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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競爭法、域外適用、結合、申請許可制、申報異議制、申報
門檻、管轄、行政程序、行政規則、中止審議、行政罰、行
政執行
一、研究緣起
公平會委託本項研究計畫「各國競爭法對於域外結合案件審查處
理方式之研究」
，於「規格需求說明」第二點「研究重點」
，即載明「
（三）
檢視我國現行處理方式有何問題（包括程序面、實體面或與我國行政
法制面的相容性）存在」及「（四）提出我國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
原則之存廢、修正或其他調整方式之具體意見，以作為本會未來修正
規劃及執法之參考」兩項，均聚焦於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
與我國行政法制相容性及其實務操作問題。
二、研究設計及執行
本研究從競爭法「域外管轄」概念發展過程等法制背景分析著手，
再比較各國結合管制架構及其域外結合申報審查程序，對照我國公平
法結合管制規範演變及「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形成過程與實務操
作問題，透過法釋義分析、專家訪談及研究小組會議等方式，檢視委
託研究規格需求所涉及各項問題，進而歸納重要發現，參酌各國競爭
法制及其實務經驗，研析整併修正「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
、
「涉外
案件處理要點」及「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等行政規則及發展配套
「軟法」的務實對策。
三、重要發現
xi

1.我國制定「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特別規範，國際比較上屬
於孤例。
2.行政程序法施行後，「管轄法恆定原則」無法以行政規則形式
撼動。
3.關於「域外」及「涉外」結合申報規範，多達 4 類 7 種行政規
範或文件，有進一步整併修正空間。
4.我國域外結合案件申報審查實務，幾乎不存在單純「程序」處
理空間。
5.我國結合申報門檻沿襲申請許可制時期「市場占有率」規定，
國際比較上亦屬孤例。
四、主要建議事項
1.廢止「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
2.原「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三點各款移置「涉外案件處理
要點」中，文字修改如下：「本會處理與公平交易法有關之涉及外國
事業案件程序事項時，得考量下列因素，決定是否中止調查處理或審
議：
（一）對我國市場有無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
（二）對本國與外國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
（三）事業之所在地及主要營業地。
（四）影響我國市場競爭之明確性程度及其預見可能性。
（五）與事業所屬國法律或政策造成衝突之可能性程度。
（六）行政處分強制執行之可能性。
（七）對外國事業強制執行之影響。
（八）國際條約、協定或國際組織之規範情形。
（九）事業在我國領域內有無生產或提供服務之設備、經銷商、
xii

代理商或其他實質銷售管道。
（十）其他經本會認為重要之因素。」
3.「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增訂「域外」、「涉外」結合申報配
套規定，另於「簡化作業程序」中增訂相應規定。
4.適度提供「最佳實務」案例及友善申報介面。
5.結合申報門檻仍須檢討刪除「市場占有率」規定。

xiii

xiv

第一章 前

言

我國現行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各類限制競爭或不公
平競爭行為規範之中，結合管制由於採取「（事前）申報—（例外）異
議」制（以下簡稱「申報異議制」）
，行政介入時點較早而管制密度也相
對較高：主管該法的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
，不僅須於
事前受理事業關於跨越該法第 11 條第 1 項所列 3 款「門檻」結合案件
所提出的申報；根據同條第 7 項至第 10 項及第 13 條規定，公平會尚須
及時檢視申報資料是否完整、有無虛偽不實，甚至區分案件情形繁簡及
是否可能進入「限制競爭」與「整體經濟」權衡判斷等後續審查階段，
儘早決定是否將事業不得為結合的「等待期間」自 30 工作日再延長 60
工作日，進一步要求事業補充審查所需資料，徵詢外界意見、委請學術
研究機構提供產業經濟分析意見或徵詢遭敵意併購事業意見，或者，斟
酌及協商「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不利益」所能附加的不禁止
結合條件或負擔。
相較之下，公平法第 15 條針對事業聯合，在原則禁止規定之外也
兼採例外事前申請許可制，該法第 16 條至第 18 條對於聯合許可、附加
條件或負擔也訂定事後監督及資訊公開等行政管制規範；然而，其行政
主動情形及其介入廣度與深度顯然不同於結合管制。尤有甚者，事業違
法聯合經公平會依公平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仍未遵循者，公平法第 34 條尚針對行為人訂有
3 年以下徒刑及新臺幣 1 億元罰金的刑事制裁；至於事業未申報而結合、
於「等待期間」內違法結合、遭主管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未履行
公平會對於結合所附加負擔，或對結合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而為結合等
1

情形，公平法第 39 條規定公平會禁止其結合、限期令其分設事業、處
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等解體處分，以及，
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與命令解散、勒令歇業或停止營
業等強制措施，均屬行政管制及制裁手段。結合管制屬於我國公平法上
高度行政介入的競爭規範類型，由此可見一斑。
如此要求行政權高度介入的競爭規範，適用於外國事業在我國領域
外所（擬）進行的結合案件，其所涉及的所謂「域外效力」問題，與單
純涉及我國法院是否受理及適用何準據法規審理私人間債權債務關係
的「涉外」民事司法管轄問題1，或者，專就外國事業及外國人違反我
國行政法規是否適用我國行政罰法的我國「領域」問題2，後二者雖然
因司法審判及行政處罰事務也涉及國家公權力行使，因而與行政（事前）
管制措施處理「涉外」事務在外觀上有其相似之處，卻因競爭法主管機
關就結合管制事前高度介入申報資料是否完整、等待期間是否延長等例
常性管制手續，嗣後於審查及決定是否禁止階段，又涉及「限制競爭」
與「整體經濟」權衡判斷與是否附加附款、何種附款、是否禁止、是否
及如何解體等處罰以外變化多端的干預措施，其「域外效力」問題顯然
更為繁複龐雜。
公平會於 2000 年第 457 次委員會議通過，並於同年 8 月 18 日施行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域外結合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下簡稱「域外結
合案件處理原則」）
。未久，為配合我國公平法上結合管制由申請許可制

1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27 條規定：
「市場競爭秩序因不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之行為

而受妨害者，其因此所生之債，依該市場之所在地法。但不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係因
法律行為造成，而該法律行為所應適用之法律較有利於被害人者，依該法律行為所應
適用之法律」。
2

行政罰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適

用本法」
。同條第 3 項則規定：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
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2

改為申報異議制，公平會於 2002 年第 555 次委員會議修正該處理原則
第 4 點及第 5 點；3 年後，公平會於 2005 年第 688 次委員會議又修正
該處理原則名稱、第 1 點、第 2 點及第 5 點，2012 年該會第 1057 次委
員會議再修正該處理原則名稱及第 1 點，3 年後，2015 年該會第 1213
次委員會議復修正該處理原則第 2 點及第 6 點；次年底，配合該會行政
規則 3 年全面檢討計畫，公平會再於 2016 年第 1307 次委員會議修正該
處理原則全文。
在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中，第二點明定其適用對象為「二
以上外國事業在我國領域外之結合」
，且符合公平法第 10 條關於結合定
義者；該處理原則第六點規定「結合事業分屬我國及外國領域內」或「外
國事業於我國領域外結合，導致其所屬我國領域內之關係企業或分公司
間」，分別符合公平法第 10 條關於結合定義者，雖然並非真正「域外」
結合案件3，也準用該處理原則關於提出申報的程序規定。而依該處理
原則第四點規定，參與結合的「二以上外國事業」應向公平會申報的門
檻，則與本國事業無異。至於在行政程序上負有提出申報義務者，根據
該處理原則第五點規定，除了「在我國設有關係企業、分公司或辦事處
者，亦得由其關係企業、分公司或辦事處具名代向本會提出申報。必要
時，本會仍得命該最終控制之事業提出相關資料。應申報事業尚未設立
者，由參與結合之既存事業提出申報」等延伸規定之外，基本上也與相
同情形下的本國事業無異4。在「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中，異於本

3

其實，此類案件也可以視為涉及外國事業的「涉外」案件，其連繫因素中的「涉外」

要件又較「域外」案件更少。
4

關於結合案件申報義務人，依公平法第 49 條規定具備授權法規性質的該法施行細則，

亦於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事業結合，由下列之事業向
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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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持有或取得事業間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或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者，為
最終控制之事業」
。
3

國事業類似規範而較為特別者，主要為第 3 點關於域外結合案件「管轄」
決定的考量因素：
（一）結合效果對我國市場有無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
（二）結合行為對本國與外國相關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
（三）結合事業之所在地及主要營業地。
（四）影響我國市場競爭之明確性程度及其預見可能性。
（五）與結合事業所屬國法律或政策造成衝突之可能性程度。
（六）行政處分強制執行之可能性。
（七）對外國事業強制執行之影響。
（八）國際條約、協定或國際組織之規範情形。
（九）參與結合事業在我國領域內有無生產或提供服務之設備、經
銷商、代理商或其他實質銷售管道。
（十）其他經本會認為重要之因素。
上述 10 款「管轄」考量因素中，第 1 款幾乎抄自美國已經法典化
的「效果原則」
、第 4 款大抵源自於相同的立法意旨，第 2 款也依循「效
果原則」權衡國內外市場影響的相對重要性，第 5 款在「禮讓」觀點之
外其實頗有對比其他國家類似競爭法體系的參考意味，第 7 款、第 8 款
既兼顧比例原則、遵守國際法等觀點也包含「禮讓」其他競爭法制相關
考量，第 3 款、第 6 款及第 9 款則大致與「執行管轄」相當的考量因素。
此外，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也保留第 10 款作為彈性調整依據；然
而，對於可能適用該處理原則的（擬）申報事業而言，此款概括規定反
而增加遭公權力干預的相當程度不確定性。
從「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簡要的 6 點規定中，就須同時扣合母
法（公平法）上關於結合管制規範及事業遵循、主管機關執法等行政作
業面向，又須兼顧上述「效果原則」
、
「執行管轄」
、
「禮讓」等所謂「域
外適用」問題，就不難發現：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試圖兼顧
4

母法既定規範、競爭法先進國家「域外管轄」有關概念與我國執法實務
考量，將程序、實體與所謂「管轄」等不同性質規範一併納入單一行政
規則，卻又以簡要的 6 點條文籠統規定，難免顧此失彼，實際套用於「域
外結合」案件時是否果真有助於「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
量權」或統整同類業務處理方式5，值得進一步研析。
一、研究主旨
公平會委託本項研究計畫「各國競爭法對於域外結合案件審查處
理方式之研究」
，於「規格需求說明」第二點「研究重點」
，即載明「
（三）
檢視我國現行處理方式有何問題（包括程序面、實體面或與我國行政
法制面的相容性）存在」及「（四）提出我國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
原則之存廢、修正或其他調整方式之具體意見，以作為本會未來修正
規劃及執法之參考」兩項，均聚焦於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
與我國行政法制相容性及其實務操作問題。
首先，從規範體例看來，我國「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所規範
結合管制相關事項，與公平法、該法施行細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下簡稱「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等
不同層級、性質的法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規範內涵不無重疊之處；
就「涉及外國事業」的涉外因素而言，又與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涉外
案件之處理原則（以下簡稱「涉外案件處理原則」）題旨相近。
然而，對照公平會於 2016 年第 1307 次委員會議中，審議「涉外
案件處理原則」檢討修正案時，決議第 2 點特別提及：「本處理原則
不對管轄權實質事項進行規範，僅處理涉及外國事業違反公平交易法

5

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規定：
「行政規則包括下列各款之規定︰一、關於機關內

部之組織、事務之分配、業務處理方式、人事管理等一般性規定。二、為協助下級機
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
準」。
5

之程序事項」，對於「認定管轄權（歸）屬程序之實質事項」尚且字
斟句酌，頗為慎重。現行「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涉及外國事業案件要
點」
（以下簡稱「涉外案件處理要點」）中，大抵仍以資料蒐集、程式、
文書、送達等行政手續事項為主要規範內容，對照「域外結合案件處
理原則」相關規定包括上述「效果原則」
、
「執行管轄」
、
「禮讓」等廣
泛觸及實體範疇與後續法律執行事項；兩者同為處理外國事業適用公
平法的行政規則，規範事項及其所涉及實體範疇卻有如此明顯差異。
然而，對照「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特別就主管機關處理「域外結
合」案件另訂所謂「管轄」規範，「涉外案件處理要點」卻未針對其
他各種「涉外」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明定（比照或異於「域
外結合」的）所謂「管轄」規範，以致於所謂「管轄」問題在「涉外
案件處理要點」中欠缺一致規範，
「涉外」或外國連繫因素更多的「域
外」結合案件反倒另須參照其他「域內」一般申報作業程式6。
就各國競爭法上的相應制度功能而言，結合管制不僅聚焦於市場
集中化所衍生的限制競爭問題，因而授權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或競爭
法主管機關提前介入事業之間原本合法的組織、業務及人事整合活動
進行干預，與競爭法其他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規範以禁止事業
特定違法活動為主的禁止規範型態相較之下頗有特色。另一方面，基
於國家安全及其他整體利益考量的外國人投資限制法規，往往也針對
持有股份、出資額等事業活動設定成套管制規範7，不免與相當常見

6

關於涉及外國事業的結合申報案件，
「涉外案件處理要點」第 7 點第 1 項僅籠統規定：

「涉及外國事業結合申報案件之申報文件，應依事業結合申報須知辦理」，除指向主
管機關所公告的結合申報書程式，並無實質規範內涵。
7

外國人投資條例第 4 條第 1 款規定：
「本條例所稱投資如下：一、持有中華民國公司

之股份或出資額」
；該條例第 7 條規定：
「下列事業禁止投資人投資：一、對國家安全、
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國民健康有不利影響之事業。二、法律禁止投資之事業。
（第 1
項）投資人申請投資於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而限制投資之事業，應取得目
6

的股份或資本取得型結合重疊規範 8，甚至在行政實務上出現外國人
投資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行使職權時依附於結合管制程序，
導致管制措施疊床架屋從而衍生適法性爭議及誘因偏差等複雜問題
9

。
我國公平法上的結合管制規範，其實並非一成不變；自該法施行

以來近 30 年間，也歷過至少 2 次重要轉折。公平法於 1991 年制定時，
即已明定結合定義、管制規範如申請門檻、審查標準等規定，以及，
針對違法結合案件得採取解體、處罰等矯正與制裁手段。公平法於
2002 年初大幅修正，結合管制由申請許可制改為申報異議制。公平
法於 2015 年初再次大幅修正時，關於結合管制部分，條序隨整部法
典體例重新排列：結合定義規定不再單獨列於總則章，移入第二章「限
制競爭」，與其他結合管制實體規範並列；關於事業集團藉由個人或
事業以外團體，對事業控制性持股者，新法也於第 11 條增訂明文納
入規範；解體處分則改列第六章「罰則」，與罰鍰及後續勒令歇業或
停止營業處分相互銜接。
至於結合管制執法實務常規，也隨著我國公平法制度變革、參照
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指導原則及公平會處理案件經驗累積而不
斷發展，其規範框架則整理彙編為「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該處
理原則於 2006 年公平會第 762 次委員會議首次通過，當年 7 月 6 日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或同意。
（第 2 項）第一項禁止及第二項限制投資之業別，由
行政院定之，並定期檢討。（第 3 項）」
8

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本法所稱結合，指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
分之一以上」。
9

此類問題，近年在我國目的事業管制上所衍生的爭議及其背景說明，參閱：石世豪，

「目的事業參與結合之多重管制問題及其制度革新芻議－以通訊傳播領域為例」，公
平交易季刊，第 25 卷第 2 期，頁 1-36（2017）
。
7

發布；2011 年公平會組織法循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體例修正，
2012 年初公平會依新組織法改組更名，該處理原則先於 2 月間配合
修正名稱及第 1 點，同年 8 月間再全文修正；2014 年 6 月該會第 1181
次委員會議修正「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 5 點至第 8 點、第 11
點及第 13 點，2015 年 3 月該會第 1220 次委員會議又修正該處理原
則第 2 點至第 4 點、第 7 點、第 8 點、第 10 點及第 11 點；「結合申
報案件處理原則」最近一次修正，則在 2016 年 5 月公平會第 1280 次
委員會議通過，主要修正內容則是我國結合管制實務上相當重要的
「簡化作業程序」適用案件類型（第 7 點），以及，市場占有率基本
上變動不大而市場集中化風險並不明顯的「多角化結合」審查重點（第
12 點）。
純就規範體例而言，「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所規範事項，並
非不能分別納入「涉外案件處理要點」及「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
尤其，後兩者分別在涉外案件處理、結合申報案件處理方面，理應更
全面、周延規範涉外執法事務及結合申報受理審查業務，「域外結合
案件處理原則」反倒單獨規範域外結合案件管轄、申報義務人等事項，
而判斷是否管轄的因素又兼含「事業之所在地及主要營業地」
、
「事業
在我國領域內有無生產或提供服務之設備、經銷商、代理商或其他實
質銷售管道」等處理涉外競爭法案件通常便於「執行」的主體連繫因
素，以及，「對我國市場有無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對
本國與外國相關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
、
「影響我國市場競爭之明確
性程度及其預見可能性」等既是據以建構「域外效力」理論的所謂「效
果原則」核心因素，又屬於結合管制進入實質審查並衡酌「限制競爭
不利益」與「整體經濟利益」，甚至，後續進一步發動公權力採取必
要矯正措施及裁罰的重要考量事項；倘若上述事項依其性質分別納入
「涉外案件處理要點」及「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之中，或許後兩
8

者更可以配套相關涉外案件行政手續及結合申報審查規範，進一步發
展成為更周延、完整的行政規則。
相較於其他各種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規範重點在於禁止
事業特定行為，結合管制授權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或競爭法主管機關
提前介入事業之間原本合法的組織、業務及人事整合活動進行干預，
畢竟有其特殊之處，已如上所述。具體而言，取得股份、資本等併購
活動，以及，受讓或承租營業或財產、共同經營或受委託經營、跨事
業進行人事或業務安排等活動，原屬資本市場、公司治理及業務經營
等領域內正常活動，何時構成競爭法上所謂「結合」？參與結合事業
跨越何等「門檻」之後，始須依法向競爭法主管機關「申報」？倘若
結合「實施」之後，對於市場集中化程度或競爭減少造成何等「影響」，
競爭法主管機關又將依法「介入」禁止或採取其他干預措施？在何種
市場結構、總體經濟或公共利益等面相上的正面效益，競爭法主管機
關或其他（部級）決策機關又依法律授權得免除競爭法上的不得結合
禁令？上述各項結合管制不同階段所涉及的規範及政策議題，不僅因
跨境併購案件數量及規模與日俱增10，在全球各主要競爭法體系發展
過程中所謂「域外效力」議題往往牽涉各國法制運作特色、國家利益
考量及國際互動關係等錯綜複雜面向11。
有鑑於此，本研究從比較美國、歐盟兩大競爭法制，日本、韓國
兩個競爭法制發展過程與我國類似的鄰近國家，脫離歐盟即將重新建
構自主競爭法制的英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兼管解除管制產業的紐西蘭，

10

自 1602 年荷屬東印度公司整併 6 家荷蘭貿易公司而成立起，迄至 2017 年全球逾 5

萬件併購交易總金額超過 3.5 兆美元，跨境併購案在 400 年來可謂方興未艾，近年來
數量及交易金額增長尤其顯著；相關說明，參閱：卯木孝，Competition Law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91（2020）.
11

相關問題的背景說明，參閱：卯木孝，前揭書，pp. 79-112.
9

以及，曾經與我國同屬「四小龍」且近年來在競爭法領域發展情形也
頗引人注目的新加坡，其競爭法制中關於結合管制規範及其適用於域
外案件情形出發，從新校準我國公平法上結合管制規範在國際同儕間
的相對定位。在此之前，本研究也藉由下述背景分析，嘗試先行釐清
「 標 的 （ 立 法 ） 管 轄 （ 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 執 行 管 轄
（enforcement jurisdiction）」
、
「（管轄衝突及）禮讓」等問題在域外結
合管制上所可能造成的影響面向。據此問題意識，再借鏡於各該競爭
法制下的結合管制規範及執法對策，據以檢討我國現行「域外結合案
件處理原則」存廢、修正或是否採行其他調整方式。
二、背景分析
我國公平法上的結合管制規範，由最初採取申請許可制改為申報
異議制之後，整體立法架構與主要規範事項，基本上與德國營業競爭
限制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werbsbeschränkungen, GWB）類似：
分為結合要件、結合管制門檻、申報義務、實質結合管制，以及，後
續行政介入與處罰規定等；雖然，在規範細膩程度及具體規範內涵、
管制標準等方面，兩者之間仍有顯著差異。然而，對照更多競爭法制
之後可以發現：以（例外）禁止特定事業結合為主要規範內涵的各國
競爭法制中，不僅結合名稱或定義各有「特色」、管制門檻不同，關
於參與結合事業於事前申報與否及其配合審查義務的規範也型態各
異；至於競爭法主管機關受理結合案件及後續審查程序，各國實務操
作上普遍存在制度彈性，英國、新加坡及紐西蘭等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甚至鼓勵參與結合事業自主評估結合效果。
由於各國競爭法就結合有無明文定義、要件寬嚴、管制門檻高低
等均有差異，因此，雖然各國競爭法普遍禁止特定事業結合，例如：
事業結合將造成或強化市場支配地位，或顯著妨礙、減損市場競爭者，
主管機關得依法予以禁止或事後予以解體，各國競爭法上對於事業結
10

合的「標的（立法）管轄」之間仍有所不同，一旦事業結合跨越各競
爭法適用疆界，難免在不同競爭法規範下發生不同法律效果而產生規
範衝突。另一方面，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依其國內法授權各有不同權
限及調查工具，具體執行競爭法上任務之際也各自依循（基本構造類
似，在具體而微的操作層面上仍有所）不同的程序、採取不同審查方
法及標準，事業也須配合辦理不同手續，導致跨國結合案件在不同競
爭法制管轄下不免發生具體執行衝突。
在過往競爭法域外適用所引發的規範及執行衝突中，英國曾經以
國會立法刻意反制美國反托拉斯法域外適用12，算是其中較為激烈者。
由於結合管制相較於卡特爾或獨占禁止規範出現較晚，在各國競爭法
中不乏晚近才立法或持續增補規範者，而且，各國競爭法制中普遍訂
有參與結合事業事前通知、申報或其他自主啟動程序相關規範或實務
操作方式，因此，更有制度空間可以調整結合管制措施，儘可能避免
競爭法制之間發生大規模規範或執行衝突。歐盟及其會員國之間關於
結合管制管轄劃分及彼此合作關係，既可透過正式超國家法規適度釐
清，也可以藉由歐洲競爭網絡（European Competition Network, ECN）
協調各成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彼此執法措施，就是其中典範。此外，
在美國及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人員與該領域律師奔走下，包括美國、
澳洲、加拿大、歐盟（及其成員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
本、韓國等 14 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高階官員，於 2001 年在美國紐約成
立國際競爭網絡（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ICN），也有助
於加強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彼此聯繫，就全球競爭政策及執法原則形
成共識。而各國間所簽訂的雙邊協議或多邊協議，例如：我國公平會

12

即 1980 年「貿易利益保護法」
（Protection of Trading Interests Act 1980）
。
11

與紐西蘭等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所簽訂的合作協議13、與日本等國家
競爭法主管機關所簽訂的瞭解備忘錄等14，也可以提供各該國家依其
法制處理域外結合案件時所需的交換資料及意見徵詢等交流平臺15。
本件「各國競爭法對於域外結合案件審查處理方式之研究」，在
上述公平會委託研究主旨之下，尚涉及競爭法域外適用的概念起源與
實務演變、結合管制在競爭法中相較於其他禁止反競爭行為規範的特
殊性，以及，域外結合管制在執行上所遭遇的實務困境等背景議題，
以下分別說明之後，再回頭檢視本件委託研究主旨「我國現行域外結
合案件處理原則之存廢、修正或其他調整方式」相關議題。
（一）競爭法域外適用問題
根據國際法上的一般概念，國家領域（Staatsgebiet）一方面既是
國家的構成及發展要素之一，另一方面又是國家對於活動其上的本國
人及外國人實施支配權限的空間及領域。因此，國家除對於領域外國
民實施 屬人 管轄 權限 之外， 基本 上僅 在其 領域內 實施 領域 主權
（Gebietshoheit）16。國家領域因此具有劃定國家之間彼此主權獨立、

13

臺紐競爭法合作協議（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AND THE NEW
ZEALAND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FICE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PETITION AND FAIR TRADING LAWS）
，簽署於 1997
年 12 月 18 日。
14

臺日競爭法適用瞭解備忘錄（全稱「亞東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亞東關係協會與

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間關於競爭法適用瞭解備忘錄」）
，簽署於 2015 年 11 月 26 日。
15

類似合作協議或瞭解備忘錄，例如：臺印、臺史、臺法、臺蒙、臺澳等其他 9 件公

平會對外關係文書，參閱：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534，
最後瀏覽日期：2020/7/16。
16

關於國家領域概念的詮釋，歷來有傳統所有權理論、19 世紀受黑格爾思想影響所

形成的德意志國家「特質理論（Eigenschaftstheorie）
」、空間理論、維也納學派所發展
12

排他行使界限的國際法上功能：在國際法上別無外交禮遇、元首豁免
等例外規範之際，在任何國家領域內實施統治行為者僅限於該國本身
或經該國所同意的外國主權措施，此即所謂「禁止於外國實施統治行
為」原則17。
與上述「禁止於外國實施統治行為」不同而應相互區分的國際法
問題，則是國家法律秩序得否就具有外國連繫因素的事務加以規範？
根據常設國際法院（StIGH）於「蓮花號案（Lotus Fall）」判決見解18：
國際法並不禁止國家法律規範基於國家領域外的（個案）事實（人員、
財產、行為等）連繫，經由司法機關審判及行政機關執法延伸其事務
適用範疇（der sachliche Anwendungsbereich）於涉外事務；至於該國
立法機關制定法律的空間效力範疇（der räumliche Geltungsbereich）
仍以國家領域為其界限，國家不得恣意制定法律跨越其空間效力範疇，
延伸至觸及外國事務的適用範疇。整體而言，法律的空間效力範疇與
事務適用範疇原則上必須相互調和，將適用範疇延伸至空間效力範疇
之外終究屬於例外情形。然而，國際法僅劃分主權國家彼此之間的統
治權行使界限，關於國家跨境行使統治權則任由國家彼此互動形成習
慣法或簽訂條約明文加以規範19。
聯合國憲章第 2 條第 4 款規定：「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
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
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此條成文國際法規定，確認

出的「權限理論（Kompetenztheorie）
」等變化，相關說明，參閱：Knut Ipsen, Völkerrecht,
5. Aufl., S. 277 (2004).
17

相關說明，參閱：Ipsen, a. a. O., S. 310 ff.

18

PCIJ, Lotus Case (France v. Turkey), PCIJ Ser. A, No. 10 (1927)，轉引自：Ipsen, a. a. O.,

S. 319
19
相關說明，參閱：Ipsen, a. a. O., S. 318 ff.
13

國家的領土主權並由此確立禁止干預他國領域內事務的基本原則。基
於此項原則，可以推導出：一國立法規範涉及外國事實者，必須以其
中 存 在 「 真 實 連 繫 （ echte Verknupfung, genuine link, sufficient
connection）」為其前提；亦即，一國制定規範外國事實的法律規定，
必須其中涉及內國事實，而該內國事實必須與擬規範的外國事實之間
「真實」或「實質且充分」連繫。根據常設國際法院上述「蓮花號」
判決意旨，國家固然得對於具有外國連繫因素的事實行使其統治權，
卻始終須於其本身領域內為之。由此可知：國家將其領域外的人員、
財產及行為納入法律規範或司法管轄，於其法律規範的空間效力範疇
外對人或對事例外加以適用，僅能透過其本身機關於自己的主權領域
內為之。國家秩序適用於涉外事務者僅限於涉及外國的人、物及行為，
不可誤以為法律因此適用於外國主權領域20。
近年來隨著經濟貿易活動全球化，域外適用問題在競爭法中的重
要性漸增；其中較為迫切的待處理議題，首推涉及多國的跨境結合與
國際卡特爾，兩者皆不侷限於單一國家管轄範圍內。然而，一國關於
跨境反競爭行為的禁止或管制規範，倘若無法及於在外國的限制競爭
活動，其規範效力勢必無法充分發揮21。由於美國 Sherman Act 制訂
於 1890 年遠早於歐盟等其他競爭法體系，加上該法除刑事制裁之外
尚有私人訴請三倍損害賠償制度，美國訴訟制度又提供廣泛的審前調
查，因而吸引跨國反托拉斯案件被害人透過美國法院尋求救濟，長久
以來在英國及歐盟陸續引發美國反托拉斯法域外適用相關爭議；近年
來又因美國僅具有間接連繫因素的競爭法案件也轉向美國法院尋求

20

相關說明，參閱：Ipsen, a. a. O., S. 320 ff.

21

美國鋁業案（US v. Aluminum Co of America, Alcoa, 148 F 2d 416, 1945）為此見解的

重要來源，相關說明，參閱：Ipsen, a. a. O., S. 324
14

救濟，關於美國法院就反托拉斯案件的管轄權爭議再度成為各方辯論
焦點22。
其實，美國法院在 Sherman Act 施行最初半世紀內尚不熱衷於反
托拉斯法的域外適用；大法官 Oliver W. Holmes 在「美國香蕉案
（American Banana）23」中主張：「一般而幾乎普遍的規則是：行為
合法或違法的性質，必須完全由行為（施行）所在國家的法律決定」。
Holmes 在「美國香蕉案」中所提出的域外行為合法性判斷標準，此
後雖然幾經修正、限制，卻也從此成為避免 Sherman Act「支配世界」
的有效防堵機制24。到了 1945 年「美國鋁業案（Alcoa）」判決推翻「美
國香蕉案」中關於 Sherman Act 域外適用的法律見解25，並發展出「效
果原則」持續獲得聯邦最高法院支持，美國法院關於反托拉斯法域外
適用的立場從此轉趨積極 26 。美國聯邦第 2 巡迴上訴法院由韓德
（Learned Hand）法官主筆的判決認為：
「對於不在向其效忠範圍內的
人，就其疆界外的行為，其後果發生於其疆界內而為該邦國（州）所

22

相關說明，參閱：Alison Jones/ Brenda Sufrin, EC Competition Law, 2nd Edition, pp.

1234-1235 (2004).
23

美國香蕉案概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涉外反競爭行為的管

轄權與準據法」
，公平交易季刊，第 22 卷第 2 期，頁 99-100（2014）
。該案中關於 Sherman
Act 域外適用問題 Holmes 大法官意見，參閱：American Banana Co. v. United Fruit Co.,
213 U.S. 347, 356, 29 S. Ct. 511, 512 (1909)，轉引自：Herbert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3rd Edition, p. 767 (2005).
24

相關說明，參閱：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ies, p. 767 (2005).針對 Sherman

Act 法條用語中的「任何人」
、「任何契約」等用語，聯邦最高法院在「美國香蕉案」
中不得不限縮解釋其意義：「美國無意以本法之規定，對於在巴拿馬或波多黎各所為
之行為，以刑罰相繩，相當明顯」，譯文引自：陳榮傳，前揭文，頁 100（2014）
。
25

美國鋁業案概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頁 100-101

（2014）
。
26

相關說明，參閱：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ies, p. 767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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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難者，任何邦國（州）均得課予責任；此等責任，其他邦國（州）
通常均將予以認許」27。該法院認定設立於加拿大而接手 Alcoa 的鋁
業有限公司（Aluminum Limited）與數家歐洲鋁業公司協議生產配額，
先後以由聯盟收購及向聯盟繳納權利金等方式處理超額產量，「此二
協議如係在美國境內所為，將明顯違法……倘其行為意圖影響進口，
並確已發生影響，即使在國外所為，亦屬違法。美國法院基於所謂「效
果原則（Effects Doctrine）」的反托拉斯法域外適用立場，從此確立28。
美國法院在「美國鋁業案」之後所採取的反托拉斯法域外適用立
場，引發許多國家的反對聲浪及反制措施，例如：英國國會早在 1964
年就通過「運送契約與商業文件法（Shipping Contracts and Commercial
Documents Act 1964）」禁止業者向美國當局揭露資訊，1980 年又制定
「貿易利益保護法」反制29；澳洲也於 1979 年制定「外國反托拉斯判
決限制執行法（Foreign Antitrust Judgement Restriction of Enforcement
Act 1979）」，加拿大則於 1985 年制定「外國域外措施法（Foreign

27

美國鋁業案（Alcoa）
：United States v Aluminum Co of America, 148 F 2d 416 (2nd Cir

1945)，判決文轉引自：Richard Whish/ David Bailey, Competition Law, 9th Edition, pp.
498-499 (2018).
28

判決譯文及摘要說明，引自：陳榮傳，前揭文，頁 100-101（2014）
。

29

該法試圖阻止英國公司遵循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域外執行，例如：該法第 1 條授權國

務大臣下命英國公司向其報告外國法所規定措施將影響國際貿易並危及英國貿易利
益，國務大臣並得禁止英國公司遵守此類措施；同法第 2 條授權國務大臣禁止英國公
司依外國當局要求提交該國領域管轄外的商業資訊；該法第 3 條則訂有罰則，並且重
申英國關於跨境事務的一貫國際法傳統解釋，亦即：領域及國籍管轄原則；該法第 4
條則規定英國法院不得提供外國法院司法協助以至損及英國主權。此外，英國法院也
在 British Nylon Spinners v ICI 及 Rio Tinto Zinc v Westinghouse Electric 等案中反制美
國關於反托拉斯法域外適用的司法判決實務 。相關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pp. 512-51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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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territorial Measures Act 1985）
」30。
關於「效果原則」，1976 年第 9 巡迴上訴法院於「Timberlane 木
材案（Timberlane Lumber）31」判決中承認：
「Alcoa 案的主張涉及牴
觸國際法、禮讓及良善裁判，在外國評論者之間引起全面爭論」；然
而，
「Timberlane 木材案」判決依舊主張：
「美國法院堅持在 Sherman Act
之下有某種域外管轄」。關於美國評論者及法院之間就管轄究竟可以
延伸多遠並無共識，以及，「效果原則」未能兼顧其他國家的利益，
也未就行為者與美國之間究竟有何關係的全部性質納入考量，該判決
於是提出「三方面分析」加以補充：首先，對於美國對外商務有某種
實際或意圖產生的效果；其次，該效果大到足以顯示其對原告造成可
以辨識的損害（因此構成違背反托拉斯法的民事違法責任）；第三，
美國的利益及連繫，包括該效果在美國商務上的影響程度，相較於其
他國家，是否強到足以正當化域外管轄的主張。關於第三方面的國家
利益及連繫強度，法院認為應考量 7 個因素：(1)與外國法律或政策衝
突程度、(2)當事人國籍或效忠國家或公司主要營業所、(3)相關邦國
（州）執法可期待的遵循程度、(4)比較該效果對美國及對其他國家的
相對重要性、(5)損害或影響美國商務的明顯意圖、(6)該影響的可預
見性、(7)在美國境內被控違法行為與在外國行為比較下的相對重要性
32

。上述判斷標準，在 1979 年的 Mannington Mills 案中，又增加了：

美國法院行使管轄權對於外交關係的影響；倘若法院提供救濟，當事
人是否被迫在任一國從事非法行為或面對兩國之間的矛盾要求；外國

30

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pp. 512 (2018).

31

關於 Timberlane 木材案概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頁

102-103（2014）
；判決資料來源 Timberlane Lumber Co v. Bank of America, 549, F. 2d 597
(9th Cir. 1976)，轉引自：Jones/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p. 1236 (2004).
32

判決引文，轉引自：Jones/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p. 1237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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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提供類似救濟，在美國是否也能接受；美國與該國有無就此締結
條約等因素33。顯然美國法院關於是否管轄反托拉斯（民事）訴訟，
其利益權衡往往隨每件（私人尋求救濟的）個案所涉及情境不同而有
變化。
美國國會於 1982 年制定「外國貿易反托拉斯改進法（Foreign
Trade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 FTAIA）34」
，以美國法院須就「涉及
與外國貿易或商務的行為」拒絕管轄的形式，規定 Sherman Act 僅得
例外適用於：1.該行為對於美國國內貿易或商務、對美國境內貿易或
商務有影響的出口貿易或商務，有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的效果者；
2.此效果得依該法提出主張者35。由此可見，我國「域外結合案件處
理原則」中所採納的「效果原則」規範形式，最主要仍是襲自美國上
述成文法律規定36。
美國國會制定 FTAIA 之後，法院仍透過個案裁判持續參與形塑
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適用法則。1993 年聯邦最高法院在「Hartford
案（Hartford Fire Insurance）37」再次重申：就「外國行為意圖在美國
產生且事實上確實產生某種實質效果者」
，法院即可行使（民事訴訟）

33

關於 Mannington Mills 案（Mannington Mills Inc. v. Congoleum Corp）, 595 F. 2D 1287

(3rd Cir. 1979)及其概要說明，轉引自：Jones/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p. 1237
(2004).
34

收納於 15 U.S.C.A. §6 a。

35

進口貿易或商務雖非該法所規範對象，仍得循「美國鋁業案」的「效果原則」處理；

法條引文及相關說明，引自：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ies, pp. 767-768 (2005).
36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 3 點第 1 款規定中「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等文

字，幾乎直接自 FTAIA 對應規定翻譯而來。至於其他各款規定，也不乏類似「Timberlane
木材案」及「Mannington Mills 案」判決書中所提及的法院管轄考量因素。
37

Hartford 案：Hartford Fire Insurance Co v. California, 509 US 764 (1993)；關於該案概

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頁 103-105（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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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權38。1997 年第 1 巡迴法院在「日本紙業案（Nippon Paper）39」
判決中，法院就司法部反托拉斯署（Antitrust Division, DOJ）對於數
家日本公司在日本針對輸美傳真紙聯合定價行為所提起刑事訴訟，認
為最高法院在 Hartford 案中已經「癱瘓」早期反托拉斯執法的禮讓
（comity）觀念，因而表示：「我們看不出任何站得住腳的理由能藉
由禮讓原則庇護日本事業免於刑事訴追」；該案也因此成為第 1 個將
反托拉斯法刑事管轄權限延伸到域外案件的首例40。
聯邦最高法院在 2004 年作成的「維他命案（Empagran）41」判
決中，根據 FTAIA 認定，原告既非美國事業，買入聯合定價的牛隻
用維他命因此受有損害，又分別發生在烏克蘭、巴拿馬、澳洲、厄瓜
多，即使被告的跨國卡特爾已遭美國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取締，就其
域外所受損害也無法在美國法院訴請救濟42。至於美國事業的子企業，
在域外採購聯合定價的零組件而受有損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也認為：
由於卡特爾的直接受害人是該域外子企業，其域外所受損害與該卡特
爾在美國的任何效果並非不可分，因此，該美國事業不得就此損害向
美國法院尋求救濟43。

38

判決引文，轉引自：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p. 499 (2018)。

39

日本紙業案：United States v. Nippon Paper Industries Co., 109 F. 3d (1st Cir. 1997)；

關於該案概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頁 105-106（2014）
。
40

判 決 引 文 及 相 關 說 明 ， 轉 引 自 ： Jones/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pp.

1239-1240(2004).
41

維他命案：Hoffmann-La Roche Ltd v Empagran SA, 544 US 155 (2004)；關於該案概

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頁 106-107（2014）
。
42

在本案中，不僅法院慎重考量過度開放三倍損害賠償救濟予非美國原告，將對卡特

爾參與者造成過度嚇阻；此外，英國、德國、加拿大及美國職機關都曾就本案提出法
庭之友（amicus curiae）意見，向聯邦最高法院指出此種風險。判決引文及相關說明，
轉引自：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p. 500 (2018).
43

此乃 Motorola 案
（Motorola Mobility LLC v AU Optronics Corp, 775 F 3d 81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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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盟方面，由於歷來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44、歐體條約45，以
及，現行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TFEU）雖然並未明文規定本身及其限制競爭規範的域外適用
46

。然而，歐盟限制競爭規範中「影響成員國間貿易」的扼要文字，

經由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寬鬆解釋，並不難適用於域外限制競爭行為；
歐盟執委會在個案執法實務上，就發展出下列 3 種域外適用原則：1.
「單一經濟體（single economic entity）原則」
；2.「實施（implementation）
原則」
；3.「修正的效果（qualified effects）原則」
。以下分別扼要說明
47

：
1.單一經濟體原則：在 1972 年的「染料案（Dyestuffs）48」中，

歐洲法院穿透母子企業之間的個別法人外觀，認定非歐盟事業的母企
業與屬於歐盟事業的子企業形成單一經濟體，因此，非歐盟事業的 ICI
必須就其透過屬於歐盟事業的子企業參與聯合定價行為，接受歐盟競
爭法主管機關依歐盟法律（標的管轄）訴追其違法行為（執行管轄）。
此項原則最關鍵判斷標準在於：母企業是否對子企業施加決定性的影
響力49。

由 Posner 法官所主稿的上訴審判決。判決意旨及相關說明，引自：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p. 500 (2018).
44

亦即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又簡稱羅馬條約。

45

該條約經 Treaty of Amsterdam amending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the Treaties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certain related acts 通盤修正，後者又簡稱阿
姆斯特丹條約。
46

相關說明，參閱：陳榮傳，前揭文，頁 113-114（2014）
。

47

相關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p. 502 (2018).

48

染料案：Cases 48/69 etc. ICI v Commission EU: C: 1972: 70；關於該案概要案情及判

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頁 115-116（2014）
。
49

相關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pp. 502-50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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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施原則：在 1988 年的「木漿案（Wood Pulp）50」中，歐洲
法院並未理會執委會所提出的效果原則主張，認為本案事實逕依國際
法上普遍承認的屬地原則即可處理。由於本案卡特爾在歐盟境內實行，
因此，其實施行為究竟透過歐盟境內的子企業、代理商、次代理商或
分支部門何者為之，就本案應適用歐盟競爭法而言並不重要51。
此外，在 1999 年的「Gencor 案52」中，歐盟初審法院將上述「木
漿案」的「實施原則」適用在域外結合上。即使參與結合的 2 家南非
礦場並未在歐盟境內從事生產活動，歐盟初審法院仍支持執委會見解，
認為本案已達到歐盟結合管制規則（EUMR）所規定的營業額門檻，
至於 EUMR（recital 11）規定參與結合者在歐盟境內須有「實質營運
（substantial operations）
，既可以是生產也可以是銷售；在本案中，參
與結合者在歐盟境內有超過 2 億 5 千萬歐元的營業額，意謂參與結合
者必定以某種方式在歐盟市場上有所活動。由於歐盟初審法院在判斷
本案管轄是否違反國際公法時，曾經認為擬議中的結合將在歐盟境內
發生直接而實質效果；雖然，歐盟初審法院在該案中僅就不干涉內政、
比例原則等禮讓觀點審視管轄權問題，關於其中涉及歐盟法院究竟如
何面對「效果原則」，在後續的「Intel 案」中終究由歐盟法院正面回
應53。

50

木漿案：Cases C-89/85 etc. A. Ahlström Osakeyhtiö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EU: C:

1988: 447；關於該案概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頁 117-118
（2014）
。
51

該案判決要旨及相關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p. 503 (2018).

52

關於 Gencor 案（Case T-102/96 Gencor Ltd. v. Commission of European Committee,

Judgement of 25. March 1999, ECR Ⅱ-753, 4 CMLR 971）概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
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頁 119（2014）
。
53

關於 Gencor 案裁判要旨及其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pp.

507-50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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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正的效果原則：面對執委會及其法律總顧問多次提及「效果
原則」，歐洲法院在 2017 年的「Intel 案（Intel v Commission）」中，
首次支持執委會援引「效果原則」處罰美國事業 Intel 支付中國事業
聯想（Lenovo）回扣，藉此阻礙超微（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
AMD）進入晶片及相關產品製造市場參與競爭。歐洲法院認為：正
如同「實施原則」主要著眼於防範事業選擇歐盟境外地點進行協議以
規避歐盟競爭法規範，「修正效果原則」也以防範歐盟境外行為所可
能產生的歐盟境內反競爭效果為其目的。適用「效果原則」的效果須
具備可預見、直接且實質等要件；可預見性標準僅須行為的「可能」
效果即可滿足，至於實質標準則須綜合判斷違法行為者的整體競爭策
略而非割裂判斷回扣等個別行為54。
歐洲法院在上述「Intel 案」中，否認 Intel 所主張的歐盟法院並
未承認「效果原則」立場，似乎已經脫逸出法學者長期觀察歐盟法院
判決實務基本上遵循「域內行為」管轄原則的既往軌跡55。另一方面，
長期反對美國藉由「效果原則」延伸反托拉斯法適用範疇的日本官方，
近年來也已經有所轉變：在 1997 年的「日本紙業案」中，日本政府
還曾經向法院提交「法庭之友」意見，認為域外適用美國反托拉斯法
將牴觸國際法。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JFTC）於 2015 年針對日本松
下集團（Panasonic）旗下的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子企業與韓國三星
集團（Samsung）旗下的馬來西亞子企業參與國際卡特爾以維持映像
管價格，開罰總額達 32 億日圓；由於採購系爭映像管的電視製造商

54

關於 Intel 案（Case C-413/14 P Intel v Commission EU: C: 2017: 632）判決要旨及其

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pp. 504-505 (2018).
55

關於歐盟執法機關處罰域外所為反競爭行為處罰的理論依據，其一為「效果」，其

二為擴大「域內行為」併納入「實施」概念，歐盟法院基本立場似乎傾向於後者；相
關案件整理及說明，參閱：陳榮傳，前揭文，頁 120（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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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為日本電器製造商的東南亞子企業，而 JFTC 計算罰鍰金額係以
日本境外銷售交易的映像管為基準，下游上述電視製造商所生產最終
商品又未必均銷往日本，本案裁罰因此不僅被認為 JFTC 轉而採取「效
果 原 則 」， 甚 至 遭 學 者 批 評 為 競 爭 法 域 外 適 用 「 射 程 最 遠
（furthest-reaching）」者。此外，日本所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
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第 16 章第 16.1 條第 2 項雖然規定：會員國致
力於其境內就全部商業行為適用其內國競爭法；該條項註解卻附記：
本項規定，不得解釋為排除會員國就其境外商務活動於其境內具有反
競爭效果者適用其競爭法，隱然承認會員國其實可以採取「效果原則」
域外適用其內國競爭法56。
綜觀上述競爭法域外適用相關爭議，各國行政管制及司法審判實
務不僅尚在演變之中，其彼此之間也頗有差異；通盤解決圍繞此議題
所引發的國際間競爭法重疊及管轄衝突，最終仍須仰賴雙邊或多邊條
約、協議或習慣法加以調和，或者，藉由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及競
爭法專業律師）參與的國際合作平臺，從經驗交流、資訊交換、彼此
諮詢等更為務實的操作層面，逐步建構經濟貿易全球化趨勢下的競爭
法和諧適用環境57。

56

相關說明，參閱：卯木孝，前揭書，頁 82-85（2020）
。

57

參閱：Ipsen, a. a. O., S. 324；卯木孝，前揭書，頁 85-88（2020）
；關於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國際貿易組織（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ITO）的哈瓦那憲章（Havana
Charter）第 5 章包含反托拉斯成文規範，其後 GATT 與 WTO 均未納入事業競爭規範，
WTO 於 2004 年多哈回合（Doha Round）之後正式放棄競爭政策，此外，國際組織如
OECD、UNCTAD、ICN 均（曾經）致力於推動競爭規範國際化，以及，歐盟與美國、
加拿大、日本、南韓、瑞士、巴西等國簽訂合作協議等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pp. 514-5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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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管制在競爭法中的特殊性
上述各國關於競爭法域外適用的指標性個案，絕大多數涉及跨國
卡特爾（聯合、共謀）的違法責任追究；而美國聯邦法院所作成的相
關判決，更以民事訴訟為其大宗。然而，各國透過國會立法或法院判
例決定：受訴法院（在國境內）是否管轄涉及外國人或領域外行為的
系爭民事或刑事案件（並選定國內法為裁判準據法），僅係針對內國
競爭法是否及如何適用於涉及域外要素案件的國境內主權行使裁量58，
在國際法上，與法院通知在外國的當事人出庭、通知在外國的證人提
出文書等在域外行使司法公權力的明顯違反國際法（干預該外國內政）
行為迥不相侔59。
包含我國公平法在內的各國競爭法制度，往往包括各類不同性質
的法律規範，例如：針對特定妨害市場競爭秩序的禁止規範、違反此
等禁止規範所衍生的（民事、刑事及行政）法律責任、反托拉斯法執
法機關或競爭法主管機關循行政體制調查及訴追違法行為、法院受理
並審理私人所提起民事（排除侵害及損害賠償等）救濟訴訟、法院受
理並審判執法機關所提起刑事訴追案件，以及，以我國公平法為例60，
由競爭法主管機關循行政程序介入個案（事前）審議及准駁、附加附
款及事後監督、裁罰，甚至解體等強制處分，各類因規範對象不同而
性質各異的實體及程序規範61。

58

即使於此情形，該內國立法或司法判決，仍須遵循國際法上「真實連繫」要求而非

恣意決定，相關說明，參閱：Ipsen, a. a. O., S. 321-322.
59

參閱：Ipsen, a. a. O., S. 311 vgl. S. 319-322.

60

參照：公平法第 11 條、第 13 條、第 15 條第 1 項但書及第 2 項、第 16 條至第 18

條、第 39 條等規定。
61

至於行政機關得否逕就下命禁止、裁罰、解體等強制措施逕自（或由行政執行機關）

執行，抑或循司法管道經法院裁判後始得執行，各國競爭法依其既有法制體例彼此之
24

我國國際私法學者也曾指出：不僅對於同一涉外反競爭行為，各
國法律可能依不同原則予以適用；由於各國競爭法（反托拉斯法）的
法規（立法及判例法）體例（形式）乃其國內法一環，事業關於競爭
的跨境行為所涉及刑事不法與行政處罰規範適用問題，仍須依該國刑
事法、行政法相關制度分別決定，不宜與遭受不法行為侵害的私人（循
民事訴訟程序）請求損害賠償或尋求其他救濟，法院就此決定是否管
轄（並選定國內法為裁判準據法）的法規適用情境相互混淆，兩者其
實各有其相應的國際法原理及實證法律規範內涵62。
綜觀各國競爭法發展歷程，結合管制規範不僅出現較晚，其規範
內涵、法律效果及執行方式，與其他限制競爭行為大抵以禁止、（刑
事或行政）處罰，以及，就事業（及個人）違法責任提供被害人民事
（排除侵害及損害賠償）救濟管道的規範型態相較之下，顯然更倚重
行政機關介入而在行政程序上更加繁複細膩。以美國反托拉斯法為例，
早在 1890 年制訂的 Sherman Act 第 1 條及第 2 條，即可（以自由刑或
罰金）處罰導致獨占或市場集中的結合行為；而 1914 年制定，用以
補強 Sherman Act 的 Clayton Act，其第 7 條則明文禁止從事商務者藉
由取得他事業股份或出資額導致實質上減損競爭或形成獨占之虞，並
導入三倍損害賠償的民事救濟制度。直到 1976 年國會通過「反托拉
斯改進法（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 of 1976，HSR

間尚存在顯著差異，涉及各該國家公權力具體貫徹於個案的執行方式不同，不宜混淆。
例如：屬於英美法系的紐西蘭，競爭主管機關除作成「（聯合、結合尚不足以實質減
損競爭）聲明（clearance）」「
（例外）許可（足以實質減損競爭的聯合、結合）」等行
政決定之外，並無課予行政罰鍰的權限；罰鍰基本上循民事訴訟程序由法院裁判決定，
至於禁止結合命令則由競爭主管機關或其他人循民事訴訟程序向法院訴請核發禁制
令的形式為之，與我國行政執行法制極為不同；相關說明，參閱：Anna Kingsbury,
Competition Law in New Zealand, pp. 55-66 (2019).
62

相關說明，參閱：陳榮傳，前揭文，頁 95-97，以及，頁 120-155（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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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增修 Clayton Act 第 7 條之 a，要求達到一定門檻以上的事業於
結合完成前須向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申報（notify）63，自義務人依法
完整申報時起 30 天（現金併購或賣方破產者，15 天）內或主管機關
提前發給「提前結束（Early Termination）」通知之前的「等待期間
（waiting period）」內，不得從事組織整併或其他任由買方控制賣方
等「偷跑（gun-jumping）」行為，結合管制的「事前申報」制度才成
型（；至於遲延申報者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將按日追徵怠金，未完整
申報者等待期間將重新起算；關於違法結合責任，該法除提供三倍損
害賠償之外，法院亦得依聲請判命被告解體等禁制令作為其違法行為
的矯正措施）64。
至於歐盟方面，羅馬條約與巴黎條約不同65，並無類似後者（針
對特定產業所制定）的結合管制規範。針對事業結合所導致的限制競
爭問題，執委會於是藉由適用歐盟競爭法中的限制競爭規範66，防止
事 業 以 併 購 方 式 延 伸 其 市 場 支 配 力 量 。 在 「 Europemballage 案
（Europemballage Corp and Continental Can Co Inc v Commission）67」
中，歐洲法院支持執委會立場，認為：「具有支配地位的事業強化其

63

關於早期美國反托拉斯法上對於事業結合的規範說明，參閱：廖義男等，公平交易

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
：第一條至第十七條，第六條，邊碼 1-8（2003）
。
64

相關說明，參閱：FTC Premerger Notification Office, Hart-Scott-Rodino Premerger

Notification Program, Introductory Guide Ⅰ (2009).
65

巴黎條約（Traité de Paris）由法國、西德、義大利、比利時、荷蘭及盧森堡代表簽

訂於 1951 年，次年生效，設立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
；該條約已於 2002 年失效。
66

亦即，相當於現行 TFEU 第 102 條及第 101 條的歐體條約第 82 條及第 81 條規定。

67

該案經執委會認定，認定具有支配地位的事業透過併購競爭對手而強化其支配地位，

違反歐體條約第 82 條，被處分事業不服提起訴訟，一路上訴至歐洲法院作成終審判
決：Case 6/ 72, Europemballage Corp and Continental Can Co Inc v Commission [1973]
ECR 215, [1973] CMLR 199；轉引自：Jones/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p. 856(2004).
26

支配地位，達到實質上桎梏競爭的程度者」即構成歐體條約第 82 條
所禁止的濫用支配地位行為。自此，執委會於是活用歐體競爭法中的
限制競爭規範，後續在「BAT and Reynolds（BAT and Reynolds v.
Commission）68」案及「Cook and Kerse（C. J. Cook and C. S. Kerse, E.
C. Merger Control）69」案，分別適用事業間協議、濫用支配地位等限
制競爭禁止規範，介入干預（可能衍生限制競爭後果的）事業間併購。
1989 年底，理事會終於採納執委會建議通過歐體結合管制規則
（Council Reg. (EEC) 4064/ 89，ECMR），次年 9 月 21 日正式生效。
上述歐體結合管制規則經 2 次修正之後，整併並隨歐盟組織轉型而更
名為「歐盟結合管制規則（Regulation 139/ 2004，EUMR）」70。理事
會另通過一項實施規則（Reg. 802/ 2004）加以補充，關於 EUMR 各
項規定如何解釋適用，執委會也公布數項指導原則加以說明：「集中
化概念通告（Notice on the concept of concentration [1998] OJ C66/ 5,
[1998] 4 CMLR 586）」、「有關事業概念通告（Notice on the concept of
undertaking concerned [1988] OJ C66/ 14, [1998] 4 CMLR 599）」
、
「營業
額計算通告（Notice on calculation of turnover [1998] OJ C66/ 25, [1998]
4 CMLR 613 ）」、「處理特定集中化的簡化程序通告（ Notice on
simplified procedure for the treatment of certain concentrations）」
、
「矯正
措施通告（Notice on remedies）」、「水平結合審查通告（Notice on the
appraisal of horizontal mergers [2004] OJ C31/ 5）
」等71。

68

Cases 142 and 156/ 84, [1987] ECR 4487, [1988] 4 CMLR 24，轉引自：Jones/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p. 858(2004).
69

C. J. Cook and C. S. Kerse, E. C. Merger Control (3rd edn., Sweet & Maxwell, 2000)，轉

引自：Jones/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pp. 856-857(2004).
70

須特別加以說明者，EUMR 名為「規則」
，在歐盟法制中實則等同於超國家法律。

71

部分執委會通告如今已修正或廢止；關於歐盟結合管制的案例法及理事會立法歷程

及其背景說明，參閱：Jones/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pp. 854-862 (2004)。關於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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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MR 所建構的規範架構，將原本由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以事業
結合將構成限制競爭協議或濫用支配地位等違法情形為由，經由調查、
蒐證進而發動公權力干預及處罰的行政（事後）查核處罰程序，翻轉
為以擬參與結合事業事前依固定格式向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申報為
核心的新制度。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依 EUMR 及相關行政法規受理
審查，且須於一定期間內（大約 25 至 35 個工作天）評估該申報案件
是否落入 EUMR 所定範疇內、是否有相當疑慮判斷其結合將與共同
市場不相容，此即所謂「第一階段審查（Phase Ⅰ investigation）」程
序；根據以往實務運作情形，大約 9 成至 9 成 5 結合申報案件在「第
一階段審查」程序就終結。倘若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認定結合申報案
件與共同市場是否相容有相當疑慮，將啟動「第二階段審查（Phase Ⅱ
investigation）」程序，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在接續而來的另一段期間
內（大約 90 至 125 個工作天）完成審查，作成是否禁止結合的最終
決定。在結合申報前及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審查期間（亦即參與結合
者的「等待期間」）內，結合不得實施，此即所謂「暫停實施（suspension）」
的禁制效力；違反「暫停實施」規定的「偷跑（gun-jumping）」者，
將由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處以最高至全球營業額 10%的鉅額罰鍰。至
於不服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各類行政裁決者，則由歐盟初審法院及歐
洲法院受理後續行政爭訟事件72。
從上述美國反托拉斯法及歐盟競爭法先後正式納入結合管制的

盟結合管制規範遲未制定規則，理事會終究通過 4064/ 89 號規則，以及，其施行初期
概況與 1997 年理事會通過 1310/ 97 號規則加以修正、447/ 98 號規則及其附件規定申
報期間、聽證、申報形式與內容等說明，並請參閱：廖義男等，前揭報告，第六條，
Rn. 59-107（2003）
。
72

關於 EUMR 的管制規範架構說明，參閱：Jones/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pp.

862-864(2004)；而 2004 年以後迄至 2018 年為止的制度演變及 EUMR 各階段程序及
標準等，併請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pp. 848-85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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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轉變中可以發現：結合管制將基本上著重於個案事後調查、處罰
或矯正違法限制競爭行為的「特定行為禁止－（民事、刑事、行政）
責任追究」行為規範架構，全面向前部署為通案「事前申報－（暫停
實施－）審查決定」的行政管制體系。相較於前者針對（通常已經發
生的）違法行為進行事後追究，依各國法制體例由一般執法機關（例
如：美國聯邦及各州檢察官）、競爭法主管機關或私人透過法院審判
執法（例如：美國 Sherman Act）
，或另行創設行政作用架構由專責主
管機關執法；後者則透過立法再向前部署「申報－審查」制度，課予
參與結合者配合申報行政作業且額外承受「暫停實施」等（原本不存
在的）各類作為及不作為義務，尤有甚者，「申報－審查」對象絕大
多數為事業合法行為，且其中大部分無涉限制競爭疑慮因而毋須投入
過多行政資源詳為審查（例如：EUMR 架構下的歐盟競爭法實務）73。
整體而言，不僅競爭法主管機關基於執法成效考量，有必要將行政資
源集中於可能導致限制競爭的極少數個案；另一方面，由於結合管制
不免干擾（絕大部分並無限制競爭疑慮的）正常商務及貿易活動，依
比例原則亦須儘可能降低申報義務及「暫停實施」義務對於關係人所
造成的（額外）負擔。以歐盟為例，當初各成員國同意採行結合事前
申報制度，各階段程序明確、執委會須於緊湊的法定期限內行使職權
極為關鍵74。歐盟各級法院於受理後續相關爭訟案件時，也多次強調
EUMR 制度下各階段程序迅速的重要性，執委會裁決須嚴格遵循期限

73

截至 2018 年間，歐盟競爭主管機關所受理結合申報案件，絕大多數在「第一階段

審查」的 25 個工作天內就完成程序，大約僅有 3%結合申報案件進入
「第 2 階段審查」；
相關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p. 849 (2018).
74

各成員國尤其擔憂：程序拖延勢必阻礙事業靈活尋求產業轉型商機；相關說明，參

閱：Jones/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p. 86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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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儘可能減少干擾市場運作75。
在上述法律制度及競爭政策背景下，結合管制中的事前申報程序
規範重點之一，就在於明確劃定結合申報義務人及申報門檻。就此，
美國國會採用具表決權股份或資產交易總額為計算門檻標準，併採交
易雙方銷售金額為降低門檻計算標準76；歐盟理事會則採用營業額認
定參與結合事業「具有共同體規模（with a Community dimension）」
為申報門檻77，申報義務人原則上為各類交易的買方，於交易及宣布
公開收購之後或揭露其誠信交易意圖之後提出申報78。
以美國及歐盟的結合事前申報程序為例，另一項提高管制成效的
規範重點則是：嚴格管控「等待期間」
，申報義務人違反規定「偷跑」
者固然須受罰，競爭法主管機關也須遵守法定期限，不得恣意拖延程
序；歐盟方面相關實務經驗亦已如上所述。此外，法規授權競爭法主

75

相關判決如：Case C-170/ 02 P Schlüsselverlag JS Moser v Commission EU: C: 2003:

501，以及，Case C-42/ 01 Portuguese Republic v Commission EU: C: 2004: 379，均轉引
自：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p. 876(2018).
76

美國 HSR Act 明定具表決權股份或資產交易雙方均須申報，公開收購者僅由買方申

報；申報門檻則以買方於收購後，累計取得具表決權股份或資產總價計算，達 2 億美
元者均須申報；至於收購者與被收購者事業規模達各達一定金額（1 千萬、1 億美元）
者，則門檻降低為 5 千萬美元；門檻金額授權 FTC 依 GDP 變化情形調整。參照：Section
7A of the Clayton Act, 15 U.S.C. 18a, as added by the 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 of 1976, Pub. L. 94-435, 90 Stat. 1390。
77

歐盟 EUMR 明定「具有共同體規模」者為：參與結合事業全球總營業額達 50 億歐

元，或者，至少 2 參與結合事業在共同體營業額達 2 億 5 千萬歐元，且參與結合事業
的共同體營業額無在單一成員國境內達 2/3 者；此外，未達上述門檻，而參與結合事
業全球總營業額達 25 億歐元、總營業額至少在 3 個成員國中均達 1 億歐元且其中至
少 2 事業營業額在至少在 3 個成員國中均達 2 千 5 百萬歐元、其中至少 2 事業在共同
體營業額均達 1 億歐元，且參與結合事業的共同體營業額無在單一成員國境內達 2/3
者，也「具有共同體規模」。參照：EUMR 第 1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
78

參照：EUMR 第 4 條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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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得及早結束「等待期間」的彈性機制，也讓執法者適切篩選案
件、繁簡分流，以便加速簡易案件及整體申報程序處理速度，又不致
錯放須予以禁止或附加附款防範其中所隱藏限制競爭風險的結合案
件。就此，美國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依 HSR Act 授權79，針對可能涉
及限制競爭的結合申報案件，得向併購交易當事人要求補充資訊或文
件資料，以「第二次徵詢（second request）」程序將「等待期間」自
補件完整起算延長大約 30 天；倘若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認為該交易
將違反（申報義務以外其他）反托拉斯法實質規定，將向法院聲請禁
制令禁止該交易實施。上述事前申報程序的案件分流措施，大幅減少
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事後針對結合尋求矯正措施情形；由於執法機關
僅就不到 4%的結合申報案件發出補件徵詢使其進入「第二階段」實
質審查80，企業律師也普遍認為事前申報程序運作相當成功 81。至於
縮短「等待期間」措施，美國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經申報人提出完整
資料並請求縮短「等待期間」
，通常在受理後 2 週內就能完成審查82。
歐盟執委會自 2000 年起即公布結合申報簡易程序，針對共同母企業
取得合資事業共同支配、異業結合、結合後市場占有率較低等情形，
於 1 個月內完成審查決定83。

79

參照：Section 7A(e) of the Clayton Act.

80

近期資料，參閱：Hart-Scott-Rodino annual report Fiscal Year 2019，5-6，FTC, (2019).

81

相關說明，參閱：FTC Premerger Notification Office, Hart-Scott-Rodino Premerger

Notification Program, Introductory Guide Ⅰ (2009).
82

以 2019 預算年度資料為例，4,142 件申報案中有 1,507 件同時申請提前結束等待期

間，其中 1,107 件通過縮短等待期間，比例相當高；參閱：Hart-Scott-Rodino annual report
Fiscal Year 2019，Appendix A，FTC, (2019).
83

相關說明，參閱：廖義男等，前揭書，第六條，邊碼 94-97（2003）
。此外，後續頒

布的「處理特定集中化的簡化程序通告（Notice on simplified procedure for the treatment
of certain concentrations, OJ [2013] C 366/ 5）
」中，歐盟執委會另提供簡化申報表格
（Short Form CO）
，減輕申報人資訊提供上的負擔；至於適用簡化程序的結合申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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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即使結合申報制度發展出篩選案件、繁簡分流等更為細緻
的程序規範，例如：歐盟也因此為 EUMR 特別制定「執行規則
（Implementing Regulation）84」進一步規範申報、期限、聽證、檔案
近用、保密、救濟等事項；然而，有鑑於結合申報義務可能加諸於跨
產業別各類股份或資產交易（潛在）當事人，因而對於歐盟結合管制
可能感興趣者也將散布各成員國及全球，執委會因而頒布多件關於程
序或實體事項的「通告（Notice）」「指導原則（Guidelines）」及「最
佳實務（Best Practices）」等非屬法規性質的參考資訊85。此外，競爭
總署（DG COMP）也在官方網站上提供各類相關資料，執委會則彙
編「歐盟競爭法：結合立法（EU Competition Law: Merger Legislation）」
手冊（／線上電子書）
，儘可能廣泛提供各界參考86。美國方面，FTC
也針對 HSR Act 執法相關議題彙編類似實用手冊87、在官方網站上提
供各類相關資料，儘可能廣泛提供各界所需公開資訊。
至於結合管制的事務管轄及權限歸屬問題，由於事前申報制度將
行政監督架構全面向前部署，競爭法主管機關不再僅針對個別違法限
制競爭行為事後調查、處罰或發動矯正措施，轉而在結合實施之前即
介入監督各類可能導致結合的股份或資產交易活動。就競爭法主管機
關此項新增的行政管制任務而言，對應於事業透過結合調整組織及經

件類型，在 2003 年以後也有所調整；相關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pp.877-878(2018).
84

亦即 Regulation 802/ 2004, OJ [2004] L 133/ 1。

85

法院認為：通告未牴觸歐盟條約或 EUMR 者，執委會亦應受其拘束，參照：Case

T-282/ 06 Sun Chemical Group BV v Commission EU: T: 2007: 203，轉引自：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p. 851(2018).
86
相關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pp. 850-852(2018).
87

例如：Model Request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ry Material (Second

Request, 2019)，以及，What is the Premerger Notification Program? An Overview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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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策略需求有增無減，不僅案件量龐大且所涉及產業別、交易型態繁
複多樣，實務上的行政負擔無論質或量均相當可觀88。此外，競爭法
主管機關掌理此項行政管制事務，亦須由法規授予其代表國家有效行
使公權力的合法權限（Kompetenz）
，並根據此項合法權限劃定與其他
機關之間的管轄（Zuständigkeit）事務分配89。歐盟以其超國家組織及
權限涉入結合事前申報事務，關於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與成員國競爭
法主管機關彼此之間的權限及管轄事務分工，自始即為各方高度關注
焦點90，其後更明確規範於「具有共同體規模」的申報門檻規定91，
以及，各類移轉申報案件管轄規定之中92。當然，執委會在歐盟的超
國家架構下擁有 EUMR 所規範各項決定的「唯一（sole）」管轄權93；
各會員國基於公共安全、媒體多元等公共利益採取其他措施時，仍須

88

以歐盟為例，雖然基本上由執委會作成 EUMR 規範下的相關決定，為提升結合管

制成效，也在內部推動各種授權（競爭總署 DG COMP）及專業分工（業別分工單位、
首席競爭經濟分析師、聽證官）等組織設計；相關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p. 850(2018).
89
關於權限與管轄兩個概念在行政法學理上的相互關係，參閱：陳敏，行政法總論，
第五版，頁 924（2007）
。至於國際（公）法上泛稱「管轄（jurisdiction）
」者，對應於
內國行政法上述概念區分，也包含內國支配系爭事務（標的）並加以規範的「權限」，
以及，與其他國家劃定彼此就系爭事務執行國家任務的「管轄」範疇兩面含意。相關
說明，參閱：Ipsen, a. a. O., S. 318-324。
90

歐盟遲未制定結合管制規範，其原因之一，係部分成員國不願讓渡其結合管制權力

予歐盟，希冀保留各自於境內控制產業結構轉變的經濟自主權；相關說明，參閱：Jones/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p. 855(2004).
91
參照：EUMR 第 1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
92

參照：EUMR 第 4 條第 4 項、第 4 條第 5 項、第 9 條第 2 項、第 22 條等規定。相

關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pp. 867-872(2018).
93

此即貫徹所謂「單一窗口（one stop shopping）
」原則的 EUMR 第 21 條相應規範，

藉以避免各成員國結合管制規範疊床架屋、拖延時程、相互衝突，無端減損行政效率、
虛耗社會成本、升高不確定性等弊害；相關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pp. 864-86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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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執委會溝通並由後者評估其與歐盟法的相容性94。
（三）域外結合管制的執行困境
結合管制相較於其他禁止反競爭行為規範的特殊之處延伸至域
外適用情境，則競爭法主管機關受制於其法規權限及事務管轄範圍的
執行困境也隨之浮現。在我國法制中，屬於國內其他行政機關職掌的
跨境投資、（產業別）目的事業經營主體資格等事務所涉及的結合管
制，各該主管機關依其作用法規上的特別授權規定而另有執法準據。
在「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本法」範圍內95，公平會就域外
結合案件執法，無論受理申報、審查資料、要求補件、裁罰未依法申
報者、附加附款、禁止結合、下命解體等，也以我國法律的空間效力
範疇為其界限。因此，對於事業登記地點及（主要）營業地、商品或
服務銷售地點不在我國境內，亦未於我國境內登記96、設立分公司97、
設置子企業或代理商的結合參與者，即使尚能勉強依行政罰法第 6 條
第 3 項規定就其違反我國行政法上義務加以處罰，亦無法就各類下命
處分或裁罰處分有效予以執行98。有鑑於此，各類域外結合管制措施，

94

參照：EUMR 第 21 條第 4 項規定。

95

參照：公平法第 46 條規定。

96

參照：公司法第 6 條規定。

97

公司法第 371 條第 1 項規定：
「外國公司非經辦理分公司登記，不得以外國公司名

義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業務」
，同條第 2 項並對於違反此項規定者定有民事及刑事責
任。公司法第 372 條第 1 項則規定：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者，應專
撥其營業所用之資金，並指定代表為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使其在我國境內能
承擔刑事、行政及民事法律責任。
98

行政執行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執行，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為之。

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
之」，關於其空間效力範疇雖未明定，終究無法跨越該管行政機關或行政執行署實際
行使公權力的空間範疇之外。
34

尤其，關於事業結合是否導致限制競爭後果尚未臻於明確的申報程序，
亟須各該參與結合的域外事業或個人主動協力，始能順利施行99。
然而，正如同卡特爾等限制競爭行為被害人挑選提供三倍損害賠
償、強大審前調查程序的美國提起民事救濟，在國際間引發競爭法域
外適用競合的「選購法院（forum shopping）」問題，轉到各國紛紛實
施結合事前申報制度所伴隨的（行為或效果）跨境結合案件多國重複
管制情境中，也引起申報義務人跨國「選擇行政機關」現象；而申報
義務人為爭取時效（使各該管轄國家結合申報「等待期間」同時進行，）
多重申報，極易衍生寬嚴不一的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間就同一結合
案件彼此決定矛盾，激化國際間經濟貿易關係的衝突與對立相關問題
100

。對照歐盟已經透過 EUMR 及 TFEU 第 102 條（與第 101 條）實

務案例，相當程度統合歐盟與各成員國彼此之間關於結合申報、審查、
禁止、解體及其後續倘若涉及限制競爭問題時的矯正措施，各國競爭
法制及其執法實務關於結合申報、審查及其後續矯正或救濟措施之間
彼此重疊、競合矛盾，透過既有（鬆散）的雙邊及多邊國際合作平臺
畢竟難以調和101。

99

至於被害人請求（三倍）損害賠償、聲請法院判決禁制令，以及，在美國等行政管

制措施須經由法院裁判始能強制執行的國家中，其競爭主管機關就此訴請法院裁判等
情形，則屬於司法管轄問題而與本段所述情形稍有不同，已如本文關於競爭法域外效
力問題的背景分析所述。
100

尤其，在美國及歐盟等針對結合申報設有嚴格期限規定的競爭法制中，競爭主管

機關尚須儘早決定是否進入實質審查或甚至禁止結合，更提高跨國（或具有國際性質
的）結合案件在不同國家競爭主管機關決定之間有所出入的可能性。關於美國與歐盟
就跨國（或具有國際性質的）結合案件管制差異及透過多邊協議解決問題等相關分析，
參閱：林心怡，
「論全球化時代美國與歐體國際結合管制差異與衝突之緩和」
，公平交
易季刊，第 13 卷第 2 期，頁 101-178（2005）
。
101

尤有甚者，
「國際間如美國與歐體等強權競相擴張其內國管轄權判斷標準，配合強

大的經濟與政治力量域外適用其內國競爭法規範之發展，更加突顯了僅有強權間之利
35

在上述國際結合管制規範彼此競合的背景情境下，強勢競爭法制
如美國、歐盟以外其他國家在結合事前申報程序中邊緣化，申報義務
人向強勢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或競爭法主管機關申報之餘，僅附隨性
向其他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並不令人意外102。因此，美國、
歐盟等強勢競爭法制以外其他國家即使不斷強調其結合管制規範的
域外適用及行政管轄，倘若在申報審查速度、行政效能及後續執法所
展現的調查能力、執法強度（，以及，實際經濟貿易影響等）各方面
無法與強勢競爭法制匹敵，在域外結合管制事務上依舊無法擺脫相對
「邊緣」與「附隨」的國際地位。其實，小型經濟體、新興競爭法制
也各有其調適自身「邊緣」與「附隨」國際地位的相應對策，例如：
紐西蘭，其結合管制標準先後追隨歐盟與美國，而結合事前申報維持
自願性質、主管機關甚至提供專人諮詢服務，對於處於類似情境的其
他競爭法制就頗具啟發意涵。
尚有值得一提者：我國公平法並未於法律層級明定其域外適用，
對照其他高度法典化的大陸法系國家，針對此類涉及法律本身的空間
效力範疇事項直接以法律明文規定 103 ，公平會卻以行政規則性質的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規定域外結合案件得考量 10 款因素「決
定是否管轄」104。姑且不論規範體例上是否牴觸法律保留原則及授權
明確原則，該點所列舉 9 款中的第 1 款幾乎抄自美國已經法典化的「效

益相爭，小國對於相同事件對於內部競爭秩序之決定權難以受到尊重的國際現實問
題」
，相關說明及引文，參閱：林心怡，前揭文，頁 103-112（2005）
。
102

本研究計畫主持人與 2 位協同主持人於今（2020）
年 7 月 29 日下午進行研究會議，

2 位協同主持人依律師事務所處理跨國（具國際性質的）結合案件文件作業實務，曾
提出類似觀察心得。
103

例如：德國 GWB§185Ⅱ明文將域外行為得適用該法的聯繫因素「效果」直接規定

於法律之中；此外，韓國公平法亦有類似明文規定。
104

參照：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 3 點規定。
36

果原則」、第 4 款大抵源自於相同的立法意旨，第 2 款也依循「效果
原則」權衡市場影響的相對重要性，第 5 款在「禮讓」觀點之外其實
頗有對比強勢競爭法制及其影響下其他國家類似體系的參考意味，第
7 款、第 8 款既兼顧比例原則、遵守國際法等觀點也包含「禮讓」其
他競爭法制相關考量，第 3 款、第 6 款及第 9 款則不失為考量我國行
政體制權限範疇及執法成效的務實指標，錯縱交雜多種競爭法「域外
適用」概念及其限縮考量。比較上述美國、歐盟及日本等國競爭法主
管機關（針對限制競爭行為訴追問題）域外適用競爭法實務，雖有「兼
容並蓄」外觀，卻不免內含相互衝突觀點；是否務實可行，仍須累積
執法經驗妥為檢視。
（四）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再衡酌
針對我國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本研究計畫初步就其
規範體例及條文進行法釋義分析，整理出以下問題，後續將對照美國、
歐盟、日本、韓國、英國、新加坡、紐西蘭等國競爭法制進一步分析：
1.關於「行使管轄權」與否，主管結合事前申報的行政機關得否
比照（英美法或歐盟法下的）法院自行決定？比較各國法制之後初步
發現：韓國公平法第 2-2 條明文該法「適用於在國外實施的任何影
響國內市場的行為」。
2.關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中各點規定，是否將其中所規
範事項涉及外國事業者（行使管轄權與否），移入「涉外案件處理要
點」（，以便與後續針對其他限制競爭行為所採取的調查及矯正措施
共通事項合併規範）？比較各國法制之後初步發現：美國 FTC 與 DOJ
於 2017 年 初 所 共 同 頒 布 的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AND COOPERATION”，即採取
此種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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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中各點規定，是否將其中涉及
結合申報事項者，移入「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規範？
4.關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中有關提出申報者規定105，是
否須移入公平法施行細則規範106？
5.關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中有關「管轄」考量因素規定，
如果屬於境外事業是否承受申報義務的（前提）要件，是否得以行政
規則規範？是否僅能以主管機關的判斷標準或裁量基準形式規定？
主管機關認定是否「管轄」的判斷餘地或裁量權限，其規範依據何在？
6.關於事業在我國公平法上的結合申報義務，其成立要件在於事
業間結合並且達門檻107，對照各國結合管制規範，涉及市場占有率等
實體法律關係與複雜經濟分析相關事項，基本上屬於競爭法主管機關
依法禁止結合時應判斷事項，結合事前申報門檻已普遍採取營業額或
併購數額等可以迅速判斷的明確標準，我國公平法關於申報門檻卻依
舊包含 2 款市場占有率規定，在不修改母法前提下，有無更貼近國際
通行標準的務實對策？
7.有關於事業不得結合的「等待期間」，美國及歐盟等競爭法制
均要求執法機關嚴格遵守法定期限，我國有無改進現行作業方式的較
佳對策？
8.關於縮短「等待期間」或改採「簡化程序」的比較法經驗，我
國有何可以參考之處？
9.關於區分案件繁簡，分階段審查的比較法經驗，我國有何可以
參考之處？

105

尤其，第 5 點第 3 款關於「外國最終控制之事業」提出申報的規定，已涉及課予

法規原所無義務相關疑義，宜以法律或授權法規明文加以規範。
106

參照：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8 條規定。

107

參照：公平法第 10 條及第 11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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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關於公布「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s）」及提供專人諮詢的比
較法經驗，我國有何可以參考之處？透明化與保密作業如何取得平
衡？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計畫蒐集並整理美國、歐盟、日本、韓國、英國、新加坡
及紐西蘭等競爭法制對於一般結合案件及域外結合案件定義及法律
規範內容，據以比較公平法上結合管制架構及其規範內涵，初步發現：
各國競爭法制中的結合管制未必均明確界定「結合」概念、介入禁止
標準大抵分別向美國、歐盟兩大競爭法體系現行或曾經採行的「減損
競爭」及「支配地位」兩類標準靠攏，或者，類似我國兼顧「限制競
爭」問題與「公共利益」，至於事前申報制度則強制申報（未依法規
申報須受處罰）與自願申報（自行承擔事後遭解體風險）兩類均有國
家採行。至於與公平會「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類似的申報案件處
理法規，歐盟及美國均以立法明確規範一般結合案件申報程序及執法
機關遵守法定期限義務，關於「域外」結合行為是否須受管轄則未明
文規定，行政執法及司法審判實務上兩者均強調其競爭法有其域外適
用效力。此外，關於結合管制規範域外適用的國際執法案例比較，已
經發現我國域外結合管制與上述各國競爭法制之間，確實潛藏管轄競
合問題。
在上述法制背景的比較分析下，基於委託研究規格需求，本研究
計畫更關注跨境結合管制實務運作，一方面直接從美國、歐盟、日本、
韓國、英國、新加坡及紐西蘭競爭法主管機關官方網頁搜尋最新執法
資訊，並從公開資訊管道上尋找相關實務案例，藉以進一步瞭解我國
及各國對於域外結合案件審查處理方式異同。另一方面，本研究計畫
主持人也邀請具有參與事業跨國結合案件相關案件經驗的吳志光律
師、吳為涵律師，擔任本研究計畫協同主持人，從參與結合事業協力
39

於法規遵守（compliance）的觀點相互比較進而交互辯證，據以檢視
我國「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及現行處理方式在程序面、實體面或
與我國行政法制面相容與否等方面，有無具體問題存在，並試圖從國
際執法經驗的比較及分析中尋找解決方案。
本研究計畫於提出期末報告前，亦就上述問題及解決方案，訪談
熟稔我國結合實務的競爭法學者，並再次與兩位協同主持人交換意見，
彙整提出我國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存廢、修正或其他調整
方式等具體意見，以作為公平會未來修正規劃及執法參考。
四、研究架構
本研究計畫依上述工作項目撰寫期中報告及期末報告，其主要內
容包括：我國公平法結合管制架構及其適用於域外案件審查處理方式
特色，各國競爭法對於一般結合案件及域外結合案件的定義及法律規
範內容等；在競爭法制跨國比較的架構下，進一步就各國處理域外結
合相關規範及實務案例加以整理比較，據以對照我國近年公平會關於
域外結合案件審查處理實務經驗。根據上述各國處理域外結合案件的
相關法制及案例比較分析，針對「我國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之
存廢、修正或其他調整方式之具體意見」，則從法釋義分析對照實務
經驗比較分析，整理並歸納問題焦點及其可能對策，再據以訪談熟稔
我國結合實務的競爭法學者，彙整兩位協同主持人意見，分別耙梳、
歸納入「我國域外結合管制之檢討」與「結論及修法建議」相關章節
之中。
本研究計畫完成後，依據下列大綱撰寫期末報告：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各國競爭法上結合管制規範架構之比較

第三章

各國競爭法對於域外結合案件之規範及處理程序

第四章

域外結合案例及其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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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域外結合管制之檢討

第六章

結論及修法建議

上述章節，研究團隊內部分工如下：第一章由主持人撰寫，第二
章第一節由助理楊紹翊撰寫初稿再由主持人增補改寫，第二章第二節
由助理楊紹翊撰寫初稿再由助理康如儀增補改寫，第二章第三節由助
理楊紹翊撰寫初稿再由助理吳運源增補改寫，第二章第四節及第五節
由助理吳運源撰寫，第二章第六節及第七節由助理康如儀撰寫，第三
章第一節由助理楊紹翊試寫初稿再由主持人增補改寫，第三章第二節
由助理康如儀撰寫，第三章第三節、第四節及第五節由助理吳運源撰
寫，第三章第六節及第七節由助理康如儀撰寫，第四章至第六章由主
持人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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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各國競爭法上結合管制規範架構之比較

第一節

美國

美國自 1890 年制定 Sherman Act 起，反托拉斯法已經正式法典化，
該法第 2 條所禁止的「與其他任何一人或數人結合或共謀獨占…貿易
或商業任何部分（combine or conspire with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monopolize any part of the trade or commerce）108」係以當時普通法
（common law）中已經存在的既有概念加以規定，訴訟實務上仍倚重
法院援引普通法判例加以補充109。由於該法關注重心在於獨占力形成
及其限制商務、貿易等負面效果，因而在執法上也延伸至可以促成獨
占或有導致市場集中疑慮的結合行為管制上。然而，Sherman Act 第 1
條及第 2 條規定範圍狹隘，在 Clayton Act 頒行之後，美國司法實務
通常將兩法併用，以便更完整掌握足以影響美國產業競爭的結合案件
110

108

。

法條引自：美國聯邦司法部（DOJ）反托拉斯署（Antitrust Division）官方網站（連

結至大學法規資料庫：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5/2，最後瀏覽日期：
2020/10/2 ）； 中 譯 引 自 ： 公 平 會 官 方 網 站 「 中 譯 外 國 競 爭 法 規 」
（https://www.ftc.gov.tw/upload/48ddf11b-d58e-4ed0-ae84-efd811820488.pdf，最後瀏覽
日期：2020/10/2）
。
109

關於美國反托拉斯法首部（聯邦）法典 Sherman Act 制定初期，法條用語相當籠統

含糊，訴訟實務上仍倚重普通法（common law）的比較法制背景說明，參閱：H. Langer,
Competition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2nd Ed., No. 1-22, pp. 15-21(2014).
110
相關說明，參閱：廖義男等，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
，第六條，邊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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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於 1914 年制定的 Clayton Act 第 7 條，首先聚焦於「公
司」購入其他公司「股份」，嗣後則增訂「資產」取得禁止規範，規
範主體也延伸至「個人」
。該法第 1 項現行規定為：
「任何人從事於商
業或對商業有所影響之任何活動者，以直接或間接之方式取得股份或
其他出資額之全部或任何部分，以及受聯邦貿易委員會管轄之任何人，
對於亦從事於商業或對商業有所影響之任何活動之他人，取得其資產
之全部或任何部分者，若當此等取得之效果，對於國內任何地區之任
何商業上之行業或對商業有所影響之任何活動，可能實質減少其競爭、
或有形成獨占之虞時，不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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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where in any line of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in any section of the
country, the effect of such acquisition may be substantially to lessen
competition, or to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111」同條第 2 項，則將禁
止行為延伸至「取得、（藉由）股份或資產、使用股份表決或授予代
理權或其他方法（of such acquisition, of such stocks or assets, or of the
use of such stock by the voting or granting of proxies or otherwise）112」
，

111

法條引自：美國聯邦司法部（DOJ）反托拉斯署（Antitrust Division）官方網站（連

結至大學法規資料庫：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5/18，最後瀏覽日期：
2020/10/2 ）； 中 譯 引 自 ： 公 平 會 官 方 網 站 「 中 譯 外 國 競 爭 法 規 」
（https://www.ftc.gov.tw/upload/d098b7df-d090-4548-96b7-1901b7dc8b18.pdf，最後瀏覽
日期：2020/10/2）稍作修改。
112

法條出處，同前註；中譯係由本報告主持人自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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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項規定共通禁止要件則為「可能實質減少其競爭、或有形成獨占之
虞」的「效果（effect）」。
上述反托拉斯立法規範，基本上係對於「貿易或商業」加以「限
制」、「壟斷」的「結合或共謀」（Sherman Act 第 2 條），以及，其
「效果」可能「實質減少其競爭、或有形成獨占之虞」的各類「股份」、
「出資額」或「資產」取得「或其他方法」（Clayton 第 7 條），明文
加以禁止，並以刑事制裁113、三倍損害賠償、禁制令及暫時保護措施
（injunctive relief）等法律效果強化其禁止規範114。
美國國會於 1976 年通過 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以下簡稱 HSR Act）強化反托拉斯執法，增訂證券及資產交易
申報制度；新增相關規定分別嵌入 Clayton Act 之中，關於證券及資
產交易的事前申報義務則併入 Clayton Act 第 7 條之 a，在聯邦法典中
的條序編為 15 U.S.C. § 18a。HSR Act 規範內涵及其執行概況，本文
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一、競爭法規範及其執法機關概述
美國為聯邦體制，關於競爭行為及產業管制等事項，個別州議會及
代表聯邦立法權的國會（Congress，由參議院 Senate 及眾議院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兩院所組成）均有立法權115。各州執法機關（例如：州

113

依 Sherman Act 第 2 條規定，觸犯該條「重罪」者，自然人得科處 10 年以下徒刑

或 1 百萬美元，公司得科處 1 億美元。
114

參照：Clayton Act 第 4 條及第 15 條、第 16 條等規定。

115

除聯邦反托斯立法原以憲法上所謂「州際通商（interstate commerce）條款」型態

制定之外，美國各州也有制定其反托拉斯法典（例如：Massachusetts）或涉及競爭行
為的商業及專門職業法典（例如：California）者。此外，根據美國（聯邦）反托拉斯
法上所謂「州（政府）行為（豁免）原則（The Act of State Doctrine）」
，各州政府本身
（行使公權力）行為及其所為產業管制措施，也可以豁免反托拉斯法適用；然而，在
美國（聯邦）憲法第 6 條第 2 項所謂「聯邦法至上」原則下，聯邦反托拉斯法仍「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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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總長）
，除了執行本州立法之外，也與聯邦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DOJ，下設反托拉斯署）、聯邦貿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各依其管轄權限執行聯邦反托拉斯法。其中，各州
檢察總長得代表該州對於違反聯邦反托拉斯法者提起民事救濟程序；至
於 DOJ 及 FTC，則係美國聯邦反托拉斯法最主要的執法機關：DOJ 主
要負責 Sherman Act 的刑事訴訟等「公共執法（public enforcement）」，
FTC 則在聯邦貿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FTC Act）
第 5 條概括授權下擁有涵蓋 Sherman Act 所有規範事項的廣泛執法權限；
兩個聯邦機關在 Clayton Act 範圍內則享有競合權限，就此，兩者多年
來也在管轄競合領域內發展出彼此徵詢（釐清疑慮）及通知程序，在調
查、起訴等案件處理程序各依專長及人力資源彼此分工合作，關於結合
案件審查等行政事務也曾多次共同頒布指導原則116。
當前 DOJ 反托拉斯署的核心任務，主要區分為刑事執法、經濟分
析、共同主辦 ICN 等國際合作活動、頒布垂直整合指導原則等結合執
法工作等領域117。FTC 歷來任務重心則兼顧保護消費者及促進競爭兩大
領域，其反托拉斯法執行權限則來自 FTC Act、Clayton Act 及 Robinson
Patman Act 等法律所授予118。兩機關主管法規或有重疊，執法權限也有

占（preempt）」係爭規範事項，而且法官仍須受（聯邦）憲法及聯邦法律拘束。相關
說明，詳請參閱：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3rd Ed., pp. 736-760(2005).
116

各州較常提起的聯邦反托拉斯法案件類型，主要係向操控定價者就其超額收費提

起三倍損害賠償訴訟；相關說明，詳請參閱：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3rd Ed., pp. 592-600(2005).
117

參閱：DOJ 反托拉斯署官方網站（https://www.justice.gov/atr），最後瀏覽日期：

20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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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閱

：

FTC

官

方

網

站

（ https://www.ftc.gov/about-ftc/what-we-do/enforcement-authority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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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合之處，由於兩者任務重心並不完全相同，例如：DOJ 反托拉斯署注
重刑事訴訟等「公共執行」，FTC 則特別強調消費者保護執法工作。
二、結合管制制度
美國反托拉斯法上關於事業結合的法律規範，並未納入單一法典的
相鄰章節之中；如上所述，毋寧分散規定於 Sherman Act、Clayton Act
及其修正法案 HSR Act 之中。因此，關於「結合（merger）」概念及其
要件，涉及結合須申報的法定門檻，執法機關依法審查的判斷標準，依
法須加以禁止或採取矯正措施的結合，以及，對於違法未申報、經執法
機關禁止或施予矯正措施卻未配合者的處罰相關規定，在美國反托拉斯
法也未集中規範於單一法典的相鄰章節之中，不僅須搭配適用分散於
Sherman Act、Clayton Act 等成文法律，並且須藉由法院歷來判決先例
補充相關法律概念及適用原則。
（一）結合概念與法定管制標的
純就法律概念內涵的理解而言，
「結合（merger）」意謂原本分別各
自獨立的兩個事業轉而納入共同所有或控制之下119。然而，美國反托拉
斯法並未以立法定義的方式界定「結合」；甚至在不同法典中，類似法
律概念因其立法背景及規範目的不同，立法者隨之採用不同用語劃定其
規範標的。例如，在 Sherman Act 第 1 條及第 2 條的禁止規定中，與「契
約」、「共謀」並列者，係較為籠統的「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之結合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或「與任何他人結合
（combine… with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在 Clayton Act 第 7
條中，立法者甚至並未明文提及「結合」或類似概念，轉而規定「以直

119

美國反托拉斯法上的「結合（merger）
」概念，較各州公司法上的相同名詞包含更

廣；甚且，反托拉斯法上的「結合」概念，也與個別（聯邦）反托拉斯法典規定其合
法與否無關。相關說明，參閱：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3rd Ed., pp. 497-499(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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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間接之方式取得股份或其他出資額…資產」等一般而言完全合法的
交易行為，直接禁止其中「效果」可能「實質減少其競爭、或有形成獨
占之虞」者。
至於建構美國反托拉斯法上結合事前申報（premerger notification）
制度的 HSR Act，則根本捨棄「結合」概念，完全採取（未必與「結合」
概念相互關聯，也未必對應參與事業在特定市場上占有率多寡的）形式
「門檻」規定，劃定股份或資產交易當事人應向執法機關申報義務範圍
120

。

（二）結合管制申報門檻
關於 HSR Act 所創設的結合事前申報制度，其主要目的在於反托拉
斯執法機關 FTC 及 DOJ，在大型結合發生之前就掌握資訊；為此，該
法要求特定擬議中的交易當事人，必須向 FTC 及 DOJ 依法定格式提出
結合事前申報，其名稱為：「特定併購通知暨報告表（Notification and
Report Form for Certa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並附帶提供參與交
易者的相關資訊。依法負申報義務者，不得於法定等待期間經過前完成
交易；此外，受理申報的執法機關亦得通知申報人提前結束等待期間
121

。
根據 15 U.S.C. § 18a（亦即 Clayton Act 第 7 條之 a）第(a)項本文及

其第(1)款規定：「任何人」直接或間接收購「任何他人」具表決權證券
或資產者，倘若收購及被收購雙方係「從事商務或任何影響商務之活動」
者，均須依該法申報；於公開收購情形，則由擬收購者依該法申報122。

120

關於美國反托拉斯法上結合事前申報門檻規定內涵，詳見本節以下說明。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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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引

自

FTC

官

方

網

站

（ https://www.ftc.gov/enforcement/premerger-notification-program），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20/10/2。
122

本段所述 Clayton Act 第 7 條 a 第(a)項法條，引自：DOJ 反托拉斯署官方網站（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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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申報義務的法定交易金額門檻，規定於 15 U.S.C. § 18a 第(a)
項第(2)款中：
「此項收購結果，使收購者持有被收購者之表決權證券與資產累積
總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
(A)超過 2 億美元，或者
(B)超過 5 千萬美元，但未超過 2 億美元，並且收購人與被收購人
具備以下條件之一者：
(I)從事製造，年淨銷售額或資產總額達 1 千萬美元以上者，其具
表決權證券或資產，將由資產總額或年淨銷售額達 1 億美元以上者收
購；
(II)未從事製造，資產總額達 1 千萬美元以上者，其具表決權證
券或資產，將由資產總額或年淨銷售額達 1 億美元以上者收購；
(III) 年淨銷售額或資產總額達 1 億美元以上者，其具表決權證券
或資產，將由資產總額或年淨銷售額達 1 千萬美元以上者收購。
整體而言，申報門檻係以具表決權證券或資產歷次交易總額計算：
歷次交易總額超過高標門檻者，不再細究收購與被收購雙方規模；歷次
交易總額僅跨越低標門檻而未達高標門檻者，則收購與被收購雙方總資
產或年淨銷售額須達法定規模以上。無論就具表決權證券或資產交易總
額123，或收購與被收購雙方規模兩方面而言，均未直接與結合概念或市
場占有率概念相互連結。
由於國會通過 HSR Act 時，針對上述具表決權證券或資產歷次交易
總額、收購與被收購雙方規模各項金額，均授權執法機關自 2004 年 9

結至大學法規資料庫：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5/18a，中譯係由本報告
主持人自行翻譯。以下不再逐一說明出處及中譯。
123

與此相對，下述豁免申報義務的除外規定中，其中關於股份或資產種類、交易目

的及占具表決權總額比例等（消極）要件，則不乏與結合概念相互連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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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起，每個預算年度均依國民生產毛額（GNP）相較於 2003 年 9 月
底變化情形加以調整，據此，FTC 於 2020 年初將上述金額門檻均調升
88%，分別提高為：（原 2 億美元，提高至）3.76 億美元、（原 5 千萬
美元，提高至）9400 萬美元、（原 1 千萬美元，提高至）1880 萬美元、
（原 1 億美元，提高至）1 億 8800 萬美元。
豁免申報義務的交易型態，規定於本條(c)項之中；除了另依法律規
定豁免者外（(5)~(8)、(12)各款），主要為以下各款情形：
(1)依例常業務程序所購買商品或不動產之轉讓；
(2)購買債券、抵押品、信託契約或其他非具表決權證券之債券；
(3)收購前收購者已取得已發行具表決權證券 50%以上；
(4)與聯邦機關、州或其分支機構間之轉讓；
(9)單純為投資目的收購具表決權證券，其結果並未使持有具表決權
證券達已發行具表決權證券 10%；
(10)收購具表決權證券，其結果並未直接或間接使收購者具表決權
證券增加達已發行具表決權證券 1%；
(11)銀行、金融機構、信託公司、投資公司或保險公司，單純為投
資目的：(A)依重整或解散計劃而收購具表決權證券；或(B)依例常業務
程序收購資產。
上述各款豁免申報義務的除外規定中，第(1)、(2)、(11)等 3 款屬於
非「控制」性質的財產（及信用）交易與金融業務豁免型態，第(4)款則
為典型（聯邦及各州）政府行為豁免型態；第(3)款則為已取得控制者再
增加表決權情形，與我國公平法第 12 條第 1 款所規定者類似；第(9)、
(10)等 2 款則明確劃定表決權增加「微量」的下限標準，既方便交易當
事人事前自行判斷是否申報，也能藉此適度減少申報案件來源，節省執
法機關相應行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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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合審查標準
關於 FTC 及 DOJ 受理證券、資產交易人申報表格及資料後，其審
查標準主要規定於本條(e)項及(f)項之中：前者聚焦於執法機關須考量資
料及程序面向，判斷是否要求申報人補件及延長等待期間；後者則以結
合 可 能 造成實質影響，作為執 法機關是否向法院聲請暫時禁制令
（preliminary injunction）的判斷重心所在。
根據 15 U.S.C. § 18a（亦即 Clayton Act 第 7 條之 a）第(e)項規定124，
FTC 及 DOJ 得於 30 日（現金公開收購則為 15 日）等待期間屆滿前，
得向申報人或其負責人、董事、合夥人、代理人或員工要求提供額外資
訊或文件資料125。為此，FTC 及 DOJ 得指派一名未負責審查系爭交易
案件及其執法建議的資深官員（a senior official who does not have direct
responsibility for the review of any enforcement recommendation under this
section concerning the transaction at issue）依申報人聲請召開聽證程序，
決定：(A)要求額外資訊或文件資料，是否不合理重疊、過度繁重或重
覆（unreasonably cumulative, unduly burdensome, or duplicative）
；或者(B)
申報人是否已實質配合提供該額外資訊或文件資料。上述內部審查程序
應包含加速處理申報人聲請所需期限，並合理協調負責調查人員之後決
定，藉以避免不當拖延結合審查程序126。
同項第(2)款則規定：FTC 或 DOJ 於收到申報人所提供資料，或申
報人附理由說明未能遵期提供資料後，得依其裁量延長等待期間 30 日
（現金公開收購則得延長 10 日）。再次延長等待期間，則僅得由 FTC

124

本段所述 Clayton Act 第 7 條 a 第(e)項法條，引自：DOJ 反托拉斯署官方網站（連

結至大學法規資料庫：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5/18a，中譯係由本報告
主持人自行翻譯。
125

參照：15 U.S.C. § 18a（亦即 Clayton Act 第 7 條之 a）第(e)項第(1)款(A)規定。

126

參照：15 U.S.C. § 18a（亦即 Clayton Act 第 7 條之 a）第(e)項第(1)款(B)之(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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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DOJ 向聯邦區法院（district court）聲請，由後者裁判決定127。
另一方面，15 U.S.C. § 18a（亦即 Clayton Act 第 7 條之 a）第(f)項
則規定128：倘若 FTC 認定擬議中的證券或資產取得交易違反 Clayton Act
第 7 條規定（「可能實質減少其競爭、或有形成獨占之虞」）
、違反 FTC Act
第 5 條規定129，或者，其他聯邦機關對於該擬議中的證券或資產取得交
易，以其違反 Sherman Act 第 1 條或第 2 條規定提起訴訟，FTC 或 DOJ
即可對該擬議中的證券或資產取得交易，向關係人住所或營業所管轄法
院聲請核發暫時禁制令130。
至於 DOJ 與 FTC 針對併購案件（mergers and aquisitions）是否涉及
違反 Clayton Act 第 7 條、Sherman Act 第 1 條及第 2 條、FTC Act 第 5
條等規定，其主要分析工具、實務及執行政策等，均概要規定於「水平
結合指導原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131」，以及，今（2020）

127

參照：15 U.S.C. § 18a（亦即 Clayton Act 第 7 條之 a）第(e)項第(2)款規定。

128

本段所述 Clayton Act 第 7 條 a 第(f)項法條，引自：DOJ 反托拉斯署官方網站（連

結至大學法規資料庫：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5/18a，中譯係由本報告
主持人自行翻譯。
129

該條規定禁止任何人「使用商業上或對商業有所影響之不公平競爭方法，及商業

上 或 對 商 業 有 所 影 響 之 不 公 平 或 欺 罔 之 行 為 或 營 業 （ using 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nd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作為授權執法機關介入的概括條款功能，與我國公平法第 25
條規定類似。
130

此際，結合事前申報程序即可能連同暫時禁制令裁判，與各該違反 Clayton Act 第

7 條案件訴訟、違反 FTC Act 第 5 條案件訴訟、違反 Sherman Act 第 1 條及第 2 條案
件訴訟等「實質違反反托拉斯法」案件之間，彼此在程序上交錯。
131

美國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首先於 1968 年頒布
「結合指導原則（Merger Guidelines）」
，

系由時任聯邦司法部助理部長的 Donald Turner 所發展；其後於 1982 年修正導入 HHI，
又歷經 1984 年、1992 年、1997 年多次修正，最近修正的「水平結合指導原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版本則於 2010 年 8 月 19 日由 DOJ 與 FTC 聯名頒布，參閱：FTC
官

方

網

站

（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804291/100819hmg.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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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所頒布的「垂直結合指導原則（Vertical Merger Guidelines）132」之
中。整體而言，上述兩者均重視反競爭效果證據（Evidence of Adverse
Competitive Effects）133、市場界定134、單方效果（Unilateral Effects）及
勾結效果（Coordinated Effects）等事項135，水平結合指導原則另就買方
力量（Powerful Buyers）、參進（Entry）、效率（Efficiencies）等議題加
以規定 136 ，垂直結合指導原則另就有助於競爭效果（Procompetitive
Effects）加以規定137。
（四）結合申報及審查程序
為有效處理大量結合事前申報案件，FTC 及 DOJ 均設置專責單位，
前者為「結合事前申報辦公室（Premerger Notification Office，PNO）」，
後者則是「結合事前申報單位（Premerger Notification Unit）」138。根據

最後瀏覽日期：2020/10/4。
132

參閱：DOJ 官方網站（https://www.justice.gov/atr/page/file/1290686/download），最

後瀏覽日期：2020/10/4。
133

水平及垂直結合指導原則體例相似，各主要內容所列章節次序相仿，關於「反競

爭效果證據（Evidence of Adverse Competitive Effects）
」均納入第 2 章之中。
134

由於水平結合指導原則就「目標消費者及價格差別待遇（Targeted Customers and

Price Discrimination）
」專章規定，自第 3 章以下，與垂直結合指導原則略有出入；然
而，兩者主要內容及其排序仍大致相仿；關於市場界定，水平結合指導原則規定於第
4 章，垂直結合指導原則規定於第 3 章，該章也一併納入「相關商品、市場占有率及
集中化」
，類似內容水平結合指導原則另闢第 5 章加以規定。
135

水平結合指導原則分別規定於第 6 章及第 7 章，垂直結合指導原則規定於第 4 章

及第 5 章。
136

水平結合指導原則第 8 章至第 13 章。

137

垂直結合指導原則第 6 章規定。

138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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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C

官

方

網

站

（https://www.ftc.gov/enforcement/premerger-notification-program/contact-information），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20/10/3 ； 並 請 對 照 ： DOJ

官 方 網 站

（ https://www.justice.gov/atr/about-division/office-operations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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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yton Act 第 7 條之 a 所申報證券或資產交易資料，無須依資訊公開法
規對外揭露，FTC 及 DOJ 也不對外提供交易是否已經申報相關資訊139。
有鑑於 PNO 人員每週回覆數以百計關於 HSR Act 法條如何解釋及
執法機關依法授權所頒布行政規則內容140，FTC 因此在官方網站上儘可
能提供相關資訊，並建議潛在申報人先行瀏覽網頁內容，再與 PNO 人
員透過專線電話或專用電子郵件信箱聯繫141。
由於結合事前申報案件眾多、審查程序貴在掌握時效，就連國會修
訂 HSR Act 時，對於結合事前申報的審查程序效率、操作流程與標準透
明化、制度興革等議題也相當重視，甚至明文規定執法機關須分別於
2000 年 12 月 21 日起 90 日內、120 日內、180 日內，完成內部審查及
執行改革、修改產業指導及各類行政文件、向國會提出改革報告等，致
力減少不必要負擔、移除耗費成本的重複作業、減少過度拖延等情形，
使結合事前申報審查程序更有成效且更有效率142。
在國會立法的殷切要求下，FTC 與 DOJ 除依法律明文授權頒布行
政規則、界定法律用語意涵、豁免顯然無違反反托拉斯法者的申報義務
之外143，FTC 迄今也已經製作並公布版本不斷更新的申報格式（Form）
、
發行申報須知（Instruction）協助（潛在）申報義務人認識各項規定及
作業程序、定期公布及更新 HSR 每月申報件數提高透明度、定期製作
或修訂「最佳實務範例（best practices）144」供各界參考。此外，FTC

139

參照：Clayton Act, Sec. 7a, 15 U.S.C. 18a(h)。

140

參照：Clayton Act, Sec. 7a, 15 U.S.C. 18a(d)。

141

相

關

說

明

，

參

閱

：

FTC

官

方

網

站

（https://www.ftc.gov/enforcement/premerger-notification-program/contact-information），
最後瀏覽日期：2020/10/3。
142

參照：Clayton Act, Sec. 7a, 15 U.S.C. 18a(e), (1)(B)(iii)~(v)。

143

參照：Clayton Act, Sec. 7a, 15 U.S.C. 18a(d)。

144

例如：FTC 競爭局（Bureau of Competition）於 2015 年製作的“Best Practic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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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HSR Act 於 1976 年制定次年起，已經更連續 42 年與 DOJ 共同向國
會提交「HSR 年度報告」，紀錄並檢討過去一年結合事前申報案件處理
情形。
針對結合事前申報及審查程序，FTC 在官方網站上說明各階段流程
如下145：

Merger

（

Investigations”

置

於

官

FTC

方

網

站

：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attachments/merger-review/best_practices_for_merger_in
vestigations_august_2015.pdf），最後瀏覽日期：2020/10/3。
145

參

閱

：

FTC

官

方

網

站

（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competition-guidance/guide-antitrust-laws/mergers/prem
erger-notification-merger-review）
，最後瀏覽日期：20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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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申報擬議中的交易

第 2 步：釐清（clearance）管轄

填表、檢附資料、繳納申報費

由 FTC/ DOJ 其中之一受理、調查

第 3 步：通常（第一階段）審查程序
申報人靜候 30 日等待期間屆滿，或

程序結束

受理機關通知提前結束等待期間，或

得進行交易

受理機關通知補件（第二階段審查）

第 4 步：申報人完整補件
受理機關延長等待期間 30 日延長後
的等待期間屆滿，或
與申報人協商再延長或其他矯正
措施

第 5 步：終結審查程序
受理機關終結程序不作處分，或
與申報人協商「同意命令」，
或向法院聲請暫時禁制令

訴訟

圖 1：美國 HSR Act 申報審查程序（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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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流程圖中可以得知：結合事前申報審查程序自擬議中的證券
或資產交易當事人申報開始，程序終結方式則有多種可能；其中，絕大
多案件於申報人依法定要求填寫表格、檢附資料，向 FTC 或 DOJ 其中
之一申報，經其中之一釐清管轄機關，並依職權審查申報資料、調閱各
方來源的非公開資訊（non-public information）進行調查之後，通常均
於 30 日等待期間（現金公開收購則為 15 日）屆滿後，申報審查程序即
自動結束，申報人原本依法所負等待義務隨之解除，因此可以進行擬議
中的交易行為。FTC 與 DOJ 也可以通知申報人等待期間提前結束，核
發所謂「提前結束（Early Termination，ET）」通知，使申報人的等待義
務得在等待期間屆滿前解除146。
關於「提前結束（ET）」尚需進一步說明：申報人於申報時一併聲
請 ET、並且獲得執法機關正面回應者，在 HSR Act 執法實務上相當普
遍147。根據 FTC 所制定的指導原則，申報人聲請提前結束等待期間，
須符合以下要求：(1)申報人須於申報時一併聲請提前結束；(2)申報人
已依法完整提出申報資料；(3)DOJ 或 FTC 已完成審查，並決定在等待
期間內不採取任何措施；(4) DOJ 或 FTC 同意申報人提前結束等待期間，
通知申報人並於官方網站上公布。申報人聲請提前結束者，通常在申報
受理後 2 週內完成上述流程148。有鑑於申報人正確申報及依法提供資料
係提前結束的前提要件，FTC 甚至自 2018 年起就開發應用軟體介面，

146

執法機關此項提前結束通知權限，係由 HSR Act 直接授權，參照：Clayton Act, Sec.

7a, 15 U.S.C. 18a(b), (2)。
147

以 2019 年為例，4142 件結合申報案中，有 1507 件同時聲請提前結束，其中並有

1107 件獲得同意，參閱：Hart-scott-rodino annual report Fiscal Year 2019，Appendix A，
FTC, (2019)。
148

參閱：Introductory Guide I－What is the premerger notification program?, 10, FTC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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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申報人提供相關資料更為便捷149。
至於少數涉及結合實質影響或其他尚須釐清事項者，FTC 或 DOJ
將依法律授權要求申報人補件150，此即所謂「第二次送件要求（Second
Request）」，通常也一併延長申報人等待期間以便分析相關資訊，據此
決定是否進一步採取適當措施，必要時亦將發動暫時禁制令聲請程序。
以 FTC 為例，此類案件將由競爭局（Bereau of Competition）內部律師
諮詢經濟分析局（Bereau of Economics）經濟學家之後，方正式向申報
人送出 Second Request。申報人接獲 Second Request 之後，得請求 FTC
召開會議討論相關競爭議題並確認應補件資料；此外，倘若申報人無法
與競爭局達成補件共識，亦可循內部程序向 FTC 法律總顧問（General
Counsel）提出申訴；至於 DOJ 方面，處理類似 Second Request 爭議僅
限於法定「不合理重疊、過度繁重或重覆（unreasonably cumulative,
unduly burdensome, or duplicative）
」問題。縱使申報案件因其所屬產業
類別不同，導致結合申報審查的實質內容差異極大，DOJ 及 FTC 針對
第二階段審查流程，仍致力於建構相似的基本架構以提升審查效率151。
特別值得注意者，FTC 及 DOJ 發動 Second Request 均極為謹慎：近十
年來，超過 96%的結合申報案件並未發動 Second Request 進入第二階段

149

關於 FTC 為提升申報資料的機器可讀性，特地開發 API 以茲因應，相關說明，參

閱：FTC launches first Web API to make Early Terminations more accessible（FTC 官方網
站

：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blogs/competition-matters/2018/06/ftc-launches-first-web
-api-make-early-terminations），最後瀏覽日期：2020/10/3。
150

參照：Clayton Act, Sec. 7a, 15 U.S.C. 18a(e).

151

相關說明，參閱：FTC“Model Request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ry

Material

(Second

Request)”

（

FTC

官

方

網

站

：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attachments/merger-review/jun2020_model_second_reque
st_final.pdf）
，最後瀏覽日期：20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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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152。
此外，值得注意者尚有：即便執法機關未於等待期間屆滿前通知延
長，並不意謂執法機關嗣後不得再要求任何人提供資料或依相關規定採
取任何（矯正）措施153。關於延長等待期間倘若事後發生爭議，經認定
申報人並未依法完整提出申報資料者，法院亦得依聲請判命延長第一階
段及第二階段等待期間154。
（五）違法結合法律效果與後續處置措施
美國（聯邦）反托拉斯法上結合管制規範散見於不同法典，已如上
所述；違反各該法典上禁止規範、申報義務規範者，其處罰規定也須分
別依各該法典規定辦理。此外，FTC 與 DOJ 執行反托拉斯法，涉及以
強制手段追究違法責任者仍須聲請法院裁判，否則僅得透過協商、和解
或（向法院聲請）
「同意命令（consent decree）」等方式，尋求行政措施
相對人配合。
關於結合事前申報制度方面，申報義務人或申報人違反 HSR Act
各項規定者，依該法應向美國（聯邦政府）支付違法期間每日 1 萬美元
以下的民事罰鍰155；根據 FTC 今（2020）年初依「聯邦民事罰鍰調整
法（The Federal Civil Penalties Inflation Adjustment Act Improvements Act
of 2015 ）」公布調整幅度，該項民事罰鍰上限已經從每日 42530 元調整
為每日 43280 元156。

152

相關數據及圖表，參閱：Hart-scott-rodino annual report Fiscal Year 2019，5-6，FTC

(2019).
153
參照：Clayton Act, Sec. 7a, 15 U.S C. § 18a(i).
154

參照：Clayton Act, Sec. 7a, 15 U.S C. § 18a(g), (2)(B).

155

參照：Clayton Act, Sec. 7a, 15 U.S C. § 18a(g), (1).

156

參照：Federal Register：Adjustments to Civil Penalty Amounts, A Rule by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on
01/14/2020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01/14/2020-00314/adjustments-to-civil59

違反 Clayton Act 第 7 條規定「以直接或間接之方式取得股份或其
他出資額之全部或任何部分…取得其資產之全部或任何部分…可能實
質減少其競爭、或有形成獨占之虞」者，FTC 得命違法者停止並終止
（cease and desist）違法行為157；對於 FTC 的停止命令，相對人雖然可
以依法爭訟，一旦該命令確定而仍未遵循者，即可按次處罰 5000 美元
民事罰鍰158。FTC 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尋求救濟，法院亦得判決施以禁
制令或其他適當措施，確保 FTC 命令得以執行159。法人違反 Clayton Act
第 7 條規定者，其負責人或代理人經法院判定有罪者，將可處以 1 年以
下徒刑或 5000 美元罰金160。此外，聯邦檢察官亦須在司法部長指揮下，
向聯邦法院訴請防範及禁制違反本法相關行為161；任何自然人、法人或
團體，為避免自己因他人違反 Clayton Act 第 7 條行為受有損害，亦得
訴請法院核發禁制令162。
至於違反 Sherman Act 第 1 條或第 2 條規定者，則屬於重罪，法院
得判決科處自然人 1 百萬美元以下罰金或 10 年以下徒刑，法人則得科
處 1 億美元以下罰金163。

penalty-amounts）
，最後瀏覽日期：2020/10/4。
157

參照：Clayton Act, Sec. 11, 15 U.S C. § 21(b).

158

參照：Clayton Act, Sec. 11, 15 U.S C. § 21(l).

159

參照：Clayton Act, Sec. 7a, 15 U.S C. § 18a(f); FTC Act, § 45(i).

160

參照：Clayton Act, Sec. 14, 15 U.S C. § 24.

161

參照：Clayton Act, Sec. 15, 15 U.S C. § 25.

162

參照：Clayton Act, Sec. 16, 15 U.S C. § 26.

163

參照：Sherman Act, Sec. 1, 15 U.S C. § 1; Sherman Act, Sec. 2, 15 U.S C.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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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歐盟

一、競爭管制機關及規範
（一）主管機關
歐盟執行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以下簡稱執委會）下設立的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Competition, European Commission（DG COMP，
歐盟執委會競爭總署，以下簡稱歐盟競爭總署）為歐盟競爭事務的主要
負責者，主要職責為執行歐盟競爭法規與 TFEU 第 101 條至第 109 條、
確保歐盟市場有良好運作、確保所有公司企業能公平公正地競爭。而各
歐 盟 會 員 國 的 競 爭 事 務 仍 由 各 國 競 爭 主 管 機 關 掌 管 （ national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另如未達歐盟管制規範所設立標準的競爭事務，
仍由各國競爭主管機關依各國管制規範處理164。
（二）國際合作165
1. 與歐盟各國家競爭主管機關（EU NCAs）：
2010 年，執委會與 EU NCAs 建立了歐盟結合工作小組（EU Merger
Working Group），增強歐盟結合管轄的一致性與合作，並在 2011 年發
布了一系列的 Best Practices（最佳實務）。
2. 歐洲自由貿易聯盟監察委員會（EFTA Surveillance Authority）：
根據歐洲經濟區協定（EEA Agreement）
，若該集中化（concentrations）
具有共同體規模（Community Dimension）
，則不需被 EFTA 會員國所審
核。另外，歐盟與 EFTA 監察委員會簽訂了 EEA 協定的第 24 號議定書，
互相協助調查工作。

164
165

參閱：Mergers, The EU explained: Competition, European Union, 8（2014）.
參閱：Nigel Parr, Ross MacKenzie & Alexi Dimitriou Ashurst, Merger Control 2020.
th

16 Edition, Global Legal Group, U.K., p.16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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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美加競爭主管機關：
執委會與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及
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Antitrus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Justice，DOJ）
建立了美國–歐盟結合工作小組（The US-EU Merger Working Group），
且發布了結合調查合作（Cooperation in Merger Investigation）的最佳實
務。歐盟與加拿大競爭主管機關亦有簽訂協議，互相協助結合管制。
4. 多邊合作：
執委會透過 ICN（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國際競爭網路）
與第三國家的競爭主管機關間合作。
（三）法制介紹
歐盟涉及結合管制的核心規範為歐盟運作條約（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以下簡稱 TFEU）第 101、102 及 106
條。而現今的結合管制之架構規範為「Council Regulation （EC）No
139/2004166」，歐盟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根據 TFEU
第 103 條及第 352 條規定，取代原結合規範「Council Regulation（EC）
No 4064/89」 167 ，其內容包括申報規則、集中化評估（assessment of
concentrations）等。另外，實行之規範為「Commission Regulation（EC）
No 802/2004168」
，規定了申報程序事項、時間限制、表達意見權（the right
to be heard）、資料取得（file access）、機密資訊的處理、提交承諾
（commitment）169。

166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以下均簡稱 ECMR。
167

參閱：Alison Jones and Brenda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Four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13 (2004).
168
於 2008 年經「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1033/2008」修正。
169

參閱：Nigel Parr, Ross MacKenzie & Alexi Dimitriou Ashurst, Merger Control 2020.
th

16 Edition, Global Legal Group, U.K., p.15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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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規範
除了上述的法律規範外，執委會還發布了程序方面的指導原則，包
括：Commission Consolidated Jurisdictional Notice170、Case Referrals171、
Access to the File 172 、The role of the Hearing Officer 173 、Simplified
Procedure174。另外還有實質方面的指導規則及通知，包括：Non-horizontal
Guidelines175、Horizontal Guidelines176、Relevant Market177、Remedies（矯
正措施）178、Ancillary restraints（輔助限制）179。
此外，執委會也發布了 Best Practice Guidelines（最佳實務指導原則）
供企業參考：the Conduct of Merger Control Proceeding、Submission of
Economics Evidence、Divestment Commitments、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170

Commission Consolidated Jurisdictional Notic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2008/C 95/01）.
171

Commission Notice on Case Referral in respect of concentrations（2005/C 56/02）.

172

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rules for access to the Commission file in cases pursuant to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EC Treaty, Articles 53, 54 and 57 of the EEA Agreement and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2005/C 325/07）.
173

Decisio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of 13 October 2011 on the
function and terms of reference of the hearing officer in certain competition proceedings
（2011/695/EU）.
174

Commission Notice on a simplified procedure for treatment of certain concentrations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2013/C 366/04）.
175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non-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2008/C 265/07）.
176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2004/C 31/03）.
177

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market for the purposes of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97/C 372 /03）.
178

Commission notice on remedies acceptabl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and under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802/2004（2008/C 267/01）.
179

Commission Notice on restrictions directly related and necessary to concentrations
（2005/C 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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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ata Rooms、Preparation of Public Versions of Decisions。
二、結合管制制度
（一）結合管制之態樣
1.集中化（concentration）
歐盟結合管制針對的是合併（merger）與收購（acquisition）180。
一旦合併「兩個或多於兩個（以下稱兩個以上）」原本各自獨立事
業之全部或一部181、或收購至少一間已受他人控制的事業、或「……藉
由收購證券、資產，或因契約或其他相類情形」，而直接或間接控制全
部或部分事業，致使原本事業存續的控制基礎發生變動者182，即視為該
規範所稱「結合」183。
2.控制（control）
所謂「控制」
，必須基於權利、契約或任何其他相類方法加以構成，
無論是單獨還是多樣組合（combination），並顧及有關事實或納入法律
的考量從而促成事業施加決定影響之可能，特別是藉由占有（ownership）
或行使權利（the right to use）於事業之全部或一部資產；或是對於事業
的構成、表決或重要單位（organs）具有決定性影響184。此外，由權利

180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3.

181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3(1) (a).

182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3 (1)(b) : “the acquisition, by one or more

persons already controlling at least one undertaking, or by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whether by purchase of securities or assets, by contract or by any other means, of direct or
indirect control of the whole or parts of one or more other undertakings.”
183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3：“A concentration shall be deemed to arise
where a change of control on a lasting basis results from:……(a)……(b)……”
184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3(2): “Control shall be constituted by rights,
contracts or any other means which, either separately or in combination and having regard
to the considerations of fact or law involved, confer the possibility of exercising decisive
influence on an undertaking, in particular by: (a) ownership or the right to use all or part of
the assets of an undertaking; (b) rights or contracts which confer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
64

所有人或依據契約有權取得相關權利的自然人或法人，或雖非前揭有權
控制之人，但有權主張相關權利存在（entitled to rights）者，亦為取得
控制185。
另外，創設得以持續獨立執行經濟實體（autonomous economic entity）
所有功能的合資企業（joint venture），亦視為集中化186。
（二）排除適用之規定
依據 EUMR 第 3 條第 5 項規定，信貸機構或其他金融機構或保險
公司依法律或交易慣行的正當活動（包括一定條件下為他人或自己從事
股權股票的交易），所形成的「集中化」狀態，應予排除。惟涉及經營
權利得證券交易，其股票表決權利應予限制；若因處分或收購、受讓資
產、股票，應於一年內完成，故不能依限完成者，得檢具證明向委員會
申請延長187。
或因依會員國法律進行清算（liquidation）
、重整（winding up）
、破
產（insolvency）、停止交易（cessation of payments）等事務，或經類似

composition, voting or decisions of the organs of an undertaking.”
185
參照：（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3(3): “Control is acquired by persons or
undertakings which are holders of the rights or entitled to rights under the contracts
concerned”
186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3(4).
187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3(5)(a): “ credit institutions or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r insurance companies, the normal activities of which include transactions and
dealing in securities for their own account or for the account of others, hold on a temporary
basis securities which they have acquired in an undertaking with a view to reselling them,
provided that they do not exercise voting rights in respect of those securities with a view to
determining the competitive behaviour of that undertaking or provided that they exercise
such voting rights only with a view to preparing the disposal of all or part of that
undertaking or of its assets or the disposal of those securities and that any such disposal
takes place within one year of the date of acquisition; that period may be extended by the
Commission on request where such institutions or companies can show that the disposal
was not reasonably possible within the period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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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選任指定，為執行而取得控制權者，亦不視為集中化188。
惟排除適用僅為當事人行使股票權利，特別是關於任命有關管理和
監督單位的成員，以保持投入資產的全部價值，而非直接或間接確定此
類事業的競爭行為189。
（三）結合管制申報之門檻
如果結合達到「共同體規模（Community Dimension）190」
，則事業
須向執委會為結合認可申請，如何判斷結合是否達到共同體規模，其判
斷標準為事業之「營業額」191，而有「主要門檻」與「次要門檻」兩種，
以下分別敘之：
須申報之「結合」的主要門檻為：1.全部相關事業之全球總營業額
超過 50 億歐元，以及 2.最少相關事業中之二事業的歐盟境內總營業額
超過 2.5 億歐元。
如果「結合」仍為共同體規模，但未達到前述的主要門檻標準時，
則適用次要門檻：1. 全部相關事業之全球總營業額超過 25 億歐元，以
及；2.最少相關事業中之二事業的歐盟境內總營業額超過 1 億歐元，以
及；3.在最少三會員國中，全部相關事業者的總營業額超過 1 億歐元，

188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3(5)(b): “ control is acquired by an office-holder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a Member State relating to liquidation, winding up, insolvency,
cessation of payments, compositions or analogous proceedings;”
189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3(5)(c): “ the operation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b) are carried out by th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5(3) of Fourth
Council Directive 78/660/EEC of 25 July 1978 based on Article 54(3)(g) of the Treaty on
the annual accounts of certain types of companies(6)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e voting
rights in respect of the holding are exercised, in particular in relation to the appointment of
members of the management and supervisory bodies of the undertakings in which they have
holdings, only to maintain the full value of those investments and not to determin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competitive conduct of those undertakings.”
190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1(1).
191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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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4.在最少同前之三會員國中，最少相關事業中之二事業的總營業額
超過 0.25 億歐元。
另外，即便結合達到主要門檻或次要門檻，但如果每一相關事業在
同一歐盟市場內的營業額超過 2/3，則集中化不具有歐盟層級。
EUMR 中並未針對特定業別設定不同之門檻。
三、結合管制申報程序
在歐盟，結合申報制度係採強制性的（compulsory），結合如達到
共同體規模，相關事業在完成結合、公開招標或取得控制股權前，須向
執委會為結合申報通知192，因此在未取得結合認可之前，相關事業不得
實施結合。
歐盟的結合申報程序分為申報前階段（Pre-notification period）、第
一階段調查（Phase 1 Investigation）
、第二階段調查（Phase 2 Investigation）。
執委會一旦收到相關事業的結合申請後，將會展開第一階段的調查，於
第一階段調查結束後，若執委會認為該集中化行為對於在共同市場
（common market）的相容性（compatibility）產生懷疑193，執委會將會
進行第二階段的調查。
（一）申報前階段（pre-notification period）
事業在提出結合申請前，得向 DG COMP 提出申報前階段的要求，
隨後 DG COMP 將會分派案件小組（case team）與事業進行聯絡194。在
申報前階段期間，案件小組將會與事業就提出的 Form CO 草稿進行討
論，於討論結束後，案件小組可能會要求事業提供額外的資訊或要求事

192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4 (1).

193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6(1) (c).

194

參閱：DG Competition Best Practices on the conduct of EC merger proceeding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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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修改 Form CO195。
申報前階段在整個申報程序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因為 DG
COMP 與事業可以藉由申報前階段中討論管轄權、其他法律問題、調查
所須的資料、釐清重要議題及潛在的競爭疑慮196。
（二）結合申報申請
1.正式申請
事業在提出結合申報時，應依照 Form CO197的指示完成正確且完整
的表格198，其申報表格應包括：結合之說明、事業的基本資料、結合的
詳細資訊、提供可支持之文件、市場定義、受影響市場之資訊等。
2.適用「簡化程序（Simplified Procedure）」之審查
執委員針對簡化程序有一特別規範－「Commission Notice on a
simplified procedure for treatment of certain concentrations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No 139/2004（以下簡稱 Commission Notice on a
simplified procedure）」。依該規範，簡化程序針對的對象為 EUMR 第 6
條 1 項第 b 款之情形199，即事業的集中化行為與共同市場的相容性並未
引起嚴 重質疑 （ raise serious doubts ），又 Commission Notice on a
simplified procedure 有列出簡化程序的適用對象200：
（1）在 EEA 地區由

195

參閱：Nigel Parr, Ross MacKenzie & Alexi Dimitriou Ashurst, Merger Control 2020.
th

16 Edition, Global Legal Group, U.K., p.154 (2020).
196
參閱：DG Competition Best practices on merger control proceedings, p.6.
197

參照：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802/2004, ANNEX I.

198

參照：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802/2004, Article 3.

199

參 照 ： Commission Notice on a simplified procedure for treatment of certain

concentrations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EC）No 139/2004, Point 2.
200

參 閱 ： Commission Notice on a simplified procedure for treatment of certain

concentrations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Point 5, 6. Nigel Parr, Ross
MacKenzie & Alexi Dimitriou Ashurst, Merger Control 2020. 16th Edition, Global Legal
Group, U.K., p.15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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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或兩個以上企業所共同控制的另一企業具有實際上可忽略或有可
預見活動性的收購，其營業額與資產總值分別低於 1 億歐元；
（2）未參
與同一產品市場和地理市場之商業活動的相關企業之集中化行為；（3）
在水平關係中所有相關企業的合併的市場份額低於 20%；
（4）在垂直關
係中所有相關企業的個別或合併的市場份額低於 30%。另外在第 10 點
至第 19 點，則規範了可能不適用簡化程序的情形。
在展開簡化程序前兩個星期，執委會會與事業進行申報前聯繫
（Pre-notification contacts）201，因為執委會依照過往處理簡化程序案件
的經驗，在申報前聯繫階段有可能會發現複雜的競爭議題（例如：市場
定義）202。
有上述適用簡化程序情形的事業得依據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附
件二的 Short Form CO203的指示提交申報表格。如果執委會認為該事業
符合簡化程序之適用資格，將會發布 Short-form Decision，並在 25 個工
作日內告知事業的集中化行為是否與內部市場（internal market）相容
204

。
簡化程序與一般結合審查程序的差異在於205，對於無競爭疑慮者，

執委會不需去調查集中化行為在消費者、競爭者及其他方間之效果，因
此所要求事業提供的資料較少，且又可以簡化審查程序。

201

參 照 ： Commission Notice on a simplified procedure for treatment of certain

concentrations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Point 22.
202

參 照 ： Commission Notice on a simplified procedure for treatment of certain

concentrations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Point 22.
203
204

參照：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802/2004, ANNEX Ⅱ.
參 照 ： Commission Notice on a simplified procedure for treatment of certain

concentrations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Point 26.
205

參閱：Mergers: Commission adopts package simplifying procedures under the EU

Merger Regulation-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European Commission, p.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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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合申報審查
1.第一階段調查（Phase 1 Investigation）
在第一階段，執委會需在接獲完整之申請資料後的 25 個工作日內
完成審查，但若執委會接獲會員國依 EUMR 第 9 條第 2 項規定提出之
要求，或參與之事業依據 EUMR 第 6 條第 2 項規定提出承諾，可延長
至 35 個工作日206。
第一階段結束，執委會可能做出下列之決定207：
（1）事業之集中化
行為不受 EUMR 的拘束；
（2）不附條件同意；
（3）附條件（矯正措施）
同意；（4）因有嚴重阻礙效率競爭的疑慮，應進入第二階段審查。
另依 EUMR 第 7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的集中化行為如具同法第 1
條或第 4 條(5)之情形，在提出申請或取得執委會的同意前208，不得實行
集中化行為（等待期間），除非有同條第 2 項、第 3 項所規範之例外情
形。
2. 第二階段調查（Phase 2 Investigation）
第二階段調查開啟後，執委會應在 90 個工作日內完成審查，但若
參與的事業依據 EUMR 第 8 條第 2 項規定提出承諾，可延長至 105 個
工作日，但該承諾需在第二階段開啟後的 55 日內提出，否則不可延長209。
此外，申請人在第二階段程序開啟後的 15 個工作日內，可要求執委會
延長審查期間，但延長的審查期間不可超過 20 個工作日210。
第二階段調查結束後，執委會得依據 EUMR 第 8 條211規定作出以

206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10(1).

207

參閱：EU, Merger Control 2000, Chambers and Partners, 3.8 (2020).

208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6(1)(b), 8(1) or 8(2).

209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10(3).

210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10(3).

211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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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決定：
（1）同意集中化行為與共同市場相容；
（2）有條件同意集中化
行為與共同市場相容；
（3）集中化行為與共同市場不相容；
（4）若發現
事業在取得結合同意之前實施集中化行為，則執委會得解體（dissolve）
集中化行為；
（5）採取臨時措施（interim measures）來恢復或維持有效
競爭的條件；
（6）若事業提供錯誤資訊或違反義務，執委會得撤銷決定。
（四）結合管制之審查標準
依 EUMR 之規定，執委會所禁止的集中化行為係與共同市場不相
容，也就是集中化行為不能顯著地阻礙共同市場的競爭秩序或者是將造
成強化支配地位的產生212，故只要無該情形，執委會即應作成事業集中
化行為與共同市場相容的決定213。如何判斷集中化行為是否與共同市場
不相容，因此，根據集中化行為是否為水平型態或非水平型態而有不同
的檢測（test）。
1. 水平結合（Horizontal Mergers）
關於評估水平結合規定於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根據該指導原則，為了評估水平結合的競爭效果，執委會將會
比 較 有 無 結 合 之 情 況 214 。 因 為 水 平 結 合 可 能 會 產 生 非 協 同
（ non-coordinated ） 反 競 爭 效 果 或 透 過 非 協 同 效 果 阻 礙 寡 頭 市 場
（oligopolistic）裡的有效競爭215。
2. 非水平結合（Non-horizontal Mergers）
在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non-horizontal mergers 中則有規定
如何評估非水平結合，在該指導原則中，與水平結合相比較，執委會認

212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2.

213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8(1).

214

參照：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Article 9.

215

參閱：Nigel Parr, Ross MacKenzie & Alexi Dimitriou Ashurst, Merger Control 2020.
th

16 Edition, Global Legal Group, U.K., p.156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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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非水平結合通常不太會顯著地阻礙有效競爭216，但仍有些非水平結合
可能會顯著地阻礙有效競爭217，因此，指導規則提到有兩種主要方式會
導 致 非 水 平 結 合 可 能 顯 著 地 阻 礙 有 效 競 爭 218 ： 非 協 同 效 果
（non-coordinated effects）與協同效果（coordinated effects）。執委會將
會透過比較有無結合之情況來評估該非水平結合是否具有非協同效果
或協同效果219。
四、違反規範的法律效果
（一）回復競爭之措施
1. 解體（dissolve）
集中化行為或採取適當手段以回復競爭220：如事業的集中化行為已
被認定為不相容於共同市場，但事業仍完成該集中化行為，或事業的集
中化行為具 EUMR 第 2 條第 3 項或第 2 條第 4 項的情形時，執委會可
要求事業透過解體（dissolution）結合行為或處分股份、資產等行為來
取消其集中化行為；如集中化行為無法取消，執委會則可以採取其他適
當可能回復競爭的方式來處理。執委會並可採取其他適當的手段以確保
事業取消該集中化行為或遵循決定中之回復措施。
2. 採取臨時措施（interim measures）221：
在事業具有下列行為時，執委會可採取臨時措施來回復或維持有效
競爭（restore or maintain conditions of effective competition）：第一、在
取得執委會的同意前，違反等待期間之規定（EUMR 第 7 條）而完成集

216

參照：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Article 11.

217

參照：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Article 15.

218

參照：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Article 17.

219

參照：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Article 20.

220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8(4).

221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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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行為；第二、違反執委會依 EUMR 第 6 條第 1 項第 b 款或第 8 條
第 2 項規定所為決定的附帶情形而完成集中化行為；第三、被執委會宣
告不相容於共同市場仍完成該集中化行為。
3. 撤銷已作成之決定222：
執委會可撤銷其依據 EUMR 第 8 條第 1 項或第 8 條第 2 項所為之
決定，如事業：第一、提供錯誤之資訊令委員會做成該決定；第二、承
認其違反決定中所賦予的義務。
（二）偷跑（Gun-jumping）爭議
1. 等待義務（standstill obligation）
在 歐 盟 ， 如 果 集 中 化 行 為 有 達 到 共 同 體 規 模 （ Community
Dimension）
，則事業須向執委會為結合申報，因此，結合申報制度在歐
盟係採強制性。在 EUMR 第 7 條第 1 項規定，達到共同體規模的集中
化行為在申報通知前或直到被執委會認定相容於共同體市場前，都不得
實施，也就是賦予了相關事業在申報通知前或執委會給予許可決定前，
相關事業不得為集中化行為的等待義務（standstill obligation）。歐盟普
通法院（the General Court）亦認為事業違反 EUMR 第 4 條第 1 項規定
將會同時也違反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的等待義務223。
2. 例外規定（exception）
EUMR 雖規定相關事業須遵守等待義務，但在兩種受限制的例外規
定下事業可以不用遵守等待義務。按照 EUMR 第 7 條第 2 項規定，利
用公開競標或在證券市場透過一連串的股份交易行為，從許多賣家手上
取得控制力之情形，不須事先通知委員會。

222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8(6).

223

參閱：Catriona Hatton, Yves Comtois & Andrea Hamilton, Gun Jumping in Merger

Control: A Jurisdictional Guide, Institute of Competition Law, p.14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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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依 EUMR 第 7 條第 3 項規定，執委會得依照相關事業的要求來
廢除（derogation）等待義務，但僅只有在特定情形執委會才會給予廢
除，當執委會認為等待義務對於相關事業或第三方造成的損害遠比該集
中化行為對於競爭的威脅還大時224。
3. 違反等待義務之處罰
依據 EUMR 第 14 條第 2 項第 b 款規定，委員會對於違反等待義務
的相關事業，得對該事業處以高達其前一會計年度總營業額 10%的罰金
及給予臨時措施。不論相關事業的違反行為，係出於疏忽、故意，或是
必可取得許可且集中化行為並無產生競爭疑慮者，均罰之。如果相關事
業分別違反 EUMR 第 4 條第 1 項與違反第 7 條第 1 項規定時，則分別
依第 14 條第 2 項第 a 款規定處罰及第 14 條第 2 項第 b 款規定處罰225。
（三）罰鍰226
事業如有下列行為，可處以不超過其前一會計年度總營業額之 10%
罰款（非刑事罰）
：
（1）在未獲得 EUMR 第 7 條第 2 項的許可或第 7 條
第 3 項之廢除的情形下，未依 EUMR 第 4 條或第 22 條第 3 項規定，在
實施集中化行為前提出申請；
（2）事業違反 EUMR 第 7 條（等待期間）
禁止實行集中化行為的規定；（3）實行依 EUMR 第 8 條第 3 項宣告為
不相容於共同市場之集中化行為或；（4）未遵守依 EUMR 第 6 條第 1
項第 b 款、第 7 條第 3 項或第 8 條第 2 項賦予的義務或情狀。此外，事
業如係提供錯誤或誤導資訊，將被處以不超過其前一會計年度總營業額
之 1%罰款（非刑事罰）。

224

參閱：Catriona Hatton, Yves Comtois & Andrea Hamilton, Gun Jumping in Merger

Control: A Jurisdictional Guide, Institute of Competition Law, pp.140-141 (2019).
225
參閱：Catriona Hatton, Yves Comtois & Andrea Hamilton, Gun Jumping in Merger
Control: A Jurisdictional Guide, Institute of Competition Law, p.142 (2019).
226
參照：
（EC）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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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如 EUMR 第 3 條第 2 項規範情形的事業有違反下列情形，執委
會得逐日（工作日）對其處以不超過其平均每日總營業額 5%的罰款：
（1）
執委會依 EUMR 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要求事業提出完整及正確的資訊；
（2）執委會依 EUMR 第 13 條第 4 項規定，要求事業接受檢查；（3）
未履行執委會依 EUMR 第 6 條第 1 項第 b 款、第 7 條第 3 項或第 8 條
第 2 項所為決定賦予的義務；（4）未履行執委會依 EUMR 第 8 條第 4
項或第 8 條第 5 項所為決定要求的行為。

第三節 日本
日本於 1947 年以第 54 號法律案制定「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
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227」
（下稱「獨占禁止法」或「該法」）
；
「獨占禁
止法（Act on Prohibition of Private Monopoliz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Fair Trade；AMA）」係為「禁止私的獨占、不當交易限制及不公平交易
方法，防止事業支配力量之過度集中，排除由協定等聯合對生產、銷售、
價格、技術及其他事業活動之不當限制，促進公平且自由之競爭，以發
揮事業之創意及商業之繁榮，進而提高就業及國民實質所得水準，並確
保消費者利益，達成整體經濟健全發展之目的」228。
日本之競爭主管機關為公正取引委員会（下均簡稱 JFTC），JFTC
執掌之主要法律為「應依該法規定，其職權包括：
（1）關於私的獨占之
規範、
（2）關於不當交易限制之規範、
（3）關於不公平交易方法之規範、
（4）關於獨占狀態之規範、
（5）關於 JFTC 所掌事務之國際合作、
（6）

227

以下簡稱獨占禁止法。

228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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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列各情形外，依其他法律或授權賦予 JFTC 之事務229。
一、競爭法制架構
「獨占禁止法」為單一成文實體法典，另制定「禁止私人獨占和確
保公平交易法律施行令（下稱『施行令230』）」為該法補充。JFTC 針對
特定競爭規範、行政程序等事項，頒布相關「政策（Policies）」、「規則
（Rule）」、「指導原則（Guidelines）」或有關「注意事項（Notice）」等
更為細緻之規定，多以程序事項為主，屬技術性或解釋性之行政規則，
為重要之執法依據。
（一）「獨占禁止法」及其施行令
「獨占禁止法」共計 13 章，目前全部條文數量逾 120 條，將有
關獨占態樣、結合行為規範與不公平交易行為分別於專章處理，其中，
第 3-2 章主要規範「獨占」態樣；有關「結合」（英譯為 Combination）
主要規定於該法第 4 章「股份之持有（Shareholdings）、任員之兼任
（Interlocking Officers）、合併（Mergers）、分割（Splits, Share）及讓受
指定業務（Transfers and Acceptance of Assignments of Business）」，第 5
章用以規範「不公平交易行為」，第 6 章以下為該法有關程序規定。至
於卡特爾（cartel）行為，非該法規範範圍，另以「不正競爭防止法」
為法源依據。
有關該法通用程序、違反本法規定之處分與執行、民事損害賠償依
據，乃至於相關罰則（特指罰鍰、罰金與刑事制裁）另以專章處理，第
12 章中明定有關「獨禁法」中屬於「犯罪事件」之有關處理與程序、
行政與（刑事）司法與行政管轄之處理原則，分別條文規範。

229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27 條之 2。

230

原日文法令名稱為：
「私的独占の禁⽌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施行令 」，

昭和五十二年（1977）十二月一日，政令第三百十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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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結合規範
日本結合規範，除「獨占禁止法」中第四章規定外，「施行令」第
15 條至第 21 條，另就有關門檻數額、計算方式、適用範圍分別依結合
主體之態樣加以補充。日本公平會基於執法與規範競爭事務需要，在母
法及其實行令以外，依職權另行制定公告必要解釋性或技術性之法規命
令，或程序所必要公佈之各類行政規則，與本研究有關且較重要者，並
存在官方網站上英文版本者計有：
1.

「適用獨占禁止法第 9 至 16 條有關許可、報告、公告等規則
（Rules on Applications for Approval, Reporting, Notification, etc.
Pursuan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s 9 to 16 of the Act on
Prohibition of Private Monopoliz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Fair
Trade）」，以下稱「結合適用規則」231。

2.

「 構 成 經 濟 力 過 度 集 中 之 公 司 認 定 準 則 。（ GUIDELINES
CONCERNING

COMPANIES

WHICH

CONSTITUTE

AN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下
稱「認定準則」）」232。
3.

「獨禁法第 11 條規定有關銀行和保險公司收購和取得股票表決
權準則。（GUIDELINES CONCERNING AUTHORIZATION OF
ACQUISITION AND HOLDING OF VOTING RIGHTS BY
BANKING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1 OF THE ANTIMONOPOLY ACT；

231

並未廢止，目前仍有效力。

232

參閱：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官網，法規下載網址：

https://www.jftc.go.jp/en/legislation_gls/imonopoly_guidelines_files/administrative.pdf 。
最後瀏覽日期：202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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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股票表決權有關準則」）233。
4.

「獨禁法結合審查適用準則。
（GUIDELINES TO APPLICATION
OF THE ANTIMONOPOLY ACT CONCERNING REVIEW OF
BUSINESS COMBINATION） 」234，下稱「審查準則」。

5.

「關於業務結合審查程式政策。Policies Concerning Procedures
of Review of Business Combination」235，下稱「結合審查政策」
。

二、結合之定義與類型適用
日本獨占禁止法當中對於「結合」實無明確定義，僅於該法第 2 條
第(5)項規定：該法所稱「私的獨占」
，謂事業單獨、或與其他業者結合、
共謀或以其他方法，排除或支配他事業之事業活動，有違公共利益，而
實質限制特定交易領域範圍之競爭236。另於第 15 條之 2（分割之限制、
申報義務）第 2 項規定，「公司為吸收分割，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應依公平交易委員會訂定之規則，事先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該吸收分
割計畫之申報。但參與吸收分割之所有公司屬於同一企業結合集團時，
無須提出申報。」

233

參 閱 ： 日 本 公 正 取 引 委 員 會 官 網 ， 法 規 下 載 網 址 ：

https://www.jftc.go.jp/en/legislation_gls/imonopoly_guidelines_files/Bankingstockholding.
pdf：最後瀏覽日期：2020/11/21。
234

參 閱 ： 日 本 公 正 取 引 委 員 會 官 網 ， 法 規 下 載 網 址 ：

https://www.jftc.go.jp/en/legislation_gls/imonopoly_guidelines_files/191217GL.pdf ；最後
瀏覽日期：2020/11/21。
235

參 閱 ： 日 本 公 正 取 引 委 員 會 官 網 ， 法 規 下 載 網 址 ：

https://www.jftc.go.jp/en/legislation_gls/imonopoly_guidelines_files/191217policy.pdf ；最
後瀏覽日期：2020/11/21。
236

該條文原文規範為：「この法律において「私的独占」とは、事業者が、単独に、

又は他の事業者と結合し、若しくは通謀し、その他いかなる方法をもつてするかを
問わず、他の事業者の事業活動を排除し、又は支配することにより、公共の利益に
反して、一定の取引分野における競争を実質的に制限することをいう。」多數學者
稱一定之交易領域範圍實為特定之「市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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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獨禁法中對於「結合」
，於第四章中，第 9 條至第 16 條分別規
定四種「結合」類型，並依此區分為事業結合與業務結合兩大部分。各
條除規定各類型有關限制外，對於當事人應負擔結合「申報」義務，則
分別規定其申報門檻。
（一）限制取得持有具控制力之股份
該法第 9 條規定，「公司持有其他國內公司之股份（包含公司員工
之持股，以下同），致形成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之狀態者，不得許可其
設立」。此外，公司（包含外國公司，以下同）不得藉由取得或持有其
他國內公司之股份，形成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之狀態237。第 14 條，亦
對公司以外之事業，取得或持有公司之股份，致實質限制特定市場之競
爭，定有禁止規定；亦不得實施不公平交易方法，取得或持有公司之股
份238。
所謂「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之狀態」，係指公司及其子公司與其他
關係企業之公司，持有其他國內公司之股份，支配其事業活動，致該等
公司整體事業經營達到橫跨數產業之顯著規模程度，且該等公司之資金
運用顯然影響其他事業之交易；或該等公司在互有關聯之數產業，各占
有相當之地位，致整體經濟之發展重存在大影響，且妨礙公平自由之競
爭239。
公司不得藉由取得或持有他公司之股份，實質限制特定交易領域範
圍之競爭；或以不公平交易方法，取得或持有其他公司之股份240。並於

237

參照：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15 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

238

參照：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14 條。

239

參照：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9 條第(3)項之規定。

240

參照：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10 條第(3)項之規定：
「会社は、他の会社の株式を取得

し、又は所有することにより、一定の取引分野における競争を実質的に制限するこ
ととなる場合には、当該株式を取得し、又は所有してはならず、及び不公正な取引
方法により他の会社の株式を取得し、又は所有してはな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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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規定，銀行或保險公司此類大規模事業取得或持有他事業具表
決權股份之限制原則，以及例外取得情形241。
（二）「役員兼任」之限制
該法第 13 條，對「役員兼任」之限制則有明確規範，公司之負責
人或從業人員（負責人以外，繼續從事公司業務之人，以下規定同），
如兼任其他公司之負責人，致實質限制特定交易領域之競爭者，不得為
之。公司亦不得實施不公平交易方法，致自己公司之負責人兼任有競爭
關係之其他國內公司負責人或從業人員，或強制該公司由自己公司之從
業人員兼任其負責人242。
（三）合併與參與新設事業之限制
公司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合併243： 「一、因合併，致實
質限制特定市場之競爭者。 二、合併之實施，係以不公平交易方法為
之者」
。此外，日本獨禁法對於分割事業之一部而與他事業合併者：一、
因該共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致實質限制特定市場之競爭者； 二、
該共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係以不公平之交易方法為之者；有前述情
形之一者，不得為共同新設分割（指公司與他公司為共同新設分割，以
下同）或吸收分割244。
此外，公司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245，不得與其他公司共同進行股
份移轉：
一、因該共同股份移轉，致實質限制特定市場之競爭者。
二、共同股份移轉係以不公平交易方法實行者。

241

參照：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11 條第(1)項之規定。

242

參照：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15 條之 2 第(3)項之規定。

243

參照：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15 條第(1)項之規定。

244

參照：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15 條之 2 第(1)項之規定。

245

參照：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15 條之 3 第(1)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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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限制營業受讓之結合
公司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致實質限制特定市場之競爭者，不得為
之；其以不公平交易方法實施者，亦同246：
1.受讓他公司全部或重要部分之營業。
2.受讓他公司營業固定資產之全部或重要部分。
3.租賃他公司全部或重要部分之營業。
4.受託經營他公司全部或重要部分營業。
5.與他公司締結承受全部損益之共同經營契約。
第 10 條第 8 項至第 10 項之規定，於上開限制規定之申報營業受讓
及公平交易委員會依第 17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為命令時準用之。準用時，
第 10 條第 8 項及第 10 項所稱「股份之取得」係指「營業或營業固定資
產」；同條第 9 項所稱「股份之取得」係指「營業或營業固定資產之受
讓」、所稱「持股公司」係指「受讓營業或營業固定資產之公司」247。
三、結合管制制度
（一）結合管制之行為
涉及結合管制之基本規範為獨占禁止法中第四章「株式の保有、役
員の兼任、合併、分割、株式移転及び事業の譲受け」規定。日本法對
於結合管制特別之處在於其係針對具體之行為為規範，即各行為規範原
則上係獨立規範，各行為之管制門檻及審查標準並不完全相同，且所需
填寫之申報表格亦不相同，而我國係於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中規範結合
之各種態樣，但各結合行為均適用相同之門檻及審查標準，並適用相同
之申報表格，與日本之規範模式並不相同。
獨占禁止法第四章之第 9 條至第 16 條所規範之禁止行為即為日本

246

參照：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16 條第(1)項之規定。

247

參照：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16 條第(3)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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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之結合管制規範，所規範結合之行為類型可分為二大類248：其一為
「一般集中規範」，針對的是經濟力量過度集中之情形，包括擁有巨大
支配力之公司禁止249（表格 3）及對於銀行、保險公司持股之限制250（表
格 6、7）；其二為「市場集中規範」，針對的是對於特定市場造成實質
限制競爭之情形，包括取得股份251（表格 4、5）、職員兼任252、合併253
（表格 8）、分割254（表格 9、10）、股份移轉255（表格 11）及業務讓與
256

（表格 12）等行為。為前揭規定所禁止之行為前，原則上事業應先

向 JFTC 提出申報。
（二）結合管制申報之門檻
依獨占禁止法第 10 條、第 15 條、第 15 之 2 條、第 15 之 3 條及第
16 條之規定，所制定之門檻除取得股份情形對於股份有額外限制外，
原則上係針對國內銷售額為認定，分述如後：
1、第 10 條取得股份之規範門檻為：
（1）取得股份事業（包含其子
公司、最終母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國內銷售額超過 200 億日圓；
（2）被
取得之事業（包含其子公司）之國內銷售額超過 5 億日圓；
（3）事業取
得之有表決權股份超過 20%或 50%257。

248

參閱：何之邁，
「第六條結合之定義」
，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一)，公平交易委員

會，頁 207-209 (2003)。
249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9 條。

250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11 條。

251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10 條、第 14 條。

252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13 條。

253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15 條。

254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15 條之 2。

255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15 條之 3。

256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16 條。

257

參閱：[Attachment] Summery of the Amendment to the Antimonopoly Act, JFTC , p.1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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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15 條結合及第 15 條之 3 共同股份移轉之規範門檻為：（1）
參與合併或共同股份移轉之公司，其中有一之國內銷售額超過 200 億日
圓；
（2）參與該行為之其他公司，其中有一之國內銷售額超過 50 億日
圓258。
3.第 16 條營業受讓之規範門檻為：（1）取得公司之國內銷售額超
過 200 億日圓；（2）目標公司之國內營業額超過 30 億日圓259。
4.第 15 條之 2 公司分割之規範門檻為：依分割方案為新設分割或
吸收分割以及為全部繼受或重要部分繼受之不同情形，要求事業之國內
營業額達到之標準則不同，原則上均需超過 30 億日圓260。
另依獨占禁止法第 11 條之規定，所制定之門檻為：事業取得之有
表決權股份超過 5%（銀行業）或 10%（保險業）261。
原則上，依獨占禁止法之規定，事業於為結合行為前，應先向 JFTC
提出申報以取得同意，除因交易屬同一企業集團內為之，無須提出申報
者外262，尚有二例外：
（1）新設立之公司如具有獨占禁止法第 9 條第 4 款之情形，則於
設立之日起 30 日內，向 JFTC 提出設立申報即可263；
（2）公司欲取得他公司股份如具有獨占禁止法第 10 條第 2 項之情
形時，應事先向 JFTC 提出申報，惟如具有困難無法提出時，則不須事
先提出申報264。所指之困難包含事業取得股份係因分割或合併之結果、

258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15 條第 2 項、第 15 條之 3 第 2 項。

259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16 條第 2 項。

260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15 條之 2 第 2、3 項。

261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11 條第 1 項。

262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15 條第 2 項、第 15 條之 2 第 2、3 項、第 15 條之 3 第 2 項、

第 16 條第 2 項。
263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9 條第 7 項。

264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10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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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取得股份係因股份之分配，不具有公司法第 185 之情形…等 7 種情
形265。
（三）事業結合審查準則
獨占禁止法對於結合管制係針對個別行為為規範，所規範之審查標
準並不完全相同：就「一般集中規範」部分：審查標準有「造成經濟力
過度集中266」。就「市場集中規範」部分：審查標準有「在特定市場實
質限制競爭」及「使用不公平交易行為」267。對於「實質限制競爭」，
日本實務上認為係指「造成競爭明顯地減損並產生事業或集團事業能透
過自行決定價格、品質、數量及其他方式來控制市場之情形268」
（四）結合申報程序
1.第一階段（Phase 1）
依獨占禁止法第 10 條第 8 項規定，在提出申報後之 30 日內，事業
不得為同條規定所指之行為，另如 JFTC 認為有必要，可以縮短該期間
269

。JFTC 認為必要者，係指申報之情形很明顯地並不會導致在特定市

場實質限制競爭情形之發生，而且申報人有提出縮短等待期間之申報
270

。
JFTC 於審查後未發現該交易可能實質限制競爭，JFTC 即以書面認

265

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第九条から第十六条までの規

定による認可の申請、報告及び届出等に関する規則第 2 條之 7。
266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9 條。

267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10 條、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5 條之 2、第 15 條

之 3、第 16 條。
268

參照：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 3 點第 1 項。

269

獨占禁止法第 10 條第 9 項規定。獨占禁止法第 15 條第 3 項、第 15 條之 2 第 4 項、

第 15 條之 3 第 3 項、第 16 條第 3 項準用之。
270

參閱：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公正取引委員会，頁 49-5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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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clearance letter）通知申報人，表示 JFTC 不會採取任何行為271。
2.第二階段（Phase 2）
於第一階段審查後，如 JFTC 認為有必要進行更詳細的審查以確定
是否有實質限制競爭之情形，JFTC 可要求事業進一步提交必要之報告、
資訊或材料272，此即進入第二階段之審查。進入第二階段者，期限可以
增加到 120 日（從接獲申報之日起算），或者是 90 日（從取得 JFTC 所
要求之全部資料之日起算），以較晚者為準273。
（五）結合管制之審查標準
獨占禁止法對於結合管制係針對個別行為為規範，所規範之審查標
準並不完全相同：
就「一般集中規範」部分：審查標準有「造成經濟力過度集中274」
。
就「市場集中規範」部分：審查標準有「在特定市場實質限制競爭」
及「使用不公平交易行為」275。
對於「實質限制競爭」，日本實務上認為係指「造成競爭明顯減損
並產生事業或集團事業能透過自行決定價格、品質、數量及其他方式控
制市場之情形276」

271

參閱：Japan, Merger Control 2000, Chambers and Partners, 3.8 (2020).

272

獨占禁止法第 15 條第 3 項、第 15 條之 2 第 4 項、第 15 條之 3 第 3 項、第 16 條

第 3 項準用之。
273

獨占禁止法第 15 條第 3 項、第 15 條之 2 第 4 項、第 15 條之 3 第 3 項、第 16 條

第 3 項準用之。
274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9 條。

275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10 條、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5 條之 2、第 15 條

之 3、第 16 條。
276

參照：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 3 點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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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違反結合規範之處理
（一）事業未依規定提出申報：
依獨占禁止法第 17 條規定，事業不得以任何名義規避第 9 條至第
16 條規定之禁止與限制行為，如違反者，得處以不超過一年的監禁或
不超過 200 萬日圓的罰金277，且監禁與罰金可以併罰278。另如提出虛偽
不實之資料，依獨占禁止法第 91 條之 2 規定，得處以不超過 200 萬日
圓的罰金。
（二）於 JFTC 給予許可前，事業進行結合行為
1. 要求事業採取必要措施
依獨占禁止法第 17 條之 2 第 1 項之規定，JFTC 對於違反第 10 條
第 1 項、第 15 條第 1 項、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第 15 條之 3 第 1 項、
第 16 條第 1 項者，得要求事業採取任何必要措施來消除該違反行為，
包括處分其股份或讓與營業之全部或一部等行為。
2.要求事業停止其結合行為
如事業在取得 JFTC 之許可前即繼續進行其結合行為，JFTC 依獨占
禁止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得命事業停止其行為（cease and desisit order）。
但 JFTC 已超過 40 年就此類行為未核發停止命令，因事業於獲得 JFTC
之「建議」後，均撤回其申報279。
（三）請求法院為緊急禁止命令
如事業在取得 JFTC 之許可前即繼續進行其結合行為，JFTC 得向東
京地方法院提出聲請280，請求法院為一緊急禁止命令，令事業在 JFTC

277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91 條後段、第 91 條之 2。

278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92 條。

279

參閱：Japan, Merger Control 2000, Chambers and Partners, 5.1 (2020).

280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8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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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審查前，不得繼續其結合行為281。JFTC 必須向法院證明該結合行
為將實質限制競爭並對競爭造成無法回復之損害，惟迄今並無 JFTC 向
法院提起之案件282。
（四）請求法院宣告其結合行為無效
依獨占禁止法第 18 條規定，如事業未依第 15 條第 2 項、第 15 條
之 2 第 2 項、第 3 項及第 15 條之 3 第 2 項規定向 JFTC 提出申報，而
逕自完成其合併、分割或共同股份移轉行為，則 JFTC 得向法院提起訴
訟，請求法院宣告事業之行為為無效。但迄今亦無實際案例283。

第四節 韓國
一、競爭法制概述
韓國公平法為達「防止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和過度經濟力量集
中，藉由規範不當的共同（聯合行為）與不正交易行為，以促進公平、
自由競爭，促進企業創造性活動並保護消費者，增進國民經濟平衡發展」
之立法意旨284，並授權公平會制定該法之「施行令（ENFORCEMENT
DECREE OF THE MONOPOLY REGULATION ANDFAIR TRADE
ACT ）」（簡稱 DECREE）285。於該法授權下，賦予韓國公平會制訂也

281

參照：獨占禁止法第 70 條之 4。

282

參閱：Japan, Merger Control 2000, Chambers and Partners, 5.1 (2020)、Japan, GUN

JUMPING IN MERGER CONTROL: A JURISDICTIONAL GUIDE, Institute of
Competition Law, pp. 263-264 (2019).
283
參閱：Japan, Merger Control 2000, Chambers and Partners,2.13 (2020) 、GUN
JUMPING IN MERGER CONTROL: A JURISDICTIONAL GUIDE, Institute of
Competition Law, pp. 263-264 (2019).
284
參照：韓國公平法第 1 條。
285

該實行令韓文全稱為：「독점규제 및공정거래에 관한 법률 시행령」
，簡稱

「공정거래법 시행령」，該「執行令」相當我國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87

關規範之權，針對特定競爭事務，制定相關「準則指引（Guidelines）」、
「標準（Standard）」或相關「解釋公告（Notice）」等更為細緻規定。
（一）「獨占規範暨公平交易法」及其施行令
韓國公平法將有關不法競爭態樣與不公平交易行為分別於專章處
理；有關「結合」（Combination）286規範主要規定於該法第 3 章「事業
結合之限制與遏止經濟力的集中」。
「獨占規範暨公平交易法施行令（ENFORCEMENT DECREE OF
THE 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TRADE ACT，簡稱施行
令）」
，為韓國公平法條文之重要補充規範，相當我國「公平交易法施行
細則」。該施行由韓國公平會制訂，但須經韓國總統簽署後公布始生法
律效力，法律性質上屬於行政命令。
（二）結合有關規範
在母法及其實行令以外，與本研究有關規範且較重要者，計有：
1. 「 事 業 結 合 審 查 準 則 （ Guidelines for the Combination of
Enterprises Review（2017 年 12 月 20 日）
；下稱審查準則）
」287。
2. 「 事 業 結 合 申 報 準 則 （ Guidelines for reporting business
combinations（2018 年 5 月 31 日）」288。

286

MRFTA 稱「結合（결합）」英譯為「Combination」
。

287

參閱：KFTC 官方英文網站當中，有關 M & A 說明網頁，法規編號 6；該資料來

源網址：
http://www.ftc.go.kr/eng/cop/bbs/selectBoardList.do?key=2857&bbsId=BBSMSTR_00000
0003634&bbsTyCode=BBST11；最後瀏覽日期：2020/11/21。韓文法規名稱：
「기업결합
심사기준 」
，版本日期：2019/2/27。
288

參閱：KFTC 官方英文網站當中，有關 M & A 說明網頁，法規編號 5；該資料來

源網址：
http://www.ftc.go.kr/eng/cop/bbs/selectBoardList.do?key=2857&bbsId=BBSMSTR_00000
0003634&bbsTyCode=BBST11；最後瀏覽日期：202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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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業結合矯正措施準則（GUIDELINES FOR COMBINATION
OF ENTERPRISES REMEDIES；下稱結合矯正準則）」289。
4. 「 公 平 交 易 委 員 會 矯 正 措 施 實 施 準 則 （ Guidelines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s Corrective Measures
（2018 年 8 月 9 日）；」290。
5. 「 違 反 事 業 結 合 申 報 案 件 裁 罰 標 準 （ GUIDELINES FOR
IMPOSITION

OF

ADMINISTRATIVE

FINES

AGAINST

VIOLATION OF MERGER NOTIFICATION REQUIREMENT
（2018 年 10 月 8 日））」291。
6. 「結合事業違反強制矯正措施裁罰標準 292（STANDARD FOR
IMPOSING SURCHARGE TO COMPEL COMPLIANCE WITH
REMEDIES ON BUSINESS COMBINATION）」293

289

參閱：KFTC 官方英文網站當中，有關 M & A 說明網頁，法規編號 1；該資料來

源網址：
http://www.ftc.go.kr/eng/cop/bbs/selectBoardList.do?key=2857&bbsId=BBSMSTR_00000
0003634&bbsTyCode=BBST11；最後瀏覽日期：2020/11/21。
290

該準則英文或稱「Guidelines for corrective measures in corporate combination」
。參

KFTC 官方英文網站當中，有關 M & A 說明網頁，法規編號 2；KFTC 網頁：
http://www.ftc.go.kr/eng/cop/bbs/selectBoardList.do?key=2857&bbsId=BBSMSTR_00000
0003634&bbsTyCode=BBST11 ；最後瀏覽日期：2020/11/21。該準則英文或稱
「Guidelines for corrective measures in corporate combination」
。
291

參閱：KFTC 官方英文網站當中，有關 M & A 說明網頁，法規編號 4；KFTC 網頁：

http://www.ftc.go.kr/eng/cop/bbs/selectBoardList.do?key=2857&bbsId=BBSMSTR_00000
0003634&bbsTyCode=BBST11，最後瀏覽日期：2020/11/21。
292

參閱：KFTC 官方英文網站當中，有關 M & A 說明網頁，法規編號 3；KFTC 網頁：

http://www.ftc.go.kr/eng/cop/bbs/selectBoardList.do?key=2857&bbsId=BBSMSTR_00000
0003634&bbsTyCode=BBST11；最後瀏覽日期：2020/11/21。
（韓國法規名稱為：
「기업결합 관련 시정조치 불이행에 따른 이행강제금 부과기준 」
）
293

參閱：KFTC 官方英文網站當中，有關 M & A 說明網頁，法規編號 3；KFTC 網頁：

http://www.ftc.go.kr/eng/cop/bbs/selectBoardList.do?key=2857&bbsId=BBSMSTR_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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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併購（M&A）」公告（Notification of M&A）294
二、結合之定義與適用
韓國公平法有關「結合」規定主要在第 7 條第(1)項，任何人不得直
接或經由已經法令規定（by Presidential Decree）之特殊關係人（以下簡
稱「關係方」)，於特定交易領域範圍內，以下列行為從事實質限制競
爭 （以下簡稱「事業結合」）。但公司總資產或銷售額（指關係事業之
總資產或銷售額之和）未合於規定標準 (以下簡稱「大型公司」)者，
上述行為不適用本條第 2 項之規定。
（一）「結合」規範之類型
1. 韓國公平法規範之「業務結合」類型
第 7 條第(1)項所稱結合之行為係指：
一、收購或持有他公司之股份295。
二、同時掌握他公司決策職務，並以董事或受僱人執行相同業務
者296。

0003634&bbsTyCode=BBST11 ；最後瀏覽日期：2020/11/21。
294

參閱：KFTC 官方英文公告，該公告取得來源：

https://www.ftc.go.kr/DATA/download/eng/Quick_Link/M&A%20Notification.pdf；最後瀏
覽日期：2020/11/21。
295

該規範英譯：
「Acquiring or holding shares in any other company」。

296

該執行者，不以執行董事或經理人為限，縱使同為受僱之人，得於他事業「繼續」

執行相同業務，即屬之。參照：韓國公平法 (2017) 第 7 條第(1)項第 2 款規定：
「Concurrently holding an executive officer position in another compan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oncurrent holding of an executive officer position") by an executive officer
or employee (referring to a person who continues to engage in the affairs of the company,
but is not an executive officer; hereinafter the same shall apply)」。但第 7 條第(1)項前段
「資產或營業額達於一定規模之大型企業（large company）
」以外之人，不適用該法
同條項第二款「人員兼任」之規定，本條所稱「一定規模之大型企業」（又稱「大規
模會社」
）係指企業體系中資產總額或銷售額合計達於法定規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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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其他公司合併297。
四、以移轉、租賃或受託而取得另一公司全部或部分業務，或因
讓售而取得他事業全部或部分固定資產等298。
五、參與新設事業299。但有以下情形不適用之：
(a) 依法排除於特別關係以外之人未參與之結合
(b) 依「商事法（the Commercial Act）」第 530-2 條300第(1)項規
定之分割方式參與公司成立者。
2. 韓國公平法規範之「事業結合」類型
韓國公平法第 8 條起至第 11-4 條，分別就控股公司（第 8 條）
、關
係事業、各類金融事業得以對事業進行或施加控制性持股、資本控制力
之行為加以規範。其他法律法定事業類型適用公平法有關結合的事業類
型計有（第 8-2 條第(1)項）
：創投事業或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
合資經營事業（venture business）
、合股公司（joint stock corporation）等
並課與特別義務，例如，成立和轉換成控股公司應提出申報（第 8 條），
限制資產負債比例或債務擔保（第 8-2 條第二項、第 10-2 條），持股限

297

韓國公平法（2017）第 7 條第(1)項第 3 款：
「Merging with any other company」 。

298

韓國公平法（2017）第 7 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Acquiring by transfer, leasing or

accepting by mandate all or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business of another company, or
acquiring by transfer all or substantial part of fixed operating assets of another compan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acquisition by transfer of business");」即「營業讓售」視為一
種「收購」
。
299

該規範英譯：
「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company: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ases are excluded herefrom: (a) Where any person, other than related parties (excluding a
person prescribed by Presidential Decree), does not participat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company;(b) Where a person participat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any through a
division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530-2 (1) of the Commercial Act.」
，韓國公平法(2017)第 7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參照。
300

依據韓國「商事法」第 530 條第 1 項的規定，事業因分割、分割合併而參與成立

新事業。另參照韓國「商事法（the Commercial Act）
」第 530、530-2 條有關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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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第 9 條、第 9-2 條）等。
或如第 8-3 條是對受交叉持股限制的企業集團設立控股公司的限制，
第 11 條是在特定條件下對金融公司或者保險公司表決權的剝奪……等
等，因此此類特殊的事業實體，於公平法中另有特別規定，而為主管機
關應先判斷的項目。韓國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 9-2 條制定「禁止循環式
股權投資條款與事業結合有關解釋指南（Guidelin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Prohibition of Circular Equity Investment Provisions in Rela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Enterprises）」
韓國公平會基於第 7 條、第 8 條（關於成立和轉換成控股公司報告）
301

對於存在限制競爭疑慮的結合案件，具有審查權力，就結合案件中應

受審查之事業主體依據該法第 8 條、第 12 條，應提出「結合申報
（Reporting on Business Combination）」當中有關「事業規模」之規定，
本文先行加以分類整理如下：
(1) 第 12 條第(1)項稱，應為申報之實體所進行之結合：
A. 資產或銷售額達於法定規模之大型公司（第 1 款）
B. 該法所稱大型事業及其具有特別（持股）關係者
(2) 依特定法律設立之事業（第 12 條第(3)項規定）
，其結合原無須
申報，但因資產或銷售額達於法定規模之大型公司及其因持股
而具有特別關係之企業（前述(1)），仍應申報。
(3) 受該法所稱應申報持股狀態之事業及其具有特別關係之人：
A. 足以形成控制關係者；
B. 持有他公司發行股份總數的 20%以上（上市公司占 15%以上)。
且總資產或銷售額（total assets or sales）合於法令標準之公司

301

該條法律之英文標題：「Reporting on Establishment of, and Conversion into, Holding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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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收購事業為 3000 億韓元，他公司為 300 億韓元）302 （第
12 條第(1)項第 1 款）；
C. 原已持有他公司股份，另由他法取得額外股份而成為最大股
東者（第 12 條第(1)項第 2 款）；
D. 同時擔任兩公司主管職務之人（第 12 條第(1)項第 3 款）
E. 參與合併或「收購轉讓業務（第 7 條第(1)項第 4 款） 」之公
司（第 12 條第(1)項第 4 款）；
F. 參與成立新公司，為最大股東之公司（第 12 條第(1)項第 5
款）。
2.「事業結合審查準則」規範之結合類型
依據 2017 年 12 月 20 日生效的「事業結合審查準則（Guidelines
for the Combination of Enterprises Review；下稱審查準則）」之「Ⅵ
限制競爭之判斷基準（Standard for Determination of Competition
Restrictiveness）」規定，事業結合（combination of enterprises）的
限制競爭應當依據收購公司與被收購公司間的關係，按事業橫向、
縱向的結合，以及事業的混合結合（mixed combination of enterprises，
或稱多角化結合）等結合類型（the type of combination）加以判斷。
依此將結合分為三類：
(1) 水平結合，其特點是競爭實體之間以橫向合併組成；
(2) 垂直結合，其特點是在原材料生產、產品生產和銷售、產
品分銷等方面處於「相鄰」地位的事業合併；
(3) 多角化結合，獨立分類不屬橫縱兩類型的混合結合。

302

依施行令第 18 條規定。 (Reporting, etc. on Business Combination) (1) "Company

whose total assets or sales meet the criteria prescribed by Presidential Decree" in the former
part of Article 12 (1) of the Act means a company whose total assets or sales are 300 billion
won or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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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除「適用」
因此韓國公平法中規範結合主體者，至少一方應為營利事業且以
「公司」型態所組成之法人。至於公平法將關係人、持股關係納入，仍
以公司為主要規範主體。
縱使事業法人或自然人之結合行為合於該法第 7 條第(1)項各款的
規定，若經韓國公平會認定合於下列任一條件：
1. 結合所實現的增進功效大於限制競爭的負面效果
2. 與「垂危事業（inviable company）」303進行的結合
則公平法第 7 條第(1)項不適用之，但應由參與結合之事業負舉證責
任304。因此受到結合規範之管制高度，仍視個案情形有所不同。
（三）推定「適用」及其他特別規定
該法同條第(4)項稱：結合若合於以下各款之一規定情形者，
「推定」
在特定交易領域範圍內存在高度實質限制競爭。
1. 參與結合事業合計其「市場占有率（market share）」，滿足以下
情形：
A. 營業實體預期業務足以形成支配市場程度之要求；且
B. 於相關業務領域中為最大者；並
C. 超越第二大公司所占有之市場且達市場總額的 25%
2. 大型企業或由關係人直接進行的結合滿足下列條件者：
A. 於中小企業佔據特定業務領域全部市場 2/3 以上所進行之結
合，且；
B. 大型公司因結合增加原有市場占有 5%以上。

303

「垂危事業」須合於資產負債表上列有的資本總額低於其實收資本，並符合總統

令規定的條件。參韓國公平法第 7 條第(2)項。
304

參照：韓國公平法第 7 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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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韓國結合規範適用上，仍存在一般與特別規定之差異，韓國
公平法於同條第(5)項即稱：韓國公平會得就第(1)項所稱特定範圍之實
質限制競爭與不受本法限制之結合，加以規定並公告。
（四）脫法行為之禁止
公平法第 15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從事規避第 7 條第(1)項、第 8-2
條第(2)項至第(5)項、第 8-3、9、9-2、10-2 或 11 條等規定之脫法行為。
此類不法行為的類型和標準應由總統令規定。
三、結合申報（Notification）與審查制度
（一）資訊揭露與主動報告
就韓國公平法規定而言，結合申報包括「資訊揭露（Disclosure）」
與「報告（Reporting）」二類，並依據結合類型分別規定各類申報書。
1. 揭露證券交易資訊
韓國公平法第 11-2 條第(1)項規定，上市公司、集團控股公司、事
業集團因為結合而進行內部大規模交易，有關董事會決議應予揭露；並
應公開揭露之交易決議項目、內容，如交易目的、交易對象、規模、交
易條款等（第(2)項）。韓國公平會為有關資訊揭露之主管機關，並得委
託或協商其他有關主管機關，確定揭露方法、程式和其他必要事項（第
(3)項）。
且依據韓國公平法第 11-2 條、第 14 條第(1)項前段規定，屬於控股
公司或企業集團內部交叉持股，或因投資合營（Joint Venture）而受控
母公司之個別事業及其內部關係人，其持股狀態及變動應主動揭露。第
11-3 條為非股票上市公司應揭露之事項與範圍。第 11-4 條進一步規定，
集團成員事業中，總資產等標準合於法定應揭露之公司，應當公佈有關
各事業之層級地位與經營狀態、持股情況；非受控股公司控制之關係企

95

業地位305、關係企業間收購或持有另一方股份之交叉持股狀況、特殊投
資持股狀況、債務擔保狀況與表決權之行使，以及相關交易狀態等事
項。
2. 主動報告結合交易
韓國公平法第 12 條第(1)項規定，總資產或銷售額合於規定之大型
事業或其關係企業，與他事業進行第 7 條各款結合者，為該法所稱應「申
報」結合之事業。同條第(2)至(5)項分別規範各類結合之申報門檻、除
外規定與必要標準之計算，另依有關規定提供有關股東持股情況、財務
狀況和國內其他公司持股狀況報告，以及國內金融機構查核後的債務擔
保狀況報告。
韓國公平法第 12 條第(6)項規定，若參與結合的事業中至少有一為
大型事業，或公司持有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發行總數 20%以上(上市公
司占 15%以上)（第 1 款）
、藉由額外收購股份持有超過他事業發行股份
20%以上而為最大股東；執行合併（第 7 條第(1)項第 3 款）、取得他事
業主要業務部分者（第 7 條第(1)項第 4 款）、以及參與成立新設事業，
為事業最大股東者306，應申報結合。
結合申報應自結合之日起 30 日內提交公平會；結合申報應報告內
容須在法定期日（如契約訂立日期）起至結合結束日期之前，依限提出。
（二）結合申報原則
除公平法第 12 條對於事業申報結合規定外，該法實行令第 18 條第
(4)項規定：依公平法第 12 條第(1)項之規定，應為申報實體，應依法定
格式申報結合，其中應記載：主要事業名稱、參與結合事業名稱、銷售、

305

僅限於控股公司總資產超過或等於集團受控業務成員公司總資產總額 50%者，或

從事金融業務或保險業務的公司總資本或資本存量中較大者。
306

參照：韓國公平法第 12 條第(6)項、第(1)項第 5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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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資產、業務活動、有關結合詳情和相關市場狀況等資訊，並由公平會
規定並公佈各類報告所需文件。有關報告程序、文件格式、提交形式和
應附文件檔案另按「事業結合申報準則（Guidelines for reporting business
combinations (2018 年 5 月 31 日)）」之規定辦理307。
1. 結合申報類型
區分為須提交「完整報告（full reporting）」以及須提交「摘要報告
（summary reporting）」兩類。
(1) 摘要報告
應提交摘要報告者，應填具該「申報指引」附表 6 之申請表格完全
並檢附必要文件後送交公平會，或以公平會官網送交。
(2)完整報告
須提交完整報告之結合案件，應填具該準則附表 1 至附表 5，分別
填列：收購（持有）股份報告書、有關結合或併購發起計畫與有關資訊
報告、業務轉讓報告、新設事業股份收購報告等內容。各表皆有詳細填
寫說明，有關填寫問題亦可事先詢問公平會所屬專責部門308。
2. 申報時機（Timing）
韓國申報制度的送交時機，依公平法第 12 條(6)項309規定，採「事

307

參照：
「事業結合申報準則（Guidelines for reporting business combinations (2018 年

5 月 31 日)）
」Ⅰ。
308

其英文全銜為：「 M & A Division, Market Structure Policy Office, Fair Trade

Commission」
309

該規定英譯全文如下：「(6) A report on a business combination under paragraph (1)

shall be filed within 30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business combination: Provided, That if at
least one company is a large company among companies participating in a business
combination in any of the manners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1) 1, 2, 4, or 5 (excluding
cases prescribed by Presidential Decree), a report on the business combination shall be filed
within a period beginning on the date prescribed by Presidential Decree, such as the date on
which a merger contract is concluded, and ending on the date prior to the dat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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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申報」
、
「結合完成後申報（或稱事後申報）」
。另依第(9)項規定，欲按
第 7 條第(1)項規定進行結合之人得要求公平會於第(6)項規定的「備案
期（filing period）」之前310，審查該結合是否構成實質限制競爭（此又
稱為「預審（pre-merger review）」）311。各類事業實體應採「事前」
、
「事
後」申報原則，分列如下：
（1）一定規模的大型事業參與結合者，應在結合協議或決意形成
之後主動申報。若交易任一方擁有全球資產或年營業額為 2 兆韓元以上
之大型事業（包括其關係企業的資產和營業額），則適用特定結合申報
方式。
（2）一定規模的大型事業，得在相關協議確定（日期）之後，但
應在交易完成之前，隨時提出申報，
（滿足「交易在 KFTC 批准之前未
完成」要件即可）。
（3）即使只有其中一方為大型事業，屬特定事業體（交叉持股關
係）之最高決策董事層、（具控制性持股關係）連鎖董事或互派董事關
係者（interlocking directorate）提出（公開）合併（結合）訊息揭露，

business combination.」
310

參照：該規定之英譯全文：
「(9) A person who intends to conduct a business

combination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7 (1) may request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o review
whether the business combination is categorized as practices substantially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even before the filing period specified in paragraph (6).」
。
311

參閱：韓國公平會於 2005 年 09 月 05 日之訊息發布，標題名為：
「對 Hite–Jinro 結

合案採取行為矯正措施（Hite-Jinro Merger gets Behavioral Remedy from the KFTC）
」，
當中有關預先申請結合審查案之說明。資料來源自官方訊息英文網頁，參考網址：
https://www.ftc.go.kr/eng/cop/bbs/selectBoardList.do?key=515 ；最後瀏覽日期：
2020/12/11。
（韓國官方資訊取得通常須下載其專門閱讀軟體始能開啟以 hwp 為附檔名
之檔案，又涉及個案之訊息通常無法直接開啟網頁瀏覽，須下載其文件並開啟檔案始
能查知該訊息內容，且下載後若未經另存新檔方式儲存副本，原本下載文件或因儲存
時限屆至，使其連結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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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即向公平會或有關主管機關申報。
（4）未達本法規模或皆屬於其他法令所稱之中小事業參與結合者，
得於完成結合後申報，或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知公平會。此類結合應
在結合完成後 30 天內送達公平會。
另依該「裁罰指導原則」的 5 點規定，所謂「違反通知義務」，係
指在該法第 12 條第(6)項規定的截止日期之前，根據該法第 12 條第(1)
項，負有申報結合義務之人而未能申報通知結合。
所謂「事後通知（Ex Post Facto Notification）」係指根據該法第 12
條第(6)項規範中，依執行法令第 18 條第(8)項各款規定之日後，應為通
知或負有通知義務者。
「事前通知（Ex Ante Notification）」係指根據該法第 12 條第(6)項
的規定，依執行令第 18 條第(10)項各款規定之日起提出申報的結合申
報。
3. 備案期間（filing period）
韓國公平法第 7 條第(6)項規定的「備案期間（filing period）」
，係暫
時中止結合進行之等待期間。依該法第 12 條第(8)項規定，應為結合申
報之人，於公平會根據第(7)項通知審查結果之前，不得實施持有股份、
申請合併登記、履行轉讓收購事業契約內容或認購股份等行為。
另依據實行令第 18 條第(8)項規定，該法第 12 條第(2)項規定所稱
的「結合之日（Date of the business combination）」，以及同條第(6)項當
中有關和要件，適用下列日期之規定：
（1）持有他事業股份或提高他事業股份持有比例，依取得來源、事業
狀態分類各項目規定的日期；
（2）有關人員兼任（同時在他事業擔任一定職務）在其兼任高層行政
職務或為公司股東，以股東大會上確定任命執行人員的日期；
（3）藉由轉讓收購事業者，依收購企業之付款日期；或在有關交易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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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簽訂之日起 90 天的期限；支付收購業務，是指該 90 天期限為到
期日；
（4）與其他公司合併時，以事業變更登記日期；
（5）在參與成立新公司時，為支付已經分配股份的日期。
（三）結合案之審查與判斷
韓國公平法第 7 條第(2)項規定312，為結合審查之判斷依據。公平交
易委員會於事業申報後，應當自報告提交之日起 30 日內審查該結合是
否受第 7 條之拘束，並通知申報義務人有關結果，公平會於必要時，得
自 30 日之期限屆至起，將審查期限延長至 90 天。
依 據 「 事 業 結 合 申 報 準 則 （ Guidelines for reporting business
combinations (2018 年 5 月 31 日)）」有關申報分為「完整」與「摘要」
報告兩類，以及「事業結合審查準則（Guidelines for the Combination of
Enterprises Review(2017 年 12 月 20 日)；下稱審查準則）」當中規定，
結合申報之審查程序分為兩類：
「簡化審查（Simplified merger review）」
與「通常審查（standard review）
」313。此外申報事業業如有要件、門檻
疑義，得事先與韓國公平會聯繫，藉由「預審」制度設計促成事業自願
主動申報（voluntary prior notification），以利提升審查效率。

312

「一、企業結合增進之效益大於限制競爭的負面效果。二、

垂危事業之結合。

三、企業結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應推定為高度限制該特定業務領域的競爭：（一）
合計市場占有的滿足具市場支配力之推定。
（二）市場占有總額在相關領域中為最大者
（三）市場占有總額逾市場占有較次大之公司逾 25%以上
（四）大型事業或藉由關係，並依「中小企業法」於特定業務領域中而佔中小型企業
全部市場總額 2/3 以上之結合
（五）大型事業藉由結合取得增加 5%以上的市場占有」。
313

參照：
「審查準則」Ⅱ.1、Ⅱ.2 之規定。此外，韓國公平法第 12 條亦規定，因其他

法律或有管制事業專有之「特別程序」，惟韓國公平會於此類程序並無直接准否結合
之權力，且未於該準則明定，亦少有域外結合適用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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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簡化審查（Simplified Review）
得適用簡化審查要件有二：推定不發生限制競爭情形之結合案件314，
以及事業結合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得適用簡化審查：
1. 企業結合之當事人為 MRFTA 執行令第 11 條所稱，屬於「特殊
關係」之人（限於同條第 1 款和第 2 款所規定的人）。
2. 非由參與結合之事業（指本準則第二條第 4、5 項規定的收購公
司和被收購公司）之間形成控制力的控制關係315。
3. 非大型事業之當事人根據執行令第 12-2 條進行多角化結合者。
4. 當事人根據相關市場的特性進行不互補或替代的多角化結合
316

。

5. 基於單純投資行為且顯非為經營管理目的，依其他法律參與特
別目的之結合者。317
6. 收購公司依據公平法第 12 條第(1)項自主申報經公平會初步審
查，並作成不合於公平法第 7 條第(1)項所稱結合之決定者318。
7. 當事人根據該法第 7 條第(1)項第 5 款參與成立新公司，被收購
公司為外國公司319，且結合對國內市場無任何影響者。

314

參照：
「審查準則」Ⅱ.1 之規定。

315

參照：該準則第四條規定。

316

「應根據功能的同一或相似性，以及貨物、生產技術、分銷管道和買方層級，確

定互補和可替代性」，參照：該準則第Ⅲ條第 3 項第(2)款。
317

(一)根據「金融投資服務和資本市場法（Financial Investment Services and Capital

Markets Act）」第 9 條第(18)項第 7 款參與設立私募股權基金的；（二）依「資產擔保
證券化法（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 Act）
」第 2 條第 5 款，基於特殊目的企業合併;(三)
專門為特定項目設立並於業務終止後基於特殊目的存在公司（例如有限合夥公司）。
參照：該準則第Ⅲ條第 4 項各款規定。
318

參照：該準則第Ⅲ條第 5 項。

319

即在國外設有總部或根據外國法律設立之公司。參照：該準則第Ⅲ條第 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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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事業結合審查準則審查項目 III. 6320，適用簡化審查之當事人應
依據公平法第 7 條第(1)項第 5 款之規定參與新設事業，且被收購事業應
為不具國內市場影響性之外國公司。Ⅶ.「緩解限制競爭」而言，另須
考量「韓國市場開放程度與外國人在國內的投資現狀」321。
簡化審查僅就申報書之真實性與正確性為必要說明，公平會應當於
受理結合申報後十五日內完成審查並通知申報義務人審查結果。如公平
會於此階段認為，一定交易領域範圍中存在限制競爭可能，將個案提交
委員會討論，進入實質審查程序。
2.通常審查（standard review）
依「審查準則」之規定，通常審查程序為通常標準，為實質審查，
就下列範圍加以經濟分析與綜合判斷322。
一、

確定兩造事業間形成控制關係。（第Ⅳ條：控制關係形成確定

標準（Determination Standard for Formation of Control Relationship））
二、

判斷特定交易領域（市場界定）
（Ⅴ. Determination Standard for

Specific Area of Transactions）
三、

限制競爭之程度（另依水平、垂直、多角結合等類型分別審查

所 屬 要 項 ）（ Ⅵ . Standard for Determination of Competition
Restrictiveness）

320

參照：
「Guidelines for Combination of Enterprises Review (20171220)」, III. 6 之規定,：

「Where the parties participat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company under Article

7 (1) 5 of the Act, and the acquired company is a foreign company (that is, a company
having its head office in a foreign country or established under the law of a foreign
country) without any influence on the domestic market.」
321

參照：
「Guidelines for Combination of Enterprises Review(20171220)」, Ⅶ. 1. (3)之規

定： 「The

extent of the openness of the Korean market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domestic

investment by foreigners.。
322

參照：
「審查準則」Ⅳ至Ⅶ之規定，另Ⅷ之規定為其他必要矯正措施之判斷或結合

否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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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納入和緩限制競爭因素（Ⅶ. Mitigating Factors of Restriction of

Competition）
五、

整體經濟效益（efficiency）提升之結合效果（Ⅷ.1）

六、

垂危事業之判斷（Ⅷ.2）

「通常審查」期間為 30 天，韓國公平會若認為需要，得延長 90 天。
合計最多 120 天。另依據該法第(6)項要求申報的人，在公平會依據第(7)
項通知審查結果之前，不得採取持有股份、申請合併登記、履行轉讓收
購協議或認購股份等行為。若違反等待期間不作為義務者，依該「裁罰
標準」於基本數額外，加計一定比例之處罰，為加徵附加處罰323。
四、採取矯正措施（corrective measures）
（一）發布強制命令
韓國公平法第 16 條第(1)項規定，經營實體違反或可能違反有關結
合限制（第 7 條第(1)項）、金融事業結合之限制（第 8-2 條第(2)項至第
(5)項、第 8-3 條）
、有關持股限制（第 9 條、第 9-2 條）
、關係企業間債
務擔保（第 10-2 條）
、股票表決權限制（第 11 條）
、主動揭露資訊（第
11-2 至 11-4 條）或第 15 條所定之不法行為時，韓國公平會得命令該
事業實體324或違反之人採取以下各款作為。若公平會因接獲結合事業依
據第 12 條第(6)項規定之申報，公平會應於第 12 條第(7)項所規定的審
查期限內發布以下有關命令：
§1. 停止從事相關活動；
§2. 處置全部或部分股份；
§3. 要求執行業務者離職；

323

參照：韓國公平法第 12 條第(8)項之規定。

324

只有在命令參與該業務的公司才能糾正限制競爭的負面影響時，才能採取矯正措

施，或者，有必要導正關係人對參與業務結合經營的公司的業務領域限制競爭的負面
影響，而採取有關矯正措施。
103

§4. 轉讓業務；
§5. 撤銷債務擔保；
§6. 公佈被責令採取矯正措施的事實；
§7. 為防止結合造成限制競爭之負面影響，而對商業慣行或業務範
圍施予限制；
§7-2. 履行揭露義務或者糾正已揭露之內容；
§8. 為導正違反規定行為所需的其他相關措施。
基於前揭規範，韓國公平會另公佈二部有關「準則」，分別為：結
合矯正準則，GUIDELINES FOR COMBINATION OF ENTERPRISES
REMEDIES）」325，以及「矯正實施準則，Guidelines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s Corrective Measures (2018 年 8 月 9 日) ）」
326

。

（二）提起有關訴訟
韓國公平法第 16 條第(2)項亦規定，公司合併或者設立，違反第 7
條第(1)項有關結合規定、第 8-3 條（對受交叉持股限制的事業集團設立
控股公司之限制）
、第 12 條第(8)項之「停止義務」者，公平會得提起訴
訟，撤銷上述結合或者設立登記之相關事業327。

325

參閱：KFTC 官方英文網站當中，有關 M & A 說明網頁，法規編號 1；該資料來

源網址：
http://www.ftc.go.kr/eng/cop/bbs/selectBoardList.do?key=2857&bbsId=BBSMSTR_00000
0003634&bbsTyCode=BBST11；最後瀏覽日期：2020/11/21。
326

該準則英文或稱「Guidelines for corrective measures in corporate combination」
。參閱：

KFTC 官方英文網站當中，有關 M & A 說明網頁，法規編號 2；KFTC 網頁：
http://www.ftc.go.kr/eng/cop/bbs/selectBoardList.do?key=2857&bbsId=BBSMSTR_00000
0003634&bbsTyCode=BBST11 ；最後瀏覽日期：2020/11/21。
327

參照：該規定之英譯全文：
「“Where companies are merged or a company is established

in violation of Article 7 (1), 8-3, or 12 (8),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may file a lawsuit to
nullify said merger or establishment of the relevant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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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違反結合規範之處理
（一）行政處分
1. 違反「矯正措施」之處罰
依據公平法第 17-3 條與施行令第 23-4 條，公平會得對違反第 7 條
第(1)項，受有第 16 條之強制命令而未在規定期限內採取矯正措施之人，
或對於在「矯正措施」執行期間，違反相關規定命令之自然人處以每日
200 萬韓元以下之罰鍰；併連帶處以企業法人依所購或持有的股份的賬
面價值和承銷負債賬面價值合計，或企業收購價格「萬分之三」之處分，
並連續按日處罰。
韓國公平會另制訂「結合事業違反強制矯正措施裁罰標準（Standard
for imposing surcharge to compel compliance with remedies on business
combination(2015 年 10 月 23 日)）」328，以明確違反強制矯正措施之命
令所為裁罰之程度。
2. 違反「結合申報」之處分
第 69-2 條第(1)項第 2 款稱，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結合申報資料
虛偽不實或隱匿者，以及違反「停止義務」者，得處事業實體 1 億韓元
以下之罰鍰；該事業之執行業務之人、雇員或利害關係人得處之 1000
萬韓元以下之罰鍰。
（二）刑事制裁
1. MRFTA 第 66 條第(1)項第 2 款，對違反第 7 條第(1)項所稱以實
施結合為限制競爭行為者，「得處行為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2
億韓元以下罰金」

328

參閱：KFTC 官方英文網站當中，有關 M & A 說明網頁，法規編號 3；KFTC 網頁：

http://www.ftc.go.kr/eng/cop/bbs/selectBoardList.do?key=2857&bbsId=BBSMSTR_00000
0003634&bbsTyCode=BBST11；最後瀏覽日期：2020/11/21。
（韓國法規名稱為：
「기업결합 관련 시정조치 불이행에 따른 이행강제금 부과기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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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67 條第 6 款，未遵守第 16 條第(1)項矯正措施或違反有關禁
制命令者，
「得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 1.5 億韓元以下之罰金」
（三）民事損害賠償
第 56 條第(1)項，因故意或過失違反規定而造成損害之商業實體或
組織，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同時第 59 條規定該法不適用於依據著作
權法、專利法、或商標法而得合法行使（無體財產）權利之任何行為。

第五節 英國
一、競爭法制架構與結合規範
（一）法制沿革
英國是最早開啟工業革命的普通法系國家，由於採判例法之非成文
立法體例，雖然競爭「法律」論述起源甚早，但有關成文實體規範或也
散見在其他經貿或商事有關法律，遲至 1970 年初期，始建構英國第一
部成文競爭專法，即「公平交易法（The Fair Trading Act 1973，FTA73）」。
在 1973 年的「公平法」基礎上，重新梳理有關競爭體系，分別於
1980 年制定「競爭法（The Competition Act 1980，CA80）」，以及 1998
年修正後的「競爭法（The Competition Act 1998，CA98）」補充舊法，
並將消費者、勞工權益納入競爭規範加以保護，並成立「競爭委員會（The
Competition Commission.；簡稱 CC）」
，取代原有主管機關「獨占與結合
委員會（Monopolies and Mergers Commission）
」329。
緊接又於 2002 年公布施行「事業法（Enterprise Act，EA02）」。在
過去各法基礎上，將 1998 年公布施行之（新）
「競爭法（CA98）」當中
有關事業之結合（merger）規定，單獨劃出，成為事業法（EA02）主要

329

Competition Act 1998, Section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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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範圍，並以此法發展有關結合規範，提供消費者與勞工於事業競爭
中之必要保護，同時配合整體經濟、競爭政策，增設「公平交易辦公室
（OFT）」和「競爭上訴法庭（The Competition Appeal Tribunal）
」330。
此次修正除有關事業結合規定外，更併同 73 年「公平交易法」未被納
入 98 年競爭法之有關競爭規定，例如有關於市場力的調查、檢驗方法
或程序而於新法明文稱「市場調查（market investigation）」
。同時，修正
原先「競爭法（CA98）
」當中有關卡特爾行為規範並加重處罰，納入對
於參與惡質卡特爾（hard core cartel）的個人行為，改以刑事制裁，並
得為撤銷董事資格之法源依據331。另擴大消費者保護範圍，改良有關事
後救濟制度，於本法制定時一併納入。
「事業法」補充舊法當中諸多基本制度或規範，舊法時期制定之有
關法規命令、行政規則，或解釋性或技術性的統整性「指引（guideline）」
（本文或稱準則），在與現行母法未有牴觸或明示仍有適用餘地者，仍
得為現行「事業法」之補充規範。換言之，「1973 年的法案基本規範效
力將保留，但將予以現代化」332。前揭各法至今仍為有效之法律，分別
就不公平交易行為、卡特爾行為與限制競爭，以及分別事業、消費者、
勞工等不同行為主體，於各法分別規範；惟 73 年之「公平法」多數競
爭規範已為其他競爭法律所吸收，有關不公平交易行為亦為其他法律
（例如轉售價格法）規定而排除適用，目前實屬於靜止之法狀態。
「事業法（EA02）」立法後，英國又分別於 2013 年制定「企業法
（Enterprise Act，EA13）」，主要作為中小企業之競爭規範依據。又於

330

Enterprise Act 2002, Part 2.
HOUSE OF COMMONS, RESEARCH PAPER 02/21 - Enterprise Bill (Bill 115 of
2001-02), HOUSE OF COMMANS LIBRARY, 2002/04/02, pp.1-6.
332
【" Under the Bill,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the 1973 Act powers will be retained but they
331

will be modernised.”】
：HOUSE OF COMMONS, RESEARCH PAPER 02/21 - Enterprise
Bill (Bill 115 of 2001-02), HOUSE OF COMMANS LIBRARY, 2002/04/02,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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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公布施行「事業規制改進法（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Act
2013，ERRA13）」，當中對於在同一市場中競爭之不同規模或經濟實力
之事業（或企業），適用之調查程序、審查範圍（標準）等不同，形成
主管機關判斷上的互異見解，不利競爭主管機關專業意見的呈現，而欲
藉由主管機關的組織再造加以改進，並作為獨立競爭主管機關之法源依
據，避免其他非競爭政策引導競爭事務之推動，當中更賦予新制競爭主
管機關（CMA）於特定條件下，對於非屬本國事業違反英國競爭規定
者的有限行政管轄權。
因此，英國競爭法制呈現多部法律建構之內涵，從而，英國競爭法
制，依其規範主體、行為態樣、立法目的不同，實體架構上，不僅規範
範圍有所差異，個案適用上也因為規範基礎不同，往往需要多部法律交
互參照。
（二）主管機關
自英國「公平法（FTA73）」立法之初，依法設立「消費者保護諮
詢委員會（Consumer Protection Advisory Committee）」333，為英國法定
市場競爭主管機關之開端，隨著 1998 年修正之「（新）競爭法（CA98）」，
將舊制「獨占與結合委員會（Monopolies and Mergers Commission）」正
名「競爭委員會（The Competition Commission.；簡稱 CC）」
，並依 CA98
之法定程序增設「公平交易辦公室（OFT）」
，主要執掌競爭有關案件之
受理申報、調查與有限決定權，對於不具減損市場競爭案件逕與結案，
對於減損市場競爭之虞者或重大規模案件，OFT 於主動調查後提具有關
意見後，移交「競爭委員會」進行有關措施審查並作成最終決定，該委

333

參閱：英國「公平法（FTA73）」SECTION 3；法規網址參照：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73/41/section/3/1991-02-01，；最後瀏覽日期：
202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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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亦為競爭上訴法院之前階處理或救濟機關，並負責競爭政策的擬定
與建議。
舊法時期的制度設計，因兩機關部分職權重疊造成處理案件效率不
彰 而 迭 遭 批 評 ， 英 國遂 於 2013 年 公 布 施行 之 「 事 業 規 制 改 進法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Act 2013，ERRA13）」將兩機關整合
為單一機關，並更名為「競爭暨市場理事會（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CMA）」
，賦予法定獨立職權，免於政治或其他非專業因素（含
其他政府部會意見）干擾334，進而促進英國內外的競爭，以維護消費者
權益335。該法亦授權 CMA 得以修訂法規，將有關市場競爭與消費權益
納入職權範圍，並得適時調整組織架構，以增進整體行政效率；舊制機
關所進行中之業務，由 CMA 接續進行336。先前有關決定，對於 CMA
仍有拘束效力。
「競爭暨市場管理局（CMA）」為英國目前執行競爭法之獨立競爭
主管機構。1998 年「競爭法（Competition Act 1998）」以及 2002 年「事
業法（Enterprise Act 2002 ）」為當今制度之法律基礎。2013 年「事業
規制改革法」 修訂 2002 年「事業法（Enterprise Act 2002 ）」337，依據

334

House of commons ,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Bill（Bill 7 of 2012-13,

RESEARCH PAPER 12/33）,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2/6/7,
p.25.
335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Act 2013 (c. 24), SECTION 27：“The CMA must

seek to promote competition,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the United Kingdom, for the benefit
of consumers.”
336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Act 2013 (c. 24), SECTION 26:“Abolition of the
Competition Commission and the OFT. ……” ; 參考網址：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13/24/part/3/enacted：最後瀏覽日期：
2020/09/30。
337

由於英國尚有「公司法（Companies Act 2006）
」
、以及 2013 年的「企業法（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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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設立之 CMA，促使政府干預結合審查或市場調查的權力因此受
限。
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有關限制競爭行為或結合影響市場案件應
直接交 CMA 處理。個人亦可報告市場異常交易、不公平契約條款或與
限制競爭行為等與競爭事務有關之任何問題。CMA 在其結合、卡特爾
以及市場其他違反競爭行為方面，亦頒布詳細指導原則。並與各個部門
主管機構同時對於特定產業（通信、燃氣和電力、金融服務等）具有開
啟調查之法定職權。
依據 13 年事業規制改進法（ERRA13）第 29 條，CMA 具有調查違
反競爭規範案件之權力（Investigation powers），並依據 2002 年「事業
法」(2002 年)第 109 條有關調查權力規定，CMA 之職權尚可338：
1. 調查具減損市場競爭之結合；
2. 存在競爭和消費者問題之市場，進行研究和調查；
3. 研究和調查英國或歐盟競爭法有關規範與違法個案；
4. 違反競爭規範之處罰；
5. 告發參與不法競爭協定之卡特爾犯罪；
6. 維護「消費者利益」。
二、結合管制規範
英國結合規定主要依據事業法（EA02）第三編（PART3）之規定，
其他各法有關者，又以 ERRA 2013，第四編（PART 4）第 1 章：結合，
CMA 調查權力（Investigation powers）、採行臨時措施（矯正措施）為

Act 2013）」，2002 年之法，稱為「事業法」，主要在於配合競爭法制當中各法對於
Enterprise 之定義，故在法律名稱上應有所不同，13 年之法，依條文內容、立法意旨，
實為中小企業之謂。
338

Federico Mor , The UK competition regime,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pp.26-29
(2019/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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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一）結合之定義
自 1973 年公平交易法第 64 條第 4 項規定「結合狀態」
，乃二或二
以上之相關事業（enterprise），在一定時間或一定情形下已無法區分為
個別事業，而該等事業中至少有一係在英國營業或為在英國設立之公司
所控制，且致使該企業之市場占有率超過四分之一，或目標公司之資產
總額超過七千萬英磅之情況而言。又依照同法 63 條第二項規定，此處
所規範結合的狀況，包括了一事業之營業或部分營業。因此，英國結合
管制不僅適用於企業合併、購併他事業之情形，也適用於收購他事業的
資產之特殊情形。
英國競爭法制中，所謂「結合」屬於法定狀態，對於結合定義，基
於 73 年之法律規定，於「事業法（EA02）」第 23 條加以修正為：「二
以上之事業（enterprise），在一定時間或合於第 24 條『限時事前通知
（Time-limits and prior notice）』規定者，與原先已經終止之事業有所不
同（have ceased to be distinct enterprises）」339。
就結合（Meger）而言，依據該法第 26 條340，事業團體當中所謂「不
同事業」尚須合於不受「共同所有（common ownership）」或「共同控
制（common control）」規定：若受限於共同所有或共同控制的兩事業，
非屬不同事業，無論該事業之過往業務經營是否由相同或不同事業所有
或控制下進行341。且具有營業關係之事業依法特別被視為處於共同控制

339
340

參照：事業法（EA02）該條第(1)項規定。
原 條 文 完 整 規 定 ， 參 閱 ： 英 國 法 制 網 站 ：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2/40/section/26，最後瀏覽日期：2020/9/30。
341

參照：EA02 第 26 條第(1)項:”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rt any two enterprises cease to

be distinct enterprises if they are brought under common ownership or common control
(whether or not the business to which either of them formerly belonged continues to be
carried on under the same or different ownership or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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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342。
(a) 內部關係實體事業。
(b) 由兩個以上法人實體推進的事業，為其一或同一人或集團之人
所控制；
(c) 事業由實體法人所經營，以及對該法人取得控制之人或團體所
推進之事業。
(3) 個人或集團之人得以直接或間接控制，或相當程度影響法人團
體的政策；或者未取得該事業控制性持股而仍得推進其政策者，視為第
(1)項及第(2)項所稱存在控制力。
(4) 有以下情形，推定兩個以上事業受制於第(1)項所稱共同控制之
下343：
(a) 已經控制或實質影響業者經營事業之政策，而取得該事業的控
股性持股；或由受該事業控制之事業中，取得該事業之控制性持股。
(b) 足以對事業經營者的政策產生實質影響，因而改變原有政策。

342

參照：EA02 第 26 條第(2)項:”(2)Enterprises shall, in particular, be treated as being

under common control if they are—“.
(a)enterprises of interconnected bodies corporate;
(b)enterprises carried on by two or more bodies corporate of which one and the same
person or group of persons has control; or
(c)an enterprise carried on by a body corporate and an enterprise carried on by a person or
group of persons having control of that body corporate.
343
4)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1), in so far as it relates to bringing two or more
enterprises under common control, a person or group of persons may be treated as bringing
an enterprise under his or their control if—
(a)being already able to control or materially to influence the policy of the person carrying
on the enterprise, that person or group of persons acquires a controlling interest in the
enterprise or, in the case of an enterprise carried on by a body corporate, acquires a
controlling interest in that body corporate; or
(b)being already able materially to influence the policy of the person carrying on the
enterprise, that person or group of persons becomes able to control tha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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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門檻
縱使事業與原先之獨立性有所不同，但要合於競爭規範所稱之結合
狀態「成就（created）」，尚須滿足以下任一規定：
1. 「目標事業（the enterprise being taken over）」在英國的年營業額
（turnover）超過 7000 萬英鎊者344：
2. 因而取得一定之市場占有或更具優勢之市場地位345：
3. 分項區分已為特定實體或一定描述之貨品，或是無實體產出但可為
一定敘述之服務。
4. 以結合而言，須為國境內之相關市場，包括供應於或實際於英國境
內流通346。
5. 事業因結合取得英國境內供應總數四分之一，在計算上必須單一商
品個別處理，且供應來源或去向須能歸屬同一人；或者由不同人同

Section 23(1) of Enterprise Act 2002: “(1)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rt, a relevant
merger situation has been created if—
(a)two or more enterprises have ceased to be distinct enterprises at a time or in
circumstances falling within section 24; and
(b)the value of the turnover in the United Kingdom of the enterprise being taken over
exceeds £70 million.”
345
Section 23(2) of Enterprise Act 2002： “(2)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rt, a relevant
344

merger situation has also been created if—
(a)two or more enterprises have ceased to be distinct enterprises at a time or in
circumstances falling within section 24; and
(b)as a result, one or both of the conditions mentioned in subsections (3) and (4) below
prevails or prevails to a greater extent..”
346
Section 23 (4) of Enterprise Act 2002: “The condition mentioned in this subsection is
that, in relation to the supply of services of any description, the supply of services of that
descrip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or in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is to the
extent of at least one-quarter—
(a)supply by one and the same person, or supply for one and the same person; or
(b)supply by the persons by whom the enterprises concerned are carried on, or supply for
those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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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之關係事業提供或取得供給347。
（三）考量其他情形
1.供應情形
縱使成就事業結合狀態的占有市場四分之一條件已經滿足，主管機
關仍得審酌其他條件是否滿足結合已經成就，而得針對個案採取其他標
準，或多樣配置組成之標準加以衡量，無論是價值、成本、價格、數量、
能力、雇用勞工人數；還是其他某些標準，無論其性質如何348。同時，
機關在衡量前揭供應之貨物或是另為描述之服務，當中必要之供應形式
應分別採取適當區分為：單獨或一致性的供給形式、或是由單一團體形
式所供給349。
相對前述供應形式之旨趣而言，主管機關亦得將貨物或服務視為不

Section 23 (3) of Enterprise Act 2002: “The condition mentioned in this subsection is
that, in relation to the supply of goods of any description, at least one-quarter of all the
goods of that description which are suppli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or in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347

(a)are supplied by one and the same person or are supplied to one and the same person; or
(b)are supplied by the persons by whom the enterprises concerned are carried on, or are
supplied to those persons.”
348
Section 23 (5) of Enterprise Act 2002: “For the purpose of deciding whether the
proportion of one-quarter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3) or (4) is fulfilled with respect to
goods or (as the case may be) services of any description, the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shall apply such criterion (whether value, cost, price, quantity, capacity, number of workers
employed or some other criterion, of whatever nature), or such combination of criteria, as
the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considers appropriate.”
349
Section 23 (6) of Enterprise Act 2002: ”References in subsections (3) and (4) to the
supply of goods or (as the case may be) services shall,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of
any description which are the subject of different forms of supply, be construed in
whichever of the following ways the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considers appropriate—
(a)as references to any of those forms of supply taken separately;
(b)as references to all those forms of supply taken together; or
(c)as references to any of those forms of supply taken in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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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供應形式，且得依據有關交易性質、當事人、條款或周圍情況不同350；
以及主管機關基於規範目的而區分差異程度，作為結合成就與否之判斷
基礎351。
2.時限
有關結合定義所稱：一定時間或合於第 24 條規範之『時限及事前
通知（Time-limits and prior notice）』之情形，依據 02 年事業法第 24 條、
第 23 條第(9)項規定，就個案言為該法授權主管機關可為判斷之時間，
就通案言，係已作成或是即將作成決定之時間352。
三、結合申報與審查程序
（一）結合申報（Notification）
英國的結合規範，並未明文強制申報，可稱為採取自願申報原則，
因 CMA 具有主動調查的法定職權，結合方若受主管機關通知被動配合
調查，或於結合成就後補行申報，可能因此受有不利益之風險。

Section 23 (7) of Enterprise Act 2002: “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6) the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may treat goods or services as being the subject of different
forms of supply whenever—
(a)the transactions concerned differ as to their nature, their parties, their terms or their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 and
(b)the difference is one which, in the opinion of the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ought for
the purposes of that subsection to be treated as a material difference.”
351
Section 23 (8)of Enterprise Act 2002: “ The criteria for deciding when goods or services
can be treat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as goods or services of a separate
description shall be such as in any particular case the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considers
appropriate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at case.”
352
Section 23 (9) of Enterprise Act 2002: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hapter, the question
whether a relevant merger situation has been created shall be determined as at—
(a)in the case of a reference which is treated as having been made under section 22 by
virtue of section 37(2), such time as the Commission may determine; and
(b)in any other case, immediately before the time when the reference has been, or is to be,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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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CMA 明定有關申報「範本」或制式書表353，以利參與結合事業提
出申報。同時 CMA 建議當事人預先申報（pre-notification），即結合方
得在書面提出正式申報之前，先行與主管機關聯繫，採取非正式接觸方
式，了解有關結合申報審查處理有關事項，討論申報應提供的資訊，並
在 CMA 指導下完成正式申報程序。
除有關指導原則外，CMA 另制定相關申報書表，計有：
「案件申報
分案表（Case Team Allocation Form）」，使 CMA 能夠選擇適當案例並
開始與結合方討論正式申報前所需要的資訊與程序說明。「結合申報範
本（Merger Notice Template）」
，該範本提供有關必要資訊的詳細說明和
指引，以便 CMA 評估結合案件之進程。
其他如，「結合申報範本附錄 1：第三方接觸細項規定（Annex 1 to
merger notice template: third party contact details）」
、
「結合申報範本附錄 2：
結合申報附件及附加檔案索引（Annex 2 to merger notice template: index
of annexes and attachments to the merger notice）」等，亦為正式申報之用，
各範本附有註釋，有關申報問題得於當中獲得初步解決。
結合案之審查與判斷方式，原係依據 73 年「公平交易法」所採制
度採用的實質性檢定（substantive test）是否違背「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之後因「競爭法」規定兩機關分掌調查、審查、決定之方式，
而形成今日二階段處理的基礎。經 2002 年「事業法」修正，將實質審
查作為判斷減損競爭的依據或標準。過往舊制的 OFT 於第一階段中，
僅就結合案加以調查，並提出初步矯正措施或替代方案；第二階段另由
舊制「競爭委員會」就 OFT 提出矯正措施得否和緩結合導致的競爭減
損納入審查，並作成作具有法律強制力的最終決定。ERRA13 將兩機關

353

參閱：CMA，Mergers: Guidance on the CMA’s jurisdiction and procedure(CMA 2) ,

p.174 (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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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為單一機關 CMA 之後，仍維持兩階段審查程序，有關結合案件處
理原則或程序仍多所維持，同時將有關規範配合法律修正，修改原機關
部分指導原則另為公布施行，當中又以「Mergers: Guidance on the CMA’s
jurisdiction and procedure（CMA2）」為主要規範。
（二）第一階段調查
第一階段調查，以確定合於規範之結合案是否會大幅減損英國市場
競爭。
依據事業法（2002）
，第 23、24、26 條所稱有關「結合（MERGER）」
者， 事業應於有關結合交易協議得為確定後，將為正式交易前，以正
式表件預先通知 CMA 完成結合審查通知。依「Mergers: Guidance on the
CMA’s jurisdiction and procedure (CMA2)」354 第 5：「通知審查」
1.

對於希望提交自主審查通知的結合各方，進行正式申報前

的討論
2.

若 CMA 因故發覺結合方未提出申報，將由 CMA 開啟主

動調查程序，並在適當情況下，向結合事業發送查詢文件（enquiry
letter）。
3.

第一階段檢驗：

(1) CMA 發布徵求意見通知，第三方得對本案提出意見，CMA 也
可以直接聯繫第三方徵求意見，CMA 須評估第三方的回應。
(2) CMA 與結合方進行「非正式」討論（state of play），通常透過
電話方式進行。
4. 第一階段決議過程：對於沒有嚴重減損競爭案件，CMA 作成決定

CMA, Mergers: Guidance on the CMA’s jurisdiction and procedure (CMA2), pp.
38-41
(2014/01)
；
該
準
則
下
載
網
址
：
354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mergers-guidance-on-the-cmas-jurisdiction-a
nd-procedure：最後瀏覽日期：20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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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禁止」後公布案件摘要，另於機敏資訊去除後，公佈完整決
定。對於複雜或重大競爭問題，特別是高度減損市場競爭的案件，
CMA 於初步決定前將要求有關各方參加初步審查結論「說明會議
（issues meeting）」，CMA 預先向結合方發送該「會議」相關說明，
以及結合案件進入第二階段的核心爭執。結合方得於會議中針對第
一階段的審查結果加以舉證推翻，若結合方已有預期，結合足生減
損市場競爭疑慮者，應於會議中（或之前）提出減損市場競爭的矯
正措施或替代方案或承諾，又稱「替代措施（undertaking in lieu of
reference (UILs)）」；CMA 得以臨時命令，命結合方於一定期間內執
行個案有關要求。
5.

CMA 召開內部「審查會議」
，並在法定期限（通常為 40 個日曆日）
內作成決定，結合方應自通知結果之日起 10 個工作日內提交替代第
二階段審查之承諾內容，或在 50 個工作日內與 CMA 完成替代措施
（UILs）具體實施內容之協商，並依承諾內容履行。

6. CMA 對於預先提出請求逕入第二階段或已完成結合之個案，應於審
查後預先判斷是否涉及公益，CMA 須將高度影響公共利益之結合
案，提請國務大臣（Secretary of State）注意，或經經國務大臣要求，
與結合方協商有關矯正措施，取得參與結合者的承諾，而無須進入
第二階段審查 。
（三）第二階段實質審查
第一階段無法結案或未主動申報，或經 CMA 認定具實質減損競爭
之 結 合 案 件 ， 進 入 第 二 階 段 「 專 屬 主 動 調 查 （ CMA own-initiative
investigation.）」355程序356 。第二階段就個案成立獨立調查小組，至少

355

參照：CMA, Mergers: Guidance on the CMA’s jurisdiction and procedure (CMA2), pp.

92-98 (201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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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獨立專家組成，專責調查事務，以進一步深入調查；以及成立專責
案件小組統籌處理其他行政事務與控管。調查小組居於主導與決策地位，
並作成審查的最終決定。
主要流程如下略述：
1.

第二階段的資訊蒐集，並與結合方進行初步溝通或協

商臨時矯正措施。
2.

評估矯正措施可得和緩效果。並於 15 週前後發布臨

時調查結果。
3.

依臨時報告擬定方案進行最終聽證，並於法定期限

（第 24 週）前公佈最終報告。
4.

在 CMA 的發布最後報告後，實施矯正措施（24–36

週）。
第二階段審查採取實質查：
1.

營業額檢驗（The turnover test），事業在英國的年營業額

超過 7,000 萬英鎊（CMA2357，4.47-4.52 說明）。此時調查小組成
員具有有限「強制」調查權能，以利主動取得或調取有關市場資訊，
與第一階段多數由結合方自行提供有所不同者。
2.

供給程度檢驗（The share of supply test），根據該法第 23

條，結合事業結合後供給或取得特定產品或服務達市場占有率 25%
以上者，應就供給來源、範圍，以及對於市場價格、競爭程度影響
等加以檢驗。
3.

審查結合前後以及採取「矯正措施或替代方案」前後之「實

356

參照：CMA2，第 10 點規定。

357

參照：CMA, Mergers: Guidance on the CMA’s jurisdiction and procedure (CMA2),

January 2014, pp. 38-41 (201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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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減損競爭」程度358，作為決定最終矯正措施的依據。CMA 確信
得以維持原有市場競爭狀態或得以相當程度和緩結合之不利益時，
應於法定期限前發布有關「矯正措施」最終決定。若最終矯正措施
無法達成回復市場競爭狀態或和緩競爭之不利益時，CMA 亦應作
成禁止結合之書面決定，通知結合參與者並公告。
四、
「實質減損競爭」之法律效果
CMA 有權調查在英國營業額超過 7000 萬英鎊或在英國市占或
供給數額超過 25%的結合案件，如果個案在英國任何市場中顯然存在
減損或限縮競爭的預見可能，則該結合案將進入第二階段進行進一步調
查。第二階段中，CMA 最終可以在結合方不採取矯正替代措施情形下
禁止結合，亦可與各方商議改定原先的矯正措施，或由 CMA 以命令
強制實施。
有關矯正措施時，CMA 必須考慮：在合理和可行的情況下實現一
個合理和切實的解決方案，以實質減少競爭減損及其造成的不利影響
359

。

（一）
「矯正措施」
CMA 若在第一階段審查認為結合有實質減損競爭者，得要求結合
方提出執行矯正措施，為一種替代承諾（UNDERTAKINGS IN LIEU OF
REFERENCE，UILs）。通常可分為結構性與行為面，在設計辦法時，
CMA 必須考慮到，在合理和可行的情況下，此一解決方案應合理、確
實並得以實現，以和緩實質競爭減損及其所產生的任何不利影響360。

358

參照：CMA2，8.10-8.14.

359

參照：事業法（EA02）第 73 條第(3)項有關第一階段審查 (Phase 1)，以及第 35 條

第(4)項關於第二階段審查(Phase 2)規定。
360

參照：CMA, Mergers: Guidance on the CMA’s jurisdiction and procedure (CMA2),

p.77 (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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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第二階段審查前自願採取矯正替代方式
2. 結合方應於第一階段提出，或與 CMA 協商而於第二階段併入
審查。
3. CMA 於第二階段提出矯正措施屬於強制作為
（二）
「結合規費（MERGER FEE）」
除某些例外情況，所有進入第二階段審查的結合案均需支付該項費
用，無論是否為第二階段調查。該費用由競爭和市場管理局 (CMA) 代
表英國財政部收取361。當 CMA 做出第一階段決定時，將要求結合方
支付此筆費用。費用根據被收購企業在英國營業規模而有所不同。
（三） 規範違反之裁處
違反結合申報義務所生違法結合主要有以下：
1. 應申報而未申報：
(1) 發布臨時命令，施予補教措施（例如恢復原狀）362。
(2) 行政罰鍰：擁有或控制的事業的年度營業額(英國內外)最高 5%
的罰款（EA02 第 94 條 A）
(3) 向法院申請禁制令，透過民事訴訟強制執行（EA02 第 94 條）。
2. 故意竄改、隱匿或銷毀有關違法結合證據：
依據 EA02 第 109、110(5)、117 條規定屬於刑事犯罪363，應由 CMA

361

參閱：CMA，Merger fees payment information，資料來源網址：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
/821121/Merger_fees_information.pdf，最後瀏覽日期：2020/11/10。
362
363

EA02 Section 72.
基於 EA02 第 109 條和 110 條授予 CMA 對於結合調查的權力規定，若是項行為既

構成行政上之不法，可處行政處罰，若又構成刑事犯罪者，不得併同或分別處分或追
訴。即涉犯刑事確定，CMA 不能處以行政罰。反之亦然，若 CMA 對同一行為處以罰
鍰以上之行政處分者，則免予刑事訴追。參閱：CMA,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Statement
of Policyon the CMA’s, p.33 (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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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駐署檢察官告發後訴追。
3. 妨害 CMA 行使職權：
1. 妨害結合有關審查：對於 CMA 有權要求提供之證據、文件檔案
和/或出席面談或會議，藉故或無理由拖延、拒絕，每次得處最高 30,000
英鎊和/或按日連續處罰最高 15,000 英鎊(EA02，第 109 條)。
2. 妨害結合有關市場調查(EA02，第 174 條)：要件與處分近似，
但適用期間不同，本條規定須於 CMA 發布結合個案市場調查命令，始
有適用。否則僅能依前揭 1 之規定處理。

第六節 新加坡
一、競爭法制架構與主要規範
（一）法制介紹
新加坡貿易暨工業部以 Competition Act 1998（1998 年英國競爭法）
為原型制定競爭法草案，Competition Act（競爭法）於 2004 年通過並在
2006 年 1 月 1 日生效。本法目的為促進新加坡市場的有效運作且增加
經濟的競爭力。
（二）相關規範
有關 Competition Law 的其他相關規定，就法律層級方面有主要有
以下規定：Competition (Notification) Regulations 2007（2007 年競爭申
報規則）
、Competition (Fees) Regulations 2007（2007 年競爭費用規則）、
Competition (Financial Penalties) Order 2007（2007 年競爭罰款令）、
Competition (Financial Penalties) (Amendment) Order 2010（2010 年競爭
罰款修正令）。
另外，CCCS 有制定其他相關指導原則：Guidelines on Merger
Procedures 2012 （2012 年結合程序指導原則 ）、 Guideline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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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tive Assessment of Mergers 2016（2016 年結合實質評估指導原則）、
Guidelines on Market Definition（市場定義指導原則）、Guidelines on the
Powers of Investigation in Competition Cases 2016（2016 年調查競爭案件
權力指導原則）、Guidelines on Enforcement of Competition Cases 2016
（2016 年競爭案件執法指導原則）。
（三）主管機關
1.組織概要
新加坡的競爭主管機關為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of
Singapore（競爭及消費者局，以下簡稱 CCCS），其前身為 Competition
Commission of Singapore（CCS，新加坡競爭委員會）成立於 2005 年，
隸屬於貿易與工業部（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隨後為了管理消
費者權益，於 2018 年改為現今的 CCCS。其目的為執行 2004 年競爭法
（Competition Act 2004）、保護消費者權益，及透過權力針對違法之人
為調查、處罰。
2.法定職責
CCCS 的法定職責364有以下：
（1）維持並加強有效的市場行為及促
進全面性的生產力；
（2）創新與新加坡市場的競爭力；
（3）消除或控制
對新加坡市場不利的影響；
（4）促進及維持新加坡市場的競爭；
（5）促
進強大的競爭文化及環境；
（6）國際間互動關於競爭及消費者保護議題；
（7）促進供應者與消費者間的公平交易；（8）防止新加坡的供應者參
與不公平交易；（9）執行消費者保護法；（10）給予政府部門政策上的
建議。
3.國際合作
依據 Competition Act 的規定，CCCS 得經由貿易與工業部長的同意

364

參照：Competition Act, Article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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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外國管轄機關簽訂合作協議365，包括資訊交換及任何必要的協助
執行競爭法規。現今，CCCS 已與其他國家的競爭主管機關簽訂三個合
作協議366：（1）與 JFTC（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日本公正取引
委員會）簽訂合作備忘錄加強跨境競爭執法合作；
（2）與 KPPU（Komisi
Pengawas Persaingan Usaha，印尼商業競爭監督委員會）簽訂合作備忘
錄建立有關競爭執法的合作架構；（3）與 Competition Bureau（加拿大
競爭局）簽訂合作備忘錄來促進執行有關競爭法與消費者保護法律。
二、結合規範之依據
（一）結合之定義
Competition Law 無明顯規範出結合之定義，但根據 Competition Act
第 54 第 2 項規定367，有列舉出下列三種結合情況：（1）兩個或兩個以
上且相互獨立的企業結合；
（2）一人、多人或其他企業直接或間接取得
全部、部分或其他企業的控制；
（3）一企業（第一企業）資產（包括商
譽）的取得結果，或他事業（第二企業）大部分的資產投資於第一企業
以取代或實質上取代第二企業的業務或視情況而定，於收購前立即從事
該企業之相關業務部分。此外，第 54 第 5 項規定以永久行使自治經濟
體的所有職能為目的而成立的合資企業（joint venture）應構成第 54 第
2 項第 b 款的結合368。
並非所有結合會導致反競爭（anti-competitive）效果，有些結合反
而會促進競爭，在 Competition Act 第 54 第 1 項規定，如果該結合在新
加 坡 的 任何市場內造成或有可 能對商品或服務 造成顯著減損競爭

365
366

參照：Competition Act, Article 87, 88.
參閱：Nigel Parr, Ross MacKenzie & Alexi Dimitriou Ashurst, Merger Control 2020.
th

16 Edition, Global Legal Group, U.K., p.368 (2020).
367
參照：Competition Act, Article 54(2).
368

參照：Competition Act, Article 54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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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則該結合即被 Competition Act
所禁止 369 ，因此 Competition Act 僅禁止對新加坡市場產生競爭議題
（competition issue）的結合。
（二）排除（excluded）規定
根據 Competition Act 第 55 條規定，第 54 條的禁止規定不適用於附
件四所列舉出的結合370。因此，附件四有五種結合被排除於第 54 條的
規定：
（1）經部長或管轄機關同意；
（2）經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同意；（3）根據競爭法或關於競爭議題的行為
準則（code of practice）經任何獨立機關（regulatory authority）同意；
（4）
附表三第 6（2）段所定義的任何特定活動的任何合併；（5）如果結合
產生或可能產生的經濟效率超過因新加坡相關市場競爭顯著減少而帶
來的不利影響371。
（三）結合類型372
1.水平結合（Horizontal Mergers）
在同一經濟市場運作的事業結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結合實體
的競爭壓力，讓結合實體能單方面地使結合後的價格上漲或進行反競爭
行為。
2.垂直結合（Vertical mergers）
在工業中不同層次的生產或供應鏈事業間的結合，通常垂直結合可
能促進競爭，但某些情況下可能透過排除一大部分的競爭者或增加結合
後共謀的可能性來減少競爭限制，例如製造商與批發商間的結合。

369

參照：Competition Act, Article 54 (1).

370

參照：Competition Act, Article 55.

371

參照：Competition Act, Fourth Schedule.

372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the Substantive Assessment of Mergers 2016, Paragraph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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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角化結合（Conglomerate mergers）
不同市場間的事業結合。多角化結合很少造成顯著減損競爭，但在
某些情況下可能會減少競爭，例如透過行使投資組合（portfolio power）
的力量。
（三）申報門檻
事業得自行評估結合是否有違反第 54 條禁止規定來考慮是否應向
CCCS 為結合申報，在 Guidelines on Merger Procedures 2012 有提供參考
門檻373：
（1）如果結合後事業將會達到 40%以上的市占率；
（2）結合後
事業之市占率達 20%至 40%間且與其他前三大事業的市占率達 70%以
上。因此，事業評估後認為結合將會對新加坡市場造成顯著減損競爭，
則事業應主動向 CCCS 為結合申報。
另外，根據 Competition Act 第 62 條規定，若 CCCS 合理懷疑事業
結合將會或有可能違反第 54 條規定，則 CCCS 得逕自調查結合情況374。
惟倘若在結合前事業雙方的營業額在 500 萬元以下且結合後雙方的全
球營業額低於 5000 萬元以下，則 CCCS 不會調查其結合情況375。
因此在新加坡事業得參考指導原則所提供之標準來判斷是否應向
CCCS 為結合申報，另外，CCCS 得根據 Competition Law 主動針對某些
可能違反第 54 條禁止規定的結合進行調查。
三、結合申報通知
新加坡採自願性結合申報制度，也就是向 CCCS 申報結合情況不是
義務亦無強制性，惟根據 Competition Act 第 56 條至第 58 條規定，事業
得自行評估來選擇是否向 CCCS 申報結合情況或是否有無違反第 54 條

373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Merger Procedures 2012, Paragraph 3.6.

374

參照：Competition Act, Article 62.

375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Merger Procedures 2012, Paragraph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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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的決定376。
若 CCCS 合理懷疑事業結合將會或有可能違反第 54 條規定，得逕
行調查結合情況，一旦發現該結合情況造成顯著減損競爭，CCCS 得給
予事業指示（direction）以補救（remedy）結合情況所致的顯著減損競
爭377。
（一）結合案之申報表格
根據 Competition Act 第 57 條及第 58 條提出申報的結合，事業須向
CCCS 提出 M1 表格378，其表格內容為事業的基本資料（公司名稱、地
址等）
、聯絡方式、欲結合事業的活動、產業、市場定義、市場占有率、
競 爭 評 估 （ Competitive Assessment ） 等 。 另 外 ， 根 據 Competition
(Notification) Regulations 2007 第 8 條第 1 項規定，欲結合事業須提供公
開版本與機密版本的 M1 表格並附上有關機密資訊的書面聲明379。
（二）結合案之審查與判斷
1.審查程序
（1）申報前討論（Pre-Notifications Discussions）
在提出結合申報之前，CCCS 鼓勵事業進行申報前討論，其目的是
為了討論結合申報進行的內容及時間表，並確定事業須提供哪些資訊以
便評估結合狀況380。
（2）兩階段審核
CCCS 採取兩階段方式來審核結合，一旦收到結合，CCCS 將會展
開第一階段審核，此階段為快速評估，其所需的時間為 30 個工作日。

376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Merger Procedures 2012, Paragraph 2.3.

377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Merger Procedures 2012, Paragraph 2.4.

378

參照：Competition (Notification) Regulations 2007, Article 6(1).

379

參照：Competition (Notification) Regulations 2007, Article 8 (1).

380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Merger Procedures 2012, Paragraph 4.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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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CCCS 在第一階段審核無法認定該結合情況不會造成顯著減損競
爭，將會進入第二階段審核為更進一步的調查，其所需時間為 120 個工
作日381。
第一階段審核（Phase 1 Review），CCCS 收到 M1 表格後將會先審
查該是否符合書面形式，再來進入第一階段審核。案件小組（the case
team）將會從人和第三方所收集的相關結合情況之資訊或與人舉行會議
382

，審查結束後 CCCS 將會決定是否允許結合383，並將審核結果以書面

形式通知欲結合之事業384。
第二階段審核（Phase 2 Review），若 CCCS 根據所收集到的資訊，
無法於第一階段審核調查出該結合是否造成顯著減損競爭，則 CCCS 將
會進行第二階段審核385。
於第二階段審核中，人須填寫 M2 表格386，而 CCCS 將會向人要求
更為詳細的相關業務與市場資訊387，於該審核調查結束之時，CCCS 將
會決定發布合適（favourable）或不合適（unfavourable）之決定 388，也
就是該結合是否將會違反第 54 條規定。於例外情況下，CCCS 可能事
先書面通知人延長第二階段審核的期間389。
2. 審核判斷–顯著減損競爭（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
CCCS 評估結合狀況是否違反第 54 條規定的依據為該結合狀況是

381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Merger Procedures 2012, Paragraph 2.7-2.8.

382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Merger Procedures 2012, Paragraph 4.56.

383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Merger Procedures 2012, Paragraph 4.55.

384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Merger Procedures 2012, Paragraph 4.58.

385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Merger Procedures 2012, Paragraph 4.59.

386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Merger Procedures 2012, Paragraph 4.19.

387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Merger Procedures 2012, Paragraph 4.60.

388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Merger Procedures 2012, Paragraph 4.76, 4.82.

389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Merger Procedures 2012, Paragraph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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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造成顯著減損競爭。如果結合情況造成、維持或增加非協同效果
（non-coordinated effects）與協同效果（coordinated effects）的市場力量，
則結合情況可能產生顯著減損競爭，CCCS 會透過顯著減損競爭檢測
（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 Test）比較相關市場中有無結合情
況之競爭程度390，而決定是否有顯著減損競爭為一個競爭程度上的判斷，
由每一個結合事實及情況為個案判斷391。
四、實質減損競爭之法律效果
（一）矯正措施（Remedy）
倘若 CCCS 認為結合或預期結合將會或可能違反第 54 條規定，
CCCS 得決定是否採取矯正措施來減輕或防止顯著減損競爭或任何不利
影響392。矯正措施分為兩種，第一種為承諾（Commitments）
；第二種為
指示（Directions）。
承諾與指示具有約束欲結合事業之雙方的效力，CCCS 得根據法院
規則（the Rules of Court）由地區法院來執行承諾與指示393。
1.承諾（Commitment）
當結合產生競爭疑慮時，結合事業或預期結合事業得提出承諾或由
CCCS 主動向事業提出邀請，由事業來考慮是否提出承諾來防止或矯正
競爭所產生的不利影響，而 CCCS 僅能接受足以明確消除不利影響的承
諾394。

390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the Substantive Assessment of Mergers 2016, Paragraph

4.4.
391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the Substantive Assessment of Mergers 2016, Paragraph
4.5.
392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the Substantive Assessment of Mergers 2016, Paragraph
8.1.
393
參照：Competition Act, Article 85.
394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the Substantive Assessment of Mergers 2016, Para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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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示（Direction）
根據 Competition Act 第 69 條規定，CCCS 認為結合違反第 54 條規
定或預期結合可能造成顯著減損競爭，則 CCCS 得給予適當的指示395。
指示的內容包括禁止預期結合、要求解體（dissolve）結合、依照
CCCS 的指示為修正、簽訂具有法律效力的協議、處理企業的業務（資
產或股份）
、提供履約保證金（performance bond）或其他形式的安全措
施396。
（二）規範違反之處罰
1.誤導或提供錯誤訊息
根據 Competition Act 第 77 條規定事業雙方或第三人誤導 CSSS 或
提供錯誤資訊，調查官（investigating officer）或巡官（inspector）得
基於職權來協助 CCCS，該人將被處以新加坡幣 1 萬元以下罰鍰或 12
個月以下之監禁。
2.妨礙 CCCS 之成員
拒絕受訪問、攻擊、阻礙或延遲 CCCS 之任何成員、人員、員工、
CCCS 所授權之機關或協助 CCCS 之人，將會依據第 83 條規定處以新
加坡幣 1 萬元以下罰鍰或 12 個月以下之監禁397。
3.違反第 54 條禁止規定
若該結合違反第 54 的禁止規定，事業應向 CCCS 支付罰款，其金
額不得超過該企業在侵權期間內（最高 3 年）每年在新加坡事業經營之

8.6-8.8.
395
參照：Competition Act, Article 69.
396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the Substantive Assessment of Mergers 2016, Paragraph

8.4.
397
參照：Competition Act Article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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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的 10％或該營業額的其他百分比398。
（三）偷跑（Gun Jumping）
新加坡採自願性結合申報制度，故無強制性的等待期間，結合申報
的事業亦無須在取得許可前中止結合的進行。
然而，Competition Act 第 58A 條規定399，CCCS 得採取臨時措施
（Interim Measures）來防止結合事業採取任何可能損害 CCCS 考量結合
情況能力的行動，其目的為防止造成對人民嚴重、不可彌補的傷害及保
護公眾利益。臨時措施有三種類型的指示（directions），阻止收購方實
施結合、禁止交換人員及設定商業敏感資訊交換的限制400。
另外，在結合協商、結合與審核階段時，欲結合的事業在交換商業
敏感資訊的時候應謹慎小心，因為有可能會違反 Competition Act 第 34
條限制競爭的禁止規定401。

第七節 紐西蘭
一、競爭法制架構與主要規範
（一）法制介紹
1840 年簽訂懷唐伊條約（Treaty of Waitangi of 1840）後，紐西蘭成
為英國的殖民地，因此紐西蘭的法律系統起源於英國402。
紐西蘭為南太平洋上小型且受高度管制的經濟體，1930 年代紐西

398

參照：Competition Act Article 69(2)(d), 69(4).

399

參照：Competition Act, Article 58A.

400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Merger Procedures 2012, Paragraph 4.67-4.69.

401

參照：CCCS Guidelines on Merger Procedures 2012, Paragraph 4.2.

402

參閱：Anna Kingsbury, Competition Law in New Zealand. Wolters Kluwer Legal &

Regulatory U.S. , p.1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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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政府以管制或特許的方式來處理獨占問題，至 1950 年代以後受管制
的產業慢慢減少，對於私部門的擴大及對市場機能的信賴403，紐西蘭的
競爭法規範以澳洲的 1974 年交易行為法（Trade Practice Act 1974）及歐
盟法為原型，制定了 Commerce Act 1986（1986 年商業法）
，該法於 1986
年 4 月 28 日制定，同年 5 月 1 日生效，其立法目的係為了紐西蘭消費
者的長期利益而促進該國的競爭市場404。
（二）相關規範
除了上述的 Commerce Act，尚有 Commerce Amendment Act 2001（商
業修正法），其中關於結合的部分，將原本的支配門檻改為顯著減損競
爭（substantial lessening competition）405。
NZCC 發行一系列的 Guidelines（指導原則）來協助事業如何避免
反競爭行為與提供法律諮詢，現今關於結合的指導原則有 Authorisation
Guidelines July 2013（2013 年授權指導原則）、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July 2019（2019 年結合與收購指導原則）406。
（三）主管機關
1.介紹
紐西蘭的競爭法主管機關為 New Zealand Commerce Commission
（紐西蘭商業委員會，以下簡稱 NZCC）
，其主要職責為執行競爭法規、
公平交易及消費者信貸契約（consumer credit contracts）的法律，確保
市場良好運作及讓消費者與企業能有信心參與紐西蘭市場。

403

參閱：胡光宇（1995）
，公平交易季刊，第三卷第四期，澳洲紐西蘭競爭法制考察

報告，頁 158。
404

參照：Commerce Act 1986, Article 1(A).

405

參閱：Anna Kingsbury, Competition Law in New Zealand. Wolters Kluwer Legal &

Regulatory U.S. , p.16 (2019).
406
參閱：Anna Kingsbury, Competition Law in New Zealand, Wolters Kluwer Legal &
Regulatory U.S. , p.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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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合作方面，NZCC 為國際競爭網路（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ICN）之一員。NZCC 與 Australia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澳洲競爭暨消費者委員會，以下簡稱 ACCC）間有一個
特別的結合審核合作協議，包括協調過程、分享資訊及數據，為對方收
集資訊。NZCC 亦與其他請競爭管轄機關取得聯繫，包括加拿大、英國、
歐盟、美國。NZCC 與加拿大、英國、臺灣及澳洲亦有簽訂正式合作協
議407。
2.職責408
（1）

保護消費者，向他們提供清楚正確的信息。

（2）

創造競爭環境。

（3）

確保沒有為了反競爭目的而利用市場力量。

（4）

處理卡特爾行為。

（5）

不受到事業間的結合或協議影響而造成減損市場競爭。

（6）

解決影響市場競爭的不良，誤導性或不平衡資訊。

（7）

鼓勵受管制企業向消費者提供長期利益。

二、結合規範
為了紐西蘭消費者的長期利益而鼓勵市場競爭409，事業結合得使公
司營運更有效率且創新，並為紐西蘭帶來利益，然而有些結合可能透過
結合事業的市場力量進而損害競爭410，因此 Commerce Act 於 Part 3 中
禁止某種類型的企業收購行為。

407

參閱：Anna Kingsbury, Competition Law in New Zealand, Wolters Kluwer Legal &

Regulatory U.S. , p.173 (2019).關於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協議詳細參考：
https://comcom.govt.nz/about-us/working-with-other-agencies，最後瀏覽日期：2020/9/6。
408

參閱：https://comcom.govt.nz/about-us/our-role，最後瀏覽日期：2020/9/6。

409

參照：Commerce Act 1986, Article 1(A).

410

參照：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2019, Paragraph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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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合定義
Commerce Act 雖無規範結合的定義，但在第 47 第 1 項中規定禁止
某種類型的收購行為，若此收購行為將會或有可能對市場產生顯著減損
競爭（substantially lessening competition），則該人不得取得企業或股份
的資產411。
第 47 條規範的主體為兩人或兩人以上互相關聯或有關聯的人412，
互相關聯的認定為不論直接或間接地，如果一人對另一人的活動施加顯
著影響413。
取得企業或股份的資產（Acquiring assets of or shares in a business）
，
NZCC 對於取得的定義採取廣義的解釋，在貨品方面，透過贈與、購買、
交換、租賃等方式獲得而言；就服務方面則係以接受（accept）的方式414。
企業資產則是包括有體及無體的財產415，股份指公司或其他法人團體中
的股份，無論該股份是否為股東會上的投票權利416。
實質減損競爭（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係指現實或
實質上417妨礙或阻止競爭418，須依個案認定419。

411

Commerce Act 1986, Article 47(1)：“A person must not acquire assets of a business or

shares if the acquisition would have, or would be likely to have, the effect of substantially
lessening competition in a market.”
412

Commerce Act 1986, Article 47(2)：“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a reference to a

person includes 2 or more persons that are interconnected or associated.”
413

Commerce Act 1986, Article 47(3)：“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a person is

associated with another person if that person is able, whe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exert
a substantial degree of influence over the activities of the other.”
414

參照：Commerce Act 1986, Article 2(1).

415

參照：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2019, Paragraph 2.11.

416

參照：Commerce Act 1986, Article 2(1).

417

參照：Commerce Act 1986, Article 1(A).

418

參閱：Anna Kingsbury, Competition Law in New Zealand, Wolters Kluwer Legal &

Regulatory U.S. , p.4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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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申報門檻
由於紐西蘭的申報制度為自願性的，事業得依據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2019（結合與收購指導原則）的 Market share and
concentration indicators420（市場占有率與集中指標）來自行評估結合是
否會產生競爭疑慮（competition concerns），進而考量是否向 NZCC 提
出結合申報：
（1）市場上最大的三家公司的合併市場股份不到 70％，合併後公司的
合併市場股份不到 40％。
（2）市場上三大公司的合併市場股份達到 70％或以上，而合併後公司
的合併市場股份少於 20％。
在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2019 的附件 D 中有詳列步驟
來說明如何運用上述指標421。
三、結合申報通知
（一）申報前討論（pre-notification discussions）
在提出結合申報之前，擬結合的事業得選擇是否向 NZCC 進行申報
前討論422，使 NZCC 在收到結合申報後能快速進入調查階段，另外，申
報前討論對於擬結合的事業及 NZCC 有以下利益423：
1. 進行市場背景調查。
2. 確認 NZCC 所需的資訊與證據。
3. 提供確認更多資訊的機會。
4. 更有效率地規畫調查資源。

419

參照：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2019, Paragraph 2.23.

420

參照：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2019, Paragraph 3.50, 3.51.

421

參照：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2019, Paragraph 3.52.

422

參照：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2019, Paragraph 6.6.

423

參照：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2019, Paragraph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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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與申請人討論潛在的競爭議題。
（二）結合案之審查與判斷
1.審查程序
結合申報程序在紐西蘭為自願性制度424，事業並無須向 NZCC 為結
合通知的義務，事業無須申請認可或許可即可結合，然而，倘若 NZCC
發現某事業進行結合且該結合可能產生競爭疑慮，則事業就須自行承擔
NZCC 或其他相關機關對此採取法律行動的風險425。在紐西蘭，事業得
向 NZCC 申請結合認可或結合許可，因此，結合申報程序分為兩種類型，
認可（Clearance）與許可（Authorisation）
，結合認可程序適用於該結合
對於市場將來不會或將來不可能產生顯著減損競爭的影響；而結合許可
程序則適用於該結合將會或將來有可能對公眾產生利益426。
2.認可程序（Clearance）
（1）申請（application）
擬結合的事業向 NZCC 提出認可申請時，須依據「尋求核准通告」
（Notice Seeking Clearance）來提供 NZCC 所需資料427，包括結合事業
的基本資料、主要競爭議題、結合理由、支持結合的證據等，並附上申
請費用＄3680 紐西蘭元428。此外，基於保密義務，擬結合的事業尚須
提供公開版本與機密版本的申請表429。
若擬結合的事業向國外競爭管轄機關申請結合認可，除了繳交認可

424

參照：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2019, Paragraph 2.41.

425

參閱：Anna Kingsbury, Competition Law in New Zealand, Wolters Kluwer Legal &

Regulatory U.S., p.164 (2019).
426
參照：Commerce Act 1986, Article 66 , 67(3).
427

參照：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2019, Paragraph 6.12.

428

參照：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2019, Paragraph 6.16.

429

參照：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2019, Paragraph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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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外，尚須填寫保密免責條款（Confidentiality Waiver）430。
（2）審核
結合認可程序主要分成四個階段，認可申請前、提出認可申請、調
查及作成決定、作成決定後431，略述如下：
認可申請前：擬結合的事業得向 NZCC 尋求獨立的法律諮詢，或在
提出申請前與 NZCC 進行申報前討論（pre-notification discussion）432，
減少花費在調查階段的時間，加速整個申請程序433。
提出認可申請：申請人須依照 NZCC 所提供的申請表格進行申請，
並且繳納申請費用＄3680 紐西蘭元434。
調查及作成決定：NZCC 得依 Commerce Act 第 98 條規定要求申請
人提供與調查相關的資訊435。另外，在評估階段中，NZCC 尚針對調查
內 容 有 做 出 不 同 類 型 的 文 件 ， 包 括 初 步 議 題 聲 明 （ Statement of
Preliminary Issues）
、議題信函（Letter of Issues）及未解決議題信函（Letter
of Unresolved Issues）436。倘若 NZCC 對於擬結合的事業所產生的潛在
競爭議題持有疑義，NZCC 將會寄發議題信函來邀請申請人答覆並提供
進一步的資訊。如果申請人對於潛在競爭議題已作為答覆，惟 NZCC 認
為競爭議題尚未解決，將會寄發未解決議題信函，給予申請人提供額外

430

參照：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2019, Paragraph 6.19.

431

參閱：Anna Kingsbury, Competition Law in New Zealand, Wolters Kluwer Legal &

Regulatory U.S., p.168 (2019).
432
參照：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2019, Paragraph 6.5-6.6.
433

參閱：Anna Kingsbury, Competition Law in New Zealand, Wolters Kluwer Legal &

Regulatory U.S., p.168 (2019).
434
參照：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2019, Paragraph 6.11, 6.16.
435

參照：Commerce Act 1986 Article 98.

436

參閱：Anna Kingsbury, Competition Law in New Zealand, Wolters Kluwer Legal &

Regulatory U.S., p.16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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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的機會437。
作成決定後： NZCC 將會對申請人的結合申請給予認可或拒絕認
可，並將決定透過大眾媒體公布438。
結合認可程序基本上需要 40 個工作日，但若是較為複雜的結合申
請則可能延長為 130 個工作日439。
（3）審核判斷
顯著減損競爭測試（The 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 test）為
NZCC 評估是否予以結合認可的依據，NZCC 將會根據調查所得到的資
訊來假設兩種情況（The with and without test）440，第一種係有結合後
的情況；第二種係無結合的情況。再者，依據單方效果（unilateral effects）
與共同效果（coordinated effects）的競爭分析（Competition analysis）來
評估是否會造成顯著減損競爭441。
3.許可程序（Authorisation）
（1）申請（application）
擬結合的事業得依據 Commerce Act 第 67 條規定向 NZCC 提出結合
許可申請，並依照 Form for Notice under Section 67 的指示填寫擬結合事
業的基本資料、提供調查所需資訊，包括：產業介紹、市場定義、相關
競爭者、潛在競爭等，其申請費用為＄36800 紐西蘭元。另外，基於保
密義務，事業須提供公開版本與機密版本之申請442。

437

參閱：Anna Kingsbury, Competition Law in New Zealand, Wolters Kluwer Legal &

Regulatory U.S., p.169 (2019).
438
參閱：Anna Kingsbury, Competition Law in New Zealand, Wolters Kluwer Legal &
Regulatory U.S., p.170 (2019).
439
參照：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2019, Paragraph 6.29.
440

參照：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2019, Paragraph 2.29.

441

參照：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2019, Paragraph 3.61.

442

參照：Authorisation Guidelines July 2013, Paragraph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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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核
結合許可程序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為標準許可程序（the standard
authorization process ）， 第 二 種 為 簡 化 許 可 程 序 （ the streamlined
authorization process），略述如下：
標準許可程序，所需平均時間為 80 個工作日443，主要有以下階段，
事前通知（Pre-notification）
、許可申請、調查與作成決定及作成決定後
444

。
簡化許可程序比標準程序更為快速445，優點為更快作成許可決定及

節省費用446，該程序適用於有明顯公眾利益與對競爭產生有限影響的結
合447。簡化許可程序所需時間為 40 個工作日，為了快速完成簡化程序，
NZCC 希望事業能在規定的時間內提供完整、正確及相關資訊，另外亦
會要求利害關係人遵守程序時間表來提交意見與進行諮詢448。該程序分
為以下階段：提出結合許可申請、公布許可申請於 NZCC 的官方網站、
公布決定草案、收到申請人與利害關係人的意見、作成決定449。
（3）審核判斷
公共利益檢測（public benefit test）450為 NZCC 評估是否給予許可
的依據，NZCC 將會在可行的範圍內量化利益與損害451。

443

參照：Authorisation Guidelines July 2013, Paragraph 105.

444

參照：Authorisation Guidelines July 2013, Paragraph 83.

445

參照：Authorisation Guidelines July 2013, Paragraph 158.

446

參照：Authorisation Guidelines July 2013, Paragraph 159.

447

參照：Authorisation Guidelines July 2013, Paragraph 160.

448

參照：Authorisation Guidelines July 2013, Paragraph 162.

449

參照：Authorisation Guidelines July 2013, Paragraph 164.

450

參照：Authorisation Guidelines July 2013, Paragraph 18.

451

參照：Authorisation Guidelines July 2013, Paragraph 20.
139

（三）結合認可與許可之法律效果
按 Commerce Act 第 69 條規定，在取得結合認可或許可後，第 47、
47A 條規定不適用於企業或股份資產的收購452。
四、矯正措施與規範違反之處罰
（一）矯正措施（Remedy）
當 結合產生競爭疑 慮（competition concerns ）時，申請人得依
Commerce Act 第 69A 條規定453，在提出結合申請或在任何調查階段中454
向 NZCC 提出撤資承諾（divestment undertakings）455以矯正結合所產生
的競爭疑慮。
如果申請人違反撤資承諾，則該結合的認可或許可依照 Commerce
Act 第 69AB 條規定而無效456，或 NZCC 得依 Commerce Act 第 85B 條
規定向法院申請撤資命令（divestment order）457。另外，NZCC 亦得向
法院申請禁止令（injunction）來限制事業結合458或請求事業違反撤資承
諾的罰款459。
（二）規範違反的處罰
1.違反第 47 條規定的處罰460
任何人違反第 83 條第 1 項第(a)至(f)款之規定，NZCC 得向法院申
請命該人支付罰款，對於個人的作為或不作為，其罰款金額不得超過

452

參照：Commerce Act 1986, Article 69.

453

參照：Commerce Act 1986, Article 69A.

454

參照：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2019, Attachment F, F4.

455

參照：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elines 2019, Paragraph 2.43.

456

參照：Commerce Act 1986, Article 69AB.

457

參照：Commerce Act 1986, Article 85B.

458

參照：Commerce Act 1986, Article 84.

459

參照：Commerce Act 1986, Article 85A.

460

參照：Commerce Act 1986, Article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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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萬紐西蘭元，在其他情況下，則不得超過 500 萬紐西蘭元。
2.法院依據違反 Commerce Act 第 3 部分或承諾所作出的禁止令461
任何人違法第 47 條的禁止規定，法院得根據 NZCC 或任何人之申
請為以下處分：
（1）向該人發出禁止令，限制任何人從事違反第 47 條規定的行為。
（2）對該人施加在經營或保護任何業務中任何資產時應遵守的義務。
（3）透過委任他人進行或監督任何業務的行為規定來進行任何業務或
保護任何業務或其資產。
3.法院得因違反第 47 條規定命剝奪資產或股份462
任何人違反第 47 條的禁止規定，法院得依 NZCC 的申請來指示該
人出售特定資產或股份。
4.欺騙或誤導 NZCC
任何人不得試圖欺騙或誤導 NZCC，否則將依 Commerce Act 第 103
條規定經簡易程序（summary conviction）處以個人最高 10 萬元罰款或
處以法人團體最高 30 萬元罰款463。
五、偷跑（Gun Jumping）
（一）等待義務
結合申報在紐西蘭原則上係採取自願性制度，故紐西蘭對於偷跑並
無相關的處罰規定464。若事業在 NZCC 的結合審核期間中，與另一事業
為結合，則 NZCC 認為逕行結合的事業違反 Commerce Act 第 47 條規定，
而對國內市場造成顯著減損競爭，NZCC 得依該條規定向法院提起訴訟

461

參照：Commerce Act 1986, Article 84.

462

參照：Commerce Act 1986, Article 85.

463

參照：Commerce Act 1986 Article103(2), 103(4).

464

參閱：OECD, “Suspensory Effects of Merger Notifications and Gun Jumping - Note by

New Zealand”, p.2 (2018).
141

465

。
NZCC 有兩種方法來防止企業違反等待義務，第一種為 NZCC 得要

求相關企業提供非正式的書面承諾；第二種為 NZCC 得要求相關企業採
取正式的法院強制措施466。另外，雙方事業於結合前的任何協議，可能
根據 Commerce Act 第 27 條及第 30 條的規定被認為是禁止，此種類型
的結合前協調可能被認為是偷跑467。
（二）實質偷跑（Substantive Gun Jumping）
事業間任何結合前的協議依 Commerce Act 第 27 條或第 30 條規定
被認為是共同行為（coordinated conduct）或卡特爾，此種協議可能形成
於計畫或協商過程中，而作為原則協議（in principle agreement）或部分
的交易文件，此種類型的結合前協議被視為偷跑468。

465

參閱：OECD, “Suspensory Effects of Merger Notifications and Gun Jumping - Note by

New Zealand”, p.3 (2018).
466
參閱：OECD, “Suspensory Effects of Merger Notifications and Gun Jumping - Note by
New Zealand”, p.3 (2018).
467
參閱：OECD, “Suspensory Effects of Merger Notifications and Gun Jumping - Note by
New Zealand”, p.4 (2018).
468
參閱：OECD, “Suspensory Effects of Merger Notifications and Gun Jumping - Note by
New Zealand”, p.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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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競爭法對於域外結

合案件之規範及處理程序

第一節

美國

美國反托拉斯法並無針對域外結合的明文規定。然而，由於 Sherman
Act 第 1 條、第 2 條規定為「重罪」的違法行為，以及，Clayton Act 第
7 條所禁止行為，均可能包含結合行為469；而各該法條關於行為主體規
定又採取相當寬鬆的法律用語，其規範對象因而也可以涵蓋域外結合行
為。在聯邦法院訴訟實務上，也曾經出現民事訴訟原告針對域外結合案
件在美國尋求司法救濟情形。另一方面，HSR Act 關於應依法提出結合
事前申報的證券或資產交易當事人規定，其法律用語也頗為寬鬆因而也
可以涵蓋域外交易行為，執法實務上因而也可能出現自行向美國執法機
關申報的域外結合案件；就此，執法機關依國會立法授權，也劃定域外
結合得豁免事前申報義務的規模（size）門檻。以下分別說明：
一、結合管制潛藏域外效力
如同第二章第一節所述，Sherman Act 第 2 條規定所禁止的「結合
或共謀」也可能包含結合在內；然而，該條禁止規定擬保護其不遭受壟
斷的「貿易或商業」
，仍須於「各州間或與外國間（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進行。至於適用該條規定的行為主體：
「任何人
（every person）」與「任何其他人或數人（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則並未限定該自然人或法人必須具美國籍或現居美國境內。Sherman Act

469

相關說明，參閱：廖義男等，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
，第六條，邊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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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及第 2 條）制訂當初，
「各州間或與外國間（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等文字，原本僅係反映聯邦就「州際通
商」事務立法的憲法權限劃定其效力範圍，聯邦法院在該法施行初期也
從嚴解釋該法賦予聯邦機關的管轄範圍。隨著聯邦法院不斷放寬「州際
通商」概念範圍，Sherman Act 的「全球射程（global reach）」也持續擴
張，使得美國反托拉斯執法儼然國際上最積極者470。
類似情形，也存在於 Clayton Act 第 7 條。該條第 1 項前段規定禁
止「任何人（person）從事於商業或對商業有所影響之任何活動者（in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以直接或間接取得股
份、出資額或資產方式，導致美國「國內」商業活動「可能實質減少其
競爭、或有形成獨占之虞」的「效果」；雖然，上述規定仍要求「可能
實質減少其競爭、或有形成獨占之虞」的「效果」發生在美國「國內」，
對於直接或間接參與股份、出資額或資產的「任何人」，卻並未限定其
必須具美國籍或現居美國境內。就文義而言，Clayton Ac 制定當初所採
用的「從事或影響商業（in… or… affecting commerce）」文字，解釋上
較 Sherman Act 適用範圍更小；然而，Clayton Act 第 7 條經 1980 年修
正改採上述「從事於商業或對商業有所影響之任何活動者」文字，其適
用範疇已經與 Sherman Act 相當，亦即，窮盡國會關於聯邦事務享有立
法權限的最大範圍471。美國國會於 1982 年制定「外國貿易反托拉斯改
進法（Foreign Trade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 FTAIA）472」，正式確認
聯邦法院於審判實務上所發展的「效果原則」。

470

相關說明，參閱：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3rd Ed., pp. 761-770 (2005).
471

相關說明，參閱：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3rd Ed., pp. 765-766 (2005).
472

該法收納於 Sherman Act 第 7 條，編入 15 U.S.C. §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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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HSR Act 規定證券及資產交易應事前申報的法定門檻，則僅須
符合以下 3 個標準：1.商務標準（Clayton Act 7 a(a), (1)）
；2.交易規模標
準（Clayton Act 7 a(a), (2)）
；3.交易人規模標準（Clayton Act 7 a(a), (2)）
473

。關於達到 Clayton Act 第 7 條之 a 第(a)項第(2)款規模的「交易人」
，

無論買方或賣方，也未限定必須具美國籍或現居美國境內：「任何人
（person）」
，
「任何其他人（any other person）」，只須達到「交易人規模
標準」
，並且符合「商務標準」
，其彼此間證券及資產交易達到「交易規
模標準」時，即須依 HSR Act 向 FTC 或 DOJ 事前提出申報。由於國會
在該法中也直接授權執法機關得「針對某類人，其取得、轉讓或交易不
可能違反反托拉斯法者，免除本條規定之各項要求（exempt, from the
requirements of this section, classes of persons, acquisitions, transfers, or
transactions which are not likely to violate the antitrust laws）474」，據此，
聯邦執法機關遂於聯邦行政法規 16 CFR 802 - Exemption Rules 中，進一
步劃定域外結合申報義務的規模門檻475。
二、域外反托拉斯案件處理
美國反托拉斯法自始即可能藉由「與外國間之商業」適用於域外，
已如上所述。為了強化聯邦司法部在美國境外執行反托拉斯法所需證據
協助，以及，在互惠原則下規範外國反托拉斯法主管機關向美國政府請

473

參閱：FTC“Hart-Scott-Rodino Premerger notification Program, Introductory Guide II:

To File or Not to File When You Must File a Premerger Notification Report Form”（FTC 官
方

網

站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s/premerger-introductory-guides/guide2.p
df）
，最後瀏覽日期：2020/10/5。
474

參照：Clayton Act 7a, 15 U.S.C. § 18a (d), 2 (B)。法條引自：美國聯邦司法部（DOJ）

官方網站（連結至大學法規資料庫：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5/2，最後
瀏覽日期：2020/10/2）
；中譯係由本報告主持人自行翻譯。
475

參閱：本節以下第三部分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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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協助時處理程序，美國國會於 1994 年制定「國際反托拉斯執行協助
法（International Antitrust Enforcement Assistance Act，IAEAA）」
。次年，
DOJ 與 FTC 共同頒布新版「反托拉斯法執行國際操作之指導原則
（Antitrust 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修正並
更新「1988 年反托拉斯法執行國際操作之指導原則（1988 Antitrust
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揭示 DOJ 與 FTC
就美國境外事業及其活動的管轄議題、政策考量及程序、禮讓、國際相
互協助執法、反托拉斯與國際貿易倡議，並提供案例說明其執法原則476。
根據上述「國際操作之指導原則」，影響美國國內或與外國商業的反競
爭行為，無論該行為發生於何地、當事人所屬國籍為何，均可能違反美
國反托拉斯法477。關於 Sherman Act 及 FTC Act，該「國際操作之指導
原則」重申「Hartfort 案」中最高法院所宣示的「意圖標準」
；進口以外
其他外國商業活動則依 FTAIA 的「效果原則」處理478。關於 HSR Act，
上述「國際操作之指導原則」特別指出：執法機關所頒佈法規中，已特
別就國際交易中「與美國商業間之關聯（nexus to U.S. commerce）」極
少者豁免其申報義務479。

476

參閱：DOJ, Antitrust 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April 1995,

1. Introduction.
477

參閱：DOJ, Antitrust 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April 1995,

3.1 Jurisdiction.
478

該「國際操作之指導原則」引述「Hartford 案」的大意為「意圖在美國境內發生實

質效果而實際上已發生（meant to produce and did in fact produce some substantial effect
in the United States）
」；至於進口以外的外國商業活動，則凡具有「直接、實質、得合
理預見效果（a direct, substantial, and reasonably foreseeable effect）」
，依 FTAIA 亦應適
用美國反托拉斯法。參閱：DOJ, Antitrust 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April 1995, 3.1 Jurisdiction.
479

參閱：DOJ, Antitrust 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April 1995,

2.4 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 of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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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各國陸續採納（類似）反托拉斯法作為確保市場開放及自由、
提升消費者福祉、防範阻礙競爭行為的政策工具，到了 2017 年已有超
過 130 個國家信賴競爭價值，DOJ 與 FTC 遂於 2017 年 1 月 17 日共同
頒布「反托拉斯法國際執行暨合作之指導原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 and Cooperation）」
，取代已經施行 20 年的「1995
年反托拉斯法執行國際操作之指導原則」，藉以擴大與國際競爭法同儕
機關之間的互動合作480。
上述 2017 年「反托拉斯法國際執行暨合作之指導原則」除了重申
Sherman Act 第 1 條及第 2 條規定適用於「各州間或與外國間（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貿易及商業，經 1982 年 FTAIA
釐清該法（及 FTC Act）循「效果原則」適用於進口以外其他「與外國
間之商業」行為，說明 FTC Act、Clayton Act、HSR Act 等反托拉斯法
適用概況，介紹 IAEAA 內容及其不適用於 HSR Act 文件之外481，特設
專章說明美國執法機關介入以防範可能損害美國商業及消費者的反競

480

美國聯邦執法機關並非單向擴張該國反托拉斯法適用範圍，毋寧理解各國管轄下

不同的反托拉斯法觀點、政策及程序；DOJ 與 FTC 自認本身在促進國際互動合作上
居於領導地位，關注根據紮實經濟分析、程序公正透明，且有助於促進消費者福祉的
實質執法標準。此外，DOJ 與 FTC 也透過雙邊及多邊管道，例如：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競爭委員會
（Competition Committee）
、國際競爭網絡（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ICN）、
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
UNCTAD）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
，致力於
發展及運用國際最佳實務範例（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標準及實質反托拉斯與程序
公正指導原則等，持續促進跨不同管轄區域間的競爭執法機關合作，提升執法效能及
可預見性。相關說明，參閱：DOJ/ FTC,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
and Cooperation (2017), 1. Introduction。
481

參閱：DOJ/ FTC,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 and Cooperation

(2017), 2. Relevant Antitrust and Related Sta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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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行為，須以其間「充分連結（sufficient connection）」存在為前提，並
且另須顧及國際禮讓、外國政府涉入情形等訴追裁量原則（principles of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482。
至於美國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考量國際禮讓時，須權衡每件個案事
實及其關聯情況中的以下是項：試圖影響美國商業的目的或實際影響，
反競爭行為對美國影響的重要性及其可預見性，與外國管轄法律或明確
政策之間的衝突程度，其他管轄（國家）執法活動因此受影響程度，外
國執行效能與美國執法間的比較。一旦美國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決定採
取調查步驟或進而起訴，意謂反托拉斯法執行的重要性已經壓倒任何相
關外國政策考量。美國聯邦法院裁判實務上，向來尊重執法機關此類決
定；在「Timberlane 木材案」等私人間所進行的民事訴訟程序中，聯邦
法院也曾經自行操作國際禮讓分析483。以下幾點關於美國反托拉斯法執
法機關所考量的國際禮讓因素，上述「反托拉斯法國際執行暨合作之指
導原則」進一步說明如下：
1.考量外國法衝突程度時，美國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將審查該外國
相關法律規定。根據其執法經驗，由於採納並執行與美國反托拉斯法相
容的反托拉斯法者愈來愈多，美國反托拉斯執行利益與外國法律或政策
衝突者隨之愈來愈少，因此，法律衝突其實相當罕見。再者，當事人倘
若可以同時遵循兩個管轄國法律時，其間亦無所謂法律衝突存在。當外
國法律對特定行為未置可否（neutral），就該行為要求當事人遵循美國

482

此外，在 Sherman Act 相關民事救濟程序中，原告身分（是否為政府執法機關等）、

起訴性質及據以起訴的損害類型等關聯情況，亦可能影響法院是否管轄該件訴訟。相
關說 明， 參 閱：DOJ/ FTC,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 and
Cooperation, 3. Agencies’ Application of U.S. Antitrust Law to Conduct Involving Foreign
Commerce (2017).
483

參閱：DOJ/ FTC,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 and Cooperation, 4.

Agencies’ Consideration of Foreign Jurisdictions, 4.1 Comit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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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托拉斯法並未違反該外國法律。然而，當法律衝突果真發生時，依國
際禮讓原則勢必減少（美國反托拉斯法）執行。
2.在法律衝突之外，美國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也將評估外國利益及
其明確政策。決定是否對於系爭反托拉斯違法案件進行調查或實施執行
措施，美國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將一併考量：該外國鼓勵或勸阻特定行
為態樣，或者，僅僅任由當事人選擇其行為態樣。
3.美國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也將一併考量：美國執行所追求的目標，
是否也能藉由外國執行達成。美國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得徵詢相關外國
主管機關，商議其職掌目的及如何處理反競爭行為對於美國商業與消費
者的可能損害484。
此外，在上述「反托拉斯法國際執行暨合作之指導原則」第 5 章中，
也分別就調查工具、保密義務、國際合作的法律基礎、資訊交換類型及
免除保密義務、矯正措施、刑事調查上特別考量等事項，進一步加以說
明485。
三、域外結合豁免申報條件
由 HSR Act 所創立的結合事前申報制度，與調查、訴追違反反托拉
斯法的執法措施明顯不同：結合事前申報係用以提升執法機關針對足以
導致反競爭後果的併購行為所需執法能力，本身僅有工具或手段性質的
補充地位，無法完全取代調查、訴追等執法措施。因此，上述 2017 年
「反托拉斯法國際執行暨合作之指導原則」承襲「1995 年反托拉斯法

484

參閱：DOJ/ FTC,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 and Cooperation, 4.

Agencies’ Consideration of Foreign Jurisdictions, 4.1 Comity (2017).
485

參閱：DOJ/ FTC,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 and Cooperation

(2017), 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此外，該「反托拉斯法國際執行暨合作之指導原
則」各章節中也穿插最佳實務典範（抽離個案當事人資料的假設型個案），提供讀者
對照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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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國際操作之指導原則」，重申 HSR Act 的執行法規中，已特別就國
際交易中「與美國商業間之關聯」極少者豁免其申報義務。另一方面，
該「反托拉斯法國際執行暨合作之指導原則」也特別強調：即使依 HSR
Act 毋須事前申報及等待的併購交易案件，仍可能適用 Sherman Act、
FTC Act 或 Clayton Act；一旦執法機關發現此類併購交易案件違反上述
法律，仍可能發動職權予以禁止、回復原狀或尋求其他適當的矯正措施
486

。
其次，結合事前申報的法定程序，係由擬進行證券或資產交易的當

事人啟動，諸如「充分連結」或「國際禮讓」等涉及個案是否繼續調查
甚至介入干預的訴追裁量因素，終究不是系爭交易當事人所能越俎代庖。
就此，上述 2017 年「反托拉斯法國際執行暨合作之指導原則」特別指
出：HSR Act 及其執行法規不免富含技術性考量，當事人勢必需要直接
諮詢執法機關；因此，企業界得就其依 HSR Act 及其執行法規所應負擔
的具體義務，向 FTC 專門設立的 PNO（Premerger Notification Office）
尋求法規解釋487。
尤其值得注意者，則是執法機關依 HSR Act 授權頒佈法規488，豁免
國際交易中「與美國商業間之關聯」極少者的事前申報義務，係採取形
式化的金額門檻，方便潛在交易當事人自行判斷：
1. 外國資產交易原則豁免：根據 16 CFR 802.50 第(a)項規定，取
得美國境外資產者，原則上均豁免 HSR Act 各項要求；例外跨

486

參閱：DOJ/ FTC,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 and Cooperation,

2.4 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 of 1976 (2017).
487

參閱：參閱：DOJ/ FTC,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 and

Cooperation (2017), 2.4 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 of 1976(2017).
488

該授權法規係由 Clayton Act 7A, 15 USC 18a 第(d)項第(2)款(B)所授權，法規編號及

名稱為：16 CFR 802 - Exemption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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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以下門檻者，始須依 HSR Act 各項規定事前申報並依法等
待：
1.1.美國境內交易規模門檻：根據 16 CFR 802.50 第(a)項規定，系
爭交易之後，收購者所持有資產將在被收購者最近預算年度內
產生 5 千萬美元（目前已調整為 9 千萬美元）的美國境內或對
美國銷售金額。
1.2.交易雙方均為外國人者，適用更高的美國境內交易規模門檻：
根據 16 CFR 802.50 第(b)項第(1)款及第(2)款規定，系爭交易收
購者及被收購者均為外國人者，收購者與被收購者在美國境內
或對美國銷售總金額達 1 億 1 千萬美元（目前已調整為 3 億 5990
萬美元）489。
1.3.交易雙方均為外國人者，適用更高的美國境內資產規模門檻：
根據 16 CFR 802.50 第(b)項第(1)款及第(3)款規定，系爭交易收
購者及被收購者均為外國人者，收購者與被收購者在美國境內
（投資資產、證券等以外的一般）資產總金額達 1 億 1 千萬美
元（目前已調整為 1 億 9800 萬美元）。
2. 外國發行證券交易原則豁免：根據 16 CFR 802.51 規定，取得外
國發行具表決權證券者，原則上均豁免 HSR Act 各項要求；例
外跨越以下門檻者，始須依 HSR Act 各項規定事前申報並依法
等待：
2.1.美國人取得外國發行證券時，該發行人規模門檻：根據 16 CFR

489

此項金額調整，係由執法機關依職權為之，2020 年度金額引自：J. W. Lowe/ M. E.

Raven, USA_2. Transaction Caught by Merger Control Legisl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egal Guides: Merger Control 2020, A Practical Cross-Border Insight into
Merger Control Issues, 16th Edition, pp. 471-472 (2020)。以下各項調整金額的 2020 年度
金額，均引自同一來源。
151

802.51 第(a)項第(1)款及第(2)款規定，系爭交易證券發行人最近
預算年度內在美國境內或對美國銷售總金額達 5 千萬美元（目
前已調整為 9 千萬美元）
，或在美國境內（投資資產、證券等以
外的一般）資產總金額達 5 千萬美元（目前已調整為 9 千萬美
元）
；多個外國發行人在美國利益由同一收購者取得時，上述資
產及銷售金額須加總計算。
2.2.外國人取得外國發行證券且移轉「控制（control）」予收購者時，
該發行人規模門檻：根據 16 CFR 802.51 第(b)項第(1)款及第(2)
款規定，系爭交易證券發行人最近預算年度內在美國境內或對
美國銷售總金額達 5 千萬美元（目前已調整為 9 千萬美元）
，或
在美國境內（投資資產、證券等以外的一般）資產總金額達 5
千萬美元（目前已調整為 9 千萬美元）
；多個外國發行人「控制」
利益由同一收購者取得時，上述資產及銷售金額須加總計算。
2.3.交易雙方均為外國人且移轉「控制」者，適用更高的美國境內
銷售及資產規模門檻：根據 16 CFR 802.51 第(c)項第(1)款、第
(2)款及第(3)款規定，系爭交易收購者及被收購者均為外國人者，
收購者與被收購者在美國境內或對美國銷售總金額達 1 億 1 千
萬美元（目前已調整為 3 億 5990 萬美元），或者，收購者與被
收購者在美國境內（投資資產、證券等以外的一般）資產總金
額達 1 億 1 千萬美元（目前已調整為 1 億 9800 萬美元）。
整體而言，除上述 2.1 所述美國人取得外國發行證券情形之外，其
他各項規定均屬典型「域外」證券及資產取得類型，其中，2.2 及 2.3
甚至導入類似我國「結合」概念中的「控制」要素490，此外，該授權法

490

請比較：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5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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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中，針對各項門檻規定如何適用，也穿插「案例（examples）491」加
以說明。

第二節 歐盟
一、域外結合規範
歐盟並未對於域外事業的結合（法規用語為「集中化」）為特別規
範492，只要參與結合的事業達到 EUMR 規定之門檻，不論該事業是否
於歐盟境內設立登記（包含總部、辦公室、商業活動或製造產品），因
其行為仍可能影響歐盟的市場，故需依據 EUMR 的規定向歐盟提出申
報493。
二、域外結合案件申報與規範適用
1. DENSO / HIROSE (Case M.9330)
電裝公司（Denso Corporation）係一家日本製造商及供應商，主要
製造汽車零件；Hirose Plant（以下簡稱 Hirose）為一家日本的製造商，
目前由豐田汽車公司所有（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主要製造汽車相
關的半導體與電子零件494。
該交易行為係電裝公司欲取得 Hirose 的所有相關資產的單獨控制，
其目的是為了發展及製造汽車電子零件。於 2018 年 6 月 1 日，其交易
行為將透過一個基本協定來實施，已構成 EUMR 第 3 條 1 項第 b 款所

491
492

各該案例，基本上均為抽離個案當事人資料的假設型個案。
參 閱 ： EU, Merger Overview, “Which mergers are examin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overview_en.html, 最後瀏覽日
期：2020/9/20。
493

參閱：Mergers, The EU explained: Competition, European Union, p.8 (2014).

494

參閱：DENSO / HIROSE (Case M.9330),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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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的集中行為495。
在 DENSO / HIROSE 案件中，電裝公司與 Hirose 兩家公司皆位於
歐盟境外，依 EUMR 第 1 條第 1 項規定，EUMR 的適用範圍涵蓋所有
具有共同體層級（Community dimension）的集中行為，因此不論是在歐
盟內或境外具有共同體層級的集中行為須向執委會申報496。
在 DENSO / HIROSE 的交易行為中，其相關企業的全球總營業額
超過 50 億歐元，每一相關企業歐盟內總營業額超過 2.5 億歐元，但在
同一個成員國內尚未達到歐盟內總營業額的 2/3，因此該交易行為具有
共同體層次497，因而 DENSO / HIROSE 的交易行為須向執委會申報。
雖然電裝公司與 Hirose 皆位於歐盟境外，電裝公司收購 Hirose 的
交易行為，已達到 EUMR 所規範之共同體層級，有可能會影響歐盟市
場，故電裝公司須向執委會申報該交易行為。
三、實質審查
歐盟評估有關集中（或結合）對於市場競爭影響，首要作成判斷依
據係將結合申報中涉及的各方及其所生的競爭條件與未發生結合的情
況下，就各項條件進行比較。原則上，申報當時既有的競爭條件構成「集
中」影響的判斷基礎與比較各項效果的審查架構。然而，在某些情況下，
執委會得將今後市場合理預期的可能變化納入判斷時的考慮因素。
（一）第一階段
1. 希捷（Seagate）收購韓國三星硬碟業務案
希捷技術有限公司（美國「希捷」）設計、製造及銷售各種計算機
存儲設備，主要包括硬碟驅動器（HDD）與外部硬碟驅動器（XHDD）。

495

參閱：DENSO / HIROSE (Case M.9330), p.2.

496

參照：EUMR, Article 4(1).

497

參閱：DENSO / HIROSE (Case M.9330),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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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業務在重要零件（如讀／寫頭與薄膜記錄介質）的製造市場，屬於垂
直整合。
韓國三星集團（Samsung Group）活躍於高科技電子製造及數位媒
體，其業務為設計、製造、銷售硬碟及 XHDD。三星硬碟生產業務並不
具有上游零件製造，而是垂直整合整體生產或產業的能力。儘管三星在
擴張固態硬碟（SSD）的市場占有率上相當積極，但此業務不因與希捷
結合而轉移。
2011 年 4 月 19 日，希捷（Seagate）透過於愛爾蘭註冊的子公司：
「希捷科技有限公司」收購三星電子有限公司（韓國三星硬碟）硬碟業
務，此一包括相關設備資產的交易，將使希捷取得三星硬碟業務的完全
控制，包括三星專用於硬碟和 XHDD 的研發、製造及銷售，已經持有
或租賃取得的有形與無形資產。因而構成 EUMR 第 3 條第 1 項第 b 款
所稱的「集中」而向歐盟申報。
幾乎同時498，全球硬碟供應龍頭之一「威騰數位科技公司（WD）
」

參

498

閱

：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case_details.cfm?proc_code=2_M_6203，韓國
公平交易委員會也曾於 2012 年 2 月 3 日以委員會「第 2012 - 017 會期決議（의제 2012
- 017 호）
」作成本案「案件編號：2011 第 3313 號（2011 지식 3313）
」審查決定。來
源網頁標題：WD 違反事業結合規範審查結果。全球第 2、3 大硬碟生產商之間的國
際併購。（웨스턴디지탈코포레이션의 기업결합 제한 규정 위반행위 심의결과，
세계

2,3

위

하드디스크

생산업체간

국제

M&A ） ， 網 址 ：

제동 http://www.ftc.go.kr/www/selectReportUserView.do?key=10&rpttype=1&report_data
_no=4597 ，或參閱：
http://www.ftc.go.kr/solution/skin/doc.html?fn=b3fa3ea91badd607126af9cef8654d621de6f
fd2971d2f0a1eaa4e77f34759f7&rs=/fileupload/data/result/BBSMSTR_000000002402/
或 參 閱 韓 國 公 平 會 行 政 決 定 書 （ 韓 文 文 本 ） 下 載 網 址 ：
http://www.ftc.go.kr/www/cmm/fms/FileWorkDown.do;jsessionid=GQGI9CZU5UKsJq4P
uKylITowmmaLVUOvkjo3za7aCOGKotltMgQCkhmR1qaOijaE?atchFileUrl=/data/hwp/ca
se&atchFileNm=20120116152156824.hwp，最後瀏覽日期：202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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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於 2011 年 4 月 20 日向歐盟申報收購日立全球存儲技術公司（HGST）
的股份，因而取得被收購事業的全部硬碟 SSD 業務。
歐盟執委會面對在同一市場幾乎同時發生的兩大結合案，先於 2011
年 10 月 19 日對希捷與三星結合案作成不予禁止的決定，無須進入第二
階段的深入調查，並依據有關事業結合管制規範（EUMR），決定本結
合案不另為其他附加條件。
（二）第二階段
1. Western Digital Corporation（WD）收購 Viviti Technology Ltd
（HitachiGST）股份結合案499
世界第二大硬碟製造商，美商 Western Digital Corporation（WD）
主要以設計、開發、製造與銷售硬碟及其驅動器（HDD）
、固態硬碟（SSD）、
外部硬碟及其驅動器（XHDD）與媒體播放器。在重要零件（如讀寫頭
和媒體）的製造上，其製造為上游垂直整合。
日立環球儲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HitachiGST，以下簡稱 HGST）
原為世界第三大硬碟製造商，於新加坡註冊，其後更名為 Viviti 技術公
司，屬於日商日立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主要開發與及製造數位儲存設備，
如硬碟與 SSD，以及部分品牌的 XHDD，於產業中屬於上游垂直整
合。
美商 WD 透過愛爾蘭子公司收購日立公司（Hitachi）
原有的子公司：
Viviti Technologies Ltd（原名為日立全球存儲技術控股有限公司，下稱
HGST）全數持股，WD 因此次收購股份交易將掌握 HGST 營運有關業

499

參

閱

：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case_details.cfm?proc_code=2_M_6203，韓國
公平交易委員會也曾於 2012 年 2 月 3 日以委員會「第 2012 - 017 會期決議（의제 2012
- 017 호）
」作成本案「案件編號：2011 第 3313 號（2011 지식 3313）
」審查決定，最
後瀏覽日期：202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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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結合雙方根據歐盟 EUMR 第 4 條，於 2011 年 4 月 20 日（希捷與
三星結合申報之次日）向歐盟提出結合申報，並在申報文件（Form CO）
當中陳述：「此一交易所取得之控制，雖然合於該規範第 3 條第 1 項規
定，但不存在該規範所稱之集中疑慮500。」
2011 年 8 月 18 日，執委會得出暫時結論，並依據 EUMR 第 18 條
公開執委會的「異議聲明（Statement of Objections，簡稱：SO）」
，執委
會認為，WD 收購股份交易將嚴重阻礙某些硬碟市場的有效競爭501。結
合方於 2011 年 8 月 19 日獲准於「資料室（data room）」中查閱其他競
爭者相關資訊或可能涉及營業秘密的檔案，之後於 2011 年 9 月 1 日提
出關於 SO 的書面意見，當中並未要求進行聽證（Hearing）陳述其論
點，另於 2011 年 9 月 6 日進行的「現況會議（the State of Play meeting）」
中，結合方以口頭提出相關異議聲明，因此競爭總署決定進行更為深入
的市場調查。2011 年 9 月 20 日的正式會議中，執委會與結合方聽取競
爭總署此次進一步的市場調查結果，並對結合方提出的部分論點與第三
方看法加以說明，並同意給予結合方提出補充意見的機會，而應於 9 月
26 日之前對於調查結果作出答覆。另於 9 月 22 日交付結合方有關競爭
總署市場調查期間取得非機密版本的文件，又分別於 9 月 23 日、24 及
26 日向參與結合兩方提供了進一步資料。結合兩方分別於 9 月 23 日與

500

參閱：Competition DG, COMP/M.6203 - WESTERN DIGITAL CORPORATION /

HITACHI GLOBAL STORAGE TECHNOLOGIES HOLDINGS, Form CO, SECTION
1.2,
“Description
of
the
concentration”,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additional_data/m6203_792_5.pdf ）。案
件

資

訊

網

址

：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case_details.cfm?proc_code=2_M_6203，最後
瀏覽日期：2020/11/15。
501

參閱：EU, Final Report of the Hearing Officer: Western Digital Ireland / Viviti

Technologies (COMP/M.6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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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提出補充意見。
WD 於 2011 年 10 月 3 日提出第一份矯正承諾，但執委會認為該承
諾不足以解決競爭問題。於 2011 年 10 月 10 日，結合方提出修訂承諾，
在同日進行必要市場檢測（market test），10 月 24 日結合方進一步修訂
後，另向執委會提交矯正方案，經與執委會的溝通討論後，修正當中有
關股份交易與相容境內市場的所有剩餘問題，於 10 月 27 日提出最後版
本。
2011 年 11 月 23 日，歐盟執委會依據競爭總署的調查結果與結合方
的承諾，發布本案初步決定502，認為 WD 藉由購買股份取得規範所稱之
外，並與同條項規定之集中定義無違。依據 EUMR 第 1 條第 2 項規定，
屬於歐盟層級，歐盟具有管轄權。同時，本案有關矯正措施完全履行之
前，WD 同意繼續進行以完成本案結合狀態，並在歐盟監督下完成後續
應為的分拆業務與資產分割。
四、附加矯正措施
（一）審查順序
受到同一市場中另一個「集中」幾乎同時發生的影響，即希捷收購
三星電子集團子公司（韓國三星硬碟）的硬碟業務案，執委會依據先到
先得的「優先規則」，作為相同市場中不同個案交易評估影響的基礎，
執委會認為確保法律的明確與客觀是 EUMR 的主要目標之一與唯一方
法。以申報（通知）日期作為優先權規則的適用，不僅具有明確和客觀
的標準，在法令的規定下更具有正當基礎503，亦合於 EUMR 的結合申
報規定。並認為其他標準或依據，例如簽署具約束雙方效力的協定所訂

502

參

閱

：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uriserv:OJ.C_.2013.241.01.0011.01.E
NG&toc=OJ:C:2013:241:TOC，最後瀏覽日期：2020/11/15。
503

參照：802/2004 號規則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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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日期，或公布預計集中化（Concentration，相當於結合）時間，不
僅難以確信，並可能導致法律的不確定性。
基於申報日期所為的評估，並考慮希捷與三星結合案相較 WD 與
HGST 的交易通知，提前一日並經執委會於 2011 年 10 月 19 日核准。
因此，執委會判斷的始點是由 HGST、希捷∕三星合併後的實體、東芝、
WD 所構成並生產不同規格的硬碟供應市場。
（二）相關市場
由於硬碟本身構成需多樣零件組成方能達成存取載體儲存資訊的
功能，同時具有高度技術門檻，目前僅少數廠商生產硬碟或供應有關零
件。本案中 WD、Seagate、HGST，等具有自己生產當中如讀寫頭、磁
性盤狀存取載體等關鍵零件的能力，東芝與三星主要向供應者購買各部
零件加以組裝。依照成品（外觀）規格與生產後的去向（最終用途），
分為：企業專用硬碟、桌機配置硬碟、可攜式硬碟與消費電子產品專用
硬碟，以及專供消費者選購的外接硬碟擴充盒（XHDD）屬於另一個應
為單獨判斷的產品市場。最終 WD 在多數市場中存在高度實質限制競爭
的疑慮。但在結合方主動提出減緩疑慮的實際承諾下，執委會認為，此
等承諾將使 3.5 英寸硬碟上游市場出現一個新的、可行的及有效的競爭
者，也不至於對整個歐洲經濟體下的 XHDD 市場產生非協調性影響而
對競爭造成重大減損。同時，因為產品與市場特性，使協調效果不易發
生上下游（垂直關係）實力並未因結合而改變，結合後所能產生的整體
經濟效益並不顯著。
（三）矯正措施
結合方 WD 於 2011 年 10 月 3 日主動提出矯正措施，承諾將硬碟生
產業務自本案結合後的事業加以分拆，由 WD 與希捷以外的第三競爭者
受讓，讓售範圍包括 HGST 用於生產 3.5 吋桌上電腦內建硬碟、CE 用
（OEM）業務硬碟及企業關鍵硬碟產品所需的設備、資產，以及任免
159

部分人員與智慧財產權的有限授權。執委會再審視所提矯正措施合於相
關要求，結合方另於 2011 年 10 月 10 日作出修正承諾。
因此執委會的結論提及：結合方提交最後承諾，在攸關下游產品市
場中，得於全球維持三個具有競爭力與可行的供給替代來源。結合後分
拆的新事業也將繼續面臨來自希捷∕三星的競爭，而足以消除歐盟內部
市場的限制競爭疑慮。從而，按照 EUMR 第 2 條第 2 項和第 8 條第 2
項，應有條件不禁止其結合。

第三節

日本

一、域外結合規範
日本獨禁法對於「域外結合」並無明確定義，但該法第 6 條規定，
事業不得締結不當交易限制或不公平交易方法條款之國際協定或國際
契約。事業團體亦不得為締結前開規定之國際協定或國際契約504。
第 9 條第(2)項公司（包含外國公司，以下同），取得或持有其他國
內公司之股份，致形成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之狀態者，不得為之。以及
其他有結合類型，亦有關於外國公司適用之規定，例如第 10 條（公司
持有股份之限制、申報義務）第(5)項，有限合夥公司之規定。
該法第 70 條之 8 更規定，於外國之送達，認為有不能依前條規定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108 條規定，或準用後仍未能有效送達者；或依前條
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108 條之規定，向外國之管轄機關為送達之囑託，
經六個月後仍未受有送達證明書者，得採「公示送達」505。

504

參照：日本獨占禁止法（臺灣公平會中文譯本）第 8 條第 2 款

505

參照：日本獨占禁止法（臺灣公平會中文譯本）第 70 條之 8 第(1)項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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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域外結合申報案件及其規範適用
1. Sanofi 與 Boehringer Ingelheim 集團業務相互轉讓（Business
swap）結合案506
(1) 案件背景
總部位於法國的 Sanofi Group，計畫以旗下 Sanofi S.A.之子公司
Sanofi K.K.收購 Boehringer Ingelheim Group（位於德國）旗下 C.H.
Boehringer Sohn AG & Co. KG 之子公司所經營的消費性醫療服務；
Boehringer Ingelheim 將收購 Sanofi Group 動物醫療業務。同時 Sanofi
Group 收購 Boehringer Ingelheim Group 旗下 SSP 公司之全部股份；
Boehringer Ingelheim 也將收購 Sanofi Group 旗下 Merial SAS 之全部股
份。Sanofi 與 Boehringer Ingelheim 為交易之締約雙方，雙方於日本皆設
有公司經營。因此本案的行為經判斷，實為 Sanofi Group 將收購 BI 集
團的消費者醫療保健業務，BI 集團將收購 Sanofi Group 的動物醫療業務。
本案中的適用獨禁法第 10 條和第 16 條之規定。
(2) 商品市場界定
雙方原經營業務主要是以藥品生產銷售為主，從市場「消費者」觀
察，應從醫療機構等或消費者的角度出發，分別進行「產品」的市場界
定。
人類醫療保健用藥部分，JFTC 依據 ATC 分類系統定義方法，認為
兩方所生產之產品多數具有水平關係，其中又以「抗組胺內用藥物
（systemic antihistamines）」處方藥與非處方藥之消費者明顯不同，產品
之間沒有需求替代性。但 JFTC 認為，消費者醫療保健業務中，「抗組
胺」的處方與非處方藥，具有相同的療效和效果，原則上可互換使用，

506

參照：JFTC, Major Business Combination Cases in Fiscal Year 2016 (Tentative

Translatio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Division Economic Affairs Bureau, General
Secretariat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 , pp.45-55 (2017/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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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替代性，雙方此類產品具競爭關係。
動物用藥產品，除須考量藥品療效、功能、消費對象，尚須考量動
物用途（經濟動物或寵物）的差異。為此，JFTC 對動物藥物的產品範
圍加以一定範圍的界定，而區分動物用解熱鎮痛藥劑、動物的心血管藥
物和豬隻環狀病毒疫苗（vaccines for porcine circovirus infection）等產品。
在初步判斷中，可預見前述藥品對市場競爭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JFTC
初步為同一動物物種的同一傳染病確定了各類疫苗的產品範圍。由於豬
隻環狀病毒引致的病徵，對於有關疫苗的競爭具有較大的影響，豬隻環
狀病毒疫苗將進一步審查。
倘若未經動物用藥主管機關許可，前述產品將不得在日本生產、銷
售或進口；此外，考量產品特性、醫療機構等或運輸成本方面並無顯著
差異，使廠商得以在日本全境從事業務，因此 JFTC 將該案的地理範圍
定義為「日本所有地區」
(3) 競爭影響
A. 抗組胺藥物
進行本案交易，雙方將共同佔抗組胺藥物市場約 35%，HHI 將增加
約 600 ， 將 不 符 合 水平 結 合 的 安 全 港 標準（ safe-harbor criteria for
horizontal business combinations）。JFTC 從市場競爭者存在數量形成供
給大於需求、有限通路結構的事實，認為存在一定程度的進入壓力（entry
pressure）
，並存在鄰近市場的競爭壓力。加上有限通路經營方式與終端
消費者之消費習慣，使買方具有一定實力抗衡，因此 JFTC 決定，雙方
結合將不致任何特定交易領域範圍發生嚴重的限制競爭。
B. 動物用藥部分
JFTC 將本案涉及之各項動物用用藥與疫苗分別審查後，得出
與上述 A.抗組胺藥物近似之判斷結論。
C. 協同行為（coordinated conduct）致生實質限制競爭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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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隻環狀病毒疫苗商相對屬於較新的產品，市場占有與地位每年會
有所變化，且各廠商投入研發與成本不同，疫苗類型（單價或組成成分）
、
接種劑量、用法等方面也有所不同，因此各產品間都有區別。因此，在
協調銷售價格和數量方面，各廠商難有共識，且不太可能預測彼此的行
為。加上前述的幾項要素中，各廠商存在競爭壓力事實，也成為協調行
為的障礙。
基於上述情況，JFTC 認為，單方行為或協調行為都不致嚴重限制
任何特定交易領域的競爭。
2. Abbott Laboratories/ St Jude Medical507
(1) 案件背景
總部設在美國的 Abbott Laboratories（亞培製藥）事業集團，計畫
將其負責醫療產品研究、開發、製造和銷售的某一孫公司與 St. Jude
Medical 公司（設於美國，以心血管醫療設備的研究、開發、製造和銷
售為主要業務，簡稱 SJM）合併，並以 St. Jude Medical 為存續公司，
且 SJM 及其吸收合併之事業成為 Abbott 之次級事業體，SJM 公司及其
控制事業另以集團（以下稱 SJM Gourp）形式從屬於 Abbott 事業集團。
本案適用獨禁法第 15 條之規定。
(2) 產品與市場界定
本案產品分類描述為「血管閉合裝置（vascular closure devices；
VCD）」
，是一種以微創手術將導管植入血管當中，用以治療心血管管壁
剝離造成血栓，的疾患。該裝置規格依患部所在位置、範圍大小、剝離
程度與適用裝置差異，可區分四類，各類手術方式與必要器械裝置不盡

507

參閱：JFTC, Major Business Combination Cases in Fiscal Year 2016 (Tentative

Translatio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Division Economic Affairs Bureau, General
Secretariat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 pp. 98-106 (2017/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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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在日本，Abbott 銷售俗稱「小型 VCD」之裝置，而 SJM Gourp 以
「CAD 裝置」和「小型 VCD」為主；依手術方式，VCD 植入分為傳統
與微創二類。且 Abbott 以傳統手術小型 VCD 為主；SJM Gourp 以微創
手術小型 VCD 為主要業務，而日本只有此三類產品流通，日本競爭企
業 A 公司也以銷售微創型裝置為主要業務。
依據當事人前開之說明，各類產品應無替代性。同時，此類醫療裝
置須取得醫療衛生主管機關有關許可，方得製造、輸出入、銷售，且製
造生產難以立即轉換其他產品。但 JFTC 認為小型 VCD 屬性用途相同，
醫生或醫療院所的使用並無特別偏好或存在不公平對待。
因此，JFTC 認為，不同小型 VCD 裝置之間仍存在需求可替代性。
同時，JFTC 將本案的產品範圍定義為「小型 VCD 裝置」。在地理市場
界定為日本全境。
(3) 競爭影響
本案將使該集團在小型 VCD 裝置市場中取得最大約 55%的市場占
有率，HHI 自 1,100 增長至 5,100。因此，本案的合併已逾水平結合所
能容許的集中化程度。同時，將造成市場上僅存 2 個實際競爭者，不利
市場競爭。且目前已知日本尚無其他事業生產銷售此類產品，國外生產
者也極少，也未在日本當地銷售小型 VCD 裝置，礙於法令限制，日本
境內醫療機構自海外製造商不易直接購得此類產品，以進口替代效果相
當有限。況且，此類裝置本質屬於醫療上的侵入性治療行為，日本境內
醫療機構在欠缺許可或供應商的可信資料，幾無可能與之交易。縱使，
新事業欲開發同質產品，但因存在一定技術門檻，而難以改變既有市場，
對於本案有關事業形成競爭壓力相對較小。
最後，JFTC 調查指出，血栓屬於醫療急重症，因此執刀醫師對於
此類產品的選擇，除考量裝置可靠度、熟悉度外，手術時間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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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須考量手術當中的風險、病患本身可負擔之生理情況與術後的生活品
質，如此將使選擇相對受限。就醫療院所的管理角度，除可執行此類裝
置植入手術之醫療人員必須取得一定資格外，可執行手術場所亦有限制，
同時亦需要其他維持生命或監控設備輔助，傳統手術的 CAD 相較於小
型 VCD 裝置，必須投入更高的管理成本，因此難以對供應廠商形成壓
力而促成競爭可帶來的正面效果。
(4) 矯正措施
基於上述理由，JFTC 認為結合後將高度限制特定交易領域的競爭。
並決定拆分該事業集團的小型 VCD 裝置業務。為加快本結合案後續進
行，該事業集團決定將銷售所有國家的 VCD 裝置業務分割後出售予
Terumo Corporation。當中包括所有相關技術支援、專利授權與相關銷售
資訊。JFTC 再依結合規範重新審查之後，認為此一措施將使競爭在任
何特定的交易領域中不致發生實質減損效果，而判斷該事業集團提出的
矯正措施適當。以此等措施的前提，JFTC 作出本案於任何特定交易領
域將不致發生嚴重限制競爭之結論，而准予結合。

第四節

韓國

韓國公平法對於「域外結合」並無明確定義，惟該法第一章總則第
2-2 條明文「本法適用於在國外實施的任何影響國內市場的行為」508。
但韓國最高法院認為509，韓國公平法第 2-2 條所稱「影響」，應限於韓

508

韓國公平法第 2-2 條，英韓文並列供參閱：
「제 2 조의 2(국외행위에 대한 적용)

「 이 법은 국외에서 이루어진 행위라도 국내시장에 영향을 미치는 경우에는
적용한다.」
（This Act shall also apply to acts done outside Korea, if such acts affect the
domestic market.）
。」
509

該法第 2 條 2 條的「影響」含義，在 2014 年包含全日空(All Nippon Airway；ANA)

等全球 26 家航空公司參與航空運輸燃油附加費之國際卡特爾案判決中，肯定效果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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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境外有關經濟活動對韓國市場產生直接、實質且合理可預見之重大影
響；並認為外國經營者在國外的行為影響國內市場時，即使他國法律或
政策與本國法令不同，也不能僅依據外國法律的合法行為而排除韓國公
平法之適用。因此，韓國域外結合之規範重心在於韓國公平法對於外國
事業得以適用範圍510。
一、「域外結合」之規範
韓國雖無單一規範作為域外結合之處理依據，但依據該法第 2-2 條、
第 12 條之意旨，實行令第 18 條當中仍有對於外國事業結合之特別規定，
同時分別依申報、審查、決定等程序，將有關規範明訂於各指導原則中。
依該法施行令第 18 條第(3)項規定：外國事業於韓國銷售額達 300
億韓元以上，須依該法第 12 條第(1)項規定申報結合。依此，該法第 12
條第(1)項之申報規定，除應合於該法第 7 條第(1)及第(2)項所稱結合與
適用外，結合事業及參與事業皆屬外國公司511，或者，參與結合事業為
外國公司而申報結合事業為本國事業之情形，且各外國事業於韓國的銷
售額達 300 億韓元以上時，亦須按照該法第 12 條第(1)項的規定提出申
報。因此，韓國「域外」（或涉外）結合案件之處理，除另有特別規定
外，原則上仍與本國事業採同一處理方式

則但應限於對韓國市場的影響。參韓國最高法院，2014 年 5 月 16 日，2012 두 13689
號

判

決

，

該

案

裁

判

書

內

容

參

來

源

網

址

：

https://casenote.kr/%EB%8C%80%EB%B2%95%EC%9B%90/2012%EB%91%9013689 ；
最後瀏覽日期：2020/11/20。
510

韓國法院稱為「域外適用『역외적용』(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
。另參閱韓國

公平會針對「域外適用」之說明網頁：
https://www.ftc.go.kr/callPop.do?url=/jargonSearchView.do?key=451&dicseq=
293&titl=%EC%97%AD%EC%99%B8%EC%A0%81%EC%9A%A9 ：最後瀏覽日期：2020/11/15。
511

指其主要辦事處設在海外或根據外國法律設立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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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報之特別要求
依據「申報指導原則」III. 1. (g)，外國事業應申報「股份收購或持
有、變動」之規定；及(f)規定稱：縱使結合涉及兩家事業皆為外國公司，
或者任何一方是外國公司，關於外國公司於韓國營業額標準，僅適用於
新設登記事業為外國公司，不適用於在國內新設登記者512。
另 IV.規定外國公司作為當事人參與結合之申報門檻513，此項規定
另就結合前「國內營業額」，同時要求申報事業預測將來可能銷售額等
相關營業資訊。此外，申報必要之「股份收購（持有）
（變動）報告書」，
亦有關於外國事業之特別說明：
1. 說明(5)有關「國內銷售額」
：若一方是外國公司，須在欄位空白
處說明申報義務（或他方）於國內「整體事業群（Entire Business
Group）」之總營業額。縱使於結合日期之前已屬關係企業，結
合成就日期之後仍視為關係企業514。
2. 包括關係企業在內，應附「事業當前狀況」說明，若外國子公
司無國內營業額者，亦須填具公司名稱、地點及主要業務，外
國事業另單獨檢附「附件 C」515，並應以韓文詳填「國內主要

512

依實行令第 18 條第(3)項規定。

513

該點規範稱：
「BUSINESS COMBINATION IN WHICH FOREIGN COMPANY IS

INVOLVED AS PARTY」。
514

參閱：Guidelines for reporting business combinations (20180531) , Table 1, Pointers on

(5), “Domestic Turnover: If either party is a foreign company, state in the blank for
“Entire Business Group” the aggregate domestic turnover of the reporting person (or the
counterpart company) and the companies that have been affiliates before the date of
business combination and that will remain as affiliates even after the date of business
combination.”。
515

Note 4 : “Prepare separate sheets for affiliates of the reporting company and the

counterpart company, respectively, in the following form; if an affiliate in a foreign country
has no domestic turnover, state only the company name, location, and main business on a
separate sheet for such affili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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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該項業務之「國內營業額」。
3. 結合申報應填具「持股狀況與變動報告」
，參與結合之外國事業
無論其股票是否依其所在國之法律上市櫃，應包含經會計師簽
證之「審計報告（Audit reports）」516。
4. 申報應檢附「當前市場狀況報告（Current Status of Markets,
including Supply of and Demand for Main Items）」
，有關外國事業
「年度營業額」（turnover）以當地為準517；無論是在國內或是
海外市場，相關項目銷售總額均應說明518。
（二）審查程序之域外案件特別規定
依據「審查原則」之規定，若結合各方依據韓國其他法律參與新設
事業519，而被收購之外國事業520對韓國境內市場不具任何影響，亦得適
用簡化審查程序（Simplified Review）521。
於通常審查中，在「緩和限制競爭要素 （Mitigating Factors of
Restriction of Competition）」當中有關「海外競爭程度與全球市場的競
爭地位」審查項目，必須衡量韓國市場開放程度與外國事業於國內投資
現狀522。

“……Audit reports: A listed company need not submit an audit report, but a foreign
company need submit it,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its stock is listed under the law of its
country of domicile).”
517
參閱：該報告之填寫說明(1)。
516

518

參閱：該報告之填寫說明(2)。

519

依韓國公平法第 7 條第(1)項第 5 款之規定。

520

即總部設於外國或根據外國法律設立的公司。

521

參閱：
「審查原則」Ⅲ. 6 之說明。

522

參閱：
「審查原則」Ⅶ. 1 (3)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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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域外結合案件
（一）不予處理之案件
1. Rio Tinto-BHP Billiton 撤回結合申報案（力拓-必和必拓合資案）
523

2010 年 10 月 19 日，KFTC 決定結束審查力拓（Rio Tinto）與必和
必拓（BHP Billiton）成立合資事業生產鐵礦石案。在此之前，KFTC 於
2009 年 12 月 28 日接獲通知，開啟該案結合審查。
KFTC 在審查該案過程，收到相關補充資訊，並徵詢國內外各方的
意見（2010 年 2 月~4 月）
，並對本案限制競爭效果進行經濟分析（2010
年 4 月~7 月）
。10 月 1 日 KFTC 提出的最終審查報告中的結論指出，本
結合案所生產及銷售的鐵礦石與礦砂可能對全球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效
果，對此並請相關公司就審查報告提出意見。
必和必拓（BHP Billiton）與力拓（Rio Tinto）於 10 月 18 日宣佈，
雙方同意放棄合資計劃，並於新聞稿中稱，顯然該交易不太可能獲得當
局核准，因此雙方不得不同意終止結合協議，並在 10 月 19 日向 KFTC
提出正式請求撤回申報。

523

參閱：KFTC Press Release, “KFTC Closed Review on Rio Tinto-BHP Billiton Joint

Venture”,

，

該

案

資

訊

網

址

：

“http://www.ftc.go.kr/solution/skin/doc.html?fn=3d219191e42837ae1f9d7f7e9743aa6e67c
8ab853c59d4f16356f29804ebfeba&rs=/fileupload/data/result/BBSMSTR_000000002402/；
最後瀏覽日期：20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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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申報而未申報之處理
2. 美商 GlobespanVirata, Inc.與美商 Intersil Corporation（WLAN
晶片）結合案524（2003）
該案係 KFTC 自 2003 年 7 月 1 日「海外併購申報門檻（Notification
Threshold on Overseas M&A）」生效以來（已廢止），KFTC 首次對境外
事業，美國公司 GlobespanVirata, Inc.因違反申報規定而處以 500 萬韓元
(約合 4,167 美元)的行政罰鍰。
根據當時規定，若結合方中一方總資產或營業額為 1000 億韓元（約
8300 萬美元）以上，且在韓國的銷售額分別為 30 億韓元以上，則海外
併購交易應通知韓國公平會。根據韓國公平法第 12 條第(5)項結合申報
應當自結合（合併）實施之日起 30 日內提交。此外，依據該法第 12 條
第(6)項規定，事業在提出結合申報後 30 日內，負有不得履行業務轉讓
協議的義務。
GlobespanVirata, Inc.於 2003 年 7 月 15 日與同為美國公司的 Intersil
公司合意，受讓其 WLAN 晶片營業部門，但因故未能完全履行有關交
易協議內容。該公司雖然於 10 月 16 日向 KFTC 申報結合，但從結合事
業之交易協議確定日期起計算，已超過 30 天。此外，GlobespanVirata
於 2003 年 8 月 28 日因完成付款，履行交易協議當中 3 項業務轉讓而違
反 MRFTA 有關結合規定。
根據該法第 69 條第(2)項第 2 款，事業未按照第 12 條第(1)項或第(5)

524

參閱：KFTC Press Release, “The KFTC imposed administrative fine to the U.S.

Company for violating the Notification Threshold on Overseas M&A”, (2003/12/03)，參考
網

址

：

http://www.ftc.go.kr/solution/skin/doc.html?fn=daad850e5d841b68f5c309cf1b8283dafa26e
0eedf8a22083b298b83fc5ac1f1&rs=/fileupload/data/result/BBSMSTR_000000002402/ ；
最後瀏覽日期：20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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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按時申報，或者違反第(6)項規定申報不實者，得處 1 億韓元（約
合美金 83,333 元）以下行政罰鍰。KFTC 考慮本案：(1)有關於海外併
購申報門檻規定仍處於執法初期的階段；(2) GlobespanVirata, Inc.在確認
負有申報義務後，立即主動正式申報。故 KFTC 酌減罰鍰金額。
三、請求預審之涉外案件
1. eBay 公司收購 Interparkmarket("G Market")股份結合案525
總部位於美國的 eBay 公司（以下簡稱「eBay」）經營被稱為「拍賣」
的開放型態市場，eBay 與 Interparkmarket（韓國稱「G Market」）的主
要股東，於 2008 年 4 月 25 日簽署股份收購備忘錄（MOU）
，5 月 24 日
向韓國公平會請求進行「預審（preliminary review）」，藉以在正式簽署
收購協議以及正式申報結合之前，請求主管機關判斷本案是否將因結合
致生市場高度實質限制競爭。KFTC 經全體委員會議審議後，決定對該
案實施行為性矯正措施，於通知當事人審議結果（2008 年 9 月 30 日）
後，申報義務人於 2009 年 4 月 16 日提出正式結合申報。
本案市場界定為國內網路購物市場、網際網路開放性銷售市場及服
務市場。考慮到開放性市場的雙面業務性質，在消費者關係中，被劃為

525

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2009 年 6 月 25 日以委員會「第 2009 - 146 會期決議（의제

2009 - 146 호）
」作成本案「案件編號：2009 第 1195 號（2009 지식 1195）
」審查決定。
來源網頁標題：eBay 事業結合行為（이베이의 기업결합행위 건）
，參閱來源網址：
http://www.ftc.go.kr/www/selectReportUserView.do?key=10&rpttype=1&report_data_no=
3553 ，最後瀏覽日期：2020/9/8。另參閱：KFTC,“Merger between online Open Market
enterprises (eBay's takeover of Gmarket)”, 2009 Annual Report, pp. 58-61 (2009/05).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act
=8&ved=2ahUKEwj_v_ydtfjrAhVNHKYKHSCRB1gQFjAHegQIChAB&url=https%3A%
2F%2Fwww.ftc.go.kr%2Fwww%2Fcmm%2Ffms%2FFileDown.do%3FatchFileId%3DFIL
E_000000000079613%26fileSn%3D0&usg=AOvVaw3YsQzmFpicYeFhT2IONUa4 ；最後
瀏覽日期：20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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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網路購物市場；在銷售人關係中，被劃為開放性網路市場、銷售服
務市場。考慮到賣家的認知、業者的看法，以及賣方交易轉換受限的結
構特徵，另外劃為新興的開放市場，而與普通網路購物中心有所區別。
結合後市場占有率為 87.5%，且於單方效果、市場參進、聯合行為
的可能性等項判斷，可能造成限制競爭，而採取以下行為矯正措施：
將要求結合方自接受之日起三年內，應當遵守矯正措施命令：不得
對後進賣家為差別待遇、不得任意調整有關服務費用，以及，制定並實
施中小型企業保護政策，確保此類平台之近用性。此外，eBay 亦應制
定並實施具體措施，防止利用平台之賣家違反本法規定並協助 KFTC 通
知賣方。此外，有關具體實施事項，應在本矯正措施之通知送達日起
60 日內與 KFTC 協商決定。
四、域外案件之審查與合作
1. Western Digital Corporation（WD）與 Viviti Technology, Ltd
（HitachiGST）結合案526
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2012 年 2 月 3 日作成對世界第二大硬碟製

526

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2012 年 2 月 3 日以委員會「第 2012 - 017 會期決議（의제

2012 - 017 호）
」作成本案「案件編號：2119 第 3313 號（2011 지식 3313）
」審查決定。
來源網頁標題：WD 違反事業結合規範審查結果。全球第 2、3 大硬碟生產商之間的
國際併購。（웨스턴디지탈코포레이션의 기업결합 제한 규정 위반행위 심의결과，
세계

2,3

위

하드디스크

생산업체간

국제

M&A ） ， 網 址 ：

제동 http://www.ftc.go.kr/www/selectReportUserView.do?key=10&rpttype=1&report_data
_no=4597 ，或參閱：
http://www.ftc.go.kr/solution/skin/doc.html?fn=b3fa3ea91badd607126af9cef8654d621de6f
fd2971d2f0a1eaa4e77f34759f7&rs=/fileupload/data/result/BBSMSTR_000000002402/
或 參 閱 韓 國 公 平 會 行 政 決 定 書 （ 韓 文 文 本 ） 下 載 網 址 ：
http://www.ftc.go.kr/www/cmm/fms/FileWorkDown.do;jsessionid=GQGI9CZU5UKsJq4P
uKylITowmmaLVUOvkjo3za7aCOGKotltMgQCkhmR1qaOijaE?atchFileUrl=/data/hwp/ca
se&atchFileNm=20120116152156824.hwp ，最後瀏覽日期：2020/10/02。
172

造商 WD（美商）收購世界第三大硬碟製造商 HitachiGST（於新加坡註
冊）結合案決定。延續歐盟對於本案內容，但在「產品市場」的界定與
判斷上有所不同。
KFTC 的審查指出，此結合案可能會對全球 3.5 英吋（Desktop & CE）
硬碟的生產及銷售，產生單方效果而減損競爭，升高實質限制競爭的程
度，造成市場參進者的數量將大幅減少，增加製造商之間不正協議的可
能性。結合可得降低成本之經濟效益難以預期，在此情況下，不足以緩
解可能導致的限制競爭。與此同時，KFTC 亦審查了此案競爭對手希捷
（Seagate）收購三星硬碟業務（Samsung's HDD Business）之結合，該
交易未對競爭具有重大危害，KFTC 於 11 月 30 日不附條件准予結合。
但委員會針對 WD 與 Viviti Technology 結合案，附加了結構性矯正
措施，包括將生產 3.5 英寸硬碟產品所需的某些資產加以分割，以期有
效抑制硬碟供應商對於市場的支配地位，保持價格穩定趨勢
（maintaining stable price movements）
。之後 WD 依照歐盟、韓國之矯正
措施命令，出售位於中國深圳的生產設備與資產給予日本東芝，雖屬於
另一結合案，但因係原案之後續，且 KFTC 於原案中已就資產分割轉售
之矯正措施加以審查其緩解限制競爭效果，在確認不致造成實質限制競
爭之基礎上，對於後續東芝收購受讓 WD 有關資產一案，逕予核准527。

527

參閱：韓國公平會，新聞稿，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東芝公司收購 WD HDD 業務

並 未 造 成 限 制 競 爭 ， 應 予 核 准 。（ 공정거래위원회(위원장 김동수)는 도시바
코포레이션(이하, Toshiba)의 웨스턴 디지털 코포레이션(이하, WD) HDD 사업부문
영업양수 건에 대해 경쟁제한 우려가 없다고 판단하여 이를 승인함 ）」
(2012/03/23)

。

來

源

網

址

：

http://www.ftc.go.kr/www/selectReportUserView.do?key=10&rpttype=1&report_data_no=
4698，最後瀏覽日：202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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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oehringer Ingelheim 與 Sanofi （業務分割）結合案528
本案 Boehringer 於 2016 年 6 月 26 日與 Sanofi 訂定契約，收購其動
物健康有關業務；Sanofi 則收購 Boehringer 已有的消費者醫療保健業務。
並於 2016 年 7 月 5 日向 KFTC 申報前揭業務結合。
Boehringer Ingelheim 與 Sanofi 為具有高市占率的全球製藥廠商，分
別以生產人類及動物用藥為主要業務，總部分別設在德國及法國。在韓
國的銷售額亦分別達到 2741 億韓元及 780 億韓元，超過兩國國內銷售
額 200 億韓元的申報門檻。因此，兩家公司的結合應向韓國申報。
在相關市場審查中，各自生產豬隻病毒疫苗、寵物狗非類固醇抗炎
藥、寵物狗 DHPPi 疫苗、豬萎縮性鼻炎疫苗、豬支原發性肺炎疫苗及
複方維他命所在市場，被界定為產品市場，為結合兩方之主要競爭產品。
由於韓國對於各類藥品製造及進口進行嚴格管制，消費者無法隨意自市
場獲得其他國家或地區製造的某些藥物。因此，地理市場界定為韓國國
內市場。
「 豬 隻 病 毒 疫 苗 市 場 」 的 限 制 競 爭 判 斷 基 礎 在 於 ， 2015 年
Boehringer Ingelheim 與 Sanofi 的市場占有率，分別為第一與第三，合
計高達 85.9%，幾乎可以推論結合之後存在限制競爭可能，雖 Sanofi 僅
占 4.4%，與 Boehringer 占有 81.5%相去甚遠，但 Sanofi 事實上已對
Boehringer 形成壓力。此外，2012 年間，此類產品發生了變化，增加兩
者之間的可替代性，為此 Boehringer 將產品價格調降 10%。

528

參韓國公平會，新聞發布（英文），「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動物醫療健康產品

合併案件實施矯正措施。
（KFTC imposes remedies on an animal health product merger
case

）

」

2016/12/3

。

來

源

網

址

：

http://www.ftc.go.kr/solution/skin/doc.html?fn=df20a52f3e76d92d1b06c361952860265d81
1a3ed18d8ff42e00f4b99e3f3bda&rs=/fileupload/data/result/BBSMSTR_000000002402/ 。
最後瀏覽日：202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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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寵物狗用非類固醇抗炎藥」競爭的判斷：已是市場占有第一
與第二的事業結合後，市場占有率合計為 66.9%，為韓國境內最大，此
結合案顯然對於韓國寵物狗用非類固醇抗炎藥物的市場，存在相當程度
的限制競爭。結合以後，市場占有率超過 10%的事業數量將由 3 家減為
2 家，將加劇市場獨占的形成。
「其他產品」的判斷：結合導致的「市場集中度（HHI）」將小幅
增加 150 以下，可以確定為不存在限制競爭之疑慮，故不在本案審查範
圍。
KFTC 審查了 Boehringer 與 Sanofi 在動物健康產品業務結合交易案
後，同時考量主要業者占有市場比例已經固定相當時間，決定採取結構
性矯正措施，包括將豬隻病毒疫苗及非類固醇抗炎藥物等相關資產，自
參與結合者加以分割。Sanofi 收購 Boehringer 已有的消費者醫療保健業
務並未對韓國市場形成限制競爭，因此 KFTC 並未對此業務部分採取矯
正措施。
但有關資產的分割僅限銷售所需資產，作為動物藥物的生產設施都
設在國外，在某些情況下，沒有外國市場限制競爭問題。因此結構性矯
正措施僅限於韓國境內銷售所需相關設備資產，而不及於於境外製造設
備。此外，為分割而出售資產（指執行銷售業務所需）時，限制競爭的
疑慮仍不能完全解決，為使結合後事業得以開發及製造相關產品。KFTC
命結合方必須提供相關產品所需的智慧財產權及技術支援，且於兩年內
提供成品及原材料應低於一定價格。
3. 陶氏（Dow）與杜邦（DuPont）結合案
總部皆設在美國的陶氏與杜邦是全球化工公司，雙方於 2015 年 12
月 11 日簽訂結合交易契約，因兩家公司在前一年國內韓國銷售額分別
為 1.21 兆韓元及 4560 億韓元，總計超過 200 億韓元，兩家公司結合應
向 KFTC 申報，而在 2016 年 5 月 4 日向 KFTC 提出結合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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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後，陶氏及杜邦的現有股東將各持有陶氏杜邦（DowDupont）
公司發行股份的 50%，陶氏及杜邦成為陶氏杜邦的兩家子公司。陶氏及
杜邦的業務將進行重組，最終涉足農業、材料科學及特殊產品行業。
KFTC 在徵詢各方意見並經調查後，發現「丙烯酸聚合物（Acid
co-polymer）」市場可能存在限制競爭的疑慮。同時，KFTC 亦決定兩家
公司在種子、農藥及其他化工產品方面的業務並不重疊，結合方的市場
占有較低，不致限制市場競爭，而將本案審查範圍限於「丙烯酸聚合物
（Acid co-polymer）」產品。
就「產品市場」言，「丙烯酸聚合物」市場界定為單一獨立的產品
市場，因為其功能及目的與其他石化產品有區別，結合兩方各自生產並
以自有品牌分別銷售，陶氏與杜邦於本產品市場具有競爭關係。
就「地理市場」言，「丙烯酸聚合物」長距離運輸相對容易，無須
擔心品質變化。又韓國境內需求完全依賴進口，從而地理市場界定為全
球市場。
就 限 制 競 爭 判 斷 ， 在綜 合 考 慮 結 合 的 市 場集 中 度 、 單 方 效 果
（unilateral effect）及協調效果（coordination effect）後，KFTC 認為結
合將實質限制「丙烯酸聚合物」市場的競爭。
就「市場集中」言，隨著兩家公司的結合，市場占有率前三的生產
者將達到 77.7%，判斷具有違反競爭性的可能性529。
「單方效果」在考慮結合後的市場占有率將與第二之競爭者達於二
倍差距、形成參進障礙，以及同一母公司下各子公司之間的競爭關係將

529

參閱：韓國公平會，新聞發布（英文）
，KFTC imposes remedies on Dow-DuPont merger，

(2017/4/7)

。

來

源

網

址

：

http://www.ftc.go.kr/solution/skin/doc.html?fn=34f9249df8ace224c6c963e4d454b4f8abcd2
0274db671e238293c166578b7a6&rs=/fileupload/data/result/BBSMSTR_000000002402/ ，
最後瀏覽日：202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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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復存在等因素考量結合效果，例如結合後的單方提高價格，限制競爭
的可能性大增。
「協調效果」，結合將促進競爭事業之間的協調可能性。本案將使
競爭者的數量從 4 個減到 3 個，市場結構將進一步僵固。在考慮結合方
與競爭對手的市場占有差異時，競爭對手很有可能追隨結合方的價格。
因此，KFTC 命結合方任一事業，應在結合完成後六個月內出售其
與「丙烯酸聚合物」開發、生產及銷售相關的資產。並命令公司分割相
關資產，並獨立運營每項資產，直到處分完成。KFTC 更命令公司劃分
「丙烯酸聚合物」的相關業務，使其獨立營運，直到資產出售完成。
4. Linde 與 Praxair （工業氣體）結合案530
Linde 公司於 2017 年 6 月 1 日同意以公開發行股票及反向收購 Linde
及 Praxair 股份的協定，並在 2017 年 8 月 14 日向 KFTC 申報此交易規
模約 73 兆韓元之業務結合協議（business combination agreement；BCA，
有謂併購協議）。KFTC 在審查了 Linde 公司與 Praxair 公司結合案，認
為此案將大幅減損國內市場對整船氮氣、散裝氮、散裝氧氣及散裝氬氣
（包括以噸位計價）的競爭，並在全球市場上對鐳射氣體及氦氣的批發
競爭發生不利影響。

530

其參閱：韓國公平會，新聞發布（英文）
，KFTC requires Linde and Praxair to divest

assets

to

proceed

with

merger

， (2017/11/27) 。 來 源 網 址 ：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act=
8&ved=2ahUKEwj1q8bf9_zrAhV1xosBHTX8CzoQFjAAegQIBRAB&url=http%3A%2F
%2Fwww.ftc.go.kr%2Fwww%2Fcmm%2Ffms%2FFileDown.do%3FatchFileId%3DFILE_
000000000082149%26fileSn%3D0 其&usg=AOvVaw3tvenAgZtI60uSJzCWkakY / ，或原
始來源：
http://www.ftc.go.kr/solution/skin/doc.html?fn=4f664c8ee2de6d1e49abaeb6aa83d8c80741
2d9755438308e57e1246a574be6f&rs=/fileupload/data/result/BBSMSTR_000000002402/ ，
最後瀏覽日期：202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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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競爭限制的問題，委員會決定採取如下矯正措施：Linde
或 Praxair 應出售其本國用於供應批發市場氧氣、氮氣及氬氣相關的所
有資產。擇一處分 Linde 位於美國新澤西州的鐳射氣體相關資產，或
Praxair 位於韓國境內鐳射氣體相關資產。Linde 及 Praxair 應該出售其與
全球氦批發相關的部分資產。
5. Maersk Line 收購 Hamburg Süd 股份結合案（2017 年 11 月 28
日）531
Maersk Line（Maersk）於 2017 年 3 月 14 日簽署協議，收購 Hamburg
Süd 100%的股權。同年 4 月 24 日向 KFTC 申報結合。本案市場界定，
以產品市場言，屬於定期船班貨櫃運輸，考慮到其運營時程表、船型、
貨物種類及票價確定方式等，認定與不定期船運輸業存在差異。結合兩
方於定期船班貨櫃運輸業原本處於相互競爭關係。地理市場界定上，分
屬 10 條航線，當中包括：東南亞至中美洲與加勒比海航線，考慮全球
定期船運輸商務活動、航線重疊，與遠東地區的聯繫，遠東區域包括韓
國境內港口的區域範圍。
本案在判斷市場集中度，除了基於常規單一營運單位的分析外，另
基於聯營單位的市場占有率進行分析，以判斷結合後可能發生的限制競
爭效果。結合後，東南亞、美西航線的市場占有率將達 50%以上，取得

531

參閱：韓國公平會，新聞發布（英文）” KFTC orders the world’s no.1 & 7

shipping companies to withdraw from shipping alliances and not to extend the
contract

”

(2017/11/27)

。

來

源

網

址

：

http://www.ftc.go.kr/solution/skin/doc.html?fn=712051aff0ab1df14cb347ca6cf565ca227c0
85cedb2cf919e8286e2e35a1179&rs=/fileupload/data/result/BBSMSTR_000000002402/ 。
最後瀏覽日期：2020/9/20。另參閱：韓國公平會，
「M&A 指引」
（韓文版）
，
「Maersk Line
收購 Hamburg Süd 股份案（머스크의 함부르크 슈드 주식취득 건）
」, pp. 147-14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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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支配地位。同時藉由聯營單位的運作，將使各成員之間的輕易以協
議決定船班、貨物流量分配、營運時程及起航地等，此結構非常容易形
成業者間的共同合作，此類團體將成為成員之間資訊交流的管道，因此
更有可能交換競爭敏感資訊。
限制競爭的緩解因素，市場參進障礙程度極高，與此一產業屬於資
本密集型產業有關，且具有經營業務主體間構成的聯營團體特徵，未能
擁有一定船舶規模的經營者將難以獨立進入市場。屬於相鄰市場的不定
期船舶運輸業在貨櫃定期船班運輸業必要的運營時程、船舶類型、貨物
類型、運價結構等存在差異，難以形成相鄰市場的競爭壓力。
KFTC 採取結構性矯正措施，對 Hamburg Süd，要求退出東亞-中美
洲及加勒比航線的聯營團體；東亞-南美西海岸航線，禁止延長聯營團
體聯營契約期限。命 Maersk Line、Hamburg Süd 自退出聯營團體之日起，
以及集團契約期限到期後五年內，禁止加入聯營單位組成之團體，或參
與任何團體有關聯營活動。
6. ASML US Inc.與 Cymer Inc. （半導體設備）結合案532。
ASML 於 2012 年 10 月 16 日，與 Cymer 達成收購其 100%股票的
交易協議，Cymer 將與 ASML 美國子公司（Kona Technologies LLC 科
納技術有限責任公司）合併，並以 Cymer LLC 存續，其股票將完全歸
ASML US 所有。此結合案於同年 12 月 13 日提出於包括 KFTC 在內的

532

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2013 年 6 月 26 日以委員會「第 2013-118 會期決議（의결

제 2013 - 118 호）
」作成本案「案件編號：2013 第 1120 號（2013 기결 1120）
」審查決
定。處分書僅得於官網單次搜尋取得，原下載網址無法重複開啟，以下網址係下載後
另行置放之空間，僅供研究期間（至 2020/11/30）參照之用。來源網址（已失效）：
http://www.ftc.go.kr/www/selectReportUserView.do?key=10&rpttype=1&report_data_no=
5177 ；最後瀏覽日期：20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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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競爭主管機構提出申報533。
ASML 為世界主要「紫外光蝕刻設備」製造商，Cymer 為世界主要
的光源供應器生產者，光刻設備為韓國 SIXL、三星電子及 SK Hynix 等
半導體晶圓製造商必要生產設備，並主要由 ASML 供應。
KFTC 審查光刻設備及光源供應器為垂直結合類型，考量對同一市
場當中的日本競爭對手之限制競爭程度，以及韓國、美國、日本等設備
需求者的影響程度，包括：供給與需求替代、合作效果，以及緩解限制
競爭的因素（存在強大的買方、整體經濟效益）等。
KFTC 審查後判斷本案結合將對韓國半導體生產者存在直接影響，
並作成以下的矯正措施：ASML 及 Cymer 的銷售部門必須獨立運營。
建立防火牆以防止交換機密。在購買及銷售光源供應器時，遵守 FRAND
原則。在光刻設備銷售時，結合方不得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
7. 美 商

Qualcomm

Incorporated

擬取得荷蘭商

NXP

Semiconductors N.V.100%股權之域外結合申報案534
2016 年 10 月 27 日， 高通 （ Qualcomm ）藉由總部在美國的
高通河控股有限公司（Qualcomm River Holdings B.V.）達成收購位於荷
蘭恩智浦半導體有限公司（NXP Semiconductors N.V.）的交易協議，同
為知名全球半導體製造商合併規模約為 470 億美元。本案結合方分別向

533

分別為韓國、美國、日本、臺灣、以色列和德國等，六國競爭主管機關進行的全

球競爭調查合作，除臺灣和日本當局有條件合作外，韓國取得其餘四國無條件的合作
支持。
534

有關摘要主要改寫自 KFTC 決定公告。參閱：KFTC M&A Division, KFTC imposes

remedies on the acquisition by Qualcomm of NXP Ordering divestiture of patents that are
likely to increase entry barriers –(2018/01/18) ， 資 料 來 源 網 址 ：
http://www.ftc.go.kr/solution/skin/doc.html?fn=1f6e4348e6199deda15ac18fff224fb72af000
dbecffa5c78ec623d9241ffbd6&rs=/fileupload/data/result/BBSMSTR_000000002402/ ， 最
後瀏覽日期：202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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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美國、歐盟、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申報結合，案經各主管機
關完成審查並採取相應之矯正措施後，高通仍決定放棄此次股權收購，
並向各主管機關申起撤回結合申報，或請求撤銷有關矯正措施之決定
535

。
在韓國，高通的年營業額為 4.55255 兆韓元，恩智浦的年營業額為

4303 億韓元，兩者均超過 200 億韓元。因此分別在 2017 年 4 月 28 日
通知歐盟競爭委員會，2017 年 5 月 2 日將合併通知了 KFTC。
(1) 相關市場之界定
KFTC 認為，此結合案之「相關產品市場」應定義為「蜂巢基頻
處理器市場、NFC 晶片市場、安全元件晶片市場以及安全元件 O/S 市場」
併

安裝

於

行動裝置中。由於大企業在全球範圍內開展業務

，

跨境運輸容易，地理市場應被定義為「全球市場」。
(2) 限制競爭程度
A. 結合方的市場支配地位。
KFTC 考慮到市場占有狀態、結合後市場占有以及與競爭對手的產
品相比價格的可能變化，結合方在所有相關市場都具有市場支配地位。
其中，高通在 CDMA、WCDMA 及 LTE 基頻晶片組居市場主導地位，
恩智浦在 NFC 晶片、安全元件晶片及安全元件系統（O/S）市場擁有市
場優勢。
B. 限制競爭行為
結合，可能發生高通藉由改變恩智浦的專利許可政策來限制相關市
場的競爭。高通能夠將作為行動裝置的核心元件基頻晶片模組市場之優
勢地位進而支配、改變恩智浦目前的許可政策。雖然，高通目前將其所

535

以上本文僅摘錄本研究案涉及之國家為說明範圍。另有關高通放棄之緣由，非本

研究案研究範圍，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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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利組合授予行動裝置製造商全面性許可，也因此，NFC 專利許可政
策將很可能在合併後發生變化。
此外，高通基頻晶片模組有可能在技術上或在銷售契約中與恩智浦
的 NFC 及安全元件晶元聯繫（Bundling）起來。高通可能不擔保元件之
間的相容性而拒絕提供必要的資訊或技術援助，或改變已存在的相容性，
避免終端產品可能產生對其不利影響的設計。
有關意見表明，高通可能會在將來拒絕提供使用 NFC 功能（操作
過程）中所需的 MIFARE （非接觸式感應）技術。MIFARE 屬恩智浦
專利技術，多用於大眾運輸及出入境票證感應系統。恩智浦於 2016 年
發布各項元件晶片中，約有 40%具備 MIFARE 技術，預計未來持續增
加。如果上述行為或疑慮發生，就行動裝置製造商觀點，元件供應來源
很難多元化，也無助增加競爭者及／或消除生產者進入壁壘。競爭對手
可能會因此而失去投資動機，高通可以增強其在基頻晶片模組市場主導
地位，並可能削弱行動裝置市場之創新，。
C. 導正或矯正措施
為了解決此種限制競爭問題，KFTC 決定實施結構性矯正措施及限
制一定行為之強制性矯正措施：
1.

KFTC 命令高通出售恩智浦擁有之標準基本 NFC 專利及恩智
浦某些非標準基本 NFC 專利。KFTC 允許高通獲得恩智浦的其
他非標準基本 NFC 專利，但禁止使用專利，並命令高通另行提
供獨立於其他全面授權的專利付費許可。

2. KFTC 禁止高通將 NFC 晶片銷售與標準基本 NFC 專利許可加以
包裹授權，並以「FRAND 承諾」向競爭對手授予專利使用許可。
3. KFTC 禁止高通阻礙結合方產品與競爭對手產品的相容性，並
命令高通提供確保相容操作所必需的資訊及技術協助，並禁止
更動可能破壞已有相容性操作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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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FTC 命令高通在競爭對手及購買者提出要求時，在符合當前
許可條款的同等條件下提供 MIFARE 承諾之授權。
(4) 各國競爭主管機關的決定
KFTC 在 2018 年 1 月 18 日，正式同意高通在滿足前述有關矯正措
施承諾的前提下，有條件同意參與結合方推進該結合案之實施進程。然
而，由於中國主管競爭當局未能在 2018 年 7 月前批准合併，高通自願
放棄對恩智浦的收購。因此，高通於 2018 年 8 月請求韓國公平交易委
員會（KFTC）撤回結合申報，KFTC 亦撤銷於 2018 年 11 月作成對高
通及恩智浦實施矯正措施之決定536。
韓國與歐盟採取相當一致的矯正決定，即限制高通日後專利授權限
制範圍，目的在於避免結合形成日後更為高度之實質限制競爭效果，歐
盟與 KFTC 之差異在於，歐盟要求高通日後必須將有關專利授權或交易
副本，送交歐盟委員會537。

536

Paul S Rhee, Song Ryu and Yang Jin Park, Yoon & Yang , Merger control in South
Korea: overview, A Q&A guide to merger control in South Korea., by Paul S Rhee, Song
Ryu and Yang Jin Park, Yoon & Yang LLC Law stated as at 01 Dec 2019 , South Korea,
https://content.next.westlaw.com/Document/I86c49acab40e11e398db8b09b4f043e0/View/F
ullText.html?contextData=(sc.Default)&transitionType=Default&firstPage=true&bhcp=1；
最後瀏覽日期：2020/10/27。
537

Qualcomm shall procure from NXP and/or its Affiliated Undertakings that prior to
closing any transaction selling, conveying, assigning, and/or transferring the Patents listed
in Schedule 2 to any third party, NXP and/or its Affiliated Undertakings shall provide to the
Commission a copy of: (a) the relevant transaction documents that acknowledge that the
Patents listed in Schedule 2 are subject to the Schedule 2 License; and (b) the Schedule 2
License. The Commission shall verify and approve that these documents comply with the
commitments made by Qualcomm in paragraph 5 of these Commitments prior to the
closing of the transaction selling, conveying, assigning, and/or transferring the Patents
listed in Schedule 2. See EU, DG Competition, CASE M.8306-QUALCOMM / NXP
SEMICONDUCTORS,
pp.202-210.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8306_3479_3.pdf ：最後瀏覽
日期：202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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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JFTC 在此一結合審查上，認為結合後的事業確實在相關晶片
模組上存在盈利能力與動機，但 JFTC 的結論是，此一收購「不會」實
質限制競爭，但仍對結合方施予矯正措施538：
1. 收購後 8 年內，高通承諾由結合方與第三方保持每個產品之間
的相容性，高通的基頻晶片與恩智浦的 NFC/SE 晶片之間的連
接水準相同。
2. 高通將採取任何必要措施實現上述相容性，例如，高通在第三
方以書面形式提出要求時提供資訊。.
我國公平會雖作成不予管轄決定539，但所謂「不予管轄」並非放棄
管轄權能，由於「本結合行為對相關市場結構尚無顯著影響，意圖影響
我國市場競爭之明確性及可能性均低，其結合效果並未對我國相關市場
有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540，而對本案審查後不予禁止結合
的處理原則下所作成的「管轄」決定。英國則因為當時尚未脫歐，依當
時歐盟結合規範與英國事業法有關規定，屬於歐盟全境競爭事務管轄範
圍，高通並未單獨向英國申報結合，英國亦無法要求高通選擇由英國管
轄。

538

參 閱 ： OECD,

(DAF/COMP/WD(2020)3)

Conglomerate
,

effects

2020/05/25,

of

–

mergers

Note

by

Japan

p.8 ， 該 文 件 來 源 網 址 ：

https://one.oecd.org/document/DAF/COMP/WD(2020)3/en/pdf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20/10/27。
539

委

有關我國作成「不予管轄」決定，參公平交易委員會 2017 年 6 月 21 日第 1337 次
員

會

議

紀

錄

六

，

資

料

來

源

：

https://www.ftc.gov.tw/upload/fba206fd-c652-460b-b1ac-8ab5c3e6fb3a.pdf ，最後瀏覽日：
2020/10/21。。惟我國公平會所謂「不予管轄」並非放棄管轄之謂，併予敘明。
540

參閱：孫雅棋，迎接物聯網時代─晶片市場的整合應用，公平交易委員會電子報，

第 91 期（2018/01/17）
，參考網址：http://www.ftc.gov.tw/upload/1070117-2.pdf ，最後
瀏覽日：202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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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英國

一、域外結合規範
英國競爭法中，對於域外結合並無明確規範，雖然 CMA 具有主動
調查的職權，在實質減損競爭的要件下，仍得就跨市場（Cross-market）
案件加以調查541，但依據 EA02 第 131 條規定仍限於「在英國境內多個
商品或服務的市場」542案件。
二、不予調查（decide not to make a reference）之案件
就英國申報制度而言，此類案例係不符合事業法（EA02）第 22 條
結合要件或第一階段調查門檻，而無須主管機關介入調查之案件而言。
1. The Coca-Cola Company 受讓 Monster Beverages Corporation 業務
案543
可口可樂公司與 Monster Beverages 公司（兩家公司總部皆位於美
國），於 2014 年 12 月 6 日申報結合交易，CMA 認為本案因未合 2002
年事業法所稱實質減損競爭之規定，且依該法第 23 條經 CMA 加以審
查，其營業額標準（turnover test）及供應標準（share of supply test）都
未達應予調查門檻。因此，尚無該法所稱結合情形。
CMA 稱此類案件調查結果為未符合第一階段調查條件（phase 1
found not to qualify）而無須處理，與經第一階段調查後不生實質減損競
爭（或程度輕微）而無須採取矯正措施而逕予結案（clearance）不盡相

541
542

參照：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Act 2013, Section 33.
“(2A)In a case where the feature or each of the features concerned falls within

subsection (2)(b) or (c), a reference under subsection (1) may be made in relation to more
than one market in the United Kingdom for goods or services.”
543
參
閱
：
Case
No.
:
ME/6502/14
，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4abb702e5274a7656000001/Coca-Cola_FN
TQ_decision.pdf，最後瀏覽日期：20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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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544。
三、 第一階段結案（clearance）事件
（一）屬於「事業法」第 22 條第(1)項之結合
1. Acxiom 公司收購克拉麗塔歐洲集團（Claritas Europe Group）
（包括
英國克拉裡塔斯(Claritas (UK) Ltd.)有限公司在內）545
Acxiom 公司 (Acxiom) 是一家經營全球數據管理解決方案的跨國
供應商，在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和日本擁有業務。2002 年，
Acxiom 的全球營業額為 5.67 億英鎊，英國營業額 3250 萬英鎊。
Claritas 歐洲公司（Claritas）是維努（VNU.，總部位於荷蘭的市場
行銷公司）的孫公司（VNU.為於美國之 Claritas Inc 的子公司）
。Claritas
專為數據管理和處理提供解決方案。"Altwood"（Claritas 之子公司）
，在
英國境內提供資料庫管理服務。2002 年，Claritas 的全球營業額為 6550
萬歐元。英國境內 3120 萬英鎊（2001 年）。
Acxiom 於 2004 年 1 月 1 日收購 Claritas。於 2004 年 1 月 8 日申報
交易。雙方在提供「客戶關係管理（CRM）」服務方面重疊，並滿足 2002
年「事業法」第 23 條規定之「供給」要件及其門檻，而合於該法所稱
之結合。
CRM 的相關「產品」市場：依最終產出的過程，CRM 可區分：數
據收集和銷售、數據分析、資料庫管理等三階段。此三階段可為市場區
隔的依據，但仍視買方需求與目的。非一般消費商品，屬於訂製，且未

另

544

參

閱

官

CMA

網

：

https://www.gov.uk/cma-cases/coca-cola-company-tccc-monster-beverages-cooperation-mo
nster，最後瀏覽日期：2020/12/13。
545

Case

No.

:ME/1562/04

，

參

閱

：

CMA

官

網

：

https://www.gov.uk/cma-cases/acxiom-corporation-claritas-europe-group ，最後瀏覽日期：
202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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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能大量產出。因此，部分公司仍有能力提供 CRM 服務的組合，除收
集生活方式數據外，多數公司有能力以最低成本快速開始提供數據分析
和資料庫管理服務，因此三階段的產出成本不同，此與資料來源、取得
方式、其他來源或收集的資料能否替代或補充目前欠缺的資料有關，但
部分業者未必如此認為。因此，似乎有理由單獨考慮 CRM 的每個部分，
但在論據支持下，也可採用涵蓋所有類別的整體考量，或是將資料類型
化，與其他數據類別區隔。無論以哪種方式考慮參照，可能無法形成單
一穩固的結論，由於類似的競爭問題將反覆出現。
地理市場的界定，雖有認為客戶可能需要泛歐或全球服務，但多數
認為 CRM 為全國市場。因此本案中，OFT 於 CRM 市場界定中，排除
需投入大量成本取得「生活方式」資料蒐集之產品，「生活方式」一項
仍大致維持事業一般的取得方式。
水平結合的判斷（HORIZONTAL ISSUES）：結合後的數據收集和
銷售，雙方的取得總體供應的 20%～30%（增加 0%-5%）。將生活方式
數據一項單獨考慮，將取得各方的總供應的 20%-30%(遞增 0%-5%))。
結合後的 HHI 為 1285，市場呈現適度集中，且僅增量 0-100，並無爭論。
數據分析的銷售，HHI 為 2679，呈現高度集中的可能，由於供給增加
比例為 0%-5%，結合的影響輕微。資料庫管理服務方面，結合方的總
供應將為 20%-30%（增 0%-5%）
。HHI 合併後為 3178(增加 100-200)，
表明此為高度集中的市場。雖然市場集中，但結合可能會加劇競爭，因
為結合後的實體將面臨來自擁有市場占有 50%的最大供應商，Experian
的競爭。自第三方的調查結果表明，資料庫管理服務仍存有若干替代供
應商。
就「生活方式數據」提供服務而言，由於供應商需要維持一定程度
損失，此時存在一些市場參進障礙，但調查結果顯示各部分的參進障礙
似乎並不明顯，同時此乃屬於買方市場，相對供應者的客戶決定數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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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範圍、頻率，並基於營業之用，而對契約內容具有談判與決定實力
（Buyer power）。此外，垂直的爭議（VERTICAL ISSUES），從市場占
有率結果分析，OFT 並不認為下游競爭對手的定價激勵措施將發生重大
變化，或者結合的實體將停止提供此等獎勵來源。況且第三方對本案未
表達任何顧慮，將來可能的定價策略的改變和拒絕供應，已獲初步解
決。
在橫向水準上，雖有證據表明，尚不致生限制競爭疑慮，本案中的
所有市場都存在一些替代供應者，買方擁有一定實力，整體市場進入障
礙普遍較低。在垂直層面，結合後的實體將控制數據供應，此乃數據分
析和資料庫管理服務的必要投入。也由於結合後的實體在供應鏈中的各
個層次欠缺控制市場力量，而不至於引起任何競限制爭疑慮。因此，
OFT 並不認為結合已經或可能或預期導致大幅減損英國市場或特定市
場之競爭。因此，依據該法第 22 條第(1)項，此項結合無須提交競爭委
員會裁決後續決定。
（二）根據事業法（02）第 33 條第(1)項
1. AT&T 收購 BellSouth 結合案546
AT&T Inc.（AT&T） 是一家美國電信公司，為世界各地的住宅和
商業客戶提供國內和國際語音、數據和互聯網相關服務。貝爾南方公司
(BellSouth)是一家美國電信公司，提供國內本地和長途語音、數據和互
聯網相關服務。它還提供目錄廣告和發布服務。貝爾南方公司擁有
Cingular40%的股份。Cingular 是一家合資公司，為美國客戶提供行動無
線電信服務，並為全球其他行動網路營運商 （MNOs）提供行動國際
漫遊服務。評估。AT&T Inc （AT&T）提供 Cingular 近 60%的業務。

546

參閱：CMA 官網，https://www.gov.uk/cma-cases/at-t-bellsouth，最後瀏覽日期：

202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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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 公司預計收購貝爾南方公司。根據 2006 年 3 月 4 日所提的
合併協議和計劃，AT&T 將全面控制貝爾南方公司。該交易以非正式形
式通知當時競爭主管機關之一的 OFT，行政決定截止日期為 2006 年 6
月 30 日。由於此筆交易，AT&T 和貝爾南方公司將不再有所不同。OFT
認為，2002 年「事業法」第 23 條的供給占有檢定在英國境內提供國際
批發漫遊服務方面得到滿足。因此，OFT 認為，如此將導致相關的結合
情況成就。雙方在藉由共同擁有的 Cingular 向英國其他 MCO 提供批發
國際漫遊服務方面而在英國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存在重
疊。但從英國的角度來看，進行中的結合並不引起任何水平結合爭議，
不會改變美國國際漫遊服務的批發市場結構。因此，OFT 認為結合不生
大幅減損競爭結果。因此，根據事業法（EA02）第 33 條第(1)項，此項
結合不會提交競爭委員會（Competition Commission）進入第二階段之
審議。
2. 鴻海精密工業預計收購 SMART 科技結合案。
鴻海精密工業有限公司(鴻海)在同意收購 SMART 科技(SMART)所
有已發行股份。CMA 於 2016 年 7 月 8 日，向結合方發出該結合立案調
查通知547，2016 年 7 月 8 日，CMA 在考量當時鴻海另有收購夏普
（SHARP）一案正在進行，經過必要調查程序後，認為本案即使納入
夏普考量，對於互動式顯示器、第三方組裝代工業務等市場並無顯著的
改變。由於在結合成就之前，SMART 生產的互動式顯示器於英國的銷
售額不高，且結合後的市場占有率並無顯著增加，成長幅度小於 5%的
法定門檻，經 HHI 檢定並未能預見發生因為結合而使市場高度集中的

547

參閱：CMA, “Anticipated acquisition by 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of

SMART
Technologies
Inc.”
,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77fb199e5274a0da300014c/Hon-Hai-SMA
RT-commencement-notice.pdf，最後瀏覽日期：20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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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加上互動式顯示器供給者眾、鴻海在代工組裝業務屬已具有相當
實力的買方，自第三方取得資訊及獲得回應，無論在水平結合或垂直結
合皆無法形成各特定市場或交易領域競爭減損的確信，故 CMA 於 2016
年 9 月 29 日，作成本案結合無須採取矯正措施意見，因而無須進入第
二階段審查之決定。
三、第二階段審查事件
1. 歐洲隧道集團公司（Groupe Eurotunnel S.A）收購法國海洋公司
（SeaFrance S.A.）特定資產之結合爭訟案件548
歐洲隧道集團公司（Groupe Eurotunnel S.A）及其所屬集團事業成
員（涉及本案者：The Channel Tunnel Group Limited 以及 France Manche
S.A）主要經營歐陸跨國公路經營業務（含公路建設與維護等特許業務）
以及各成員國間陸路固定路線客貨運輸服務（不涉各成員國境內運輸）
，
並取得法國境內水路交通運輸許可。法國海洋公司（SeaFrance S.A.）為
SNCF 集團當中的一個獨立營業事業，主要經營海路客貨運定期航線航
班業務，其中以英法之間的渡輪業務為主要營收來源；SNCF 集團主要
以法國境道路交通運輸為主。
法國海洋公司（SeaFrance S.A.），因經營不善，先向法國商業法院
聲請破產保護，進入清算程序，並可進行有限商業活動，但未繼續經營
英法間的渡輪運輸業務。後經法定清算程序，因資產轉售不順，2012
年 1 月 9 日，法國法院正式命令法國海洋公司停止營運，其中船隻以熱
機封存（hot lay-by），並開始以分批公開標售方式，處分該公司之全部
資產，其中船隻部分單獨作為拍賣標的分別處分。

548

參

閱

：

CMA,

Case

reference:

ME/5570/12

，

https://www.gov.uk/cma-cases/eurotunnel-seafrance-merger-inquiry#case-opened， 英國競
爭上訴法院（THE COMPETITION APPEAL TRIBUNAL）, Case No.: 1216/4/8/1、
1217/4/8/13，2013.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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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隧道集團公司與法國海洋生產協會（SCOP）
，在此標售開始前，
達成以下協議：
1. 歐洲隧道集團公司得標後，將有關渡輪營業以整船租賃方式，
交由 SCOP 提供服務。
2. SCOP 主要以提供船員勞務為主，不涉基礎設施、資產設備的
取得與經營。
歐洲隧道集團公司（Groupe Eurotunnel S.A）於得標後，變更原有
經營航線，並將渡輪業務交由 SCOP 另外成立的獨立公司經營。
前競爭主管機關（OFT）獲悉上開資訊後，主動發動調查，並就市
場調查報告做成本案存在高度減損競爭之結論，以及歐洲隧道集團公司
（Groupe Eurotunnel S.A）對於矯正措施書面建議與協商意向，提交英
國競爭委員會（CC）進行第二階段審審查，並於 2012 年 10 月 29 日，
命結合方，除依據 2002 年「事業法」第 71 條履行矯正措施外，並應在
六個月內完成出售已收購的資產，且該轉售對象、條款等須事先經英國
競爭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CC 審議後，認為本案屬於收購其他事業業務的合併（非單純資產
收購）
，除依據原先 OFT 的結論與結合方承諾意向採取矯正措施外，最
終決定提及或將另有附條件「撤資」處分，歐洲隧道集團不服，於是向
英國競爭上訴法院尋求救濟。
2013 年 12 月 3 日，英國競爭上訴法院作成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
決，當中對於 CC 有關結合的判斷基礎，究係收購資產抑或收購事業所
形成的結合成就有所質疑，但在無違相關法律原則的論證支持，且定義
上的爭論在不影響本案所應採取的矯正措施結論下，判決 CC 作成之矯
正措施仍具法律效力而予以維持。2015 年 12 月 16 日，CMA 取得英國
最高法院命令，得恢復原先 CC 決定之最終矯正措施，改由新制的 C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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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549。CMA 決定將於收到歐洲隧道集團提出的變更矯正措施請求後，
再為必要處理。
2. 禁止 AkzoNobel group 收購 Metlac Holding 結合爭訟案550
本案經 OFT 調查後，認為結合後將造成 PCB（印刷電路板）市場
競爭大幅實質減損，嚴重限制市場競爭，CC 進一步審查（包括結合方
提出的矯正替代方案）之後，認為禁止結合是唯一可能有效的矯正措施
551

，對於結合方提出的矯正方式，在無法確定具有相同效果且存在一定

風險，因此作成禁止結合的最終決定。AkzoNobel group 不服向英國皇
家法院提起訴訟救濟552。
上訴法院維持了禁止結合的決定553。結合方辯稱，英國競爭主管機
構欠缺管轄基礎，因為該集團只是藉由阿克蘇諾貝爾的某些子公司在英
國活動，且該公司沒有實質參與收購。然而，CC 認為，被視為最終母

參

549

閱

：

官

CMA

網

說

明

：

https://www.gov.uk/cma-cases/eurotunnel-seafrance-merger-inquiryhttps://assets.publishing
.service.gov.uk/media/56a5f471ed915d6d2a000010/Eurotunnel_-_Supreme_Court_Order.p
df，最後瀏覽日期：2020/12/13。
參

550

閱

：

CMA,

。

No.ME/5319/12

https://www.gov.uk/cma-cases/akzo-nobel-n-v-metlac-holding-s-r-l-merger-inquiry ，最後
瀏覽日期：2020/12/13。
551

參閱：Competition Commission, “A report on the anticipated acquisition by Akzo Nobel

N.V.

Metlac

of

Holding

S.r.l.”(2012/12/2)

，

p.151

，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329e008e5274a226b0002ef/main_report.pd
f ，最後瀏覽日期：2020/12/13。
552
553

提起訴訟當時，英國競爭上訴法院尚未設立。
Akzo

Nobel

NV

v

Competition

Commission

[2013]

CAT

13.

，

https://www.catribunal.org.uk/sites/default/files/1204_Akzo_Nobel_CofA_Judgment_1404
14.pdf 。另參閱：OECD, Roundtable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Competition
Remedies

-

Note

by

the

United

Kingdom

(2017/12/5),

p.3

，

https://one.oecd.org/document/DAF/COMP/WP3/WD(2017)40/en。/pdf，最後瀏覽日期：
20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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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者(例如阿克蘇諾貝爾本身)，可藉由控制子公司而在英國市場從事
特定交易領域的經濟活動。同時，該集團的業務結構面向，係由該集團
執行委員會集中決策，該委員會是母公司的一個機關。因此，法院認為，
AkzoNobel 充分參與了其子公司經營英國業務的策略、營運和管理，得
以在英國開展業務。此判決使競爭主管機關能夠管制本地經營業務的外
國人在國外的行為（foreign conduct）554。法院還指出，此一決定將使
該法的目的，得以適當的落實。
英國結合管制中不僅考慮了矯正措施的作用，也藉由英國法院支持，
使競爭主管機關（CMA）能夠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得以矯正域外結合
減損本國競爭的行為，進而擴張管轄範圍，在全球化經濟中以便加強保
護英國消費者的能力。儘管擁有此等權力，但在設計矯正措施時，必須
考量實施域外矯正措施（extraterritorial remedies）可能產生的額外風險555。
根據英國競爭主管機關歷來的經驗，藉由不同法域競爭主管機構的密切
合作，設計和實施域外矯正措施為最適之途。就此，在英國有關域外效
力兼指有關矯正措施可否於他國執行問題556。

554
555

by

Enterprise Act 2002, Section 86(1).
參閱：OECD, Roundtable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Competition Remedies - Note
the

United

Kingdom

（

DAF/COMP/WP3/WD(2017)(2017/12/05),

p.4.

https://one.oecd.org/document/DAF/COMP/WP3/WD(2017)40/en/pdf，最後瀏覽日期：
2020/12/13。
556

參閱：OECD, Roundtable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Competition Remedies - Note

by the United Kingdom （ DAF/COMP/WP3/WD(2017) (2017/12/05), pp. 5-6.
https://one.oecd.org/document/DAF/COMP/WP3/WD(2017)40/en/pdf，最後瀏覽日期：
20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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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新加坡

一、相關法規
新加坡對於域外結合並無相關規範，僅根據 Competition Act 第 33
條第 1 項及附件三至四規定557，Competition Act 適用於任何對新加坡商
品與服務有造成顯著減損競爭的結合或擬議中結合，尚包括結合發生於
新加坡境外或由任何居住於新加坡境外之人所為的結合。結合發生於域
外或由新加坡境外人士所為的結合對新加坡市場造成實質減損競爭，則
該結合就有 Competition Act 的適用。
二、案件申報與規範適用
1. Anticiated Merger between The Manitowoc Company, Inc. and
Enodis plc（CCS 400/220/08）558
Manitowoc 為美國一家公眾有限責任公司（public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供應全球建築工業起重設備（例如：起重機）、供應餐飲業
相關製冰設備、建造或修理船隻等航海業。Enodis 為英格蘭和威爾斯
（England and Wales）的一家上市公司，係一家餐飲設備製造商，供應
餐飲業冷熱設備及食品零售。
2008 年 8 月 15 日 CCCS 收到 Manitowoc 與 Enodis 兩家公司就擬議
中結合提出申報，並同時附上提交至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關於在結合後處分（divest）Enodis 某部分資產的附承諾申報。2008 年
9 月 19 日，歐盟執委會對該附承諾申報予以同意。
Manitowoc 與 Enodis 結合的競爭議題為在相關製冰設備有部分水平

557

參照：Competition Act, Third Schedule, Fourth Schedule.

558

CCCS 前身為 CCS（2005-2008）
，因本案作成判決時為 2008 年，故此時的競爭主

管機關仍為 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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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疊的現象，因此，倘若該結合發生後，可能會導致實質減損競爭的協
調及非協調效果。
該附承諾申報經歐盟執委會同意，具有國際效力，得以作為評估擬
議中結合競爭效果的因素之一，惟 CCCS 認為該申報由國外主管機關同
意沒有必要使 CCCS 因而給予該結合許可，CCCS 認為任何國外承諾必
須為個案判斷，是否會對新加坡造成實質減損競爭的影響559。
擬議中結合申報者表示：「提交承諾意味擬議中結合不會增加
Manitowoc 在供應製冰設備市場的占有率560」。如前所述，該處分資產
承諾具有國際效力，Enodis 的全球供應製冰設備業務將會全數處分，據
此，CCCS 認為該擬議中結合會因處分資產承諾而解除對新加坡市場的
競爭疑慮561。
最後，CCCS 根據結合申報者所提供的資訊及該處分資產承諾，評
估該擬議中的結合不違反 Competition Act 第 54 條的禁止規定。

第七節

紐西蘭

一、法律規範
紐西蘭對域外結合的法律規定於 Commerce Act 第 4 條第 1 項規定：
「本法擴大至在紐西蘭居住或經營事業的任何人在其境外從事之行為，
該行為對紐西蘭之市場產生影響。」，在 Visy Board Pty Ltd.案中，法院
引用了 Poynter 案中最高法院認定 Commerce Act 第 4 條範圍562，Tipping
法官說到：
「……我們必須仔細檢視 Commerce Act，以了解是否存在除

559

參閱：The Manitowoc Company, Inc. and Enodis plc（CCS 400/220/08）, paragraph 36.

560

參閱：The Manitowoc Company, Inc. and Enodis plc（CCS 400/220/08）, paragraph 43.

561

參閱：The Manitowoc Company, Inc. and Enodis plc（CCS 400/220/08）, paragraph 45.

562

參閱：Commerce Commission v. Visy Board Pty Ltd. (CA312/2011[2012] NZCA 383),

paragraph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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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 4 條以外有無其他相關域外規定的明文，是否可從本法的其他規
定中看出必要的暗示，從而察覺出額外的域外效力。重要的是認識到本
法是唯一的法規，而出於域外之目的，法院應限制自身來表達本法的條
文及用不可避免的邏輯來依據本法之目的而閱讀條文所產生的任何額
外的域外效力。此為必要的含意。必要的含意不是將司法上的內容作為
司法價值或政策判斷而納入司法範圍，無論該判斷看來是合理的。」
此外，在 Overseas Investment Act 2005（2005 年海外投資法）中規
定海外人士收購紐西蘭的特定資產，包括重要商業資產、敏感或特別土
地、農地、捕魚配額。至於海外人士則包括：1.個人，非紐西蘭公民且
非通常居住於紐西蘭；2.夥伴關係、法人團體、商業信貸（trust）
，海外
人士透過某種原因擁有 25%以上所有權或控制權。3.紐西蘭域外組成的
公司或海外人士擁有 25%以上的任何股份，或 25%以上的公司的管理機
構，或 25%以上的投票權等。
二、相關案例
1.Gebr. Knauf KG and USG Corporation [2019] NZCC 3
Knauf 為一家德國的跨國公司，在全球各地從事建築材料供應業，
主要製造並提供一系列的產品，包括石膏板、水泥板、金屬型材、石膏
及天花板零件。在紐西蘭，Knauf 積極從事於進口並提供用於組合天花
板的磁磚與鐵絲網和絕緣體。
USG 為一家全球性製造與提供建築材料的公司，其總公司位於美
國。USG 與 Boral 有限公司（Boral）透過擁有 50%的合資企業 USG Boral
Building Products（USG Boral），其總公司位於新加坡並遍布亞洲及中
東地區，擁有自己的生產線及銷售通路。在紐西蘭，USG Boral 透過第
三批發商提供天花板零件與其他建築材料。
2018 年 12 月 20 日，NZCC 收到來自 Knauf 與 USG 的結合申報，
該案件並已向海外競爭管轄機關（歐盟、美國、澳洲）提出結合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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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CC 透過該結合所產生的單邊效果與共同效果來分析是否會對
紐西蘭市場產生實質減損競爭，最後 NZCC 認為僅有該結合的單邊效果
會產生實質減損競爭，NZCC 依據目前為止的結合調查認為該結合仍會
對紐西蘭造成實質減損競爭563，故 NZCC 對 Knauf 與 USG 寄發議題信
函。
為了回覆議題信函，Knauf 向 NZCC 提供一份處分資產承諾（The
divestment undertaking），其內容為 Knauf 提出轉讓 USG Boral Building
Products Pty Limited 與其子公司（USG Boral Building Products NZ）的
全部股權，包括智慧財產權、資產及契約等。
最終，NZCC 依據該處分資產承諾認為 Knauf 與 USG 的結合將不
會對紐西蘭造成實質減損競爭，而予以結合許可。

563

參閱：Commerce Commission Letter of Issues to Knauf and USG (13 March 2019),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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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域外結合案例及其比較分析

本研究第二章、第三章比較其結合管制與域外結合規範的 7 個國家
及超國家組織564，進一步從其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或競爭法主管機關官
方網頁，搜尋對外公布的結合案件中涉及「域外」適用情形的實務案例，
已分別整理於第三章之中；以下第一節，則整理各該國家及超國家組織
競爭法主管機關就相關域外結合案件處理情形，按照處理程度區分案件
類型俾利於比較其程序面向565。至於我國公平會近年處理域外結合申報
案件經驗，則整理並概述如以下第二節說明。經比較我國公平會處理域
外結合申報案件經驗，與上述的 7 個國家及超國家組織反托拉斯法執法
機關或競爭法主管機關實務案例異同，對於我國域外結合案件處理規範
有何啟示，其小結如以下第三節說明。

第一節

各國域外結合案例處理程序比較

本研究於第三章所比較的 7 個國家及超國家組織競爭法制，除韓國
公平法第 2-2 條明文規定「本法適用於在國外實施的任何影響國內市場
的行為」
，以及，美國 Sherman Act、Clayton Act 所使用籠統文字使其適

564

分別為：美國、歐盟、日本、韓國、英國、新加坡、紐西蘭，詳請參閱：本報告

第二章及第三章。
565

由於各競爭法制關於結合管制中的結合定義、申報門檻、審查標準、禁止與否標

準各異，實體法律關係面向較難跨國境直接對照印證；相關說明，參閱：本研究報告
第二章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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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範圍具有「全球射程」之外566，大多未就競爭法域外適用另訂明文加
以規範。關於競爭法中防制市場集中化極為關鍵的結合管制規範架構，
上述 7 個國家及超國家組織競爭法制各有特色，在普遍兼採事前審查模
式的「大同」之間，仍存在強制申報或自願申報、門檻高低、審查程序
是否繁簡分流等制度設計上的「小異」。至於參與結合事業均不在各該
競爭法施行領域內的域外結合案件，各國及歐盟競爭法也普遍未明文規
定特別的申報門檻、審查程序、認可或禁止標準，毋寧與一般結合案件
或涉及外國事業（涉外）的結合案件適用相同規範；其中，美國 HSR Act
及其授權法規567、韓國公平法施行令與「（結合）申報指導原則」等法
規及其補充規範，則就涉及外國人或外國事業（涉外）的股權或資產取
得、結合案件申報門檻等事項，另設特別規定；就其規定內容觀之，亦
得適用於參與結合事業均不在境內、但已符合門檻規定的域外案件。此
外，歐盟 EUMR 依循 TFEU 第 101 條、第 102 條及第 106 條規定體例，
係以「共同體規模（community dimension）」劃定歐盟層級的管轄範圍568，
因此，其結合管制規範也可能適用於參與結合事業均不在境內、但營業
額已達門檻以上的域外案件。
另一方面，在上述各競爭法制成文規範「大同小異」的制度背景下，
事業跨國結合已向其他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出申報，或者，營業活動跨越
多個競爭法制適用範圍的大型事業參與結合，即使未必符合各該競爭法
制所規範的結合要件或申報門檻，為了避免涉及違反結合申報義務疑義
或遭到各該競爭法執法機關後續限制競爭案件調查，轉而根據各該競爭
法制規範（，經由當地律師事務所協助），主動向事業設立國以外多個

566

參閱：本研究報告第三章第一節、第四節相關說明。

567

參照：16 CFR 802 - Exemption Rules。

568

參閱：本研究報告第二章第二節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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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出申報者，在各國律師事務所協助處理結合案件實務
上並不罕見。本節以下，就第三章各節所摘要案例，依其以不予處理、
應申報未申報（加以處罰）終結，或者，分別進入預審或其他非正式審
查、第一階段審查、第二階段實質審查、附加矯正措施、就跨國結合案
件主管機關互動等不同程序，說明各種案例情形及其處理方式。由於個
別案例分別出自不同競爭法主管機關處理域外結合案件實務，各該競爭
法制未必採行相同結合管制規範架構569，案例彼此之間也不存在程序或
實體法律關係、邏輯或統計上任何關聯，僅就個案事實所涉及適用各該
競爭法上結合管制相關事項，提供比較參考的實例或類型570。
一、不予處理
例如：力拓（Rio Tinto）與必和必拓（BHP Billiton）成立合資事業
生產鐵礦石案，由於韓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KFTC 在審查該案過程中，徵
詢國內外各方意見，並對本案限制競爭效果進行經濟分析，於最終審查
報告結論指出：該案可能對全球鐵礦石、礦砂生產及銷售市場產生限制
競爭效果，要求相關公司就審查報告提出意見，參與結合雙方有鑑於該
交易難以通過當局審查，同意終止結合協議，向 KFTC 正式請求撤回申
報，KFTC 因而結束該案審查程序、不予處理。
又如：美商可口可樂公司與 Monster Beverages 公司向英國競爭法
主管機關 CMA 申報結合，CMA 認定該案無論營業額標準（turnover test）
及供應標準（share of supply test）都未達法定應予調查門檻，以不符合
第一階段調查條件（phase 1 found not to qualify）為由不予處理。

569

關於各該競爭法制下的結合管制規範架構說明，請比較：本研究報告第二章各節。

570

例如：競爭法主管機關單純不予處理或提早終止申報或審查程序相關案件，在各

該競爭法主管機關所公布官方資料中相當少見，與案件統計中該類案件數量或比率未
必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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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申報而未申報
例如：韓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KTTC 針對美商 GlobespanVirata, Inc.
與 Intersil Corporation 結合案，根據 2003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海外併購
申報門檻（Notification Threshold on Overseas M&A）」
（現已廢止）規定：
結合方中一方總資產或營業額為 1000 億韓元（約 8300 萬美元）以上，
且在韓國的銷售額分別為 30 億韓元以上，則該域外併購交易應依韓國
公平法第 12 條第(5)項規定，自結合（合併）實施之日起 30 日內向 KFTC
提出申報，GlobespanVirata, Inc.雖然因故未能完全履行有關交易協議內
容，KFTC 認定自系爭交易協議確定日期起算至申報日已超過 30 天；
其後又完成付款，另涉違反韓國公平法第 12 條第(6)項規定：事業在提
出結合申報後 30 日內不得履行業務轉讓協議。根據韓國公平法第 69 條
第(2)項第 2 款規定，事業未依第 12 條第(1)項或第(5)項規定準時申報，
或者違反第(6)項規定申報不實者，得處 1 億韓元（約合美金 83,333 元）
以下行政罰鍰。KFTC 考慮本案：(1)有關於海外併購申報門檻規定仍處
於執法初期的階段；(2) GlobespanVirata, Inc.在確認負有申報義務後，立
即主動申報，因此酌減罰鍰金額為 500 萬韓元（約合美金 4,167 元）。
三、預審
例如：美商 eBay 公司收購韓商 Interparkmarket（G Market）股份案，
雖然並非嚴格意義下的域外結合案件類型，其特殊程序安排卻值得在法
制比較上略加說明：eBay 於簽署股份收購備忘錄（MOU）後，向韓國
競爭法主管機關 KFTC 請求進行「預審（preliminary review）」，藉以在
正式簽署收購協議以及正式申報結合之前，請求主管機關判斷本案是否
將因結合導致市場高度實質限制競爭。KFTC 經全體會議審議後，決定
對該案採取行為矯正措施並通知 eBay 審議結果後，eBay 始提出正式結
合申報。
在本案中，市場界定為韓國國內網路購物市場、網際網路開放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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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及銷售服務市場，有鑑於開放市場的雙面性質，在消費者關係面向，
劃定為整個網路購物市場；在銷售人關係面向，則劃定為網際網路開放
銷售市場、銷售服務市場，並與普通網路購物中心相互區別。由於本案
實施後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將達 87.5%，就單方效果、市場參進、聯合
行為的可能性等事項判斷，將可能造成限制競爭影響，KFTC 因此採取
以下行為矯正措施：不得對後進賣家為差別待遇、不得任意調整有關服
務費用、制定並實施中小型企業保護政策確保此類平台近用等，有關具
體實施事項，應在本矯正措施通知送達日起 60 日內與 KFTC 協商決定。
四、第一階段終止
例如：美商希捷技術有限公司（「美商希捷」）透過愛爾蘭子公司收
購韓商三星硬碟業務案，歐盟執委會因全球硬碟供應龍頭之一美商「威
騰數位科技公司（Western Digital Corporation, WD）」幾乎在同時向歐盟
申報收購日商日立子企業日立全球存儲技術公司（HGST）股份，取得
被收購事業全部硬碟及 SSD 業務，決定美商希捷收購韓商三星硬碟業
務案毋須進入第二階段調查，並依據結合管制規則（EUMR）不另外附
加其他附款。
此外，英國前競爭法主管機關 OFT 處理美商 AT&T 收購美商
BellSouth 案，也類似上述第一階段即終止審查程序，決定該案毋須提
交競爭委員會（Competition Commission）進入第二階段審議。
五、第二階段實質審查
例如：美商 Western Digital Corporation（WD）透過愛爾蘭子公司
收購新加坡商日立全球存儲技術公司（Hitachi GST, HGST，其後更名為
Viviti Technology Ltd）全部股權案，由於收購方與被收購方分屬全球第
2 大及第 3 大硬碟製造商，雖然申報文件中表示此項交易不存在 EUMR
所稱「集中」疑慮，歐盟執委會於「反對聲明」中表達此案將嚴重阻礙
硬碟市場有效競爭相關疑慮，申報者並獲准於資料室檢閱其他競爭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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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訊，後續再於「交涉會議」中以口頭提出異議聲明；執委會又安排
正式會議聽取競爭總署進一步市場調查結果，會議中也容許申報者提出
補充意見並聽取第三方看法，會後並提供競爭總署市場調查期間所取得
非機密版本相關文件檔案，同意申報者限期答復該市場調查時得另提出
補充意見。申報者答復時所提出第一份矯正承諾，執委會認為仍未能解
決限制競爭問題，申報者於是修正承諾並進行市場檢視，再經多次與執
委會溝通討論後修正矯正承諾，執委會終究依據競爭總署市場調查結果
與申報者矯正承諾，亦即：分拆 WD 硬碟業務，決定有條件不禁止其結
合。
此外，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 JFTC 處理法商 Sanofi 與德商 Boehringer
Ingelheim 集團業務相互轉讓案，也進入類似上述第二階段實質審查程
序，經市場界定、分析市場集中度（HHI）變化情形、市場參進、協同
行為等因素之後，認定本案尚不致嚴重限制市場競爭。
六、附加矯正措施
例如：美商 Abbott Laboratoriesg 事業集團旗下孫公司與美商 St Jude
Medical 合併案，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 JFTC 認定本案實施後，HHI 自
1,100 增長至 5,100，已逾水平結合所能容許的集中化程度，同時，市場
上將僅存 2 個實際競爭者，不利市場競爭；另一方面，目前已知日本尚
無其他事業生產銷售 VCD 同類醫療裝置，國外生產者也極少，礙於法
令限制，日本境內醫療機構自海外製造商不易直接購得此類產品，進口
替代效果相當有限。此外，新進事業如擬開發同類醫療裝置，存在一定
技術門檻因而難以改變既有市場結構，對於本案結合事業形成競爭壓力
相對較小；至於外科醫師治療血栓重症，傳統手術所採用 CAD 相較於
小型 VCD 裝置，必須投入更高的管理成本，因此難以對 VCD 供應廠
商形成競爭壓力。
有鑑於此，JFTC 決定拆分該事業集團的小型 VCD 裝置業務。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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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本件結合案後續進行，Abbott Laboratories 事業集團決定將 VCD 裝置
業務分割後出售予 Terumo Corporation，包括所有相關技術支援、專利
授權與銷售資訊。JFTC 再依結合規範重新審查之後，認為此一措施將
使市場競爭不致發生實質減損效果，認可其結合。
七、跨國結合案件主管機關互動
本研究第二章、第三章所比較的 7 個國家及超國家組織，其競爭法
上結合管制及域外結合管制規範在實體及程序兩方面均有差異；在如此
結合管制「大同小異」的法制背景下，不乏跨國結合案件先後或同時向
多個競爭法主管機關申報情形。各該競爭法主管機關如何處理此類型申
報案件，值得在法制比較上特別加以關注。
例如：美商 Manitowoc 與英商 Enodis 結合案，新加坡競爭法主管
機關 CCCS 收到申報案時，同時也附上該案提交至歐盟執委會時附加於
結合後處分 Enodis 部分資產承諾的申報資料，嗣後歐盟執委會並對該
附承諾申報予以同意；雖然 CCCS 贊同該附承諾申報經歐盟執委會同意，
具有國際效力，可以作為評估擬議中結合競爭效果的因素之一，但是
CCCS 並無必要因此許可該結合案。就此，CCCS 認為：任何國外承諾
必須個案判斷，對於新加坡市場所造成實質減損競爭情形有何影響。在
該案中，CCCS 根據結合申報者所提供資訊及該處分資產承諾，最終認
定該擬議中的結合不違反 Competition Act 第 54 條禁止規定。
又如：在競爭法制與新加坡近似的紐西蘭，該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NZCC 收到來自德商 Knauf 與美商 USG 結合案申報，該案並已向其他
競爭法主管機關（歐盟、美國、澳洲）提出結合申報。NZCC 透過該結
合案實施後所產生的單邊效果與共同效果分析是否會對紐西蘭市場產
生實質減損競爭，認定該結合案僅就單邊效果方面將實質減損競爭，並
就此對 Knauf 與 USG 寄發議題信函。Knauf 為了回覆議題信函，向 NZCC
提供一份處分資產承諾（The divestment undertaking），轉讓 USG B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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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Products Pty Limited 與其位於紐西蘭的子公司（USG Boral
Building Products NZ）全部股權，並包括智慧財產權、資產及契約等。
NZCC 最終依據該處分資產承諾，認為 Knauf 與 USG 結合案將不致於
對紐西蘭市場造成實質減損競爭效果而予以許可。
此外，韓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KFTC 也曾處理數件其他國家或超國家
組織競爭法主管機關先後或同時處理的跨國結合申報案件：上述美商
Western Digital Corporation（WD）透過愛爾蘭子公司收購新加坡商日立
全球存儲技術公司（Hitachi GST）全部股權案、上述法商 Sanofi 與德商
Boehringer Ingelheim 集團業務相互轉讓案、美商陶氏（Dow）與美商杜
邦（DuPont）結合案、丹麥商 Maersk Line 收購德商 Hamburg Süd 全部
股權案、荷蘭商 ASML US Inc.與美商 Cymer Inc.結合案、美商 Qualcomm
Incorporated 取得荷蘭商 NXP Semiconductors N.V.全部股權案等。在上
述案件中，KFTC 不乏與（多個）外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合作審查經驗（例
如：荷蘭商 ASML US Inc.與美商 Cymer Inc.結合案）；然而，徵詢韓國
廠商意見並考量韓國市場（或者，包括韓國在內的全球市場）可能因結
合實施後產生限制競爭等負面影響，KFTC 往往另外附加拆分資產或退
出聯營等結構性矯正措施，此外也不乏附加行為矯正措施者571。

第二節

我國近期域外結合申報處理概況

臺灣曾與韓國、新加坡並列於「亞洲四小龍」，長年在全球經濟貿
易體系中相互競逐，依循「雁行」蹤跡先後邁入已開發經濟體行列。另
一方面，我國公平法自起草至今，則始終受到美國反托拉斯法及歐盟、
日本競爭法等「先行」典範影響。在經濟貿易活動愈發全球化的時代背

571

相關說明，參閱：本研究報告第三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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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事業跨越國境相互競爭、彼此協調整合愈加頻繁，各國競爭法規
範及其結合管制相互影響因而在所難免。就本研究題旨而言，上述事業
跨國結合已向其他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出申報，或者，營業活動跨越多個
競爭法制適用範圍的大型事業參與結合，即使未必符合我國公平法所規
範的結合要件或申報門檻，也主動向公平會提出申報者，執法實務上同
樣不乏例證。
公平會近年來所處理域外結合案件572，在程序構造上大致與上述各
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相仿：從擬結合事業主動申報、述及曾向其他競爭法
主管機關申報或取得正面回應，到各該競爭法主管機關受理後與申報人
交換資訊、徵詢第三方意見、啟動內部調查研析作業，部分競爭法制下
甚至開啟正式或非正式諮商、協調、聽證程序，然後以靜候等待期間經
過、告知提前結束等待期間、正式做成認可或不予禁止決定、附加矯正
措施、禁止結合等行政決定結束申報審查程序；在我國公平法規範下的
行政實務，則從擬結合事業主動申報、述及曾向其他競爭法主管機關申
報或取得正面回應，到公平會收件後要求申報人補正資料、徵詢其他機
關（構）或相關事業、團體意見、啟動內部調查研析作業，然後以正式
或非正式行政決定結束申報審查程序。
就其程序開始型態而言，在我國基本上也由擬結合事業或其最終控
制事業主動向公平會提出申報，在我國尚未見到公平會「主動出擊」取
締應申報而未申報的域外結合案件情形573。就其程序結束方式而言，公

572

個別申報案件內容，由於並非公開資料，本研究報告不便揭露申報事業、申報或

擬結合時間、商品或服務種類、營業額或市占率等機敏資訊。
573

至於依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規定應提出申報而未提出者，在我國已屬違反公平法而

依該法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應予處罰甚至解體的違法結合案件；其中，單純未於結合
前提出申報，尚未實施結合者，固然仍屬結合申報審查階段的行政程序範疇；至於未
依法申報而已實施結合者，在限制競爭行為須透過法院裁判強制予以矯正、甚至可能
涉及刑事責任的國家如美國，已涉及實質違反其他反托拉斯法（Sherman Act、Clay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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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則以不予管轄、中止審議、函復無須申報、不予禁止並縮短等待期
間等多樣化行政決定結束申報審查程序。至於比較法上可以觀察到競爭
法主管機關或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啟動正式或非正式諮商、協調、聽證
程序，在我國可供對照觀察的程序則以通知補正及函件往返型態為主。
此外，就篩選範疇而言，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外公布的域外案件多以
其積極介入預審、實質審查、附加矯正措施的「顯著」類型為主，統計
上數量理應更多的單純不予處理或提早終止申報或審查程序者極少574；
與此相對，本研究統整公平會實務案例經驗，發現其處理程序大多以不
予管轄、中止審議、函復無須申報、不予禁止並縮短等待期間等方式結
束，毋寧更接近統計上理應更常出現的行政實務常態。

第三節

小結

從以上第一節各國域外結合案例處理程序與第二節公平會處理我
國近期域外結合申報概況，在彼此大致相仿的申報審查程序構造上相互
比較，可以發現下述顯著差異：公平會就其受理域外結合案件似無所謂
「單純」程序性處理空間，即使類似內部程序上即決定中止後續行政作
業的所謂「中止審議」，公平會卻依舊須界定參與結合事業重疊的產品
品項，並針對「本案結合後對我國相關產品市場之影響」概要分析相關
產品市場下游交易可能變化情形。
其次，第二節歸納整理公平會近期域外結合申報審查實務，發現即

Act）規範行為，依法取締將轉而進入違法甚至「犯罪」事件偵查起訴階段，屬於「執
法機關」依循該國訴訟法制向法院請求裁判的「司法」事件，並非「主管機關」依其
職權處理的純粹「行政」事件。
574

以歐盟為例，自 1990 年至 2017 年 11 月間，總計 6785 件結合申報案件中僅 141

件進入第一階段審查、42 件進入第二階段審查，相關統計及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pp. 922-92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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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均未涉及顯著限制競爭疑慮，因而亦未以附加矯正措施或禁止結合等
不利決定結束審查程序，卻普遍與申報人多次書函往來，且公平會均曾
要求申報人補正申報資料。另一項「單純」涉及程序性處理方式的特色
則是：即便近期域外結合申報案件並未涉及顯著限制競爭疑慮，公平會
明快函復申報人不予禁止並縮短等待期間者僅有 1 件；然而，該案嚴格
而言並非真正「域外」結合案件，其實，按照一般「非域外」的「涉外」
結合案件，依公平法、施行細則及「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處理亦無
不可。
再者，即上述非真正「域外」結合案件準用「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
則」問題，在另一件案例中也曾經出現。純就結合申報審查程序而言，
本文認為：類似案件其實按照一般「非域外」的「涉外」結合案件，依
公平法、施行細則及「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處理即可。倘若結合申
報「涉外」因素使其行政作業手續複雜化，將類似議題納入「涉外案件
處理要點」中一併處理，似乎更能讓各該行政規則兼具規範齊一與體例
嚴謹的正面作用。
至於競爭法主管機關於審查程序中與申報人之間的互動方式，相較
於歐盟執委會以「反對聲明」表達對於申報案件所涉及限制競爭疑慮，
藉此揭露心證並促使申報人積極參與審查程序，又准許申報人檢閱敏感
資料，並透過「交涉會議」及正式會議等不同管道與申報人溝通，換取
申報人主動提出更貼近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立場的矯正承諾（美商 WD
透過愛爾蘭子公司收購新加坡商 HGST 全部股權案）；類似情形倘若發
生在我國，公平會在現行公平法、行政程序法及相關法規命令框架下，
是否僅有「函請補正」一途可循575？公平法第 11 條第 10 項前段規定「主

575

其規範準據，似乎僅為公平法第 11 條第 7 項規定「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出完

整申報資料之日起算」的等待期間開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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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就事業結合之申報，得徵詢外界意見，必要時得委請學術研究機
構提供產業經濟分析意見」於涉外結合申報案件中又如何運用？
此外，域外結合案件申報人亦有提及結合交割在即，公平會處理上
不免感受時程壓力者。然而，相較於南韓、中國已核准同案結合，奧地
利競爭法主管機關文件「載明未要求於卡特爾法院進行深入調查」，德
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文件也「載明無違反競爭法規定之禁止結合標準」，
「美國部分係載明核准提前終止等待期間」，公平會仍須以「尚可合理
預見，我國…業者在向…設備商採購…時，仍有相當之議價能力，不因
本結合案而有顯著影響」
，以及，
「縱然本會禁止本結合案或附負擔准予
結合，則國內…業者對該等產品仍有需求時，僅能透過第三方或是其他
方式分頭購買…供應者仍需要需求者使用產品後之回饋資訊，作為未來
精煉或創新產品之憑據……業者具備有買方力量」，凡此涉及抗衡力量
及採取矯正措施與否，相當於部分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進入「第二階段」
審查甚至以後始實質判斷、個案權衡的複雜因素，才決定「不予管轄」。
行政資源及時間耗損，與案情輕重緩急相互對照，明顯失衡。
另一項導致域外結合管制在各國間顯而易見的對比差異，則源自於
競爭法上結合管制規範至今仍未能彼此調和：由於我國公平法上關於結
合申報門檻，迄今仍保留 2 款市場占有率規定，不僅在域外結合案件申
報上普遍引發（準）申報人疑惑，其中不乏在市場界定、競爭對手銷售
數量等相關資訊難以精確掌握情況下「料敵從寬」自行擴大申報範圍者，
公平會也動輒因市場界定及數值如何採計問題勞師動眾，雙方各自認定
及計算卻往往歧見叢生；至於控制與從屬事業之間是否比照銷售金額門
檻累加計算，在實務上也曾引發疑義，不免更加耗損申報審查作業程序
時間。
最後，也是委託研究機關最為關切的域外結合管制程序相關問題來
源，係因公平會根據「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 3 點規定，考量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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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款因素，始「決定是否管轄」
：
（一）結合效果對我國市場有無直接、
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二）結合行為對本國與外國相關市場影響
之相對重要性。
（三）結合事業之所在地及主要營業地。
（四）影響我國
市場競爭之明確性程度及其預見可能性。（五）與結合事業所屬國法律
或政策造成衝突之可能性程度。
（六）行政處分強制執行之可能性。
（七）
對外國事業強制執行之影響。（八）國際條約、協定或國際組織之規範
情形。（九）參與結合事業在我國領域內有無生產或提供服務之設備、
經銷商、代理商或其他實質銷售管道。（十）其他經本會認為重要之因
素。以上 10 款因素，在第二節所歸納整理的公平會處理我國近期域外
結合申報實務經驗，幾乎所有個案審查程序中均觸及者係（九）參與結
合事業在我國領域內有無生產或提供服務之設備、經銷商、代理商或其
他實質銷售管道；申報人或公平會（擬不予管轄時）間或直接提及的因
素則為（一）結合效果對我國市場有無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
其他如（二）結合行為對本國與外國相關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在部
分個案中也曾經（間接或於問題背景判斷上）觸及；而（四）影響我國
市場競爭之明確性程度及其預見可能性，在某些案件中還被延伸至（欠
缺）此「意圖」進行判斷。
追本溯源，本研究仍須就「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規範體例、內
涵，以及，型塑其特殊規範方式的公平法上結合管制相關規定，進一步
審視、檢討其問題成因及實務上可行的解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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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域外結合管制之檢討

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針對域外結合案件，特別制定「公平交易委員
會對於域外結合案件之處理原則」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
，對照美
國、歐盟、日本、韓國、英國、新加坡、紐西蘭等 7 個國家或超國家組
織競爭法及其結合管制實務，目前均無類似規範，我國遂成為本研究比
較範圍內唯一採行此種特殊規範方式者。由於個別國家或超國家組織競
爭法制原已各有其特色，其執法機關及法院對於域外反競爭行為是否及
如何適用也各有立場；至於授權主管機關或執法機關「事前」受理申報、
審查及決定是否附加矯正措施或予以禁止等高度干預權限的結合管制，
其「域外效力」問題又涉及行政權運作的「羈束與自由」576，與針對事
業違反競爭法或反托拉斯法行為的取締或訴追並不完全相同577。整體而
言，個別國家或超國家組織競爭法上原已各有其特色的結合管制規範578，

576

關於行政權與司法權同屬執行權一環，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與司法機關依據法律

獨立審判，（從憲法層面觀之，）彼此性質仍有相當差距；其中關鍵，端在行政部門
既須受法律羈束，又在憲法及法律容許範圍內，握有更為廣泛的形成權限（及責任）。
上述貫通憲法的行政法基本原理，參閱：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第 11 版，
頁 81-84（2010）
。
577

針對反競爭行為的取締及訴追，在美國等英美法系國家，終須透過法院裁判始得

強制；即使在大陸法系國家，對於行政不法行為處以行政罰，亦須比照刑事不法行為
訴追遵循「處罰法定主義」；相關說明，參閱：陳清秀，「處罰法定主義」，收錄於：
廖義男主編，行政罰法，頁 51-82（2008）
。在同屬大陸法系的德國，事業違反 GWB
遭處以秩序違反法上（OWiG）罰鍰者，卡特爾官署裁罰通知僅具有起訴功能，仍須
由檢察機關準用刑事訴訟程序經法院裁判後加以執行；相關說明，參閱：Bechtold/
Bosch, GWB Kommentar, 9. Aufl., §82a, Rn. 2 (2018).
578

參閱：本研究報告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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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域外結合案件上又呈現更加繁複多樣現象579。在上述法制背景下，
事業跨國結合已向其他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出申報，或者，營業活動跨越
多個競爭法制適用範圍的大型事業參與結合，同時或先後向數個競爭法
主管機關提出結合申報，難免在審查處理程序及終局實體決定等面向上
彼此錯落歧異。公平會依現行公平法上結合管制規範580，以及，於 2000
年首次頒布施行、其後多次修正的「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受理域外
結合申報，難免在程序及實體兩方面與各國處理情形各異，就審查時程
長短、投入行政資源多寡、終局決定所依據事實基礎及選擇（矯正措施
等）對策衡酌空間等條件，在在承擔不小於其他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同儕
比較壓力581。
本章從實務角度檢討我國現行域外結合管制相關制度，聚焦於上述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
；第一節首先說明「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
法制背景與問題根源；第二節檢視現行制度在與我國法制磨合及實務運
作上所出現問題，並試圖從現行處理原則與其他規範整併、所謂「管轄」
議題配套規範、通常程序及「異常」作業配套規範等 3 項議題，檢討「域
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並試圖提出其規範體例調整建議，進而一併探討
各項議題相應規範內涵修正，其焦點仍為本研究主題所在：申報與審查
作業的標準化與機動調整，最後則附帶討論尚須經由立法院審議、無法
單由執法機關單獨推動的立法議題，亦即：現行公平法上結合申報門檻
規定涉及市占率部分，始終是我國域外結合案件處理上與各國形成強烈
反差的制度根源所在，仍須參照各國競爭法通例加以修正。

579

參閱：本研究報告第三章。

580

尤其，公平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關於結合申報門檻規定，仍保留各國

競爭法制已普遍不採的市場占有率（舊）制度，在實務操作上更加凸顯我國域外結合
管制與各國不同的「特色」所在。
581

參閱：本研究報告第四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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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法制背景與問題根源

本研究計畫源自於公平會委託，研究團隊依政府採購程序獲選執行
研究計畫開始執行之後，依委託研究規格需求所篩選相關議題，係自實
務角度檢視現行域外結合管制問題所在，其主要規範依據及問題根源，
聚焦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尤其，該原則第 3 點所列關於「是
否管轄」考量因素。至於法制背景，公平法自 1991 年初制定以來多次
修正，以及，嗣後行政程序法、行政罰法等內含重要行政法上一般原理
原則的基礎法律陸續公布施行，尤其，2002 年我國結合管制由申請許
可制轉為申報異議制，「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制定當初所對應的行
政基礎法制及公平法（及其各項子法）上關於限制競爭行為整體規範架
構均已丕變；「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雖於 2002 年全文修正，2005
年、2012 年、2015 年、2016 年多次修正，是否已充分磨合新舊法制轉
換之際的各種規範衝突？再者，儘管我國公平法上結合管制已經從申請
許可制轉為申報異議制，是否自此就與其他採取申報異議制的先進國家
競爭法制彼此原理相通、再無扞格？果真如此，則本研究告第四章比較
我國與各國針對域外結合案件處理情形，在彼此相仿的程序構造上理應
不存在如此顯著的實務運作落差。有鑑於此，本研究仍須再次檢視上述
公平法上結合管制變革及重要行政法基礎法律公布施行前後相關法制
背景，探索「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與母法、上位階法律及法規、同
層級行政規則之間的（潛在）規範衝突及其所引發相關問題根源所在。
一、申報異議制仍循舊制「單軌」標準
公平法於 1991 年制定時，結合管制核心規範，除第 6 條結合定義
之外，主要規定於第 11 條及第 12 條；第 13 條關於禁止結合、解體及
停業處分等不利處分規定，如今已移置現行法第 39 條與裁罰依據合併
規定。純就規範內容觀之，我國結合管制不僅結合要件（1991 年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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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現行法第 10 條）、舊制下的許可或新制下的不禁止審酌標準
（1991 年舊法第 12 條，現行法第 13 條第 1 項）基礎規範並未調整，
就連本研究題旨範圍內所涉及的結合申請（舊制）或申報（新制）門檻
規定，其核心規範迄今亦未作實質修正。公平法於 1991 年制定時的第
11 條規定如下：
「事業結合時，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者。
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者。
三、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中
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者。
市場占有率達五分之一之事業，由中央主管機關定期公告之。
中央主管機關收受第一項之申請，應於二個月內為核駁之決
定。」
上述規定中的第 1 項，與現行公平法第 11 條第 1 項幾乎完全相同，
僅因政府公文格式改為橫書而將「左列」改為「下列」，以及，原已於
本文中規定的條件式表述「者」字，在各款中重複出現的「者」字予以
刪除而已。
上述規定在結合管制由申報許可舊制轉為申報異議新制之後所衍
生最大問題，厥為殘留第 1 款及第 2 款「市場占有率」疊加及個別計算
規定；對照 1991 年舊法第 11 條第 2 項「市場占有率達五分之一之事業，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期公告之」規定，即不難推知：在欠缺定期公告配套
情況下，擬參與結合事業無從事前確知本身是否已達「市場占有率」疊
加及個別計算門檻，在申報異議新制下終將引發實務上主管機關被迫提
前審酌實體事項相關問題。
關於競爭法上的結合管制，追本溯源，係由 1890 年美國 Sherman Act
第 1 條將「與其他任何一人或數人結合…獨占…貿易或商業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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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 with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monopolize any part of
the trade or commerce）」定為重罪開始，繼而透過 Clayton Act 第 7 條
強化禁止規範內涵582；在上述足以實質減少競爭或導致獨占的結合行為
禁止規範（以下稱為「結合管制第一軌道」
、
「第一軌道」或「禁止違法
結合行為規範」
）之外，美國國會為強化反托拉斯執法，於 1976 年通過
HSR Act，增訂證券及資產交易申報制度，則為結合管制的事前行政監
督控制規範（以下稱為「結合管制第二軌道」、「第二軌道」或「事前
行政監督控制規範」）583。自此，美國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針對違法結
合的事後追懲與事前申報「雙軌」併行，成為競爭法後進國家仿效的結
合管制典範。例如：日本國會於 1947 年以第 54 號法律案制定的「獨占
禁止法」，基本上也依循美國反托拉斯法模式，針對「股份持有、董監
事兼任、合併、分割及營業受讓」及「一般集中」兩類結合，逐步建構
「禁止違法結合行為規範」與「事前行政監督控制規範」雙軌併行的結
合管制架構584。
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新興的另一個競爭法典範，歐盟競爭法最
初係以羅馬條約第 81 條、第 82 條（相當於現行 TFEU 第 101 條、第

582

該條第 1 項規定禁止「…以直接或間接之方式取得股份或其他出資額之全部或任

何部分…若當此等取得之效果…可能實質減少其競爭、或有形成獨占之虞時（acqui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stock or other share capital… where…
the effect of such acquisition may be substantially to lessen competition, or to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
，該法同條第 2 項又將禁止規範延伸至禁止行為延伸至「取得、
（藉由）
股份或資產、使用股份表決或授予代理權或其他方法（of such acquisition, of such stocks
or assets, or of the use of such stock by the voting or granting of proxies or otherwise）」
。關
於 Clayton 第 7 條及上述 Sherman Act 第 1 條規定禁止足以實質減少競爭或導致獨占
的結合規定，參閱本研究報告第二章第一節說明。
583

關於美國 HSR Act 規範內涵及其執法機制，參閱：本研究報告第二章第一節說明。

584

關於日本獨占禁止法上的結合管制架構，併請參閱：廖義男等，公平交易法之註

釋研究系列（一）
，第六條，邊碼 15 以下（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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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條）禁止協議限制競爭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兩類行為，勉強發展「結
合管制第一軌道」；有鑑於條約規範不足以完善因應結合問題，針對結
合單獨立法的呼籲始終不斷。直到 1990 年 9 月間，終於通過理事會
4064/89 號規則及理事會 2367/90 號規則585，正式確立結合申報新制建
構「第二軌道」，前者並於第 14 條第 2 項針對經執委會宣告「與共同
體不相容的集中化」、違逆執委會所課予結合矯正措施者，明定得科處
銷售金額 10%以下罰鍰的嚴厲制裁措施，讓歐盟競爭法上結合管制「雙
軌」從此一步到位。
至於英國及新加坡、紐西蘭等大英國協（Commonwealth of Nations）
成員，除了英國（在正式完成「脫歐」程序前，曾經）屬於歐盟成員，
在「共同體規模」以上結合管制悉依歐盟競爭法規範之外，基本上均未
採取美國反托拉斯法、歐盟競爭法兩大典範下的強制事前申報制度，毋
寧基於事業自動申報建構其「第二軌道」，結合管制重心仍在「禁止違
法結合行為規範」
；即使此等國家結合管制的「事前行政監督控制規範」
以事業自動申報為基礎，在「第一軌道」執法力道撐持下依舊可以視為
「雙軌」併行的結合管制架構。
至於我國公平法上的結合管制架構，於 1991 年該法制訂之初，係
針對達市占率或銷售金額門檻的結合案件，採取類似聯合行為規範的
「禁止－申請許可」管制模式586；然而，相較於當時聯合行為例外許可
已有持續性事後監督規範587，針對違法聯合行為另設行政處罰與刑事制
裁併行的「雙軌」管制架構，早期公平法上結合管制規範既未明定主管

585

相關說明，併請參閱：廖義男等，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
，第六條，邊

碼 59 以下（2003）
。
586

參照：1991 年版公平法第 11 條至第 13 條規定，並請比較：同年版本公平法第 14

條規定。
587

參照：1991 年版公平法第 15 條至第 17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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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得附加各類矯正措施作為監督手段，違法結合要件又緊扣結合申請
許可程序不備588，且違法結合法律效果僅以類似「回復原狀」方式加以
規定589，加上罰則要件重複實體規範中的結合申請許可程序不備規定而
罰則又輕590，以致於舊制幾乎全面仰賴申請許可程序幾乎形同「單軌」
管制架構。至於該版本中的結合申請門檻以市占率為主流，在其近乎「單
軌」管制架構下據以連結主管機關許可與否的核心判斷標準「限制競爭
之不利益」591，立法邏輯上既無謬誤，亦不致發生如今改採申報異議制
之後尚須「提前」審酌市場界定、市場占有率等須個案實質判斷事項的
實務操作困擾。
然而，公平法於 2002 年將結合管制自申請許可舊制改為申報異議
新制，結合申報門檻卻仍維持 2 款舊制下以市占率為計算標準的過時規
定，就一般結合案件對於擬參與結合的國內事業已造成困擾，對於「涉
外」及「域外」結合案件中的外國事業而言，據以起算等待期間的法定

588

參照：1991 年版公平法第 40 條規定「事業結合應申請許可而未申請，或經申請未

獲許可而為結合者…處…罰鍰」
。
589

參照：1991 年版公平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結合應申請許可而未申請，或

經申請未獲許可而為結合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處分
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在當時第 6
條、第 11 條至第 13 條及第 40 條等規定所組成的「申請－許可」規範架構下，除非
主管機關彈性運用第 13 條第 1 項「分設事業…轉讓部分營業」等明文，以及，末段
的概括規定「其他必要之處分」，積極調整參與結合事業內部組織、重塑相互競爭事
業之間的互動關係，否則，實難在「回復原狀」以外創造其他有利於防止市場結構惡
化的「矯正措施」
。相較之下，現行公平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相當於 2002 年修正
時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
：「得附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
不利益」不禁止結合，「矯正」結合所可能導致市場結構惡化弊害的立法意旨即相當
明確。
590

參照：1991 年版公平法第 40 條規定：「…除依第十三條規定處分外，處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之罰鍰」
。
591

參照：1991 年版公平法第 12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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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提出完整申報資料」，在不熟悉我國市場結構、上下游交易環境
及「市場界定」等執法實務的情形下不免充滿挑戰性。本研究報告第四
章整理、比較我國近年域外結合申報處理實務經驗，依然反映此項舊制
幾近「單軌」標準所衍生諸多問題。就此，終須針對公平法（「母法」）
本身規範未盡完備之處，通盤檢討修正592，俾利於我國結合管制架構及
執法措施與時俱進，在各國競爭法同儕銳意求新的全球化匯流趨勢中不
致於愈發落後。
二、管轄法恆定與程序選擇自由
公平會於 2000 年首次制定「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時，公平法
上結合管制架構仍是申請許可制；公平法於 2002 年修正將結合管制由
申請許可制轉為申報異議制之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隨即小幅
修正第 4 點及第 5 點；其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再經過 4 次修正，
其體例及主要規範內容並未大幅變動，始終以第三點關於「是否管轄」
考量因素為其核心規範。然而，就在「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首次制
定之際，上述我國行政法制重大轉變已經陸續啟動：行政程序法 1999
年初制定、公布，並於 2001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關於行政機關「管
轄權」準據，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
「行政機關之管轄權，
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定之」
，同條第 5 項進一步規定：
「管轄權
非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此即行政法學上所謂「管轄法恆定原則」
的明文規定。學者認為：基於法治國家法律安定要求，管轄權規定無論
涉及行政機關對人民為干涉或給付權限，均應以法律或法規命令（外部
法）規定，不得以內部法性質的行政規則作為其規範準據593。由此觀之，
作為一種行政規則的「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顯然不得就公平法所

592

參閱：本章第二節說明。

593

相關說明，參閱：陳敏，行政法總論，第十版，頁 953-958（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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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直接規範或授權由法規命令規定的管轄相關事項，自為規定。
然而，行政法學上所謂「管轄法恆定原則」
，終究係以「事務管轄」
為其主要適用情形，土地管轄則不在此限594。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
第 3 點關於公平會對於域外結合案件決定是否管轄所得考量因素的規
定內容，並未變更公平會依其組織法所規定執掌事項595，亦未擴張或限
縮公平法第 1 條、第 6 條、第 10 條至第 13 條、第 26 條至第 28 條、第
39 條等規定賦予公平會主管結合管制事務的法定權限。因此，
「域外結
合案件處理原則」第 3 點所觸及的管轄權議題，主要在於土地管轄範圍
如何劃定問題。
公平會為公平法主管機關596，公平會執行該法的「土地管轄」範圍，
理論上即與該法的施行區域相當。關於法規施行區域，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 15 條規定：
「法規定有施行區域或授權以命令規定施行區域者，於該
特定區域內發生效力」。由於公平法並未就其施行區域另為規定，而該
法又為中央立法，其施行區域自與我國主權行使範圍相當。此外，公平
法第 39 條針對事業違法結合及各類違反結合管制措施、未配合履行矯
正措施等行為課處罰鍰及各類不利處分，根據 2005 年初制定、公布的

594

參閱：陳敏，前揭書，頁 953。

595

參照：
（現行）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第 2 條規定：「本會掌理事項如下：一、公

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擬訂。二、公平交易法之審議。三、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
四、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之調查及處分。五、多層次傳銷政策、法規之擬訂及有關案
件之調查及處分。六、公平交易政策及法令之宣導。七、其他有關公平交易事項」。
596

公平法於 2015 年初全文修正以前，在舊法第 9 條第 1 項仿照其他行政作用法規定：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市）為縣（市）政府」，看似在地方自治團體層級尚有土地管轄劃分規範；實則
公平法並未具體賦予地方自治團體任何權限，該項規定僅於公平會委託地方政府調查
個案資料，或請求協助宣傳活動時有其規範實益。相關說明，參閱：廖義男等，公平
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
，第九條，邊碼 17-18。現行法第 6 條第 1 項已刪除後段
文字，直接規定公平會為該法唯一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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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罰法第 6 條規定，更應嚴格遵循屬地主義原則：「在中華民國領域
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適用本法。（第 1 項）在中華民國領
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航空器或依法得由中華民國行使管轄權之區域內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以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論。（第 2 項）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
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第 3 項）
」其中，第 3 項關於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的行為或結果，須至少其一在我國境內的明文規定，即為「域外結合
案件處理原則」第 3 點關於公平會是否處理域外結合案件，進而發動罰
鍰或其他不利處分的最大範圍。
另一方面，行政程序法公布施行之後，制定於該法之前的公平法上
結合管制規範，亦隨之邁向依法行政的新階段；其中，除各項行政法上
一般原則均應一體適用之外597，各類行政行為的程序標準化及行政機關
得依效能原則選擇相應行政程序，堪稱行政法治化及現代化最重要里程
碑598。此外，有鑑於事業結合可能對於參與事業以外其他競爭者、上下
游事業及消費者造成廣泛影響，早有學者建議：允宜擴大適用行政程序
法第 54 條以下及第 107 條至 109 條聽證程序相關規定，在申報程序中
引進事前公告、公開徵詢意見及關係人表示意見相關規範，亦有助於強
化第三人權益保障與相應行政措施的程序正當性基礎599。

第二節

現行制度檢討與調整

在上述第一節就公平法上結合管制及「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沿

597

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4 條至第 10 條規定。

598

相關說明，參閱：吳庚，前揭書，頁 549-567；陳敏，前揭書，頁 792-794。

599

參閱：廖義男等，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第四章，邊碼 9（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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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與相關行政法制變遷的背景理解下，本節再次回顧本研究計畫於題旨
設定階段的以下問題意識600：
1.關於「行使管轄權」與否，主管結合事前申報的行政機關得否比
照（英美法或歐盟法下的）法院自行決定？比較各國法制之後初步發現：
韓國公平法第 2-2 條明文該法「適用於在國外實施的任何影響國內市
場的行為」
。
此問題在我國，在欠缺法律或授權法規明文規定情形下，須依法行
政的結合管制主管機關不宜自訂內部行政規則，自行決定是否「行使管
轄權」。
2.關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中各點規定，是否將其中所規範
事項涉及外國事業者（行使管轄權與否），移入「涉外案件處理要點」
（，以便與後續針對其他限制競爭行為所採取的調查及矯正措施共通事
項合併規範）？比較各國法制之後初步發現：美國 FTC 與 DOJ 於 2017
年初所共同頒布的“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AND COOPERATION”，即採取此種體例。
關於此問題，袪除上述 1.「管轄權」規範準據疑義，亦即，在不變
更法定管轄權（土地）範圍的前提下，仿照美國典範針對結合管制與其
他各類限制競爭行為調查等事宜，一併規定涉外行政事務的程序啟動、
中止及相關手續或文書格式，在規範體例上值得參酌。
3.關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中各點規定，是否將其中涉及結
合申報事項者，移入「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規範？
關於此問題，美國、歐盟等競爭法制均採類似「內外一體」的規範
體例，在我國則修訂「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增加「域外」或「涉外」
結合相關規定，並無窒礙難行之處。

600

參閱：本研究報告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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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關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中有關提出申報者規定601，是否
須移入公平法施行細則規範602？
關於擬進行的結合案件規範其負有申報義務者，涉及公法上義務課
予603，依法律保留原則意旨不宜逕以行政規則加以規定604；相較之下，
公平法施行細則係母法直接授權的法規命令，針對結合申報人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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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持有或取
得事業間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或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者，為最
終控制之事業」，則尚在憲法所容許的補充規定範圍之內605。
5.關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中有關「管轄」考量因素規定，
如果屬於境外事業是否承受申報義務的（前提）要件，是否得以行政規
則規範？是否僅能以主管機關的判斷標準或裁量基準形式規定？主管
機關認定是否「管轄」的判斷餘地或裁量權限，其規範依據何在？
就此，行政機關管轄權不得偏離其法定職掌，土地管轄亦不宜超越
我國主權有效行使範疇，已如上所述；倘若進而演變為境外事業是否承
受申報義務的前提要件，更與上述法律保留原則意旨不符。因此，倘若
所謂「考量因素」係公平會依法原已享有的判斷餘地或裁量權限事項，
例如：公平法第 26 條啟動調查處理或同法第 28 條中止調查或類似情形，

601

尤其，第 5 點第 3 款關於「外國最終控制之事業」提出申報的規定，已涉及課予

法規原所無義務相關疑義，宜以法律或授權法規明文加以規範。
602

參照：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8 條規定。

603

參照：公平法第 11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
「事業結合時…應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

雖然，單純違反申報義務者，公平法並未明定予以處罰。
604

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48 號解釋主文：公平會所訂行政規則「未對人民權

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始與法律保留原則無違。
605

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43 號解釋理由書首段：
「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

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
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
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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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以循判斷標準或裁量基準形式加以規定。
6.關於事業在我國公平法上的結合申報義務，其成立要件在於事業
間結合並且達門檻606，對照各國結合管制規範，涉及市場占有率等實體
法律關係與複雜經濟分析相關事項，基本上屬於競爭主管機關依法禁止
結合時應判斷事項，結合事前申報門檻已普遍採取營業額或併購數額等
可以迅速判斷的明確標準，我國公平法關於申報門檻卻依舊包含 2 款市
場占有率規定，在不修改母法前提下，有無更貼近國際通行標準的務實
對策？
對照第四章我國域外結合管制實務與各國出現明顯反差情形，本研
究認為：不修改母法幾乎不可能貼近國際通行標準。即使公平會研擬推
動各種便民的表格勾選方式，或者，僅要求申報人提供不涉及市占率的
其他現成資料，在母法未刪除市占率申報門檻情形下，受限於「管轄法
恆定原則」，公平會亦不得「棄守」已達市占率法定門檻的域外結合案
件「（事務）管轄權」
，因而在制度設計上也很難迴避法定申報門檻問題。
7.有關於事業不得結合的「等待期間」，美國及歐盟等競爭法制均
要求執法機關嚴格遵守法定期限，我國有無改進現行作業方式的較佳對
策？
就此，公平法第 11 條第 7 項「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出完整申
報資料之日起算三十工作日內，不得為結合。但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
得將該期間縮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申報事業」、第 8 項「主管機關
依前項但書延長之期間，不得逾六十工作日；對於延長期間之申報案件，
應依第十三條規定作成決定」及第 9 項「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七項但書
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者，事業得逕行結合。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得逕行結合：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期間。二、事業之申報事

606

參照：公平法第 10 條及第 11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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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有虛偽不實」等規定，均可以納入考量。實務上靈活運用「縮短期間」
及確認申報人已「提出完整申報資料」並靜待「等待期間」經過，均屬
務實可行措施。
8.關於縮短「等待期間」或改採「簡化程序」的比較法經驗，我國
有何可以參考之處？
就此，現行「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七點關於「適用簡化作業
程序之結合申報類型」規定，可以納入考量；至於針對「域外」或「涉
外」結合申報特色明定適當「適用簡化作業程序」條件，則可以考慮活
用此類案件通常先後或同時向其他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出申報的實務經
驗。
9.關於區分案件繁簡，分階段審查的比較法經驗，我國有何可以參
考之處？
如上所述，倘若不修改母法幾乎不可能跳過市占率議題；倘若市占
率從申報門檻刪除，則比照各國實務操作模式，可以從文書格式、填寫
或勾選方式分類等較少涉及實體內容的事項著手，區分申報案件後續行
政作業流向及處理步驟；甚至，資訊部門也可以建立適當網路互動介面，
提供（事業提出申報前的）程序「前端」自我檢視、金額或數值試算及
各類網路諮詢服務。
10.關於公布「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s）」及提供專人諮詢的比較
法經驗，我國有何可以參考之處？透明化與保密作業如何取得平衡？
就此，我國政府資訊公開法及公平會內部保密作業規範，可以一併
納入考量；基本上，本研究認為：公開範圍愈大、程序透明度愈高、依
案件類型分流處理的可預期情形愈穩定，愈有助於申報人選擇適當格式、
程式及程序，強化上述案件繁簡分流作業模式，讓有限行政資源集中運
用於重大且繁難案件，及早「預警」甚至「預防」足以惡化市場結構的
事業結合，禁止其結合或採取必要矯正措施「防患於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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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以下，分別從域外結合案件處理規範準據調整、申報與審查作
業流程優化、資訊透明化及國際合作等 3 個面向，進一步分析相關問題
並嘗試提出改進建議。
一、規範準據：體例及其規範內涵
公平會早在 2000 年制定「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之前，已於 1996
年制定「涉外案件處理原則」，後者並於 1998 年、2002 年、2004 年、
2005 年、2012 年、2016 年多次修正發布；關於參與結合事業均屬外國
事業、結合地點在國境外等具備多重「涉外」因素的域外結合案件何以
未一併納入「涉外案件處理原則」完整規範，原因令人費解。尤其，
（現
行）
「涉外案件處理要點」第七點，竟還明文規定：
「涉及外國事業結合
申報案件之申報文件，應依事業結合申報須知辦理」，再度指向另一份
對外不具備法規效力的行政文件607。各類法規、行政規則及文件錯落紛
陳，擬申報域外結合案件的外國事業恐怕難以「一目了然」，我國「域
外」或「涉外」結合管制行政「透明度」不免有所減損。
此外，公平會在結合管制改為申報異議制 4 年之後，又自 2006 年
起制定「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並多次修正公布，其訂定目的即在於
「使結合申報案件審理標準更臻明確，俾利事業遵循」608，內容則包括
需求替代等「名詞定義」609、
「相關市場之界定」610、
「市場占有率之計

607

按（現行）
「事業結合申報須知」既無法律或法規授權依據，其主要內容又僅有結

合申報書及表格填寫、標示、註明、中文節要、印製、裝訂、線上填報等提醒事項，
最主要功能則是提供申報書格式檔案，規範內涵相當薄弱。其實，「事業結合申報須
知」及其前身，早在 1995 年即已公布，其後歷經多次修正，顯然跨越結合管制申請
許可制與申報異議制持續修正適用。
608

參照：
「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一點規定。

609

參照：
「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二點規定。

610

參照：
「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三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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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611、「審查程序」612、「審查重點」613、「適用簡化作業程序之結合
申報類型」614、
「簡化作業程序類型之例外」615、
「水平結合限制競爭效
果之考量因素」616、
「顯著限制競爭疑慮之水平結合」617、
「垂直結合限
制競爭效果之考量因素」618、
「多角化結合之審查方式」619、
「整體經濟
利益之考量因素」620、
「結合附加條件或負擔之原則」621、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意見」622、
「特定產業之審查基準」623。整體而言，
「結合申
報案件處理原則」除了並未提及「涉外」或「域外」結合案件如何申報、
審查之外，母法及其施行細則中關於結合申報異議及後續附加矯正措施
等規範，幾乎已經完整闡明其規範意旨及操作定義。
純就規範體例而言，域外結合案件申報人須就我國公平法上結合管
制基礎規範、授權法規、申報（格式）須知、申報及審查相關（專業）
詞彙釋義與流程解說、
「涉外」文件及資訊流通手續、
「域外」結合對於
我國市場或產業「影響」認定方式與各類「管轄」考量因素，分別從 6
份以上官方正式文件中反覆翻查、拼湊、對照、解讀相應規範準據，顯
然不符立法或規範經濟，頗有刪裁整併必要。至於各該規範內含所涉及

611

參照：
「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四點規定。

612

參照：
「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五點規定。

613

參照：
「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六點規定。

614

參照：
「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七點規定。

615

參照：
「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八點規定。

616

參照：
「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九點規定。

617

參照：
「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十點規定。

618

參照：
「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十一點規定。

619

參照：
「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十二點規定。

620

參照：
「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十三點規定。

621

參照：
「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十四點規定。

622

參照：
「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十五點規定。

623

參照：
「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十六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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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與程序規定，經第四章比較我國與各國處理域外結合異同情形，以
及，本章第一節分析我國結合管制相關法規及「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
沿革背景之後，也可以發現其實尚有修正調整以資因應結合管制在全球
化趨勢下和諧適用的實際需求624。
（一）現行處理原則與其他規範整併
首先，就結合管制及域外結合案件處理所涉及各類規範，依其規範
階層與性質分類，計有 4 類 7 種以上規範或文件、格式，亦即 1.母法：
公平法；2.法規命令：公平法施行細則；3.行政規則：
「結合申報案件處
理原則」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涉外案件處理要點」，以及，公
平會針對特定產業訂定所謂「該特定產業之結合處理原則」625，例如：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數位匯流相關事業跨業經營之規範說明」第六點
規定；4.不具法規效力的官方說明文件及文書格式：「事業結合申報須
知」626。
由於不同規範階層各有其制定程序及不同正當化基礎，在法治社會
不得彼此混淆，上述規範中的 1.及 2.尚須分別經國會立法、依法律授權
始能制定或修正627；因此，僅 3.及 4.得由公平會依職權訂定或調整，其

624

關於各國競爭法爭相延伸域外適用範疇，而結合管制「事前」介入監督控制事業

活動，益發激起各國競爭法制與執法措施相互競逐等說明，併請參閱：本研究報告第
一章。
625

參照：
「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十六點規定。

626

根據公平會法規檢索系統分類，「事業結合申報須知」被歸類為「行政規則」，其

「法規體系」欄位則註記為「處理原則／結合」。然而，就其內容觀之，並不符合行
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1 項關於行政規則的立法定義：「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
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
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其實，主管機關積極向外（針對潛在結合申報人）提供資
訊及文書格式，而非所謂「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才是「事業結合申報須知」
主要功能所在。
627

參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第 1 款及 2 款規定：
「左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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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4.規範性質及功能明顯異於 3.，兩者雖然並非不得相互整併628，但
其體裁終究差異不小整併不易。整體而言，最適合相互整併者，厥為並
非針對特定產業特性全面解釋相關法令、認定事實、行使裁量權，而係
跨產業別就「結合申報」
、
「域外結合」
、
「涉外案件」等事項分別訂定的
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629。
就此，倘若就域外結合案件涉及所謂「管轄」議題妥為配套調整，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三點似可併入「涉外案件處理要點」中成
為在受理、資訊、文書、執行等事項之前的「通則」；另一方面，現行
「涉外案件處理要點」第七點規定內涵，亦須配合「域外」
（及「涉外」）
結合案件處理規範納入而相應予以充實。至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
其餘各點規定，則須視其內容是否涉及有待法律授權事項630，分別併入
公平法施行細則或「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並由「結合申報案件處
理原則」完整說明「涉外」
、
「域外」結合案件在申報、審查程序上，與
一般案件相較有何特殊之處及其相應特殊規範為何。
（二）所謂「管轄」議題配套規範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的核心規範，在於其第三點關於「域外
結合案件管轄考量因素」規定，已如上所述。然而，關於該原則自行規

憲法或法律有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二、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
，同法第 6
條規定：
「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
；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2 項規定：
「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
神」
。
628

例如，倘若將「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與「事業結合申報須知」相互整併，後

者在體裁及資訊提供功能上的特性，亦須調整之後使其融入於行政規則之中。
629

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規定：
「行政規則包括下列各款之規定：一、關

於機關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配、業務處理方式、人事管理等一般性規定。二、為協
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
裁量基準」
。
630

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2 項及 159 條第 2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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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所謂「管轄」事項，涉及以下幾點（超越競爭法領域的）基礎行政法
制問題：
首先，
「事務管轄」涉及「管轄法恆定原則」
，行政規則不得欠缺法
律授權基礎下自行規範；至於「土地管轄」問題，在我國境內尚能透過
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處理631，「域外」案件管轄範圍則以我國法律施行
區域為準，涉及裁罰權限者無法超越行政罰法「屬地主義」範圍632。整
體而言，「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作為行政規則一種，既無法擴張、
亦不得限縮公平會管轄範圍。
其次，倘若「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中所謂「管轄」，其範圍自
始至終均與公平會法定權限相符，「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三點僅
「解釋」公平會既有法定權限行使方式，稱此為「管轄」應屬誤會或用
詞不夠精確；然而，第三點文字明顯表述其裁量規定意涵，倘若其規範
效力無法擴張、亦不得限縮公平會管轄範圍，僅就既有法定權限衡酌其
是否在程序上擱置相關行政措施，則改稱其為「（暫不）處理」或許更
為貼近其規範意旨。
再者，所謂「管轄」問題，公平法上各類「涉外」與「域外」案件
均可能觸及，並不限於結合申報審查作業633，且「涉外」與「域外」兩
者僅就外國連繫因素多寡、強弱略有差異，處理「管轄」問題所需面對
議題則並無二致，此所以本研究建議「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三點
似可併入「涉外案件處理要點」中。
回歸結合管制在競爭法上的特殊地位，其實源自於其先後發展「禁
止違法結合行為規範」與「事前行政監督控制規範」兩套架構「雙軌」

631

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11 條至第 19 條規定。

632

參照：行政罰法第 6 條規定。

633

對照美國及歐盟關於反托拉斯法或競爭法「域外適用」概念發展歷程，其緣由毋

寧係針對反競爭行為訴追，鮮少觸及域外結合申報審查作業相關行政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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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行背景。公平會訂定「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
，幾乎完全著眼於「第
二軌道」
，忽略我國自從結合管制改採申報異議制以後，
「第一軌道」的
相對重要性隨之提升，對照美國反托拉斯法制及受其影響甚深的日本
「獨占禁止法」
，或者，基本上也先後發展「第一軌道」及「第二軌道」
的歐盟競爭法制，即不難得知。
相較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聚焦於結合管制「第二軌道」，
現行「涉外案件處理要點」明顯偏重於「涉外」案件中，須依公平法第
26 條「依檢舉或職權調查處理」的各類型案件，具體建構其「第一軌
道」在資訊、證據取得相關手續及文件作業規範，對於「涉及外國事業
結合申報案件之申報」，則僅就其文件處理方式，指向「事業結合申報
須知」不另設規定。有鑑於上述比較法制觀察上所發現強烈反差，本研
究因而建議：公平會得參考美國 2017 年“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AND COOPERATION”體例，
將「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三點規定移入「涉外案件處理要點」中
予以統合，以便與後續針對其他限制競爭行為所採取的調查及矯正措施
共通事項合併規範。「域外結合案件」所涉及結合管制「禁止違法結合
行為規範」與「事前行政監督控制規範」兩套架構，自此可以順利「雙
軌」併行。
關於「域外」
（及「涉外」）結合申報審查作業涉及所謂「管轄」議
題特殊之處，根據本研究第四章跨國實務比較觀察，尚須再次強調者：
事業跨國結合已向其他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出申報，或者，營業活動跨越
多個競爭法制適用範圍的大型事業參與結合，即使未必符合各該競爭法
制所規範的結合要件或申報門檻，為了避免涉及違反結合申報義務疑義
或遭到各該競爭法執法機關後續針對限制競爭案件調查，轉而根據各該
競爭法制下的結合管制規範，主動向事業設立國以外多個競爭法主管機
關提出申報者，在各國律師事務所協助處理結合案件實務上並不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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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形下，無論我國對各該申報案件有無所謂「管轄權」，申報人均
已主動接受公平會透過審查其申報案件行使公權力；雖然，在此情形下，
公平會倘若後續擬發動裁罰權限、啟動行政執行程序，依舊無法超越我
國法律有效施行範圍634，
至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三點所列舉 10 款所謂「決定是
否管轄」考慮因素及概括規定，倘若移置於「涉外案件處理要點」中，
不再強調所謂「管轄」考量，轉而務實改為主管機關是否「續行」調查
處理（「第一軌道」）或審查（「第二軌道」）的裁量基準，重新定性之後，
其實很值得再次加以檢視：
「本會處理與公平交易法有關之涉及外國事業案件程序事項時（Ｘ
ＸＸＸ…），得考量下列因素，決定是否中止調查處理或審議（ＸＸＸ
Ｘ）：
（一）ＸＸＸＸ對我國市場有無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
（二）ＸＸＸＸ對本國與外國ＸＸ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
（三）ＸＸ事業之所在地及主要營業地。
（四）影響我國市場競爭之明確性程度及其預見可能性。
（五）與ＸＸ事業所屬國法律或政策造成衝突之可能性程度。
（六）行政處分強制執行之可能性。
（七）對外國事業強制執行之影響。
（八）國際條約、協定或國際組織之規範情形。
（九）ＸＸＸＸ事業在我國領域內有無生產或提供服務之設備、經
銷商、代理商或其他實質銷售管道。
（十）其他經本會認為重要之因素。」（ＸＸＸＸ或ＸＸ為本研究

634

參照：行政罰法第 6 條，以及，行政執行法第 4 條、第 6 條、第 26 條及第 35 條

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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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移置於「涉外案件處理要點」時，須配合改寫之處）
上述各款規定，除第 10 款規定在裁量基準中形同「制式」文字之
外，第 1 款幾乎抄自美國已經法典化的「效果原則」、第 4 款大抵源自
於相同的立法意旨，第 2 款也依循「效果原則」權衡市場影響的相對重
要性；就目前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並未揚棄「效果原則」
，歐盟、日本、
韓國競爭法制甚至頗有「後來居上」情勢，本研究認為：將上述規範合
併應用於「禁止違法限制競爭行為規範」及「事前行政監督控制規範」
兩類「域外」及「涉外」案件程序事項，並未違逆當前競爭法制國際發
展趨勢。
其次，上述第 5 款在「禮讓」觀點之外其實頗有對比強勢競爭法制
及其影響下其他國家類似體系的參考意味，第 7 款、第 8 款既兼顧比例
原則、遵守國際法等觀點也包含「禮讓」其他競爭法制相關考量；本研
究認為：國際「禮讓」在建構競爭法制因應全球化趨勢儘可能和諧適用
的實際需求上不可或缺，而比例原則更是我國行政機關致力追求目標635，
將上述規範合併應用於「禁止違法限制競爭行為規範」及「事前行政監
督控制規範」兩類「域外」及「涉外」案件程序事項，深具競爭法制「與
時俱進」的行政革新意涵。
至於第 3 款、第 6 款及第 9 款則不失為考量我國行政體制權限範疇
及執法成效的務實指標，參與結合事業既然在我國具有多種連結因素，
公平會也方便就近細膩處理程序及實體相關議題，原本即係公平會最容
易據以累積（同儕競爭下）自主發展所需成功案例的典型情境。整體而
言，以上各款移置於「涉外案件處理要點」，改稱「得考量下列因素，
決定中止調查處理或審議」，並以「裁量基準」形式加以規定，再將性
質近似各款比鄰排列、重新調整各款次序，並無不妥。尤其，以往礙於

635

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7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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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申報門檻中所涉及市占率問題，以及，上述第二款「對本國與外國
『相關』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中『相關』2 字導致申報審查實務轉
向「市場界定」問題，所謂「是否管轄」各款考量因素其實並未真正參
照各國競爭法「域外適用」經驗充分活用；因此，各款規定可以暫且悉
數保留，爾後再視實務運作情形增刪調整，使其更貼近於公平會針對各
類案件執法的實際操作需求。
至於上述建議「得考量下列因素，決定中止調查處理或審議」，就
「主管機關對於涉有違反本法規定…情事…調查處理」情形636，固然尚
能配套公平法第 28 條規定以資活用637；就「涉外」或「域外」結合案
件申報情形，其配套規範如何安排，尚須針對結合管制特殊之處通盤規
劃設計。
（三）通常程序及「異常」作業配套規範
域外結合案件倘若依上述（移置「涉外案件處理要點」中並修改後
的）新規範「中止審議」
，根據公平法第 11 條第 7 項規定，嗣法定（相
當於「第一階段」）30 個工作日屆滿次日起，申報人即可自由實施該申
報結合行為，就該申報案件而言，從此脫離我國公平法結合管制的事前
干預範疇（「第二軌道」）。就此，似與上述「中止調查處理」情形大不
相同，難免有論者懷疑主管機關是否「怠於」行使職權。其實，此種疑
慮並未兼顧結合管制在「事前行政監督控制規範」之外，尚須搭配處罰
規範追究違法結合者法律責任638；即便藉此「偷跑」者進而「得逞」，

636

參照：公平法第 26 條規定。

637

公平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事業涉有違反本法規定之行為進行調

查時，事業承諾在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採取具體措施停止並改正涉有違法之行為者，
主管機關得中止調查」
，同條第 3 項但書則定有恢復調查情形。
638

參照：公平法第 39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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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亦就後續「單方」效果所涉及濫用獨占地位行為639，以及，「共
同效果」所涉及聯合行為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640，依法加以追究（此亦
反托拉斯法或競爭法上「第一軌道」彼此緊密接軌的制度設計理念）。
結合管制額外擴充「事前行政監督控制規範」，其制度本旨也僅止於「預
警」並且儘可能「預防」市場結構惡化，既不可能完全攔阻市場競爭條
件變化，更不可能「滴水不漏」封堵事業提升市場力量的所有人為安排。
更何況，域外結合案件申報多出於外國事業主動，其中不乏受理機關原
本並無「管轄」機會者；尤其，域外結合申報案件往往同時或先後尚有
其他競爭法主管機關處理，倘若國際合作順利進行則不啻多個競爭法同
儕「聯防」。因勢利導，運用得宜，並無所謂「怠於」行使職權問題。
回歸結合申報處理程序，公平法第 11 條第 9 項規定：
「主管機關屆
期未為第七項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者，事業得逕行結合。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逕行結合：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期間。
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其實，業已提供緩解事業藉由扭曲
資訊「偷跑」問題的規範對策，讓結合管制向前延伸的「第二軌道」，
也能仿照主管機關針對違法行為「調查處理」
，活用公平法第 26 條及第
28 條規定即可相當程度「收放自如」情形。然而，結合管制「第二軌
道」終究僅具「預警」及（部分）
「預防」功能，在申報異議制下的「等
待期間」原本就相對短促，與「調查處理」所能運用的「裁處權時效」
不能相比641。
袪除所謂「怠於」行使職權疑慮之後，針對域外結合申報案件另須
「正面思考」者，毋寧在於多個競爭法主管機關先後或同步處理的情形

639

參照：公平法第 7 條至第 9 條規定。

640

參照：公平法第 14 條至第 18 條規定。

641

參照：公平法第 28 條第 4 項規定，並請對照：行政罰法第 27 條及第 28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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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如何善用其他競爭法同儕既已投入的寶貴資源及其專業判斷，或者
反之，如同 KFTC 般銳意爭先，儘管其他競爭法同儕已經有所決定可資
參考，依舊自行發展具有國別特色的矯正措施及其他處理方式。就此，
可以善加利用的既有規範準據，厥為公平法第 11 條第 7 項規定：「事
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算三十工作日內，不得為
結合。但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間縮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
申報事業」642，以及，上述同法第 11 條第 9 項規定：
「主管機關屆期未
為第七項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者，事業得逕行結合。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得逕行結合：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期間。二、
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倘若依上述建議，將所謂「管轄」相關
規定移置於「涉外案件處理要點」中，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
其餘規定或實務處理方式涉及更為細緻的申報審查程序規範者，則可以
移置「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中，現行「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
七點及第八點等規定，即須配套進行調整修正。
二、申報與審查作業：標準化與機動調整
承上，倘若「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三點移置於「涉外案件處
理要點」中，改為「決定中止調查處理或審議」的裁量基準規定，則結
合申報案件中須考量「涉外」或「域外」因素特別處理者，大多須先行
檢視裁量基準並依「涉外案件處理要點」相關規定機動處理，少數通過
裁量基準轉依標準化程序審查者，則依循兼納原「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
則」中相關程序規範並配套調整後的「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辦理；
基本上，採行標準化程序的「涉外」或「域外」結合案件，其申報及審
查作業與一般本國結合案件並無二致，即使現行「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

642

參照：公平法第 11 條第 7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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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七點及第八點關於「適用簡化作業程序之結合申報類型」及「簡
化作業程序類型之例外」等規定，
「涉外」或「域外」結合案件亦應一
體適用，自不待言。
關於「涉外」或「域外」結合案件相對於一般本國結合案件所特有
情事中，可以援引為加速其案件處理者，例如：同時或先後尚有其他競
爭法主管機關處理，而申報人檢附有利於其申報案件相關決定文件者，
或者，申報案件擬實施時程緊迫，公平會因而在處理上不免感受時程壓
力等，其實均可在現行「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七點及第八點中增
訂配套條款以資因應。
反之，「涉外」或「域外」結合案件相對於一般本國結合案件所特
有情事，導致其申報審查更為曠日廢時者，例如：申報人不熟悉我國市
場結構、上下游交易環境及「市場界定」等執法實務，主管機關須反覆
函請「補正」或以其他方式強化彼此溝通者，或者，申報結合案件牽涉
我國產業及內需市場情形複雜、影響廣遠，有必要深入查核比對產業資
料（庫）
、諮詢其他機關、國內相關產業公協會及專業研究機構、智庫，
甚至舉行公聽會、聽證以提高程序周延程度與正當性者，亦須依上述公
平法第 11 條第 7 項、第 9 項及第 10 項規定，增訂延長等待期間的配套
程序規範643。
至於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採行未必涉及立法或授權法規的「軟法」
形式，例如：在適度保障資料本人隱私及營業秘密等合法權益前提下，
公布「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s）
」讓潛在結合申報人得知結合管制實務
運作規律，據以規劃安排較無違法疑慮的結合交易，自主提升法律遵循

643

參照：公平法第 11 條第 10 項規定：
「主管機關就事業結合之申報，得徵詢外界意

見，必要時得委請學術研究機構提供產業經濟分析意見。但參與結合事業之一方不同
意結合者，主管機關應提供申報結合事業之申報事由予該事業，並徵詢其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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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ance）程度，一方面固然事業因此得以控制參與結合所承擔的
風險及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減少主管機關在審查程序及後續矯正措施
上的不必要浪費，將有限行政資源挹注於重大案件積極進行（周延而詳
實的）產業調查分析，非常值得我國結合管制實務借鏡。就此，政府資
訊公開法上相關限制644，以及，公平會內規上相關規範645，理應一體注
意；具體可行措施，則頗有選擇彈性，例如：除去秘密或機敏段落、摘
要或節選值得參考且未涉及機敏資訊部分、去識別化再現案例精華等，
實務上皆可嘗試。當然，主管機關設置專人提供個案諮詢服務，或建置
包含經濟、法律等不同專業背景人員所組成的專責單位密集審理結合申
報案件，從美國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及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實務經驗中
可以得知：繁簡分流、簡案速辦、大案妥處，正是強勢競爭法制面對來
自全球的眾多結合申報案件，依舊可以集中行政資源留下不少事前「預
警」甚至「預防」市場結構惡化的典範案例關鍵所在。
此外，針對「涉外」或「域外」結合案件申報人不熟悉我國市場結
構、上下游交易環境及「市場界定」等執法實務等現象，現行「事業結
合申報須知」其實可以在申報書格式、附件資料範例，以及，「結合申
報及聯合行為申請線上填報系統」介面等方面，提供更多實用指引或案
例說明、開發更為友善的申報環境。另一方面，公平會也可以考慮開放
予申報人更多積極參與提供資訊、引導程序順利終結的各種管道，例如：
針對公平會審查時各項考慮因素646，設計由申報人得自評或試算的相應

644

例如：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同條第 2 項規定：「政府資訊屬於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四、政府機關為實施監督、管理、
檢（調）查、取締等業務，而取得或製作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對象之相關
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者…政府資訊含有前項各款限制公
開或不予提供之事項者，應僅就其他部分公開或提供之」。
645

例如：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會議資訊保密及公開辦法。

646

參照：
「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四點、第九點至第十三點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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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針對足以化解公平會關於限制競爭疑慮的矯正措施，也可以突破
職權發動的既有框架647，讓申報人可以基於本身利害考量主動提出相關
建議或具體方案。
再者，關於域外結合所涉產品或服務市場占有率問題，實務上曾就
「域外處案件理原則」第三點第一款規定「我國市場有無直接、實質且
可合理預見之影響」及第二款規定「結合行為對本國與外國『相關』市
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兩項因素，考量是否「管轄」時，就結合效果及
結合行為對『相關』市場影響加以判斷發生疑義，為操作市場界定及計
算結合事業市占率而反覆要求申報人補件。其實，上述疑義純屬誤解「…
對我國市場有無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
、
「…對本國與外國
『相關』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係指相當於公平法第 5 條規定「本
法所稱相關市場，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
648

，導致「效果原則」源起地美國當初法院僅籠統判斷對於原告可能造

成損害及內國商務上影響程度，到我國反而「精益求精」過早啟動市場
界定及市場占有率估算作業，平添困擾。就此，本研究謹建議刪除或修
改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二點所謂「對本國與外國『相關』
市場影響」中的「相關」2 字，杜絕不必要的爭議以節省寶貴行政資源。
此外，實務上也曾因域外結合案件應由外國最終控制事業向公平會
提出申報，發生該最終控制事業是否應視為該案參與結合事業疑義，進
而觸及該等最終控制事業在我國銷售相關產品市場是否亦應一併考量，

647

參照：
「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十四點規定。

648

對照公平法於 2015 年全文修正前，相當於該條規定者係舊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

「第一項所稱特定市場，係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
新法改稱「相關（產品或服務）市場」，反而致使在舊法時期已經訂定且施行多年的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中「…對本國與外國『相關』市場…」，從對應本國一般
「市場」據以對照、
「相」互「關」聯的外國一般「市場」
，轉而成為母法所定義「專
有名詞」
：「
『相關』市場」
，平添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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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及參與結合事業在我國銷售產品市占率是否須與該最終控制事業
相同產品市占率加總計算等衍生疑義。其實，單就現行公平法第 11 條
第 2 項規定反面解釋，即可否定上述疑問後半段推測；至於前半段疑問，
關於所謂「視為…參與結合事業」形同擬制原未參與結合的「最終控制
事業」為參與結合事業，無異於擴張結合管制規範適用對象。本研究認
為：將原非參與結合事業「擬制」為參與結合事業，必須以法律明文規
定為其規範準據；公平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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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將該項所規定「具有
控制性持股之人或團體」於結合所涉事務範圍內「擬制」為「事業」649，
並未將原未參與結合事業「擬制」為參與結合事業。因此，既不宜反向
由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1 項關於申報義務人規定，逆向推論出母法既未規
定亦未授權事項，更不應由不具備授權法規地位的「域外結合案件處理
原則」650，推導出具有法規效力的「擬制」規範意涵。
最後，然而，始終是我國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在國際比較上呈現強烈
反差的關鍵問題，厥為公平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至今仍保
留「市場占有率」作為申報門檻，導致我國結合申報審查程序幾乎不存
在「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差異，在不修改母法前提下，幾乎已無
貼近國際通行標準的務實對策可資運用；甚至，在「決定是否管轄」或
本研究所建議修改的「決定中止…審議」之前，即須就申報案件是否已
達「市場占有率」門檻而勞師動眾，多方查核比對不同資料來源。治本
之道，終須繼續推動公平法修正俾能與時俱進、接軌世界；例如：將過
時的申請許可舊制殘存「市場占有率」門檻規定，移置「限制競爭之不
利益」判斷標準中，即與美國或歐盟各項結合指導原則操作方式近似，

649

參照：公平法第 2 條規定。

650

參照：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五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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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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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及修法建議

各國競爭法制及其結合管制規範，彼此制定背景及發展歷程不同，
在經濟貿易全球化趨勢下雖然也有「功能趨同」的匯流現象，畢竟「大
同小異」而仍各自保有特色。我國公平會又針對域外結合案件，特別制
定「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對照美國、歐盟、日本、韓國、英國、
新加坡、紐西蘭等 7 個國家或超國家組織競爭法及其結合管制實務，目
前均無類似規範。
本研究進一步比較各國域外結合案例與我國近期域外結合案件處
理實務，在彼此大致相仿的申報審查程序構造上，卻發現就公平會其受
理域外結合案件似無所謂「單純」程序性處理空間，且多次書函往返、
要求申報人補件情形相當普遍。反之，相較於歐盟執委會以「反對聲明」
表達對於申報案件所涉及限制競爭疑慮，藉此揭露心證並促使申報人積
極參與審查程序，又准許申報人檢閱敏感資料，並透過「交涉會議」及
正式會議等不同管道與申報人溝通，換取申報人主動提出更貼近競爭法
主管機關執法立場的矯正承諾，類似周密程序安排在我國則並未出現。
導致域外結合管制在各國間顯而易見的對比差異，原因之一源自於
競爭法上結合管制規範至今仍未能彼此調和：我國由於公平法上關於結
合申報門檻，迄今仍保留 2 款市場占有率規定，不僅在域外結合案件申
報上普遍引發（準）申報人疑惑，在市場界定、競爭對手銷售數量等相
關資訊難以精確掌握情況下，不少擬參與結合的域外事業自行擴大申報
範圍，實務上以「停止審議」
、
「不予管轄」
、
「無予以管轄必要」
、
「無須
申報」等不同名義終結申報審查程序的案例因而不少；另一方面，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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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也動輒因市場界定及數值如何採計問題勞師動眾，雙方各自認定及計
算卻往往歧見叢生，不免拖延結合申報審查作業時程，實務作業上又往
往以「不禁止其結合」
、
「縮短結合等待期間」等形式終結結合申報審查
程序。
本研究回顧並整理我國公平法上結合管制規範、「域外結合案件處
理原則」、「涉外案件處理原則（／要點）」、「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
制定及修正歷程，發現我國結合管制規範由申請許可制改為申報異議制，
關於結合定義、申報門檻、審查標準等核心實體規範其實並未調整，3
項「處理原則」卻各自發展而彼此各有重點，包括公平法施行細則在內
各類涉及「域外」或「涉外」結合規範的法規、行政規則及文件錯落紛
陳，擬申報域外結合案件的外國事業恐怕難以「一目了然」。
尤其值得注意者，「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頒布施行之後，我國
行政程序法、行政罰法等內含重要行政法上一般原理原則的基礎法律陸
續公布施行，以行政規則形式明文規範「域外」案件「管轄」事項，其
規範層級是否相當、是否具備相應規範效力，在新舊行政法制架構銜接
磨合之間不無疑問。
本研究也發現：公平法上結合管制由申報許可轉為申報異議之後所
衍生最大問題，厥為殘留第 1 款及第 2 款「市場占有率」疊加及個別計
算規定。關於競爭法上的結合管制，追本溯源，始自於 1890 年美國
Sherman Act，繼而透過 Clayton Act 第 7 條強化禁止規範內涵；在上述
足以實質減少競爭或導致獨占的結合行為禁止規範（結合管制「第一軌
道」
）之外，美國國會於 1976 年通過 HSR Act，增訂證券及資產交易申
報制度，則為結合管制的事前行政監督控制規範（結合管制「第二軌道」）。
自此，針對違法結合的事後追懲與事前申報「雙軌」併行典範，又經過
日本、歐盟等競爭法制承襲發展，大英國協成員國家則以事業自動申報
形成其「第二軌道」，結合管制重心仍在「第一軌道」，並以後者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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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道撐持出另一種「雙軌」併行的結合管制架構。
至於我國公平法上的結合管制架構，於 1991 年該法制訂之初，係
針對達市占率或銷售金額門檻的結合案件，採取類似聯合行為規範的
「禁止－申請許可」管制模式，以致於舊制幾乎全面仰賴「第二軌道」
幾乎形同「單軌」管制架構。公平法上結合管制由申請許可舊制改為申
報異議新制，結合申報門檻卻仍維持 2 款舊制下以市占率為計算標準的
過時規定，就一般結合案件對於擬參與結合的國內事業已造成困擾，對
於「涉外」及「域外」結合案件中的外國事業而言，據以起算等待期間
的法定要件「提出完整申報資料」在不熟悉我國市場結構、上下游交易
環境及「市場界定」等執法實務的情形下更具有挑戰性。就此，終須針
對公平法本身規範未盡完備之處，通盤檢討修正。
本研究透過法釋義分析及域外結合案件申報審查實務歸納整理，發
現行政法上「管轄法恆定原則」無法以行政規則形式撼動，關於「域外
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三點所謂「管轄」考量問題，一方面既非「域外
結合」案件所獨有，各類「涉外」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行為亦須顧及；
另一方面，公平法第 28 條規定新增的「中止調查」程序彈性，其實在
該法第 11 條第 7 項、第 9 項及第 10 項中，也存在類似彈性規定，公平
會可以在既定法律規範中建構相應程序裁量基準。
基於以上研究發現，本研究因此建議：
一、「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三點似可併入「涉外案件處理要
點」中，一併規範「域外」
、
「涉外」結合申報及各類限制競爭與不公平
競爭行為訴追案件，補強並充實現行「涉外案件處理要點」第七點規定
內涵。
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其餘各點規定，則視其內容是否涉
及有待法律授權事項，分別併入公平法施行細則或「結合申報案件處理
原則」，並由「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完整說明「涉外」、「域外」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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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案件在申報、審查程序上，與一般案件相較有何特殊之處及其相應特
殊規範為何。
三、「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三點關於「域外結合案件管轄考
量因素」規定，移置於「涉外案件處理要點」中，不再強調所謂「管轄」
考量，轉而務實改為主管機關是否「續行」調查處理（「第一軌道」）或
審查（「第二軌道」）的裁量基準，重新定性之後，各款規定再修正如下：
「本會處理與公平交易法有關之涉及外國事業案件程序事項時（Ｘ
ＸＸＸ…），得考量下列因素，決定是否中止調查處理或審議（ＸＸＸ
Ｘ）：
（一）ＸＸＸＸ對我國市場有無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
（二）ＸＸＸＸ對本國與外國ＸＸ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
（三）ＸＸ事業之所在地及主要營業地。
（四）影響我國市場競爭之明確性程度及其預見可能性。
（五）與ＸＸ事業所屬國法律或政策造成衝突之可能性程度。
（六）行政處分強制執行之可能性。
（七）對外國事業強制執行之影響。
（八）國際條約、協定或國際組織之規範情形。
（九）ＸＸＸＸ事業在我國領域內有無生產或提供服務之設備、經
銷商、代理商或其他實質銷售管道。
（十）其他經本會認為重要之因素。」（ＸＸＸＸ或ＸＸ為本研究
建議移置於「涉外案件處理要點」時，須配合改寫之處）
四、域外（或「涉外」）結合案件依上述建議（移置「涉外案件處
理要點」中並修改後的）訂定新規範「中止審議」
，根據公平法第 11 條
第 7 項規定，嗣法定（相當於「第一階段」）30 個工作日屆滿次日起，
申報人即可自由實施該申報結合行為，建構「簡案速辦」的程序架構。
五、回歸母法上結合申報處理程序，公平法第 11 條第 9 項規定：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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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七項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者，事業得逕行結
合。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逕行結合：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
長期間。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業已提供緩解事業藉由扭
曲資訊「偷跑」問題的規範對策。
六、活用公平法第 11 條第 7 項規定：「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
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算三十工作日內，不得為結合。但主管機關認為
必要時，得將該期間縮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申報事業」，以及，上
述同法第 11 條第 9 項規定，將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其餘規
定或實務處理方式涉及更為細緻的申報審查程序規範者，移置於「結合
申報案件處理原則」中，配套調整修正現行「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
第七點及第八點等規定。
七、現行「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七點及第八點關於「適用簡
化作業程序之結合申報類型」及「簡化作業程序類型之例外」等規定，
「涉外」或「域外」結合案件亦應一體適用。
八、同時或先後尚有其他競爭法主管機關處理，而申報人檢附有利
於其申報案件相關決定文件者，或者，申報案件擬實施時程緊迫，公平
會因而在處理上不免感受時程壓力等，其實均可在現行「結合申報案件
處理原則」第七點中增訂「簡化作業程序」配套條款以資因應。
九、「涉外」或「域外」結合案件相對於一般本國結合案件所特有
情事，導致其申報審查更為曠日廢時者，例如：申報人不熟悉我國市場
結構、上下游交易環境及「市場界定」等執法實務，主管機關須反覆函
請「補正」或以其他方式強化彼此溝通者，或者，申報結合案件牽涉我
國產業及內需市場情形複雜、影響廣遠，有必要深入查核比對產業資料
（庫）、諮詢其他機關、國內相關產業公協會及專業研究機構、智庫，
甚至舉行公聽會、聽證以提高程序周延程度與正當性者，亦須依上述公
平法第 11 條第 7 項、第 9 項及第 10 項規定，增訂延長等待期間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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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規範。
十、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採行未必涉及立法或授權法規的「軟法」
形式，例如：在適度保障資料本人隱私及營業秘密等合法權益前提下，
公布「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s）
」讓潛在結合申報人得知結合管制實務
運作規律，非常值得我國結合管制借鏡。就此，政府資訊公開法上相關
限制，以及，公平會內規上相關規範，理應一體注意；具體可行措施，
則頗有選擇彈性，例如：除去秘密或機敏段落、摘要或節選值得參考且
未涉及機敏資訊、去識別化再現案例精華等，實務上皆可嘗試。此外，
針對「涉外」或「域外」結合案件申報人不熟悉我國市場結構、上下游
交易環境及「市場界定」等執法實務等現象，現行「事業結合申報須知」
其實可以在申報書格式、附件資料範例，以及，「結合申報及聯合行為
申請線上填報系統」介面等方面，提供更多實用指引或案例說明、開發
更為友善的申報環境。另一方面，公平會也可以考慮開放予申報人更多
積極參與提供資訊、引導程序順利終結的各種管道，例如：針對公平會
審查時各項考慮因素，設計由申報人得自評或試算的相應表格；關於足
以化解公平會關於限制競爭疑慮的矯正措施，也可以突破職權發動的既
有框架，讓申報人可以基於本身利害考量主動提出相關建議或具體方
案。
最後，然而，始終是我國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在國際比較上呈現強烈
反差的關鍵因素，厥為公平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至今仍保
留「市場占有率」作為申報門檻，導致我國結合申報審查程序幾乎不存
在「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差異，在不修改母法前提下，幾乎已無
貼近國際通行標準的務實對策可資運用；甚至，在「決定是否管轄」或
本研究所建議修改的「決定中止…審議」之前，即須就申報案件是否已
達「市場占有率」門檻而勞師動眾，多方查核比對不同資料來源。治本
之道，終須繼續推動公平法修正俾能與時俱進、接軌世界；例如：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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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申請許可舊制殘存「市場占有率」門檻規定，移置「限制競爭之不
利益」判斷標準中，即與美國或歐盟各項結合指導原則操作方式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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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競爭法、域外適用、結合、申請許可制、申報異議制、申報
門檻、管轄、行政程序、行政規則、中止審議、行政罰、行
政執行
公平會委託本項研究計畫「各國競爭法對於域外結合案件審查處
理方式之研究」
，於「規格需求說明」第二點「研究重點」
，即載明「
（三）
檢視我國現行處理方式有何問題（包括程序面、實體面或與我國行政
法制面的相容性）存在」及「（四）提出我國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
原則之存廢、修正或其他調整方式之具體意見，以作為本會未來修正
規劃及執法之參考」兩項，均聚焦於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
與我國行政法制相容性及其實務操作問題。
本研究從競爭法「域外管轄」概念發展過程等法制背景分析著手，
再比較各國結合管制架構及其域外結合申報審查程序，對照我國公平
法結合管制規範演變及「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形成過程與實務操
作問題，透過法釋義分析、專家訪談及研究小組會議等方式，檢視委
託研究規格需求所涉及各項問題，進而歸納重要發現，參酌各國競爭
法制及其實務經驗，研析整併修正「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
、
「涉外
案件處理要點」及「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等行政規則及發展配套
「軟法」的務實對策。
本研究有以下重要發現：
1.我國制定「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特別規範，國際比較上屬
於孤例。
2.行政程序法施行後，「管轄法恆定原則」無法以行政規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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撼動。
3.關於「域外」及「涉外」結合申報規範，多達 4 類 7 種行政規
範或文件，有進一步整併修正空間。
4.我國域外結合案件申報審查實務，幾乎不存在單純「程序」處
理空間。
5.我國結合申報門檻沿襲申請許可制時期「市場占有率」規定，
國際比較上亦屬孤例。
因此，本研究建議：廢止「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
，並將原「域
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三點各款移置「涉外案件處理要點」中，文
字亦配合修改；此外，「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增訂「域外」、「涉
外」結合申報配套規定，另於「簡化作業程序」中增訂相應規定。關
於行政作業實務，本研究也建議：適度提供「最佳實務」案例及友善
申報介面。至於造成我國域外結合案件申報審查實務明顯異於各國的
關鍵因素，亦即：結合申報門檻仍須檢討刪除其中「市場占有率」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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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Competition Law, Extraterritoriality, Merger, Authorization,
Notification, Threshold, Jurisdiction, Procedure, Guidelines,
Suspension, Penalty, Enforcement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view and Processing of
Extraterritorial Merger Cases in Taiwan and Seven
Other Competition Jurisdictions
This project aims to find out shortcomings and feasible
improvements of the merger control procedure of extraterritorial cases
through comparing different merger control regimes among competition
jurisdi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Japan, Korea, United
Kingdom, Singapore and New Zealand. Focus of this project is the
administrative guidelines for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of Taiwan to
process extraterritorial merger cases. Finding that there are no
corresponding norms in the selected merger control regimes, the research
team reviews literature about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antitrust
law. First developed in the US case law and then adopted in other
jurisdictions,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deals
mainly with remedies of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s abroad. Notifications
of extraterritorial merger cases in practices, on the other hand, proceed
mostly on a voluntary compliance basis. The research team further
endeavors dogmatically as well as pragmatically and comes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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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at this extraterritorial merger processing guidelines and
other administrative guidelines should be amended and re-organized.
Among other amendments are procedural accelerating, simplified formats
and more transparency. Re-examing the clause of notification thresholds
for merger cases in the Fair Trade Law is also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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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研究小組會議

時間：2020 年 7 月 29 日，14 時
地點：理律法律事務所
訪談人：石世豪教授，受訪者：吳志光律師、吳為涵律師
紀錄：楊紹翊、吳運源、康如儀
一、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是否需要（單獨）制定？
（一）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是否可以納入「處理涉及外國事業
案件要點」中，後者則增訂結合相關規範？
（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是否可以廢止，關於域外結合案件
行政程序事項，直接適用「處理涉及外國事業案件要點」？而域
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三點（域外案件管轄考量因素），是否可
以納入「處理涉及外國事業案件要點」規範）？
（三）或者，是否可以將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納入「結合申報
案件處理原則」？關於涉及外國事業或「域外」事項，則納入「處
理涉及外國事業案件要點」中規範？或者，所謂「域外」結合與
其他結合案件一體適用「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共通規範；至
於「域外」結合因事務性質特殊之處，針對無限制競爭疑慮毋須
高密度審查者，比照該處理原則「簡化作業程序」訂定適當規範？
此外，關於針對「域外」行為適用本國競爭法的規範依據，國際
比較上，是否有更符合我國法制情形的適切規範形式（例如：德
國 GWB§185Ⅱ直接將域外行為得適用該法的聯繫因素「效果」
明定於法律之中：＋GWB§38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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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果維持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單獨規範，或者，上述（一）
（三）仍須就「域外」結合訂定特殊規範者，其規範內容須如何
調整或修正？
回應訪談大綱：
1. 我國「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主要涉及實體事項的判斷，
該處理原則重點為是否予以管轄的判斷標準，該處理原則仍
有獨立存在的必要，因為係針對處理域外結合的相關問題。
此外，結合案件與其他調查案件有相異之處：在結合案件中，
我們與公平會間的互動類似於共同促使兩家公司結合；在調
查案件中則是公平會懷疑當事人有違法情事，而展開調查。
因此，域外結合申報有必要單獨規範。
2. 若將「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併入「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
則」將會有個好處，不論域外案件或域內案件都能用相同的
審查標準處理重複的部分。
二、域外結合案件與其他涉及外國事業案件在處理上有何異同之處？
（一）結合申報與事業違法案件處理（檢舉、調查、下命處分、
裁罰等）有何不同？
（二）違反結合申報義務、違反結合等待義務等案件處理，與
事業其他違反公平法案件處理有何不同？
（三）違反公平法案件的民事爭訟、刑事訴追等程序，與行政
（下命）處分及後續裁罰程序有何不同？（英、美等）外國競爭
法主管機關不得自行執行，須透過法院發動（民事）執行程序者，
又與我國法有何不同？（美國等）外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以發動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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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追程序處理（除違法結合之外，另構成其他）反競爭行為（例
如：勾結、共同獨佔等）者，又與我國法有何不同？
回應訪談大綱：
1. 公平會要求一部分的相關案件資料超過其他國家所需，例如：
公平會除了要求與標的相關的產品資料外，更進一步要求主
要產品資料、銷售金額、市占率與競爭對手上下游廠商的資
料。
2. 國外法律在規範門檻標準時即隱含管轄權的處理，而我國在
管轄階段中判斷市占率是件奇怪的事，雖然我國於要件中加
上「市場影響性」
，但過度模糊而導致操作上困難，因此應將
嘗試予以類型化、態樣化或制定銷售額門檻。
三、域外結合的型態有幾種？是否僅限於「二以上外國事業在我國領
域外之結合」？「結合事業分屬我國及外國領域內」及「外國事
業於我國領域外結合，導致其所屬我國領域內之關係企業或分公
司間」結合，是否亦為域外結合？「準用」處理原則規範意涵為
何？
回應訪談大綱：
1. 域外結合係單純的國外事業間結合，其結合行為發生於國外。
關於域外結合案件中，倘若有國內事業涉及是否以同一次申
報處理，實務上，如果當時域外結合申報沒有把國內事業列
入參與結合事業，而後續當地企業實體（Local entity）要進行
結合，就會變成另外一個結合案，則國內事業與國外事業間
結合即適用一般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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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準用」處理原則規範主體為申報義務人，若對申報義務人
課予義務而未為申報，依據母法規定是要被處罰，故將申報
義務人規定於行政規則內則有違法的疑慮，因為沒有法律授
權依據。假設有兩家公司，A 公司與 B 公司，倘 A 公司為 B
公司的母公司， 而 B 公司本身亦為一間營運公司（operation
company）
，結果 B 公司收購另一家公司，則 A 公司是否須為
申報義務人，此為「參與結合事業」定義的問題，涉及公平
會是否一致地就整個集團以觀，惟國內案件並無一致作法，
有部分國內事業結合案件並無必然要求由母公司提出申報。
關於此部分應明文規定，而在某種情況下亦應規定母公司須
於什麼時間點繳交相關資料。

四、關於管轄考量因素（第三點）
，除「其他經本會認為重要之因素」
既不明確又無從預見之外，是否已經窮盡列舉所有重要因素？各
款之間是否多有重複規定情形？哪些項目應刪除或修正？又，將
法院判斷管轄與否因素援用於結合管制行政程序，是否引喻失義？
各款管轄考慮因素，於民事訴訟、刑事訴追及訴訟、行政爭訟程
序中，又分別與行政程序有何異同？
回應訪談大綱：
1.

各款規定因素都不太清楚且非實務上審查過程中必要項目，

但至少在第三點第三款「結合事業之所在地及主要營業地」要
件為事前較容易判斷，也就是主要營業地的主管機關不予以禁
止結合，則臺灣無須過度管制。
2.

針對域外結合案件有無管轄權應有明確標準，否則大部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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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仍得適用簡化程序，因為簡化程序與不予管轄在時效上的效
果相同。
五、關於域外結合案件的申報義務人（第五點），第一項規定與公平
法施行細則第八條重複，有無必要重複規定？至於第二項規定
「申報人為外國事業時，應由外國最終控制之事業向本會提出申
報。但在我國設有關係企業、分公司或辦事處者，亦得由其關係
企業、分公司或辦事處具名代向本會提出申報。必要時，本會仍
得命該最終控制之事業提出相關資料。 應申報事業尚未設立者，
由參與結合之既存事業提出申報」，是否應改由公平法施行細則
（第八條）規定？關於結合申報文件、資料及應載明事項（公平
法施行細則第九條），在域外結合案件上有何實務問題？尤其，
在國際比較上，有何優劣及改革可能？
回應訪談大綱：
1. 若能將管轄權的判斷要件予以刪除而改以類型化，例如：倘若事
業於我國內沒有實體，亦無市占率，即得適用簡易程序，直接填
寫表格，待完成表格後，若尚有其他問題，則再進一步討論；如
果沒有任何問題就應予以結合。
2. 石教授提問：
「如果外國事業於我國境內沒有公司實體，是否無年
度營業額？」
回答：有部分銷售係透過國外公司直接銷售至臺灣，也就是在臺
灣無須設立公司實體。倘若客戶請我們幫忙判斷交易案對於臺灣
市場有無影響，客戶在臺灣的銷售金額若超過銷售金額門檻，則
會推定在臺灣具有一定的市場力量，因此，我們認為雖然外國事
業於域外進行任何交易案，惟對臺灣仍產生影響，此時將再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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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石教授剛才提及是否將域外概念規範於銷售營業額，即便外國
事業在台灣並無公司實體。
六、域外結合案件中，關於申報義務、應申報而未申報者處罰、結合
等待義務、違反等待義務者處罰、附加附款、違背附款者後續處
理及解體處分等行政程序，以及，如果後續發生行政訴訟等情形，
終究須以我國公平會、行政法院得依法行使公權力，並具體於系
爭案件產生法律拘束力與實際效果者，始有規範實益。就此，
「域
外管轄」是否允宜適度限縮，以免引喻失義？在國際比較上有何
值得借鏡者？
回應訪談大綱：
1. 違反相關結合規定，純域外結合尚未有事業被處罰，僅域外
公司收購臺灣公司曾予以處罰。
2. 國際上關於 Gun Jumping 的方面，在兩種情況下會出現，第
一種係等待義務，管轄機關尚未認可事業送來的文件，又該
文件尚處於等待期間，倘若未取得任何結合核准而逕自結合，
將會違反等待義務而遭受處罰；第二種類似 Sherman Act 第 1
條的情況。國際上兩種類型的案件，管轄機關認為第二類案
件極需處理，行政資源配置上應以此種限制競爭案件為優先。
如果應申報而未申報的結合案件導致卡特爾，理應適用處理
卡特爾方式，但以國內案件而言，基本上得適用卡特爾，以
違反結合申報予以處罰，例如錢櫃好樂迪案，皆利用違反結
合法規來處罰。另外，在實務上尚未出現解體的案例。
七、域外結合案件相關行政程序，能否改以「軟法」（例如：行政慣
例、官方說明、
「須知」
、實務手冊…等）取代？此外，競爭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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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提供個案諮詢窗口（專案承辦人）、供潛在結合參與者自
行評估／試算的表格或公式等，是否可行？由競爭法主管機關宣
導潛在域外結合參與者尋求國內專業律師事務所協助申報事宜，
是否合宜？國際比較上有何值得借鏡者？
回應訪談大綱：
1. 域外結合案件相關行政程序得以問答集（Q＆A）取代，將函
釋作為公告、發布年報解釋案件類型或建立互動型網頁等。
2. 此外，中文本身變成規定後，將文字抽象化後，在實務上將
會變得模糊，故應將法規轉換為類型化或案例化。例如，國
際間，ICN 有出版結合指導原則。
八、我國關於域外結合管制事務，迄今有何（重大）問題？在國際比
較上，有何優／劣之處？競爭法主管機關跨國合作經驗及相關平
台（例如：ICN）有何值得借鏡者？
回應訪談大綱：
1. 結合核准與否及相關程序應加強透明化，希冀能建立一個系
統公告案件進行狀態。
2. 關於保密義務（confidential）的部分，在有線電視案中，主
管機關曾將所有交易價格列於公開資訊上，造成業者相當大
的困擾。在歐盟，主管機關有準備保密版本與非保密版本的
文件，故承辦人員可以非常清楚哪些資訊係得以揭露。惟我
國並無此機制，主管機關僅有一個版本向大眾公布，例如對
外徵詢意見之時，主管機關會揭露市場占有率等資訊，但有
部分客戶反對揭露市場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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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於銷售額的數字部分應須特別謹慎，建議應以抽象化來徵
詢意見。
4. 結合申報等相關行政程序應更加透明化，例如，明確公告何
時公開徵詢意見。此外，公平會應加強了解事業間結合的進
行狀況與將事業所承擔的融資壓力納入審查考量。
5. 石教授提問：
「在 Gun jumping 的部分，其他管轄區曾予以處
罰，為了要保值而先去進行組織與財務上安排，域外結合有
無相關案例？」
回答：
「域外案件尚無 Gun jumping 的前例。惟國內曾討論類
似問題，某些部分進行後會變成 Gun jumping，然某些部分得
預先進行，因為一天之內不可能完成結合，於等待期間慢慢
進行結合。我們的建議為參與結合事業不能對外，只能針對
內部進行整理安排。」
九、其他關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應顧及的問題及應配套改革事項？
回應訪談大綱：
1. 希望案件相關資訊、程序須加強公開、透明。
2. 歷年案例足夠整理為資料庫，用以得知如何認定產品市場，
公平會並無累積案件相關資料，且各個結合案件判斷亦無一
定標準，應須建立一個資料庫以參考如何認定結合案件，故
我們建議公平會得委外公司進行數據分析建立資料庫，將管
轄要件部分類型化或量化，或者出版一個問答集（Q&A）。
3. 簡易程序所需的相關文件應表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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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吳秀明教授訪談摘要

時間：2020 年 9 月 26 日，14 時至 16 時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
訪談人：石世豪教授，受訪者：吳秀明教授
紀錄：吳運源、康如儀
一、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是否（單獨）制定？
回應訪談大綱：
1.

規範背景：

(1) 結合最重要 3 個處理原則，涉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處
理涉外案件要點、結合申報案件處理規則。3 個處理原則之
間有功能分工，「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是進入結合管制
後所要依循之一套規則。
(2)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只處理結合案件；域外結
合案件處理管轄權問題，主要內容為第 2 點至第 4 點，也涉
及處理原則性問題。
(3) 「處理涉及外國事業案件要點」處理所有涉外案件（包
含域外、結合），只要是涉及涉外案件就有該要點之適用，
但是須注意者，該要點僅處理技術性、程序性或執行事項（例
如 ： 送 達 、 受 理 ）， 未 包 含 原 則 事 項 之 處 理 （ 例 如 ：
Jurisdiction）。
2.

實務背景：

(1)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 5 點有關申報主體，重複
「公平法施行細則」內容，涉外事業都會優先以原則處理，可
謂便利域外事業參考。
(2) 大型公司一旦結合，營業額達到各國門檻，就會向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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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主動申報。依此，結合案件須制訂規範之理由，還有國際
反托拉斯實務考量，只有此類型域外案件需要指導原則。

3.

管轄爭議：

(1) 域外案件與涉外案件不同。涉外案件當事人一造有任何
外國因素，依照屬地或屬人主義即有管轄權，無待制定處理
原則。
(2) 純粹域外結合以外案件之各項限制，例如：調查、法權
上、外交國際困境等各方面，亦包括執行問題。
(3) 管轄（Jurisdiction）所指是我國法權所及，而改以受理
或收件，或其他程序、手續性用語等，可以避免法權處理問
題。
續問：是否需要（單獨）制定之理由，或探討重心在於管轄
（Jurisdiction）此一原則性為題，並涉及：
①. 結合申報須管轄，涉外案件調查處理反而不涉管轄，事
務輕重、用語精準與否等面向尚須斟酌。
②. 「涉及外國事業案件處理須知」如何處理各類案件之外，
更應論及所有涉外及外國連繫要素更多之「域外」案件是否
及如何繼續處理，並非純粹法制作業用語問題。
③. 文獻上探討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域外管轄），所
舉案例大部分涉及違法行為訴追，結合申報管制反而並非重
點所在。
二、 域外結合案件與其他涉及外國事業案件在處理上有何異同之
處？
回應訪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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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規範要求、制定理由與實務需要，形成：
(1)相同者：涉及外國人
(2)相異者：管轄與程序分別處理、案件類型
續問：文獻上說明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域外管轄），
絕大部分針對違法限制競爭，進一步從我國與外國案例解析、比
較：
(1)我國：結合申報受有管轄規範，涉外案件如卡特爾未論管
轄。
(2)美國：起初受理域外管轄案件以卡特爾之三倍損害賠償為
依據，兩造在美國域外發生，選擇美國法院處理。結合至
90 年代逐漸成為重點。
(3)歐盟：結合以集中化（concentration）概念，事業未根據
歐盟法規申報即屬違法行為，事業將受處罰，但也追究與共
同體不相容之域外結合案，而非僅處理申報程序問題。
(4)日本：違法結合案件亦存有管轄權爭議。結合並非僅以申
報為核心。
(5)德國：於 GWB 中規定，限制競爭行為效果影響德國，但
行為發生在德國境外者，亦適用之，屬於國際法上屬地管轄
原則例外，因此，特別規定該法適用於領域外之行為，效果
及於該法效力範圍者，亦適用該法。
續問：各國普遍重視追訴反競爭行為，包括違法結合，應申報
未申報、實質減損競爭影響等類型。域外案件處理，併入涉及外
國事業案件處理要點，可以處理所有涉外事件，所謂管轄問題方
可一致處理。此外：
(1)具有管轄權情況下，應全部適用。我國現行規定，僅能處
理結合案件，縱然適用其他類型案件，也難以追訴、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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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各國政經背景差異。
(2)德國 GWB 第 185 條第 2 項明文規定，表示此乃「重
要事項」，依「重大性保留」原則，須以法律規定。
(3)美國發生變化主因與各國貿易摩擦有關，美國開始限縮自
身法律長臂，更要求裁判規則之理由（Jurisdictional rule of
reason）
。雖然英美法體系，有關判決等同法律。國會立法所
提及「直接、實質、可預見影響」標準，仍為法院接受。
(4)處理原則之規範形式，具有彈性、可以快速調整。我國如
欲提升處理原則之法律位階或可參考德國規定。
三、 域外結合型態有幾種？僅限於「二以上外國事業在我國領域外之
結合」？
回應訪談大綱：
1. 域外案件與涉外案件不同，域外結合型態，就規範範圍觀察，
僅限於「二以上外國事業在我國領域外之結合」
。涉外案件僅
須當事人一造有外國因素；倘若至少一造存在與我國連繫因
素，即可管轄，無待制定處理原則。
2.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中，有關管轄規範並不適用於所
有案件類型，若擴大適用所有類型，如此不宜規定結合申報
規範中。
四、 關於管轄考量因素（第三點）
，除「其他經本會認為重要之因素」
既不明確又無從預見之外，是否已經窮盡列舉所有重要因素？
續問：
1.

關於公平法之域外效力，現行母法規範重心，僅及於實

務上適用最少之民事救濟，以互惠主義方式規定外國事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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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灣行使公平法所保護之私權；關於公權力如何處理涉外
案件及其執行，母法上反而沒有明文規定。
2.

行政罰法之屬地主義，為我國機關裁罰權限最大範圍。

然而，以行政作用型態分類：除行政法上義務違反之處罰權
限，依據行政罰法採屬地主義；另有下命處分，行政機關認
定違法要求停止，與處罰權限未必一致；行政機關下命停止，
倘若不能處罰將欠缺嚇阻效果。
3.

域外結合實務上不少是自願接受我國規範，將管轄概念

改以收件或處理等用語，在程序規範應可考慮。自結合申報
進入審查，乃至於實體規範有關減損競爭效果時應採矯正措
施，得選擇相應手段，我國未若美國區分 HSR Act、Sherman
Act 各依其管制重心（申報作業、違法訴追），分別規定不
同門檻。
4.

程序上彈性處理與是否管轄不同。人員或事實涉及我國

連繫因素，依屬人或屬地主義我國就有管轄權。若涉及國外
因素且屬重大，而涉及我國連繫因素反而輕微，程序上彈性
處理毋需論及捨棄管轄。彈性處理之前提在於管轄權基礎；
如此考量「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 3 點所列因素，可能
更貼近實務需要。
5.

如果嚴格從公法或行政法角度來看，管轄問題置於「域

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仍有不妥。入法方能解決管轄問題，
實務上，當事人僅為避免後續反托拉斯執法問題而主動申報。
因此，域外或涉及外國事業之處理，應著眼整體競爭法制之
適用，即使實務上顯有跨國追訴事例，若出現類似案件，公
平會得隨時調整。另一方面，「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

271

3 點「是否管轄」
，若改為不予處理、中止程序等表述方式，
更符合行政程序法概念。
6.

相較於美國反托拉斯執法，申報與因為結合而限制競爭

各有法律依據，執法機關不因申報而忽略處理實質限制競爭
行為，循禁制令程序採取矯正措施，我國並無類似做法，主
因在於我國申報程序與矯正、處罰皆屬同一程序規範，彼此
牽連。若申報過分形式化，即使後來發現結合實質影響競爭，
後續處理相對不易。
至於取得市場地位之後，濫用行為得依獨占管制或第 19條、
第 20 條等規定處理。域外案件申報者，既然同意接受我國處理，
程序一旦發動，若另有違反公平法問題，亦適用該法其他規定加
以約束。
五、 關於域外結合案件的申報義務人（第五點），第一項規定與公平
法施行細則第八條重複，有無必要重複規定？至於第二項規定
「申報人為外國事業時，應由外國最終控制之事業向本會提出申
報。但在我國設有關係企業、分公司或辦事處者，亦得由其關係
企業、分公司或辦事處具名代向本會提出申報。必要時，本會仍
得命該最終控制之事業提出相關資料。應申報事業尚未設立者，
由參與結合之既存事業提出申報」，是否應改由公平法施行細則
（第八條）規定？關於結合申報文件、資料及應載明事項（公平
法施行細則第九條），在域外結合案件有何實務問題？尤其，在
國際比較上，有何優劣及改革可能？
回應訪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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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重複規定，前已提及第五點重複施行細則之內容，

係為便利外國事業參考。目前結合案件處理尚缺全數類型之
處理管轄原則。
2.

至於第二項規定，世界各國大部分係彩銷售金額門檻，

但市占率確可真實反映市場力量，由於銷售金額僅得反映交
易規模，若欲反映結合對於市場競爭影響程度，反不若市占
率，市占率執行困難所在，係因精確界定市場相對不易。
3.

HHI 檢驗方式仍為 Merger Guidelines 所採。即使最近

修正 之美國水平指導原則，將 HHI 相對簡化，更加注重競
爭影響，強調務實、彈性考量單方或雙方效果，並輔以法令
修正加以配合。
4.

雖然解釋上，第四款並未強制規範界定相關市場，如果

承辦單位得不以市場界定作為前提，接續操作競爭分析相對
發生困難，此為承辦單位日後必須面對之問題，尤以市場競
爭影響明確程度之處理。
5.

就第 4 款而言，實為市場競爭之處理規定，承辦人員操

作相對不易。但於美國不是問題，因判斷而訴請實施矯正措
施者，主管機關即須負擔判斷義務。美國域外管轄所考慮案
件，通常為三倍損害賠償案，確定後續涉及市場界定或市占
率等實體規範，將一併估算，實為先行判斷管轄之前階問
題。
此外，原告樂於選擇美國管轄，藉由美國司法判決救濟之現
實。相對我國諸多因素必須考量，相對墊高行政成本。
六、域外結合案件中，關於申報義務、應申報而未申報者處罰、結合
等待義務、違反等待義務者處罰、附加附款、違背附款者後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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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解體處分等行政程序，以及，如果後續發生行政訴訟等情形，
終究須以我國公平會、行政法院得依法行使公權力，並具體於系
爭案件產生法律拘束力與實際效果者，始有規範實益。就此，
「域
外管轄」是否允宜適度限縮，以免引喻失義？在國際比較上有何
值得借鏡者？
續問：
1.

我國考量重點：一為「涉外要素」全部將於同一注意要點當

中考量，再者將「結合申報」全部於另一處理原則當中。有關外
國事業特別手續，亦可於「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中加以規定。
2.

管轄應是整合所有涉外要素，亦包括一個事業在我國設立登

記，或是任何一個涉外連繫因素存於我國者，無論何者，我國管
轄權仍可處理。即使完全不具連繫因素者，固然為兩個極端，若
採管轄概念，縱使欠缺法律明文，前者仍必須受理，後者未必不
受理。
3.

就法律上而言，如同 GWB 第 185 條之規範情形，
「強調」

連繫因素之考量；若併入「涉外事業案件處理原則」加以統合，
有關結合涉外因素亦可同時處理。之後亦須區分結合申報和違法
查處之差異。其次為結合案件申報處理原則，有關外國事業申報
之特別程序規定，應特別區分並另行規定，將使外國事業容易查
考。
4.

將「域外」包括在範圍更廣之「涉外」，也不只處理結合，

包括有關原則、細緻程序、技術性問題、手續等等，統一規定在
同一處理原則中，亦符合原來「域外效力」原則發展歷程。況該
原則係為處理違法案件而制定，更非為處理「結合行為」而特設，
有關追究違法行為或涉及檢舉與職權調查等事項，甚或結合有關
程序中止、縮短或延長等特殊規定，亦可規定其中。至於「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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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審查等標準化程序，應規定於「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當
中，外國事業若有要特別注意事項，亦得於「結合案件申報處理
原則」明白相應規定。
5.

因此，外國事業應如何處理有兩種觀點：一是本質就是結合

案，本國外國事業無差別待遇，與本國人同，即「國民待遇原則」。
另一種考量，實傾向有關「禮讓原則」，外國事業本無義務於台
灣申報者，使其獲得一定程序便利，如同前述有關資料填報，例
如銷售金額，或市占率等資料。
6.

相對於許多事業填報市占率資料時，深感困擾。實因市占率

意味必須進行市場界定，各國要求資料不盡相同為市場界定之典
型抱怨
七、域外結合案件相關行政程序，能否改以「軟法」（例如：行政慣
例、官方說明、
「須知」
、實務手冊…等）取代？此外，競爭法主
管機關提供個案諮詢窗口（專案承辦人）、供潛在結合參與者自
行評估／試算的表格或公式等，是否可行？由競爭法主管機關宣
導潛在域外結合參與者尋求國內專業律師事務所協助申報事宜，
是否合宜？國際比較上有何值得借鏡者？
回應訪談大綱：
1.

面對業者抱怨，其實各國有各國課題，相對事業仍會反映有關意

見。因此出現正反論述。一是與國內業者為相同處理，二是程序必要
之便利，或是相對加以「規格化」。
2.

以新加坡、紐西蘭或英國為例，紐西蘭與新加坡，採自願申報並

無結合申報義務，但若新加坡或是紐西蘭競爭主管機關認為必要，仍
得設置專門人員連繫，並提供必要建議，例如建議徵詢本地律師之法
律意見或專門處理外國事業於本地申報之案件。即使存在限制競爭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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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仍可預先判斷而通知後續資料之提送，甚或更進一步提供 Phase 2
當中，主管機關關切事項，或為確信影響市場競爭者所需補充之資料
而進入後續程序。
3.

在此類競爭主管機關，提供程序便利，視為理所當然，紐西蘭存

在類似歐盟 Letter Clearance 制度，儘早確信並提供事業需要之
Clearance，是另一種便利性之事例。
4.

此外，紐西蘭仍有禁反言之下限，即事業取得 Latter Clearance，

之後將不受無謂追究，至於我國因法制差異，申報義務、申報程序與
後續「附款」相互關聯，此等便利程序難以與我國接合。因此行政上
可為調整者，僅得國際結合申報與他國競爭，降低程序標準成為唯一
可行方法，無論是手續與文件之便利，或提供一站式服務或標準化作
業，或是減少資料取得而採取外國事業優先申報管轄區相同文件等。
八、我國關於域外結合管制事務，迄今有何（重大）問題？在國際比
較上，有何優／劣之處？競爭法主管機關跨國合作經驗及相關平
台（例如：ICN）有何值得借鏡者？
回應訪談大綱：
1.

實務上，公平會如果所能取得資訊相對有限，承辦人員發現個案

資料不足，再行要求其他必要資訊，難免又有爭議；至於管轄範圍是
否限縮，又憂慮引發疑慮，主管機關在程序進行時都必須顧及。
2.

何況在實務上，管轄長臂雖然引發國際衝突，依國際現實，強勢

國家介入後各國追隨，我國也就跟進，其實已超出單純法律問題範
疇。
續問：
1. 撇開國家法權問題，單從行政資源而言，能否做到申報
文件依規定送件後就逕予結案，或僅就就個別重要案件深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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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反而簡便；倘若欠缺法規依據、沒有限制競爭疑慮，強求外
國事業一再補件其實不妥。
2. 關於資訊公開，美國與歐盟已形成慣例，例如競爭總署
及 DOJ 就個別結合申報案件，送件之後就設置專門資料夾
（docket）
，將同一申報案件自程序開啟後有關資料或法律文件置
於其中。得公開者，亦開放第三人瀏覽查閱。
3. 我國欠缺此類系統，固然域內域外結合案件一體，但域
外結合申報更迫切需要資訊公開，尤其，外國人不便近用資料，
互動不易；於不涉及「不得公開」項目，善用網路便利性與即
時性，減少行政負擔以及申報人成本，其實可以考慮推動。惟
此涉及機關作業，落實有一定困難。
4. 事業結合審查中極端案例，涉及第 3 點第 4 款，倘若
所謂影響市場競爭之明確性程度，尚須先界定市場再實質判斷
影響，幾乎完成整套結合審查，此項判斷卻在「是否管轄」即
須進行，負擔不小。
九、其他關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應顧及的問題及應配套改革事項？
續問：
1.

我國與他國所需申報資料差異，實與標準化有關，同時

涉及申報程序中完成申報必要之形式要件。
2.

資料標準化之優點，在於後續可以轉化為具有參考價值

之資訊，進而建構資料庫，篩選案例加以分類、統計及預測，
執法也可以參考。面對新申報案件，也可以當作資料庫比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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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構標準化資料，其格式或內容呈現方式，目前欠缺一

致做法或詳細書表，或可參考律師事務所既有文件格式，只
不過，各事務所之間可能有所差異。
4.

議題七軟法，對公平會存在兩層挑戰，一是文件標準化。

NCC 成功經驗，是以資料需求者觀點出發，與資訊系統設
計者對話，設計出日後可用於資料累積、得標準化之共同格
式，因為需求者方能預先知悉後續實務所需，需要雙方長期
對話，才能夠將收集資料之項目及格式標準化。
5.

結合案申報亦可考慮利用標準化設計，提供上網填報。

例如，NCC 主管各類設備證照定期換照，即可透過網路進
行；結合案件或許相對不易，與公平會處理案件數量及事務
性質有關，以結合案申報數量，投入建置所需成本與預期利
益衡量上，或須再行斟酌。但考慮標準化優點，可以同時蒐
集產業資料，增加資訊來源；在便民同時，也能建立主管機
關本身智慧系統。此外，各國普遍公布 Best Practices，日後
其他申報者也可以參考依循，至於被公布當事人營業秘密，
適度遮蓋或去識別化也有必要。
6.

絕 大 多 數 競 爭 法 主 管 機 關 多 已 整 理 並 提 供 Best

Practices。但我國則付之闕如，外界可以查詢資料極少。或
許涉及營業秘密，也與保密義務有關。雖然不可能提供整份
卷宗，申請表格範例、必備文件、去識別化案例，或許可以
試行提供。
7.

公平會持續進行卷宗整理或資料數位化工作，公平會資

料庫將過去卷宗檔案數位化工程，持續推動，也定期於委員
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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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預算支持下，也可以推動資訊全面數位化，或委外製

作各類精美易讀手冊、介紹。此問題涉及預算運用。
數位化資料或委外成果甚至於能應用於網頁，進一步可以直
接轉化為互動式網頁，亦可以另外參考德國做法，定期出版執法
報告。
十、我國公平法上結合要件及申報門檻，有無修正必要？例如：申報
義務是否應以金額等形式門檻為主，任何實質（例如：市占率）
門檻則刪除？此外，結合要件中關於股份取得，是否應改為實質
控制？又，申報門檻是否應與結合要件脫鉤？（例如：美國 HSR
申報門檻即未緊扣 merger 概念，基本上以 acquisition 為主）
回應訪談大綱：
1.

本題有關說明已於前揭議題一至五加以說明其中理由

或正反論述。
2.

吳秀明教授曾明確指出調整方向，在未修法之際，行政

規則至少提供規範依據。結合要件及申報門檻有無修正必要，
須視法制架構與考量相關法律原則，參酌他國法制經驗與我
國實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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