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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簡介 

公平交易法的核心概念是競爭 
 公平交易法的核心價值-維護市場競爭 

 競爭 

 二以上事業 

 在市場上以較有利的價格、數量、品質、服務
或其他條件 

 爭取交易之行為 

 公平交易法是保護「競爭過程」不是保護
「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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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的價格 

效率的生產 

較好的品質 

較多的選擇 

持續的創新 

競爭 

經濟效率 

 

& 

 

消費者利益 

為何要鼓勵競爭? 

 

 



不公平競爭 

公平交易法 

限制競爭  

獨占濫用  

結合 

限制轉售價格 

聯合行為  

虛偽不實 
引人錯誤 

仿冒行為 

不當贈品贈獎 

限制事業活動 

損害 
營業信譽 

其他欺罔 
顯失公平 

行為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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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結合應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
金額標準及計算方法 

 不適用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之結合類型 

 事業結合申報須知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域外結合案件之處理原則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
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 

相關處理原則 



結合管制目的 

為何需要結合管制？ 
 監督及防範事業透過結合形成或強化其支配 
市場之力量 
限制競爭規範的核心—市場力 
什麼是“市場力”？ 
一個或數個廠商 
無需擔心其他競爭對手或客戶的反應 
控制(提高or降低)價格或限制產量的能力 
並維持一段時間 
不會吸引新的競爭者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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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與獨占事業比較 
相同：都有規模經濟。 

不同：水平結合消滅了參與事業間的敵對性。 

結合與聯合行為比較 
相同：都是消滅競爭者間的敵對性 

不同： 

 結合通常伴隨效率、聯合行為則無效率。 

 聯合存在期間較短暫、結合是永久性的結構
改變。  

為何要審查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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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管制程序 

已有超過100個國家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實施
結合審查制度。 

與其他競爭行為審查的差異： 

事前審查(unscramble the egg/覆水難收) 

捉大放小(達到一定規模才須申報) 

等待期間(30日/+60日) 

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分析 

合理原則(正面和負面的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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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型態：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 

申報門檻：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 

除外適用：公平交易法第12條 

 

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同法第11條第1項

且無同法第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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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事前申報 



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 

本法所稱結合，謂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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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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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併 

事業與他事業合併。 

包含吸收合併及創設合併。 

至少一個以上事業的消滅。 

在各款結合型態中，整合程度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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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權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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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例不需達到法律控制(持股超過50%)程度。 

只有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無表決權之特別股
不算)。 

計算股份或出資額時，應併計 
控制與從屬關係事業，及 

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所持有之
股份或出資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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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與從屬關係？ 
公平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 

1.事業持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
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  

2.事業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致一
事業對另一事業有控制力。  

3.二事業間，有本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
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或第4款(與他事業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
委託經營)所定情形，而致一事業對另一事業有控制力。  

4.本法第11條第3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
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
額半數。 

同條第2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  

1.事業與他事業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  

2.事業與他事業之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
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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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集中市場取得股份的申報時點？ 

• FAQ：甲公司計畫從集中市場取得乙公司股份，達

到1/3以上股份，但因乙公司股價波動，所以無法

確定何時會超過1/3持股比例，應在何時提出結合

申報？ 

• Answer：需在持股比例超過1/3之前即提出申報，
而且預留結合審查的等待期間(30日/+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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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讓或承租營業或財產 

 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主要部分」的判斷？不只是看交易標的「量」的比

重，還要看「質」對於讓與事業的重要性；更須衡酌

參與結合事業之市場地位是否改變。考量因素： 
 交易標的占讓與事業總財產及營業額的比例。 
 讓與部分之財產或營業得與讓與事業分離，而得被

視為獨立存在之經營單位(營業據點、事業部門、
IPR)。 

 從生產、行銷通路及其他市場情形，讓與部分之財
產或營業具有相當重要性。 

 受讓事業取得交易標的後可擴張經濟力或增強市場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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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同經營或受委託經營 

共同經營 
數事業簽訂損益全部共同之契約。 

訂定契約的事業須服從統一指揮，以求經濟一體化。 

重要經濟決策事項整合為經濟一體、核心業務統一指揮
與共同營運、營運用設備及產品共同採購、資源共享等。 

依照投資比例或實際價值比例分配損益。 

必須「經常」共同經營，光是「偶爾」不算。 

委託經營 
營業委託受託事業經營 

營業仍以委託事業名義為之，且損益歸委託事業 

委託事業有指揮權，監視受託事業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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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控制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包含直接(A→B)和間接(A→B→C)控制。 

包含(但應不限於)公司法上的控制從屬關係。 

取得超過半數之董事席位。 

受管制產業控制性持股門檻較低(例如：金控
法的25％)。 

有些上市公司股權分散，不需持股過半數即可
形成控制。 

董事或經理人兼充(interlocks)形成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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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申報門檻 

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 

1. 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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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
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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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的銷售量或銷售額占「相關市場」
內所有事業銷售量及銷售額的比例。 

計算市場占有率前必須先界定「相關市場」。 

相關市場 

產品市場：產品間之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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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市場：選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之區域範圍。 
 

市場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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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金額門檻 
公平法施行細則第7條：銷售金額指事業之營業收入總額。 
包含營業成本和利潤，也不是只有跟結合相關產品線的收
入，而是營業收入總額。 

事業結合應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及計算方法： 
  --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本會提出申報： 

1. 參與結合之所有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全球銷售金額總計超過
400億元，且至少二事業國內銷售金額超過20億元。 

2. 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非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
額超過150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國內銷售金額超過20億元。 

3. 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
超過300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國內銷售金額超過20億元。 

注意：參與結合事業分屬金融及非金融時，適用非金融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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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會計年度 

採曆年制或非曆年制？ 
依參與結合事業所提之會計年度期間計算。 



銷售金額併計 
• 公平法第11條第2項 

▫ 銷售金額應將(1)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
業，及(2)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
關係事業之銷售金額一併計入。 

▫ 併計範圍不只「往下算」(子、孫…)，還有「往上算」(母、
祖…)，還包括「往兩邊算」(兄弟、叔姪…)。 

▫ 例如：甲/A兩事業結合 

 

A 
(參與結合事業) 

 

B 
(A之控制事業) 

C 
(A之從屬事業) 

D 
(B之從屬事業) 

E 
(D之從屬事業) 

甲 
(參與結合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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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適用(公平法第12條) 

• 母子(祖孫)公司結合 
   參與結合之一事業，或其100％持有之子公司，已持有他事
業達50％以上之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再與該他事業結合。   

• 兄弟公司結合 
   同一事業所持有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達50％以上之事業
間結合。  

• Spin-off分拆 
   事業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財產或可獨立營運之全
部或一部營業，讓與其獨自新設之他事業。   

• 庫藏股 
   事業依公司法第167條第1項但書或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2規
定收回股東所持有之股份，致其原有股東符合第6條第1項第2
款之情形。 

• 獨資新設 
單一事業轉投資成立並100％持有股份或出資額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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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與原已存在控制從屬關係之他事業結合。 

• 事業與他事業結合，且該等事業為同一控制事業之從
屬事業。 

• 事業將其持有之第三人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額之一部
或全部，讓與其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他事業。 

• 事業將其持有之第三人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額之一部
或全部讓與他事業，且該等事業為同一控制事業之從
屬事業之事業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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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適用(公平法第12條第6款) 



由誰申報？ 
公平法施行細則第8條： 
 與他事業合併、受讓或承租他事業之營業或財產、經常共

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為參與結合之事業。〔①、
③、④〕 

 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為持有或取得之事業。
但持有或取得事業間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或受同一事
業或數事業控制者，為最終控制之事業。〔②〕 

 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為控制事
業。〔⑤〕 

 應申報事業尚未設立者，由參與結合之既存事業提出申報。 
 金融控股公司或其依金融控股公司法具控制性持股之子公

司參與結合時，由金融控股公司提出申報。 
 域外結合案件：申報人為外國事業時，應由外國最終控制母公司提

出申報。但在我國設有關係企業、分公司或辦事處者，亦得由其關
係企業、分公司或辦事處具名代向本會提出申報。必要時，仍得命
該最終控制母公司提出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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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1項 

1. 申報書 

2. 參與事業之基本資料 

3. 參與事業上一會計年度之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 

4. 參與事業就該結合相關商品或服務之生產成本、銷售價格及
產銷值(量)等資料 

5. 實施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說明 

6. 參與事業未來主要營運計畫 

7. 參與事業轉投資之概況 

8. 參與事業之股票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其最近一期之公開說明書或年報 

9. 參與事業之水平競爭或其上下游事業之市場結構資料 

10. 主管機關為完整評估結合對競爭影響所指定之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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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應備資料 



申報書應記載事項 
 申報書已上傳「結合線上填報系統」之案件編號(如未上傳填應預定上傳日

期)。 

 參與結合事業名稱及代表人 

 申報人事業名稱(簽章)、聯絡人及代理人 

 適用程序(簡化作業或一般程序) 

 結合態樣(水平、垂直或多角化，可複選) 

 是否域外結合 

 結合型態(第10條第1項1~5款，可複選) 

 適用申報標準(第11條第1項1~3款，可複選；適用銷售金額門檻填附表2) 

 參與結合事業概述(填附表1，未來營運計畫、附年報或財務報表與營業報
告書) 

 結合內容(緣由、具體內容及對價、預定結合日期、結合前後組織變化、水
平競爭或垂直關係圖、其他國內或國外主管機關審查情形…) 

 相關市場概況(案關產品之特性、用途、應用與圖示；附表3-成本售價及產
銷值量、附表4-水平競爭結構、附表5-上下游事業資料) 

 參進障礙（設立最低資本額及估計所需之營運資金或投資額…） 

 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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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較常見的問題 

1. 申報人和參與事業填錯 

2. 沒蓋公司印鑑(只蓋受任律師章) 

3. 結合型態勾錯 

4. 漏勾市占率申報門檻 

5. 若非代表人出具委任書，未說明簽署人是否合法授權簽
署委任書 

6. 案關產品與相關市場未清楚具體說明 

7. 未提供參與結合事業及相關業者之市占率，以及其出處
（如具公信力之市場研究單位之研究報告等） 

8. 限制競爭效果考量因素未具體說明 

9. 國外主管機關審查情形 

10.缺參與事業經董事會決議進行結合之文件，或參與事業
間為結合而簽署之契約協議文件 

11.沒有將申報書上傳至本會「結合線上填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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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資料不完備 

 申報書及附件不完備之處理： 

 發函敘明理由限期通知補正。 

 屆期不補正或補正後所提資料不完備者，不受
理其申報。 

 無法於期限內補正資料，可來函附理由申請延展。 

 注意：「補正通知」不是「受理通知」。在收到
完整的補正資料前，本會並未受理其申報，也還
沒起算等待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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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作業程序 

直接認定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概略說明競
爭效果分析） 

發縮短通知 

大幅縮短等待期間。 

例外：提供申報事由予不同意結合之事業，並徵詢其意見。 

一般作業程序 

發受理通知 

對外徵詢意見 

其他： 

不予管轄：域外結合案件對於我國市場無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
見之影響。 

無須申報（未達申報門檻）、未依限齊備資料、撤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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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適用程序 



受理通知 
結合申報資料業已完備，應製發受理通知。 

受理通知內容 
 開始起算「等待期間」的日期。 
 若無收到要求補正、縮短、延長、禁止結合或不受理之

書面通知，可依申報事項進行結合的日期。 
 通知於實際進行結合前，參與事業、結合型態、預定結

合日期或涉及增加限制競爭不利益事項與申報文件所載
不符，應事先陳報變更事項及理由。 

 注意：「受理通知」的用途，不是告知申報事業本會
已做出不禁止結合決定(並沒有)。只是通知申報事業
已受理結合申報，並起算等待期間。 

 等待期間：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出完整申報資料
之日起算30工作日內，不得為結合，但主管機關認為
必要時，得將該期間縮短或延長（不得逾60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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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基準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vs整體經濟利益 

公平法第13條第1項 

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對整體經
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主管機關
不得禁止其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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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簡化作業程序案件 

得採簡化作業程序： 

1. 水平結合之事業市場占有率合計<20%。 

2. 水平結合之事業市占率<25%，且參與結合之一事
業市占率<5%。 

3. 垂直結合之事業，個別市占率總和<25%。 

4. 多角化結合之事業，相互間不具重要潛在競爭可
能性。 

5. 參與結合之一事業持有他事業1/3以上，未達1/2
之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再與該他事業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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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作業程序之例外 

簡化作業程序之結合申報案件，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適用一般作業程序處理： 
1. 參與水平結合之事業所屬相關市場有前2大事業之市場

占有率達到2/3或前3大事業之市場占有率達到3/4之情
形。但參與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總和未達10%者，不
在此限。 

2. 結合內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 
3. 結合主體之一為「金融控股公司法」或「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所稱之控股公
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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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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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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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作業程序 

不適用簡化作業程序的案件，就適用一般作業程序。 
水平結合考慮： 
 單方效果：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因消除彼此

競爭壓力，而得以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
能力。 

 共同效果：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與競爭對手
從事聯合行為之可能性。 

 參進條件：潛在競爭者參進市場之可能性與及
時性，及是否能對既有業者形成競爭壓力。 

 買方抗衡力量：箝制參與結合事業提高價格之
能力。 

 其他限制競爭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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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結合考慮： 

 其他競爭者轉換交易對象之可能性 

 非參與結合事業進入市場之困難度：有無參進障

礙 

 濫用市場地位之可能性 

 墊高競爭對手的成本 

 促進聯合的風險 

36 



 多角化結合考慮： 

是否具有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  

法令管制改變之可能性及對參與結合事業跨業經營
之影響。 

技術進步使參與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可能性。 

參與結合事業原有跨業發展計畫。 

其他影響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之因素。 

具潛在競爭關係之多角化結合→當成水平結合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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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限制競爭疑慮案件 

如果經一般作業審查仍無法化解限制競爭疑慮，則屬顯

著限制競爭疑慮。 

水平結合案件認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 
參與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總和達到1/2。 

前2大事業市占率達到2/3+參與結合事業市占率總和達20％。 

前3大事業市占率達到3/4+參與結合事業市占率總和達20％。 

需比較「整體經濟利益」考量因素： 
經濟效率 
短期內可實現+無法以結合以外方法達成+可反映至消費者利益 

消費者利益 

是否有助平衡談判力量 

垂危事業抗辯：短期內無法清償債務+結合必要性 

其他有關整體經濟利益之具體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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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審議結果 

不禁止結合 

禁止結合 

附加條件或負擔(結合矯正措施)： 

結構面(結構拆解可重建競爭誘因) 

處分所持有之股份或資產 

轉讓部分營業 

免除擔任職務 

行為面(無法根本消除反競爭誘因) 

持續供應關鍵設施或關鍵投入要素給下游競爭者 

承諾持續授權競爭者使用其智慧財產權 

承諾不為獨家交易、差別待遇或搭售 

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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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結合罰則 

違法結合 
 未事前提出申報結合 

 等待期間內自行結合 

 違反本會禁止結合處分 

 未履行結合負擔 

效果 

禁止其結合、限期令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
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
其他必要之處分 

罰鍰：20萬～5,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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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 

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 

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 



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意義(§25)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
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
公平之行為。 

概括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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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警告函(1) 

正當行使專利權等智慧財產權行為之排除 
 公平法§45：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或其他智慧

財產權法規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
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 

規範目的： 

  避免事業濫用智慧財產權，不當對外發布競爭對

手侵害其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之警告函，造成

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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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警告函(2) 

散發格式：書面 

警告函/敬告函/律師函/公開信/廣告啟事/其
他足使其自身或他事業之交易相對人或潛在
交易相對人知悉之書面 

散發對象：自身或他事業之交易相對人或潛
在交易相對人 

散發內容：指稱他事業侵害其所有之著作權、
商標權或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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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警告函(3) 

判斷標準：踐行先行程序 
經法院一審判決確認權利受侵害 

經著作審議及調解委員會確認著作權受侵害 

取得專業機構之鑑定報告＋發函前或同時通知可能侵
害者，請求排除侵害 

確認權利侵害程序：警告函敘明權利明確內容、範圍、
侵權之具體事實＋發函前或同時通知可能侵害者，請
求排除侵害 

★未踐行排除侵害通知：已採權利救濟程序/已盡合理可 

   能之注意義務/通知屬客觀不能/有具體事證足認應受 

   通知人已知侵權爭議→視為已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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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警告函(4) 

 踐行先行程序者，原則上屬正當行使權利行為 
 未踐行先行程序者，可能違反公平法§25 

 效果：公平法§42 
 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5萬元～2,500萬元 

 

注意：公平會不介入智慧財產權是否成立或 
      是否確有侵權行為之實質判斷。 



報告完畢 
感謝聆聽 

•              

•         

•                

•           公平交易委員會 
 

 

 

• 本會地址：臺北市濟南路1段2之2號12-14樓  

• 本會服務中心電話：(02)2351-0022、 

•                   (02)2351-7588轉380 

• 南區服務中心電話：(07)723-0022 

• 網址：https://www.ftc.gov.tw 

• E-mail：ftcpub@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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