於未來增加投資；但中、小型企業分別僅有 9.8%及 4.1%，顯示有無擴大投資與企

業規模呈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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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業集團的資產總額及營業收入需達一定水準。  

2. 須有三個（含）以上的分子企業組成。  

3. 核心公司經由法人轉投資關係，持有被子公司 50%以上或最多股權

者；或公司間互相投資，持有對方股份 33%以上或最多股權者，與

董監事重疊程度足以經營或監督管理各個子公司。  

4. 核心公司必須設立在國內，國人資本占有  51%以上的民營企業。  

在以上定義下，表 1-1 說明了我國前一百大集團營收資料與營收額佔

GDP 比重，該表顯示：百大集團營收由 1973 年之 1,326 億元快速擴增至

2011 年之 23.4 兆元，連帶使其營收占 GNP 比例也由 32%增加到 166%。

雖然此一趨勢由於 2001 年我國公司法大幅修正放寬董監事資格使集團企

業分子公司數大幅增加，再加上金融六法也於該年實施允許金融控股公司

成立等因素影響，因而高估了集團企業之擴張。但無論如何企業集團在我

國經濟中扮演的角色益發重要是不爭的事實。  

 

表 1-1：100 大集團企業營收額佔 GNP 比例  

(單位：新台幣億元) 

項目／年度  1973 1981 1992 2011 

前 100 大集團總營收  1,326 5,076 18,654 234,005 

名目 GDP 4,103 17,643 54,598 140,974 

總營收占 GDP 比例(%) 32.32 28.77 34.17 165.99 

資料來源：2011 年資料來自中華徵信所集團事業研究資料庫，其餘年度資料來自瞿

宛文及洪嘉瑜(2002)對該資料庫歷年資料所作之整理。  

     

此外，除了表 1-1 中華徵信所的《台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之外，

Gilbert's Data Lab
9也於 2014 年間對發展迅連的集團進行整理分析，該 Lab

主要從上市櫃五百大公司董監事名單觀察法人投資關係著手，並發現各集

團核心企業數量與董監事人數分佈如表 1-2。該表顯示：我國集團企業平

                                                 
9
 http://weichengliou.github.io/blog/blog/2014/08/29/grouping/ (201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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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擁有 6.46 家公司，其中核心公司有 3.82 家，平均董監事人數有 7.83 人。 

 

表 1-2：各集團的公司數目與董監事人數  

 董監事人數  總企業家數  核心企業家數  

mean 7.83 6.49 3.82 

Std 10.97 11.87 5.66 

Min 1 2 1 

25% 4 2 2 

50% 5 3 2 

75% 9 6 4 

Max 516 259 154 

資料來源：Gilbert's Data Lab，集團間研究。  

http://weichengliou.github.io/blog/(2014/11/3)  

 

二、定義關係企業結合計股之方式  

    實務上，集團事業之控制從屬關係頗為複雜，控制公司為規避政府法

令規範，往往以控制公司或從屬公司之負責人或其親友個人名義，取得他

公司股權或出資額，以墊高實務認定控制從屬關係企業之困難度。但公平

會於處理結合案所能引用現行公平法第 6 條第 2 項，在計算股權或出資額

方時，卻最多只能包含直接 (A→B)與間接 (A→B→C)控制，因而發生集團

事業負責人利用數從屬公司、海外空殼公司甚至是親友名義，所分別取得

之持股或出資額應否與該企業集團一併計算之疑義。由於此一分別持股方

式可能有逃避第 6 條第 2 項合併計算規定之嫌，因此，公平會應有明確之

執法立場，採取措施釐清疑義，將該等影子企業集團或是公司法所謂之空

殼公司(shell company)納入結合審查之對象。  

    以 2013 年之壹傳媒收購案為例；台塑、旺旺中時、中信及龍巖等企業

集團，分別透過 Global Professional Investment Limited、Newwing Limited、

http://weichengliou.github.io/blog/(201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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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ky Bell Holding Limited、龍寶私人有限公司等四家境外投資事業，收

購壹傳媒旗下蘋果日報全數股份，總交易金額為新台幣 160 億元。此時，

台塑等四大企業集團以新設海外事業 (從屬公司 )名義取得股權及受讓資

產，是否有意迴避接受公平法第 6 條第 2 項有關股權計算規定之疑慮，即

頗值政府關切。首先，依據 Coase(1937)廠商理論，廠商出現或成立唯一的

目的，就是要避免市場買賣所產生之交易成本 10。此時，如果事業捨棄直

接併購，寧可支付無謂的交易成本於海外成立公司，間接迂迴與國內事業

結合，即與常理不符，而有刻意迴避結合管制之嫌。其次，公平法第 6 條

第 2 項雖明定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或出資額應

一併計算，然而此一規範於計算關係事業持股時，卻失之偏窄而有不足之

處(詳細情形請參閱後續法律分析 )。  

三、董事兼充之評估  

    依據 Kramer (1950)的整理，各國規範董事兼充之立法目的，大致可歸

納為11：(1)避免一人任職數家公司所導致之利益衝突；(2)希望董事能集中

心力於其所任職之事業，並對業務負責；(3)得以空出較多董事席位，使有

才能者得以出線；(4)避免連鎖董事成為限制市場競爭甚至聯合壟斷市場之

管道。就競爭機關而言，前三項僅是執行競爭法之附帶效果。真正重點仍

在於規範董事兼充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因此，以下以競爭規範為主軸，透

過董事兼充與事業間之從業關係，探討連鎖董事遊走於各公司間對市場競

爭之影響。  

    連鎖董事代表公司利益，沒有個人色彩。個別事業透過連鎖董事作為

管道，建立起相互間雙邊或多邊合作關係，取得新技術(新市場 )和管理技

                                                 
10

 廠商之所以出現的原因就是：事業主為避免每天透過市場，訂定交易契約，雇用不同

工人與採購半成品，所衍生出之搜尋、協商與締約等交易成本。就必須建立一個內部性

的組織(亦即廠商 )，自行協調組織工人組裝半成品，不必每天到市場找工人，以減少市

場交易成本。因此，只要當市場交易成本高於廠商內部的管理協調成本時，新廠商就會

出現。同理，如果交易的成本等於或是低於廠商內部管理協調成本時，就會形成廠商規

模的極限，廠商也根本不會出現。詳請參閱 Coase, Ronald. 1937.“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11

 Kramer, Victor H. 1950. “Interlocking Directorships and the Clayton Act after 35 Years.” 

Yale Law Journal 59(7): 1266-1275; Blair, John M. 1976. The Control of Oil. pp. 142 -147; 

Farrell, J. and C. Shapiro. 1990. "Asset Ownership and Market Structure in Oligopoly."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1(2): 275-292; Malueg D. A. 1992. “Collusive Behaviour and Partial 

Ownership of Riv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0 (1): 27-34; 

Reynolds, R. J. and B. R. Snapp. 1986.“The Competitive Effects of Partial Equity Interests 

and Joint Vent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4(2): 134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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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共同掌握原料來源、切磋管理經驗與分享市場資訊，以達成互利與分

散風險，自然有助於產業發展(Palmer, 1983)
12。但另方面，董事兼充卻也

便利事業間建立起雙邊結構關係，形成一種相互依存的合作默契，導致反

競爭效果。Kramer (1950)與 Blair (1976)因而指出：董事兼充會建立起事業

間之聯繫管道：一則透過與他事業董事間之相互影響，建立雙邊共同利益；

再則也便於交換產銷資訊，形成聯合默契，而有壟斷市場與提高價格之虞

13。他們因而指出連鎖董事(特別是兩個以上事業間之相互董事兼充)透過參

與競爭對手之董事會議，得以了解對手商業活動，有利於市場資訊交換與

價格透明性，因而便利彼此勾結，並確保對手誠實履行壟斷協議，不會暗

地增產。  

    此外，董事兼充如果是雙向 (或多邊 )的，則事業間之彼此聯繫與資訊

交流的效果會更加明顯。雙方透過董事互派，建立起共同利益，更能減少

彼此競爭的誘因。因此，許多國家皆於法規上明文管制董事兼充。例如：

美國克萊登法第 8 條即嚴格管制以董事兼充為管道之結合行為，甚至對銀

行業採取絕對違法(per se illegal)原則之嚴格規範。該法條將事業分為銀行

與非銀行機構並規定：任何銀行董事、高級職員與雇員不得同時兼任其他

銀行的董事、高級職員或雇員；亦即只要一名銀行董事身兼競爭對手之董

事席位，即視為違法。至於非銀行事業如與具有競爭關係的同業間發生董

事兼充現象時，只要銷售金額達到一定門檻水準時，即使僅有一名董事重

疊，也必須按照 1976 年修正之 Hart-Scott-Rodino 法，事前申報取得 USDJ

或 FTC 的同意。其立法意旨係反映：由少數資本家控制大公司與產業，明

顯違反國家機制。…… 在數家事業同時任職連鎖董事唯一的作為就是藉著

董事名銜，透過關係企業體系，促成旗下事業採取相同措施，以犧牲中小

企業利益為手段，圖利大財團與破壞公共利益 14。因此，為防止關係企業

透過董事連鎖，進行交換情報與協議產銷等合意壟斷市場之聯合行為，立

法明定銀行間之董事兼充為絕對違法，而非銀行事業如有相互間之董事兼

充，也必須證明沒有壟斷市場競爭之企圖，並取得競爭機關同意。而歐盟

於 2004 年公布之結合處理規範第 5 條(Article 5, Council Regulation (EC))，

                                                 
12

 Palmer, Donald. 1983. “Broken Ties: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and Intercorporate 

Coordin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 p.40. 
13

 Kramer, Victor H. 1950. “Interlocking Directorships and the Clayton Act after 35 Years.” 

Yale Law Journal 59(7): 1266-1275；Blair, John M. 1976. The Control of Oil.  pp. 142-147. 
14

 H.R. REP. No. 627, 63rd Cong., 2d Sess.19-20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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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也明定任何事業取得或有能力任命其他事業董監事過半席次，且銷售金

額超過一定門檻時，均視為結合，須向競爭主管機關申報。  

四、多數股權與少數股權  

    股份持有或是董事兼充之結合行為，主要集中於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

上所涵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的關係事業，或是名義上持有他公司股份半數

(de jure control)、或是具有實質控制(de facto control)能夠直接或間接控制

他公司之人事或業務經營。但實務上，事業間仍可能存在許多其他利益的

相關聯因素。其中，最受執法機關與學術研究重視者，就是所謂的部分持

股(partial ownership)關係，其形態包括：單向持股與雙向持股。後者類似

公司法專章中之第三種類型—相互投資公司 (各持有對方有表決權之股

份)，只是其涵蓋範圍較公司法廣泛，亦即不以公司與他公司相互轉投資達

1/3 以上者為限16。即使在少數股權(minor ownership)的情形下，例如：A

與 B 僅相互持有對方 10%或更少的股份，即使雙方不具控制從屬關係，但

仍可能有產生妨礙市場競爭之顧慮。  

    按事業從事少數股權投資的動機可能包括：共同研發新技術與分散市

場風險等正向競爭誘因。但一旦事業間透過股權相互持有 (即使是非常少數

的持有，不到控制與從屬關係)，建立起彼此間的結構關聯，就有可能減損

事業間之競爭誘因，進而便利聯合行為出現。文獻上最早提出此一顧慮的

研究是 Reynolds 與 Snapp 兩位學者17，他們認為傳統競爭法所規範的水平

結合只是廠商將競爭對手歸為己有，取得其利潤最極端的方式。但是，在

結合與競爭之間其實存在許多模糊地帶，特別是事業間股權交叉持有所形

成之相互投資。首先，由於股權被收購之公司經營與管理階層皆與收購公

司無關，仍具有獨立性，不受收購者影響。因此，少數股權不同於完整的

結合。其次，相互投資很可能透過利潤共享與市場訊息交換等管道，發展

成為聯合行為的便利機制(facilitating practices)。但因雙方沒有壟斷市場之

合意，也不是所謂的聯合行為。因此，少數股權同時擁有結合與聯合之雙

重特性，雖然有助於整體經濟利益，卻也同時存在反競爭風險。  

                                                 
15

 Article 5,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 p. 24/9.  
16

 公司法第  369 之 10 條：相互投資公司知有相互投資之事實者，其得行使之表決權，

不得超過被投資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之三分之一。  
17

 Reynolds, R. J. and B. “The Competitive Effects of Partial Equity Interests and Joint 

Ventur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4(2): 1341-163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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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ynolds 與 Snapp 利用了 Cournot 模型，並在寡占市場與進入障礙存

在之前提下，假設市場上存在五家規模與成本相同之廠商，如果這五家廠

商彼此相互持有股權 10%時，整個產業產出就會減少 10%。原因在於：少

數股權的相互持有會透過彼此利潤的正向依存關係，將競爭的外部性

(externality)予以內部化 (internalization)，減少事業間相互競爭的誘因，使

產出減少與價格提高。如此一來，壟斷利潤並非來自市場集中度提高或是

聯合行為成功機率增加，而是源自彼此間利潤的相互聯繫，減少事業間相

互競爭的動機，促使各廠商共謀整體利潤增加。此一直覺非常簡單，我持

有你 10%股權，我就能享有你 10%利潤，即使我產出少 10%，我也可以由

你得到 10%利潤彌補，再加上我的減產有助於市場價格上揚，使雙方同蒙

其利。因此，我若仍與你激烈競爭，使你利潤減少，只會影響到我擁有你

股份的市值。在相互持股的情形下，如果雙方皆有此一認知，雙方產出自

然都會減少。值得注意者，市場競爭之減損完全來自股權擁有者基於本身

利潤考量，而減少產出，但被擁有者或減產者並不會考慮對方利益，因此，

產出減少的過程並不涉及雙方合意，很難構成聯合行為要件。  

    Salop and O'Brien (2000)進一步指出：少數股權結合對產業集中度的影

響取決於持股事業對被持股事業的控制程度，控制程度愈高，對市場競爭

之影響愈大。理論上，控制程度雖然決定於持股比例，但實際控制程度仍

取決於公司股權結構是否分散而定，例如：即使擁有被持股公司 49%股權，

但只要股權集中，且另一持股人持股比重達 51%，則其對公司控制力為零；

反之，即使持股僅有 20%，但只要股權分散，持股事業仍可有效控制被持

股事業。因此，他們在持股人與被持股人互為競爭對手的假設下，將部份

股權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分成六類：  

1. 純粹結合(Full Merger)：雙方合併為一。  

2. 純粹財務權益(Silent Financial Interests)：持股人(以下簡稱甲方)完全無

法控制被持股人(以下簡稱乙方)，雙方僅有財務權益上的股利關係。  

3. 全部控制(Total Control)：甲方雖僅持有乙方少數股權，但卻因乙方股權

分散或是透過與其他股東間之合縱連橫，卻掌握被持股公司之董事會與

管理階層。此時，全部控制的股權關係對市場競爭傷害最大，其所引起

之價格上漲幅度也最高，甚至會高於純粹結合或是聯合壟斷。原因在於

甲方只需得乙方部份股權 (例如：10%)，而非併購其全部股權，即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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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乙方。此時，甲方自基於自利動機，會要求乙方訂定較高的產品價格

(甚至高於聯合壟斷下的價格)，使客戶由乙方流向甲方，導致乙方利潤

減少甚至虧損。此一搭便車效果使甲方只需負擔乙方漲價所導致客源流

失虧損之 10%，即可將全部乙方客戶收為己有，使本身利潤 100%提高。

在極端情形下，如果甲方僅需極低比例的持股 (例如：1%)即可控制乙

方，則甲方甚至會犧牲另外 99%股東之權益，直接命令乙方倒閉。  

4. 純粹聯合 (Coasian Joint Control)：純粹聯合就是所謂的 Coasian Joint 

Control。甲乙雙方經理人的經營目的在於追求甲乙雙方聯合利潤的極大

18，其對市場競爭之影響效果與純粹結合相同。  

5. 單向控制(One-Way Control)：甲方要求乙方追求雙方聯合利潤最大，但

甲方卻仍僅以本身利益為依歸，單純追求本身利潤極大。因此，只要甲

方持股比例不超出 100%，則對市場競爭之不利影響，將小於純粹結合

或聯合。但一旦甲方持有乙方股份達 100%時，其影響效果將與純粹結

合或聯合相同。  

6. 比例控制(Proportional Control)：甲方對乙方之控制力僅及於其持股之比

例，乙方並不會追求雙方聯合利潤最大，乙方管理階層所為之產出與價

格決策，雖會考慮甲方的利潤，但卻僅以甲方所擁有乙方之股權比例為

限，例如：當甲方擁有乙 20%股權，乙方就只考慮 20%甲方的利潤，亦

即乙方會追求乙方本身利潤與甲方 20%之利潤。比例控制出現之原因在

於 ： 有 些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某 些 特 定 決 議 需 經 代 表 超 多 數 表 決 權

(supermajority requirements)的同意通過，從而賦予少數股權對於重大提

案的否決權。  

    基於上述六項類別，Salop and O'Brien (2000)於是利用 Bresnahan and 

Salop (1986)所提出之修正後赫氏指數 (MHHI)模型 19，並假設市場占有率

20%的甲事業，取得市占率 10%之乙事業 β 比例之股權，並在市場高度進

入障礙的前提下，對市場集中度的影響予以模擬 (參見表 1-3)。此外，渠等

假設 β=20%並設算出表 1-3 欄(2)所列之影響結果。該表顯示：在所有情況

                                                 
18

 甲乙雙方聯合利潤的極大不同於全部控制下甲方單邊利潤極大。原因在於：後者是甲

方藉由乙方其他股東之虧損，追求其單邊利潤最大。  
19

 參閱 Salop, Steven and Daniel O'Brien. “Competitive Effects of Partial Ownership:  

Financial Interest and Corporate Control.” Antitrust Law Journal 67 559-614 (2000). 

Bresnahan, Timothy F. and Stephen C. Salop. “Quantifying the Competitive Effects of 

Production joint Ventures.” Inten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4(2): 155-175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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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少數股權均會提高市場集中度，因而對 Reynolds 與 Snapp 的理論提供

了一個強力支持：即使雙方僅有單純之財務權益關係，沒有任何控制從屬

與合意，雙方也完全不考慮彼此利益，但只要關係企業間之交叉持股現象

存在，表 1-3 列(2)顯示 20%之部分持股，也會使赫氏指數提升 40 個百分

點；在全部控制的情況下，則會使赫氏指數提升 1040 個百分點，甚至較純

粹結合與聯合下之 400 個百分點為高。  

表 1-3：部份股權持有對市場集中度之影響  

(利用 MHHI 設算) 

    (1) (2) 

 

通用公式  
少數股權對赫氏指數之

影響(百分點) 

(1)純粹結合  
 

400 

(2)純粹財務權益  
 

 40 

(3)全部控制  
 

 1040 

(4)單向控制  
 

 240 

(5)純粹聯合  
 

 400 

(6)比例控制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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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鑑於少數股權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克萊登法第 7 條(A)
20於是將事業

結合申報範圍擴大至只要取得他事業"任何部分(any part)" 之股權，即使該

股權不足以控制被持有事業，但只要該比例有影響市場競爭之虞，而且事

業銷售額超過門檻時21，股權移轉交易即須向 FTC 或是 USDJ 申報。此外，

為了不影響事業經營，美國法更採取多門檻設計，將申報門檻由低而高，

分為五個階段：(1) 購買他事業具表決權股票金額達 5 千萬美元以上者，

即須申報；(2) 介於 1 億至 5 億美元之間；(3) 5 億美元以上；(4) 持股比

例介於 25%至 50%之間，且金額達 10 億美元以上；(5) 持股比例 50%以上，

且金額達 50 億美元以上者。此時，如果持股 1 億美元達到第二個門檻，並

經申報許可後，未來五年內除非達到更高門檻 (持股 5 億美元以上)，否則

即可繼續購買該公司股票，不須申報。任何達申報門檻但未申報者，即視

為違法，幾個少數股權申請案均因收購者可能透過對被持股公司的控制

力，有提高價格與影響市場競爭之虞，而遭駁回 22。歐盟近年來也開始針

對少數股權對市場競爭影響，所可能產生之執法漏洞，加以研究補強立法。

此外，英國也開始評估少數股權的管制措施23。  

    由於少數股權對市場競爭的影響至今尚不能完全確定，除美國外，少

有國家透過立法予以規範，但基於其具有結合與聯合的雙重特性，且在某

些極端情形下，確實不利於市場競爭。本研究於是提出以上顧慮，建議公

平會於未來執法時詳加留意，並就我國的產業結構評估未來之規範方向。  

第二節  金融與媒體通信產業 

    近年來，國內媒體企業集團併購案日增，諸如：壹傳媒受讓案、台灣

大哥大與凱擘結合案與旺中併購中嘉案等，均引起社會關切。NCC 亦已提

出「反媒體壟斷法」草案。金融業則因市場自由化以來，銀行家數急速增

加，使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加以次貸金融風暴亦影響銀行不良債權節節升

                                                 
20

 即所謂的 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 of 1976, 15 U.S.C. § 18a (§ 7A 

of the Clayton Act or “the Act”).  
21

 Denver & Rio Grande W. R.R. Co. v. United States, 387 U.S. 485, 501 (1967). 
22

 例 如 ： United States v. AT&T Corp., Proposed FinalJudgment, Stipulation, and 

Competitive Impact Statement, 64 Fed. Reg. 2506 (1999) (23.5% stock holding); United 

States v.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59 Fed. Reg. 33,009 (1994) (20% stock holding). 
23

 Miller, Samuel R., Marc E. Raven, and David Went. 2012. “Antitrust Concerns From 

Partial Ownership Interest Acquisitions: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CPI 

Antitrust Chronicle January 20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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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導致國內銀行併購案件逐漸增加 24，政府更於 2000 年間實施「金融機

構合併法」，規範金融機構間之整合與多角化經營，而若干金融結合案件 (例

如：台新併購彰銀案)亦引起社會關注。由於媒體與金融業皆受到政府高度

管制，有異於一般行業，本研究針對關係企業持股或出資額與董事兼充等

規範建議，是否亦能適用於這些具有高度外部性產業結合，即有釐清必要。

更何況就競爭與管制調和的觀點而言，由於銀行與媒體經營或因具規模報

酬遞增特性、或因涉及存款大眾生計、或因與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因此，

已有管制專法與專責機關予以監管 25。只是該等管制法令或基於保護社會

善良風俗、或係防範金融機構淪為家族事業所掌控，皆與公平法維護市場

競爭結構狀態之結合管制目的迥然有異。因此，本節嘗試以金融與媒體二

個受到管制機關高度管制的產業為研究對象，檢視從嚴計算持股、出資額

與董事兼充等競爭管制，是否足夠規範這些受管制事業？或這些產業因已

接受管制機關督導，不須也不應適用於競爭法規範？   

一、競爭與管制間的消長  

    首先，金融與媒體產業涉及金融安定、存款人權益與言論自由等多項

外部性因素，各國多設有專業管制機關加以規範。相對於競爭機關較偏重

於經濟效率之考量，管制機關則承擔相對較多的政治考量，甚至會容忍與

鼓勵若干反競爭的產業結構，因而引起競爭與管制機關間之分工爭議 26。

為明確分工強化職責，以往各國多將受管制產業之結合事務，交由目的事

業管制機關負責，而非競爭機關。例如：美國即訂有結合管制專法，專門

規範銀行、通信媒體、國際貿易、能源與運輸等產業之併購事務，並賦予

管制機關優先管轄權。27但近數十年來全球經貿自由化風潮日盛，各國陸

續解除對產業的過度管制，轉而關注市場機制，希望能營造競爭市場提高

經濟效率，並瓦解政治因素對於市場之扭曲。因此，各國政府逐漸開始重

視競爭機關對結合案件之市場競爭分析意見。此一趨勢雖因國家與期間不

                                                 
24

 透過設置金融重建基金與銀行併購方式使經營不善的金融機構平順退出巿場，為解決

我國不良債權的重要方式。參見黃仁德、謝濟帆，「兩岸銀行處理不良債權之比較」，全

球化與兩岸交流學術研討會，台北，2006 年。  
25

 例如：銀行法、金融機構合併法與廣電三法等。  
26參見：肖竹，「論競爭法主管機關與產業監管機關的管轄權劃分」，行政法學研究，第

2 期，頁 62-68，2009 年。  
27

 USDJ. 2014. “ Statutory Provisions and Guidelines of the Antitrust Division.” Division 

Manual.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divisionmanual/, last visted on date: 

201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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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有波動；但基本上，結合管制的主導重心是逐漸由管制機關移往競爭

機關，例如：Carletti 等三位學者依據 1992- 2004 年歐盟 18 個工業國家銀

行結合案，由競爭機關主導之比重 (橫軸，strength competition control in 

banking，其值介於 0 與 1 之間，數值越大表示由競爭機關主導之比重越高 )

與由管制機關主導之比重(縱軸，strength supervisry control in banking)之變

化趨勢觀察28。圖 1-3 明顯指出：比利時、希臘、義大利、西班牙與歐盟

對銀行結合之管制自 1990 年代初期即已開始注重市場競爭，並逐漸移由競

爭機關主導；其他國家諸如：丹麥、法國、荷蘭與葡萄牙則在 2000 年後也

開始此一趨勢。  

 

 

圖 1-3：歐盟與主要工業國家銀行結合案分析  

資料來源：Carletti, Elena, Philipp Hartmann, Steven Ongena. 2005.“The Economic Impact 

of Financial Laws: The Case of Bank Merger Control�.”Center for Financial Studies and 

Whart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enter. Working Paper. AT Austria ；BE Belgium；CA 

Canada；DK Denmark；EU EU；FI Finland；FR France；DE Germany；GR Greece；IE 

                                                 
28

 詳細內容參見 Carletti, Elena, Philipp Hartmann, Steven Ongena. 2005.“The Economic 

Impact of Financial Laws: The Case of Bank Merger Control�.” Center for Financial Studies 

and Whart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enter. Working Paper.  



15 

 

Ireland；IT Italy；NL Netherlands；NO Norway；PT Portugal；ES Spain；SE Sweden；
CH Switzerland；UK United Kingdom,；US United States。  

 

    各國政府競相重視競爭政策根本原因在於：鋼鐵、石化、紡織等傳統

產業的規模大多存在臨界值，平均成本呈現 U 字形，因此，廠商規模不可

能無限擴大。但近數十年來，資訊科技、電子商務與生化醫藥等新興產業

卻因來因科技創新所產生之網路效果，顯著呈現規模報酬遞增特性。以媒

體為例：大眾傳媒倘能搭配通信網路，即可同時跨足娛樂電玩、電子商務、

衛星通信、甚至遠端支付等各項業務。因此，企業規模愈大或是跨業經營

產品與服務愈多，成本愈低，每單位銷售獲利就愈高，從而導致近來國內

外媒體企業集團之整併風潮盛行。  

    大型財團透過旗下之控制公司、從屬公司名義分別取得被併購公司股

份或資產，以遂行跨業統合，如此企業整併活動，固然得以發揮規模經濟

與經營綜效；但另方面，卻也伴隨市場經濟可能過度集中於少數財團之疑

慮。是以各國莫不逐漸重視相關市場之競爭結構，並賦予競爭機關更大權

限處理事業結合案件。例如：美國國會與法院自 1990 年代起鑒於傳統電視

/廣播獨占媒體的市場結構，已被各式數位資訊、衛星通信、網路平台等資

訊創新所打破。媒體市場所需者只是如何使供給面能有效率地滿足消費需

求 ， 而 非 過 度 的 市 場 管 制 。 因 此 ， 於 1996 年 修 正 之 通 信 傳 播 法

(Telecommunications Act)，遂取消通信與媒體業者結合案得以豁免於競爭

法規範之例外條款，該法 Section 202(h) 更要求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以下簡稱 FCC)須每隔兩年檢討電信管制措施，並修正或廢止

不合時宜的管制措施。同年修正之無線電視法(Wireless act)亦要求管制機

關 FCC 不得“修正、違反或超越反托拉斯法的適用”。此外，在司法訴訟上，

自 2001 年起 FCC 連續三個對於業者結合所為之判決均遭法院駁回。例如：

在 Time Warner Entertainment v. FCC 案中，華府高等法院就指出：FCC 規

定個別事業在全國有線電視系統市場占有率不得超出 30%，並無任何法律

或經濟根據。法院進一步指出：FCC 對於業者的管制必須基於具體的證據，

而非僅憑臆測。在立法與司法的雙重壓力下，FCC 於是在 2003 年 6 月間

所提出的兩年度施政檢討(2002 Biennial Regulatory Review)中，以尊重市場

機制為原則，大幅修正了對於廣播媒體的管制，其中包括：將單一媒體的

全國市場占有率不得超出 35%的限制放寬到 45%、放寬單一媒體可擁有區

域性廣播電視台的數目，特別是取消了報紙 /電視與電視 /電台之間的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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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限制。FCC 唯一剩下的管制就只有：全國前四大電視網路 (Fox, ABC, 

NBC, CBS)間之不得有結合情事之發生。由於 FCC 大幅放寬對於媒體所有

權的限制與不同媒體間關係企業的交叉持股，使其對結合之管制遠低於競

爭機關之門檻。因此，形同是將管制媒體結合的工作交由競爭機關辦理。  

    在金融市場方面，美國銀行結合法(Bank Merger Act) 雖規定銀行結合

案由美國聯準會、財政部通貨監理局與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合署辦理，但亦

賦予競爭機關參與結合案處理的管道，規定管制機關在做成准駁決定前，

必須賦予競爭機關三十日的等待期間，以便利 USDJ 或 FTC 能夠就結合案

對市場競爭之影響表達意見。此外，就歐洲而言，雖然各國認為銀行是高

度受到貨幣政策指導與金管單位監督的特殊產業，不應接受競爭機關監理

規範。但自 1980 年代以來，卻也改弦易轍要求競爭機關處理銀行合併案

件，德國與英國甚至分別在競爭法中明確立法，訂定專章授權競爭機關處

理銀行結合：競爭機關可直接核准銀行結合申請，只是在做出駁回決定前，

必須先徵詢管制機關意見29。  

    雖然以上措施目的在於：減少管制與促進市場競爭，以降低價格、提

高產品品質、加速創新效率。但以媒體為例：媒體與一般商品不同，除了

商業利益外，還包括：言論自由、資訊多元化與政黨意識形態等政治意義，

甚至連資訊科技創新，都在其影響範圍內。因此，很難單純以市場競爭的

商業考量，規範產業發展。例如：Shelanski (2006)就把政府對媒體的管制

目標分為：效率目標與民主目標。前者強調媒體應有效地提供足夠服務滿

足社會需要，即使大眾偏愛體育節目或是辛辣言詞的政論節目，政府也應

建立起有利於市場競爭的環境，讓報章雜誌、有線電視或付費媒體提供大

量且低廉的體育與政論節目，滿足消費者需要；反之，後者則強調媒體的

教育意義，認為媒體應提供高品質、低意識形態與多元化的節目，使各個

領域的意見都能得以充分表達，以鞏固民主政治基礎。但由於競爭政策主

要偏重於維護市場效率，因而偏重於商業層面考量，而非公共文化。此時，

單憑競爭政策就很難同時滿足兩項目標。Shelanski 以有線電視為例，說明

僅賴市場競爭很難保護媒體資訊的多元化；反之，獨寡占產業結構下的媒

體反能提供較佳品質的資訊服務。原因在於：有線電視業者收入來自消費

                                                 
29

 但管制機關意見對競爭機關不具拘束力。參閱 Carletti, Elena and Philipp Hartmann. 

“Competition and Stability: What's Special about Banking?”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46, pp. 11-12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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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按月支付的費率與廣告收入，消費者只要按月付費，多觀賞一個節目不

需額外支付費用。在供給獨寡占的情形下，廠商也不會靠漲價提高利潤，

因漲價會流失客源，使廣告費收入減少。市場因而呈現非價格競爭，廠商

會藉著提供多元化甚至是高品質的節目，儘量滿足不同層次的顧客需要，

以擴大客源提高經濟規模，從而開拓廣告獲取更高報酬。反之，競爭的有

線電視市場結構，只會迫使競爭者彼此模仿，一蜂窩地提供相同型態節目。

依此觀之，獨寡占的產業結構反較能保障媒體資訊多元化與民主政治 30。

此時，由於反托拉斯法只規範市場占有率達到一定程度以上的大事業，必

須針對性地規範市場占有率較高的媒體結合案件，此不但有違憲法對於言

論自由保障原則之虞，也不利於媒體資訊多元化。因此，過度強調競爭也

不見得有利於整體社會福利。  

二、競爭與管制間之調和方向：整合管制  

    為調和競爭與管制間之矛盾，近來遂有文獻主張政府應發展整合管制

的方式(hybridized approach)，該管制類似我國公平法第 24 條的概念，賦予

競爭機關同時具有維護“所有市場”的競爭與干預“特定市場”的管制，使其

施政同時擁有競爭與管制權限，允許其以經濟效率以外的角度，解決市場

失靈問題31。基本上，此一主張的實際運作 (包括：市場調查、政策評估與

結合准駁)，仍以維護市場競爭為主體，只是其執法目的尚包括社會與其他

政治考慮(甚至是所得重分配)。  

    至於競爭機關採取整合管制的前提是：即使在競爭法的授權下採取措

施，可以保障市場公平競爭與經濟效率，但因市場存在許多外在限制，單

純仰仗競爭也不見得能確保資源有效運用或整體社會福利極大。例如：媒

體過度競爭使言論極端偏激化、金融過度競爭影響大眾存款安全，反而對

社會與金融安定產成不利影響。整合管制理論因而主張由政府制定專法，

授權競爭機關以管制與競爭同時併用之手段，處理超出市場競爭範圍以外

的事項。  

    整合管制與反托拉斯管制不同之處在於：後者處理因為獨占、聯合或

                                                 
30

 Shelanski, Howard A. 1998. “Video Competi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Debate.” in 

Telephony, the Internet, and the Media.  eds. Jeffrey K. MacKie-Mason and David, 

Waterman. 
31

 Shelanski, Howard A. “Antitrust Law as Mass Media Regulation: Can  Merger Standards 

Protect the Public Interest” California Law Review 94(2): 371-42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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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公平競爭行為，使市場競爭失靈所引起之效率問題。一旦競爭機關

採取管制，維護市場競爭，則問題自然解決。但前者是即使競爭機關採取

反壟斷管制，回復市場競爭，但仍無法保證社會福利最大。因此，在實際

應用上，Dunne (2014)
32為整合管制做一個明確的界定：  

(1) 單憑競爭機關對反競爭行為之管制，無法解決市場失靈問題。  

(2) 整合管制雖然涉及經濟效率以外的其他目的，例如：媒體多元化、所

得重分配甚至環境保護，必須採取管制措施，但也應盡可能地尊重市

場機能。  

(3) 整合管制多涉及人民財產與自由的限制，因此，必須以立法方式實施。 

(4) 整合管制應適用於所有產業或是產業內不分大小所有的事業，而非針

對個別產業或是大廠商。  

    以下嘗試以前述定義為基礎，就保障中小企業生存、維護所得公平分

配與社會安定為例，說明整合管制的實際應用。按照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Williamson (1968)的研究，在絕大多數情形下，事業透過結合擴大經營規

模，從而減少成本所形成之綜效，均高過於獨占力增加所導致之資源誤置

損失33。因此，無論結合後價格是否上漲或下跌，競爭機關如以整體經濟

利益是否大於限制競爭不利益，做為結合准駁依據，則競爭機關必須准許

幾乎所有的關係企業結合案。此時，完全尊重市場機能或經濟效率，雖有

助於經濟發展與產業競爭力，但企業財團因結合所導致之利潤提高，如未

能反映於產品價格下跌，或所雇員工薪資調高，因而導致消費者利益損失

與所得分配惡化時，純靠維護市場機能即無法增進全民福祉。此時，競爭

機關如能基於整合管制，將部分施政重點置於改善所得分配以維護社會安

定，嚴格管制結合以緩和財富過度集中於財團之手，從而維護物價安定與

消費者利益，就是整合管制理論所鼓吹之次佳選擇。  

    基於以上邏輯，Dunne 就指出：最早的整合管制可追溯自美國 1936

年羅賓遜派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利用對差別取價的管制，以約束

大型量販店不得藉由出售大包裝商品降低商品單價，以保護中小型零售業

者。其立法目的在於保障中小企業生存以維持零售市場的多元化，以改善

                                                 
32

 Niamh Dunne. 2014. “ Between Competition Law and Regulation: Hybridized 

Approaches to Market Control.”Journal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1–45. 
33

 Williamson, Oliver E. “Economies as an Antitrust Defense: The Welfare Tradeoff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1): 18-36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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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分配。此一整合管制的邏輯就是因為市場競爭無法保護中小企業生

存，而造成社會財富集中。此時，競爭機關單純仰賴休曼法，勢必無法改

善日益惡化的社會福利。因此，國會乃透過立法授權競爭機關採取管制與

競爭並重的整合管制，以解決利潤過度集中於少數財團企業所形成的經濟

剝削。Posner(1976)因而認為羅賓遜派特曼法的本質就是一種價格管制 34。

此外，澳洲則在著名的希爾曼報告 (Hilmer Report)
35建議下，於 1995 年實

施競爭政策革新法(the Competition Policy Reform Act)，並修正交易慣行法

(Trade Practices Act)，將關鍵設施共享的原則予以法律化，制定國家接續

制度(the National Access Regime, NAR)，強制要求基礎關鍵設施(例如：輸

電網路、通信網路、天然氣管以及其他交通基礎設施 )的擁有者，應開放供

第三人接續 (third Party Access)使用。而英國競爭委員會 (Competition 

Commission)則於英國機場管理公司 (British Airport Authority Ltd，以下簡

稱 BAA)與其他幾個地區機場的結合案中，在 BAA 未涉及任何反競爭行為

的前提下，仍於 2009 年依據企業法(Enterprise Act) 134(2)條授權，以 BAA

未能提供充足機場航廈跑道與服務品質不佳為由，強力將 BAA 位於倫敦

的二個機場(Stansted and Gatwick airports)予以拆解獨立。  

三、整合管制的矛盾  

    整合管制之立法目的與本質類似我國公平法第 24 條。亦即當市場存有

金融外部性、媒體多元化甚至環境保護等外部因素時，即使競爭機關取締

反競爭行為，使市場機制發揮至極致，但仍無法保障社會福利時，競爭機

關仍可依據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等競爭法立法目標，作為介入管制

之適法性依據。雖然此一措施或有助於國民福利與社會安定。但許多文獻

與司法實務指出：整合管制仍存在著規範不具正當性與手段不具效率性等

多重問題：  

(1) 整合管制忽略規範手段正當性：維護市場競爭機制洵屬競爭機關天

職，但整合管制卻係以人為干預取代競爭機制。此時，以維護市場競

爭的機關負責干預市場競爭的任務，本身即有矛盾之處。因此，以立

法邏輯性而言，只要事業不涉及反競爭相關之壟斷行為，競爭機關即

                                                 
34

 Posner, Richard. 1976. The Robinson-Patman Act: Federal Regulation of Price 

Differences.  
35

 http://ncp.ncc.gov.au/docs/National%20Competition%20Policy%20Review%20report , 

%20The%20Hilmer%20Report,%20August%201993.pdf, last visted on date: 2014/8/16.  

http://ncp.ncc.gov.au/docs/National%20Competition%20Policy%20Review%20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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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以任何形式管制事業經營。  

(2) 整合管制忽略規範效率性：面對外部性所引發之社會安定與所得分

配，政府有許多政策工具可供選擇，競爭政策並非唯一最佳。此時，

由競爭機關基於整合管制，忽略效能競爭，非但不具正當性，且手段

更失之效率性。依照 Elzinga (1977)理論：政府其實有許多比反托拉斯

更有效率的方式達成預期目標，例如：累進式的所得稅、社會安全給

付、國庫補貼、公用事業管制或異常時期之經濟管制措施，均可更有

效率地解決財富集中問題，並保障中小事業生存與消費者利益，競爭

法絕非唯一手段。以羅賓遜派特曼法為例，如果連鎖量販店的經營效

率果真遠高於小型零售商店，就應允許其以結合提高經營效率，創造

更多財富，並對企業財團課以累進所得稅，得到更多稅捐收入用於社

會補貼。如此政策非但可提高整體經濟效率創造更多財富，亦可達成

保護經濟弱勢階級，以維持社會安全鞏固民主憲政。更何況人民營業

自由與財產安全，向為憲法上工作權及財產權所保障 36。倘基於維護公

共利益，限制人民營業自由，就必須以非常明確之法律規定針對具體

之市場與行為，來規範管制內容及範圍，而非由一種可能違反法律保

留原則之不確定方式達成。因此，無論是整合管制或是公平法第 24 條

之概括性規定，顯然未能滿足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亦難謂有明確的

執法標準。因此，羅賓遜派特曼法自實施以來即屢遭學界批評 37， 

Posner (1976)教授甚至為文主張廢除該法 38。  

(3) 整合管制忽略管制機關能力問題：競爭機關為一不特定產業之主管機

關，負責甚多產業，以致備多力分，不可能專精於某一市場；反之，

管制機關  (例如：金管會或 NCC)則終日浸淫於專業領域，可鉅細靡遺

地瞭解整體產業或特定廠商營運。因此，就管制能力言，競爭機關不

可能超出管制機關，如欲賦予競爭機關更大權限管制個別產業，反會

導致執法者備多力分，不利於執法績效並增加管制錯誤風險。因此，

雖然美國 FCC 於 2003 年間大幅放寬對於媒體結合管制，將多數權限

移交競爭機關辦理。但是，美國最高法院卻於 2004 年間的 Verizon v. 

                                                 
36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14 號解釋文。  
37

 參見 Dunne (2014，附註 103)的文獻回顧。  
38

 Posner, Richard. 1976. The Robinson-Patman Act: Federal Regulation of Price 

Differences. Washingt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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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ko 案中限制了反托拉斯法在管制產業中所扮演的角色，大法官

Breyer 認為就管制授權而言，管制機關對於價格管制有專責之特別法

規可供依循，管制標準與權責分明。對事業而言，可減少許多管制所

形成之經營風險或不確定性。反之，在管制領域上，反托拉斯不是執

法過於寬鬆，無法節制現有事業的獨占力；就是執法過嚴，過度保護

新進者。因此，在執行管制作業時，如發生競爭與管制競合事項，管

制機關即應享有優先管轄權。  

      

第三節  短期與長期措施     

    雖然整合管制理論於實務上面臨諸多窒礙難行之處，但近年來，全球

經貿環境在各國解除管制與進口自由化等開放措施的推動下，已使集團事

業的規模快速擴張。此不但影響全球市場競爭之基本架構，更因財團利潤

之擴增，導致財富集中、貧富差距擴大等所得分配不公問題，以致民怨四

起，類似佔領華爾街等大規模群眾示威抗議事件，在各國遍地開花，形成

嚴重社會問題。我國自不例外，自民國 80 年代起，國內所得分配即呈現加

速惡化之勢。如將可支配所得按戶數五等分位組，最高所得組所得為最低

所得組所得倍數由民國 60 年代的四倍多，快速增加到目前的六倍多，增幅

達 50%。此外，薪資所得與政府稅收也都裹足不前，以致經濟成長的果實

皆為財團享有，導致民怨高漲。在此一政經環境下，單僅強調經濟效率， 以

致過於軟弱的反壟斷政策，雖可創造出更多財富，有助於產業發展；但因

經濟成長果實皆為富人所有，反使經濟資源益形集中，此非但損及消費者

權益，更使所得分配益形惡化，形成社會不安與政治失衡，從而威脅民主

政治穩定，這也就是新制度學派大師 Daron Acemoglu 與 James Robinson

所強調的交替效果(seesaw effect)
39。此時，單純追求經濟效率最大，並不

能保證政治與社會福利最大，效率最大只會使資源與財富為少數人壟斷，

反不利於民主政治。因此，為解決財團快速擴張所造成之財富集中與媒體、

金融業所特具之外部性問題。本研究建議公平會宜因時制宜，分別以短期

與長期觀點，對市場進行結構規範與調查研究。  

                                                 
39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2010.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Review of Economics Institutions 1(2): 1-33. 



22 

 

一、短期方面：  

（1）  加強規範關係企業結合相關持股或出資額一併計算與董事兼充等相     

關環節，在認定上宜寬不宜嚴，以免公平法之適用，在一開始即被

排除。  

（2）  對於關係企業結合案之審理原則，目前受制於法律規定雖僅能應限

定於市場競爭與效率之維護，但在公平法 12 條：對整體經濟利益大

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實務認定上，則宜針對以內需市場為導向的

金融、媒體、營建、民生與零售等產業，降低“效率(整體經濟利益)”

權數比重，提高“公平(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權數比重，嚴格審查可

能引起產品價格上漲之虞的結合案，以考慮保護中小企業與改善所

得分配等社會公平事項。但就長期而言，仍宜健全公平交易法制，

修正公平法第 12 條的規範。  

（3）  就個別產業而言，媒體業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必須維護其言論

多元化；金融業則基於金融安定之考量，必須維護大眾存款安全。

基於競爭機關並非言論自由與金融安定之專業管制機關，無法就結

合後，結合事業能否提供較佳言論或是大眾財富安全進行審查，故

審查重點應集中於維護市場競爭，以保障競爭管道多元化。  

二、長期方面：  

    由於結合是一種事前的管制機制，執法錯誤的成本極高，因此，需要

具體客觀的判斷標準。此時，在定位公平法屬於維護市場競爭之法律規範

體系下，公平會宜進一步研析公平法規定得否擴張適用及於經濟管制法之

境界？或以公平法如此概括性之不確定法律概念能否作為認定管制產業違

法性之依據，其違法判斷標準是否明確？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如果公平法無法處理市場競爭以外其他問題時，公平會亦應進一步研究釐

清公平法之立法目標，甚至評估我國是否宜比照美國作法，修改公平交易

法條，使公平會同時擁有競爭與管制的雙重權限，使其執法方向能同時兼

顧經濟效率與政治民主，甚至能涵蓋社會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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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國法規範 

 

第一節  美國聯邦反托拉斯法早期之結合管制政策 

    為了處理十八世紀末葉第一波企業併購造成美國產業控制權過於集

中的情形，美國聯邦國會於 1890 年通過休曼法(the Sherman Act)，亦被稱

為反托拉斯法(the anti-trust act)，之所以有此稱呼是因為當時的持股控制大

多是透過信託的方式，由信託作為持股之受益人，其結構可能是由數個信

託分別持有某公司的持股，而信託之上還有另外一個信託，成為一個金字

塔形結構，亦可能是一個信託就持有一公司的具有控制權股數，而數個信

託分別控制數個公司之後，在其上又有另一個更大的信託持有下層信託的

受益權利，形成金字塔上還有另一層金字塔的雙重金字塔，並進而造成競

爭降低或受到限制，市場力量過度集中並經由經濟力量影響政治及民主制

度的運作，因此當時休曼法之立法目的係以保護競爭及限制獨占為主要目

的。但在休曼法通過後，因為條文本身的規定語意模糊，造成法院於具體

個案上的適用困難，故經過多方爭論後，於 1914 年同時通過二部法律—即

克 萊 登 法 (the Clayton Act) 及 聯 邦 貿 易 委 員 會 法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the FTC Act)，補充原先休曼法不足之處，此三部法律共

同構成至今為止美國聯邦的反托拉斯法，並有二個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

即聯邦司法部（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及聯邦貿易委員會(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40。  

                                                 
40

 本段論述參閱林國彬“消費者保護機關之權限—以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為例”，研討會

論文，發表於 2014 年 6 月 10 日，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與輔仁大學共同主辦消費者保護

法二十年學術研討會；關於反托拉斯法的立法過程與討論，在諸多教科書均有論及，簡

單可參閱 SUSAN WAGNER,  THE FEDERAL COMMISSION, at 1-34(1971). 克萊登法及聯邦貿

易委員會法均在 1914 年 10 月 15 日經 Woodrow Wilson 總統簽署生效，聯邦貿易委員會

設為獨立委員會並為聯邦貿易委員會法之負責執法機關，在立法時就已經考慮到休曼法

係由總統所領導之行政權中之司法部負責，有必須另有獨立而不受總統影響之競爭政策

執法機關，就此立法背景可參閱  WAGNER, at 37。聯邦司法部負責休曼法的執法工作，

聯邦貿易委員會則負責執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之事務，但二個機關均共同有權執行克萊

登法之事務，此種分工與交叉任務分配，在往後的競爭政策執行中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

果，因聯邦貿易委員會委員係經總統提名交參議院同意後任命，有任期制保障，因此當

總統經由對司法部長之任命權而影響聯邦司法部執行休曼法之強度時，聯邦貿易委員會

則可適當的扮演提高執法強度的機制，以免市場競爭因為總統的態度而受到影響，此種

案例也可以在小布希競選總統時就曾表示若當選將不會再繼續對微軟進行更強烈的反

托拉斯訴訟。關於二機關共同執行聯邦反托拉斯法的研究，可參閱 RUDOLPH J.R. PERITZ,  

COMPETITION POLICY IN AMERICA 1888-199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聯邦司法部負責執行反托拉斯法者為反托拉斯署 (Antitrust Division)，其網頁有多年來有



24 

 

    然而休曼法對於結合僅在第 1 條禁止以契約或其他方式之結合

(combination)及第 2 條簡單規定「任何人以結合或共謀方式意圖獨占任何

貿易或商業之任何一部分(or combine or conspire with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monopolize any part of the trade or commerce)」者為違法41，而

1914 年的克萊登法第 7 條僅限制股份(stock or share capital)交易的結合型

式且限於水平關係間之結合而不及於垂直關係或多角化關係之股份交易結

合 42，對於企業併購交易中亦常使用的「資產與營業讓與  assets and 

businesses transfer」則因未予規定而生實質的除外效果，因此造成結合管

制制度中的一大漏洞，聯邦最高法院在 1948 年的  United States v. Columbia 

Steel Co.判決中即採用當時的休曼法與克萊登法規定認為垂直結合與水平

結合之審查標準並無何不同，且單純的垂直結合並非當然違法，而須考慮

其他客觀狀況，在結合之審查方面依休曼法之規定首須考量於個別市場競

爭降低的顧慮，若結合交易之結果將或導致不合理的限制或主要以不合理

的限制為其目的，則該交易為休曼法所禁止，而在評斷何謂「不合理之限

制」時，單純的交易金額並非重點，而應考量市場占有率、結合交易外的

市場競爭強度、結合交易是否以獨占為目的、產業未來的發展及消費者需

求等予以考量43。  

    根據學者研究，企業併購交易或企業結合之產生是多項因素共伴產生

                                                                                                                                            
關反托拉斯法之新聞、判決、書狀等資料，可參閱 http://www.justice.gov/atr/，最後瀏覽

日 : 2014/5/3；聯邦貿易委員會負責執行反托拉斯法者為其競爭局，詳細訊息可參閱

http://www.ftc.gov/about-ftc/bureaus-offices/bureau-competition，最後瀏覽日 : 2014/5/3。  
41

 按多角化結合當然會與  contract 及  combination 有關，但此種契約或協議並非為  

restraint of trade 限制交易之目的，故多角化結合並非當時休曼法制定時，認為應以該法

第 1 條處理的問題，但若多角化結合涉及獨占者，則與該法第 2 條有關。See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LAW-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Vol. V, ¶1160, at 223-24. 
42

 1914 年克萊登法第 7 條規定「That no corporation engaged in commerce shall acqui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stock or other share capital of another 

corporation engaged also in commerce, where the effect of such acquisition may be to 

substantially lessen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corporation whose stock is so acquired and the 

corporation making the acquisition, or to restraint such commerce in any section or 

community, or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 of any line of commerce….」 See Avarelle Silver, A 

New Standard for Evaluating Conglomerate Joint Ventures under Clayton Act 7 and a New 

Formula for the Potential-Competition Doctrine, 33 HASTINGS L. J. 1441, 1443-44(1982). 

有關克萊登法第 7 條 1914 年之立法原因背景及 1950 年修法之原因，並將適用範圍擴及

於資產及營業買賣型態的結合以及與公司法間之互動關係，請參閱 William J. Curran III, 

Corporate Realities, Liberal Myths: Interpreting Section 7 of the Clayton Act , 30 ST. LOUIS 

U. L. J. 171, 179 infra. 
43

 United States v. Columbia Steel Co. , 334 U.S. 495 (1948). 有關垂直結合與排他交易之

討論與競爭政策 之關聯 ，可參 閱 RICHARD A. POSNER & FRANK H. EASTERBROOK,  

ANTITRUST-CASES, ECONOMIC NOTES AND OTHER MATERIALS, 856 infra (1981). 

http://www.justice.gov/atr/
http://www.ftc.gov/about-ftc/bureaus-offices/bureau-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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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眾多因素中主要有三，分別是：(一)獨占動機(monopoly motive)，此

種動機在水平合併尤其常見；(二)投機性動機(speculative motives)，此種動

機常與獨占動機相伴而生，形成較大市占率或獨占地位後藉以拉抬市場股

價，此種動機有時會使市場上欠缺資訊之投資人在不利的市場價格時進

場，此種動機亦為 1887-1904 年併購潮的原因之一，並進而促使 1933 年證

券法及 1934 年證券交易法之通過施行；及 (三 )正當商業動機 (normal 

business motives)，此種動機在任何結合交易中都或多或少的具有某種程度

的存在，而不同的產業、不同的經營者、不同的市場地位都會有不同的正

當商業動機，此外，此種動機亦為解決失敗公司 (failing firms 垂危公司 )

的方式之一，而小型企業亦常以結合的方式提高其生產或行銷之效率，甚

或基於稅負之考慮亦為正當商業動機之一種 44。因此學者認為一個有效的

結合管制政策是確保市場競爭眾多替代方式中最少介入的一種，因此此種

方式只須要最低程度的監督 45。  

第二節  克萊登法第七條修正前後之問題 

一、修法說明  

    因為上述的管制漏洞及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見解，聯邦國會乃於 1950

年修正克萊登法第 7 條之規定46，在該條第 1 第 2 項均增加資產交易型態

之結合管制並將限制之範圍擴及於垂直結合甚至多角化結合 47，1976 年並

新增第 7A 條，詳細規定各種型態結合申報之門檻，就此可參照條文規定

茲不贅引，然而特別值得說明的是第 7 條第 2 項將結合的定義從事實上取

得股權或資產營業的所有權，擴及於僅取得行使對股權表決權控制力的「表

                                                 
44

 See F.M. SCHERER & 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159-67(1990); cited from MILTON HANDLER ET AL., TRADE REGULATION, 

867-69(1997). 詳細的併購結合動機請參閱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at 

¶1101-1119. 
45

 See MILTON HANDLER, supra note 37, at 861. 
46

 The Celler-Kefauver Act of 1950 amended the section 7 of the Clayton Act 0f 1914.  
47

 按克萊登法又於 1980 年 9 月 12 日修正，將 corporation 的範圍擴及於  “all persons”，

並將行為擴及於  “affecting commerce”而非僅止於  “in commerce”，故現行法修正後之主

要差異條文摘錄部分如下：「…That no person engaged in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shall acqui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stock or  

other share capital and no person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hall acquire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assets of another person engaged also in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ies affecting commerce…」同條第 2 項規定文字茲不贅引，請參照。See 

Silver, supra note 41, at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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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權或委託書權利  (voting or proxies)」行使權48，蓋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

與資本市場法制的發展，已使控制權之行使不再僅限於必須取得對股權或

資產之實際所有權，而得經由上述之表決權協議 (voting agreement)、表決

權信託(voting trust)、或委託書(proxy)之授與等型式，經由在股東會(或其

他類似機關)行使表決權之方式，達成對該事業之控制手段，例如選任董事

或作成重大經營行為之決議，包括但不限於合併、重大資產處分或出租等。

而此一規定，意涵結合申報案之審查，主管機關亦應有必要審查當事人間

對於未來取得之股權是有任何對於表決權行使或委託書授與之任何約定或

預約，以確實評估該結合申報案對於市場結構與市場競爭狀態之影響，否

則單純僅審查持股人之名義，並無法瞭解當事人間對被取得控制之事業將

有何種經營之約定行為。當然因為資本市場法制的發展，克萊登法第 7 條

第 3 項亦將單純的財務投資行為排除於該法之適用範圍之外 49。  

二、相關案例  

(一) Brown Shoe Co. v. United States.
50

 

    本件為克萊登法於 1950 年修正後，聯邦最高法院所審理的第一件與該

修正條文有關之結合案件，最高法院在判決理由中首先表示 1950 年克萊登

法的修正目的除了避免經濟力過度集中外，也有確保地區型的小型商業發

展的目的，因此在審查關於克萊登法第 7 條之個案時，有以下的事實是應

該予以考慮以判斷該結合之合法性：  

1、 顯然的國會修正克萊登法有彌補漏洞(plug the loophole)的目的，尤其將

資產併購方式的結合亦列入結合管制之範圍即可得知。  

2、 不止限於水平競爭者間之結合應列入管制，包括垂直關係及跨業多角

化結合之交易，凡對商業競爭有影響者均有第 7 條之適用 (section 7 

applied not only to mergers between actual competitors, but also to 

vertical and conglomerate mergers whose effect may tend to lessen 

competition in any line of commerce)。  

3、 為防止因結合而產生集中度過高降低競爭，該法授權聯邦貿易委員會

及法院有權在結合之不良結果發生前予以阻止，法院引用該法於眾議

                                                 
48

 第 7 條第 2 項最後句「…or the use of such stock by the voting or granting or proxies or 

otherwise, may be substantially to lessen competition, or to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  
49

 第 7 條第 3 項前段參照。  
50

 Brown Shoe Co. v. United States , 370 U.S. 294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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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及參議院審查時之報告，認為克萊登法第 7 條之目的在於阻止獨占

之發生在其剛萌芽之時(incipient monopolies)，並擴及原休曼法所界定

之限制競爭之範圍以外51。  

4、 國會有意使法院改變其過去審查判斷結合適法性之休曼法及舊克萊登

法第 7 條之見解，而將結合適法性之審查標準轉趨嚴格，尤其是例如

United States v. Columbia Steel Co.一案所示，結合之反競爭效果尚未達

到休曼法之審查標準時，在新法之下亦可能違法。  

5、 法院承認有一些結合案對競爭有所提升，例如小公司或失敗公司之合

併等，但有些結合案則相反的對競爭有所傷害；法院在審查結合案之

適法性時，亦不再重點置放於一個特定的地理市場，而將之放大為對

整體國家競爭有負面效果者，均應予以管制，此由條文中將  “trade 

area”刪除而取代以  “in any line of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where in any line of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in any section of the country, or to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即可得知。  

6、 但國會對於相關地理市場與相關產品市場則仍未予以明確規定或提出

判斷標準，而係採用  “重大的  substantially”影響競爭之文字，亦即應

係採用質與量的分析 (whether in quantitative terms of sales or assets or 

market shares or in designated qualitative terms)予以評估該結合案之影

響，而其目的則在於評估是否有重大的減少競爭 (substantially lessened 

competition)或傾向於產生一個獨占 (tended to create a monopoly)。  

7、 因為國會並未就質與量的分析提供特定的指標，因此於個案時應觀察

該個別產業(particular industry)近來的整體發展是否有傾向集中度提高

的方向發展，供給與需求間是否有取得不易之情形，參進障礙之程度

等均應予以考量。  

8、 法院最近在結論表示，因為國會係使用  “可能 may”這個字，即顯示國

會著重的是  “可能性  probabilities”的問題，而非確定性 (certainties)，

因此若一個結合案具有「可能的反競爭效果 probable anticompetitive 

                                                 
51

 法院引用相關報告之內容如下：  “The bill is intended to permit intervention in such a 

cumulative process when the effect of an acquisition may be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vigor of competition.” And “The intent here…is to cope with monopolistic tendencies i n 

their incipiency and well before they have attained such effects as would j ustify a Sherman 

Act proc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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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亦即具有「合理的可能性 reasonable probability」產生反競爭效

果者，即為克萊登法第 7 條規定所欲禁止之情形。  

(二) United States v. 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
52

 

    在 Brown Shoe 判決隔年，聯邦最高法院再次於本件針對克萊登法第 7

條有關事業結合適法性之審查作成判決。本件法院之判決理由重點整理如

下：  

1、 克萊登法第 7 條的重點之一即在於審查該結合案是否會對市場競爭產

生「重大的減少競爭」，而此一評估不僅對結合完成時之市場狀況予以

評 估 (appraisal of the immediate impact of the merger upon 

competition)，且須對結合案對未來的反競爭影響進行評估，而此種評

估必須植基於對相關市場及相關市場之經濟資訊有充分的瞭解，始能

為之。法院引用在 Brown Shoe 判決中即已表示過克萊登法第 7 條對市

場集中度之提高之顧慮，進而認為若結合之結果將使存續公司控制相

關市場的大部分並造成該市場集中度的明顯提高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concentration)者，則該結合本質上即具有重大降低競爭之可能性(so 

inherently likely to lessen competition substantially)，除非別有其他證據

顯示該結合不會造成此種反競爭效果。  

2、 法院在分析銀行業之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尤其是考慮美國係聯邦國

家在銀行體系分為聯邦系統及地方系統的不同規模金融行業狀況，認

定本件結合申請案所涉產業之地理市場範圍，在統計其市場占有率後

認為結合後之市場占有率增加達 33%，不能謂為不明顯。而本件申請

人主張本件之結合結果並不會使申請人之市場占有率及前三大事業之

市場占率有太大變更，因此應不會有降低市場競爭之結果，但法院不

採此抗辯，法院認為若申請人之主張可採的話，則在一個市場集中度

已經很高的地區，則其後的任何集中度提高都將不會有違法性的問

題，此種論點顯然與克萊登法所採的「亡羊補牢」政策不符，因此法

院認為：在一個市場集中度已經很高的地理市場中，即使小幅度的集

中度提高，都應該予以禁止，而確保降低集中度的任何可能性也是相

對重要的。  

                                                 
52

 United States v. 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 , 374 U.S. 321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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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院也承認克萊登法第 7 條不論是條文或立法理由中均確實未對市場

占有率問題有所表示，但最高法院引用克萊登法其他包括聯邦貿易委

員會法條文之規定及過去的判例諸如  Brown Shoe, E.I.Du Pont De 

Nemours & Co.
53

, Standard Oil Co. of Cal.
54

, 及 Motion Picture Adv. Serv. 

Co.
55等判決例，認為當一個市場中的前四大事業已占有達 75%的市場

占有率時，則該市場已經屬於高度集中市場，因此任何輕微的市場集

中度提高都必須審慎面對。  

4、 法院並區分法律上的併購 (integration by merger)之可爭議性比以契約

結合(integration by contract)更高且更穩定，蓋後者隨時有可能因為違

約或終止而告破滅，但法律上的併購則將產生一個單一的經濟體，具

有較為穩定的性質，對市場的影響也較為長久。況且在本件中並未發

現有何種正當的商業理由可以推翻其結合之潛在反競爭效果，故雖然

金融事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未對該結合表示反對，但法院仍然認為該

結合不適法。  

(三) FTC v. Procter & Gamble Co.
56

 

有認為本件為聯邦最高法院第一個對克萊登法第 7 條提出審查標準的判

決，案件中被併購之一方為全美最大的漂白劑 (bleach)製造商與銷售商 The 

Clorox Chemical Company，占有全國漂白劑市場的 49.8%，第二大製造商

為 Purex 占有 15.2%，前六大製造商總計占有 80%市場，另外 20%則由全

國計約 200 家小型製造商分享，而併購方則為家庭清潔用品包括肥皂及清

潔濟等之製造商與銷售商 Procter，併購交易發生於 1957 年，在此之前

Procter 曾考慮是否自行進入漂白劑市場，但評估結果為划不來而放棄計劃

57。聯邦貿易委員會經過五年的冗長調查與聽證程序認定該併購交易違反

克萊登法第 7 條之規定，並進而命令其拆解(divestiture)
58，聯邦貿易委員

會認為該併購交易產生三種反競爭效果：(1)因為 Procter & Gamble 在財務

能力的優勢地位造成漂白劑市場的集中度提高，(2)因為參進障礙的提高造

成未來漂白劑市場集中度降低的可能性亦降低， (3)因為 Procter & Gamble

                                                 
53

 United States v. E.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 353 U.S. 586. 
54

 Standard Oil Co. of Cal. V. United States , 337 U.S. 293. 
55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Motion Picture Adv. Serv. Co. , 344 U.S. 392. 
56

 FTC v. Procter & Gamble Co. , 386 U.S. 568(1967). 
57

 Note, Conglomerate Mergers, 81 HARV. L. REV. 231, 232(1967). 
58

 Comment, The Use of Post-Acquisition Evidence in Section 7 Conglomerate Merger 

Cases, 115 U. PA. L. REV. 631, 635(1967). 



30 

 

作為 Clorox 的潛在競爭者之競爭效果因為併購交易而失去效用 59。第六巡

迴上訴法院則認為併購交易未違反該條規定，案經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聯邦貿易委員會之認定有理由。  

聯邦最高法院支持聯邦貿易委員會之主張，認為本件不是單純的多角化結

合，而可以認為是「產品擴張結合 product extension merger」，雖然事實上

被併方與併購方不具有事實上的水平競爭關係，雙方亦無垂直關係，但因

為漂白劑市場的參進障礙相當低，且併購方本身就是從事家用清潔用品的

製造，而漂白劑亦可歸類為家用清潔用品的一種產品，因此併購方可以被

認定為是被併方的潛在競爭者，因為併購方已長期事實上製造相關產品 60。 

第三節  多角化結合或異業結合對競爭之影響 

有些併購交易只是變動其所有人或控制權，對於參與結合的二

個事業的市場競爭或產品生產並無影響，但有些結合則會對產品或

其市場經營行為產生水平或垂直的變化，當結合後產生不當或反競

爭行為，或該事業的競爭者因為顧慮該等行為，而可能決定不與該

事業直接競爭或使市場外的事業決定不參進特定市場，因此上述的

不 當或 反 競 爭 行為 就 可能 產 生 一 種參 進 障礙 或 因 此 影響 其 競爭 者

之經營決定，從而影響市場的競爭或市場結構的發展 61。  

企業集團的事業結合，時常涉及跨業多角化經營策略，因此有

對美國競爭法相關資料中的「多角化結合 conglomerate mergers」

進行研究的必要。而所謂「純粹的多角化結合  pure conglomerate  

mergers」，係指涉及不存在實際直接 (ac tual )競爭亦無潛在 (potent ial )

競爭關係亦無實際直接或潛在的客戶與供應商關係間的結合，但近

年來基於「鞏固理論 ent renchment  theory」及「互惠交易 reciprocal  

deal ing」而主張或判決多角化結合違法之案例在 1970 年代以後已

經很少見，亦即整體觀之，美國聯邦反托拉斯在多角化結合管制方

                                                 
59

 Id., at 636. 
60

 Id., at 232-33. 
61

 See Phillip Areeda & Donald Turner, Conglomerate Mergers: Extended Interdependence 

and Effects on Interindustry Competition as Grounds for Condemnation , 127 U. PA. L. REV. 

1082, 1082 (1979). See also ANDREW I. GAVIL, WILLIAM E. KOVACIC, & JOHATHAN B. BAKER, 

ANTITRUST LAW IN PERSPECTIVE: CASES, CONCEPTS AND PROBLEMS IN COMPETITION POLICY, 

469-7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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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極為寬鬆的 62。   

一、企業集團結合與多角化結合或異業結合之界定  

    企業集團結合或併購之型態與一般大多數併購案之區別在於：一般併

購案通常為一買一賣 (通常發生的型態)、一買多賣(通常發生在合併，三合

一或四合一，在台灣亦曾進行過證券業三合一及半導體業四合一合併案)；

企業集團結合則為多買一賣，類似此種併購亦常發生，但通常會先由買方

共同出資成立一家合資公司 (joint venture company)，再以該合資公司為

SPV 作為發動併購之機構，而各方出資之當事人則必須對該 SPV 公司之股

權比例、股權種類配置、董事監察人席次之安排、重要經理人事之規劃及

其 他 與 經 營 有 重 要 相 關 事 項 進 行 事 先 協 議 ， 並 先 簽 妥 「 股 東 協 議  

shareholders agreement」，並將重要條款記入該 SPV 公司之章程中以取得具

有約束各方出資人之效力，但本件結合案則是由各方出資人自行另外成立

SPV，再以不同的 SPV 為共同發動併購之機構，因此上述有關董事監察人

席次之安排、重要經理人事之規劃與重要經營事項則在 SPV 之間必須於

「發動」併購前達成類似「股東協議」之內容，否則該併購在各方參與人

之間，將可能發生爭議。而即使未有任何事先協議，而由各方 SPV 於取得

對被併公司之控制權後，經由持股比例凡事以表決權及持股比例為決定之

方式，雖亦無不可，但此種情形於通常商業運作模式實屬例外。  

    一般美國學者 或實務所說的「多 角化或異業結合  conglomerate 

merger」係指非商業概念上的 (conventionally)水平或垂直結合，而有時

conglomerate 則具有嘲諷的意味指述一個無關聯性的經營行為的不合理結

合 (used pejoratively to suggest an irrational combination of unrelated 

activities)，而因為此種概念的 conglomerate merger 不容易發現或確定其反

競爭效果，故有些學者會將這類結合歸類於傳統的水平或垂直，以解釋其

對競爭所可能肇致的危險 63。惟誠然多角化結合伴隨著很多對競爭的威

脅，但也同時提供競爭的提升，包括產品多樣化、規模經濟等，故難謂多

角化經營得以一概否認其優點。  

                                                 
62

 Se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SEVENTH), Vol. I, 

392-93 (2012); see also SAMUEL C. THOMPSON, JR., MERGERS, ACQUISITIONS AND TENDER 

OFFERS-LAW AND STRATEGIES, §12:1, at Vol. 3, 12-5, §12:15, at 12-113 (2012). 鞏固理論係

指經由併購交易使得被併者經由成本降低或其他方面有所提升而鞏固 (entrenching)其在

市場中之地位，參閱  Areeda & Turner, supra note 49, at 1082.  
63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at ¶11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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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上述之多角化結合用語在 1984 年聯邦司法部之結合準則 (1984 

Merger Guidelines)則以「潛在競爭合併  potential competition merger」稱之

在該準則中並不使用 conglomerate merger，該準則用於「非水平結合  

non-horizontal mergers」確認一個市場外的事業與市場內的事業結合時，亦

可能具有反競爭效果的發生，並區分「認知的潛在競爭者  perceived 

potential entrant」與「實際的潛在競爭者  actual potential entrant」，以區分

被結合公司之地位與該結合之反競爭效果，但若結合之效果會造成上述任

何一種潛在競爭關係受到損害者，則該結合即有可能被聯邦司法部反對或

以訴訟指控64。  

二、多角化結合與水平或垂直結合之比較  

    承上所述，多角化結合最有效的正當化理由即為該結合不涉及「潛在

競爭 potential competition」問題，亦即參與結合之事業，與被結合而消滅

之事業之間不具有水平的直接競爭關係，亦欠缺概念上或 1992 年之水平結

合準則(1992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以下簡稱水平結合準則)所指稱

的潛在競爭狀況，但水平結合準則中對潛在競爭之評估標準並不明確 65，

因此使得潛在競爭之分析立論基礎陷於推論 (speculative)，也因此使得潛在

競爭的審查不得不較實際競爭關係更為寬鬆。而承上所述，多角化結合有

時係指稱一個無關聯性的經營行為的不合理結合，此種結合之反競爭效果

不易顯現或評估，是故有部份學者直接將此種多角化結合直接歸類為傳統

的水平結合。  

    而區分多角化結合與垂直結合之主要判準則在於一個特定市場中的生

產與銷售具有何種關係或結構，抑有進者，一個特定市場中的生產與銷售

可以被特意安排經由多數不同的事業以不同的方式進行，例如一家電腦設

備製造商(OEM)規劃併購一家應用軟體製造商，則在其進行實際併購前可

以有計劃的將該軟體製造商之程序經由授權方式使其代工廠商於電腦出廠

前即預先安裝於其品牌之電腦上，因此當該 OEM 實際進行對該軟體製造

                                                 
64

 Department of Justice, Merger Guidelines. See THOMPSON, supra note 62, at 12-115 

(1984). 此 1984 年之結合準則中有關水平結合部份之標準因 1992 年水平結合準則之發

佈而被取代，但非水平結合部份之內容則持續有效。  
65

 水平合併準則規定若參與結合者本有可能 (likely)在一年內參與被結合者所生產之產

品或進入被結合者之地理市場者，則該參與結合者與被結合者應視為係具有競爭關係之

事業經營者；但若參與結合者生產被結合者之產品或進入被結合者之地理市場須超過一

年者，則二者之間僅可視為係潛在競爭者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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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併購交易時，即因其間存有供應關係而可能被歸類為垂直結合；但若

該 OEM 過去從未取得該軟體預先安裝之契約關係，而在完成對該軟體製

造商之併購交易後，將其軟體程序以獨立的選項供消費者選配購買，則先

前對軟體製造商之併購行為即具有「擴大產品線 product-extension」的多

角化結合形式66。  

    而在考慮將一個結合案歸類為垂直結合或多角化結合時，可以評估該

結合案對競爭之影響方式為何而定之，例如上例中若 OEM 併購軟體製造

商之後，係擬以其在電腦硬體方面的市場占有率，進行排除 (foreclosure)

其他軟體製造商之軟體商品進入市場者，則此種結合即應歸類為「垂直結

合」類型；但若該 OEM 的結合案係可能呈現上述「排除」競爭之威脅者，

則或可歸類為「多角化結合」，但若一個結合具有阻礙 (forestall)OEM 製造

商與軟體製造商間之競爭者，則此時該結合又傾向於具有水平結合的性質

67。  

    又例如在  United States v. El Paso Natural Gas Co.結合案中68，在該結

合案之前，El Paso 是南加州天然氣市場唯一的州外供應商，而另一個州外

供應商—即本件被併購公司—Pacific Northwest 公司—該公司同時也是洛

磯山脈以西唯一重要的天然氣管線公司，則在結合前努力試圖以供應契約

方式取得加州天然氣市場的增長需求，但 Pacific Northwest 公司在上述契

約爭奪中輸給 El Paso 公司，該競爭亦迫使 El Paso 公司降低其原先之報價

並提高服務內容，因此當 El Paso 公司擬併購結合 Pacific Northwest 公司

時，在加州天然氣市場中 Pacific Northwest 尚無市場占有率—而是正準備

或正著手進入該市場，因此在本結合案中 Pacific Northwest 原本只是 El 

Paso 的潛在競爭者，但因為 Pacific Northwest 已開始實施參進加州市場的

行為，應該將雙方視為具有直接競爭(actual competition)的關係，因此該結

合案所減少的是直接競爭的關係而不僅是潛在競爭關係，故在此種事實結

構下，本結合案與其說是跨業結合毋寧認為是水平結合更為妥適 69。  

    又即使在參與結合之二事業間，其原本所生產的產品不具替代性，但

仍然必須檢視彼此間進入他方市場的參進障礙程度，例如二家生產化學產

                                                 
66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101, at 34. 並請參見上述 FTC v. Procter 

& Gamble Co.  
67

 Id. at 2-3. 
68

 United States v. El Paso Natural gas Co. , 376 U.S. 651(1964) 
69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123a, at 57. 



34 

 

品的公司，產品間不具有替代性，但若任一方在製程中另外添加其他成分

並調整製程即可輕易的生產他方之產品或與他方產品具有替代性之產品

者，且對雙方之原有產品生產產能沒有影響者，則此時任一方進入他方市

場的參進障礙就很低，並應將該不同產品或不同公司視為在同一個相關市

場，此時該二事業間之結合雖然當時不具競爭關係，但仍應歸類為水平結

合70。  

三、多角化結合與潛在競爭之認定  

    一個結合應予以禁止必須先有適當的證據或事實足以認定該結合有

「合理的可能性  reasonably probable」將會重大的減少當前的或未來的競

爭，僅因結合而使潛在競爭者減少之單純事實，尚不足以作為認定結合應

予禁止之證據。再承接上段之設例，假設二家事業分別生產不同產品並於

不同的地理市場經營，彼此間並無直接競爭，因此該二家事業間之結合並

未在個別市場中減少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數量，亦未在個別市場中提高其

市場集中度，然而此時該結合在想像上卻可能—即使該想像必須具有想像

力—消滅了參與結合的任一事業原本可以經由自我內部成長並進入另一事

業之既有市場參與競爭，因此該結合將此種「潛在競爭」的可能性消滅了，

而此種潛在競爭對於當前的競爭狀態係具有一定的價值的，其一為因為潛

在競爭的存在，會使市場上的事業以較具有競爭力的方式進行經營不論是

在價格或其他方面，其二係該結合可能排除了其他可能自我發展進入該市

場的獨立經營者，而該獨立經營者之參進市場本可為市場帶來新的競爭狀

態。此即為多角化結合時，因為消滅了潛在競爭而帶來的不利於競爭的觀

點71。  

    承上所述，自克萊登法第 7 條及休曼法第 1、2 條之規定觀之，任何合

併或結合對目前或未來之競爭可能造成重大減少者，均為不適法之結合，

因此沒有爭論的是當一個結合消滅一個已經極為明顯的潛在競爭者時，該

結合即會減少當前的競爭能量(competitive force)而為不適法之結合。但在

一個不明顯的潛在競爭關係下，或者在一個多角化結合狀況下，一個市場

外的事業併購市場內的事業，其所減少的僅是一個「失去未來該市場外的

                                                 
70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123b, at 58. 此一假設論述基本上亦與

1992 水平結合準則之規定相符。  
71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121, at 52. 關於潛在競爭之效益可另參閱  

POSNER & EASTERBROOK, supra note 43, at 516 in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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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進入市場增加競爭的機會」而已，此種結合對於「當前的競爭並無減

少的效果」，故在一個外觀形式是多角化的結合案中，我們必須先清楚的界

定參與結合的市場外事業，究竟僅是一個「認知的潛在新進者 (perceived 

potential entrant)(係指被既存的市場事業認定或假設為可能進入市場的潛

在競爭者)」或者是一個「實際的潛在新進者(actual potential entrant)」，若

市場外的參與結合者是一個可被認定為「實際的潛在新進者」時，則聯邦

貿易委員會、第八、第九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採取肯定見解，認為克萊登法

第 7 條亦禁止該種結合，但第二及第四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則認為該種結合

為法未禁止之情形72。  

    歸納而言，「perceived potential competition」受到傷害係指該結合之結

果將會「消滅一個重要的現存競爭威脅(threat)，而該威脅會對市場內既存

的事業經營行為有某些限制性效果」；而「actual potential competition」受

到傷害係指該結合之效果將會消滅下述可能性 (possibility)：(1)市場新的參

進者進入該相關市場，或(2)經由併購市場內小而具競爭力的事業而參進市

場73，而「perceived potential competition」係自市場既已存在的參與者觀

點而言，考慮的是市場內既存的競爭者對市場外的其他企業是否會參進該

市場而言；而「actual potential competition」則是強調市場外的事業經營者

之主觀期待其是否可能有參進另一個市場的可能性，二者的觀察方向不同

74。  

    然而，不論是認定該參與結合的市場外事業是否具有「實際的潛在新

進者」，或期待該參與者透過內部成長而主動進入結合之市場進行競爭，此

種認定與期待如果欠缺一個明確的判斷標準，則該認定與期待都是建立在

一種「純粹的想像」或「遙遠的期待」，若想像或期待與現實距離太過遙遠

時，並不符合法治的要求，因此，如何提出一個具有較明確的判斷標準，

                                                 
72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124, at 59-60，並請參閱該段註解所引之

判決。  
73

 “perceived potential competition” could be harmed if the merger eliminates a “significant 

present competitive threat that constrains the behavior of the firms already in the market…” 

& “actual potential competition” could be harmed if the eliminates the possibility of (1) new 

entry into the relevant market, or (2) entry by “toehold” acquisition of a present small 

competitor.” See THOMPSON, supra note 62, at 12-115. 有關  “toehold acquisition”在實務方

面 的 論 述 可 參 閱  Notes, Antitrust Law-Conglomerate Mergers—A Company in a 

Concentrated Industry with a less than 10% share of the Relevant Market will be Presumed a 

“Toehold” Firm, Acquisition of Which by a Potential Compeitor Does Not Violate Section 7 

of the Clayton Act, 89 HARV. L. REV. 800 (1976). 
74

 See ANDREW I. GAVIL, WILLIAM E. KOVACIC, & JOHATHAN B. BAKER, ANTITRUST LAW IN 

PERSPECTIVE: CASES, CONCEPTS AND PROBLEMS IN COMPETITION POLICY, 46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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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具體結合個案在歸類於水平結合與多角化結合能有所參考，當為重要之

議題。  

    潛在競爭者概念在聯邦最高法院 1973 年  United States v. Falstaff
75判

決中首次出現，並於 2008 年再次於聯邦訴訟中被引用，在 Ginsberg v. InBev 

SA/NV
76一案中，比利時啤酒商 InBev 擬併購占美國啤酒市場達 48.2%的 

Anheuser-Busch 公司，原告即引用認知的潛在競爭及實際的潛在競爭理論

主張該結合案違反克萊登法第 7 條之規定而應予以禁止，原告主張被告比

利時商 InBev 係具有良好技術設備及財務能力而能以自己之力獨立參進市

場(enter the market de novo)，並建立其自己的啤酒廠與全國性的銷售通

路，但聯邦地方法院調查證據後認定 InBev 不僅未規劃進入美國啤酒市

場，反而在退出市場，不僅 Anheuser-Busch 公司未認定 InBev 為其潛在競

爭者，InBev 公司亦未規劃在美國市場與 Anheuser-Busch 公司有任何競爭，

故 InBev 亦非實際的潛在競爭者，Anheuser-Busch 公司亦未認定 InBev 公

司的自有啤酒釀造廠或銷售通路為其當前的美國啤酒市場之競爭威脅或潛

在的競爭威脅，而且在 2006 年時，InBev 公司的執行長亦公開表示無意直

接與 Budweiser、Miller、或 Coors 等啤酒進行面對面(head-to-head)對打，

那會是一個自殺行為等證據，認定 InBev 在認定的潛力競爭與實際的潛在

競爭要件方面均不具備，而駁回原告之訴 77。  

    為此學者建議應對結合究竟有無排除未來的潛在競爭或將對當前的競

爭有重大減損建立一個認定的參考基準 78：  

(一)  認為若一個多角化結合要構成排除未來的潛在競爭效果者，應具備以

下條件，若條件或要件不具備時，即不得逕認為該多角化結合具有排

除未來潛在競爭之效果，除非別有其他證據證明參與結合者之獨占動

機或其他違法目的，否則該多角化結合之適法性應予肯定，而要認定

結合會對未來的競爭產生重大的減損效果者，其條件如下：  

1. 結 合 之 市 場 目 前 必 須 是 明 顯 的 欠 缺 競 爭 狀 態 (significantly 

noncompetitive)，否則未來的新進者被排除並不具有何種重要的意

                                                 
75

 United States v. Falstaff, 410 U.S. 526 (1973) 
76

 Ginberg v. InBev SA/NV, no. 4:08 CV01375 JCH, 2008 U.S. Dist. LEXIS 93636 (E.D. Mo. 

2008), cited from THOMPSON, supra note 62, at 12-115. 
77

 See THOMPSON, supra note 62, at 12-116. 
78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121b, at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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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亦即反面言之，若當前該結合之市場已經有明顯的競爭狀態

存在，有無潛在新進者對該競爭狀態之影響並不大，而何種市場

結構可以被假設認為係明顯的欠缺競爭狀態？學者認為當一個特

定市場中的前四大在結合前的持續五年期間合計達市場占有率的

75%，且 HHI 指數在該市場達 1800 以上者，除非別有證據顯示其

集中度已經在下降或可能會降到 1800 以下者，否則該市場即可假

設為明顯的欠缺競爭狀態。  

2. 參與結合的市場外事業應該可能會在未來一段合理期間內自行進

入該結合市場，若該市場外參與結合之事業從證據上看不會在合

理期間內參進市場，則該結合亦不會發生減少未來潛在新進者之

可能性。而未來可能參進市場的證據至少應具備：(1)該市場外事

業必須具有參進市場的經濟能力，及 (2)該參進市場之行為在經濟

上對該市場外事業具有經濟上之吸引力。  

3. 上述市場外的潛在新進者包括參與結合之市場外事業，不超過三

個或最多四個，否則若市場外的潛在新進者為數眾多，則在結合

案中減少一個並不會對未來市場新進者進入市場有何影響。因此

在個案爭議時，舉證責任的分配將是由該參與結合的市場外事業

證明市場外尚有其他潛在新進者，以降低自己對未來競爭的影響

性，但主管機關 (或其他反對該結合者 )則應證明其他所謂市場外

的潛在新進者，其參進市場的可能性都遠遠低於該結合案中的市

場外事業，以提高該市場外事業對未來競爭之影響性。  

4. 除結合之外，其他潛在新進者將會以其他更具有競爭性的替代方

式參進市場，否則若別無其他更具競爭性的市場參進方式存在

者，阻止該多角化結合案即欠缺理由，而學者也建議若被結合的

市場內事業其市場占有率低於 10%且無穩定成長者，則該結合案

應假設別無其他更具競爭性的替代方式，反之，若參與結合之市

場內事業市場占有率超過 10%且呈現穩定成長者，則否。  

(二)  若結合對當前的競爭狀態將會產生重大減損者，則該多角化結合即欠

缺適法性而應予禁止，要符合此種標準之條件如下 79：  

                                                 
79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121b, at 54-56. 



38 

 

1. 同上段論述，該結合市場亦為明顯的欠缺競爭狀態市場。  

2. 該參與結合的市場外事業被市場內的既存事業之一或一以上之重

要競爭者視為實際的潛在新進者，若非如此，則該市場內的重要

既存競爭者將不會因為有該潛在的市場外潛在新進者之存在而調

整其經營行為或競爭政策，而該非潛在新進者因為該結合而消失

自亦不會對當前的競爭狀態有何種影響。又此處的被市場既存重

要競爭者視為實際的潛在新進者，不能僅單純的憑藉該市場既存

者之想法而未有其他證據予以支持，當然因為市場外事業的經營

策略或其他因素亦非易於取得，故此一條件之判斷有其困難性。  

3. 承上論述，該市場外事業因為被市場內重要既存競爭者視為實際

潛在新進者，而使市場內競爭者因為該威脅而影響其銷售價格或

其他經營決定，否則若該威脅並未引致市場既存競爭者任何調整

價格或經營行為之決定，該威脅因為結合而消失亦未對當前競爭

有何影響。此一條件亦為不易判斷的因素，因為市場既存競爭者

調整價格或其他經營行為的原因可能是多重的，且此資訊亦不易

取得，事後的證據亦不適合作為先前調整價格之原因。  

4. 市場外被視為可能的潛在新進者包括該結合案中的市場外事業在

內，不超過三個。且若一市場外事業被市場內重要既存競爭者認

定為潛在的新進者，則客觀條件與該潛在新進者相類似的其他市

場外事業，不論是否有被如此認定為潛在新進者，均應一概視為

具有潛在新進者之地位，若果如此計算而使潛在新進者之數量大

於三以上時，則該結合對當前之影響程度就越小，數量越大影響

程度越小。  

5. 為了維持該市場外事業繼續具有潛在新進者之地位而影響當前之

競爭狀態之目的而否准該結合案者，該否准之決定對競爭之貢獻

必須大於該結合案之貢獻，此為當然之理，否則即無否准該結合

之理由。一個多角化結合之市場內參與結合事業若係該市場中之

重要競爭者，則該多角化結合對競爭之損害會大於結合參與者為

市場內較弱的事業，因為後者本來可能經由與市場外的事業結合

而提高其在市場內的競爭力，故上述二者相較時，前者之可非難

性即高於後者之結合，而學者建議判斷市場內參與結合者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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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係市場中之重要競爭者，可以用市場占有率及其近來發展狀

況判斷，若市場占有率達 10%以上，或即使低於 10%但近年係呈

穩定成長者，均可假設為具有重要的市場競爭地位。  

四、多角化結合與互惠交易 (reciprocity) 

    所謂互惠交易係指 A 事業向 B 事業購買某項商品，而 B 事業亦就其

所需而 A 事業有生產或提供服務者予以購買，或買方向其特定客戶進行採

購，以期待得到該客戶的互惠對待，又或雙方彼此互相同意進行規律性的

互相交易行為，彼此基於互惠而進行交易 80，有認為互惠交易係雙方間各

自獨立作成而未事先討論或知悉對方決定之謂，若互惠交易係某一方以對

方亦作成相對交易為條件者，則具有脅迫性(coercive)
81，但亦有認為可以

較廣泛的觀察包括雙方間具有互相同意之交易均包括在互惠交易之概念

中，或至少彼此的交易決定會受到對方交易決定的影響，而非因為彼此的

品質或價格因素 82，多角化結合的結合會使一家事業提高其參與買與賣交

易行為的市場數量，從而亦有可能因此在其進入一個新市場後增加其他的

供應商成為其客戶，而產生新的交易關係。因此互惠交易是否足以作為阻

止或否准一個結合理由即有深究之必要，多角化規模越大的企業產生互惠

交易的可能性與交易範圍會越大 83。尤其若互惠交易並不能使事業利益極

大化，或獲得獨占利益，則互惠交易在競爭法範疇內似並無太大之非難必

要性84。  

(一) 互惠交易是否具有重大反競爭效果？  

    互惠交易對競爭之傷害可能有以下面向之觀察，首先交易之一方可能

受到傷害，若交易之一方具有較大的經濟力量而使對方受到壓力而進行互

惠交易時，在此種交易情況下即使該受壓力之一方本來就具有較佳的製造

品質或價格條件時，仍被迫要進行互惠交易，甚且其交易之對方並非其首

                                                 
80

 See Lawrence W. Keeshan, Conglomerate Mergers and the Theory of Reciprocity , 22 

STAN.  L. REV. 812, 812(1970). “the reciprocity is the exercise of a firm’s purchasing power 

to induce suppliers to purchase its products”. 又互惠交易之內容不僅止限於產品之採購，

亦包括服務之採購， see Don W. Baker, Potential Reciprocity and Section 7 of the Clayton 

Act: Conglomerate Mergers Under Antitrust Attack , 48 TEX. L. REV. 810, 810(1970). 
81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143a, at 181-82. 
82

 See also Keeshan, supra note 73 at 813. 
83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143a, at 181-82. See also Keeshan, supra 

note 73 at 812. 但迄至 1970 年代為止，聯邦法院引用互惠交易為理由的判決相當少。  
84

 See POSNER & EASTERBROOK, supra note 43, at 850 in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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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之交易對手，並因此而使得受到壓力之一方失去其原有的品質或價格優

勢；其次，競爭可能受到傷害，因為經由既有市場參與者互惠交易之關係

而提高了參進障礙的程度，潛在新進者於考慮是否進入市場時將會考慮現

有市場中的互惠交易狀況及對其未來之影響，而非僅單純考慮其本身具有

的競爭能力而決定是否進入市場；再者產業結構可能遭到扭曲，企業經營

者可能因此而趨向大型多角化經營而非單一或較少種類產品的經營模式，

從而可能使無效率的多角化事業仍能在市場經營，但有效率的單一產品事

業反而被逐出市場，最終傷害消費者權益 85。  

    互惠交易依照其行為態樣可以分成三種類型：  

(1) 脅迫型互惠交易(coercive reciprocity)：若互惠交易之發生係因為買方向

其供應商明確表示若該供應商不相對的向買方或其關係企業採購該供

應商所須且買方或其關係企業有生產或銷售之產品時，買方將不再向供

應商進行採購，或者將降低採購量或採購價格，亦即買方有利用其購買

之優勢地位給予其供應商壓力，從而使供應商不得不進行互惠相互採購

之交易行為，而若買方未利用其採購之優勢地位者，該供應商則未必會

向買方進行採購或交易行為，此種互惠交易即可歸類為脅迫型互惠交

易，此種行為之違法性在 FTC v. Consolidated Foods Corp.判決中已被聯

邦最高法院所認定86。然而以是否具有採購力量(buying power)及其是否

利用其採購力量作為施加壓力從而構成脅迫性互惠交易之違法行為，亦

非無理論上之缺憾，例如甲公司向乙公司採購 Y 產品，因為甲公司之

採購數量極為龐大，甲公司乃要求乙公司向甲公司採購其 X 產品，否

則甲公司將不再繼續向乙公司採購其 Y 產品，此即典型被認為係脅迫

性互惠交易之情形，但批評者認為若甲公司確實有大量採購之採購力

量，則甲公司另一個更好的方式是經由其採購力量為其所須之 Y 產品

取得更佳的優惠價格，而若甲公司已經利用其採購力量為 Y 產品取得

更優惠的交易條件與價格，則甲公司在其對 Y 產品之採購力量應該已

經耗盡(fully used)，則甲公司應已無其他籌碼要求乙公司反向向甲公司

進行互惠採購其 X 產品，故若甲公司確實對乙公司之 Y 產品具有採購

力量，則其未利用其採購力量為 Y 產品取得更優惠交易條件或價格，

                                                 
85

 See, Keeshan, supra note 80, at 813-14. 
86

 FTC v. Consolidated Foods Corp.  380 U.S. 592(1965). Cited from Keeshan, supra note 80, 

at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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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要求乙公司向其採購 X 產品作為交換條件，亦係一種可接受的利

益交換行為，故此種脅迫性互惠交易僅在上例中甲公司未完全利用其在

Y 產品之採購力量且剩餘的採購力量還足以迫使乙公司反向的向甲公

司採購 X 產品時，此種脅迫性互惠交易理論始足以成立 87。  

(2) 防衛型互惠交易(defensive reciprocity)：當一家企業自我評估其交易對

手供應商係好客戶且有足夠的相對採購優勢時，即使該交易對手供應商

並未有任何表示要求買方企業進行互惠交易，但因買方自我顧慮該供應

商將會利用(leversge)其採購優勢停止交易或變更交易條件，而自我決定

進行互惠交易以期待維持或影響其供應商能夠持續進行對買方之採購

行為者，即可歸類為防衛型互惠交易，此種交易可被認為是脅迫型互惠

交易之變形(a variant of coercive reciprocity)，因為買方係查覺或認知其

供應商之購買力量並預期供應商可能會利用該採購力量對買方進行施

壓，買方從而自我決定的進行互惠交易，儘管該供應商未明確表示將利

用其採購力量而買方則係自願的自我決定向供應商進行採購時亦屬

之。此種互惠交易型態雖然證據較不易認定，但仍分別有聯邦法院採取

作為違法之認定理由，例如第三巡迴上訴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Ingersoll-Rand Co.之判決，以及紐約州南區聯邦地方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General Dynamics Corp.之判決即是88。然而與上述脅迫型互惠

交易相同的假設，若甲公司已經用盡其在對乙公司 Y 產品之採購力量，

例如取得較佳的交易條件或價格時，甲公司對乙公司已別無其他可作為

對乙公司施加壓力要求乙公司對甲公司購買其 X 產品之手段，因此也

除非乙公司確認甲公司尚未耗盡其在 Y 產品之採購力量且極有可能甲

公司會利用該剩餘的採購力量要求乙公司向甲公司採購 X 產品時，此

種理論才有可能足以構成，但若只是單純的乙公司的單方面猜測或基於

其他理由原因自願向甲公司採購 X 產品者，是否足以認定此種互惠交

易有競爭法下應非難的必要性即非無疑 89。  

(3) 相互支援型互惠交易 (mutual-partonage reciprocity)：此種互惠交易係指

雙方互相同意進行規律的相互交易，且雙方中沒有任何一方具有採購或

                                                 
87

 See, Keeshan, supra note 80, at 815-16. 
88

 United States v. Ingersoll-Rand Co.320 F.2d 509 (3
rd

 Cir. 1963); United States v. General 

Dynamics Corp. 258 F. Supp. 36 (S.D.N.Y. 1966)., Cited from Keeshan, supra note 80, at 

814-15. 
89

 See, Keeshan, supra note 80, at 8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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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的優勢地位可以利用作為向對方施壓之手段，相反的，雙方係有意

的互相進行交易以便在各自的相關市場進一步取得更好的市場地位，一

旦此種規律交易的關係被確定建立後，將會使交易的雙方不再與彼此的

競爭對手進行交易，或減少交易或以較為不利之條件與彼此的競爭對手

交易，從而可能使彼此在各自的相關市場提高市場占有率或企業規模，

從而對市場競爭亦有所影響，此種理由在上述的 Consolidated 與

General Dynamics 判決中亦被法院所引用90。此種互惠交易型態對參與

交易的雙方則具有傷害自己未來利益之可能性，似乎亦未必足以作為雙

方採取互惠交易之唯一理由，亦即雙方可能有其他理由採取互惠交易，

此一論點在於假設經由上述之互惠交易將使對方在其原有之供應商或

下游客戶所在市場結構中漸漸增加其市場集中度，而市場集中度的提高

將使未來取得更佳有利交易條件之機會降低，故此種互惠交易事實上是

在為自己增加未來的交易成本 91。  

    若互惠交易的一方具有獨占力量者，則在其與同一事業具有彼此互為

供應方與需求方時，確實有可能在買或賣的擇一交易中獲得獨占利益，但

若彼此間並無任何一方具有獨占力量者，則互惠交易並不能使雙方交易達

成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因此在任何互惠交易中，若無法認定交易之任何一

方有購買力量，則其互惠交易可能係基於其他目的或原因，而與反競爭法

所關注的議題較無關聯92。  

    另一個可能的反競爭效果是可能使具有獨占力之一方經由脅迫性的互

惠交易跨足另一市場，例如具有支配力之 A 事業脅迫 B 事業必須將某特定

產品之銷售權授予 A 事業，以作為 A 事業將向 B 事業採購其他產品之條

件，此時 B 事業若被迫決定同意 A 事業之要求者，則雙方間之互惠交易即

具有反競爭效果。但大多數的互惠交易則不具有脅迫性且使彼此間能夠降

低交易成本、品質管控成本或提升服務或產品範圍，此種互惠交易則具有

提升競爭的效果，故學者認為互惠交易並非本質上具有違法性，而應以合

理原則為審查標準93。  

(二 ) 是否多角化結合均會肇致反競爭效果性質的互惠交易從而應予本質

                                                 
90

 See Keeshan, supra note 80, at 815-16. 
91

 See, Keeshan, supra note 80, at 818-19. 
92

 See Keeshan, supra note 80, at 815-16 
93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143b, at 1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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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禁止？  

    在多角化結合完成之前以其結合後將會有互惠交易而予以否准，此種

理由除非別有證據否則將嫌率斷，首先並不是多角化結合後都一定會有互

惠交易，也不是所有的互惠交易都具有反競爭效果，甚且必須先推論或猜

測(當然如果參與結合之雙方在未結合前就已經有互惠交易則擴大的互惠

交易應另為判斷)其互惠交易之方式與其反競爭之效果，而推論的最好方式

則是觀察交易雙方能否經由互惠交易而達成利益最大化，例如是否可以降

低成本或提高產品品質等，若互惠交易並不會有一方達到利益最大化，則

該互惠交易之發生可能性就存疑。而若參與結合之市場外事業，在先前的

其他多角化結合完成後，已經實施互惠交易行為，則可預測其在本次的結

合完成後有較高的可能性會再次進行互惠交易，但即使有此證據存在，該

互惠交易之反競爭效果仍必須經過評估始可確認 94。    

(三) 既有的反托拉斯法是否無法處理互惠交易而必須以禁止結合預防之  

    設若現有的聯邦反托拉斯法對於具有反競爭效果的互惠交易尚無有效

的規範效力者，則透過結合管制的方式預先防止可能發生互惠交易的多角

化結合尚有政策上之理由，但若既有的聯邦反托拉斯法已能有效的規範此

種具有反競爭效果的互惠交易，則以預先猜測或推論可能發生互惠交易而

否准該多角化結合顯然有管制過度 (over regulation)的嫌疑。依照現有的聯

邦判決，學者認為在交易任一方具有獨占力而以具脅迫性的方式取得互惠

交易之契約者，不論是以搭售或其他濫用市場力量之行為，均有可能依照

休曼法第 2 條之規定進行規制，因此既有的反托拉斯法應足以處理具有反

競爭效果的互惠交易 95。至於結合若係垂直整合型的架構，則其原本在結

合前就可能具有互惠交易的關係，且亦具有其合理性，因此在結合完成之

後基於垂直整合的經濟或股權關係而持續其互惠交易或內部移轉定價之交

易亦具有合理性96。  

五、多角化結合或集團結合的其他反競爭效果可能性  

    除了上述的各種問題外，在多角化結合或集團結合的交易完成後，尚

                                                 
94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143c, at 183-84. 
95

 至於在水平關係間的互惠交易若亦係基於具有脅迫性而存在者，學者認為尚非休曼法

第 1 條的問題，因為此時亦可能因為某一方具有市場力量而所以致之，故休曼法第 2 條

亦足以處理此種問題。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143d, at 184-86. 
96

 Id. , ¶1143e, at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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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具有競爭法疑慮的問題可能發生，包括搭售問題 97、資源集中98、助

長掠奪性經營行為 99、以及反托拉斯法是否應對不具獨占性的跨業多角化

集團以其造成資產的過度集中 (而非市場力量的過度集中 )而予以非難等

100，限於篇幅及研究深度，茲略。再者，企業併購而會造成事業經濟力移

轉之交易方式在實務方面有很多方式，從克萊登法第 7 條規定的取得部分

或全部股權或資產，到合併、新設合併 (consolidation)、分割 (或分割後再

合併或其他交易)、租賃、以股權設質擔保、公開收購股權等方式，可以有

多種組合，依個別併購案之目的及租稅優惠之考慮而可以有不同的架構設

計，在此亦無法一一詳論，但就反托拉斯法而言，一個交易從雙方發出意

向書(letter of intent)到實地審慎調查(due diligence)到規劃交易架構擬訂契

約條款到談判再送董事會討論決定是否簽約，必要時還要依公司法或其他

法令或章程之要求送交股東會決議，中間所經過的時間少則數月長則經年

亦非少見，而在此期間可能市場結構或法令均有可能發生變動，因此究竟

應以何時的事實證據來評估該結合案對競爭所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果以為准

否之根據，亦即結合適法性應以簽約時或履約時之市場狀況作為其反競爭

效果之評估，學者認為就反托拉斯法之法目的而言，應以履約時之狀態為

評估較妥，然而此一評估亦不能等到確實履約期時始為評估，必須於履約

前依所可得之證據與資料並合理推測市場各種因素以為評估101。  

第四節  董事兼充(interlocking directors)之反托拉斯法評價 

    當二家公司之全部或部分董事相同或互相兼充時，競爭即有可能因此

受到傷害，而對競爭之傷害則因公司規模、營業本質、商業關係而定，相

同的當二家公司之經理人亦有互相兼充之情形時，亦有可能對競爭造成傷

害，因此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對於董事及經理人之競業禁止之解除程序分

別有其規定，以下就經理人兼充之情形引用對董事兼充之說明，不再重複

說明。  

一、水平競爭關係之董事兼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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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144, at 190-200. 
98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145, at 200-205. 
99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146, at 205208. 
100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149, at 214-222. 
101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201 infra, at 252 in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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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董 事 依 各 州 公 司 法 之 規 定 對 公 司 負 有 受 任 人 義 務 (fiduciary 

duties)(我國公司法於民國 90 年修法時亦於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引進董事

受任人義務 )，當董事同時任職於二家彼此有商業交易之垂直關係間公司

(彼此具有供應商與買方關係，此時若彼此間具有母子公司關係 )或競爭關

係之水平同業關係之公司 (彼此或許具有相互投資關係或兄弟公司 )時，其

所負之受任人義務即可能產生利益衝突之情形，兼充之董事可能會有資訊

交換(information exchange)、平行行為、阻止競爭者參進市場或其他影響

競爭之行為產生。  

    董事兼充之情形除了上述的直接兼充情形外，尚有其他間接兼充

(indirect interlock)之情形，此時係指由不同的自然人任職於二家公司，但：

(1)該不同的自然人係來自同一來源 (例如同一公司之職員)；或(2)二個不同

的自然人但任職董事於二家無關聯性之公司。例如 A 公司與 B 公司具有競

爭關係，A 與 C 銀行有共同董事，B 與 D 保險公司有共同董事，而 C 與 D

另有共同董事，亦可認為具有間接兼充之情形 102。  

    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為契約關係 (mandate 委任關係 )，若同一董事與

不同公司成立董事之委任契約，並在契約中涉有不合理的限制交易條款，

則此時該複數具有不合理限制交易之契約違反休曼法第 1 條之可能性；或

數公司擬透過其安排的兼充董事進行共謀 (conspiracy)限制交易之行為，例

如經由董事設定價格而達成價格限定(price fixing)之聯合行為，此時雙方公

司間可能沒有任何聯合行為之會議或協議或其他契約存在，但經由兼充之

董事即可達成聯合行為之效果，但實務上因為克萊登法第 8 條規定的禁止

董事兼充為單純的禁止規定，不須兼充行為有任何反競爭效果，故事實上

休曼法第 1 條並未用於處理上述董事兼充之情形 103。至於聯邦貿易委員會

法第 5 條之規定則屬於更為廣泛規定的備用條款，任何行為違反休曼法或

克萊登法之任一規定者，均可構成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第 5 條之違法，故在

董事兼充之情形亦屬備而不用之規定。  

    克萊登法於 1914 年制定時即因發現在鐵路業、鋼鐵業與銀行業等有很

多董事兼充而影響競爭之情形，故立法時禁止董事兼充之情形，並於 1990

年修法時將經理人亦列入禁止兼充之範圍，但本條僅適用於依各州州法設

立登記之公司始有適用，至於同為商業組織並經營商業從事競爭的合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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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300, at 321-22. 
103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301, at 3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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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或其他型態組織即始有董事會之機關亦無本條之適用。現行克萊登法第

8 條有關禁止董事兼充之規定主要如下：  

“(a)(1) No person shall, at the same time, serve as a director or 

officer in any two corporations (other than banks, banking 

associations, and trust companies) that are— 

  (A) engaged in whole or in part in commerce; and  

  (B) by virtue of their business and location of operation, 

competition, so that the elimination of competition by agreement 

between them would constitute a violation of any of the antitrust 

laws; 

If each of the corporation has capital, surplus, and undivided profits 

aggregating more than $10,000,000 as adjusted pursuant to 

paragraph (5) of this subsection.”  

    上述條文之主要立法目的在於避免經由「管理權力集中 concentration 

of management power」而造成經濟力集中的問題，但克萊登法第 8 條的禁

止董事兼充規定並非對所有登記設立的公司均有適用，而僅適用於任一公

司之資本、盈餘或未分配獲利總合達 1000 萬美元以上之公司始有適用，而

不管該公司之「淨值 net worth」是否超過 1000 萬美元；再配合同條其他

款項之規定，即使有一公司超過上述 1000 萬美元之門檻，但若有以下之除

外適用條件者，亦不在禁止董事兼充之範圍：(1)任一公司之年度「競爭銷

售額 competitive sales」低於 100 萬美元者104，(2)任一公司的年度競爭銷

售額低於該公司之年度之總收入 2%者，(3)任一公司之年度競爭銷售額低

於公司銷售額的 4%。  

    由上述規定可知，克萊登法第 8 條禁止董事兼充之規定係針對水平競

爭關係的董事兼充狀況，並不及於垂直關係的董事兼充或間接兼充狀況。

在 United States v. Sears, Roebuck & Co.
105

, Protectoseal Co.v. Barancik
106

, 

及  Jicarilla Apache Tribe v. Supron Energy Corp.
107等判決中聯邦法院對於

克萊登法第 8 條所規定的禁止董事兼充係採取「當然違法  per se rule」之

                                                 
104

 所謂「競爭銷售額」係指該公司於年度中所銷售之所有競爭品項產品或服務之總收

入，計算的期間是上一個完整的會計年度的總收入。  
105

 United States v. Sears Roebuck & Co. , 111 F. Supp. 614 (S.D.N.Y. 1953). 
106

 Protectoseal Co. v. barancik , 484 F.2d 585 (7
th

 Cir. 1973). 
107

 Jicarilla Apache Tribe v. Supron Energy Corp. , 728 F.2d 1555(10
th

 Cir.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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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標準，只要被告職董事的公司符合門檻條件且未符合除外適用條件，

即構成違法108。若董事兼充所擔任的公司並非具有直接競爭關係的二家水

平公司，而是水平競爭關係他方公司的母公司或子公司者，是否亦當然違

反克萊登法第 8 條禁止董事兼充之規定？例如Ａ分別於甲乙公司擔任董事

而有董事兼充之規定，但甲公司並未與乙公司具有直接競爭關係，而係與

乙公司之母公司丙公司具有競爭關係，或係與乙公司之子公司丁公司具有

競爭關係者，此種情形是否均構成違反克萊登法第 8 條禁止董事兼充之規

定？在董事兼充而競爭關係係存在一公司與另一公司之母公司之間時，因

為子（乙）公司的董事（Ａ）原則上（除非有特別反證）並無法對其母公

司與甲公司之競爭關係有指揮或核准權限，因此其利益衝突關係較低；但

若甲公司係與乙公司之子公司有競爭關係，則依照公司法之原理，母公司

（乙）之董事對其子公司（丁）之競爭經營行為有權介入（其介入方式與

態樣回歸公司法之規定與實務運作），故此時 A 之利益衝突情形即較前者

更為嚴重，而若甲乙公司間董事兼充之數量並非僅只一位而係具有足以影

響董事會決議之數量時，則母公司董事會對子公司之經營運作將有更大的

介入權限，其所可能產生的反競爭危險性亦更高。然而在 Paramount 

Pictures Corp. v. Baldwin Montrose Chem. Co.
109

,判決中，聯邦地方法院克萊

登法第 8 條在競爭關係公司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存在時，並無適用，而在

Kennecott Copper Corp. v. Curtiss-Wright Corp.
110

,判決中，聯邦第 2 巡迴上

訴法院亦認為董事兼充發生在彼此具有競爭關係的二家子公司的母公司之

間者，因為子公司的業務並非在母公司的董事會作成決定，故亦應無克萊

登法第 8 條禁止董事兼充之違法 111。然而學者認為上述判決在具體個案中

應再深入瞭解不同公司的實際經營運作狀況，亦即不同企業集團有不同的

經營文化，該集團的子公司是否其通常經營行為或重要經營行為必須經過

母公司董事會之討論 (不論是事前核准或事後追認 )，則若有此種情形，則

此種情形亦應為克萊登法第 8 條禁止董事兼充所要禁止的情形，蓋其係以

間接的方式取代直接的控制競爭112。但若董事兼充係發生在同屬一家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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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302, at 326-27. 
109

 Paramount Pictures Corp. v. Baldwin Montrose Chem. Co.1966 Trade Cas. ¶71678 

(S.D.N.Y) 
110

 Kennecott Copper Corp. v. Curtiss-Wright Corp.584 F.2d 1195 (2d Cir. 1978) 
111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302, at 326-29. 
112

 Id., at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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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數子公司，而該數子公司又具有競爭關係者，則此時基於經濟同一體

的 Copperweld Doctrine
113，對於數家具有競爭關係之子公司，因其共同受

同一母公司之控制，故無克萊登法第 8 條之適用。  

二、垂直關係之董事兼充  

    董事兼充之情形在垂直關係下亦會存在，尤其在控制從屬關係的母子

公司(包括再往下的孫子女公司或旁系的再轉投資被控制公司等 )間更為常

見，此種垂直關係的董事兼充可能會肇致互惠交易、排他性交易、搭售或

其他對子公司的供應具有優惠的交易條件等，但從克萊登法第 8 條之規定

觀之，此種垂直關係的董事兼充並未在克萊登法第 8 條的禁止之列，雖然

有人認為此時可以用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第 5 條之規定禁止垂直關係的董事

兼充，但判例及大部學者則認為垂直關係的董事兼充亦非聯邦貿易委員會

第 5 條之規範範圍，若垂直關係的董事兼充造成其他的限制交易情形發生

者，應以休曼法之規定處理之 114。  

三、集團企業的間接董事兼充  

    除了上述的水平競爭關係公司間的董事兼充為克萊登法第 8 條明文禁

止，及垂直關係的董事兼充原則上不予禁止外，尚有其他各種態樣的間接

董事兼充可能性存在，例如 : (1) AB 二公司間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但彼此

並無董事兼充之情形，而 C 公司亦未直接與 A 或 B 公司有競爭關係，但 C

公司之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則分別擔任 AB 公司之董事或經理人；或上

述的(2) AB 公司間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但彼此間並無董事兼充之情形，惟

AB 均有人於 C 公司擔任董事或經理人；又或(3) A 公司有人於 D 公司擔任

董事經理人，而 D 公司中則有其他董事來自於 E 公司，而 E 公司則有董事

兼充於 B 公司擔任董事115，此種情形均為間接董事兼充之樣態，且可以依

照各種相互投資或持股轉投資的狀況而產生各式各樣的間接董事兼充圖

形，此種間接董事兼充關係圖無法一言以蔽之。  

    上述的情形在集團越大轉投資越複雜的情形下，其間接董事兼充的情

形越複雜，而此亦為美國學者及聯邦最高法院法官 Louis D. Brandies 所顧

慮的企業集團化後，產業遭到少數集團企業或金融機構控制其經營團隊之

                                                 
113

 Cooperweld Corp. v. Independence Tube Corp. , 467 U.S.752 (1984) 
114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303, at 333. 
115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304, at 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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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此一顧慮在今年初保險法修正時亦被熱烈討論，因此限制保險公司

對單一公司的股票投資上限以及對其取得董事席次予以限制，均為對集團

透過企業併購跨足多項產業或公司的顧慮 116。惟學者認為此種間接兼充的

情形其所產生的反競爭效果雖然較小但並非無疑，例如上述最後一種情況

中，AB 間雖有直接競爭關係，但其間有多個中介公司架構起間接兼充的

關係，除非別有證據，否則亦難以認定其反競爭效果，但第二個例子中所

示的 AB 公司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但並無直接董事兼充的情形，而是共同

在 C 公司有董事席次，此種情形下若作最壞的猜測，AB 有可能透過共同

在 C 的董事席次進行資訊交換或其他反競爭行為，惟此種猜測也是事前的

猜測；在第一種例示情形下亦有想像的反競爭行為可能性，例如 C 雖未與

AB 直接競爭，但若 C 經由其分別在 AB 董事有席次而限制 AB 之競爭狀態

或經營行為者，例如 C 經由其子公司與 A 或 B 有所競爭，此種類似情況

在 United States v. Cleveland Trust Co.判決中即存在，在此種情況下，

Cleveland Trust Co.就如案例中所示的 C 公司，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克萊登法

第 8 條所使用的  “persons”應與該法第 1 條所使用的  “persons”範圍相同，

而均包括自然人與公司法人，因此在 1394 年聯邦證券交易法第 16 條(b)

項之規定，此時應可將擔任 AB 公司董事的 C 公司職員視為 C 公司的代理

人(deputy)，而直接認為 C 公司即為 AB 公司之董事，從而認定其有無反競

爭效果，但在使用此種  “代理理論  deputization theory”時必須在實際擔任

AB 公司董事的自然人與 C 公司之間存在足以認定有  “本人與代理人關係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之證據，純粹的非正式關聯 (informal links)尚不

足以作為代理理論之支持，因此單純的 C 公司的受僱人擔任他公司的董

事，若別無其他行為或證據可證明該職員董事係「為 C 而任董事  acting on 

C’s behalf」者，則尚無克萊登法第 8 條之適用117。  

第五節  小結 

    綜合以上所述，克萊登法第 7 條對結合的管制與第 8 條禁止董事兼充

的規定，基本上所指至少必須對潛在競爭有所減損之效果時，始有必要禁

止該結合或董事兼充，但是若參與結合的事業基本上不論在水平或垂直關

                                                 
116

 有關 Louis D. Brandies 及我國今年 (2014)年初保險法修正之討論與本研究較無關聯

性，茲不贅。  
117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41, ¶1304, at 3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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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都距離遙遠，雙方及其他市場參與者既未認定市場外的參與者為潛在新

進者，復亦無供給與需求的關係，未來亦無進行互惠交易以謀求獨占利益

極大化的可能性，則此種結合的反競爭可能性較低並無予以禁止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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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歐盟法規範  

 

第一節  企業結合之管制對象 

歐盟現行對於企業結合管制之依據，主要為歐盟理事會於 2004 年 1

月頒布之  139/2004 號企業結合規則118（下稱「理事會規則」）；此外，歐

盟執委會訂頒有關企業結合規則指令（下稱「執委會指令」），規定具體之

審查原則事項119。  

    理事會規則第 2 條第 1 項，揭示歐盟對於企業結合管制之基本方針為：

企業結合有形成或強化其支配地位效果，致顯然阻礙共同體市場或其實質

部分之有效競爭（Significantly impede effective competition），應宣告其與

共同體市場不相容。至於在判斷企業結合「是否與共同體市場相容」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之前置作業

上，必須確立下列基礎管制事項：  

一、企業結合之定義  

    所謂「企業結合」120，理事會規則第 3 條定義出二類行為態樣：1.二

以上之企業進行合併（Merger）；2.一或複數企業，以資本參加、資產取得、

契約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取得對他企業經營有決定性影響（Decisive 

Influence）之控制權。  

    針對上揭取得他企業經營控制權行為，執委會指令再行細分成「單獨

控制」（Sole Control）、「共同控制」（Joint Control）等二結合態樣。單獨控

制之企業結合，除單一企業取得他企業半數以上有表決權之股份外；在未

達半數之少數持股情形，持股企業若享有法定特權利（指令第 57 條）或取

得他企業董事會相對多數董事席次（指令第 59 條），亦包含在內。另有關

共同控制之企業結合，係指複數之少數持股企業，必須全體合意始得形成

                                                 
118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在此之前，歐盟於 1989 年頒布實施合併規則 (Council 

Regulation 4064/89)，適用於合併、合資 (Joint Venture)等企業結合行為。嗣於 1998 年 3

月 1 日，實施新修正之合併規則，將其管制範圍從符合一定共同體市場規模要件，擴張

適用至重大影響會員國間貿易之企業合併案件。該合併規則在 2004 年修正後，即為現

行 139/2004 號企業結合規則。  
119

 Commission Consolidated Jurisdictional Notic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2008/C 95/01 . 
120

 規定原文為“concentration” (集中化)，配合本研究主題，爰翻譯成「企業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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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被持股企業之意思決定（例如，少數持股企業享有意思決定否決權），即

屬此類結合態樣（指令第 62 條）。值得注意的是，執委會在認定少數持股

是否構成共同控制之企業結合案件，包含持股人間有無契約關係、融資關

係、家族親屬關係等多項考量因素 121。  

二、企業結合申報標準  

    歐盟對於企業結合管制採行事前申報制，是以企業結合程度達到「共

同體規模」程度者（Community Dimension），即負有事前向執委會提出結

合申報之義務（理事會規則第 4 條）。具體言之，理事會規則第 1 條第 2

項、第 3 項，依據企業結合規模程度大小，分別設計有二類型結合申報標

準：  

（一）第一類結合申報標準  

1. 參與結合企業，在全球銷售金額合計超過 50 億歐元。 

2. 參與結合企業，至少其中二家企業在歐洲共同市場銷售金額合計超過 2

億 5,000 萬歐元。 

（二）第二類結合申報標準  

1. 參與結合企業，在全球銷售金額合計超過 25 億歐元。  

2. 參與結合企業，在三以上加盟國之各國市場銷售金額合計超過 1 億歐

元。  

3. 符合上揭第 2 點要件之參與結合企業，至少其中二家企業在各國市場銷

售金額合計超過 2,500 萬歐元。  

4. 參與結合企業，至少其中二家企業在歐洲共同市場銷售金額合計超過 1

億歐元。 

   上揭第一類或第二類之結合申報標準，其中參與結合之任一企業，在

同一家盟國市場之銷售金額佔歐洲共同市場銷售金額比率三分之二以上

者，不適用之。  

   另有關上揭申報標準之銷售金額計算方式，理事會規則第 5 條第 4 項

規定，應合併計算下列企業之銷售金額：  

1. 參與結合企業。  

2. 參與結合企業與下列關係企業，不論直接或間接關係者：  

                                                 
121

 Case No IV/M.754- Anglo American Corporation/Lonrho, 23 Apri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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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有其過半數之資產或資本。  

(2) 持有其過半數之表決權。  

(3) 擁有其董事會（Supervisory Board）、經營委員會（Administrative 

Board）或其他法定代表權機關過半數成員之任命權者。  

(4) 擁有其營業決定權限者。  

3. 對於參與結合企業擁有上揭第 2 點各項權利或權限之企業。  

4. 對於符合上揭第 3 點規定之企業，擁有上揭第 2 點各項權利或權限之企

業。  

5. 對於上揭第 1 點至第 4 點所列之企業，共同擁有上揭第 2 點各項權利或

權限之企業。  

第二節  企業結合之審查程序 

    符合結合申報標準之參與結合企業，在實施結合行為前，應以法定要

式書面（Form CO）向執委會提出申報（理事會規則第 5 條）。該申報書面

應記載事項有122：參與結合企業之市場集中狀況、控制從屬關係、相關市

場界定、競爭業者及供需業者、市場交易及參進障礙狀況。  

    執委會在受理企業結合申報書後，即進行下列二階段審查程序：  

一、第一階段（PhaseⅠ）審查  

    在此階段之審查重點為：本案是否為企業結合之管制對象、本案結合

是否達到共同體規模程度、本案結合是否與共同體市場相容。原則上，執

委會自受理申報日起之 25 個營業日內，必須作出審查決定；例外情形，若

有加盟國提出本案結合將會顯著影響其國內市場競爭之通告，或參與結合

企業有提出改善措施之方案者，審查決定得延長至 35 個營業日（理事會規

則第 10 條第 1 項）。 

    歷經上述審查作業後，執委會可能作出之審查決定如下：  

(一) 非結合管制對象  

    未達企業結合之申報標準，應作出非結合管制對象之決定（理事會規

則第 6 條第 1 項 a 款）。  

(二) 承認  

                                                 
122

 Form CO relating to the notification of a concentration pursuant to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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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結合已達申報標準，審查結果認定其未有不相容於共同體市場之

重大疑慮者，應宣示本案結合相容於共同體市場，作出不禁止其結合之決

定（理事會規則第 6 條第 1 項 b 款）。  

(三) 進入第二階段審查  

    企業結合已達申報標準，審查結果認定其有不相容於共同體市場之重

大疑慮者，應決定本案結合進入第二階段審查程序（理事會規則第 6 條第

1 項 c 款）。  

(四) 附條件承認  

     企業結合已達申報標準，審查結果認定其有不相容於共同體市場之重

大疑慮，參與結合企業提出改善措施方案獲得認可者，應作出附履行改善

措施條件及義務之決定，宣示本案結合相容於共同體市場（理事會規則第

6 條第 2 項）。  

二、第二階段（Phase Ⅱ）審查  

    企業結合申請案，進入第二階段審查程序，執委會應自開始審查日起

之 90 個營業日內，作出審查決定；但參與結合企業在開始審查日起之 55

個營業日後，有提出改善措施方案者，得增加 15 個營業日，審查期間延長

至 105 個營業日。再者，若參與結合企業請求或同意執委會延長審查期間

者，得增加 20 個營業日，審查期間最長至 125 個營業日。  

    執委會之審查意見，在與結合諮詢委員會協議後（理事會規則第 19

條第 3 項），應作出下列決定：  

(一) 承認   

    企業結合，認定未有顯著阻礙共同體市場或其實質部分之有效競爭，

應宣示其結合相容於共同體市場（理事會規則第 8 條第 1 項）。  

(二) 附條件承認  

    企業結合，參與結合企業提出改善措施方案，足認其無不相容於共同

體市場之重大疑慮者，應作出附履行改善措施條件及義務之決定，宣示本

案結合相容於共同體市場（理事會規則第 8 條第 2 項）。  

    此外，依據理事會規則第 6 條規定，執委會作出承認企業結合之決定，

得附加與實現企業結合直接關連之必要限制條件。據此規定，執委會附加

結合限制條件，通常會考慮下列因素：  

1. 關聯性：從經濟觀點，附加限制條件與企業結合應有密切關係，得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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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企業結合目的之達成。例如，為確保順利完成營業讓與行為，執委會

即得附加讓與人在移轉營業前不得變更營業方法或交易條件等限制條

件123。  

2. 必要性：限制條件具備必要性，係指若無附加相關條件，即未能實現企

業結合計畫。例如，附加擔保移轉或保留之資產具有一定價值 124、讓與

人應繼續供應原物料 125、合併之新設事業得以順利進入市場 126等條件，

通常被認定有確保企業結合之必要性。  

3. 比例性：附加企業結合之限制條件，其限制期間與適用範圍，不得超出

實現企業結合之必要限度。例如，對於參與結合企業課予競業禁止條款

之條件，應考量時間、空間、物質等必要因素 127。  

(三) 禁止  

    企業結合，認定有顯著阻礙共同體市場或其實質部分之有效競爭，應

宣示其不相容於共同體市場（理事會規則第 8 條第 3 項）。  

(四) 競爭回復措施  

    企業結合申請案件，經宣示其不相容於共同體市場，仍進行結合；或

違反附履行改善措施條件及義務之決定者，得命其實施解除合併或處分全

部取得股份、資產等競爭回復措施（理事會規則第 8 條第 4 項）。  

第三節  對董事兼充之規範 

    歐盟理事會規則第 3 條管制之企業結合類型，主要為合併、持股方式

取得對他企業經營有決定性影響之控制權。其中，管制持股之企業結合類

型，除持有他企業過半數股權外，尚涵蓋有取得他企業董事會相對多數董

事席次（指令第 59 條）之少數持股(未達半數股權)。在此規範架構下，企

業集團之一企業單方取得他企業股權足以決定其相對多數董事席次，即有

可能接受結合管制，即不以二企業間達到相互有董事兼充之程度為必要

128。  

                                                 
123

 Case No IV/M.1057-Terra Industries/ICI, 20 November 1997. 
124

 Case No. COMP/M. 612-RWE-DEA /Enichem Augusta, 27 July 1995. 
125

 Case No COMP/M.1841-CELESTICA/IBM (EMS), 25 February 2000. 
126

 Case No IV/JV.15-BT/AT&T, 30 March 1999. 
127

 在 Goldman Sachs/Messer Griesheim 案(Case No COMP/M.2227, 20 March 2001)，附加

競業禁止條款之限制期間為 3 年；在 KINGFISHER/GROSSLABOR 案(Case No IV/M.1482, 

12 April 1999)，附加競業禁止條款之適用範圍，限於賣方在企業結合前提供商品、勞務

之地理市場。  
128

 有關歐盟執委會管制企業少數持股及董事兼充，參見 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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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在 Rembrandt Group 結合案129，Philip Morris 與 Rembrandt Group

締結企業結合契約，約定 Philip Morris 取得 Rembrandt Holdings 之  50%股

權、Philip Morris 擁有選任 Rembrandt Holdings 董事之權限、擔保從事共

同研究開發及共同產銷等約款。對於本案結合，執委會認定其有違反歐盟

條約第 85 條、第 86 條等規定之虞，爰駁回其結合案申請。嗣後，當事人

調整結合契約內容：Philip Morris 降低取得 Rembrandt Holdings 之股權至

24.9%，刪除董事選任權限、共同擔保等約款事項，並增列排除 Philip Morris

影響 Rembrandt Holdings 營業策略之「分離措施」(Chinese Wall)、當事人

擁有對他方股權變動之股份先買權(right of first refusal)等約款。執委會鑑

於本件調整後之結合契約，認定 Philip Morris 尚無藉由持股以影響

Rembrandt Holdings 參與競爭之疑慮，因此許可其結合申請案。  

    觀察上揭少數持股之企業結合案件，學者認為若其符合下列要件之一

者，仍有必要接受歐盟競爭法第 85 條規定之管制130：(1) 持有股份以致發

生事實上或法律上之控制關係 (例如取得他方企業多數董事席次選任權 )；

(2) 以結合契約增強持股者之控制力；(3) 以結合契約強化當事人間之商業

關係；(4) 當事人一方之持股比例為他方決定營業策略之重要考慮因素。  

    據上所述，二企業相互有董事兼充之情形，惟其中一企業未取得他方

企業相對多數之董事席次者，歐盟競爭法原則上並不禁止如此之企業結合

行為131。然而，在結合審查過程中，執委會發現參與結合企業有同時出現

董事兼充與相互持股的少數股權，進而有相互交換資訊進行聯合行為之

虞，即會將兩者合併列入考慮事項，甚且會進一步要求結合事業說明結合

案對市場競爭的影響。例如：在 Olivetti and Digital 結合案132，Digital 向

執委會申請許可收購 Olivetti 的 8%股權，並取得相同比例的董事席次。執

委會基於133：(1) Olivett 董事會每年僅開會四次討論公司財務與總務事宜；

(2) Olivett 董事除董事長與副董事長外，其餘董事皆未參與公司實際經營；

                                                                                                                                            
Antitrust Issues Involving Minority Shareholding and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 p.20 , 2009. 
129

 British American Tabacco v. EEC Commission, 1987 E. Comm. Ct. J. Rep., [1987 -1988 

Transfer Binder] Common Mkt. Rep.  
130

 Barry E. Hawk, The EEC Merger Regulation: The First Step toward One -Stop Merger 

Control, 59 Antitrust L.J. 195 1990-1991, pp.198-99. 
131

 公平會出席 2013 年 6 月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 「競爭委員會」會議報告，報告

人蔡蕙安委員、杜幸峰視察、陳浩凱專員，頁 9，2013 年。  
132

 EC decision in Case No IV/34.410. 
133

 Kala Anandarajah and Dominique Lombardi, 2013, Law Gazette, November. 

http://www.lawgazette.com.sg/2013-11/8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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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董事會並不參與公司新產品開發與定價決策等三項考慮，認為兩公司

間不太可能藉著董事兼充交換產銷資訊進行聯合行為，因此，本案董事兼

充並無反競爭顧慮，尚未違反歐盟競爭法 85 條第 1 款規定。  

第四節  代表性案例 

    如上所述，歐盟法對於企業結合之管制對象，除持股超過半數以上者

外，尚包含低於半數之少數持股結合行為。因此，實務上較受關注者，即

為企業集團取得他企業少數持股之結合案件，如何判斷其有無阻礙競爭之

效果？以下，舉出若干代表性案例，一窺執委會之案件審查立場。  

一、Aer Lingus Group plc 案
134

 

    Ryanair Holdings Plc 企業集團，擁有歐洲 34 國家、合計 400 條航線之

航空業務，在 2010 年擬取得 Aer Lingus Group Plc 航空企業集團（總公司

設於冰島）29.3%之股份，符合歐盟企業結合申報要件。  

    本案結合受到關注之原因，乃係 Ryanair Holdings Plc 企業集團曾經在

2007 年期間，意圖敵對收購 Aer Lingus Group Plc 企業集團 100%之股分，

惟遭受執委會禁止結合之決定 135。  

    至於本案結合經由審查結果，執委會認為：Ryanair Holdings Plc 企業

集團之 100%收購股份計畫並未付諸實施，其僅以本案取得 29.3%之股份，

尚不足以控制 Aer Lingus Group Plc 企業集團之經營權，因此並無禁止本案

結合之必要。  

二、Messer Griesheim GmbH 案136
 

   Goldman Sachs Group Inc.為從事銀行投資、金融交易、資產管理等業務

之企業集團。Investor NewCo 為 Messer Griesheim GmbH（經營工業用及特

殊用途瓦斯之生產、銷售業務）之控股公司。Goldman Sachs Group Inc.企

業集團擬取得 Investor NewCo 公司 31.85%之股份，因此向執委會提出結合

之申報。  

    本案雖為少數持股之企業結合案件，惟當事人約定 Goldman Sachs 

Group Inc.企業集團擁有對於 Investor NewCo 公司之營業控制權，因此引起

                                                 
134

 Case No T-411/07- Aer Lingus Group plc v European Commission, 6 July 2010 . 
135

 Case No COMP/M.4439-Ryanair/Aer Lingus, 27 June 2007. 
136

 Case No COMP/M.2227-Goldman Sachs/Messer Griesheim, 20 March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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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結合之疑慮在於：持股之企業集團得否間接藉由控股關係，將其經濟

力延伸至 Messer Griesheim GmbH 公司所處之瓦斯市場？針對此點疑慮，

執委會審查本案企業結合，有鑑於本件結合契約含有競業禁止條款，即

Goldman Sachs Group Inc.企業集團負有不得從事瓦斯相關商品業務之義

務，爰認定其持股尚無阻礙該相關市場競爭之虞，是以承認本案結合申報。 

三、Compagnie National du Rhône 案137
 

    Electrabel S.A.（經營電器產品之生產、銷售業務）為 Suez group 電器

企業集團之子公司，在 2003 年 12 月 23 日取得 Compagnie National du Rhône

公司（法國電器業產量第二位） 49.95%之股份（其中有表決權股份為

47.92%），卻於 2008 年 3 月始向執委會提出結合申報，經認定違反結合事

前申報義務。  

    本案爭議點在於，企業少數持股是否取得對他企業之經營控制權、是

否負有提出結合申報之義務，係屬持股事前或事後之評估事項？關於此

點，執委會之審查意見為：1.歐盟理事會規則，對於持股未達半數之企業

結合案件，若其符合一定要件，仍應受到本規則管制之規範；至於是否符

合結合管制之要件，參與結合企業應於事前綜合相關資訊判斷之。2.本案

結合之取得股份時間為 2003 年 12 月 23 日，依據當時各股東持股分散狀

態、過去少數股東出席股東會決議佔有相對多數表決權紀錄等資訊研判，

Suez group 企業集團取得股份當時，足認擁有對於 Compagnie National du 

Rhône 公司股東會決議之控制權，是以在該時點即負有提出結合申報之義

務。  

第五節  小結 

   歐盟法對於企業結合之管制對象，除取得他企業過半數股權類型外，  

尚涵蓋未過半數之特定少數取得股權類型。再者，其管制結合之申報標準，

依據參與結合企業規模大小，分別訂出相異之銷售金額門檻，並且揭示關

係企業應合併計算銷售金額之規定。在此規範架構下，企業集團取得他企

業少數股權之結合案件，仍有可能接受執委會結合管制之審查。至於結合

效果之審查標準，從實務案例來看，相對於 100%取得股份之併購案例，

                                                 
137

 Case No COMP/M.4994-ELectrorabel/Compagnie Nationale du Rohne, 10 Jun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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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取得 29.3%之股份尚無控制他企業經營權的問題；惟在當事人另有經營

控制權約定之情況下，藉由取得他企業 31.85%之股份，仍有可能間接控制

他企業從屬企業經營權之疑慮。值得注意的是，執委會認定企業結合提出

申報之時點，應視其取得股份時有無經營控制權之可能性，並非以事後實

際是否取得控制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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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本法規範 

 

第一節  歷史背景概述 

    日本在二次大戰前，相關產業即已存在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

大「財閥」式企業集團，掌握著當時社會經濟命脈。該等企業集團，通常

由家族成員操縱集團頂端之控股公司，並以持有股份、職務兼任、繼續性

供需契約等方式支配其從屬企業，形成有如金字塔般的企業結合體制。依

據統計資料，截至二次大戰結束前，此四大企業集團旗下所屬企業合計 761

家，其出資金額合計達日本全國企業出資總額之 24.5%（其中金融業占

49.7%、重工業占 32.4%、輕工業占 10.7%）；在國外投資方面，該等企業

集團合計投資金額，高達全國企業對外投資總額之 80.1%。如此數據顯示

出，當時該等四大企業集團高度壟斷產業資本之實況 138。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之盟軍代表團進駐接管日本，推

動一連串有關農地改革、保障勞工權益、瓦解財閥企業集團等經濟民主化

改革措施。其中有關瓦解財閥企業集團之主要措施如下 139：  

一、限制解散公司、強制讓與股份  

    為防止財閥家族解散企業集團所屬公司，以達脫產目的，盟軍總司令

部於 1945 年 11 月 24 日頒布「公司解散限制令」，規定：1.資本額達 500

萬日圓及大藏大臣（財政部長）指定之公司，其讓與全部資產或解散公司，

應申請大藏大臣之許可（第 1 條）；2.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大企業

集團及大藏大臣指定之個人（14 家族，合計 56 名），其處分有價證券等財

產，應申請大藏大臣之許可（第 2 條）。據此規定，迄 1948 年 1 月，合計

四大企業集團所屬 1,204 家公司被指定限制解散，其中 3,600 名公司人員

被解除職務。  

    抑有進者，在盟軍總司令部之監督下，日本政府於 1946 年 8 月 22 日

設立控股公司整理委員會，其作用為受讓、管理及處分控股公司所有之有

                                                 
138

 有關日本企業集團數據資料，參閱宇野博二，「戦後の企業集団とその問題」，學習

院大學經濟論集，8 巻 3 号，頁 3-30，1972 年。  
139

 戰後日本企業集團之解體措施過程，參閱公正取引委員会事務総局編，『独占禁止政

策五十年史（上巻 ) 』，頁 3-20，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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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證券及其他財產，並監督控股公司解散程序及執行該期間之公司業務。

經由此整理委員會之運作，至翌年 9 月 26 日前，合計指定 30 家控股公司

應予解散、指定 53 家控股公司應處分其持有股份。  

二、經濟力集中之排除  

    應予說明的是，上揭各項強制措施之目的，並非在於消滅企業集團所

屬之關係企業組織，而係藉由斷絕企業集團內部間的資本、人事控制從屬

關係，以確保其關係企業得以自主從事營業活動。如此而言，即使解散企

業集團之控制公司，仍然未能徹底消弭其所屬大規模關係企業對於相關市

場既存之經濟支配力140。有鑑於此，在盟軍總司令部之指示下，日本政府

於 1947 年 12 月制定「過度經濟力集中排除法」，其立法意旨即在於排除有

阻礙從事效能營業活動之經濟力集中，藉以建立企業間自由競爭之基礎。

至於構成同法適用對象之經濟力集中，包含三種情形：1.在相關產業具有

獨占性質，以控股等方式支配該產業之企業；2.企業間以結合、契約或公

會決議等合意之方式，致有獨占或限制公平競爭之性質；3.個人或家族由

於財富集中，對於企業有支配力者。  

    依據上述過度經濟力集中排除法規定之運作，至 1948 年 2 月止，在礦

石產業計有 257 家公司、經銷服務業計有 68 家公司，合計 325 家公司被指

定為過度經濟力集中之企業。然而，由於指定標準過於抽象，因此嗣後有

撤銷多數公司指定之情形；其最終維持指定，並且採取相關措施者，例如

對日本製鐵、三菱重工業、王子製紙等 11 家公司，發出企業分割命令；又

如對日立製造所、東芝、日本通運等 7 家公司，命令其處分部分工廠設施

及持有股份。  

第二節  獨占禁止法對於企業結合之管制 

    日本政府實施上述諸多瓦解財閥企業集團措施後，為追求恆久實施經

濟民主化之政策目標，爰於 1947 年 3 月 31 日頒布實施「有關禁止私的獨

                                                 
140

 二次大戰前之日本財閥企業集團，透過政府主導進行企業集中化計畫，各在特定生

產部門擁有過半生產量之高度市場支配力。甚至於，藉由生產、銷售部門之系列化、多

角化結合關係，更助長財閥企業集團在相關市場經濟力之集中。典型之例，如鋼鐵業之

日本製鐵、啤酒業之大日本麥酒、製紙業之王子製紙、造船及重電機業之三菱重工業、

乳製品業之北海道酪農協同等企業集團。參閱前揭註，『独占禁止政策五十年史（上

巻)』，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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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及確保公平交易之法律」（簡稱「獨占禁止法」），據以確立維護市場自由

競爭機制之法規範基礎。同法「以禁止私的獨占、不當交易限制、不公平

交易方法，並防止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為規範對象（第 1 條立法目的），

其中第 4 章設有股份持有、職務兼任、公司合併、公司分割、共同移轉股

份、營業受讓等企業結合規範（第 9 條至第 18 條），即為預防經濟力集中

之市場結構管制措施。  

    上述企業結合規範，學理上將其區分為一般集中管制、市場集中管制

二類型141：前者並非針對特定市場之限制競爭為管制對象，而是以其結合

有無對整體國民經濟或特定產業發生經濟力過度集中之危險性為管制重

點；後者管制之目的，在於禁止對特定市場有限制競爭影響效果之企業結

合。依此分類，以下分別介紹各類型之企業結合管制措施。  

一、一般集中管制  

    一般集中管制，旨在防止整體國民經濟力集中於少數人（個人、企業

或企業集團）所掌控，以致有礙經濟民主社會體制之健全發展。尤其是，

從二次大戰前財閥企業集團壟斷社會經濟資源之觀點來看，一般集中管制

在獨占禁止法上有其歷史性的規範意義。時至今日，以公正取引委員會（相

當於我國公平會）在 2001 年之調查統計資料為例 142，三井、三菱、住友、

第一勸業銀行、芙蓉銀行、三和銀行等六大企業集團合計之資本額、總資

產、營業額，各占日本全體企業總數之 13.15%、11.21%、10.81%，顯示當

代企業集團對於日本經濟仍然具有相當之影響力，同時印證對其實施一般

集中管制之必要性。是以獨占禁止法第 9 條、第 11 條，針對形成企業集團

相關之控股公司、銀行或保險公司持有股份等企業結合，設有一般集中管

制規定。  

（一）控股公司之管制規定  

    獨占禁止法立法之初，為嚴防戰前財閥企業集團的死灰復燃，因此同

法第 9 條全面禁止控股公司之設立或轉換 143。然而，至 1990 年代，由於

                                                 
141

 根岸哲編，『注釈独占禁止法』，有斐閣出版，頁 246-247，2009 年。  
142

 企業集団の実態，http://www.jftc.go.jp/info/nenpou/h13/13top00001.html，最後瀏覽日

期 : 2014/8/9。  
143

 1947 年公布之原始獨占禁止法第 9 條禁止控股公司之設立；嗣於 1949 年修法，增列

同條第 2 項規定，禁止企業轉換為控股公司。  

http://www.yuhikaku.co.jp/writers/recent/004076
http://www.jftc.go.jp/info/nenpou/h13/13top00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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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政府解除管制（Deregulation）、企業整編（Restructuring）等國際潮流

趨勢之影響，日本產官學各界開始探討應否適度放寬控股公司之管制規

定，最終促使日本政府於 1997 年修改獨占禁止法第 9 條規定，一定程度的

禁止控股公司之設立或轉換。  

    詳言之，現行獨占禁止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設立持有國內其他公司

股份（包含社員持分）144之公司，致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者，應予禁止。

同條第 2 項復規定：取得或持有國內其他公司股份之公司（包含外國公司）

145，致國內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者，應予禁止。至於所謂「事業支配力過

度集中」，同條第 3 項設有定義規定：係指該公司、其子公司及該公司持有

股份得以控制事業活動之其他國內公司，該等公司之綜合事業規模跨及複

數相關市場，或該等公司之資金對於其他事業人具有顯著影響力，或該等

公司相互在有關連性產業之複數相關市場具有相當市場力量地位，顯然影

響整體經濟並妨礙公平自由競爭之促進。  

    依據上揭定義規定，公正取引委員會訂頒有「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公

司之審查原則」146，作為實務審查此類案件之準繩，並提高其規範透明性。 

1. 關係企業之範圍  

    第 9 條第 3 項定義構成支配力過度集中之關係企業，除控制公司外，

尚包含其子公司、該公司持有股份得以控制事業活動之其他國內公司（審

查原則稱為「實質子公司」）：  

(1) 子公司：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過半數之其他國內公司。  

(2) 實質子公司：持有表決權比率逾 25%、未超過 50%，且持有表決權比

率最高之其他國內公司。  

(3) 計算上揭表決權股份或比率，應與其子公司持有表決權一併計算 147。  

                                                 
144

 本項條文於持有股份之括弧中註明，包含持有社員持分。因此本項設立控股公司之

管制對象，除股份有限公司外，尚包含持有日本會社法（公司法）第 575 條所列合名公

司（General Partnership Company）、合資公司（Partnership In Commendam）、合同公司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等公司社員持分之情形。  
145

 本項管制轉換控股公司之對象，包含外國公司；相對之下，第 1 項條文並未加註包

含外國公司，其管制設立控股公司之對象，僅限日本本國公司。  
146

 公正取引委員會網頁，事業支配力が過度に集中することとなる会社の考え方，

http://www.jftc.go.jp/dk/guideline/unyoukijun/gl_jigyoushihairyoku.html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2014/8/9。  
147

 依據獨占禁止法第 9 條第 5 項規定，認定該公司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過半

http://www.jftc.go.jp/dk/guideline/unyoukijun/gl_jigyoushihairyok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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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之判斷  

    以第 9 條第 3 項定義規定為基礎，審查原則列舉三種構成支配力過度

集中之關係企業類型，並分別訂出相關事項之判斷標準；此外，審查原則

亦例示有未構成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之類型，以供關係企業進行結合遵循

之依據。  

(1) 第一種過度集中之類型  

    關係企業整體規模龐大，且分別在相當數目之主要產業擁有大規模之

從屬公司：  

a. 關係企業整體規模龐大：總資產額合計超過 15 兆日圓。合計總資

產額，應扣除關係企業間相互投資之重複資本、債權與債務之抵銷

額。該合計總資產額，不包含關係企業所屬金融公司（銀行業、保

險業、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之第一種金融商品交易

業）之資產額。  

b. 相當數目：5 種產業以上。  

c. 主要產業：日本標準產業三位數分類項目內，營業金額超過 6,000

億日圓之業種。但在二位數分類項目，屬於同一或類似之業種，且

其營業管制法令或營業型態相同者，應歸屬同一產業 148。  

d. 大規模之從屬公司：各該公司資產總額超過 3,000 億日圓，且在其

所屬產業經營主要營業項目。  

(2) 第二種過度集中之類型  

    經營大規模金融公司業務，並兼營金融或與金融密切相關以外之大規

模公司業務：  

（a）  大規模金融公司：個別總資產額超過 15 兆日圓。  

（b）  金融或與金融密切相關之業務：銀行業、保險業，及其他公正

取引委員會規則訂定之金融業務（獨占禁止法第 10 條第 3 項授

權規定）。  

                                                                                                                                            
數之子公司股份，應將該公司與其他子公司（包含子公司之子公司）之持股一併計算。 
148

 依據處理原則附表一例示，下列商品或服務屬於同一產業：1.紙製品製造業、紙容器

製造業、紙加工品製造業；2.電子計算機與附屬裝置製造業、電子零件製造業；3.國內

電信業（不含有線電視通話）、國際電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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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大規模公司：個別總資產額超過 3,000 億日圓。  

(3) 第三種過度集中之類型  

    關係企業公司相互在有關聯性產業之複數相關市場具有相當市場力量

地位：  

a. 判斷是否為有關聯性之產業，應斟酌其在各該產業之交易依賴程

度、交易相對人之選擇狀況等因素。例如，具備下列條件者，應可

認定其為有關聯性之產業：  

(a) 交易關係：供應商品或勞務之產業間，具有密切交易關係（例如，

產品與其原物料、產品與其生產設備等產業間之交易關係）149。 

(b) 補充替代關係：從消費者觀點，相關產業提供之商品或勞務相互

有補充替代關係，得選擇購買使用 150。  

b. 複數相關市場：以 5 類以上相關市場為原則（例外，若在相關市場

擁有極大規模之公司具備相當市場力量地位者，得修改為 3 類以上

相關市場）151。  

c. 主要產業：日本標準產業三位數分類項目內，營業金額超過 6,000

億日圓之業種。但在二位數分類項目，屬於同一或類似之業種，且

其營業管制法令或營業型態相同者，應歸屬同一產業。  

d. 相當市場力量地位：該公司之市場占有率為 10%以上。  

(4) 未構成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之例示類型  

a. 公司分割：公司將其營業部門分離，並以 100%持有股份方式設立

子公司（限於自設立開始，持續的 100%持有股份）。  

b. 創業投資：從事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業務，出資對象之公

                                                 
149

 依據處理原則附表二例示，下列產業相互有關聯性：1.一般土木工程建築業、水泥製

品製造業、高爐煉鐵製造業、建物買賣業、土地買賣業等；2.汽車及其附屬品製造業、

電子零件製造業、高爐煉鐵製造業、輪胎製造業等；3.船舶製造修理業、航海運輸業；

4. 銀行業、證券業、壽險業、產險業等。  
150

 依據處理原則附表三例示，下列商品或服務具有替代補充關係、其所屬產業有關聯

性：1. 國內電信業（不含有線電視通話）、通信器材製造業；2. 銀行業、證券業、壽險

業、產險業；3.電影業、影視製作媒體業；4.程式軟體業、電子計算機與附屬裝置製造

業；5.廣告業、媒體傳播業（不含有線電視業）。  
151

 在關係企業數公司皆屬同一產業之情形，判斷其市場力量地位之程度，應衡量各該

公司之市場占有率、營業額排名，並審酌將其構成關係企業之整體狀況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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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符合下列條件：發行未上市及未上櫃股票之股份有限公司，資

本額在 5 億日圓以下，上一會計年度從事研究開發之費用占營業

收入金額 3%以上，或設立未滿一年，聘僱 2 名以上之專任研究人

員，且專任研究人員占全部正職員工人數 10%以上。  

c. 金融公司之異業參進：金融公司新設公司，經營異業金融業務。  

d. 小規模資產：母公司與子公司之總資產，合計在 6,000 億日圓以下。 

e. 獨占禁止法其他規定之適用：上揭未構成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之

類型，其持有股份、公司分割、共同移轉股份之行為，若在個別

市場有實質限制競爭之效果，仍有獨占禁止法第 10 條、第 15 條、

第 15 條之 2 等禁止規定之適用。  

    歸納上述控股公司構成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之三種類型，以表 4-1 表

示之：  

表 4-1：控股公司構成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類型  

 第一種類型  第二種類型  第三種類型  

相 關 產

業  

商社、鋼鐵、不動產、

食品  

金融、一般產業  汽車、輪胎、塑

膠、玻璃、鋼鐵  

認 定 標

準  

總資產額合計超過 15 兆

日圓，且擁有 5 種產業

以上之從屬公司，各該

從屬公司資產總額超過

3,000 億日圓。  

金融公司個別總

資 產 額 超 過 15

兆日圓，及兼營

之一般產業公司

之個別總資產額

超過 3,000 億日

圓。  

在有關聯性之產

業，擁有 5 類以

上相關市場之具

備市場力量地位

的從屬公司。  

資料來源：服部育生，『比較・独占禁止法』，泉文堂，頁 106，1998 年。  

 

（二）銀行、保險企業集團持有股份之管制規定  

1. 原則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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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占禁止法第 11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經營銀行業或保險業之公司，不

得持有或取得其他國內公司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超過 5%或 10%（銀行公司

持股為 5%、保險公司持股為 10%）。如此規定之立法理由有二152：其一，

限制銀行或保險企業集團持有國內他公司股權，目的在於防止其對事業支

配力過度集中。蓋銀行或保險企業集團擁有雄厚資金，對於融資對象之公

司有重大影響力，並且藉由高度持有或取得融資對象公司之有表決權股

份，將導致其支配力過度集中之現象。其二，銀行或保險企業集團無限制

的取得他公司股份，等於大量的投資該發行股份之公司，如此將對其他公

司形成不公平競爭之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銀行或保險企業集團之母公司與其子公司分別持有或

取得同一公司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該等股份應否合併計算？就此問題，本

條並未設有明文規定，惟在銀行法第 16 條之 3 第 1 項、保險業法第 107

條第 1 項，皆有規定銀行公司 5%、保險公司 10%等持股上限，應與其子

公司之持股合併計算。至於金融控股公司之持股，由於其不直接經營銀行

業務，故不適用此 5%持股上限規定；但依據銀行法第 52 條之 17 第 1 項

規定，其與所屬銀行子公司之持股應合併計算，不得超過 15%之持股上限。

因此，藉由該等金融法規之合併計算持股規定，直接可以達成健全產業經

營環境、防範過度異業投資行為、合理分散投資風險等金融業管制目的，

間接亦有維護被投資公司所處市場公平競爭之效果 153。  

2. 除外適用  

 (1) 規則訂定之除外適用  

    獨占禁止法第 11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銀行或保險公司在申請公正取引

委員會之許可後，得不適用本項持有或取得股份之限制規定。據此授權規

定，該委員會訂頒之銀行或保險公司持股許可之審查原則 154，揭示下列申

請許可事由：  

a. 銀行或保險公司，因合併持有他公司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超過 5%或

10%，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1.被合併公司為垂危公司，有維持其公

                                                 
152

 伊従寛、矢部丈太郎編，『独占禁止法の理論と実務』，青林書院，頁 263，2000 年。  
153

 根岸哲編，前揭註 141，頁 278。  
154

 11 条の規定による銀行又は保険会社の議決権の保有等の認可についての考え方，

http://www.jftc.go.jp/dk/kiketsu/guideline/guideline/11guideline.html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14/8/9。  

http://www.yuhikaku.co.jp/writers/recent/004076
http://www.jftc.go.jp/dk/kiketsu/guideline/guideline/11guideli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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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信用之必要；2.超過持股上限之股份數量龐大，需要相當出售期

間；3.持有未上市之發行股份，其出售股份有困難，且超過持股上限

之股份數量龐大，需要相當出售期間。  

b. 銀行持有他公司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超過 5%，該發行股份之公司符合

下列條件之一者：1.適用特定債務調解法第 2 條第 3 項規定，成立特

定調解方案者；2.適用民事再生法第 174 條第 1 項規定，裁定再生計

畫成立者；3.適用公司重整法第 199 條第 1 項規定，裁定重整計畫成

立者。  

c. 銀行或保險公司屬於投資事業合作社之有限責任社員，由於投資之

資本利得持有他公司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超過 5%或 10%，同時符合下

列條件者：1.為有限責任之社員，未能行使社員表決權；2.對於無限

責任之社員，無指示其行使表決權之權限；3.限於獲取資本利得目的

之期間內，持有股份表決權。  

d. 銀行或保險公司依據民法第 667 條第 1 項成立之合夥契約，約定對

投資對象之事業有經營權，取得其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超過 5%或

10%，準用上列（c）之規定。  

    針對上揭各項申請事由，審查原則訂出如次應否許可之考量因素：1.

申請公司持有股份決議權之必要性；2.申請公司持有股份決議權，有無增

強其事業支配力之虞及增強程度；3.對於發行股份公司所屬市場競爭之影

響。至於許可持有股份之期限，屬於 a 申請事由者，最長期限為 5 年，逾

1 年期限得命其處分超過持股上限之半數以上股份；屬於 b 申請事由者，

最長期限原則為 3 年；發行股份之公司若為中小企業，得延長至 5 年；屬

於 c 申請事由者，應考量通常支援發行股份公司成長發展之必要期間、出

售持有股份之協商狀況等事由，決定其許可期間。  

(2) 本法規定之除外適用  

    銀行或保險公司持有他公司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符合獨占禁止法第 11

條第 1 項但書各款所列事由之一者，不適用本項本文之持股上限規定。其

中，第 4 款、第 5 款規定，屬於無條件除外適用事由；另第 1 款至第 3 款、

第 6 款等規定事由，尚應申請公正取引委員會之許可：  

a. 第 1 款：行使債權之擔保權或代物清償受領給付，取得或持有有表

決權股份。  



70 

 

b. 第 2 款：公司取得自己發行之股份，致銀行或保險公司持有該公司

股份之比率增加。  

c. 第 3 款：受託處理金錢或有價證券之信託財產，取得或持有有表決

權股份。  

d. 第 4 款：銀行或保險公司屬於投資事業合作社之有限責任社員，為

合作社財產之目的而取得或持有有表決權之股份；但其得行使有限

責任社員之表決權，或得指示無限責任之社員行使表決權者，不在

此限。  

e. 銀行或保險公司依據民法第 667 條第 1 項成立之合夥契約，約定對

投資對象之事業有經營權，為合夥財產之目的而取得或持有有表決

權之股份；但其得行使非合夥業務執行人之表決權，或得指示非合

夥業務執行人行使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f. 有前列各款以外情形，無拘束其他國內公司事業活動之虞，且符合

公正取引委員會訂定之規則者。  

    上揭 a 至 c 及 f 各款事由，應向公正取引委員會申請許可，係指銀行

或保險公司預計持有有表決權股份之期限逾一年者；其中除 c 款事由外，

其許可應附加申請公司必須在一年內處分股份之條件（第 11 條第 2 項）。

至於 c 款事由，其許可期限逾一年者（包含未附期限），應於每年 12 月底，

向公正取引委員會報告股權行使狀況 155。  

二、市場集中管制  

    企業集團持有他公司股份，即使未達到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一般集

中）之管制程度，但藉由行使股份表決權，仍有可能影響他公司營業策略

或人事任免，進而產生限制特定市場競爭之效果 156。是以獨占禁止法對於

企業集團之結合規範，尚涵蓋對於公司持有股份（第 10 條）、職員兼任（第

13 條）等市場集中管制規定。此外，該等規定在實務運作上，公正取引委

                                                 
155

 独占禁止法第 11 条の規定による銀行又は保険会社の議決権の保有等の認可につい

ての考え方，第 2-2。  
156

 企業集團設立或轉換控股公司行為，雖未達到一般集中之管制程度，但若有限制特

定市場競爭之效果，仍應受到市場集中結合規定之管制。從此觀點而言，市場集中管制，

可謂為預防市場出現獨占狀態之結構管制措施。參見伊従寛・  矢部丈太郎編，前揭註

152，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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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訂頒有企業結合審查之運用指針 157，揭示有具體審查標準。  

（一）公司取得或持有股份之管制  

    獨占禁止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取得或持有他公司股份，致實

質的限制特定市場競爭，或以不公平交易方法取得或持有他公司股份者，

不得為之。」本條規定之管制重點為：其一，在限制市場競爭效果的評估

上，應界定取得或持有股份之企業結合審查對象；其二，如何認定取得或

持有股份屬於「以不公平交易方法」之結合行為？以下，分別說明之。  

1. 企業結合之審查對象  

(1) 應予審查之企業結合  

    下列情形，公司取得或持有他公司股份，有形成、維持或強化公司間

結合之效果，應接受企業結合之審查：  

a. 企業結合集團158，取得或持有他公司發行有表決權股份達 50%以上

者。  

b. 企業結合集團，取得或持有他公司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超過 20%、未

達 50%，且其持股比率為全數股東最高者。  

(2) 裁量審查之企業結合  

    上列（a）、（b）以外情形，公司取得或持有他公司發行有表決權股份

超過 10%，或其持股比率為全數股東排名前三位者，應審酌下列事項，依

其有無形成、維持或強化公司間結合之效果，決定其應否接受企業結合之

審查：1.持股比率；2.持股比率之排名、股東間持股比率之差距、股權分

散狀況及其他股東相互間之關係；3.發行股份之他公司持有與其結合公司

有表決權股份等當事人公司間之關係；4.當事人公司間有無職員或從業人

員兼任關係；5.當事人公司間之交易關係（含融資關係）；6.當事人公司間

之業務合作、技術支援及其他契約、協定等關係；7.當事人公司與既有結

                                                 
157

 參見公正取引委員會網頁，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

http://www.jftc.go.jp/dk/kiketsu/guideline/guideline/shishin01.files/shishin01.pdf ， 最 後 瀏

覽日期 : 2014/8/9。  
158

 依據獨占禁止法第 10 條第 2 項之定義，所謂「企業結合集團」，係指取得或持有他

公司發行股份之公司（含其所屬關係企業），合計國內年營業額超過 200 億日圓；且該

發行股份之他公司（含其所屬關係企業），合計國內年營業額超過 50 億日圓。  

http://www.jftc.go.jp/dk/kiketsu/guideline/guideline/shishin01.files/shishin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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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關係之公司具有上列各點事由。  

    此外，如下圖 4-1 所示，對於共同出資公司之結合行為 159，應審酌當

事人公司間的交易關係、合作關係及其他契約關係等事項，據以決定其應

否接受企業結合之審查。通常，出資公司相互間，並無直接持股關係，而

係藉由設立共同出資公司以間接形成、維持或強化當事人間的結合關係。

同時應注意的是，共同出資公司設立後，持股公司事業活動趨於共同化，

因此對於市場競爭產生如何程度之影響。  

 

 

                                              

 

                 出資公司間及出資公司與共同出資公司  

                  間，因此形成、維持或強化結合關係。  

 

                 出資                             出資  

 

 

 

 

圖 4-1：共同出資結合管制  

資料來源：公正取引委員會，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  

 

(3) 除外審查之企業結合  

    公司取得他公司股份，有如次情形之一者，由於其無形成、維持或強

化當事人間之結合效果，即得豁免接受企業結合之審查：（a）以取得全部

                                                 
159

 所謂共同出資公司，係指二以上之公司，基於經營事業之共同利益目的，以契約等

方式共同設立或取得股份之公司。  

出資公司 A 出資公司 B 

共同出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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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股份之方式，同時設立他公司；（b）取得股份之公司與該發行股份之

他公司，屬於同一企業結合集團，且無其他企業結合集團取得該發行股份。 

2. 取得或持有股份方式之管制  

    本條第 1 項後段，禁止以不公平交易方法取得或持有他公司股份，其

違法類型主要為160：1.不公平交易方法，直接產生取得或持有股份之結果；

2.以不公平交易方法，改變取得或持有股份之交易條件。其中，違法類型

1 包含：（a）強制或教唆有競爭關係公司之股東或職員，以取得該公司股

份；（b）以不當高價，取得他公司股份。另違法類型 2 包含：（a）以杯葛

或低價銷售方式，致使有競爭關係公司之營業困難，因而取得其股份；（b）

利用自己在經濟上之優勢地位，訂定不當交易條件，致使交易相對人營業

困難，因而取得其股份。該等不公平交易方法取得或持有股份之行為，其

行為本身即具備違反商業倫理之非難性，因此不以行為發生限制市場競爭

效果為違法構成要件之必要 161。  

（二）非公司名義人取得或持有公司股份之管制  

    獨占禁止法第 10 條第 1 項，係以「公司」取得或持有他公司股份為管

制之對象；至於「非公司」名義人之取得或持有股份，同法另於第 14 條訂

有管制規定。  

    獨占禁止法在 1947 年立法之初，立法者為瓦解財閥企業集團之家族大

量持有企業集團公司股份，爰於舊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任何人持有二

以上有競爭關係公司之股份，致實質的限制特定市場競爭，違反公共利益

者，不得為之」；復於第 3 項規定：「公司職員，不得取得與其公司有競爭

關係之他公司股份」，足見當時對於取得或持有股份之嚴格管制規定 162。  

    嗣於 1953 年修法，第 14 條經修正為現行條文：「公司以外者，取得或

持有公司股份，致實質的限制特定市場競爭，或以不公平交易方法取得或

持有公司股份者，不得為之。」本條管制對象為「公司以外者」，凡非屬於

                                                 
160

 鵜瀞恵子，「新しい合併・株式保有規制の解説―届出・報告制度に係る平成 10 年

独占禁止法改正」，別冊商事法務 209 号，頁 10，1998 年。  
161

 根岸哲編，前揭註 141，270 頁。  
162

 舊法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禁止公司職員取得與其公司有競爭關係之他公司股份，並

不以產生限制市場競爭效果為違法構成要件。相關案例，例如「国際自動車事件」（同

意審決昭和 25 年 4 月 6 日，審決集 2 巻，頁 8）、「吉野松次郎事件」（同意審決昭和 26

年 6 月 11 日，審決集 3 巻，頁 63）。  

http://www.yuhikaku.co.jp/writers/recent/004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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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規定之各類公司（含外國公司），不論其是否具備事業人之資格要

件，皆足當之。具體言之，其包含財團法人、社團法人、特殊法人、地方

公共團體、信用金庫、合夥、個人等股份持有者 163。  

    至於本條禁止以不公平交易方法取得或持有公司股份，係指公司股東

或職員藉由行使股權以妨害有競爭關係之公司（被持股公司）進行交易，

或促使該被持股公司之股東或職員為損害公司利益之行為 164。  

（三）公司職員兼任之管制  

    獨占禁止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之職員或從業員（職員以外，繼

續於公司從事業務之人員），兼任他公司職員之職務，致實質的限制特定市

場之競爭者，不得為之165。基此規定，實務運作訂出下列審查標準：  

1. 職員之範圍  

    本條管制對象之兼任他公司「職員」，係指同法第 2 條第 3 項定義之：

理事、董事、執行董事、執行業務之社員、監事、監察人或與該等職務相

當者、經理人、總公司或分公司之業務主任等。其中所謂「與該等職務相

當者」，係指董事、監察人以外，以諮商師、顧問、參議等職務名義，實際

上得藉由出席董事會等方式參與公司業務經營企劃之人。其他未參與公司

業務經營企劃者，例如部長、課長、科長、主任等，屬於從業員職務，並

非本條所謂之職員職務166。  

2.企業結合之審查對象  

(1) 應予審查之企業結合  

    下列情形，公司之職員或從業員，兼任他公司職員之職務，有形成、

維持或強化公司間結合之效果，應接受企業結合之審查 167：  

a. 公司過半數之職員或從業員，同時兼任同一他公司職員之職務。  

b. 兼任他公司之職員，同時擁有雙方公司代表權。  

                                                 
163

 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 1-1-(2)。  
164

 該等行為，同時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6 款第 6 目之不公平交易方法禁止

規定。  
165

 戰前之財閥企業集團，即有透過職員兼任方式控制從屬公司之現象，是以在 1947 年

立法之獨占禁止法第 13 條（舊法）規定，嚴格禁止有競爭關係公司間超過 4 分之 1 以

上職員職務之兼任。  
166

 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 1-2-(1)。  
167

 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 1-2-(2)-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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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裁量審查之企業結合  

    上列 a、b 情形以外，應審酌如次事項，依其有無形成、維持或強化公

司間結合之效果，決定其公司職員職務之兼任應否接受審查168：1.是否由

常務或有代表權之董事，兼任他公司之職員職務；2.公司之職員或從業員，

同時兼任同一他公司職員職務之比率；3.職員兼任之當事人公司間，持有

有表決權股份之狀態；4.職員兼任之當事人公司間，交易關係（含融資關

係）、業務合作等關係。  

(3) 除外審查之企業結合  

    下列情形之公司職員兼任，由於無形成、維持或強化公司間結合之效

果，即可豁免接受企業結合之審查 169：  

a. 由無代表權之董事等兼任他公司之職員職務，且同時兼任同一他公

司職員職務之比率在 10%以下。  

b. 由非常務董事兼任他公司之職員職務，當事人公司間之持有有表決

股份比率未超過 10%，且同時兼任同一他公司職員職務之比率在

25%以下。  

（四）  限制市場競爭效果之判斷  

取得或持有他公司股份或公司職員兼任之企業結合行為，以發生實質

的限制市場競爭效果為禁止結合之管制要件。對於此市場效果要件，東京

高等法院認為其意涵為 170：「係指市場競爭減弱，致特定之事業人或事業

人團體得於某程度內，任意的操縱價格、品質、數量及其他交易條件，進

而呈現市場遭受控制或有此之『虞』的狀態。」據此判例原則，企業結合

若有導致涉案市場趨向非競爭結構的變化，因此呈現結合企業得以單方或

協調行為影響市場競爭狀況者，如此結合行為即應予以禁止。  

    以企業集團之結合型態而言，控制公司取得或持有從屬公司之股份，

大多涉及上下游市場層級之垂直結合，並且結合對象橫跨各類產業（異業

結合）以實現多角化的經營策略，是以其整體在管制定位上屬於混合型企

業結合。相對於水平型企業結合（同一市場層級之競爭企業結合），混合型

                                                 
168

 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 1-2-(3)-イ。  
169

 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 1-2-(4)。  
170

 東宝・スバル事件，東京高判 1951 年 9 月 19 日，高民集，4 巻 14 号，頁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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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結合並未因此減少競爭單位，通常對於市場競爭影響程度較小；惟在

實際審查企業集團之結合案件，尚應考量有無引起單方行為、協調行為效

果，據以判斷其限制市場競爭之可能性。  

（1）單方行為效果之考量因素  

    企業集團進行垂直結合，固然得以創造集團內部的產銷合作、技術整

合、規模經濟等效益；另一方面，為防範垂直結合可能產生結合企業拒絕

與非集團企業交易之市場封鎖效果，其結合審查應注意下列事項171：a.企

業集團結合後之市場地位、競爭者狀況；b.有無替代性商品進口、是否存

在進口貿易障礙、進口運送及管銷成本高低；c.有無法令限制、技術條件、

生產設備等市場參進障礙，及面臨鄰接市場競爭壓力狀況；d.交易對象變

更可能性、商品價格需求彈性等買方市場狀況；e.整體在原料取得、技術

水準、銷售力、信用度、品牌形象等經營能力之變化； f.有無促進規模經

濟性、生產專業化、產銷一體化、節省運送成本、提昇研究開發能力等效

益；g.對於結合對象，改善經營困境、拯救垂危事業狀況；h.本案結合，

有無消弭潛在競爭者參進市場可能性。  

（2）協調行為效果之考量因素  

    企業集團藉由內部的垂直結合，參與結合之上游製造商以下游經銷商

為媒介，容易與非集團之製造商進行商品價格等交易條件之協調行為，是

以判斷其結合有無限制市場競爭效果，應審酌因素有 172：a.企業集團結合

後之市場地位、競爭者狀況；b.交易資訊預測可能性、需求動向、技術創

新等市場交易狀況；c.替代性商品進口、市場參進障礙、面臨鄰接市場競

爭壓力；d.結合產生的規模經濟效益；e.改善企業集團經營困境狀況。  

三、脫法行為之禁止  

    獨占禁止法第 17 條規定：「不得以任何名義，實施違反第 9 條至前條

禁止或限制規定之脫法行為。」本條屬於本法第 4 章結合管制之概括規定，

對於形式上未符合第 9 條至第 16 條等管制規定之結合型態，事實上可評價

為相同違法內涵之結合行為，仍可依據本條介入補充規範173。  

                                                 
171

 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 5-2-(1)。  
172

 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 5-2-(2)。  
173

 厚谷襄児ほか編，『条解独占禁止法』，弘文堂，頁 306，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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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本條規定者，主要為公司利用他人名義以實質取得他公司股份。

例如，1957 年之「日本樂器公司案」174，當時占各種樂器產量首位之日本

樂器公司，提供資金委託野村證券公司、三谷伸銅公司（材料供應商），以

該等公司名義分別取得競爭者河合樂器公司 51 萬 5,000 股（24.5%）、77

萬 2,500 股之有表決權股份，經公正取引委員會認定本案取得股份行為實

質的限制樂器市場競爭，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10 條、第 17 條等規定。  

    又如，1991 年之「野村證券公司案」175，野村證券公司取得其關係企

業野村建設公司發行總數 5%之股份，另外再委託與其友好關係之其他公

司取得野村建設公司股份，並且於備忘錄記載：1.未經野村證券公司同意，

受託人不得將取得股份讓與他人；2.野村證券公司得以當時承購價格，買

回受託人之持有股份。本案，公正取引委員會認為野村證券公司委託他人

購賣股份，如同自己公司取得股份，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11 條、第 17 條等

規定。  

四、代表性案例  

（一）日本石油公司案176
 

    在 1950 年代，日本石油運送公司為位於臨日本海地區唯一擁有運油車

設備之運送業者，其主要業務為承接日本石油、昭和石油及日本礦業等三

家石油公司煉製原油之運送工作。當時，日本石油運送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為 20 萬股，其中日本石油公司持有 7 萬股（約占總數 35%）、昭和石油公

司持有 2 萬 4,000 股、日本礦業公司及其關係人合計持有 4 萬股、日本石

油運送公司之職員及其關係人合計持有 6 萬 6,000 股。本案，公正取引委

員會認為：日本石油公司持有相對多數股份表決權，顯然得以影響日本石

油運送公司之事業經營決定，尤其是可以獲得相較於昭和石油、日本礦業

等公司便利之使用運油車設備，實質的限制相關石油製品銷售市場競爭，

是以日本石油公司持股行為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10 條第 1 項禁止規定。據此

審決，公正取引委員會作出改善措施處分，命令日本石油公司必須於一個

月內，將其持有日本石油運送公司 7 萬股股份，全部讓與給從事石油開採

業或煉製業以外之人。  

                                                 
174

 公取委同意審決，昭和 32 年 1 月 30 日，審決集 8 巻，頁 51。  
175

 公取委勧告審決，平成 3 年 11 月 11 日，審決集 38 巻，頁 115。  
176

 公取委同意審決，昭和 26 年 6 月 25 日，審決集 3 巻，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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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探討的問題是，本案持股行為屬於垂直結合型態，日本石油公司

持股並未直接增加其產品之市場占有率，則如何認定其限制市場競爭效

果？關於此點，從市場封鎖、參進障礙等觀點，學者認為177：垂直結合得

以大幅增加結合事業之營業能力，有助於其在同業間取得競爭優勢地位，

甚至得以限制整體市場之競爭；尤其是，上下游交易階層有處於寡占市場

結構者，垂直企業結合得以維持、擴大或強化寡占市場支配力。  

（二）東洋製罐公司案178
 

    在 1970 年代，東洋製罐公司產品擁有日本全國罐頭容器製造市場約

56%占有率，加上其藉由持有股份或職員兼任所控制之本州製罐、四國製

罐、北海製罐及三國金屬等公司產量，合計市場占有率高達約 74%。  

    本州製罐公司為東洋製罐公司與其大宗買家所共同出資設立之公司，

東洋製罐公司持有其中 81%股份，並且派遣其公司人員兼任本州製罐公司

之職員或與此相當職務。再者，四國製罐公司為東洋製罐公司與四國地區

製罐業者所共同出資設立之公司，東洋製罐公司持有其中 72%股份，並且

有派遣其公司人員管理四國製罐公司經營業務狀況。  

    此外，北海製罐公司為 1950 年適用過度經濟力集中排除法之處分命

令，從東洋製罐公司分離而出的獨立公司。設立之初，東洋製罐公司以其

控制之專修學校名義持有北海製罐公司約 2.6%股份，嗣後持續透過其控制

之短期大學及研究所名義，合計持有 29%股份。藉此持股控制關係，為避

免公司相互競爭，東洋製罐公司限制北海製罐公司銷售區域及生產罐頭容

器種類等營業活動。  

    至於三國金屬公司由於經營困難，因此請求東洋製罐公司出售生產設

備及給予技術指導；東洋製罐公司相對提出參與經營之交易條件，因此取

得三國金屬公司發行總數 50%之股份，並約束其他股東讓與股份應經東洋

製罐公司之同意。  

    如此在以東洋製罐公司為首的企業集團形成後，藉由出售機械設備、

技術指導、資金援助等方式，罐頭製造業者普遍對於東洋罐集團存在著高

度交易依賴性。另一方面，部分罐頭製造業者為降低生產成本，乃計畫生

                                                 
177

 野尻俊明，「垂直的株式保有による競争の質的制実限〔日本石油運送ほか事件〕」，

独禁法審決・判例百選（第 4 版），頁 131，1991 年。  
178

 公取委勧告審決，昭和 47 年 9 月 18 日，審決集 19 巻，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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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家庭用罐頭食品，惟遭受東洋製罐公司反對；東洋製罐公司，更以拒絕

供應家庭用罐頭容器之手段，阻礙其生產計畫。本案，公正取引委員會審

查後決定：東洋製罐公司支配本州製罐、四國製罐、北海製罐及三國金屬

等公司之事業活動，並且排除家庭用罐頭製造業者之事業活動，違反公共

利益，實質的限制國內罐頭食品交易市場競爭，構成獨占禁止法第 3 條前

段規定之違法行為。同時在改善違法行為措施方面，公正取引委員命令東

洋製罐公司，就其以短期大學及研究所名義持有北海製罐公司超過 120 萬

股之股份部分，應予讓與他人之處分。  

    獨占禁止法第 3 條前段禁止「私的獨占」，係指支配或排除他事業活動

之濫用市場獨占地位行為。本案，東洋製罐公司除構成私的獨占違法行為

外，就其前階段持有他公司股份、職員兼任等「支配」行為，學者認為同

時違反第 10 條、第 13 條等企業結合管制規定179。另有學者認為，企業結

合規定為預防私的獨占行為之管制措施，本案已經達到私的獨占支配行為

階段，即無論斷前階段違法結合行為之必要 180。  

（三）廣島電鐵公司案181
 

    廣島電鐵公司為經營廣島市內及郊區之鐵路、公共汽車運輸業及遊覽

車出租業，在主要 6 區域與廣島巴士公司經營之公車路線相重疊，彼此互

有競爭關係。在 1972 年間，廣島巴士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13 萬股，其中約

85%之 11 萬股股份為廣島電鐵公司所取得；同時藉此股權行使，廣島巴士

公司 5 名董事之其中 3 名及其一名監察人，分別由廣島電鐵公司之董事長、

董事及從業員兼任之。對於本案如此之持股與職員兼任行為，公正取引委

員會認定其實質的限制廣島市主要區域之鐵路及公車旅客運送市場競爭，

廣島電鐵公司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3 條第 1 項等規定，因

此作出其應處分持有股份之 8 萬 5,000 股、兼職人員應辭去廣島巴士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職務之改善措施命令。  

    本案特色在於由當事人取得競爭對手絕對多數股份，如此形成控制公

司與從屬公司之關係，等於由該控制公司獨占經營廣島市主要地區之鐵路

及公車路線旅客運送業務。再者，從其兼任人員職務之地位（董事長兼任

                                                 
179

 向田直範，「株式所有・役員派遣による競争業者の『支配』および新規参入の妨害

による『排除』〔東洋製罐事件〕」，独禁法審決・判例百選（第 5 版），頁 27，1997 年。  
180

 根岸哲編，前揭註 141，頁 269。  
181

 公取委同意審決，昭和 48 年 7 月 17 日，審決集 20 巻，頁 62。  

http://www.yuhikaku.co.jp/writers/recent/004076


80 

 

競爭者公司董事職務）、兼任職員人數（兼任競爭者公司 5 名董事席次之 3

名、監察人 1 名）以觀，顯然當事人公司間形成緊密的結合關係，藉由兼

任職員參與公司業務計畫決議，得以迴避相互競爭行為，因此有介入結合

管制之必要182。  

第三節  小結 

    日本戰後，為防範財閥企業集團的復活，當時在盟軍實施經濟管制過

程中，採行命企業集團分割、移轉股份等諸多強制解體措施。嗣後，日本

政府決定以自由市場體制為其經濟發展之主軸，在其制定獨占禁止法之

初，仍然對於可能導致重現企業集團之控股公司設立，抱持嚴格禁止之管

制立場。然而，隨著經濟重建與發展之需要，日本政府體認到企業集團亦

有助於經濟效率成長之正面效益，是以經由修改獨占禁止法，逐漸放寬對

於企業集團之結合管制規定。  

    現行獨占禁止法對於企業結合之管制規定，在管制一般集中措施方

面，禁止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之控股公司設立或轉換，並設有銀行或保險

等金融公司持股比率限制、除外適用等規定；另在市場集中管制措施方面，

禁止公司有實質限制市場競爭效果之取得、持有他公司股份或職員兼任。

同時，實務處理原則依據企業結合集團之總資產額、業種、橫跨產業數、

相關市場占有率，區分其應否接受結合管制、應接受結合管制之類型，以

明確執法標準。由該等規定及處理原則可知，日本法制在維持市場競爭結

構狀態之前提下，許可企業集團的存在，反映出其管制政策兼顧產業發展

與市場競爭融合的理念意涵。值得注意的是，同法亦設有非公司名義之持

股管制，禁止脫法行為等規定，顯示其徹底管制實質企業結合之立法用意。 

 

 

 

 

                                                 
182

 泉水文雄，「会社の役員兼任の制限 (1)電鉄会社の役員の競争バス会社の役員兼任

(2)規制産業における一定の取引分野〔広島電鉄及びその役員等四名事件〕」，独禁法審

決・判例百選（4 版），頁 137，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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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德國法規範 

 

第一節  歷史背景概述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美盟軍於 1947 年 2 月 12 日發布「軍政府第

56/78 號法—德國經濟力過度集中排除法」183，揭示如次立法目的：1.防止

德國威脅鄰國安全及再度危害國際和平；2.杜絕德國在經濟上發動戰爭之

能力；3.確保德國基於和平且民主之目的進行重建工作；4.創造健全且民

主的德國經濟發展基礎。為達該等目的，在重建德國經濟之同時，應防範

其經濟力集中，禁止其以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利益共通契約、獨占

或其他限制性協定之政治性或經濟性攻擊手段，並防止其參與國際卡特爾

或類似國際性協定等行為。  

    依據軍政府第 56/78 號法，盟軍軍政府得採行解體企業集團之強制措

施，以解決德國經濟力集中問題，此舉被質疑有過度干涉戰敗國內政問題

之嫌；但普遍意見認為，基於該法之立法目的，為重建德國健全且民主的

經濟秩序，在導入以自由競爭原理為主軸之反托拉斯政策下，應承認其有

實施市場結構管制之必要性。因此，在戰後德國經濟重建過程中，軍政府

針對重點產業採行一連串的企業集團重組措施 184：  

一、煤礦、鋼鐵產業之企業集團重組  

    二次大戰結束當時的德國煤礦業，幾乎完全掌控在 13 家企業集團（合

計約有 400 家從屬子公司）手中，且煤礦業經營與鋼鐵業建立垂直一貫生

產體制，甚至形成緊密的企業結合關係。有鑑於此，英美盟軍政府於 1948

年 11 月公布「第 75 號有關德國煤礦業及鋼鐵業之重整法律」，以大規模煤

礦企業集團、42 家煤礦鋼鐵公司、24 家鋼鐵公司為企業重組對象，分別將

其分割設立數十家小型公司，並強制該等新設公司股份公開發行及設立公

司管理人。  

                                                 
183

 有關該法立法過程，參照戸原四郎，「西ドイッにおける戦後改革」，東大社研編『戦

後改革 2 国際環境』，頁 93-97，1974 年。  
184

 有關戰後德國企業集團解體過程，參閱高橋岩和，「戦後西ドイツにおける過度経済

力集中排除政策と法 :西ドイツ競争制限禁止法（1957 年）制定史」，早稲田法学会誌 28

巻，頁 206，1978 年。  

javascript:searchScMaLink('au','au_1');
javascript:searchScMaLinkEsc('ma','ma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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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工產業之企業集團重組  

    IG 公司（I.G. Farbenindustrie A.G.）為 1940 年代德國化工產業之最大

規模企業集團控制公司，戰後其集團所屬生產設備及資產，隨即為各佔領

地區盟軍司令官扣押。嗣後，聯合國管理委員會依據 1950 年 8 月公布之第

35 號法律—有關 IG 公司財產分割法律，實施如次企業重組措施：1.IG 公

司資產讓與其分割新設公司；2.分割新設公司應參加 IG 公司股東補償會

議；3.原屬 IG 公司之子公司（西德地區 169 家、東德地區 45 家），重組為

經濟獨立之公司；4.IG 公司及其子公司締結之契約，得予撤銷或變更。  

三、銀行業之企業集團重組  

    迄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德國銀行市場呈現由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德雷斯頓銀行(Dresden Bank)、商業銀行（Commerzbank）等三大

銀行集團壟斷的狀態。是以作為消除此銀行業經濟力集中現象之強制措

施，盟軍公布軍政府第 57/133 號法、第 25 號條例，將其銀行營業範圍劃

分為 11 區域，並分別將該等銀行集團分割成 11 家、12 家、8 家獨立經營

之銀行。較為特殊的是，為確保銀行重組之實效性，該等分割新設銀行並

未發行股份，其公司組織未設監察人及董事會等機關，銀行業務及資產皆

委由行政官員運作並受監督。  

    在歷經上述產業之企業重組階段後，對於 1955 年取回政權之德國政府

而言，如何迅速推展經濟重建工作，同時防止可能再度形成企業集團引發

市場經濟力集中之弊端，實為其政府當局面臨之重大施政議題。  

第二節  股份法規範之結合企業關係 

    1965 年修訂之德國股份法（Aktiengesetz）185，除提供健全經營的股

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範，用以保護公司股東、公司債權人等利益外，同法並

揭示有導致資本集中之結合企業關係。依據該法第 15 條定義規定，所謂「結

合企業」（Verbundene Unternehmen）係指法律上獨立的企業，相互間有如

                                                 
185

 德國公司法制，在 1937 年即已制定股份法，嗣於 1965 年大幅修正（1965 年 9 月 6

日公布、1966 年 1 月 1 日實施）。有關德國股份法之介紹，中文文獻參閱吳秀明，「論關

係企業與公平交易法上之結合管制」，臺灣大學法學論叢，29 卷 3 期，頁 135-172，2000

年；日文文獻，參閱 21 世紀政策研究所，「会社法制のあり方に関する研究報告—ドイ

ツにおける会社法制の運用実態と比較して報告書 : 21 世紀政策研究所研究プロジェク

ト」，頁 1-124，2011 年。  

http://www.lawbank.com.tw/treatise/author.aspx?AID=12351
http://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ntroduction.aspx?PID=PL000050
http://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ssue.aspx?IID=PI02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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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五種類型的結合關係186：1.被多數參與企業（in Mehrheitsbesitz stehende 

Unternehmen）及多數參與企業（mit Mehrheit beteiligte Unternehmen）（第

16 條）；2.從屬企業（abhängige Untemehmen）及控制企業（beherrschende 

Unternehmen）（第 17 條）；3. 康采恩（Konzern）及康采恩企業（第 18 條）；

4.相互參與企業  （wechselseitig beteiligte Unternehmen）（第 19 條）；5.控

制契約或利益供應契約等企業契約（Unternehmensvertrag）（第 291 條、第

292 條）之當事人企業。  

一、被多數參與企業及多數參與企業  

    一企業之多數股份或表決權為他企業持有，前者為被多數參與企業，

後者為多數參與企業（第 16 條第 1 項）。本項企業結合之媒介係將「股份」

或「表決權」予以併列，不過從推定多數參與企業與被參與企業間存在控

制從屬關係之規定而言（第 17 條第 2 項），本項規範重點應為持有多數「表

決權」。否則，在持有他企業無表決權股份或外資企業持股表決權受限制等

情形，實際上其多數參與企業對於被參與企業並無控制影響力。  

二、從屬企業及控制企業  

    一企業得以直接或間接控制影響他企業，前者為控制企業，後者為從

屬企業（第 17 條第 1 項）；被多數參與之企業，推定為對其多數參與企業

之從屬企業（第 17 條第 2 項）。本條第 1 項規定運作之核心，在於如何認

定結合企業間存在控制從屬關係？關於此點，立法理由指出，構成控制從

屬關係基礎之態樣繁多，立法上不可能採列舉規定，應從當事人企業間有

無實際控制從屬之狀態認定之 187。  

    至於第 2 項推定規定，原則上參與企業持有被參與企業過半數股份或

表決權，即可推定其間有控制從屬關係；例外情形，當事人企業可以舉出

持有股份無表決權或表決權受限制或選任監察人需有過半數以上絕對多數

表決權等反證，據以推翻控制從屬關係之推定。  

三、康采恩及康采恩企業  

    一控制企業與一或複數從屬企業形成由控制企業統一指揮管理之關

                                                 
186

 有關德國股份法規範結合企業關係，參閱鈴木清之輔，「西ドイツにおける企業結合

について」，三田商学研究 25 巻 1 号，頁 114-125，1982 年。  
187

 鈴木清之輔，前揭註 186，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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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該等企業構成康采恩，其構成企業為康采恩企業；複數企業間存在控

制契約（第 291 條），或其中一企業編入其他企業中（第 319 條），該等企

業視為在統一指揮管理下之企業；從屬企業，推定其與控制企業構成康采

恩（第 18 條第 1 項）。  

    一企業非從屬於他企業，而是法律上獨立的數企業在統一指揮管理

下，該等企業亦可構成康采恩，其構成企業為康采恩企業（第 18 條第 2

項）。從法條規定要件可知，「統一指揮管理」（unter einheitlicher Leitung 

zusammengefaßt）為構成康采恩之必備要素，其意涵判例採廣義解釋，不

論是控制企業與從屬企業間存在人事面的密切關係，抑或集團企業遵循共

同財政計畫，皆足認定有統一指揮管理關係 188。  

    分析德國股份法第 18 條定義規定，如下圖 5-1 所示，其主要包含「從

屬型康采恩」（第 1 項）（Unterordnungskonzern）、「對等型康采恩」（第 2

項）（Gleichordnungskonzern）等二大類型189；前者尚可區分為「契約型康

采恩」（Vertragskonzern）、「事實型康采恩」（faktischer konzern）、「編入型

康采恩」（Eingliederungskonzern）等類型190。  

 

 

 

 

 

          圖 5-1: 康采恩類型 

                                                 
188

 OLG Düsseldorf, Die Aktiengesellschaft 1979, 318; LG Stuttgart, Die Aktiengesellachaft 

1989, 445.轉引自クンツユルゲン、藤原正則 (訳)，「ドイツ企業結合法の基本的性格」，

北大法学論集，47 巻 2 号，頁 377，1996 年。  
189

 「從屬型康采恩」與「對等型康采恩」之區別，在於二者雖然皆有統一管理指揮功

能，但後者之企業相互間並無從屬關係。有關康采恩之分類及說明，參閱岡本丈彦，「ド

イツにおけるコンツェルンのトップマネジメント組織 : 取締役兼任を把握する枠組み

を中心として」，関西学院商学研究 67 号，頁 1-17，2013 年。  
190

 我國公司法於 1997 年修法增訂「關係企業章」，即係仿效德國股份法「結合企業」

規範，因此我國公司法之關係企業相當於德國法所謂「康采恩」之概念。不過，我國公

司法修法當時僅引進「事實上關係企業」（事實型康采恩），並未導入「契約上關係企業」

（契約型康采恩）之規範體系。另有學者認為，從我國公司法第 185 條明文承認若干契

約合法性之觀點，解釋上我國公司法規範之關係企業應可涵蓋「控制契約」之關係企業

類型，參閱劉連煜，前揭註 2，頁 548。  

康采恩  

從屬型康采恩  對等型康采

恩  

契約型康采恩  事實型康采恩  編入型康采恩  

http://kgur.kwansei.ac.jp/dspace/browse?type=author&authority=okamototakeh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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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岡本丈彦，ドイツにおけるコンツェルンのトップマネジメント組織 : 取締

役兼任を把握する枠組みを中心として，関西学院商学研究 67 号，頁 5，2013 年。  

（一）契約型康采恩  

    此類型之康采恩，乃係由當事人企業締結股份法第 291 條規定之控制

契約所形成。此控制契約，約定母公司之管理權限及母子公司間的組織關

係。例如，著名之 Daimler-Benz 汽車公司與 AGE 電子公司於 1996 年締結

控制契約，約定 AGE 公司應納入 Daimler-Benz 公司之企業管理系統，

Daimler-Benz 公司董事會擁有對於 AGE 公司董事會提出指示事項之權利。 

（二）事實型康采恩  

    此類型康采恩之複數企業間，並未締結控制契約，而係藉由資本參與

方式，達成事實上的統一指揮管理功能。通常，母公司會採用其職員兼任

子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人事配置方式（personelle Besetzung），以行使其事

實的管理權限。典型之例，為 2006 年之 ThyssenKrupp AG 母公司 8 名董

事，分別兼任旗下 ThyssenKrupp Services AG、ThyssenKrupp Elevator AG、

ThyssenKrupp Stainless AG、ThyssenKrupp Steel AG 等子公司之董事長或副

董事長，介入管理各該子公司之董事會運作。  

（三）編入型康采恩  

    此類型康采恩之特色，為主公司與被編入公司依據股份法第 319 條股

東會決議及同意，被編入公司成為主公司之部門；被編入公司，雖然喪失

經濟主體性，但仍保有法律獨立人格，與傳統合併概念不盡相同，故又稱

為準合併。  

四、相互參與企業  

    二公司相互持有對方股份達 25%以上，即為相互參與企業（第 19 條

第 1 項）；其中一公司持有他方公司過半數股份或直接、間接對其有絕對影

響力者，此一公司為控制企業，他方公司為從屬企業（同條第 2 項）；二公

司相互持有對方過半數股份者，互為控制從屬公司（同條第 3 項）。  

五、企業契約之當事人企業  

    作為企業結合關係基礎的契約種類，除上述康采恩控制契約外，尚有：

1.利益供應契約（Gewinnabführungsvertrag），約定公司應將其獲利提供給

http://kgur.kwansei.ac.jp/dspace/browse?type=author&authority=okamototakeh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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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當事人企業，或公司營業負有為他方當事人企業之利益計算的義務；

2.利益共有契約（Gewinngemeinschaft），約定關係企業應將各自獲利提出

共有，並享有依其提出比例分配總利益之請求權； 3.營業租賃契約

（Betriebspachtvertrag）或營業委任契約（Betriebspachtvertrag），約定公司

業務出租或委任他方當事人企業經營之契約等（第 292 條）。  

第三節  限制競爭防止法對於企業結合之規範 

一、企業結合管制規定  

    德 國 於 1957 年 制 定 「 限 制 競 爭 防 止 法 」（ GWB: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當時係以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卡特爾、

杯葛、附限制條件之交易等行為管制為核心，對於企業結合並未設有嚴格

管制規定191。嗣後，隨著 1960 年代企業結合的高度進展，相關產業呈現

企業集中化（Zusammenschluss）趨勢，促使德國政府於 1973 年第二次修

法之際，新設結合管制規定 192，列出下列應予管制之企業結合類型（當時

法第 23 條第 2 項、現行法第 37 條第 1 項）193：  

（一）資產取得（Vermögerserwerb）  

    企業結合，致取得他方企業全部或主要部分資產。例如，公司合併（股

份法第 339 條以下，含吸收合併及新設合併）、公司組織變更（股份法第

362 條以下）取得他公司資產，或企業間買賣、交換資產等情形。  

（二）對他企業有直接或間接控制權（unmittelbaren oder mittelbaren 

Kontrolle）  

    此之控制權可為個別或共同行使，包含整體事實或法律情狀對於他企

業之營業活動有決定影響力；尤其是藉由對他企業擁有財產所有權或用益

                                                 
191

 主要原因，乃係當時立法者認為，嚴格禁止企業結合將有礙於戰後經濟重建之企業

規模發展，因此僅規定企業結合之事後報告義務。有關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之立法說明，

參閱高橋岩和，『ドイツ競争制限禁止法の成立と構造』，三省堂，頁 163-236，1997 年。  
192

 有關此結合管制規定之立法說明，參閱江口公典，「西ドイツ・競争制限禁止法にお

ける企業結合規制規定の展開」，岡山大学創立三十周年記念論文集・法学と政治学の

現代的課題，有斐閣，頁 347，1982 年。  
193

 有關德國法結合管制規定及運作概況，參閱経済産業省委託調査報告書，平成 21 年

度日本の経済構造に関する競争政策的観点からの調査研究，42-49 頁，2010 年。相關

德 國 法 條 文 之 中 文 翻 譯 ， 參 照 吳 秀 明 ， 德 國 限 制 競 爭 防 止 法 （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最新修正內容及全文翻譯，收錄於氏著『競爭法研究』，

元照出版公司，388-396 頁，2010 年 0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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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或依其權利或契約，對他方企業內部機關之決議、諮詢或組織，有決

定性之影響力者。典型之例，即為透過董事職務兼任方式，擁有影響他公

司董事會決議之控制權。  

（三）取得他企業表決權股份（Kapitals oder der Stimmrechte）達 25%

或 50% 

    企業取得他公司表決權股份達 50%以上，二者屬於控制從屬之關係企

業（股份法第 17 條），甚至得以形成康采恩企業結合關係（股份法第 18

條）。至於管制 25%之持股比率，係指複數企業出資，各取得至少 25%股

份以設立共同子公司（Gemeinschaftunternehrne），可能導致出資企業或共

同子公司所處市場有企業集中化現象。例如，A 公司及 B 公司各自出資

50%，共同設立 C 公司（共同子公司），其企業結合關係發生於 A 公司與 C

公司、B 公司與 C 公司、A 公司與 B 公司間194。  

    應注意的是，計算 25%或 50%之持股比率，除單次取得之股份外，應

累計已經持有之股份；若有為企業之計算而由他企業持有之股份 195，或由

個別商人持有之股份，該等股份亦應一併計入（GWB 第 37 條第 1 項第 3

款）。  

（四）其他足使對他企業施加競爭上重要影響之企業間聯結（Verbindung 

von Unternehmen）  

    此結合類型所稱其他「企業間聯結」，通常為複數企業間，締結股份法

規定之康采恩契約（第 18 條）、控制契約或利益供應契約（第 17 條、第

291 條）、營業租賃契約或營業委任契約（第 292 條），或將他企業編入主

企業內部組織（第 319 條）等關係。  

二、企業結合之申報及審查  

                                                 
194

 有關德國法對於共同子公司之結合管制，參閱岩本諭，ドイツ競争制限防止法にお

ける共同子会社の規制基準，佐賀大学経済論集，29 巻 6 号，155-184 頁，1997 年。  
195

 依據 GWB 第 36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參與結合企業之一為股份法第 17 條所稱之從屬

或控制企業，或為同法第 18 條所稱之康采恩企業者，應與其有控制、從屬或康采恩關

係之企業，視為一整體之企業。因此，計算 25%或 50%之持股比例，即應將控制、從屬

或康采恩關係等企業持有之股份，一併計算。此外，同法第 36 條第 3 項規定：「非屬於

事業之個人或非法人團體，對一企業從事資本之多數參與者，視為本法所稱之企業。」

據此擬制規定，個人持股若係有為他企業之利益計算者，亦應合併計算該個人持有之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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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合申報要件、除外適用  

    參與結合之企業，於結合前一會計年度有下列情形者，應向聯邦卡特

爾署提出申報：1.在全球之營業額合計超過 5 億歐元；2.且至少其中一家

企業，其在國內之營業額超過 25,000 萬歐元者（GWB 第 35 條第 1 項）。  

    上揭結合申報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之：1.結合前一會計

年度之全球營業總額未達 1,000 萬歐元，且非屬本法第 36 條第 2 項所定之

從屬企業為與他企業相結合者；2.參與結合之企業，連續五年以上供應結

合相關市場商品或勞務，且該市場前一曆年之年度交易總額未達 1,500 萬

歐元者；3.依據 4064/89 號歐洲共同體結合管制規定，專屬於歐體執委會

管轄之企業結合案件（GWB 第 35 條第 2 項、第 3 項）。  

（二）結合審查基準  

1. 改善競爭條件  

    聯邦卡特爾署審查企業結合案件，倘認定其有形成或強化市場支配地

位之效果者，應予禁止；但參與結合之企業可證明結合亦能改善競爭條件，

且改善之利益大於其支配市場之不利益者，例外得准予結合（GWB 第 36

條第 1 項）。  

    實務審查結合案件之核心，在於本條項但書揭示「衡量條款」

（Abwägungsklause）的審查基準下，如何比較衡量企業結合之正面效果（改

善競爭條件）與負面效果（形成或強化市場支配地位），據以決定結合案件

之准駁？大體言之，實務審查作業上，綜合當事人企業之市場地位 196、結

合目的、可能引起市場結構的變化程度等因素，通常肯定下列結合類型之

正面效果大於負面效果 197：1.基於經營合理化（Ratiomalisierung）之目的

所為企業結合，因此得以改善企業內部經營效率，進而強化當事人企業之

市場競爭力；2.寡占市場之非強勢企業締結對抗契約（Aufholfusion），藉

以制衡強勢寡占企業之結合行為；3.企業共同投資設立子公司，作為新競

爭者參進市場或開拓新市場之手段；雖然，其結合將導致共同子公司在新

                                                 
196

 GWB 第 19 條第 2 項，分別作有市場支配地位、市場優越地位之定義規定；同條第 3

項則列有一企業之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以上、三或三家以下企業之市場占有率達百分

之五十以上、五或五家以下企業之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二以上者，推定其具有市場支配

地位之規定。  
197

 山部俊文，西ドイツ企業結合規制における消極的禁止要件 :競争制限禁止法二四条

一項後段 (衡量条項 )について，一橋論叢 , 103 巻 1 号，45-47 頁，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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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市場上擁有支配地位，但相較於禁止結合的效果（阻礙新市場建立），

應可承認其設立共同子公司有促進競爭之作用；4.企業取得股份，對於被

取得者之市場力分散效果大於取得者之市場力集中效果，即可評價為有利

競爭條件之改善作用；5.企業間締結重建契約（Sanierungsfusion），藉由結

合行為以挽救經營困難之他方垂危企業。  

2. 整體經濟利益或重大公共利益  

    聯邦經濟及勞工部長對於聯邦卡特爾署禁止之企業結合，倘認定其結

合在個案中對於整體經濟利益大於其對於競爭之限制，或其結合存在可維

護重大公共利益之合理事由者，得依申請給予許可（GWB 第 42 條第 1 項）。 

    上揭規定，乃係從競爭政策以外之觀點，優先考慮整體經濟利益或重

大公共利益保護之必要性，賦予產業主管機關許可結合之權限。具體適用

案例，包含解決市場經濟不景氣、安定勞工雇用、確保能源供應穩定、振

興地方經濟發展、保障報紙及出版等媒體業之言論多元性、避免重大影響

經濟之企業破產、維持國際競爭力、防止國內市場遭受外資支配、維護國

防或衛生安全等情形198。  

三、代表性案例   

（一）Erdgas Schwaben 案199
 

    本案為 LEW 電力公司、LuK 瓦斯公司與奥格斯堡市各出資三分之一，

計畫在施瓦本地區設立供應天然氣之 EGS 共同子公司。LEW 電力公司為

德國全國大規模能源供應公司；LuK 瓦斯公司為 LEW 電力公司之子公司，

主要供應奥格斯堡市與施瓦本地區多數城市之瓦斯需求，其預計將瓦斯供

應設備讓與給新設之 EGS 共同子公司。  

    對於本件結合計畫案，聯邦卡特爾署從電力與瓦斯在夜間使用熱水及

暖氣具有替代關係之觀點，認為 EGS 共同子公司在施瓦本地區之天然氣供

應市場與 LuK 瓦斯公司及 LEW 電力公司間有潛在競爭關係，可能阻礙新

競爭者參進市場，以致形成 EGS 共同子公司或強化 LuK 瓦斯公司之市場

支配地位，因此禁止本件結合申請案。  

                                                 
198

 服部育生，『企業結合と独禁法—比較法的考察』，名古屋大学出版会，頁 121，1990

年。  
199

 WuW/E BGH 1534（12.12.1978）有關本案解說，參閱參閱岩本諭，前揭註 194，頁

16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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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件結合案申請人不服聯邦卡特爾署之決定，在上訴柏林高等法院受

到判決駁回後，繼續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聯邦最高法院審理本案，基本

上支持卡特爾署之決定，惟就本案母公司與共同子公司結合後是否形成「競

爭上的統一體」關鍵點，應進一步判斷。關於此點，聯邦最高法院判決作

出補充論述：本件結合，從瓦斯需求者之立場而言，當地居民選擇能源供

應對象將由二家企業變成一家，即 EGS 共同子公司因此形成市場支配地

位；再者，該 EGS 公司章程規定，其重要事項決議必須獲得全部母公司之

同意，如此 LEW 電力公司可以藉由對該子公司營業決策否決權，在其供

應電力區域影響瓦斯市場營業活動，以致強化其市場支配地位。  

（二）Axel Springer Verlag AG 案200
 

    本案 Axel Springer Verlag AG 為總公司設於漢堡地區經營報紙、雜誌

及書籍等出版物之媒體企業集團，擬取得位於同地區經營鐵路車站書店之

Stilke Buch-und Zeitschriftenhandelsgesellschaft GmbH 連鎖企業的 24%股

份，藉以參進該特定族群消費市場。  

    本案是否許可其結合申請，關鍵在於其取得股份比率為 24%，低於 25%

持股比率之成立共同子公司要件（GWB 第 37 條第 1 項第 3 款），有無顯

著影響市場競爭之效果？對於本案，聯邦最高法院基於如次理由，支持卡

特爾署禁止結合之決定：1.本案申請人取得股份比率為 24%，相對於其他

76%持股出資者雖為少數股份，惟其他出資者係以純粹投資為目的，本案

取得股份卻係基於商業活動之策略，因此仍有影響市場競爭之可能性；2.

本案參與結合之媒體企業集團，藉由取得股份得以促進其商品加入連鎖書

店經銷體系，有強化其在讀者及廣告之雙邊市場支配地位效果。  

（三）E.ON AG 案201
 

    本案 E.ON AG 為總公司設於杜賽爾多夫之德國最大規模能源企業集

團，主要供應瓦斯、電力及石油等能源產品，其在德國油品市場占有率高

達 60%。2001 年 11 月間，E.ON AG 擬取得總公司設於埃森之 Ruhrgas AG

瓦斯企業集團的 34.8%股份。對於本件結合案，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在 2002

                                                 
200

 WuW/E DE-R 607（21.11.2000）有關本案解說，參閱平成 23 年度経済産業省委託調

査，「競争政策的観点からの調査研究—各国  競争法における少数株式取得の規制実態

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頁 46-47，2012 年。  
201

 “Bundeskartellamt prohibits E.ON’s acquisition of majority state in Ruhrgas” news 

release February 28,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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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作出禁止結合之決定，主要理由為：Rurgahs AG 企業集團持有德國

東部最大瓦斯供應量之 VNG 公司股份，倘若許可本件結合案，將形成 E.ON 

AG 企業集團在特定瓦斯供應區域之市場支配地位。  

    本件結合案受到德國聯邦卡特爾署禁止之決定後，參與結合之企業轉

向聯邦經濟及勞工部長提出例外許可之申請。嗣於 2002 年 9 月，聯邦經濟

及勞工部長基於如次理由，許可本件結合案202：1.本件結合案，有助於提

高 Rurgahs AG 企業集團在國際能源市場之競爭力；2.本件企業集團結合，

有助於其與俄羅斯締結長期瓦斯供應契約之議價能力，得以確保獲取低廉

且穩定之能源供應。  

第四節  小結 

    戰後德國的各重要產業歷經盟軍實施企業重組措施後，其法制在因應

市場經濟發展附隨之企業結合關係，分別設有股份法及限制競爭防止法等

規範體系。股份法規範之結合企業關係，涵蓋多數參與、控制從屬、康采

恩、相互參與及企業契約等多種形態，其管制重點為保護企業之少數股東

及債權人權益。至於限制競爭防止法對於企業結合之規範，則係從防止企

業集中化之觀點，列有資產取得、直接或間接控制權、取得表決權股份、

其他企業聯結等結合管制類型。  

    股份法與限制競爭防止法之立法目的並不相同，但在對於形成企業集

團之規範基礎上，二法均以企業結合關係為管制對象；尤其是，限制競爭

防止法上將股份法規定之控制從屬及康采恩等關係企業視為一整體的結合

規範對象，更顯現二法間存在密切的關連性。另應與說明的是，限制競爭

防止法規範對象，除公司法人之企業外，並將與企業從事資本多數參與相

關之個人與非法人團體擬制為企業，是以其管制範圍較股份法為之廣泛。  

    一般而言，在「衡量條款」之結合審查基準運作下，例如 Erdgas 

Schwaben 案、Axel Springer Verlag AG 案等大規模企業集團結合行為，由

於當事人企業未能證明其結合之正面效果大於負面效果，以致受到聯邦卡

特爾署禁止結合之處分。不過，例外如 E.ON AG 案之情形，對於被競爭法

主管機關禁止之企業集團結合行為，產業主管機關認定其有促進整體經濟

                                                 
202

 B8-109/01-E.ON/Gelsenberg and B8-149/01–E.ON/Bergemann;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and Technology, decision of 18 Septemb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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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或維護重大公共利益之效果者，仍得許可其結合申請。由此可知，德

國法制對於企業集團結合管制之基本立場，並非以維護市場競爭結構為唯

一目標，其更重視藉由企業結合策略的運用得以追求經濟效益（Economic 

Benefit）、整體社會福祉（Social Welfare）價值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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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國法規範 

 

第一節  公平法結合管制類型 

    公平法第 6 條第 1 項定義規定，揭示有五款應予管制之事業結合類型。

其中，第 2 款規定之持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或出資額，厥為企業集團主要

建立或擴張其統一指揮經營體系基礎之結合類型 203；至於第 3 款至第 5 款

規定之受讓或承租他事業主要或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

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等

結合類型，通常為企業集團作為實際支配或管理其從屬企業之手段。  

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或出資額  

    本款規定，一事業取得或持有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

一以上者，即應納入結合管制範圍內。如此結合管制門檻規定，顯然是立

法者預設三分之一持股表決權的行使，始足以發生企業集團之統一指揮管

理關係，進而有形成經濟一體性的市場力集中效果之虞。然而，從本研究

第二章之經濟分析得知，即使事業之持股表決權比率低於三分之一，但在

其他股東股權分散之情況下，仍有可能藉由少數持股以控制該公司；甚至

於，透過相互持股之利潤共享或訊息互通等效果，少數持股亦有影響市場

競爭之疑慮。再從比較法之觀點考察，美日競爭法之多階段或三階段結合

管制設計（購買股票金額、持股比例等級、持股比率排名及差距等），較能

反映事業結合影響經濟力集中程度之真實狀況。如此而言，我國公平法單

一持股比率門檻之結合管制模式，應有進行檢討之必要。  

    至於實務審查本款相關結合案件之主要疑義為：其一，新設事業是否

屬於本條所稱之他事業？其二，信託行為持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或出資

額，如何納入結合管制範圍內？  

（一）新設事業，是否為本條規範對象？  

                                                 
 

203
 所謂企業集團，係指所屬子公司在保有其法律獨立人格之前提下，接受集團母公司

統一指揮管理，全部集團企業形成一經濟主體而言。因此，在事業合併之結合類型下，

不論係吸收合併或新設合併，由於合併後之消滅公司喪失其法律人格，與企業集團結合

強調其從屬子公司仍有法律人格之概念有別，是以合併類型不在本研究探討對象之範圍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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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此問題，公平會曾於第 26 次委員會議作成解釋204：「公平交易

法第 6 條第 1 項所稱之他事業，以結合時既存之事業為規範對象，故二以

上既存事業共同投資設立新事業之行為，尚非該條規範對象……惟參與投

資之既存事業如有利用設立新事業方式進行聯合行為或濫用獨占地位，或

從事不公平競爭之情形，仍當依公平交易法有關規定處理。」如此解釋意

見，前段部分限縮新設事業接受結合管制（市場結構管制），卻於後段部

分承認其仍應適用禁止濫用市場獨占地位等行為管制規定，忽略結合管制

目的在於預防市場經濟力集中、避免出現獨寡占的市場結構狀態，以致有

本末倒置管制對象之違誤。因此，嗣後公平會歷經多次委員會議討論，遂

於第 561 次委員會議決議廢止該號解釋適用。  

    事實上，從上述日德等國競爭法實務運作狀況得知，共同新設子公司

為常見之結合管制類型，其管制理由在於結合關係存在於共同出資公司

間、共同出資公司與新設公司間，因此可能出現新設公司市場力集中現象，

並間接形成或強化共同出資公司市場支配力效果。此類案件執法經驗，值

得我國公平會參酌。  

（二）信託行為參與出資，如何接受結合管制？  

    信託人事業出資，使受託人事業取得或持有他事業股份或出資額者，

究應以信託人或受託人為結合管制對象？相關問題，日本獨占禁止法設有

脫法行為禁止規定（第 17 條），是以主管機關發現企業集團意圖以信託持

股方式規避結合審查者，仍可認定該出資之企業集團違反結合申報義務規

定（日本樂器公司案、野村證券公司案），俾防範結合管制之疏漏。  

    至於我國公平交易法結合管制規定，雖無類似日本法之脫法行為禁止

規定，惟公平會審酌信託持股契約之性質、目的等因素，爰有認定信託人

之企業集團仍屬實質持股人的案例。例如，在東森媒體科技公司處分案

205，被分處人透過其從屬公司及受託人名義持有或取得新台北有線電視公

司已發行之股份總額三分之一以上，應申請結合許可而未申請206，以致遭

受公平會處分，處分理由略謂：本案被處分人透過其從屬公司及受託人合

                                                 
204

 公研釋 012 號解釋，民國 81 年 6 月 4 日（81）公壹字第 00640 號函。  
205

 公平會（88）公處字第 158 號處分。本案處分係在民國 91 年修法將結合管制從「事

前許可制」改為「事前申報異議制」之前，是以當時結合案件應事前申請許可。  
206

 本案被處分人除持股行為外，另透過其從屬公司或信託人名義取得新台北有線電視

公司過半數董事席次，同時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結合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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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持有新台北有線電視公司已發行 75%之股份，形式上或為該等受託人占

有；惟依信託關係而言，該等受託人既應依委託人（被處分人）之利益或

信託本旨而為管理處分（信託法第 1 條），其間被處分人亦不排除以委託

人名義指示受託人為股東權利之行使，爰應認被處分人為該等信託持股之

實質持股人。  

二、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事業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之營業或財產，致使該等事業形成營業一

體化機能，除出讓或出租事業仍保有法律人格之點外，其有類似事業合併

之效果。結合審查實務上有疑義的是，如何認定受讓或承租「主要部分」

之營業或財產？其判斷標準，公平會認為可參酌下列因素就具體個案綜合

考量207：1.讓與部分之財產或營業占讓與事業之總財產價值之比例及其營

業額比例；2.讓與部分之財產或營業得與讓與事業分離，而得被視為獨立

存在之經營單位（例如行銷據點、事業部門、商標、著作、專利或其他權

利或利益）；3.從生產、行銷通路或其他市場情形，讓與部分之財產或營

業具有相當之重要性；4.受讓公司取得讓與部分之財產或營業，將構成受

讓事業經濟力之擴張，而得增強其既有之市場地位。  

    應予說明的是，企業集團之母公司受讓或承租其 100%出資設立之子

公司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者，由於並未增強該企業集團之市場經濟

力，解釋上應無提出結合申報之必要 208。  

三、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  

    所謂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乃數事業間訂定損益全部共同之契約，

訂定契約的事業均須服從統一指揮權，以求經營之一體化；至於損益之分

配，則依照各事業的投資比例或其實際價值比例為之。另所謂委託經營，

係某事業將全部營業委由受託事業經營，惟需以委託事業之名義為之，且

營業上的損益概歸委託事業所有；在此情況下，委託事業握有指揮權，得

監視受託事業之經營，並對其負有給付一定報酬的義務 209。  

                                                 
207

 公平會出版，『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第十五版）』，頁 65，2014 年。  
208

 參照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

1-6-(4)-ア。另依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之 1 第 3 款規定，100%出資新設子公司既屬得

以豁免結合申報之事由；反之，該企業集團之母公司受讓或承租其子公司營業或財產，

應在豁免申報之範圍內。  
209

 公平會出版，前揭註 207，頁 66。此種共同經營或委託經營之結合行為，即為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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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種共同經營或委託經營之結合行為，即為德國股份法規定之利益共

有契約或營業委任契約（第 292 條），公司間藉此形成「契約上關係企業」。

至於在我國公司法上，亦有明文承認此企業間經營契約之合法性規定（第

185 條第 1 項第 1 款）。  

四、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本款屬於概括規定之結合類型，性質上類似於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結

合管制例示之「其他足使對他企業施加競爭上重要影響之企業間聯結」條

款（第 37 條第 1 項）。在德國，構成此結合類型之基礎關係，通常為企業

間簽訂股份法上所謂的控制契約，彼此建立起「契約上關係企業」。值得說

明的是，我國公司法於民國 86 年修法引進德國股份法之關係企業規範，雖

然僅引進「事實上關係企業」之規範體系，但學者認為解釋上我國公司法

第 369 條之 2 第 2 項規範之實質控制從屬關係企業類型（直接或間接控制

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亦可將此「契約上關係企業」涵蓋在內

210。  

第二節  公平法結合管制與公司法關係企業規範之交錯 

    公平法第 6 條第 1 項各款所列結合行為，相對照於公司法第六章之一

規範之各關係企業類型，可以發現二者間存在著密切關聯性。例如，公司

持有或取得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過半數者、公司與他公司之執行業

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等控制從屬關係企業（公司法第 369 條之

2 第 1 項、第 369 條之 3 第 1 款），分別合致公平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

第 5 款定義之事業結合類型 211。  

    承上所述，企業集團事業之持股或董事兼充，均應受到公司法關係企

業與公平法事業結合等規定管制之情況下，公平會審查此類結合案件之主

要問題為：其一，公平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之合併計算持股範圍，僅限控

制從屬關係事業；另一方面，公司法規定關係企業之合併計算持股範圍較

廣，包含從屬公司、第三人為該公司或其從屬公司之持股，均應一併計入

                                                                                                                                            
股份法規定之利益共有契約或營業委任契約（第 292 條），公司間藉此形成「契約上關

係企業」。  
210

 劉連煜，前揭註 2，頁 548。  
211

 學者認為，公平法結合管制較公司法關係企業之規範範圍為廣，理論上構成關係企

業者，亦應成立事業結合，反之則未必成立。參閱吳秀明，前揭註 185，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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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9 條之 11），因此顯現公平法結合管制疏漏現象。其二，二公司間

存在董事兼充之情形，判斷是否構成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

人事任免之結合類型，是否限於以公司法規定之「半數以上」董事兼充作

為認定標準？該等問題，應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一、持股合併計算  

（一）控制從屬公司持股之合併計算  

    控制公司持有他事業股份，應合併計算其從屬公司對該他事業之持

股，以論斷其是否構成事業結合行為，此於公平法 6 條第 2 項訂有明文規

定，較無疑義212。例如下圖 6-1 所示，若 A 為 B 之控制公司，B 為 C 之控

制公司，且 A、B、C 各對 D 持股 1/6，雖 B 或 C 本身之持股不足以構成

結合，惟按公平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公平會即可合併計算 A、B、C 公

司之持股，成為 1/6+1/6+1/6=1/2>1/3，構成公平法上所謂的事業結合事由。 

 

                            (註：直線代表控制從屬關係；箭頭代表持股 ) 

 

              A                     

                                1/6  

1/2       B                 1/6         D 

                                1/6  

              C 

               
 

 

圖 6-1：控制從屬公司持股之合計  

資料來源：吳秀明，前揭註 185，頁 164。  

                                                 
212

 公平會實務見解認為（第 366 次委員會議決議），公平法第 6 條第 2 項與公司法關

係企業專章之規定相近，但其規範意旨不同，不宜等同以觀，而應自「競爭法」之角度

觀之為妥。具體言之，事業間倘具有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5 款規定之一者，則其彼

此間已具有緊密之經濟連結關係，應認其已具有同條第 2 項之「控制與從屬關係」。如

此見解，學者有予以支持者，參閱廖義男研究計畫主持，『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

(一)』（何之邁教授執筆部分），公平會九十二年合作研究，頁 253，2003 年。不過，亦

有學者認為，將其他事業之持股視為一體合併計算股份，宜應以該事業對其他事業有確

實之控制從屬關係為前提，因此公平法第 6 條第 2 項所稱「控制與從屬關係」，應依公

司法關係企業章規定處理，較為妥適，參閱吳秀明，前揭註 179，頁 167。以本研究對

象之企業集團事業結合而言，事實上其母公司對其他子公司業已存在控制從屬關係（通

常為持有過半數股權），是以依據實務或各學說見解，均無礙於其母子公司持股之合併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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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三人持股之合併計算  

 1. 信託持股之合併計算  

    事業或其從屬公司，出資以第三人名義持有其他公司股份，應否將其

計入該出資者之持股總數內？例如下圖 6-2 所示，A 為 B 之控制公司，兩

公司各自並分別透過第三人名義購買 F 公司股份，(C 由 A 提供資金，D、

E 由 B 提供資金)，致使 A、B、C、D、E 各自取得 F 公司 1/8 之股份，此

時依據公司法第 369 條之 11 合併計算第三人持股規定，A 與 F 公司業已形

成控制從屬之關係企業(A 取得 F 公司 5/8 之股份)；但在公平法結合管制方

面，同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僅能合併計算 A 與 B 對 F 公司持有之股份：

1/8+1/8=1/4，尚未達到 1/3 持股比率之結合管制門檻 213，因而可能成為事

業逃避結合規範之管道。惟此情形既已成立關係企業，便代表二事業間確

實已經成為一個經濟上的統一單位，此時如果連結合基本門檻都無法滿

足，則在結合管制之第一關便已否決其接受管制之可能性，無論自競爭法

或競爭政策之觀點上言，均甚為不妥 214。是以如先前論述，公平會為填補

此結合管制之立法疏漏，爰於審查實務上解釋此幕後出資者為實質持股

人，俾得以將該第三人名義之持股合併計入結合管制門檻。  

                             (註：直線代表控制從屬關係，虛線代表為他人              

持股，箭頭代表持股 ) 

                  C         

                                1/8 

A                1/8 

       D         1/8               F  

                            1/8           

  5/8     B                   1/8                                  

                    E                                      

 

圖 6-2: 信託持股之合計  

資料來源 :吳秀明，前揭註 185，頁 165。  

                                                 
213

 包括：(A→F)和(A→B→F)。  
214

 吳秀明，前揭註 185，頁 168。  



99 

 

 
2. 兄弟公司持股之合併計算  

    現行公平法第 6 條第 2 項之合併計算持股管制對象，僅限於控制從屬

關係之母子公司間 (含孫公司以下之從屬公司 )，至於隸屬於同一企業集團

之兄弟公司間，則不在此持股結合管制範圍內。例如下圖 6-3 所示，A 為

B、C 公司之控制公司，B、C 又分別為 D、E 之控制公司，B、C、D、E

各自取得 F 公司 1/8 股份，若依公平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僅能分別計算

B 與 D、C 與 E 對 F 公司持有之股份：1/8+1/8=1/4，二者均未達到 1/3 持

股比率之結合管制門檻215。然而，A 居於企業集團最頂端之母公司地位，

透過 BDF、CEF 持有股份216，實際上與 F 公司存在控制從屬關係，

現行公平法卻未能將其納入結合管制範圍內 217。有鑑於此，目前在立法院

審議中之公平法第 10 條(現行法第 6 條)修正條文增列第 2 項後段規定：「計

算前項第二款之股份或出資額時，應將……與該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

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一併計入。」藉

以改善現行法結合管制疏漏之缺失。  

 

 

                       D       1/8     (註：直線代表控制從屬關係；箭
頭代表持股) 

               B      1/8                                

       A                              F 

                      1/8            

                C                1/8 

                         E 

                          

 

                      圖 6-3: 兄弟公司持股之合計  

  資料來源 : 作者自繪  

                                                 
215

 由於母公司 A 未持有 F 公司股份，因此無法合計 B、C、D、E 對 F 公司持有股份：

1/8+1/8+1/8+1/8=1/2。  
216

 含 BF、CF 之持股關係。  
217

 有關企業集團持股之合計，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36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參與結合

企業之一為股份法第 17 條所稱之從屬或控制企業，或為同法第 18 條所稱之康采恩企業

者，應與其有控制、從屬或康采恩關係之企業，視為一整體之企業。此相對於我國公平

法結合管制規定，德國法應為較完善之立法設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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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係人持股之合併計算  

    依據公司法第 369 條之 11 規定，計算公司對他公司之持股或出資額，

應合併計算公司之從屬公司、第三人為該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等之持股或出

資額。相對於此，現行公平法欠缺如是合併計算第三人持股或出資額之規

定，是以事業意圖規避公平法之結合管制，即可利用其負責人或親屬或該

等人之關係企業等名義分散持股，以致發生事業、關係人持股或出資額皆

未達結合管制門檻規定之脫法行為現象。  

    鑑於上述結合管制規定之疏漏，公平法修法草案第 11 條新設結合事業

銷售金額申報門檻218，增列合併計算關係人持股或出資額規定，以揭露其

實際持股控制之情形，俾落實結合管制之規範效力。惟本研究以為，上揭

修法草案規定，存在下列有待檢討之問題點：  

(1) 結合管制之規範體系  

    從法律適用邏輯之觀點而言，事業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必須

達到結合定義之第一道管制門檻，始有可能接受第二道銷售金額申報門檻

之管制。如此而言，公平法修法草案僅於第 11 條第 5 項規定控制性持股之

關係人範圍(第二道管制門檻)，卻未在第 10 條第 2 項有關結合定義納入事

業持股與關係人持股併計之規定 (第一道管制門檻)，其規範體系存在本末

倒置之設計缺失219，致有未能根絕規避結合管制脫法行為之隱憂。  

(2) 「關係人」持股之認定範圍  

    公平法修法草案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之人或

團體，視為本法有關結合規定之事業。」同條第 5 項第 1 款至第 5 款復規

定應計入控制性持股之同一自然人、同一團體代表權人及其配偶、二親等

以內血親、該等人擁有控制權或擔任負責人之事業等關係人持股。如此規

定，顯然仿效自銀行法第 25 條之 1 有關「股東適格性」(fit and proper)審

查原則，將結合管制對象擴張至參與結合事業名義以外之關係人。然而，

                                                 
218

 公平法修法草案第 11 條有關結合申報門檻規定，從市場占有率改採銷售金額標準之

修正理由為：「考量主管機關與申報結合之事業在相關市場之認定上多有認知歧異，並

參酌外國立法例如美國及歐盟等均僅以銷售金額作為結合申報門檻，為減少事業投資之

不確定性及節省事業之遵法成本，故改採事業銷售金額作為結合單一申報門檻，爰修正

第一項，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以市場占有率為結合申報門檻之規定。」 
219

 公平法修法草案第 11 條第 4 項、第 5 項合併計算股份規定，乃係仿效德國營業限制

競爭防止法第 37 條第 1 項 3.2：「計算事業持有他事業股份時，為事業之計算而由他事

業所持有之股份，或事業為個別商人者，屬於該商人財產之其他股份，亦應一併計

入……」值得注意的是，該條項乃係訂於德國法之結合定義規定中，並非規定於第 38

條有關營業額及市場占有率計算之條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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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修法草案引進原本僅適用於特定金融產業之大股東持股管制規定，

全面適用於一般產業之持股結合管制，有無引起過度管制 (over-regulation)

效果之虞？值得公平會密切關注。本研究以為，為緩和新法規定對於關係

人投資意願之衝擊，保障其單純持股之證券投資權益，日後公平會執法應

採限縮解釋立場，以關係人持股係「為參與結合事業之計算」目的，始有

適用新法合併計算持股規定之餘地 220。   

二、董事兼充  

    歷來公平會對於事業與他事業有半數以上董事兼充情形，胥皆歸類其

為公平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謂「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

人事任免」之結合類型，倘其符合第 11 條第 1 項各款之一結合申報門檻者，

即認定參與結合事業負有申請許可之義務。不過，在 2009 年之統一公司與

維力公司結合應申報而未申報之處分案，上述公平會見解遭受最高行政法

院質疑。  

    本案，統一公司取得維力公司 32%股權，並於維力公司董監事改選中

獲得半數席次；惟統一公司未依公平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提出結合

申請，爰受到公平會命其免除相關人員職務，並處以 50 萬元罰緩之處分

221。本案處分經統一公司提起行政救濟後，最終最高行政法院再審之訴維

持撤銷原處分判決，主要判決理由為 222：本件再審被告(統一公司 )與維力

公司僅董事 1 人相同，並無「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之情

形，自不生與公司法第 369 條之 3 第 1 款規範關係企業控制從屬關係。是

以再審原告(公平會)援引該公司法規定，進而認定兩者之「董事兼充」係

屬公平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定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

事任免之結合型態之一，應受競爭法有關結合之規範云云，顯然引喻失義。 

    本研究認為，公司法規範關係企業之目的在於保護從屬公司股東與債

權人權益，與公平法管制事業結合之目的為維護市場競爭結構，二者之立

法意旨不盡相同；即公司法上董事兼充涉及對公司的名目 (de jure)控制力與

                                                 
220

 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36 條第 3 項規定，對於非屬於事業之個人或非法人團

體，若其有多數參與一事業從事資本之行為，得將其視為本法所稱之事業。另依同法第

37 條第 1 項 3.2 規定，將他事業或個別商人之持股合併計入一事業持股者，以其持股係

為該一事業之計算為限。以上德國法制，可資我國公平法新法運作之參考。  
221

 公平會（98）公處字第 035 號處分。  
222

 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13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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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de facto)控制力，與競爭法上所謂經濟力集中的控制力概念 223，仍有

不同，二者無法完全替代。如此而言，公平法對於董事兼充之結合管制，

未必受限於公司法關係企業之過半數董事兼充規定，公平會宜應發展出適

合於競爭法原理運作之結合審查準則。具體言之，可供公平會參考改善之

方向有：1.美國克萊登法，同一市場具有競爭關係事業間的董事兼充，只

要銷售金額超出門檻上限，即使兼充一席也要申報；2.歐盟競爭法：不分

行業，只要銷售金額超出門檻上限，董事兼充過半即視為結合必須申報

224；3.日本獨占禁止法，除列舉公司職員兼任職務名稱外，並列出兼任職

員有無代表權限、兼任職員比率（50%以上、25%～50%、10%～25%、10%

以下四等級）、公司間持股狀態或交易關係等具體審查事項。  

三、結合申報義務人  

    對於符合公平法第 11 條第 1 項各款結合申報門檻之事業結合，同法

施行細則第 7 條列有申報義務人為：(1)與他事業合併、受讓或承租他事業

之營業或財產、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為參與結合之事業；

(2)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者，為持有或取得之事業；(3)直接或

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為控制事業；(3)應申報事業尚

未設立者，由參與結合之既存事業提出申報。  

    茲有疑義者，上揭規定所謂「持有或取得股份或出資額」之事業結合，

其申報義務人除持股或出資之「名義人」外，是否尚涵蓋「實質」持股或

出資者？應有探究之必要。關於此問題，在信託持股或出資之情形，公平

會實務作法，乃係從實質持股或出資之觀點，認定信託人之事業負有結合

申報義務225；然而，在難以證明當事人間存有信託持股或出資約定，例如

以子公司名義取得他公司股份或出資額之結合案件 (母公司未有持股或出

資)，應否課予其母公司結合申報義務？即有爭議。本研究以為，若從文義

觀點，解釋現行公平法第 6 條第 2 項「一併計入」控制公司及從屬公司之

持股或出資規定，應以控制公司本身持有他公司股份或出資額為適用之前

                                                 
223

 EU. 2008. “Commission Consolidated Jurisdictional  Notic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vailable at : Commission Consolidated Jurisdictional Notic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C:2008:095:0001. 
224

 雖然公平法 11 條 1 項 3 款規定之申報金額門檻，係依據金融機構事業與非金融機構

事業分別公告，但區分原因只是銀行銷售金額的計算方式與其他產業不同，並不在於銀

行的特殊性或是市場結構。  
225

 參見前揭註 205 之「東森媒體科技公司應申請結合許可而未申請」處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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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件，否則尚難認定其負有結合申報義務226。  

    上述爭議問題，在公平法修正草案增列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應可提出

解決之道。申言之，依據該新增規定，計算結合事業申報門檻之銷售金額，

應將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受

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之銷售金額一併計入，是以結合審

查實務上，即得將該等關係企業列為結合申報義務人。  

第三節  金融企業集團之結合管制 

    在經濟自由化的潮流趨勢下，我國政府在 1990 年代實施開放新銀行

設立等一連串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然而，由於同時期大量銀行的快速設立，

導致各銀行獲利過少且累積龐大不良債權的弊端。因此，政府當局於 2000

年代陸續推動金融改革措施，鼓勵金融機構進行整併，俾提升國內金融企

業集團在國際間的競爭力。在此金融改革過程中，面對一連串金融企業集

團事業結合案件，如何兼顧整體經濟利益與維護金融產業競爭環境，厥為

產業主管機關與公平會之重大使命。  

一、金融產業背景簡介  

    早期之台灣金融產業受到政府高度的管制與保護，當時銀行多屬公營

型態且家數有限，導致整體金融體系呈現制度僵化、金融機構缺乏競爭與

創新能力之現象。有鑑於此，政府當局爰於 1990 年開始推動金融自由化政

策，大幅開放商業銀行設立，藉此刺激金融機構經營績效、活化金融市場

競爭環境。從統計資料來看，1990 年之本國銀行家數僅有 25 家，翌年即

成立 15 家新銀行、銀行家數合計為 40 家，至 2000 年之銀行家數更高達

53 家227，僅在十年間銀行家數擴增一倍有餘，由此足見當時金融產業的蓬

勃快速發展。在此同時，各銀行企業集團為保有或爭奪金融市場版圖，莫

                                                 
226

 在壹傳媒併購結合案，對於台塑公司新設海外子公司取得壹傳媒事業之股份，公平

會係以台塑公司為實際出資者，爰認定其負有結合申報義務。如此見解是否妥適？由於

本案台塑公司撤回結合申請，終未進入實質結合審查，因此留下相關疑點。就此問題，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訂有較明確之申報義務人規定。即該德國法第 36 條第 2 項前段

規定︰「參與結合事業之一為股份法第 17 條所稱之從屬或控制事業，或為同法第 18 條

所稱之關係企業者，應與其有控制、從屬或關係企業關係之事業，視為一整體之事業…」

進而該一整體事業，即屬第 39 條第 2 項第 1 款所稱有申報義務之參與結合事業。  
227

 2003 年 2 月金融統計指標，http://www.cbc.gov.tw/ct.asp?xItem=26178&CtNode=532，

最後瀏覽日︰2014/8/21。  

http://www.cbc.gov.tw/ct.asp?xItem=26178&CtNode=532


104 

 

不紛紛放寬授信標準，卻也帶來放款餘額及逾放比例節節攀升的後果，進

而影響整體金融市場的健全經營環境。面對如此金融產業弊端，政府當局

為求改善金融機構體質，隨即於 2000 年啟動第一次金融改革，陸續實施多

項金融法制改革方案，例如修改銀行法，強化主管機關處理問題銀行權限；

又如制定金融機構合併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分別提供同業、異業金融機

構整合之法律機制，期能有助於金融企業集團發揮規模經濟（ scale of 

economy）、經營綜效（operating synergy）等效益。抑有進者，台灣在 2002

年加入 WTO（世界貿易組織），為因應來自於國外金融業者競爭的挑戰，

政府當局自 2004 年賡續推動第二次金融改革，揭示金融機構整併的達成目

標，期以提升國內金融產業競爭力。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在進行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政府當局自 1992

年 2 月 4 日開始實施公平法，提供金融機構從事市場活動應當遵守之競爭

規則，此意味著金融體系從政府主導型轉向市場主導型的營運模式 228。如

此在承認金融產業亦有可能適用競爭原理的前提下，從「結構 -行為-績效」

（S-C-P）之產業經濟學觀點，吾人關心的是：金融市場的大規模整併，導

致金融企業集團在相關市場版圖的擴張，是否會帶來不利於競爭條件之獨

寡占產業結構變化？特定的金融產業結構，是否存在有利金融機構相互勾

結或實施其他妨礙資源效率分配的反競爭行為？凡此皆屬政府當局應予重

視的重大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議題。  

二、市場競爭與金融安定性  

    理論上而言，促進金融市場充分競爭，可以創造消費者享受物美價廉

之社會福祉；惟若過度競爭，如同台灣 1990 年代開放過多銀行設立，以致

造成各家銀行普遍獲利不足，影響其資本結構安全，連帶危及金融業務經

營的安定性。雖然，金融產業提供存款保險制度，可以一定程度紓緩金融

危機，但根本問題在於政府當局得否適當調控金融市場的產業結構。歷史

經驗告訴我們，美國在 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透過存款保險制度及中

央銀行的援助措施，避免大量發生銀行破產事件；然而到 1970 年代大幅開

放金融市場的結果，再度引起銀行破產危機的風暴 229。  

                                                 
228

 公平法實施之初，對於公營事業、公用事業、交通運輸事業，給予五年內不適用本

法之緩衝期間 (舊法第 46 條)。據此規定，部分公營金融機構得以暫時豁免本法規範，但

大部分之民營金融機構當時即被納入本法規範範圍內。  
229

 Vives, Xavier, “Competition in the Changing World of Banking,” Oxford Review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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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鑑於上述競爭政策與金融市場安定的關聯性，是以先進各國莫不將

金融產業納入競爭法制之規範範圍內。美國在 1960 年代，即已認定銀行業

務屬於商業活動的性質，應當接受競爭法之規範 230；例如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在 1963 年之 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 案231，其判決明確揭示銀行購併

案亦有適用反托拉斯法合併審查準則之必要。歐洲法院在 1981 年之

Zuechner 案232，亦承認銀行業應當接受歐盟條約第 81 條（現條約第 101

條）有關禁止限制競爭條款之規範。至於日本獨占禁止法，不僅在同法第

2 條第 1 項明文金融業屬於其規範對象之事業人，且於第 11 條設有銀行或

保險公司不得持有其他國內公司有表決權股份 5%（該其他公司為保險公

司者，為 10%）以上之原則禁止規定，以防止該等金融業者對於事業支配

力之過度集中，俾維護相關市場之自由公平競爭。  

三、金融產業之市場界定  

    競爭法主管機關審查事業結合案件，必須先行界定涉案商品或服務之

相關市場範圍，藉以判斷本案結合影響該相關市場結構變化的程度，俾為

准駁其結合申請之依據。尤其是，在金融企業集團跨業併購之事業結合案

件，涉及銀行、保險、證券等異業金融商品或服務，更顯得此類結合案件

界定市場之重要性。  

    學理上界定市場之方法，通常運用需求交叉彈性（cross-elasticity of 

demand）、合理的替代可能性（ reasonable interchangeability of use）等經濟

理論，判別與涉案同種或類似商品、服務之範圍；另從交易相對人是否得

以無障礙的選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之區域為標準，界定商品或服務之地

理市場範圍。具體市場界定方法，尚需藉助美國結合案件處理準則之 SSNIP

測試方法233。一般作法為，假設某商品或服務調漲 5%價格，若其供給者

之營業利潤並未減少，表示需求者無意選擇其他商品或服務，此時即可界

定此商品或服務為單一市場；反之，即應界定其與被選擇之其他商品或服

務屬於同一市場。  

                                                                                                                                            
Economic Policy, 17(4), pp. 535-547 (2001). 
230

 Carletti, Elena and Philipp Hartmann, “Competition and Stability: What’s Special About 

Banking?” LSE FMG Special Paper Series No 140 (2002). 
231

 United States v 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 374 US 321 (1963). 
232

 Zuechner v Bayerische Vereinsbank (ECJ) OJ172/80 (1981).  
233

 即所謂「小幅度、有意且非暫時性的調漲價格」測試方法﹙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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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上述市場界定原理，同類金融機構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應可界定

成單一市場；若在法令許可範圍內，異類金融機構得以相互進入彼此市場

從事商品銷售或服務提供，仍應從替代可能性、價格變動有無影響消費選

擇之觀點，判斷其是否另構成單一市場。至於地理市場之界定，則以消費

者與金融機構建立之往來交易為基礎，依據其他區域提供較有利價格是否

引起消費者轉向外部區域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提供為判斷標準234。  

    美國早期最高法院在 1963 年之 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 案235，曾將

「商業銀行」（commercial banking）界定為單一金融市場；惟近期司法部

反托拉斯署之執法趨勢，則係在金融業務種類之基礎上，審酌金融商品銷

售或服務提供之交易類型與顧客消費特性等事項，更為具體的界定金融商

品或服務市場236。受到此執法趨勢之影響，英國競爭委員會在 2001 年審

查 Lloyds TSB Group 銀行併購申請案，即將銀行業務細分為一般個人存款

帳戶、住宅貸款、中小企業融資等相關市場 237。無獨有偶的，日本公正取

引委員會在 2001 年處理數件銀行整併案，同樣將銀行業務細分為存款、融

資、外匯、證券、信託等相關市場 238。  

    此外，有關金融地理市場之範圍，上揭美國 1963 年之 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 案判例，創造出所謂銀行合併「直接且立即」（direct and 

immediate）影響競爭區域之市場界定原則 239，依此原則界定出的地理市場

多屬銀行所在之都會區域240。至於英國 2001 年之 Lloyds TSB Group 銀行

併購案，英國競爭委員會以合併銀行營業規模及於全國為由，界定本案地

理市場為全體英國市場241。不過有學者認為，合併銀行業務尚可細分為數

個金融商品或服務市場，因此仍有個別界定其地理市場範圍之必要 242。日

                                                 
234

 薛琦、劉紹樑、李存修、張明宗，「公平交易法對金融機構結合行為之規範及審查原

則之研究」，公平會 90 年度合作研究報告，頁 13-27，2001 年。  
235

 United States v. 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 374 U.S. 321 (1963). 
236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1238, 4th 

ed. (1997). 
237

 Competition Commission, Lloyds TSB Group plc and Abbey National plc: A report on 

the proposed merger (2001). 
238

 設立三和銀行、東海銀行及東洋信託銀行之控股公司（平成 13 年 1 月 11 日）；設立

東京三菱銀行、三菱信託銀行及日本信託銀行之控股公司（平成 13 年 1 月 11 日）；設

立広島総合銀行及せとうち銀行之控股公司（平成 13 年 5 月 21 日）；大和銀行、近畿

大阪銀行及奈良銀行及あさひ銀行共同經營（平成 13 年 11 月 2 日）；設立親和銀行及

九州銀行之控股公司（平成 13 年 12 月 21 日）等結合諮詢案例。  
239

 Supra note 230, at 357. 
240

 根岸哲，『規制産業の経済法研究』，第Ｉ巻，頁 280，1984 年。  
241

 Supra note 232, at para. 20. 
242

 小塚荘一郎，銀行規制における競争の意義，日本銀行金融研究所，頁 20，2002 年。  

http://wrs.search.yahoo.co.jp/FOR=WzLLkH1V3iiJ2gUQACX9Zflrlx4UDWTHZh3_Ae7tc.hilYDe05hgQAKOllQgYNRX7H_pb1ekbKweGCkSYw7VuWrzhCMvqz48nQobguWfBjgh_JySw2qEzh9s2e_dyEIPKbzxF3.lFYvjKQtW18cm0ReV8jwGnPlllHN7QDLncsObyy23y.LdhRq8dSaJUx8lIK.H806w9kkoaqMCIQeftR7_IF4_167UgSWgIZ0dThNPeaFT17OY5ATu/_ylt=A3xThmnq905S8koAm7aDTwx.;_ylu=X3oDMTEyMjdvbmhoBHBvcwMxBHNlYwNzcgRzbGsDdGl0bGUEdnRpZANqcDAwMTU-/SIG=195ktv754/EXP=1381007786/**http%3A/www.imes.boj.or.jp/research/papers/japanese/02-J-27.pdf%23search=%27%25E9%258A%2580%25E8%25A1%258C%25E8%25A6%258F%25E5%2588%25B6%25E3%2581%25AB%25E3%2581%258A%25E3%2581%2591%25E3%2582%258B%25E7%25AB%25B6%25E4%25BA%2589%25E3%2581%25AE%25E6%2584%258F%25E7%25BE%25A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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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界定金融地理市場，則係依據參與合併之銀行屬於都會

型或地方型為區分，前者市場界定為全國或各都道府縣區域；後者市場界

定為各都道府縣或其中部分區域市場 243。  

    我國公平會處理金融業案件，在其訂頒之金融業經營行為規範說明

第二點指出「金融業」係指︰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會信

用部、漁會信用部、票券公司、金融公司、信用卡業務機構、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證券及期貨業、保險業及信託業等業者。在此金融業之定義

規定下，公平會在審理銀行業與票券金融業合併案 244，即將本案業務範圍

區分為融資性本票市場、銀行可轉讓定期存單市場、公司債市場、票券業

務市場；另在審理證券業與證券業合併案 245，界定本案涵蓋有價證券承銷

及股務事項之代理、有價證券買賣之融資融券、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期貨交易輔助人營業項目等證券商品及服務市場，如此市場界定方法，可

謂契合現代金融商品及服務多元化發展之國際潮流。至於地理市場界定，

歷來公平會審查金融業結合案件 246，大多認定其商品銷售或服務提供範圍

涵蓋全國，其理由或許係考量台灣國土面積有限、金融商品或服務網路發

達等因素；惟在衍生性金融商品日新月異發展的現代經濟社會，日後公平

會宜應審酌金融商品或服務之交易類型、顧客消費特性，進而區分涉案金

融業務涵蓋範圍為全國、都會或地方區域。  

四、金融事業結合案件之審查  

(一) 審查模式  

1.共同審查模式  

    金融企業集團間的併購，不僅牽涉金融業務的移轉或承受，且可能引

起金融產業結構的變化，因此法制設計上有賦予金融與競爭主管機關共同

審查其結合案件權限者。例如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法，除在第 9 條第 1 項規

定金融主管機關許可設立金融控股公司應審酌一定條件外；並於同條第 2

                                                 
243

 小塚荘一郎，前揭註 242，頁 21。  
244

 民國 90 年 1 月 16 日，大眾商業銀行與大眾票券金融公司結合案。  
245

 民國 89 年 2 月 9 日，元大證券公司與京華證券公司及大發證券公司合併案。  
246

 例如 2000 年之元大證券公司與京華證券公司及大發證券公司合併案 (證券業與證券

業結合案 )、2000 年之陽信商業銀行取得偉利證券公司 55%股權案(銀行業與證券業結合

案)、2001 年之誠泰商業銀行概括承受嘉義市第二信用合作社全部營業、資產及負債案 (銀

行業與銀行業結合案 )、2001 年之匯豐資產管理公司取得中華證券投資信託公司 67%以

上股份(證券信託業與資產管理業結合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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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對於金融控股公司之設立構成公平法第 6 條之事業結合行為，應經

公平會許可。  

    有疑義的是，倘若金融產業與競爭主管機關對於共同審查之金融結合

案件發生歧見時，實務運作如何處理？此問題，在美國的銀行合併案件審

理程序，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可對銀行主管機關提出合併分析報告；對於銀

行主管機關許可合併案件，反托拉斯署有異議時，得於一個月內訴請法院

裁判。至於我國處理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依據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

審查辦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公平會對於提出結合申報案件所為之相關決

議或決定，應函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即已預設主管機關間的協調機制；

再者，公平法對於結合案件審查模式，已於 2002 年修法改採事前申報異議

制，應可大幅降低金融政策與競爭政策衝突之程度 247。  

2.單獨審查模式  

    對於金融結合案件之管制模式，有從競爭政策之觀點，專門賦予競爭

主管機關審查權限者；亦有基於維護金融安定的目的，排除競爭法之適用，

僅賦予金融主管機關審查權限者。前者如歐盟在決定銀行合併有無「與共

同市場不相容」之反競爭效果，其審查權限專屬於歐盟委員會，銀行監督

部門並無共同參與審查機會 248；後者如我國金融主管機關對於問題金融機

構之合併案件，認為有緊急處理之必要，且對金融市場公平競爭無重大不

利影響時，得免除當事人向公平會提出結合許可之申請 249。如此而言，我

國金融法制，排除公平會介入審查問題金融機構合併案件的權限，是否意

味著金融政策的重要性凌駕於競爭政策之上？容有進一步探究之必要。  

    有關競爭法與產業法之適用關係，公平法第 46 條訂有如是規定：「事

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

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由本條文義觀之，其中存在諸多適用

疑義及法律位階矛盾的現象 250；惟在論理解釋上，本研究以為應掌握本條

                                                 
247

 王泰銓、王志誠，『公平交易法對金融控股公司之規範』，公平會 92 年度合作研究報

告，頁 296，2003 年。  
248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art 2.3.  
249

 銀行法第 62 條之 4、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13 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19 條等參照。  
250

 例如，所謂「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有權解釋機關，究為其他法律之主管機關，

抑或為公平會?又公平法號稱「經濟憲法」或「經濟基本法」，何以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

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 ?有關本條規定之立法理

由及評論，參閱黃銘傑，「第四十六條—本法與其他法律競合適用之情形」，收錄於廖義

男研究計畫主持，『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三）』，頁 596-642，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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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核心價值所在之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方能和緩產業法與公平法適

用衝突之緊張關係，避免本條規定陷於窒礙難行之境地。  

    從維護金融安定之觀點，金融主管機關緊急處理問題金融機構合併案

件，為避免延宕時日以致引起金融信用風險的連鎖效應，因此排除公平會

介入結合許可審查，應當承認其符合公平法第 46 條之公共利益衡量原則。

不過，金融法排除公平法介入結合許可審查，係以金融主管機關認定「對

金融市場公平競爭無重大不利影響」為要件，欠缺具體認定準則，且可能

超出其機關專業執掌領域，恐難期待其作出妥適判斷。是以實務運作上，

金融主管機關審理此類緊急金融結合案件，若與徵詢公平會之意見不一

致，宜應進一步建立機關間的共同協商機制，以確保其結合有利整體經濟

之公共利益原則。  

(二) 審查考量因素  

    公平會審查事業結合案件，據以決定是否不禁止其結合之判斷基準，

公平法第 12 條揭櫫結合對於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之比較衡量

原則。基此比較衡量原則，公平會訂頒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分別在原則第

9 點至第 12 點羅列結合的限制競爭效果、第 13 條列舉對於整體經濟利益

等考量因素。從限制競爭效果的觀點，本處理原則對於水平結合，鑑於其

減少競爭家數、降低市場競爭程度，引起限制競爭之單方效果或共同效果

的程度較強，是以結合不利益之考量因素趨於嚴格；相對之，垂直結合為

上下游商品通路的整合，不影響同一產銷階層的競爭程度，是以較無引起

限制競爭效果的疑慮；至於多角化結合，分別屬於不同產業之廠商進行異

業結合，更無涉及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虞。  

    另一方面，金融法體系基於特定立法目的，亦有賦予產業主管機關決

定是否許可金融機構結合之考量因素者。例如，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6 條列

舉是否許可合併之審酌因素有：1.對擴大金融機構經濟規模、提升經營效

率及提高國際競爭力之影響；2.對金融市場競爭因素之影響；3.存續機構

或新設機構之財務狀況、管理能力及經營之健全性；4.對增進公共利益之

影響，包括促進金融安定、提升金融服務品質、提供便利性及處理問題金

融機構。  

    比較上揭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6 條與公平會處理原則之結合審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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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同業結合（水平結合）型態的案件，前者顯然偏向整體經濟利益之

審酌因素（同法條第 1 款、第 3 款及第 4 款），後者則著重限制競爭不利

益之考量因素，由此反映出金融政策與競爭政策的乖離面。不過，另外在

產業主管機關與公平會共同審查金融控股公司之設立涉及事業結合案件，

卻呈現金融政策與競爭政策的協調面。申言之，依據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9

條第 2 項之授權，由公平會會同產業主管機關訂立之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

件審查辦法第 10 條規定之審酌因素，不僅列舉結合後濫用市場地位之可能

性、提高市場集中度、市場參進障礙等有礙金融市場競爭程度之影響因素，

並且揭示對於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價格及品質提昇、地理便利性與種類選擇

性、結合事業之規模經濟或範疇經濟等有利於整體經濟利益及公共利益之

影響因素。  

五、金融事業結合概況  

    自民國 81 年公平法開始實施以來，迄民國 96 年止，公平會審理金融

事業結合案件累計總數 134 件，其中在民國 90 年至 91 年間申請設立金融

控股公司之件數合計 15 件，全數獲准251。觀察公平會許可該等金融控股

公司設立之理由252，大同小異，在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考量因素為：金融控

股公司本身並未實際從事金融服務、本案結合對於國內金融市場之市場結

構及市場集中度並不生任何實質變動、對市場之競爭性及服務便利性等亦

不致產生負面影響；在整體經濟利益之考量因素為：本案結合得進行金融

控股集團資源整合、調整組織規模與增進資金配置效率、提升整體企業集

團對風險承擔之能力等、符目前金融產業政策。據此，認定本案結合對於

市場結構及競爭情形應無顯著影響，尚不致有限制競爭之疑慮，其結合之

整體經濟利益應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至於公平會審查金融企業集團的水平結合案件，大多偏重於限制競爭

不利益之考量因素，因此倘認定其對相關市場結構不致造成反競爭疑慮

者，即許可或不禁止其結合。例如民國 90 年之誠泰銀行概括承受嘉義市第

二信用合作社全部營業、資產及負債案 253，公平會評估本案結合後，誠泰

                                                 
251

 黃美瑛、盧彥瑋，「臺灣金融業結合案例之經濟效益評估－金控公司範疇經濟衡量」，

公平交易季刊，第 16 卷 4 期，頁 37，2008 年。  
252

 例如公平會 (90)公結字第 1007 號、第 1008 號、第 1009 號、第 1010 號、第 1012 號

等許可決定書參照。  
253

 薛琦、劉紹樑、李存修、張明宗，前揭註 234，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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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營業據點將增為六十三處，占全體金融機構總數之 1.32％，相關市場

之市場集中度不致進一步提高。又如民國 102 年有關中國信託人壽保險公

司受讓宏利人壽保險公司全部營業及財產案 254，公平會認為本案結合後中

國信託人壽保險公司之市場占有率約 3.86%，並無顯著增加市場集中度，

其結合應不致對競爭產生實質減損 255。  

    綜觀上述公平會管制金融事業結合的執法立場，似乎透露出政府當局

在推動金融自由化、金融改革政策的過程中，有意以競爭政策配合金融產

業發展的基本施政方針。誠然，公平法追求整體經濟利益繁榮之立法宗旨，

內含健全金融經營環境的產業政策理念；但金融市場的營運過度偏向產業

政策，是否會引起犧牲經濟效率的後遺症？有無導致市場結構重回金融自

由化前的原點之虞256？該等問題，殊值吾人深思。事實上，觀察公平會許

可或不禁止金融事業結合之決定理由，通常僅引用市場占有率數據或形式

的市場狀況描述，甚至於所附加之條件或負擔亦流於法條規定的重申，如

此結合管制之審查作業，難謂對其利弊比較衡量有進行深入的經濟分析

257。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公平會審查金融事業多角化結合案件，除評估

其有無限制競爭效果之不利益因素外，並從消費者利益、國內金融穩定與

安全等觀點，分析本案結合是否得以增進整體經濟利益。例如，財金資訊

公司、財團法人聯合信用卡處理中心及財團法人台灣票據交換業務發展基

金會擬各出資設立臺灣行動支付公司，經營金流信託服務管理平台結合案

258，公平會審查本案結合並未減損參與結合事業間之潛在競爭，且認定有

下列增進整體經濟利益之正面效果，爰決定不禁止本案結合 259：(1) 市場

                                                 
254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6&docid=12964，最後瀏

覽日 :2014/8/20。  
255

 其他金融事業水平結合案件，另可參考中國信託人壽保險公司受讓英屬百慕達商宏

利人壽保險公司台灣分公司營業財產結合案 (102 年 10 月 2 日第 1143 次委員會議 )、中

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取得萬泰商業銀行公司股份結合案 (103 年 5 月 7 日第 1174 次委員

會議)。  
256

 隨著金融市場整併活動的進行，除金控集團經濟力的集結外，非金控集團的金融機

構亦可能興起第二波、第三波的整併風潮，最終出現獨占或寡占的市場結構狀態。參閱

王泰銓、王志誠，前揭註 247，頁 292。  
257

 顏雅倫，『台灣金融產業的競爭政策—以競爭法的觀點出發，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頁 305，2012 年。  
258

 1 0 3 年 7 月 2 日 第 1182 次委員會議。  
259

 公平會 103 年 7 月 3 日公結字第 103003 號決定書。公平會為確保本案結合之整體經

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爰依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附加下列負擔：一、

新設事業不得限制服務供應商加入其他信託服務管理平台或使用其他信託服務管理平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6&docid=12964，最後瀏覽日:2013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6&docid=12964，最後瀏覽日: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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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將從 3 家增加為 4 家，新設事業將於服務內容、品質與價格等各方

面上與市場既有業者競爭，並可同時牽制其他平台業者，避免特定業者壟

斷市場，因此將可增加交易機會、服務多元化與價格競爭性，增進消費者

利益；(2) 本案結合可大幅提高支付便利性與交易效率，帶動我國行動支

付產業發展，因金融支付工具涉及資金交付移轉，一旦發生資安等問題，

將造成社會不安，故由新設事業辦理 PSP TSM (Payment Service Provider 

Trusted Service Manager) 業務，有利於國內金融穩定與安全。  

    從比較法的觀點，近年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基於競爭政策應有融入經

濟分析必要性的認知，因此將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價格分析或計量模型

等經濟理論運用於結合案件審查的操作方法 260，可以提供我國公平會審查

實務的借鏡。例如 2000 年之公正取引委員會不禁止住友銀行與櫻花銀行合

併案261，該會將本案結合之金融業務劃分為存款業務、貸款業務、外匯業

務、證券業務等市場，並對結合事業之融資客戶等交易對象廣泛實施問卷

調查，以此數據資料為基礎分析本案結合對於融資客戶事業經營、金融產

業的重組、結合事業集團的內外交易等影響程度，證明其對各該金融業務

市場尚無引起實質限制競爭效果之疑慮。  

第四節  媒體企業集團之結合管制 

一、背景概述  

    2013 年 3 月間，香港商壹傳媒公司擬出讓旗下香港商蘋果日報出版公

司及其臺灣分公司、香港商爽報出版公司及其臺灣分公司、香港商壹傳媒

出版公司及其臺灣分公司、香港商壹魅發展出版公司及其臺灣分公司等臺

灣平面媒體事業，由台塑集團、旺旺中時媒體集團、中信集團及龍巖集團

分別透過 Global Professional Investment Limited、Newwing Limited、Lucky 

Bell Holding Limited、龍寶私人有限公司等四家境外投資事業，擬取得壹

                                                                                                                                            
台之服務。二、參與結合事業不得要求交易相對人必須加入新設事業之信託服務管理平

台或使用新設事業所提供之服務。三、新設事業應於實際營運前，提供本會有關新設事

業與服務供應商之契約相關文件之範本，並於設立後 5 年內，於每年 3 月底前提供本會：

股東名冊、上一年度營業額、合作之服務供應商家數與名稱、非申報書內記載之新增業

務項目等資訊。  
260

 小田切宏之ほか，「企業結合の事後評価—経済分析の競争政策への活用—」，公正

取引委員会，競争政策研究センター共同研究レポート，2011 年。  
261

https://www.jftc.go.jp/dk/kiketsu/jirei/h12mokuji/h12jirei11.html ， 最 後 瀏 覽 日 : 

2014/8/20。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6&docid=12964，最後瀏覽日:2013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6&docid=12964，最後瀏覽日: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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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公司所屬子公司 Amazing Sino International Limited 及 Ideal Vegas 

Limited 全數股份，以共同受讓壹傳媒公司在臺灣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

或財產。四家買方之投資比例分別為 34%、32%、20%及 14%，總交易金

額為新台幣 160 億元。  

    對於本件媒體併購案，公平會認定其符合公平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

及第 3 款規定之結合型態，且參與結合事業壹傳媒公司在臺灣發行之蘋果

日報於報業市場之市場占有率亦逾四分之一，達到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結合申報門檻，且無同法第 11 條之 1 規定除外適用情形，爰認定

四家買方事業及賣方壹傳媒公司依法負有提出結合申報之義務 262。嗣後，

該等集團事業或因考量社會輿論反媒體壟斷之聲浪高漲，因而放棄本件媒

體併購計畫，並向公平會撤回結合審查之申請。  

    本件結合案未能進入實質審查階段，以致留下諸多有待釐清之疑點：

首先，作為媒體經營核心理念之「言論自由」，與競爭法維護之「市場自由」，

兩者係互相衝突或可能調和？通訊傳播法對於媒體所有權集中管制，與競

爭法對於市場經濟力集中管制，兩者關係為何？公平會審理此類媒體產業

之事業結合案件，所謂「言論自由」、「媒體多元化」等公共利益概念，是

否屬於結合准駁應予考量之審查要素？該等疑點，公平會應有明確其執法

立場之必要。  

二、本件媒體併購之內部協議分析  

    上述背景陳述之資料中，就一個企業併購案而言，我們所看到的僅是

形式表象而已，各方投資人之間對於未來被併公司之經營有何種約定則僅

當事人(或部分當事人 )間知悉，面對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詢問或質疑，結合

申報義務人大可一概否認，而通常或過去經驗顯示此種併購案當事人間至

少 對 於 未 來 的 被 併 公 司 之 經 營 有 ( 或 可 能 有 ) ： 表 決 權 協 議 (voting 

agreement)、董事會席次分配(含監察人或獨立董事席次 )、總經理及主要經

理人之指定權，甚至對於未來有增資必要時各方之認股權、任一方有出售

其持股時某一方有優先認購權(right of first refusal)、或特定交易之安排(例

如新聞編採中心對於新聞來源之分享或提供或授權使用、廣告來源之分享

或搭售、特定新聞議題之互相合作等)或成本與盈餘之分攤或從業人員之互

                                                 
262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forum/view.aspx?forum_id=251&forum_web_place=

1%20%20%20%20%20%20%20%20%20，最後瀏覽日 : 2014/8/20。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forum/view.aspx?forum_id=251&forum_web_place=1%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forum/view.aspx?forum_id=251&forum_web_place=1%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6&docid=12964，最後瀏覽日: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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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支援等，凡此種種當事人間之協議，假設其確實存在者，則理論上及實

際上都會影響或改變被併公司未來在市場上的競爭行為，甚至可以改變個

別結合申請案應被歸類為「水平」、「垂直」或「異業跨業多行業 conglomerate 

merger」之結合，而也會影響競爭主管機關對於市場結構改變之評估、市

場占有率之改變、對競爭之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之評估等。  

     承上所述，壹傳媒併購案中參與交易之各買方所預擬持有之股權比

(未必是以原有集團之名義)分別是：台塑集團 34%：旺旺中時集團 32%：

中信集團 20%：龍巖集團 14%；設若上述之當事人間協議係向旺旺

中時以外之買方傾斜，例如旺旺中時係以單純的財務投資為 目的不

介入經營者，旺旺中時依其持股比例僅取得最多一席董事、旺旺中

時不指定總經理及重要部門經理人等，則此時可視本併購結合案為

台塑或中信等集團所進行之多角化異業結合，其對既有之報業市場

競爭狀態影響較小；但設若上開當事人間之協議係向旺旺中時傾斜

時，例如未來由旺旺中時負責新聞編輯廣告行銷及報業人事等實際

經營行為，重要經理人亦由旺旺中時指派、甚至新聞編輯之審稿 (輿

論主要疑慮亦在此 )、董事席次等，則此時本件結合申請案即具有

「實質」的水平結合特性，其審查標準自不應該與「異業多角化結

合」相提並論。然而可惜的是，依我國現行法制之規定，似乎尚無

法 強 制 當 事 人 提 出 上 開 協 議 (或 預 約 )供 競 爭 主 管 機 關 於 審 查 結 合

申報時併予參考之機會，亦從而使該件異業結合案之申報淪於各方

猜測與互不信任之情境中。  

    值得注意的是，本件媒體併購過程中，傳聞參與結合之企業集團計劃

以事業負責人或其親友等個人名義取得壹傳媒公司股份，似乎有意規避接

受公平法結合管制，因此引起可否將此個人持股與事業持股合併計算之疑

義。就此問題，如前所述，由於現行公平法尚無針對個人持股擬制與事業

持股合併計算之明文規定，是以公平會僅得依據信託原理解釋，將此個人

持股視為集團事業實質持股予以併計 263；當然，公平會在證明個人持股係

由內部集團事業出資之事實點上，存在者相當蒐證困難性。  

                                                 
263

 此外，本件結合案出售股份之壹傳媒企業集團事業並非銀行機構或金融控股公司，

因此取得其股份不受金融法有關股東適格性原則（Fit and Proper Principles）之法人與其

負責人及其配偶、二親等以內血親等利害關係人持股合計規定的限制（銀行法第 25 條

之 1、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 條第 8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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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論自由  VS. 市場自由  

(一) 言論自由之內涵及保障  

    言論自由為現代民主國家追求的普世價值，我國憲法第 11 條揭櫫：「人

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即標榜言論自由屬於國家應予保障

之人民基本權利。至於言論自由之內涵，大法官釋字第 364 號解釋參照德

國基本法第 5 條之意旨宣示：「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見，屬於憲法第

11 條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圍。」但該號解釋並未提及政府應如何保障言論

自由。嗣後，釋字 509 號解釋進一步指出：「國家基於人民之言論自由應給

予最大限度的維護，保障人民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

政治或社會活動之能力。」表明國家負有保障言論自由的義務。至於釋字

613 號解釋，更完整的確立言論自由的保障架構：不僅消極的不得利用國

家公權力去侵害言論自由，甚至積極課予立法者立法義務，以防止資訊遭

受壟斷，確保社會多元意見得經由通訊傳播媒體之平台表達與散布，形成

公共討論之自由領域。  

(二) 通訊傳播政策之市場自由理念  

    媒體事業在追求言論自由目標的同時，通常需要藉由經營商業活動以

維繫其事業的存續。反面言之，在由少數經營者壟斷的媒體市場上，吾人

實難以期待其出現多元的自由言論管道。有關言論自由與市場自由之關聯

性，美國通訊傳播學者 Napoli 於 2001 年發表的論文中，舉出美國憲法修

正案第 1 條發展出的通訊傳播政策理念，至少包括三基本要素 264：1.地方

色彩主義，言論自由要兼顧少數弱勢團體或偏遠地區，使其有發聲管道，

維 持 特 別 文 化 ； 2. 整 個 言 論 市 場 即 在 維 護 思 想 的 自 由 市 場 （ Ideal 

Marketplace），使有意進入此市場競爭者能夠充分表達意見；3.傳播政策係

屬全球性（Universal Service），並非鎖國侷限一隅。如此通訊傳播政策理

念，落實在媒體經營活動的必備要件為：其一，媒體節目內容、訊息管道

來源多樣性（Diversity）；其二，確保媒體市場得以充分競爭（Competition），

防止媒體經營權及市場經濟力的集中。  

四、媒體經營權集中 VS. 市場經濟力集中  

                                                 
264

 Napoli, P. Foundation of Communications Policy: Principles and Process in the 

Regulation of Electronic Media, Hampton Press, p. 22 (2001). 



116 

 

(一) 管制目的  

    從邏輯觀點而言，媒體競爭家數越多，提供消費者越多選擇，越有利

節目言論多元化；反之，媒體經營權集中於少數幾家業者手中，自然形成

寡占市場的媒體壟斷局面。不過，二者間存在著不必然關係，即市場上雖

有多家媒體事業，但節目同質性過高、消息來源共通、欠缺獨立編輯權，

仍然有礙媒體多元。如此而言，媒體家數多，僅係言論多元化之應備條件、

並非必然條件。  

    再從法規範角度觀察，通訊傳播法對於媒體經營權集中之管制目的，

在於維護媒體多元化、確保言論自由 265；相對於此，競爭法對於市場經濟

集中之管制目的，在於降低市場參進障礙、促進潛在競爭，二法之管制目

的，尚非一致。大體而言，競爭法的直接目的在於防止市場經濟力集中；

同時間接促進媒體多元化；相對的，媒體多元化為通訊傳播法追求的直接

目的，市場競爭僅係其間接的附帶效果，二者在競爭法與通訊傳播法上存

在直接目的與間接目的之差異性。  

(二) 集中度指標  

    通訊傳播法上，用以測量媒體經營權集中度之指標，通常係以消費者

之視閱聽率作為標準266；而在競爭法上，判斷市場經濟力集中度之指標，

則係藉助訂戶數、報紙雜誌銷售量、廣告金額等市場占有率數據。值得進

一步說明的是，競爭法上所重視的媒體市場占有率指標，在平面媒體與付

費電子媒體部分存在一個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概念。此雙邊市

場存在著兩個相互影響之經濟來源因素，即訂戶數與廣告銷售金額。兩者

之市場占有率指標，視其限制競爭行為涉及廣告市場或消費者收視閱市

場，分別代表媒體業者在各該市場經濟力中程度。  

(三) 媒體市場界定  

    在計算媒體市場占有率之前提作業上，首先即應界定涉案媒體市場範

圍。其界定市場範圍大小，決定涉案媒體市場占有率高低，成為審查結合

案件准駁之關鍵因素。在本件壹傳媒併購案中，壹電視電子媒體與壹周刊、

                                                 
265

 陳炳宏（主持），「媒體併購案例與媒體產權集中對內容多元影響之研究」，98 年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頁 7，2009 年。  
266

 陳人傑（主持），「廣電事業股權規範之研究」，98 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研究計

畫，頁 98-100，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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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爽報等平面媒體是否屬於同一市場？市場占有率應否合併計

算？倘若認定該等媒體屬於同一市場，其市場占有率應合併計算；但由於

壹電視當時尚未上架，僅在網路上播放，若係將其合併計算，除了分子必

須將壹電視之網路市場占有率計入外，網路上的其他媒體也要列入分母，

如此將會產生本案市場占有率稀釋效果，甚至可能低於結合管制之市場占

有率申報門檻。有鑑於此，日後公平會處理此類媒體結合申報案件，宜應

充分運用 SSNIP 測試法則，從價格、功能替代可能性標準，審慎界定市場。 

五、美國報業市場結構  

    本研究案係肇因於壹傳媒併購案已如前述，主要所涉即為以蘋果日報

為主營業項目的傳播事業，因此在進行美國法之研究時亦有必要就美國報

業之產業結構與該國競爭法介入報紙事業結合管制之情況作一瞭解 267。  

就臺灣近十餘年來的報紙產業結構而言，在電子傳媒興起之前，報紙

是最具歷史及傳播功能之媒體工具，但隨著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周刊雜

誌，及近年來突飛猛進的網路科技，報紙的傳播功能一次一次的被瓜分，

而連帶的報紙事業賴以為生的廣告量也日漸委縮，國內報紙事業的經營也

陸續出現問題，從具有七十年發行歷史的中國國民黨黨營報紙事業 ----中央

日報，於多年前傳出因財務困難而擬與其他中國國民黨黨營報紙進行策略

聯盟之合作，到較早的自立晚報停刊，到大成報、民生報、中時晚報陸續

停刊，到後來的中國時報大量裁員等事件，彷彿報業的經營有陷入困境之

勢，然而在此同時，以八卦及血腥照片為主打的港媒蘋果日報卻成功的在

短短時間內打入國內報業市場，吸引大量讀者與廣告量，成為市場一枝新

秀268。  

在傳統上，報紙提供僅次於電視新聞之外最迅速的新聞傳播管道，但

因為電視新聞每則新聞可分配的秒數限制，使其無法深入報導新聞背後的

因果關係及詳細的後續發展，而報紙則在這一方面則提供比電視新聞更深

入報導的功能，在加上報紙上的其他版面諸如時尚、旅遊、輿論、文藝、

體育等，分別提供電子媒體所無法提供的資訊需求，故長期以來，報紙總

                                                 
267

 以下所引部份內容係摘錄自林國彬，「美國報業保護法與反托拉斯法除外適用之研

究」，收錄於『二十一世紀公法學的新課題 -城仲模教授古稀祝壽論文集 - III』，台灣法治

暨政策研究基金會出版，2008 年。  
268

 有關國內報紙事業的產業狀況及會員進入與退出的演進過程，詳見報業公會網站，

http://www.newspaper.org.tw/index.asp，最後瀏覽日 97/07/27。  

http://www.newspaper.org.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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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吸引足夠的廣告量以支持其繼續出刊。但是，報紙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即係透過不同的編輯態度，使得所有的公共事務可以有眾多不同的評論意

見或抒發管道，因而保障了人民知的權利與憲法層次的言論自由，故其存

在價值不言可喻。  

但是在報紙事業陷入經營困境時，有無透過某些法制面的改造而使其

經營能夠尋找改善解決之可能，美國報紙產業經歷了一段併購與結束營業

浪潮後，國會為使言論多元之憲法價值能夠得到保障，立法通過報業保護

法(The Newspaper Preservation Act 亦有稱為報業保存法)之立法，對於陷入

經營困境之報紙事業提供聯邦反托拉斯法之豁免，允許一經營困難之報紙

事業得與其他有競爭關係之報紙事業進行廣告收入、行銷等之聯營分配，

降低競爭分享利潤，以維持不同編輯價值不同編輯態度之報紙事業能夠繼

續存在於言論市場上，並進一步確保民眾能夠接收不同立場的言論來源。

因此報業保護法係提供經營陷入困境之報紙事業能夠以本質上具有反競爭

效果之行為與其他報紙事業進行聯合行為或結合，並提供聯邦反托拉斯法

之除外適用於經核准後予以豁免，包括豁免之政策目的、豁免範圍、豁免

程序、司法監督等項目；因此換言之，若參與聯合行為之報紙事業或參與

結合之報紙事業並非報業保護法中所定義之財務困難報業，則其行為在聯

邦競爭法下並未有任何責任豁免，其行為之法律效果一概回歸通常之反托

拉斯法審查，基此而論，就本件研究案之肇因而言，出售方或被併購方蘋

果日報或壹傳媒，當無財務困難或經營陷入困境之情形，是故本件無任何

反托拉斯法之豁免顯屬當然，其次之問題在於對於通常之報紙事業參與結

合時應以何種審查標準對待，自係回歸通常之水平或垂直結合之審查標

準，對報紙事業並無另外之結合審查標準，並未因報紙事業提供言論多元

管道或確保言論自由之憲法價值而有不同的更寬鬆或更嚴格標準。  

按言論出版自由係美國憲法第一增補條款相當重要的基本權之一，經

由報紙媒體之傳播，使得相關之公共政策及公共議題能為大眾所知，而亦

藉此引起輿論達到監督政府行為之效果 269。但在此同時，報紙事業之經營

者係一追求獲利之事業體  (profit-making enterprises)而不是非營利組織，

故其經營行為必須受聯邦反托拉斯法之規範，若其經營行為有傷害競爭之

                                                 
269

 See Eric J. Gertler, Michigan Citizen for an Independent Press v. Attorney General: 

Subscribing to Newspaper Joint Operating Agreements or the Decline of Newspaper? ” 39 

AM. U. L. REV. 123, 123-4(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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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則反托拉斯法將予以介入，使市場回復競爭狀態 270。因此，報紙事

業乃在聯邦憲法第一增補條款與聯邦反托拉斯法間形成一個緊張關係，因

為言論出版自由係憲法價值，而保護公平競爭亦係美國百年來之經濟政

策，究竟應以何者為重，不得不生疑問。  

在肩負憲法第一增補條款所賦與之任務及權利之同時，美國的報紙事

業自二十世紀以來即面臨相當之衰退，就數量上而言，在 1910 年時，全國

有 2202 份報紙出版  (以下所引用資料均係以日報  (daily news) 為統計資

料，其他如晚報、週報等均未計入，故以下將以「報紙」代稱日報 )，在全

美共有 689 個城市同時有二個以上的報紙事業同時經營進行競爭 271，但至

1984 年時，則全國僅有 1699 份報紙出版272。而在同一個地區有二以上報

紙事業同時競爭之數量亦急遽減少，在全國較大的 1500 個城市中，有 97.5%

的城市係僅有單一報紙獨占流通，而沒有其他競爭者 273。至 1986 年時，

全國消退到僅剩 28 個城市有一以上的報紙在同一市場競爭，若擴大計算範

圍，則全國 38 個最大城市中  (底特律地區除外) 只有 9 個城市有不同的報

紙事業進行競爭274。由此可見，美國的報紙事業經過不斷的整併結合與退

出市場等結果，在 1980 年代末期時之市場集中度(market concentration)相

當高，某些都會區甚至係由單一報紙事業獨占該市場，顯示報紙事業之競

爭狀態大幅降低。  

而除了既存的報紙事業有衰退之現象外，自 1940 年開始至 1990 年間，

亦沒有新成立的報紙事業能夠有效的進入市場取得市場占有率 275。  

另外，經由統計結果可知，報紙事業之收入四分之三係來自其刊登廣

告之收入，其餘的才是來自報紙發行之收入，但此二種收入之間具有相當

密切的相互影響效果。因為廣告主在預算控制之要求下，在同一個地理市

場(geographic market)範圍內，勢必只能選擇發行流通量最大的報紙事業刊

                                                 
270

 Id. at 124-5. 
271

 See Anita M. Carlson, The Newspaper Preservation Act: The Seattle Application , 1982 U. 

ILL. L. REV. 669, 671 (1982). 
272

 但該資料並未指出是否有同一報社出版一份以上日報的相關資訊，故本文未能斷論

當時美國有多少報紙事業。See Gertler, supra note 269, at 129. 在 1968 年時，全國之報

紙事業數量降至 1749 家。See Carlson, supra note 271, at 671. 
273

 See Gertler, supra note 260, at 130. 
274

 Id. See also, Robbie Steel, Joint Operating Agreement In the Newspaper Industry: A 

Threat to first Amendment , 138 U. Penn. L. Rev. 275, 277 (1989-90). 
275

 自 1941 年開始，即沒有新成立的報紙能夠在人口數量超過 200,000 人的城市成功的

進入市場。See Carlson, supra note 271, at 671; Gertler, supra note 269, at 1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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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廣告，而相對的消費者亦將會選擇訂閱發行流通量較大廣告較多的報

紙，以求獲得較多的消費資訊、求職資訊、食品折價券等 (尤其美國週末報

紙經常厚達百頁，其中有相當多的食品折價 coupon，深受消費者喜愛，筆

者於留美期間也偶有使用)，故一旦競爭者間之發行流通量開始產生明顯差

距時，則二者之財務狀況亦將開始產生差距，當該報紙事業之發行數量開

始降低時，亦即進入此一「向下漩渦  (downward spiral)」之經營狀況時，

其將甚難回復獲利經營之狀況 276。  

同時，報紙之發行量亦與其成本有關，當發行量大時，則其每一份報

紙之平均成本將低於發行量較小的報紙，而使其在經營上具有較佳之成本

效率。又鑒於市場規模與經營成本之分析，學者及法院均認為在一個不是

特別巨大的地理市場範圍下，報紙事業具有「自然獨占  (natural monopoly)」

之性質，亦即一個地理市場內若僅由一個事業進行經營能夠達成最有效率

的經營，而不會構成資源配置之浪費 277。當同一市場有二以上之報紙事業

同時競爭時，其中之一或甚至二者同時將難免面臨財務上之損失。  

除此之外，就收入來源而言，報紙事業尚面臨其他傳播媒體之競爭，

主要是電視台與廣播電台的競爭。新興的廣告模式，例如直接以廣告單郵

寄到府或以加盟提供折價券的廣告方式之興起，以及近年來迅速發展的電

腦網際網路廣告亦使傳統報紙事業之收入受到衝擊 278。  

另一個應注意的現象是美國的報紙事業有相當多的連鎖報紙事業  

(chain newspaper)，例如在報業保護法施行前既存的 22 個 JOAs (Joint 

Operating Agreements) 中即有 15 個 JOAs 的參與者係連鎖報紙事業集團之

一，而此種由大型連鎖報紙事業控制大部份地理市場的產業結構，亦構成

一種參進障礙  (entry barriers, or barriers to entry)，按大型連鎖事業集團在

編輯採訪方面將可占有成本上之優勢，因為一個編採之新聞可以重複使用

於不同區域之報紙，而非連鎖報業則無此成本利益；且在面對部分地區有

市場新進者  (new entrant) 之威脅時，其可以集團內部之財務交互補貼

(cross subsidies) 為手段，使該面臨新進者競爭之報紙事業能夠有效的藉由

暫時性的降低零售價格及廣告刊登費率等手段，阻止該新進者進入市場，

                                                 
276

 See Gertler, supra note 269, at 132-33; Steel, supra note 274, at 278. 
277

 See Gertler, supra note 269, at 133. 又「自然獨占」參閱林國彬，「美國聯邦電力事業

經濟管制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9 卷第 1 期，2001 年。  
278

 See Gertler, supra note 269, at 134; Steel, supra note 265, at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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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潛在新進者  (potential new entrant) 於考慮是否進入某個地理市場時

勢必考慮其競爭者背後之連鎖事業強度，若其自認無相當之競爭能力者，

則其可能放棄進入該地理市場之機會，如此將使這些連鎖報紙事業可能面

對之競爭減少，亦使整個產業結構形成一種穩定而欠缺競爭的現象，此種

情形並非產業發展之良好現象 279。當然對一個民主社會而言，既然承認價

值多元係一個正常的現象且為一個當然的現象，自然應該有代表不同價值

或觀點的言論存在，假設言論趨於一元，對民主之發展自係一負面之表徵。 

但是必須注意的是美國係一個幅員廣大橫跨數個時區的國家，其國內

除了少數全國性發行的報紙，如 US Today, New York Tim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Washington Post 或 Chicago Tribue 之外，其他的報紙大多係以單

一大城市為主要地理市場並同時於周圍地區或較小城市發行的地區性報

紙，因此其報紙產業之地理市場即係以各大城市為範圍，而非以其全國為

單一地理市場。此一產業結構顯然與我國截然不同，以台灣的報紙產業而

言，主要報紙均係全國性發行，雖有一些地區性小報，然其經營者數量及

報紙發行量均相當小，有些甚至是以專門刊登該地地方法院公示催告之新

聞紙或博弈資訊，發行量甚至僅有百餘份，而全國性報紙則於不同地區以

另外編輯地區焦點的專版附加於報紙內的方式，報導地區性新聞，因此我

國之報紙產業應以全國為一單一地理市場，而不應再區分為地區性之地理

市場。同時，在我國若依上述以全國為單一地理市場範圍之定義，則我國

之報紙產業應認為尚無獨占之情形，但可能足以認定為具有寡占結構特徵

之市場，此種產業結構顯與美國之報紙產業不同。故美國報紙產業及其反

托拉斯豁免或報業保護法之相關論點，但非可全盤援引至我國，就此應先

敘明。  

六、公共利益  VS. 整體經濟利益  

(一) 公共利益之內涵  

    美國在 1934 年通訊法第 214a 條和 310d 條提到，一個媒體結合案件必

須符合「公共利益、便利與必要」此三要件，因此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

在這兩個法條的架構底下，發展出衡量原則。美國通傳會必須進行兩面審

查，一個媒體結合案件是否會潛在性傷害公共利益，包括水平效果與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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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Carlson, supra note 271, at 6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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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另外潛在公共利益增進中，由申請結合業者自行證明得否提昇效率、

增強競爭力、把價格降低回饋消費者、改良品質，甚至創新。衡量後利大

於弊者，則不禁止。  

    在英國的通訊法 sec.375 與 2002 年之企業法 sec.58 中，較特別的是其

競爭法主要依據 2002 年所制定的企業法。在英國管理媒體結合案件者為商

業、創新與技術部長，對於媒體結合案件得以公共利益考量主動介入管制，

並請求公平交易廳（OFT）與通訊管理局（Ofcom）分別提出報告，最後

由部長作出裁決決定是否禁止。  

(二) 整體經濟利益是否涵蓋公共利益  

    美國克萊登法第 7 條與水平結合準則中指出，司法部（DOJ）審查通

訊媒體結合案件，僅考量是否實質減少競爭，不得參酌國家安全、法律執

行或其他公共利益等因素280。而在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36 條中，聯邦

卡特爾署審查通訊媒體結合案件，僅比較競爭條件之改善與市場控制地位

之危險性，以及是否形成或增強媒體事業之市場控制地位；至於審查媒體

事業結合是否有利言論多元性之重大公共利益要素，則為第 42 條規定屬於

聯邦經濟及勞工部長之權限。  

    至於我國公平法第 12 條規定之結合審查要素，僅得比較其對「整體經

濟利益是否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此相對於第 14 條規定之聯合行為例

外許可，包含「有利於整體經濟利益」與「公共利益」等考量因素，顯示

立法者有意限縮公平會對於結合案件之審查權限，是以所謂「言論多元化」

之公共利益，自非公平會決定准駁媒體結合案件得以介入之審查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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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維克、劉孔中，「通訊傳播事業間結合的利益與不利益分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17 卷 4 期，頁 101，2009 年。  



123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源於壹傳媒併購案衍生出集團事業可能規避結合管制之疑

慮，針對企業持股與董事兼充問題之評估，分別從經濟分析與法律規範層

面進行探討後，總結研究要旨如下：  

(一) 經濟分析  

企業集團之形成與發展，固然有助於規模經濟(Scale of Economy)、經

營綜效(Operating Synergy)等功能目標的達成；但建構企業集團基礎的董事

兼充或持有股份，卻也可能帶來限制市場競爭的疑慮。  

1. 董事兼充之評估：個別事業透過連鎖董事作為管道，建立起企業雙邊或

多邊合作關係，得以共享新技術(新市場)和管理技巧、共同掌握原料來

源與市場資訊，以達成互利與分散風險，自然有助於產業發展；但另方

面，董事兼充容易形成企業間相互依存的合作默契，甚至透過與他事業

董事間之交換產銷資訊以形成聯合默契，進而有壟斷市場與提高商品價

格之虞。尤其是，連鎖董事透過參與競爭對手之董事會議，得以了解對

手商業活動，有利於市場資訊交換與價格透明性，因而便利彼此勾結，

並確保對手誠實履行壟斷協議，不會暗地增產。  

2. 持有股份之評估：事業從事少數股權投資的動機可能基於共同研發新技

術與分散市場風險等正向競爭誘因；但事業間透過股權相互持有，建立

起彼此間的結構關聯，就有可能減損事業間之競爭誘因。分析企業持有

他企業股權關係，主要有純粹結合 (Full Merger)、純粹財務權益 (Silent 

Financial Interests)、全部控制 (Total Control)、純粹聯合 (Coasian Joint 

Control)、單向控制(One-Way Control)、比例控制(Proportional Control)

等六類型態。其中，全部控制之持股類型，即使一方企業持有他方企業

少數股權，惟因被持股企業之股權分散或是持股企業透過與其他股東間

之合縱連橫，卻掌握被持股企業之董事會與管理階層，如此持股關係對

市場競爭傷害最大，其所引起之價格上漲幅度也最高，甚至會高於純粹

結合或是聯合壟斷。  

(二) 法律規範  

    主要競爭法國家對於集團事業結合之管制，表現在企業持股或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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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充之規範模式未盡一致(各國競爭法規範比較表，請參附錄)，顯示出

相異其趣之立法意旨。  

1. 美國反托拉斯法：克萊登法第 7 條第 2 項結合的定義，包含事實上取

得股權及對股權表決權控制力的「表決權或委託書權利  (voting or 

proxies)」行使權。此一規定，意涵結合申報案之審查，主管機關亦

應有必要審查當事人間對於將來表決權行使或委託書授與之任何約

定或預約，以確實評估該結合申報案是否有「重大的減少競爭」

(substantially lessened competition)。至於該第 7 條管制企業結合之範

圍，聯邦最高法院認定其不止限於水平競爭者間之結合應列入管制，

尚包括垂直關係及跨業多角化結合之交易型態。此外，有關克萊登法

第 8 條管制公司董事兼充之規範，設定有公司資本、盈餘或未分配獲

利總合達 1000 萬美元之適用門檻，且僅適用於水平競爭關係之公司

間，並不及於垂直關係公司的董事兼充或間接兼充狀況。  

2. 歐盟競爭法：在歐盟理事會規則及執委會指令之規範下，一企業取得

他企業股權或相對多數董事席次，以致擁有對他企業經營有決定性影

響（Decisive Influence）之控制權，即有可能接受結合管制。在結合

申報標準方面，凡參與結合企業達到理事會規則訂定之全球銷售金額

(50 億或 25 億歐元)、歐洲共同市場銷售金額(2 億 5,000 萬、1 億或

2,500 萬歐元)之申報門檻者，即使是少數持股之企業結合，亦負有申

報義務。另有關企業間的董事兼充，任一企業若未取得他企業相對多

數之董事席次者，即可排除接受企業結合之管制。  

3. 日本獨占禁止法：在一般集中管制方面，獨占禁止法第 9 條禁止設立

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之控股公司，第 11 條限制銀行及保險公司取得

其他國內公司股權比例(銀行 5%、保險公司 10%)。另在市場集中管

制方面，第 10 條禁止實質限制特定市場競爭之公司取得或持有他公

司股份，審查持股標準分為 50%以上、20%～50%、10%～20%等三

階段持股比例，管制對象包含非公司名義之持股人。至於第 13 條對

於公司董事兼充之管制範圍，除過半數董事席次之兼充外，尚涵蓋有

雙方代表權董事之兼充、公司間持股比例達 10%以上之董事兼充席

次超過四分之一等情形。  

4.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在以德國股份法規範之康采恩企業集團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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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7 條管制之企業持股結合，包含單一企

業持有他公司股權 50%以上，及複數企業共同出資之各持有股權 25%

以上。該等持股比例之計算，第 37 條規定應併計為該持股企業計算

之他企業或個別商人之持有股份。另有關企業間的董事兼充，若符合

第 37 條第 1 項所稱對他企業有直接或間接控制權者，即應接受結合

之管制。  

二、建議事項  

    近十數年來，我國所得分配情況逐漸惡化。由於掌控多家關係企業的

大型集團，往往在金融、媒體與工商界具有甚大影響力，倘公平會在關係

企業相關結合案，採取寬鬆態度，自然容易形成財富集中，不利於所得分

配，甚至影響民主政治與社會安定。但就公共政策角度言，政府實在有太

多政策工具(例如：租稅、社會支付甚至全民健保 )可用於矯正所得分配，

且其經濟效率與政策品質均遠優於反托拉斯政策。再者，維護市場競爭機

制本屬競爭機關天職，嚴苛的結合管制卻係以人為干預取代競爭機制。此

時，以維護市場競爭的機關負責干預市場競爭的任務，本身即有矛盾之處。 

    況且，我國經濟發展係以中小企業經營為基礎，並無類似德、日等國

存在企業集團壟斷產業之歷史背景因素。因此，本研究並不建議公平會過

度傾向較嚴格的企業集團事業結合管制 (例如：解體措施)，公平會仍應以

維護市場競爭為施政主軸，在審理結合申報案時，盡量尊重市場機制，以

維護經濟效率為最後依歸。只是因為現行公平法對於關係企業結合案件的

持股比率、持股合併計算及董事兼充實有管制疏漏之處，容易形成財團脫

法行為之空間。為解決此一問題，本研究分別從執法與修法方向，提出下

列建議事項：  

(一) 執法方向  

    就短期執法方向而言，公平會宜加強規範關係企業結合相關持股或出

資額一併計算與董事兼充等相關環節，在認定上宜寬不宜嚴，以免公平法

之適用，在一開始即被排除。至於對於關係企業結合案之審理原則，目前

受制於法律規定雖僅能應限定於市場競爭與效率之維護，但公平會宜對公

平法 12 條：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實務認定上，針對以

內需市場為導向的金融、媒體、營建、民生與零售等產業，降低“效率 (整

體經濟利益 )”權數比重，提高“公平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權數比重，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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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審查可能引起產品價格上漲之虞的結合案，以考慮保護中小企業與改善

所得分配等社會公平事項。但就長期而言，仍宜健全公平交易法制，修正

公平法相關法條規範。  

(二) 修法方向  

1. 增列持股比例之結合定義條款  

    德日競爭法針對企業持有股份，設有 50%或 25%以上、20%～50%、

10%～20%等多階段持股比例，並參酌持股比率排名，分別訂出其接受結

合管制之標準。相對之下，現行公平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定義之持股結

合行為，僅設置 1/3 持股比率之結合管制門檻，如此單一管制門檻設計過

於簡略，難以反映企業集團控制從屬之真實狀態。蓋在持股分散情況下，

即使持有他事業股份比例未達 1/3，其持股比例若為相對多數者，藉此股

權之行使仍有可能控制股東會決議，進而影響被持股公司之營業策略。如

此而言，為建立完善之持股結合管制規範，公平法宜應參考日本法制設計，

在現行法條增列：持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 1/10 以上未達 1/3，其持股比率

為全數股東排名前三位者之結合定義條款。  

2. 強化持股合併計算規定  

    歐美德日競爭法制，設有為企業計算之持股併計或禁止持股脫法行為

規定，以落實企業股之結合管制規定實效。有鑑於此，針對企業集團藉由

他人名義持股以規避結合管制之現象，公平法修法草案增列第 10 條第 2

項之兄弟公司持股併計、第 11 條第 3 項至第 5 項之關係人控制性持股併計

銷售金額等規定，以資因應。不過，上揭修法草案規定，仍有規範疏漏之

缺失：其一，兄弟公司持股併計規定，適用對象僅限於關係企業持股者，

管制範圍未能及於為企業計算之非關係企業公司或個人名義持股；其二，

修法草案第 11 條第 3 項至第 5 項併計關係人銷售金額之結合申報規定，屬

於結合第二道管制門檻，是以在結合定義之第一道管制門檻未將關係人與

企業持股併計，以致企業集團名義持股低於 1/3 之情況下(併計其關係人持

股，企業集團實際持股超過 1/3)，未能將其納入第一道管制門檻之結合定

義內，該企業集團即可規避第二道管制門檻之結合申報義務。解決之道，

修法草案第 10 條結合定義，宜應增列第三項持股併計規定：計算第一項第

二款之股份或出資額時，應將為該事業計算之關係人(即草案第 11 條第 5

項所稱「關係人」) 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一併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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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整董事兼充之結合管制標準  

    公平會對於董事兼充之事業結合類型，歷來藉助公司法關係企業之過

半數董事兼充規定作為判斷標準，未必契合競爭法結合管制原理。是以公

平會宜應訂定可資結合管制運作之董事兼充判斷標準。從比較法之觀點，

相對於其他各國競爭法制，日本獨占禁止法詳細列舉事業兼充職務類別、

兼充職員人數比例、兼充職員有無代表權限、當事人公司持股比率及交易

狀態等審查標準，應可提供公平會建立相關管制標準之參考方向。歸納言

之，公平會可以考慮在公平法施行細則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揭示，有下列

董事兼充情形之一者，即應接受結合管制：(1)兼充公司董事之席次達半數

以上者；(2)兼充董事擁有雙方公司之代表權限者；(3)前二款以外之董事兼

充，當事人公司持股比例達 10%以上，且有交易、融資或業務合作等關係。 

    此外，面對金融、媒體等企業集團事業結合案件，由於案件本身附帶

有產業政策因素，公平會更應嚴守競爭法主管機關權限分際。在審查金融

事業結合案件方面，宜應審慎分析其可能影響金融市場結構變化程度，防

範過度結合導致市場出現寡占結構狀態。再者，現行金融法制緊急處理問

題銀行結合措施，排除其接受公平法結合管制，恐失於偏頗；宜應修法建

立公平會與金融主管機關之共同協商機制。至於審查媒體事業結合案件方

面，公平會在承受社會訴求維護媒體多元化之輿論壓力下，仍應恪守依法

行政原則，遵循公平法第 12 條宣示之整體經濟利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等

審查要素，避免直接介入言論自由層面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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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各國競爭法對於企業持股、董事兼充之結合規範比較表  

     結合類型  

國別競爭法  

持股  

 

董事兼充  備註  

美國反托拉斯法  依據 :克萊登法第

7 條。  

審查標準 :是否有

「重大的減少競

爭」。  

依據 :克萊登法

第 8 條。  

審查標準 :僅適

用 於 水 平 競 爭

關係之公司，並

不 及 於 垂 直 關

係公司間。  

1.持股管制及於
「表決權或委託
書 權 利 」 行 使
權。  
2.水平競爭關係
公司間，僅一名
董事兼充，即被
禁止。  

歐盟競爭法  依據 :理事會規則

第 3 條。  

審查標準 :是否取

得對他企業經營

有決定性影響之

控制權。  

依據 :執委會指

令第 59 條。審

查標準 :是否取

得 他 企 業 董 事

會 相 對 多 數 董

事席次。  

1.持股計算，包含

持股人間有無契

約關係、融資關

係、家族親屬關

係等多項考量因

素。  

2.未取得相對多

數席次之董事兼

充，排除接受管

制。  

日本獨占禁止法  依據 :獨占禁止法

第 9 條至第 11

條。  

審查標準 :事業支

配力過度集中、

實質限制市場競

爭。  

依據 :獨占禁止

法第 13 條。  

審查標準 :實質

限制市場競爭。 

1.持股管制，設有

50% 或 25% 以

上、20%～50%、

10% ～ 20% 等 多

階段持股比例。  

2. 董 事 兼 充 管

制，設有過半數

席次兼充、雙方

代表權兼充、公

司間持股比例達

10% 以上之兼充

等多種態樣。  

德國限制競爭防

止法  

依據 :限制競爭防

止法第 17 條。  

審查標準 :對他企

依據 :限制競爭

防止法第 37 條

第 1 項。  

1.持股管制，包含

單獨持股 50%、

共同持股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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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有無直接或間

接控制權。  

審查標準 :對他

企 業 有 無 直 接

或間接控制權。 

以 上 。 持 股 計

算，應併計為該

企業計算之他企

業或個別商人之

持股。  

2. 董 事 兼 充 席

次 ， 未 明 文 限

制；管制重點在

於一企業是否取

得對他方企業控

制權。  

我國公平法  依據 : 公平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  

審查標準 :是否取

得 他 事 業 股 份

1/3 以上。  

 

依據 :公平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  

審查標準 :直接

或 間 接 控 制 他

事 業 業 務 經 營

或人事任免。  

1.持股管制，僅設

置 1/3 持股單一

管制門檻，難以

反映企業集團控

制從屬之真實狀

態。建議增列 1/10

以上持股比率，

且為全數股東排

名前三位者之管

制類型。並應併

計為事業計算之

他事業或個人持

股。  

2.公司法關係企

業之過半數董事

兼充規定，未必

契合競爭法結合

管制原理。建議

增列雙方代表權

之董事兼充、公

司間持股比例達

10% 以上之相關

公司董事兼充等

管制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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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公平交易法、企業集團、結合、控制公司、媒體事業 

 

    2013 年 3 月間，台塑等四大企業集團，透過新設海外 Global  

Professional  Inves tmen t  Limited 等子公司，擬取得香港商壹傳媒公

司 超過 三 分 之 一股 權 及共 同 受 讓 其在 臺 灣之 全 部 或 主要 部 分之 營

業或財產，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3 款規定之結

合型態，且達到結合申報門檻，因此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結合申

報。然而，本件結合案存在參與結合事業與他人合併計算取得他公

司股權之疑義，引起本文對於公平交易法管制企業集團事業結合之研

究動機。  

    本研究發現，現行公平法及修法草案條文對於結合管制，存在下列規

範疏漏之缺失，容易形成企業集團脫法行為之空間：(1)現行公平法第 6 條

第 1 項第 2 款定義之持股結合行為，僅設置 1/3 持股比率之結合管制門檻， 

，如此單一管制門檻設計過於簡略，難以反映企業集團控制從屬之真實狀

態；(2)公平法修法草案第 11 條第 3 項至第 5 項之關係人控制性持股併計

銷售金額等規定，屬於結合第二道管制門檻之申報義務，企業集團若以其

關係人名義持股，致其持股比率低於 1/3 者，即可規避進入結合定義之第

一道管制門檻；(3)公平會管制董事兼充之事業結合類型，歷來藉助公司法

關係企業之過半數董事兼充規定作為判斷標準，未必契合競爭法結合管制

原理。  

    為充實公平法管制企業集團事業結合之規範體系，本研究提出下列建

議事項：(1)修法草案第 10 條第 1 項應增列：持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 1/10

以上未達 1/3，其持股比率為全數股東排名前三位者之結合定義條款；(2)

修法草案第 10 條結合定義，宜應增列第三項持股併計規定，即計算第一項

第二款之股份或出資額時，應將為該事業計算之關係人(即草案第 11 條第

5 項所稱「關係人」) 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一併計入；(3)

公平法施行細則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應揭示兼充公司董事之席次達半數

以上、兼充董事擁有雙方公司之代表權限、有交易或融資或業務合作等關

係之公司持股比例達 10%以上之董事兼充等結合管制類型。  

    至於壹傳媒併購案引起言論多元與公平法適用關係之問題，本研究認

為：公平法直接目的在於防止市場經濟力集中；同時間接促進媒體多元化；

相對的，媒體多元化為通訊傳播法追求之直接目的，市場競爭僅係其間接

附帶效果，二者在公平法與通訊傳播法上存在直接目的與間接目的之差異

性。因此，公平會審查媒體結合案件，仍應遵循公平法第 12 條宣示之整體

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衡量原則，避免直接介入言論自由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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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 Fair Trade Act, Business Group, Merger, Cont ro l l ing Company,  

Media  Bus iness .  

 

In March 2013, four domestic business conglomerates (including 

Formosa Plastics), filed a merger notification to the FTC regarding its 

intention to acquire more than one third of the shares of a subsidiary of Hong 

Kong-based Next Media Co., Ltd through Global Professional Investment 

Limited based in 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  Since  the  case ,  in  addi t ion  to  

Art icle 6(1) II of  the  Fai r  Trade Act ,  meets  the merger t ype set  forth  

in  Ar t icle  6(1) III ,  the  ul t imate co nt ro l l ing companies  of  the  four 

would-be joint -purchasers  of  the  print  media business  of  Hong 

Kong-based Next  Media Co. ,  Ltd.  as  wel l  as  Hong Kong -based Next  

Media Co. ,  Ltd .  were al l  requi red to  f i l e  a  merger not i f ica t ion . 

However,  in  the  case,  there are s ome issues  in  computing the  shares  

or  capi tal  cont r ibut ions of  another  en terprise  held or  acqui red by an 

ul t imate cont rol l ing company and aff i l iated  companies .  Therefore,  

this study attempt to investigate the regulations of business groups merger  

in the Fair Trade 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