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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垂直結合、數位經濟、反競爭效果 

一、研究源起 

有鑑於事業透過結合方式，有助於提升經營效率，但事業結合後，可

能利用市場地位來減少競爭者，抬高市場價格，導致妨礙競爭效果。為了

確保市場競爭及防止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競爭法主管機關制定結合管制制 

度, 可抑制損害事業之自由競爭。結合管制制度是競爭法主管機關重要執法

依據，但審查結合案件時，如果能採用一些客觀的評估方法，有助於競爭

法主管機關審查結合案件時，重要參考依據。 

本研究首先介紹廠商之間垂直結合的運作狀態，以及近年國內外結合

調查統計和國內外結合案例，其次從「競爭法經濟分析方法」初步描述與

探討，並回顧「國內外垂直結合理論及實務之文獻」，最後再分析美國、歐

盟及日本非水平結合原則。同時也說明數位經濟市場概況與發展，並探討

數位匯流產業間之垂直結合案中所涉及競爭問題以及各國主管機關因應數

位平臺、數位匯流等新穎經營方式之回應。再彙整垂直結合之經濟理論及

實務分析工具，最後蒐集近年國內外垂直結合案進行案例分析，並針對電

信、高科技、媒體等產業特性來設計問卷及訪談內容，以了解各產業不同

的價格、成本結構與利潤分配特性。期盼能提出相關建議供主管機關參考。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為從學理與實務面瞭解垂直結合對於相關市場與上下游廠商的可能影

響，提供具體的學術貢獻與執法機關決策的實徵依據，本研究分別從量化

分析與質化分析兩方面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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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量化分析 

運用公平會及上市櫃公司有關垂直結合事業相關統計銷售類型及管道、

銷售收入等，以掌握國內有關垂直結合事業的發展、運用及市場結構等原

始統計資料分析。取得原始統計資料後，接續執行次級資料統計分析，主

要將搭配商業司調查資料及公平交易委員會相關資料暨國內外有關垂直結

合相關統計資料，加以綜合分析歸納，以進一步瞭解國內外垂直結合事業

市場概況。 

（二）質化分析 

1. 問卷調查分析：針對企業具結合併購經歷為調查對象，藉由問卷獲得綜

觀資訊，增進對市場現況與趨勢了解，其中包括：(1)企業決定結合併購的

因素，(2)企業預計投入或回收的成本，(3)預估數位轉型經濟所帶來的變化

與效益，(4)企業擴張策略與同類市場差異點；(5)企業風險評估與考量。本

次發送 300份，回收 173份，經篩選具結合併購經歷得 93份，其中 41份為

高科技、媒體、電信產業。 

2. 深度訪談：邀約對象上，主要以具產業代表性，且現任集團高階主管並

且參與集團結合併購評估與決策，期望透過深度訪談與線上問卷交叉比對，

獲得分析結論，訪談目標主要獲得以下資訊：(1)市場競爭、(2)評估垂直結

合之相關數據、(3)商業模式創新與建立、(4)跨國市場策略、(5)反應台灣市

場現況、(6)挑戰與願景。 

3. 座談會：邀請學術與產業高階菁英一同進行專家座談會，結合各產業與

學術界不同實務上之經驗與觀點，以實際案例交叉討論進而對實務垂直整

合案之進行歷程與背景因素有更深一層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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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發現 

各國申報結合案件整體上皆呈現成長的趨勢，2020 年上半年超級併購

案有 27件全球併購案，下半年已達 57件之多，其中科技和電信業等併購交

易數占最大宗，整體而言，全球併購風潮不受疫情等其他外在環境因素影

響而下降，在未來預期可能有更多併購案發生。 

雖然美國之 1984 年垂直結合原則已考慮更多反競爭問題，但學者 Salop 

(2014)透過研究如何幫助從業者分析垂直和互補產品結合的競爭效果過程中，

指出 1984 年美國垂直結合原則已過時，無法反映垂直結合潛在競爭影響，

建議各機構在修訂垂直結合原則時，應考慮更多法律和政策。有關國外競

爭法之垂直結合規範中，美國繼 1984年以來，於 2020年提出最新的垂直結

合處理原則，該原則主要針對垂直結合之潛在競爭影響問題作修正，以幫

助競爭主管機關釐清垂直結合中的潛在競爭問題。而歐盟在判斷上以能力

（參與結合事業是否具有封鎖競爭對手的能力）、誘因（參與結合事業是否

存在誘因採行封鎖策略）及效果（參與結合事業採行封鎖策略時是否會損

害競爭）三大面向作為機關判斷事業結合後是否違反競爭之標準。 

垂直結合在競爭效果的本質上，存在正面與負面兩種效果。正面效益

中，垂直結合可將上、下游各自定價對於交易所產生的外部性予以內生化，

消除接續性獨占以及消除雙重邊際化等問題，帶來產量增加與價格降低等

正面效果。而負面效果中，垂直結合主要的反競爭效果為市場封鎖效果，

也就是事業參與結合後的下游競爭者，無法取得上游事業關鍵投入要素，

或是參與結合後的上游競爭者無法獲得下游有效的銷售通路，將無法在市

場上有效持續的競爭。因此，主管機關評估垂直結合時，必須同時考量這

兩種綜合效果。Mores & Salop(2013)提供了三種 vGUPPI模型，可提供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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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客觀審查之參考。 

垂直結合之經濟理論證明，廠商生產產品流程中，上、下游事業之間

若具有技術相互依存的關係時，透過垂直結合，可利用相同要素的投入便

可達到更多產出的水平，或以較少的要素投入維持相同的產出水平。換句

話說，垂直結合可有效提升具有技術相依性高的上、下游廠商在生產產品

時的效率，便可達到增加產量與利潤，並降低消費者購買價格的優勢。 

以產業面角度，從研究訪談的結果得知，台灣與國外目前蓬勃發展的

TMT（Tech, Media, and Telecom）的結合併購趨勢有所差異，台灣市場相對

較小，企業型態與法規限制關係，與國外超大型企業、平臺類型產業相去

甚遠，現階段也沒有可以與之抗衡自行研發產品或服務，所以結合併購的

方向與發展也迥異；在越來越競爭的市場下，主力投放在加值和價值等穩

健發展上，而非大幅快速擴張，取得市占或擴大戰場的方式。 

四、主要建議事項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透過分析國外案例及目前市場的演變，我國法制作業必須嚴謹面對及

思考補強的區塊，例如： 

必須儘快完善制訂數位匯流法規，否則國內市場上雖然已實際提供類

似服務，但卻適用不同法規的不對等競爭狀況，抑或有部份創新服務反而

並無任何法規可適用的空窗期，恐更不利於國內數位匯流的整體發展。 

由於Moresi & Salop(2013)提出的三種 vGUPPI模型，可衡量垂直結合後

上游結合廠商、下游結合廠商及下游競爭對手抬高價格之誘因，建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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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結合案可採用 Moresi & Salop(2013)的 vGUPPI 模型作為客觀的審查參

考。  

（二）長期性建議 

結合應用實證分析法之結果，首要在於市場界定以及產業特性評估，

因為涉及營運成本及利潤，以企業經營來看，對此的資訊提供相對保守，

但在要能更完善應用分析法的前提，就是要取得相關數值設定，因此成為

主要門檻，另外是每個產業都有其特性，在每個產業結構下又產生各自的

型態與模型，以高科技資訊服務來舉例，光內容最基本就區分軟體、硬體、

服務，但其各上中下游還依類型分為網路、系統、雲端、資安、備份、開

發應用…每項的利潤結構都不太相同，所以以特定產業，在垂直結合進行

評估的前提下，若對於欲結合的產業有相當的了解，則實證分析法或許提

供給企業不一樣的切入評估觀點，企業可以了解其中的意義，主管機關或

許更易推動此分析法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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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企業之間的結合將會是一個必然考慮的選擇，

因為適當的結合能使企業創造「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與「範疇

經濟（economies of scope）」，事業透過結合之方式，可以達到降低成本以及

維持穩定經營成長之效果，同時藉由結合的機會，企業會利用組織內部結

構的轉型機會，來提高經營上的效率表現，並使其資源達到最適配置。 

有鑑於事業透過結合方式，有助於提升經營效率，但事業結合後，可

能利用市場地位來減少競爭者，抬高市場價格，導致妨礙競爭效果。為了

確保市場競爭及防止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競爭法主管機關制定結合管制制 

度, 可抑制損害事業之自由競爭。結合管制制度是競爭法主管機關重要執法

依據，但審查結合案件時，如果能採用一些客觀的評估方法，有助於競爭

法主管機關審查結合案件時，重要參考依據。 

自 2010 年《美國水平結合處理原則》公佈後，各國在水平結合審查時，

皆能採用一些客觀的評估方法。隨着數位化經濟化的發展，垂直結合的案

件遞增，然而，不同國家對競爭法垂直結合管制制度，訂有不同規範，以

及衡量垂直結合競爭效果的方法，亦不盡相同，再加上數位經濟興起，更

加深衡量垂直結合方法之困難性。故瞭解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間採行垂直

結合管制制度及衡量垂直結合競爭效果的方法，並比較與我國垂直結合審

查制度實際案例之差異，找出垂直結合管制制度及衡量垂直結合的方法，

即成為值得探討之重要議題，同時也是本委託研究案之主要目的。 

美國結合管制之法例，係先定性是否屬於應被納管之結合態樣，繼之



   
 

2 

 

釐清是否有在進行結合前履行通報（申報）之義務，只有達到通報門檻者

才有接受進一步審查之必要。回歸我國之公平交易法，在結合之定性與申

報之管制上，亦與美國法相似，定有法律位階之門檻。 

我國之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 10條第 1項規定：「所謂結合係指

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1）與他事業合併。（2）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

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3）受讓

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4）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

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5）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

免。」，復依同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先向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提出申報：（1）事業結合時，有因結

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2）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

達四分之一。（3）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公平

會所公告之金額。 

綜合我國公平法之結合管制條文架構，我國對於一個結合案之管制步

驟大約如下： 

1. 首先，應就特定交易之安排或事實狀態為是否符合公平法第 10條所

規定結合態樣之定性。 

2. 其次，設若該案經確認有符合公平法第 10條所規定態樣之情形，即

應究其是否屬於依法應申報結合管制審查之案件為釐清，這就是上

開美國法所稱之結合前通知（申報義務）之澄清。此時，應依我國

公平法第 11條所規定，以市占率或銷售金額為標準之申報門檻為判

斷。 

3. 最後，如經確認達到申報門檻之結合案，自應依公平法第 13條的規

定，並參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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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交易安排或事實狀態所造成的整體經濟利益是否大於限制競爭之

不利益為審議。 

近年來國內外均有不少垂直結合之案例，國內已成功案例，舉例如下： 

（一） 台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金控公司）擬與保德

信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德信保險公司）結合案，據

公平會指出，台新金控公司旗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台新銀行）經營保險代理人業務，屬保險業下游銷售通路，

結合後台新金控公司將同時跨足保險商品與銷售通路，而產生垂直

結合之情況。該會分析認為倘若結合後，保德信保險公司只透過台

新金控公司旗下之台新銀行銷售保險商品，或台新金控公司旗下之

台新銀行只銷售保德信保險公司之保險商品，則台新金控公司須犧

牲原本銷售其他保險公司商品之收益，保德信保險公司亦須犧牲透

過其他通路銷售商品之收益。況且上游保險業者及下游通路業者保

險經紀業及保險代理業數量甚多，保險業者亦可直接銷售或與其他

銀行進行策略聯盟共同行銷產品，客觀上亦不易達成封鎖競爭對手

之效果，故尚難認參與結合事業在結合後，有誘因或能力從事上游

投入要素的封鎖及下游銷售通路的封鎖。故公平會審查結果認為，

本案結合尚無顯著限制競爭不利益，爰於 2020年 11月 11日第 1514

次委員會議通過，依公平交易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二） 與上述類似案例的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增加持有中國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結合案也順利於 2021年 1月 20日第 1524次

委員會議通過，公平會審查結果認為，本案結合尚無顯著限制競爭

疑慮，而得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依公平交易法

第 13條第 1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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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平會於 2020 年 11 月 4 日第 1513 次委員會議決議，有關大

無畏全球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申報人）擬透過大大數位匯

流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新加坡 Dynami Vision Pte. Ltd.之 65%股份，與

杰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杰廣）及其從屬公司、泰羅斯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泰羅斯）及其從屬公司結合案，依公平交易法第 13條第 2

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但附加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

制競爭之不利益。 

本案涉及 8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包括杰廣集團旗下南桃園、北視、

信和、群健；泰羅斯集團旗下吉元；以及申報人所控制之大豐集團旗下大

豐、台灣數位寬頻、新高雄）之結合，惟前述業者之經營區域不同而無直

接競爭關係；另本案所涉 3家固網寬頻服務業者（包括台灣寬頻通訊、大大

寬頻、高雄大大新寬頻）之市場力小，尚須面對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他固網寬頻業者之競爭，故本案對現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市場」、

「固網寬頻上網服務市場」之市場占有率、市場集中度及市場結構並無顯

著影響。而大豐集團、杰廣集團及泰羅斯集團於「多系統經營市場」水平

結合之單方效果、共同效果不大，5 大 MSO 仍維持彼此競爭狀態，尚不致

因本案而直接使得市場實際競爭不存在，但有助於參與結合事業降低頻道

取得成本、提升被結合事業之經營效率、引進新頻道節目、地方製播節目、

與 OTT業者合作（含本土業者）、引進 FTTHG-PON網路架構、提供各種優

惠資費方案，以及拓展智慧家庭與智慧社區之加值應用等有利於消費者之

多元視訊內容及網路服務等整體經濟利益。 

惟公平會指出，本案杰廣集團旗下 4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及泰羅斯集

團旗下吉元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將頻道採購權委託頻道代理商代為採購，

使頻道代理商形成類似上、下游垂直結合狀態，可能促使受託頻道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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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具 MSO 身分之頻道代理商在「頻道授權」上以互惠條件議約，而有

間接影響「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市場」競爭之疑慮；另申報人於結合後

頻道議價能力提高，對議價能力較弱之頻道供應事業或頻道代理商恐有濫

用市場力之疑慮。 

前述疑慮隨著數位匯流及跨平臺服務競爭之發展，或可減緩參與結合

事業於多系統經營市場之力量，惟現階段仍應透過附加行為管制之必要負

擔，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故依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

第 2項規定，附加下列負擔： 

1. 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應於與頻道代理商之委託採購頻

道合約屆期後（即自 2022年 1月 1日起），不再進行委託，由自身或

關係企業與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或頻道代理商議約。 

2. 申報人應於收受結合決定書次日起 3年內，於每年 7月 1日前，提供

下列資料送交公平會備查： 

（1） 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頻道採購情形及與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或頻道代理商簽訂之頻道授權相關文件。 

（2） 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跨區經營之實際開播情形

（含開播區域及實際訂戶數）。 

（3） 引進新頻道節目、地方製播節目及與 OTT 業者合作（含本土

業者）、提供自選頻道組合方案等，有利消費者之多元視訊內

容及服務之具體措施及實施成果。 

（4） 有益於整體經濟利益之成果報告（包含但不限於前開負擔關

於確保整體經濟利益之辦理事項）。 

以國外最新案例，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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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0年 9月 14日，日本軟銀集團（Soft Bank Group）同意以

400 億美元將旗下英國晶片設計公司安謀（Arm）出售給美國半

導體公司輝達（Nvidia）。Nvidia為 GPU及 AI晶片大廠，已和日

本軟銀達成協議，將以現金加股票出資 400 億美元收購手機晶片

業務 Arm。雙方將整合 Nvidia的 AI運算技術及 Arm的生態系，

推動 AI 運算到新興市場。但這項協議尚須經過多個國家的主管

機關批准，包括英國、中國、美國及歐洲聯盟。如果過關，這將

是全球數一數二大的併購案，輝達（Nvidia）可望成為半導體業

領頭羊，這項交易也將改變半導體業版圖。 

（二） 在 2020年 10月 27日，超微半導體（AMD）已確定以 350億

美元的全股票交易形式正式對 FPGA 產業龍頭賽靈思（Xilinx）

進行收購。AMD 買下 Xilinx 以後，可以透過對 CPU、GPU、

FPGA、可調適 SoC、軟體等業務的整合重組，讓旗下的產品版

圖變得更為廣闊。未來 AMD 有望在數據中心、遊戲、PC、通訊、

汽車、工業、航太、國防等領域謀得更大的發展，尤其是數據中

心業務，在有了 Xilinx 的加持之後 AMD 面對將會擁有更強的競

爭力。未來 AMD 與 Xilinx 結合後將搶攻資料中心商機，與英特

爾（intel）、輝達（NVIDIA）三分天下。該案預計 2021年底前完

成交易，重點仍是透過各國反壟斷機構審查。雖然處理器市場英

特爾仍是龍頭，但以 AMD 目前地位，透過反壟斷審查尤其中國

部分，目前看來難度不高，唯一的不確定因素，是美國屢屢對中

國半導體企業發出限售令制裁後，重要關鍵是中國監管部門會要

求 AMD FPGA業務有什麼讓步和承諾。 

近年來各國申報結合案件皆持續成長中，依圖 1-1至圖 1-3顯示 2010年

至 2019 年，我國、歐盟、美國整體上皆呈現成長的趨勢，2010 年申報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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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我國、歐盟、美國分別為 45件、274件、1166件，直到 2019年分別大

幅成長至 64 件、382 件、2091 件，換算年成長率分別為 4.69％、4.38％、

8.8％。 

依據我國 2021 年公平會網站之案件辦理情形統計，圖 1-1 顯示，我國

2002年申報結合案件有 132件，雖然 2004年即大幅減少至 33件，但自 2010

年至 2020年大致呈現成長趨勢1。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圖 1- 1 我國申請結合件數統計 

至於歐盟統計，圖 1-2 顯示，2002 年申報結合案件有 277 件，但 2007

年即大幅成長至 402 件，雖然後續 2 年皆減少申報案件數，但自 2009 年起

至 2018 年大致上皆呈現成長趨勢，2018 年達到 414 件的歷史新高點2。

                                                      
1 公 平 交 易 委 員 會 ， 「 收 辦 案 件 統 計-按 收 辦 年 月 別 」 ，

https://www.ftc.gov.tw/upload/d2c3b4fe-32c9-43b2-9e9e-5052132a2771.pdf，最後瀏覽日
期：2021/11/15。 

2 European Commission (n.a.). Statistics on mergers cases.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

policy/mergers/statistics_en,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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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圖 1- 2 歐盟申請結合件數統計 

另在美國部分，依據哈特-斯科特-羅迪尼反托拉斯改進法（Hart-Scott-

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規定，如果意欲結合的公司中有一家公司

的年收益或資產超過 1 億美元，且收購價格或被收購公司的資產超過 1,500

萬美元，應在結合前通知（premerger notification）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和司法部。圖 1-3顯示，美國 2010年申報結合案件只有

1166件，但隔年 2011年立即大幅成長至 1450件，雖然後續 2年皆小幅度減

少申報案件數，但自 2013 年起至 2019 年年年呈現成長趨勢，直到 2018 年

達到 2117件的歷史新高點3。 

 

                                                      
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n.a.). Anti trust division work load statistics FY 2010-

2019. https://www.justice.gov/atr/file/788426/download,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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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圖 1- 3 美國申請結合件數統計 

由上述得知，近十年來，各國申報結合案件整體上皆呈現成長的趨勢，

雖然近二年呈現微幅下降，惟據資誠（PwC）會計師事務所 2021年 1月 25

日發布《全球併購產業趨勢報告》指出，2020 年上半年超級併購案雖然只

有 27件全球併購活動，但整體而言卻不畏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因為 2020年

下半年仍有加速表現，超級併購案已達 57件之多，其中交易金額在 50億美

元以上的超級併購案數量明顯增加，成為挹注 2020 下半年併購交易金額成

長的關鍵力量。 

無論就併購交易件數或金額而言，科技和電信業均是 2020 年下半年成

長最強勁的產業，其中科技業併購交易件數成長 34％、金額上升 118％；電

信業併購交易件數雖僅成長 15％，但併購交易總額大增近 300％。就區域來

說，相較於 2020年上半年，美洲區在 2020年下半年的交易件數增加 20％，

歐洲、中東及非洲增加 17％，亞太區亦增加 17％。其中美洲區的併購交易

總額大增逾 200％在各區域中表現最為強勁，主要是受益於 2020 下半年幾

宗超級併購案的貢獻。在疫情下，數位轉型儼然已成為許多企業的優先事

項，多數企業對遠距科技需求急遽上升，寧可選擇併購加速發展腳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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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全球啟動無限 QE 政策下造就低利率環境，資金取得成本低，也讓企業和

私募基金買家的手頭充裕，爭相角逐數位技術與科技資產。 

在併購交易件數或金額皆持續成長的大趨勢下，垂直結合實證分析益

發彰顯其重要性，因此，本研究之目的主要探討垂直結合實證分析法之應

用，首先藉由回顧國內外垂直結合理論及實務之文獻，並透由問卷調查掌

握實務上相關問題，有系統地搜集資料以完整掌握垂直結合的特性與最新

市場概況；其次，以目前企業界最優先的數位轉型議題，深入探討數位經

濟市場之結合案件影響及變化程度，並釐清目前垂直結合之經濟理論及實

務分析工具是否必須重新評估與定義的問題；同時，分析國內外垂直結合

案例及應用之各種類型；最後，具體評估目前國內垂直結合相關法制作業

是否有其不足，期能提出具體建議供主管機關參考。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為從學理與實務面瞭解垂直結合對於相關市場與上下游廠商的可能影

響，提供具體的學術貢獻與執法機關決策的實徵依據，本研究分別從量化

分析與質化分析兩方面進行。茲說明如下： 

一、量化分析 

    運用公平會及上市櫃公司有關垂直結合事業相關統計銷售類型及管

道、銷售收入等，以掌握國內有關垂直結合事業的發展、運用及市場結構

等原始統計資料分析。取得原始統計資料後，接續執行次級資料統計分析，

主要將搭配商業司調查資料及公平交易委員會相關資料暨國內外有關垂直

結合相關統計資料，加以綜合分析歸納，以進一步瞭解國內外垂直結合事

業市場概況。 



   
 

11 

 

二、質化分析 

為求對研究範圍有深入瞭解，同時採用定性與定量研究方法，先針對

垂直結合業者進行深度訪談，其後輔以問卷調查進行量化研究。本研究考

量垂直結合事業主要商品結構，整理出目前該等事業之交易商品類型，並

歸納出垂直結合業者之不同面向。 

三、專家訪談 

本研究至少邀請 6–8名公平交易法及經濟學等專家，進行至少一場專家

座談，以本研究在文獻歸納、資料分析、評估結果，影響因素分析等，其

綜合相關分析及建議作為研討會的討論基礎，期盼藉由跨領域專家以質化

分析和量化分析的結果提供建議。對於未來執法重點商品服務，以及違法

相關類型，亦提供相關建議，供主管機關參考。 

四、文獻探討與案例模型之建構 

利用文獻回顧，建構垂直結合的實證分析及參考國內外垂直結合案例，

蒐集國外有關可能違法類型之相關理論及文獻，並審慎檢視垂直結合事業

之交易行為，包括但不限於結合門檻、上游商品的封鎖、下游銷售通路的

封鎖、相關市場之競爭、顯著競爭行為。 

五、研究步驟（如圖 1-4） 

步驟一：確立本研究以「垂直結合實證分析法之應用」為主題，提供

主管機關建議，持續改善競爭法規與提升國際競爭力。 

步驟二：建立研究流程與架構。 

步驟三：研究設計包括研究方法的選擇，以及訪談內容的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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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透過文獻回顧、配合問卷調查及專家訪談內容，期能提出具

體建議供主管機關參考。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圖 1- 4 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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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內容 

為暸解廠商間垂直結合的運作狀態及可能出現或涉及之限制競爭的相

關行為及影響，本研究主要工作內容包括： 

一、回顧國內外垂直結合理論及實務分析之文獻 

回顧國內外學術及實務文獻，了解垂直結合之特性，其對於經濟影響

的理論分析與實證結果，以及上、下游廠商彼此的供應鏈或生態系概況。

藉由文獻說明廠商間的垂直結合行為對於經濟之影響，以及其所涉及之法

律議題與垂直結合後所帶來的正、反面效果導入賽局理論，說明在垂直結

合行為中，對於事件的領導者與跟隨者之關係，並了解垂直結合對於雙方

以及整體社會將會帶來的影響，提出文獻中對於垂直結合的理論分析與實

證分析之方法與工具。 

二、整理國外競爭法之垂直結合規範 

整理國內、外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垂直結合之案件說明，及主管機關

的執法相關規範、法律依據與對於案件之考量因素，綜整社會對於廠商垂

直結合後所擁有的疑慮，舉例國內、外重要案例說明各案件對於垂直結合

的理論分析與實證分析之方法與工具，說明各案件在進行垂直結合後的成

果，瞭解其成敗因素，與整體事件對於社會帶來的影響。 

三、探討數位經濟市場之結合案件 

探討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產業間之垂直結合可能涉及之競爭議題，在

數位經濟等新型態市場的日漸發展下，特別對於網路、電信、媒體與娛樂

產業所面臨之議題做深入探討，藉以說明國內外垂直結合案例，並探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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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之相關競爭議題。 

四、彙整垂直結合之經濟理論及實證分析工具 

彙整研析垂直結合案件中對於市場界定、市場力評估、促進競爭效果

與反競爭效果的理論、實證分析工具或方法定義等等的衡量標準，以及對

於正向競爭效果、反向競爭效果的分析工具或方法，將資料進行量化及質

化分析，並檢驗其在實證分析上是否符合預期。 

五、分析國內外垂直結合案例及應用 

        針對垂直結合案件所衍生之競爭法議題，從主管機關之執法角度進行

經濟分析，說明主管機關對於實際案例涉及之競爭法議題，其具體的處理

方法與操作方式。 

六、提出具體研究建議 

提出結構面與行為面有關的因應建議，供競爭法主管機關評估參考。

提出未來可能執法重點之建議，尤其對於垂直結合廠商之規範以及預期可

能發生的違法行為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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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各國垂直結合規範 

 歐美競爭法之執法人員相關人員或研究人員，已經將經濟方法分析運

用於反托拉斯與消費者保護的調查與訴訟，基本上，經濟實證分析

（empirical analyses）等工具與概念運用於反托拉斯案件，已經成為趨勢，

且有實際操作經驗。本章先從「競爭法經濟分析方法」初步描述與探討，

其次再回顧國內外垂直結合理論及實務之文獻」，最後再分析美國、歐盟及

日本非水平結合原則。 

第一節 競爭法經濟分析方法 

（一） 市場界定的方法 

公平交易法第五條4所界定的「相關市場」，為「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

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亦即公平交易法所稱的「市場」，並非單

純指一些具有相同特徵的產品或服務之集合，而是指事業就其所提供的產

品或服務是否會對彼此的競爭產生限制所構成之範圍。 

在各種的結合個案判斷中，除了需要考量事業經營活動所提供的各式

產品和服務的內容種類外，更需要了解個案所涉及的行為對市場的影響，

因為在公平交易法執法中，相關市場界定往往會對個案的最終處理結果產

生決定性的影響，此乃因事業是否具有顯著市場力、相關行為是否在相關

市場造成限制競爭效果以及減損市場效能競爭程度，皆與相關市場界定大

小有密切關係，而競爭效果的證據也可以為市場界定提供有意義的訊息，

唯有對市場有明確且公開透明的界定，才能確定其市場力量及其行為是否

                                                      
4 全 國 法 規 資 料 庫 ， 「 公 平 交 易 法 」 ，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150002，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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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規範，並進行合理正確的評估與判斷。 

從事業受到競爭限制的來源，界定市場的基本概念包含三個方面，分

別為需求替代、供給替代、以及潛在競爭。主要的市場界定會關注在需求

替代的因素上，因為需求替代是對事業所提供之特定產品具有最直接且最

有效的約制力量，特別是對於事業的訂價決策，此也呼應美國和歐盟之規

定。而供給替代的審視時機是當其產生之效果（effectiveness）與即時性

（immediacy）等同於（equivalent）需求替代時，方才納入考量，供給替代

和潛在競爭所產生的影響不是太直接，因此會在參進分析時才會加以考慮。 

需求替代（demand substitution），依公平會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

從競爭法角度而言，需求替代是對事業所提供之特定產品具有最直接且最

有效的約制力量，特別是對於事業的訂價決策，所以產品間是否具有需求

替代關係，要從產品價格上漲後需求者的反應來觀察，通常可藉由買方過

去的反應、對買方的調查、產品特性、賣方行為以及產業專家看法取得相

關的證據或資料。供給替代（supply substitution），依公平會結合申報案件

之處理原則，指事業調整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時，競爭者或潛在競爭

者能夠提供其他具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以取代該特定商品或服務之情形。

潛在競爭（potential competition），則是指的是目前不在相關市場的廠商未

來可能透過投資 進入該相關市場。市場界定的數量分析方法很多，大致可

分為依產品市場與地理市場來界定，也可以依照個案特性，考慮是否將時

間因素納入。這些市場界定方法有理論佐證，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與說服力。    

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 5，產品市場（product 

                                                      
5  公 平 交 易 委 員 會 ，「 公 平 交 易 委 員 會 對 於 結 合 申 報 案 件 之 處 理 原 則 」，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801&docid=217&mid=1801，

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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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界定市場範圍，指的是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上，具有高

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此原則經參考歐盟執委

會「關於相關市場界定通告」（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Relevant Market for the Purposes of Community Law）6、美國 2010年「水平

結合處理原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7等規定，並彙總相關執法實

務案例，就個案相關的商品或服務之需求替代與供給替代進行分析，考量

因素有 1.產品價格變化、2.產品特性及其用途、3.產品間曾經出現替代關係

之情形、4.交易相對人在不同產品間之轉換成本大小、5.產品價格調整時，

交易相對人因價格變化而移轉購買之程度、6.交易相對人及競爭事業對於產

品間替代關係之看法、7.相關法規或行政規則之規定、8.其他與產品市場界

定相關之事證 。方法有可替代性、需求交叉彈性、供給交叉彈性、價格相

關性分析、轉換分析法、假定獨占檢定、臨界損失分析、向量自我迴歸模

型等。 

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8，地理市場指事業提供之

特定商品或服務，交易相對人可以很容易地選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之區

域範圍。此原則參考歐盟執委會「關於相關市場界定通告」（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Relevant Market for the Purposes of Community 

Law）9、美國 2010年「水平結合處理原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

10等規定，並彙整公平會執法實務案例，就案件的商品或服務需求替代、供

                                                      
6 Commission Regulation (1997). 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market for 

the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 Official Joru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 3729, 12.1997, 

5-13. 
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11). The 2010 U.S.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a 

historic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https://www.justice.gov/atr/2010-us-horizontal-

merger-guidelines-historical-and-international-perspective,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8 同註 1 。 
9 同註 6。 
10 同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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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替代進行分析，考量之因素包括：不同區域間產品價格變化及運輸成本

大小、產品特性及其用途、交易相對人在不同區域購買產品之交易成本大

小、交易相對人對產品獲取之便利性11、交易相對人在產品價格調整時，選

擇至不同區域購買之情況、交易相對人及競爭事業對於產品區域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相關法規或行政規則之規定等。方法包含移轉率理論、運輸成

本法、Elzinga-Hogarty方法等。 

首先介紹產品市場界定方法12： 

1. 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  

即交易相對人在商品或服務與其他商品或服務在功能、特性、用途、

價格或競爭之地理區域是否有合理性替代性來界定市場; 如果產品間具

有合理可替代性，則產品屬於同一市場，例如:成人與嬰兒紙尿褲，因

為尺寸不同，不具有合理可替代性，故非屬同一市場；另外，像是線

上搜尋服務（Google）和產品搜尋服務（payEasy），因為搜尋範圍和目

的不同，所以不具有合理可替代性，故非屬同一市場。合理可替代性

亦可稱為「任何正確市場描述的基本」（fundamental quality of any 

properly delineated market）13。 

2. 需求交叉彈性 

需求交叉彈性是指一產品 j 價格變動 1％時，引起一產品 i 需求數量變

                                                      
11 公平會網站，「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問答集」，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345&docid=13940&mid=6 ，

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5。 
12 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4)。競爭法經濟分析參考手冊(內部使用)。 

13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008).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Understanding the antitrust 

issues. Chicago, Ill: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19 

 

動的百分比。彈性大於 0，則表示兩產品為替代品；彈性小於 0，則兩

產品為互補品。兩個替代品間的交叉需求為正且彈性若夠大，代表該

兩產品具顯著競爭關係，故應同一相關市場中。需求交叉彈性的計算

公式為： 

𝜀𝑄𝑖𝑃𝑗

𝑑 =
𝑑𝑄𝑖

𝑑/𝑄𝑖
𝑑

𝑑𝑃𝑗/𝑃𝑗
  

若𝜀𝑄𝑖𝑃𝑗

𝑑  00，表示𝑖和𝑗商品為相互替代品；若𝜀𝑄𝑖𝑃𝑗

𝑑  00，則表示𝑖和𝑗商品為

相互互補品。 

3. 供給交叉彈性 

以需求交叉彈性為工具來界定相關市場主要源自於 Bain(1953)「Pricing 

Distribution and Employment」一書14。衡量當 j 商品價格變動 1％時，引

起 i 商品供給數量變動百分比。彈性大於 0，兩商品為替代品；彈性小

於 0，兩商品為互補品。兩個替代品間的交叉供給彈性為正且夠大，代

表該兩產品具顯著競爭關係，故應同一相關市場中。兩個替代品間的

交叉供給彈性為負，表示兩商品間的關係為互補，則可能不屬同一相

關市場中。供給交叉彈性的計算公式為： 

𝜀𝑄𝑖𝑃𝑗

𝑠 =
𝑑𝑄𝑖

𝑠/𝑄𝑖
𝑠

𝑑𝑃𝑗/𝑃𝑗
  

若𝜀𝑄𝑖𝑃𝑗

𝑠  00，表示𝑖和𝑗商品為相互替代品；若𝜀𝑄𝑖𝑃𝑗

𝑠  00，則表示𝑖和𝑗商品為

相互互補品。 

                                                      
14 Bain, J. S. (1956). Pricing, distribution, and employment: economics of an enterprise system. 

Ho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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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價格相關性分析 

利用產品間價格趨勢的相關性來界定市場，如果兩產品價格變化的方

向相同大小相近，可代表兩產品應屬同一市場，一般用價格相關係數

來判斷。如果兩產品價格變化的方向相同，大小相近，相關係數值越

趨近於 1，表示兩產品應屬同一市場。然利用此法時，須注意兩產品需

求面的替代和互補關係，還有相關係數趨近於 1可能來自於產品使用相

同的生產要素，或是外生衝擊所帶來的假性相關。價格相關係數公式

為： 

R =
1

𝑛 − 1
∑ (

𝑝𝑥 − 𝜇𝑥

𝑆𝑥
) (

𝑝𝑦 − 𝜇𝑦

𝑆𝑦
)

𝑛

𝑡=1
 

其中，𝑝𝑥和𝑝𝑦為商品價格，𝜇𝑥和𝜇𝑦為商品價格平均數，𝑆𝑥和𝑆𝑦則為標

準差。 

5. 轉換分析法15  

當產品X提高價格，導致X數量流失，若X數量流失移轉至另一種Y，

造成 Y 的銷售量增加，如果移轉率為正且比例夠高，則兩者產品間具

有顯著的競爭性，表示則兩者產品間具有代替性，就可能屬於同一市

場。如果移轉率為負，表示則兩者產品間具有互補性，就可能不屬於

同一市場。而移轉率計算式為： 

移轉率 X=（Y市占率）/（1-X市占率）16 

                                                      
15  Schlossberg, R. S. (2004).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Understanding the antitrust issues.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16 Kaplow, L., & Shapiro, C. (2007). Antitrust. Harvard University, John M. Olin Center for 

Law, Economics and Business, Discussion Paper,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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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 （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 

依公平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理原則第九點: 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是

指假設市場上有一獨占者，檢測該假設性獨占者在進行微幅、但顯著

的非暫時性價格調漲前後之利潤變化情形，也就是 SSNIP 檢定（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也有人稱為「假設的

壟斷者測試」，檢測該假設性獨占者在進行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

調漲前後之利潤變化情形，它把市場看作是一組產品群或一個區域，

尋找最小的產品群（最窄的地理區域）來判斷假定的壟斷者是否能夠

維持高於競爭價格的價格（通常假定增長 5%）至少一年獲得利潤；當

價格調漲使該假設性獨占者利潤減少，則表示原先界定之相關市場太

小，而須將其他具替代性之產品或地理區域納入，再重複進行檢測，

直到價格調漲而該假設性獨占者不減少利潤為止， 即完成相關市場界

定。至於價格上漲幅度，一般情況下爲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但在具

體個案判斷時則依案件涉及之產業或市場特性調整價格上漲幅度。 

美國在 1982 年《結合處理原則》中首先提出了 SSNIP 市場界定法，歐

盟在 1997 年《歐盟委員會關於相關市場界定的通告》中也採用了這一

方法，用於確定企業併購反壟斷規制的相關市場範圍。1989 年美國提

出 SSNIP 新的臨界損失分析方法（Critical Loss Analysis），它指為使壟

斷者漲價失敗所必需的銷售額或產出額的減少幅度，各幅度與實際中

漲價後可能發生的銷售額或產出額的減少相比較，可以確定某個替代

產品或地理區域是否屬於同一個市場，如果假定壟斷者的產出額或銷

售額損失小於估計臨界損失，那麼價格上漲就是有利可圖的，由此界

定出臨界產品（地理）市場。Moresi et al.(2017)在文章說明假設性獨占

者檢測法，已是反壟斷結合案件的標準市場界定方法，並討論了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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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檢測的方法，將重點放在企業在候選市場內外提供多種產品或服

務時測試的實施上，並討論 2010 年美國結合處理原則中討論的「假設

性卡特爾測試（Hypothetical Cartel Test）」。在產品或服務價格等於 0的

情況下，以價格「微幅但顯著」的調漲，來觀察產品間供給與需求替

代關係與程度的 SSNIP法則，將無法得出有意義的認定結果。 

解決方法主要有下列二種： 

（1） 仍以「價格」變動作為觀察替代變動的起點，但針對「多邊」的

特色修正 SSNIP 的操作過程。在具體操作方法上，在「非交易平

臺」的案件中，依多方市場間需求交叉彈性的分析法，觀察單方

市場之價格變動，對平臺「整體獲利」（overall profitability）的影

響來界定相關市場。在「交易平臺」部分，則是以平臺本身所設

定價格之微幅改變，來觀察平臺「整體獲利」改變的情況來界定

相關市場。 

（2） 改以「非價格」競爭因素的改變（如品質）作為觀察的起點。因

為 SSNIP 法則對於變動快速的高科技產業並不適合，高科技產業

主要競爭模式是非價格的競爭，如產品或服務品質或創新能力，

故應以「微幅但顯著且非暫時性之品質降低」（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Decrease of Quality，以下簡稱 SSNDQ）

來取代 SSNIP 法則。但「品質」變動往往是多面向的，因此使

SSNDQ面臨到不少操作上的困難。 

7. 臨界損失分析 

在利潤不變之下，獨占者在價格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上漲時，所能

負荷之最大銷售量減少的幅度，換言之在利潤等於損失之下，銷售量

減少的幅度就是臨界損失、同時也要計算實際損失，再比較臨界損失



   
 

23 

 

與預估實際損失之間的差異，若實際損失大於臨界損失，則待表示市

場範疇太小，必須將次佳替代性產品或地理區域內入，重新進行檢測，

再比較臨界損失與實際損失，當臨界損失大於實際損失時，所選定之

候選市場即為相關市場，也就是臨界損失大於實際損失，代表屬於同

一市場。臨界損失和實際損失的計算公式為： 

臨界損失(銷售量減少百分比) =
價格上漲幅度

利潤率+價格上漲幅度
 

實際損失 = 價格上漲幅度 ×自身需求彈性 

 

如果有產品移轉率（D）可用移轉率代替實際損失，也就是： 

實際損失 = 價格上漲幅度 ×自身需求彈性 × (1 − D)。 

8. 向量自我迴歸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VAR） 

主要利用向量自我迴歸模型來檢定兩變數（產品）間的影響方向與關

係。即計量上的「Granger Causality」檢定進行分析。也就是假設 Px與

Py 是兩個產品序列，在預測 Px時，如果檢定結果發現，Py影響 Px且

Px 影響 Py，則兩者互相影響，即代表 Px 與 Py具有因果關係，二者可

能屬於同一市場。其公式為： 

𝑋𝑡 = 𝑎1 + 𝑎11𝑋𝑡−1 + 𝑎12𝑋𝑡−2 + 𝑎21𝑌𝑡−1 + 𝑎22𝑌𝑡−2 + 𝑒1𝑡 

𝑌𝑡 = 𝑎2 + 𝑏11𝑋𝑡−1 + 𝑏12𝑋𝑡−2 + 𝑏21𝑌𝑡−1 + 𝑏22𝑌𝑡−2 + 𝑒2𝑡 

        設定虛無假設 H0: 𝑎21 = 𝑎22 = 0，檢定結果若是拒絕虛無假設，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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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𝑌𝑡會影響𝑋𝑡；設定虛無假設 H0: 𝑏11 = 𝑏12 = 0，檢定結果若是拒絕

虛無假設，則代表𝑋𝑡會影響𝑌𝑡。 

地理市場界定方法： 

1. 移轉率理論:  

Posner & Landes(1980)認為當市場具有持續而不可忽視的國外進口產品，

且外國生產者產出量相對於其出口到國內市場數量之比例相對較高時，

應該將外國廠商總生產量包含於本國市場範圍之一部份，以估計其對

國內市場廠商所造成的影響。因此，當本國產品價格上漲，外國廠商

可能將原本未進入本國市場的產出移轉至本國市場，以滿足本國市場

價格上漲的需求，因此，相關地理市場應以包含此進口地區的國際市

場做為地理市場的範圍。 

2. 運輸成本法17 

當運輸成本低於兩地產品價格差時，消費者可能再外地購買，此時要

將不同地理市場納入。因此，當運輸成本高時，界定的地理市場範圍

會相對較小，而運輸成本低，則界定的地理市場範圍則相對較大。其

最小地理市場半徑（𝑀𝑡）公式設定為： 

𝑀𝑡 =
價格上漲幅度 ×產品價格

運輸成本
 

3. Elzinga-Hogarty（E-H）法 

                                                      
17 Hovenkamp, H. (2005).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St. 

Paul, MN: Thomson-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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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zinga-Hogarty(1973)提出 LIFO（Little In From Outside）與 LOFI

（Little Out From Inside）來界定地理市場，（1）LOFI由供給面來進行

判斷，當該市場本地所生產的產品，大部分都是賣給該市場內的消費

者，而僅有很小部分賣給外地消費者，即產出（exports）數量占很小

部分，此一小額的運輸量或稱小額流出量，稱為 LOFI=本地生產賣出

至外地的數量/本地總生產量。（2）LIFO 由消費面判斷，即該市場內消

費者之消費總數量，大部分是購自該市場本地之生產者，而僅有很小

部分是購自外地生產者，即投入（imports）數量，只占很小部分，此

一小額投入量 LIFO即為外地生產賣入至本地的數量/本地總消費量。若

LOFI及 LIFO的比例很小（通常為 10%或 25%），則代表本地生產和消

費，無須依賴外地產品產出和投入，該本地產品與外地產品並無明顯

的替代，故本地為一個合理的地理市場。雖然在學理上有許多可供應

用的數量分析方法來進行市場界定，但實際發生的各式結合案件，牽

涉的範疇與內容更加複雜，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尤其需要考量個案

所涉及的行為對競爭的影響來界定市場。 

（二） 市場力評估 

在經濟學的市場結構分析中，市場力（market power）指的是「廠商在

面對負斜率的需求曲線時，可以藉由改變產量以影響價格的能力」，只有完

全競爭市場的廠商不存在市場力外，其他市場的廠商則因固定成本的不同、

產品特性、消費者偏好、廠商信譽或區位等差異，而有大小程度不同的市

場力。在市場上擁有相當市場力的廠商，通常是競爭法主管機關所關注的

對象。 

市場力測度方法可為直接測度法和間接測度法。直接測度法包含價格

成本差異分析法（price-cost margin analysis），和需求和價格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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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 and price analysis），廠商利潤分析法（firm profitability analysis）

等；若產業或廠商的資料難以取得，則可以使用間接測度法來進行，間接

測度法需要先進行市場範圍的界定，以釐清相關的市場，再藉由市場占有

率（market share）、市場集中度（Concentration Ratio，CRn）、赫芬道爾-赫

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等方式分析市場集中度，同

時也會考量參進障礙及買方力量，以間接方式評估市場中現有廠商的市場

力。 

直接測度法： 

1. 價格成本差異分析法 

經濟學中的完全競爭廠商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沒有訂價能力，最後

的均衡剛好會落在價格等於邊際成本的位置；然而在其他市場結構中，

廠商有因市場力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訂價能力，使得產品價格會大於

邊際成本，因此 Lerner指數和 L-P公式就是以個別廠商產品價格和邊際

成本間的差異來計算價格成本差異，推導出廠商的市場力。Lerner指數

經過推導運算後，亦等於需求彈性的倒數，因此 Lerner指數介於 0與 1

之間（即 00L01），當事業的訂價愈接近競爭價格水準時，需求彈性越

大，Lerner 指數就越小，市場力就越小；反之，當事業的訂價越遠離競

爭水準時，需求彈性越小，Lerner 指數就越大，市場力就越大。然而，

Lerner指數所需要的價格、邊際成本、銷貨收入、銷貨成本、營業費用

等數據不容易取得，因此 Datta et al.(2011)提出可以利用營業利益率來

作為 Lerner Index之近似值。 

Posner & Landes(1980)利用彈性與價格的關係，獲得 Lerner指數和市場

占有率的關係並藉此說明市場占有率高低並不一定就能代表廠商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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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大小，產品市場需求彈性及邊緣廠商（fringe firms，即市場占有率

很小的廠商）的供給彈性亦為須考量之因素。Lerner指數會受到廠商市

場占有率（S）、產品市場需求彈性（ε𝑑）及邊緣供給彈性（e）三個因

素的影響；廠商市場占有率與 Lerner 指數呈同向變動關係，而產品市

場需求彈性及邊緣供給彈性則與 Lerner 指數呈反向變動關係，即當廠

商市場占有率越大，或者產品市場需求彈性（e）及邊緣供給彈性（e）

越小時，廠商的市場力越大。Lerner指數為 

L =
𝑃 − 𝑀𝐶

𝑃
=

1

𝜀𝑑
 

     其中 P為產品價格；MC為產品的邊際成本，𝜀𝑑為需求彈性。 

     L-P公式為： 

L =
𝑃 − 𝑀𝐶

𝑃
=

𝑆𝑖

𝑒𝑚
𝑑 + 𝑒𝑗

𝑠（1 − 𝑆𝑖）
 

其中𝑆𝑖為個別廠商的市場占有率；𝑒𝑚
𝑑為產品的市場需求彈性；𝑒𝑗

𝑠為邊

緣供給彈性。 

2. 需求和價格分析法（demand and price analysis） 

藉由計量模型來推導個別廠商剩餘需求，剩餘需求為市場個別廠商所

面對的需求，因為個別廠商在訂價時，會考慮本身的邊際成本、市場

對產品的需求、競爭對手的反應及對手的產能，因為競爭對手僅能以

其產能的產品來滿足市場需求，剩下對特定個別廠商的需求，就是剩

餘需求。利用剩餘需求（residual demand）來分析廠商的市場力，如果

剩餘需求彈性愈大，其他廠商的產品之替代性高，則廠商之市場力越

小。但此方法需要收集完整可靠的變數資料，依據消費者的模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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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適當的市場需求方程式，例如線性、非線性、對數等，才能估計出

有可信度的需求彈性，使得實際的操作並不容易。 

3. 廠商利潤分析法（firm profitability analysis） 

依據市場力之界定，當廠商長期且持續地擁有超額利潤時，代表廠商

在市場中必有相當程度的市場力，因此也可以以超額競爭利潤大小，

亦可作為該廠商市場力大小之衡量。超額利潤之衡量為：經濟利潤（π）

=總收入（TR）– 總成本（TC）– 折舊（D）– IV（利率*投資）。當超

額利潤越小，市場力越小。然而在使用此指標判斷廠商市場力時，但

須小心考量市場結構和廠商的高利潤有可能來自其努力降低成本及追

求營業效率的成果。 

間接測度法： 

1. 市場占有率 

市場占有率以市場結構為出發點來衡量市場力，若廠商的市占率大，

其需求彈性往往會比較小，市場力會比較大。要衡量市場的占有率，

就必須先界定相關的市場，確認市場中的廠商，並選擇一定期間（如

一年），採取適當的測量變數，一般常見的測度選擇變數有銷售額（最

常用的指標）、產量、產能、儲存量、資本額、資產總額、產品附加價

值、員工人數等，例如，101年中華電信固定通信用戶市占率為 96.94%，

營收計算的市占率為 84.4%。市場占有率的計算公式為： 

S𝑖 =
𝑞𝑖

𝑄
 

其中，S𝑖為第𝑖家廠商的市場占有率；𝑞𝑖是特定期間第𝑖家廠商的產品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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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或產量、產能、儲存量、資本額、資產總額、產品附加價值、員

工人數）；𝑄為特定期間相關市場內的總產品銷售量。 

市場占有率因相關資料容易取得且計算方便的等優點，成為實務上常

用的指標，大多數的競爭法主管機關也多以市場占有率衡量廠商的市

場力或獨占力。 

2. CRn （市場集中度，Concentration Ratio） 

CRn為市場集中度，衡量產業前 n家大廠商所占的市場占有率。 

𝐶𝑅𝑛 = ∑ 𝑆𝑖

𝑛

𝑖=1

 

CRn通常計算前 4大或事前 8大作為代表，其值趨近 0表示接近完全競

爭市場，若是趨近於一，則是接近（少數廠商）獨占。 

3. 赫芬道爾-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 

赫芬道爾-赫希曼指數以每家廠商銷售額市占率的百分比取平方和，來

測量巿場集中度，其公式為： 

𝐻𝐻𝐼 = ∑ 𝑆𝑖
2

𝑛

𝑖=1

 

HHI指數給予市場占有率高的事業較大的權數，用以突顯較大市場占有

率的重要程度，因此HHI較CRn測度指標能說明市場集中程度的差異，

但 HHI 指數因需要相關市場所有事業之市場占有率資料，比 CRn需要

更多市場相關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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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進分析（Entry analysis） 

廠商提高價格是否有利可圖，必須要看市場中的競爭對手會不會增加

產能來因應，或是可能會因此吸引潛在廠商進入。如果進出市場容易、

快速且進出的成本很低，市場中現有廠商無從阻止，此時無參進障礙

或低參進障礙，則會使市場現有廠商市場力無法發揮，故不可以高市

場集中度而認定具有市場力；反之，如果有參進障礙存在的話，即使

市場集中度低，亦有可能存在市場力。 

依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處理原則說明的參進程度，包含

潛在競爭者參進之可能性與及時性，及是否能對於市場內既有業者形

成競爭壓力。而依美國水平結合處理原則，指出參進容易與否就要看

參進是否及時（timely）、可能（likely）、充分（sufficient），並藉以判

斷事業是否擁有市場力。強調（1）及時：一般是指從最初計畫算起兩

年內，計算其對市場產生的影響；（2）可能：是指參進必須有利可圖；

（3）充分：意指及時和可能的參進可充分的使市場價格回到結合前的

水準 。 

5. 買方力量（Buying power） 

強大的買方有能力對抗市場力賣方的反競爭行為，但真正能抗衡賣方

的並不是買方本身規模的大小，而是買方是否具有其他賣方可供選擇，

或是買方是否能自行整合生產或扶植新供貨的廠商參進等，而新廠商

進入市場對於其他廠商的競爭影響、是否能生存等，通常也跟市場內

消費者的購買型態有關，當市場內存在少數且大量採購的消費者，則

買方的議價能力相對大，現有供給廠商的市場力就相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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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九條，抗衡力量指

的是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箝制參與結合事業提高商品價格或

服務報酬能力。而 OECD 將買方抗衡力量，需符合以下三個條件：（1）

買方在買方市場有相當大的市占率。（2）買方市場存有參進障礙。（3）

供給彈性小。例如，1998年 Stora Enso Oyj公司一案中，為參與結合事

業，生產的流體包裝紙，主要用於包裝牛奶與果汁，在市場占有率 50-

70%，具有高度市場參進障礙。但歐盟執行委員會（EC）同意此結合

案，理由為該參與結合事業所生產的 LPB中，約 60–80%是賣給單一買

主 Tetrapak。買方即有很強的議價能力，使參與事業結合事業無法任意

提高價格，因此事業結合後市占率雖高，影響市場力卻不強。 

第二節 回顧國外垂直結合理論及實務之文獻 

依據參與結合事業間位於產銷階段的關係，事業結合可以分為水平結

合（horizontal merger）、垂直結合（vertical merger）及多角化結合

（conglomerate merger）等三種型態，無論是哪一個型態之結合，皆使事業

之間的關係改變及影響相關市場發展。因此在競爭法中，主管機關扮演重

要角色來監督事業與掌握市場情況。對於主管機關而言，一個具有公平性

之處理原則就相當重要，有關水平結合處理原則之確立，學者 Hovenkamp 

& Shapiro(2018)指出保護消費者福利與穩定市場結構是結合執法重點的考慮。

有關水平結合之歷史發展，美國司法部於 1968 年首次發布結合準則以來歷

經不斷的發展。2010 年準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該準則的早期版本，尤其

是 1982 年和 1992 年發布的準則，以及 2006 年關於結合的評論。2010 年

《美國水平結合處理原則》 建立取代了 1992年版本。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

水平結合和垂直結合之相關規範中，有關限制競爭的考量因素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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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平結合（依結合申報處理原則第 9點）18  

基於「是否產生反競爭效果（adverse competitive effects）」之經濟學原

理，以水平結合而言，可區分為（1）單方效果（unilateral effect）：當

市場中競爭的二家或多家事業結合，而導致市場集中度與市場占有率

之變動時（2）共同效果（coordinated effect）：集中度的變化不僅經由

單方效果直接影響市場結果，也可能藉由改變原有均衡狀態來間接影

響市場。由於事業藉由結合能有降低成本之可能，Moresi et al.(2015)提

出了 cGUPPI指標來量化廠商結合後的協調誘因，基於美國水平結合處

理原則中的 GUPPI指標，分析廠商具有協調誘因的 Coordination GUPPI

指標（cGUPPI），這指標具更廣泛協調效果的顧慮，能解決美國水平結

合處理原則中所關注的 Parallel Accommodating Conduct（PAC）所謂的

並行包容協調行為。 

水平結合係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水平競爭關係者，我國水平結合案

件考量要點，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

（下稱結合處理原則）第 9點，考量下列因素，以評估該結合之限制競

爭效果（1）單方效果（2）共同效果（3）參進程度（4）抗衡力量（5）

其他影響限制競爭效果之因素。 

2. 垂直結合（依結合申報處理原則第 11條）19  

在結合型態中，垂直結合是常見之型態，垂直結合指參與結合之事業

存在上、下游關係，並進行之結合型態。垂直結合限制競爭效果之考

量因素，一般作業程序之垂直結合申報案件，公平會得考量下列因素，

                                                      
18 同註 1  

19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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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評估該結合之限制競爭效果：（1）結合後其他競爭者選擇交易相對

人之可能性。（2）非參與結合事業進入相關市場之困難度。（3）參與

結合事業於相關市場濫用市場力量之可能性。（4）增加競爭對手成本

之可能性。（5）導致聯合行為之可能性。（6）其他可能造成市場封鎖

效果之因素。 

經濟學家利用理論架構，將垂直結合描述為垂直生產鏈（vertical chain 

of production）中不同部門的共同所有權(Robinson, 2001)。垂直生產鏈

包括上游企業（例如製造商或供應商）和下游企業（例如零售商或需

求者）(Gaynor, 2006)。所有權安排的變化意味著，與在公開市場上購

買或出售中間產品不同，一家具有垂直結合的公司在內部生產中間產

品，會透過公司內部轉讓進行分配(Arrow, 1969)。完整的生產過程不外

乎從商品原物料、中間投入、生產最後賣給消費者。從生產到銷售的

過程中，不可能單獨由製造商完成，需透過具有上、下游的廠商來共

同完成。上游公司生產中間產品並將其出售給下游公司。在最簡單的

情況下，下游公司使用中間產品作為最終產品的投入，並將其銷售給

客戶。垂直結合需要上游企業控制下游企業（forward integration），反

之亦然（backward integration）。 

產業經濟理論的基本論述是指，產業的市場結構會影響到廠商的市場

行為，而產業的市場結構與廠商的市場行為則會共同影響到廠商的經

營績效，換句話說，在垂直結合中，上游市場的結構會影響到下游市

場的策略，最終影響到廠商的績效，同理，下游市場的結構也會影響

到上游市場的策略，是 S-C-P（結構-行為-績效）的概念。市場結構可

分為獨占、寡占、獨占性競爭和完全競爭市場。若上游廠商本身即為

獨占廠商，下游廠商為完全競爭廠商，會使上游廠商有誘因併購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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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可能採取對不同的下游廠商進行差別取價。反之，若上游廠商

是完全競爭廠商，下游廠商為獨占廠商，也會使下游廠商併購上游廠

商，原因在於，下游廠商可將不完全競爭效率損失消弭(McGee & 

Bassett, 1976)，又或者下游廠商可使上游市場的價格抬高，間接造成競

爭對手的成本增加，來增加自己的利潤(Salop & Scheffman, 1983)。或者

可能造成潛在競爭廠商不易進入市場，造成參進障礙（entry barrier）

(Bain, 1956)。假如上、下游廠商都不是完全競爭廠商，市場中的價格

是依據廠商的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而產生雙重邊際化。早期

Waterson(1982)觀察市場中的情況，利用 CES 生產函數，建立模型來分

析發生垂直結合後，廠商會如何在垂直結合中將雙重邊際化消除，使

得價格降低，產量增加，進而達到利潤增加。Gil(2015)研究 1948 年

Paramount antitrust case 對票價的影響，利用最小平方迴歸（OLS 

regression）分析，針對 26 個都市 393 家影院的價格、收入和影院所有

權調查，證實垂直結合的影院比非結合的影院價格更低，門票銷量也

更多，結合後影院的價格增長速度較慢，與理論是為一致，可消除雙

重邊際化，降低價格。 

由於垂直結合對於競爭存有正面及負面兩種效果，需適時監控及規範。

結合後之正面效益方面，交易相對人所產生之外部性予以內部化，可

消除「雙重邊際化」以及帶來價格降低與產量增加等正面效果，其中

包括節省交易成本(Coase, 1937)、促進資產專屬性投資(Williamson, 

1975、Klein, Crawford, & Alchian, 1978)。Kvaløy(2007)利用貝克、吉本

斯和墨菲（Baker, Gibbons & Murphy, BGM）模型，說明資產專屬性

（asset specificity）會誘使非結合雙方違背彼此之間的契約，但結合之

雙方不會發生此一情況。Carlton(2020)提出垂直結合之限制是解決搭便

車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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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垂直結構中，上游企業對於價格、服務數量、促銷力度等決策，

總在出售產品之後並作出決定，能間接影響上游企業的利潤，上游企

業可能具有更多的控制決策優勢。但學者 Durham(2000)透過 Spengler’s 

theory，探討雙重邊際化問題，發現大多數上游企業沒有掌握控制權，

決定利潤的是下游公司，證明了垂直外部性為上游企業控制了下游企

業事實。當下游市場具有競爭特徵，福利增加時，垂直外部性會被消

除。由於結合後可能產生封鎖的內生化（internalization）效果，最後可

能使下游市場抬高價格，Symeonidis(2010)利用兩階段定價法模型

（Bargaining over two-part tariffs model），證實當下游廠商和上游廠商之

間存在議價時，當處於同一種價格且上游廠商是獨立的，在數量競爭

狀態下，下游廠商之間的結合可提高消費者剩餘和整體福利。然而，

當處於價格競爭狀態下，或者上游廠商不獨立，或者發生其他關稅或

包含投入價格和產出水準時，下游的併購，會減少消費者剩餘和整體

福利。 

        學者 Nocke & White(2010)和 Biancini & Ettinger(2017)利用序列模型，

從事數學模型推導，結果都證實無論結合的下游買方市場力量有多大，

垂直結合會促進上游發生更多的合謀。Antelo & Bru(2006)使用雙邊寡

占模型（bilateral oligopoly model），研究當存在下游進入障礙，上游結

合後的福利及企業進行雙邊談判時，上游企業結合的動機以及績效的

影響，證明短期中，上游企業結合不會讓消費者的情況更糟，因為結

合只會導致行業租金的重新分配。長期影響，上游企業結合後，消費

者的情況會更好，因為促使更多的企業進入這一領域。在評估社會福

利時，對上游結合的限制可以防止企業過度進入市場，但如果零售商

的市場力量夠大時，結果將不一定。Casadesus-Masanell & Spulber(2000)

也根據通用汽車（GM）收購 Fisher Body 一案，透過寇斯理論（Co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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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探討該案結合後市場失靈問題，發現被收購方（Fisher Body）

在結合後，生產上沒有創造額外資產專用性之好處是受到當時經濟環

境影響，也發現這項結合案可幫助通用汽車在生產和庫存上更好。

Howell et al.(2010)運用分離與結合理論（Separation versus integration 

theory），探討電信部門在網絡和零售之間實行結構性分離，以抵消現

有運營商的市場力量的問題。由於短期電力零售業務與長期發電基礎

設施投資分離（這需要大量的前期固定成本和沉沒成本組成部分）時，

承包成本顯著增加，加劇因監管安排所產生的風險，實證結果建議，

垂直結合發生在電信供應商之間，可能會比分離帶來更有效的投資與

競爭力。學者 Mansur(2007)利用二階段最小平方法（2SLS）進行實證

分析，也發現電力市場中垂直結合可能會部分削弱市場力量，因為結

合後為企業帶來更低的交易成本，企業更不可能抬高價格，發電商出

售電力的同時，也被要求購買電力，並以固定的價格提供給他們的零

售客戶。 

        在正面效益方面，由於結合後可減少企業之間的轉讓與不確定性

並降低成本，Whyte(1994)和 Kvaløy(2007)透過沉沒成本（Sunk cost）

和 ANOVA 檢定針對資產專用性與垂直結合關係，證明其影響會帶來好

處。Salop(2016)提出關於同意令（consent decree）的初步建議，用於當

結合後一段時間內，當發現最初同意結合的條文規定並不能維持或是

恢復競爭的狀態，可透過同意令進行其他的補救措施，結合後有利於

企業在短、長期中的發展。 

        在負面效益方面，可能產生「市場封鎖效果」等反競爭效果，受

商品性質不同在特定行業中之結合也應有所規範，其效果包括提高競

爭對手成本、提高參進障礙。Chiou(2017)使用迴歸分析、促進聯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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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穩定及受管制的事業逃避價格管制等。實務中曾發生垂直結合後，

屬多產品行業的價格上漲更多；Choi & Lee(2017)使用效用函數模型進

行 分 析 ；Luco(2020)使 用 雙 重 差 分 法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Analysis），蒐集美國碳酸飲料行業資料，研究垂直結合對多產品產業

定價誘因的影響，透過垂直結合後可消除雙重邊際，雙利潤被消除後

產品價格下降，但被併購公司銷售的其他產品價格將上升。從過去文

獻中，經常看見當廠商想提高中間商品的價格時，往往會透過數量競

爭和價格競爭來達成。Arya(2008)利用基線模型（Baseline model）和寡

占模型（Cournot and Bertrand）進行分析，發現當投入外包給具有上游

市場力量的垂直結合零售競爭者時，在這種外包條件下，Bertrand 競爭

可以產生比 Cournot 競爭更高的價格、更高的行業利潤、更低的消費者

剩餘和更低的總剩餘。除了限制零售競爭以外，廠商可透過 Bertrand競

爭來限制零售商自己投入生產與競爭的程度。 

        在特定產業市場中，結合後可能使該產業之間的競爭更不公平，

學者 Froeb et al.(2005)探討美國石油行業結合以及 Arch Coal收購 Triton 

Coal 相關案件利用個案分析，分析美國石油行業一系列反競爭行為，

結果發現，在汽油市場裡，汽油價格長期會隨著投入成本、法規、供

應限制和短期需求條件而有所變動，雖然價格異常現象是可被解釋的，

但在消費者保護方面，對消費者福利的減少是明顯有影響，建議政府

應該針對特殊行業（包括石油工業）之結合有更深入的探討。尤其在

快速數位發展環境下，新型創新方式，會提升企業績效，

Khurshid(2020)利用 Order probit迴歸進行實證分析，證實科技生態利基

寬度（technological niche width）和垂直結合對提高美國混合動力電動

汽車產業績效方面有互補作用。Chiou(2017)使用迴歸分析，研究互聯

網搜尋市場中上游企業與下游企業的問題，2011 年 Google 將自家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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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價格和餐廳評級（Google收購 Zagat）比價網，整合到Google的搜索

結果中，發現 Google整合 Google Flights後，造成競爭對手的搜尋量減

少，Google收購 Zagat導致搜尋量增加。但也容易造成價格上漲問題，

例如 Scheffler et al.(2018)利用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

Hirschman Indices, HHIs），發現在高度集中之下，醫院垂直結合新增的

影響與保費增加（12%）有關，最後也會導致醫生門診服務專家價格上

漲 9%和初級保健價格上漲 5%。Post et al.(2018)藉由效率與策略理論，

提出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l），發現也有類似的情況，垂直結合對

衛生服務的負擔性構成威脅。 

        由於資訊有助於確定投入價格，誘因基礎設施投資，並促進下游

市場競爭，故企業之間所存在的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在垂直結合中更

容易發生好與壞之結合。學者 Iossa & Stroffolini(2008)利用 Access price 

regulation 方法，研究垂直結合如何影響受管制網絡產業中需求資訊的

獲取和傳輸，結果證明當需求資訊是昂貴和私有時，最佳價格與需求

水準無關。需求資訊不多、基礎設施成本低或投資風險高的新市場中，

垂直結合可確保更大的福利。Thomas(2011)利用數值法（Numerical 

analysis）及蒙特卡羅方法（Monte Carlo Method），探討在賣方成本資

訊不完全、賣方在壟斷市場中，垂直結合的模糊戰略效果，結論為垂

直結合可能無利可圖。同時，垂直結合會減少不結合賣家的利潤，有

時甚至會大幅減少。由於事業的結合不僅在事前之判斷為重要，在事

後也應有監督機制，Salop(2019)指出美國 The Jeld-Wen/CMI Merger、

The Staples/Essendant Merger、The Fresenius/NxStage Merger三起與垂直

結合相關案例，結合後可能存在反競爭疑慮，執法機關有必要主動、

客觀的方式監測結合後的行為。也有學者 Baker er al.(2019)探討垂直併

購中的五項主要原則並建議執法機關在判斷上可依此原則來減少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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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慮並調查所有潛在的反競爭危害：包括價格上漲、成本新增以

及下游競爭對手面臨的其他不利因素。（2）不預設壟斷市場的結合會

有利於競爭：研究發現執法部門對垂直結合的處理比水平結合更為寬

鬆。（3）應仔細評估結合公司的效率。（4）拒絕為垂直結合採取庇護：

各機關應拒絕為垂直結合採取庇護措施。（5）採用反競爭假設：當某

些情況下，垂直結合會損害競爭，因此在研究中提出幾種假設，包含

投入封鎖假設、客戶封鎖假設、消除潛在進入假設、顛覆性或特立的

買賣方假設、規避制定、與主導平臺的假設等。 

        近年來，為了更精準地瞭解提高價格誘因及競爭對手的成本，

Moresi & Salop(2013)提出 vGUPPI來分析上下游結合廠商及競爭對手提

高價格誘因，而 Moresi & Salop(2020)又提出 dHHI及修正 vGUPPI，認

為垂直結合也會導致有效市場集中度提高（HHI增加）及競爭公司之間

的所有權權益產生了價格誘因，故提出修正 vGUPPI，同時也有學者提

出垂直結合模擬模型，目的是評估因消除雙重邊際化（EDM）導致效

率的提高，如 Das Varma & De Stefano(2020)，Domnenko & Sibley(2020), 

Crawford et al.(2018), Cuesta et al.(2019)。同時 Trost(2021)提出 iGUPPI，

將 GUPPI 和 vGUPPI 擴展到垂直結合中，用於評估結合後下游市場的

獨立競爭對手提高產品價格的誘因程度。綜合上述國外垂直結合相關

文獻，本研究將文獻整理為下表： 

表 2- 1 綜合文獻表 

作者（年） 研究方法 研究主題與結果 性質 

Hovenkamp & 

Shapiro(2018) 

經濟理論模型

架構 

保護消費者福利與穩定市

場結構是結合執法重點的

考慮。 

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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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年） 研究方法 研究主題與結果 性質 

Moresi et al.(2015) cGUPPI 量化廠商結合後的協調誘

因。 

實務和

理論 

Robinson(2001) 產業經濟理論 垂直結合描述為垂直生產

鏈。 

理論 

Gaynor(2006) 經濟理論 探討垂直生產鏈包括上游

企業和下游企業之間關

係。（例如製造商或供應

商） 

理論 

Arrow(1969) 成本效益分析 一家具有垂直結合的公司

在內部生產中間產品，會

透過公司內部轉讓進行分

配。 

實務 

McGee & 

Bassett(1976) 

固定比例生產

函數 

下游廠商併購上游廠商的

成因。 

實務和

理論 

Salop & 

Scheffman(1983) 

案例分析 間接造成競爭對手的成本

增加，增加自己的利潤。 

實務 

Bain(1956) 參進障礙理論 潛在競爭廠商不易進入市

場，造成參進障礙。 

實務和

理論 

Waterson(1982) CES生產函

數、需求函數 

 

研究廠商會如何在垂直結

合中，將雙重邊際化消

除，使得價格降低，產量

增加。 

實務和

理論 

Gil(2015) 最小平方法 研究 Paramount antitrust 

case（1948）對票價的影

響。 

實務 

Coase(1937) 交易成本理論 節省交易成本。 實務 

Kvaløy(2007)、 布雷斯·加塔 促進資產專屬性投資。 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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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年） 研究方法 研究主題與結果 性質 

Ruzzier(2012) 雷克·穆西拉

模型 

Carlton(2020) 納許談判模型 防止搭便車情況。 實務和

理論 

Zanchettin(2017) 基線模型 消除接續性獨或雙重邊際

化。 

理論 

Durham(2000) Spengler 

theory 

探討雙重邊際化問題，發

現大多數上游企業沒有掌

握控制權，決定利潤的是

下游公司，證明了垂直外

部性為上游企業控制了下

游企業事實。 

實務和

理論 

Symeonidis(2010) 兩階段定價法

模型 

證實下游廠商和上游廠商

之間存在議價時，在數量

競爭狀態下，下游廠商之

間的結合可提高消費者剩

餘和整體福利。 

實務和

理論 

Whyte(1994)、

Kvaløy(2007) 

沉沒成本、

ANOVA 檢定 

針對資產專用性與垂直結

合關係，證明其影響會帶

來好處。 

實務和

理論 

Salop(2016) 文獻回顧法、

案例分析 

提出關於同意令的初步建

議，用於當結合後一段時

間內。這是一份簡短的提

案，要求審查和修改結契

約意法令，以便在結合完

成後的合理期限內，如果

發現初始同意結合的規定

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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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年） 研究方法 研究主題與結果 性質 

未能維持或恢復競爭，可

以給予額外的救濟。 

Nocke & 

White(2010)、

Biancini & 

Ettinger(2017) 

序列模型 垂直結合會促進上游發生

更多的合謀。 

實務和

理論 

Antelo & 

Bru(2006) 

雙邊寡占模型 當下游進入障礙，上游企

業結合的動機以及績效的

影響。 

實務和

理論 

Casadesus-

Masanell & 

Spulber(2000) 

寇斯理論 探討該案結合後市場失靈

問題。 

理論 

Howell et al.(2010) 分離與結合理

論 

探討電信部門在網絡和零

售之間實行結構性分離。 

實務和

理論 

Mansur(2007) 二階段最小平

方法 

分析電力市場垂直結合之

價格變化。 

實務 

Chiou(2017) 迴歸方法 探討負面效益方面「市場

封鎖效果」等反競爭效

果。 

實務 

Choi & Lee(2017) 效用函數模型 垂直結合後，屬多產品行

業的價格上漲更多。 

理論 

Luco(2020) Differences-in-

Differences 

Analysis 

研究垂直結合對多產品產

業定價誘因的影響。 

實務 

Arya(2008) 基線模型、寡

占模型 

Bertrand競爭可以產生比

Cournot競爭更高的價格、

更高的行業利潤、更低的

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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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年） 研究方法 研究主題與結果 性質 

消費者剩餘和更低的總剩

餘。 

Froeb et al.(2005) 文獻回顧法、

案例分析 

分析美國石油行業一系列

反競爭行為。 

實務 

Khurshid(2020) Order probit迴

歸 

證實科技生態利基寬度

（technological niche 

width）和垂直結合對提高

美國混合動力電動汽車產

業績效方面有互補作用。 

實務 

Chiou(2017) 迴歸分析 發現 Google整合 Google 

Flights後，造成競爭對手

的搜尋量減少，Google收

購 Zagat導致搜尋量增

加。 

實務 

Scheffler et 

al.(2018) 

赫芬達爾—赫

希曼指數 

高度集中之下，醫院垂直

結合新增的影響與保費

增、門診價格初級保健價

格之關係。 

實務 

Post et al.(2018) 效率與策略理

論、概念模型 

垂直結合對衛生服務的負

擔性構成威脅。 

實務和

理論 

Iossa & 

Stroffolini(2008) 

Access price 

regulation 

研究垂直結合如何影響受

管制網絡產業中需求資訊

的獲取和傳輸。 

實務和

理論 

Thomas(2011) 數值法、蒙特

卡羅 

探討在賣方成本資訊不完

全、賣方在壟斷市場中，

垂直結合的模糊戰略效

果。 

實務和

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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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年） 研究方法 研究主題與結果 性質 

Salop(2019) 文獻回顧、案

例分析 

分析 The Jeld-Wen/CMI 

Merger、The 

Staples/Essendant Merger、

The Fresenius/NxStage 

Merger三起與垂直結合相

關案例。 

實務和

理論 

Baker er al.(2019) 文獻回顧、案

例分析 

探討垂直結合中的五項主

要原則並建議執法機關在

判斷上可依此原則來減少

誤判。 

實務和

理論 

Moresi & 

Salop(2013) 

垂直向上調價

壓力指標

（vGUPPI） 

衡量具有上、下游關係的

市場，廠商之間的關係。 

實務和

理論 

Moresi & 

Salop(2020) 

dHHI及修正

vGUPPI 

垂直結合會導致有效市場

集中度提高（HHI增加）

及競爭公司之間的所有權

權益產生了價格誘因。 

實務和

理論 

Das Varma & De 

Stefano(2020) 

蒙特卡羅垂直

結合模擬 

提高競爭對手成本

（RRC）和消除雙重邊際

化效果（EDM）之間有顯

著的關係。 

實務和

理論 

Domnenko & 

Sibley(2020) 

蒙特卡羅垂直

結合模擬 

結合後下游價格始終下

降，但向其他競爭對手收

取的投入價格和競爭對手

的下游價格可能發生上升

或下降。 

實務和

理論 

Crawford et 計量經濟垂直 當監管機構沒有禁止封鎖 實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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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年） 研究方法 研究主題與結果 性質 

al.(2018) 結合模擬 下，消費者的福利收益趨

近於零。 

理論 

Cuesta et al.(2019) 計量經濟垂直

結合模擬 

垂直結合可能會降低福利

水準，當消費者對價格敏

感度較低而對溢價敏感度

較高時，結合可增加福

利。 

實務和

理論 

Trost(2021) 總向上調價壓

力指標

（iGUPPI） 

評估結合後下游市場的獨

立競爭對手提高產品價格

的誘因程度。 

實務和

理論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由於垂直結合，係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上、下游關係者而進行之結

合型態。需就兩者界定相關市場後，評估垂直結合後對於上下游市場競爭

之影響。從上述的文獻得知，早期分析垂直結合時，主要利用產業經濟理

論（如交易成本理論、參進障礙、寡占理論或賽局理論…等）、計量實證模

型（成本 Probit、Differences-in-Differences…等）以及市場競爭指標（如

HHI index），來探討垂直結合的正面及負面效果。而後繼學者利用數量方法

來探討結合後上下游廠商是否會提高價格誘因，如 Moresi & Salop(2013)利

用 vGUPPI 模型來衡量具有上、下游廠商是否有提高價格誘因。Moresi & 

Salop(2020)透過 dHHI 及修正後的 vGUPPI 方法來探討提高價格誘因問題。

而 Trost(2021)利用 iGUPPI 方法來評估結合後下游市場的競爭對手提高產品

價格的誘因程度。另外也有學者 Das Varma & De Stefano(2020)使用蒙特卡羅

垂直結合模擬方法來討論提高競爭對手成本（RRC）和消除雙重邊際化效

果（EDM）之間的關係。Domnenko & Sibley(2020)也利用蒙特卡羅垂直結

合模擬方法證實結合後下游價格會下降，但向其他競爭對手收取的投入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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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和競爭對手的下游價格可能發生上升或下降。這些方法可以作為未來在

審查垂直結合案客觀判斷標準。 

綜合公平會結合處理原則第 11 點，垂直結合限制競爭效果之考量因素，

評估結合之限制競爭效果時，應留意以下四種現象的發生 ，（1）垂直結合

消除雙重邊際化（Double Marginalization）後，是否會使價格降低。（2）注

意垂直結合的反競爭效果是間接的。（3）垂直結合可能產生封鎖的內生化

（internalization）效果，容易使價格上漲。（4）由於 Coase(1937)的理論指

出結合後可以透過內部轉移來替代結合前的交易，進而達到交易成本的節

省，因此垂直結合的動機並非全然是為市場力，有時存有非價格效率。 

近年來，國際學者之經濟分析可以利用垂直向上調價壓力指標

（vGUPPI）來衡量垂直封鎖效果，Moresi & Salop(2013)提出 vGUPPI 進行

以下分析，衡量具有上、下游關係的市場，假設不考慮投入代替性，

vGUPPI有主要 3種公式： 

(1)  vGUPPIu：代表結合之上游廠商對下游之競爭對手之價格誘因

（提高），可用於分析，結合後提高價格誘因為何。（類似單方效

果）。 

(2)  vGUPPIr：下游競爭對手之價格誘因，可用於分析競爭對手。 

(3)  vGUPPId：結合之下游廠商之價格誘因。 

vGUPPI 可用做垂直結合的初步反壟斷，可能會增加投入成本問題。該

方法評估垂直結合對結合各方，可提高對手成本的單邊定價，這可能導致

下游價格的壓力。已視為重要參考且廣泛使用於垂直結合分析中，有關市

場界定及垂直結合後，對於上下游市場中可能發生競爭與反競爭分析，詳

細內容於本研究中的第四章更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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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整理國外競爭法之垂直結合規範 

事業的結合往往易造成市場競爭型態的改變，更影響了事業的競爭效

果，而事業結合也可分為水平結合與非水平結合，水平結合較容易產生競

爭的顧慮，須加以規範以維持公平的市場。而非水平結合又可分為垂直結

合與多角化結合，相對於水平結合，比較不會出現競爭的顧慮，但仍然存

在諸如封鎖效果（提高對手成本或減損對手收益）、排除競爭對手參進等妨

礙市場競爭的顧慮。誠如美國司法部在 1984 年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中指出：

『雖然非水平結合比較不會像水平結合產生競爭的問題，但也不是全然無

害。』 

垂直結合之前，因雙方原處於不同生產或銷售的兩個階段，其中一個

廠商所生產的要素由另一個廠商來使用，若經過垂直結合後，兩個階段將

成為由一個廠商來進行整合，垂直結合一般較不會引起競爭的疑慮，原因

來自於所涉及的產品彼此間存在著互補性或者是無關性。當垂直結合後，

若存在互補性產品中的某一商品價格調漲將會導致兩個商品的銷售數量都

會降低，因此事業在垂直結合後的價格調漲變多有所顧忌。而如果商品之

間的無關性經過結合後，成為多角化結合，若事業準備對其中某個商品進

行價格調漲，通常對另一個商品也不會造成任何影響，因此，當非水平結

合後的事業嘗試調漲商品價格，將只會衍生銷售數量減少，將會使事業經

營直接產生影響，這也是非水平結合較不會產生競爭的疑慮。 

基於結合是否造成反競爭問題之重要，主管機關應依上章內容所提之

效果及參考學者研究結果作一綜合考量。美國、歐盟等重要國家，主管機

關已訂定競爭法之相關法規，以因應及判斷垂直結合之競爭問題。本節先

介紹 36 年來的美國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的演進，其次分析歐盟非水平結合

處理原則。最後分析日本的結合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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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 

美國反托拉斯法主要經由休曼法（Sherman Act）、克萊登法（Clayton 

Act）以及由聯邦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與聯邦交易委員

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FTC Act）共同公布的「結合處理原則」

20為規範事業結合之管制方法。 

(一) 休曼法 

美國休曼法為了抑制交易之托拉斯等非法行為於第 1條規定「任何以契

約、托拉斯或其他方式形成之結合（combination）或共謀（conspiracy），限

制美國各州間或與外國間之交易或商業者，均屬違法。任何人有此等違法

行為而作成任何合約或進行任何結合或共謀者，應視為觸犯重罪，且一經

定罪，其若為營利事業，即應處以 1億元以下罰金，若為其他任何人，則依

法院之裁量，處以 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 100萬元以下之罰金」21。由

於休曼法第 1 條主要關注競爭者彼此合作以取代競爭行為22。但在實務上，

休曼法第 1 條所提到的「共謀」或協議（agreement），此要件之成立不易，

再加上條文中的「結合」，主要是指各事業體間的合作關係而非指單一個體

（single entity）的結合23。此法在事業結合之規範上是不清楚的，由此可見

休曼法在制定上仍存疑慮，事業可透過結合的方式來協議價格，逃避法律

                                                      
20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45 條有關不公平競爭方法之禁止規定亦可適用於事業結
合 」，https://www.govinfo.gov/app/details/USCODE-2011-title15/USCODE-2011-title15-

chap2-subchapI-sec45，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5。 

21 美國法典第 15 編第 1 條（15 U.S.C. 1），中文翻譯係以公平會網站所提供之翻譯為準。
https://www.ftc.gov.tw/upload/48ddf11b-d58e-4ed0-ae84-efd811820488.pdf。 

22  Areeda, P., & Hovenkamp, H. (2011). Fundamentals of antitrust law (Vol. 10). Wolters 

Kluwer. 

23 American Needle, Inc. v.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560 U.S. 18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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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束。最後使美國國會制定克萊登法，原因在於結合所產生的「合理原則」

（rule of reason）可能會破壞休曼法對交易限制和獨占化的禁止24。因此於

1914 年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制定一個可以規範控股公司與企業結合的

法規，來修正休曼法的缺失。 

(二) 克萊登法（Clayton Antitrust） 

由於休曼法第 1及 2條規定範圍過於狹義，因此 1914年制定克萊登法，

第 7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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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受聯邦交易委員會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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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克萊登法設立目的，在於當事業發生

托拉斯、共謀等違法行為之前，可優先抑制損害事業之自由競爭。 

雖然克萊登法第 7條係美國判斷事業結合之規範的重要依據。但胡祖舜

(2019)指出該法亦授權聯邦交易委員會禁止有損競爭的股票收購，但該條文

不涉及非公司組織之主體，而僅於相互競爭之公司—即限於水平結合。再

加上此法規僅禁止股權的購買，資產買賣不列入其中，故導致事業利用此

                                                      
24 Gellhorn, E., Kovacic, W. E., & Calkins, S. (2004). 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in a nutshell. 

5th ed. St. Paul (Minn.): Thomson/West. 

25 美國法典第 15 編第 7 條（15 U.S.C. 7），中文翻譯係以公平會網站所提供之翻譯為準， 

https://www.ftc.gov.tw/upload/d098b7df-d090-4548-96b7-1901b7dc8b18.pdf，最後瀏覽日
期：20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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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來逃避法律責任。因此美國國會於 1950 年透過克萊登法第 7 條修正案

26，重點在於：（1）除原有股票或其他股份資金取得的結合方式外，還包括

資產取得方式也列為規範。（2）除水平結合以外，垂直結合與多角化結合

也應屬於被規範的行為。此修正法通過後被適用於往後案例中，像是United 

States v. 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1963 27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Procter & Gamble Co.(196728)。 

(三) 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 

由於 1950 年美國克萊登法29修正後，成功被運用於結合案之判斷，旨

在擴增 1914年 Clayton Antitrust法案第七條規範的範疇中增加了垂直結合與

多角化結合，形成美國嚴格反對事業結合的局面。也使美國行政部門提出

「結合處理原則」（Merger Guideline），它反映出政府對結合管制的看法。

其發展如下介紹： 

1. 1968年結合處理原則30  

以「市場封鎖」（market foreclosure）理論為處理原則，結合後可

能導致未參與結合的上游廠商失去管道，造成未參與結合的下游廠商

也無法獲得投入要素生產，存在預先排他性之問題，會影響其他廠商

是否能公平進入市場之機會。其垂直結合原則：（1）當結合廠商在上

                                                      
26  Celler-Kefauver Antimerger Act of 1950, 64 Stat. 1225. United States (1950).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Celler-Kefauver-Act. 

27 United States v. 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 374 U.S. 321 (19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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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同註 26。 

30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n.a.). 1968 merber guidelines,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s://www.justice.gov/archives/atr/1968-merger-guidelines,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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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要素市場中市占率超過 10%，且在下游購買要素比例超過 6%。（2）

當結合廠商在上游要素市場中市占率超過 20%，在下游最終市場市占

率超過 10%。 

由於奠定封鎖理論的案例便是 1957 年的杜邦案31，主要提出的主

張中提到，未參與結合的上游廠商無法取得銷售管道，而未參與結合

的下游廠商也將無法取得要素來源，造成垂直結合出現預先排除其他

競爭者在市場中參與公平競爭的可能性。 

聯邦最高法院 1972 年便對福特汽車與 Autolite 火星塞廠商的結合

案32提出支持 1968年結合處理原則的態度，拒絕福特汽車與 Autolite公

司之間的結合。然而，1977年 Sylvania案33，聯邦最高法院接受芝加哥

學派的經濟分析，推翻非價格垂直限制也當然違法的認定原則，主張

只有無正當理由的限制競爭行為才有被認定違法的必要。因為垂直非

價格限制雖會造成品牌內的競爭，但也有防止搭便車、促使經銷商致

力於高品質行銷，並促進品牌間競爭效果。該案提出的經濟理論間接

影響了聯邦最高法院對於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的敵視態度，主要原因

是過往原告無須為繁複的市場進行經濟分析，只要證明被告與他人有

垂直結合的合意，通常即可獲得勝訴。但是經過此案之後，除了垂直

結合的合意，原告仍需舉證系爭限制的負面競爭效果，否則無法勝訴。 

兩年後，Fruehauf Corp. v. FTC(197934)一案說明美國第二巡迴法院

否定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禁止 Kelsey （輪胎）公司與 Fruehauf （拖車）

                                                      
31 United States v. E. 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353 U.S. 586 (1957).  

32 Ford Motor Co. v. United States, 405 U.S. 562 (1972).  

33 Continental Television v. GTE Sylvania, 433U.S. 36 (1977). 

34 Fruehauf Corporation v.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603 F.2d 345 (2d Cir. 1979).  



   
 

52 

 

公司的結合，法院認定，沒有證據顯示該結合案會促使競爭對手購買

車輪時有被封鎖的可能，不存在反競爭的效果。法院甚至明確指出根

據芝加哥學派提出的經濟理論架構下，垂直結合不會消除市場中來自

買方或賣方間的競爭，可能還會增加競爭效果。自 Sylvania案後，美國

法院對於 1968 結合處理原則的認定態度開始轉變，並且也預告了 1982

年結合處理原則將進行大幅修正的可能性，至此，政府部門與法院也

對事業非水平結合的態度開始轉變的非常友善。 

2. 1982年結合處理原則35  

由於非水平結合可分為垂直結合（vertical merger）和多角化結合，

因此於 1982 年將垂直結合更進一步列為處理原則中，並指出可能存在

「潛在競爭」（potential competition）的問題：（1）危害「被察覺之潛

在競爭」（perceived potential competition）。（2）危害「實質之潛在競爭」

（actual potential competition）。其考量是否危害潛在競爭因素有：市場

集中度（依照賀芬達爾-赫希曼指數 Herfubdahl-Hirschman Index，HHI）

作為參照結合後廠商的HHI是否超過 1800以上，或者是未達 1800但有

證據證明發生勾結共謀的聯合行為，作為美國司法部介入結合案的依

據）、市場參進條件（結合後，若其它事業體可以進出市場，則被認定

為不存在危害潛在競爭）及市占率（被併購方的市占率低於 5%，美國

司法部就不會認定該結合案危害市場潛在競爭）。 

                                                      
35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n.a.). 1982 merber guidelines,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s://www.justice.gov/archives/atr/1982-merger-guidelines,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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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84年結合處理原則36  

1982 年結合處理原則中，並未提到垂直結合後，對於影響事業的

效率因素，因此，1984 年結合處理原則中，特別強調垂直處理原則的

「效率」作為評估垂直結合的要素。透過 1984 年結合處理原則修正後，

司法部門處理垂直結合將相對於水平結合更加強調事業結合後的效率

影響。 

不同於 1982 年結合處理原則，美國行政部門將生產和設計調合的

效率、促銷和投資決策的效率、要素的合理化、消除雙重加成成本、

規模經濟、生產設備最佳的整合、較低的運輸成本等列為垂直結合之

效率分析考量37。 

雖然 1984 結合處理原則中，非水平結合部分只有小幅修正至今，

芝加哥學派認為垂直結合可能會發生提高對手成本（Raising Rival’s 

Cost，以下簡稱 RRC）或減少競爭對手的收益（reduce rival’s revenues），

因此在垂直結合中，主要評估可能發生之反競爭效果，例如投入封鎖

（input foreclosure）、客戶封鎖（customer foreclosure）。 

Ordover et al.(1990)芝加哥經濟學派利用賽局理論對事業策略行為

進行動態分析，簡稱 OSS 模型，其中發現事業策略行為可能來自於市

場壟斷的動機，也可能是為了提高效率。因此 OSS 指出垂直結合，將

可能存在於 Salop & Scheffman(1983)提出的提高競爭對手成本（RRC）

                                                      
36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n.a.). 1984 merber guidelines.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s://www.justice.gov/archives/atr/1984-merger-guidelines,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37 Jacobson, J. M.,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007).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sixth). 

Chicago, Ill: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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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減少對手收益（Reduce Rivals’ Revenues）的封鎖效果，將會損

害消費者利益或降低效率。因此，後芝加哥經濟學費認為垂直結合可

能會出現提高效率，亦也有可能封鎖市場的反競爭效果，必須針對不

同市場結構進行具體分析，詳細評估利弊得失才能確認垂直結合所造

成市場的競爭與反競爭效果。 

Ma(1997)也指出當商品本身為異質時，在結合後也可能損害消費

者權益，利用垂直結合模型，分析醫療保險業服務、批發購買俱樂部

案結合後，其投入封鎖和下游壟斷等相關問題，在模型上，假設上游

廠商生產具差異性的產品，下游廠商整合生產成為最終產品，下游產

品作為期權合約出售，允許消費者以預定價格從一組商品中進行選擇，

並以電信和醫療市場為例說明了該模型的應用。模型的最後整合賽局

均衡必然導致上游廠商投入封鎖和下游廠商聯合壟斷，而消費者則可

能會也可能不會從中受益。 

Suzuki(2009)運用計量迴歸模型中的事件研究法，分別收集美國八

州自 1996年至 2001年的市場資料，分析有線電視行業中，時代華納與

特納廣播公司對於發行與節目製作的垂直結合案，分析垂直結合對時

代華納的市場最終價格、訂閱人數及營銷的影響。發現到對於時代華

納結合後，具有市場封鎖的能力以增加透納廣播公司的市占率。美國

司法部對於 United States v. AT&T(2019)一案38，對於 AT&T與華納的垂

直結合便提出挑戰的看法，實際執法上，仍然以提高競爭對手成本

（RRC）理論作為主要依據。實務上，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2007)，指出影響垂直結合的效率因素為：生產與研發整合的效率、

促銷與投資決策的效率、要素合理化、消除雙重加成成本、規模經濟、

                                                      
38 United States v. AT&T, Inc., No. 18-5214 (D.C. Cir. 2019). 



   
 

55 

 

生產設備最佳整合、降低運輸成本等。 

4. 2020年垂直結合處理原則 

雖然 1984 年結合原則已考慮更多反競爭問題，例如投入封鎖

（input foreclosure）、客戶封鎖（customer foreclosure）等反競爭問題。

但近年來的垂直結合性質已有不同的變化。因此美國聯邦司法部與聯

邦交易委員會（FTC）於 2020年共同發布「垂直結合處理原則」，以取

代 1984 年結合處理原則。在聯邦交易委員會新聞稿指出39：「新的處理

原則主要目標是幫助反托拉斯主管機關釐清並向有害競爭的垂直結合

提出挑戰，可用於預測垂直結合是否會顯著減少競爭的方法及主要證

據類型，也為結合事業及從業人員提供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執行決策時

分析過程之透明性與可預測性」。 

專家學者 Salop & Culley (2014)透過研究如何幫助從業者分析垂直

和互補產品結合的競爭效果過程中，指出 1984 年美國垂直結合原則已

過時，已經無法反映垂直結合潛在競爭影響，建議各機構在修訂垂直

結合原則時，應考慮更多法律和政策。不同於以往的垂直結合原則，

為了判斷結合後是否造成反競爭效果問題（垂直結合是否顯著的減損

競爭（substantially lessen competition），主管機關必須考慮有關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中的價格上漲、比較競爭與不競爭地區的

價格變化及藉由結合消滅市場的破壞者，市場占有率與集中度的提升

和結合廠商之間是否存在過往的激烈競爭關係也是評估的考量原因之

一。 

                                                      
39 1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20, June 30). 2020 vertical merger guideline. 

https://www.justice.gov/opa/pr/department-justice-and-federal-trade-commission-issue-

new-vertical-merger-guidelines,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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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2020 年垂直結合處理原則及修訂包含了，（1）增加主管機關

分析及執行的透明度。（2）協助法院釐清與應用反托拉斯法於垂直結

合案的架構，內容中明確指出，消除雙重邊際化（Elimination of Double 

Marginalization，以下簡稱 EDM）成為結合競爭效果的確定因素，而非

僅是為抵銷競爭危害的效率，且定義出「垂直（Vertical）」的範疇（同

一生產鏈中的不同階層的廠商或市場的結合）以及增列對角結合（存

在競爭關係的生產鏈間的不同階層廠商或市場的結合）與互補性結合

的探討。（3）管制結合的目標。（4）評估市場參進的架構。（5）主管

機關如何面對垂危事業。 

針對潛在的反競爭問題，Moresi & Salop(2020)藉由理論推導與實

際案例研究指出，垂直結合可能產生相當於水平結合所產生的有效集

中度增加之結果，因為垂直結合存在投入封鎖問題，競爭者會產生固

定的損失，從而減少競爭。當投入封鎖對競爭者產生影響時，使用

HHI方法可計算出下游市場的有效集中度增加。學者提出了這種「代理」

新措施稱之為「dHHI」，而 dHHI（以及相關的結合後 HHI）可用作垂

直結合現實中的方法。Moresi & Salop(2020)進一步分析 dHHI 和

vGUPPI的幾個特點以及相關的注意事項與限制，1. dHHI僅限於下游市

場，但忽略了上游市場的集中度（或上游結合企業向下游市場企業提

供的投入）增加問題。因此，其準確性也受到限制，但 dHHI 具有主觀

的特性，可做為執行反托拉斯時有用的補充工具。2.衡量垂直結合對單

邊誘因參與投入封鎖的影響，投入封鎖行為也可能導致競爭對手公司

在垂直供應鏈的價格效果，發生於當上游結合公司的全面封鎖或價格

上漲可能導致其競爭對手以價格上漲為決策。3.主要關注投入封鎖，而

非客戶封鎖。4.關注集中度問題，因此不考慮結合後消除雙重邊際化

（EDM）或其他可認知的效率分析，這與水平結合所採用的方法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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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者 Baker et al.(2020)也認為執法機關應對《垂直結合處理原則》

（Draft Vertical Merger Guidelines，簡稱 DVMGs）草案中的市場界定、

不良性競爭效果、單方面影響、消除雙重邊際化、協同效果、效率等

相關議題，加以重視及討論。 

學者 Baker et al.(2020)進一步的在草案中對 DVMGs 提出幾項具體

的建議。1.雖然是垂直結合，但對競爭的關注是水平的關係。上游結合

企業對下游競爭對手與下游結合企業競爭的能力具有某種「間接控制」。

2.結合後可能會減少競爭的影響，如美國《克萊登法》第 7 節所指，為

明確消除這一觀點，垂直結合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有一個更為寬鬆的執

行標準。3.準則也適用於補充產品結合的分析，因 DVMGs 主要關注於

垂直結合，而兩者之關注重點與方法是相似的。但實際上，企業結合

提供互補性是很常見的，因為不清楚哪個階段更接近消費者，所以結

合不一定只發生在水平中，應該更廣泛於垂直結合分析。也討論關於

Safe Harbor 的部分，若採取 Safe Harbor 將導致雙方和代理機構將重心

放在如何滿足 Safe Harbor，而非關注結合後引起的潛在競爭問題。其

次，對於任何 Safe Harbor 來說，封鎖可能是有利可圖的，並導致實質

性的競爭損害。而 Safe Harbor 應該建立在上、下游相關市場的集中度，

而不是結合公司的股份。並利用反競爭推定，用來改善 VMG中的錯誤

成本。 

關於 DVMGs中的消除雙重邊際化部分，垂直結合的潛在競爭利益

包括消除雙重邊際化（EDM）以及結合後企業之間，創造更好的協調

所帶來的其他利益。但事實上對消除雙重邊際化的處理，常導致誤判

和執法不力。此外許多原因，導致結合後無法實現消除雙重邊際化的

問題，例如，1.下游結合企業可能不會從上游結合企業中獲得投入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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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投入要素不相容。2.若上游公司之間存在實質性的結合前競爭或承

諾障礙，將導致上游結合公司向下游結合公司銷售產品時，獲得較低

的利潤率，這些情況發生在消除雙重邊際化，且不會抵消單方面的提

高價格動機。3.在結合前，上游結合公司可能參與涉及高投入價格的戰

略定價，不符合消除雙重邊際化等特性。即 DVMGs的修訂內容，消除

雙重邊際化（EDM）成為結合競爭效果的確定因素，而非僅是為抵銷

競爭危害的效率。 

由於《垂直結合處理原則》係依據聯邦反托拉斯法，對於垂直結

合與互補品結合，提出主要分析技術、慣例和執行政策，以提高執法

決策分析過程的透明度，協助企業界和反托拉斯從業者，亦可協助法

院制定適當框架。該處理原則草案發布後，公眾針對草案的特定主題

提供反饋，包括：消除雙重邊際化（EDM）問題、競爭性結合效果

（procompetitive merger effects）和反競爭性結合效果（raising rivals 

costs, RRC）之間的對稱性以及 Safe Harbor的適用程度。 

然而在學界針對草案也有不同的看法，學者 Baker et al.(2020)對於

垂直結合處理原則草案建議和評論，則是特別強調四個問題：（1）消

除雙重邊際化（EDM）的處理，垂直結合處理原則草案似乎不適當地

將可認知性證明作為機構負擔的一部分，且也不適當的處理結合廠商

未能消除雙重邊際化的問題，包含結合前證明結合將導致的 EDM 結果

和結合後的 EDM 是基於特定的結合情況；（2）看似武斷和不適當的安

全港門檻設定；（3）危害量化分析的不適當要求；（4）明顯不適當的

要求機構要顯示出結合前的封鎖不會有利可圖。這些問題將導致執法

不足和誤判（包括威懾不足）。在喬治城大學法律中心的 Salop(2020)學

者也隨即彙整各學者專家共同提出建議修訂意見，首先對界定市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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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產品界定，並說明市場參與者、市場占有率和市場集中度，對修

訂版擴大潛在競爭危害，包括單方面影響的危害及協同效果的危害與

不利競爭影響的證據，並提供案例說明，案例雖然是垂直結合，但其

產生的潛在反競爭影響卻可能是水平結合的情況，因此，這些準則必

須與水平結合準則一起交互使用，也加強討論競爭利益的情形。 

二、 歐盟的結合管制 

    歐盟競爭法(EC Competition Law40)係藉由條約、規則、指令、法院判決，

及指導原則所建構，其規範是建立在「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FU）中第 101及 102條之上，分別規範

「事業之間的協議」和「事業濫用優勢地位」。其起源由 1951年的「巴黎條

約」（Treaty of Paris），第 65條（事業間協議的規範）及第 66條（事業結合

規範）對市場競爭訂定規範。於 1989 年透過第 4064/89 號結合規則

（Council Regulation（EC）4064/89 of 21 December 19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將近十年後，於 1997年由 1310/97號

41取代 4064/89號，又於 2004年制定 139/2004號42，作為歐盟結合管制規範

之基礎。當 1993年歐盟共同體（European Union, EU）建立後，2007年歐盟

成員國簽訂「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制定第 101條及第 102條為競

爭法。此外歐盟也訂有「水平結合評估原則」，作為審查判斷是否存在限制

競爭之疑慮。結合管制規定與歐盟共同體第 101及 102條共同為歐盟競爭法

                                                      
40 European Union Competition Law (n.a.). In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ropean_Union_competition_law,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41  Council Regulation (1997). Amending regulation（EEC）No 2064/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No 1310/97, 

30.6.1997, 1-9. 

42 Council Regulation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No 2064/89, 29.1.2004, 1-2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ropean_Union_competition_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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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根基，其主要目的為確保歐洲市場之自由運作及自由經濟中消費者能自

由享受其好處。 

(一) 歐盟運作條款 

在歐盟競爭實體法中，為了使歐洲內部市場能自由競爭，制定相關規

範，其中包括管制企業之間的聯合行為、濫用市場優勢地位及補助與結合

等。因此在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條（禁止企業間聯合行為）中規定43「（第 1

項）事業間協議、事業團體決議與一致性行為，係足以影響歐體會員國間

交易，且以妨礙、限制或扭曲歐體共同市場競爭為效果或目的者，與共同

市場不相容，應予禁止。包括下述行為：（1）直接或間接決定價格或其他

交易條件；（2）限制或控制生產、市場、技術發展或投資；（3）分配市場

或資源供給；（4）對交易相對人為差別待遇，致其受到競爭上不利益；（5）

以交易相對人接受附帶義務作為締約條件，而該附帶義務之性質與商業用

途均與該契約毫無關聯。（第 2 項）本條規定所禁止之協議或決議，應自動

無效。（第 3 項）但有下列情形時，第 1 項規定得被宣告不適用：（1）事業

間協議或某種協議類型，（2）事業團體決議或某種決議類型，（3）一致性

行為或某種一致性行為類型，有助於改善商品之生產或分配、促進技術或

經濟進步，並確保消費者能享受其利益，而無（a）對相關事業課以非必要

之限制；或（b）使相關事業就系爭商品之重要部分排除競爭等情形者。該

條約主要用於禁止事業之間聯合行為。 

另在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條（禁止企業濫用市場優勢地位）中規定，在

歐體共同市場內或某個重要區域，一個或數個事業濫用其優勢市場地位之

行為，係足以影響歐體會員國間交易，與共同市場不相容，應予禁止。包

                                                      
43 美國法典第 15 編第 7 條（15 U.S.C. 7），中文翻譯係以公平會網站所提供之翻譯為準，
參見 https://www.ftc.gov.tw/upload/d098b7df-d090-4548-96b7-1901b7dc8b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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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下述行為：（1）直接或間接要求不公平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2）限制

生產、市場或技術發展，致消費者權益受損；（3）對交易相對人為差別待

遇，致其受到競爭上不利益；（4）以交易相對人接受附帶義務作為締約條

件，而該附帶義務之性質與商業用途均與該契約毫無關聯。該條約主要用

於禁止事業之間聯合行為及事業濫用市場優勢地位。 

在第 4064/89號結合規則中，第 2條第 3款提到：「對產生或增加事業優

勢地位的結合行為，因而引起在共同市場內或相當一部分區域內有效競爭

受到顯著損害的，應該宣告與共同市場不相容。」縱使在法規上以「優勢

地位」和「顯著損害市場競爭」為判斷，但是在實務中經常以「優勢地位」

是否形成或增強作為機關的評估重要，此影響可能讓事業間的結合發生其

他反競爭問題。因此 2004 年，透過「歐盟結合條款」（EC Merger 

Regulation），大幅度地修改 1989 年「第 4064/89 號結合規則」。在新的第 2

條第 3 款中：「一起結合案，尤其是由於其產生或加強事業的優勢地位而嚴

重妨礙共同市場或相當一部分區域內有效競爭受到顯著損害，應當宣告與

共同市場不相容。」新的規定說明歐盟不再只以「優勢地位」為評估標準，

同時納入事業是否嚴重妨礙市場有效競爭為執法標準。 

(二) 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 

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2008)年公布的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 44

則是採用同樣美國司法院的思維，將該非水平處理原則可能產生的競爭效

果區分為共同效果（coordinated effect）與非共同效果（non-coordinated 

effect），事業結合後對涉案市場占有率低於 30%，且 HHI 指數低於 2000，

                                                      
44  Commission Regulation (2008).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non‐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 265, 18.10.2008,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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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限制該垂直結合案。下面將進一步說明歐盟非水平結合中，垂直結合

對上、下游市場造成封鎖效果，其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是目前對於垂直結

合封鎖效果中較為具體的規範。 

在自由經濟市場中，有效的競爭給消費者帶來好處，比如低價格、高

品質的產品、廣泛的商品和服務選擇以及創新。結合可以為企業帶來降低

交易成本之好處，但有些情況下，非水平結合可能會嚴重阻礙市場自由競

爭，特別是當企業建立或增强市場主導地位。主要是因為非水平結合可能

會改變結合公司及其競爭對手的競爭能力和動機，從而對消費者造成損害。 

垂直結合下的事業，彼此間的事業活動或提供的產品具有上、下游互

補關係，限制競爭效果不會出現在同一個市場內，因此進行競爭評估時，

是否上、下游市場造成封鎖效果，成為重要的考量因素。Salop & 

Scheffman(1983)提出的提高競爭對手成本 RRC 理論中指出，提高競爭對手

交易成本是事業排除競爭者加入市場採取的策略性安排，因此競爭分析時

著重於競爭對手的成本是否提高。事業經過垂直結合後，上、下游事業結

合為一個事業體，當然事業可以採取提高上、下游競爭對手成本的方式，

達到排除競爭或封鎖的目的。歐盟委員會為了防止那些可能透過大幅提高

市場占有率而剝奪其競爭對手與客戶利益的結合，於 2008 年發布非水平結

合處理原則45，對事業結合判斷上加以管制。 

其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仿效美國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由於市場占有

率及市場集中度各代表事業擁有多少市場力量及其競爭對手的競爭影響，

因此歐盟在判斷標準上主要探討事業在市場中的市場占有率及市場集中度。

                                                      
45  Commission Regulation (2008).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non‐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 265, 18.10.2008,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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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市占率超過 50%及結合後市占率在 40%–50%時，被認定該事業具有市場

優勢。若市占率不超過 25%時，事業不具有市場優勢，不影響自由競爭。

在市場集中度探討中，結合後若市場集中度超過 2000 且增幅大於 150 時，

該事業可能有限制競爭之疑慮。 

由於垂直結合可為上下游事業之間帶來互補之好處，或事業可能藉由

提高對手成本來排除競爭者進入市場所採取的策略，這些行為皆可能發生

反競爭之問題，造成上下游市場中發生封鎖效果，如投入封鎖及客戶封鎖。

故歐盟在處理原則中將水平結合，可能產生的競爭效果區分為（1）共同效

果（coordinated effect），垂直結合，導致增加對手成本（RRC）與減少對手

收益（RRR）確定了市場競爭的封鎖效果，實質上減少競爭市場上有效競

爭者數量，透過垂直結合，更易取得競爭對手的敏感資訊，市場的資訊透

明度大幅增加，對於市場價格的監控更加便利，趨使市場上剩下的競爭者

進行合作。Salop(2017)描述到，有兩種主要的概念可用於分析反托拉斯中

的排他性行為，包含掠奪性訂價（predatory pricing）和提高競爭對手成本

（RRC）的封鎖方式，而條件式訂價（Conditional Pricing Practices，CPPs）

的訂價取決於客戶購買或投入供應商的銷售中的排他性或某種其他類型的

偏愛，可以被更好地用來探討關於 RRC 的封鎖方式，並根據對於競爭和消

費者危害的程度進行直接評估。但須注意封鎖分析不應只關注受影響的客

戶或供應商的比例，應根據對競爭者的成本、產量、能力以及進入和擴張

能力的影響來評估封鎖，而人為地縮小對競爭對手是否能夠達到最小生存

規模或最低效率的規則也可能存在缺陷的疑慮。此外分析的基本重點是消

費者對產出市場的影響，而不是對競爭者的影響，並詳細解釋了為什麼不

應該透過增量價格成本測試來篩選對條件式折扣的疑慮，因為這樣的檢測

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假陰性和假陽性錯誤，從而損害消費者和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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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產生的競爭效果為（2）非共同效果（non-coordinated effect），

在非共同效果中，存在著投入封鎖（Input foreclosure）與客戶封鎖兩種可能

性，如果事業拒絕銷售或以較高價格銷售投入要素給下游競爭對手，限制

下游競爭對手取得關鍵性投入要素，便稱之為投入封鎖。也就是說結合後， 

事業可能限制下游競爭對手取得產品或服務，使下游競爭對手無法以結合

前相近的價格和條件獲得原材料，因此下游競爭對手的交易或競爭成本增

加，此為投入封鎖。因為結合方得以藉由提高最終消費者收取的價格，獲

取利潤，將對有效競爭產生重大妨礙。Inderst & Valletti(2011)用線性二次模

型，對上、下游市場進行事前分析當事業結合後，對下游競爭對手進行投

入封鎖的誘因與相關假設。發現到單以利潤的評估不足以適當的判斷對下

游競爭對手進行投入封鎖的誘因，其中還受到價格對下游市場的傳遞影響，

以及成本差異的驅動，由於利潤與投入封鎖之間的關係並不穩定，是否具

有投入誘因主要取決於利潤率偏低或偏高的因素。換句話說，該研究指出，

當下游邊際利潤較低而上游邊際利潤較高時，投入封鎖的可能性將會變得

很高。 

反之，如果事業限制上游競爭對手的銷售通路，使上游競爭對手無法

取得足夠的銷售客戶，而無法繼續在市場上有效競爭，則稱之為客戶封鎖

（Customer foreclosure）。若上游廠商與下游的某一家重要客戶進行結合時，

往往透過策略來評估結合後效益。Levy et al.(2018)利用垂直結合事業中股東

結構的差異，來評估 Partial Vertical Integration（PVI）作為誘因，以商業策

略先取得部分垂直結合後事業的股權，與價格資訊來影響上游競爭對手的

價格產生客戶封鎖。由於進入了下游市場，下游的競爭對手便無法再像結

合之前的價格或條件獲得原料供應，其成本就會增加，因此被結合事業可

藉在下游市場建立更高的參進門檻，來獲取利潤，當然結合後若提高效率，

下游被結合事業是有可能降低價格，可避免結合影響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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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投入封鎖或者是客戶封鎖，都必須從三個面向進行分析評估：   

(1)  封鎖能力（ability）：參與結合事業是否具有封鎖競爭對手的能力 

(2)  封鎖誘因（incentive）：參與結合事業是否存在誘因採行封鎖策略 

(3)  封鎖效果（effect）：參與結合事業採行封鎖策略時是否會損害競爭 

歐盟在判斷上以能力（參與結合事業是否具有封鎖競爭對手的能力）、

誘因（參與結合事業是否存在誘因採行封鎖策略）及效果（參與結合事業

採行封鎖策略時是否會損害競爭）三大面向作為機關判斷事業結合後是否

違反競爭之標準。 

歐盟執委會審查 Tomtom/Tele Atlas垂直結合案46，運用經濟分析方法從

以上三個面向進行評估本案封鎖效果，最後認定參與結合事業要採取封鎖

策略的能力有限，且無封鎖誘因與效果，因此同意此結合案。值得注意的

是，本案是由下游業者併購上游廠商，也是歐盟第一個運用該處理原則評

估垂直結合封鎖效果的個案，Tomtom公司是歐洲可攜式導航設備（Portable 

Navigation Devices，以下簡稱 PND）最大供應商，市場占有率為 40%，參

與結合案的另一個事業 Tele Atlas 是提供電子地圖資料庫業者，為歐洲最大

的電子地圖供應商，市場占有率為 60%，本案是生產 PND 的 Tomtom 公司

收購電子地圖資料庫業者 Tela Atlas 公司，對 Tomtom 而言，電子地圖為投

入要素，因此歐盟執委會審查重點則放在投入封鎖的效果評估，如果單憑

市場占有率及上、下游市場結構，結合後似乎出現反競爭效果，但是透過

嚴謹的經濟分析，說明本案垂直結合的封鎖效果並不明顯，說明經濟分析

中的計算交叉彈性的量化分析，或是質化分析的檢視合約內容，都是建構

                                                      
46 Summary of Commission Regulation (2008). Declaring a concentration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and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EA Agreement (Case COMP/M.4854 — 

TomTom/Tele Atla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 237, 16.9.2008,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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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理論基礎之上。 

三、 日本的結合管制 

為了確立維護市場自由競爭機制的法規基礎，日本於 1947 年頒布實施

《禁止私人壟斷和確保公平交易法》，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JFTC）於 2004

年制定了「企業結合審查反壟斷法操作指南」和 2011 年再制定了「有關企

業結合審查程序的政策」。直到 2019年再做了修正，以便根據數位經濟市場

的發展情況來進行適當審查。 

(一) 企業結合審查的反壟斷法操作指南47 

《反壟斷法》（《禁止私人壟斷和確保公平交易法》（1947 年第 54

號法）；第 4章是公司的股份（包括僱員的權益）。收購或所有權（法律

第 10條），高級管理人員兼職職位（法律第 13條），公司以外的其他人

的股份的持有（法律第 14 條））或公司結合（《法律》第 15 條），聯合

設立股份公司或吸收式股份公司（《公司法》第 15-2 條），聯合股份轉

讓（《公司法》第 15-3條）或業務轉讓（《公司法》第 16條）法案（以

下簡稱「企業結合」），但是，當在某個交易領域中的競爭受到嚴格限

制時，或者透過不正當交易方法進行企業結合時，則禁止這樣做。根

據該法第 17-2條的規定，對被禁止的企業結合將採取停產措施。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1998年 12月，對一項企業結合是否會實質

性限制某個交易領域的競爭進行審查。在收到通知的案例中，對於每

                                                      
47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2019, December 17). Guidelines to application of the 

antimonopoly act concerning review of review of business bombination . 

https://wwwjftc.go.jp/en/pressreleases/yearly-2019/December/1912173GL.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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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況，要確定企業結合是否會實質性地限制某些交易領域中的競爭。 

1. 企業結合的審查 

該法第 4 章禁止商業結合，因為這將大大限制某些交易領域的

競爭。它試圖關注競爭性變化並在某些交易領域中對競爭產生

一定影響，根據此一事實來進行監管。 

2. 特定領域的交易 

作為特定交易目標的商品和服務要從消費者可替代性的角度來

判斷，另外還要考慮對於供應商的可替代性的觀點。 

3. 效果受到實質性限制競爭 

企業結合有三種形式： 

(1)  水平（Horizontal）企業結合（指在同一特定交易領域中

處於競爭關係的公司之間的企業結合）。 

(2)  垂直（Vertical）企業結合（例如，與製造商）具有不同

交易階段的公司之間的業務結合，例如與產品賣方的結

合。 

(3)  多角化（Conglomerate）業務結合（例如，屬於不同行業

的公司之間的結合，某一交易領域可以分為既不屬於水

平結合又不屬於垂直結合的企業結合，例如不同地域的

公司之間的持股。 

由於水平企業結合減少了某些交易領域中競爭單位的數量，因此對競

爭的最直接影響可能會大大限制某些交易領域中的競爭，高於垂直企業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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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混合企業結合。另一方面，垂直業務結合和混合業務結合不會減少某

些交易領域中競爭單位的數量，因此，除某些情況外，與水平業務結合相

比，它們對競爭的影響不會更大。審查的企業結合是水平企業結合，垂直

企業結合還是混合企業結合，企業結合實質上限制了特定交易領域的競爭，

JFTC在決定時要考慮的框架和判斷因素是不同的。 

4. 水平（Horizontal）企業結合效果 

水平企業結合減少了某些交易區域中競爭單位的數量，因此它

們對競爭具有最直接的影響，並有效地限制了某些交易區域中

的競爭，企業結合通常出現在水平企業結合中。 

5. 垂直（Vertical）企業結合效果 

垂直業務結合不會減少某個交易領域中競爭單位的數量，因此

它們對競爭的影響要小於水平業務結合和市場的競爭。由於封

閉性/排他性，合作行為等導致競爭受到實質性限制的問題，通

常不認為在某個交易領域中的競爭會受到實質性限制。垂直業

務結合還將從透過獨立行動對競爭進行實質性限制和透過合作

行動對競爭進行實質性限制的兩個角度進行研究。 

6. 多角化 （Conglomerate）業務結合效果 

多角化業務結合是否將透過單一行動實質性地限制特定交易領

域中的競爭，還取決於封閉性/排他性中的市場關閉/獨占程度。

由於與潛在競爭對手的企業結合中，潛在競爭的消失對競爭的

影響，將根據相關部分判斷因素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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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補救對競爭的實質限制措施 

即使企業結合嚴重限制了某個交易領域的競爭，也可以透過有

關各方採取某些適當措施來解決該問題。作為解決問題的措施，

什麼樣的措施是適當的，應該根據個別企業的結合情況進行具

體檢查，解決問題的措施是業務轉讓等結構性措施。透過企業

結合，使有關公司集團不能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地影響價格等。

但是，在市場結構由於技術創新而劇烈波動的市場中，採取與

某些措施有關的措施可能是適當的，原則上在實施企業結合之

前應採取解決問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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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探討數位經濟市場之結合案件 

2020年 9月 14日，一封由 Nvidia發出的官方消息證實了市場的傳聞：

Nvidia 將以 400 億美元（約 1.2 兆新台幣）48的天價收購以提供矽智財為主

的 Arm（安謀），這個數字刷新了半導體業界有史以來的最高金額，也拉開

了數位經濟市場的競爭序幕。緊接著 2020 年 10 月 20 日，美國司法部正式

向科技巨頭 Google，提出反壟斷訴訟，已有 11 個州加入司法部的訴訟，控

告 Google濫用其身為全球最大搜尋引擎的優勢，這也是 20年來美國最重大

的反托拉斯（Antitrust）49。由於 2020 年 7 月美國國會才傳喚四大科技巨頭

亞馬遜（Amazon）、臉書（Facebook）、蘋果（Apple）以及谷歌（Google）

舉行聽證會，這樁訴訟是美國司法部進行長達一年多的調查結果，並援引

1890年透過的反托拉斯法- Sherman Act，該法賦予政府權力以打破壟斷，同

時也是自 1990 年代，微軟（Microsoft）深陷反壟斷風暴後的最大訴訟案，

這場訴訟案勢必將持續數年之久，值得後續關注發展方向。 

Nvidia 現在已是全球市占率第三的 IC 設計公司，僅次於高通

（Qualcomm）與博通（Broadcom）。Arm 手上握有的 IP 資源，希望站在

Nvidia所擁有的 AI運算力前提下，結合 Arm在 CPU（中央處理器）的龐大

產業生態系，打造出一個能把運算能力從雲端、智慧型手機推向邊緣物聯

網的應用場景，將 AI 運算擴散到每個角落。Arm 的客戶群害怕因與 Nvidia

有業務競爭關係，遭到停止授權，產生不公平競爭可能，儘管 Nvidia 一直

聲明不會干預 Arm 的開放授權立場，企圖消除這個疑慮，但英國競爭及市

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仍表示將針對 Nvidia 

                                                      
48 數位時代，「2020十大人物 黃仁勳─創下史上最高併購金額，讓張忠謀讚許的半導體新
天 王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0602/sdfghjklknb，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21/11/15。 

49 遠見電子報，「美司法部控告 Google， 背 後 影 武 者 竟 是 這 位 大 咖？」，
https://www.gvm.com.tw/article/75273，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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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宣布以 400 億美元收購 Arm 事宜展開調查，進一步了解此項交易是

否涉及市場壟斷。 

歐盟也於 2021 年 4 月 30 日控告蘋果（Apple）涉嫌濫用對音樂串流軟

體上架的掌控權，涉嫌壟斷。歐盟執委會指控這家 iPhone 製造商透過「要

求音樂串流業者，使用Apple的應用程式內支付系統（in-app payments），販

售數位內容」的手法，打壓對手，且Apple的App內支付系統會對許多熱門

軟體收取 30%佣金費用，蘋果藉由限制軟體開發商告知用戶有更低價的訂

閱方式，從而扭曲市場競爭。 

歐盟、美國與英國政府都對於科技巨頭的市場壟斷問題持續嚴密調查

中，顯見數位經濟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數位經濟的新型態市場環境下，網

路、電信、媒體與娛樂產業都面臨不少的機會與挑戰，尤其彼此產業界線

逐漸模糊，例如：電信事業提出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MOD）、網際網路提

供串流媒體（OTT）、5G 行動通訊推動手機線上直播（Online Streaming），

以及有線電視系統跨入網路與通訊服務等寬頻產業，因此數位匯流的發展

條件也趨向成熟階段。數位匯流的概念已經出現了 20年，我國在 2006年成

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 NCC）至今也已 15 年，歷任委員會也都

很關心數位匯流修法，NCC 於 2016 年就端出匯流五法草案，行政院會更於

2016年 5 月 5日透過「電子通訊傳播法」、「電信基礎設施與資源管理法」、

「電信事業法」、「有線多頻道平臺服務管理條例」及「無線廣播電視事業

與頻道事業管理條例」等匯流五法草案，但隨政黨輪替後整體數位匯流的

政策方向轉彎，改將匯流法併入廣電法一起修正。 

NCC 目前進度雖已完成「電信管理法」、「數位通訊傳播法」二草案，

行政院會也已於 2017 年 11 月 16 日透過並送進立法院審議中，但廣電三法

目前仍停留在 2018年 6月 13日版本。NCC隨後雖已於 2018年 8月 31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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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匯流時代傳播政策諮詢文件（綠皮書）」，蒐集相關修法意見，並於

2020年 2月 12日審議透過「傳播政策白皮書」，但 NCC仍必須善盡「促進

廣電影視內容發展」的角色，因此必須儘快完善制訂數位匯流法規，若國

家法規制度遲遲無法與時俱進，將造成國內的市場上雖然已實際提供類似

服務，但卻適用不同法規的不對等競爭狀況，抑或有部份創新服務反而並

無任何法規可適用的空窗期，恐更不利於國內數位匯流的整體發展。 

數位匯流是必然的宿命，也是重新盤整競合關係的開始，許多新媒體

的運作已積極導入跨媒體、跨平臺、跨產業的競爭與合作策略，因此大者

恆大的效果會更明顯。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對於數位匯流相關

事業（電信、有線電視、電腦網路、電子商務）目前共已發佈 3個規範說明，

其最新修正發布日期分別為 2016年 5月 27日「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

視相關事業之規範說明」50、2017 年 1 月 18 日「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

事業之規範說明」51、2017 年 1 月 2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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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顯見未來公平會勢必需要配合行政院即將

成立的數位發展部53及因應 NCC 的數位匯流法規【不限但包含：網際網路

視聽服務管理法草案（OTT TV 專法）、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等等】建置而

調整或增列相關法制作業，然制度面之建置速度都應再加快，才能讓相關

                                                      
50 公平會網站，「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之規範說明」，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353&docid=276， 最 後 瀏
覽日期：2021/11/15。 

51 公 平 會 網 站 ，「 公 平 交 易 委 員 會 對 於 電 信 事 業 之 規 範 說 明 」，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353&docid=275， 最 後 瀏
覽日期：2021/11/15。 

52  公平會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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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tc.gov.tw/ 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353&docid=14953，最後
瀏覽日期：2021/11/15。 

53  Newtalk 新聞，「行政院確定設置「數位發展部」 最快預定明年第一季掛牌」，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1-03-25/554229，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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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得以完全地發揮功能，縮短我國與先進國家的差距。 

澳洲國會已率先全世界於 2021年 2月 25日透過「新聞媒體與數位平臺

強制議價法」54（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要求全球數位平臺必須為刊登澳洲產製的新聞內容付費。由於前述

澳洲議價法涉及產業政策、消費者保護等層面，而我國公平會主要掌管增

進競爭、排除市場機制運作阻礙，並不會觸及議價、定價的面向，因此未

來法規的管控不會只由公平會的競爭角度切入。此外，Google、Facebook

等數位平臺使用者眾多且依賴程度又高，外界普遍共識認為其在社群服務

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但究竟是否有濫用市場優勢地位的行為而導致消費者

或企業用戶有實質損失，舉證較為困難。惟中國已於 2021年 4月 10日決定

對阿里巴巴在網上零售平臺要求商戶「二選一」的壟斷行為作出裁罰人民

幣 182.28 億元55（約台幣 791.6 億元），但該罰款金額其實只占 2019 年銷售

額的 4%，遠低於中國法律允許的最高 10%上限56。鑑於數位平臺牽涉多邊

市場，界定市場、計算市占率並不容易，獨占業者行為是否產生限制競爭，

造成其他競爭者不能進入市場，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分析，因此公平會未來

也將會提出政策白皮書57，希冀本委託研究案也能為白皮書作出貢獻，並提

供稍具可操作性的判斷基礎，以釐清前述相關問題。 

                                                      
54  中 央 通 訊 社 。「 澳 洲 透 過 媒 體 議 價 法 Google 臉 書 刊 登 新 聞 須 付 費 」。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2250022.aspx，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5。 

55 蘋果電子報。「遭中國重罰近 800 億阿里巴巴軟了！立刻發效忠聲明『堅決服從』」。
https://tw.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20210410/HK7OGVLU2ZBS7PNRY64JCAGBBI/

，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5。 

56  自由時報電子報。「阿里巴巴「感激」中國開罰 馬雲身價大增 655 億」，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498171，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5。 

57 自 由 時 報 電 子 報 ，「 打 破 數 位 壟 斷 公 平 會 將 提 政 策 白 皮 書 」，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441449，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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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競爭議題 

有關數位匯流產業間之垂直結合所涉及之競爭議題眾多，最近的案例

是 2021 年 4 月 15 日最高行政法院判決駁回公平會的凱擘案件再審之訴58，

這已經是最高行政法院在 2019年 10月判決凱擘免罰確定後，第二次否決公

平會。該案起源於 2016年 10月 19日公平會對凱擘裁罰 4100萬元、全球數

位則被裁處 4000萬、佳訊視聽 4500萬元，3家合計裁處 1億 2600萬罰鍰，

當時被稱為史上最重罰鍰。再加上公平會在 2017 年主張，凱擘因屆期未改

正違法行為，再罰 1200 萬元，限令 2 個月內修正；凱擘不滿挨罰，選擇與

政府直球對決而提起行政訴訟，經上訴後，結果大逆轉，最高行政法院在

2019年 10月判決凱擘免罰確定，雖然公平會不服，旋即提起再審，但 2021

年 4月 15日又被最高行政法院駁回。 

當時公平會調查認定，凱擘、全球數位及佳訊就其 2016 年度代理頻道

的授權，與 2015 年起才開播的新進系統經營者（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

高雄、北都、數位天空）之交易條件，以開播區域行政戶數 15%作為最低

簽約戶數（Minimum Guarantee, MG），經公平會認定，最低簽約戶數經查均

為新進系統經營者實際訂戶數的數倍。凱擘、全球數位和佳訊視聽對原有

的有線電視業者，僅以「實際收視戶數」為基準計算授權費用，且還給予

低於實際訂戶數的折扣優惠，但新進的有線電視業者，卻未給予折扣優惠，

亦即三家頻道代理商分別對於新進及跨區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給予不同的

交易條件，此舉違反《公平交易法》無正當理由差別待遇，公平會當時處

分提到「凱擘的不公平待遇，將使整年不法獲利近億元」。但法院認為此金

                                                      
58 台灣數位匯流網，「MG 合理、凱擘免罰！最高行駁回公平會再審之訴」，

https://reurl.cc/emA3mm，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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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如何計算無具體計算方式和說明，且法院判決還提到「行政處分需有

『明確性』，公平會的原處分未針對凱擘所設的門檻是否構成差別待遇做審

查，僅以『虛擬』簽約戶數推論凱擘有差別待遇，與行政處分明確性原則

有違」，這起判決對於公平會後續的執法方向，有重要影響。其結果，仍有

待未來發展而定，然而在網路和數位時代的各種托拉斯行為，建置具有實

質審查的可行參考步驟，值得深入討論，以強化未來正當法律程序及實質

意義。 

          NCC於 2020年 2月發佈「傳播政策白皮書」59，當時白皮書整體架構

如下圖 3-1：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圖 3- 1 摘錄 NCC於 2020年 2月發佈「傳播政策白皮書」架構圖 

外界曾質疑「國內視訊平臺的市場界定」將牽動國內廣電三法修法方

                                                      
59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民 109年 2月 12日)。「傳播政策白皮書」。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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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因此，同樣提供視訊服務的有線電視業者與 IPTV 業者的 MOD，以及

OTT－TV串流服務，究竟是否屬於同一個市場？ 

（一） 市場界定 

NCC 當時表示，白皮書重點包括調和不同媒體平臺規管，但 IPTV 的

MOD 與 CATV 是否視為單一市場，還要探討兩者間是否具備可替代性，及

兩平臺內容是否具可流通的公平競爭市場。此外，兩則平臺提供不同內容，

因此現階段認定為不屬於同一個市場。 

但旋即遭外界質疑，針對服務屬性而言，CATV 與 IPTV 同屬付費多頻

道影視節目播送平臺，雖然傳輸方式不同，但服務屬性相同，兩者間具有

服務替代性。目前國內有線電視市場雖已開放新進業者並允許跨區經營，

但就整體而言，仍以分區獨占為主流。就消費者的立場，只會在其居住處

訂購服務，因此 CATV（區域）與 IPTV（全國）存在競合關係。對 CATV

而言，不論是在任何營業地區皆存在來自 IPTV 的競爭壓力。同時，伴隨寬

頻網路普及而衍生付費或免費的 OTT 視訊服務對 CATV 已帶來一定程度的

競爭壓力（可視為鄰近市場）。況且，美國 FCC 已於 2019 年 10 月 25 日正

式認定 OTT視訊服務與 CATV具有效競爭。 

我國與先進國家相比較，國內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下稱有廣法）

管制強度相對偏高，外界認為明顯不利數位匯流發展。因為企業為趕上數

位匯流的趨勢，必然朝規模經濟發展，也有專家認為 NCC 既然開放跨區經

營政策，卻由於有廣法第 24 條以市占率 1/3 上限管制，進一步限制業者發

展，外界質疑政府既然政策方向係期待有線電視能邁向數位化時代的創新

應用發展，但法規卻仍過度限制，修法期程牛步化。以歐美日等主要國家

為例，已大幅降低市場進入門檻、鬆綁管制，不存在「市占率 1/3 上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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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美國過去也曾有 1/3 上限管制，但聯邦上訴法院已於 2009 年撤銷，如

今美國有線電視 Comcast 全美市占率已超過 2/3；日本放送法也未見有市占

率 1/3上限管制，如今日本有線電視 J：COM在日本全國的市占率也已超過

50％。 

水平結合容易計算市場集中度，但涉及媒體的垂直結合管制則難以評

價，因此美國法院也很難認定垂直結合會對市場造成不利的影響。電信在

數位化後即為高度匯流，未來很有可能都將採競爭法標準去認定競爭市場。

上述市場界定的問題，公平交易委員會也有其規範，公平會對於有線電視

相關事業的產品市場界定為「頻道供應市場」（即上游）與「系統市場」

（即下游），前者包括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市場及頻道代理市場，後者包

括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市場及多系統經營市場。但公平會對於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經營市場的地理市場界定，則不受限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

NCC）公告之經營地區，公平會仍將考量實際競爭情形。此外，公平會對

於多系統經營市場、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市場、頻道代理市場的地理市

場界定，皆認定為全國。 

公平會對於數位匯流相關事業的產品市場界定為「基礎設施載具之網

路層市場」、「傳輸平臺服務之平臺層市場」、「內容及應用服務之內容層市

場」，公平會對於「網路層及平臺層市場」的地理市場界定原則上為我國境

內，但對於「內容層市場」則因考慮網路無國界之特性，數位化後之內容

層服務較不受地理區域限制所影響，得於任何有網路可供接取處提供服務，

故不排除將其地理市場擴充至我國領域外。 

（二） 公平會對於數位匯流產業、有線電視、電信事業所規範之競爭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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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匯流產業間之垂直結合所涉及之競爭議題眾多，不只上述市場界

定問題，亦包括市場占有率計算、濫用獨占地位行為（含濫用關鍵設施、

不當市場力延伸、掠奪性訂價、不當交叉補貼、增加競爭者經營成本）、限

制下游轉售事業之訂價等等競爭議題。 

至於有線電視之競爭議題，除了獨家區域代理行為的爭議外，在系統

經營者方面，有統購行為、聯合定價或共同抵制行為、濫用市場力量行為、

促使拒絕交易行為、促銷行為；在頻道供應者方面，則涉及聯賣行為、頻

道節目差別供應行為、頻道節目搭售與折扣優惠行為、未揭露重要交易資

訊行為等等。 

電信事業傳統上被認為具有自然獨占之性質，然而由於無線及數位通

信科技發展，且因應數位匯流趨勢的發展，電信事業為自然獨占之論調早

已逐漸受到挑戰。具獨占地位之電信事業若有掠奪性訂價、垂直價格擠壓、

不當交叉補貼、不當差別訂價、關鍵設施的濫用、不當偏好或差別待遇、

不當長期契約或限制轉換交易對象等行為，則有濫用市場地位的競爭問題。

至於電信事業之其他競爭議題，尚有關鍵設施之認定，亦有反需求彈性訂

價、杯葛行為、差別待遇行為、低價利誘行為、垂直交易限制、不公平競

爭行為及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行為。但對於電信事業的聯合行為，公平

會採取「原則禁止，例外許可」的態度，因此必須避免共同訂價行為，亦

不能故意透過訂定高額的互連費率、接續費率或漫遊拆帳費率，藉以限制

彼此在用戶通信費上的價格競爭，或者是透過漫遊協議，劃分彼此的地域

範圍或客戶，否則將被視為違法的聯合行為。 

公平會對於垂直結合係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上、下游關係，而公平

會審查結合案件程序分為簡化作業程序及一般作業程序。若參與垂直結合

之事業，在個別市場占有率總和未達 25％，則可適用簡化作業程序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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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惟若不易界定相關市場範圍或計算參與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或

參與結合事業所屬相關市場存在高度參進障礙、高市場集中度等其他具有

重大限制競爭不利益疑慮之情形，則須適用一般作業程序處理。公平會對

於垂直結合限制競爭效果之考量因素，包括結合後其他競爭者選擇交易相

對人之可能性、非參與結合事業進入相關市場之困難度、參與結合事業於

相關市場濫用市場力量之可能性、增加競爭對手成本之可能性、導致聯合

行為之可能性、其他可能造成市場封鎖效果之因素。不過，公平會對於垂

直結合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以附加條件或負擔，以消除因結合而造成

限制競爭之疑慮，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三） 大數據收集及分析運用與市場力濫用 

軟體和硬體對於互聯網的財產使用限制，是相當具有爭議的政策問題。

在競爭政策辯論中所使用的經濟術語，主要在於關注垂直結合，可能會帶

給企業機會（透過拒絕准入或價格歧視）和誘因（新增利潤），以限制競爭。

但由於經濟體系中幾乎每一個生產過程，都是垂直結合，經濟學可以預測

垂直結合程度的變化，亦即企業邊界的變化，對相對價格、科技或制度的

變化，作出反應。Owen(2011)研究發現，垂直結合及其程度的變化，都是

有效、動態、競爭性市場的良性特徵，但政府採預防性管制是完全沒必要

的行為，因為很可能反而會降低福利，健全的政策必須等待事件傷害後，

在特定情況下的政府干預，才是合理的政策。即使 Owen(2011)認為政府採

預防性管制是不必要的行為，但考量互聯網和一系列新的主流平臺崛起，

實體世界的綜合版本也都在不斷加強改變，且因應數位化及虛實整合的世

界來臨，反壟斷已經變得更加寬容。Salop(2021)提出研究探討兩個問題：

（1）控制主流平臺排除行為的潛在法律困難；（2）執行中的結合。該研究

認為有必要加强反壟斷執法，Salop(2021)認為優勢企業透過兼併和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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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進行結合，可能會損害消費者和工人權益，減少創新力量。數位網絡

將會是一個重要待解決的問題，因為隨著平臺主導地位的增强，進入障礙

也會上升，而進入障礙卻是由巨大的網絡效果及規模和範圍經濟所造成的

結果，因此，儘管反壟斷法原則上可以演變，但新的立法將必須是一條更

迅速、更確定的穩定改革之路。 

由於數位匯流產業具有相當多的大數據收集及分析運用問題，為穩定

未來改革之路及促進新的立法之路順遂，未來政府勢必仍需要確認數位匯

流之廠商，是否涉及「濫用市場力」，因此必需先界定大數據案件中之「相

關市場」，及衡量涉案者之「市場力量」的問題。但因大數據產業具有雙邊

或多邊的市場特色，因此若謹以單一市場來認定市場力量，將無法真實反

應市場競爭現況。 

1. 相關市場之界定 

由於大數據生態系統包含多方市場之參與者，因此相關市場的界定更

加困難。在產品或服務價格等於 0的情況下，以價格「微幅但顯著」的調漲，

來觀察產品間供給與需求替代關係與程度的SSNIP（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of Price）法則，將無法得出有意義的認定結果。解決

方法主要有下列二種60： 

(1) 仍以「價格」變動作為觀察替代變動的起點，但針對「多邊」

的特色修正 SSNIP 的操作過程。在「非交易平臺」的案件中，

觀察單方市場之價格變動，對平臺「整體獲利」（overall 

profitability）的影響來界定相關市場。在「交易平臺」部分，則

                                                      
60  Moresi, S., Salop, S. C., & Woodbury, J. (2017). Market definition in merger 

analysis. Forthcoming, as edited, in: Antitrust Economics for Lawyers (LexisNex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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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平臺本身所設定價格之微幅改變，來觀察平臺「整體獲利」

改變的情況來界定相關市場。 

(2) 改以「非價格」競爭因素的改變（如品質）作為觀察的起點。

因為 SSNIP 法則對於變動快速的高科技產業並不適合，故應以

「微幅但顯著且非暫時性之品質降低」（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Decrease of Quality, SSNDQ）來取代 SSNIP法則。

但「品質」變動往往是多面向的，因此使 SSNDQ 面臨到不少操

作上的困難。 

2. 市場力量 

不斷增長的市場力量會損害消費者和工人的利益，也會減緩創新，並

限制生產力的增長。因此，經濟研究證實，市場力量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若允許在沒有反壟斷挑戰的情況下，進行多個水平結合可顯著提高市場集

中度，並促進市場力量的行使。主導企業的排他性行為會扼殺來自實際和

潛在競爭對手的競爭，包括具有挑戰主導企業市場力量能力的新生競爭對

手，和具有競爭性研發能力的企業，並削弱最重要的經濟力量，為主導企

業創造競爭壓力。Baker et al.(2020)研究指出上述擔憂更是存在於數位市場，

由於供需（網絡效果）的大規模經濟以及客戶轉換成本，在很大程度上，

平臺往往與平臺競爭絕緣。 

競爭法關切大數據掌控的市場力量，是否得以建構市場進入的障礙。

市場力量的源起，分為下列二種： 

(1) 傳統來源（traditional sources） 

因資訊設施之高固定成本所出現之「規模經濟」效果、大量且多元數

據所可提供之「交叉比對」（cross-referencing）價值所產生之「範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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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es of scope）效果及「網路效果」等足以讓「數據」擁有者有更高

支配市場機會的經濟事實。 

(2) 新型態來源（new sources） 

專指在大數據產業中之「數據回饋迴路」（data feedback loops）效果，

指使用者於數據平臺所散布之數據，經平臺參與廠商利用並「貨幣化」

（monetarized）後，再以更高品質的服務回饋給使用者的一項巡迴過程。

「數據回饋迴路」讓市場供給者與需求者的角色漸趨模糊，也讓二者之共

生關係更加緊密。 

3. 透過策略性結合行為以濫用市場力 

透過收購數據公司，進一步讓競爭對手難以取得足夠的數據量進行有

效的競爭。即使「策略性」結合行為在理論上可能發生，但在實務上尚未

見有結合案件因競爭疑慮而被禁止。以下謹就較具代表性的案例，簡要說

明。 

(1) TomTom/TeleAtlas結合案61  

TomTom 是「全球定位系統」的先驅業者，於 2007 年擬收購另一家提

供數位式地圖及其他動態內容的廠商 Tele Atlas，二家是北美及歐洲「移動

式數位地圖資料庫」（navigable digital map database）的領導廠商。審理過程

中，歐盟執委會（下稱執委會）界定「移動式數位地圖資料庫」是本案的

相關產品市場。至於在競爭效果的評估上，因本案性質上屬於垂直結合案

件，執委會認為結合讓TomTom取得更完整且重要的數據，確可強化其實施

                                                      
61 陳志民 (2019)。大數據時代之下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第 24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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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行為的能力，但無實施排除競爭行為的誘因。 

(2) Facebook/WhatsApp結合案62 

Facebook2014 年宣布以 190 億美元收購 WhatsApp，歐盟則在審理過程

中，點出了數據收集與累積行為作為一項競爭損害理論的可能性，特別是

Facebook 是一多方平臺（multisided platform），涉及「平臺」間爭取使用人

數、數據取得及付費廣告之不同類型的競爭。二間公司結合後，Facebook

仍有可能因在 WhatsApp 中推出廣告服務，及開始在 WhatsApp 中收集使用

者數據，並以此來改善 Facebook 廣告擬鎖定對象的正確性。然而，執委會

最後仍認為，雖然 Facebook在結合後有「能力」，但卻沒有「誘因」從事限

制競爭的行為。 

(3) Google/Waze結合案63 

2013 年 Google 決定以 13 億美元收購同樣提供電子地圖服務的 Waze，

引發業者普遍的關切。不過，英國政府表示，因二家公司結合後，仍免費

提供相關的服務，故本案的審議重點應著重在結合對「創新」及「品質改

善」的促進效果。由於在英國行動設備導航應用技術市場的主要廠商乃

Apple（30%）和 Google（50%），Waze 並無法對 Google 在英國之可能濫用

行為產生制衡的力量，故無進一步調查的必要。 

（四） 垂直結合造成利益衝突之競爭疑慮的可行介入方案 

Yoo(2017)研究指出目前關於網路中立性的爭論，還沒有充分探討如何

運用服務差異化，使消費者受益，並促進互聯網運用。例如在需求方面，

                                                      
62 同註 61。 

63 同註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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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缺乏對互聯網服務的感知需求，亦即忽略消費者日益異質性的需要，

因此必須運用服務差異化，以解決互聯網的主要障礙；在供應方面，壟斷

競爭長期以來一直強調，儘管存在未用盡的規模經濟，但如何能夠與多個

供應商建立穩定的均衡，透過產品差異化，可以允許競爭對手瞄準整個市

場中對特定服務具有更高價值的細分市場。因此，禁止服務差異化將會限

制對價格和網絡規模的競爭，而價格和網絡規模對於最大參與者而言是有

利的因素，這些動態過程稱為「Zero Rating」做法，該模式在全球實施後得

到很好應證，這種模式允許訂閱者訪問某些內容，而不必根據其數據上限

計算流量。在對「Zero Rating」採取執法行動的六個國家中，只有印度明確

禁止這種做法，其他五個國家（美國、智利、加拿大、斯洛文尼亞和荷蘭）

採取逐案處理的方法與關於垂直結合和限制的經驗文獻，以及確定何時實

施本身的非法性和何時適用「理性規則」的既定原則是一致的。美國的反

壟斷法也有助於確定影響責任的因素，如缺乏市場力量、非排他性和非專

有服務。 

依據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於 2019 年 12 月 18 日公布有關線上平臺與

數位廣告市場研究的暫時性報告，指出 Google及 Facebook在數位廣告具有

市場力，可能引發競爭疑慮64。 

1. 以 Google為例，其在廣告市場的市場力主要源自： 

（1） 可為搜尋及顯示型廣告提供廣告版面。 

（2） 擁有大量使用者資料並可運用於廣告投放上。 

（3） 以垂直結合方式，分別在數位廣告的供給方平臺及需求方平

臺為出版商及廣告主扮演重要的廣告中介角色，並在出版商廣

                                                      
64  徐曼慈 (2020)。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發布『線上平臺與數位廣告』市場研究暫時性
報告。公平交易委員會電子報，第 14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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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伺服器 （Publisher ad server）上具有優勢的市場地位。 

2. 但這也引起其他市場參與者對於 Google扮演多重角色，會產生利益

衝突之疑慮，此情形將讓 Google有機會在供應鏈中以其市場力影響

競爭。針對以上競爭疑慮，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 提出以下介入方

案，以促進市場競爭，分別為： 

（1） 在競爭法之外，另針對具市場力之大型平臺制定可強制執行

的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在必要時

規範平臺業者之行為，也讓平臺業者瞭解應如何與平臺使用者

及競爭者互動，而不致產生競爭疑慮。考量平臺快速變遷的特

性，行為準則應以大原則的規範為主，以達到公平交易、選擇

公開、信賴且透明之目標。 

（2） 制定相關規範改善市場透明性，讓平臺使用者更能掌握個人

資料是如何被平臺業者蒐集使用，並有能力選擇提供給平臺業

者之資料內容，以及資料是否可被平臺運用在投放個人化廣告

上。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亦規劃與資料保護主管機關共同合

作，透過競爭法與資料保護法之調和，在保護個人資料的同時，

確保市場競爭及消費者福利。 

（3） 考慮要求 Google 將所蒐集的使用者點擊查詢資料，提供給其

他搜尋引擎業者，以降低 Google在數據資料規模上之優勢，並

增進其他搜尋引擎業者之演算品質。另為解決 Google較其他競

爭者有能力支付更多費用，讓 Google Search成為手機內建的預

設瀏覽器所引發之競爭疑慮，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亦考慮限

制 Google成為行動裝置內預設搜尋引擎的能力，並要求在行動

裝置內出現搜尋引擎選項之畫面，讓裝置使用者自行選擇預設

的瀏覽器。而針對 Facebook，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將評估是

否要求 Facebook 開放使用者在 Facebook 發布的動態消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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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出現在其他平臺上，並在使用者瀏覽 Facebook頁面時，也

可看到好友在其他平臺上發布的消息，以增進平臺間的互操作

性。 

（五）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下稱 GWB）4.065   

德國聯邦經濟與能源部委由學者專家和智庫組成的「競爭法 4.0 委員

會」，其所提建議獲得聯邦政府採納，並在 2020 年 1 月 24 日正式公布「數

位化 GWB」或稱為「競爭法 4.0」，草案重點內容如下： 

1. 將「與競爭相關數據」的存取權利（access rights to「data relevant 

for competition」），視為決定具有市場優勢地位的因素之一，拒絕

存取此種數據則為濫用市場力的行為。 

2. 透過對數位平臺更嚴格的反托拉斯規範機制，不僅使聯邦卡特爾

署 （Bundeskartellamt）藉此宣示跨市場的數位平臺業者非常受到

重視，未來也會對業者採取較嚴格的執法標準。 

3. 將「中間媒介者」（intermediaries）明文規定並受具體規範，「中間

媒介者」是指以蒐集、匯總和加值數據，並協調用戶群組間之供

需為商業模式的多邊數位平臺（multi-sided digital platforms）業者。 

4. 聯邦卡特爾署對於「市場傾覆」（tipping of market）（指多個供給者

將市場翻轉成壟斷或高度集中的行為）有權干預，並以新的臨時

禁令措施，使其更易於處理可能違法的案件。 

5. 擴大對於相對市場力（relative market power）的保護範圍，不僅限

於中小企業，更適用於事業依賴其他市場參與者的任何「B2B」交

易情況。未來所有的市場參與者，甚至是大型事業，都受到這個

                                                      
65 陳韻珊 (2020)。數位競爭法先鋒－德國競爭法 4.0 簡介。公平交易通訊，第 92 期。德
國修正的 GWB 4.0 的施行日期為 202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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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保護。 

6. 對於水平競爭者的合作協議，如果有實質的法律和經濟利益存在，

可取得主管機關授權，先自行評估是否符合競爭法規範。 

（六） 美國監管機構（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下稱 FTC）66 

開始對所有大型網路電商平臺進行結合調查  

FTC 在 2020 年表示將調查科技五大巨頭 Alphabet、Apple、Amazon、

Facebook、Microsoft，以了解過去 10 年結結合購案情況，確認科技五大巨

頭對較小競爭對手的收購，是否可能避開聯邦反托拉斯法；FTC 調查的模

式，可以利用權限，對整個行業進行廣泛審查，卻不必採取執法行動。

Amazon、Facebook、Alphabet 都面臨著州和聯邦當局的大量調查，FTC 特

別關注社交網路巨頭過去對 Whats App 和 Instagram 的收購。美國司法部甚

至對於搜索引擎、社交網路和電子商務進行廣泛調查，以探索這些行業中

的主導公司，是否壟斷市場。國會更進行審查以探討在數位經濟時代更新

聯邦反托拉斯法，並且敦促 FTC 仔細檢查每筆結合並採取行動制止高科技

行業中的危險和破壞性結合行為，以堅決抵制大型科技廠商（Big Tech）的

壟斷行為。 

（七） 澳洲「新聞媒體與數位平臺強制議價法」（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67  

科技巨頭必須靠大數據才能留住客戶，客戶的注意力和時間已被兜售

                                                      
66 Romm, T. (2020, February 12). FTC will review past mergers by Facebooks, Google and 

other big tech companies.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reurl.cc/52zW8n,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67 Treasury Laws Amendment (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 

Bill 2020.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21 Februar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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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廣告商賺取利益，過去傳統媒體供需環境礙於生產結構屬於垂直且封閉

的型態，但現況已是雙向互動社群的年代，達到多元平臺交叉行銷及一源

多用的長尾效果，雖然內容創意可以主導市場，但廣告利益卻未合理分潤

到媒體或其他內容產業。歐盟 2019年推出「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從

著作權衍生出聯結權，讓媒體和 Facebook 等平臺有談判力，但單一媒體要

求 Google或 Facebook等平臺付費的談判力薄弱。因此，澳洲政府出面讓媒

體能以聯盟方式和科技平臺巨擘可以談判，但這涉及到公平交易市場中的

聯合行為，因此需要修法免除媒體觸法的可能性。 

澳洲政府把歐盟的權益角度轉入市場力焦點來處理，並已於 2021 年 2

月 25日透過「新聞媒體與數位平臺強制議價法」，此法案要求全球數位平臺

必須為刊登澳洲產製的新聞內容付費。我國立法院數位治理委員會隨後立

即於 2021年 3月 23日召開公聽會，討論在跨國網路平臺越來越壯大之下，

傳統媒體的生存之道。2019年台灣的數位廣告金額達 458億元，其中卻有 6

到 8成進入 Google的口袋68，澳洲自 2005年起印刷媒體的廣告收入減少 75

％69，且數位廣告的經費每 100 澳幣就達 8 成流向 Google 及 Facebook，因

Covid-19更加速惡化數位廣告的傾科程度。科技平臺橫掃數位廣告市場，導

致專業媒體與內容網站難以為繼，因為擁有強大運算能力者，握有最大的

權力。因此「不公平競爭著作權與本土產業保護」等議題，受到關注。平

臺的演算法規則應該要更透明，以利外界知道平臺如何顯示新聞內容，尤

其要如何補償科技公司與新聞媒體之間的經濟失衡。因此澳洲政府修法，

要求 Google 與 Facebook，必須與澳洲新聞媒體商討，如何讓導流的新聞，

                                                      
68 華 視 電 子 報 ，「 數 位 平 台 大 者 恆 大 傳 統 媒 體 怎 自 救 ？ 」，

https://news.cts.com.tw/cts/life/202103/202103232035784.html，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21/11/15。 

69  遠 見 電 子 報 ，「 內 容 有 價 ！ 臉 書 封 殺 澳 洲 新 聞 ， 最 終 誰 是 贏 家 ？ 」，
https://www.gvm.com.tw/article/77852?utm_source=line&utm_medium=social&utm_camp

aign=chatbot&utm_content=subscribe_push， 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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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部分利潤可以回歸到新聞媒體本身，讓新聞媒體可製作出更多符合公

益的內容，並促進公共利益。微軟（Microsoft）在 2021 年 2 月「新聞媒體

與數位平臺強制議價法」尚未透過之前，率先贊同澳洲政府，願意遵守新

的法律義務，包括與新聞機構共享收益，Google 原先很反對，但也很快就

已經和新聞集團達成協議，只剩 Facebook 堅持不再讓澳洲媒體的新聞內容

放上 Facebook，後來澳洲政府同意修改法案讓科技巨擘有更多時間與新聞

業者協商，Facebook 才解鎖澳洲的新聞頁面並解除分享新聞的限制。等到

澳洲政府正式頒布法令後，很快地澳洲當地的媒體大亨梅鐸（Repert 

Murdoch）所擁有「新聞集團」於 2021 年 3月 15 日發布新聞稿表示與澳洲

Facebook已有共識，將簽訂 3年協議，不過，具體條款內容以及計費方式並

未公開。 

澳洲花了 3年草擬新法終於把這個領先全世界的強制性法律公布，也把

新聞媒體與數位平臺雙方帶上談判桌，這就類似「棒球仲裁」（baseball 

arbitration）70，對於議價的方案無法達成共識時，雙方各派出一名專家代表

提案，雙方代表再選出一名中立第三方專家作為仲裁員，由仲裁員選出其

中一種提案透過，但仲裁員不得對提案進行修改。「棒球仲裁」可能會使數

位平臺付出比預期更多的錢，或是新聞媒體拿到比想像更少的利潤，因此，

新聞媒體與數位平臺之間就會透過協商達成共識，該機制可協助雙方更快

又更公平溝通，儘可能達成共識，而不透過仲裁制度。澳洲「新聞媒體與

數位平臺強制議價法」對於名詞定義（例如：談判方、核心議價問題、核

心新聞內容、數位平臺、註冊新聞媒體業…等等）與程序步驟（例如：議

價通知書、調解規則、仲裁小組、合約…等等）皆有詳細規定，包括提交

                                                      
70 數位時代，「Facebook、Google 都不願分一杯羹，為何微軟 Bing 卻甘心為澳洲新聞買
單？」，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1400/microsoft-brad-smith-australia，最後瀏
覽日期：20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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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數限制、書面資料頁數限制等等。 

美國隨即也跟進澳洲而推出 2021年版《新聞競爭與保存法》，2021年 3

月 12 日已舉行聽證會，這也是美國反托拉斯小組委員會的第二系列聽證會。

該委員會為了奠定反壟斷法的深厚基礎，繼 2020年 10月對科技巨頭 GAFA

（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進行歷時 16 個月壟斷調查後，再

度召開的聽證會。但反觀我國對此新型態的產業爭議，不只牽涉面向很廣，

有待跨部會討論，尤其在數位發展部尚未成立前，恐怕尚待協調主政機關

為何。不過，公平會已率先於 2021年 4月 12日召開座談會，包括報紙、電

視台、雜誌業者、網路平臺業者、學者都出席參與，相關政府機關則有經

濟部國貿局、智財局、文化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也都有代表

出席，其中媒體代表雖然都有提到希望能有分潤機制，但還沒討論太多政

策面與法規面議題，再加上我國市場小，不具談判籌碼，若被 Google 和

Facebook 停止新聞導流，反而會對國內媒體的流量與曝光造成傷害，因此

後續發展值得再深入觀察，尤其數位平臺是個全新的議題，對於競爭的看

法也必須要有重新的理解。 

第二節 國外案例 

為更清楚掌握並瞭解數位經濟的新型態市場環境下，競爭法主管機關

面臨網路、電信、媒體與娛樂等產業間之垂直結合案件，國外處理競爭議

題的情形，因此本研究特別選取「美國電信產業AT&T及媒體內容製作產業

巨擘 Time Warner （時代華納公司）之結合案」、「Facebook 收購結合案之分

析」及「雅虎日本和 Line結合為個案分析」，以作為本研究計畫「垂直結合

實證分析法之應用」的參考，其中前二個案例之研析重點，先就經濟分析

方法、步驟、考量因素、及可行操作方式，重點比較分析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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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Facebook 收購結合案」與「美國電信產業 AT&T及媒體內容製作

產業巨擘 Time Warner （時代華納）之結合案」比較分析表 

案例比較 Facebook 收購結合案 

美國電信產業 AT&T與媒體內

容製作產業巨擘 Time Warner

（時代華納）之結合案 

經濟分析 

方    法 

以 Glick & Ruetschlin(2019)

觀點為主，重點如下： 

1. 潛在競爭學說： 

(1) 市場集中度。 

(2) 參進條件。 

(3) 目標公司的參進

優勢。 

(4) 從 Instagram 的參

進去集中化。 

(5) 線上廣告市場存

在競爭問題。 

(6) 社交網路和集中

度問題。 

(7) 參進市場須考慮

數據障礙。 

(8) 社交網路市場需

有適當市占率的

衡量標準。 

2. 潛在競爭理論的改

革。 

以 Shapiro(2018)觀點為主，重

點如下： 

1. 競爭正面效果： 

(1) 消除雙重邊際化。 

(2) AT&T與其他供應商

競爭。 

(3) 競爭競爭對手的定價

限制了 MVPD提高

價格的能力。 

(4) 多種價位選擇。 

2. 競爭負面效果： 

(1) 因協同效果而抑制虛

擬MVPD的進入和

成長。 

(2) 明顯影響向消費者 

所收的價格。 

(3) 提高競爭對手成本的

損害理論。 

(4) 增加使用 HBO的限

制。 

3. 其他競爭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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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比較 Facebook 收購結合案 

美國電信產業 AT&T與媒體內

容製作產業巨擘 Time Warner

（時代華納）之結合案 

(1) 昂貴且稀缺的體育節

目許可權造就高的體

育覆蓋率。 

(2) 市場界定。 

(3) 討價還價（或稱議價

談判）及 Turner討

價還價模型的關鍵投

入變數。 

(4) 對MVPD成本的淨

影響與消費者的影

響。 

(5) 透由控制 HBO以減

少競爭。 

(6) AT&T和 Comcast之

間的反競爭共同效

果。 

(7) 參進分析。 

(8) 結合協同效果。 

(9) 仲裁不會消除結合所

產生的誘因措施。 

步    驟 1. 市場集中度： 若 HHI

低於 1800，則為低度

集中市場。 

2. 參進條件： 進入市場

的容易度。 

3. 目標公司參進優勢。 

1. 為全盤掌握經濟效果， 

必須先完整評估所有經濟

分析： 

(1) 競爭正面效果。 

(2) 競爭負面效果。 

(3) 其他競爭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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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比較 Facebook 收購結合案 

美國電信產業 AT&T與媒體內

容製作產業巨擘 Time Warner

（時代華納）之結合案 

4. 目標公司的參進去集

中化。 

 

2. 完整評估經濟分析後，若

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

爭之不利益，則不得禁止

其結合；反之，則禁止其

結合。 

考量因素 1. 被收購者 HHI 是否大

於 1800。 

2. 收購方仍具有進入優

勢。 

3. 目標公司需要大於

20%的市占率，才可

提出挑戰。 

4. 1984 年《結合處理原

則》要求對擬議結合

的效率，進行分析。 

 

 

 

 

1. 價格因素： 

垂直結合若使得競爭者需

要為了必要的資源，付出

更高價格時，可能會違反

「克萊登法（第七條）」，

可依法禁止其結合。 

2. 非價格因素： 

也同時必須再納入非價格

因素的結合分析，因為在

分銷階段實施非排他性條

款的干預，會降低內容質

量，也會對消費者和總剩

餘價值產生不利的影響。 

可行操作 

方    式 

1. 找「代理人」評估，

納入對初創公司可能

進入優勢的結構性推

定，又稱「確定收購

公司進入優勢的法定

代理人」。 

1. 若同意結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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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未來可將 AT&T與其

他付費電視公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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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比較 Facebook 收購結合案 

美國電信產業 AT&T與媒體內

容製作產業巨擘 Time Warner

（時代華納）之結合案 

2. 「鄰近市場概念」，

對目標公司進行參進

市場和進入優勢的結

構性假設。 

3. 專注於企業參進的重

要因素，如生產、行

銷、技術、客戶關係

相似性等。 

4. 在 結 構 方 法 下 ，

Facebook 收 購

Instagram和WhatsApp

的技術結合，可能會

受到挑戰，應該要受

到應有的審查機制。 

5. 以上過程係技術市場

的司法決策，必須再

制定新的處理原則，

以因應未來結合的需

要。 

 

Time Warner頻道的

訂價分歧問題，交由

第三方仲裁，且仲裁

期間不會屏蔽節目。 

2. 若不同意結合： 

(1) 儘量提出有意義的現

實證據（meaningful 

real-world 

evidence）。 

(2) 加強各種經濟分析的

論述。 

(3) 透過前述（1）及

（2）以證明將造成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4) 競爭執法機構若面對

反壟斷訴訟敗訴，則

應基於「審查中決定

的實質影響」和「延

遲將造成不可挽回的

傷害」，繼續提起上

訴。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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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T&T收購 Time Warner結合案之分析 

1. 背景說明 

AT&T於 2016年宣布將收購 Time Warner，當時 AT&T已經是全球營收

規模最大之電信綜合營運商，在美國行動市場市占率僅次於 Verizon，網路

市場市占率為全美第三大業者，在全美付費電視市場之市占率更為第一。

當時被收購的 Time Warner則為全球知名之傳媒內容供應公司，擁有美國電

視新聞網 CNN、TNT 電視網、製播高品質影集及擁有許多電影首播權之

HBO聯播網、線上影音服務 HBO Now、華納兄弟影業及華納兄弟電視公司

等具創新能量之資產及團隊。 

由於垂直結合會減少消費者剩餘，因此 D'Annunzio(2017)針對「媒體市

場的垂直結合如何影響投資優質內容」提出深入探討，研究結果證明，政

府當局應該仔細評估垂直結合對內容質量的投資動機影響，尤其必須將非

價格因素納入結合分析，在分銷階段實施非排他性條款的干預，會降低質

量，並可能會對消費者和總剩餘價值產生不利的影響。 

AT&T 和 Time Warner 是屬於世紀最大併購案，當時很多研究學者都提

出不同見解與看法，當美國地區法院在AT&T與時代華納的垂直結合案，發

表允許結合的意見，法院相信結合具有促進競爭的作用，但 Salop(2018)擔

心結合本身以及隨後電視行業的垂直結合，都會產生反競爭效果，美國法

院決定同意AT&T與時代華納的結合案，反而可能會鼓勵和允許反競爭效果

的不良後果。後來美國司法部阻止AT&T與時代華納違背競爭法的垂直結合

案問題，此案標誌著近 40 年來法院首次審理同一供應鏈的不同層次垂直結

合案；萊昂法官的 172 頁綜合裁決指出該案並未違反新反托拉斯法律，

Wright et al.(2019) 相信該案將隨著美國民粹主義呼聲越來越高，呼籲政府應

干預打擊行業整合，而這也確實代表經濟分析的重要性且有根據的熱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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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2. 美國司法部與法院持不同的意見 

這場世紀最大併購案，過程並非相當順遂。AT&T於 2016年 10月提出

將以 854 億美元收購 Time Warner，由於該案並未涉及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下稱 FCC）所發給的執照轉移，因此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門立即介入

調查，最後美國司法部認定 AT&T和 Time Warner二間公司的垂直結合，將

損及競爭且形成壟斷，因此提起反壟斷訴訟。 

美國司法部的評估依據計有六大意見，主要內容摘錄NCC於 2018年 11

月「通訊傳播事業投資整併對產業相關影響及監理機制之委託研案」71，如

下： 

（1） 對於美國接近 1億的家庭用戶而言，由於傳統訂閱付費電

視選擇有限，缺乏競爭意味著價格上升。當網路多頻道影音

節目內容提供商（下稱 MVPD）可對產業產生破壞性創新，

例如 Netflix和 Amazon Prime使得許多消費者轉向線上影音服

務，線上 MVPD 雖然頻道較少，但價格相對較低，增加市場

競爭，同時也降低了傳統服務提供者 AT&T/DirecTV的利潤。 

（2） 本結合案將使傳統視訊服務公司更有力量對抗線上影視

業者，並且藉由提高競爭業者的購買成本以降低對方競爭力，

並有可能增加消費者所付出的費用。 

（3） 透納電視網的頻道家族（CNN、TNT、Cartoon Network、

HBO and Cinemax，以及大量運動節目轉播權），對於新興

                                                      
71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18)。通訊傳播事業投資整併對產業相關影響及監理機制之委
託研案。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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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PD 相當重要，由於透納電視網的評比僅次於迪士尼，結

合後的 AT&T與 Time Warner若提高其他MVPD購買透納電視

網頻道的價格，其他MVPD可能取消與 Time Warner的合作，

儘管 AT&T和 Time Warner可能失去原先的月租和廣告收益。

但因為顧客無法從其他影視傳輸服務提供者取得影視內容，

因而會轉向與 AT&T/DirecTV取得服務，藉此可以補回收益。 

（4） 藉由提高其他 MVPD 購買透納電視網授權的價格，使其

無法與 AT&T與 Time Warner競爭，由於MVPD以向客戶收取

的價格平衡取得內容的成本，提高付給透納電視網的價格將

直接使消費者付出更多的費用。 

（5） 結合後的 AT&T與 Time Warner還可以阻礙網路的 MVPD

的創新服務發展，例如線上影音傳輸服務提供者不須綁約，

也不用機上盒，透過前述模式可能讓新興業者缺乏競爭力，

繼而影響相關創新模式。 

（6） 克萊登法（Clayton Act）第 7條規範，當投資整併案可能

損及競爭時，依法可以禁止結合。垂直投資整併而使競爭者

需為必要資源付出更高的價格可能違反反托拉斯法，影視內

容為MVPD競爭所必需的資源，本結合案使得AT&T/DirecTV

可控制大量 Time Warner的影視內容、無線及網路傳輸系統，

並使潛在對手競爭力下降與損及競爭，違反反托拉斯法規定，

依法應禁止其結合。 

美國司法部認為 AT&T將可能利用 Time Warner的電影，強迫收費電視

公司向 Time Warner每年多付數億美元的費用，未來的收費電視將導致收費

上升，同時令消費者可享受的創新內容選擇減少，將會對美國消費者造成

非常大的損害。因此美國司法部認定結合會對競爭構成不當威脅，聲稱



   
 

98 

 

AT&T同時擁有 DirecTV和 Time Warner，這將對依賴於 Time Warner內容的

競爭對手產生不公平的影響。如果 AT&T 擁有 Time Warner，美國政府估計

其競爭對手（如 Charter Communications）的成本每年將增加 5.8億美元。 

AT&T 為了緩和美國政府的批評，提出將與其他付費電視公司就 Time 

Warner頻道的定價分歧提交第三方仲裁，且 AT&T及 Time Warner兩家公司

都表示，在仲裁期間，七年內不會撤銷節目。但美國司法部並不領情，隨

即於 2017 年 11 月起訴 AT&T，要求停止收購，試圖阻止 AT&T 收購 Time 

Warner的交易，提起反壟斷訴訟。 

由於過去 50 年來，美國司法部從未起訴過行業垂直併購的先例，這也

是美國幾十年來司法部首次阻止 2間不是直接競爭對手的公司併購。因此，

AT&T 表明收購案遭到反壟斷監管機構的挑戰，將不惜訴諸法庭。美國哥倫

比亞廣播公司（CBS）當時報道指出，美國司法部曾施壓，要求 Time 

Warner先出售 CNN，才會同意併購，惟遭到拒絕。 

美國聯邦法院於 2018年 6月 12日裁定，批准本收購案件，完全地否決

美國司法部所稱該筆交易將削弱付費電視行業競爭，損害消費者利益的理

據。法院的判決完全打破外界之預期，也沒有為交易設下條件，因為法官

認為政府無法證明結合會導致價格上升，也無法證明對消費者帶來其他傷

害，法官反而認為Netflix、Hulu和Amazon等公司，已為媒體行業帶來巨大

變化，消費者轉向網絡收看電視節目等內容，不再訂閱有線電視台，法官

反而相信 AT&T和 Time Warner兩間公間的結合，有助提升競爭力，最後法

院認為美國司法部未能證明本案違反反托拉斯法而批准本結合案。 

雖然美國司法部立即發出聲明，強調 AT&T和 Time Warner結合，會削

弱收費電視市場競爭力及創新能力，損害消費者利益，但AT&T在取得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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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下，認為已擺脫美國司法部的阻撓，於是立即於 2018年 6月 14日宣

布已正式完成價值 854億美元的 Time Warner 收購，而 Time Warner 則更名

為Warner Media。 

3. 美國司法部上訴失敗 

美國司法部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上訴權利，雖然上訴期限可達 60 天，但

美國司法部基於「審查中決定的實質影響」和「延遲將造成不可挽回的傷

害」，認為法院並未考量司法部所提出的槓桿理論，因此立即於 2018年 7月

提起上訴，提出加速上訴審議的動議，仍然堅決地反對這二個大公司的垂

直結合，認定二間公司的結合，會導致付費電視產業價格上升，傷害消費

者權益，也將導致內容壟斷的現象出現。美國司法院立即果斷地採取上訴

行動，以爭取解除 AT&T 和 Time Warner 之間的協議或要求 AT&T 出售

Warner Media股份。最後美國上訴法庭由哥倫比亞特區的三位法官組成小組，

並於 2019 年 02 月 26 日仍一致裁定，支持該收購案，上訴法庭表示，政府

關於收購將導致消費端價格上漲的說法，並不具說服力，聯邦法官認為美

國司法院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二方的垂直結合，一定會導致消費者在

電視與網路服務被高價受害，因此判決美國司法院 15 個月來的行動，第 2

次敗訴。美國司法院最後表示，將不會再針對本案提出上訴。 

4. 未來可能發展 

AT&T 表示行業內的垂直併購，將令電視節目更便宜，也能提供更多創

新服務，有利於消費者選擇，且未來 CNN、HBO 等節目可以不需透過有線

電視訂閱，即可在線上播送內容。再加上完成有利於AT&T的判決結果，勢

必將衝擊美國傳媒業的市場，不僅使得AT&T能藉此擴展旗下「數位內容」

發展優勢，並在串流影音市場與 Netflix、Amazon、Disney 競爭，且亦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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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旗下 Alphabet 抗衡。更代表 AT&T 可以與主導數字廣告和擁有新收

入來源的網際網路公司競爭。 

在上述判決的推波助瀾下，未來也將會引發媒體業界同類併購潮，以

抗衡 Google及 Netflix 等互聯網及媒體巨企。再從過去美國各大公司的併購

案例經驗，顯現傳統媒體產業在科技大廠進攻之下，已逐漸失去數位發行

的能力，開始投靠掌握網路、通訊的公司，且當媒體內容也成為網路通訊

公司的一部分，內容壟斷、發行分流的現象，也的確在未來很有可能發生。

因此，消費者在未來的確有可能無法打開電視、更換頻道，就看到所有娛

樂內容，反而必須成為 AT&T客戶，才能收看 HBO影集，或得訂閱 Netflix

才能看到他們的自製內容。 

AT&T 和 Time Warner 之間的結合，不僅足以壟斷全美的市場，更不用

提對於全球資訊傳播的影響，當一間公司可以坐擁電信和媒體這些巨大影

響力的資源，當通信與傳播都能大部份完全掌控在自己手裡，則足以想像

未來將帶來什麼程度的市場壟斷。 

5. 經濟分析72  

美國司法部（DOJ）反托拉斯部要求Shapiro(2018)評估AT&T收購Time 

Warner 可能帶來的競爭影響情況，本研究案將此專家報告的競爭效果，歸

納分析整理分為正面效果、負面效果、其他競爭議題等三大面向。 

（1） 正面效果 

A. 消除雙重邊際化（EDM）：為了增加觀看 Turner Content 的消

                                                      
72  Shapiro, C. (2018). Expert report of Carl Shapiro, U.S. vs. AT&T, case no. 1:17 -cv-

02511(RJL), redacted (Februa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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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總數，結合後 AT&T將有誘因降低 DTV和 U-verse TV訂

閱費用，因為結合後AT&T的利潤包括來自新的用戶，因此結

合將對消費者淨效果有利。 

(A) 但 Shapiro(2018)認為本案 EDM 效果有限，本案 EDM 效

果比其他行業因垂直結合所得到的 EDM 效果小很多，因

為幾乎所有網路多頻道影音節目內容提供商（即 MVPD）

都可以使用 Turner Content，因此結合後的 AT&T 較無誘

因調降訂閱費用，甚至於競爭對手 MVPD 為 Turner 

Content 支付較高費用，對美國 MVPD 用戶所造成的損害，

反而可能超過消除雙重邊際化所帶來的利益。 

(B) 新訂戶的比例愈高，則 EDM效果愈高。Shapiro評估後認

為結合將使 DTV的 Turner Content邊際成本降低 1.2美元，

這是透過「Turner從DTV獲得的每用戶費率」與「Turner

因價格下降而選擇 DTV 的新用戶獲得的每用戶費率」之

間的差額計算得之。但高端套餐用戶的 EDM 效果很小或

沒有，因為 DTV 價格下跌所吸引到的高端套餐新用戶，

只是從已經可以觀看 Turner Content的另一個 MVPD切換

而來的而已。 

B. AT&T 與其他供應商競爭：透過 AT&T 的 DTV 和 U-verse TV

向消費者分發視頻節目，領先的 MVPD 包括有限電視

（Comcast 和 Charter）、衛星廣播（DTV 和 Dish）、電話公司

（AT&T的 U-verse服務和 Verizon的 Fios服務）、虛擬 MVPD

（DirecTV NOW、DISH的 Sling TV、Sony的 Play Station Vue

和 Google 的 YouTube TV），也和 SVOD（Video-on-Demand 

Services）競爭，例如：Netflix和 Amazon Prime。付費電視生

態系統對於 MVPD 可以支持更高費用，主因係寬頻增加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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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之下，MVPD 保有高利潤。MVPD 透過多種方式競爭，以

吸引和保留原有付費的訂戶，包括訂價、節目製作、設備、

圖像質量、將付費電視服務、寬頻互聯網與電話服務捆綁在

一起。在價格競爭上，提供「促銷價格」吸引新客戶，提供

「價格折扣」防止舊訂戶離開或攪動另一個視頻分發服務，

但必須特定再細分市場，以明確瞭解客戶流失變化，從大宏

觀細分不斷變化的個性化價格，在不同的時間點設算適合客

戶的價格水準。 

C. 競爭對手的定價限制了 MVPD 提高價格的能力：因為太大的

價格差異會導致流失訂戶，因此雖然內容成本每年增加，且

會員協議也有年度價格自動扶梯，但價格和費率的變動，都

考慮到客戶從競爭中的獲益，因此報價水準已考慮共享或提

高利潤，但不可否認，隨著內容成本不斷上升，低成本的內

容也已開始出現，並壓縮視頻價值鏈。 

D. 多種價位選擇：各種新型態的虛擬 MVPD、SVOD 及 OTT 服

務，皆提供消費者更低價格的收視方式，導致消費者更快放

棄付費電視節目包，更依賴互聯網提供視頻節目。 

(A) 新型態的虛擬 MVPD：提供類似 MVPD 的付費電視套餐，

並以捆綁的線性網路及按需要提供內容，而這些內容可

以 Internet交付。虛擬 MVPD的策略通常是提供更小的線

性網路包，因此價格更便宜，選擇進化的瘦身捆綁包虛

擬 MVPD 用戶，通常可吸引到那些放棄傳統的有線電視

服務的消費者，以使用開放互聯網的精簡實時流式傳輸

模式，替代舊時的傳遞機制。 

(B) 訂閱視頻點播服務（SVOD）：最受觀迎的 SVOD 是

Netflix、Hulu、Amazon Prime Video，訂戶可透過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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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或用戶應用程式觀看視頻，以換取經常性的訂閱費，

主要提供電視節目、電影及原創或獨家節目。例如

Amazon Prime Video在 2017年支付 5,000萬美元舉辦奧運

會，並簽署一項為期一年的合約，向訂戶提供直播「星

期四夜足球比賽」的直播體育節目。 

(C) OTT 服務「隨選選看」：訂戶無須付費電視套餐即可隨時

觀看，HBO是第一個以獨立服務HBO Now形式提供，其

他優質的有線電視網路是 Showtime和 STARZ也提供OTT 

（2） 負面效果 

A. 因協同效果而抑制虛擬 MVPD 的進入和成長：AT&T 和

Comcast 是美國最大二個 MVPD，因此結合後，AT&T 和

Comcast 會各自控制有價值的視頻節目，且彼此協調以保留其

競爭對手虛擬 MVPD的內容，從而減慢虛擬 MVPD 的成長，

以保護 AT&T 和 Comcast 的 MVPD 利潤率。尤其付費電視生

態系統在結構上有很好的保護，因為內容所有者占據了大部

分供應量，且傳統 MVPD發行商占擁大部分的規模。 

B. 明顯影響向消費者所收的價格：Time Warner 於結合前通常會

從 MVPD 之間的激烈競爭中受益，因為 Time Warner 控制著

Turner Content和 HBO Content，它們都已被廣泛授權給 AT&T

和其他MVPD，且其成本占MVPD比例很高。結合後，AT&T

可以策略性使用 Turner Content 和 HBO Content，以明顯影響

向消費者所收的價格。 

C. 提高競爭對手成本的損害理論：結合後的 AT&T 作為 DTV 及

U-verse 的所有者，因此更有能力及動機向下游競爭對手

MVPD（例如：Charter和 Dish）授予更高的 Turner Content的

許可費用，較高的成本將導致較高的收費，甚至完全失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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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Turner Content 的權利，從而削弱它們作為 DTV及 U-verse

競爭對手的能力。因此結合後的AT&T能夠影響與下游競爭對

手的談判，並吸引競爭對手的訂戶，此舉將因為更高的

MVPD 成本轉嫁給購買付費電視套餐的家庭，而對最終消費

者可能造成損害，但對最終用戶的危害取決於「MVPD 承擔

成本的變化」轉嫁給「消費者訂閱費用」的速度。 

D. 增加使用 HBO 的限制：結合後，AT&T 更有能力及動機向競

爭對手 MVPD 增加使用 HBO 的限制，以誘使 HBO 吸引新的

訂戶及保留現有訂戶，以避免競爭對手 MVPD 誘使用戶放棄

AT&T的MVPD服務。 

（3） 其他競爭議題 

A. 昂貴且稀缺的體育節目許可權造就高的體育覆蓋率：由於頂

級體育賽事的權利都已被簽訂長期合約，大多數剩餘的權利

都被鎖定到了下一個十年，因此經由現有權利貨幣化後，優

質體育賽事的現場轉播可以使分銷商收取更高的用戶收視費

用，營運商透過擴大捆綁銷售網路的分佈，以獲取會員和廣

告收入。現場直播的收視率會比較高的原因，是因為人們傾

向等待、狂歡的心情來觀看節目，因此前 10 個有線網路中的

每位訂戶最高許可費就有 6個是體育節目，也造就與現場體育

類似的某些現場事件製作的次級產品（例如頒獎晚會），也能

以較高價格提供，並獲取強大客戶關注度。 

B. 市場界定：AT&T 收購 Time Warner 的交易，在兩個產品市場

產生不利的競爭影響：（1）MVPD 和虛擬 MVPD 的視頻節目

分發市場（即多頻道視頻分發市場），以及（2）所有向客戶

提供專業製作的全長視頻節目訂閱服務（即全視頻發行市場）；

評估該收購交易的競爭效果之相關地理市場，即為全國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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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區。 

(A) 相關產品市場：檢驗方式為假設壟斷者測試（即HMT），

因為價格可以量化，因此 HMT 著眼於價格。測試一個產

品市場（包含足夠的替代產品），以便該產品可能在結合

後行使市場支配力，遠大於未結合前的現有市場支配力。

該測試要求不受價格管制的假設性利潤最大化的公司

（即當前和將來的唯一賣方，即假設壟斷者），可能施加

至少一種產品的微幅但顯著且非暫時性價格調漲

（SSNIP），以確定相關市場的範圍。 

a. 多頻道視頻分銷市場 

(a) AT&T 的 DTV 若微幅提高訂閱價格，損失的訂

戶中至少有 25％的用戶切換到其他 MVPT 和虛

擬 MVPT，則 HMT對此候選市場感到滿意。但 

Shapiro(2018)依據AT&T和其他MVPT的書面資

料，包括成本數據和內部文件，從文件資料的

訂戶生命週期價值估算，得出價格和利潤率。

經計算後比率遠遠高於 25％，超過 70％至 80％。 

(b) 因此，MVPD 和虛擬 MVPD 的視頻節目分發市

場（即多頻道視頻分發市場）已經透過假設壟

斷者測試（即HMT），並且是相關的產品市場。

亦即 MVPD 和虛擬 MVPD可視為「付費電視」

的一部分。 

b. 所有視頻發行市場 

(a) 所有向客戶提供專業製作的全長視頻節目訂閱

服務（即全視頻發行市場）也透過假設壟斷者

測試（即 H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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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包括 OTT 為部分市場提供了可行的替代方案，

但 OTT 在很大程度上為傳統付費電視的互補，

而不是替代，就像 Netflix 是 MVPD 服務的互補

一樣，都擴大了市場。 

(c) 訂閱視頻點播服務（SVOD）的 Netflix 和 Hulu

等小眾產品（互補）與虛擬 MVPD 的 Sling 和

Play Station Vue等捆綁產品（替代）進行比較，

互聯網提供的視頻仍然與付費電視保持相當互

補，其中 70％至 75％的流量媒體也訂閱了付費

電視。 

(B) 相關地理市場：美國各地的消費者都會感受到AT&T收購

Time Warner 交易的影響，因此把國家劃分為多個本地地

理市場是有用的，但對於 Shapiro 而言，這些地理市場的

確切邊界並不重要，因為結合後對消費者的損害估計，

並不會實質取決於這些邊界。 

a. 當假想壟斷者可以依據客戶位置進行區分，則代理

機構可根據目標客戶的位置界定地理市場，並設置

價格。此外，客戶也可以從居住地以外的地方購買

視頻分發服務以進行套利。 

b. 競爭效果取決於給定的地理區域中的各種 MVPD 和

虛擬 MVPD 的市場市占率。但結合對消費者的影響

是由 AT&T的 DTV和競爭對手MVPD之間的重疊競

爭而驅動。 

c. 大多數美國家庭會繼續透過傳統的 MVPD 購買視頻

節目，而傳統 MVPD 須透過物理傳輸的路徑提供節

目，而虛擬 MVPDs 通常也依據用戶的住址而限制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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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用戶的本地頻道。例如：若要使用直播電視 Hulu，

則需在註冊後 30 天內驗證家庭互聯網的位置，即便

在家觀看體育節目，觀看能力也會受到觀看者實際

位置的限制。此外，如果一個國家電視網擁有獨家

發行權播放體育比賽的全國性權利，即使居住在主

隊所在地區的 DirecTV NOW 客戶，也可能無法訂閱

DirecTV NOW而觀看賽事。 

C. 討價還價（或稱議價談判）：AT&T 收購 Time Warner 後，

Turner與 DTV競爭的 Charter 或 Dish等 MVPD談判時，仍可

繼續獲得利益。因此，Shapiro 的分析重點是 Turner 與這些

MVPD如何就 Turner Content進行條款的談判，以及由於結合，

這些條款又要如何更改。 

(A) Shapiro(2018)主要採用 Nash 討價還價模型（Nash 

Bargaining model），亦即兩方進行談判且交易有收益的情

況下，對協商結果進行特定的預測，如果達成交易，則

要分割的總餅，將會比未達成交易的總餅還要大。 

(B) Nash 討價還價模型的最簡單版本預測，即買賣雙方將就

交易收益平均分配的價格達成一致，收益將均等劃分，

雙方分配交易收益的方式，取決於買賣雙方的時間貼現

率。當貼現率幾乎相等時，參與者將來自交易的收益採

取平均分配方式，換句話說，當雙方同樣耐心時，他們

會平均分配收益，諸如 AT&T與 Time Warner和 Comcast / 

NBCU之類的大公司在談判過程中可能會同樣耐心等待，

因此折價率也可能相似。 

(C) Nash 討價還價模型的關鍵投入是「買方最大和賣方最小」，

「賣方最低價格上漲時，協商的價格將上漲」的一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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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對於分析 AT&T與 Time Warner之間的擬議結合具有重

要意義，這意味著結合將使 Turner 與 DTV 競爭的任何視

頻內容發行商，就 Turner Content 進行談判時的價格上漲。 

(D) 結合後 AT&T 的「賣方最小價格」高於結合前的 Time 

Warner「賣方最小價格」，因為 AT&T在將 Turner Content

許可給 Dish時需要承擔一定的費用，而 Time Warner不承

擔此費用。對 Turner Content 的訪問，使 Dish 成為 DTV

的更強競爭對手，從而減少了 DTV 的利潤。這種核心的

經濟思想並不取決於將 Turner 與 Dish 之間的交易收益，

進行分配的方式。實際上，Shapiro 預測結合後將提高

Turner 與 DTV 競爭的 MVPD 之間協商的價格，而不論 

Turner與那些MVPD之間的交易收益如何分配。 

(E) 從過去的垂直交易中亦可獲得證據表明，「垂直結合的視

頻分銷商和國家有線電視節目製作人，將會導致與競爭

對手MVPD相比，更高的節目製作價格」。 

(F) 提高 Turner費用的 2個誘因： 

a. 向 Dish收取更高的 Turner費用，將會使 DTV受益。

因為 Dish 採取較高訂閱價格形式，將會因此而失去

一些訂戶（其中一部分選擇DTV的情況）。結合後的

AT&T 在與 Dish 討價還價時，這會使 AT&T 有額外

動機來增加 Turner 向 Dish 收取的費用。在結合前

Time Warner 可能更願意選擇更高的滲透率而不是增

加費用，但是在結合後，Time Warner 將有更多的動

力來推動更高的費用，因為這會使AT&T的分銷業務

受益。 

b. 當競爭對手MVPD不再提供 Turner Content時，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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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帶來額外的好處，缺乏 Turner Content 的競爭對手

MVPD，將更依賴於其他視頻內容聚合器，在協商

費用時會降低槓桿率，而進一步提高 MVPD 的成本，

並削弱它作為 DTV競爭對手的實力。 

D. Turner討價還價模型（Turner Bargaining model）的關鍵投入變

數：結合後 AT&T 將會與 DTV 競爭的視頻發行商就 Turner 

Content 的許可，進行談判，AT&T 將會提高「賣方最小價格」，

若未能達成協議，則不能實現交易的收益，將失去會員費及

廣告收入。AT&T和MVPD談判時會考慮「Turner的『賣方最

小價格增加量』」，剛好等於「在該 MVPD 上提供 Turner 

Content 時對 DTV 利潤的影響」，以下介紹 3 個將會決定影響

嚴重程度的關鍵變數，而結合後造成的 Turner 費用增加，也

與該 3個變數成正比。 

(A) Turner 用戶流失率：若競爭對手 MVPD 無法提供 Turner 

Content，則用戶終將流失。Shapiro 估計流失率會高於 10

％，甚至可能高達 16％，因此 Turner Content具有市場支

配力。 

(B) DTV分流率：若競爭對手 MVPD無法提供 Turner Content，

則將有部分比率轉換為 DTV或轉移至 U-verse。 

a. Shapiro 運用 MVPD 市場市占率計算出 DTV 和 U-

verse 的轉移比率，主要是利用美國每個本地足跡重

疊區域中的訂戶之市場市占率，並假設每個本地足

跡重疊區域中的替換與這些市占率成比例，藉此估

算每個MVPD的 DTV轉移率。 

b. Shapiro 估計競爭對手的 MVPD 轉移到 DTV 約 36％

至 51％，虛擬MVPD相似的估計約為 25％，至於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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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e的轉移 範圍為 1％至 11％。 

c. 如果轉移與市場市占率不成比例，則會產生兩個抵

銷作用。首先，AT&T 同時擁有電信服務 U-verse 和

DBS（直播衛星 Direct Broadcast Satellite）服務 DTV，

因此「向 DTV 轉移的減少」，很可能會被「向 U-

verse 轉移的增加」所抵銷；第二，唯一的其他 DBS

提供商「從 DISH向 DTV的轉移增加」，可能會「從

有線電視提供商向 DTV的轉移減少」抵銷一些。 

(C) DTV 邊際貢獻：「DTV 的訂閱費用」與「DTV 增加服務

一名訂戶的費用增加量」之間的差額。 

E. 對 MVPD 成本的淨影響與消費者的影響：AT&T 收購 Time 

Warner後，將對 Turner Content的MVPD成本產生兩個抵銷作

用：（1）提高競爭對手的成本：所有 DTV 競爭對手都會因為

結合而須支付 Turner Content更高費用，以及（2）消除雙重邊

際化：由於 EDM 效果，DTV本身將面臨 Turner Content 的較

低成本。但第一個效果將主導第二個效果，並且從淨效果來

看，MVPD為 Turner Content支付的費用將會增加。 

(A) Shapiro 運用討價還價模型預測競爭對手 MVPD 支付的

Turner 費用每月增加 4,890 萬美元，消除雙重邊際化

（EDM）分析結果 DTV 每月可節省 2,930 萬美元，因此

MVPD淨成本增加1,960萬美元，亦即每年成本增加2.354

億美元。顯示 Turner Content的MVPD（包括DTV及其競

爭對手）的成本增加 5％，從而損害了競爭。 

(B) MVPD 在本地成本增加的速度，取決於 DTV 是否作為當

地唯一的競爭對手，因為 DTV 是唯一一個可以面臨成本

下降的 MVPD。Shapiro 採用二種方法推估對消費者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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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 

a. 第一種方法（即固定透過率）只是運用前述

「MVPD 淨成本增加 1,960 萬美元」且假設所有

MVPD經歷的成本均相同，並採用 75％至 100％比率

計算得知每月消費者的價格上漲幅度約 1,470 萬美元

至 1,960萬美元。 

b. 第二種方法係採用標準的結合模擬，並運用於（下

游）本地 MVPD 市場，將每個局部足跡重疊區中的

MVPD 之間競爭，使用對數需求系統，求解各種

MVPD的均衡價格，可將 Turner Content的成本降低

並內部化到 DTV中。 

(a) 使用均衡模型及討價還價模型預測不對稱成本

的變化，因為所有 MVPD 可以產生不同的價格

影響，模型中的變數包括：Turner的許可費和廣

告收入，各種 MVPD 訂閱價格，本地足跡重疊

區中的MVPD市占率，每個 AT＆T的價格/成本

邊際區域，以及外部商品的受歡迎程度。其中

外部商品的受歡迎程度約 10％，因為預計有些

客戶不會為了結合而支付更高價格而退出市場。 

(b) 計算結果，每月消費者的價格上漲幅度約 2,390

萬美元，超過第一種方法所設算的 1,960 萬美元。

代表整體危害大於採用第一種方法（即固定透

過率）的整體危害，因為結合模擬可考慮不同

地區的競爭變化，從而影響 DTV 及其競爭對手

改變「反應成本」的戰略。 

(c) 擁有較大市場市占率的公司，面臨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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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將大部分增加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此外，

Shapiro 研究發現具有三個或四個 MVPD 區域的

平均價格會上漲，但具有兩個 MVPD（其中一

個是 DTV）的區域，平均價格反而會下降；主

要是因為與DTV重疊範圍小，則Verizon成本增

加幅度較小，但若是 Verizon 的要競爭對手

Comcast 和 Charter 的成本增加幅度會更大。因

此，Verizon 的價格上漲會大於其自身的成本上

漲。 

F. 透由控制 HBO 以減少競爭：HBO 長期以來也把自己定位為

MVPD 維持和增長視頻訂戶的基礎工具，且大量的研究資料

也證明只要將 HBO雙重捆綁銷售，即可以協助 MVPD推動收

購及增加利潤和市場市占率的工作，也吸引及留住高價值的

用戶。 

(A) AT＆T 藉由 HBO 不只收購了視頻用戶，也收購了無線用

戶。MVPD 也使用其他收費頻道（包括 SHOWTIME 和

Starz）吸引及留住訂戶，但效果都不如 HBO，因此

MVPD也都使用HBO而相互競爭。雖然HBO與各MVPD

合作，但也受益於 MVPD 競爭，HBO 是可以創造具有優

越結果的競爭優勢之品牌力量。 

(B) 結合後的 AT＆T 將有誘因去限制競爭對手 MVPD 使用

HBO，因為此類促銷活動將減少 AT＆T 本來擁有的訂戶

數量。因此 AT＆T 將進行促銷的契約限制，因為結合後

的 AT＆T 並不會從 MVPD 之間的更大競爭中獲益，結合

後的HBO也會重新談判其與MVPD之間的協定，HBO將

更有動力縮減合作資金，以保留資金或用於收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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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引導競爭對手MVPD轉而專注於有利 HBO的升級活動，

而不會潛在地剝奪 AT＆T 的使用者。HBO 採用的模式可

能是斷然拒絕費用減免或拒絕接受促銷方案，或堅持更

高的最低捆綁套餐價格。 

G. AT&T和 Comcast之間的反競爭共同效果：反競爭共同效果必

須有二家大型垂直結合的公司，因此當初 Comcast 和 NBC 環

球的結合並沒有引起對共同效果的擔憂。但如今 AT&T 和

Comcast 提供的 MVPD 服務約占美國使用者的一半，因此

AT&T和Comcast都有共識減緩虛擬MVPD的成長，以維持共

同利益，這也是 AT&T收購 Time Warner後的一個真正不公平

競爭。 

(A) 由於虛擬 MVPD 已對於 MVPD 構成愈來愈大的威脅，主

因是 MVPD 的固定成本很高，大多數本地視頻分銷市場

幾乎沒有 MVPD 競爭對手，但近年來這些高度集中的市

場，也被虛擬 MVPD打亂，虛擬 MVPD 以低成本進入任

何擁有寬頻互聯網服務的本地視頻分銷市場。 

(B) 虛擬 MVPD 也鼓勵寬頻互聯網服務的新供應商進入市場，

提供方便和低成本的替代服務，以提供自己的虛擬

MVPD 服務。而一些小型寬頻提供商也開始考慮與虛擬

MVPD合作，而不是提供自己的視頻服務。 

(C) MVPD市場很容易受到反競爭協調的影響，也只有AT&T

和 Comcast的協調才會真正地有效受到影響，因為這二家

公司共同控制對虛擬 MVPD 非常有價值的內容，即

Turner Content及NBC環球，若要對虛擬MVPD產生重大

負面影響，則可限制使用 Turner Content及 NBC環球，或

收取高費率或強加苛刻條件，以顯著破壞競爭的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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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PD。 

(D) 由於 NBC 環球公司是 DirecTV 的重要內容供應商，而

Time Warner 也是 Comcast 重要的內容供應商，因買賣關

係導致 AT&T和 Comcast不可避免地會定期進行詳細溝通，

尤其因為視頻內容聚合商（即 Turner Content 及 NBC 環

球）與視頻內容分銷商（即 DirecTV和 Comcast）彼此之

間的合約都廣泛使用了最惠條款，更加劇了反競爭協調

效果的擔憂。 

(E) 但拒絕將內容許可給競爭中的虛擬 MVPD 對結合後的

AT&T和 Comcast並不是完全無成本的，至少會損失聯盟

費用和廣告收入。在某些情況下，結合後的 AT&T 或

Comcast單方面取消競爭虛擬MVPD反而是有利可圖的，

但若兩家公司都單獨這樣做，則不會有利可圖，因為

Turner Content及NBC環球內容都對虛擬MVPD的潛在客

戶很重要，但他們之間是可以互相替代。 

(F) MVPD 從獨立虛擬 MVPD 中「預扣內容」，將產生其他

MVPD 的正外部性，因為隱瞞的內容會削弱獨立的虛擬

MVPD，這將有利於所有 MVPD。但若「保留內容」，只

能收到預扣總收益的一部分，但同時卻必須支付全部成

本，這替不平衡可能使單邊扣留 Turner Content或 NBC環

球內容，無利可圖。因此，結合後的 AT&T和 Comcast聯

合扣留內容，在不改變其中任何一個必須承擔成本的情

況下，就可獲得預扣總收益的較大市占率。 

H. 參進分析（entry）：有兩種類型（即新的視頻內容聚合器或新

的視頻內容分發商）可以進入市場，任何一種進入類型都可

阻止或抵銷反競爭效果，但 Shapiro 的結論是「參進效果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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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可能或足以保護 MVPD 和消費者，免受該垂直結合的

有害影響」。 

(A) 雖然新的視頻內容聚合器若進入市場，將顯著減少 Turner 

Content或 NBC環球內容的重要性與價值，也會減少該垂

直結合的有害影響。但即使垂直結合帶來額外的 Turner

費用增加，也難以因此而推斷會增加新進入者的盈利能

力，且即使有新的視頻內容聚合器進入市場，也不太可

能顯著降低 Turner Content對MVPD的重要性，因為在可

預見的未來，Turner Content 擁有數個最受觀迎的節目及

多年獨家許可權，HBO 也是如此。雖然過去幾年 Nexflix

和 Amazon已有愈來愈多自己的原創內容，但仍不足以阻

止 Turner和 HBO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大幅提高附屬費用，

因為它們可提供獨特和有價值的內容，因此現有與

MVPD 簽訂的合約內通常已強制加上價格自動調漲機制。 

(B) 雖然新的視頻內容分銷商若進入市場，也會減少該垂直

結合的有害影響，但 Shapiro 的結論也是不太可能，因為

垂直結合將造成 Turner 費用增加，因此降低 MVPD 和虛

擬 MVPD 的盈利能力，從而降低進入此市場的利潤，此

外，由於消除雙重邊際化（EDM）可能使得 AT&T 成為

更強大的競爭對手，這也會降低進入這一領域的盈利能

力，因此垂直結合的反競爭效果會阻止新的視頻內容分

銷商進入市場。 

(C) 由於過去幾年 MVPD 的參進市場在很大程度上僅限於現

有電信 MVPD 的足跡擴展，由於大型 MVPD 得以較低價

格獲取程式設計的談判實力，導致新競爭者要參進市場

將更加困難，較小的 MVPD 通常支付更多的視頻內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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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費用，而與傳統 MVPD 無關的服務（如遊戲機 Vue）

和 YouTube TV的費率也明顯高於傳統MVPD分銷商的費

率，包括高於小型MVPD的費率。再者，AT&T還可使用

各種非價格合約條款為虛擬 MVPD製造市場進入障礙。 

I. 結合協同效果（Merger Synergies）：有些結合會產生協同效果，

促進消費者受益，但必須提出具有客觀的可查核資料，且協

同效果必須具有抵銷結合的反競爭效果的類型和規模。但 

Shapiro 並沒有看到證據可以表明 AT&T 所稱的可核查資料，

因此該份專家報告並沒有驗證結合協同效果。 

J. 仲裁不會消除結合所產生的誘因措施：本項垂直結合將影響

Turner 向仲裁員提交的報價方式，Turner 將會依據提交的要約

而改變權衡作為，因為如果仲裁員接受更高的報價，則利潤

會更高。因此如果 Dish為 Turner Content支付更多費用，DTV

將受益匪淺，換句話說，該垂直結合案使 Turner 更有誘因提

高對競爭對手收取的費用。 

（二） Facebook 收購結合案之分析 

1. 背景說明 

近年來美國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都參與了對小型初創公司的大量

收購，例如：Google自 2001年以來已收購了 270家公司；微軟在過去 10年

中也進行了 100多次收購，包括 Skype、諾基亞設備、LinkedIn和 GitHub的

收購；Amazon 進行類似數量的收購，包括 Whole Foods；Facebook 收購 90

多家公司，主要是初創公司。儘管許多結合可能帶來積極的經濟利益，但

數位網路及社交平臺的結合案件持續增加，卻也開始造成反托拉斯再訴訟

案件的興起，GAFA（即 Google、Amazon、Facebook、Apple等 4家美國科

技業巨擘）儼然已成為具體獵捕及討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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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 Strategic Counsel顧問公司的專家 Seth Bloom表示，雖然美國聯

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簡稱 FTC）控訴 Facebook 的案

子，所採取的策略及態勢明顯弱於美國司法部（DOJ）對 Google 的訴訟案

73，法院應該很難下令讓 Facebook 收購多年的資產再次出脫。但考慮

Facebook 成立於 2004 年，截至 2018 年底 Facebook 社群網路公司卻已經收

購 WhatsApp，Instagram，Friendster等等在內數家公司（名單詳如附錄二）

74，同時也獲得了被收購公司的市場占有率和專利權。此 Facebook收購結合

案件作為大案例分析，參考了 Glick & Ruetschlin(2019)的研究，以瞭解當今

數位市場以及優勢企業收購小型初創公司的獨特問題，追溯潛在競爭學說

的歷史，並分析 Facebook 最近的兩次收購，見證潛在競爭原則應用於此類

結合的困難度，以提供我國公平會未來政策分析參考。 

2. 新壟斷再訴訟興起 

2020 年 12 月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和大部分的各州，都已經對

Facebook 提出壟斷訴訟75，指控 Facebook 併購 WhatsApp 和 Instagram 後，

實際已造成消費者權益的損害。美國聯邦和州的監管機構表示：「2012 年以

10億美元收購 Instagram及 2014年以 190億美元收購 WhatsApp的交易應該

要取消。」但此舉可能會引發未來長年的法律戰爭，因為 FTC 在幾年前就

已經確認並同意這些交易行為，為何當初美國政府不擋下這兩件併購案，

卻等到 Facebook 已對這兩隻新創公司獨角獸投資發展多年後的今日，才後

悔而要求改寫歷史，顯然已危及投資安定。 

                                                      
73  Shepardson, D., & Bose, N. (2020, December 12). California files to join U.S. antitrust 

lawsuit against Google. Reuters.  

74 截至 2019 年底 Facebook 收公司名單，詳參附錄二。 

75 Feiner, L., & Rodriguez, S. (2020). FTC and states sue Facebook, could force it to divest 

Instagram and WhatsApp. CNBC. https://reurl.cc/WX7kpL,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https://reurl.cc/WX7k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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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檢察長詹樂霞（Letitia James）代表其他 46 個州發言表示：「這

10 年來 Facebook 利用自己在社交媒體的宰制地位和壟斷力量，嚴重壓制規

模較小的競爭對手，已扼殺競爭環境，這一切都是以犧牲一般用戶作為代

價。」因此訴請法院分拆 Facebook集團。 

3. 歷史修正主義 

Facebook的法律顧問 Jennifer Newstead聲稱本訴訟的緣起是因為「歷史

修正主義（historical revisionism）」，但反托拉斯法根本不適用來懲罰「成功

的公司」，因為 Instagram和WhatsApp是在被 Facebook收購後才開始大放異

彩，Jennifer Newstead 說：「政府現在想要讓收購案再重新來過，其實就是

在向企業發出警告，買賣永遠沒有定案的一天，未來商業買賣隨時都會被

政府推翻」。Newstead 進一步指出，目前用戶可以免費使用 WhatsApp，而

競爭對手 YouTube、Twitter 和微信也都發展得很好。 

所謂「歷史修正主義（historical revisionism）」係指在歷史編纂學中是

指根據以往被忽略的證據，重新解讀主流的歷史觀點。它通常意味挑戰被

專業學者所持有的對一個歷史事件的傳統觀點，或引入新證據，或重新陳

述參與人的動機和決策。 

4. 經濟分析 

Google、Amazon、Apple、Facebook 和 Microsoft 等美國大型科技公司，

都已收購了很多的潛在競爭公司，因此 Glick & Ruetschlin(2019)特別收集大

型科技公司收購和潛在競爭原則的文獻，並對 Facebook 案件專案研究分析。 

當一家主導公司購買一家未來可能增加競爭的潛在參進者（即新創公

司），就會引發潛在競爭問題。不幸的是，在現行競爭性結合的反托拉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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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範架構，還不足以解決技術結合的問題，現行法規反而為主導公司鞏

固和保護其統治地位，提供了戰略手段。因此，Glick 分析認為芝加哥學派

對於目前的假設和政策規定，都已經阻礙了競爭環境的正常發展，應該採

取補救措施。 

(1) Facebook收購規模小但深具潛在競爭者的歷史軌跡 

Facebook 在瞬息萬變的競爭環境中營運，社交網絡的基本技

術知識也在不斷發展中，自從 2007 年開始，該公司對其社交媒體

市場的潛在競爭對手和鄰近市場的公司，開始進行一系列收購，

收購策略也推動了 Facebook 的成長。Facebook 收購後就透過許多

獨立的應用程序，在網站和平臺（可以在競爭網絡中互相操作）

轉換為 Facebook 獨有的功能，其他產品在收購後的幾天或幾個月

內就被關閉了。 

值得注意的是，Facebook 的優勢與無數次收購，並沒有引起

反托拉斯機構的高度興趣。在 Facebook 占領市場的征途中，伴隨

著對潛在競爭對手無數次的收購，也都逐一克服並透過《克萊登

法》第 7 條的規範，直接將 Facebook 的持續併購戰略，置於美國

政府的合法監管權之內。迄今也很少有收購交易受到美國反托拉

斯當局的審查。例如：2012 年聯邦交易委員會（FTC）對

Facebook-Instagram高達 10億美元的結合，進行非公開調查，但結

果只是「不建議採取任何進一步行動」；到了 2014年美國監管機構

又批准 Facebook 以 190 億美元收購 WhatsApp 的交易，但 FTC 也

只是向兩家公司發出一封信，提醒他們收集用戶數據時，有義務

按照已簽署的 WhatsApp用戶協議，維護隱私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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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美國當局表現出不願認真面對高科技公司之間的這些

以及類似結合的競爭影響呢？學者 Glick 認為主要係受芝加哥反托

拉斯學院發展出「潛在競爭學說」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就「潛在

競爭理論」提出改革作為。 

(2) 潛在競爭學說 

要了解 Facebook 對收購進行規範的能力和潛力，最重要的是

必須先了解潛在競爭性結合法律的發展歷程，以及為什麼至今仍

未得到充分利用。 

1960 年代開始並最終在 1974 年的《United States v. Marine 

Bancorporation》判決中，破壞了「潛在競爭學說」在一定範圍內

的適用性。「潛在競爭學說」係出現於 1950年《克萊登法》第 7條

修正案之後，正如最高法院在 Brown Shoe v. United States案中所描

述的那樣，「國會對 1950年修正案進行審議的主要關鍵是擔心被認

為是美國經濟集中度上升的趨勢」；1963 年最高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Philadephia National Bank一案中解釋，「國會強烈關注「集

中度提高」，要求在某些情況下必須有力地證明市場結構、市場行

為或可能的反競爭影響。」 

1968 年司法部發布了《結合處理原則》，當時最高法院正在審

理涉及結合的早期案件，但司法部卻制定了一項明確的政策，以

保護新進入的公司免受主導性公司的結合的影響。 

1984 年《結合處理原則》以司法部在 1968 年《結合處理原則》

中確立的立場為基礎，但也做出其他重大修改。1984 年《結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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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則》將「感知的競爭」和「實際的潛在競爭」一併處理，從

而暗中拒絕最高法院對於人為的劃分。司法部考慮的因素有以下

四點： 

A. 被收購公司的市場必須集中在 1800HHI以上。 

B. 收購公司必須具有特定的進入優勢，否則仍然會留下許

多潛在進入者；可能進入的公司數量應少於三個，如果

還有多於三個可能的進入者，那麼必須有直接證據表明

可能進入。 

C. 目標公司必須具有 20％或更大的市場市占率，才能提出

挑戰。 

D. 1984 年《結合處理原則》還要求對擬議結合的效率進行

分析。 

1984 年《結合處理原則》進一步規定，在容易進入的地方，

將不進行結合挑戰，這比 1968 年的《結合處理原則》落後一步。

雖然 1984年《結合處理原則》比不透明的 1968年版本增加了結構

性規範，但它卻依賴於另一個未定義的概念，即「進入優勢」。因

此，反托拉斯學者約瑟夫·布羅德利（Joseph Brodley）認為法院缺

乏「釐清複雜的經濟狀況及解決未來高成本之投機性事實問題」

的專業知識，這些案件將注定是沉重且昂貴。因此，原告想要證

明在數位市場中一家優勢公司試圖根據實際的潛在競爭來收購一

家初創公司，違反《克萊登法》第 7條的規定，將是一件很困難的

事。尤其以下五種繁瑣的要求，將阻止最忠實的反托拉斯執法者

或原告： 

A. 根據《克萊登法案》第 7條，許多巡迴法院都不認為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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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潛在競爭是一種可行的理論。 

B. 大多數法院（但不是全部）都考慮收購方是潛在進入者，

而不是現任主導企業的情況。 

C. 法院要求高標準的證據證明初創企業很可能進入收購方

主導的市場。 

D. 即使在可能進入的市場，法院也要求目標公司必須具有

獨特的進入位置，並且不能成為許多潛在進入者之一。 

E. 法院要求提供證據，證明初創公司的進入將大大降低主

導企業在相關市場中的支配地位。 

(3) 潛在競爭學說的應用（以 Facebook 對 Instagram 和 WhatsApp 結合

為例） 

Glick 的研究主要係證明「潛在競爭原則」應用於兩個廣受批

評的 Facebook 收購（即對 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收購）案件的

困難性。但 Glick 的意圖不是要證明這些收購具有反競爭性，而是

要證明目前制定的「潛在競爭原則」，並無法確實合用於上述眾多

的技術結合。 

A. Facebook收購 Instagram 

(A) 市場集中度 

1984 年《結合處理原則》指出，如果被收購公司市

場的集中度低於 1800HHI，挑戰就不太可能了。Facebook

於 2011 年已成為社交網站主導者，網絡行業在「用戶數

量」和「參與度」方面有很大差距，但對於用戶價格非

常低廉的市場，市場集中度 HHI 的計算，缺乏明確的衡

量標準，尤其對於社會網絡之類的商品或服務免費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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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可行的「集中度衡量方式」至關重要。 

隨著廉價市場的激增，反托拉斯機構必須採用新的

分析工具，不能再沿襲舊的傳統計算工具，否則可能加

劇消費者傷害。反托拉斯的學者建議，執法應著重於集

中力和信息成本，或諸如「現場停留時間」之類的指標，

這些指標可以用來表明用戶參與競爭的程度，而這項措

施可能已經證明 Facebook-Instagram 結合對市場競爭的重

要意義。 

在數位廣告市場中，儘管 2011年 Facebook和 Google

的雙頭寡斷收入占大部分市占率，它已經控制45.5％的收

入。即使縮小範圍到顯示廣告市場，前六家公司在 2011

年收集的數位顯示廣告收入約 49％，但和這六個企業之

間的 HHI計算結果，總額竟只有 546，遠低於 1800。 

Facebook 於 2012 年收購 Instagram 之後，Facebook-

Google 雙頭寡斷鞏固其在數位廣告和展示廣告市場中的

市場最大力量。截至 2018年止，這兩個市場的 HHI都超

過 1800，Facebook 在美國市場中的展示廣告收入市占率

升至 40％以上，即使界定了更狹窄的市場，這一比例甚

至更高。因此，儘管社交網絡的市場集中度測量可能已

經滿足結合準則分析的第一個步驟，但是針對展示廣告

市場集中度的測量程度，仍然是不足夠的。 

(B) 參進（entry）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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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進入市場很容易，司法部就不會挑戰潛在的競

爭結合。法院要求司法部證明在集中市場中存在一定的

進入障礙。平臺市場的規模經濟和網絡效果，代表傳統

的進入障礙，這也將加強優勢企業的主導地位。與其他

市場所考慮的傳統障礙不同，線上平臺市場存在一個最

重大的進入障礙：獲取數據的能力。優勢的公司獲得廣

大用戶的數據，明顯已超過新進入者優勢；「數據優勢」

使得優勢企業可以透過下列三種方式增強其市場力量： 

a. 公司可以使用數據來審查和改善當前市場中的

用戶服務，並擴大用戶參與度，從而生成更多

數據。 

b. 該公司可以利用其數據優勢，透過進入相鄰市

場來吸引新用戶，並明智地擴展其數據訪問權

限。 

c. 支配性公司可獲得消費者數據的範圍和數量，

使它能夠出售具有高收入的高價值目標廣告，

這些收入可用於增加用戶參與度和累積更多消

費者數據。 

這三個優勢，為主導公司創造一個正向反饋迴路。

利用用戶注意力和訪問數據的動力，可能會轉化為享有

更好的品質服務和看似個性化廣告的消費者收益。對於

數據訪問量相對較少的初創企業而言，大公司數據規模

和效率的競爭優勢，帶給進入市場巨大的障礙。由於這

些優勢，具有主導地位且面向消費者的平臺，也主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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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市場，這一個趨勢在 Facebook-Google 雙頭壟斷中得

到體現。 

(C) 目標公司的參進（entry）優勢 

如果一般來說，參進市場並不容易，那麼司法部就

必須證明 Instagram 具有三家或三家以上公司所沒有的進

入優勢。公司從各種相鄰或互補市場進入社交網絡或數

位廣告市場的潛力，使得無法確定對潛在進入者的限制。

Instagram 隔離照片共享市場的情況下，是提供此困難的

一個很好例子。線上平臺市場的新進入者，通常只提供

「具有主導地位的提供商」所提供服務的一部分。像

Instagram 這樣的公司獲得廣泛的歡迎和資金規模，逐漸

成為吸引用戶注意力的競爭對手，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

可能成為市場的競爭對手。Facebook 可能會爭辯：

Instagram 只是社交網絡眾多潛在進入者之一，而且任何

其他照片共享應用程序都可以取代因收購 Instagram 而失

去的潛在競爭。 

(D) 從 Instagram的參進（entry）去集中化 

所謂「潛在競爭」的最終標準，是要讓政府證明

Instagram 進入社交網絡或廣告市場，將會使市場失去集

中力或產生顯著的競爭效果。根據《結合處理原則》，可

以透過表明 Instagram的市場市占率達到5％（含）以上，

以確立這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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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Instagram 的案例已表明未來必須重新制定潛在的

競爭原則。集中度必須以商品免費提供給公眾市場（例

如用戶參與度）的替代指標，重新衡量，或者可能由流

向社交網絡的廣告費衡量。當主導企業購買潛在的進入

者時 ，集中度應作為結構上可以反駁的推定。 

B. Facebook收購WhatsApp 

2014 年 Facebook 斥資 190 億美元收購 WhatsApp 是另一

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交易。已有 5年歷史的 WhatsApp 已經成

為全球當中的最大應用程序，且用戶成長也是最快速。

WhatsApp 的兩個特點使其與競爭對手的消息服務以及

Facebook的公司模式中脫穎而出： 

(A) 首先，WhatsApp 的創始人致力於該服務，以實現幾

乎完整的數據隱私。 

(B) 其次，WhatsApp 並沒有廣告費用。該公司沒有選擇

密集的數據收集、匯總和分析來提高其他應用程序

和網絡上的收入，而是選擇付費模式，大多數用戶

在服務的第一年後就需支付 0.99 美元的年度訂閱費。 

收購成立時，FTC 毫不猶豫地批准結合，並在 2014

年 4月發出一封信，警告兩家公司必須在 WhatsApp 用戶

接受公司的服務條款時，有責任維護隱私協議。這封信

強調 Facebook的數據收集和廣告平臺模型與WhatsApp之

間的承諾，未經用戶同意，它將不會從手機或消息中收

集任何個人或聯繫數據，也不會發送任何營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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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委員會還對該收購交易進行調查並認清交易。

歐盟主要在消費者通信服務相關市場範圍內，分析結合

後的反競爭性問題，並不是針對潛在競爭的結合，作為

分析的重點。結論認為，結合不太可能導致消費通信服

務的集中度提高。 

基於 WhatsApp 對廣告和數據收集的放棄權，以及當

時提供線上廣告提供商的數量，委員會最終並沒有發現

線上廣告服務市場存在競爭問題。歐盟也分析社交網絡

市場，並再次發現沒有競爭問題。根據歐盟的分析，

WhatsApp 不是社交網絡市場的參與者。委員會認為，社

交網絡除了通訊外，還涉及許多功能，包括聯絡人清單、

用戶個人資料、關係狀態，以及線上活動的其他社交功

能。 

WhatsApp 可能已經提出重要的潛在競爭問題，其可

靠的私人消息傳遞功能，確實具有強大實力，透過他們

的地址簿，可以將用戶聯繫起來的社會取向功能，對獨

特用戶數據的訪問權限，以及不依賴於消費者監控的貨

幣化策略能力，都可能對以下方面構成威脅： 

C. WhatsApp 可能已經能夠與補充服務提供商合作，以創收

並開發創新和具有競爭力的社交通訊產品。因此，歐盟

的分析突顯下列三個問題。 

(A) 首先，評估社交網絡和集中度的問題 ，移動消息市

場與收購 Instagram 的問題相同。執法機構尚未確定

集中度的可行措施或可靠的數據來源，但歐盟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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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報告指出，儘管它自己依賴於用戶，但缺乏適

當的指導方針數字（由 Facebook 提供）作為市場市

占率的代理。 

(B) 第二，人們認為參進市場容易，且廣泛考慮潛在競

爭對手，而忽視數據障礙，這些障礙加強線上平臺

市場的堅定主導地位，使政府難以隔離消除個別競

爭對手公司的影響。 

(C) 最後，根據美國《結合處理原則》，5%的市場市占率

將證明 WhatsApp 在社交網路或數位廣告市場具有重

大競爭效果的潛力。 

D. 歐盟引用關於社交網路市場，獨特界限的相互矛盾觀點，

但即使這些界限是明確的，「分離的證據」仍然需要適當

市場市占率的衡量標準和當前對市場的參與，但歐盟卻

僅僅只表明「本案對未來潛在競爭的傷害，並不足以對

結合提出質疑」的說法。 

原告最初對提出有關未來行為和競爭影響的案件，其沉

重的負擔已嚴重阻礙潛在的競爭結合，但即使是具有主導地

位的公司也是如此。根據一個簡單的結構假設，聯邦交易委

員會（FTC）本來可以選擇對結合提出質疑，並將責任轉移到

Facebook 身上，以證明為什麼未來競爭不會受到損害，以及

為什麼受限於 Facebook 的資源，它無法在內部進行創新，以

實現其競爭目標。這類結構標準，應該受到機構的干預批評

者之歡迎，他們認為政府沒有資格提出強而有力的經驗案例，

因為私營部門的代表將會是第一個分析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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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潛在競爭理論的改革 

Instagram和WhatsApp的例子，顯示潛在競爭理論是如何被設計成

失敗的案例，它給政府帶來了不切實際的負擔。這種情況並不僅僅是

新技術的結果，新技術也造就法律的過時和不可行的規範。由於芝加

哥經濟學院的意識形態目標，造成這項法律不可行。 

將水平結合法與潛在競爭結合，進行比較是很有啟發性的作為。

若以費城銀行案為例，其結構推定迄今仍然完好無損。政府（通常為

原告），在 7 號結合案中承擔最初的負擔，該案件證明，應假定受到質

疑的結合，會嚴重損害競爭。如此作為是為了顯示結合交易將導致過

度集中，並將負擔轉移到被告，以作為反駁推定。如果成功，負擔就

會轉回政府，以提出競爭損害的額外證據。儘管下級法院進行否決，

但結構推定仍得以倖存。 

雷根政府於 1982年任命司法部成員修訂《結合處理原則》，其與法

院不同之處，在於用詳細的多步驟效果方法，取代 1968 年準則中強而

有力的結構推定，以表明結合將造成損害政府本身競爭的全部負擔。

這種轉變的動機，是芝加哥學校假定大多數結合，都是效率生成，但

這一個假設卻從未得到經驗證據的支援，較高的負擔反而使得反壟斷

機構提出結合挑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當被告提出結合挑戰時，被告

可能會指出該機構自身標準所導致的證據存在缺陷。 

若要解決潛在競爭結合中，證據難以證明的問題，需要的是一個

合理的代理，可以納入對初創公司可能進入或進入優勢的結構性推定。

Brodley(1983)將此類代理稱為「確定收購公司進入優勢的法律代理人」。

Brodley 建議使用「近鄰市場」的概念，為目標公司提供參進市場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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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優勢的結構性假設。正如 Brodley 所解釋的：市場接近是一種假定進

入優勢的概念。兩個市場中其中一個接近市場的知識淵博公司，其擁

有必要的生產和銷售資訊，以及在其他市場營運的其他能力，因市場

鄰近性為其進入市場的優勢，提供合適的替代條件，因為在其他因素

相等的情況下，進入熟悉市場的風險較小，因此涉及的費用也更少。 

為了建立鄰近性，Brodley 專注於對企業參進分析中的至關重要因

素，包括生產、行銷、技術和客戶關係相似性。鑒於有關科技行業結

合的累積知識，可以確定出更明確標準。例如：靠近 Google 具主導地

位的一般搜索市場，將包括專業搜索功能、搜索廣告能力以及使用者

與 Google 屬性的重疊等因素。該標準將捕獲一個垂直購物網站，該網

站由搜索廣告支援，顯然這將成為一般搜索市場的鄰近市場。有許多

這樣的垂直市場是 Google 一般搜索廣告的潛在競爭對手。與社交網路

市場相近的市場，當然也包括與 Facebook 社交網路託管功能的競爭市

場，以吸引使用者參與和（或）爭奪類似的目標廣告資金。此外，收

集與 Facebook相輔相成的用戶數據能力，也可能會是接近的指標。 

根據 Glick 的方法，Instagram 和 Whatsapp 結合，都會受到挑戰。

在 Instagram 收購之前的幾個月，Facebook 將照片共用確定為社交網路

功能的關鍵組成部分，尤其是在移動平臺上，也是 Facebook 自身成功

的關鍵。Facebook 和 Instagram 常見的社交功能，已表明兩家公司之間

非常接近，WhatsApp 提供的私人消息正迅速成為個人和團體線上通信

的主流，透過使用者自己的通訊錄，建立網路替代公共平臺。在這種

情況下，用戶越來越依賴移動技術進行數位互動，這迫使 Facebook 與

鄰近市場發生衝突，而鄰近市場也提供使用者日益要求的線上互動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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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構方法下，像 Facebook 收購 Instagram 和 WhatsApp 這樣的技

術結合，可能會受到挑戰，並受到應有的審查。無論涉及何種具體案

件，這一個過程都將成為技術市場的司法決策，必須再制定新的處理

原則，以因應未來的結合需求。Glick 主張為技術市場中潛在的競爭結

合制定一個完全結構性的假設，因為 Glick 認為，如果費城銀行案沒有

因美國訴海洋銀行而脫軌，那麼潛在的競爭結合法，不知應該會如何

發展。 

（三） 數位市場的結合案例研究-雅虎日本和 Line結合76 

2020年 7月 14日 JFTC收到 Z控股公司（日本軟銀集團 SBK）擬結合

整合 LINE（NAVER）公司，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 JFTC）對該

交易進行了審查，在基於《反壟斷法》的審查中，得出的結論是，鑒於當

事方提出的補救措施，在任何特定交易領域的競爭都不太可能受到很大的

約束，因此聯合商品交易委員會已通知當事方，它將不會發出停產令，從

而導致其審查完成。審查的結果是，在雙方當事人將執行其擬議的補救措

施的前提下，日本聯合交易委員會得出結論，該交易不會在實質上限制任

何特定交易領域的競爭。 

1. 背景說明 

美國的 Yahoo 為進軍日本市場於 1996 年與日本軟銀公司（Soft 

Bank）合資設立 Yahoo 日本，是一家經營電子商務和入口網站的公司，

在日本各搜尋引擎及入口網站中位居使用率第一。2011年韓國Naver在

                                                      
76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2020, August 4). The JFTC reviewed the proposed managerial 

integration of Z holdings corporation and LINE corporation . 

https://www.jftc.go.jp/en/pressreleases/yearly-2020/August/200804.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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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推出 LINE 即時通訊軟體，是一家主要經營廣告業務的公司。2019

年日本軟銀旗下的 Yahoo日本與 Naver的 LINE公司，擬合併新成立了

Z控股（Z Holding）公司。未來整併後將出現一家可透過網路處理各種

服務的 IT 公司，整合搜尋與入口網站、廣告、通訊為核心事業，並推

動 AI 人工智慧相關事業加速成長。評估用戶數將突破 1 億，但新公司

成立後對行業競爭產生的影響，2020 年由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進行審

查。 

2. 日本準則修正案 

JFTC於 2019年 12月修正反壟斷法指南和合併審查程序的政策77。

JFTC先前於 2004年發布了修訂草案，並於 2019年 11月之前徵詢了公

眾意見，收到了 24 條評論，並在對這些評論和審議進行了最終準則和

政策保持一致進行了更改。 

該準則有各種修訂，以下是一些主要修改點的示例： 

(1) 數位平臺：該指南的重大修之一是補充了 JFTC 關於數位平臺

的觀點。例如 FTC 現在提供有關如何定義存在多個用戶層的

多面市場的觀點；根據修訂後的指南，JFTC 基本上按用戶的

每個層次定義了一個相關市場，並在通過擬議交易確定對相

關市場的影響時考慮了多面市場的特徵。關於市場的特徵，

JFTC 在考察對相關市場的競爭影響時，它可能決定網絡效應

和規模經濟。例如當在提議的合併之後通過確保一定數量的

                                                      
77 Dokei, T., Nakajima, H., and Onoki, T. (2020, February 3). Amendments to the JFTC Merger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in accordance with Digital Economy. White & Case. 

https://www.whitecase.com/publications/alert/amendments-jftc-merger-guidelines-and-

policies-accordance-digital-economy,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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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來增加當事方產品的價值時，JFTC 確定所謂的直接網絡

效應，從而預期該產品的用戶數量會進一步增加。特別是在

許多用戶僅使用一項服務的情況下（即單歸屬），與許多用戶

使用多種服務的情況（即多歸屬）相比，直接網絡效應被認

為對競爭的影響更大。此外當提議的合併之後，通過確保一

定數量的用戶安全，當事方的競爭能力在一個市場中由於另

一市場中的產品價值增加而增加時，JFTC 會確定間接的網絡

效應。 

(2) 數據價值：經修訂的準則解釋說，即使當事各方的總和屬於

安全港，JFTC 仍可能對某些情況進行實質性審查。如果當事

方具有潛在的競爭力，而該能力未反映在當前的市場份額中，

例如當事方具有對競爭很重要的數據和/或知識產權時，JFTC

可以進行實質性審查。 

(3) 研究與開發（R&D）：修訂後的指南增加了關於研發的章節，

這是 JFTC確定對相關市場的影響時要考慮的因素之一。 

3. 政策的修訂 

該準則先前在同一部分中就分析競爭影響的方法一併討論了垂直

和大企業合併類型；現在它們是分開的，在修訂後的指南中，每種垂

直和大企業類型都有單獨的章節。JFTC 有權審查合併案件，包括那些

不需要通知的非應通報案件。修訂後的政策明確指出，如果交易金額

較大（即超過 400 億日元，約 3.7 億美元），並且將影響國內消費者，

JFTC 將對非應通報案件進行審查。此外修訂後的政策還建議當交易金

額超過 400 億日元且滿足以下一個或多個因素時，雙方自願與 JFTC 協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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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收購公司在日本設有辦事處和/或在日本進行研發時。 

(2) 被收購公司開展針對國內消費者的銷售活動時，例如以日語

提供其網站和/或小冊子；或 

(3) 被收購公司的國內銷售總額超過 1億日元（約 920,000美元）。 

4. JFTC審查 Z Holding和 Line合併 

2020 年 JFTC 收到 Z 控股公司（日本軟銀集團 SBK）擬合併整合

LINE（NAVER）公司的計劃，JFTC 對該併購交易進行了審查。其內

容如下： 

(1) 當事人：Z 控股公司的子公司雅虎日本是一家經營電子商務的

公司。LINE 公司是一家主要經營廣告業務的公司。兩家公司

都是經營所謂在線數位平臺或提供內容分發服務的數位公司。 

(2) 概要：本案是 ZHD 與 LINE 之間的併購業務計劃，適用規定

為《反壟斷法》第十條和第十五條。 

(3) 事件順序：ZHD和 LINE公開宣布了併購計劃，提供書面審查

和一件材料，JFTC 的調查對於「新聞發布服務」、「廣告相關

業務」代碼支付，JFTC 認為本案的進行不會實質性的限制競

爭。 

(4) 新聞發布服務：特定交易領域 

a. 服務範圍：(a)需求替代性：「收費新聞發布服務」與「免

費新聞發布服務」的可替代性被認為是有限的。用戶在

某種程度上有不同的目的，似乎以不同的方式使用這兩

種服務，不選擇任何一種服務作為另一種服務的替代。(b)

供應可替代性：當「免費新聞發布服務」提供商改變為

收費的服務，將涉及大量商業模式的變化，因此這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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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被定義為不同的服務範圍。 

b. 地理範圍：免費新聞發布服務通過互聯網發布日本所有

地區的文章，因此被界定為「日本所有地區」。 

c. 特定交易領域安全港標準的相關性，不滿足水平企業合

併。 

d. 實質限制競爭審查：(a)雙方和競爭對手的位置，有不只

一個有影響力的競爭對手擁有每個月 10%到 20%的用戶。

(b)任何免費新聞發布服務提供商可以分發相同的新聞，

市場進入相對容易。(c)消費者很容易更改正在使用的免

費新聞發布服務，因此也觀察到來自用戶的競爭壓力。(d)

收費新聞發布服務提供商被認為具有競爭力，某種程度

上來自鄰近市場的壓力。 

e. JFTC 認為本案的實施不會通過單方面或協調行為實質性

地限制免費新聞發布服務的競爭。 

(5) 廣告相關業務：特定交易領域 

a. 服務範圍：(a)需求替代性：「數位廣告業務」與「廣告業

務」的可替代性被認為是有限的。數位廣告是基於信息

和搜索關鍵字，不同於一般的電視和報紙雜誌廣告方式。

(b)供應可替代性：供應的媒體公司在類型上各不相同，

因此這兩種服務被定義為不同的服務範圍。 

b. 地理範圍：提供數位中介服務的企業廣告和一般的廣告

沒有任何基於位置的價格差異，因此被定義為「日本所

有地區」。 

c. 特定交易領域安全港標準的相關性，不符合實質上限制

了競爭。 

d. 實質限制競爭審查：雙方的業務能力不會提高到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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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即使從其他業務也考慮在內，競爭壓力部會有效發

揮作用。 

e. JFTC 認為本案的實施不會通過單方面或協調行為，實質

性地限制了非搜索廣告業務和一般廣告媒體的競爭。 

（6） 代碼支付業務：曾對雙方開展的智慧型手機支付有可能導致

具有市場支配能力表示擔憂，但以定期彙報與加盟店的交易

內容等為條件，最終認為「不能說實際上會限制競爭」。JFTC

對各主要業務領域進行審查。通過資料發現「PayPay」等二

維碼手機結算方式有可能導致競爭壓力減弱，以及考慮提高

加盟店支付的手續費比例。對此，公司方面提出就手續費和

競爭狀況進行彙報，此外合併後 3年內不向加盟店提出排他性

的交易條件。 

(7) 結論：作為其審查的結果，基於雙當事方將執行其擬議的補

救措施的前提下，JFTC 得出結論是該交易案的實施不會在實

質上限制任何特定交易領域的競爭。 

5. 我國公平會准了日本雅虎與 Line結合78  

2020年 7月公平會審議日本雅虎（Yahoo Japan）與 LINE兩大外商的結

合案，公平會認為本案結合並沒有顯著限制競爭，因此依「公平交易法」

第 13 條規定，不禁止其結合。公平會指出，軟銀集團從屬事業在台灣的經

濟活動主要是 Arm Limited的「微處理器及系統之研發與授權」及 Brightstar 

Re, Ltd.的「再保險、智慧型手機回購及換購」；LINE 在台灣主要經營即時

通訊軟體、線上廣告、支付服務、電子商務等業務，雙方並無水平競爭，

也沒有上、下游供應鏈的垂直關係，對台灣市場來說，本案屬於多角化結

                                                      
78 林學良 (2021)。日韓網路巨擘強強聯手。公平交易通訊，第 9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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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態樣。 

公平會指出多角化結合最主要的競爭疑慮為，是否存在減損潛在競爭

可能性，不過，考量法令管制改變、技術進步及參與結合雙方原本是否有

跨業發展計畫等因素，公平會認為本案參與結合事業間，並沒有顯著的潛

在競爭關係，不至於減損潛在競爭可能性。公平會認為就算日本雅虎未來

想藉 LINE 跨足台灣電商平臺，取代的對象也是日本商品的國內代理商或供

應商等，而不是一般綜合性網購平臺，因此沒有明顯排除競爭的組合效果。

同時針對數據累積問題分析，提到 LINE 與日本雅虎雖然可以蒐集使用者數

位足跡，但是其他網路服務競爭同業也可以蒐集，這項數位足跡雖然獨特，

但並非不可替代，因此公平會決議不禁止結合。 

第三節 小結 

透由國外案例的實際狀況及目前市場的演變，都將是我國法制作業必

須嚴謹面對及思考補強的區塊，例如AT&T認為美國司法部並沒有提出有意

義的現實證據（meaningful real-world evidence）支持 AT&T將提升頻道版權

價格的觀點，因為美國司法部的分析報告結果並沒有真實的發生，且衡諸

以往該產業的價格資料，並沒有發生任何藉由垂直結合而提高頻道版權價

格的情形，更何況美國司法部分析報告所使用資料、經濟模型的假設，也

容易遭外界質疑。法院也支持在目前的產業趨勢、以往的數據資料、分析

報告的假設條件等情況，AT&T 和 Time Warner 結合後將提高頻道版權價格

進而傷害競爭的預測等仍須商榷。 

大科技公司（Big Tech）已經證明，它對收購小規模且新創公司有著貪

得無厭的胃口，其收購數量之多，應該要給反壟斷機構帶來危險信號。但

在數百次此類收購之後，反壟斷機構卻仍然對於全面調查的要求很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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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需要做出一些解釋。五年前，微軟最大的一樁收購案，是以 260億美元

併購商務社交媒體 LinkedIn。2018 年，微軟又以 75 億美元收購軟體開發服

務平臺 GitHub。微軟近來四處併購公司。去（2020）年試圖收購 TikTok 美

國事業部未果，近來據傳正與社群媒體 Pinterest、線上通訊軟體 Discord 洽

談併購。今（2021）年 4 月 12 日，微軟更宣布將以近 200 億美元現金，收

購語音辨識軟體 Nuance，創下微軟史上第二大規模收購案的紀錄。但以大

型科技業者的標準來看，微軟的併購活動並沒有特別誇張。 

會走到這一步，以 Glick 的看法主要係歸咎於芝加哥學派的結合主張，

被廣泛接受。芝加哥學派聲稱，只有結合到壟斷才是一個合理的反壟斷問

題，而不會導致壟斷的結合，通常都是可以提高效率。有了這些背景假設，

芝加哥學派的擁護者，摒棄對結合的結構性方法，取而代之的是效果分析，

但效果分析卻明顯增加結合的挑戰負擔，也為辯護律師提供更多種途徑，

以應對政府的挑戰。顯見「潛在競爭理論」已達到不健全狀態，目前世界

已處在發生翻轉的快速市場中，技術也正在迅速變化，一套可行的潛在競

爭法，對於保護競爭和消費者，至關重要。 

在數位經濟等新型態市場環境下，各種可能的垂直結合所涉及之競爭

議題與面向，都值得我國政府審慎研議並面對，尤其在法律或經濟學方面

的一點小創新，涉入公平意識的討論，甚為必要，方能維持交易秩序與消

費者權益，並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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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彙整垂直結合之經濟理論及實務分析工具 

由上述文獻及各國對於垂直結合處理原則之討 論，本章歸納出垂直結

合產生競爭效果之理論及實證分析工具，以下就分別對理論和實證兩個部

分進行分析。 

第一節 垂直結合的競爭效果分析 

從 Adam Smiths79在 1776 年發表的國富論開始，垂直結合定義從

Arrow(1969)、Robinson & Casalino(1996)及 Gaynor(2006)從不同角度提出不

同定義後，最早率先關注了垂直結合在社會分工上，改善勞動生產力效率

的分配原則，但是真正開始分析垂直結合原因的應屬 Coase(1937)發表的廠

商的本質 (The Nature of the Firm)中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之後，產業經

濟中，哈佛經濟學派，基於結構–行為–績效（S-C-P）的理論下，認為廠商

透過垂直結合，朝向獨占或寡占市場以鞏固市場獨占力，來提高價格獲取

利潤，因此對於垂直結合抱持的懷疑與敵意。然而芝加哥經濟學派不認為

S-C-P 的理論，芝加哥經濟學者認為採取垂直結合的生產或者是分工生產的

方式進行可以提高效率，認為政府不需過度干涉垂直結合。Church(2008)指

出，縱然如此，垂直結合競爭不同於水平結合競爭分析，其原因如下： 

（一） 如果上下游皆具有市場力時，垂直結合可消除雙重邊際化（double 

marginalization），垂直結合會使價格降低，因上、下游連續性的獨占

（successive monopoly），所以消費者將面臨代理商與經銷商兩者邊際成

本加成（marginal cost marking）加成後的市場價格。但是經過垂直結合

後，內部要素投入邊際成本移轉，將會減少結合前的加成，會促使廠商

消除雙重邊際化後，價格降低而有利消費者。 

                                                      
79 Smith, A. (1937).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Vol. 11937).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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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垂直結合具有雙重邊際化與封鎖內生化（internalization）效果：垂

直結合將雙重邊際內生化之後，對下游市場的競爭對手產生降價的壓力；

相同地，垂直結合後，上游事業的市場力增加，也將使其售於其他下游

經銷商的要素投入價格提高，造成下游市場抬高價格，因此，垂直結合

的反競爭淨效果端看上述兩種情況的強度來判定。 

（三） 垂直結合後事業會對競爭者施加限制競爭，形式上以投入封鎖或

者是客戶封鎖為主，造成有間接反競爭效果。 

（四） 廠商垂直結合是為了降低交易成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Coase(1937)發表的廠商的本質（The Nature of the Firm）提及廠商的成立，

是降低交易，如 Coase 理論，因此垂直結合的競爭分析必須考慮交易成

本。垂直結合後可利用內部移轉來替代結合前的市場交易，而降低交易

成本。 

    因此，垂直結合在競爭效果的本質上，存在正面與負面兩種效果。正面

效益中，垂直結合可將上、下游各自定價對於交易所產生的外部性予以內

生化，消除接續性獨占以及消除雙重邊際化等問題，帶來產量增加與價格

降低等正面效果。而負面效果中，垂直結合主要的反競爭效果為市場封鎖

效果，也就是事業參與結合後的下游競爭者，無法取得上游事業關鍵投入

要素，或是參與結合後的上游競爭者無法獲得下游有效的銷售通路，將無

法在市場上有效持續的競爭。因此，主管機關評估垂直結合時，必須同時

考量這兩種綜合效果。以下將深入探討垂直結合所引起促進競爭效果與反

競爭效果的現象。 

一、垂直結合促進競爭效果 

廠商生產產品流程中，上、下游事業之間若具有技術相互依存的關係

時，透過垂直結合，可利用相同要素的投入便可達到更多產出的水平，或



   
 

141 

 

以較少的要素投入維持相同的產出水平。換句話說，垂直結合可有效提升

具有技術相依性高的上、下游廠商在生產產品時的效率，便可達到增加產

量與利潤，並降低消費者購買價格的優勢。 

垂直結合後所帶來的促進競爭效果，包含降低交易成本、促進資產專

屬性投資、防止搭便車、消除接續性獨占或消除雙重邊際化的效果，分項

說明如下： 

（一） 降低交易成本與促進資產專屬性投資 

Coase(1937)提出的觀點提到，廠商內部組織成本與市場交易成本具有

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機制，當市場交易成本很高於廠商內部組織成本，因

此必須透過廠商垂直結合使交易內生化，以降低經濟活動與資源配置的交

易成本。此外 Kvaløy(2007)認為垂直結合可減輕套牢問題（holdup problem）

以及最小化談判成本（bargaining cost）來促進資產專屬性的投資。因為該

資產變成了專屬性，當資產越具有專屬性，則市場不具有競爭的特質，造

成市場中的交易成本會變高，所以必須透過垂直結合來降低市場交易成本。 

Simon(1978)提出有限理性的主張，人類的認知受到記憶能力的限制，

在決策時追求的不是最佳（optimization），而是滿意（satisfaction）。所以人

們不可能掌握交易的各種不確定因素，在此情況下就會形成契約不完全

（contractual incompleteness）與機會主義（opportunism），因此，買賣雙方

在專都會擔心套牢，就不願進行專屬性投資，便會影響市場上實現有效交

易與專屬性資產投資的數量與意願。Klein et al.(1978)提出以聯合所有權

（joint ownership）來改善套牢所導致投資數量與意願不足的結構性問題，

因此垂直結合就是體現了聯合所有權的概念，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與促進資

專屬性資產投資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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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穩定事業經營環境 

當市場中，上、下游廠商資訊不對稱時，垂直結合可以降低市場資訊、

不對稱交易成本，可使市場資源的配置更有效率，往往下游廠商較難獲得

上游要素的資訊，就無法做出有效率的生產決策，也因此通常下游廠商通

常比較有意願進行垂直結合以改善事業的經營環境。 

（三） 防止搭便車 

形成搭便車的現象，為了消除搭便車，零售商與製造商進行垂直結合

後，就會使零售商在產品與銷售更加投入資源，製造商也願意將生產計劃

與銷售資料分享給零售商而不擔心機密訊息被競爭對手取得。若在沒有垂

直結合或排他性安排交易（exclusive dealing arrangement）的情況下，製造

商對零售商進行的任何投資所創造出來的利益，會讓製造商的競爭對手同

樣的從零售商上取得該利益的成果。 

（四） 消除接續性獨占或消除雙重邊際化 

當上、下游廠商具有很高的市場力時，廠商本身就會追求報酬極大化

的原則下，都會以邊際成本加成（marginal cost markup）的價格進行產品銷

售，並透過減少生產路徑，來增加利潤空間，當上游廠商與下游廠商的接

續性獨占所產生的雙重邊際成本加成下，消費者就會面臨額外的購買成本

增加，因此這樣的生產決策就會降低社會福利，產生雙重邊際化的問題。

Akgün et al.(2020)利用產品異質區分產品的垂直分化模型中，在增加競爭對

手成本（RRC）的條件下，探討消除雙重邊際化（EDM）的效果，可以增

進消費者的社會福祉的正面效果。 

因此，當上、下游廠商進行垂直結合後，就會使雙重邊際化成為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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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使結合事業的獲利報酬增加，就會使廠商有誘因提升生產效率，增加

產品的產出，促進商品價格下降，提升消費者的社會福利增加。Waldman & 

Jensen(2013)提到依照上、下游廠商所處的市場結構差異，提到當上下游市

場皆為獨占市場時，垂直整合可有效消除雙重邊際化，並且消除接續性獨

占，促使廠商結合後產量增加，價格降低，有效增進社會福利，所以公共

政策上應當鼓勵垂直結合的發展。但果真如此嗎？誠如美國司法部在 1984

年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中指出：『雖然非水平結合比較不會像水平結合產生

競爭的問題，但也不是全然無害。』以下探討垂直結合產生的反競爭效果。 

二、垂直結合的反競爭效果 

垂直結合的反競爭問題，主要來自其結合後對水平關係展開後所產生

的市場影響，將可能引發市場的反競爭效果，包括提高競爭對手成本、提

高參進障礙、促進共謀聯合行為、及受管制的事業逃避價格管制，以下將

逐一說明如下： 

（一） 提高競爭對手成本（Raising Rivals’ Cost, RRC） 

廠商以策略性交易安排，（未必短期內對己有利），促使競爭對手的交

易成本增加，以達到封鎖與排除競爭的目的，主要垂直結合的目的是為了

提高事業對上、下游市場的獨占程度，以市場封鎖提高競爭對手的交易成

本，藉此排除競爭對手，其中最多研究專注於垂直結合會造成競爭對手成

本的提高，藉由中間商品價格的提高或者是市場封鎖，使競爭對手在市場

失去競爭能力80。   

                                                      
80  Waldman, D. E., & Jensen, E. J. (2016).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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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高中間商品的價格 

Milliou(2020)研究中指出，利用標準線性規劃模型，分析垂直結合中參

與結合的廠商具有誘因將中間商品外包給其他未參與結合的廠商，再販售

到下游市場，模型中發現將導致提高競爭對手成本，中間商品將會價格上

漲，並弱化下游市場中價格的競爭能力，導致消費者以較高的價格購買最

終商品。主管機關必須考慮市場上、下游市場結構、產品差異化程度、事

業成本結構以及產業競爭態勢等因素來判定廠商經過垂直結合後是否會導

致中間商品或最終商品的價格上漲。Riordan(1998)研究顯示，某些具有市

場力的廠商具有能力與動機提高中間商品的價格，從而提高下游競爭對手

的成本。也就是說對中間投入商品進行超量購買，使得下游競爭對手所需

要的要素供應量降低，就會導致要素價格上升，使競爭對手的交易成本增

加。 

2. 市場封鎖 

    市場封鎖，還可分為生產要素投入封鎖與客戶封鎖，進一步說明如下， 

1. 投入封鎖-單方拒賣（Unilateral refusal to deal）： 

結合後會直接影響下游競爭對手交易成本的增加。尤其結合後事業

上游廠商具有市場力或掌握投入之重要生產關鍵要素，能將獨占能力延

伸到下游市場，造成下游競爭對手處於成本劣勢的競爭條件下，達成封

鎖效果。然而，垂直結合後事業仍必須具備下列條件才可能遂行投入封

鎖： （1）結合後上游市場終具備相當的市場力。（2）結合後所販賣的

投入要素為重要的生產要素，該重要性取決於要素成本占總生產成本的

比例較高，或具有對下游生產的關鍵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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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戶封鎖-單方拒買（Unilateral refusal to buy） 

        經過垂直結合後，若下游事業本來就是上游廠商的重要客戶，下游

客戶無法像結合前可以獨立向上游廠商購買要素，導致下游客戶必須增

加購買成本，最後因過高的平均成本退出市場為客戶封鎖。 

以歐盟、美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非水平結合案件之規範，美國主

要仍適用以司法不 1984年結合處理原則進行，而歐盟 2008年的非水平結合

評估處理原則中，也大致贊同芝加哥經濟學派的看法，認為非水平結合並

非如同水平結合容易引起反競爭效果，但在評估垂直結合時，歐盟執委會

將會考量垂直結合中所促進競爭效果與反競爭效果的差異。因此透過歐盟

2008 結合評估處理原則中，以判斷結合後事業對市場的封鎖能力（ability）、

封鎖誘因（incentive）、及封鎖效果（effect）的三面向分析步驟與考量因素，

做為評估封鎖效果的參考。 

（二） 提高參進障礙 

Schlossberg(2004)提到垂直結合引起反競爭的參進障礙（entry barriers），

必須滿足三個必要條件（非充分條件）81：   

1. 必須進入兩個市場（Need for Two-Level Entry） 

若垂直結合以普遍存在於市場，則參進者必須同時進入上、下游兩個

市場，且主管機關不認為同時進入兩個市場需要更多資本，一定會構成參

進障礙，此時垂直結合較會引起反競爭的顧慮。若市場上有多數之事業未

                                                      
81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n.a.). 1984 vertical merger guidelin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s://www.justice.gov/archives/atr/1984-merger-guidelines,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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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垂直結合，新進參進者可另外以其他銷售通路或供應商來源，這樣較

無反競爭的顧慮。 

2. 同時進入兩個市場的難度增加（Increased Difficulty of Simultaneous Entry 

of Both Market） 

    由於存在兩個市場上，達到最小有效規模（minimum efficient scale, MES）

的產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時，規模經濟的要求將提高事業參進的障礙，便

會遭主管機關反對垂直結合。 

3. 主市場的結構與績效（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the Primary Market） 

如果市場的結構易造成獨占或聯合行為的情形，則參進障礙就容易影

響市場績效，反競爭的可能性就越大。一般而言，主市場集中度 HHI 超過

1800，主管機關才會考慮以參進障礙的理由反對垂直結合。 

（三） 促進共謀或聯合行為 

參與廠商存在背叛聯合行為的誘因，且聯合行為具有內在不穩定的本

質，透過垂直結合即採取下列策略便可促進聯合行為的穩定。在聯合行為

的判斷上，可就下列因素考量，若符合的因素越多，則採行共謀聯合行為

的可能性就越大。Normann(2009)利用賽局理論的靜態奈許均衡模型分析上

游競爭者當價格為線性變化時，垂直結合對上游競爭者合謀聯合的影響。

透過無限賽局中的折現因子，求合謀下的均衡解。發現結合後的合謀下的

折現率較結合前為低。雖然過往文獻認為靜態賽局中的垂直結合後很難避

免提高競爭對手成本的策略，但是在本研究中，無限賽局將會產生合謀的

最終均衡，也證明垂直結合將促進共謀的違法聯合行為。而最常見促進共

謀方式有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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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價格透明度提升（Price transparency） 

可透過垂直結合提升零售價格透明度，將可更容易察覺成員的背叛行

為。 

2. 消除破壞性買方（Disruptive Buyer） 

若垂直結合可以消除破壞性買方，以下情形將增加上游廠商合謀勾結

的可能性。 

1. 當某特定買方的交易非常重要時，便存在誘因採取與特定買方以垂

直結合的方式，來消除特定買方對上游聯合的可能破壞力，藉以提

高上游事業對聯合行為的穩定性。 

2. 具有證據證明買方透過價格競爭來破壞上游廠商間的共謀。 

美國司法部 1984 年結合處理原則82及歐盟非水平結合評估處理原則中

曾經探討過的案例分析中指出，倘有以下情形出現時，主管機關將以參進

障礙或消除破壞性買方將促進廠商共謀的可能為理由，反對廠商的垂直結

合行為： 

1. 上游市場集中度 HHI 指標超過 1800。 

2. 曾有聯合行為的紀錄 

3. 產品具有同質性 

4. 競爭者易於獲得彼此間價格及數量的詳細資訊 

5. 要求消費者接受包含運費的價格 

                                                      
82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n.a.). 1984 merber guidelines.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s://www.justice.gov/archives/atr/1984-merger-guidelines,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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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被結合事業在相關市場中積極從事競爭 

7. 上游事業經由下游零售通路銷售的數量比例高 

8. 因共謀導致減少競爭者數量 

    避免事業因垂直結合促進共謀，使成本結構經與市場價格更趨於一致的

反競爭影響。 

（四） 受管制的事業逃避價格管制 

受到價格管制的公用事業可能會利用垂直結合，利用子公司來規避價

格管制，將高價格合法移轉由消費者承擔。根據公平會對於垂直結合限制

競爭效果的考量因素83，也是從是否會造成市場封鎖及提高參進障礙等情況

加以評估，考慮因素如下： 

1. 結合後其他競爭者選擇相對交易人的可能性 

2. 非參與結合事業進入相關市場的困難度 

3. 參與結合事業濫用市場力量的可能性 

4. 增加競爭對手成本的可能性 

5. 共謀聯合行為的可能性 

6. 其他可能造成市場封鎖效果的因素 

綜合以上討論，由主管機關發布垂直結合處理原則並徵求公眾意見。

理論上，垂直結合可以同時具有促進競爭和反競爭的效果，因此更需要公

正客觀地採納多元的建議。一些評論者斷言垂直結合相對無害，而他們通

常嚴重依賴對實證經濟文獻的調查，以此作為垂直結合有利競爭的假設，

Wong-Ervin 指出：「現代對垂直結合的反壟斷分析背後的普遍接受的信念

                                                      
83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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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們通常是有利於競爭的或中立的。這一信念得到大量實證數據的支

持。」同樣，Wright et al.(2019)也提出這樣的結論：「反壟斷文獻中反映的

現代反壟斷垂直結合方法，應該反映出垂直關係通常是促進競爭或中性的

實證經驗結果（empirical reality）。」 

現行垂直結合的分析大多著重於是否存在結合能力、垂直結合的誘因

與垂直結合後的效果等三個層面進行探討。而本研究計畫較著重於垂直結

合的誘因分析，而所運用之 vGUPPI指標中，在文獻有關垂直結合實際效果

的評估亦存在相當豐富的學術文章，例如：Beck & Morton(2020) 

「Evaluating the Evidence on Vertical Mergers」便是採用文獻回顧的方式探討

垂直結合的是否存在評估上的錯誤。 

然而，Beck & Morton(2020)回顧過去十年關於垂直整合的實證研究，以

及 2000 年代中期經常受到多位學者引用的調查文獻，還有未包含在這些調

查中的最近研究，進行詳細的檢查與評估，發現除了許多實證研究的樣本

外，經常有內生性問題以及市場結構設定的差異性，這些文獻研究呈現出

分歧的結果，整體來說無法對所有或大多數垂直結合的命題中，對消費者

有利的論述提出有力的證據。換言之，垂直結合後所帶來的福利變化是未

知或不明確的，即使撇開任何方法論問題以及大多數研究並未嘗試進行全

面淨福利分析的事實，多數的研究結果也是「無法確定垂直結合的淨福利

效果」，並且對於提出廣泛性政策建議是有侷限的。因此，不應作為假設大

多數垂直結合有利於競爭或無害的基礎。 

Beck & Morton(2020)整理過去的實證文獻研究結果也不能直接表明垂直

結合是有利競爭或反競爭的效果。過往經濟文獻闡述出的是垂直結合對市

場的各種影響，包含整合、封鎖和效率，說明垂直結合市場存在的合理性，

而沒有對其競爭效果做出一般或全面的合理假設，這樣的結果對主管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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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法院判決的推論和一些結合處理原則的設計也將會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 Beck & Morton(2020)垂直結合實證文獻的調查，

並不能提供一個完全公正不偏的評估結果，尤其是作為重要政策的參考，

需要更深入的了解各文獻的市場界定、數據分析的研究對象等。尤其在進

行實證研究很大程度取決於數據的可用性，因此文獻往往集中研究於一些

可以獲得良好數據的行業，而這些行業通常是相對競爭的行業（例如快餐

業），這可能會使研究結果難以應用於更集中的市場，或者具有複雜結構和

法規制定下市場，也可能難以推廣到其他行業（例如汽油、有線電視、衛

生保健），每項研究都試圖檢驗其作者感興趣的特定假設或因素，並且該假

設通常與社會福利的增加或減少無關。因此，雖然這些研究可能闡明垂直

整合的特定激勵或影響，並且提供了相關的實證研究證據，但並無針對政

策討論中對社會福祉影響程度有更加客觀的變數樣本分析。 

最後，Beck & Morton(2020)可供研究的垂直結合對象通常是已經發生的

結合的特定產業。實證研究中包含交易（或業務形式）受到其進行（或創

建）時的政策執行的環境影響。例如，假設當前的反壟斷政策阻止了反競

爭行為，因此完成垂直結合的交易將會是既包含輕微的反競爭效果，也包

括促進競爭效果，實際結合後的實證研究往往會發現垂直結合的優點，但

這將大大低估整體垂直結合如果以更寬鬆的反壟斷政策，是否會帶來不同

的影響結果。從經濟學領域的一個基本概念，垂直整合的實證研究文獻，

普遍缺乏對於交易中變數的內生性進行深入的探討與關注，雖然考量內生

性問題會讓分析概念與結果更加複雜，但以經濟學家的觀點，對垂直結合

案的研究分析中納入變數內生性分析，可對垂直結合中反競爭法政策做出

貢獻。 

下一節，將會針對垂直結合的各種實務分析工具，包含 vGUPPI與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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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模擬模型介紹。 

第二節 實務分析工具 

一、vGUPPI介紹 

為了更能夠了解價格誘因對垂直結合的影響，Moresi & Salop(2013)在

垂直結合的背景下，提出了類似以垂直概念下的 GUPPI 價格指標

（vGUPPI），用來衡量垂直結合後的市場封鎖效果及上、下游廠商提高價

格誘因，該經濟模型假設至少有三家廠商，模型利用利潤函數一階微分來

求解，在規模報酬不變之下，在沒有替代性投入選擇下（即在上游結合廠

商的投入要素價格上漲後，廠商無法在上游結合廠商所出售的投入品和其

他投入品之間進行替代），存在三種類型的 vGUPPI，即上游結合廠商、下

游結合廠商和下游競爭對手廠商是否提高價格的誘因，並且參考 Moresi & 

Salop(2013)內容、美國 2010 年「水平結合處理原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指南手冊84來判斷結合後廠商抬高價格的程度。 

1. vGUPPIu：代表垂直結合後，上游廠商對下游客戶之競爭對手之

價格誘因（提高投入價格的動機），可分析結合後提高價格誘因為

何（類似單方效果）。 

vGUPPIu = 𝐷𝑅𝑈𝐷 × 𝑀𝐷 ×
𝑃𝐷

𝑊𝑅
 

𝐷𝑅𝑈𝐷：上游結合廠商對下游結合廠商之垂直轉換率（vertical 

                                                      
84 手冊指出，如果 GUPPI 規模相對較小，結合不太可能發生嚴重的單邊效果。在手冊中
定義為“proportionately”，按比例地來說，因價格上漲導致公司單位銷售額減少而導致
的收入損失比例，但它們並不是指數值上的小。當討論市場界定和 SSNIP 檢定時，手
冊將“small”量化為等於 5%。這論述建議低於 5% 的 GUPPI 將被合理地視為“轉移銷售
的價值比例較小”的證據，因此結合的提議不太可能引起單方效果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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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on ratio）85。 

𝐷𝑅𝑅𝐷：下游競爭對手對下游結合廠商之垂直轉換率（vertical 

diversion ratio）（假設𝐷𝑅𝑅𝐷 = 𝐷𝑅𝑈𝐷）
86。 

𝑀𝐷：下游結合廠商邊際利潤。  

𝑃𝐷：下游結合廠商之產品銷售價格。 

𝑊𝑅：為上游結合廠商對下游競爭對手之售價。 

（假設𝑃𝑅 = 𝑃𝐷；𝑃𝐷/𝑊𝑅=2） 

        當vGUPPIu > 5%，代表上游廠商對下游客戶的競爭對手有提

高價格之誘因。當0 < vGUPPIu < 5%，代表上游廠商對下游客戶

的競爭對手有提高價格之誘因，但不明顯。當−5% < vGUPPIu <

0，代表上游廠商對下游客戶的競爭對手沒有提高價格之誘因，但

不明顯。當vGUPPIu < −5%，代表上游廠商對下游客戶的競爭對

手沒有提高價格之誘因。 

 

2. vGUPPIr：是下游客戶的競爭對手之價格誘因，用於分析下游的競

爭對手為反應因上游結合廠商因提高投入價格進而也抬高產品價

格的動機。因為上游結合廠商的售價上漲，將增加下游競爭對手

的邊際成本，而vGUPPIr指標可以獲取下游競爭對手對上游結合廠

商漲價後的反應。 

                                                      
85 當下游結合廠商 D 提高價格後，消費者購買量會減少，其中一些消費者會轉向下游競
爭對手 R 購買，使下游競爭對手 R 的銷售額增加，並造成下游競爭對手 R 對上游結合
廠商 U 的更多投入需求。𝐷𝑅𝑈𝐷用於衡量下游結合廠商的銷售損失部分，會由上游結合
廠商 U 透過對下游競爭對手 R 的投入銷售來重新獲得。此移轉率取決於產品具有差異
化，以及下游競爭對手 R對上游結合廠商 U的生產投入的依賴程度。 

86 𝐷𝑅𝑅𝐷用於衡量下游結合廠商 D 獲得從下游競爭對手 R 所失去的銷售比率。此移轉率取
決於產品具有差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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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UPPIr = vGUPPIu × PTRu ×
𝑊𝑅

𝑃𝑅
 

PTRu：上游結合廠商的成本轉嫁率（Cost pass-through rate）。例如，    

假設供應商為客戶服務的邊際成本增加了 25-cent 每單位，而這 25-

cent 的成本增加導致供應商提高其向供應商收取的價格客戶 20-cent。

即成本轉嫁率等於 80%（即 20/25）。（假設PTRu = 50%） 

𝑊𝑅：為上游結合廠商對下游競爭對手之售價。 

𝑃𝑅：下游競爭對手之產品銷售價格。 

（假設𝑊𝑅/𝑃𝑅=0.5） 

        當vGUPPIr > 5%，代表下游競爭對手的投入價格上漲，導致下

游競爭對手的投入成本增加，使得下游競爭對手產生提高價格之誘

因。當0 < vGUPPIr < 5%，代表下游競爭對手有提高價格之誘因，

但不明顯。當−5% < vGUPPIr < 0，代表下游競爭對手沒有提高價

格之誘因，但不明顯。相對的，當vGUPPIr < −5%，代表下游競爭

對手沒有提高價格之誘因。 

3. vGUPPId：結合之後下游廠商之價格誘因，也就是上游結合廠商

為響應結合而增加或降低其產出價格的動機。 

vGUPPId2 = vGUPPId1 − 𝑀𝑈𝐷 ×
𝑊𝐷

𝑃𝐷
 

vGUPPId1 =
轉嫁給上游結合事業之價格

下游結合事業數量收入流失
= 𝐷𝑅𝐷𝑈 × 𝑀𝑈 ×

𝑊𝑈

𝑃𝐷
 

𝐷𝑅𝐷𝑈：下游結合廠商對上游結合廠商之垂直轉換率。 

𝑊𝑈：上游結合廠商商品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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𝑀𝑈：上游結合廠商邊際利潤。 

𝑀𝑈𝐷：上游結合廠商對下游結合廠商銷售之邊際利潤。 

𝑊𝐷：上游結合廠商對下游結合廠商銷售之價格。 

𝑃𝐷：下游結合廠商之產品銷售價格。 

（假設：𝑊𝑈/𝑃𝐷=0.5、𝑊𝐷/𝑃𝐷=0.5） 

當vGUPPId > 5%，代表下游結合廠商有提高價格之誘因。當

0 < vGUPPId < 5%，代表下游結合廠商有提高價格之誘因，但不明

顯。當−5% < vGUPPId < 0，代表下游結合廠商沒有提高價格之誘

因，但不明顯。當vGUPPId < −5%，代表下游結合廠商沒有提高價

格之誘因。 

由於 vGUPPI本身是建立在移轉率（Diversion ratios）、價格成本利潤率

（price–cost margins）和價格比率（Price ratios）。這三個指標中，vGUPPIu

最接近 GUPPI，因其計算與 GUPPI 相似，但是，它們的區別在於兩種產品

不是替代品：它們處於投入／產出關係—產品 1在上游，產品 2在下游—轉

移比率（𝐷𝑅𝑈𝐷和𝐷𝑅𝐷𝑈）為垂直關係的。尤其是，垂直轉移比率（𝐷𝑅𝑈𝐷）

是上游結合廠商將其價格提高到下游競爭對手廠商（由其整合的下游部門

獲得的收益）所損失的上游結合廠商銷售收入的一部分，vGUPPIu 代表上

游結合廠商單方面提高價格的動機。上游結合廠商價格的上漲將增加目標

競爭對手的邊際成本，vGUPPIr可以衡量競爭對手對這種上漲的反應。因此，

vGUPPIr 是從 vGUPPIu 延伸而出的。但是，它也涉及上游公司的成本轉嫁

率（PTRu）。而 vGUPPId 與 vGUPPIu 衡量方式類似，可以看到消除雙重邊

界化（EDM）的效果。 

vGUPPI 中的模型並非完整的均衡分析，故設定是上游結合廠商先向下

游客戶提出「可接受或可保留」的報價。然後，下游客戶按照報價來決定



   
 

155 

 

投入價格。但是現實世界中，上游廠商和下游客戶之間存在進行討價還價

的協商或議價方式，尤其是在上游廠商與下游客戶都具有強大的市場占有

率時（例如 Chipty, 1995；Crawford & Yurukoglu, 2012）。此外，在 vGUPPI

模型的背景下，產品議價會導致預測的差異擴大。vGUPPI 需要獲得有關非

結合公司（即為可能受到市場封鎖的下游競爭對手）的資訊，並且必須確

定哪些是主要評估的目標公司，類似於先界定市場。在計算 vGUPPIu 時，

需要多個矩陣：每個下游競爭對手都需要一個矩陣。而 vGUPPIr 需要成本

轉嫁率，因此對數據收集與估計的要求會更高。  

vGUPPI 可用作評估垂直結合初期可能會增加投入性問題。該方法評估

垂直結合對結合的雙方，激勵對下游提高競爭對手成本的單邊價格的影響，

這誘因可能導致下游價格上漲的壓力。該方法可作為廠商提高價格誘因的

直接證據，且價格比率（Price ratios）表示等價的邊際成本增加，並且比結

合模擬的模型更容易實施。vGUPPI 是常用的價格壓力評估方式，已被國際

許多機構（例如聯邦交易委員會和歐盟委員會）用作評估篩選企業結合的

附加工具，在 Essilor Luxottica/Grand Vision and in the UK Tesco/Booker 

decision兩個判決中，都使用了 vGUPPI的方法(Zenger, 2020)。vGUPPI對識

別和衡量數據非常有幫助，且為易於管理的工具，可以準確地指出結合的

潛在反競爭價格效果。  

由於 vGUPPI可評估結合措施決定後的價格誘因效果。但是，垂直結合

涉及上游和下游之間市場的交互作用，與水平結合相比，這種分析價格壓

力的參進程度會大上許多。vGUPPI 結合由消除雙重邊際化的激勵產生潛在

促進競爭的直接影響，因此也可評估對提高競爭對手成本（RRC）和消除

雙重邊際化（EDM）的激勵效果，也就是從提高競爭對手成本和消除雙重

邊際化來獲取影響效果。vGUPPI 可個別衡量消除雙重邊際化影響下游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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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格壓力（可從提高競爭對手成本和消除雙重邊際化之間的反饋效果分

別計算出），但這也是 vGUPPI的潛在局限性。因為 RRC 和 EDM 彼此間並

非獨立而是有密切關聯的，當結合的下游價格因為 EDM 而使產品價格下降，

會使下游廠商間的產品需求發生移轉，有可能會改變競爭對手對上游產品

的需求。上游企業的議價能力越高，其結合前的利潤率就越大，因此潛在

EDM的規模也越大，更可能減少競爭對手的需求，降低 RRC的誘因。其次，

結合後的公司透過 RRC 而獲益的程度會取決於競爭對手面臨的需求彈性

（或是市場力），這也會影響到 EDM 的激勵效果，顯示 RRC 與 EDM 彼此

間具有潛在的雙互影響關係。然而，當 EDM 影響效果較小時，這種價格壓

力的分析工具將特別具有啟發性，可避免對競爭和反競爭效果的複雜評估，

進而對結合與否獲得可靠的判斷87。 

綜合上述分析，vGUPPI 的優點可以準確指出結合的潛在反競爭價格效

果及評估對提高競爭對手成本和消除雙重邊際化的價格上漲效果；但

vGUPPI必須在消除雙重邊際化（EDM）效果小時，此 vGUPPI 的分析效果

才可獲得可靠的判斷。同時當上游廠商與下游客戶具有強大的市占率時，

則他們具有更多的議價能力，會導致商品價格的差異擴大，因此對於數據

蒐集的要求更高，視為其缺點。 

二、修正 vGUPPI及 dHHI  

Moresi & Salop(2020)提出垂直結合導致有效市場集中度（Effective 

concentration）提高，即垂直結合會導致存在投入封鎖問題，市場競爭會減

少。當競爭型態是投入封鎖時，下游市場集中度的 HHI 會有效的增加。將

此「proxy」衡量方法稱為「dHHI」。dHHI（以及相關的結合後 HHI）可作

                                                      
87 Zenger, H. (2020). Analyzing vertical mergers. CPI Antitrust Chronicl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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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垂直結合事項的潜在證據。原則上，這些集中度的衡量也可能有助於形

成安全港（Safe Harbor）或對投入封鎖問題的反競爭推定。 

投入封鎖可能導致競爭對手的價格效果，上游結合公司的全部封鎖或

價格上漲可能導致其競爭對手以自己的價格上漲作為回應。這些價格上漲

可能是單方面的（嚴格上定義應是多邊的），也可能是廠商之間的聯合共謀

所導致。dHHI 涉及單方面的投入封鎖或產出減少問題的垂直結合，產生價

格誘因（pricing incentives）與部分所有權權益（partial ownership interests）

產生競爭公司間相似於價格誘因的方式。 

Moresi & Salop(2020)認為公司結合後有減少產量和提高消費者價格的

動機，即下游部門向消費者收取的價格上漲會導致銷售轉移到下游競爭對

手，然後下游競爭對手會購買更多來自上游結合公司的投入。這種誘因是

另一種固有的（inherent）的水平效果，我們稱之為「Chen effect」(Chen, 

2001) 。換句話說，從下游結合公司的角度來看，上游結合公司具有「經濟

利益或財務權益（financial interest）」，向每個下游競爭對手銷售其投入。當

競爭對手向消費者出售額外數量時，上游結合公司獲得的「利益

（dividend）」等於上游結合公司向該競爭對手銷售投入品的利潤。因此，

透過垂直結合，下游結合公司獲得上游結合公司提供的每個競爭對手的

「經濟利益或財務權益（financial interest）」。那麼，垂直結合對下游結合企

業的價格誘因與下游競爭對手之間的假設性水平結合（hypothetical 

horizontal merger）具有相同的影響。 

如果上游結合公司的每單位邊際利潤率（dollar margin）小於下游競爭

對手的每單位邊際利潤率（dollar margin），則等價假設性水平所有權交易

（equivalent hypothetical horizontal transaction）。即是收購競爭對手的部分所

有權權益（partial ownership interests），而不是完全結合（full merger）。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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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的的水平效果（來自上游結合公司對下游競爭對手的「經濟利益或財

務權益（financial interest）」），不同於前面所討論的固有的水平效果（來自

上游結合公司對下游競爭對手的「間接控制（indirect control）」）。正是由於

這個原因，垂直結合的 dHHI proxy 衡量適用於水平部分所有權交易

（horizontal partial ownership transaction）的 mHHI衡量。 

在Moresi & Salop(2020)研究中提到的垂直收購案（United States v. Sabre 

Corp., No. 19-1548-LPS, 2020 U.S. Dist. LEXIS 64637（D. Del. Apr. 7, 2020）

案例可作為結合後可能發生間接競爭及運用 dHHI 方法之討論。分銷商

Sabre 公司是全美最大的「全球定位通路系統」（Global Distribution System, 

GDS），為旅行社提供搜索和預訂航空公司的平臺航班。Farelogix 為該市場

的領先創新者，提供了一種讓航空公司用來繞過全球定位通路系統並直接

與旅行社互動的技術，讓航空公司有能力向 Sabre 公司取得更低的費用。根

據美國司法部調查文件指出 Sabre與 Farelogix公司長年以來處於競爭關係，

因 Farelogix公司之技術對 Sabre公司來說是一大威脅。 

雖然 2018年 11月 Sabre公司以 3.6億美元收購 Farelogix公司，但 2019

年 8月美國司法部（DOJ）重新展開調查，原因在於結合後可能會大幅降低

該市場的競爭及創新，導致全球定位通路系統的價格上漲，甚至發生品質

下降的可能，會間接的損害到航空公司和旅客的利益 。也將此收購性質認

定為水平結合，理由在於 Sabre公司的聲明，即它與 Farelogix公司競爭提供

航空公司可訪問旅行社。但法院駁回了美國司法部的投訴，認為 Sabre 公司

在雙邊市場的雙方競爭（即航空公司和旅行社），而 Farelogix 公司僅在另一

側（即航空公司）競爭。Moresi & Salop(2020)進一步分析，美國司法部也

可以將此收購案定為垂直結合，但司法部向法院解釋，結合具有間接的水

平影響，因為 Farelogix 公司同意（支持）Sabre公司與其他航空公司在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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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預訂服務市場上的競爭。透過計算 Farelogix公司當前銷售額（利用 dHHI

方法）以及對未結合的航空公司未來銷售額的估計，來說明水平競爭有效

減少的程度。 

從上述論點，Moresi & Salop(2020)提出， 

1. 當競爭存在投入封鎖，下游集中度 dHHI會有效增加。 

假設交易中，下游結合廠商在其購買上游結合廠商投入的每個競爭

對手中獲得了部分經濟利益或財務權益（financial interest)，則

dHHI會增加。 

2.  假設水平交易以獲取目標下游競爭對手的 UPP。 

（1）vGUPPIr 

    Moresi & Salop(2020)提出上游結合廠商向下游競爭對手收取的

投入品價格上漲將提高競爭對手的邊際生產成本，將誘使競爭對

手提高價格。換句話說，代表垂直結合後，下游結合廠商對下游客

戶之競爭對手之價格誘因（提高投入價格的動機），可分析結合後

提高價格誘因為何。（又𝐷𝑅𝑈𝐷 = 𝐷𝑅𝑅𝐷） 

即 vGUPPIr = PTR𝑈 × 𝐷𝑅𝑅𝐷 × 𝑀𝐷 ×
𝑃𝐷

𝑃𝑅
    (1) 

其中PTRU：上游結合廠商的價格與成本轉嫁率。DRRD：上游

結合廠商對下游結合廠商之垂直轉換率（vertical diversion ratio）。

MD：下游結合廠商邊際利潤。PD / PR：表示下游結合廠商和競爭

對手向消費者收取的價格。 

（2）等價假設性水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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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封鎖降低了下游結合公司面臨的來自封鎖競爭對手的競

爭強度，這產生了水平效果之沉默的部分所有權權益（Silent 

partial ownership interests（BRD）），這種假設性水平部分交易對競

爭對手的價格誘因影響由水平mGUPPIr來衡量。即， 

mGUPPIr = B𝑅𝐷 × 𝐷𝑅𝑅𝐷 × 𝑀𝐷 ×
𝑃𝐷

𝑃𝑅
     (2) 

其中BRD表示下游結合廠商從（被封鎖的）競爭對手獲得的假

設性沉默所有權市占率。公式（2）中的因子DRRD×MD×PD /PR是

競爭對手與下游結合公司假設性水平結合GUPPI。 

比較公式（1）和（2），垂直結合在封鎖競爭對手UPP，如果

競爭對手獲得等同上游價格與成本轉換率，市占率將創造的UPP會

相同結合公司（即BRD=PTRU）。因此，這是等價假設性部分所有

權交易（equivalent hypothetical partial ownership transaction）。 

假設價格與成本轉換率為50%。那麼，對每個被封鎖的競爭對

手來說，收購下游結合公司50%的沉默所有權市占率（silent 

ownership share）則會相同。 

（3）對下游市場dHHI的貢獻 

vGUPPIr對dHHI的貢獻可以透過等價假設性部分所有權交易

的mHHI的增加來衡量。mHHI公式如下：如果A公司獲得B公司的

沉默的部分所有權市占率（silent partial ownership share）為β，則

mHHI上升幅度為βxSAxSB，其中SA和SB是兩家公司的市場占有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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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考慮一個下游市場有五家的公司，假設每家公司都有

20%的市場占有率。公司結合後只能將四個下游競爭對手中的某一

個作為投入封鎖的目標。這對下游市場dHHI的貢獻可以通過50%

沉默的經濟利益或財務權益交易（silent financial interest 

transaction）的mHHI增加來計算。應用mHHI公式，以mHHI衡量

的下游市場有效市場集中度增加等於200（即0.5x20x20）。相反，

假設上游結合公司有兩個完全供應的下游客戶，並針對這兩個客

戶進行投入封鎖。在這種情況下，有效市場集中度的增加等於400

（即2x0.5x20x20）。 

3. 假設性水平交易以獲取下游結合公司的 UPP 

垂直結合也會改變下游結合公司的應變動機，這就是之前所

討論的Chen effect。換句話說，垂直結合會誘使下游結合公司提高

其產品價格，因為這樣會增加上游結合公司對下游競爭對手的投

入銷售金額。垂直結合在下游結合公司和作為上游結合公司客戶

的競爭對手之間創造了一種間接水平結合。 

我們通過考慮下游結合公司有相同的動機來提高價格，它可

以獲得了作為上游結合客戶的每個競爭對手的沉默的部分經濟利

益或財務權益，這種假設性水平交易是衡量垂直結合對下游結合

公司價格誘因影響的有效方法，因為它對應於下游市場mHHI的增

加。 

（1）vGUPPId 

vGUPPId根據下游結合公司的產出價格衡量結合後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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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UPPId的基本公式如下： 

vGUPPId = 𝐷𝑅𝐷𝑅 × S𝑈𝑅 × 𝑀𝑈𝑅 ×
𝑊𝑈𝑅

𝑃𝐷
    (3) 

       其中DRDR表示從下游結合公司到給定競爭對手的轉換率

（denotes the diversion ratio from the downstream merging firm to a 

given rival），SUR表示上游結合公司在該競爭對手的投入採購中所

占的市占率（denotes the upstream merging firm’s share of that rival’s 

input purchases），SUR資料可從公開財報中取得該公司的銷售額，

計算上，透過該公司的銷售額除以該產業的總營業額，即可獲得

該公司的市占率。WUR和MUR表示上游結合公司向該競爭對手銷售

投入的價格和邊際利潤（denote the upstream merging firm’s price 

and percentage margin for input sales to that rival），PD表示下游結合

廠商的產出價格。 

（2）等價假設性水平交易 

mGUPPId = 𝐵𝐷𝑅 × DR𝑈𝑅 × 𝑀𝑅 ×
𝑃𝑅

𝑃𝐷
    (4) 

        其中BDR表示下游結合公司在所考慮的競爭對手中獲得的假設

性沉默所有權市占率（hypothetical silent ownership share），MR表

示 競 爭 對 手 的 利 潤 率 。 請 注 意 ， 公 式 （4） 中 的 因 子

DRDR×MR×PR/PD是下游結合公司與該競爭對手假設結合的水平

GUPPI。比較公式（3）和（4），可以看出，垂直結合在下游結合

公司上創造的UPP，如果與下游結合公司相反，獲得該競爭對手的

沉默所有權市占率（silent ownership share）將產生相同的UPP為： 

𝐵𝐷𝑅 =
S𝑈𝑅×M𝑈𝑅×𝑊𝑈𝑅

M𝑅×P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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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等價的所有權市占率（equivalent ownership share）等於

上游結合公司在下游競爭對手的投入購買中所占的市占率（SUR）

乘以上游結合公司向該競爭對手出售的投入的一元的邊際定價或單

位邊際定價（dollar margin ratio）（MUR×WUR）再除以競爭對手的

dollar margin（MR×PR）。 

假設上游與下游的每一元的邊際定價或單位邊際定價（dollar 

margin ratio）為0.3，並考慮一個下游競爭對手專門從上游結合公

司採購，即SUR=100%。然後，轉向該競爭對手會在下游結合公司

上產生UPP，這與下游結合公司假設收購該競爭對手30%（即

100%x0.30）的沉默財務所有權市占率（silent financial ownership 

share）相同。 

因此，該分析顯示了垂直結合對下游結合公司提高價格和減少

產量的誘因影響（由vGUPPId衡量）如何被計入dHHI的計算。

vGUPPId對dHHI的貢獻可以透過等價假設性部分所有權交易

（equivalent hypothetical partial ownership transactions）的mHHI的

增加來衡量。即使沒有投入封鎖問題，也可以使用此方式來衡量。 

例如，有五個symmetric下游公司，每個公司都擁有20%的市

場占有率。假設上游結合企業提供單個下游競爭對手100%的投入

需求，而這個下游競爭對手是結合企業的唯一客戶。假設（上游結

合公司與競爭對手的）每一元的邊際定價或單位邊際定價（dollar 

margin ratio）為0.3。以mHHI衡量的下游市場有效集中度的增加等

於120（即0.3x20x20）。假設上游結合企業100%供應兩個下游競爭

對手的投入需求，而這些下游競爭對手是結合企業僅有的兩個客

戶，每一元的邊際定價或單位邊際定價（dollar margin ratio）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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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現在有效集中度增加等於240（即2x0.3x20x20）。 

4. dHHI計算 

兩種等價假設性水平交易，它們可以同時用於代表引起投入

封鎖或下游產出減少的垂直結合，評估結合對下游市場有效集中

度的影響，交易涉及幾個下游企業的部分所有權權益（partial 

ownership interests），然後可以將這些權益結合起來，以評估它們

對下游市場有效集中度的總影響。dHHI衡量的是總影響。具體而

言，dHHI等於來自這些proxy交易的各個dHHI的總和，即（i）每

個封鎖競爭對手在下游結合公司中獲得沉默的經濟利益或財務權

益（silent financial interest）BDR=PTRU，以及（ii）結合公司在購

買上游結合公司投入的每個競爭對手中獲得沉默的經濟利益或財

務權益，BDR=SUR×MUR×WUR/(MR×PR)。將此公式應用於兩種類型

的假設交易中，我們得到dHHI的總增加量。 

𝑑𝐻𝐻𝐼 = 𝑃𝑇𝑅𝑈 × S𝐷 × S𝐹 + ∑ S𝑈𝑅 ×
M𝑈𝑅×𝑊𝑈𝑅

M𝑅×P𝑅
𝑅 × S𝑅 × S𝐷 (6) 

其中，SD表示下游結合廠商的市場占有率，SF表示被封鎖競

爭對手在下游市場的總市場占有率，SR是下游結合廠商的單個競

爭對手的市場占有率（the market share of an individual rival of the 

downstream merging firm）。請注意，公式（6）中的最後一項是對

下游結合公司的所有競爭對手的總和。 

再考慮下游結合公司的所有競爭對手的情況相似，因為他們

都從上游結合公司獲得相同市占率的投入需求SUR，並且他們都有

相同的每一元的邊際定價或單位邊際定價（dollar margin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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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WUR/(MR×PR)。如果它們都是投入封鎖的潛在目標，則上述

dHHI變為， 

𝑑𝐻𝐻𝐼 = (𝑃𝑇𝑅𝑈 + S𝑈𝑅 ×
M𝑈𝑅×𝑊𝑈𝑅

M𝑅×P𝑅
× S𝐷 × (1 − S𝐷)   (7) 

dHHI計算可以通過結合前面數值例子的兩部分來說明，我們

假設PTRU=50%，MUR×WUR/(MR×PR)=0.3，SD=20%。假設只有一

個下游競爭對手是上游結合公司的客戶，並且只從上游結合公司

購買投入品（即SUR=100%），並且該客戶是投入品封鎖的目標。

因此，dHHI=(0.5+0.3)×20×20=320。這是相當於vGUPPIr的交易的

200dHHI貢獻和，相當於vGUPPId的交易的120貢獻的總和。 

較高的dHHI表明存在更大的反競爭問題。計算dHHI時需要以

下數據：上游結合廠商的價格與成本轉換率（the upstream cost 

pass-through rate）（PTRU）、下游結合廠商的市場占有率（the 

market share of the downstream merging firm）（SD）、被封鎖競爭對

手在下游市場的總市場占有率（the total market share of the 

foreclosed downstream rivals）（SF），以及對於每個下游競爭對手，

競爭對手的市場占有率（for each downstream rival, the rival’s 

market share）（SR），上游結合廠商在競爭對手的投入購買中的市

占 率 （the upstream merging firm’s share of the rival’s input 

purchases）（SUR），競爭對手支付給上游結合公司的投入價格（the 

input price paid to the upstream merging firm by the rival）（WUR），

上游結合公司向競爭對手出售投入品所獲得的利潤率（the 

percentage margin earned by the upstream merging firm on input sales 

to the rival）（MUR），以及競爭對手的利潤（MR）和競爭對手的產

出價格（PR）（the percentage margin （MR）and output price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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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rival）。 

三、其他方法介紹 

（1）垂直結合模擬88  

垂直結合模擬模型的主要目標是評估因消除雙重邊際化（EDM）而導

致的效率提高，與由於互動封鎖而引起的競爭損害之間的是如何相互作用，

從而確定結合的淨福利效果。此外，與向上定價模型不同，模擬會計算出

特定的均衡。 

與價格上漲壓力一樣，將水平結合模擬擴展為垂直結合涉及許多複雜

問題：首先，垂直模擬處理兩個市場（一個上游和一個下游），並且必須同

時指定上游和下游賽局。其次，它必須指定上下游廠商的相互作用方式。

例如，一個模擬可以由兩個水平的 Bertrand賽局組成，將下游會員的投入價

格設置為邊際成本，而未整合的下游競爭對手收取的價格則由上游廠商決

定。上下游廠商可以是討價還價的賽局，其中每個上游/下游對都有單獨的

協商。 

最後，時間很重要。例如，上游公司可以在下游賽局之前確定價格，

因此具有先發優勢，或者可以同時確定上游和下游價格。鑑於垂直模擬涉

及其他假設，因此在設定模擬中很容易導致預測有偏差。 

一般而言，垂直結合模擬應包含五個組成部分：（1）下游需求規範；

（2）關於上游水平賽局或討價還價賽局的假設；（3）關於下游水平賽局的

假設；（4）關於移動時間的假設；（5）獲取邊際成本的方法。結合模擬的

                                                      
88 Slade, M. E. (2020). Vertical mergers: A survey of ex post evidence and ex ante evaluation 

methods.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19. 



   
 

167 

 

分析方法可以是蒙特卡洛，從假設的數據生成過程中生成數據，也可以使

用計量經濟學，利用現實世界的數據進行模擬。 

（2）蒙特卡洛垂直結合模擬 

Das Varma & De Stefano(2020)認為競爭管理機構對於取消封鎖或提高競

爭對手的成本影響（RRC）和消除雙重邊際化效果（EDM）兩者分開單獨

評估再進行比較的方式存在問題，因為，RRC 並非獨立於 EDM，而是依賴

於它。 

當結合後的下游產品價格由於 EDM 而下降時，對未結合的下游產品的

需求向內轉移。對於大多數需求規格，這會改變競爭對手需求相對於上游

輸入價格的彈性。例如，在上游設置價格和線性（對數）規格的情況下，

向內轉移使需求相對於上游價格更具彈性（更少），從而可以逆轉（加強）

RRC激勵，而上游企業的議價能力是 RRC的另一個重要決定因素。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Das Varma & De Stefano(2020)在上游廠商為獨占和

下游廠商為獨占的雙邊獨占設定下，使用了蒙特卡洛模擬。下游需求可以

是線性需求或對數需求。另外，也設定上下游的議價優勢能力。模擬結果

發現，與結合相關的公司向其目標下游競爭對手收取的均衡價格的變化以

及平均均衡零售價格的變化，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當競爭

對手需求的價格彈性較高且從競爭對手向垂直結合公司的轉移率較低時，

更容易發生符號反轉（降低競爭對手的成本）的情況，而且，價格對於模

型設定的敏感度遠高於 vGUPPI。Das Varma & De Stefano(2020)的模擬設定，

僅考慮定價為外生決定，而不考慮因水平或垂直整合，提高效率對於價格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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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nenko & Sibley(2020)也使用了蒙特卡洛模擬，它們的背景類似於

Varma & Stefano(2020)。但是，他們以兩種方式修改了後者的假設：首先，

他們對時間假設進行了內生化，發現結合公司更願意成為先行者。其次，

他們假設上游公司具有全部的議價能力。其模擬結果呈現出，儘管結合後

的下游價格始終下降，但向其他競爭對手收取的投入價格和該競爭對手的

下游價格都可能上升或下降。此外，均衡的數量也取決於結合之前上游公

司的市場市占率以及需求設定。 

以上兩篇文章的蒙特卡洛模擬分析結果認為，vGUPPI 並不適合用於垂

直結合的篩選。他們特別指出，在垂直結合之後，向下游競爭對手收取的

投入價格可能會下降，在這種情況下，來自 vGUPPIu 的預測將有錯誤的信

號。Domnenko & Sibley(2020)表明下游結合夥伴的結合前市占率較小時，也

容易發生符號反轉。 

（3）計量經濟垂直結合模擬 

計量經濟學的垂直結合模型並不多見。Crawford et al.(2018)設定和估計

美國多頻道電視市場中，區域體育網絡與節目發行商之間互動的結構模型。

在Nash-in-Nash均衡假設下，設定分銷商家庭選擇的離散選擇模型（flexible 

discrete choice model）來模擬垂直結合。他們發現，監管機構沒有禁止封鎖

下，消費者的福利收益與零沒有顯著差異。此外，他們發現跨體育網絡存

在相當大的異質性，其中某些類型的封鎖效果占主導地位。相反，當法規

到位時，會帶來很大的福利收益。這意味著競爭和監管機構應共同努力。

此外，對於封鎖的影響，可以有一些容易施行的補救措施可以設定來減少

封鎖帶來的負面效果。Crawford et al.(2018)研究的一個新的假設是內部利潤

最大化可能是不完善的，因此內部轉讓價格不必等於邊際成本。特別是，

他們設定並估計一個確定內部化程度的一個小於 1的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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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esta et al.(2019)評估了智利私人保險公司與醫院之間的互動，認為消

費者與兩個垂直結合都相互作用的事實是該保險市場和許多其他保險市場

的一個有趣特徵。具體來說，客戶選擇保險計劃，生病後選擇醫院。在這

樣的市場中，有兩種動機促使綜合公司與醫院協商更高的價格。首先，一

體化的公司可以引導需求，他們的綜合保險公司通過與對手談判保險公司

上級醫院的價格。這就是提高標準競爭對手的成本效果。其次，他們可以

通過與競爭對手的保險公司協商更高的醫院價格，將需求引向綜合醫院。

Cuesta et al.(2019)將標準動機稱為參與者指導效果（enrollee steering effect），

將新動機稱為患者指導效果（patient steering effect）。通過檢查與競爭對手

醫院的綜合保險公司的議價盈餘可獲得患者的指導效果，而通過對與競爭

對手保險公司的綜合醫院的議價盈餘進行檢驗可獲得參保人員的指導效果。

保險公司有誘使患者遠離競爭對手的醫院，而醫院有誘因使參保人遠離競

爭對手的保險公司。 

Cuesta et al.(2019)假設均衡是 Nash-in-Nash，並且他們估計了兩個離散

的選擇需求方程；一個用於計劃；還有一個用於醫院，這樣的設定在垂直

模擬的分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外，模擬結果也顯示垂直整合會降低福

利水準，但若改變設定，也就是消費者對價格敏感度較低而對溢價敏感度

較高時，整合仍可以增加福利。 

新的指標： 

總的向上定價壓力指數（iGUPP），將定價壓力方法擴展到兩個垂直整

合公司之間結合的情況，用於垂直結合中獨立的競爭對手，在下游市場活

躍的狀況，iGUPP 量化垂直整合公司在結合後提高了產品價格的激勵強度，

可用於評估垂直整合公司之間結合的反競爭效果(Trost, 2021)。結合下游部

門所計算出的 iGUPP 由向上定價壓力的兩個因素（水平定價壓力和垂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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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壓力)所組成，所以 iGUPP 可以視為是兩個向上壓力價格指標

GUPPI(Salop & Moresi, 2009)和 vGUPPI(Moresi & Salop, 2013)的加總，如果

結合部門增加了其產品的價格，則價格上漲所引起的損失將被另一結合部

門來吸收。雖然水平定價壓力（GUPPI）是由另一個結合公司的相應部門

所面對的結果，但垂直定價壓力（vGUPPI）則是由於結合公司的下游或上

游劃分所面對的結果。若進一步假設對下游公司投入價格的上漲反應，那

麼上游部門的 iGUPPI也可分解為 GUPPI和 vGUPPI的上游市場。由於模型

假設成本與價格為線性關係，在現實生活中，垂直結合公司與非結合的下

游競爭者間，也有可能存在類似於關稅之類的非線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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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分析國內外垂直結合案例及應用 

第一節 問卷設計、分析結果及實務問題探討 

全球併購（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競爭激烈，加上 COVID-19

的影響，更促使全球企業進行變革，根據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PWC（PwCIL）

調查指出，2020年第四季，交易量和交易額分別比去年同期增2％和18％。

在亞太、歐洲、中東和非洲以及美洲地區，2020 年下半年的併購活動與上

半年相比增長了 17％至 20％89；透過數位化提升企業競爭力成為主要選項，

然而要在短時間內促成企業革新，對於企業營運發展與體制重塑是很大的

挑戰；根據安永數位投資指數（EY Digital Investment Index）90研究指出，

62％的高管認為，企業必須在未來兩年內從根本上改變其營運方式，而其

中透過併購追求數位技術的高階管理者與提供數位技術的夥伴近五成都認

為成效高於預期，由此可見企業風險資本和合夥企業投資將有所增長，而

因結合所衍生之市場衝擊與影響會日趨顯著。 

5G 的技術普及也是促成下一波變革的主因，在數位經濟等新型態市場

環境下，資訊技術、媒體、娛樂和電信蓬勃發展，數位化轉型、顛覆性技

術和可持續性監管成為全球趨勢，無論是人工智能、智能合約、物聯網、

區塊鏈及加密貨幣等顛覆性技術與跨司法管轄區合作也成為風險分擔的主

要結合驅動力，下圖 5-1為 2020年全球併購交易量和價值91，由此可見這些

                                                      
89 Levy, B. (2021, February 14). Global M&A Industry Trends. 

https://www.pwc.com/gx/en/services/deals/trends.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90 Makrygiannis, K. (2020, December 14). Conditions ripe for already resilient M&A activity 

to accelerate in 2021 and beyond. https://www.ey.com/en_gl/news/2020/12/conditions-ripe-

for-already-resilient-m-and-a-activity-to-accelerate-in-2021-and-beyond,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91  Suidan, M. (2021, February 14). Global M&A industry trends in technology, media & 

telecommunications: 2021 mid-year update. P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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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擁有很高的估值與發展性，會持續進行市場結合與競爭活動，而資產

估值則是企業垂直結合成功的最大挑戰之一；如何有效地評估與計算，避

免市場壟斷與結合風險產生，都需要政府妥善評估，另外也因為這些產業

高度線上發展的商業屬性，更需要政府的監管審查，以及後續配合新型數

位服務所衍伸而出的複雜稅務計算方式。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圖 5- 1 2020年全球併購交易量 

     

一、問卷設計 

根據 Global Data的數據，去年全球科技併購交易總額為 6,340億美元，

同比增長 91.8%；而 2021 年上半年更打破了全球併購記錄，根據金融情報

公司 Refinitiv的數據，截至 6月 30日，全球企業已完成超過 2.8 萬億美元的

                                                      
https://www.pwc.com/gx/en/services/deals/trends/telecommunications-media-

technology.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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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交易；其中科技行業占上半年所有併購交易的近四分之一，有鑒於此

潮流趨勢發展，本次研究主要著眼於電信業、高科技與媒體三大產業，藉

此瞭解台灣市場現況以及業態分析，觀察數位化是否亦驅動且改變台灣市

場，影響原有市場界定；由於本次研究著重於實證分析法之應用，所需代

入驗證之數值內容，部分與營業機敏資料相關，將以 Moresi & Salop(2013)

之 vGUPPI公式基礎，從深度訪談與線上問卷取得營運資料，若無法取得之

部分，則從企業、政府公開資訊、調研機構分析報告等，推估近似區間代

入上述公式進行計算，作為估值的依據。 

為求對研究範圍（高科技、電信、媒體）有深入瞭解，先針對垂直結

合業者進行深度訪談，再以線上問卷調查進行量化研究，並透過座談會了

解產業、學界、專家不同觀點，綜合相關分析及建議，在數位經濟等新型

態市場的日漸發展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產業間之垂直結合可能涉及之

競爭議題探討。 

1. 產業類型與國際趨勢。 

2. 進行市場界定與業態分析。 

3. 垂直結合實證分析法之應用與企業執行價值主張。 

4. 國際競爭優勢與發展策略。 

5. 企業建議與未來法規實務應用參考。 

設計概念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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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圖 5- 2 議題探討設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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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卷調查–線上問卷： 

因本次研究主題「垂直結合」對企業選擇上具有一定的門檻，在廣發

前先以範本模式請數位產業先進與高階主管進行前測（Pre-testing），檢視問

卷是否有語意不詳或表達不夠清楚的情形，以及建議改善的方向，進而使

得問卷與實際產業狀況更加一致，基於反饋內容，得知觸及敏感資訊例如

銷售額及獲利與價差…等資料，會大幅降低填表意願，另外，雖大型企業

與高階主管多數有結合經驗，但是對於公平會「垂直結合」等專用語相對

陌生，為此進行兩部分調整，第一，將問卷設計為不記名，但發送對象集

中在大型企業客戶以及多校 EMBA 系友等可控之對象發送，減少無效問卷

的可能性；第二，除問卷前言進行名詞解釋外，並以結合併購，替代垂直

結合等專用語，減少隔閡；最後，在篩選結果時以企業具結合併購經歷為

標準，加強問卷可信度。 

藉由問卷希望能夠獲得綜觀資訊，增進對市場現況與趨勢了解，並且

作為市場界定的參考包含：（1）企業決定結合併購的因素；（2）企業預計

投入或回收的成本；（3）預估數位轉型經濟所帶來的變化與效益；（4）企

業擴張策略與同類市場差異點；（5）企業風險評估與考量，因此問卷設計

時主要分成三大部分，輔助文獻與深度訪談不足之內容： 

1. 基本調查：問卷調查者分類、企業規模調查、可接觸併購之職務分

析。 

2. 結合型態調查：企業結合類型分析、競爭市場分析。 

3. 結合併購趨勢：評估效益與回收標準、考量與建議。 

問卷調查題目如附錄三和附錄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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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發送 300份，回收 173 份，經篩選具結合併購經歷得 93份，其中 41份為高科技、媒體、電信產業，受

訪者背景如下表 5-1： 

表 5- 1 問卷受訪者背景 

受訪者

編號 
職位 

受訪者

性別 
公司主要經營項目 

公司成立

年份 
員工人數 資本額 年營業額 

1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電信業 21年以上 

10,000人 

以上 
100億以上 100 億以上 

2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傳統製造業 21年以上 

10,000人 

以上 
100億以上 100 億以上 

3 總監 男性 
高科技/精密機械/高科

技製造 
21年以上 

10,000人 

以上 
100億以上 100 億以上 

4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電子業 21年以上 

10,000人 

以上 
100億以上 100 億以上 

5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電信業 21年以上 

1,000~ 

4,999人 
100億以上 100 億以上 

6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金融保險業 21年以上 

10,000人 

以上 
100億以上 100 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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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編號 
職位 

受訪者

性別 
公司主要經營項目 

公司成立

年份 
員工人數 資本額 年營業額 

7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高科技/精密機械/高科

技製造 
21年以上 

10,000人 

以上 
100億以上 100 億以上 

8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金融保險業 21年以上 

5,000~ 

9,999人 
100億以上 100 億以上 

9 
初階主管（主任、

襄理） 
男性 資訊科技業 11~15年 

5,000~ 

9,999人 
100億以上 100 億以上 

10 
初階主管（主任、

襄理） 
男性 傳統製造業 21年以上 

1,000~ 

4,999人 
100億以上 100 億以上 

11 副總 男性 金融保險業 21年以上 
1,000~ 

4,999人 
100億以上 100 億以上 

12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電子業 21年以上 

1,000~ 

4,999人 
100億以上 100 億以上 

13 人資長 女性 電子業 21年以上 
10,000人 

以上 
100億以上 100 億以上 

14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電子業 21年以上 

10,000人 

以上 
100億以上 100 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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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編號 
職位 

受訪者

性別 
公司主要經營項目 

公司成立

年份 
員工人數 資本額 年營業額 

15 
高階主管（協理、

副總） 
男性 金融保險業 21年以上 

10,000人 

以上 
100億以上 100 億以上 

16 
高階主管（協理、

副總） 
男性 零售業 21年以上 

1,000~ 

4,999人 
100億以上 100 億以上 

17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金融保險業 21年以上 

5,000~ 

9,999人 
100億以上 100 億以上 

18 COO營運長 男性 電信業 21年以上 
10,000人 

以上 
100億以上 100 億以上 

19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資訊科技業 21年以上 

5,000~ 

9,999人 
100億以上 100 億以上 

20 COO營運長 男性 電子業 21年以上 
10,000人 

以上 
100億以上 100 億以上 

21 CFO財務長 男性 金融保險業 21年以上 
5,000~ 

9,999人 
100億以上 100 億以上 

22 
初階主管（主任、

襄理） 
男性 電信業 21年以上 

10,000人 

以上 
100億以上 

2,001萬

~5,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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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編號 
職位 

受訪者

性別 
公司主要經營項目 

公司成立

年份 
員工人數 資本額 年營業額 

23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資訊科技業 21年以上 

5,000~ 

9,999人 
50億~100億 100 億以上 

24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電子業 21年以上 

5,000~ 

9,999人 
50億~100億 100 億以上 

25 總監 男性 傳統製造業 21年以上 400~599人 50億~100億 100 億以上 

26 
高階主管（協理、

副總） 
男性 電子業 21年以上 

1,000~ 

4,999人 
50億~100億 100 億以上 

27 COO營運長 男性 
高科技/精密機械/高科

技製造 
16~20年 

10,000人 

以上 
50億~100億 100 億以上 

28 
高階主管（協理、

副總） 
男性 資訊科技業 21年以上 

1,000~ 

4,999人 
50億~100億 100 億以上 

29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傳統製造業 21年以上 

10,000人 

以上 
50億~100億 10 億~50 億 

30 
高階主管（協理、

副總） 
男性 資訊科技業 21年以上 

1,000~ 

4,999人 
10億~50億 100 億以上 

31 副總經理暨發言人 男性 資訊科技業 21年以上 400~599人 10億~50億 100 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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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編號 
職位 

受訪者

性別 
公司主要經營項目 

公司成立

年份 
員工人數 資本額 年營業額 

32 總監 男性 資訊科技業 21年以上 200~399人 10億~50億 100 億以上 

33 總監 男性 
高科技/精密機械/高科

技製造 
21年以上 400~599人 10億~50億 100 億以上 

34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資訊科技業 21年以上 

1,000~ 

4,999人 
10億~50億 100 億以上 

35 
高階主管（協理、

副總） 
男性 電子業 21年以上 

1,000~ 

4,999人 
10億~50億 100 億以上 

36 
初階主管（主任、

襄理） 
男性 媒體業 21年以上 

10,000人 

以上 
10億~50億 

50 億~  

100億 

37 CTO技術長 男性 
高科技/精密機械/高科

技製造 
21年以上 600~999人 10億~50億 

50 億~  

100億 

38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電子業 21年以上 600~999人 10億~50億 

50 億~  

100億 

39 CIO資訊長 男性 資訊科技業 21年以上 
5,000~ 

9,999人 
10億~50億 

50 億~  

1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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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編號 
職位 

受訪者

性別 
公司主要經營項目 

公司成立

年份 
員工人數 資本額 年營業額 

40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資訊科技業 11~15年 

1,000~ 

4,999人 
10億~50億 10 億~50 億 

41 
初階主管（主任、

襄理） 
男性 電子業 21年以上 

10,000人 

以上 
10億~50億 10 億~50 億 

42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電子業 21年以上 100~199人 10億~50億 10 億~50 億 

43 
初階主管（主任、

襄理） 
女性 傳統製造業 21年以上 200~399人 10億~50億 1 億~ 10 億 

44 
高階主管（協理、

副總） 
女性 資訊科技業 21年以上 

1,000~ 

4,999人 
5 億~10億 

50 億~  

100億 

45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資訊科技業 16~20年 200~399人 5 億~10億 10 億~50 億 

46 
高階主管（協理、

副總） 
男性 資訊科技業 21年以上 200~399人 5 億~10億 10 億~50 億 

47 
高階主管（協理、

副總） 
男性 

高科技/精密機械/高科

技製造 
21年以上 

1,000~ 

4,999人 
5 億~10億 100 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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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編號 
職位 

受訪者

性別 
公司主要經營項目 

公司成立

年份 
員工人數 資本額 年營業額 

48 總監 男性 資訊科技業 6~10年 100~199人 5 億~10億 
5,001萬~   1 

億 

49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傳統製造業 21年以上 400~599人 5 億~10億 10 億~ 50 億 

50 專業經理 男性 金融保險業 21年以上 200~399人 5 億~10億 1 億~ 10 億 

51 副總經理 男性 傳統製造業 16~20年 600~999人 5 億~10億 
50 億~  

100億 

52 
高階主管（協理、

副總） 
男性 資訊科技業 21年以上 

1,000~ 

4,999人 
5 億~10億 10 億~50 億 

53 CMO行銷長 男性 傳統製造業 21年以上 200~399人 5 億~10億 10 億~ 50 億 

54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非二元

性別 
資訊科技業 1~5年 100~199人 1 億~5 億 1 億~ 10 億 

55 CFO財務長 男性 電子業 21年以上 200~399人 1 億~5 億 10 億~50 億 

56 CEO執行長 女性 資訊科技業 6~10年 100~199人 1 億~5 億 1 億~     1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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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編號 
職位 

受訪者

性別 
公司主要經營項目 

公司成立

年份 
員工人數 資本額 年營業額 

57 
高階主管（協理、

副總） 
男性 金融保險業 21年以上 100~199人 1 億~5 億 1 億~ 10 億 

58 
初階主管（主任、

襄理） 
男性 電信業 21年以上 

10,000人 

以上 
1 億~5 億 1 億~ 10 億 

59 
高階主管（協理、

副總） 
男性 電子業 16~20年 50~99人 1 億~5 億 10 億~50 億 

60 CEO執行長 男性 服務業 21年以上 
1,000~ 

4,999人 
1 億~5 億 100 億以上 

61 
初階主管（主任、

襄理） 
女性 其他 21年以上 50~99人 1 億~5 億 10 億~50 億 

62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其他 21年以上 

5,000~ 

9,999人 
1 億~5 億 1 億~ 10 億 

63 總經理、總裁 男性 資訊科技業 21年以上 
1,000~ 

4,999人 
1 億~5 億 1 億~ 10 億 

64 執行董事 男性 
高科技/精密機械/高科

技製造 
16~20年 50~99人 1 億~5 億 10 億~50 億 

65 協理 男性 資訊科技業 21年以上 200~ 1 億~5 億 10 億~5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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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編號 
職位 

受訪者

性別 
公司主要經營項目 

公司成立

年份 
員工人數 資本額 年營業額 

399人 

66 董事長 男性 服務業 11~15年 
200~ 

399人 
1 億~5 億 1 億~ 10 億 

67 CEO執行長 男性 服務業 21年以上 50~99人 1 億~5 億 
2,001萬

~5,000萬 

68 CEO執行長 男性 其他 16~20年 50~99人 1 億~5 億 1 億~ 10 億 

69 總監 女性 其他 16~20年 20~49人 1 億~5 億 1 億~ 10 億 

70 總經理、總裁 男性 其他 11~15年 
100~ 

199人 
1 億~5 億 1 億~ 10 億 

71 BD 男性 資訊科技業 1~5年 20~49人 1 億~5 億 10 億~50 億 

72 CAO管理長 男性 傳統製造業 21年以上 
400~ 

599人 
1 億~5 億 1 億~ 10 億 

73 CFO財務長 女性 傳統製造業 21年以上 
200~ 

399人 
1 億~5 億 10 億~50 億 

74 總監 男性 資訊科技業 21年以上 200~ 1 億~5 億 10 億~5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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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編號 
職位 

受訪者

性別 
公司主要經營項目 

公司成立

年份 
員工人數 資本額 年營業額 

399人 

75 
高階主管（協理、

副總） 
男性 傳統製造業 6~10年 

100~ 

199人 
1 億~5 億 1 億~ 10 億 

76 CEO執行長 男性 資訊科技業 1~5年 20~49人 
5,001 萬~ 

1 億 
1 億~ 10 億 

77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高科技/精密機械/高科

技製造 
21年以上 50~99人 

5,001 萬~ 

1 億 
1 億~ 10 億 

78 COO營運長 女性 資訊科技業 1~5年 20~49人 
5,001 萬~ 

1 億 
1 億~ 10 億 

79 總監 男性 媒體業 21年以上 
200~ 

399人 

5,001 萬~ 

1 億 
1 億~ 10 億 

80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電子業 21年以上 

100~ 

199人 

5,001 萬~ 

1 億 
50 億~ 100億 

81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電子業 21年以上 

400~ 

599人 

5,001 萬~ 

1 億 
100 億以上 

82 總經理、總裁 男性 零售業 6~10年 20~49人 
5,001 萬~   1 

億 
1 億~ 1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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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編號 
職位 

受訪者

性別 
公司主要經營項目 

公司成立

年份 
員工人數 資本額 年營業額 

83 
高階主管（協理、

副總） 
男性 電子業 6~10年 

400~ 

599人 

5,001 萬~ 

1 億 
1 億~ 10 億 

84 總經理、總裁 男性 傳統製造業 16~20年 5~19人 
5,001 萬~ 

1 億 
1 億~ 10 億 

85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其他 21年以上 

400~ 

599人 

2,001 萬

~5,000 萬 

5,001萬~ 

1 億 

86 董事長 男性 交通運輸業 21年以上 50~99人 
2,001 萬

~5,000 萬 
1 億~ 10 億 

87 總經理、總裁 男性 
高科技/精密機械/高科

技製造 
16~20年 20~49人 

2,001 萬

~5,000 萬 
1 億~ 10 億 

88 
高階主管（協理、

副總） 
男性 傳統製造業 21年以上 50~99人 

2,001 萬

~5,000 萬 

5,001萬~ 

1 億 

89 經理 女性 其他 21年以上 
100~ 

199人 

1,000 萬

~2,000 萬 
1 億~ 10 億 

90 
中階主管（副理、

經理） 
男性 電信業 11~15年 50~99人 

501 萬~ 

1,000 萬 

2,001萬

~5,000萬 

91 CEO執行長 男性 服務業 21年以上 20~49人 501 萬~ 5,00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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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編號 
職位 

受訪者

性別 
公司主要經營項目 

公司成立

年份 
員工人數 資本額 年營業額 

1,000 萬 1 億 

92 CEO執行長 男性 
高科技/精密機械/高科

技製造 
21年以上 5~19人 

501 萬~ 

1,000 萬 

5,001萬~ 

1 億 

93 CEO執行長 男性 服務業 16~20年 5~19人 500 萬以下 
500 萬~ 

1,000 萬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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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問卷報表分析結果 

1. 結合方式： 

有併購經驗的受訪者結合經驗以「多角化結合」居多，水平結合其次。

而結合之樣態在有併購經驗的受訪者中則以「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

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為目的者最

多，其次則是與他事業合併。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圖 5- 3 線上問卷報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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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訪者於產業結構中所處環節： 

 受訪者主要位於產業中的中游方，主要進行代工或經營。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圖 5- 4 線上問卷報表 2 

3. 結合後，對於市場競爭價格產生的變化，以及價差範圍： 

在有併購經驗的受訪者有超過 4成的公司表示，結合後會對市場競爭價

格產生變化，僅有 28.26%有併購經驗的受訪者表示不會對市場競爭價格產

生變化。而在價差影響範圍上，皆有 32.56%的有併購經驗受訪者表示價差

影響在 10%以下與 20%，其次 23.26%的有併購經驗受訪者表示價差影響範

圍在 10%，故我們可以得知，在併購後的價差影響範圍大部分約在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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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圖 5- 5 線上問卷報表 3 

4. 企業遇到好的數位化新創團隊或商業模式時會採取之動作與併購時會考

慮之要件、促使企業進行結合的主因： 

對於企業數位化轉型或發展，以投資和專案合作為主，占有併購經驗

的受訪者中的 27.69%。而有併購經驗的受訪者中有 21.03%的企業則是會選

擇併購做為策略；評估的要件著重在產品或服務利基點以及提高股東價值

或市值，而促使企業進行結合併購的主因在於希望增加市場占有率以及拓

展新業務領域。由此可以知，驅動企業結合併購的動力，主要還是來自於

市場壓力與企業發展佈局。 



   
 

191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圖 5- 6 線上問卷報表 4 

5. 結合併購對企業帶來的好處： 

從「提高盈利能力」、「市場占有率增加」、「創造成本優勢」、「打造產

品差異化」等四點來評估，有併購經驗的受訪者幾乎都表示有 3分以上的好

處，而其中最明顯的幫助在於打造產品差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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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圖 5- 7 線上問卷報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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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企業進行結合時預計花費之時間與衡量結合是否成功所需時間： 

有 33.33%有併購經驗的受訪者表示會花費一年的時間進行談判溝通，

而大部分有併購經驗的受訪者表示約需一年或三年以上評估結合案是否成

功。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圖 5- 8 線上問卷報表 6 

7. 企業進行結合併購遇到障礙或者導致失敗之主要原因： 

大部分有併購經驗之受訪者表示失敗主因大多會反映在於價格因素，

包含開價以及結合後的效益不如預期，另外企業文化問題也反應在結合失

敗的原因。 

談判溝通 衡量交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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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圖 5- 9 線上問卷報表 7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 

企業在進行結合評估時，垂直整合亦伴隨對於自身企業健康度的挑戰，

針對組織文化衝擊，或許會帶來失敗的後果，因為在結合過程中，公司需

要具備新併入公司維護營運標準的技術能力以及掌握不同的作業和流程，

其複雜程度可能會造成兩者整合失敗的可能，除了加強監督機制，另一方

面也要加強關係締結，確保雙方執行順利；另外企業評估結合併購整合的

成功，主要隨著企業發展策略而有所改變，評估時間也會有所影響，當新

興技術納入企業體時，通常為需要給予更充分時間發展，若僅以短期綜效

來論成敗，很難真實反應價值。 

企業在交易簽署前將進行鑑別、篩選、評價等過程，也通常會制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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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協同計劃，以期順利進行企業結合，但調查結果顯示，在併購後獲取

價值可能不如預期，估值以及後續回收的效益，在整合後反而凸顯弱勢，

主要原因在於，資訊的不透明，以及有限的資料收集導致，甚至跨業種無

法掌握技術進而導致失敗，因此企業在評估結合併購時，除了尋找更質化

與量化數據，佐證其結合可行性，清楚定向的交易策略與公司整體戰略更

是重要；在收購過程中實現的價值，很大程度取決於新合併公司如何獲得

協同效應，買家可以通過明確、規範和透明的方法增加成功的機率，與目

標營運模式類似，在交易簽署之前開發的初始協同模式需要隨著目標公司

更多的人員和資訊的接觸而調整，除積極擴充市場而驅動結合外，尚須充

分了解市場業態，以及兼顧文化融合與財務整併，才能為成功執行和整合

奠定基礎，而伴隨交易策略和整體企業增長，整合將以戰略、營運和財務

成功多方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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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圖 5- 10 訪談與資料整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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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 受訪者資料 

受訪者編號 職稱 受訪者 
公司主要 

經營項目 

公司 

成立年份 
員工人數 資本額 年營業額 備註 

1 協理 A先生 媒體業 40年 935人 12.7億 未知  

2 副總經理 B先生 資訊科技業 40年 4,000人 27億 230億 受訪者 2&3為關係企業 

3 董事長 C先生 資訊科技業 1年 50人 1億 10億 受訪者 2&3為關係企業 

4 總經理 D先生 電信業 25年 23,000人 1,200億 2,076億  

5 財務長 E先生 製造業 37年 57,736人 599.4億 1,807億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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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 訪談之產業結構分析表 

結構/類型 媒體 高科技-資訊業 高科技-製造業 電信 

上游 

廣告商、內容/製

播商（影視劇製

作公司）、數位

行銷商 

製造商、品牌

商（原廠） 

IC設計、電路設計、

品牌經營與銷售、 

數據傳輸/通訊: 

硬體設備提供-固網、基地台、各類通訊終端

之零組件供應商 

加值影音服務: 

內容提供-影音節目、音樂、電子書 

中游 

電視台、影像市

場、新媒體、頻

道代理商、寬頻

服務提供者 

通路商、配銷

商、代理商

（大型通路/一

般通路） 

IC代工、製造晶圓、

印製電路及元件 

數據傳輸/通訊: 

數據: 基地台、纜線提供、系統整合、網路

優化、電信商、行動電話商 

加值影音服務: 

娛樂內容: 平臺商、機上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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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類型 媒體 高科技-資訊業 高科技-製造業 電信 

下游 

有線電視、

VOD、OTP平

臺、廣告主、電

視用戶、新媒體

用戶、收視戶/消

費者 

經銷商/門市、

系統整合商、

加值型經銷

商、電商通路

商 

IC封裝測試、切割及

包覆晶圓、封裝前後

測試 

數據傳輸/通訊: 

各類終端應用產品之供應商、門市、電商通

路商 

加值影音服務: 

OTP平臺、收視戶/消費者、新媒體使用者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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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綜合整理：（有關深度訪談內容請參考本研究附錄六） 

表 5- 4 深度訪談摘要整理 

受訪者編號1 

產業：媒體業 

問題：請問貴公司產業類型為何? 對於市場定位及未來發展有何想法? 

1. 因為產業創新與科技創新，對傳統媒體業影響甚鉅。 

2. 因為受眾群體生活習慣改變，改變了傳統收視習慣與時間。 

3數位媒體加入，競爭越來越激烈。 

4. 內容製作成本提高，廣告收入降低。 

問題：垂直整合的目的與是否會對企業帶來助益？ 

1. 媒體產業垂直整合上下游力量大，以水平整合為主。 

2. 台灣市場垂直整合成本太大、市場太小，以國外大媒體集團較有機會垂

直整合。 

問題：關於結合/併購執行時，從企業面/國際面/政府面有何建議或考量？ 

1. 傳統媒體轉往數位媒體發展，收入不易增加。（分潤機制不完整） 

2. 需要請政府協助針對新媒體、數位媒體平臺明確管制，並建立公平、合

理的管理與分潤制度。 

受訪者編號 2&3 

產業：高科技資訊業 

問題：上下游利潤率：1:2是否合理？ 

1. 單純產品，實際狀況約等於 1:2。（但一般不會單純賣產品，會包含加值

服務） 

問題：若提高售價，顧客是否會轉移？ 

1. 可能會轉移，但是實際狀況若要提高售價，會包含其他附加價值提升，

以降低顧客移轉率。 

問題：合併案後增加市占率，是否會提高售價？ 

1. 若市場上產品差異性不高，則不會貿然提高售價。 

問題：垂直合併後，是否會提高下游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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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台灣資訊科技業來說，大多位於中下游，能夠提高下游售價空間不

大，因為最上游擁有較高訂價權。 

問題：垂直整合對企業帶來的目的或益處？ 

1. 降低管理成本，賺管理財。 

2. 快速取得進入不同市場的機會。 

3. 增加對上游與下游的話語權。 

4. 增加企業國際競爭力。 

5. 增加企業集團整體營收。 

問題：關於結合/併購執行時，從企業面/國際面/政府面有何建議或考量？ 

1. 政府標案中，對於次年維護的限制應放寬，讓台灣有更多資訊人才能夠

投入政府建設中。 

2. 針對雲端建置，期待政府能夠以國家規格與國際大廠洽談合作，配合民

間企業技術人才，發展台灣雲端技術。 

受訪者編號 4 

產業：電信媒體業 

問題：請問對於數位轉型項目或商業版圖擴張計劃有何想法？如：跨業或

跨域、結合/併購、聯盟計畫？ 

1. 集團轉投資30-40家，其中有實質控股的公司約20幾家。 

2. 多為多角化投資，較少水平整合。 

問題：購併後市占率是否有增加？ 

1. 客戶數、營收皆會增加，但大多是間接因子，很難確認合併效果為強因

子。 

問題：上下游利潤率：1:2是否合理？ 

1. 電信業為集團化經營，很難單獨判斷 1:2，有些事業 1:2 為合理，有些事

業因為是國家基礎建設投資，無法用1:2作為計算。 

問題：是否有計畫往上合併內容製作公司？ 

1. 以成本來說動力不大，大多是國內與國外企業策略合作製播。 

問題：關於結合/併購執行時，從企業面/國際面/政府面有何建議或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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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該對於國內電信與媒體市場適度控制，而不是放讓完全自由，如此會

壓縮傳統媒體的成長空間。因為相比數位媒體，傳統媒體必須投入的固定

成本相當龐大。 

2. 政府採購法應該針對維護與人力服務方面鬆綁，以增加資訊服務產業投

資在政府專案中的動力。 

受訪者編號 5 

產業：高科技製造業 

問題：請問貴公司產業類型為何？對於市場定位及未來發展有何想法？ 

1. 市場上競爭定位仍是主要以中國與韓國作為競爭對手來競爭，產業中仍

是希望朝向降低成本或提高生產效率作為主要獲利來源。 

問題：垂直整合對企業帶來的目的或益處？ 

1. 對合併帶來的益處持較保守立場，因為企業成長有許多除了合併之外的

因素，難以單獨用合併作為判斷。 

2. 合併對於集團策略合作在採購與研發上可達綜效、提升效率並能夠降低

成本與達2%之營運費用。 

問題：合併後在市占率上是否有變化？ 

1. 原本銷售客戶存在市場區隔性，因此合併後的市占率差異也不會有太大

的改變。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2. 座談會 

邀請學術與產業高階菁英一同進行專家座談會，結合各產業與學術界

不同實務上之經驗與觀點，以實際案例交叉討論進而對實務垂直整合案之

進行歷程與背景因素有更深一層理解，其中針對以下問題深度討論與提供

精闢之見解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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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家背景資歷  

表 5- 5 專家背景  

公司 /職稱 /姓名  資歷   簡述  產業與專長  

旺同數位顧問  

總經理葉天濃  

旺旺中時集團總經理  

中視資訊科技公司總經理  
  媒體業/資訊業/廣告行銷  

中光電智能雲服   

董事長林玉女  
中強光電集團資訊長  

產業:  光電業  

產品:  投影機/顯示器/  光學零組件  

營業額:  新台幣 424 億元（2020）  

稅後盈餘:  新台幣 13.95 億（2020）  

員工人數:  13,371 人  

實收資本額:  新台幣 39.1 億元  

市值:  新台幣 176.16 億元  

高科技/數位科技/光電  

聚芯資本   

合夥人官振華  

盈豐投資管理  執行合夥人  

群聯電子董事長特助 /發言人  

IBM 通訊部門資深客戶經理  

EMC 資深客戶經理  

元實資本（HK）合夥人  

股權狀況:僑外資  

實收資本額（元） :  80,000,000 

 

 

資訊業/投資併購/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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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職稱 /姓名  資歷   簡述  產業與專長  

財團法人中華租

稅研究中心   

W 先生  

（現任）  

勤誠興業  （8210）  董事  

台灣之星電信  （股）公司  董事  

新加坡  Card Plus Pte 連鎖咖啡公司  

董事  

東吳大學會計系  及法律系   

兼任  教授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副所長  

暨策略艾斯移動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創王光電（興櫃公司）  首席策略  顧問  

臺灣大學管理院  諮詢委員  

中國租稅研究會  （臺灣）  常務理事  

中華財政學會  理事  

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會  理事  

財政健全小組  諮詢  審議委員  

中華民國全工業總會  智慧財產  權委員  

會中原大學會計系  副教授（講授國際

租稅課程）  

跨國移轉訂價策略 /國際稅

收管理/國際租稅/企業社

會永續  

國立台灣大學農

業經濟學系   

教授張宏浩  

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台灣產業關聯學會理事  

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專家 /學者  

東南亞國協競爭研究中心  

研究員  

Food Policy 期刊共同主編  

  

消費經濟/公共政策評估 /

農家經濟/競爭法之經濟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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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職稱 /姓名  資歷   簡述  產業與專長  

國立陽明交通大

學經營管理研究

所  胡均立教授  

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  

理事長  

中國大陸經濟研究學會  

副理事長  

台灣效率與生產力學會理事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決策科學與數量方法  （績

效評估、應用賽局論、應

用計量經濟學、管理經濟

學;區域研究（台灣、大

陸、亞太經濟）；永續發

展（能源、環境經濟）  

文匯法律事務所   

合夥律師   

廖郁晴  

全國律師聯合會  會員代表  

台北律師公會  副秘書長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仲裁人  

萬國法律事務所  助理合夥律師  

跨國交易及紛爭解決  

專長勞動法、公平交易

法、電子商務、政府採

購、新創事業、再生能源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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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座談會綜合整理： （有關座談會內容請參考本研究附錄七） 

表 5- 6 座談會摘要整理 

問題（一）：因疫情以及全球競爭帶來的影響，是否對於企業選擇結合的

原因或目標有所改變？ 評估的標準與依據通常著重在哪？ 如何預估結合後

所帶來的效益？ 

專家回答（財團法人中華租稅研究中心 W先生） 

1. 很多企業欲增強現有的經濟模式的短板，願意做出更大的投資跟選擇不

同的結合的對象。 

2. 增加全球供應鏈布局，以降低政治風險。 

3. 結合的企業應注意競爭的關係是否涉及到保密、技術跟國安的問題。 

4. 掌握商品來源、加強並穩定供應鏈成為合併之誘因，會讓很多企業對於

垂直整合會有更多的興趣和迫切性。 

5.  降低研發時間、增加研發效率、不同團隊的互補，已達 1+1>2的效果。 

6. 藉合併取得重要客戶、大客戶。 

7. 建議欲合併之企業要留意政治與法規之風險。 

專家回答（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胡均立教授） 

藉結合達到以下效果： 

1. 短鏈效果。 

2. 增加通路、重要原物料之控制權。 

專家回答（文匯法律事務所 廖郁晴律師） 

藉結合達到以下效果： 

1. 快速打開通路與市場。 

2. 取得關鍵零組件。 

3. 資金移轉的效果。 

問題（二）：在進行垂直結合實證分析法的時候，我們發現要取得垂直轉

換率或者下游與競爭對手市場占有率較難，一般用 1:2來計算，但跟實務

面可能有所落差，請問如果依產業的特性來看，有什麼樣的建議或者怎麼

樣的調整，可以更貼近產業應用，做為以後結合估值參考依據？ 



   
 

207 

 

專家回答（國立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張宏浩教授） 

1. 平均來說會適用 1:2 

2. 實務上偏向不同產業會依照不同產業特性去做認定。 

3. 在市占率上會是最難以判斷的部分，尤其是在數位經濟的背景之下。 

4. 現在的新興商業模式，以不同以往，會難以界定是水平、垂直或是多角

化結合。 

5. 建議可以用合併後會帶來多少競爭傷害來做計算。 

可用 1:2的計算模式，但實際上還是依照市場的認定，然後還是遵循公平

會一般的做法，由產業機關主管機關來提供方法。 

專家回答（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胡均立教授） 

1. 一個假設不是 1/2就是兩倍，其實跟線性需求角色有關，那如果需求是

非線性，這可能就會有問題的，就不見得是 1/2或者是兩倍，就是說要看

產業實際的狀況。 

2. 若上下游皆有可能增進附加價值，比例也不見得是兩倍或 1/2，所以這樣

的一個假設其實比較適合用在單純的這個轉送，而且是市場需求曲線為最

終的需求曲線為直線的情況。 

故較有顧慮的部分是簡化模型得到的結論會不會對在實務上的一些垂直結

合案的申請，會產生一些特定的看法。 

專家回答（文匯法律事務所 廖郁晴律師） 

1. 本來就是在不同的產品市場，所占市占率的評估就可能會不一樣，可能

會難以量化。 

2. 不清楚分析方法與審核門檻的話，企業盲目送審，可能會增加政府行政

管制之無效率。 

問題（三）：因新型態的商業模式崛起，企業除了結合也可能透過結盟或

跨業態進行合作（平臺/生態系…），在過程中進行資訊交換，或者其他合

作交換，是否會造成不公平競爭的產生？亦或者促使交易更透明化，有助

於自由競爭？ 

專家回答（中光電智能雲服 林玉女董事長/中光電 資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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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合可以協助製造業集團達到提升競爭力、全球售後相關的服務系統上

下游之整合，使得供應鏈強烈有效率的整合。 

2. 集團通過了很多合併案，以聯盟擴展市場是最基本的一個成長策略的一

個做法，未來必須去突破因為資料或是技術政治化所導致的這個行業發展

的界限、如何加大水平、垂直擴充之困境。 

3. 企業可以透過結合打造並強化供應鏈的彈性，而企業也需要有一個更多

元更可靠，而且是有彈性有韌性的供應鏈的體系來支援生意跟營運，應用

於一連串不確定的變化跟挑戰。  

問題（四）：國外市場競爭與跨國平臺類型服務越來越多，是否對台灣企

業造成衝擊？ 企業因應的對策為何？ 另外，國外企業與台灣企業在進行企

業結合上有什麼不同點? 優劣勢為何？ 

專家回答（旺同數位顧問 葉天濃總經理/前旺旺中時總經理） 

1. 企業因應消費者需求與網路消費之崛起，強調一站式購足，企業也必須

隨之轉型，藉由合併解決以上問題。 

2. 主管機關也需要思考將這樣的新型態商業行為轉型與以往的壟斷市場形

式作為區隔。 

3. 臺灣企業會因為外來企業文化造成衝擊，所以在這情況下臺灣企業必須

學習並思考如何在這樣的環境生存。 

4. 建議政府不需要過度管制或干預，因為新興商業模式發展快速，難以預

測未來走勢，而企業會因應此環境快速改變以提高生存力。 

5. 建議立法機關、政府機關，在壟斷法或是協助企業這件事情上可以多考

慮一點，從這個角度切入，針對一些國外大型公司，進入臺灣時再做這些

管制，以跟臺灣本土競爭做一個差異性的區別，協助在立法上找出區別已

制定合宜的法規。 

6. 政府如果能夠保護一些中小企業去做這些發展新興商業模式的發展的

話，會對產業更有幫助。 

7. 政府限制若太多，可能會扼殺產業創意與原創力。 

問題（五）：請問對於目前數位經濟在經營策略上的發展與考量？ 在結合/

併購執行時，從企業面/國際面/政府面有何建議或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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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回答（聚芯資本 官振華合夥人） 

1. 一般企業合併案要避免申報的冗長程序，大多會選擇在其他避稅國家進

行，或是讓整體規模縮小。 

2. 市場上看到最大的狀況是現在很多數位經濟新公司，接受的融資幾乎都

是來自海外。 

3. 一般企業從開始準備所有資訊到審核完畢約需半年，對於部分企業可能

會耗費許多資金與時間，建議公平會是不是可以對市場制定一些快速的辦

別方法、快速通道，加快審核速度，避免冗長的準備程序。 

4. 在判斷市占率所遭遇到的問題，以現今的垂直併購，大部分看到的案子

已經沒有市場占有率的問題了，就是一般講的《賦能》，企業是提供一個

新的能力，而在這種新型商業型態下，市占率就會難以評估。 

5. 現在的企業選擇併購，許多實際情況下，考慮的已不是市占率，而是品

牌與技術上的支持。 

6. 對臺灣某些產業而言，若能夠生產公司，以溢價賣出，在某些情況下不

是壞事。反而，若有一些外商願意進臺灣的時候以溢價買臺灣的新公司，

這樣的併購對臺灣的經濟體來說還是非常有幫助的。 

問題（六）：在數位經濟等新型態市場環境下，競爭法主管機關面臨高科

技、電信、媒體等產業間之垂直結合案件，其可能涉及之競爭議題？ 

專家回答（文匯法律事務所 廖郁晴律師） 

1. 以區塊鏈為例，這些新的數位經濟，從一開始大眾的不看好，到現在短

短十年間快速的崛起成不可忽視的數位經濟體。由此可知，新型態產業發

展的速度快到無法去定義或是規範。 

2. 可以說任何數位科技都有一個現象，一般大眾在討論時，往往無法加以

定義、界定它的市場。 

3. 數位科技又有很多衍生型的商品，例如 Line結合貨幣、支付等等，具有

難以定義產品市場的特性，故現在就會產生市場界定困難的問題。 

4. 故建議在數位科技的情況之下，這個門檻應該因時制宜，政府能夠加以

研究整合案界定方式與送審門檻。 

5. 建議政府對於數位科技的方面，除了涉及憲法面的言論審查以外，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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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去發展，並且讓其發展或是被自然淘汰，而不需要加以控管。 

6. 建議可以以是否為影響民生必需做為是否需要加以限制與控管之評斷標

準。 

問題（七）：垂直結合的審查重點，主要在於「市場封鎖效果」，在新型

態商業模式下，兩種類型的封鎖是否會產生新的變化？ 或者以產業觀點建

議如何調整 （放寬/緊縮/擴大/侷限/分類）？ 

專家回答（財團法人中華租稅研究中心 W先生） 

1. 垂直結合這個概念如何定義垂直，受現在的結合的形態越來越越多而影

響，也連帶影響到如何用一套機制來衡量垂直整合。 

2. 當垂直越發展越複雜，跨越多領域的時候就很難去定義。 

3. 建議在評估、計算整合的時候，能夠多參考一些不同國家現行的實踐經

驗，過程中隨著不同經濟體的經驗能夠把不同的考量面向納進來，或許會

讓研究報告會更有說服力，可行性應該會提高。 

4. 臺灣市場太小，若控管太多，可能會讓臺灣企業失去競爭力。 

5. 衡量指標的部分遇到的困難為一般難以蒐集資訊，以至於產生整個準備

與審核無效率的狀況，造成執行上之困難。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綜合由問卷調查、座談會及深度訪談之結果，本研究從不同角度來探

討垂直結合實證之應用，其內容說明如下： 

1.  市場/產業面： 

以企業經營來看，為什麼要結合，因為透過結合可為企業帶來更多的

正向綜效，企業衡量結合的原因可能為，相鄰產業鏈的公司比企業擁有更

多的市場力量造成企業壓力；可以通過整合將提高進入障礙或有機會運用

跨客戶群的價格來創造或提高市場力量；或者鎖定的市場很年輕，公司必

須向前整合才能開發市場，否則現有市場正在下滑，其他相鄰的公司也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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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轉向撤出。當企業執行、朝向結合目標時，需要經歷過渡期，包含資金

的調度、內外部股東協調，甚至有時需要高額溢價才能說服目標公司的股

東接受要約，在資本有限，或者欲併購事業體規模與其相仿甚至以小搏大

的情況下，可能造成初始成本提高，資本支出需要增加債務，以及一段期

間的營運緊縮，造成經營管理層的動盪、人員流失，加上公司文化衝擊與

相容性，更大幅增加難度，而在估值過程中，資訊蒐集的限制，隱匿的潛

在成本，尤其人事相關等風險都很難顯現出來，但企業投資一般期望在短

期可以看到綜效，但以結合併購來看，很難在短期有明顯的成效，尤其欲

結合事業體越大，上下游專業領域差異越大，所需花費時間越多，尤其在

公司治理上，往往被忽略導致問題產生或成效變差甚至結合失敗，但若成

功完成整併，無論是企業營運成本、資金或運輸周轉時間、品質與服務提

升、營收能力都會有所增長，這也是為什麼全球大型企業還是以結合併購

作為企業擴張市場為主要策略之一。 

企業在評估節結合時，除了會考慮效益問題，也要考慮到政府的管制

措施的問題，尤其是跨國企業，這些管制措施、風險法規、當地法規等，

可能會在法律上會面臨到什麼樣的審查，甚至在未來結合後是否會面臨到

不同的反壟斷，市場面和產業面的利益和非利益的問題。事實上近幾年，

垂直市場的併購案，目前越來越多，臺灣也是一樣，包括金融市場、一般

製造業也出現了集團化的一個趨勢，而這個集團化的趨勢部分來自於及集

團總部產業發展的需要，例如，掌握關鍵零組件、關鍵技術與能力；除此

之外以聯盟擴展市場也是最基本的一個成長策略做法，在充滿競爭的國際

市場下，要突破因為資料或是技術政治化所導致的這個行業發展的界限，

如何加大水平、垂直擴充，利用併購戰略的合作聯盟多管齊下是首要考量，

再加上透過互聯網生態系統，還有前瞻思維系統創新的這些商業模式就會

是各個產業要去做轉型的方向，以創造更高附加價值；再者，如何打造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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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供應鏈的彈性，例如疫情引發的這個航運的擁擠度、零組件的短缺、

供電方面，尤其是特殊材料組建高科技的產業，更是高度整合形成價值供

應鏈。 

透過整合公司或資產，著眼於刺激增長、獲得競爭優勢、讓收購公司

有機會增加市場占有率或影響供應鏈，利用彼此公司優勢，達到績效提高

或者成本下降的目標，進而達到偕同效應，在過程中也有機會取得市場話

語權，減低消除競爭或威脅，尤其針對經營代理類型的產業結構，以科技

資訊業來說，本身市場價格控制往往來自於上游，而這上游可能是國際品

牌商或大型平臺，導致中下游對於市場決定權相對薄弱。以媒體來說，上

中下游結構產生不同功能面向，上游包含創意製作公司，中游包含平臺，

最後到家戶裡面的所有的系統，包括接觸到每個人的受眾族群也都不一樣。

由於不同產業會有不同特性，若結合後，能為中下游企業帶來更多的市場

競爭力，足以對抗上游企業平衡市場，企業也以創造更多價值提高品質、

深耕消費者為主要目標考量，當整體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不利益時，結合是

很好的策略。 

2.  法規/治理面： 

併購正在全球大流行顛覆的環境中發生重大轉變。這種轉變需要一種

兼具既定做法和新策略和工具的併購整合方法，而其困難點在於掌握和保

護交易的價值尤其在新興的產業技術上。 

以結合案件來說，美國採事後審查制，事後審查制的風險就是可以自

己結合，但是後續可能就要進行結構性的分拆，雖然存在很高的風險，但

是對於市場發展而言反而是可以參考的辦法，可以加速流程，提高全球競

爭力；另外有許多規範雖然在主管機關可能有一些規範，但是因為市場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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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度不足，以及理解落差，導致國內業者、顧問、律師…等協辦代辦單位

不知如何依循，所以業者與相關人員也希望台灣可以快點提供針對數位平

臺的白皮書，讓大家有所依循。政府如果能夠保護一些中小企業去做這些

發展的話，會對產業更有幫助，市場自然的機制會去決定發展的空間與能

力，相信當政府機關在訂定這些標準的時候，除了保護的產業跟生態，其

實還要再多考量市場發展性，讓產業可以持續往前滾動跟邁進的方向。 

至於管制或鬆綁的部分，數位科技下，其實不管是歐盟也好，或者是

在美國也好，都開始面對巨型企業所帶來的管制問題，包含現在美國司法

部在調查 Facebook，他到底有沒有所謂濫用壟斷勢力的問題，歐盟針對

Google 的審視…等等，但針對這樣的數位科技，在不考慮言論審查這個問

題的情況之下，業者建議可以相對採取所謂的自由放任、適度管制的態度，

先鼓勵發展，避免扼殺創新機會，與世界脫軌，因為相對於一般民生，例

如像水、電、奶粉，就會影響到民生必須供給的問題，如果有所謂的獨占

壟斷力量的濫用，違法行為，就應該要管制與處罰，但如果不是高粘著的

民生必需產品，而是像這種數位科技、高科技、媒體處於高發展型態的商

業模式，業者建議放寬標準，在沒有造成市場濫用、壟斷及不法情事下，

以測試、觀察取代禁制抑制，讓台灣企業有發展的空間是比較好的方式，

避免犧牲台灣在全球的競爭力。 

3.  實務面： 

 從研究訪談的結果得知，台灣與國外目前蓬勃發展的 TMT（Tech, 

Media, and Telecom）的結合併購趨勢有所差異，台灣市場相對較小，企業

型態與法規限制關係，與國外超大型企業、平臺類型產業相去甚遠，現階

段也沒有可以與之抗衡自行研發產品或服務，所以結合併購的方向與發展

也迥異；在越來越競爭的市場下，主力投放在加值和價值等穩健發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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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大幅快速擴張，取得市占或擴大戰場的方式。 

（1） 媒體業：傳統媒體業為限制性產業，有一定的進入門檻，數位化

雖然驅動了變革，但仍相對保守，以企業發展層面上仍就往數位化方向

前進，但相較於國外大幅投入數位轉型、開發發展、影音應用還是以合

作結盟取代結合併購；而新媒體產業礙於企業規模限制，暫時無法布局

全球，僅能以新創科技應用、內容製作為主力，期待發展文化外銷，複

製韓國、泰國、日本的形式，讓世界看見台灣。 

（2） 電信業：同樣為限制性產業，有一定的進入門檻，電信業分為數

據通信、資訊服務、影音媒體三種型態，以結構上來看，都需要大量的

基礎建設投資，雖然屬於限制性產業，但是相對的投資成本也是巨量的，

相較於個別競爭產業來看，在同樣付出的前提下，所有負擔的風險與成

本相對提高，在本業上，因為產業特性的關係，無論是在法規上，或者

企業經營上都很難進行垂直結合併購，多角化經營以及水平結合是主要

發展的方向，而垂直方面則趨向應用整合，例如 5G 相關產業，讓資通

訊服務能夠有更大的發揮；至於跨域跨業的經營型態，也會偏向於合作

形式，以服務加值與內容製作為重點經營。 

（3） 高科技/資訊服務業：面臨高度競爭，以及上、中、下游相互依存

的價格與結構關係，無論任何型態的結合方式，都是企業發展的選項，

目標都是提高企業競爭力、增加加值服務、創造價值存在，但是因為產

業特性，需要高度的專業能力或者產業知識背景，所以在結合的過程中，

文化與人員的安排就格外重要，在結合過程中，資本財十分重要，但是

技術財與管理財才是重點。 

以上產業皆指出因數位經濟改變全球市場，目前台灣面臨最大經營衝

擊與考驗，在於國際巨型企業強勢品牌的壓迫，市場主導權不在自身，以



   
 

215 

 

至於企業在發展時難以與之抗衡，對比其他國家，台灣企業規模仍有所差

距，所以需要藉由國家力量，與大型企業、平臺商進行斡旋，為台灣爭取

到更多機會，以及更多發展的空間，當無法創造平臺時，就打造自己成為

供應鏈中無法或缺的價值存在。 

4.  應用 vGUPPI實證分析 

本次研究假設成本與售價的比值為 1：292，其原由有二，第一個通常在

線性需求的函數，下游是一個負斜率的直線，那它的邊際的收益線就是剛

好會縮回來，大概在 1/2 的地方，所以這個假設下游市場的邊際收益線，在

垂直市場裡面就變成是這個下游市場，而決定採購量或單純轉送決定採購

量時候的有效需求曲線，所以這個需求曲線會內縮，那剛好縮進去那個幅

度也是 1/2，所以倒過來就變成兩倍，這也是假設帶入數值設定可行性的主

因，如果需求是非線性，就不見得是 1/2 或者是兩倍，主要看產業實際的狀

況，所以市場界定與產業特性還是需要先釐清的重點。 

同時市場界定以及產業特性評估，因為涉及營運成本及利潤，以企業

經營來看，對此的資訊提供相對保守，要能更完善應用分析法的前提，就

是要取得相關數值設定，因不易取得資訊可能為主要的門檻問題，故在實

                                                      
92  從經濟模型中的廠商理論可知，廠商的利潤是總收益減去總成本，不論收益或是成本
皆為價格和數量的函數，簡化下的設定則為價格與數量的乘積，而因為價格往往受到
數量所影響，所以一般也會將價格訂定為數量的函數，邊際收益則為多銷售一單位下，
總收入額外增加的部分，也就是總收入的變化，通常是對總收益函數做數量的一階微
分求得邊際收益，而函數型態的微分求解，不但型態複雜且難以得到確切的數值結果。
本研究想利用數值分析方法，以 vGUPPI公式估算各案例的垂直結合效果，因此需要真
實的數值進行模擬計算，雖然函數型態的需求曲線難以估算，但如果設定需求曲線為
線性函數，P=a-bq，其中價格為 P，數量為 q，a 和 b 則為外生常數，則總收入為 P 乘
以 q，得到 TR=P×q=(a-bq)q，邊際收益則可透過對總收益做一階微分可得，也就是
MR=dTR/dq=a-2bq，因此可以得到邊際收益線 MR的斜率為，P=a-bq的 1/2，故本研究
使用成本與售價比為 1:2 的假設來進行推估(參見 Mankiw, N. G. (202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Cengag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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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目前參考 Moresi & Salop(2013) vGUPPI 模型，以線性假設概念，將

PD/WR 假設為 2，即該零件之投入將為整體產品銷售帶來該零件投入成本 2 

倍的價值，以及成本與售價（𝑊𝑅/𝑃𝑅、𝑊𝑈/𝑃𝐷、𝑊𝐷/𝑃𝐷）之比例假設為 1：

2，而 PTRu=50%。 

第二，從線上問卷調查、深度訪談及專家座談會之結果，皆建議成本

與售價比例約為 1：2。也從訪談中得知，當供應商的邊際成本提高 10%，

會使供應商收取客戶價格增加 5%，即 PTRu=50%。除非商品存在高的附

加價值時，則成本與售價比例就不是 1：2，且 PTRu 不等於 50%。其次從

深度訪談得知，結合後，發生客戶移轉的可能性不高，若有發生客戶移轉，

廠商會提供商品具有額外的附加價值來穩定客戶，故對垂直轉換率（𝐷𝑅𝐷𝑈）

的計算影響小。 

第二節 案例分析及說明 

       本節將分析國內外垂直結合案例及利用經濟理論模型加以應用及分

析，首先利用Moresi & Salop(2013)之模型來加以探討，其說明如下，垂直

結合，係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上、下游關係者而進行之結合型態，對於

競爭存有正面及負面兩種效果：交易相對人所產生之外部性予以內部化，

化解「雙重邊際化」，帶來價格降低及產量增加等正面效果；反競爭效果

為「市場封鎖效果」，故公平會將依該二效果作一綜合考量。依Moresi & 

Salop(2013)提出vGUPPI，假設不考慮投入代替性，並假設規模不變，有3

種類型的vGUPPI，即上游垂直結合vGUPPIu、下游垂直結合vGUPPId、下

游競爭對手vGUPPIr。定義如下： 

 



   
 

217 

 

1. vGUPPIu：代表結合之上游廠商對下游之競爭廠商之價格誘因

（提高），可用於分析，結合後提高價格誘因為何。（類似單          

方效果）。 

2. vGUPPIr：下游競爭對手之價格誘因，可用於分析封鎖對手。代表          

下游競爭對手之價格誘因，用於分析下游競爭對手為反應因上游

結合廠商因提高投入價格進而也抬高產品價格的動機。因為上游

結合廠商的售價上漲，將增加下游競爭對手的邊際成本，該指標

可以獲取下游競爭對手對上游結合廠商漲價後的反應。 

3. vGUPPId：結合之後下游廠商之價格誘因，也就是上游結合廠商

為響應結合而增加或降低其產出價格的動機。 

其公式介紹如下： 

1. vGUPPIu = 𝐷𝑅𝑈𝐷 × 𝑀𝐷 ×
𝑃𝐷

𝑊𝑅
 

𝐷𝑅𝑈𝐷：上游結合廠商對下游結合廠商之垂直轉換率(vertical 

diversion ratio）。 

𝐷𝑅𝑅𝐷：下游競爭對手對下游結合廠商之垂直轉換率（vertical 

diversion ratio）(假設𝐷𝑅𝑅𝐷 = 𝐷𝑅𝑈𝐷)。 

𝑀𝐷：下游結合廠商邊際利潤。  

𝑃𝐷：下游結合廠商之產品銷售價格。 

𝑊𝑅：為上游結合廠商對下游競爭對手之售價。 

（假設𝑃𝑅 = 𝑃𝐷；𝑃𝐷/𝑊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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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vGUPPIu > 5%，代表上游廠商對下游客戶的競爭對手有提

高價格之誘因。當0 < vGUPPIu < 5%，代表上游廠商對下游客戶的

競爭對手有提高價格之誘因，但不明顯。當−5% < vGUPPIu < 0，

代表上游廠商對下游客戶的競爭對手沒有提高價格之誘因，但不明

顯。當vGUPPIu < −5%，代表上游廠商對下游客戶的競爭對手沒有

提高價格之誘因。 

2. vGUPPIr = vGUPPIu × PTRu ×
𝑊𝑅

𝑃𝑅
 

PTRu：上游結合廠商的成本轉嫁率（Cost pass-through rate）。例如，  

假設供應商為客戶服務的邊際成本增加了 25-cent每單位，而這 25-

cent 的成本增加導致供應商提高其向供應商收取的價格客戶 20-

cent。即成本轉嫁率等於 80%（即 20/25）。（假設PTRu = 50%） 

𝑊𝑅：為上游結合廠商對下游競爭對手之售價。 

𝑃𝑅：下游競爭對手之產品銷售價格。 

（假設𝑊𝑅/𝑃𝑅=0.5） 

        當vGUPPIr > 5%，代表下游競爭對手的投入價格上漲，導致

下游競爭對手的投入成本增加，使得下游競爭對手產生提高價格

之誘因。當0 < vGUPPIr < 5%，代表下游競爭對手有提高價格之

誘因，但不明顯。當−5% < vGUPPIr < 0，代表下游競爭對手沒

有提高價格之誘因，但不明顯。相對的，當vGUPPIr < −5%，代

表下游競爭對手沒有提高價格之誘因。 

3. vGUPPId2 = vGUPPId1 − 𝑀𝑈𝐷 ×
𝑊𝐷

𝑃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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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UPPId1 =
轉嫁給上游結合事業之價格

下游結合事業數量收入流失
= 𝐷𝑅𝐷𝑈 × 𝑀𝑈 ×

𝑊𝑈

𝑃𝐷
 

𝐷𝑅𝐷𝑈：下游結合廠商對上游結合廠商之垂直轉換率。 

𝑊𝑈：上游結合廠商商品價格。 

𝑀𝑈：上游結合廠商邊際利潤。 

𝑀𝑈𝐷：上游結合廠商對下游結合廠商銷售之邊際利潤。 

𝑊𝐷：上游結合廠商對下游結合廠商銷售之價格。 

𝑃𝐷：下游結合廠商之產品銷售價格。 

 （假設：𝑊𝑈/𝑃𝐷=0.5、𝑊𝐷/𝑃𝐷=0.5） 

當vGUPPId > 5%，代表下游結合廠商有提高價格之誘因。當

0 < vGUPPId < 5%，代表下游結合廠商有提高價格之誘因，但不

明顯。當−5% < vGUPPId < 0，代表下游結合廠商沒有提高價格

之誘因，但不明顯。當vGUPPId < −5%，代表下游結合廠商沒有

提高價格之誘因。 

綜合上述vGUPPI公式之介紹、公式中之變數、及資料來源內容，整理

其內容，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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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7 研究方法與變數說明 

vGUPPI公式

介紹 

所需變數與說

明 
資料來源與使用 公式上假設的說明 

vGUPPIu：

代表垂直結

合後，上游

廠商對下游

客戶之競爭

對手之價格

誘因（提高

投入價格的

動機），可分

析結合後提

高價格誘因

為何。 

 

1. 𝐷𝑅𝑈𝐷：

上游結合廠商

對下游結合廠

商之垂直轉換

率（vertical 

diversion 

ratio），即市

占率。 

2. 𝐷𝑅𝑅𝐷：

下游競爭對手

對下游結合廠

商之垂直轉換

率（vertical 

diversion 

ratio）（假設

𝐷𝑅𝑅𝐷 =

𝐷𝑅𝑈𝐷） 

3. 𝑀𝐷 ： 下

游結合廠商邊

際利潤。  

4. 𝑃𝐷：下游

結合廠商之產

品銷售價格。 

5. 𝑊𝑅 ： 為

上游結合廠商

1. 𝐷𝑅𝑈𝐷：市占

率---公開財報資

料。 

2. 𝑀𝐷：利潤率

---公 開 財 報 資

料。 

3. 𝑃𝐷、𝑊𝑅：依

模型假設（假設

𝑃𝑅 = 𝑃𝐷 ； 𝑃𝐷/

𝑊𝑅=2）。 

1. 垂直轉換率（市

占率）：可從公開財

報中取得該公司的銷

售額，計算上，透過

該公司的銷售額除以

該產業的總營業額，

即可獲得該公司的市

占率。由於從深度訪

談得知，結合後，客

戶移轉率小，故對垂

直移轉率（ 𝐷𝑅𝑈𝐷 =

𝐷𝑅𝑅𝐷）計算影響小。 

2. 利潤率：可從公

開財報中取得公司的

營業收入和營業成

本，即可計算。 

3. 𝑃𝐷/𝑊𝑅：即該零

件之投入為整體產品

銷售帶來該零件投入

成本 2 倍的價值。根

據模型假設與本研究

訪談、座談會結果，

學者專家與廠商皆建

議計算上，比值假設

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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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下游競爭對

手之售價。 

vGUPPIr：

代表下游競

爭對手對上

游結合廠商

漲價後的反

應。 

 

1. PTRu：

上游結合廠商

的成本轉嫁率

（Cost pass-

through 

rate）。例如，

假設供應商為

客戶服務的邊

際成本增加了

25-cent每單

位，而這25-

cent的成本增

加導致供應商

提高其向供應

商收取的價格

客戶20-cent。

即成本轉嫁率

等於80%（即

20/25）。 

2. 𝑊𝑅 ： 為

上游結合廠商

對下游競爭對

手之售價。 

3. 𝑃𝑅：下游

競爭對手之產

品銷售價格。 

1. PTRu：依模

型 假 設 （假 設

PTRu=50%）。 

2. 𝑊𝑅、𝑃𝑅：依

模型假設及訪談

結果（假設𝑊𝑅/

𝑃𝑅 = 1: 2 = 0.5） 

 

1. PTRu：即上游廠

商將該零件成本轉嫁

給下游廠商之比例。

根據模型假設與本研

究訪談、座談會結

果，學者專家與廠商

皆建議計算上，假設

成本為 1，收取價格

為 0.5，即上游結合廠

商的成本轉嫁率成本

轉嫁率等於 50%（即

0.5/1）。 

2. 𝑊𝑅/𝑃𝑅：即成本

與售價比值，根據模

型假設與本研究訪

談、座談會結果，學

者專家與廠商皆建議

成本與售價比值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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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UPPId：

結合之後下

游廠商之價

格誘因，也

就是上游結

合廠商為響

應下游廠商

結合而增加

或降低其產

出價格的動

機。 

 

1. 𝐷𝑅𝐷𝑈 ：

下游結合廠商

對上游結合廠

商之垂直轉換

率。 

2. 𝑊𝑈 ： 上

游結合廠商商

品價格。 

3. 𝑀𝑈 ： 上

游結合廠商邊

際利潤。 

4. 𝑀𝑈𝐷 ：上

游結合廠商對

下游結合廠商

銷售之邊際利

潤。 

5. 𝑊𝐷 ： 上

游結合廠商對

下游結合廠商

銷售之價格。 

𝑃𝐷：下游結合

廠商之產品銷

售價格。 

1. 𝐷𝑅𝐷𝑈：市占

率---公開財報資

料。 

2. 𝑀𝑈、𝑀𝑈𝐷：

利潤率---公開財

報資料。 

依模型假設及訪

談 結 果 （假 設

𝑊𝑈/𝑃𝐷和𝑊𝐷/𝑃𝐷 =

1: 2 = 0.5。） 

1. 垂直轉換率（市

占率）：可從公開財

報中取得該公司的銷

售額，計算上，透過

該公司的銷售額除以

該產業的總營業額，

即可獲得該公司的市

占率。由於從深度訪

談得知，結合後，客

戶移轉率小，故對垂

直移轉率（ 𝐷𝑅𝑈𝐷 =

𝐷𝑅𝑅𝐷）計算影響小。 

2. 利潤率：可從公

開財報中取得公司的

營業收入和營業成

本，即可計算。 

𝑊𝑈 / 𝑃𝐷和𝑊𝐷 / 𝑃𝐷 ：即

成本與售價比值，根

據模型假設與本研究

訪談、座談會結果，

學者專家與廠商階建

議成本與售價比值為

1：2。 

註：計算dHHI時，公式SUR變數為上游結合公司在該競爭對手的投入採購中所占的市占

率。SUR即市占率。可從公開財報中取得該公司的銷售額，計算上，透過該公司的銷售額

除以該產業的總營業額，即可獲得該公司的市占率。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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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移轉率為用於衡量使廠商憑藉其擁有的另一種可供消費者替代的

產品，能夠在有利可圖的前提下，將一種產品價格提高以及將其數量減少

的程度。一般而言是藉由市占率資料來計算，然而在實務上可能造成高估

或低估狀況發生，故實務上可採用以下的方法93： 

1. 業者對客戶追蹤的資料 

業者有時會詢問現有客戶可能改向與誰進行交易，或者先前與誰交

易，由這些資料可以估算出移轉率，Farrell & Shapiro (2010)指出事業通常

會以失去業務的去向和從哪裡贏來業務之形式來追蹤移轉率。 

2. 以彈性來估算94  

移轉率也可以由自身彈性與交叉彈性來估算，此時所需要的價格或數

量資料通常是從廠商掃描資料（store scanner data）取得，可分為銷售（客

戶）移轉率（Sales or customer diversion ratio）、收益移轉率（revenue 

diversion ratio） 兩 種 ， 歐 盟 在Kimberley-Clark/Scott(1996) 95 與

Volvo/Scania(2000)96兩結合案中採用此方法。 

3. 客戶問卷調查 

上述兩種方法的最大問題在於資料取得不易，因此直接對客戶（消費

者）發出問卷，詢問當產品價格些許調漲後，會改選擇哪一個產品或廠

                                                      
93 胡祖舜 (2019)。競爭法之經濟分析」。元照出版。 

94 Werden, G. J. (1997). Demand elasticities in antitrust analysis. Antitrust Law Journal, 66, 

363.  

95  Commission Regulation (1996).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pursuant to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declaring a concentration to be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and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EA agreement.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 183, 

23.7.1996, 1-56.  

96 European Commission (2000, March 14). The commission prohibits Volvo’s acquisition of 

its main competitor Scania.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00_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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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Farrell & Shapiro (2010)指出消費者調查及客戶移轉的資料都可以用來

解釋移轉率。 

        將模型運用於國內外垂直結合案 [案例一、二參見邱永和(2019)] [案例

三、四為本研究自行整理]，其說明如下： 

案例一： 

1. 永豐餘造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豐餘）與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中華紙漿）結合案（2012） 

1) 背景介紹 

    2012年永豐餘分割旗下價值6.68億元紙與紙板（文化用紙）事業

部，併入中華紙漿，換得中華紙6.41 億股新股，使永豐餘持股中華

紙比率從8.9%大增至55%，直接持有中華紙漿持股過半成為大股

東，同時轉型為投資控股架構，改名「永豐餘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中華紙漿成為永豐餘旗下子公司，這樁股權合作案，使永豐

餘成為東南亞最大紙廠。永豐餘與中華紙漿參與結合事業所營業務

範圍重疊，為文化用紙之製造銷售業務，另外中華紙漿從事紙漿製

造銷售業務，屬文化用紙上游產業，此結合案兼具水平與垂直兩種

結合型態97。 

2) 資料來源 

    分析期間從2011年至2012年，共2年，蒐集資料為已公告之年報

                                                      
97 公 平 交 易 委 員 會 ，「 行 政 院 公 平 交 易 委 員 會 處 分 書 」，

https://www.ftc.gov.tw/uploadDecision/bfce5cce-aac6-43a1-b0bd-2eadf6ef2397.pdf，最後
瀏覽日期:20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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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財報資料。2012年中華紙漿（上游結合廠商）收入占整體市場營

收為9.91%，利潤率為5.15% [ 2011年：4.12% ]，永豐餘（下游結合

廠商）收入占整體市場營收為21.39% [2011年：28.38%]，利潤率為

12.07% [2011年：8.69%]，正隆（下游競爭廠商）收入占營收為

41.73% [2011年：38.28%]。中華紙漿為上游結合廠商，永豐餘為下

游結合廠商，正隆為下游競爭對手，關係如下圖：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圖 5- 11 中華紙漿、永豐餘上、下游廠商關係 

3) 案例分析 

先計算vGUPPIu上游之中華紙漿結合廠商，再計算vGUPPIr下

游之競爭對手正隆，最後計算 vGUPPId下游之永豐餘結合廠商。 

1. vGUPPIu： 

假設：𝑃𝐷/𝑊𝑅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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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UPPIu = 𝐷𝑅𝑈𝐷 × 𝑀𝐷 ×
𝑃𝐷

𝑊𝑅

=
下游結合廠商市占率

1 −競爭對手市占率
×下游結合廠商利潤率 × 2 

vGUPPIu =
0.2139

1 − 0.4173
× 0.1207 × 2 = 8.9%     （2012） 

vGUPPIu =
0.2838

1 − 0.3828
× 0.0869 × 2 = 7.9%     （2011） 

因vGUPPIu> 5%，代表2011年2012年上游廠商中華紙漿，有

提高價格的誘因。 

2. vGUPPIr： 

假設：𝑃𝑇𝑅𝑈 = 50%、𝑊𝑅/𝑃𝑅 = 0.5 

vGUPPIr = vGUPPIu × PTRu ×
𝑊𝑅

𝑃𝑅
= 𝑣𝐺𝑈𝑃𝑃𝐼𝑢 × 0.5 × 0.5 

vGUPPIr = 0.089 × 0.5 × 0.5 = 0.022125 = 2.2%     （2012） 

vGUPPIr = 0.079 × 0.5 × 0.5 = 0.01975 = 1.97%     （2011） 

    因0 < vGUPPIr < 5%，代表2011年2012年競爭對手廠商正隆有

提高價格之誘因，但不明顯。 

3. vGUPPId： 



   
 

227 

 

假設：𝑊𝑈/𝑃𝐷 = 0.5、𝑊𝐷/𝑃𝐷 = 0.5 

vGUPPId = 𝐷𝑅𝐷𝑈 × 𝑀𝑈 ×
𝑊𝑈

𝑃𝐷
− 𝑀𝑈𝐷 ×

𝑊𝐷

𝑃𝐷

=
競爭對手市占率

1 −下游結合廠商市占率
×上游結合廠商利潤率

× 0.5 −上游結合廠商利潤率 × 0.5 

vGUPPId =
0.4173

1 − 0.2139
× 0.0515 × 0.5 − 0.0515 × 0.5

= −1.2%     （2012） 

vGUPPId =
0.3828

1 − 0.2838
× 0.0412 × 0.5 − 0.0412 × 0.5

= −0.9%     （2011） 

    因−5% < vGUPPId < 0，代表2011年2012年下游結合廠商永豐

餘，沒有提高價格之誘因，但不明顯。綜合而論，上游廠商中華

紙漿及競爭對手廠商正隆有提高價格誘因，但競爭對手廠商正隆

提高價格誘因不明顯。  

案例二： 

2. AT&T與Time Warner結合案（2016） 

1) 背景介紹 

    2016年美國通訊業者AT&T宣布以規模854 億美元收購案，買下

旗下擁有知名媒體品牌 HBO、華納兄弟（Warner Bros）和美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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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電視新聞網（CNN）的時代華納集團（Time Warner），成為當年

全球最大規模的併購案。Time Warner為上游結合廠商，AT&T為下

游結合廠商，Verizon為下游競爭對手，關係如下圖：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圖 5- 12 AT&T、Time Warner上、下游廠商關係 

2) 資料來源 

       分析期間為2015年至2016年，參考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98、華爾

街日報WSJ 99、Statista資料庫100之銷售額、毛利潤率、市占率資

料。2016年Time Warner（上游結合廠商）收入占整體營收為

16.36%，利潤率為44.1% [ 2015年：42.5%]，AT&T（下游結合廠

商）收入占整體營收為32.33% [ 2015年：33.6%]，利潤率為37.2% 

[ 2015年：39.3%]，Verizon（下游競爭對手）收入占整體營收為

                                                      
98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https://www.sec.gov/。 

99 華爾街日報，https://www.wsj.com/market-data/。 

100 Statista 資料庫， https://www.statista.com/markets/。 

 

https://www.sec.gov/
https://www.statista.com/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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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2015年：33.6%]，為媒體和通訊產業間之垂直結合案。 

3) 案例分析 

        先計算vGUPPIu上游之Time Warner結合廠商，再計算vGUPPIr

下游之競爭對手Verizon，最後計算vGUPPId下游之AT&T結合廠

商。廠商結合後，可以發現市占率與利潤都很高。 

1. vGUPPIu： 

假設: 𝑃𝐷/𝑊𝑅 = 2 

vGUPPIu = 𝐷𝑅𝑈𝐷 × 𝑀𝐷 ×
𝑃𝐷

𝑊𝑅

=
下游結合廠商市占率

1 −競爭對手市占率
×下游結合廠商利潤率 × 2 

vGUPPIu =
0.323

1−0.351
× 0.372 × 2 = 37%          （2016）        

vGUPPIu =
0.336

1 − 0.336
× 0.393 × 2 = 39.8%       （2015） 

    因vGUPPIu05%，代表2015年2016年上游廠商Time Warner，有

提高價格的誘因。 

2. vGUPPIr： 

假設: 𝑃𝑇𝑅𝑈 = 50%、𝑊𝑅/𝑃𝑅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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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UPPIr = vGUPPIu × 𝑃𝑇𝑅𝑈 ×
𝑊𝑅

𝑃𝑅
= v𝐺𝑈𝑃𝑃𝐼𝑢 × 0.5 × 0.5 

vGUPPIr = 0.3702 × 0.5 × 0.5 = 0.0926 = 9.3%     （2016） 

vGUPPIr = 0.3977 × 0.5 × 0.5 = 9.9%             （2015） 

    因vGUPPIr05%，代表2015年2016年競爭對手Verizon，有提高

價格的誘因。 

3. vGUPPId： 

假設:𝑊𝑈/𝑃𝐷 = 0.5、𝑊𝐷/𝑃𝐷 = 0.5 

vGUPPId = 𝐷𝑅𝐷𝑈 × 𝑀𝐷 ×
𝑊𝑈

𝑃𝐷
− 𝑀𝑈𝐷 ×

𝑊𝐷

𝑃𝐷

=
競爭對手市占率

1 −下游結合廠商市占率
×上游結合廠商利潤率

× 0.5 −上游結合廠商利潤率 × 0.5 

vGUPPId =
0.351

1−0.323
× 0.441 × 0.5 − 0.441 × 0.5 = −9.7%  （2016）  

vGUPPId =
0.336

1 − 0.336
× 0.425 × 0.5 − 0.425 × 0.5 = −10.5%  （2015） 

       因vGUPPId0-5%，代表2015年和2016年下游結合廠商AT&T

沒有提高價格之誘因。綜合而論，上游廠商Time Warner及競爭對

手廠商Verizon仍有提高價格誘因，故仍有競爭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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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例分析—假設下游廠商的產品存在附加價值 

       此節為假設當下游廠商的產品存在附加價值時，廠商抬高價格

的誘因之變化。因產業特性不同，本研究參考經濟部統計處之統計

資料作為參數之假設，其統計資料：2018年製造業附加價值率為

29.1%，按產業別，電子零組件業為55.7%，故本研究假設附加價值

率為20%至150%。先計算vGUPPIu上游之Time Warner結合廠商，

再計算vGUPPIr下游之競爭對手Verizon，最後計算vGUPPId下游之

AT&T結合廠商。其結果如下： 

1. vGUPPIu： 

假設: 𝑃𝐷/𝑊𝑅 = 2 

vGUPPIu = 𝐷𝑅𝑈𝐷 × 𝑀𝐷 ×
𝑃𝐷

𝑊𝑅

=
下游結合廠商市占率

1 −競爭對手市占率
×下游結合廠商利潤率 × 2 

vGUPPIu =
0.323

1−0.351
× 0.372 × 2 = 37%          （2016）        

vGUPPIu =
0.336

1 − 0.336
× 0.393 × 2 = 39.8%     （2015） 

因vGUPPIu05%， 代 表2015年2016年 上 游 廠 商Time 

Warner，有提高價格的誘因。 

2. vGUPPIr： 



   
 

232 

 

a. 假設: 𝑃𝑇𝑅𝑈 = 50%，當下游廠商的產品有附加價值為 20%，即

𝑊𝑅/𝑃𝑅 = 0.4167。 

vGUPPIr = 0.3702 × 0.5 × 0.4167 = 7.8%     （2016） 

vGUPPIr = 0.398 × 0.5 × 0.4167 = 8.3%      （2015） 

b. 假設: 𝑃𝑇𝑅𝑈 = 50%，當下游廠商的產品有附加價值為 30%，即

𝑊𝑅/𝑃𝑅 = 0.385。 

vGUPPIr = 0.3702 × 0.5 × 0.385 = 7.2%       （2016） 

vGUPPIr = 0.398 × 0.5 × 0.385 = 7.7%        （2015） 

c. 假設: 𝑃𝑇𝑅𝑈 = 50%，當下游廠商的產品有附加價值為 40%，即

𝑊𝑅/𝑃𝑅 = 0.357。 

vGUPPIr = 0.3702 × 0.5 × 0.357 = 6.6%      （2016） 

vGUPPIr = 0.398 × 0.5 × 0.357 = 7.1%       （2015） 

d. 假設: 𝑃𝑇𝑅𝑈 = 50%，當下游廠商的產品有附加價值為 50%，即

𝑊𝑅/𝑃𝑅 = 0.33。 

vGUPPIr = 0.3702 × 0.5 × 0.33 = 6.1%     （2016） 

vGUPPIr = 0.398 × 0.5 × 0.33 = 6.6%      （2015） 

    因vGUPPIr05%，代表2015年2016年競爭對手Verizon，有

提高價格的誘因。隨著附加價值的增加，廠商有提高價格的



   
 

233 

 

誘因。 

e. 假設: 𝑃𝑇𝑅𝑈 = 50%，當下游廠商的產品有附加價值為 100%，

即𝑊𝑅/𝑃𝑅 = 0.25。 

vGUPPIr=0.3702×0.5×0.25=4.6%     （2016） 

vGUPPIr=0.398×0.5×0.25=4.9%      （2015） 

        因vGUPPIr05%，代表2015年2016年競爭對手Verizon，

有提高價格的誘因。隨著附加價值的增加，廠商有提高價格

的誘因呈現遞減。附加價值增加至100%；使得0 < vGUPPId <

5%，廠商提高價格之誘因,則不明顯。 

3. vGUPPId：  

a. 當下游廠商的產品有附加價值為 20%，即𝑊𝑅/𝑃𝑅 = 0.4167。 

 vGUPPId =
0.351

1−0.323
× 0.441 × 0.4167 − 0.441 × 0.4167 

                = −9%（2016）      

 vGUPPId =
0.336

1−0.336
× 0.425 × 0.4167 − 0.425 × 0.4167 

         = −8.8%     （2015）      

b. 當下游廠商的產品有附加價值為 30%，即𝑊𝑅/𝑃𝑅 = 0.385。 

vGUPPId =
0.351

1 − 0.323
× 0.441 × 0.385 − 0.441 × 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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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2% （2016）      

vGUPPId =
0.336

1 − 0.336
× 0.425 × 0.385 − 0.425 × 0.385 

             = −8%（2015）      

c. 當下游廠商的產品有附加價值為 40%，即WR/PR = 0.357。 

vGUPPId =
0.351

1 − 0.323
× 0.441 × 0.357 − 0.441 × 0.357 

               = −7.6%    （2016）      

vGUPPId =
0.336

1 − 0.336
× 0.425 × 0.357 − 0.425 × 0.357 

               = −7.5%    （2015）      

d. 當下游廠商的產品有附加價值為 50%，即WR/PR = 0.33。 

vGUPPId =
0.351

1 − 0.323
× 0.441 × 0.33 − 0.441 × 0.33 

         = −7%   （2016）      

vGUPPId =
0.336

1 − 0.336
× 0.425 × 0.33 − 0.425 × 0.33 

      = −6.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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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當下游廠商的產品有附加價值為 150%，即WR/PR = 0.2 

vGUPPId =
0.351

1 − 0.323
× 0.441 × 0.2 − 0.441 × 0.2 

   =-4.6%（2016）      

vGUPPId =
0.336

1 − 0.336
× 0.425 × 0.2 − 0.425 × 0.2 

      =-4.2%   （2015）      

        因vGUPPId0-5%， 代 表2015年 和2016年 下 游 廠 商

AT&T，沒有提高價格的誘因。隨著附加價值的增加，廠商沒

有提高價格的誘因呈現遞減。附加價值增加至150%；使得

−5% < vGUPPId < 0，廠商沒有提高價格之誘因,則不明顯。 

綜合而論，由於成本和價格之間的關係，為線性關係，故假設成本和

價格比值為1：2，即模型之參數𝑊𝑅/𝑃𝑅、𝑊𝑈/𝑃𝐷、𝑊𝐷/𝑃𝐷 = 0.5。若假設下

游廠商本身可以創造產品的附加價值，以AT&T與Time Warner結合案

（2016）而言，從計算結果可發現，隨著附加價值越多，會造成廠商的成

本和價格比值更低，最後競爭對手廠商有抬高價格的誘因呈現遞減。下游

廠商沒有抬高價格的誘因呈現遞減。 

彙整案例三及案例四並模擬不同的競爭對手廠商，上游垂直結合

vGUPPIu、下游垂直結合vGUPPId、下游競爭對手vGUPPIr之結果，其說

明如下表5-8與表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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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8 亞馬遜（Amazon）與全食超市（Whole Foods Market）結合案 

案例三 亞馬遜（Amazon）與全食超市（Whole Foods Market）結合案（2017） 

背景介紹 電商龍頭亞馬遜在市場投下一枚震撼彈，宣布以 137 億美元（約新台幣 4,150 億元）併購美國的

食品超級市場連鎖店 Whole Foods，擴展旗下生鮮商品事業，更盼 Whole Foods 所擁有的實體店

面，能擴展亞馬遜的線下實體事業，對於亞馬遜而言，先前就有推出 Amazon Fresh 的生鮮商品

運送服務，此交易有助於擴展生鮮雜貨事業。Amazon 為上游結合廠商，Whole Foods 為下游結

合廠商，Costco、Walmart為下游競爭對手，關係如圖 5-13。 

資料說明 分析期間為 2016年至 2017年，參考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華爾街日報 WSJ、Statista 資料庫之銷售額、毛利潤率、市占率資料。2017

年Amazon（上游結合廠商）收入占整體營收為37%[2016年：34%]，利潤率為37.07% [2016年：

35.09%]。Whole Foods Market （下游結合廠商）收入占整體營收為 1.6%[2016年：1.7%]，利潤

率為 33.67% [2016 年：34.41%]。Costco（下游競爭對手）收入占整體營收為 8%[2016 年：

5.1%]，利潤率為 11.33% [2016 年：11%]。Walmart （下游競爭對手）收入占整體營收為

26%[2016年：17.3%]，利潤率為 24.68% [2016年：25%]。 

情況一：當競爭

對手為 Costco 

vGUPPIu = 1.23% （2016） 

vGUPPIu = 1.17% （2017） 

因0 < vGUPPIu < 5%，代表 2016年 2017年上游廠商 Amazon，有提高價格的誘因，但不明顯。 

vGUPPIr = 0.31%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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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UPPIr = 0.29% （2017） 

因0 < vGUPPIr < 5%，代表 2016年 2017年競爭對手 Costco，有提高價格的誘因，但不明顯。 

vGUPPId = −16.65% （2016）    

vGUPPId = −17.03% （2017）       

因vGUPPId0-5%，代表2016年2017年下游結合廠商Whole Foods，沒有提高價格的誘因。綜合而

論，上游廠商Amazon及競爭對手廠商Costco仍有提高價格誘因，但不明顯。 

情況二：當競爭

對手為 Walmart 

vGUPPIu = 1.42% （2016） 

vGUPPIu = 1.46% （2017） 

因0 < vGUPPIu < 5%，代表2016年2017年上游廠商Amazon，有提高價格的誘因，但不明顯。 

vGUPPIr = 0.35% （2016） 

vGUPPIr = 0.36% （2017） 

因00vGUPPIr05%，代表2016年2017年競爭對手Walmart，有提高價格的誘因，但不明顯。 

vGUPPId = −14.46% （2016） 

vGUPPId = −13.64% （2017） 

因 vGUPPId0-5%，代表 2016年和 2017年下游結合廠商Whole Foods沒有提高價格的誘因。綜合

而論，上游廠商 Amazon及競爭對手廠商Walmart仍有提高價格誘因，但不明顯。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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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圖 5- 13 Amazon、Whole Foods上、下游廠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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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9 亞馬遜（Amazon）與米高梅影業（MGM Studios）結合案 

案例四 亞馬遜（Amazon）與米高梅影業（MGM Studios）結合案（2021） 

背景介紹 美國電商龍頭亞馬遜（Amazon.com, Inc.）是一家總部位於美國西雅圖的跨國電子商務

企業，業務起始於線上書店，不久之後商品走向多元化。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網際網路

線上零售商之一，目前，亞馬遜的零售商品線涵蓋了圖書、音像製品、軟體、消費電

子產品、家用電器、廚具、食品、玩具、母嬰用品、化妝品、日化用品、運動用具、

服裝鞋帽、首飾等類。2017年，亞馬遜宣布以137億美元購買生鮮超市連鎖商Whole 

Foods，正式成為實體零售商的擁有者。其後，亞馬遜陸續推出Amazon Go無人商店

Whole Foods生鮮物流外送，並利用Whole Foods展示智慧家居商品及Prime付費影視，

短短5年內，已成為實體超市市場發展的關鍵企業之一。米高梅（Metro-Goldwyn-

Mayer Studios）創立於1924年，為近百年的好萊塢電影公司，其令許多觀眾印象最深

刻的，莫過於電影開頭與結尾一隻獅子在勳章中間嘶吼的品牌標籤，其形象深植影迷

心中，且擁有豐厚的電影製作經驗，旗下跨足4,000部電影與17,000檔電視節目，其中

著名電影包括《007》系列、《魔戒》系列、《一個巨星的誕生》、《海邊的曼徹斯特》、

《使女的故事》、實境秀《Live PD》等。 

2021年 5月 26日亞馬遜宣布以 84.5億美元併購握有《007》系列電影製作與版權的米高

梅影業，成為企業歷史上第二大筆併購交易，面對 Netflix、Disney+、HBO Max 等競爭

對手，各個都虎視眈眈搶奪串流媒體，欲成為串流媒體產業領頭羊。Amazon 為上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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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廠商，MGM Studios 為下游結合廠商，Netflix、Disney、HBO 為下游競爭對手，關係

如圖 5-14。 

資料說明 分析期間為2019年至2020年，參考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華爾街日報WSJ、Statista資料庫銷售額、毛利潤率、

市占率資料。2020年Amazon（上游結合廠商）收入占整體營收為16%[2019年：

21%]，利潤率為39.57% [2019年：40.99%]。MGM Studios（下游結合廠商）收入占整

體營收為8.49%[2019年：9.5%]，利潤率為-8% [2019年：24.77%]。Netflix（下游競爭

對手）收入占整體營收為20%[2019年：29%]，利潤率為38.89% [2019年：38.28%]。

Disney （下游競爭對手）收入占整體營收為11%[2019年：12%]，利潤率為32.89% 

[2019年：39.6%]。HBO（下游競爭對手）收入占整體營收為12%[2019年：3%]，利潤

率為-13.74% [2019年：31.95%]。101 

情況一：當競爭對手

為 Netflix 

vGU𝑃𝑃𝐼𝑢 = 6.63% （2019） 

vGUPPIu = −1.698% （2020） 

因 vGUPPIu05%，代表 2019 年上游廠商 Amazon，有提高價格的誘因。因−5% <

vGUPPIu < 0，代表 2020年上游廠商 Amazon沒有提高價格的誘因，但不明顯。102 

vGUPPIr = 1.657% （2019） 

                                                      
101 由於蒐集的資料為會計利潤，沒有考慮到機會成本，故本研究計算出來的值，會利用高於 5%或者介於 0 到 5%之間，來代表抬高
價格誘因之明顯或不明顯，或者利用小於-5%或者介於 0到-5%之間，來代表抬高價格誘因之明顯或不明顯。 

102 因抬高價格會造成流失客戶，使廠商利潤下降，故廠商抬高價格的意願並不高。亞馬遜(Amazon)與米高梅影業(MGM Studios)案的
vGUPPIu計算結果，其值介於 0到-5%之間，所以廠商抬高價格的意願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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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UPPIr = −0.4245% （2020） 

因0 < vGUPPIr < 5%，代表2019年競爭對手廠商Netflix，有提高價格的誘因，但不明

顯，因−5% < vGUPPIr < 0，代表2020年競爭對手廠商Netflix沒有提高價格的誘因，但

不明顯。 

vGUPPId = −13.93%  （2019）             

vGUPPId = −15.46% （2020） 

因 vGUPPId< −5%，代表 2019年和 2020年下游結合廠商MGM Studios，沒有提高價格

的誘因。綜合而論，本案仍存在 2019年上游廠商 Amazon有提高價格疑慮，但競爭對手

Netflix 有提高價格誘因，但不明顯，而 2020 年沒有提高價格疑慮，但不明顯。 

情況二：當競爭對手

為 Disney 

vGUPPIu = 5.35%  （2019）     

vGUPPIu = −1.53%（2020） 

因 vGUPPIu05%，代表 2019 年上游廠商 Amazon，有提高價格的誘因。因−5% <

vGUPPIu < 0，代表 2020年上游廠商 Amazon沒有提高價格的誘因，但不明顯。 

vGUPPIr = 1.34% （2019）     

vGUPPIr = −0.38% （2020） 

因0 < vGUPPIr < 5%，代表2019年競爭對手廠商Disney，有提高價格的誘因，但不明

顯。因−5% < vGUPPIr < 0，代表2020年競爭對手廠商Disney沒有提高價格的誘因，但

不明顯。 

vGUPPId = −17.7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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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UPPId = −17.41% （2020） 

因 vGUPPId<-5%，代表 2019年 2020年下游結合廠商MGM Studios，沒有提高價格的誘

因。綜合而論，本案仍存在 2019 年有上游廠商 Amazon 有提高價格疑慮，但競爭對手

Disney有提高價格誘因，但不明顯，而 2020年沒有提高價格疑慮，但不明顯。 

情況三：當競爭對手

為HBO 

vGUPPIu = 5.3% （2019） 

vGUPPIu = −4.71%（2020） 

因vGUPPIu05%，代表2019年上游廠商Amazon，有提高價格的誘因。因−5% <

vGUPPIu < 0，代表2020年上游廠商Amazon沒有提高價格的誘因，但不明顯。 

vGUPPIr = 0.93% （2019） 

vGUPPIr = −1.18% （2020） 

因0 < vGUPPIr < 5%，代表2019年競爭對手廠商HBO，有提高價格的誘因，但不明

顯。因−5% < vGUPPIu < 0，代表2020年競爭對手廠商HBO沒有提高價格的誘因，但

不明顯。 

vGUPPId = −38.71% （2019） 

vGUPPId = −45.48% （2020） 

因 vGUPPId0-5%，代表 2019年 2020年下游結合廠商MGM Studios，沒有提高價格的誘

因。本案仍存在 2019 年有上游廠商 Amazon 有提高價格疑慮，但競爭對手 HBO 有提高

價格誘因，但不明顯，而 2020 年沒有提高價格疑慮，但不明顯。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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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圖 5- 14 Amazon、MGM Studios上、下游廠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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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首先介紹廠商之間垂直結合的運作狀態，以及近年國內外結合

調查統計和國內外結合案例，其次從「競爭法經濟分析方法」初步描述與

探討，並回顧「國內外垂直結合理論及實務之文獻」，再分析美國、歐盟及

日本非水平結合原則，利用 vGUPPI進行個案分析。 

同時也說明數位經濟市場概況與發展，並探討數位匯流產業間之垂直

結合案中所涉及競爭問題以及各國主管機關因應數位平臺、數位匯流等新

穎經營方式之回應。再彙整垂直結合之經濟理論及實務分析工具，最後蒐

集近年國內外垂直結合案進行案例分析，並針對電信、高科技等產業特性

來設計問卷及訪談內容，以了解各產業不同的價格、成本結構與利潤分配

特性。 

以下歸納研究主要發現： 

1. 從結合案趨勢圖中，顯示近十年來，各國申報結合案件整體上皆呈現

成長的趨勢，雖然近二年呈現微幅下降。尤其 2020 年上半年超級併購

案有 27件全球併購案，下半年已達 57件之多，其中科技和電信業等併

購交易數占最大宗，整體而言，全球併購風潮不受疫情等其他外在環

境因素影響而下降，在未來預期可能有更多併購案發生。 

2. 垂直結合在競爭效果的本質上，存在正面與負面兩種效果。正面效益

中，垂直結合可將上、下游各自定價對於交易所產生的外部性予以內

生化，消除接續性獨占以及消除雙重邊際化等問題，帶來產量增加與

價格降低等正面效果。而負面效果中，垂直結合主要的反競爭效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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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封鎖效果，也就是事業參與結合後的下游競爭者，無法取得上游

事業關鍵投入要素，或是參與結合後的上游競爭者無法獲得下游有效

的銷售通路，將無法在市場上有效持續的競爭。因此，主管機關評估

垂直結合時，必須同時考量這兩種綜合效果。 

3. 回顧垂直結合理論及實務分析之文獻中，發現早期垂直結合分析，主

要利用產業經濟理論，如交易成本理論、參進障礙、寡占理論或賽局

理論等，來探討垂直結合的正面及負面效果，同時也藉著成本 Probit或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等計量模型進行垂直結合的實證分析，而HHI 

index可以判斷市場競爭情況。近年來，國際學者 Moresi & Salop(2013)

利用垂直向上調價壓力指標（vGUPPI）來衡量垂直封鎖效果，以衡量

具有上、下游關係的市場。 

4. 評估垂直結合後對於上下游市場競爭之影響。分析時需注意以下四種

狀況發生：（1)垂直結合消除雙重邊際化（double marginalization）後，

是否會使價格降低。（2）注意垂直結合的反競爭效果是間接的。（3）

垂直結合可能產生封鎖的內生化（internalization）效果，容易使價格上

漲。（4）由於 Coase(1937)的理論指出結合後可以透過內部轉移來替代

結合前的交易，進而達到交易成本的節省，因此垂直結合的動機並非

全然是為市場力，有時存有非價格效率。 

5. 雖然美國之 1984 年垂直結合原則已考慮更多反競爭問題，但學者 Salop 

(2014)透過研究如何幫助從業者分析垂直和互補產品結合的競爭效果過

程中，指出 1984 年美國垂直結合原則已過時，無法反映垂直結合潛在

競爭影響，建議各機構在修訂垂直結合原則時，應考慮更多法律和政

策。有關國外競爭法之垂直結合規範中，美國繼 1984年以來，於 2020

年提出最新的垂直結合處理原則，該原則主要針對垂直結合之潛在競

爭影響問題作修正，以幫助競爭主管機關釐清垂直結合中的潛在競爭

問題。而歐盟在判斷上以能力（參與結合事業是否具有封鎖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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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誘因（參與結合事業是否存在誘因採行封鎖策略）及效果

（參與結合事業採行封鎖策略時是否會損害競爭）三大面向作為機關

判斷事業結合後是否違反競爭之標準。 

6. 垂直結合之經濟理論證明，廠商生產產品流程中，上、下游事業之間

若具有技術相互依存的關係時，透過垂直結合，可利用相同要素的投

入便可達到更多產出的水平，或以較少的要素投入維持相同的產出水

平。換句話說，垂直結合可有效提升具有技術相依性高的上、下游廠

商在生產產品時的效率，便可達到增加產量與利潤，並降低消費者購

買價格的優勢。 

7. 綜合各國競爭主管機關對垂直結合之建議，案件申請時，可從垂直結

合後促進競爭效果加以考慮整體經濟利益的成果來判定，包含降低交

易成本、促進資產專屬性投資、防止搭便車、消除接續性獨占或消除

雙重邊際化的效果。 

8. 在實務分析工具中，也介紹了衡量上、下游市場在垂直結合後的「市

場集中度變化」指標：dHHI，可作為垂直結合之潛在競爭影響之測度，

有助於形成安全港（safe harbor）或對投入封鎖問題的反競爭推定。 

9. 從研究訪談的結果得知，台灣與國外目前蓬勃發展的 TMT（Tech, 

Media, and Telecom）的結合併購趨勢有所差異，由於台灣市場相對較

小，企業型態與法規限制關係，與國外超大型企業、平臺類型產業相

去甚遠，現階段也沒有可以與之抗衡自行研發產品或服務，所以結合

併購的方向與發展也迥異；在越來越競爭的市場下，主力投放在加值

和價值等穩健發展上，而非大幅快速擴張，取得市占或擴大戰場的方

式。 

（1） 媒體業：傳統媒體業為限制性產業，有一定的進入門檻，數

位化雖然驅動了變革，但仍相對保守，以企業發展層面上仍就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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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化方向前進，但相較於國外大幅投入數位轉型、開發發展、影音

應用還是以合作結盟取代結合併購；而新媒體產業礙於企業規模限

制，暫時無法布局全球，僅能以新創科技應用、內容製作為主力，

期待發展文化外銷，複製韓國、泰國、日本的形式，讓世界看見台

灣。 

（2） 電信業：同樣為限制性產業，有一定的進入門檻，電信業分

為數據通信、資訊服務、影音媒體三種型態，以結構上來看，都需

要大量的基礎建設投資，雖然屬於限制性產業，但是相對的投資成

本也是巨量的，相較於個別競爭產業來看，在同樣付出的前提下，

所有負擔的風險與成本相對提高，在本業上，因為產業特性的關係，

無論是在法規上，或者企業經營上都很難進行垂直結合併購，多角

化經營以及水平結合是主要發展的方向，而垂直方面則趨向應用整

合，例如 5G 相關產業，讓資通訊服務能夠有更大的發揮；至於跨

域與跨業的經營型態，也會偏向於合作形式，以服務加值與內容製

作為重點經營。 

（3） 高科技/資訊服務業：面臨高度競爭，以及上、中、下游相互

依存的價格與結構關係，無論任何型態的結合方式，都是企業發展

的選項，目標都是提高企業競爭力、增加加值服務、創造價值存在，

但是因為產業特性，需要高度的專業能力或者產業知識背景，所以

在結合的過程中，文化與人員的安排就格外重要，在結合過程中，

資本財十分重要，但是技術財與管理財才是重點。 

10. 結合應用實證分析法之結果，由於市場界定以及產業特性評估，因為

涉及營運成本及利潤，以企業經營來看，對此的資訊提供相對保守，

要能更完善應用分析法的前提，就是要取得相關數值設定，因不易取

得資訊可能為主要的門檻問題，故在實務上，目前參考 Moresi & 



   
 

248 

 

Salop(2013) vGUPPI模型，以線性假設概念，將PD/WR假設為 2，即該

零件之投入將為整體產品銷售帶來該零件投入成本 2 倍的價值，以及

成本與售價（𝑊𝑅/𝑃𝑅、𝑊𝑈/𝑃𝐷、𝑊𝐷/𝑃𝐷）之比例假設為1：2，而

PTRu=50%。從線上問卷調查、深度訪談及專家座談會之結果，皆建

議成本與售價比例約為1：2。且提出當供應商的邊際成本提高1元，

會使供應商收取客戶價格增加0.5元，即PTRu=50%。關於結合後，發

生客戶移轉的可能性不高，若有發生客戶移轉，廠商會提供商品具有

額外的附加價值來穩定客戶，故對垂直轉換率（𝐷𝑅𝐷𝑈）的計算影響

小。 

由於每個產業都有其特性，其產業結構又產生各自的型態與模型，以

高科技資訊服務來舉例，光內容最基本就區分軟體、硬體、服務，但其各

上中下游還依類型分為網路、系統、雲端、資安、備份、開發應用…每項

的利潤結構都不太相同，所以如果單以審查角度來看，在短時間要獲取產

業界定資訊以及計算難度是相對高的，如果要事先調查分析劃分市場界定，

又回歸到彼此對於營運機密願意透露的程度考量，可能會造成模型假設上

的落差，因此在產業不同特性之下，當商品存在附加價值時（例如加值服

務等）其成本與售價比例一定會改變，應針對不同情形來因應調整。 

由於數位經濟正改變全球市場，目前台灣媒體、電信、高科技/資訊服

務業皆面臨最大經營衝擊與考驗，在於國際巨型企業強勢品牌的壓迫，市

場主導權不在自身，以至於企業在發展時難以與之抗衡，對比其他國家，

台灣企業規模仍有所差距，所以需要藉由國家力量，與大型企業、平臺商

進行斡旋，為台灣爭取到更多機會，以及更多發展的空間，當無法創造平

臺時，就打造自己成為供應鏈中無法或缺的價值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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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綜合前述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建議如下： 

1. 必須儘快完善制訂數位匯流法規，否則國內市場上雖然已實際提供類似

服務，但卻適用不同法規的不對等競爭狀況，抑或有部份創新服務反而

並無任何法規可適用的空窗期，恐更不利於國內數位匯流的整體發展。 

2. 科技平臺擁有強大運算能力，握有最大權力，因此平臺的演算法規則應

該要更透明，尤其要如何補償科技公司與新聞媒體之間的經濟失衡問題。 

3. 由於Moresi & Salop(2013)提出的三種 vGUPPI模型，可衡量垂直結合後

上游結合廠商、下游結合廠商及下游競爭對手抬高價格之誘因，建議未

來垂直結合案可採用 Moresi & Salop(2013)的 vGUPPI模型作為客觀的審

查參考。  

4. 本研究案已就所搜集到的數位經濟合併案例，就經濟分析方法、步驟、

考量因素、可行操作方式，列表供參。但數位經濟下的各種新興及龐大

資訊，都有別於傳統模式，將會加深競爭機關的分析負擔與資料鴻溝，

例如Amazon跟Whole Foods案例，該案例後續市場重新關注，由於當時

在評估的時候沒有把 Amazon 的平臺效應產生的影響評估進來，因當時

數位經濟的發展或強度還不甚顯著，以上、下游甚至是朝向多角化的概

念處理，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發現業態的變化，造成市場衝擊與影響，這

是當初評估的時候沒有考慮到的；針對數位經濟帶來的改變，各國也逐

漸開始重視，也開始對此提出數位經濟白皮書，例如歐盟的數位市場的

管理法，這就是可以借鏡的地方。因此建議可重新盤點相關的行政調查

程序，在建置內部作業時，儘量擴大內部調查深度，以縮小和數位經濟

之間的隔閡，但也必須兼顧調查效率，以促進調查公平及效率，無所隱

瞞及誤判並接近真正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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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喬治城大學法律中心 2020年 3月 26日制定 2020年垂直

結合處理原則（建議修訂版） 

      本文是由喬治城大學法律中心，Salop 學者對於美國司法部（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簡稱 DOJ）及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簡稱 FTC）（以下簡稱 “主管機關”）2020年 3月 26日完成的垂

直結合處理原則草案，所提出的建議修訂意見，該意見諮詢了垂直結合研

究團成員 Jonathan Baker、Daniel Culley、Serge Moresi、Nancy Rose、 Fiona 

Scott Morton及 Carl Shapiro的評論。首先對市場界定及相關產品定義，並說

明市場參與者、市場占有率和市場集中度，對修訂版擴大潛在競爭危害，

包括單邊效果的危害及聯合等危害了不利競爭的影響與證據，並提供案例

說明，最後也加強討論競爭利益的情形。 

一、總論 

       本文旨在提高主管機關在執法過程中分析過程的透明度，協助商界與反

壟斷從業者，並協助主管機關制定適當的法律框架，以垂直結合的背景下，

解釋與應用反壟斷法。相關法律規定包含:克萊頓法案（Clayton Act）第七

節、謝爾曼法案（Sherman Act）第 18 節、與聯邦交易委員會法案（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第 5節。最特別的是，美國國會在 1950年的克萊頓

法案修正案第 7 條透過禁止“在任何商業領域或在該國任何地區影響的任何

商業活動中，此類收購的影響可能是實質減少競爭，或者傾向於創造壟斷”，

其中包含影響合理機率與可感知風險的概念下，該規定都適用於所有的結

合案。 

       本處理原則側重於這些結合可能導致的競爭損害和競爭利益。垂直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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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補性產品的結合可能導致單邊效果與聯合等損害了不利競爭的影響。潛

在的反競爭行為包括: 各種形式的封鎖（foreclosure）、減少或消除潛在競爭、

濫用競爭敏感資訊、降低結合公司破壞上游的協調動機、削弱特立獨行或

破壞性競爭對手，以及逃避監管或者是長期私下的約定。這種行為會透過

提高價格、降低質量或品項、提高進入門檻或減少創新來損害消費者權益，

或者透過減少勞動報酬和就業機會來損害工人權益。但是，垂直接合還可

以透過提高技術效率、消除雙重邊際化而帶來競爭利益。促進潛在的競爭

效果包括降低價格、改善產品、增加產品種類、降低成本以及增加投資和

創新。雖然這些處理原則在討論競爭行為和影響時通常使用價格一詞，但

同樣的分析也適用於非價格行為和影響，這在各種垂直結合中將會格外的

突顯其重要性。 

       公司或資產的垂直結合在不同生產或分銷階段的運營中，垂直結合的範

例包括：製造商收購了向其供應零件的其中之一的上游供應商；製造商收

購下游其中之一家的分銷商；或零售連鎖店垂直結合了其通路銷售產品中

某一個上游製造商。處理原則直接指出了這些涉及了互補性結合以及垂直

結合，這兩種類型的結合都會產生類似反競爭危害和利益。而互補產品是

一起使用的產品。例如操作系統和其運作的應用程序、炸薯條和番茄醬，

或個人服務的咖啡機和機器中使用的咖啡豆匣。但垂直結合與互補性結合

之間的經濟區別有時很難確定。例如，智慧型手機操作系統提供商獲得應

用程式的許可，如果智慧型手機操作系統提供商向該應用程式支付使用費，

然後將該應用程式轉售給買方，則該結合將被視為垂直結合；但如果應用

程式所有者，直接向用戶銷售並自行進行計費，這將被視為互補，亦即互

補性結合。 

       本處理原則適用於垂直結合的公司併購交易，這可能涉及垂直和水平等



   
 

252 

 

因素，也可能導致垂直和水平損害的相互強化。一些併購既可以是垂直的，

也可以是水平的，例如當一家垂直結合的公司在任一級別收購一家公司，

或者當一個市場中的一家公司併購了一個互補性產品或垂直相關市場中的

新興競爭者，而該收購公司正在考慮進入該競爭市場。 

二、市場界定與相關產品 

       在涉及執行垂直或互補性結合的行動中，主管機關通常會識別一個或多

個可能會大大減少競爭的相關市場。當主管機關以垂直結合來界定市場時，

與水平結合處理原則第 4 節描述的市場界定中的目的和限制也相關，故主管

機關以水平結合指南第 4.1 和 4.2 節中規定的方法定義相關垂直結合的市場, 

然而如水平結合處理原則中所提到的，主管機關的判定不須從市場界定開

始，主要是主管機關以評估競爭效果的分析工具並不依賴於市場界定，並

且分析中有必要評估對客戶可用的競爭性替代品。 

針對垂直結合的市場界定分析中，可能會出現下列常見的問題： 

(一) 結合後的公司或其他競爭對手可能已被垂直結合。 

(二) 當前的價格可能是超競爭性，對垂直結合後的競爭的顧慮可能是反

競爭所避免帶來的價格下跌, 因此結合前的價格, 並非是壟斷業者假設用

來作為合適的價格基準，而是透過競爭加劇導致較低的價格才是適當的

基準，類似於結合前的水平結合的處置方式 

(三) 結合可能引起多個相關市場的顧慮 

此外，主管機關可依靠直接證據來界定市場與識別市場力。當發生反

競爭效果的相關市場，主管機關仍可以透過一種或多種由結合公司提供的

相關產品或服務來識別是否是垂直或互補性的產品或服務，結合後公司對

競爭對手的市場參進會造成直接的影響。在投入封鎖的情形下，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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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出售給下游競爭對手的投入品項。當在客戶封鎖的情形下，相關產

品可能是下游產品的銷售。 

例如：一家零售連鎖超市結合一家糖果製造商。當競爭的問題出自於

結合後製造商拒絕將其糖果產品出售給競爭性零售鏈或零售商之間的協調，

而受到封鎖，則相關市場即為在給定地理區域內下游糖果銷售給零售購買

者的市場，而相關產品則是地理區域中部分或全部競爭對手的超市批發糖

果；但是如果競爭問題是因為糖果製造商對客戶的封鎖或協調，則相關市

場應改為向超市批發的糖果市場，而相關產品則改為糖果零售。垂直結合

的競爭效果，其相關產品細分市場，不一定用於分析競爭問題的相關市場。

如果相關產品細分市場僅用於確定對可能被封鎖的競爭對手之損害，則該

產品細分市場不需要和兩個上游企業之間水平結合所定義的典型相關市場

相同，甚至可以縮小範圍。 

三、市場參進、市場占有和市場集中 

        主管機關在相關市場及相關產品細分市場占有率和市場集中程度，評

估其競爭效果，以確定結合後是否可能帶來大幅地減少競爭。主管機關利

用水平結合處理原則第 5.1、5.2與 5.3 節中規定的方法來衡量相關市場與相

關產品來細分市場占有與市場集中度。若一個或兩個層級趨於集中時，垂

直結合的競爭問題往往更加明顯，當結合公司之一在其中一個或兩個級別

占主導地位時，垂直結合的反競爭顧慮尤其嚴重，當兩個層級都不集中時，

反競爭的顧慮往往會大為降低。即使結合方之一或雙方的市場占有市占率

較低，或者其中一方或雙方的市場不集中，也會出現重大的競爭問題。 即

使兩個層級都集中，或者結合公司之一擁有強大的市場力，結合也可能不

會引起重大的競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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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方便說明，本處理原則描述了在假設垂直結合減少競爭並會損害

買方的前提下，提供分析框架和執行政策。除了這種可能性之外, 垂直結合

還可能將導致買方市場力（壟斷）的行使，從而損害投入賣方的利益。例

如，如果上游結合公司是買方的破壞性競爭對手，則可能會阻止上游公司

進行協調以壓低支付上游供應商的投入價格（或工資）；反之，如果下游子

公司是破壞性的買方競爭者，則將阻止下游公司進行協調以壓低上游公司

的投入價格；但如果結合後的公司與獨立公司相比，有不同的誘因機制，

那麼垂直結合可能會損害買方的競爭。因此，主管機關將透過垂直結合的

分析，以評估垂直結合對賣方的損害，類似於對買方損害的分析和評估。 

四、單方效果的危害 

        垂直結合可能會透過改變結合公司的單邊誘因措施來減少競爭並損害

購買者的單邊行為。引起封鎖問題的垂直結合也可能伴隨著可識別的效率，

如第 7 節所述中包括消除雙重邊際化。 

(一) 封鎖 

        垂直結合可能會減少競爭，賦予併購企業削弱或消除其在相關市場

中一個或多個實際或潛在競爭對手的競爭限制能力和動機，方法是改變

這些競爭對手進入一個或多個的相關產品。封鎖可能涉及到投入封鎖或

客戶封鎖。討論封鎖時，通常將投入市場稱為上游，產出市場稱為下游。

投入封鎖可能涉及結合公司完全掌握獲取投入管道，透過提高其收取的

價格來提高競爭對手的成本，或者透過惡化競爭對手對上游結合公司生

產投入的獲取而使競爭對手處於不利地位。客戶封鎖則涉及結合公司透

過降低其營業收益來減少競爭對手的收入或者是提高成本來惡化銷售投

入給結合公司的能力。垂直結合可能會同時強化客戶封鎖與投入封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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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並且客戶封鎖與投入封鎖還可能相互強化。如果關注的是單方面

的封鎖行為，則主管機關通常只關注下游企業客戶在相關市場遭受的競

爭損害，而不是只有僅對被封鎖競爭者的損害產生關注。 

1. 投入封鎖 

垂直結合可能會減少下游相關市場的競爭，因為結合後的公司有

能力與誘因排斥該市場上的一個或多個競爭對手。封鎖包括透過提高投

入價格或降低所提供投入品的質量（“提高競爭對手的成本”）或完全拒

絕他們獲得投入品（“完全封鎖”）來實質性地提高其成本或以其他方式

使競爭對手處於不利地位。本處理原則使用封鎖一詞來包括所有這些類

型的行為。對投入封鎖的恐懼也可能會提高參進障礙。封鎖可能會透過

提高價格、降低質量或減少或減緩創新來損害從結合公司購買產品的客

戶及其在下游相關市場上的競爭對手。 

主管機關辨識垂直結合是否可能透過投入封鎖的反競爭行為損害

競爭，主管機關考慮的面向有二種： 

（1） 封鎖是否會導致競爭對手失去銷售管道（例如，如果他們

被迫退出市場；或者他們被阻止進行創新，進入或擴展這些活動，

或者無法為其提供資金；或者他們有動機透過較高的價格轉嫁更

高的成本，或者以較少的積極性競爭客戶的業務）。 

（2） 結合後的公司在下游相關市場中的業務將因此受益（例如，

如果這些銷售中的一部分損失，將轉移給結合後的公司，或者結

合後的公司將獲得提高或維持超高競爭能力的價格權力）。 

在進行這種分析時，主管機關將假定結合公司的上游和下游部門

作為一個單一的實體，並試圖使它們結合後利潤最大化。封鎖要想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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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子公司不需要獲得很高的市場占有市占率，因為它可以利用使競爭

對手成本更高、價格上漲或產量減少導致下游價格上漲中，獲得更高的

利潤。這種策略的盈利能力將部分取決於競爭對手被封鎖的替代投入品

取得容易的程度和成本，考慮到其他上游公司可能的價格上漲、下游附

屬公司將獲得多少銷售額以及下游公司將獲得的增量利潤，從下游競爭

對手轉移的銷售或透過提高價格來賺取利潤。透過非封鎖競爭者增加產

量、市場參進或重新定位，可以調節或避免盈利能力。 

投入封鎖的反競爭誘因將會減少，如果投入對潛在封鎖公司並不

是那麼重要時，或者這些公司有許多具有成本效益的投入替代品，如果

發生封鎖，這些替代品的價格不會大幅上漲。因此，如果大量替代投入

沒有明顯的價格差異化，並且上游進入容易，則投入封鎖的反競爭誘因

是有限的，在此條件下，競爭對手的成本不太可能因封鎖而大幅增加。 

如果提供最接近替代品的非結合投入品供應商更有可能透過提高

自己的價格來適應垂直結合公司的價格上漲，則競爭上的隱憂會加強。

例如，當未垂直結合的投入品供應商銷售差異化產品或邊際成本上升時，

或投入品供應商較少或較多集中，此時如果其他上游企業也相應提高價

格，這種反應將導致被封鎖的下游企業承擔的成本增加。如果可以對下

游結合公司的多個競爭對手進行有利可圖的封鎖，那麼競爭問題也會更

大，因為這會導致更大的轉移到結合公司。 

由於這些原因，如果上游結合公司是另一家結合公司的多個競爭

對手的關鍵或重要投入的主要供應商，上游供應商集中並且決定停止與

這些競爭者往來，那麼對投入品封鎖的反競爭顧慮就會特別加劇。下游

競爭對手將導致業務大量轉移到結合公司的下游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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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結合公司只有適度的市場占有市占率，並且下游相關市場不

集中，投入封鎖也可能有造成利可圖並損害買家的可能。當上游結合公

司的供應至關重要或上游產品部分集中或存在重大差異時，便可能會發

生這種情況。以下還有些情況可能導致投入封鎖。 

（1） 如果上游供應水平（即相關產品水平）未集中，但投入封鎖仍

有可能會有利可圖，因為成本雖然增加了，但因封鎖而大量銷售的利潤

可抵銷成本上升。 

（2） 下游市場若是集中，下游會員市場占有率高，但結合後公司若

缺乏向其他技術不兼容的製造商提高其價格的能力或動機等機制，儘管

這種結合可能會帶來效率收益，但並不會因投入資金贖回而導致競爭損

害。 

（3） 製造商需要透過配置服務將產品帶入市場，並將其視為投入要

素，產生投入封鎖的顧慮。 

（4） 互補性產品的結合，可能透過一個或兩個互補產品市場投入封

鎖而產生反競爭效果。 

（5） 當主導平臺受到網路效果、規模經濟和轉換成本的保護而免受

競爭時，封鎖將會有利可圖，且可能阻止創造有益價格、質量和創新競

爭，造成垂直結合的競爭問題。 

2. 談判市場中的投入封鎖      

透過增加上游結合公司的談判槓桿，與下游結合公司的競爭對手

談判更高的價格，談判市場也可能發生投入封鎖。結合後，上游相關聯

公司和作為下游競爭對手的客戶會認識到，如果上游相關聯公司暫時阻

止下游競爭對手獲得投入品，則下游關聯公司將獲得更多收益。這使得

上游子公司未能立即達成協議的成本比結合前更低（因此風險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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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結合通常會增加上游附屬公司的議價槓桿，使其有能力談判更高

的價格，從而透過提高競爭對手的成本來損害下游競爭。在這種議價的

背景下，預計不會發生長期供應中斷，甚至短期中斷也可能很少發生，

因為雙方有共同的動機，可以透過快速達成協議來避免。議價理論以威

脅封鎖為前提，但不一定以實際威脅來實施封鎖。出於同樣的原因，上

游公司不會因為這些威脅而造成實際的利潤損失。 

3. 客戶封鎖 

垂直結合可能會減少上游相關市場的競爭，透過減少或消除從這

些供應商的採購，為結合公司創造誘因對一個或多個供應商參進的競爭

對手，進行客戶封鎖，透過減少或取消從這些供應商那裡採購。客戶封

鎖的競爭問題不是下游結合公司的銷售額損失，而是這種封鎖可能對被

封鎖的上游供應商之間，對其他下游客戶的競爭產生的後續影響。 

主管機關在確定垂直結合是否可能通客戶封鎖損害競爭時，考慮

以下幾點： 

（1） 封鎖導致競爭對手的上游供應商失去銷售管道並退出市場，

或面臨大幅提高的生產成本，或大幅減少投資或創新的動

力，或以其他方式不積極地爭奪客戶業務。 

（2） 上游結合公司從其他客戶那裡獲得額外銷售額或獲得提高

或維持超競爭價格的權力的利益。當垂直結合涉及下游附

屬公司是主要購買的上游集中市場生產投入品時，下游結

合公司決定停止與上游結合公司的競爭對手打交道時，競

爭問題將尤其突出，減少投資，或透過轉移大量業務而使

一個或多個上游競爭對手的邊際成本顯著提高。此外，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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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封鎖可能導致投入封鎖。 

(二) 減少或消除潛在競爭 

垂直結合可以減少或消除潛在的競爭，提高參進障礙。 

1. 一個或兩個結合公司可能是第三方進入另一家結合公司市場的

潛在進入者或潛在贊助者，則排在第三位各方進入另一個結合

公司的市場，這種結合可以分水平與垂直結合。 

2. 收購垂直相關或互補產品的生產商可能會迫使其他潛在進入者

同時進入兩個市場，這可能會增加進入的成本或風險，從而降

低進入或提供盡可能多的進入可能性。 

       當任一（或兩者）結合公司有很高機會進入另一家公司高度集中的市

場時，或者當結合公司之一將成為潛在參進者的主要客戶時，競爭的顧

慮就會加劇。當主導地位的平臺受到網絡效果、規模經濟和轉換成本的

保護而免於競爭時，其垂直結合的競爭顧慮尤其明顯，因為結合會導致

潛在競爭的喪失，而不僅僅是它威脅到反競爭的封鎖。如果主導地位的

平臺收購了一個潛在的重要互補或垂直相關的公司，該公司是其相關市

場的潛在或新生競爭者，或者可以促進競爭對手或潛在競爭對手進入該

市場並使其成長，則結合可能會阻止在成功進入後以更低的價格、更高

的質量和更大的創新，帶來的大量競爭和消費者利益。 

(三) 排除濫用競爭性敏感資訊 

        垂直結合中，結合後公司可能會獲得上游或下游競爭對手的敏感商

業信息，這些信息在結合錢事無法獲得的。例如，結合公司的下游競爭

對手可能是上游公司結合前的客戶。在某些情況下，結合公司可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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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競爭對手的競爭敏感信息來加強其對競爭對手的競爭行為的競爭反

應。 

        例如，它可能會搶先或對競爭對手的競爭性商業行為做出快速反應，

儘管這種較快速的響應起初可能會使買家受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

種機會主義的搭便車可能損害競爭，因為競爭對手在採取促進競爭的行

動中可能會獲得的價值會降低，並因此而受到阻礙，且競爭對手可能會

合理地避免與結合後的公司開展業務，而不是冒著結合公司濫用其競爭

敏感業務信息的風險，即便這樣做會增加他們的成本、降低效率或導致

支付更高的價格。 

(四) 規避規範或長期私人合約 

        垂直結合可能有助於規避價格監管或操縱具有投入價格自動扶梯的

長期私人契約。如果下游子公司根據其成本受到最高價格監管，且上游

子公司能夠以監管者無法輕易或迅速發現和懲罰的方式，提高對於提供

給下游公司的投入品價格，則競爭問題會加劇，結果將促使監管機構避

免下游價格上漲。在不受監管的市場中，企業採用長期契約進行投入供

應，其中包括利用市場指數的價格上漲條款，垂直結合可能允許並誘因

上游結合公司採取行動，提高價格，以增加下游子公司競爭對手的成本，

從而增加其在兩個層面的利潤。 

五、共同效果的危害 

        在某些情況下，垂直結合可以透過啟用或鼓勵合購後的共謀或聯合行

為，以減少競爭，並在相關市場上造成危害客戶。水平結合處理原則第 7 節

描述了主管機關如何評估聯合效果。第 7.1 節指出，當相關市場顯示出對共

謀行為的跡象時，當局更有可能根據共同效果對結合提出質疑，並且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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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信的基礎可以得出結合後，可能會增強這種可能性的結論。第 7.2 節列

出了與評估市場是否易受共謀影響相關的證據。 《水平結合處理原則》中

討論的損害理論以及下文所討論的損害理論，並非詳盡無遺，而是說明了

結合可能會帶來共同效果而減少競爭的方式。 

垂直結合產生的反競爭共謀或聯合效果可能涉及削弱或消除破壞性或

特立獨行的賣方或買方，敏感性競爭訊息可能會被濫用於促進共謀。如果

有多個垂直結合公司，也可能發生共謀封鎖的情況。聯合上游相關市場的

提高售價會損害直接購買者的利益，通常也會損害下游企業的客戶。但是，

如果垂直結合可能導致重大反競爭共謀的可能性很高，則主管機關可能不

要求顯示對這些間接購買者的損害，但可能主要關注對直接客戶的損害。

在上游聯合的情況下，直接客戶是下游企業； 在下游企業進行買方聯合的

情況下，他們則是上游企業。 

(一) 削弱非結合破壞性競爭者 

        垂直結合可能會透過消除或阻礙破壞性或獨行俠，來增強市場對聯

合行為的脆弱性，該公司在防止或限制參與任一相關市場的反競爭聯合

行為時具有重要作用。即使結合後的公司限制了目標公司的銷售是有限

的，這也可能導致競爭損害。例如，結合後的公司可能有動力利用投入

（上游）產品領域中的力量，獲得大量投入，從而增加了下游相關市場

中具有破壞性或或獨行俠競爭對手的成本，從而增加下游市場聯合的可

能性，這可能會使下游市場受益並損害下游公司的客戶。同理可證，結

合後的公司可能利用其在上游相關市場中的力量，削弱破壞性投入購買

者破壞上游聯合的能力，從而增加上游相關市場中聯合互動的可能性。

例如，上游子公司可能試圖引導其取消先前在結合前，市場上提供破壞

性公司的價格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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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消除結合公司對於破壞聯合的誘因 

       垂直結合可降低上游結合公司在相關上游投入市場中破壞或以其他方

式破壞聯合的誘因，否則這些市場可能容易出現聯合行為。與結合前的

聯合誘因相反，結合後的公司可能會認識到，如果其競爭對手為投入品

支付更多費用，則其下游製造業務將受益，透過引導這些競爭對手減少

產量或以其他方式不那麼積極地競爭，而結合後的公司可以自行供應給

其他下游部門。這種誘因的變化可以增加上游市場成功共謀或聯合的可

能性。如果結合公司的上游子公司一直作為獨行俠或破壞性買方，或者

如果下游結合公司在結合前的上游市場中，作為這些投入的破壞性買方，

則這種誘因將最為明顯。在這些情況下，垂直結合帶來的競爭問題將特

別明顯，因為可能會消除這些促進競爭的誘因。 

(三) 共謀濫用敏感性競爭訊息 

      為獲得對競爭對手的敏感競爭訊息，共同效果也可能出現在結合後的

公司，這可能有助於以下幾點： 

1. 達到市場參與者之間的默契。 

2. 檢測此類協議的欺詐。 

3. 懲罰欺詐的公司。 

(四) 聯合封鎖 

       如果非結合公司被垂直結合，垂直結合公司可能會導致被垂直結合公

司的聯合封鎖。聯合封鎖可能比單方封鎖更有利可圖，結果導致垂直結

合公司的封鎖行為會跟隨另一家結合公司的類似行為。垂直結合也可能

導致成本較大的對稱性，以及垂直結合公司更對稱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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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利競爭影響的證據          

主管機關考慮任何合理可用與可靠的證據來解決垂直結合是否會明顯

減少競爭的核心問題。該證據包括經濟證據和書面證據，證據來源與「水

平結合處理原則」第 2.2 節中規定的證據相同或相似。包括結合方、其客戶

以及其他行業參與者和觀察者的文件和聲明。「水平結合處理原則」第 2.1

節中描述的證據類型也可以提供有關垂直結合影響的信息，包含：完成的

結合中觀察到的實際影響，基於經驗的直接比較以及有關結合方的破壞性

作用的證據。既有的合約關係可能會影響一系列相關的市場特徵，主管機

關也可能會考慮在相關市場和相關產品細分市場的市場占有率和集中程度

（參見第 3節），儘管直接證據通常比這些結構性指標的替代品更佳。 

主管機關可能會考慮有關價格和上下游市場結合前競爭互動的證據，

兩個市場的客戶，在相關市場內競爭公司之間進行替代的能力，包括轉換

成本和產品差異化的作用，上下游總收入利潤率、投入品對下游競爭者的

重要性、上游競爭者投入品銷售對下游結合企業的重要性以及需求彈性。

在分析單方效果 時，他們還可能依賴有關轉移銷售價值、正面競爭和誘因

措施的經濟證據，以適應結合公司上游和下游的競爭對手，以及非價格響

應、易於進入和重新定位（參見第 4 節）。當分析共同效果時，主管機關還

可以分析市場脆弱性的證據（參見第 5節）。 他們也將會分析有關宣稱競爭

利益的證據（參見第 7 節）。 

主管機關不需要量化競爭損害或收益的證據，就可以評估結合可能帶

來的競爭效果。定性證據可能就足夠了。但是如果有足夠的數據可用的情

況下，主管機關可以構建量化結合潛在影響的經濟模型，這些模型將評估

包括非結合公司的價格響應、消除雙重邊際化與其他可識別的效率收益影

響，以估計可能對消費者的淨影響。但是，主管機關本身並不將結合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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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或其他量化證據，視為必要或結論性證據，因為對主管機關來說，此

類模型的評估結果，通常非常複雜，此類模型的結果可能對必要數據的可

用性、所使用的特定數據以及模型的假設和結構，過於敏感，因此，模型

的預測可能對所使用的各種因素和數據的變化不穩定。大多數此類模型僅

關注價格，並假設沒有結合前的聯合，這也將限制其預測的可靠性。主管

機關也認識到，一些標準的統計測試只是為了避免誤報，而不重視避免漏

報，這使得這些測試在確定交易可能的競爭影響方面不太可靠。因此，該

機構以懷疑的態度分析此類定量模型。 

七、競爭利益 

與水平結合一樣，垂直結合可以創造競爭優勢，從而增加競爭並使購

買者受益。垂直結合將互補資產（包括在供應鏈中不同級別使用的資產）

匯集在一起，以製造最終產品。結合後的公司能夠協調使用這些資產，以

透過公平合作或合約無法實現的方式來降低成本或改進產品設計和生產過

程。獨立的公司可以在設計新產品、共享信息和實現高效分銷方面進行合

作，但垂直結合可以透過共享專有信息和避免搭便車的誘因來改進流程。

垂直結合可以協調結合公司的獎勵措施，以便結合公司的每個部門都考慮

其對另一個部門採取行動的收益和成本。這包括將垂直或互補性結合可能

發生的“消除雙重邊際化”作為較低價格傳遞的誘因。成本降低或者是其他

效率也可能透過創建一個特立獨行的生產者來創造競爭利益，或者結合可

能會改變被結合公司的其他特徵，從而減少其參與共謀反競爭的誘因。 

垂直結合並不是總可以實現這些潛在的競爭優勢，許多結合公司不會

將投入品從上游部門轉移到下游部門，生剷投入品的子公司可能會面臨阻

止投入品轉移擴大產能的限制。由於不同的職能與公司文化，造成結合的

困難。企業有時會選擇在其部門間保持公平關係。 如果垂直結合可能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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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引起競爭損害，主管機關將使用「水平結合處理原則」第 10 節中規定

的方法評估各方提出的競爭利益主張的程度與可識別性。技術效率和促進

競爭的誘因利益只有在它們是特定於結合的、已經過驗證的情況下才能被

識別，並且不會因產出或服務的反競爭減少而產生。如果當事方能夠確定

可識別利益的特徵和幅度足以逆轉或阻止每個相關市場中的任何可能的反

競爭損害，並且已經確定競爭損害的合理可能性，則主管機關不會對結合

提出質疑。在進行這項分析時，主管機關將考慮某些聲稱的效率是否可能

伴隨著提高成本或降低競爭對手質量或創新的行為。 

(一) 技術效率 

      垂直結合可能會以透過公平合作或合約無法實現的方式改進設計、生產、

庫存管理、分銷與創新。透過協調結合公司的目標，結合可能會導致信息

共享、從而降低生產、分銷、廣告等成本。公司內部的合作與信息共享可

以帶來新的更好的產品設計，從而提高產品質量。透過結合專業知識和避

免重複，創新可能會更快更便宜。 

(二) 消除搭便車 

       垂直結合可以使每個結合公司考慮對其他子公司的成本和收益的評估，

若在沒有結合的情況下，都會忽略那些影響，則類似於消除搭便車的效

果，而消除搭便車的效果可導致更高的投資和更低的價格。例如，當其

中一家公司的結合前投資可能會增加兩家公司的利潤，但投資公司不會

考慮另一家公司的利潤收益，而且其自身的利潤可能太小而無法證明最

有效的投資是合理的。如果一個或兩個公司低估了他們的利益，分攤成

本的談判可能會失敗。因此，公司可能會進行較小的投資，這對自己有

利可圖，但會導致兩家公司的綜合價值降低。通過這種方式，另一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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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試圖以搭便車而搭上另一家公司的投資，便可能導致投資不足。 

(三) 消除雙重邊際化  

當垂直結合導致上游企業的投入以邊際成本而不是正的邊際成本價

格轉移到下游企業，並且下游企業也獲得正的邊際成本價格時，就可以

消除雙重邊際化（EDM）。如果這種 EDM 以較低利潤最大化下游價格的

形式傳遞，客戶可以受益。如果沒有結合或產出驅動的合約條款，下游

結合公司不會考慮上游結合公司因設定較低的下游價格和進行較高的銷

售和投入採購而增加利潤。獲得上游利潤可能會使下游降價有利可圖，

即使在結合之前它不會盈利，這可能使結合後的公司和下游產品或服務

的購買者都受益。在進行這種分析時，主管機關將假定結合公司的上游

和下游部門作為單一實體並選擇價格和其他行為來最大化它們的組合利

潤。主管機關不會假定將有足夠的 EDM 傳遞來扭轉提高價格的誘因或確

定的競爭危害（見第 5 和 6 節）。主管機關與各方提出的其他潛在可識別

的競爭利益主張相同的方式對待 EDM 傳遞。各方必須證明利益是特定於

結合的、可驗證的並且足以扭轉相關市場中的任何反競爭損害。由於各

種原因，EDM 的傳遞可能很小甚至不發生。結合前利潤率可能較低。下

游子公司可能無法使用上游公司的投入品，因為它使用了不兼容的技術，

因為它面臨著巨大的轉換成本，或者因為它被長期供應合約鎖定在其他

投入品供應商身上。上游附屬公司可能面臨產能限制或邊際成本上升，

從而限制其向下游子公司擴大銷售的能力或動力。結合方在結合之前可

能已經簽訂了一定程度上調整誘因措施的合約。例如，透過使用數量驅

使合約、數量折扣或具有固定費用和具有少許毛利單價的兩部分稅率。

如果結合的公司擔心其低價會擴散到其他下游和上游公司，或者如果存

在定價聯合，則 EDM 傳遞也可能不會發生。EDM 傳遞也可能受到最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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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或其他合約條款的限制或誘因。如果下游競爭對手也從上游結合公司

購買，EDM 轉手的動機也可能會減弱或消除。如果結合公司在下游市場

提高價格，下游競爭對手可能會增加銷售額，這可能會增加他們對結合

公司上游附屬公司投入品的需求。這種上游收益代表了 EDM 轉嫁的機會

成本，使 EDM 轉嫁的利潤降低，而結合後下游提高價格後的利潤更高。

相對於下游結合企業，如果競爭對手在結合前使用更多的投入或向上游

結合企業支付更高的價格，則這種抵消效果更大。為了消除雙重邊際化，

結合可能不是合理必要的。如果雙方在沒有結合的情況下能夠針對一個

實際問題來實現其結果，則不會是特定於結合的關係。主管機關不會僅

僅因為在結合前市場上沒有實現結合特定性就假定它是特定的，而是希

望各方提供關於結合前障礙以及結合將如何消除障礙的可信證據。對這

個問題的分析可能包括以下類型的歷史證據：雙方試圖達成協議，包括

在結合前的談判；業內其他公司為實現收益所做的努力和成功；結合公

司在處理不同部門生產和使用的其他投入的雙重邊際化方面的記錄; 如果

公司銷售多種替代或互補產品，則公司為考慮需求相互作用而做出的定

價決策；部門高管的公司文化和薪酬結構與高管部門與整個公司的表現

有關。主管機關不承認因結合前共謀或反競爭協議而導致消除雙重邊際

化的障礙。 

(四) 市場外競爭優勢  

       垂直結合和水平結合都可能產生市場外競爭優勢。例如，上游相關市

場的聯合可能會產生競爭危害，但同時下游相關產品細分市場可能會產

生可識別的效率收益，從而使下游企業的客戶可以同時受益。在多個相

關市場中也可能存在損害，但在某些其他相關產品領域或相關市場中可

能會受益。如果損害無法透過允許結合的同意令進行補救，主管機關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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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水平結合處理原則中的市場外效率方法（見第 10 節）。如果競爭損

害發生在一個相關市場，而競爭利益發生在單獨的相關產品細分市場或

相關市場，則這些市場外利益通常不會被視為可識別的。但是，如果利

弊“密不可分”，它們可能會在主管機關的“檢察自由裁量權”中考慮。 

八、反競爭假設 

      鑑於《克萊頓法案》第 7 條下適用於結合的初始標準以及現代市場結合

引起的更大顧慮，主管機關將對垂直和互補產品結合應用以下可反駁的反

競爭假設。 

主導平臺假設推定： 

      如果在其市場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平臺，將實際或潛在競爭對手收購，進

入到該市場，或進入垂直相關或互補性產品市場，則主管機關將推定競爭

可能會受到損害。該假設承認，占主導地位的平臺的市場力量將使其能夠

以各種方式排除實際或潛在的競爭對手，包括無法在平等的基礎上互相操

作或收取超競爭性的更高詢問價格。 

消除潛在參進假設推定： 

      如果沒有結合的情況下，結合公司中的一個或兩個有很大的可能性進入

另一家公司的集中市場，則主管機關將假設競爭可能會受到損害。這是因

為結合將消除參進的可能性或恐懼。 

破壞性或特立獨行的賣方假設推定： 

      如果集中投入市場中的上游結合公司供應其他結合公司的競爭對手購買

的產品，並且其行為阻止或嚴重限制了上游市場的聯合行為，則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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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假定競爭可能會受到損害。這是因為可以消除破壞性或獨行俠公司的限

制性影響，導致投入品市場價格上漲，進而可能導致下游市場價格上漲。 

破壞性或特立獨行的買方假設推定： 

      如果下游結合公司是上游結合公司或其競爭對手出售產品的購買者，並

且其行為嚴重限制了另一結合公司銷售該產品，則主管機關將假定競爭可

能會受到損害及其競爭對手在一個集中的投入市場。這是因為結合可能會

消除其以這種破壞性方式行事的動機。 

規避管制假設推定： 

      主管機關將假定，如果下游企業的最高價格受到管制，競爭可能會受到

損害，並且管制允許下游企業提高價格以應對成本增加。這是因為受管制

的下游公司可以提高其上游合作夥伴提供投入品的價格，從而增加上游利

潤和下游價格。如果結合涉及銷售互補產品的公司，也可能會出現規避管

制的行為，因為結合後的公司可能會提高產品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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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Facebook收購公司名單 

Facebook's Completed Acquisitions 

Announce Effective Price (USD) Company Year Primary 

Date Date Founded Market 

7/19/2007 7/19/2007 undisclosed Parakey 2005 Platform 

6/23/2008 6/23/2008 $31 millionᵈ Connect U 2004 Social 

Networking 

8/10/2009 8/10/2008 $47.5 

millionᵈ 

Friend Feed 2007 Social 

Networking 

2/1/2010 2/19/2010 undisclosed Octazen 2006 Data & 

Analytics 

4/3/2010 3/2/2010 undisclosed Divvyshot 2009 Media sharing 

5/13/2010 5/13/2010 40000000ᵈ Friendster 

(patents) 

2001 Social 

Networking 

5/26/2010 5/26/2010 undisclosed ShareGrove 2008 Messaging 

7/8/2010 7/8/2010 $2.5 millionᶜ Nextstop 2009 Location 

services 

8/15/2010 8/15/2010 $10 millionᵇᶜ Chai Labs 2007 Location 

services 

8/20/2010 8/20/2010 $10 millionᶜ Hot Potato 2009 Location 

services 

10/29/2010 10/29/2010 $10 millionᵈ Drop.io 2007 Media sharing 

11/16/2010 11/16/2010 undisclosed Walletin 2010 G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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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s Completed Acquisitions 

Announce Effective Price (USD) Company Year Primary 

Date Date Founded Market 

11/16/2010 11/16/2010 undisclosed Zenbe 2006 Messaging 

1/25/2011 1/25/2011 undisclosed Rel8tion 2010 Advertising 

3/1/2011 3/2/2011 undisclosed Beluga 2010 Messaging 

3/20/2011 3/20/2011 $70 millionᵇᶜ Snaptu 2007 Platform 

3/24/2011 3/24/2011 undisclosed Recrec 2010 Platform 

4/27/2011 4/27/2011 undisclosed Datum 2011 Data & 

Analytics 

6/9/2011 6/9/2011 undisclosed Sofa 2006 Design 

8/2/2011 8/2/2011 undisclosed Push Pop Press 2010 E-Publishing 

10/11/2011 10/10/2011 undisclosed Friend.ly 2010 Data & 

Analytics 

11/8/2011 11/8/2011 undisclosed Strobe 2011 Developer 

Tools 

11/8/2011   undisclosed Digital 

Staircase 

2008 Media sharing 

11/15/2011 11/15/2011 undisclosed MailRank 2010 Messaging 

11/23/2011   undisclosed WhoGlue 2000 Messaging 

12/2/2011 12/2/2011 3000000ᶜ Gowalla 2007 Location 

services 

2/12/2012 2/12/2012 undisclosed Caffeinated 

Mind 

2010 Media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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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s Completed Acquisitions 

Announce Effective Price (USD) Company Year Primary 

Date Date Founded Market 

3/8/2012   undisclosed Gazehawk 2009 Data & 

Analytics 

4/9/2012 9/6/2012 $1 billionᵃ Instagram 2010 Media sharing 

4/13/2012 4/13/2012 undisclosed Malbec Labs, 2011 E-commerce 

Inc/Tagtile 

4/23/2012 6/14/2012 $550 millionᵃ AOL Patents 

via 

  Platform 

Microsoft 

5/8/2012   undisclosed Glancee 2010 Location 

services 

5/15/2012 5/15/2012 undisclosed Lightbox.com 2010 Media sharing 

5/18/2012   $80 millionᵈ Karma 2011 E-commerce 

5/24/2012 5/24/2012 undisclosed Bolt | Peters 2002 Data & 

Analytics 

6/12/2012   undisclosed Peiceable 2010 Developer 

Tools 

6/18/2012   $100 millionᵇ Face.com 2005 Developer 

Tools 

7/14/2012   undisclosed Spool / 

Blueprint Labs 

2010 media sharing 

7/20/2012 7/20/2012 undisclosed Acrylic 

Software 

2008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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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s Completed Acquisitions 

Announce Effective Price (USD) Company Year Primary 

Date Date Founded Market 

8/24/2012   undisclosed Threadsy 2008 Data & 

Analytics 

3/1/2013 4/26/2013 $50-$100 Atlas 

Advertiser 

Suite 

2001 Advertising 

millionᵈ 

3/8/2013   undisclosed Mixtent/Storyla

ne 

2010 Social 

Networking 

3/14/2013   undisclosed Hot Studio 1997 Design 

11-Apr-13   undisclosed Osmeta 2011 Developer 

Tools 

4/23/2013   undisclosed Spaceport.io 2007 Developer 

Tools 

4/25/2013 5/23/2013 $85 millionᵇᶜ Parse 2011 Developer 

Tools 

7/18/2013   undisclosed Monoidics 2009 Developer 

Tools 

8/12/2013 9/25/2013 undisclosed Mobile 

Technologies | 

Jibbigo 

2001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8/23/2013   undisclosed Midnox | Luma 2011 Media sharing 

10/14/2013   $200 millionᵇ Onovo 2010 Data & 

Analytics 

12/17/2013   undisclosed Sportstream 2012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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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s Completed Acquisitions 

Announce Effective Price (USD) Company Year Primary 

Date Date Founded Market 

Networking 

1/8/2014   $15 millionᵇ Little Eye Labs 2012 Developer 

Tools 

1/13/2014   $15 millionᵇ Branch Media 2011 Messaging 

2/19/2014 10/3/2014 $19 billionᵃ WhatsApp 2009 Messaging 

3/25/2014   $3 billionᵈ Oculus 2012 Virtual Reality 

3/28/2014   $20 millionᶜ Ascenta 2010 Hardware 

4/24/2014   undisclosed ProtoGeo Oy | 

Moves 

2012 Data & 

Analytics 

3-Jun-14   undisclosed Pryte 2010 Platform 

6/24/2014   undisclosed Carbon Design 

Group 

1993 Hardware 

7/2/2014 8/14/2014 $500 

millionᵇᶜ 

LiveRail 2007 Advertising 

7/7/2014   undisclosed RakNet 2001 Developer 

Tools 

8/8/2014   undisclosed PrivateCore 2011 Platform 

12/14/2014   undisclosed Nimble VR 2012 Virtual Reality 

12/16/2014   undisclosed 13th Lab 2010 Virtual Reality 

1/6/2015   undisclosed Wit.ai 2013 Devel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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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s Completed Acquisitions 

Announce Effective Price (USD) Company Year Primary 

Date Date Founded Market 

Tools 

1/8/2015   undisclosed QuickFire 

Networks 

2012 Media Sharing 

3/13/2015   undisclosed The Find 2004 E-commerce 

5/19/2015   undisclosed TugBoat Yards 2012 E-commerce 

5/26/2015   undisclosed Surreal Vision 2014 Virtual Reality 

7/16/2015   $60 millionᵇᶜ Pebbles 

Interfaces 

2010 Virtual Reality 

10/3/2015   undisclosed Engada 2014 Emerging 

markets 

3/9/2016   $150 millionᵈ Masquerade 2015 Media Sharing 

5/23/2016   undisclosed Two Big Ears 2013 Virtual Reality 

8/8/2016   undisclosed Eyegroove 2013 Media Sharing 

9/19/2016 9/20/2016 undisclosed Nascent 

Objects Inc 

2014 Hardware 

10/13/2016   undisclosed InfiniLED 2010 Hardware 

11/11/2016   undisclosed Crowd Tangle 2012 Data & 

Analytics 

11/11/2016   undisclosed Zurich Eye 2015 Hardware 

11/16/2016   undisclosed Faciometrics 2015 Media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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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s Completed Acquisitions 

Announce Effective Price (USD) Company Year Primary 

Date Date Founded Market 

12/29/2016   undisclosed The Eye Tribe 2011 Virtual Reality 

7/24/2017   undisclosed Source3 Inc 2014 Platform 

7/31/2017   undisclosed Ozlo 2013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8/11/2017   undisclosed Fayteq AG 2011 Media Sharing 

10/16/2017   $100 millionᵈ Midnight Labs 

| tbh 

2013 Social 

Networking 

1/23/2018   undisclosed confirm.io 2015 Platform 

7/2/2018   $30 millionᵇ Bloomsbury AI 2015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6-Jul-18   $100 millionᵇ Redkix 2014 Platform 

  undisclosed Vidpresso 2012 Media Sharing 

2/4/2019   undisclosed Chain Space 2018 Digital 

Currency 

2/8/2019   undisclosed Grokstyle 2016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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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第一部分: 基本調查 

1 性別  □  男性  □  女性  □  非二元性別              

2 年齡  □  18-25 □  26~35 □  36~45 □  46~55 □  56~65 □  65 以上  

3 從事行業  
□  電信業  □  資訊科技業  □  金融保險業  □  電子業  □  服務業  □  娛樂業  

□  媒體業  □  零售業  □  製造業  □  交通運輸業  □  其他  ____________ 

4 公司成立年份  □  1 年以下  □  1~5 年  □  6~10 年  □  11~15 年  □  16~20 年   □  21 年以上  

5 
公司規模  

正職員工人數  

□  未滿  5 人  □  5~19 人  □  20~49 人  □  50~99 人  □  100~199 人  □  200~399 人  

□  400~599 人  □  600~999 人  □  1000~1999 人  □  2000 以上      ____________ 

6 
公司規模  

資本額  

□  500 萬以下  □  501 萬~1,000 萬  □  1,000 萬~2,000 萬  □  
2,001 萬~5,000 

萬  
□  5,001 萬~1 億      

□  1 億~5 億  □  5 億~10 億  □  10 億以上          ____________ 

7 
公司規模  

年營業額  

□  50 萬以下  □  50 萬~500 萬  □  500 萬~1,000 萬  □  
1,001 萬~2,000 

萬  
□  2,001 萬~5,000 萬    

□  
5,001 萬~1 

億  
□  1 億~ 10 億  □  10 億~50 億  □  50 億~ 100 億  □  100 億以上  ____________ 

8 企業結構類型  

□  上市公司  □  國營企業  □  獨資企業  □  合夥企業  □  有限公司  □  控股公司  

□  社團法人  □  公股民營  □  外國公司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9 
所屬單位 /部

門  

□  經營管理  □  人資管理  □  行政管理  □  業務銷售管理  □  行銷企劃管理  □  
資訊技術管

理  

□  研發生產管理  □  客服支援類  □  製造工程類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1

0 
所屬職位  □  初階主管（主任、襄理) □  

中階主管（副理、經

理) 
  □  高階主管（協理、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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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階營運主管（CXO、VP) □  其他       

承上題，如果為高階營運主管請問您的職務為  

 □  CEO 執行長  □   CAO 管理長  □   CFO 財務長  □   COO 營運長  □  CTO 技術長  □  CIO 資訊長  

  □  CMO 行銷長  □  總監  □  總經理、總裁  □  董事長  □  其他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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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第二部分: 垂直結合調查 

1 

您的企業在所屬產業鏈中，是屬於哪個環節? 

 □  上游:  原料件/生產/內容製作/IP 設計及 IC 設計/供應商/代理商 /原廠       

 □  中游:  製造加工/經營管理/產品設計/開發商/代工商         

  □  下游:  銷售通路/應用成品/代銷商/通路商              

2 
您是否為高階經營管理會議成員  

  □  是  □  否                  

3 
您的企業是否曾進行併購結合？  

 □  是  □  否           

4 

如果是，請問您的企業進行何種結合？  

 □  垂直結合：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上、下游關係者。  

 □  水平結合：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水平競爭關係者。  

 
□   多角化結合：指參與結合之事業非屬水平競爭關係及上、下游關係者。  
  

5 
請問您的企業在進行結合後與市場競爭對手（上游或下游 )價格是否有所差異  
 □  是  □  否  □  不清楚或不知道         

6 

承上題，如果"有"，請問價差範圍百分比大約在? 

 □  10%以下  □  10% □  20% □  30% □  40% □  50% 
 □  60% □  70% □  80% □  90% □  100%    

7 

依照公平會的分類，結合有五種樣態，涵蓋的範圍較廣，請問貴公司曾經或即將進行哪些樣態結合? 

 □  與他事業合併             
 □   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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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  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         
 □  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  以上皆非             
 □  以上皆是             
 □  不清楚或不知道            

8 

若看到好的數位化新創團隊或商業模式，您的企業會採取何動作？  

 □  併購  □  投資  □  成立新創部門仿效  □  持續觀察  □  專案合作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9 
您在結合過程的參與度？  （1-5 分計算，1 是最低，5 是最高，0 是沒有參與) 
 □  0 □  1 □  2 □  3 □  4 □  5 

10 

呈上題，您所參與合併 /收購流程為何? （可複選) 

 □  鑑別  /  自我評量   □  篩選目標公司    □  評價及會計處理（盡責查證) 

 □  評估與審核流程   □  協商議價    □  併後整合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11 

結合後，您認為對於企業帶來的好處，請協助評分（1-5 分計算，1 是最低，5 是最高，0 是沒有幫助) 

提高盈利能力  

 □  0 □  1 □  2 □  3 □  4 □  5 

市場占有率增加  

 □  0 □  1 □  2 □  3 □  4 □  5 

創造成本優勢  

 □  0 □  1 □  2 □  3 □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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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產品差異化  

 □  0 □  1 □  2 □  3 □  4 □  5 

12 

請問促使您的企業規畫進行結合的主要原因  （可複選，最多三項，以最主要的優先 ) 

請問促使您的企業規畫進行結合的主要原因  （可複選，最多三項，以最主要的優先 ) 
 □  擴張營業區域/增加市場占有率 /克服進入障礙  □  新業務領域拓展 /多元化增長業務     
 □   國內競爭者增加     □   客戶需求增多 /改進客戶服務     

 □  
 引進實務經驗 /專業知識技

術取得  
  □  獲得先進技術/獲取新技術能量     

 □  
獲得品牌品質/塑造品牌價

值  
  □  增進資本運用效率 /提高資金運用     

 □   國外競爭者增加     □  法令要求重整或合併的壓力 /遵守新的立法  

 □  
以上皆非（未從事結合計

畫)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13 

請問您的企業在評估結合時考慮的要件為何? （可複選，最多三項，以最主要的優先 ) 

 □  產品或服務利基點  □   提升股東價值 /提高市值  □   可擴展的邊距    
 □  經驗豐富的管理人員  □   穩固的分銷通路    □   清潔資本結構    
 □   需要額外融資   □   乾淨的操作歷史    □  最小的訴訟威脅    
 □   地理鄰近    □   債務再融資可能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14 
您的企業進行結合時通常花多少時間完成與另外一間公司談判溝通? 

  □  半年  □  一年  □  兩年  □  三年  □  三年以上      

15 
請問您的企業以多長時間內衡量交易的成功？  

 □  一年  □  兩年  □  三年  □  三年以上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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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針對您公司想要併購時所遇到的障礙? （可複選，最多三項，以最主要的優先 ) 

 □  評估結合後產生之效益不足 /無法達成協同效應  □  企業文化不利併購 /企業文化不兼容 /跨部門溝通問題  

 □  結合標的開價過高    □  股權分配問題/股東或管理階層抗拒     
 □   對結合標的不夠熟悉 /估值不易/市場相關資訊不足  □  現有員工權利問題 /組織建立或變動問題  

 □  管理階層資源或能力有限 /人才找尋或培養不易  □  法令與監理者態度 /法規因素     
 □  無資金/資金不足     □   引入新科技或是擴大科技應用門檻過高  

 □  曝露出信譽風險     □   社會大眾的看法不利併購     
 □   競爭限制關係     □  以上皆非（無特別的障礙)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17 

請問您的企業在計畫結合時所遇到的障礙或者導致結合失敗的主要原因為何? （可複選，最多三項，以最主要的優先 ) 

 □  國內競爭者增加   □  國外競爭者增加    □  營業區域擴張     
 □  客戶需求增多    □  引進實務經驗    □  股東要求增加     

 □  
法令要求重整或合併的壓

力  
□  新業務領域拓展    □  專業知識技術取得  

 □  成本協同效應/規模經濟  □  以上皆非（未計畫從事併購活動 )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18 若您對於企業結合 /併購執行時，從企業面 /國際面 /政府面有任何建議或是對於本次研究有任何想法，歡迎在下方留言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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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深度訪談大綱 

訪談同意書 

 

專家先進 鈞鑒： 

    公平會委東吳大學研究團隊進行「垂直結合實證分析法之應用調查」，期

望透過此法協助企業與相關部會進行量化評估，提供結合/併購過程中，難

以量化估計之市值計算數據參考，並彙整市場趨勢與國際相關資料以及企

業執行時所面臨之問題與建議，期望透過本次研究做為公平會將來評估實

務運用之基礎、協助案件處理之應用及彙整市場行為之參考。 

 

研究的目的主要是瞭解目前－ 

一、 產業類型與國際趨勢。 

二、 進行市場界定與業態分析。 

三、 垂直結合實證分析法之應用與企業執行價值主張。 

四、 國際競爭優勢與發展策略。 

五、 企業建議與未來法規實務應用參考。 

以期提供企業、學界與相關部會做為垂直結合市值估算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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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訪談各項資料僅做研究之用，敬請安心接受訪談！您的意見對本研究

至為重要，訪談時間約為一小時，十分感謝您撥冗接受訪問，打擾之處，

尚祈見諒！ 

 

若您不同意姓名及個人資料公開，請勾選以下匿名訪談選項。 

□ 匿名訪談，將您的姓名及個人資料隱匿不公開，改以代號稱之。 

 

敬 頌 

時 祺 

 

公平會及東吳大學研究團隊 敬上 

 

計畫主持人：東吳大學經濟學系 邱永和 教授 

協同主持人：碩達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陳相宇 執行長 

 

聯絡人： 陳相宇 

連絡電話：（02）2362-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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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02）2362-5560 

手機 : 0936-801-283 

電子信箱：jennysu@solarix.com.tw 

 

同意受訪參與本研究並同意研究者使用訪談過程中的內容 

受訪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簽名) 

研究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mailto:jennysu@solarix.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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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非二元性別 

 年齡：□26~35  □36~45  □46~55  □56~65  □66~70  □71以上 

 工作年資約: ＿＿＿＿＿＿＿年 

 連絡電話：＿＿＿＿＿＿＿＿＿＿＿＿＿＿＿＿＿＿ 

 連絡電子信箱：＿＿＿＿＿＿＿＿＿＿＿＿＿＿＿＿ 

 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曾經擁有企業垂直結合/併購之經驗： □是  □否 

 貴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貴公司成立至今約: ＿＿＿＿＿＿＿年。 

 貴公司現有員工人數：＿＿＿＿＿＿＿＿人。 

 貴公司型態：□上市/上櫃公司  □公開發行  □公營機關  □一般公司 

 貴公司行業別： 

□電信業  □資訊科技業 □製造業 □電子業 □服務業 □娛樂業 □媒體業 □零售

業 □交通運輸業 □金融保險業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貴公司資本額：＿＿＿＿＿＿＿＿＿＿＿＿＿＿＿＿＿ 

 貴公司年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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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問題綱要 

一. 產業類型相關: 

• 請問貴公司產業類型為何? 對於市場定位及未來發展有何想法? 

• 請問對於數位轉型項目或商業版圖擴張計劃有何想法? 如:跨業或跨

域、結合/併購、聯盟計畫… 

• 請問企業在同類型市場銷售狀況及市場反應為何? 銷售利潤百分比一般

大約是多少? 

 

二.  市場業態分析: 

• 請問目前供應商/經銷商大約多少? 同業競爭者大約多少? 

• 請問上下游供應商的現況或配合模式，企業是否對於未來有結合/併購

規劃? 

• 請問企業在同業市場的市占率大約是多少? 如果規劃結合/併購，下游

廠商是否有替代性選擇? 

• 請問企業在訂定價格的考量因素或策略主要為何? 如: 市場競爭力、投

資報酬率、薄利多銷、以量制價、品質決定價值… 

 

三.  垂直結合/併購估算與價值考量: 

• 請問透過垂直結合/併購，希望可以達成什麼效果? 如: 提高盈利能力、

增加市場占有率 創造成本優勢、打造產品差異化…；與執行前差異或優

劣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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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對於上下游廠商大約售價比?或毛利率為何? 

• 請問企業年度銷售額（價格)為何? 或競爭對手相比為何? 

• 請問如果進行上游下游廠商結合/併購計畫，期望企業能增加多少獲利

或提高多少市場占比? 是否會調整銷售經營策略? 

• 請問如果進行結合/併購計畫後，期望反應在年度銷售上的幫助或比例

為何? 對於與競爭對手銷售是否有所區隔? 

 

四.  國外競爭狀況: 

• 國外市場競爭與跨國平臺類型服務越來越多，是否對現行業務造成衝

擊? 

• 請問是否有考慮自建平臺或推廣新服務類型計畫，與其他業者合作? 可

能投入的資本額為多少? 

 

五.  建議與反應: 

• 請問對於目前數位經濟在經營策略上的發展與考量? 關於結合/併購執

行時，從企業面/國際面/政府面有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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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深度訪談內容 

受訪者編號 1: 

1. 問題：請問貴公司產業類型為何? 對於市場定位及未來發展有何想法? 

回答：原來通路是封閉的。因為產業跟科技創新的關係，現在對原先傳

統媒體影響非常大，尤其是社群媒體的崛起（例如說 Netflix 等）。產業

鏈的關係已經不太一樣了，傳統媒體被科技牽著走，被新通路牽著走 

（例如 Facebook） 。通路的影響很大，需要受制於不同通路的規則。要

考慮通路的觸及率，考慮是否要付費。A-VOD（廣告型隨選視訊），上

傳之後通路不會付內容錢給製作商，是如果有流量、有觸及率之後才會

收到收益，例如 YouTube，會用推薦的，通路推用戶看，流量才會高。

變化很快，資源跟科技能力搶占用戶眼球。越多人看才能產生更多價值，

這個產業因為新科技，已經很難競爭，用戶的選擇太多了。 

 

2. 問題：以前電視台是一個平臺，現在很多人都不上電視台，而是上

YouTube或是 Facebook，對你們的影響？ 

回答：傳統媒體收入是 20-30%是來自授權有線電視，原先 500萬戶現在

掉到 470 萬戶，收視戶的繳費中的 250 塊分給有線電視台，而每家電視

台的收入是使用尼爾森收視率調查，使用去年的數據分給有線電視。每

家電視台的有線電視的占比不同，廣告收入不同，有線電視授權費的收

入也不同。另一個收入來自於廣告，大概 6成到 7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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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問題：戲劇上有線電視是否也是收益來源? 

回答：新聞台沒有製作內容，其他戲劇台如果沒有自製，則是跟中國

大陸或是日本或是別的地方買戲劇，而且是在拍好之前就要下單，一

集成本可能要 3萬美金。而且大多不是獨家，因為除了在有線電視平臺

之外，可能在其他媒體上，例如愛奇藝或是其他平臺。而且不是無限

撥放，是有撥放次數以及期間的縣市。NCC 現在有規範新播率跟舊播

率的比例規範，不能一直無限重播。 

廣告的收益也一直往下掉，因為現在人的習慣改變，很多公司要下廣

告會找廣告代理商，之前是請代理商分配不同渠道的比重，現在很多

都是直接下新媒體例如 GOOGLE 或是 FACEBOOK 可能比有線電視效

益來的大。廣告商也會依照尼爾森收視率報告或 TA（目標客戶）分析

的不同去選擇下不同的頻道，例如三立、民視、年代等受眾都不同，

而去選擇下不同的電視頻道。 

 

4. 問題：有線電視台會有自己的廣告代理商嗎? 

回答：目前傳統各台電視台，幾乎沒有自己的廣告代理商，數位平臺

上有代理商。廣告部分，代理商的權力很大。因為廣告代理商背後的

客戶很多，擁有比較多的談判權。 

因為如此所以比較沒有垂直整合的部分，比較多的是水平整合，因為

上下游的權力很大。 

 



   
 

291 

 

5. 問題：因為數位媒體跟傳統媒體較勁的關係，是否未來有可能垂直整

合？ 

回答：台灣的傳統媒體要轉換到數位媒體會比較難。OTT 平臺又不太一

樣，要管很多串流的東西或是軟硬體，傳統媒體通常不知道如何做。美

國案例HULU，因為OTT平臺要夠大，美國市場夠大，才能夠撐得起這

個平臺。現在有在做新媒體的傳統媒體沒有那麼多，例如像是民視跟三

立，台灣目前遇到的困境就是內容沒那麼豐富，例如中華電信的 MOD

（屬於 IPTV）早期就是努力往數位媒體這塊邁進，但是因為是半國營，

可以有比較多的資源可以發展這一塊。NCC只管 Cable，不管 IP這塊。

所有有線電視都在抵制上 IPTV，如果在 MOD上，那會被掉到後面幾台，

可能就會影響到廣告收入，有線電視台的上游就是廣告商等。 

現在有線電視的戲劇拍 10 部虧 6 部，因為眼球太多，所以不見得有人

買。現在就是搶眼球，因為頻道越來越多，內容越來越多，看能夠分到

收視觀眾多少時間，因為觀眾的時間有限。推薦系統就像是 7-11會去精

算要把哪些商品放在客人容易看得到的地方，就像是有線電視的推播。

免費平臺大多都是以廣告作為收入，目前上去這些平臺內容基本上都是

無價。 

6. 問題：中天現在收掉一台轉往數位平臺的成效你怎麼看？ 

回答：雖然中天在數位媒體的平臺上的成效很好，但是收入很低，因

為像是中天就是少了因為尼爾森被分的 13 塊收益*500 萬戶，實際上

YouTube平臺上面的收益很少。因為這樣爭議很多，像是最近很沸沸揚

揚的澳洲事件，認為數位媒體免費剽竊內容，但是這樣要能夠改變要

是政府立法要求才能夠改變的。建議是把這些數位媒體當作入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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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作為收益來源。要成立向是 YouTube那些數位平臺，server等都

不是問題，重點是 CDN，頻寬太貴了，以個體來說，其實 YouTube 跟

Netflix 都還不賺錢。台灣太多電視台（光 NCC 發的執照都有三、四百

台），其實日本也只有三家電視台，資源可以互相調配，而且收視觀眾

人口真的差太多了。台灣拍一部片可能只有幾千萬，美國可能有幾億，

因為美國拍片，他們知道可以行銷到全世界。 

7. 問題：科技媒體，愛奇藝或是 YouTube，有可能數位媒體整合傳統媒

體嗎？ 例如很多線上店，也會開立實體店，像是做為展示店。 

回答： 以台灣來說還是有難度，因為有線電視台利潤空間有限，規模

不夠，還有新媒體上面的收益太少。國外市場較大，錢夠多，他們是

可以買下有線電視台的。 

8. 問題：像是中華電信這種有錢的公司是否有可能買下傳統電視台？ 

回答：中華電信有他的電視台愛爾達，通常有錢的平臺像是愛奇藝會

從買別人的內容，好的內容，後面自己拍自己上，或是自己成立一個

電視台，而不會去買現有傳統電視台。像是 Netflix 現在都是自己拍，

傳統採購方式是要買別人的內容，大多都需要去參展，去採購。而有

比較大權力的平臺，大多都是採購了授權各國可以在平臺上面看，播

幾次，但是他們又不太是以廣告為收入，而是以會員費做為收入來源。 

9. 問題：如果新媒體目前勢力夠大，例如麥卡貝，是否可以結合網紅等

資源，成為一個新的勢力？ 

回答：麥卡貝紅的也只有一個一日系列，最近也申請執照要上傳統媒

體。但是只有邰智源的行銷跟置入有賺錢，其他的部分都是在花錢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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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錢，所以資金不夠多。這些平臺在台灣很難賺到錢，因為行銷跟置

入都比較少，他們也有自己的 IPTV，但是也是不賺錢。 

10. 問題：有可能國外平臺買台灣傳統媒體嗎？ 

回答：國外買台灣的媒體吸引度較低，最多會買內容或是劇，沒有太

多動機買台灣媒體，像是迪士尼也是退出台灣傳統電視了。台灣電視

台可能會慢慢轉換成為製作公司，新聞台可能還會存在，但是其他的

可能就會變成製作內容然後在各個平臺播出或是販售。例如八大的狼

人殺等，因為內容很長，所以YouTube這種平臺就很愛，因為收視觀眾

會看很久，不會跳著看。這些內容的不會有時效性，但是新聞就有時

效性，再紅的新聞也頂多炒熱兩周。 

台灣傳統媒體被侷限在科技創新中，但是又很難做科技創新，不像是

其他國家能夠去做科技創新，因為台灣不重視。像是 Uber 進來，台灣

計程車在抗議一樣。像是電信台灣都是在賣老本，可以去做一些製作，

台灣市場不夠大資金不夠多很難去做自己的 OTT，MOD 是特例，但是

也是透過補貼等撐著，也是很困難的成長到一百萬用戶。 

我們努力在做改善創造頻道價值，但是要買硬體，但是大部分人不曉

得如何用。VOD 檔案上架到非線性平臺，改變大部分人的收視習慣，

努力提供這些服務，讓收視觀眾可以不要剪線、不要退租。在 Cable這

邊要增加一些內容可以去選擇收看內容（但是大多是以免費的頻道）。

有線電視若選擇妥協將 YouTube 等平臺養大後，就會造成收視觀眾剪

線。數位平臺大家知道是一個趨勢，但是大家搶不到，像是三立成立

VOD 平臺，但是虧兩億之後收起來，因為大家的收視習慣不同，大家

寧可跨區到大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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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問題：媒體的收益跟市場占有率是否有關係？ 

回答：現在媒體的市場不好計算，因為市場占有率是有邊有際的，但是

現在的收視習慣是無邊無際的，除了跟新媒體其他平臺搶之外也跟現在

人的生活習慣去搶（例如上健身房的時間等）。但廣告預算有限，投放

標的會受到影響，平臺有新技術可以精準投放知道觀看但沒有第三方數

據支持，所以廣告主還是會有評估上的考量，電視台廣告雖然大家會抱

怨廣告投放不準，但是還是只能找尼爾森看數據，因為整個業界型態就

是如此。 

不同有線電視台的合作有很多策略，例如是很有名的內容，大家都想看，

或是新播率的問題，或是一起出資合作，可能是分潤或是各賺各的。 

12. 問題：上游是廣告代理商、製作公司嗎？那下游是哪些？ 

回答：上游是廣告代理商、製播公司、數位行銷（這比較少）、政府活

動例如跨年活動（但是幾乎都是虧錢）、選舉。下游是 Cable 商（提供

VOD），或是 OTT平臺。 

13. 問題：希望政府能夠怎麼幫助媒體發展？ 

回答：NCC 權責有限，因為只管有線電視，其他平臺無法可管。行政

院目前提到會成立數位部門，管數位平臺，這或許會有幫助。例如

YouTube 這些平臺擁有大量資源，收費、收益和規範上都是他們說的算，

台灣媒體業者單獨跟他們談幫助不大，如果是透過政府的角度去談，收

費或分潤機制，或許會有幫助，但還有很多分潤問題需要解決。對於新

聞類或者專業領域的頻道，希望要有媒體認證，要做區隔，在平臺新媒

體和有線電視混雜的狀況下，誰在網路上都能說新聞，但是有些是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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檻和專業性的，認證媒體在各平臺上有正常露出或是有競爭力，也要能

夠在這些平臺要有媒體公信力才是正確的。 

我們未來想要整合各家有線電視做 VOD，但還在努力中（VOD 在平臺

上面可以看直播與點播）。 

 

受訪者編號 2 & 3: 

1. 問題：如果產業依照公式套用，上下游利潤率：1:2是否合理？ 

回答（受訪者編號 2）： 1:2，單純產品來說，差不多。 

但是實際不會單純賣產品，而是會包裝增加很多加值服務，這要另外算。

（例如附加價值、軟體服務等） 

2. 提高價格、客戶是否會移轉？ 

回答（受訪者編號2）：多少會，但是若要提高價格，也需要有理由，所

以不會隨便抬高價格，除非有附加價值其他服務才能跟客戶說明價格提

高原因。因為合併關係，市占率有所提升，對市場訂價上與上游原廠比

較有說話的空間。 

3. 市場上第一大跟第二大合併，公平會一般只會算單方面的效果。價格

提高的話，要看是否有創新的成分在，而不是單方面提高價格，影響消費

者，這你怎麼看？ 

回答（受訪者編號2）：例如我們在併購刷卡機廠商的案子，是第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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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併，但是也不會貿然提高價格，因為跟第三大或是其他廠商的實際

商品差異並不會太大，會顧慮消費者的流動，事實上用戶還是會有選擇

和制衡效果，所以事實不一定是合併就抬高價格對消費者不利。 

4. 在上下游合併的時候，會不會提高其他下游廠商的價格，影響其他下

游廠商的利潤？ 

回答（受訪者編號 2）：台灣資訊市場要壟斷有點難，因為廠商太多，反

而要增加很多差異化，才有可能有價格上的變化和調整。 

回答（受訪者編號 3）：不會，因為產業特性，我們上游是代理商，不是

原廠。通常訂價權跟原廠相關，所以也沒有辦法單方面決定價格，進而

影響下游廠商。 

5. 既然併購沒有辦法對市場有太多的價格控制權，為什麼要整併？ 

回答（受訪者編號2）：在不同市場上，可以賣更多不同產品，之前該產

品沒有跨足的，可以藉此進入。 

回答（受訪者編號3）：要賺管理財，在管理面有很多重複的部分，可以

減省人力。另外是要跨足不同市場，有些公司對某些產業有影響力，如

果併購了，同時也可以進入不同市場，跟原廠也比較有議價權利。 

6. 問題：所以會有兩個效果，一個是綜效，一個是對於原廠會有比較大

的議價、抗衡能力。主管機關在合併會看的不是只有單方效果，還會看的

是其他效果，例如是看是否會不會有抗衡的力量，這你怎麼看？ 

回答（受訪者編號2）：對客戶的掌握度可能可以提高，例如原來對某一

個大客戶，只有賣某一產品，因為併購了，會有可能會賣其他更多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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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解決方案，客戶也會對廠商有比較大的依賴效果。如果客戶很多產

品都依賴某一家廠商，這樣要把這家廠商換掉也比較難。 

例如中菲電腦是在賣財富管理系統的公司，在市場來說也有 80%的市占

率。但是說要完全獨占或是控制市場，也不是這樣，因為客戶不會單獨

只看個案的價格還有其他的考量。以資訊軟體來說，技術都是可以開發

的，不過有些客製化會提高其他廠商進入門檻，因為初步開發投入成本，

會很高。 

回答（受訪者編號3）：為什麼資訊業要整併，在台灣來說也是增加台灣

的競爭力，如果台灣廠商可以合作，一起走出台灣，也是有助於提升台

灣對外的競爭力。 

7. 問題：為什麼想要併系統服務商？ 

回答（受訪者編號3）：我們是系統整合商，為什麼想要整併代理商？就

是因為以往我們下單給代理商的數量很多，但在代理商的部分卻比較沒

有價格話語權，也常要不到代理商的支援。例如客戶要某項產品，但是

卻會受制於代理商或者原廠，不一定要得到好價格。 

8. 問題：除了對代理商的控制之外，還有沒有其他併購的因素？ 

回答（受訪者編號2）：我代表的公司現在與未來的目標就是水平整合、 

他（受訪者編號 3）的則是代理商有關的垂直整合居多。 

我們的投資策略分三種： 

（1） 15%（財務上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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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5-40%（合併營收，有實質掌控，但是要維持原有公司 

             的特性） 

（3） 50%以上（要納進來自己做的） 

回答（受訪者編號3）：因為我們需要穩定、不斷的成長，所以也要不斷

透過併購，來得到成長的空間。例如我們現在目標就希望回到千億的市

值。我們現在的目標跟對內部的 KPI也是要不斷擴大版圖，不是新增公

司就是併購新公司，來增加營收。 

9. 問題：請問目前供應商/經銷商大約多少？ 同業競爭者大約多少？ 

回答（受訪者編號 3）：資訊服務業、SI 上面來說，我們集團算是第一

名。 

代理商方面，B to B最大是零壹、聚碩、群環。（我們是第六或是第七，

未來目標是做到前三名），聯強是 B to C的第一名 

10. 問題：現在合併的案例只有台灣嗎？還是有國外的？ 

回答（受訪者編號 2）：我們也有在大陸做生意，大概是 3、4家。 

回答（受訪者編號3）：我們也有買上海公司做微軟的廠商，這樣的策略

是為了在原廠有比較多的話語權跟聲量。在中國做生意如果沒有門路，

購併公司增加門路，也是一種策略。另外是大陸也比較有排他性，所以

購併當地廠商，也是為了能夠跟當地人溝通、做生意。 

11. 問題：為什麼會考慮併購其他國家在地公司，如何知道找到對的公司

併購？ 

回答（受訪者編號2）：有以往經歷，瞭解人事還有不同國家做事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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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所以會在地化，除了做台灣跟中國大陸的生意之外，公司也有策

略說要做到東南亞，這也是未來的規劃，用人上也會雇用當地人做當地

生意。 

回答（受訪者編號 3）：就是找最大的。 

12. 問題：所以你們未來也是放眼國際？ 

回答（受訪者編號3）：是的，在美國也是有跟原廠合作開公司在矽谷。 

13. 問題：是否有在購併的時候遇到國外投資競爭者？ 

回答（受訪者編號2）：在國內外都遇到其他競爭對手，就像是佳世達。

但是內部在審核投資標的時，老闆看的就是綜效。 

回答（受訪者編號3）：有，像是之前遇到日本競爭者，在日本投資借錢

是沒有利息的，而且在日本當地他們是地主隊。 

14. 問題：要如何確認在併購的時候不會買到空殼公司，一堆員工離職？ 

回答（受訪者編號 2）：人很重要，併購的時候要花心力去整合還有觀

察人的狀況，通常在併購的時候自己先離開的都是高階經理人，但是

只要給予尊重，中低階的都還是會留任。例如併購某公司的時候，很

多員工的薪資都有提升，在併購留人的時候也要注重人和。 

回答（受訪者編號 3）：重點就是上面的人不見得要留，但是下面的人

要留著。 

15. 問題：關於結合/併購執行時，從企業面/國際面/政府面有何建議或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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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受訪者編號3）：政府在資訊服務業的扶持，目前看來比較像是多

頭馬車，例如政府鼓勵中小企業資訊應用上雲端，台灣自己做雲平臺、

又鼓勵 AWS、Azure等廠商來台灣設廠。但是為何不跟國外廠商合作一

定比率，不要全部自己開發，可以搭配國外成功原廠，一起來做。國家

在提升雲能力的部分應該要國家拉到國家角度去考慮跟去談這件事情。

台灣軟體協會這幾年在做訂價的部分，在服務的訂價部分要提升，而不

是買菜送蔥，應該要尊重智慧財產權，軟體跟服務應該要分開，而不是

買產品送服務。例如政府或投資產業在第二年維護有不能超過 8%這種

數額在實務上就有合理性的問題。如果政府要提升台灣軟體能力，第一

個就是要尊重智慧財產權。另外是資訊安全的部分，政府在標案裡面要

寫有資訊安全相關的，要求要有固定份額是台灣自行開發的資訊安全軟

體，而這些軟體可能沒有經過國內外駭客試煉，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情

形。 

受訪者編號 4: 

1. 問題：請問對於數位轉型項目或商業版圖擴張計劃有何想法？ 如:跨業

或跨域、結合/併購、聯盟計畫？ 

回答：集團轉投資 30-40家，其中有實質控股的公司約 20幾家。 

都是很不相同的多角化經營，比較少水平整合。電信業是傳統產業，進行

轉型已經 10多年，經營數位機上盒也已經 13年，收視戶約 200多萬戶。

投資有聲書、串流音樂，也算是向上投資內容廠商。 

實質控股的 20 幾家，有因為公司內部育成計畫，員工出去開的公司。例

如公司內部分出來的資訊安全公司，資通訊相關的投資。有往下延伸到通



   
 

301 

 

路發展的公司。該公司除了通路之外，也做手機代理經銷。集團正職員工

約 2萬人 

2. 問題：購併後市占率是否有增加？ 

回答：應該是有，但是難以計算，客戶數會成長，但不好衡量，因為大

多有間接因子，是否是強因子很難說。最重要垂直整合是看對集團的整

體效益是有增加。母公司營收約 1900億。 

在固網方面市占率約 90%以上。寬頻上網，約 400多萬的客戶，市占率

約 4-5 成，這部分是成長的，毛利率也是最高的。而在行動通訊方面為

34-35%，這部分是持平的。在資服這塊，營業額在整個集團來說是第

一名，在市占率的部分可能約有 10% 的成長。 

3. 問題：獲利率 1:2是否正確？ 

回答：整體公司的毛利率不甚太高，因為有些資通訊的部分是合作國家

基礎建設，算是為國家付出，所以毛利不會太高。 

集團算是最早就開始做雲，迄今也已十多年了，Azure、AWS、Google

也逼近到全世界來了。集團不會去投資這些國際大廠，但是會合作。集

團對其他雲端資訊服務公司也有投資，例如在做 Azure 服務的某公司，

集團也有投資（向上投資）。 

電信整體角色很多元，很多時候很難定義上下游，在有些時候角色會互

換，有時候會成為別人的通路，或是下游。在數位化的趨勢下，新經濟

很難區分上下游，傳統產業相對容易定義。如果水平整合，對市占率會

比較有影響，例如去併小家電信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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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問題：集團有計畫要去買媒體或是製作公司投資拍片嗎？ 

回答：有想，但是沒有真正去做。因為投資金額都很大。 

5. 問題：是否有跨國企業合作? 

回答：之前有跟Netflix合作，但是侷限在商務行為上，沒有做財務上的

投資。跨國的合作會在集團國際公司，例如該分公司投資在印尼的分公

司。 

6. 問題：在政府上是否有什麼建言？ 

回答：例如韓國是全國上下傾全力在媒體製作。電信與媒體息息相關，

消費者為什麼要用電信，內容是相當重要。如果國內市場完全自由，

OTT廠商就會嚴重瓜分市場，因為他們沒有甚麼成本。而我們不是，例

如我們需要拉電纜，這些成本都很高，但是 OTT 卻不用付出甚麼成本。

建議國家要對這樣的市場做適當的管控，有些是要適當鬆綁，例如政府

採購法，應該要鬆綁，尤其在資服產業，ICT 最大的客戶是在政府，但

是預算卻相當嚴苛，這樣產值會相當弱，例如專案經理，每個月金額相

當固定，這樣對台灣的數位發展會相當縮限。 

受訪者編號 5: 

1. 問題：請問貴公司產業類型為何？對於市場定位及未來發展有何

想法？ 

回答：公司主要作為專業半導體封裝，未來主要是以提供客戶專屬服務

與設計為主要發展方向。市場上競爭定位仍是主要以中國與韓國作為競

爭對手來競爭，產業中仍是希望朝向降低成本或提高生產效率作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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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利來源，若能降低 10% 的研發成本或者是生產效率就算是非常不錯

的成果。公司在服務客戶階段抓得非常的緊密，滿足客戶主要的部份是

因為共同研發，在 design in 階段就完成客戶需求。這對於客戶來說是主

要降低其成本最佳的方式，而目前半導體封裝產業的營收已經無法單純

靠價格來取得訂單，而是長期合作的信任與默契維持。也因此客戶之間

的特性不同，並不會造成矛盾與衝突，客戶自然不會有因價格或其他因

素而游移跑掉。 

2. 問題：請問市場結構大概如何？產業特性？ 

回答：半導體封裝同業之間的價格競爭非常激烈，因此價格非常透明，

價格差異很小，客戶必須要高附加價值的服務來維繫彼此雙方長期的合

作關係，比較貼近完全競爭市場的概念。目前供應商主要仍是台灣台積

電與聯電等晶圓廠為主來滿足公司需求，因為成本因素，客戶也比較不

會傾向 design house，而主要向我們公司直接洽談封裝設計需求。 

3. 問題：結合後的成效與效應？ 

回答：近兩年受到疫情影響，需求量大增，比較難以判斷是因為疫情原

因還是半導體封裝需求增加所致，因此仍比較保守看待結合需求，加上

之前某結合案的因素，造成市場沸沸揚揚一段時間，直到近年才比較穩

定獲得圓滿落幕，主要歸因是同屬競爭同業許多年，在水平結合的過程

仍存在薄弱的互信基礎，需要更多時間磨合與討論，但也非常欣慰的能

獲得最後的圓滿結果。 

4. 問題：請問企業在訂定價格的考量因素或策略主要為何? 

回答：如先前所談，價格訂定並非是客戶決定訂單與否的主要考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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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策略主要在於滿足客戶服務需求，在前期就能夠 design in，來降低

客戶額外無效率的成本支出，提高客戶競爭能力。 

5. 問題：請問透過垂直結合/併購，希望可以達成什麼效果？ 

回答：公司結合案的需求主要是提升企業市場競爭能力，以之前公司的

結合案來說，公司和合併公司以投資控股的方式在 2018 年合併，結合

後 1-2 年仍在磨合與討論彼此的定位，看不出預期綜效，但經過持續充

分討論與交流合作之後的 1-2 年，逐漸可以看見綜效的呈現。以目前來

說，雙方客戶與產品差異性有區隔，所以在價格定位上也會不同，無法

以一個售價比率來呈現結合後的價格變化。 

雖然雙方結合但仍以營運獨立作為主要合作精神，但透過投控公司為主

來主導雙方的合作得到共同的優勢，主要仍是以採購與研發兩個面向來

發展，這兩年下來就逐漸明朗結合後的綜效成果。以目前投控公司的成

效來說，已經能夠創造成本優勢降低約 2%的營運費用，但是對我們公

司來說，費用並沒有減少，但是卻可以提升研發效率，減少無效率的產

品開發，這樣的情況也是相同在合併公司的營運上也看到類似的效果。

換句話說，研發效率的提升可以透過結合減少無效率的相同投入，進而

將資源投入於更前瞻的產品架構，有助於提高市場競爭能力。而原本銷

售客戶存在市場區隔性，因此合併後的市占率差異也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6. 問題：請問對於上下游廠商大約售價比？或毛利率為何？ 

回答：剛剛有提過，半導體封裝產業的市場價格競爭非常激烈，彼此差

異不大，在創造客戶價值鏈的降低成本過程中，主要設計或服務是否存

在著高度附加價值來區隔，例如客戶希望透過我們代購低附加價值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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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毛利率大約介於 25%-30% 就已經屬於很不錯的交易，而附加價值

高的設計或服務則會依照客戶或產業類別不同會有比較大的差異。但原

則上，透過成功的 design in 來降低客戶總體成本，自然也得獲得較佳的

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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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座談會內容 

1. 問題（一）：因疫情以及全球競爭帶來的影響，是否對於企業選擇結合

的原因或目標有所改變？ 評估的標準與依據通常著重在哪？ 如何預估結

合後所帶來的效益？ 

專家回答（財團法人中華租稅研究中心 W先生）： 

        對於這個議題裡面的疫情跟全球的競爭，對於企業選擇決策的目標

是會有改變，這是當然的，從疫情的角度來講，包括大家看到帶來有關

於財經濟或者是線上線下的這種整合模式的蓬勃發展，對於這個企業來

講，未來經營模式方面跟進行結合，因為包括垂直整合有更多的一個策

略性的思考這是必然的，所以對增強這所謂的現有的經濟模式的短板，

很多企業是願意做出更大的投資跟選擇不同的結合的對象。 

        這個議題來講，除了這個疫情跟競爭，還以競爭力角度來看，這個

地緣政治的變化，尤其中美的這個對立跟中美的交易戰，那對於很多企

業來講，談到中美的交易跟經濟脫鉤的這個問題，談到其實很多企業目

前面臨到的問題，包括在外銷歐美的國家裡面的所謂中國的這樣一個發

酵，那企業對企業在決策跟他的全球的佈局呢，以及他在進行結合的時

候呢，他就會有不同的考慮。那思考的面向到底要怎麼佈局？全球佈局

怎麼做？那到底應該是結合哪一個國家的，那就不是有必然的影響。從

這個消費市場或者供應的供應鏈的這個角度來看的時候呢，對經營台海

兩岸或者兩個國家民生消費品牌，那我想很多企業承擔了更多的政治風

險，所以在佈局上面要更審慎的考慮政治的風險怎麼降低。這個對企業

的創新、勢力的選擇都會被考慮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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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結合的企業，考慮方向上怎麼樣注意避免涉及到這裡談到衝突的

問題，跟這個競爭的關係涉及到保密的問題，涉及到技術跟國安的問題，

要在結合裡要怎麼去避免要涉及到國家安全的產業標題或者是技術的併

購，因為這些部分在併購的時候、或者結合的時候，會讓你這個交易很

難完成。所以為了這個政治因素或者是地緣政治的考慮疫情方面，供應

鏈怎樣在思考自己要能夠掌握到多少的商品來源，會讓很多企業對於所

謂的垂直整合會有更多的興趣和迫切性。 

        回來看一個整體，談到所謂的評估的標準跟依據這個面向與議題來

講，需要針對不同的企業，它的企業經營的策略跟它可能會導致的綜合

的效益的來做為它其中一個基礎。當然這一些不同的策略跟綜合效益的

看法，不同企業有自己的思考和面向，但是基本上對於企業的核心的價

值，對於這個經營的客戶跟地區來講會相對的會思考到這個將來未來結

合的對象，他也同樣的一個問題需要去被考慮的，因為它的地點在哪裡

等等。所以如果以一般的來看，當然知道說結合在談重要跟價值的面向

來看的時候，當談到怎麼是強結合增加最穩定的供應鏈，強化我們競爭

力，強化著我們企業的經營的模式，怎麼縮短我們的進入的門檻或者降

低阻力？對一個產品的開發或者是的時辰以及新產品的這個摸索，或者

是通路跟品牌，如何彼此團隊之間的、不同團隊之間的互補，或者是互

相 1+1大於二。更重要的是包括怎麼取得大客戶，談到所謂電信公司，裡

面有很多是跟客戶有關係的策略，怎麼去消滅競爭者，增加市場的認同

等等，這些或許是企業在進行結合過程中迫切性的要進入這個市場的因

素。 

         到底哪個因素對他們來講是最重要的，作為整個評估和衡量的一個

基礎，當然在衡量的時候，除了這些企業的這個效益之外，越來越多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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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因為競爭也好，或者地緣政治的一些因素也好，實際上很多跨國企業

它不應該只有考慮效益的這個問題，其實本身也會考慮到政府的管制措

施的問題。這些管制措施，這些風險法規、當地的法規等，可能會在法

律上會面臨到什麼樣的審查，甚至在未來的部分，會不會結合了之後面

臨到不同的反壟斷。舉例自身經驗，原來有配合的事務所，經過併了之

後變成全世界第一的時候，合併完後第二年被美國政府強迫要拆開。後

來我們一個部門賣給 IBM，讓 IBM 從硬體的轉型到軟體，就是因為我們

的這個部門賣給他。所以很多企業會考慮做的一件事情，我的利益是什

麼？可能我的風險跟代價會是什麼，其實企業都會把這個因素納入考慮。

他不是不會考慮，不止考慮是臺灣的法規的要求，甚至也得考慮在中國

大陸併的時候、在歐洲併的時候，那個國家的相關的管制要求。另外這

個風險面的思考當然也要考慮到怎麼樣來支持這個結合裡面的這個資金

或者資本市場對於這個併購的支持如何。很重要一個因素當然是併了之

後能不能產生預期效果，結合的整合會不會產生所要的效果？就是在整

個在衡量和考慮的標準的時候，會因為不同的企業不同的考慮。 

        其實很多企業在談結合併購的時候，很多因素都是假設性因素，預

期未來會怎麼樣？更重要的是本來結合了沒問題，結合了之後，搞不好

大客戶跑掉了。所以這些因素是讓企業在衡量這些因素跟效果，它是會

隨著情況而改變，到底併的時候談的市場面和產業面的利益和非利益的

問題，但是事實上本身公司的併購的這個效益不一定是那個方向，還是

有不確定性。所以這個議題裡面談到說對於預估結合帶來的效益，談的

樂觀的跟不樂觀，其實不只是這個整合的成功不成功，它會變成這個預

期的東西能不能達到、會不會達成的效果，那這些因素對於企業在進行

這個東西的時候在考慮這個面向，那對於主管機關在考慮他的問題的時

候可能思維面向又不一樣，所以不同的角度在思考的時候，會有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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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不同看法，且為了公益的目的或者為了企業私利的目的也會不一

樣，這裡會是在談這個探討這個主管機關是否准許，的確是需要花一點

時間去研究。 

 

專家回答（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胡均立教授）： 

           在疫情下為什麼會選擇結合，就一些個案來討論。在這個疫情下，發

現一個現象叫做短鏈，就是供應鏈會縮短。第二個，有一些特定的產品在

被搶購，例如說像這個現在很流行網購跟物聯網，所以帶動紙箱又變熱門。

以前賣紙業會覺得是傳統產業，現在紙竟然缺到很多果農有水果，但是找

不到紙箱裝、有水果可能找不到貨櫃，那就是運輸業的影響。所以這種情

況下為了掌握這些特殊的要素，台商可能就會跑到越南或其他國家去進行

結合。主要是掌握關鍵的這個要素，或者是這個零組件。另外一個例子，

在報告裡面可以看到富邦金去對日盛金結合。眾所皆知，日盛金傳統上是

一個以證券為主，而富邦金當然種類很多，包括富邦產險擁有目前國內第

一大的產品市占率第一，市占率 25%。故此時結合富邦可能有一個動機，

就是想要去取得這個正確的通路，這個可能是通路上的結合。談及判定結

合案是否應該通過，第一個就是把垂直市場剝很多層，每一層都要看，結

合了以後每一層是不是有這個市占率，比如說超過 50%的情況？它的壟斷

力量在特定的層級是否有大幅上升？ 

           另外一個就是垂直的轉換率，那在特定產業當然 1/2 也許或者是 2 也

許是一個參考值，建議可以提一個程序去幫助判斷它是大於等於或小於 2，

如果沒辦法每一個都用計量去估，也可以很快找到一些輔助法則去判定是

大於等於或小於 2。並且我們發現說如果高於 2 越多，就是它的這個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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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越高，以企業來說可能就越傾向說這個結合案它的限制競爭不經濟會比

較大，如果小於二越多，那可能他限制競爭不經濟就可能會越小。 

 

專家回答（文匯法律事務所 廖郁晴律師）： 

           在疫情期間，從大概 2021 年過完年到現在，發現其實併購案不減反

增。臺灣市場、日本市場，甚至以色列，東南亞到處有所謂的併購案發生，

廠商從臺灣廠商到國外廠商，國外併臺灣，臺灣併國外或者是聯合加起來

去併日本。原因第一個為企業要打開通路，因為既有通路有相對被封鎖的

問題，併購可以協助企業快速取得市場。那第二個是為取得關鍵的零組件，

實務上最常遇到的狀況可能是上游晶片取得的問題，企業需要穩定的供貨，

所以企業就希望透過併購可以以較短時間，快速的去確保說企業跟要併購

對象可以有一個穩定的交易，通過這種方式企業少了溝通的成本。在另外

一個部分的話，就可能在本業上面發展看到瓶頸，企業希望透過併購，快

速的去滲透進市場，所以發現在疫情下，一般認為好像事業應該會發展停

頓的情況之下，整個併購事業反而是非常非常熱的。此外還有一個，在現

今相比以往來說較為公開的原因，就是資金的轉移的需求，也就是說企業

需要在短時間把資金做轉移，必須要一個位置，那不管是購置不動產也好，

或者就直接轉移到一個股權的自由，那也會讓企業有併購的誘因。 

 

2. 問題（二）：在進行垂直結合實證分析法的時候，我們發現要取得垂直

轉換率或者下游與競爭對手市場占有率較難，一般用 1:2 來計算，但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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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面可能有所落差，請問如果依產業的特性來看，有什麼樣的建議或者怎

麼樣的調整，可以更貼近產業應用，做為以後結合估值參考依據？ 

專家回答（國立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張宏浩教授）： 

           以結合案來說，在疫情以後會越來越多，然後會朝向數位化的走向。

現在的問題是其他各國一直對這個數位經濟都有一些宣誓的白皮書，像前

一陣子歐盟出了那個數位市場的管理法，但是現在公平會還沒有正式的提

出他們的白皮書。雖然最近有個案子，foodpanda 是很接近，這個

foodpanda 案子一定會在競爭法，不管學術還是實務上留下一個非常重要

的里程碑。這是第一個公民會正面處理這個平臺的案子。以業界來說，因

為結合案對業界是非常的重要，主要是臺灣的公平交易法實行的方式是事

前申報許可制，像剛剛 W 先生提的案例，國外的是事後審查制，事後審

查制的風險就是可以自己結合，但是後續可能就要進行結構性的分拆，這

個是很危險的。但是對我們國內的廠商還是業者來說，當然是希望知道怎

麼做才能有所遵循，所以也是呼應希望公平會趕快把數位平臺的白皮書趕

快做下來。數位平臺白皮書對今天的案子來說就非常的重要，因為預期越

來越看到的結合案會從水平的慢慢走向垂直的。Amazon跟Whole Foods就

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但是 Amazon 跟 Whole Foods 還有一個東西在報告書

裡比較沒看到，就是數位平臺的特質。那 Amazon 跟 Whole Foods 之所以

後來造成這麼大的震撼，就是在評估的時候沒有把 Amazon 的平臺效應產

生的威力評估進來，就是他們覺得這是一個上下游甚至是朝向多角化的概

念去處理，但是後來發現一結合以後，Amazon 連無人商店都踩進來，他

直接在 Whole Foods 市場上引起了相當大的震撼，這是當初評估的時候沒

有考慮到的。回應到這個問題，這個 1:2 的做法是常常在用的，這個在實

務上絕對是照產業的特性在認定，甚至是不同公司的形態在認定。一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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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的實務做法是，諮詢產業主管機關的意見，這是比較具體的做法，因

為公務機關在做，大家知道有人背書總比自己來算好，所以像一般像金融

案子的合併案，都是金管會提供意見，所以比較務實的做法應該是會遵循

主管的機關的意見，然後利用蒐集到的產業訊息，作一個簡單的推斷。 

           回頭再談一下這個 GUPPI 的概念，這 GUPPI 的概念基本上不是算說

結合以後會怎麼樣，而是潛在裡可能價格會增加的效果。這個是潛在裡可

能價格上漲的效果，是照現在市場的結構去推算。所以GUPPI基本上在用

的時候是有一點點它的限制在，這個可能要說明清楚。第二個是覺得在這

個計畫報告裡面，甚至可以把這個計畫的重要性再突顯。有另外一個概念

來看，就是後面可能會談到，公平會在處理案子的時候通常要先界定市場，

界定市場的時候要算所涉案廠商的市占率，然後再做其他的經濟評估。但

是遇到像數位平臺這種東西，最困難的就是第一步，比如說我們講Google

好了，它牽扯到太多邊了，它有一邊是對他的客戶，就是廣告商，有一邊

是對我們使用者，價格都不太一樣，所以會有點麻煩。所以市場如果一旦

沒辦法界定，後面就覺得完全沒辦法做。以自身經驗來說，那時候我在

OECD 開會，提了一個新的概念，我是針對這個數位平臺，就是說我們先

跳過市場，我們比如說拿 GUPPI 先來算，那 GUPPI 這個算基本上就是一

個競爭傷害的概念。所以先跳過市場不管，如果GUPPI可以算出譬如說潛

在裡要漲價 15%，那這個一定是他們是在同一個市場才會有可能會出現這

一種互相傷害的效果。如果是完全區隔的市場它是沒有，所以後來我們有

在談說 OECD會議的結論就是我們要競爭傷害，直接算，先跳過市場，這

樣就可以加速那個審查的步驟，這也是在各個國家競爭主管機關得到了一

些同意後。我有一篇文章在做 Uber 進來對臺灣計程車市場利潤的影響，

我就是直接算那個競爭傷害，但是我不是用 GUPPI，我是用比較傳統的經

濟學的做法來算。概念上就是跳過市場，因為那時候吵最凶，就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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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跟計程車是不是同一個市場，連公平會那時候在審查的時候都有面對

一定的挑戰。那時候就直接拿來算，後來發現 Uber 進來以後計程車的利

潤少了 10%以上，表示說這兩個一定是有競爭的，不然的話不可能計程車

市場的利潤會少，所以是覺得在這個計畫最後的時候是可以強調給公平會

的建議，以後在做結合案的時候是可以直接從競爭的傷害來談。還有另外

一個這邊今天好像沒有談到，公平會的結合案審查的時間，真的是壓迫感

很大，就是確認收件 30 個工作天要做這麼多的事情，就剛剛有提的怎麼

界定市場來說，基本上蒐集完資料就已經快一兩個禮拜了。所以 30 天想

要做這麼多事，那一定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很有效的事。所以後來都是提

倡是不是我們就從競爭傷害來看，跳過市場，不然這個好多的事情都沒有

辦法處理，所以現在 1:2 這個東西，結論還是依照市場的認定，然後還是

遵循公平會一般的做法，由產業機關主管機關來提供方法。 

 

專家回答（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胡均立教授）： 

           實際上垂直市場的併購案，在目前是越來越多，那尤其是發現臺灣目

前包括金融市場，還有一般製造業也出現了集團化的一個趨勢。集團化的

趨勢裡面總部可能會就他產業發展的需要，比如要掌握關鍵零組件，或關

鍵技術。譬如說更早以前也看到鴻海去併購日本的夏普，事實上也是一個

垂直市場裡面的一個併購，不完全是在精密製造這個水平的階段，那如同

垂直市場的這個競爭形態，跟傳統水平的一些分析，還有結論是不完全相

同。我們知道過去在經濟學裡面通常會強調市場越競爭，社會福利越大。

這樣的一個觀點其實在垂直上未必會成立，垂直上用最簡單的方式也許可

以把它看成很多層的水平市場，從最上游的技術設計，可以去算壟斷力。

另外中間有製造能力的壟斷力，最後的銷售有銷售能力的壟斷力。在物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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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的時代，還出現一種叫通路的壟斷力，所以現在如果廠商要大規模增加

它的垂直後的市場力量，裡面通常會帶來重大改變的包含通路跟平臺的結

合案。結合案因為通路跟平臺具有很大的壟斷力，例如有一家集團併了

Ubereats或 foodpanda，在現在疫情下很多這種食物類的網購，可能是透過

這兩大平臺，還有一些是餐廳業者有自己的外送服務。可以想像說這個平

臺本身如果是被垂直整合或是平臺本身去買上游了，牽扯到這類平臺的結

合案，我認為是應有一個垂直轉換率的考量，就是除了水平的這個市占率，

結合後的市占率的計算以外，另外要考慮到垂直的轉換率或垂直的壟斷力。

因為會討論到垂直的結合案所產生的這個壟斷力，到底是不是二。 

           垂直市場的經濟理論，第一個就是說這個下游大概就是一個單純的轉

售，這個時候發現如果上游賣給下游也是獨占，就叫連續獨占。下游獨占

轉賣給消費者的這個階段越多，消費者越受害，對通路本身也不是好事，

等於是被認為是多了一層剝削，就是說一個垂直整合後的獨占會優於這個

連續獨占。所以既然要轉一手，不如就直接由這個垂直整合的獨占賣給消

費者，所以垂直整合會增進社會福利、會增進通路的利潤，會增進消費者

剩餘。接下來的問題是，第一個如果下游本身也有成本的時候怎麼辦？那

第二個下游如果它所提供的加工或者它提供的這個服務本身是有很高的附

加價值的時候，這樣的一個結論是否還會成立？就階段越少越好，這樣的

結論還會成立嗎？第三個，如果下游它本身是一個平臺的時候，這樣的一

個垂直整合真的會增進效率嗎？還是說反而讓垂直後的壟斷力大幅提升？

其實對其他廠商會可能會形成不公平的競爭，那在過去本身也做了一些研

究，發現了上游民營化它的效果跟下游民營化不一樣。而過去文獻大致表

示民營化，大部分時候只要競爭加速夠多，其實民營化會帶來社會福利改

善。這樣的結論在上游民營化普遍都會成立，因為上游它有定價的動作，

掌握了要素或者是設計、甚至是規格。這個時候把上游民營化，它會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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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下游的定價的或需求曲線成本的一種拉動的一種行為。這種上游的民營

化或者是上游私有化，其實對社會不利。例如想像成台電民營化，若照自

己利潤極大的目標去定價，那整個物價都會上漲，所以不見得是好事。 

           上下游之間的關係，第一個通常在線性需求的函數，下游是一個負斜

率的直線，那它的邊際的收益線就是剛好會縮回來，大概在 1/2 的地方，

所以這個假設下游市場的邊際收益線，在垂直市場裡面就變成是這個下游

市場，他在這個決定採購量或單純轉送決定採購量時候的有效需求曲線，

所以這個需求曲線會內縮，那剛好縮進去那個幅度是 1/2，所以倒過來就

變成兩倍，所以第一個說為什麼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假設不是 1/2 就是兩

倍，其實跟線性需求角色有關，那如果需求是非線性，這可能就會有問題

的，就不見得是 1/2 或者是兩倍，就是說要看產業實際的狀況。第二個是

如果上游也有製造或服務的行為，下游也有製造或服務行為就未必是這樣，

而且假設下游的製造或服務行為是會增進附加價值，比例也不見得是兩倍

或 1/2，所以這樣的一個假設其實比較適合用在單純的這個轉送，而且是

市場需求曲線為最終的需求曲線為直線的情況。第三個，這個結構的上游

賣給下游的轉成本的轉嫁率跟賣給其他競爭對手相比，到底這個比例是多

少？假設是兩倍之類的，這個其實也是有一些跟市場裡面有一些偏離，其

實在特定的製造業裡面，它下游的邊際成本實際上是高於上游，甚至下游

搞不好是上游成本的兩倍，因為不見得是單純的轉售。故較有顧慮的部分

是簡化模型得到的結論會不會對我們在實務上的一些垂直結合案的申請，

會產生一些特定的看法。 

 

專家回答（文匯法律事務所 廖郁晴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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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在實務上處理併購案的經驗，有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基本上不是

所有的結合案件都需要申報，而是有門檻的。結合申報門檻以目前所有量

的標準來看的話就是市場占有率跟銷售額。以市占率來說，兩家廠商以上

為 1/3，單一廠商為 1/4，而這個前提是須要先把市場畫出來。在畫市占率

的時候水平結合的案件裡面是相對簡單的，因為廠商對於自己的市場的占

有的狀態，跟相關產品的一個市場的一個販售狀態，會有相關資訊可以掌

握。但在垂直結合的一個情況，往往都會很困難。第一個是本來就是在不

同的產品市場，所以市占率的評估本來就會不一樣。再來所謂兩個市場占

有率加起來 1/3 這件事情，這也有困難，因為在所謂的下游通路市場跟上

游的原物料供應市場的市占率是不可能加起來的。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遇

到垂直結合的時候，這個應該怎麼去把它做量化？那有沒有可能用所謂

1:2 成本取得概念等等，去試算說如果取得這樣一個垂直的上游的市場之

後，市占率會怎麼樣做轉換，這個是廠商的試算。如果自己內部評估，通

常不管是國內或國外，基本上都會委託律師事務所，因為廠商沒有這個概

念。但律師事務所常常也沒有標準可以去做試算，所以現在第一個問題就

是需要什麼樣的資源去算出個案有沒有到結合申報的門檻，或是應該用什

麼判斷來看？第二個實務上的狀況是，個案認為不符合，也就是認為沒有

到結合申報門檻，所以沒去報，但事後舉發，主管機關認定需要申報。這

個就會有一個認知差距存在，或者是個案認為符合所謂 1/3、1/4 的門檻而

去申報，但主管機關審視之後認為沒有到達門檻，所以他認為說這個是不

需要來報的結合。而這個都會有時間差跟效率，就會發生政府管制的無效

率。就本身理解，不管在日本或者是在美國，在提結合申請案之前，皆有

一個單位可以先去溝通的。就整個這個併購，如果可以事先溝通，相對說

明清楚在這樣的一個結合狀態，要如何抓市占率、政府機關大概用什麼態

度來看，個案可以先過了第一關，甚至在提初步文件，讓主管機關承辦部

門初步審閱，若認為此個案可以不用來報，將對產業界會有相當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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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從案子開始到結合申報提出去之前，前面大概會有三個月到半年的評

估時間，就是在算市占率決定說這個案子到底要不要提出去。倘若相比臺

灣廠商去併購國外廠商來說，臺灣廠商併購國內廠商這是小案件。但是通

常都是所謂的跨國併購，要去考慮市場是美國、中國，歐盟，日本等各國。

常常在遇到臺灣要不要提出結合申報這個判斷的時候，我們的意見都是最

後的，會是一個懸而未決的狀態，而這個問題在垂直結合跟多角化結合特

別嚴重。也因為這樣子，伴隨的就是到底結合申報要不要進行？這個門檻

怎麼去界定？由誰來認定？標準是什麼？這些問題對產業界就非常的重要。 

專家會談（國立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張宏浩教授對於 文匯法律事務所 

廖郁晴律師問題之答覆）： 

           國際上像 OECD等皆提倡申報門檻使用銷售額，因為市占率通常企業

自身知道各自是多少，但是不知道占產業多少，更不知道競爭對手占多少，

尤其是發生在敵意合併的時候。臺灣雖為少數幾個不放棄以市占率作為評

估門檻的國家的其中原因是，兩三年前數位平臺的相關結合案越來越多，

以數位平臺案來說，往往結合的時候它是小鯨魚，它銷售額很低。但是一

旦核准結合通過之後，一年之內小鯨魚就整個長大起來。所以在美國的主

管機關，反而又多一個權利，即使當下核准，但是一年以後有權利把企業

抓回來重新檢視。在這樣的情形下會變很紊亂，也導致業者更亂，搞不清

楚說為何現在核准過了怎麼一年以後又被又被主管機關罰了。所以臺灣不

但有銷售額，還有市占率的雙保險。主要是因為後來平臺經濟越來越多，

也因為平臺的東西的市占率不知道如何計算，所以公平會決議就還是維持

現行機制。 

3. 問題（三）：因新型態的商業模式崛起，企業除了結合也可能透過結盟

或跨業態進行合作（平臺/生態系…），在過程中進行資訊交換，或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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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交換，是否會造成不公平競爭的產生？亦或者促使交易更透明化，有

助於自由競爭？ 

專家回答（中光電智能雲服 林玉女董事長/中光電 資訊長）： 

          中光電集團為了要永續經營成長，在 2000年開始，就啟動整個中國大

陸很綿密的一個生產佈局，從整個平面的顯示器到液晶的背光模組，從投

影機到光學的零組件的製造廠，而其中有一些就是透過併購。以生產佈局

來說就是積極實現垂直整合的策略，在垂直整合的策略過程當中，集團從

臺灣像蝴蝶式的散開到各個的生產的基地，持續的強化、優化數位轉型，

從智慧製造的數位轉型系統、智慧供應鏈管理上下游平臺，目標提供集團

客戶從零組件到半成品到系統化整個產品設計一條龍的生產製造，以及全

球的售後相關的服務系統上下游，以達供應鏈強烈有效率的整合。集團自

2017年開始陸續發展的這個人工智慧雲端價值服務新事業，這些新事業就

是陸續的併購或是網羅一些優秀的技術團隊人才。集團通過了很多合併案，

以聯盟擴展市場是最基本的一個成長策略的一個做法，未來必須去突破因

為資料或是技術政治化所導致的這個行業發展的界限，如何加大水平、垂

直擴充？利用併購戰略的合作聯盟多管齊下，再加上透過互聯網生態系統，

還有前瞻思維系統創新的這些商業模式就會是各個產業要去做轉型的方向，

以創造更高附加價值，這現在所有科學園區每一家高科技公司夢想要做的，

其中有兩個要件，第一個是選擇合適的夥伴，進行各式各樣形態的結盟，

或者是跨業不同異業的一個合作，會是很多企業普遍選擇。 

           第二個就是如何打造並強化供應鏈的彈性，例如疫情引發的這個航運

的擁擠度、零組件的短缺、供電方面，因為企業會需要非常多特殊的這種

材料組建高科技的產業，企業更需要有一個更多元更可靠，而且是有彈性

有韌性的供應鏈的體系來支援生意跟營運，應用於一連串不確定的變化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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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4. 問題（四）：國外市場競爭與跨國平臺類型服務越來越多，是否對台灣

企業造成衝擊？ 企業因應的對策為何？ 另外，國外企業與台灣企業在進

行企業結合上有什麼不同點? 優劣勢為何？ 

專家回答（旺同數位顧問 葉天濃總經理/前旺旺中時總經理）： 

           以自身經驗來說，參加過包含 2011 年旺中在內的併購案，經過十來

年後，國外市場競爭與跨平臺服務類型越來越多，是否對臺灣企業造成衝

擊？站在產業或者是使用客戶行業別角度來講，從流通業這個角度，當一

般消費者跑到流通業、跑到便利商店、跑到一般賣場去買東西的時候，消

費者是希望盡可能在一次的情況下，在一個地方的情況下一次購物、滿足

所有的需求，所以這樣創造的價值是不是有造成所謂的壟斷？這其實從消

費角度跟一些公部門的考量，可能是可以去探討。而在這個情況下之外，

是否會對企業造成衝擊？的確是會造成衝擊、的確因為國外特別在企業經

營上的產業知識，深厚的一些人文藝術跟氣質的培養情況下，他們的經營

的文化其實是有別於臺灣的，因為臺灣的人在長期經營下，沒有感受到國

外的一些震撼和衝擊，所以當外來企業文化進入的時候衝擊其實是強烈的、

是明顯的、是易見的，所以在這情況下那臺灣企業必須知道如何生存。 

           以流通業來講，例如美廉社要做出差異化，相對性來說差異性，要符

合更本土、更貼近體系。例如當消費者初一、十五、初二、十六要買掃帚、

買金紙、買燒金桶、三牲四果這些東西時，美廉社就可以提供這方面購足

的條件。把流通業的案例套到媒體業這個產業性會不會也是一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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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說企業就像生命一樣，生命自己會找到出路，只要政府的法律沒有特

別強烈去限制什麼，企業他一定是兵無常勢，水無常形，一定會變一直改，

為什麼？因為開公司最重要的是什麼？就是要賺錢，所以一定會一直變一

直去改。但是如果在媒體這個行業來說，媒體上中下游，有很多產業上游

包含創意製作公司，中游包含平臺，最後到家戶裡面的所有的系統，包括

接觸到每個人的受眾族群也都不一樣，所以若問產業裡面會不會做垂直整

合？相信這在今時今日各大媒體或者是各大集團也會一直想要做這件事情，

不然蘋果在賣的時候不會出現五個買家。而產業為什麼要做垂直整合？當

然有一個很大的因素，就是企業其實是要做產業一條龍。相信在政府從

2011年到現在經歷過那麼多的併購，跟實際上也知道怎麼去計算、怎麼樣

分析是否有達到所謂的壟斷或者是反壟斷的定義跟標準。這個其實不是大

問題，因為如果垂直之外平臺是水平的，例如這些廣告公司會不會有併購

或壟斷的體系，這邊可以大膽的說，臺灣的媒體創意公司、廣告公司可能

有到上萬家，可能那些公司有些小的話可能只有三五個人，但是他的創意

是從老一代、從以前的父執輩那時候就開始傳承下來，舉例有一些很多傳

統的公司或者是客戶，舉例像在奧運或者是世界四大運動、重大賽事的時

候，大家就會常常看到媒體在賣一些廣告，這種客戶在下這些廣告的時候

當然都是因為他們可能在那時可以取得比較好的價格，跟受眾族群比較大

的影響力。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的商業 CP 值夠丟到相對的錢，可以讓廣告

主的受眾群更輕鬆的達到這個效果跟目的，這個在新媒體時代在跨媒體時

代也會越來越多。在八年前到十年前 Google 的廣告剛進臺灣的時候，那

時候該企業的業務似乎試著跟臺灣各大的新聞網站，還有一些媒體、有流

量的網站公司去談什麼 Google 的機器人廣告，那個時候本身也跟業務同

仁去講，這個洪流是擋不住的，上網查一下，Google是何其大的公司、想

法何其多、策略何其完整，企業要怎麼去應用這個潮流，而不是去擋這個

潮流。所以其實一直很鼓勵，當立法機關、政府機關，在壟斷法或是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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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這件事情上可以多考慮一點，從這個角度切入，針對一些國外大型公

司，進入臺灣時再做這些事，以跟我們本土競爭做一個差異性的區別，法

律上看是不是能協助找出來區別。另一個例子，現在目前所有人都在談雲

端，可相信臺灣是沒有一個本土雲端可以上得了檯面，因為前三名全部都

是外商，本土企業也想要做，但是不太容易做出這件事情。所以基本上當

外商進來臺灣這個市場，而我們臺灣本身在商業競爭的邏輯上，基本上是

跟國外是迥然不同的，臺灣本土廠商是比較接地氣，但是國外進來其實就

是一個比較正規，一個比較完整的配套，這是文化上的差異導致出來。所

以政府如果能夠保護一些中小企業去做這些發展的話，會對產業更有幫助。

而至於壟斷的競爭，因為臺灣的廣告公司太多了，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壟斷的競爭，從媒體到平臺這件事情，其實市場的機制它會自然去淘汰，

這是市場自然的機制會去決定。相信當政府機關在訂定這些標準的時候，

除了保護的產業跟生態，其實還要再多考量一下市場，市場會有自己的生

命和出路，當然如果政府有時候限制比較多一點的時候可能就會扼殺創意

跟原創。相對於來講，在系統的部分，它的節目內容或者是它的形態，媒

體的內容，就必須得去做一些反應跟應變，以磨成這個產業往前去滾動跟

邁進的方向。 

 

5. 問題（五）：請問對於目前數位經濟在經營策略上的發展與考量？ 在結

合/併購執行時，從企業面/國際面/政府面有何建議或考量？ 

專家回答（聚芯資本 官振華合夥人）： 

           以實際經驗來說，第一點是若要合併案要避免申報的冗長程序，大多

會選擇在其他避稅國家進行，或是讓整體規模縮小，因為若要進行合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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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往往整體程序就要半年。其實在這個市場上看到最大的狀況是現在

很多所謂的數位經濟新公司，現在接受的融資幾乎都是海外的。 

           第二點就是公司就算不在海外，大多也會設法把公司設到海外去、以

企業來說最後的目標就是放到國外去，因為一般公司若要進行各項申報程

序，通常在這些公司好不容易找到人來投資的時候都快沒錢了，再加上公

平會、投審會要執行六個月的話，普遍公司就要想辦法再去借一筆錢進來，

所以反而會建議公平會是不是可以對市場制定一些快速的方法、快速通道。

現在看到的垂直併購，大部分看到的案子已經沒有市場占有率的問題了，

就是一般講的《賦能》，企業是提供一個新的能力，在這種商業型態下，

就很難評估了。 

           所以在創意的角度、新經濟的角度來講，個案如果是從國外合併進來，

個體不是很大，基本上是建議審核程序越快越好，因為其實從市場上的角

度來講，現在的併購跟以往大不相同，舉例來講，鴻海前陣子併購一家公

司，目的為了取得通路。其實臺灣的業者在談併購的時候，大部份都跳脫

成本框架，因為企業在意的都是品牌。在併購案時，一般常在說成本這件

事情，可是事實上要做新的東西的時候，就會在實務上看到併購對國外來

講，其實是在買對方的市場，在這個時候就會產生溢價，這種情形下對臺

灣的公司來講個人認為是好事，原因是有些傳統公司就好比一部引擎

1000cc的汽車，然後有一家企業用別的方式裝了一個核動力引擎，突然這

部汽車就可以跑的很快。所以把公司賣給那些國外的公司的時候，常常在

討論之後會不會不公平競爭，花太多的時間在想，其實一旦用溢價把這些

公司賣掉的時候，就會變成有點走以色列的模式，一直在生產公司賣給別

人，某一方面來說，賺這個錢不見得是一個壞事。另一方面來說，在於國

際競爭力方面，若有一些外商願意進臺灣的時候以溢價買臺灣的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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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併購對臺灣的經濟體來說還是非常有幫助的。 

 

6. 問題（六）：在數位經濟等新型態市場環境下，競爭法主管機關面臨高

科技、電信、媒體等產業間之垂直結合案件，其可能涉及之競爭議題？ 

專家回答（文匯法律事務所 廖郁晴律師）： 

          以區塊鏈為例，一開始就是在討論這個新興的數位科技，那時候許多

人認為區塊鏈就像是一個高級的知識詐騙，擁有很多的專有名詞，堆砌成

一個沒有用的東西，所以許多人也認為它會快速被消滅的一個數位科技。

但沒有想到這十年來的發展，已經突破法幣的限制，然後有自己的一個區

塊鏈市場，從開始就是鑄幣到發幣，然後到所謂的流通，那甚至到衍生性

的商品，它其實已經複雜到就是連一般金融商品覺得都難以比擬，而這僅

是十年間的變化。而且以現階段來看的話，可能短期內五年、十年、二十

年，都還會是一個很大的市場，甚至可以相當程度去取代法幣的。 

          而在高科技、電信、媒體行業整個產業發展跟競爭的影響上，可以說

任何數位科技都有一個現象，一般人在討論時還是沒有辦法定義它、界定

它的市場，因為它不僅在臺灣、在中國、在日本、在歐盟，在美國，它事

實上它可以觸及到全球每個點，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要如何去定義它的市

場在哪裡？數位科技它又有很多衍生型的商品，例如 Line結合貨幣、支付

等等，要如何去界定它的產品市場，所以就會有市場界定困難的問題。在

遇到市場界定困難的問題，其實就回到一直在討論的申報問題，如果這個

市場門檻一直都在的情況之下，社會科技遇到垂直整合的這一關，其實就

沒有辦法去辨別我到底要不要送給主管機關去做審查，在沒有辦法判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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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下，一般來講都會相對保守的去建議客戶就送送看，所以會造成大量

的案件壅塞在公平會。 

           接著就是門檻的設定問題，有不適合產業特性的問題，基於這個產業

的特性，企業又必須要保守起見，避免在特定法律上是被認定是一個無效

的併購案，所以個案在考慮法規風險問題就會全部送主管機關審查，因為

相比法規處罰對應的成本與無效送件時間資金的成本，那個無效送件對應

的成本其實是相對輕微的，所有實務上都會建議都送件審查。故建議在數

位科技的情況之下，這個門檻應該因時制宜。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在數位科技下，其實不管是歐盟也好，或者是在美

國也好，都要去處理一個所謂大到要不要管的問題，包含現在美國司法部

在調查 Facebook，他到底有沒有所謂濫用壟斷勢力的問題，那歐盟對

Google也是一樣，其實就是所謂的這個數位科技，它已經大幅的主宰使用

者的使用習慣，甚至發揮它社群的影響力等等，但問題是需要去管制它嗎？

其實不需要，它會隨著時間自然就消滅了，例如Facebook現在或許在臺灣

相對依存度是很高的，社群的粘著性是很高的。但Facebook在日本、在中

國它根本不能用，而在日本反而是 Twitter。所以這種所謂社群媒體它有它

的地域性跟民族性，就是社群民主性的問題。如此，主管機關是不是一定

要就是在它剛發展的時候就去介入，其實本身也是持比較保守的態度。 

           因此針對這樣的數位科技，不考慮言論審查這個問題的情況之下，認

為就是應該相對採取所謂的自由放任、適度管制的態度。相對於一般民生，

例如以往公平會很容易重罰的案子，像水、電、奶粉，就會影響到民生必

須供給的問題，如果有所謂的獨占壟斷力量的濫用，事實上是很容易判別，

就是法律認定的當然違法，遇到這種狀況基本上主管機關是要罰，而且重

罰。但如果不是有這種所謂民生必需的粘著的產品的話，而是像這種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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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高科技、媒體，反而認為說應該是要放鬆，然後測試、觀察，是否

真的有必要管的時候，主管機關再介入，然後當然必須以市場力量來斷定

個案有沒有濫用的問題，而是不是直接考慮准不准許兩個企業體加起來，

1+1 會不會等於、會不會大於二的問題。若從這個很細微的方面去思考，

在這一段就實務工作者的角度來看，認為這是沒有必要，而且事實上也做

不到。 

 

7. 問題（七）：垂直結合的審查重點，主要在於「市場封鎖效果」，在新

型態商業模式下，兩種類型的封鎖是否會產生新的變化？ 或者以產業觀

點建議如何調整 （放寬/緊縮/擴大/侷限/分類）？ 

專家回答（財團法人中華租稅研究中心 W先生）： 

           談到一個還是比較廣泛的概念，垂直結合這個概念到底如何定義，其

實現在的結合的形態越來越越多，所以現在包括輔助性結構被拿出來討論

多角化或者是其他多元文化等等，這裡面牽扯到說我們怎麼用這一套機制

來衡量垂直。當垂直越發展越複雜，跨越多領域的時候就很難去定義。所

以談到這個封鎖的時候就產生很多變化，例如看中國大陸在對阿里巴巴跟

對騰訊的時候，他的反壟斷的這個議題。所以談這個主題的一個很基本的

前提是針對垂直結合來看，但需要對垂直結合重新定義，或者是輔助性的

部分，會有很多因素造成所謂的不利競爭這樣的狀況，或是如何去界定它

這個意義。 

          第二個是在談這些公司在評估、計算的時候，如果能夠多參考一些不

同國家現行的實踐經驗，過程中隨著不同經濟體的經驗能夠把不同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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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納進來，或許會讓研究報告會更有說服力，可行性應該會提高，所以

建議說能夠把一些比較先進的國家、跟我們臺灣的比較相近的國家納入參

考。因為臺灣市場太小，其實管了很多臺灣的東西，可能會讓臺灣企業失

去競爭力。關於一些衡量指標的部分呢，遇到的困難就是找不到一些資訊，

以至於產生整個無效率的狀況。因為以臺灣來說，很多現行制度，在資訊

的蒐集面，實際上很多情況是沒有一套制度來協助的，包括政府的法令上

會限制個案做一些資料收集，導致執行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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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結合實證分析法之應用 

 

摘   要 

關鍵詞：垂直結合、數位經濟、反競爭效果 

        有鑑於事業透過結合方式，有助於提升經營效率，但事業結合後，可

能利用市場地位來減少競爭者，抬高市場價格，導致妨礙競爭效果。為了

確保市場競爭及防止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競爭法主管機關制定結合管制制 

度, 可抑制損害事業之自由競爭。結合管制制度是競爭法主管機關重要執法

依據，但審查結合案件時，如果能採用一些客觀的評估方法，有助於競爭

法主管機關審查結合案件時，重要參考依據。 

        本研究首先介紹廠商之間垂直結合的運作狀態，以及近年國內外結合

調查統計和國內外結合案例，其次從「競爭法經濟分析方法」初步描述與

探討，並回顧「國內外垂直結合理論及實務之文獻」，最後再分析美國、歐

盟及日本非水平結合原則。同時也說明數位經濟市場概況與發展，並探討

數位匯流產業間之垂直結合案中所涉及競爭問題以及各國主管機關因應數

位平臺、數位匯流等新穎經營方式之回應。再彙整垂直結合之經濟理論及

實務分析工具，最後蒐集近年國內外垂直結合案進行案例分析，並針對電

信、高科技、媒體等產業特性來設計問卷及訪談內容，以了解各產業不同

的價格、成本結構與利潤分配特性。期盼能提出相關建議供主管機關參考。 

本研究分別透過量化與質化分析方式，藉以瞭解廠商間垂直結合的運

作狀態及可能出現或涉及之限制競爭的相關行為及影響，本研究內容與結

果，分章簡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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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為文獻回顧與各國垂直結合規範的彙整，透過國內外學術及實

務文獻，了解垂直結合之特性，其對於經濟影響的理論分析與實證結果，

以及上、下游廠商彼此的供應鏈或生態系概況。發現早期文獻主要利用產

業經濟理論，如交易成本理論、參進障礙、寡占理論或賽局理論等，來探

討垂直結合的正面及負面效果，同時也藉著成本 Probit 或 Differences-in-

Differences 等計量模型進行垂直結合的實證分析，而 HHI index 可以判斷市

場競爭情況。近年來，國際學者 Moresi & Salop(2013)利用垂直向上調價壓

力指標（vGUPPI）來衡量垂直封鎖效果，以衡量具有上下游關係的市場。 

有關國外競爭法之垂直結合規範中，美國繼 1984年以來，於 2020年提

出最新的垂直結合處理原則，該原則主要針對垂直結合之潛在競爭影響問

題作修正，以幫助競爭主管機關釐清垂直結合中的潛在競爭問題。而歐盟

在判斷上以能力（參與結合事業是否具有封鎖競爭對手的能力）、誘因（參

與結合事業是否存在誘因採行封鎖策略）及效果（參與結合事業採行封鎖

策略時是否會損害競爭）三大面向作為機關判斷事業結合後是否違反競爭

之標準。綜合各國競爭主管機關對垂直結合之建議，案件申請時，可從垂

直結合後促進競爭效果加以考慮整體經濟利益的成果來判定，包含降低交

易成本、促進資產專屬性投資、防止搭便車、消除接續性獨占或消除雙重

邊際化的效果。 

第三章探討數位經濟市場之結合案件，在數位經濟等新型態市場的日

漸發展下，日趨複雜的商業模式增加結合審查市場界定、管轄權認定，以

及衡平效率及限制競爭效果之困難性，本研究特別針對網路、電信、媒體

與娛樂產業所面臨之議題做深入探討，藉以說明國內外垂直結合案例，包

含 AT&T收購 Time Warner結合案、Facebook 收購結合案、雅虎日本和 Line

合併案進行分析，並探討其涉及之相關競爭議題。對比其他國家，台灣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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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在國際巨型企業強勢品牌的壓迫，市場主導權不在自身，很需要藉由國

家力量，與大型企業、平臺商進行斡旋，為台灣爭取到更多機會，以及更

多發展的空間，當無法創造平臺時，就打造自己成為供應鏈中無法或缺的

價值存在。 

第四章彙整相關之經濟理論與實務分析工具，說明垂直結合在競爭效

果中存在正面與負面兩種效果。正面效益中，垂直結合可將上、下游各自

定價對於交易所產生的外部性予以內生化，消除接續性獨占以及消除雙重

邊際化等問題，帶來產量增加與價格降低等正面效果。而負面效果中，垂

直結合主要的反競爭效果為市場封鎖效果，也就是事業參與結合後的下游

競爭者，無法取得上游事業關鍵投入要素，或是參與結合後的上游競爭者

無法獲得下游有效的銷售通路，將無法在市場上有效持續的競爭。因此，

評估垂直結合時必須同時考量這兩種綜合效果的影響。 

垂直結合之經濟理論證明，廠商製程的上下游事業之間若具有技術相

互依存的關係時，透過垂直結合，可利用相同要素的投入便可達到更多產

出的水平，或以較少的要素投入維持相同的產出水平。也就是垂直結合能

有效提升具有技術相依性高的上、下游廠商在生產產品時的效率，可達到

增加產量與利潤，並降低消費者購買價格的優勢。在實務分析工具中，也

介紹了衡量上、下游市場在垂直結合後的「市場集中度變化」指標：dHHI，

可作為垂直結合之潛在競爭影響之測度，有助於形成安全港（safe harbor）

或對投入封鎖問題的反競爭推定。 

第五章透過問卷調查、深度訪談、及座談會，了解產業界的實務面經

驗與面臨的困難。(1)媒體業表達其為限制性產業，有一定的進入門檻，數

位化雖然驅動了變革，但仍相對保守，以企業發展層面上仍就往數位化方

向前進，但相較於國外大幅投入數位轉型、開發發展、影音應用還是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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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結盟取代結合併購；而新媒體產業礙於企業規模限制，暫時無法布局全

球，僅能以新創科技應用、內容製作為主力，期待發展文化外銷，複製韓

國、泰國、日本的形式，讓世界看見台灣。(2)電信業可分為數據通信、資

訊服務、影音媒體三種型態，皆需大量基礎建設，投資成本高，相較於其

他產業所負擔的風險與成本較高，在本業上因產業特性的關係，無論是在

法規上，或者企業經營上都很難進行垂直結合併購，多角化經營以及水平

結合是主要發展的方向，而垂直方面則趨向應用整合，例如 5G 相關產業，

讓資通訊服務能夠有更大的發揮；至於跨域跨業的經營型態，也會偏向於

合作形式，以服務加值與內容製作為重點經營。(3)高科技/資訊服務業面臨

高度的競爭壓力，無論任何型態的結合方式，都以提高企業競爭力、增加

加值服務、創造價值為結合的目標，但是因為產業特性，需要高度的專業

能力或者產業知識背景，所以在結合的過程中，文化與人員的安排就格外

重要，在結合過程中，資本財十分重要，但是技術財與管理財才是重點。 

由於市場界定以及產業特性評估，涉及營運成本及利潤率，企業對此

相關資訊提供較為保守，為能更完善應用分析法的前提，就是要取得相關

數值設定，因不易取得資訊可能為主要的門檻問題，故在實務上，目前參

考 Moresi & Salop(2013)的 vGUPPI 模型，以線性假設概念，將 PD/WR假設

為 2，即該零件之投入將為整體產品銷售帶來該零件投入成本 2 倍的價值，

以及成本與售價（𝑊𝑅/𝑃𝑅、𝑊𝑈/𝑃𝐷、𝑊𝐷/𝑃𝐷）之比例假設為 1：2，而

PTRu=50%。從線上問卷調查、深度訪談及專家座談會之結果，皆建議成本

與售價比例約為 1：2。且提出當供應商的邊際成本提高 1 元，會使供應商

收取客戶價格增加 0.5 元，即 PTRu=50%。關於結合後，發生客戶移轉的可

能性不高，若有發生客戶移轉，廠商會提供商品具有額外的附加價值來穩

定客戶，故對垂直轉換率（𝐷𝑅𝐷𝑈）的計算影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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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每個產業都有其特性，其產業結構的經營型態、利潤結構都不太

相同，所以如果單以審查角度來看，在短時間要獲取產業界定資訊以及計

算難度是相對高的，如果要事先調查分析劃分市場界定，又回歸到彼此對

於營運機密願意透露的程度考量，可能會造成模型假設上的落差，因此在

產業不同特性之下，當商品存在附加價值時（例如加值服務等）其成本與

售價比例一定會改變，應針對不同情形來因應調整。 

第六章綜合前面幾章的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如下： 

1. 必須儘快完善制訂數位匯流法規，否則國內市場上雖然已實際提供類

似服務，但卻適用不同法規的不對等競爭狀況，抑或有部份創新服務

反而並無任何法規可適用的空窗期，恐更不利於國內數位匯流的整體

發展。 

2. 科技平臺擁有強大運算能力，握有最大權力，因此平臺的演算法規則

應該要更透明，尤其要如何補償科技公司與新聞媒體之間的經濟失衡

問題。 

3. Moresi & Salop(2013)提出的三種 vGUPPI模型，可衡量垂直結合後上游

結合廠商、下游結合廠商及下游競爭對手抬高價格之誘因，建議未來

垂直結合案可採用Moresi & Salop(2013)的 vGUPPI模型作為客觀的審查

參考。  

4. 數位經濟下的各種新興及龐大資訊，都有別於傳統模式，將會加深競

爭機關的分析負擔與資料鴻溝，例如 Amazon跟 Whole Foods案例，該

案例後續市場重新關注，由於當時在評估的時候沒有把 Amazon的平臺

效應產生的影響評估進來，因當時數位經濟的發展或強度還不甚顯著，

以上、下游甚至是朝向多角化的概念處理，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發現業

態的變化，造成市場衝擊與影響，這是當初評估的時候沒有考慮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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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數位經濟帶來的改變，各國也逐漸開始重視，也開始對此提出數

位經濟白皮書，例如歐盟的數位市場的管理法，這就是可以借鏡的地

方。因此建議可重新盤點相關的行政調查程序，在建置內部作業時，

儘量擴大內部調查深度，以縮小和數位經濟之間的隔閡，但也必須兼

顧調查效率，以促進調查公平及效率，無所隱瞞及誤判並接近真正事

實。 

 

  



   
 

350 

 

Application of Empirical Analysis in Vertical 

Mergers 

 

Abstract 

Keywords: Vertical Merger, Digital Economy, Anticompetition Effect 

 

Vertical merging improves corporate efficiency, but it may lead to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and different type of corporate merge has different market 

competition effects. This study applie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 

methods to explore the relevant corporation behaviors and the impact that may 

occur or involve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by studying recent cases of vertical 

mergers. After an in-depth economic analysis method of competition law and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oretical practices, it then discusses the vertical merger 

guidelin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It reveals the 

competition issues of vertical mergers involved in the market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sponse methods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in various 

countries. After that,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were designed for the 

telecommunications, high-tech, and media industrie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in prices, cost structures, and profit distribution of each industry. To put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The content and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re summarized in chapters as follows: 

Chapter 2 is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ilation of the norms of the vertical 

merger of various countr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mainly uses 

industrial economic theory to discus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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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cal merger, and the market competition can be judged by the HHI index. But 

Moresi & Salop (2013) introduce vGUPPI to measure the effect of market 

foreclosure with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relationship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the latest Vertical merger guidelines in 2020 to clarify potential 

competition issues. The EU uses the three major aspects of foreclosure capability, 

incentives, and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as the criteria for judgment. Based on the 

recommendations of various countries, the pro-competitive effect can be 

determined from the results of considering the overall economic benefits, including 

the effects of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facilitating the investment of the specific 

assets, preventing the free rider, removing successive monopoly or eliminating 

double marginalization.  

Chapter 3 discusses case studies of merger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market. 

With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creasingly complex 

business models have increased the difficulty of review and judgment. This 

research analyzes and discusses relevant competitive issues in the case of AT&T 

and Time Warner, the case of Facebook, and the case of Yahoo Japan and Line. 

Chapter 4 summarizes related economic theories and practical analysis tools 

to illustrate that vertical merger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competition. the positive effects, vertical merger could eliminate successive 

monopoly and double marginalization, resulting in positive effects such as 

increased output and lower prices. However, abou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vertical 

mergers, the market foreclosure is the main anticompetitive effect, such as input 

foreclosure which is the inability to obtain key input elements or the market 

foreclosure of the inability to obtain sales channels in the downstream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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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ce, the impact of these two effects must be considered simultaneously. Through 

the vertical merger, economic theory proves that if there is a technological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businesses, the same factor 

input can achieve more output, or the same output level can be maintained with 

less factor input. That is effectively improv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increasing the 

output, profit, and reducing the selling prices. In a practical analysis tool: dHHI can 

be used as a measure of the potential competitive impact of the vertical merger, 

which helps to form a safe harbor or anticompetitive presumption against the issue 

of input foreclosure. 

Chapter 5 uses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s, and expert seminars to understand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industry. To evaluate the market definition 

based on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involves operating costs and profit margins. 

Companies are more conservative when providing such business information. 

Moresi & Salop (2013) proposed vGUPPI with a linear concept. It recommended 

PD/WR that is 2, which means that the input of parts will bring the value of sales 

is twice the cost, and the ratio of cost to selling price is 1:2 （𝑊𝑅/𝑃𝑅、𝑊𝑈/𝑃𝐷、

𝑊𝐷/𝑃𝐷）, and PTRu 50%. The qualitative results from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s, 

and expert seminars all confirmed the cost-to-price ratio recommended by vGUPPI.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industry, industrial structure, 

business type, and profit. When commodities have added value, their cost and 

selling price ratios are also different. Therefore, adjustments should be made to 

industrial differences. 

Chapter 6 comprehensive research results,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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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digital streaming regulations must be improved as completely as possible. 

Otherwise, the markets provide service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regulations, or 

the lack of applic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will not be conducive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streaming industry. 

2. The technology platform holds strong calculation capabilities. Thus, the rules 

of the technology platform algorithm should be more transparent, especially to 

compensate for the economic imbalance between the technology platform and 

the news media. 

3. Moresi & Salop (2013) proposed three vGUPPI models to measure the 

incentives for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tegrated manufacturers and 

downstream competitors to raise prices after vertical integration. Therefore, the 

vGUPPI can be an objective reference for reviewing the vertical merger in the 

future. 

4. The emerging digital economy and its huge information ar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model, which deepens the difficulty of data analysis. For example, 

the Amazon and Whole Foods cases did not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Amazon 

platform, which finally caused the market impact. To face the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government can refer to the practices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begin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plan the digital economy 

white book, such as the European Union's Digital Market Act, DSA.  

      In last, the relevant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s need to depth the investigation 

to narrow the difference gaps with the digital economy, it must take into account 

efficiency, fairness, no concealment, no misjudgment, and to present the fac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