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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各國連鎖超市結合案時有所聞，也

持續受到高度關注。按連鎖超市業者間結合

的主要動機係著眼於成本節省所產生的綜效

(synergies)，例如向供應商大量採購所獲得的數

量折扣、產品組合優化策略等；而且，成本節省

後也有回饋消費者之可能性；據2017年Ahold及 

Delhaize等跨國連鎖大型超市結合後的分析資料

顯示，三年內成本節省超乎預期，達到7億5千萬

歐元1。但是，連鎖超市結合後也可能讓市場結

構更趨集中，使得參與結合事業更具有市場力，

進而提高產品價格、降低產品品質、減少產品類

別或縮減消費者服務等，此亦為競爭法主管機關

審查之關注重點2。

連鎖超市結合案在歐洲同樣也受到高度重

視，此等結合案在歐洲係由國家層級競爭法主

管機關審理，無需到歐盟層級，並由競爭法主

管機關逕行採用各種的競爭效果評估方式，評

估國境範圍內之影響。因此，各國對於連鎖超

市業者申報之結合案會有准駁決定之權限，如

仔細探究其分析方式，則可發現明顯差異，尤

其是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CMA)、法國競爭審議委員

會(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Adlc)及德國聯

邦卡特爾署(Bundeskartellamt；BKartA)在地理

市場界定及競爭效果評估之分析方式3。

地理市場界定

歐洲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連鎖超市結合案

市場界定方面，主要關注重點係在地理市場界

定，除考量全國市場之影響外，皆會再考量國境

內各地理區域，但地理區域市場的劃分方式存有

差異，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係以行政區域劃分地理

市場，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法國競爭審議

委員會則以集客區(catchment area)劃分地理市

場。其中，前開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所選擇的地

理市場起始點並不相同，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在

EDEKA及Kaiser's Tengelmann超市結合案中，

係先以參與結合事業在各區行政中心為地理市場

起始點，考量20公里半徑距離或20分鐘車程，當

對應的行政區域郵遞區號落入此半徑距離或車程

範圍者，則界定為一相關地理市場，最後此案共

連鎖超市結合案競爭評估—歐洲國家近期執法
立場
英國、法國及德國之競爭法主管機關高度關注連鎖超市結合案，雖然在地理市場界定、篩選門檻及

競爭效果評估方法等方面存有差異，但競爭分析重點皆聚焦在國境內各地理區域市場。

■撰文＝許俊雄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長）

1 https://www.grocerydive.com/news/grocery--ahold-delhaize-profits-surge-68-with-merger-savings/534814/.
2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稱之為"PQRS"，價格(Price)、數量(Quality)、類別(Range)及服務(Service)。
3 參考自�The Competitive Assessment of Mergers in Retail Grocery Markets: A Basket Case?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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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前註。
5 詳參CMA,Anticipated merger between J Sainsbury PLC and Asda Group Ltd。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認定大型超市係指樓地板面積大於1400平方公尺，中型超

市則指樓地板面積大於280平方公尺且小於1400平方公尺。
6 Autorite de la concurrence, 13-DCC-90, Casino/Monoprix, 11.07.2013.
7 同註3。
8 詳參CMA, Retail mergers commentary, April 10, 2017。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自Safeway (2003)一案迄今一直沿用此一門檻。

界定345個地理區域市場4。此方式之優點在於較

易取得連鎖超市業者各行政區域之市場占有率資

料，但也存在較無法真實反映各區域市場競爭態

勢等缺點。

至於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法國競爭審議

委員會則以各超市所在地為地理市場起始點，每

一地區性超市則對應參與結合事業之集客區，當

連鎖超市業者各地區之超商數眾多時，所界定之

地理市場數也相應眾多。前開集客區範圍將隨著

超市規模改變，並依據都市或郊區等城鄉因素調

整。例如大型超市由於消費者較願意花費交通成

本遠赴購買產品，故集客區範圍較大，反之，小

型超市集客區範圍則較小。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在Sainsbury及Asda

連鎖超市結合案中，將大型超市集客區依都市及

郊區之差異，分別認定為距離其他大型競爭對手

超市10分鐘及15分鐘車程。中型超市在都市則

認定為距離其他中型競爭對手超市5分鐘車程、

距離其他大型競爭對手超市10分鐘車程，郊區超

市則調增車程時間5。另法國競爭審議委員會在

Casino及Monoprix超市結合案中，則進一步考

量人口密度，認定超市集客區以15分鐘車程為起

始點，在10個法國人口密度較高地區及巴黎地

區，則縮減為10分鐘6。此方式之優點雖可讓競

爭法主管機關聚焦於審理重疊超市集客區之競爭

變化，但也存在集客區市場占有率及人口密度資

料難以取得之問題。

上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地理市場界定方面，

除考量全國市場外，為何需再考量區域市場，原

因淺顯易見，消費者不大可能因為當地某一超市

產品價格調漲，就耗費大量交通時間成本遠赴他

地尋找其他替代超市購買產品，通常會再就當地

尋找其他超市替代購物。例如，英國競爭及市場

管理局在Sainsbury及Asda連鎖超市結合案中曾

對消費者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多數消費者赴

超市所願意花費車程時間不會超過15分鐘，係

以就近超市購買為主7。此外，競爭法主管機關

也發現連鎖超市很多競爭面向主要發生在地理區

域市場，例如，各地連鎖超市可以依當地競爭情

形，適時適地採取各種優惠折扣措施，吸引消費

者前來消費；或採取重新裝潢整修增加展示貨架

及產品多樣化選擇等方式，強化競爭優勢。

競爭效果評估

(一)地理市場區域門檻

鑒於連鎖超市地理市場界定數目多寡將影響

水平結合競爭評估結果，故上開英、德、法等國

競爭法主管機關為確保將有限行政資源專注於審

查高集中度之地理區域市場，故以市場集中度做

為篩選門檻，並分別設定不同標準：

1.英國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使用店面招牌

數做為篩選門檻，亦即當連鎖超市結合將

導致所界定地理市場集客區，在市中心由

4間變成3間或更少時，無論其營業規模，

該局皆將進一步審查8。

2.德國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使用各地理市場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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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率做為篩選門檻，亦即當參與結合事業

市場占有率在所界定之每一地理市場(包含

各類型超市及折扣商店)占有率總和超過

25%，該署皆將進一步審查9。

3.法國

法國競爭審議委員會使用各地理市場

占有率及雙赫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做為篩選門檻，並設定審查

優先順序；亦即當參與結合事業市場占有

率在所界定之每一地理市場占有率總和超

過50%，列為優先審查案件。另當參與結

合事業市場占有率在所界定之每一地理市

場占有率總和在45%至50%間，且HHI指

數大於2,000，HHI增幅至少150；或HHI

指數在1,000至2,000間，HHI增幅至少

250；或市場占有率增幅至少10%，則列

為需進一步審查案件10。

另由於巴黎地區大眾運輸發達，多數

居民不以自行開車方式購物，且每次赴超

市購買所花費之金額相對較少，故法國競

爭審議委員會使用不同篩選門檻，即當參

與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在所界定巴黎地區

之地理市場占有率總和低於60%，且該地

理市場仍至少存在3家其他競爭者從事市

場競爭，則列為無顯著限制競爭疑慮之案

件11。

(二)競爭效果評估方式

在連鎖超市結合案競爭效果評估分析方式方

面，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比較偏重量化分析方

式，主要係因所需評估的地理市場動輒數百個地

理市場，例如在Sainsbury及Asda連鎖超市結合

案中，評估結合後是否會實質減損市場競爭的地

理市場區域範圍達到537個12，故該局比較倚重

定量分析方式，採取向上調價壓力指標(Gross 

upward pricing pressure index；GUPPI)等量

化分析方式。但由於某些競爭面向無法由量化分

析方法衡量，例如分店重新裝潢整修、人員在職

訓練等服務品質提升，因此，法國競爭審議委員

會及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則比較偏重質化分析方

式，並將相關市場結構變化等質化因素列入重要

考量13。

1.英國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偏重GUPPI指

標等量化分析方式，GUPPI指標係由參

與結合事業價格比例、移轉率及利潤率相

乘而得，一般認為當GUPPI指標數值大

於5%，則較具限制競爭疑慮。另在計算

移轉率時，該局過往常派員實地在連鎖超

市門口以問卷訪查之方式，詢問消費者今

日購買產品的超市如不開店營運或因裝潢

整修需暫停營運數月時，會轉向何處購買

14；藉以估算消費者轉向購買後，再流向

參與結合事業購買之移轉率。時至今日，

由於大型連鎖超市結合案參與結合事業分

店數眾多且重疊地理區域廣泛，派員實地

赴連鎖超市各分店問卷訪查將耗費大量的

人力及時間成本，因此目前已併採加權平

均的方法，將各地理區域超市商譽、營業

規模及距市中心遠近等因素，納入加權比

9 BKartA, B2-96/14, EDEKA/Kaiser's Tengelmann, 31.03.2015.
10 Autorite de la concurrence, 13-DCC-90, Casino/Monoprix, 11.07.2013.
11 同前註。
12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cc1434ee5274a467a8dd482/Executive_summary.pdf.
13 同註9。
14 同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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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結合事業價格比例、移轉率及利潤率相

乘而得，一般認為當GUPPI指標數值大

於5%，則較具限制競爭疑慮。另在計算

移轉率時，該局過往常派員實地在連鎖超

市門口以問卷訪查之方式，詢問消費者今

日購買產品的超市如不開店營運或因裝潢

整修需暫停營運數月時，會轉向何處購買

14；藉以估算消費者轉向購買後，再流向

參與結合事業購買之移轉率。時至今日，

由於大型連鎖超市結合案參與結合事業分

店數眾多且重疊地理區域廣泛，派員實地

赴連鎖超市各分店問卷訪查將耗費大量的

人力及時間成本，因此目前已併採加權平

均的方法，將各地理區域超市商譽、營業

規模及距市中心遠近等因素，納入加權比

9 BKartA, B2-96/14, EDEKA/Kaiser's Tengelmann, 31.03.2015.
10 Autorite de la concurrence, 13-DCC-90, Casino/Monoprix, 11.07.2013.
11 同前註。
12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cc1434ee5274a467a8dd482/Executive_summary.pdf.
13 同註9。
14 同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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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考量15 ，再將此加權比例納入計算移

轉率及GUPPI指標。例如在Sainsbury 及

Asda連鎖超市結合案中16，在全英國四大

連鎖超市中，前開二者分別是全英國是第

二大及第三大連鎖超市，全國市占率分

別為15%及14%，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

局經計算參與結合事業Sainsbury及Asda

在537個重疊之地理市場集客區GUPPI

指標值，結果顯示皆高於其所認定之門

檻值2 .75% 17，最後經綜合考量共同效

果、買方力量、參進等其他因素後，認為

Sainsbury及Asda連鎖超市結合後將實質

減損市場競爭，禁止本結合案。

2.德國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在評估競爭效果方

面首先考量參與結合事業間之緊密競爭程

度及在市場中所面臨的競爭對手，並檢

視商店規模、商品種類及自有品牌占整

體利潤比例等各項因素。同時，也併同

考量超市販售特定品牌重疊情形、代表

性消費者之消費行為相似處、競爭對手

進入及退出市場情形及市場集中度等，

例如在EDEKA及Kaiser's Tengelmann連

鎖超市結合案中，經考量上開因素後，

最後認定EDEKA及Kaiser's Tengelmann

超市結合後僅面臨Rewe一家連鎖品牌超

市之緊密競爭，且3家連鎖超市之市占率

在柏林(Berlin)地區已超過50%。此結合

案將導致市場競爭者由3家減為2家，市

場結構轉變為高度集中市場，且柏林、慕

尼黑(Munich)及杜賽道夫(Dusseldorf)等

大都市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最後，

在EDEKA提出結構面結合矯正措施，將

地理區域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之65家

Kaiser's Tengelmann超市，出售給上開

緊密競爭者Rewe超市後，德國聯邦卡特

爾署同意本結合案。

3.法國

法國競爭審議委員會評估競爭效果方

面主要考量市場結構，例如在Casino及

Monoprix超市結合案，參與結合事業結合

後在亞爾(Arles)及聖拉菲爾(St Raphael)

地區市占率總和超過50%，市占率增幅達

5%，但經委員會調查後認為，在地理市

場集客區仍有5間不同的連鎖超市品牌及

數間分店競爭者存在，故仍不足以引起顯

著限制競爭疑慮。另在阿雅克肖(Ajaccio)

地區，即使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後市占率總

和超過45%，且只有面臨2間不同的連鎖

超市品牌競爭，但委員會認為該地區三分

之二的超市仍由競爭者開店營運中，且最

大的競爭者家樂福超市之市占率達40%，

故亦未足以引起顯著限制競爭疑慮，本結

合案最後經法國競爭審議委員會審議後准

予同意。

結語

英國、法國及德國等歐洲國家競爭法主管機

關對於連鎖超市結合案在市場界定、篩選門檻及

競爭效果評估等方面雖存有差異，但由於消費

者通常在當地超市間就近購買，而且超市間主要

15例如當參與結合事業有分店位於市中心時，會給予100%之加權數。
16 同註5。
17 2017年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所發布之超市結合註釋(Retail merger commentary)係認定GUPPI指標值門檻為5%，才會引起限制競爭疑慮；但本案英國競爭及

市場管理局考量結合可能產生的效率、分析的不確定性及法規要求任何競爭的減少必須是實質性等因素後，採取較嚴格之GUPPI指標值門檻，認定高於2.75%
即會引起限制競爭疑慮，也引發許多論者批評討論，例如：Sainsbury´s/Asda and the CMA´s GUPPI decision rule: On the money or basket case? RBB 
Economic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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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面向也發生在各地理區域，因此，所著重之

競爭效果評估皆是在國境內各地理區域市場。此

外，上開競爭法主管機關一般認為歐洲連鎖超市

業者展店擴張、或新業者欲參進市場並非易事，

市場具有顯著參進障礙，連鎖超市結合後將導致

地理區域市場結構更趨集中，故參與結合事業須

能提供結合後足以抵銷反競爭效果之顯著綜效，

或足以化解限制競爭疑慮之結構面或行為面結合

矯正措施，結合案方能獲得競爭法主管機關無條

件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