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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比較兩岸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與禁止結合案件之內容結構，有別於

過去大部分相關文獻集中於探討結合個別法律管制，故參酌與公平交易法及反壟斷

法相關之文獻，建構類目：相關市場、市場集中度、整體經濟利益、限制競爭之不

利益及其他應考慮因素，並將各該類目之分析單位作為內容分析法之語幹，用來檢

定分析單位間次數分配之差異。本研究蒐集台灣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大陸商務部所審

理相關結合個案共 34 件作為樣本，包括台灣部分 17 件、大陸部分 17 件。這些樣

本經由統計分析結果為：1.相關市場分析單位，商品市場被採用之次數高於地理市

場；2.市場集中度分析單位，行業集中度指數被採用之次數高於雙赫指數；3.整體

經濟利益分析單位，效率及公共利益被採用者最為普遍、競爭關係強化被採用之次

數最少；4.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分析單位，參進障礙被採用之次數最多，組合效果則 

最少；5.其他應考慮因素分析單位，兩岸主管機關採用相關產業團體最為普遍。以

上研究結果，期能有助於兩岸競爭法主管機關及實務界處理相關結合案件時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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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兩岸（Cross-Strait）意指台灣海峽兩岸之台灣與大陸地區（下稱大陸）。結合

（Combination）1係指，二或以上各自獨立之事業，經由緊密之整合關係而成為一

個經營實體，該經營實體為單一所有權或控制關係之單獨主體，此一關係在產銷秩

序上，可分成水平（Horizontal）、垂直（Vertical）及多角化（Conglomerate）結合

2；若依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 6 條第 1 項之條文分類包括3：（一）與他事

業合併；（二）持有或取得 1/3 或以上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票、或受讓或承租他事

業全部或主要資產；（三）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四）直

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4。事業間之結合雖有減少競爭，或妨礙

市場競爭機能之虞，但也有促進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增強結合後事業之整體

競爭能力或促成產銷合理化。故事業間之結合行為，其准駁與否應審酌利弊得失，

如結合所生之利益大於所致之弊害，對整體經濟利益，仍然有利5，符合公平法第

12 條第 1 項：「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之利益大於限制競爭

之不利益，中央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之規定，應予許可。申言之，公平交易

                                                      
1 各國對「結合行為」的用語各異，其中有使用「結合」之概念者，例如：2004 年日本公正取

引委員會有關企業結合審查之反壟斷法運用方針、韓國規制壟斷與公平交易法第 7 條企業結合之

限制、我國公平法第 6 條事業結合之定義；有使用「集中」(Concentration) 的概念者，例如：

2004 年歐盟企業集中控制條例 (Council Regulation(EC)No.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中國反壟斷法第 20 條

「經營者集中」；另有以購併 (Merger and Acquisition, M&A) 為概念者，例如：瑞典競爭法。本

研究以兩岸結合案例為探討樣本，為反映原始法規用語，於論述台灣部分其用語採用「結合」，

論述大陸 部分採用「經營者集中」。詳見：方立維，「外資企業兼併與收購中國大陸上市公司的

反壟斷規則」，月旦民商法，第 20 期，75 (2008)。 
2 何之邁，「註釋公平交易法第 6 條」，收錄於廖義男 (編著)，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

(一)，公平交易委員會，204 (2003)。 
33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第 11 版，58-62 (2007)。 
4 中國反壟斷法第 20 條，經營者集中是指下列情形：(1)經營者合併；(2)經營者通過取得股權

或資產的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權；(3)經營者通過合同等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或

對其他經營者施加決定性影響。 
5 Florian Szucs, “Investigating Transatlantic Merger Policy Convergence,” 30(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654-662 (2012); 劉孔中，「論結合管制之理論與實務」，公平交易季

刊，第 6 卷第 2 期，20-21 (1998)；同註 2，241。 



 兩岸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與禁止結合案內容結構比較 3 

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在認定「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間之抵換

（Trade-off）結果，其情形有三：（一）利益大於不利益，公平會不應禁止其結

合；（二）利益小於不利益，公平會應禁止其結合；（三）利益與不利益大小難

辨，公平會為避免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得附加限制性條件，達到事後控制之目的6，

故有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的產生7。本研究係以探討兩岸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與禁

止結合案例為對象，前述第二種及第三種情形，成為研究範圍。 

大陸競爭法制發展較晚，其法制奠基於 1980 年國務院發布之「國務院關於開

展和保護社會主義競爭的暫行規定8」；1993 年 9 月 2 日第 8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3

次會議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同年 12 月 1 日正式施行；2007 年 8 月 30 日第

10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29 次會議通過「反壟斷法」，2008 年 8 月 1 日正式施行，

至此大陸競爭法制始完成9。由於反不正當競爭法與反壟斷法存在重大區別，因此大

陸競爭法採取單獨立法的模式，將壟斷行為相關規定納入反壟斷法中10。其中反壟

斷法第 20 到 31 條所規範之「經營者集中」成為本研究探討中心。經營者集中在自

由市場經濟體系中，為常見之事業經營現象，但經營者集中若達到相當規模後，集

中具有或增強市場地位，進而惡化市場競爭結構，而有排除和限制競爭效果時11，

則有反壟斷法第 28 條之適用，反壟斷法執法機構（商務部反壟斷局）應作出禁止

該集中之決定；但經營者若能證明集中行為對競爭所產生之有利影響明顯大於不利

者，或者符合社會公共利益者，不在此限。申言之，若集中行為可以促進競爭，提

高經濟效率，保障社會公共利益，不予禁止12。同法第 29 條，對於不禁止經營者集

中之決定，反壟斷局亦得附加限制性條件，以減少對競爭之不利影響。 

                                                      
6 詹鎮榮，「行政處分附款法制之傳統與革新－從公平交易法上之結合管制出發」，公平交易

季刊，第 19 卷第 4 期，13-14 (2011)。 
7 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 11 條第 4 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

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其中第 11 條第 4 項為，公平會得依但書

規定，延長審查時間，但不得超過 30 天。 
8 該規定已於 2001 年 10 月 6 日失效。 
9 范代志，「外資併購與中國反壟斷法－匯源果汁案深度分析」，高應科大人文社會科學學

報，第 9 卷第 1 期，121-123 (2012)。 
10 陳褔初，「論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缺陷及其完善」，經濟經緯 (鄭州)，2007 年第 3 期，

158-160 (2007)。 
11 廖義男，「中國大陸反壟斷法評析」，月旦民商法，第 20 期，5-21 (2008)。 
12 黃勇、江山，「國家－市場尺度下的反壟斷法 30 年－邁向自治－回應型法」，法學論壇 (山

東)，第 23 卷第 3 期，13-19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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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兩岸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與禁止結合案件，所應考量之因素而言，台灣以公

平法第 12 條第 1、2 項為中心，檢視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抵換結

果。至於如何評估該二抽象性法律概念，公平法及其施行細則並未詳細說明，僅在

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5 項規定，申報人於申報時應提出「實施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

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說明」，及該會所訂「公平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

（下稱處理原則）13第 9 點至第 12 點分別列出水平、垂直及多角化結合限制競爭效

果所應考量因素，第 13 點列出整體經濟利益考量因素，第 14 點列出附加限制性條

件類型14。顯示對此等案件之處理，在實務上除應考量公平法及其施行細則抽象性

規範外，更應考量處理原則詳細內涵。大陸則以反壟斷法第 28 條，經營者集中是

否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或限制競爭效果之情形為斷；同法第 27 條規範反壟斷執行

機關審查經營者集中應考慮之因素15，作為判斷該集中是否涉有排除或限制競爭效

果之根據16？至於附加限制性條件之類型及規定，則以商務部 2009 年所公布之「經

營者集中審查辦法」第 11 條17規範之。顯示大陸反壟斷局對於此一類型案件之處

理，要同時兼顧反壟斷法及經營者集中審查辦法相關規定。 

綜上觀之，兩岸對於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與禁止結合案件之審理有相似之處，

亦有不同之處，但因兩岸經貿活動日趨緊密，事業在兩岸之結合行為己時有所聞，

未來更將成為趨勢。本研究主要在於探討兩岸結合相關法規、以及附加限制性條件

                                                      
13 該處理原則於 2006 年 6 月 15 日公平會第 762 次委員會議通過，其間經過 1 次修正，最近一

次修正為 2012 年 8 月 8 日第 1083 次委員會議。本文以 2012 年修訂之「處理原則」為準。 
14 附加條件或負擔類型包括但不限於：(1)結構方面：要求參與結合事業採取處分所持之股份或

資產、轉讓部分營業或免除擔任職務等措施；(2)行為方面：要求參與結合事業持續供應關鍵性設

施或投入要素予其他非參與結合事業、授權非參與結合事業使用其智慧財產權、不得為獨家交

易、差別待遇或搭售等措施。詳參：陳志民、陳和全，「結合矯正措施制度之一項功能性導向的

理解架構」，公平交易季刊，第 21 卷第 1 期，1-66 (2013)。 
15 應考慮事項：(1)參與集中的經營者在相關市場的份額及其對市場的控制力；(2)相關市場的集

中度；(3)經營者集中對市場進入、技術進步的影響；(4)經營者集中對消費者和其他有關經營者的

影響；(5)經營者集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6)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認為應當考慮的影響市場

競爭之其他因素。 
16 范偉麗，「外資併購的反壟斷法規制探討」，河北法學 (河北)，第 27 卷第 5 期，166-168 

(2009)。 
17 商務部 2009 年 7 月 15 日第 26 次部務會議通過「經營者集中審查辦法」，2010 年 1 月 1 日

正式施行。其附加限制性條件類型包括：(1)結構性條件：剝離參與集中的經營者部分資產或業務

等；(2)行為性條件：參與集中的經營者開放其網路或平台等基礎設施、許可關鍵性技術、終止排

他性協議等；(3)綜合性條件：兼有結構與行為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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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與禁止結合案件內容結構之異同，對於想藉由結合擴充營運範疇之兩岸事業而

言至為關鍵，同時也凸顯本研究主題之重要性。但過去結合相關文獻，有探討兩岸

企業購併（結合）後整合與產品開發績效者18、有探討台灣結合管制理論與實務者

19、有探討外資併購與大陸反壟斷法間之關係者20、有探討經營者集中控制標準者

21。以上諸多文獻不是探討兩岸結合個別法令管制，就是由企業管理的角度探討結

合後之可能績效，迄今尚未發現有文獻從個案分析的角度，解析比較兩岸結合法規

及相關個案內容結構之異同，從而形成法理上及實用上的缺口。本研究之動機，在

於補足此一缺口。 

為補足前述缺口，本研究分別蒐集公平會、台灣最高行政法院及大陸反壟斷局

22所審理相關案例共 34 件作為樣本：（一）台灣部分：公平法於 2002 年 2 月第 3

次修法，結合管制由「事前申請許可制」改為「事前申報異議制」，為使所蒐集之

案件同屬兩岸「事前申報異議制」下之案例，並符合公平會案件統計方式，故蒐集

該會 2002 年 2 月至 2012 年底相關案例共 17 件，其中禁止結合案件 4 件、附加限

制性條件許可 13 件；另外，蒐集最高行政法院行政訴訟案件 3 件，作為前述案例

是否再為適法處分之佐證。（二）大陸部分：蒐集 2008 年 8 月反壟斷法生效後至

2012 年底案例共 17 件，其中禁止經營者集中案件 1 件、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 16

件。這些案件利用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建構類目（Categories）及其分

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藉以分析兩岸相關案件之內容結構，檢視兩岸結合管

制在法制面及執行面之異同，期有助於建構更完善的結合管制模式，並達到提供主

管機關及實務界處理類似案件參考之目的。 

                                                      
18 張永煬、陳基祥，「兩岸企業購併後整合與產品開發績效之探討－外部及內部整合之觀

點」，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2 卷第 2 期，135-180 (2011)。 
19 同註 5 之劉孔中，1-39。 
20 李靜，「外資併購與反壟斷法律規制」，江西社會科學，2008 年第 3 期，172-175 (2008)；

同註 1 之方立維，66-87；同註 9，121-138。 
21 丁茂中，「論我國經營者集中控制標準的立法不足」，北方法學 (中國)，第 2 卷第 9 期，

78-83 (2008)。 
22 大陸商務部經營者集中為通知公告，且僅公告附加限制性條件及禁止集中案件之內容，其餘

無條件許可者未公告內容，只有統計數字，又因屬公告性質，故無行政訢訟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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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兩岸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結合案件是否附加限制性條件或不予許可，在文字表

述上略有不同，例如，公平會視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抵換結果而定；

中國反壟斷局則以經營者集中是否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或限制競爭效果判斷之。事

實上，兩岸競爭法主管機關對結合案件之評價具有異曲同工之處，且二者之主要目

的均在於避免結合行為產生反競爭效果，其評價範圍不外乎：相關市場、市場集中

度、整體經濟利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及其他應考慮因素等項。 

本研究採取內容分析法針對兩岸相關案例進行分析。所謂內容分析法，意指針

對研究素材內容作有系統、客觀描述之研究技術23。是一套可適用於不同領域的研

究方法，尤其在法學及其他社會科學跨領域研究，屢有所見。在一項美國聯邦最高

法院刑事判決的內容分析研究中，發現其中除引用法學資料外，非法律之社會科學

期刊及政府報告等項資料比率約為 45％，並有近 20％的判決引用書籍資料作為佐

證，足見內容分析法已被法學或其他跨領域研究所採用24。Elo and Kyngas25將內容

分析法分成歸納（Inductive）及演繹（Deductive）等二種，其中後者，意指其分析

架構係建立在已知的知識上，其目的在於分析己知概念。此一分析方法經常用在案

例分析，研究者希望藉由現有資料檢視觀念、理論或模型26。綜上，本研究應屬演

繹內容分析法範疇。他們同時認為，演繹內容分析法其分析程序包括主要類目

（Main Category）、一般類目（Generic Category）及部分類目（Sub-category），此

與相關文獻27所稱，內容分析法其分析程序至少包括：基本概念、類目及分析單位

                                                      
23 Klaus Krippendorff, 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 Newbury Park, CA: 

Sage, 51 (1980). 
24 Satu Elo and Helvi Kyngas, “The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Process,” 62(1)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107-115 (2008). 
25 同註 24，107-109. 
26 歸納內容分析法，意指根據不足資料或零碎的過去資訊，歸納提出結論，用此結論來解釋某

些事實，而這些事實支持這個結論。 
27 Steve Stemler, “An Overview of Content Analysis,” 17(7) Practical Assessment,, Research & 

Evaluation, 1-9 (2001); De. B. Wever, Tammy Schellens, Martin Valcke, and Van H. Keer, “Content 
Analysis Schemes to Analyze Transcripts of Online Asynchronous Discussion Group: A Review,” 46(1) 
Computers & Education, 6-2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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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類似。其中本研究之基本概念即為公平法或反壟斷法相關規定；而類目，意指一

組具有相類似意思或內涵的文字或現象的組合。每一類目的界定須符合詳盡

（Exhaustive）及互斥（Mutually Exclusive）原則28。本研究所稱之相關市場、市場

集中度、整體經濟利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及其他應考慮因素，均來自於公平法、

處理原則及反壟斷法相關規定，其完整性除符合類目歸類要求外，也能展現結合行

為之內容結構，故將之列為類目，並進一步探討其分析單位。 

(一) 相關市場 

2002 年 2 月公平法第三次修法，將事業結合管制，由事前申請許可制改為事前

申報異議制，但對於競爭市場之界定，仍以微幅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調漲界定法

（Test of 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ess, SSNIP）29為基礎，輔

以獨占力除以交叉彈性30的公式來估計，此一界定法能有效確認事業結合相關市場

範圍。美國 1982 年結合指南（Merger Guidelines,1982）首先提出此一檢定法，1997

年歐盟委員會在其相關市場界定通告中亦明文規定採用此種方法31。公平法第 5 條

第 3 項將「特定市場」定義為：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下稱商品），從事競爭

之區域或範圍。處理原則第 3 點對於特定市場之界定，係綜合商品市場及地理市場

加以判斷之。由其意涵可知，相關市場應包括：1.商品市場：係指商品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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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地理市場：係指參與結合事業提供之特定商品或服務，交易相對人可以很容易選

                                                      
28 詳盡性，意指所有樣本所含蓋內容項目都要能毫不遺漏的歸入所設定的類目；互斥性，意指

內容資料不得同時列入二個類目。申言之，每一類目需要有明確定義，分析單位才不會產生同時

歸進二個類目的情形。 
29 SSNIP 市場界定法：把市場視為一組產品群或一個區域，尋找最小的產品群或地理區域，用

以判斷假定的壟斷者，其訂價是否能夠維持獲利性且高於競爭價格，通常假定增長 5％至少一

年。如果假定的壟斷者在最小產品群中實施價格上漲不能獲利，則將下一個最接近的替代產品加

入市場，並再次運用 SSNIP 進行測試，直到假定壟斷者可以獲利為止。如此，界定下的產品範圍

或地理區域就形成相關市場。詳見：Oystein Daljord, Lars Sorgard, and Oyvind Thomassen, “The 
SSNIP Test and Market Definition with the Aggregate Diversion Ratio: A Reply to Katz and Shapiro,” 
4(2)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263-266 (2008). 

30 交叉彈性：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若有二項產品 X 與 Y，當 Y 價格變動 1％時，影響 X
的需求量變動的情形。 

31 劉楚俊、陳姿縈，「網際網路產業之垂直整合對公平交易規範的啟示－以廣告字拍賣市場為

例」，公平交易季刊，第 20 卷第 2 期，118-12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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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之區域範圍32。 

大陸對於特定市場之界定，依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 2009 年 7 月所公布之「關

於相關市場界定的指南」33第 7 條，相關市場之界定方法並非唯一，在反壟斷執法

實踐中，根據實際情況，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當市場範圍清晰時，其界定方法，

可基於商品的特性、用途、價格等因素進行需求替代分析，必要時進行供給替代分

析；若市場範圍不夠清晰或不易確定時，可依「假定壟斷者測試」（即 SSNIP）來

界定之。又該指南第 3 條，所謂相關市場，意指經營者在一定期限內就特定商品或

服務進行競爭之商品範圍和地理範圍。該條同時又認為，在反壟斷執法實踐中，通

常需要界定的市場包括商品市場與地理市場。 

綜上觀之，兩岸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結合案件之規範，雖不盡相同，但對相關

市場之界定及其類型，大致雷同。亦即兩岸均以商品市場及地理市場為相關市場之

分析單位。 

(二) 市場集中度 

市場集中度（Market Concentration）意指，在相同產品或地理區域市場中，廠

商控制該市場經濟活動的程度34，為探討市場力量（Market Power）、判斷產業結構

及政府制定反壟斷政策的重要指標。若是提供不正確的市場集中度資訊，將導致政

策錯誤、曲解市場結構，使產業無法健全發展，損及公共利益35。但市場力量的衡

量常涉及競爭效率分析，所需考慮項目繁多，一般而言，尚需考慮產業競爭特性、

產業結構等，藉以瞭解競爭事業間之互動關係及其互動結果是否能達到有效競爭

36。 

                                                      
32 何之邁，「註釋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收錄於廖義男 (編著)，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 

(第 1 冊)，公平交易委員會，443-444 (2003)。 
33 http://competitionblog.blogspot.com/2009/09/blog-post_21.html, 最後瀏覽日期：2013/3/4。 
34 Alison Alexander, James Owers, Rod Carveth, Ann C. Hollifield, and Albert C. Greco, Media 

Economics: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85 (2004). 
35  Alan Albarran and John Dimmick, “Concentration and Economics of Multi-formity in the 

Communication Industry,” 9(4) The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41-50 (1996); David Croteau and 
William Hoynes, The Business Media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London: Pine Forge Press, 408 (2006). 

36 Kai Huschelrath and Kathrin Muller, “Market Power, Efficiencies, and Entry: Evidence from an 
Airline Merger,” ZEW Centre for European Economic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No. 12-07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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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市場集中度之主要表示方式有二37：1.行業集中

度指標 （Concentration Ratio, CRn）：意指特定市場前 N 大事業市場占有率的總

和。例如，CR4 指前 4 大事業市場占有率的總和。此種表示方式有取得資料與處理

簡便，實務上容易應用的優點；但因未能考量標的事業規模，及市場上事業之總數

與較小規模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其衡量結果被認為較不精確，而其值介於 0 與 1

間，數值愈大表示市場集中度愈高。2.雙赫指數（Herfindhal-Hieschman Index, 

HHI）：意指市場上每家廠商市場占有率百分比平方的總和。HHI 值介於 0 與

10000 間，衡量時需有二個數據，一為結合事業特定市場之 HHI 值；另一為結合後

所增加之 HHI 值。若特定市場 HHI 值高於 2500，其結合後增幅低於 100，尚不致

造成反競爭效果；若其增幅超過 200，則有限制競爭之虞38。由於 HHI 值在學理上

較為嚴謹，不僅被公認優於 CRn，且被認為可補足 CRn 在衡量上的缺點。 

至於兩岸對於市場集中度之相關文獻主要有：公平會所訂處理原則、大陸商務

部所訂「關於評估經營者集中競爭影響的暫行規定」及何之邁的論述等。其中處理

原則未具體指出台灣市場集中度之分析單位，何之邁則認為，台灣係以 CRn 值為

主、HHI 次之；而前揭暫行規定則指出中國市場集中度分析單位包括 HHI 和 CRn。

以上情形，詳如表 1： 

                                                        
(2012); 同註 32，445。 

37 沈中華、張大成、朱德芳、謝智源，「公平交易法對銀行業結合之評估－檢查表之設計與討

論」，公平交易季刊，第 19 卷第 2 期，5-15 (2011)。 
38 (1)美國 DOJ(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與 FTC(Fedaral Trade Commission)於 2010 年 8 月 19

日修正 1992 年水平結合指導原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認為若特定市場 HHI 值低於

1500，為低度集中市場，通常無反競爭效果，無需進一步分析；HHI 值介於 1500 及 2500 間，為

中度集中市場，若結合後 HHI 值增幅低於 100 者，不致產生反競爭效果；若增幅超過 100 者，則

有反競爭效果之虞；HHI 值大於 2500，為高度集中市場，若結合後 HHI 值增幅低於 100 者，不

致產生反競爭效果，介於 100-200 間，應加以注意，高於 200，則有反競爭效果之虞，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hmg-2010，最後瀏覽日期：2013/6/11。 
(2)1992 年水平結合指導原則為： HHI 值低於 1000，為低度集中市場；HHI 值介於 1000 及

1800 間，為中度集中市場；HHI 值大於 1800 為高度集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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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兩岸市場集中度相關文獻及分析單位 

 論  述 分析單位 

 
台 
 
灣 
 
 

1. 公平會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2 項，市場占有率原則上係以特定市場範

圍內之銷售值（量）作為基礎，其不宜以銷售值（量）計算者，得

依所處特定市場特性採計其他計算基礎。 
2. 何之邁

39
認為，國內市場完整產業資訊取得不易，欲使每件結合案

件都以 HHI 作為衡量基準，立意雖佳，實務操作上並不容易，從而

如就現實立論，沿用 CRn 值作為判斷，較具可操作性。 

以 CRn 值為主；

HHI 次之。 
 
 

 
大 
 
陸 
 
 

1. 商務部「關於評估經營者集中競爭影響的暫行規定」
40
第 6 條第 1

項，市場集中度是對相關市場結構所作的一種描述，體現相關市場

內經營者的集中程度，通常可用 HHI 和 CRn 來衡量。 
2. 同條第 2 項，市場集中度是評估經營者集中競爭影響時，應考慮的

重要因素之一，若市場集中度越高、集中後市場集中度的增量越

大，集中所產生的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可能性越高。 

HHI 和 CRn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三) 整體經濟利益 

過去若干文獻41以「效率」來表示整體經濟利益，其中 Lindsay 將效率分成配置

效率（Allocation Efficiency）、生產效率（Productive Efficiency）、動態效率

（Dynamic Efficiency）及交易效率（Transactional Efficiency）。他認為，若依經濟

分 析 的 理 論 架 構 探 討 ， 整 體 經 濟 利 益 在 理 論 上 應 符 合 「 極 大 化 」

（ Maximization ） 、 「 經 濟 效 率 」 （ Economic Efficiency ） 及 「 均 衡 」

（Equilibrium）等基本原則。換言之，雖任何有理性的廠商或個人都會極力去尋找

利益極大化，但此種利益極大化，並非全然是整體經濟利益，而尚須考量「經濟效

率」及「均衡」二項要素。其中「經濟效率」，意指資源不管再怎麼重新分配使

                                                      
39 同註 32，446-447。 
40 商務部 2011 年 8 月 29 日第 55 號公告「關於評估經營者集中競爭影響的暫行規定」，同年 9

月 5 日施行。 
41  例如，Alistair Lindsay,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 Substantive Issues, London: Sweet & 

Maxwell, 12-13 (2003); Tomaso Duso, Damien J. Neven, and Lars-Hendrik Roll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uropean Merger Control: Evidence Using Stock Market Data,” 50(3)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55-486 (2007); Peter Verloop and Valerie Landes, Merger Control Europe, 4th ed., Lond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53 (2003). 



 兩岸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與禁止結合案內容結構比較 11 

用，都無法使某些經濟體獲致更高經濟利益，而同時不損及其他經濟體的利益。此

一情境，經濟效率可能只是事業或產業之個別效率，並非全然是競爭法所欲追求的

整體經濟利益之效率，而福利經濟的概念正是探討個人與事業如何建立互動，達到

整體經濟利益效率之目的。至於「均衡」意指，一種不會自然改變的狀態。換言

之，均衡一旦達成，在其他條件不變之情況下，其狀況會持續下去。因此，在福利

經濟的理念中，只有當生產者與消費者配置都達到效率時，均衡才會呈現最適狀

態，也唯有當消費者效用極大化時，事業利益才會極大化，經濟效率的意義方能與

維護社會褔祉的動向趨於一致，最適狀態的均衡才會出現。此時，才能達到整體經

濟利益的意境42。 

兩岸對於整體經濟利益相關文獻包括：公平會所訂處理原則、反壟斷法第 28

條後半段、商務部所訂「關於評估經營者集中競爭影響的暫行規定」及何之邁、李

國海等之論述。其中有關整體經濟利益分析單位，以何之邁之論述最為具體完整，

足以涵蓋處理原則及暫行規定之內涵，至於其他文獻則屬一般性論述，不影響該當

論述之具體完整性。故本研究採取何之邁有關整體經濟利益應考量因素之論述，作

為分析單位。以上情形，詳如表 2： 

(四)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結合就產銷秩序上，可分成水平、垂直及多角化結合，其中水平結合具有使特

定市場現有事業家數減少，造成市場集中度提高之反競爭效果。競爭法對於水平結

合管制的目的，在於避免事業企圖藉此取得市場力量或獨寡占地位，排除其他競爭

者參與市場競爭，而達到限制產出、提高產品價格，減損市場競爭機能的目的。因

此，當事業進行水平結合，而導致其得以運用市場力量或獨寡占地位，將價格提高

至競爭價格水平之上，獲取超額利潤，使社會福利由消費者移至結合事業，該結合

已實質達到限制競爭，應予禁止。競爭法主管機關衡酌結合案件應否禁止，市場占 

                                                      
42 同註 5 之劉孔中，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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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兩岸整體經濟利益相關文獻及分析單位 

 論  述 分析單位 

 
 
 
台 
 
 
 
 
 
 
 
 
 
 
 
 
 
灣 
 
 
 
 
 

1. 處理原則第 13 點，整體經濟利益所應考量因素包括：(1)消費者利益；

(2)結合事業是否原處於交易弱勢之一方；(3)結合事業之一是否為垂危

事業；(4)其他有關整體經濟利益具體成效。 
2. 何之邁

43
整理公平會過去相關案例認為，整體經濟利益應考量因素

有： 
(1) 效率：係以結合事業得以達到之規模經濟，所產生之較好生產設施

整合、工廠專業化、較低之運輸成本及與結合有關之製造、服務或

運送等效率。 
(2) 垂危事業：意指短期內不可能履行其財務義務，且無法有效重整，

在可預期的未來將退出市場之事業。申言之，垂危事業除參與特定

個案之結合外，無其他更不具限制競爭之方式存在市場，倘無該結

合，競爭效果將降低，此時採取結合，有助於整體經濟利益的提

升。結合雖為拯救垂危事業的方法之一，但若市場上仍有其他更適

合之結合對象，得以減少限制競爭之不利益，除非該替代方案有具

體不可行之證據，否則與垂危事業之結合不被認為具有整體經濟利

益。 
(3) 公共利益：觀諸公平會過去對結合案件審查其公共利益考量因素包

括：提高顧客服務品質、落實國家政策、提升公共資源利用率、確

保消費者利益等。 
(4) 競爭關係之強化：倘參與結合事業都屬市場占有率較低之廠商，其

結合所增加之市場力量，反而得以促進與其他較大規模事業競爭，

其結合有利於整體經濟利益。 
(5) 促進交易條件合理化：倘結合事業相對於交易之他方，於結合前係

屬弱勢者，則此結合，將可因市場力量的增強，促進合理交易條件

談判之可能性，進而降低進貨成本，並可回饋顧客，提高消費者權

益，有利整體經濟利益。 

效率、垂危事

業 、 公 共 利

益、競爭關係

之強化及促進

交易條件合理

化。 
 

 
 
大 
 
 
 
 
陸 
 
 

1. 反壟斷法第 28 條後半段，經營者能證明集中對競爭所產生之利益大於

不利益，或者符合社會公共利益者，該集中不予禁止。 
2. 商務部「關於評估經營者集中競爭影響的暫行規定」第 8 條至第 12

條，對前述有更進一步的闡釋，例如，集中後，技術進步所產生之積

極影響有助於增進消費者利益（第 8 條）；集中可提高經濟效率、實

現規模經濟效應和範疇經濟效應（第 9 條）：集中有助於提高產品品

質、降低產品價格，增進消費利益（第 10 條）；集中可促進國民經濟

發展（第 11 條）；集中之審查尚需考量的公共利益及參與者是否為垂

危事業（第 12 條）。 
3. 李國海

44
認為，壟斷法執行過程中，整體經濟利益要廣泛地考量社會

公共利益、整體經濟效益等方面的內容，方為已足。 

效率、垂危事

業 、 公 共 利

益、競爭關係

之強化及促進

交易條件合理

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43 同註 32，461-464。 
44 李國海，反壟斷法實施機制研究，中國方正出版社，4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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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率及市場集中度為其重要考量項目外，尚須評估其他可能限制競爭之因素45，例

如，結合後可能產生的單方效果（Unilateral Effects）、共同效果（Coordinated 

Interaction）、抗衡力量（Rival Power）及參進障礙（Entry Barriers）46。其次，垂

直結合限制競爭分析，著重於市場封鎖（Market Foreclosure）效果47。當上、下游

事業垂直結合，若採取進入障礙、差別待遇、結合事業間彼此勾結等不當競爭策

略，將增加其他競爭者的經營成本，損害上、下游間，因競爭所產生的效果，從而

導致市場產出（或要素）價格提升，損害消費者權益。此一情形，將不利於市場競

爭效能的發揮，而有限制競爭之效果48。最後，多角化結合之限制競爭效果，關鍵

在於組合效果（Conglomerate Effect）。多角化結合若產生組合效果，將有限制競爭

之虞。其原因有二：1.當多角化結合產生組合效果，參與結合事業可能會採取低於

成本之掠奪性定價（Predatory Pricing），利誘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之交易，逼

迫市場力量較低之競爭者退出市場，冀取得獨占或相當於獨占的市場競爭優勢，而

低於成本之產品銷售後所造成的短期損失，則由結合事業之其他部門藉由交叉補貼

承擔。2.若多角化結合事業，因組合效果而挾其市場優勢地位，採取搭售（Tie-in）

等侵略性商業行為，將無可避免造成社會福利損失，產生限制競爭效果49。 

兩岸對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相關文獻主要有：公平會所訂處理原則、反壟斷法

第 28 條前半段、商務部所訂「關於評估經營者集中競爭影響的暫行規定」及何之

邁之論述等。其中公平會處理原則第 9、11 及 12 點及何之邁之論述，分別指出台

灣各結合類型，其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分析單位包括：單方效果、共同效果、抗衡力

                                                      
45 同註 37，15-20。 
46 (1)單方效果：單一事業在特定市場具有優勢地位，擁有片面提高產品價格或限制產出的能

力。(2)共同效果：事業與其他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相互約束市場活動，進而達成共同反競爭目

標。(3)抗衡力量：係指特定市場現有或潛在交易相對人鉗制事業提高產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的能

力，即為強勢而老練之買方力量 (Powerful or Sophisticated Buyer)。詳言之，當市場出現市場力量

強大之買方，結合事業因可能採取秘密協商或提供實質讓步方式與之交易，其勾結行為將可被遏

止，從而結合事業之市場力量則未必得以有效行使。(4)參進障礙：係分析事業進入特定市場之難

易程度。此難易程度受到參進可能性、及時性及充分性的影響。 
47 市場封鎖：係指垂直結合事業與其所屬之子公司進行交易，而拒絕與其他有率之競爭者進行

交易的情形。 
48 Yongmin Chen, “On Vertical Merger and Their Competitive Effects,” 32(4)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667-685 (2001). 
49 Sven B. Völcker, Leveraging As a Theory of Competitive Harm in EU Merger Control,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581-614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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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參進障礙、封鎖效果及組合效果。反壟斷法第 28 條前半段屬於一般性論述，

而暫行規定明白指出中國該當分析單位包括：單方效果、共同效果、參進程度、封

鎖效果。事實上，抗衡力量係因前揭 4 項因素所延伸之反向力量、共同效果則為多

角化經營者集中之限制競爭效果分析主要探討議題，此二項亦應包括在分析單位

內，才算完整。因之，本研究採取單方效果、共同效果、抗衡力量、參進障礙、封

鎖效果及共同效果等項，作為分析單位。以上情形，詳如表 3： 

表 3 兩岸限制爭之不利益相關文獻及分析單位 

 論  述 分析單位 
 
 
台 
 
 
 
 
灣 
 
 

1. 處理原則第 9 點列出水平結合限制競爭效果之考量因素，包括單方效

果、共同效果、抗衡力量、參進障礙及其他影響限制競爭效果之因

素。 
2. 處理原則第 11 點列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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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市

場之困難度、參與結合事業於特定市場濫用市場力量之可能性、其他

可能造成市場封鎖效果之因素。以上垂直結合限制競爭效果之因素，

都與市場封鎖效果，所造成之參進障礙有關。 
3. 處理原則第 12 點列出多角化結合之審查方式

50
，藉以判斷多角化結合

是否具有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並未如第 9 點及第 11 點列出限制競爭

效果之考量因素。但何之邁
51
認為，多角化結合限制競爭效果分析，

最主要仍在於組合效果之探討。 

單方效果、共

同效果、抗衡

力量、參進程

度、封鎖效果

及組合效果。 

 
 
大 
 
 
 
陸 
 
 

1. 反壟斷法第 28 條前半段，經營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或限制競

爭效果者，應予禁止。 
2. 商務部「關於評估經營者集中競爭影響的暫行規定」第 4 條，評估經

營者集中對競爭產生不利影響的可能時，首先考察集中是否產生或加

強某一經營者單獨排除、限制競爭的能力；當集中所涉及的相關市場

只有少數幾家經營者時，應考察其共同排除、限制競爭的能力；當集

中的經營者不屬同一相關市場的實際或潛在競爭者時，應考察上下游

市場或關聯市場是否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同規定第 7
條，經營者集中可能提高相關市場進入壁壘，使未參與集中者進入市

場更加困難，此一難易程度要全面考慮進入的可能性、及時性及充分

性。 

明示：單方效

果 、 共 同 效

果 、 參 進 程

度 、 封 鎖 效

果；延伸：抗

衡力量及共同

效果。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50 其審查方式包括：(1)法令管制改變之可能性及對參與結合事業跨業經營的影響。(2)技術進步

使參與結合事業跨業經營的可能性。(3)參與結合事業原有跨業發展計畫。(4)其他影響重要潛在競

爭可能性之因素。 
51 同註 32，456-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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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應考慮因素 

公平法第 12 條，依結合案件所產生之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間之

抵換結果，決定應否禁止其結合？公平會處理原則中，不論整體經濟利益或限制競

爭之不利益，都有若干補充性規定，例如，第 9 點第 5 款，其他影響限制競爭效果

之因素；第 11 點第 4 款，其他可能造成市場封鎖效果之因素；第 12 條第 4 款，其

他影響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之因素；第 13 點第 4 款，其他有關整體經濟利益之具

體成效。但這些補充性規定，並無陳述具體事項。何之邁52曾提出以下影響結合應

考慮之其他因素：1.其他產業主管機關或地方主管機關之意見；2.相關產業團體之

意見；3.專家學者之意見；4.特定產業之審查準則。另外，依公平法第 11 條第 1

項，只有結合後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或結合前任一參與事業其占有率達四分之

一者、或參與結合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額超過主管機關公告者，始需申報，亦

屬之。 

至於反壟斷法相關規定，除了反壟斷法第 27 條第 6 款，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

構認為應當考慮的影響市場競爭的其他因素外，商務部所訂「經營者集中審查辦

法」第 11 條，參與集中之經營者可以提出對集中交易方案進行調整的限制性條

件。申言之，限制性條件之訂定，參與集中者可以參與。另外，大陸則依國務院公

布之「國務院關於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的規定53」第 3 條，僅以上一會計年度營業

額作為門檻規定54。以上均屬於大陸反壟斷法相關規定，對於經營者集中之其他應

考慮因素。 

綜上觀之，兩岸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結合許可，其他應考慮因素分析單位應可

歸納為：1.產業主管機關或地方主管機關之意見；2.相關產業團體之意見；3.專家學

者之意見；4.特定產業之審查準則；5.集中者是否可參與限制性條件訂定；6.門檻規

                                                      
52 同註 32，463-464。 
53 國務院 2008 年 8 月 1 日第 20 次常務會議通過「國務院關於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的規定」，

同月 3 日公布施行。 
54 經營者集中達下列標準之一者，須向主管機關申報：(1)所有參與之經營者上一會計年度全球

營業額合計超過 100 億人民幣，且其中至少二家經營者上一會計年度在大陸境內營業額均超過 4
億人民幣。(2)所有參與之經營者上一會計年度在大陸境內營業額合計超過 20 億人民幣，且其中

至少二家經營者上一會計年度在大陸境內營業額均超過 4 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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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市場占有率或營業額）。其中門檻規定將於「統計結果與分析」中另行討論，

其餘則在該章中分別討論。 

三、個案描述 

為使本研究所蒐集之個案同屬兩岸「事前申報異議制」下之案例。台灣部分之

資料蒐集期間為：2002 年 2 月公平法第 3 次修法，結合管制由「事前申請許可制」

改為「事前申報異議制」至 2012 年底。其蒐集過程：由公平會網站，鍵入關鍵字

「結合」，出現蒐集期間案件 183 件，扣除重複輸入 3 件、結合及其他法條處分案

147 件、非屬限制性條件或禁止許可結合案 16 件，得到樣本 17 件（4 件禁止結

合、13 件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55；大陸部分蒐集期間為 2008 年 8 月反壟斷法生效

後至 2012 年底。其過程：由商務部網站通知公告中，得到全數樣本 17 件（禁止經

營者集中案件 1 件、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 16 件）。以上合計 34 件樣本，為兩岸競

爭法主管機關於蒐集期間，所有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及禁止結合案件，非屬抽樣樣

本。因此，前揭樣本應具有完整性與代表性。至於詳細蒐集過程56，詳如註 56 所

                                                      
55 另有 3 件結合行政訴訟案例：(1)2011 年 6 月 30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093 號判

決。此案為燁聯鋼鐵公司與唐榮鐵工廠禁止結合行政訴訟案，該案最高行政法院認為，原判決對

上訴人攸關判決結果之主張，未能敘明駁回理由，上訴有據，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台北高等行政

法院，查明事實後另為適法之判決。本研究 2013 年 3 月 15 日查察公平會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網

站，並無本案相關行政決定 (或判決)，該案應仍屬訴訟狀態，與本研究之個案描述無涉。(2)2011
年 9 月 29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696 號判決。此案為錢櫃與好樂迪公司禁止結合行政

訴訟案，該判決為上訴駁回。(3)2012 年 1 月 20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149 號判決，認

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未踐行必要程序，駁回唐榮鐵工廠企業公會請求參與燁聯鋼鐵公司與唐榮鐵

工廠禁止結合行政訴訟案。由於該案尚繫事實審法院訴訟中，抗告有理，原判決廢棄，回復至原

來輔助參加存在訴訟狀態。此案與(1)同一案由，一併敘明。 
56 個案蒐集過程：(1)公平會網站 (http://www.ftc.gov.tw) 本會行政決定欄內，鍵入關鍵字「結

合」，2002 年 2 月至 2012 年底，出現 183 件個案，經逐一審閱篩選，扣除重複輸入 3 件、結合

及其他法條處分案 147 件、非屬限制性條件或禁止許可結合案 16 件，得到樣本 17 件，其中附加

限制性條件案 13 件、禁止結合案 4 件。另外，禁止結合案件數，扣除重複輸入部分，與公平會

2002 年至 2012 年該類型案件統計數相同；附加限制性條件個案，因併入許可案件統計，無法比

對。(2)由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http://www.jirs.judicial.gov.tw) 判決書行政類，鍵入關鍵字

「結合」，查得資料期間內最高行政法院結合行政訴訟判例 6 件，其中結合案 3 件、結合處分案

2 件及公平法第 24 條 1 件 (請參註 55)。(3)由大陸商務部 (http://www.fldj.mofcom.gov.cn) 通知公

告，2008 年 8 月至 2012 年底，共有附加限制性條件案 16 件、禁止結合案 1 件。該部於資料蒐集

期間，共審查 534 件經營者集中案，無條件批准者 517 件，餘者與樣本數相符合。最後瀏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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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另外，個案內容描述程序則參酌相關文獻57「個案研究之簡介方式」，先以區

域歸類，再以禁止或附加限制性條件區分；最後，為保留個案原貌，台灣部分依公

平法第 6 條第 1 項、大陸部分依反壟斷法第 20 條之類型分類。而其實質內容則包

括相關市場、市場集中度、整體經濟利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及其他應考慮因素等

類目及其分析單位，同時以分析單位作為內容分析之「語幹58」（Theme）敍述之。 

(一) 台灣 

1. 禁止結合案  

(1) 合併（2件）59： 

A.新台北有線電視與麗冠有線電視水平結合案，符合結合前、後市占率門檻，

以「有線廣播電視」為商品市場，以國家傳播委員會（NCC）所劃定之台北市內湖

區為地理市場，其市場結構 HHI 值為 6061，屬高度集中市場，合併後在該地理市

場之占有率為 100％。因具有獨占地位，對潛在競爭者形成參進障礙，交易相對人

無抗衡力量，對上游廠商形成封鎖效果，且結合之一方亦非垂危事業，雖結合後有

規模經濟效益，但經函詢事業主管機關行政院新聞局及台北市政府表示，結合後無

明顯整體經濟利益，卻有明顯的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因此，綜合判斷利益小於不利

益，故予禁止。 

B.好樂廸與錢櫃水平結合案，符合結合後市占率門檻，其所涉為台灣地區視聽

歌唱服務市場。合併後市場占有率約為 51.04％，尤其台北市及新北市合併後之市

場占有率超過 90％，故具有單方提高服務報酬的能力及參進障礙，交易相對人對其

無抗衡力量，但與其他競爭者尚無明顯共同效果，結合之任一方亦非垂危事業，同

時也無有效機制可確保其能改善消費者利益及提高就業機會。雖該二事業之合併仍

                                                        
間：2013 年 6 月 11 日。 

57 例如，施錦村，「美國、台灣專利集中授權個案內容分析－反托拉斯準則的觀點」，公平交

易季刊，第 17 卷第 3 期，153-162 (2009)；盧瑞陽、余朝權、林金郎、張家琳，「台灣不法比較

廣告之研究－2004 年案例研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3 期，37-59 (2006)。 
58 一種與價值、信念或態度有關之抽象性分析單位。 
59 公平會公結字第 091003 號、公平會公結字第 09800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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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透過資源整合降低成本，提高對伴唱帶代理商之議價能力，惟經綜合判斷，認為

利益小於不利益，且無法附加限制性條件改善此一情形，故予禁止。 

(2) 收購（1件）60： 

A.燁聯收購唐榮股權水平結合案，符合結合前、後市占率及銷售金額門檻，其

涉及台灣地區不銹鋼平板市場。結合後市占率約為 58.73％，具有單方提高價格的

能力及參進障礙，且在國內及進口原料替代選擇不足情況下，現有及潛在交易相對

人不具抗衡力量，但與其他競爭者無共同效果，結合之一方亦非垂危事業。本案曾

於 2009 年 4 月召開「不銹鋼產業市場結構與經營現況」座談會，部分與會人士認

為，結合後可以提高經濟規模、設備利用率，降低生產成本，但此一結合效率是否

得以實現，仍有賴結合事業之營運策略及經營行為，尚無有效機制確保能達到結合

經濟利益。故綜合判斷利益小於不利益，予以禁止。 

(3) 收購股權控制業務經營或（及）人事任免（1件）61 

B.統一收購維力股權及控制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之水平結合案，符合結合前市

占率及銷售金額門檻。本案舉辦公聽會時認為，其涉及台灣地區速食麵市場。由於

二結合事業分屬該市場第 1、2 大廠商，市場之 HHI 值超過 2000，屬高度集中市

場，具有單方效果及參進障礙，且速食麵市場重視消費者口味及通路結構，未參與

結合事業及上下游廠商之共同效果與抗衡力量不足，參與結合事業非屬市場較弱一

方或垂危事業。雖結合者自認結合後可提高商品品質、生產效率，所降低之成本承

諾回饋消費者，但無可資證明之證據可供驗證。故綜合判斷利益小於不利益，予以

禁止。 

2. 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案 

(1) 收購（2件）62： 

A.雅虎資訊收購雅虎國際資產水平結合案，符合結合前市占率門檻，屬台灣地

                                                      
60 公平會公結字第 098003 號。 
61 公平會公結字第 099003 號。 
62 公平會公結字第 096005 號及公平會公結字第 09700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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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網路資訊服務市場，市占率經參考動腦雜誌及台北市網際網路廣告媒體經營協會

推估，雅虎國際及雅虎資訊 2006 年分別約為 57-59.5％及 6.51-6.82％間。資產收購

後市場結構並無明顯變化，尚無顯著之單方、共同效果及參進障礙，交易相對人亦

存在抗衡力量；結合後也將帶來規模經濟效益，但為確保利益大於不利益，故附加

限制性條件許可。 

B.荷蘭商 Trinity NL B. V. 收購八大電視公司股權垂直結合案，符合結合後市占

率門檻，其涉及台灣地區有線電視市場。本案因尚有其他競爭廠商，故無明顯限制

競爭之虞，但為避免結合事業以直接或間接方式控制從屬公司，以致無正當理由對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或其競爭者為拒絕或差別交易，而產生市場封鎖情形，並為確

保利益大於不利益，故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 

(2) 共同經營（3件）63： 

A.台灣微軟與雅虎資訊公司共同經營台灣地區網路及關鍵字廣告市場，屬水平

與垂直結合，符合結合前市占率門檻。微軟公司於國內未經營關鍵字市場；至於網

路廣告市場，前端之入口網站，仍由雙方各自經營，後端搜尋技術由微軟公司負責

提供，是本案尚無明顯限制競爭之虞，但為避免結合事業強化市場力量，提高交易

相對人的依賴程度，形成封鎖效果，對交易相對人濫用市場力量，故附加限制性條

件許可。 

B.中華電信、悠遊卡公司及統一超商合資新設「點鑽公司」，由新公司招募結

盟廠商，為多角化收購股權共同經營結合案，符合結合前市占率門檻。其涉及台灣

地區紅利點數市場。由於新公司初期市占率僅約 5％，該市場仍有其他競爭者，足

以產生抗衡力量，尚無導致顯著限制競爭之疑慮；又紅利點數市場參進障礙低，僅

為事業行銷工具之一並非主要業務；且參與結合事業，可藉由供給面效率，滿足顧

客需求，促進整體經濟利益。但為避免中華電信等三公司，藉此平台產生限制競爭

之情事，而有組合效果之虞，故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 

C.Hitachi 等六家公司共同組成 One-Blue LLC 專利聯盟授權公司，並各取得該

公司 1/6 股權，符合銷售金額門檻。其涉及台灣地區藍光 DVD 相關產品、技術與創

新市場，屬垂直結合。就現有事證，專利聯盟之授權及結合後公司之經營行為尚無

                                                      
63 公平會公結字第 099001 號、公平會公結字第 100001 號及公平會公結字第 10000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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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限制競爭之虞，但為防止敏感性資訊在授權人間相互交換，導致對上下游垂直

競爭產生不利影響，而有封鎖效果，故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 

(3) 收購股權控制業務經營或（及）人事任免（8件）64： 

A.家樂福收購德斯高股權控制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水平結合案，符合銷售金額

門檻，屬台灣地區量販店及超級市場業，為中度集中市場，HHI 值為 1190，CR4 為

56.77％，該二公司於 2004 年市場占有率分別約為 20.61％及 2.93％，分居市場第 1

及第 8 位。由於結合後市占率未明顯提高，尚無顯著參進障礙，交易相對人仍具抗

衡力量；且結合後所產生之規模經濟將帶來價格與品質效益，並可保有德斯高公司

員工之工作權，但為確保利益大於不利益，故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 

B.台亞收購弘開科技股權控制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水平結合案，符合結合前、

後市占率門檻，屬台灣地區衛星節目中繼業務傳輸服務業，為高度集中市場結構，

結合後於該市場占有率合計約達 63％。但因市場上現有競爭者尚有侑瑋、中華電

信，除外也有 9 取得合格執照之潛在競爭者，故無明顯單方效果、參進障礙，交易

相對人存在抗衡力量；結合後整合雙方資源產生規模經濟，可提供更有效率更高品

質之服務，有助於電信市場整體競爭力的提升，但為確保利益大於不利益，故附加

限制性條件許可。 

C.雅虎國際收購無名小站股權控制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水平結合案，符合結合

前、後市占率門檻，屬台灣地區網路資訊服務市場，市占率經參考動腦雜誌及台北

市網際網路廣告媒體經營協會推估，2006 年分別約為 57-59.5％及 1.67-1.75％間，

結合後對市場結構無明顯影響，故無顯著之單方、共同效果及參進障礙，交易相對

人亦存在抗衡力量；結合後所產生之規模經濟效益，有助於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及

生產力，但為確保利益大於不利益，故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 

D.統一企業收購德記洋行股權控制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水平結合案，符合結合

前市占率門檻，屬台灣地區飲料市場，二家公司市占率分別為 25％與不及 2％，結

合後對市場結構無顯著影響，故無明顯單方、共同效果及參進障礙，交易相對人亦

                                                      
64 2005 年家樂福與德斯高結合案、2006 年台亞與弘開科技結合案、公平會公結字第 096003

號、公平會公結字第 096004 號、公平會公結字第 098004 號、公平會公結字第 099002 號、公平會

公結字第 099004 號及公平會公結字第 10000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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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抗衡力量；結合後將可獲得成本下降或費用節省之規模經濟效益，有助於提供

更好的商品或服務，及提升競爭力，但為確保利益大於不利益，故附加限制性條件

許可。 

E.台灣大哥大收購盛庭公司股權，控制人事任免之水平、垂直及多角化結合

案，符合結合前、後市占率及銷售金額門檻。其涉及行動及固定通信服務、數據通

信接取服務、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服務及有線電視系統服務等商品市場，除有線

電視系統服務，以 NCC 所劃定之區域為地理市場外，其餘以台灣地區為地理市

場。結合事業除有線電視系統服務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為 50％或以上外，其餘各市

場之占有率約在 5％-25％，對市場競爭之限制尚不顯著，無導致單方效果、共同效

果、降低抗衡力量，提高參進之疑慮；但對數據通信接取市場有促進競爭效果，突

破固定通信服務主導者 Last Mile 之市場優勢地位，有益於視訊媒體產業發展，提供

消費者多元選擇及數位匯流產業之發展，經函請主管機關、專家學者及業界提供評

估意見，多數認為可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 

F.遠傳電信等 9 家公司合資新設「尖端音樂公司」，遠傳電信取得新公司 50％

股權，控制新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屬水平及垂直結合案，符合結合後市占

率門檻。其涉及台灣地區行動通信服務、數位線上音樂及唱片發行等產品市場。參

與結合之 7 家唱片發行事業合計市場占有率約達 70％，若透過新設公司為平台從事

反競爭行為，或對下游數位線上音樂服務業者採取差別待遇，或為其他不當之交易

行為，將有共同效果、單方效果及封鎖效果之疑慮；本案仍有助於提高生產及配置

效率，促進市場競爭，提供多樣化高品質服務，提升國際競爭力，促進研發與創新

效果，經主管機關、專家學者及業界評估意見，多數認為可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 

G.大富媒體收購盛庭公司股權，控制所屬 12 家有線電視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

事任免，為多角化結合案，符合結合前市占率門檻。涉及 NCC 所劃定之區域有線

廣播電視服務市場，該 12 家公司雖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都在 50％或以上，但所經

營區域尚未屬同一區域，對目前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及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服

務市場，尚無導致單方效果、共同效果、降低抗衡力量、提高參進障礙之疑慮；且

本結合有利於消費者多元選擇，提供視聽大眾更優質節目內容，申報人亦承諾積極

完成行政院 2010 年 7 月 8 日通過之「數位匯流發展方案」，但為避免結合事業藉

由此一平台限制競爭，而有組合效果之虞，故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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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旺中媒體收購安順開發及博康開發股權，控制所屬 11 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屬水平、垂直及多角化結合案，符合結合後市占率門檻。

其涉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及無店面零售電子購物及郵

購業等產品市場，其地理市場除有線電視系統服務為 NCC 區域市場外，其餘為台

灣地區。由於參與事業在各市場占有率，約為 10％至 23％，尚有其他競爭者存

在，應無導致單方效果、降低抗衡力量及提高參進障礙之疑慮；本結合有利於消費

者多元選擇，提供視聽大眾更優質節目內容，申報人亦承諾積極完成行政院 2010

年 7 月通過之「數位匯流發展方案」。但為避免參與事業，藉由此平台導致共同效

果或平行行為或組合效果或封鎖效果，故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 

(二) 大陸 

經營者集中若達到「國務院關於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的規定」第 3 條標準之一

者，應事先向商務主管部門申報，未申報者不得實施集中，故本案個案都已達前揭

標準。 

1. 禁止經營者集中 

(1) 收購（1件）65： 

可口可樂收購匯源果汁水平集中案。該集中涉及大陸碳酸飲料及果汁飲料市

場。審查過程曾書面徵求相關政府部門、行業協會、上下游企業及集中雙方之意

見，認為可口可樂公司有能力將其在碳酸飲料市場之支配地位延伸至果汁市場，對

現有該市場之企業有排除或限制競爭效果，提高潛在競爭者進入該市場障礙，壓縮

大陸地區中小果汁企業生存空間，不利果汁行業持續發展，損害消費者權益。商務

部曾要求集中者提出救濟方案，但仍無法有效減少集中對競爭所造成的不利影響，

不符合社會公共利益，故予禁止。 

                                                      
65 商務部 2009 年 3 月 18 日第 22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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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案 

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係因該集中對特定市場具有排除或限制競爭效果之可

能，由反壟斷執行機關與集中者商談，認為集中者所提解決方案能有效減少競爭不

利因素，故依商談結果，提出限制性條件。以下個案描述不重複說明商談情形。 

(1) 合併（6件）66： 

A.英博集團與 AB（Anheuser-Busch）公司經營者水平集中案。該集中涉及大陸

地區啤酒市場。審查過程曾徵求相關政府部門，聽取啤酒行業協會、其他啤酒生產

者及上下游廠商意見。由於合併規模大，合併後新企業份額（市占率）大增，競爭

力明顯提升，為避免對大陸地區啤酒市場產生不利影響，決定附加限制性條件許

可。 

B.日本三菱麗陽與璐彩特公司經營者水平與垂直集中案。該集中主要涉及大陸

地區甲基丙烯酸甲酯（Methylmethacrylate, MMA）市場。審查過程以書面及論證

會、座談會、約談當事人方式蒐集資料，並向相關行業協會、相關業者求證，認為

合併後三菱麗陽在 MMA 市場之份額高達 64％，高於第二位吉林石化及第三位的黑

龍江龍新公司許多，在 MMA 市場具有支配性地位，對該市場其他競爭者有排除或

限制競爭能力，對下游廠商也有封鎖效果的能力，決定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 

C.美國瑞輝與美國惠氏公司經營者水平集中案。該集中涉及大陸地區廣譜青霉

素（JIC）、抗憂鬱和情緒穏定劑（N6A）等人類藥品；猪隻原體肺炎疫苗、猪偽狂

犬病疫苗及犬用聯苗等動物藥品。審查過程書面徵求相關政府部門、行業協會、競

爭者及上下游廠商意見；舉辦論證會、聽證會、座談會及約談當事人蒐集資料，認

為合併後除猪隻原體肺炎疫苗市場結構產生明顯變化外，其餘市場結構未產生變

化。合併後猪隻原體肺炎疫苗市場份額高達 49.4％，集中者有能力利用其規模效應

擴大市場，控制產品價格；同時集中後之 HHI 高達 2182、增幅為 336，屬高度集中

市場，提高潛在競爭者參進障礙，對競爭者具有排除或限制競爭效果，決定附加限

制性條件許可。 

                                                      
66 商務部 2008 年 11 月 18 日第 95 號公告、2009 年 4 月 24 日第 28 號公告、2009 年 9 月 29 日

第 77 號公告、2009 年 10 月 30 日第 82 號公告、2011 年 6 月 2 日第 33 號公告及 2012 年 6 月 15
日第 35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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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松下與三洋公司經營者水平集中案。該集中涉及全球商品市場為：(a)硬幣型

鋰二次電池：經營者在該市場屬第一、二大廠商，集中後松下公司份額為 61.6％，

導致下游用戶選擇權受到限制，使該公司更具有單方提高價格的能力，而消除買方

之抗衡力量。(b)民用鎳氫電池：該市場為高度集中市場，市場競爭者不多，集中後

松下公司份額為 46.3％，使松下公司更具單方提高價格的能力，且因下游部分交

易，被指定採用三洋或松下公司品牌，合併後加劇此種限制競爭效果。(c)車用鎳氫

電池：該市場為高度集中市場，合併後松下公司份額為 77％，具有單方提高價格的

能力。本集中經問卷調查、電話訪查，赴深圳等實地調查，認為各該市場都有排除

或限制競爭之可能，決定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 

E.烏拉爾（烏鉀）與謝爾維尼特（謝鉀）水平集中案。該集中涉及大陸地區氯

化鉀市場。審查過程書面徵求相關政府部門、行業協會意見，並邀集生產者、貿易

商及行業專家舉行座談會，認為合併後集中者為全球第二大氯化鉀出口供應商，市

場份額超過全球的 1/3。且大陸對氯化鉀的依賴程度高，目前有一半以上需求依賴

進口，合併後集中者對國際市場將更有控制力，並成為大陸邊界貿易唯一的氯化鉀

供應商，對中國農業相關產業有不利的影響，決定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 

F.聯合技術與古德里奇經營者水平集中案。該集中涉及全球飛機電源系統、飛

機照明系統、飛機控制系統及飛機發動機控制系統等市場。審查過程徵求相關政府

部門、下游顧客及競爭者書面意見，認為在飛機交流發電系統中，全球僅有包括集

中者等 6 家供應商，集中後其份額高達 84％，交易後 HHI 達 7158，指數增幅為

1728，屬高度集中市場，其他競爭者對集中者無法構成有效競爭，減損下游廠商選

擇機會，潛在競爭者增加進入障礙，本集中具有排除或限制競爭效果，決定附加限

制性條件許可。 

(2) 收購（7件）67： 

A.美國通用汽車收購美國德爾福公司股權垂直集中案。審查過程以書面、座談

會及約談當事人等方式蒐集資料，認為該集中涉及大陸汽車 10 個零組件市場。集

                                                      
67 商務部 2009 年 9 月 28 日第 76 號公告、2010 年 8 月 13 日第 53 號公告、2011 年 10 月 31 日

第 73 號公告、2011 年 12 月 12 日第 90 號公告、2012 年 3 月 2 日第 9 號公告、2012 年 5 月 19 日

第 25 號公告及 2012 年 8 月 14 日第 49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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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後對零組件市場有封鎖效果，提高大陸地區企業進入通用汽車採購管道困難度，

故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 

B.諾華收購愛爾康股權水平集中案。審查時曾對相關企業或團體電話訪查，認

為該集中涉及中國眼科抗炎或抗感染化合物及隠形眼鏡護理產品市場。前者愛爾康

在大陸市場之份額超過 60％、諾華不及 1％，集中後諾華有能力擴大在中國之投

放，達到一定程度後，將有排除或限制競爭效果；集中者在後者之大陸市場份額達

20％，僅低於海昌公司，但海昌與諾華達成協議，成為其在大陸境內唯一經銷商，

通過該協議諾華有與海昌形成限制市場之能力，決定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 

C.佩內洛普收購薩維奧紡織機械公司股權水平集中案。審查過程書面徵求相關

政府部門、競爭者及下游企業意見，認為該集中涉及大陸地區自動絡筒機電子清紗

器市場，集中者市場份額高，該商品又擁有專利，潛在者競爭者很難進入市場，對

市場形成排除作用，決定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 

D.希捷科技收購三星硬盤驅動器設備水平集中案。審查過程書面徵求相關政府

部門、行業協會及下游企業意見，認為全球硬盤生產者僅剩 5 家廠商，而集中者

2010 年全球份額分別為 33％及 10％，集中後雖產生規模經濟效益，但也提高進入

硬盤市場難度，減少下游企業選擇機會，不利市場競爭，決定附加限制性條件許

可。 

E.西部數據收購日立存儲公司股權水平集中案。審查過程書面徵求相關政府部

門、行業協會及下游企業意見，認為該集中涉及全球硬盤市場，該市場生產者僅有

5 家廠商，而集中者 2010 年份額分別為 29％及 18％，集中後雖產生規模經濟效

益，但也提高進入硬盤市場難度，減少下游企業選擇機會，不利市場發展，決定附

加限制性條件許可。 

F.谷歌收購摩托羅拉股權垂直集中案。審查過程徵求相關政府部門、行業協會

及下游企業意見，並就技術問題咨詢有關專家，認為該集中涉及大陸移動智能終端

及移動智能終端操作系統市場。前者集中度相對分散；後者為高度集中市場，2011

年僅谷歌安卓系統其市場份額高達 73.99％，且摩托羅拉擁有眾多該領域專利，集

中後谷歌對移動智能終端製造商有封鎖效果，提高邊緣競爭者或新競爭者進入門

檻，損及消費者利益。為解決前述問題，決定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 

G.沃爾瑪收購組海公司股權多角化集中案。審查過程徵求相關政府部門、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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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及相關企業意見，認為沃爾瑪在大陸地區實體零售市場具有良好倉儲配送系

統、供貨管道及品牌知名度，集中後有能力將之延伸至網上零集業務，而有組合效

果之虞，且增強其對網路平台用戶之議價權，具有排除或限制競爭效果，決定附加

限制性條件許可。 

(3) 共同經營（3件）68： 

A.中國通用電氣與神華煤製油化工共同設立合營企業「許可通用水煤漿氣化技

術」垂直集中案。審查過程書面徵求相關政府部門、行業協會及競爭者意見，認為

涉及大陸地區水煤漿氣化技術市場，該市場集中度高，僅有三家競爭者，其中通用

份額最高，神華則為該市場最大原料供應商。因技術複雜，涉及大量專利，進入難

度高。集中後，若利用神華原料供應優勢，將有限制競爭的可能，決定附加限制性

條件許可。 

B.漌高香港與天德化工共同設立合營企業「徳高公司」垂直集中案。審查過程

徵求相關政府部門、行業協會、競爭者及下游企業意見，認為涉及全球氰乙酸乙

酯、氰基丙烯酸酯單體及氰基丙烯酸酯粘合劑市場。在氰乙酸乙酯市場中，全球有

二大供應商，天德化工是其中之一。兩大供應商都在大陸地區生產氰乙酸乙酯產

品，而向全球銷售，各占全球和大陸市場份額約 45-50％，HHI 值大於 4050，市場

集中度很高。天德在氰乙酸乙酯市場具有控制地位，該產品為生產氰基丙烯酸酯單

體的原料。天德若對其他生產氰基丙烯酸酯單體之廠商，採取區別性供給策畧，則

有封鎖效果之虞，不利氰基丙烯酸酯單體市場競爭，決定附加限制條件許可。 

C.安謀、捷德與金雅拓公司共同設立合營公司，從事大陸地區可信執行環境

（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 TEE ）整合、研發與推廣，屬垂直集中案。審查

過程徵求相關政府部門、行業協會、競爭者及下游企業意見，認為 TEE 依賴安謀的

Trust-Zone 技術，安謀在 TEE 市場具有控制力，可能利用此種技術歧視合營以外其

他研發者，或通過對自有知識產權的特殊設計，降低第三方 TEE 技術，對非集中廠

商形成封鎖效果，具有排除或限制競爭之可能，故決定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 

                                                      
68 商務部 2011 年 11 月 10 日第 74 號公告、2012 年 2 月 10 日第 6 號公告及 2012 年 12 月 6 日

第 87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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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統計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採取內容分析法，首先建構個案內容結構之類目與其分析單位，其次藉

由分析單位出現次數，製成次數交叉分配表，作為比較兩岸附加限制性條件或禁止

結合案件之構成要件，最後針對各交叉分配表進行分析，其分析情形詳述如後： 

(一) 年度與門檻交叉分配情形 

公平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範台灣事業申報結合門檻，包括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

額及結合前後特定市場占有率；大陸「國務院關於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的規定」第

3 條第 1 項，其所規範之申報門檻，僅有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由表 4 所示，兩

岸以銷售金額作為門檻者有 22 項次（出現次數），以市占率作為門檻者有 15 項

次，合計 37 項次，扣除樣本數 34 件，顯示台灣有 3 件69同時達到銷售金額及市場

占有率雙重門檻。在台灣 17 件案例中，涉及市場占有率作為門檻者有 16 件，只有

1 件單獨使用銷售金額作為門檻。至於年度案例出現數，台灣 2003、2004、2012 年

未出現案例，2002、2005、2006、2007、2008、2009、2010 及 2011 年案例數分別

為 1、1、1、3、1、3、4 及 3 件；大陸 2008 至 2012 年案例分佈分別為 1、5、1、4

及 6 件。另外，台灣於樣本蒐集時期共審理 331 件結合案件，17 件屬於樣本個案，

其比率約為 5.14％；大陸於樣本蒐集期間共審理 534 件經營者集中案，17 件屬於樣

本個案，其比率約為 3.18％，遠低於台灣。若以產業別分析其原因，台灣 17 件個

案中有 5 件屬有線電視市場，其比率約為 29.41％；與電信有關個案 3 件，比率約

17.65％，二者合計達 47.06％，又因二者在台灣之市場特性，有高度集中現象；而

大陸個案則分佈各市場，此可能是造成其比率較大陸為高之重要因素之一。 

至於台灣所採取雙申報門檻制，是否有利與國際接軌。據工商時報報導70，公

平會已參考美國、歐盟反托拉法，將透過修法大幅調整事業申報結合門檻，刪除易

生爭議之市場占有率，改以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作為單一門檻，其中銷售金額包

                                                      
69 公平會公結字第 098003 號、公平會公結字第 098004 號、公平會公結字第 099003 號。 
70 詳見「公平法大修，結合申報改採銷售額」，工商時報，A5 版 (201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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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關係企業部分，以求周全並符合國際潮流。可見雙申報門檻，恐非國際結合管制

之主流。 

表 4 年度與門檻交叉分配情形 

單位：次數 
年 度 2002a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合計 

銷 售 額 0 0 0 1 0 0 1 7 2 5 6 22 

市 占 率 1 0 0 0 1 3 1 3 4 2 0 15 
註：a 指自 2002 年 2 月 6 日公平法第三次修法生效後。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 結合類型交叉分配情形 

結合類型若依產業秩序可區分為水平、垂直及多角化結合，若依法律條文，兩

岸條文內涵並不一致，例如，公平法第 6 條第 1 項將之分成：合併、股權收購、資

產收購、共同經營及控制業務經營或（及）人事任免；反壟斷法第 20 條則分成：

合併、收購（股權及資產）及共同經營。為便於統計，將股權收購與資產收購合併

為「收購」。其他，因收購而導致之業務控制或（及）人事任免，則另歸類為「控

制」，以示區別。申言之，若台灣結合決定書中只出現公平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

或（及）第 3 款，歸入「收購」，若單獨或同時出現第 5 款，則歸類為「控制」。

故其類型可分為合併、收購、共同經營及控制。彙整結合類型交叉分配情形詳如表

5： 

表 5 結合類型交叉分配情形 

單位：次數 
類型 合併 收購 共同經營 控制 合計 
水平 8 8 1 8 25 
垂直 1 4 5 3 13 
多角化 0 1 1 3 5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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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共有 34 件法律條文類型個案，若依產業秩序類型分類，則有 43 個項次，

表示有些個案同時包括 2 或以上產業秩序類型項次。例如，合併案有 8 件個案，9

個項次；收購案有 11 件個案，13 個項次；共同經營案有 6 件個案，7 個項次；控

制案有 9 件個案，14 個項次。這些多項次之個案中，又以台灣 5 個有線電視市場個

案，包括 10 個項次最為明顯，顯示其結合過程之複雜性，這也是公平會對該等個

案附加限制條件，保障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原因。 

(三) 相關市場與市場集中度分配情形 

台灣有 17 件個案，商品市場達 29 項次，最多涉及 5 個商品市場，其次為 4

個，有 11 件個案只涉及 1 個啇品市場；地理市場部分，有 2 件除涉及台灣市場

外，尚涉及 NCC 所劃定之特定市場，有 2 件只涉及 NCC 所劃定之特定市場，其餘

13 件個案都僅涉及台灣市場。至於市場集中度，有 2 件個案同時提及 CRn 值及

HHI 值，有 13 件個案僅提及 CRn 值，有 1 件僅以 HHI 值表示，另有 1 件71垂直結

合案，未提及市場集中度，認為若上下游之間有不公平競爭行為，將有產生封鎖效

果之虞。 

大陸有 17 件個案，商品市場達 38 項次，最多涉及 10 個商品市場，其次為 4

個，有 8 件個案只涉及 1 個商品市場；地理市場部分，有 12 件個案僅涉及大陸市

場，有 5 件以全球市場為地理市場。至於市場集中度，有 11 件僅提及 CRn 值，另

有 3 件同時提及 CRn 值及 HHI 值，亦有 3 件未提及市場集中度，其中 2 件屬垂直

集中案、1 件屬多角化集中案。 

綜合以上，市場集中度提及 HHI 者，若以樣本蒐集期間項次論，大陸占 17.64

％（3/17）、台灣為 16.66％（3/18），台灣略低於大陸；若以兩岸 2008 年 8 月至

2012 年底之樣本比較，台灣為 9.09％（1/11），遠低於大陸的 17.64％，其間商務

部「關於評估經營者集中競爭影響的暫行規定」明確表示，以 HHI 或 CRn 衡量市

場集中度，可能是原因之一。另外，未提及市場集中度之表示方式者，大都集中於

垂直結合案件。以上情形詳如表 6： 

                                                      
71 2008 年 12 月公平會第 893 次委員會議荷蘭商 Trinity NL B. V.收購八大電視公司股權結合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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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相關市場與市場集中度分配情形 

單位：次數 
市場狀況 商品市場 地理市場 CRn HHI 
台灣 29 19 15 3 
大陸 38 17 14 3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四) 整體經濟利益分析單位分配情形 

公平法第 12 條對結合管制，強調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間之抵換

結果，故在 17 件個案中，除 2 件72只提及無明顯限制競爭之虞，但為確保利益大於

不利益，附加限制性條件，而未涉及整體經濟利益各分析單位外，其餘都提及整體

經濟利益各分析單位。其中又以結合後產生規模經濟，降低成本之結合效率出現 15

次最多；結合後將可能增加市場力量，促進與其他較大規模事業競爭，而強化其競

爭關係，出現 0 次最少。其原因在於，需向公平會申報結合許可之事業，大都具有

一定市場規模，很難產生強化競爭關係之效益。 

大陸反壟斷法第 28 條，強調經營者集中不應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或限制競爭

效果，整體經濟利益並非該條文所關注之核心，故在 17 件個案中僅有 5 件73，出現

集中後無法提高社會公共利益最多、有 2 件74提及集中後產生規模經濟，有提高市

場進入門檻之虞，其餘則未提及整體經濟利益各分析單位。但為統計的一致性，一

併列入其次數分配。以上情形，詳如表 7： 

表 7 整體經濟利益分析單位分配情形 

單位：次數  
整體經濟利益 效 率 垂危事業 公共利益 競爭關係強化 交易合理化 

台灣 15 4 11 0 6 
大陸 2 0 5 0 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72 公平會公結第 097006 號及公平會公結第 099001 號。 
73 商務部 2009 年 3 月 18 日第 22 號公告、2010 年 8 月 13 日第 53 號公告、2011 年 6 月 2 日第

33 號公告、2011 年 10 月 31 日第 73 號公告及 2012 年 5 月 19 日第 25 號公告。 
74 2010 年 8 月 13 日第 53 號公告及 2011 年 10 月 31 日第 73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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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分析單位分配情形 

結合案件因產業秩序類型不同，而有不同限制競爭不利益之分析單位傾向。例

如，水平結合偏向於單方效果、共同效果、抗衡力量及參進障礙；垂直結合偏向於

上下游間之封鎖效果；多角化結合其組合效果對於競爭所產生的影響，非常不明

確，有人認為會產生正向競爭效果（Pro-competition Effects）、也有人認為會產生

負向競爭效果（Anti-competition Effects）或中性（Neutral）75。但多角化結合若涉

及搭售、掠奪性定價等不當交易行為，則將產生限制競爭之組合效果，這也是處理

原則第 12 條何以未如第 9 條及第 11 條，分別明確指出水平結合限制競爭應考量因

素及垂直結合限制競爭應考量因素，而代之以判斷多角化結合是否具有重要潛在競

爭之可能性的原因。本研究樣本個案其產業秩序類型出現型態複雜，或有僅以單獨

型態出現，也有交叉出現的情形。例如，台灣 17 件個案，涉及水平結合有 13 件，

其中單獨涉及的 9 件、共同涉及（包括其他類型）的 4 件；涉及垂直結合的 6 件，

其中單獨涉及的 2 件、共同涉及的 4 件；涉及多角化結合的 4 件，單獨涉及的 2

件、共同涉及的 2 件。這也是單方效果、共同效果、抗衡力量及參進障礙出現項次

較多；封鎖效果次之；組合效果最少的原因。另外，參進障礙項次高於涉及水平結

合個案數，也說明了其他類型的結合（例如，垂直結合），也可能造成參進障礙。

以上情形，詳如表 8。 

大陸反壟斷法為評估經營者集中是否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或限制競爭效果；於

該法第 27 條列出 6 項審查經營者集中時應考事項76。其中市場控制力、市場集中度

與單方效果有關；對市場進入的影響與參進障礙有關；集中對消費者和其他相關經

營者的影響，與抗衡力量有關。又，關於評估經營者集中競爭影響的暫行規定第 4

條，經營者集中首先要考慮某一經營者單獨排除或限制競爭的能力；其次，再考慮

共同排除或限制競爭的能力；若屬於上下游集中也要考慮其間是否涉及排除或限制

競爭效果。另由實務觀之，大陸 17 件個案中，有 11 件涉及水平集中，其中單獨涉

及的 10 件、共同涉及者 1 件；涉及垂直集中者有 6 件，其中單獨涉及的 5 件、共

                                                      
75 Philippe Watson, “Portfolio Effects in EC Merger Law,” 48(3) Antitrust Bulletin, 781-805 (2003); 

同註 41 之 Lindsay, 391-418. 
76 同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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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涉及者 1 件；涉及多角化集中者 1 件，屬於單獨涉及。再由表 5 觀之，單方效果

及參進障礙出現之次數都為 16 次，較水平集中件數為多，其原因在於垂直集中亦

有可能因上下游的封鎖效果而產生單方效果及參進障礙的情形。至於共同效果及組

合效果出現次數都為 1 次，亦符合前述法理與實務推論，故其分配情形尚稱合理。 

表 8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分析單位分配情形 

單位：次數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單方效果 共同效果 抗衡力量 參進障礙 封鎖效果 組合效果 

台灣 12 10 12 14 6 3 
大陸 16 1 7 16 6 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六) 其他應考慮因素分析單位分配情形 

公平法及其施行細則對於結合管制之審查，並無明文規定應該如何進行其必要

程序，甚至處理原則第 5 點審查程序亦不包括「其他應考慮因素」分析單位，只有

在該原則第 9、11 及 12 點分別針對水平、垂直及多角化結合限制競爭效果或潛在

競爭可能考量因素中，列有原則性補充規定，亦與前述分析單位無關。因此，這些

分析單位只有在個案以個別性質出現。例如，有 3 件個案77分別以座談會或書面方

式請主關機關、相關產業團體、專家學者提供評估意見；有 2 件個案78依據相關產

業團體資料推估市占率；另有 4 件個案79依據 NCC 劃定有線電視服務市場之準則區

隔地理市場。其他就決定書而言，並無發現公平會對於結合個案之禁止或附加限制

性條件許可，在審查過程中曾邀請結合事業參與協商或提供改善意見之情事，故

「結合事業參與」之出現次數為 0。 

大陸「經營者集中審查辦法」第 6 條，商務部可以根據需要徵求相關政府部

門、行業協會、經營者、消費者等單位或個人之意見；第 7 條第 1 項主管機關審查

                                                      
77 公平會公結字第 098003 號、公平會公結字第 098004 號及公平會公結字第 099002 號。 
78 公平會公結字第 096003 號、公平會公結字第 096005 號。 
79 公平會公結字第 091003 號、公平會公結字第 098004 號、公平會公結字第 099004 號及公平

會公結字第 10000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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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可以應有關方面之請求或主動邀請相關政府部門、行業協會、經營者及專家學

者等召開聽證會、座談會聽i取各方意見；第 11 條在審查過程中，為消除或減少經

營者集中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或限制競爭效果，參與集中之經營者可以提出對集中

交易方案進行調整之限制性條件。一般而言，只有集中者所提調整性限制條件，主

管機關認為仍無法改善排除或限制競爭效果時，才會被禁止集中。因之，大陸 17

件被禁止集中或附加限制性條件個案中，其審查過程中經營者都曾提出改善排除或

限制競爭效果之調整性限制條件，以致其出現之次數為 17；至於邀請相關政府單位

或產業團體參與座談會等或提供書面資料，其中有 1 件80在公告中表示，審查過程

中曾以電話訪查相關企業或團體，而未提及政府單位，故其出現之次數分別為 16

及 17；另外有 5 件81邀請專家學者召開公聽會或座談會聽取意見；但於公告中未曾

發現有利用相關產業準則審查經營者集中的情形，故其出現之次數為 0。以上情

形，詳如表 9： 

表 9 其他應考慮因素分析單位分配情形 

單位：次數 
其他應考慮因素 相關政府單位 相關產業團體 專家學者 結合事業參與 相關產業準則 

台灣 3 5 3 0 4 
大陸 16 17 5 17 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比較兩岸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與禁止結合案件內容結構。首先，蒐

集兩岸相關案例；其次，建構分析內容結構所需之類目及分析單位；最後，藉由分

析單位次數交叉分配情形，瞭解分析單位在個案出現次數，比較個案之內容結構。

茲依總體及個別類目分别提出研究結果及建議，期能提供兩岸競爭法主管機關及實

                                                      
80 商務部 2010 年 8 月 13 日第 53 號公告。 
81 商務部 2008 年 11 月 18 日第 95 號公告、2009 年 4 月 24 日第 28 號公告、2009 年 9 月 28 日

第 76 號公告、2009 年 9 月 29 日第 77 號公告、2009 年 10 月 30 日第 82 號公告。 



34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務界處理相關結合案件時參考。 

(一) 總體部分 

大陸有關經營者集中管制相關法規來源相當複雜，法律體制之完備性不如台

灣。例如，法律部分僅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之反壟斷法，此一母法未如公平法

訂有施行細則，而代之以不同來源之行政規則，包括國務院之國務院關於經營者集

中申報標準的規定；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之關於相關市場界定的指南；商務部之經

營者集中審查辦法、關於實施經營者集中資產或業務剥離的暫行規定82、關於評估

經營者集中競爭影響的暫行規定等。這 5 個行政規則屬於三個不同行政部門，有令

出多門，疊床架屋的情形，而作為執行單位之商務部反壟斷局，則無相關之行政規

則。這種情形實務界恐怕很難充分適應，因此，廠商在申報時應多留意不同行政規

則間之規範事項。除此之外，建議反壟斷法執行機關參考公平會將相關行政規則，

彙成單一處理原則或納入施行細則中（若要訂定），以利實務界運用。  

大陸對於經營者集中之管理，採取公告制度，在公告書中並未發現，有如公平

會結合決定書所列行政救濟途徑：申報人不服決定書之決定，可於決定書到達之次

日起 30 日天內，提出訴願，故其行政救濟體制未如台灣完備。另外，大陸參與集

中廠商，可依經營者集中審查辦法，於審查過程中，提出對集中交易方案進行改善

之限制性條件，若反壟斷局認為該限制性條件可以改善排除或限制競爭效果，此一

集中案不會被禁止，而公平會無此一機制，以致若以 2008 年 8 月反壟斷法生效至

2012 年底為期，比較兩岸被禁止案例，台灣達 27.27％（3/11）高出大陸的 5.88％

（1/17）許多。公平會有無需要參考大陸建立該機制，藉以達到與申報者充分溝

通，減少行政訴訟的目的。例如，燁聯鋼鐵與唐榮鐵工廠結合被禁止案，最高行政

法院 100 年度判第 1093 號判決書指出，公平會未能依卷內全部資料詳加審酌，且

決定書所據資料與卷內資料不盡相符，又未詳究其所訂處理原則第 9、10 點之意

旨，遽為禁止結合，自屬可議，原判決廢止，發回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查明事實

後，另為適法之判決，即為明證。以上兩岸對於結合管制法制上的差異，實務界宜

                                                      
82 商務部 2010 年 7 月 5 日第 41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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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注意，避免因所提改善排除或限制競爭效果之限制性條件，不被接受，又無行政

救濟途徑，而延誤商機。 

(二) 個別類目部分 

1. 申報門檻與市場界定 

台灣採取雙門檻制度，係以結合前後特定市場占有率及上一會計年度結合事業

在台灣市場之銷售額作為申報門檻；大陸採取單門檻制度，係以集中廠商上一會計

年度在大陸境內及全球市場之銷售金額作為申報門檻，故台灣個案都以台灣市場或

特定區域為地理市場；而大陸個案之地理市場則包括 5 個全球市場。此種申報制度

的差異，可能是造成兩岸樣本個案若以 2008 年 8 月至 2012 年底為期作為比較，台

灣占所審理結合案件之 9.32％，高出大陸的 3.18％甚多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以

市場占有率作為申報門檻很容易引起主管機關與申報者間之爭議，例如，燁聯鋼鐵

與唐榮鐵工廠結合被禁止案，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第 1093 號判決書認為，不

銹鋼產品屬國際標準規格產品，其品質與價格各國幾無差異，產品間可以完全替

代，此為 2009 年 4 月座談會時各界代表所認同，且依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4 條，計

算市場占有率時，應審酌特定市場之生產、銷售、存貨、輸入及輸出等項資料，公

平會在該案僅以國內市場占有率代替之，似有討論空間。又據，2012 年 12 月工商

時報報導，公平會已參考歐、美等國之競爭法，將透過修法大幅調整事業申報結合

門檻，刪除易生爭議之市場占有率，改以包括關係企業之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作

為申報之單一門檻。此一修正，似未包括國際公司在全球市場之銷售金額。事實

上，台灣個案中有許多結合事業屬於國際企業，例如，荷蘭商 Trinity NL.B.V.及美

商雅虎國際公司等，其在國際市場之銷售金額仍可能影響台灣市場，尤其是國際標

準規格產品。故為使修法更為周延，公平會可以參考大陸將國際公司全球市場銷售

金額列入申報門檻考慮項目。 

2. 市場集中度 

市場集中度與單方效果、共同效果、參進障礙有極密切的關係，市場集中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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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發生單方效果、共同效果及參進障礙的機會越高，但公平法及其施行細則與公平

會所訂之處理原則，都未對市場集中度應如何表示有所規定；反而大陸在其「關於

評估經營者集中競爭影響的暫行規定」中，認為應以 CRn 及（或）HHI 表示市場集

中度。由於 CRn 有簡便的優點，台灣大部分所屬個案都以 CRn 表示市場集中度，

採用 HHI 表示的比率，若以 2008 年 8 月至 2012 年底為期進行比較，台灣僅約 9.09

％遠低於大陸 17.64％，就是以樣本蒐集期間為期進行比較，台灣仍略低於大陸。

事實上，HHI 的精確度遠優於 CRn 為各國所認同，其可以很精確藉由特定市場之

HHI 值及結合後增幅，來確定市場集中度之屬性，為高度集中或低度集中，有無單

方效果、共同效果或參進障礙之虞；而 CRn 值對於此種功能相當模糊，以致目前競

爭法主要國家（例如，美國、德國等）大都採用 HHI 作為市場集中度的表示方式。

因此，為使結合管制政策與世界接軌，並能精確界定市場集中度屬性，公平會宜逐

步建立完整產業資料庫，採用 HHI 表示市場集中度。 

3. 利益與不利益抵換效果 

過去許多文獻83認為，結合後會同時產生二種相互抵觸的效果，一為促進競爭

之正向競爭效果；二為限制競爭之反競爭效果。當正向競爭效果大於反競爭效果

時，則有市場績效產生，反之則無。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之抵換效果

即為前述理論的運用，為目前主要競爭法國家所採用84。公平法第 12 條即運用此一

概念，決定結合案件是否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或禁止結合，且整體經濟利益或限制

競爭之不利益之分析單位，在公平會所訂處理原則中都有明確敍述，故其在交叉分

配表上之次數表現，都能與個案特性相互配合。 

雖然大陸對於經營者集中之管理，仍需考慮正反向競爭效果，但傾向採取負面

管制原則，即經營者集中不得出現排除或限制競爭效果情形或可能，否則附加限制

性條件許可或禁止結合。因之，就大陸實際個案而言，表 7 出現之「效率」及「公

                                                      
83 例如，Oliver E. Williamson, “Economic and Antitrust Defense: The Welfare Trade-off,” 58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3(1968); Gordon M. Phillips and Alexei Zhdanov, “R&D and the 
Incentives from Merger and Acquisition Activity,” 26(1)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34-78 (2013). 

84 余朝權、施錦村，「整體經濟利益、制競爭之不利益、產業別對水平結合管制市場績效影響

之實證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21-2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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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利益」次數分配，係為達到次數分配在統計上的一致性，而將出現於個案之語幹

（社會公共利益及規模經濟利益）列入。事實上，該當語幹在個案描述上與整體經

濟利益分析單位尚屬有間；其他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分析單位，其語幹之描述也未如

台灣個案明確，故其次數分配總數低於台灣。前述兩岸對結合案件准駁條件之差

異，實務界應多加留意。 

至於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經過抵換後所產生之市場績效，應如

何衡量？兩岸競爭法及其相關規定都未闡明，以至於最後不是回到是否形成市場的

獨占事業為判定，或由執法機關自由心證處理，造成法律的不確定性。若依抵換關

係市場績效分析模式觀之，其理論演進時序為：首先，Williamson85以結合後之總體

福利（消費者福利+生產者福利，Total Welfare）正負作為判斷準則，若是正數則有

市場績效，反之則無，此種模式又稱為簡樸抵換模式（Naïve Trade-off Model）；其

次，Martin86之淨福利抵換模式，此種模式以結合後之成本節省是否大於福利無謂損

失而定；最後 Lindsay87的消費者福利抵換模式，該模式係以消費者福利為觀點，近

年來成為歐盟執委會與美國 FTC 衡量市場績效重要參考依據，其內涵包括：(1)貨

幣價值：主要決定於價格及品質二項因素。當商品品質固定，價格下降；或價格固

定，品質提高，則貨幣價值提升。(2)消費者選擇：消費者是否會因結合而減損對產

品類別、交易對象及交易條件的選擇機會。(3)創新：結合後是否可以提高商品、製

程或流程之創新效果。以上三者，可作為消弭法律不確定，衡量整體經濟利益與限

制競爭之不利益抵換後是否產生市場績效之分析單位，兩岸競爭法主管機關可參酌

之。 

4. 審查過程其他應考慮因素 

公平法及其行政規則對結合案件審查時應進行何種程序，未如反壟斷法及其相

關行政規則有明確規定，故在台灣 17 件個案中只有 1 件88，除書面蒐集資料外，還

邀請產、官、學界舉辦座談會，聽取意見；大陸 17 件個案中有 4 件，除書面蒐集

                                                      
85 同註 83 之 Williamson, 23. 
86 Stephen Martin, Advanced Industrial Economi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40 (1993). 
87 同註 41 之 Lindsay, 430. 
88 公平會公結字第 09800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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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外，同時邀請產、官、學界舉辦座談會或聽證會，聽取各方面意見後，再作成

決定，其審查程序顯然較公平會完整，故其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或禁止結合之案件

比率，低於公平會。此一作法公平會似可借鏡，以增加案件審理之完整性，避免行

政救濟過程中，為行政救濟機關所質疑。 



 兩岸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與禁止結合案內容結構比較 39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丁茂中，「論我國經營者集中控制標準的立法不足」，北方法學（中國），第 2 卷

第 9 期 (2008)。 

方立維，「外資企業兼併與收購中國大陸上市公司的反壟斷規則」，月旦民商法，

第 20 期 (2008)。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第 11 版，公平交易委員會 (2007)。 

何之邁，「註釋公平交易法第 6 條」，收錄於廖義男編，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

列(一)，公平交易委員會 (2003)。 

何之邁，「註釋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公平交易

委員會 (2003)。 

余朝權、施錦村，「整體經濟利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產業別對水平結合管制市

場績效影響之實證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 (2006)。 

李國海，反壟斷法實施機制研究，中國方正出版社 (2006)。 

李靜，「外資併購與反壟斷法律規制」，江西社會科學，2008 年第 3 期 (2008)。 

沈中華、張大成、朱德芳、謝智源，「公平交易法對銀行業結合之評估－檢查表之

設計與討論」，公平交易季刊，第 19 卷第 2 期 (2011)。 

范代志，「外資併購與中國反壟斷法－匯源果汁案深度分析」，高應科大人文社會

科學學報，第 9 卷第 1 期 (2012)。 

范偉麗，「外資併購的反壟斷法規制探討」，河北法學（河北），第 27 卷第 5 期 

(2009)。 

施錦村，「美國、台灣專利集中授權個案內容分析－反托拉斯準則的觀點」，公平

交易季刊，第 17 卷第 3 期 (2009)。 

張永煬、陳基祥，「兩岸企業購併後整合與產品開發績效之探討－外部及內部整合

之觀點」，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2 卷第 2 期 (2011)。 

陳志民、陳和全，「結合矯正措施制度之一項功能性導向的理解架構」，公平交易



40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季刊，第 21 卷第 1 期 (2013)。 

陳褔初，「論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缺陷及其完善」，經濟經緯（鄭州），第 3 期

(2007)。 

黃勇、江山，「國家－市場尺度下的反壟斷法 30 年－邁向自治－回應型法」，法

學論壇（山東），第 23 卷第 3 期 (2008)。 

詹鎮榮，「行政處分附款法制之傳統與革新－從公平交易法上之結合管制出發」，

公平交易季刊，第 19 卷第 4 期 (2011)。 

劉楚俊、陳姿縈，「網際網路產業之垂直整合對公平交易規範的啟示－以廣告字拍

賣市場為例」，公平交易季刊，第 20 卷第 2 期 (2012)。 

劉孔中，「論結合管制之理論與實務」，公平交易季刊，第 6 卷第 2 期 (1998)。 

廖義男，「中國大陸反壟斷法評析」，月旦民商法，第 20 期 (2008)。 

盧瑞陽、余朝權、林金郎、張家琳，「台灣不法比較廣告之研究－2004 年案例研

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3 期 (2006)。 

 

外文部分 

Albarran, A., and Dimmick, J., “Concentration and Economics of Multi-formity in the 

Communication Industry,” 9(4) The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1996). 

Alexander, A., Owers, J., Carveth, R., Hollifield, A. C., and Greco, A. C., Media 

Economics: Theory and Practic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4). 

Chen, Y., “On Vertical Merger and Their Competitive Effects,” 32(4)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 

Croteau, D. and Hoynes, W., The Business Media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London, Pine 

Forge Press (2006). 

Daljord, O., Sorgard, L., and Thomassen, O., “The SSNIP Test and Market Definition with 

the Aggregate Diversion Ratio: A Reply to Katz and Shapiro,” 4(2)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2008). 

Duso, T., Neven, D. J., and Roller, L. 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uropean Merger 



 兩岸附加限制性條件許可與禁止結合案內容結構比較 41 

Control: Evidence Using Stock Market Data,” 50(3)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07). 

Elo, S., and Kyngas, H., “The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Process,” 62(1)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2008). 

Hüschelrath, K., and Müller, K., Market Power, Efficiencies, and Entry: Evidence from an 

Airline Merger, Discussion Paper No. 12-070, ZEW Centre for European Economic 

Research (2012). 

Krippendorff, K., 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 Newbury Park, 

CA, Sage (1980). 

Lindsay, A.,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 Substantive Issues,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03). 

Martin, S., Advanced Industrial Economi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3). 

Phillips, G. M., and Zhdanov, A., “R&D and the Incentives from Merger and Acquisition 

Activity,” 26(1)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3). 

Stemler, S., “An Overview of Content Analysis,” 17(7) Practical Assessment, Research & 

Evaluation (2001). 

Szucs, F., “Investigating Transatlantic Merger Policy Convergence,” 30(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12). 

Verloop, P., and Landes, V., Merger Control Europe, 4th ed.,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3). 

Völcker S. B., Leveraging As a Theory of Competitive Harm in EU Merger Control,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3). 

Watson, P., “Portfolio Effects in EC Merger Law,” 48(3) Antitrust Bulletin (2003). 

Wever, D. B., Schellens, T., Valcke, M., and Keer, V. H., “Content Analysis Schemes to 

Analyze Transcripts of Online Asynchronous Discussion Group: A Review,” 46(1) 

Computers & Education (2006). 

Williamson, O. E., “Economic and Antitrust Defense: The Welfare Trade-off,” 58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8).  



42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A Comparison of the Content Construction of Cross-strait Attached Restraint 

Conditions Permission and Prohibition of Combination Cases 

Shih, Chin-Tsu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compare the content construction of cross-strait attached restraint 

conditions and prohibition of permission combination casesin a way that differs from most 

previous related documents which were concerned only with a single legal regulation on 

combination cases. By referring to related documents of the Fair Trade Act and the 

Antitrust Law, the study constructs various categories, including a related market, market 

concentration, an overall economic benefit, a disadvantage resultingfrom the competition 

restraint, and other considered factors, and employs units of analysis for each category as 

themes of content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in thefrequency of distribution 

among these units of analysis. A research sample consisting of 34 combinationcases, 

including17 cases for Taiwan and 17cases for the Mainland, is sourced from the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and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for the Mainland,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is performed in the examination. The results confirm that for the units of analysis 

of related markets, the frequency of the commodity market is adopted, being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geographical market. As to the units of analysis for market concentration, the 

frequency of the concentration ratio (CRn) is adopted, being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 Regarding the units of analysis for the overall 

economic benefit, an efficiency and a public benefit are adopted the most times and a 

stronger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is rarely used. In the case of the units of analysis for the 

disadvantage resulting from competition restraints, the frequency of entry barriers is 

adopted the most and the frequency of a portfolio effect is adopted the least. As for the 

                                                      
Date submitted: April 17, 2013 Date accepted: September 30, 2013 
∗ Shih, Chin-Tsu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Kainan Univer-

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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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s of analysis of the other considered factors, the related industry group is adopted the 

most times by the cross-strait authority. The findings can serve as reference for the 

authorities responsible for the cross-strait Competition Law and businesses when dealing 

with related combination cases. 

Keywords: Combination Case, Business Concentration Case, Attached Restraint 

Condition, Antitrust Law, Fair Trade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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