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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公平交易法上的結合管制，已累積多年實務執法經驗，在面臨國內外事業

結合之風潮時，以往寬鬆的執法態度與因法規範本身規範結構不良而導致的利益權

衡錯置，有必要進行全面檢討。而某些特殊產業有其獨特的管制面向，該等事業之

結合，即必須處理競爭法規與產業法規交錯適用與交互影響的課題。本文即以金融

產業作為問題切入的剖面，從金融業的結合趨勢推求出我國目前結合管制上所面臨

的各項問題，諸如結合對象的掌握、門檻篩選標準、金融市場界定的方式、科技發

展與全球化對限制競爭評估的影響、金融集團的形成、金融業與產業間的結合對競

爭會產生的衝擊、產業政策在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權衡上應扮演

之角色，以及新一波金融法規對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所設定之協調機制，以實務為

基礎並佐以學理討論，於進行檢視後並提出本文建議。 

 

關鍵詞： 結合、結合管制、競爭法規與產業法規 

                                                      
* 本文改寫自作者於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之碩士論文，該論文曾獲 90 年度「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獎助研究生撰寫研究論文」之獎助。 

**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現為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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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之提出與研究架構 

我國公平交易法施行至今，結合管制乃是執行最為寬鬆的部分，直至近日，方

於有線電視產業的結合上出現數個駁回案。公平會此等寬鬆的執法態度，或許是因

為其所處理之企業結合案例，絕大多數對市場結構與市場競爭態勢不會造成負面影

響，然亦有可能是基於法規範的不當以及利益權衡上的錯置。近年來，不論國內

外，事業結合風潮均愈形熾熱，而公平會面臨此一結合風潮，要如何妥善扮演其守

門人的角色，以維護競爭與市場的全面開放，將成為公平會未來不容迴避的課題。 

我國目前的結合管制，法規範面與實務執行經驗間的互動與交互影響，尚未獲

得較為清楚的釐清剖析，本文即嘗試從實務見解出發，佐以學理討論，以求條陳出

法規範面以及實務執行面之基本混淆與誤會。而我國近日金融業的合併案頻傳，新

一波的金融法規的頒佈，對於我國金融業版圖的重組、金融業跨業經營與合併風

潮，均帶來莫大的衝擊，故本文擬以金融產業作為問題切入的剖面，希冀從金融業

的結合趨勢推求出我國目前結合管制上所面臨的各項問題，諸如金融產業的產業管

制法規與競爭法上的結合管制彼此間的交錯、並存以及交互影響，以及產業政策與

競爭政策之調和、互動與協調機制等課題，均為本文關心重點。 

本篇論文擬先探討結合管制的目的，並嘗試歸納產業管制的理由，呈現競爭法

與產業法互補與衝突的基本面向。次來，即著手就金融產業的特殊性為細部探究，

並條陳出與結合管制相關的金融產業管制法規。最後再就金融產業結合趨勢所呈現

出來之結合管制共通問題，諸如結合對象的掌握、實質核駁的標準，產業法規及競

爭法規間的協調，佐以金融產業的變化，相關金融法規的巨大變革，更進一步細緻

化問題，並提出本文建議。 

貳、結合規範與產業管制的互動與並存 

一、結合管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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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而言，各國在結合管制上的基本目的，均是在於防止企業透過外部擴張的

手段（這點與獨占經由政府管制手段或是競爭後的自然結果，評價上會有所差異）

而過度的集中或傾向形成獨占，而使得該企業有濫用市場力量的機會、有利廠商彼

此勾結，或是形成不利競爭的市場結構，而導致競爭的萎縮。 

以歐盟的「企業結合管制規則」（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 between 

Undertakings）1  
為例，歐盟企業結合管制規則第二條規範歐體結合核駁的標準

（Appraisal of Concentration），依據該條第一項之規定，執委會必須評估結合申請

案是否與共同體市場相容（compatible），而依據同條第二項與第三項的規定，企業

結合行為，若不會形成或增強優勢地位以致於共同市場全部或重要部份的有效競爭

會受到顯著阻礙，即應被宣告與共同市場相容，反之，即應被宣告與共同市場不相

容
 2
。由此可見，歐盟結合管制規則的目標，乃是在維護與促進共同體市場內有效

競爭的結構，以維護顧客與消費者的利益 3
。 

在德國法上，基本上亦肯認結合管制的任務在於防止過度的企業集中。德國結

合管制的目標乃是藉由防止片面的、不再是取決於效率之事業行為迴旋空間，而在

被衡量的市場結構中全面保護其他事業的行為自由 4
。因此結合許可與否的權衡規

                                                      
1 歐體部長理事會於 1989 年 12 月 21 日通過理事會 4064 號企業結合管制規則（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of 21 December 19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並於 1990年 9月 21日生效，see Official Journal L 395, 30/12/1989 p.1 – 12。其
後，並於 1997 年 9 月 7 日公布「修正第 4069/89 號企業結合管制規則之第 1310/97 號規則」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10/97 of 30 June 1997 amending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並於 1998年 3月 1日起生效，see Official Journal 
L 180, 09/07/1997 p. 1 – 6。以上兩份文件，均可自歐盟網站上下載，網址為：http://europa.eu.int/ 
comm/competition/>本文之後引用歐體的企業結合管制規則，均以 1997 年修正過後的結合規則為
準，於此一併敘明。 

2 原文如下：Article 2 Appraisal of concentrations: 
 “1. Concentrations within the scope of this Regulation shall be apprai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with a view to establishing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  

 2. A concentration which does not create or strengthen a dominant position as a result of which 
effective competition would be significantly impeded in the common market or in a substantial part of it 
shall be declared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3. A concentration which creates or strengthens a dominant position as a result of which effective 
competition would be significantly impeded in the common market or in a substantial part of it shall be 
declared in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3 C. J. Cook and C. S. Kerse (2000), E. C. Merger Control, London Sweet & Maxwell, third edtion, 125. 
4 Vgl. Emmerich (1999), Kartellrecht, 8. Aufl. S.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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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主要是在處理一個可能會危害到競爭之市場結構的改變，結合管制的目的首要

在於全面維持市場開放 5
。至於美國法，克萊登法第七條是美國反托拉斯法中最主

要管制事業合併與資產取得的反托拉斯法條款。克萊登法第七條禁止任何合併、股

份或資產取得之交易，效果會可能（may be）實質地減少競爭（substantially lessen 

competition）或傾向形成獨占（tend to creat a monopoly）6
。美國的水平結合指導原

則主要關心的重點亦為：若結合行為創造或增加廠商的市場力量者或是濫用其市場

力量者，將不會被允許 7
。 

而我國公平交易法規範事業結合之目的，主要亦在監督與防範事業透過與他事

業結合之方式，取得或增強其市場優勢地位，進而達到控制市場之力量。此點觀乎

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第一項之立法理由 8 
即可得知。申言之，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之

結合行為加以規範者，乃鑑於事業透過該等結合行為，將可掌握他事業之資源及業

務管理而取得或增強其市場優勢地位，因此，不論其結合係水平結合、垂質結合或

異質（多角化）結合，如因結合而使參與結合之一事業或是業取得或增強其獨佔、

寡占或控制市場之力量者，即應受有關結合規定之規範 9
。 

                                                      
5 Vgl. Emmerich, a.a.O., S.267. 
6 原文如下：“No person engaged in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shall acqui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stock or other share capital and no person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hall acquire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assets of another 
person engaged also in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where in any line of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in any section of the country, the effect of such acquisition may be 
substantially to lessen competition, or to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 

7 see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1997), issued by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pril 2, 1992; revised April 8, Sec. O.1。附帶一提，美國水平結合準則 1997年的
修正，主要是針對第四章：效率（Efficiencies）的部分，至於其他則未變動。中文的翻譯可參考 
美國公平交易法相關法規彙編 (1995)，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出版，203-，但是該中文翻譯，乃
是依據 1992年的版本，第四章的部分已經有所變動，是宜注意。至於英文版全文，可至美國司法
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網站上下載，網址：http://www.usdoj.gov/> 

8 公平交易法第一條第一項的立法理由如下：「事業結合之發展結果有導致獨佔之可能，世界
各國對其多有明文規範，本法為配合事業大型化之政策，並對事業之結合弊害預作防範，對事業

之結合或其他方式取得他事業之財產、股份或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人事任免等列為規範之對

象。」 
9 參照廖義男 (1995)，「事業結合四則實務之檢討」，台大法學論叢，第二十五卷第一期，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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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管制與結合管制的並存 

若管制（regulation）10 這個字是用來指涉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反托拉斯法也是

一種不直接的管制 11
。但政府對於市場的干預，並不僅限於競爭法一途，基於競爭

在某些場域無法適當發揮作用，亦或者是基於某些國家為達成特定經濟社會等所謂

「非市場性目標」（non-market objectives），政府常會透過許多手段或措施來介入

經濟活動，因此產生了各式各樣的產業法規，特別是對於一些本身產業結構具有特

殊性的產業，會有許多的規制。廣義地來說，競爭法與產業法均是政府介入市場運

作的一種管制措施。然而其基本著重的重心並不相同，其背後的理念亦不甚一致12
，

然時至今日，其相互影響以及互動的作用，對於市場的競爭與市場結構、廠商行為

均會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 

產業管制的手段，會因規範之目的、對象之不同而有所差異。一般而言，在經

濟學上，所有產業、政策領域可能會有的管制種類，不外乎三種類別：進入市場管

制（entry regulation）、結構管制（structural regulation）、行為管制（behavioral 

regulation）。但是不管手段如何，其最終的目的即在追尋經濟效率 13
。 

所謂進入市場管制主要指特定產業禁止廠商自由加入營業，在此種規範下，任

何廠商從事特定事業需先取得營業執照或營業許可。此種管制的拘束對象乃潛在競

                                                      
10 管制（regulation）一詞並未有四海皆準的定義，一般而言，管制係指國家藉由各種正式與非
正式手段，對於私營企業一定範圍之經濟活動進行規制的過程。若以規範領域與客體之不同，管

制又可分為經濟管制（economic regulation）、社會管制（ social regulation）以及行政管制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三種，各有不同之管制目的；其中經濟管制著眼於國家對市場進出、
價格與競爭秩序等經濟決策之規範，社會管制屬於保障特定社會價值或權利（如國民健康與安

全、環境保護）所進行之規制行為，而行政管制則在探討行政機關內部之效率與管理問題。然而

本文之探討範圍，與社會管制、行政管制關連性較低，故本文論及管制，乃以「經濟管制」為

限。以上說明，請參照 張玉山、李員淳 (2000)，「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之取捨及協調：以公用
事業為例」，第八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6。 

11 see Giles H. Burgess, Jr. (1995), The Economics of Regulation and Antitrust,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 200. 

12 反托拉斯重點是為了維護競爭過程，但是反托拉斯的管制並不像公用事業的管制（public 
utility regulation）一般，例如從事價格管制（設定價格等於邊際成本（MC）或是平均成本
（AC））而直接尋求具體特定的結果，如公平或效率。See Giles H. Burgess, Jr., supra note, at 
200。 

13 葉志良 (1999)，電信與有線電視在媒介整合下相關管制規範之研究，私立東吳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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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者，而非既存的業者 14
。所謂結構管制，意指特定事業資格要件及其組織的活動

均受一定的管制，包括營業項目、區域，需符合特定標準或受到特別限制，原則上

此類規範主要的適用對象是獨佔或寡佔的業者，並用以矯正因探用進入市場的規範

而導致的弊端 15
。而行為管制則是最常見的規範類別，對於獨占或非獨占業者均有

適用。此係指事業依結構管制取得經營資格後，管制當局對其在市場上的策略活動

所進行的行政干預。行為管制的內容包括費率管制、標準與規格管制、普及服務義

務等
 16
。 

由於解除管制已漸成趨勢，管制措施的撤除使得原先受管制產業的市場結構、

競爭條件以及廠商的行為亦隨之產生變革，因此評估該等產業的結合案時，管制措

施的解除，對於事業結合是否會產生反競爭效果的評估上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就

值得我們進一步思索。再者，受到特殊管制的產業，往往其市場結構就有特殊性，

且公共影響範圍甚強，競爭結構外更常有其他的產業利益必須維護，此時該等產業

的結合管制，便具有一定之價值導向或是與產業政策密切相關。因此，我們必須進

一步思索，管制結合的門檻規定或者是實質核駁標準上，是否要因為特殊產業之市

場結構以及會影響到的公共利益給予不同的評價？競爭法在適用時，要不要因為產

業的特殊性，而有獨特的考量因素或者是特別寬大 17？ 

次來，由於這些特殊的產業，通常都另有一定的產業管制手段與競爭法並存，

則競爭法與產業法之間在結合管制面上，究竟要如何取得協調？產業主管機關與競

爭主管機關，在政策上要將誰擺在衝突解決的第一位？產業法規面的管制手段對於

競爭法上的結合管制會有何等影響？而競爭因素以外的產業政策因素，要透過什麼

樣的機制與管道，將其妥善地導入競爭法的適用過程中，卻不會導致競爭法的全面

                                                      
14 陳銘祥 (1999)，「電信規範體制之檢討」，經社法制論叢，第二十三期，65-66；葉志良，前
揭書，50。 

15 陳銘祥，前揭文，66。 
16 陳銘祥，前揭文，66。 
17 我們以歐盟的結合管制規則為例，依據歐盟結合管制規則第二十一條，雖然原則上達到共同

體規模（Community Dimension）的結合案件專屬執委會規範，會員國對於達到共同體規模
（Community Dimension）的結合案件不得適用內國競爭法，然而在例外的狀況，會員國為保護結
合管制規則未納入考慮但與結合管制規則其他條款或一般原則相容的正當利益（ legitimate 
interest），得採取必要適當的措施。而其中公共安全（public security）、媒體多元性（plurality of 
the media）等均被納入前述之正當利益中。從此可以觀察出，一些特殊的產業考量因素，會對一
般結合管制規則的適用產生某種衝擊或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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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守，或是過渡躁進？凡此種種，均頗堪玩味與研究。 

參、金融產業的結合趨勢 

一、金融機構的管制 

(一) 金融機構的定義 

一般國內文獻在定義金融機構時，多將金融機構區分為貨幣機構與非貨幣機構

兩大類。貨幣機構是指中央銀行及具有創造貨幣功能之金融機構，包括本國一般銀

行、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中小企業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等；非貨幣金

融機構係指不具有創造貨幣功能之金融機構，包括信託投資公司、郵政儲金匯業

局、人壽保險公司、產物保險公司票券金融公司、證券金融公司、證券商及期貨商

等
 18
。而依據於民國 89年 12月 13日甫公布的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四條對金融機構的

定義，則將金融機構採取比較廣義的解釋 19
，本文從之。職是之故，以下本文使用

金融機構一詞，其定義上即包含了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四條所列的各類金融機構，但

是某些具有特殊性的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業，基於其有別於其他金融機構的特

性，會特別拿出來加以討論。 

(二) 管制金融機構的理由 

金融機構固然能提高資金融通效率，並促進經濟成長，但各國對於金融機構的

設立及業務都採取相當嚴格的管制措施，事實上，金融機構的差異多少也與政府的

                                                      
18 參照我國金融制度與政策，我國金融制度與政策，王耀興編輯，財政部金融局中華民國加強

儲蓄推行委員會金融研究小組編印，八十七年修訂版， 1999 年出版，第二章，網址
<http://www.boma.gov.tw/index_dir03.htm>；郭國興 (1996)，貨幣銀行學—理論與應用，116；曾
鈴女英 (1998)，金融機購併購之法律規範研究，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5。 

19 參照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四條：「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金融機構︰指下列銀行業、證券及

期貨業、保險業所包括之機構，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機構︰1. 銀行業︰包括銀行、信用合作
社、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票券金融公司、信用卡業務機構及郵政儲金匯業局。2. 證券及期
貨業︰包括證券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金融事業、期貨商、槓桿交易

商、期貨信託事業、期貨經理事業及期貨顧問事業。3. 保險業︰包括保險公司及保險合作社。4 
信託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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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措施有關。而政府管制金融機構的主要理由有以下數點 20：(一) 金融資訊市場

上的市場失靈。(二) 防止經濟力量過度集中。(三) 避免利益衝突。(四) 指導資金運

用。(五) 控制社會的流動性。(六) 規模經濟的要求等等。 

而金融資訊市場市場失靈的情況，在銀行此類存款機構中特別嚴重。由於存款

機構扮演了一個中介型的角色，存款者與存款機構間會產生代理問題（problem of 

agency）。除此之外，更因為存款者提領存款以及的成本相較於監督存款機構的營

業行為顯然較低，就容易引發所謂的金融恐慌（financial panics），亦即當某些銀行

經歷了困境或者是面臨立即性的破產，其他存款機構的存款者由於欠缺該其他存款

機構仍有償付能力的信用保證，因此他們也會去提領其存款，因此引發仍有償付能

力的存款機構的困境或因其而破產。這種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是一種因銀行

破產或不能支付所衍生的外部不經濟 21
。 

而傳統上，某些國家對於金融機構的業務之所以會設下許多管制措施，以避免

金融集團（Financial Conglomerate）（即提供基本銀行服務以及其他金融服務的公

司，包含了綜合銀行、多產品的銀行控股公司以及其他種種執行基本銀行業功能的

金融機構）的形成 22
，其中有部分理由是為了防止金融集團獨占力的行使，亦即擔

憂金融集團藉由控制廣大範圍之個別金融產品的代替品，而得以獲得或行使獨占力

量，將價格調高於邊際成本以上，而可能限制市場進入或者是採取強制的產品包裹

銷售策略，其形成會導致經濟力與政治力的過度集中 23
。 

除此之外，在銀行業的管制上，各國法制對於銀行與產業間多設有分離管制措

施。限制銀行參與一般商業活動，其中最基本的考量亦是懼怕經濟力的集中

（economic concentration）。按若允許銀行與企業相互持有彼此大量的股份，可能

會造成經濟勢力的集中，亦會產生寡佔或獨占的現象，並且有可能透過對顧客關係

                                                      
20 關於理由上的分類，大致是整理自 林鐘雄 (1993)，貨幣銀行學，著者發行，三民書局總經
銷，69-70，謝德宗 (1994)，貨幣銀行學—理論與實際，三民書局印行，87-，以及其下所於分析
管制金融機構管制理由時所引註之各篇文章。 

21 Kerry cooper and Donald R. Fraser (1986), Banking Deregulation and the New Competition in 
Financial Services,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56. 

22 See Richard J. Herring, Anthony M. Santomero, “The Corporate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 
reprinted from 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471-497,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Financial Services”, edited by Marvin H. Kosters and Allan H. Mltzer (1990), Kli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13. 

23 See Richard J. Herring, Anthony M. Santomero, supra note,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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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支配及對經濟資源之控制，而壟斷當地市場、操縱整個政治生態，甚至使政策朝

向對己有力的方向，如圖利己方之租稅法規、取得政府之保證等，其對國家經濟結

構的影響力，可能反而會與整個國家利益相衝突 24
。 

至於規模經濟的要求此一因素的考量，在銀行業也特別明顯，由於銀行業的運

作存在有一定的規模經濟，此等原生的競爭限制，亦即實質規模經濟的存在，會使

得銀行業趨向集中，而且為了維持理想的成本結構以及服務的可得性與品質，會萎

縮必要的競爭環境。也正是因為此一理由，金融機構的管制，除了創造一個競爭的

環境以及模擬競爭結果以外，甚至不容許如真正競爭市場般的市場退出機制存在。

特許制度、購併、分行限制以及其他管制條款均是基於維護銀行經營的規模經濟而

產生。譬如設置新銀行的進入限制，最主要的正當理由是為了避免銀行家數過多

（overbanking），而對存款機構的支付能力產生威脅以及對於營運效率產生有害的

影響（因為過多資源投入到銀行活動），而使得新競爭者進入金融場域受到管制者

的控制 25
。 

(三) 我國與結合管制相關之金融管制措施 

綜上所述，金融機構的管制原因，多種多樣，而基於以上的管制理由，亦發展

出一些相應的管制措施。基於本文探討的主題與解決的面向，在此僅歸納與結合管

制較為相關的管制措施。大抵而言約可歸納為，特許制與許可制、分支機構設置的

限制、資力的適格 26
、合併的許可、業務經營的限制、以及問題金融機構的處理等

等。其中，於近幾年來變動最大的，即為業務自由化的趨勢 27
。而此種解除業務經

營管制的趨勢，對於競爭法亦會產生一定的影響，首當其衝者，即為合併風潮的興

起
 28
。除此之外，解除管制的結果，打破了各金融機構競爭利基的不平等因素，使

                                                      
24 參照 吳孟珊 (1999)，金融自由化下美國銀行控股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y）監理相關法
規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42。 

25 See Kerry cooper and Donald R. Fraser, supra note, 45. 
26 譬如為使證券商能合理履行其職責，不致因財力不足致投資人受損起見，對證券商之財務責
任（Financial resposibility）大都有所規定。其方式大抵分：(1)保證金之提存；(2)最低資本額之規
定；(3)流動比率；(4)保險四種，參照余雪明 (2001)，證券交易法，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
市場發展基金會，296。 

27 日本即呈現此種發展趨勢，關於日本銀行業合併以及業務自由化的趨勢，可參考 李淑真 
(1993)，日本銀行業合併之探討，中國商銀月刊第十二卷第五期，1-。 

28以美國的情況為例，譬如美國國會於 1980 年通過存款機構解除管制與貨幣管制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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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金融機構彼此間的競爭更為激烈，而業務經營的放寬，對於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

的界定以及市場力量的判斷，均會產生影響。至於金融集團的成形，在競爭法上的

疑慮，更逐漸加強。本文以下歸納了我國與結合管制相關之金融機構管制措施，包

括了先前來震撼金融界的金融機構合併法與金融控股公司法以及其可能產生的影

響，為便於瞭解掌握，茲將前述論及的法規整理成表格如下： 

 

許可制規定 銀行法第五十二條、五十三條、證券交易法第十八條、第四十四條、
票券金融管理法第十三條、信用合作社法第三條、農、漁會法第五條

第三項、保險業法第一百三十七條、信託業法第十條、期貨交易法第

五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八條 

核可標準 銀行法第二十三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八條、證券商設置標準第三

條、商業銀行設置標準第二條、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四條、

票券商管理規則第七條、票券金融管理法第九條第一項、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管理規則第四條、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第四條、工業銀行設

立及管理辦法第四條、保險法第一百三十九條、期貨商設置標準第七

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十二條 

限制進入市

場的廠商家

數 

商業銀行設立標準第二十一條 

設立許可 

外國金融機

構的設立管

制 

銀行法第一百七十七條、外國銀行設立分行及代表人辦事處審核準

則、證券商設置標準第二十八條、三十一條、保險法第一百三十七條

第三項、外國保險業許可標準及管理辦法第七條以下、期貨商設置標

準第十八條、二十一條 

許可制與審

核標準 
銀行法第二十七條（銀行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五十七條（銀行於

本國增設分支機構）、證券商設置標準第二十條、二十一條、二十六

條（證券商在國外設置分支機構）、保險業管理辦法第七條、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三十二條、期貨交易法第五十六條第四項、八

十二條第二項、期貨商設置標準第十二條、票券金融管理法第十六

條、外國銀行分行及代表人辦事處設立及管理辦法、外國保險業許可

標準及管理辦法第十五條 

分支機構

的設立 

進入市場家

數限制與業

務經營區域

限制 

金融機構增設或裁撤國內分支機構管理辦法、工業銀行設立及管理辦

法第七條、金融機構營業場所外自動化服務設備管理辦法、信用合作

社法第七條、金融機構增設或裁撤國內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二

項 

                                                 
(DIDMCA)，解除了收受存款金融機構的管制。而金融創新（Financial Innovations）發展之結果，
逐漸打破了美國銀行跨業、跨州經營的藩籬，而朝向綜合銀行（universal Banking）經營型態發
展。特別是美國於 1999年 11月間通過「現代金融服務法」（Gramm-Leach-Bliley Act）之後，美
國金融生態及版圖，依據預期，將會很快地經由金融機構大規模的合（購）併行動而呈現全新的

面貌。參照郭照榮 (2000)，「金融機構合併之考慮因素及其對象之選擇」，金融財務，第五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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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制 銀行法第五十八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三條、第四十六條、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十四條、期貨商管理規則第三條、證券金融事業

管理規則第三十一條、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 

審核標準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合併應行注意事項、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四十六條、

證券商合併審查原則、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六條、金融控股公司第十八

條 

合併對象與

存續機構的

限制 

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四條、第五條 

合併 

外國金融參

與合併 
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十八條、外國金融機構與本國金融機構合併概括承

受或概括讓與辦法 

業務經營

的限制 
銀行業 銀行法第三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九條、第七十一條（商業銀

行）、第八十九條（專業銀行）、一百零一條（信託投資公司）、農

會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第五條 

證券商 證券交易法第四十四條、四十五條第第一項、二項、三項、證券商設

置標準第十八條、三十三條 

票券金融公

司 
票券金融管理法六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一條、票券商管理規則第七

條、信託業法第三條 

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五條、十四條 

期貨業 期貨交易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五十七條第一項、二項、期貨商設置

標準第三十條、三十一條 

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二條 

證券投資金

融事業 
證券投資金融事業管理規則第五條 

信託業 信託業法第十六條、十七條、十八條 

 

保險業 保險法第十三條、第一百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三項 

銀行業 銀行法第七十四條、工業銀行第十二條 

票券金融公

司 
票券金融管理法第四十條、票券商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票券金融公

司申請轉投資審核要點 

證券商 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五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二十條、五十

條、五十二條、五十七條 

證券金融事

業 
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第三十一條 

保險業 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一百四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一百四十

六條之四、一百四十六條之五、一百四十六條之六、保險業資金專案

運用及公共投資審核要點、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五條 

金融機構

轉投資 

金融控股公

司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六條、三十七條 

銀行業 銀行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 投資金融

機構的限

制 
金融控股公

司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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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類型金

融機構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八條、證券商設置標準第三十四條  

外國人投資

我國金融機

構 

外國人投資條例第五條、第七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第五條、第七

條、 

一般規定 銀行法第六十二條、六十二條之一至九、信用合作社法第二十七條、

存款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金融機構監管接管辦法 
問題金融

機構的處

理 免除向公平

會申請結合

許可之規定 

銀行法第六十二條之四、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九條之七、金融機構合併

法第十三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十九條 

 

二、公平會歷年來關於金融機構結合的管制實務 

(一) 相關市場的劃定 

公平會歷年來在相關許可案中對於市場的劃定，並沒有明確的說明。以銀行業

間的結合而言，大抵均以國內的存放款餘額作為計算市場佔有率的標準 29
，存放款的

數據乃以財政部編印之「金融業務統計輯要」為準。其最主要的原因，大抵是以

為，銀行業提供的「產品」為金融服務，而金融服務的性質複雜，營業內容繁多，

如何界定市場範圍其實並不容易，鑑於銀行之固有業務在於「辦理存放款業務之金

融仲介者」，因此實務基本上是以辦理存放款業務之金融機構來界定相關產品市場

 30
。然在一些案例中，會進一步就銀行分行家數的市場佔有率、存、放款業務佔國

內一般銀行存放款之比率、消費者貸款業務佔國內一般銀行消費者貸款業務餘額比

例、信用卡業務佔國內全體信用卡市場的比率等等作分別討論 31
。於此顯現出公平

會在具體個案中，也可能從銀行業所得以從事的業務中，個別區劃出一定的產品市

場。至於地理市場上的區劃而言，大抵均是以國內市場為主，未將國外市場納入考

量。而國內地理市場的劃定，多以全國為準，但間或考慮地區性（以縣市為單位）

金融市場
 32
。 

                                                      
29 如(81)公結字第 002號、(83)公結字第 145號。 
30 參照劉華美 (2001)，「論結合管制」，月旦法學雜誌，第 69期，97。 
31 參照(88)公結字第 672號荷商荷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美國商業銀行國家信託儲蓄股份有限公
司於中華民國境內進行事業結合計畫，結合後，荷蘭銀行購入美國銀行在我國境內之消費金融業

務及營業資產，與其關係企業之信用卡業務結合許可案。 
32 如(81)公結字第 002號。 



 我國結合管制之檢討與前瞻—以金融產業之結合為例 89 

就銀行與信用合作社的結合案例而言，公平會亦以財政部金融業務統計輯要之

全體貨幣機構之存放款餘額作為市場佔有率的計算指標，雖然信用合作社之存放款

（無外匯業務）業務量均甚微，且非銀行型態，故其相關資料未見於金融局之統計

輯要，但亦以存放款餘額的數目作為市場力量的指標 33
。就地理市場之劃定而論，

從許 可理由可看出，公平會亦曾分別就參與結合事業於全國以及縣市地區金融機

構（包括本國、外國銀行以及基層金融機構）總營業據點的比例，以及結合後營業

據點之增加程度作考量 34
，可以看出地理市場的區劃亦以全國為準，間以縣市單位

等地區金融市場為輔。 

就商業銀行與票券金融公司的結合而言，如該銀行有從事票券業務，公平會即

認為該銀行與票券金融公司間即有票券業務上的市場重疊，其相關市場即為票券市

場，除了計算參與結合事業之票券持有餘額於票券市場的整體市場佔有率外，並更

細部區分融資性本票、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公司債、公債等次市場分別計算其市

場佔有率，可謂相當精細 35
。 

以信託投資公司而論，公平會則曾以信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分別就全體生產事

業投資總額、有價證券以及放款的金額分別計算市場佔有率 36
，可見公平會在考量

產品市場時，亦有傾向從金融機構得以經營的業務範圍，個別區劃成一定的產品市

場加以考量。而就保險公司與信託投資公司間的結合而言，則曾分別就其放款總餘

額佔全體金融機構放款總餘額的比率以及證券及投資業務佔全體金融機構之比率來計

算
 37
。而在外國金融機構於境外進行合併計畫，合併後改變部分境外公司在中華民

國境內所設子公司與集團母公司間之隸屬關係的案例中，公平會亦曾分別將該外國

金融集團於國內之從屬公司主要營業市場區劃為一般銀行業務、信用卡市場、顧問

服務業、保險代理人市場、證券期貨市場等等，分別審查其個別市場之重疊性 38
。

                                                      
33 參照(88)公結字第 755號台灣銀行概括承受保證責任屏東縣東港鎮信用合作社全部營業、資產
及負債結合許可案。 

34 參照(88)公結字第 755號台灣銀行概括承受保證責任屏東縣東港鎮信用合作社全部營業、資產
及負債結合許可案。 

35 參照(90)公結字第 092號。 
36 參照(82)公結字第 061號。 
37 如(82)公結字第 066號。 
38 如(87)公結字第 457號美商花旗公司與美商旅行者集團公司擬於中華民國境外進行合併計畫，
合併後，改變部分境外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所設之子公司，與集團每公司間之隸屬關係結合許可

案；(87)公結字第 687 號美商眾銀股份有限公司與美商美銀股份有限公司於境外進行合併，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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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就保險業者間的結合而論，公平會亦曾在具體案例中，將保險業區分為產物保險

市場與人壽保險市場 39
，而人壽保險市場則以個別保險公司之保費收入佔全體壽險

保費市場之比例計算市場佔有率 40
。 

(二) 許可理由 

查公平交易法歷年來審駁金融機構結合案的許可理由，就限制競爭的不利益而

言，公平會曾考量過以下數點：參與結合之事業在各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均不高

 41
，參與結合之事業於結合後就各相關市場之市場佔有率並無顯著提高 42

、結合後

對市場影響有限或市場結構不致發生明顯變化，而對其他欲加入市場之事業不致造

成負面影響
 43
、地區性金融市場競爭事業家數維持不變 44

、金融市場正持續開放 45
、

所營業務有限，在市場呈現過度競爭下，有強大的競爭壓力 46
、主管機關認為對市場

無重大影響 47
、為多角化結合因此對市場結構不致於有不利影響 48

、結合事業於市

場不重疊部分之國內市場佔有率，於結合後不發生改變 49
，純係被取得事業之內部

                                                 
接或間接持有美商美銀公司於境內所設子公司之股權，並直接或間接控制該等公司之業務或人事

任免結合許可案；(89)公結字第 1118號荷蘭商國際集團子公司 ANB Acquisition Corp.與安泰集團
Aetna Inc.進行合併，由荷蘭國際集團取得控制權，而荷蘭國際集團旗下之各公司因上開合併案而
直接或間界控制安泰集團旗下各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結合許可案。 

39 參照(87)公結字第 563 號瑞士蘇黎士金融服務公司因瑞士商蘇黎士保險公司與英商英美菸葉
公司於中華民國境外進行合併計畫之結果，直接或間接控制中華民國境內華僑產物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統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統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結合許可

案。 
40 參照(89)公結字第 1051號、(89)公結字第 1118號。 
41 如(81)公結字第 002 號、(82)公結字第 043 號、(83)公結字第 145 號、(87)公結字第 459 號、

(87)公結字第 563號、(87)公結字第 687號、(88)公結字第 672號、(88)公結字第 755號、(89)公結
字第 1051號、(89)公結字第 1118號、(90)公結字第 092號。 

42 如(86)公結字第 530 號、(87)公結字第 001 號、(87)公結字第 022 號、(88)公結字第 672 號、
(90)公結字第 092號。 

43 如(81)公結字第 002 號、(86)公結字第 137 號、(86)公結字第 197 號、(86)公結字第 343 號、
(86)公結字第 394號、(86)公結字第 530號、(87)公結字第 001號、(87)公結字第 022號、(88)公結
字第 755號、(90)公結字第 092號。 

44 如(81)公結字第 002號。 
45 如(82)公結字第 066號。 
46 如(90)公結字第 092號。 
47 如(82)公結字第 066號。 
48 如(84)公結字第 219號、(84)公結字第 219號、(84)公結字第 263號、(90)公結字第 1008號。 
49 如(87)公結字第 459號、(87)公結字第 563號、(87)公結字第 687號、(89)公結字第 11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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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股權移轉 50
，金融市場集中度亦屬分散 51

、業者進入市場尚無太大障礙 52
、金

融國際化趨勢使相關市場競爭態勢將隨之增加 53
、市場上競爭家數眾多 54

、參與結

合事業之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其業務主要為投資及對被投資事業之管理，本身並

未實際從事及提供金融服務，對國內金融市場之市場結構及市場集中度與國內地理

市場之競爭性及服務便利性不生任何實質變動與負面影響 55
、現今金融商品間之界

線日趨模糊，有許多其他金融商品得以取代傳統存、放款商品之角色 56
、交易相對

人對參與結合事業之相對依賴性，不致因本結合案而顯著提高 57
等等。 

而就整體經濟利益而言，公平會則曾考量：維持就業效果 58
、提昇我國國際金

融之靈活操作性 59
、落實我國建立國際金融中心之金融政策 60

、為國內提供更完整

的金融服務 61
、有利政府對於金融發展朝綜合銀行之方針的推動；將信託投資公司

逐步納入銀行體系之金融發展政策的推動 62
、配合政府金融法制管理作業 63

、有助

信用合作社改制轉型，提升金融機構競爭力 64
、提升經營效率與競爭力 65

、強化財

務結構
 66
、得開發新商品 67

、提供消費者或客戶更好的服務 68
，使取得或被取得之

                                                      
50 如(85)公結字第 063號、(85)公結字第 130號。 
51 如(86)公結字第 530號、(87)公結字第 001號、(87)公結字第 022號。 
52 如(89)公結字第 1051 號、(89)公結字第 1118 號、(90)公結字第 092 號、(90)公結字第 1008
號。 

53 如(89)公結字第 1051號、(89)公結字第 1118號。 
54 如(89)公結字第 1118號、(90)公結字第 1008號。 
55 如(90)公結字第 1010號、(90)公結字第 1011號、(90)公結字第 1012號。 
56 如(91)公結字第 44號。 
57 如(90)公結字第 673號。 
58 如(81)公結字第 002號。 
59 如(82)公結字第 001號。 
60 如(82)公結字第 001號。 
61 如(82)公結字第 001號。 
62 如(82)公結字第 145 號。其並進一步說明，由於信託投資公司受法定營業項目限制，其資金
成本較一般銀行為高，財務結構亦不若銀行穩健，經營風險較高；主管機關為能達到銀行管理單

一化目的，訂有准許信託公司申請變更登記為商業銀行之辦法。 
63 如(82)公結字第 145 號。該案公平會以此項結合案可解決世華聯合商業銀行已違反銀行法第
二十五條規定而超額持有華僑信託之股權的問題，配合政府金融法制管理作業。 

64 如(86)公結字第 343 號、(86)公結字第 394 號、(86)公結字第 530 號、(87)公結字第 001 號、
(87)公結字第 022號。 

65 如(84)公結字第 219 號、(84)公結字第 219 號、(86)公結字第 394 號、(86)公結字第 530 號、
(87)公結字第 001號、(87)公結字第 022號、(89)公結字第 1051號、(90)公結字第 092號。 

66 如(84)公結字第 219號。 
67 如(84)公結字第 219號。 
68 如(84)公結字第 219 號、(86)公結字第 343 號、(86)公結字第 530 號、(87)公結字第 00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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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公司得引進國際金融機構相關經驗與技術而使經營更趨專業化與國際化 69
、提

供消費者更多樣性且具國際性的專業服務 70
、達成合理規模 71

、促使金融機構適度

大型化及專業化
 72
、可對投資人提供更佳之理財服務 73

、解決經營困境 74
、該結合

案乃參與結合事業遵依財政部政策挽救經營不善之基層金融機構，而概括承受；結

合後可保障信用合作社存款人之權益，對穩定金融場秩序有正面意義 75
、不抵觸本

國金融政策及相關法規
 76
、國內消費者及企業將因結合後企業下之子公司豐富之金

融產品而受益 77
、擴大外國金融集團或其國內從屬公司之經營規模及營業利基，增

進其市場競爭力 78
、符合政府積極推動銀行合併以降低營運成本、追求經濟規模與

強化競爭優勢的政策 79
、可提供更為完整之企業金融與消費金融服務 80

、有助於本

國商業銀行因應國際金融市場之未來發展趨勢 81
。 

而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87 年起，為加速有關銀行結合案件審查之行政效率，並

配合財政部之審查作業，經評估國內金融市場集中度尚低，市場占有率在百分之十

以上的只有一家（台灣銀行），百分之五以上者亦僅五家（加上合作金庫、土地銀

行、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彰化銀行等），且市場尚具適當競爭，故除前開金融機

構之結合案件，或其他具重大公益性案件外，其餘金融機構之結合案件，公平交易

委員會已採簡化作業程序審查 82
。因此關於金融機構的合併行為，若雙方之市場占

                                                 
(87)公結字第 022號、(88)公結字第 672號、(89)公結字第 1051號、(89)公結字第 1118號、(90)公
結字第 092號。 

69 如(85)公結字第 063號、(89)公結字第 1051號。 
70 如(85)公結字第 063號。 
71 如(86)公結字第 137 號、(86)公結字第 530 號、(87)公結字第 001 號、(87)公結字第 022 號、

(90)公結字第 092號。 
72 如(86)公結字第 137號、(86)公結字第 197號。 
73 如(86)公結字第 137號、(86)公結字第 197號。 
74 如(86)公結字第 394號。 
75 如(88)公結字第 755號。 
76 如(87)公結字第 459號。 
77 如(87)公結字第 459號、(87)公結字第 563號。 
78 如(87)公結字第 687號、(88)公結字第 672號、(89)公結字第 1118號。 
79 如(90)公結字第 092號。 
80 如(87)公結字第 687號。 
81 如(90)公結字第 092號。 
82 吳成物、胡光宇、吳璧如、梁雅琴 (2000)，銀行競爭分析之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
十九年度研究發展報告，18。並請參照財政部 87年 4月二十二號台財融第八七七一八三二三號函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關於辦理銀行與信用合作社結合許可申請案件審理原則」：『一、依據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7 年 1 月 14 日公壹字第○○一七八號函辦理。二、依該會來函，銀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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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率均不高，且合併後亦不致提高特定市場之佔有率，則屬於公平會於 91 年 2 月

公平交易法修正前所頒佈之「事業結合審查簡化作業程序」中的簡化作業結合類型

第二、三項。另對於銀行合併之對象若為問題金融機構，則屬簡化作業第五類之垂

危事業結合類型而適用簡化作業程序，蓋金融機構發生經營危機需要緊急處理時，

若仍須一般結合程序處理，則恐會緩步濟急而延誤其救濟，造成存款大眾的損

失
 83
。 

三、金融機構的產業管制措施與結合管制間的互動關係 

金融機構的產業管制措施，往往是金融產業市場結構設定的基底。而各國對金

融業都採取高度的管制，舉凡設立、擴張分支機構、合併等變更市場競爭家數以及

據點之行為，到業務經營、轉投資、投資金融機構到市場退出的機制，均有相應的

管制措施。而當金融機構進行結合時，競爭法上要如何劃定相關市場、評估該等結

合案對市場的影響或者與金融主管機關進行協調或合作，金融機構的產業管制手段

就成為一種必要的事實評斷基礎。 

首先就金融機構的設立、擴張分支機構而論，金融機構的設立，如本文前述，

均應經金融主管機關核准方得設立。此種許可制，可視作是一種進入市場的管制，

其在結合管制的意義上，在於進入障礙高低的判斷，此種政府法令設置的市場進入

障礙，縱使是芝加哥學派，亦認為是真正的市場進入障礙。而金融主管機關對於設

立許可所定的標準，實際執行時把關的寬嚴，即會決定該市場進入障礙的高低，並

進而決定了市場參與者的多寡以及相應的市場結構，分支機構設立的管制雖然不似

設立許可這般嚴重，但是對於金融機構的市場力量也確實會產生影響。譬如而在金

融自由化之後，只要符合規定者，均可自由申請設立分行或改制銀行，因而使進入

銀行之障礙降低，市場參與者增加且競爭劇烈，甚至有超過金融市場胃納量的過密

現象
 84
；職是之故，為配合推動金融機構合併的政策，財政部也擬將暫停新設銀

                                                 
信用合作社之結合許可申請案件，為精簡程序，除參與結合事業當時存、放款市場占有率超過五

％以上或涉有其他重大公益情事者外，該會將採簡化作業程序審理』，可至財政部金融局網站上

查詢，網址：http://www.boma.gov.tw/index_dir02.htm。 
83 參照林江峰 (2000)，「我國銀行合併法律問題之研析」，經社法制論叢，第 25期，81。 
84 黃得豐 (2000)，「銀行與信用合作社合併問題之探討」，金融財務，第五期，22。我國之金
融業原僅有數家公營銀行，及各地區之基層金融機構，自從財政部於民國 78年 7月修改銀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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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票券公司的禁令由民國 88年底延至 90年底 85
，即為適例。 

金融機構的設立限制對結合管制上最重要的意義，主要在於決定市場競爭者的

數量以及市場的集中度，而隨著金融控股公司法的通過，設立金融控股公司時，即

有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的結合行為，此時金融主管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如何

在職權範圍內彼此協調，也是一個問題。特別是就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九條第一項之

「對金融市場競爭程度及增進公共利益之影響」的詮釋，金融主管機關與競爭主管

機關，基於其立場所要維護的利益有可能有所歧異，此時要如何折衷、統合與運

作，就成了一個考驗。 

再者，金融機構業務兼營的放寬與開放或允許以轉投資的方式達到跨業經營的

效果，其對結合管制最主要的影響乃是複雜化與模糊化了金融產業競爭市場的界

定。蓋金融機構彼此間的分野愈趨模糊，如何在複雜多變的金融服務或商品中，適

當地界定出具體個案的相關產品市場，實乃一大挑戰。除此之外，金融控股公司的

出現亦對整體金融市場的競爭態勢帶來相當大的衝擊，一個個統合多元化的金融商

品與服務的巨型金融集團陸續出現後，其經濟力量究竟要如何評估，亦亟待釐清。 

金融控股公司的開放，在競爭法上所會引起的顧慮，乃是源於因利用金融控股

公司之組織型態，易形成規模巨大之金融集團，導致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結

果，如不加以有效規範，可能會破壞金融市場之整體競爭秩序。除此之外，現存的

兼業禁止規定，依據金融機構合併法第五條的規定，將會影響金融機構合併對象的

選擇可能性，亦不可不注意。至於金融業與產業的分離管制措施，就金融法規的角

度而言，自有其金融法上的考量因素，然而其背後亦隱含了避免經濟力過度集中的

考慮，我國現行的金融管制法規對此雖設有一定的規定與限制，諸如持股比例以及

投資總額，然而金融產業與產業間仍可能藉由各種方式該當公平交易法第六條之結

合定義，此時競爭法要如何呼應金融管制法規隱含的限制競爭考量，尚待討論。 

而金融機構的合併、受讓或讓與其他金融機構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

                                                 
增訂第五十二條第二項，授權由財政部自行訂定設立銀行或金融機構之標準，財政部乃於 79 年 4
月制訂「商業銀行設立標準」，自此才開啟新銀行之申請與設立機制。民國 80年 7月財政部核准
十五家新銀行設立，緊接著 81 年再核准一家，使我國之金融機構營運據點急速增加。參照 謝宗
貴，「從金融機構合併法談農會信用部之改革」，中國稅務旬刊，第一七八三期，8。 

85 參照 高惠貞 (2000)，「國內金融機構購併改制概括」，台灣經濟金融月刊，第三十六卷第
四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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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涉及廣大的公益性與社會性，因此不論規模大小，相關金融法規均規定應經金

融主管機關核准或許可。而當其規模達到公平法結合管制門檻時，金融主管機關的

職權即再度與公平會產生競合。因此主管機關彼此間協調合作的問題，即會再度突

顯出來。特別是我國近來的金融產業政策大力鼓勵金融機構進行合併，此等產業政

策的趨向，並觀諸歷年來公平會就金融機構結合申請案的許可理由，產業政策似乎

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此種考慮，是否不無挑戰餘地，公平會自身競爭立場的把

持，尺度應如何拿捏，此也是我們下一步要探討的核心問題之一。 

此外，另外一個代表性的問題，即為問題金融機構的強制合併。所謂「問題金

融機構之合併」，如係出於命令性、救濟性及非自願性之合併。其合併的主要目的

在於「維護金融秩序」，因此，在反托拉斯的管制領域中，亦產生價值衝突的問

題。所謂「金融秩序」，一般來說，係指稱「對貨幣與一般金融資產之信賴問

題」、「大眾對金融機構之信心」及「一種使用存款貨幣圓滑而安全地進行清算之

情況」等。其意義有兩個層面：第一、防止個別銀行發生倒閉；第二、防止個別銀

行之倒閉影響整個金融體系 86
。金融秩序的維護固然有其必要，然其應該透過何種

方式，同時兼顧競爭價值，此為在制度設計上，必須念茲在心者。 

肆、從金融產業的結合趨勢檢討我國結合管制實務 

一、結合對象的掌握 

(一) 結合態樣掌握的檢討 

1. 未將參與結合的支配或從屬事業納入結合管制 

金融控股公司法通過後，對於我國金融生態將會產生重大影響。而依據金融控

股公司法第四條，金融控股公司乃是對一銀行、保險公司或證券商擁有控制性持

股 87
，並且依金融控股公司法設立之公司。而通常當控股公司對銀行、保險或證券

                                                      
86 參閱張向昕 (1998)，「金融機構合併法與競爭法：美國法制及國內實務」，公平交易季刊，
第六卷第四期，99-100。 

87 所謂控制性持股，乃指持有一銀行、保險或證券商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

百分之二十五，或直接、間接選任或指派一銀行、保險公司或證券商過半數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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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擁有控制性持股時，即已經可以達到直接或間接之支配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

務經營之程度，職是之故，該等為金融控股公司擁有控制性持股的金融機構，縱使

依據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二第二項的標準作判斷，亦屬於金融控股公司之從屬

公司，此從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條第四款用『子公司』一詞，亦可窺知。 

而事實上，由於金融控股公司本身的力量與效用，正是在於藉由持股的方式支

配個別獨立的金融事業子公司，因此，當金融控股公司依據金融控股公司第十八條

與其他金融控股公司或者符合金融控股公司設立要件之既存公司為合併、概括讓與

或概括承受時，金融控股公司旗下這些金融相關事業的子公司，其整體的經濟力量

要如何納入結合管制的評估，是在處理金融控股公司相互合併時，不可忽略的問

題。再者，由於法規的放寬，金融機構藉由轉投資子公司的方式跨業之能力與幅度

也大幅提高，特別是銀行業，其在金融控股公司法未通過前，事實上即已略有金融

控股公司的雛形，因此要如何將其旗下的金融相關事業子公司的整體經濟力量納入

結合管制的評估內，其考量點亦與金融控股公司相當一致。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計算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股份或出資額

時，應將該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一

併計入
 88
。控制及從屬事業對他事業所持有或取得之股份或出資額既然應與結合事

業合併計算，即表示他們之間已具有限制競爭之集體效果。但是，我國公平交易法

第六條卻未將參與結合事業之控制及從屬事業本身納入結合管制，甚為不妥。以德

國法為例，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二句即規定：「參與結合

企業之一，若為股份有限公司法第十七條所定之從屬企業或控制企業，或為同法第

十八條所定之關係企業者，該企業與其有關係之企業視為一整體。」89 在德國法上將

參與結合之事業的控制事業視為參與此次結合，而使之受到結合管制。並將參與結

                                                      
88 然而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第二項雖規定，應將與該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所持有或取

得他事業之股份一併計入，但因公平交易法未明定「控制與從屬」之定義，故是否參照公司法關

係企業專章之定義，有不同見解。至於「一併計入」之計算標準，有以為，依條文文意及實例說

明，應採相加計算，將相關控制、從屬事業之持有股份直接相加計算，而不宜探相乘計算基準，

僅以各控制、從屬事業之持有股份乘以期間之持股比率後之股份，相加計算。關於此等說明，請

參見吳翠鳳、許淑幸、游素素、胡光宇 (2000)，「結合案交叉持股如何計算持股關係」，公平交
易季刊，第八卷第二期，89-122。至於早期關於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第二款的結合實務，可參照 張
芬芬、陳杏怡 (1995)，「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第二款結合實務」，公平交易季刊，第三卷第一期，
161-。 

89 中文翻譯可參照 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 (1999)，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出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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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之事業的從屬事業之間視為一個獨立於支配事業以外的結合關係 90
。基於該企業

集團（Unternehmensgruppen）緊密連結而形成競爭統一體，職是之故，在此一範圍

內結合管制事實上就將其當作一個整體來處理 91
。此項規定實值我國參考，特別是

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金融控股公司應確保其子公司業務之

健全經營，其業務以投資及對被投資事業之管理為限，我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性質

屬於純粹控股公司 92
，而金融控股公司本身既不得再從事金融業務或其他商業，其

經濟力量之顯現厥為旗下各金融子公司力量之統合，因此當金融控股公司彼此結合

時，亟需將各金融控股公司底下的金融子公司視為參與此次結合，使之受到結合管

制
 93
。 

第二款  應包括設立、參與共同事業之行為 

在金融控股公司法通過並於 90 年 11 月 1 日開始施行後，金融控股公司的設立

已不可擋。而依據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六條、第七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款與

第二十四條以下金融機構以營業讓與方式轉換為金融控股公司或者是以股份轉換的

方式轉換為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等規定觀察，在金融控股公司法通過之後，設立

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式有可能是由既有金融的金融機構轉換而成，又或是藉由換股方

式，由多家金融機構轉換為一新設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換言之，事實上會有金

融機構共同合資申請設立金融控股公司的情形，關於此種合資事業的規範，公平交

易法上結合管制的規定究竟要扮演何種角色，即值得探討。 

公平會曾於公研釋字○一二號解釋 94 認為：「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第一項所稱之

                                                      
90 Immenga/Mestmäcker,GWB 2. Aufl. 1992 ,§23Rdnr.257. 
91 Dr. Gerhard Wiedermann, Handbuch des Kartellrechts,1999,§19Rdnr.26. 
92 所謂純粹控股公司乃指，本身對外未從事任何營利事業活動，而僅是以持有股份之方式，用

以控制旗下公司，並負責企業集團及各個從屬公司之管理業務者。相對地，如控股公司不單從事

控股事項，本身尚有經營其他事業者，則為兼營事業控股公司。以上的說明，請參照王志誠 
(2001)，「企業購併法制與控股公司之創設」，月旦法學雜誌，第 68期，13。 

93 關於此一問題，公平會似已有所警覺，觀諸公平會與財政部以(九十)公壹字第九○○九四八
四一○○七號與台財融(一)字第○九○一○○○一六七號函公佈之「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
辦法」第十條中，就金融控股公司設立而依照公平會以及該辦法申請結合許可時，公平會應審酌

的因素，尚包括「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市場佔有率、分支機構情形與濫用市場地位之可

能性」、「參與結合事業既存之存屬或控制關係」，即蘊含了將金融控股公司旗下的金融相關事

業子公司的整體經濟力量納入結合影響評估之意旨。 
94 載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 (1992)，第一卷第五期，24。而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的第一句的規定如下：「取得一企業之股份，且該股份單獨計算或與該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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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事業，以結合時既存之事業為規範對象，二以上既存事業共同投資設立新事業之

行為，尚非該條規範對象，故縱使參與投資事業之一，有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定

各款情形，亦無須向本會申請結合之許可；惟參與投資之既存事業如有利用設立新

事業方式進行聯合行為或濫用獨佔地位，或從是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情形，仍當依公

平交易法有關規定處理。」但是，公研釋字○一二號解釋對於為何公平法第六條第

一項所稱之「他事業」，為何以結合時既存者為限，並沒有提出充分的理由，此一

看法在學理上亦不無檢討餘地。 

以德國法的規定為例，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的第三句：「多數企業同時或先後就一企業取得上述範圍之股份者，於該企業所經

營事業之市場上，參與企業相互間亦視為結合。」95 換言之，這種合資方式的企業合

作，由於仍舊必須考慮這些母事業（Mütter，亦即參與合資的事業），在其進行合

資事業合作的市場上，本身是形式上的競爭者；母事業間競爭的弱化，是此一企業

合作下幾近不可免的結果，也因此，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即尋求各種途徑將這

種集體效果（Gruppeneffekt）納入掌握 96
。 

而依德國實務與學說之見解，都認為該條的規定不僅包括對於既存事業之股份

之繼受取得，並且也包括因參與事業之新設立而為之原始取得 97
。我國學者，亦有

採取類似看法者，其認為就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的解釋而論，共同事業有為結合而新

設，亦有就既存之事業結合者，是否皆為公平交易法第六條適用之對象？自該條規

定之內容觀之，學說上容有爭議。以其文字為出發點者，認為該條以結合時既存之

事業為其規範對象。反之，以其規範目的為出發點者，則認為該條之規範對象兼及

於為結合而新設之事業，蓋非如此解釋，第六條之規定在結合之適用上很容易可以

經由事業之新設的安排加以規避 98
。並有以為，有必要擴大公平法第六條第一項第

二款之定義，而規定前述三家事業同時或先後取得他事業（即共同事業）有表決權

股份或資本總額各三分之一的行為為結合，而使得不僅該三家事業分別與該他事業

具有結合關係，而使得該三家事業之間亦成立結合關係，系爭三家事業自然會形成

                                                 
業已經持有之股份合計達到該企業資本或表決權之(1)百分之五十者；或(2)百分之二十者。」 

95 中文翻譯可參照 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 (1999)，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出版，24。 
96 Vgl., Emmerich, Kartellrecht, 9. Aufl. 2001, S.275. 
97 廖義男，前揭文，5-6。 
98 黃茂榮 (1993)，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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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競爭之集體效果，所以有必要將之納入結合管制 99
。 

公平會公研釋字○一二號，不論是從其論證理由的欠缺、學理上的討論或是比

較法的參酌，均可顯現其立證基礎與合理性的薄弱。而此一問題，在金融控股公司

法通過之後，將會更為凸顯。公平會對金融機構共同合資申請設立金融控股公司的

情形，若仍舊要維持公研釋字○一二號解釋，可以想見，在洶湧而至的金融控股公

司設立浪潮下，公平會將無法掌握某些金融市場上經濟力集中的現象，因為其一起

始就因為公研釋字○一二號解釋而無庸向公平會提出申報，就會發生僅僅因為在設

立金融控股公司採取不同的方式，雖然可能導致同樣的競爭弱化之結果，卻得以規

避公平法的結合管制。有鑑於此，公平會已於 91 年 8 月 8 日第五六一次委員會決

議廢止公研釋○一二號解釋，而將新設事業納入規範 100
，實值贊許。 

2. 除外條款的必要性 

(1) 既有結合事業間控制之增加未達重大程度者，並非結合 

(82)年公結字第 001 號荷商荷蘭安利銀行概括承受荷商荷蘭銀行在台分行資產

負債結合許可案以及(85)公結字第 063 號瑞士蘇黎士保險公司取得華僑產物保險公

司有表決權股份 1/3 以上並直接間接控制業務經營與人事任免結合許可案，這兩個

案例均為原先已存有控制從屬關係的母子公司，改變其組織型態或控制方式，也正

因為該兩案例之參與結合事業，原先即已存在著結合關係，因此當其增強既有的控

制關係，是否仍屬於仍構成另外一次的結合，就有探討餘地。 

對於結合管制而言，其決定性的問題為是否因結合而形成或增強事業的市場地

位。職是之故，結合管制的重點在於結合對於競爭關係之影響，並非在於探究事業

結合之強度。因此結合型態的變更縱使提高了事業間之結合強度，但如果沒有因此

加強了結合事業在特定市場的優勢地位，就結合管制的目的而言，並無多大意義。

換言之，事業與他事業之行為雖然表面上符合公平法第六條第一項之規定，但是並

不當然擴大該事業之市場力量，此可以關係企業內之「結合」為代表。關係企業內

之人力、資源、技術、行銷通路與財務原本即受集中之指揮與管理。關係企業在其

                                                      
99 劉孔中 (1998)，「論結合管制之理論與實務」，公平交易季刊，第六卷第二期，10。 

100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查詢系統，http://210.69.106.166/cgi-bin/ftcdetail, 
visited 200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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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所屬事業間重新組織或安排（合併、新設子公司或改變持股之比例），只是既

有市場力量之重新配置，並不涉及與他事業市場力量之結合，而增加其可運用之市

場力量，因此應該不構成結合 101
。再者若事業增加其對他事業之股份或資本總額也

有不足以增加其對他事業之控制程度的時候，例如其增加之程度並不顯著，或其原

本持有他事業之股份或資本總額即達一半以上，因而已充分控制他事業，則再增加

持份（即使達他事業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亦不能再強化其對他事業已有之

充分控制。故此種並不足以重大增加已有結合關係中事業對他事業之控制程度，應

不構成結合
 102
。 

外國立法例上對於此等原先已存有控制從屬關係的母子公司，改變其組織型態

或控制方式，有些即在結合的定義中加以排除。例如歐體的「企業結合管制規則」

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第一款規定，兩個或以上先前個別獨立的企業進行合併，為該

規則中所欲規範的企業結合（Concentration）的之一，此一個別獨立組織合併的情

形，乃著重於個別組織的獨立性。亦即兩個以上的組織，原來即有相互控制或其他

類似行為時，則該等企業間的結合或合併等行為，即可能不受有關規定之拘束。除

此之外，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亦規定：「參與之企業早已結

合者，亦為本法所稱之結合；但該結合並未促使既有企業之聯繫力更為強化者，不

在此限。」而美國克萊登法第七條 A（Hart-Scott-Rodino Premerger Notification 

Requirements）(C)項(3)款規定，取得人已擁有他人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有表決權證

券，在為該有表決權證券之取得者，不適用該條(a)項之申報規定。 

基於以上的認識，依據公平會於 91 年 2 月修正公平交易法前所頒佈之「事業

結合審查簡化作業程序」，符合簡化作業之結合類型中的第一種類型，即為已存在

結合關係之事業改變其結合型態，例如：母子公司合併；控制事業與被控制之事業

合併或增加持股，或受讓營業或資產。而適用簡化作業程序的申請案，於備齊結合

申請所需資料後，僅需十至十四天即可完成審查手續。本文雖以為，該此一類型，

事實上並不屬於「結合」的態樣，在 91 年 2 月 6 日公平交易法修正前，公平會雖

仍堅持依循原先公研釋字○二一號解釋的見解，對於此等結合型態的變更只提高事

                                                      
101 參照劉孔中，前揭文，11。 
102 參照劉孔中，前揭文，11-12。黃茂榮，前揭書，141，亦採類似見解，其以為：「倘無因加
深其結合關係，而提高控制程度的情形，為其結合態樣之轉換，提出結合之申請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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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間之結合強度，而未同時因此加強結合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優勢地位的情形，縱使

不能豁免其許可之申請，還是簡化其許可之申請手續 103
。 

事實上，當時公平會也已經意識到關於結合態樣的轉換或提高，不一定會構成

另外一次的結合，因此公平會於 89 年 9 月 21 日第四六三次委員會決議修正「事業

結合簡化作業程序時」，即將原歸屬於第一類型中的「原持股已達結合規定者，增

加其持股」刪除，亦即對於此類已存在結合關係之事業，其持股之增加情形，不需

再向公平會申請結合許可 104
。相同的理由，事實上亦可適用於修正後之「事業結合

審查簡化作業程序」中第一類型的的其他兩種態樣。為徹底解決此一問題，在 91

年 2 月 6 日甫增訂公佈之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一款、第二款規定，如屬於參

與結合之一事業已持有他事業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再與該

他事業結合者，以及同一事業所持有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

事業間彼此結合，即可例外不適用修正過後之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的事前申報規

定 105
，由於此等情形本即不應構成結合，自無所謂申報以及接下來的審核問題，新

增訂之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之一，可說是正面釐清此一問題，並有助於節省行政成

本不必要的耗費。 

(2) 不介入他事業競爭行為的持有並非結合 

固然在結合之認定上，系爭事業之意圖並不重要，但是若是事業持有他事業有

投票權之股份或資本總額之目的，確實並不在於參與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影響他

事業之競爭行為，則其心不同，力量亦無法匯集，故實在難謂二者之間因此有「結

                                                      
103 參照洪禮卿、黃茂榮、謝銘洋 (1998)，事業結合時點與公平交易法適用之研究，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八十七年度合作研究計畫，32-33。 

104 其以為如事業間已達結合規定者，事業間本已經濟一體化，增加持股僅改變事業內部股權結

構，對於市場結構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影響，應無差異。復以公平會實務上對於合併或持股達三

分之一以上之結合申請案件之審查，對於評估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並未因結合或

控制程度不同而有所差異，均以其達經濟一體化視之。如公平會對原持股已達結合規定者，因其

增加持股，再為結合許可決定，則易引起該等事業為結合後再結合之錯覺。從而公平會任原持股

已達結合規定者，因其增加持股再為結合審查，已無實質上之意義，除可能延誤商機外，並將增

加行政成本，爰刪除此款。吳成物 (2001)，「競爭法對企業購併行為之規範」，月旦法學雜誌，
第 68期，76。以及 89年 9月 21日公平會第四六三次委員會決議。 

105 關於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一款至第三款的立法理由即指出：「惟查關係企業間股權、資產

或營業調整之結果，雖符合第六條之規範態樣，然因其僅涉及原有經濟體內部之調整，並非當然

產生規模經濟擴大、市場競爭機能減損之效果，並無管制之實益，爰於第一款至第三款中排除此

等結合事業之申報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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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之關係 106
。而在結合定義上，設有此等除外規定，對於金融機構並非為控制而

取得他事業股份的情形特別具有實益。 

所謂非為控制而取得的情形，從我國目前的金融法規中亦可觀察出來，譬如金

融控股公司法第五條即規定，計算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有金融控股公司、銀行、

保險公司或證券商之股份或資本額時，不包含證券商於承銷有價證券期間所取得，

且於證券主管機關規定期間內處分之股份、金融機構因承受擔保品所取得，且自取

得日起未滿四年之股份或資本額，即為適例。而歐盟企業結合管制規則第三條第五

項
 107
，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 108

，美國克萊登法第三條 109 
對

此均有詳盡或類似的規定，足供參考。 

(二) 規模門檻標準的檢討 

以金融機構間的結合為例，目前至今的所有案例，均未出現以公平交易法第十

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為申請門檻的案例。此固然可以作為我國金融市場集中

                                                      
106 參照劉孔中，前揭文，12。 
107 歐盟企業結合管制規則第三條第五項規定：(a) 信用或其他金融、保險機構之一般業務包括
為自己或他人買賣及交易證券者，出於轉售目的而暫時持有證券時，若不行使該證券之表決權以

決定系爭事業之競爭行為，或行使表決權僅係為了準備處分該事業或其資產之全部或部分或該證

券，則不會產生市場集中的問題。但必須在取得後一年內處分之，惟得向執委會證明無法合理在

一年內處分而申請延長。(b) 就清算、結束營業、破產、停止支付、和解或其他類似程序，而由依
據會員國法律任命之官員所取得之控制，並不會導致市場之集中。(c) 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對其他事業之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取得之控制，在其行使表決權（特別是在
任命管理及監督人員時）僅係為了維持其投資之完整價值，而不用以直接或間接影響他事業之競

爭行為的條件下，亦不會造成市場之集中。並請參照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其

以為金融控股公司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投資非金融相關事業，但不得參與該事業之經營。 
108 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金融機構、財務機構或保險企業取得一
企業股份之目的在於出售者，非本法所稱之結合，但以其未行使該股份之表決權，且在一年內出

售該股份者為限。若股份之出售無法預期能在期限內完成者，聯邦卡特爾廳得經由當事人申請，

延長上述之出售期限。」中文翻譯可參照 德國營業限制防止法 (1999)，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出版，24。 

109 美國克來登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專以投資為目的之人，其購買股票之行為如非用以或非企
圖利用該股票之股票表決權或其他方法達到實質減少競爭之目的者，即不適用克萊登法第七條之

規定。原文為“…This section shall not apply to persons purchasing such stock solely for investment 
and not using the same by voting or otherwise to bring about, or in attempting to bring about, the 
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 Nor shall anything contained in this section prevent a corporation 
engaged in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from causing the formation of subsidiary 
corporations for the actual carrying on of their immediate lawful business, or the natural and legitimate 
branches or extensions thereof, or from owning and holding all or a part of the stock of such subsidiary 
corporations, when the effect of such formation is not to substantially lessen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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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尚低之基本佐證，然而公平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以市場佔有率作為

結合掌控的規模門檻標準，是否有不當之處，其實用性何在，即應檢討。首先，市

場的劃定本身即具有高度之不確定性；此外，此種硬性決定市場範圍的結果，主管

機關限於人力、財力與資料取得之困難，亦將使市場必然侷限於國內市場，而不可

能使市場界定之範圍跨越國界，因此在評估市場力時，更易失真。更重要的在於事

業無法判斷其是否到達門檻，特別在預警制度廢除之後，事業在結合管制上欲依此

兩款申報，更有困難。而印證實務上的使用情形，由於上述的缺點，基本上實務在

掌控結合管制門檻時，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二款的用處著實有限。最常

使用者僅有有線電視業者間的結合管制 110
。 

正因為使用市場佔有率作為結合結合管制的篩選門檻，具有上述的缺點，再考

諸德國、美國以及歐盟，亦僅以銷售額、營業額或總資產額作為臨界標準，本文以

為，以市場佔有率作為規模門檻的掌握標準並不適宜也無實益。立法理由中的顧

慮，擔心僅僅是銷售金額無法反映事業的市場力量。然而關於此點，可以藉由藉由

調整特殊產業銷售金額的門檻規定或者是特殊產業銷售金額的計算標準即可解決問

題。 

按就金融、保險產業而言，相對於其具有之龐大投資、置產，銷售金額並不能

真實反應其經濟力量 111
。因此比較法上，不乏就金融、信用及保險機構之營業金額

的計算方式為特殊規定。以歐體法為例，其結合管制規則第五條第三項即對於金

融、保險及信用機構之營業額計算有特殊之規定 112
。至於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

                                                      
110 諸如(86)公結字第 202 號決定書、(86)公結字第 003 號許可決定書等等均是。此種主要是基
於有線電視產業本身的特殊性，涉及管線鋪設，而有有線電視原先有經營區域的區劃，實務上亦

以新聞局的區劃為市場界定的準則，其又屬於高度寡佔或獨占的產業結構，在此種比較能夠固定

區劃相關市場的情況下，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才有實益。然而目前分區經

營.限制已經打破，除此之外，各種科技又在發展狀態中，以後相關市場是否能夠如此容易界定，
不無疑問。 

111 參照 劉孔中，前揭文，15。 
112 原文如下“'3. In place of turnover the following shall be used: 

(a) for credit institution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regards Article 1(2) and(3), the sum of the 
following income items as defined in Council Directive 86/635/EEC of 8 December 1986 on the annual 
accounts and consolidated accounts of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fter deduction of value 
added tax and other taxes directly related to those items, where appropriate: 

(i) interest income and similar income; 
(ii) income from securities: 
- income from shares and other variable yield secu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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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條第四項亦有類似規定：「金融機構、財務機構與建築合作金庫營業額之

計算，依照 1992 年 2 月 10 日施行之『金融機構財務報表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第

一款 a 至 e 所定之收益總額，扣除營業稅與其他直接就該收益課徵之稅額，所得之

營業淨額為其營業額』。保險企業之營業額為各該保險企業前一會計年度之保險費

收入。保險費收入包括保險與再保險營業營業之所得，因再保險而或理賠部分，亦

一併計算在內。」113 

然而新修正之公平交易法則採取另一途徑的解決方式，即是將金融機構事業與

非金融機構事業設定不同的銷售金額門款。新修正之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前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就金融機構事業與非金融機構事

業分別公告之」。而公平會隨後亦以公企字第○九一○○○一六九九號函公告事業

結合應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標準，依據該公告，參與結合之

事業為非金融機構事業者，其應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門檻為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

額超過新台幣一百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台

幣十億元；至於參與結合之事業如為金融機構事業，其應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門檻

則為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台幣兩百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

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台幣十億元。此外，金融控股公司或其他控股公司之上一

                                                 
- income from participating interests, 
- income from shares in affiliated undertakings; 
(iii) commissions receivable; 
(iv) net profit on financial operations; 
(v) other operating income. 
The turnover of a credit or financial institution in the Community or in a Member State shall comprise 

the income items, as defined above, which are received by the branch or division of that institution 
established in the Community or in the Member State in question, as the case may be; 

(b) for insurance undertakings, the value of gross premiums written which shall comprise all amounts 
received and receivable in respect of insurance contracts issu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nsurance 
undertakings, including also outgoing reinsurance premiums, and after deduction of taxes and parafiscal 
contributions or levies charged by reference to the amounts of individual premiums or the total volume of 
premiums; as regards Article 1(2)(b) and(3)(b),(c) and(d) and the final part of Article 1(2) and(3), gross 
premiums received from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from residents of one Member State respectively sha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4. Without prejudice to paragraph 2, the aggregate turnover of an undertaking concerned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1(2) and(3) shall be calculated by adding together the respective turnovers of the 
following:`” 

113 中文翻譯可參照 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 (1999)，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出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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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之認定，應以併計其全部具控制性持股之子公司上一會計年度銷

售金額核認。 

然而新修正之公平交易法既將金融機構事業與非金融機構事業設定不同的銷售

金額門款，且參酌公平會公企字第○九一○○○一六九九號函之公告標準，事實

上，已經可以解決舊有之單一銷售金額門檻無法妥善反映金融事業真實經濟力量的

問題，且新公告並設定了兩層底線，以避免一些結合前後之銷售金額（或說是整個

企業規模）並無重大變更之結合案亦被納入列管，較舊公告顯為周延。再者，正如

前述，公平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以市場佔有率作為結合掌控的規模門

檻標準，其不但不具實用性，並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因此僅採銷售金額作為結合管

制的門檻標準應為可行，以市場佔有率作為規模門檻的掌握標準既不適宜也無實

益。 

二、結合實質核駁的標準 

(一) 法規範面對實務控管的影響 

我國公平交易法關於結合管制的實質核駁標準，如前所述，僅有第十二條之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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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中央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一項）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十一條第四項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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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等寥寥數語，甚為簡略 114
。 

相對於銷售金額或是場佔有率等較為形式化的「門檻標準」，公平交易法第十

二條規定所稱「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相當於德國法上所稱「實質結合管制措施」

（materielle Fusionskontrolle）115 
的「干涉標準」（Eingreifkriterien）。然細探我國

                                                      
114 在 91 年 2 月 6 日修正公布前，原先的公平交易法第十二條僅規定：「對於前條之申請，如
其結合，對整體經濟之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予許可。」而施行細則第

十條則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本法第十二條結合之許可時，為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

之不利益，得定合理期間附加條件或負擔。（一項）前項附加條件或負擔，不得違背許可之目

的，並應與之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二項）」 
115 德國法的實質結合管制（materiellen Zusammenschlusskontrolle）的核心即為營業限制競爭法
防止法第三十六條以及四十二條。Dr. Gerhard Wiedermann, Handbuch des Kartellrechts, 1999,§18 
Rd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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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第十二條規定，乃是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列為結合管制上與「對

整體經濟之利益」相互權衡的對立標準，就條文結構而言，反而比較接近德國法上

的經濟部長許可條款，成為主管機關「例外」不干涉結合的前提要件一部份。也正

因為此一條文結構上的混淆與不明確，連帶影響到我國的結合管制實務，在衡量事

業結合對競爭帶來的影響時，也出現了相當的混亂狀態。 

觀察了公平交易法第十二條的條文結構，衍生出的問題如下： 

一、 公平交易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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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央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依

條文文字解釋，到底「整體經濟利益」要如何解釋？是否僅限於考慮競爭上的

利益？亦或是可包含社會利益、產業政策利益等等考量？如採後者，這般廣義

的解釋，將使得公共利益與市場競爭利益的考慮在同一線被納入考慮，因而使

得整體利益的權衡變得非常的不清楚。如在起初即先考慮非競爭的因素，諸如

社會、經濟、勞工等利益或是羼入太多產業政策的考量，對於競爭是否會產生

扭曲的可能性？在法理上，是否應先從競爭再度切入，而於例外情況下，再衡

量經濟利益及社會因素？ 

二、 第十二條的「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所指為何？我國公平交易法亦未如德國法

或歐盟的結合管制準則般，明確地指出以「不造成市場支配地位或強化」或是

如美國法克萊登法第七條般規定不得造成「實質地減少競爭或是傾向形成獨

占」為禁止結合要件。由於法條上存有一定的解釋空間，我國實務上究竟是如

何考量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即有必要從實務歷年來結合許可案的見解一窺全

貌。 

由於本文乃是以金融產業的結合案件，作為一個具體體現公平會結合管制實務

的檢討切面，因此公平會於審酌金融產業結合案時可能會產生的誤會以及困擾，在

某些層面上，乃是屬於共通性的問題。當然，金融產業的結合亦會有其特殊性，值

得作個別化的分析，因此本文接續下來的論述，將會呈現微觀與巨視彼此交錯的現

象。而在進行評估金融機構結合案件的准駁因素前，必須先界定金融產業的相關市

場，職是之故，本文接下來即先就金融產業的市場界定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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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融業市場界定的問題 

公平會歷年來在金融機構的許可案中，鮮少明確地說明其市場的界定。然而從

許可理由中，我們多少可以發現一些蛛絲馬跡。如就銀行間的結合而言，大抵均以

國內的存放款餘額作為計算市場佔有率的標準，其基本的理念乃是認為銀行之固有

業務在於「辦理存放款業務之金融仲介者」，因此實務上在銀行業的結合案，率半

會使用以國內金融機構的存放款餘額作為衡量銀行業市場力量的指標，然而此種界

定市場的方式，是否適宜，實值探討。依據銀行法等相關規定，銀行本身得經營與

兼營的業務複雜多樣，已不限於傳統的存放款業務，諸如證券、票券等等均可涉

足，其可區劃成許多的次級市場，僅以存放款業務來界定相關產品市場或以此作為

銀行業市場力量的表徵，反而會忽略了個別次級市場產品線上各自的集中程度，而

霧化了金融市場上的實際競爭狀況 116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公平會在某些案例中，

似乎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因此在某些案例中，尚會區劃出消費者貸款業務、信用

卡業務等等次級市場而作更深入的分析。 

至於銀行與信用合作社的結合案例，其以全體貨幣機構之存放款餘額作為市場

                                                      
116 譬如在美國法上，銀行主管機關以及美國司法部共同發佈了『銀行合併競爭審查原則』

（Bank Merger Screening Guideline），而美國司法部於銀行合併檢視準則中，使用存款作為產出
的基準指標，並以此進行 HHI 分析，其不當之處頗遭學者批評。雖然有以為，由於銀行資金是可
以相互替代的，銀行存款可以相對容易地由一種資產轉換為另一種資產，近來某些銀行產品群甚

至可極易改變其產品群組，銀行也藉以改變其資產結構項目及投資項目，讓一切決策顯得更加靈

活，如此一來，某一商品群僅能「邊際」（Margin）地影響市場價格，因而認為惟有存款科目可
衡量該銀行提供本地金融市場服務的能力，才是最適宜用以衡量銀行在市場上競爭影響之指標。

參閱 吳成物、胡光宇、吳璧如、梁雅琴，前揭書，72。但是非存款機構或許在存款市場上無法以
提供較高利率的方式，反制銀行在此一市場上得行使小但顯著而持久的價格策略，而獲得市場佔

有率，但是在非存款市場中，例如自動借款、信用卡帳戶或者是一些傳統上銀行市場群裡的次級

市場中，取得這種反制的力量。事實上，已經有部分競爭者在傳統由商業銀行獨占的產品市場上

獲取市場佔有率。因此以存款作為銀行市場力量的指標，就好比以鋼鐵公司所購買的鐵礦數量，

而非以鋼鐵公司生產的鋼鐵數量，作為市場佔有率的衡量基準。Tim McCarthy (1997), “Refining 
Product Market definition In The Antitrust Analysis of Bank Mergers}”, 46 Duke L.J., 897。至於銀行合
併審查準則（The Bank Merger Screening Guideline），可至美國司法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之網站下載，網址為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guidelines/6472.htm，Current as of 
9/2000，visited 1/31,2001。在實務上，銀行合併審查準則（The Bank Merger Screening Guideline）
對於主管機關在獲取對審查及進行評估結合案之競爭效果的必要資訊甚有助益，而該準則亦使主

管機關與申請者之間有一良好的互動關係，得以迅速釐清爭點，使司法部以及銀行主管機關得以

盡早從事競爭議題的分析並提出可能的解決之道，see Constance K. Robinson, Bank Mergers And 
Antitrust, addressed before the 31st Annual Banking Law Institute, (1996),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speeches/robins1.htm>, visited 20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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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有率的計算指標，則較無疑義。此乃因為信用合作社得經營的業務相當有限，其

與銀行業的經營業務產生重疊者，亦是在於存放款業務，而其他種類的金融機構，

依據銀行法等相關規定，並不能辦理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及活期儲蓄存款業務。銀

行與信用合作社、農漁會既均屬貨幣機構，其他金融機構又無法涉足此一業務，因

此在此種類型以全體貨幣機構之存放款業務作為相關產品市場，尚為適當的作法。 

除此之外，由於信用合作社為地區性金融機構，主要在同一地區營業，因此公

平會通常會考慮結合後，對於當地金融市場的影響，以作為准駁的依據，公平會並

針對銀行與信用合作社結合案對競爭之影響評估，明定應檢附之申請文件，其中包

括「結合後對信用合作社所在地區所造成之經濟影響評估」，以及「結合後若有遷

移營業分支機構計畫者，應說明其對遷出、入地區市場競爭之影響」117
。 

我國近年來已逐漸解除金融機構業務經營的限制，金融機構藉由轉投資或直接

兼營的方式均可能跨足早先無法經營的業務。特別是金融控股公司法通過後，全方

位的金融集團即將成為市場的主軸。有鑑於此，美國法上市場群組概念的產品市場

界定方式 118
，並不適合採用。而就銀行間的結合，僅以國內的存放款餘額作為計算

市場佔有率的標準之不當處，亦如前述。本文以為，將金融商品或服務，以現行金

                                                      
117 參閱 公平會解釋：「有關『財政部函請本會就國內金融機構合併，適用公平交易法之相關
問題，在為斟酌暨銀行法修正條文』案」，載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九卷第六期，

161-。 
118 美國在銀行業的競爭分析上，在商業銀行的結合案中，傳統的作法是將傳統上商業銀行所提

供的所有產品與服務，例如放款、存款、支票存款或是信託業務均包含在產品市場內，聯邦準備

理事會目前仍採此作法。運用市場群組的產品市場定義方式，最早是由聯邦最高法院於 1963 年
United States v. 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一案中所提出的。聯邦法院將商業銀行所提供的產品與
服務定位成一個產品群的最主要原因，是認為商業銀行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是如此的特殊，以致

於其完全免除了其他金融機構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的競爭，法院並以『基於商業上或經濟上的現

實』等模糊化的理由，正當化其將這些產品或服務以群組的方式相互連結的作法。除此之外，另

外一個支持市場群組概念的理論為交易上的相互依賴性（transactional complementarity）。如果消
費者通常選擇將某些不同種類的商品一起購買，則僅提供這些通常被一起購買的產品中的一部份

產品之廠商，將沒有辦法有效地與提供全部商品的廠商相競爭。因此競爭僅會在提供整個產品群

組的廠商間發生。然而以上的理論，事實上是立基於美國金融業傳統管制架構下，就銀行與與非

銀行金融機構間業務的區隔，嚴格限制銀行分支機構設立以及跨區經營的產物，因為相關的法律

與管制，就是將金融業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界劃成一定的群組。但是近年來金融業的變化甚為快

速，因此法院雖仍支持產品群組這個概念，但已被迫要加入實質的限制。在 United States V. 
Connecticut National Bank一案中，法院承認儲蓄金融機構會與商業銀行在某些次級市場中是直接
競爭者，並且是激烈競爭。 而在一連串解除管制的措施之後 ，加強了銀行業產業的競爭，銀行
目前所面臨的情勢是，不同產品線上有不同的競爭程度，因此傳統上銀行業市場群的概念即將崩

解。關於以上的說明，請參閱 Tim McCarthy (1997), “Refining Product Market definition In The 
Antitrust Analysis of Bank Mergers”, 46 Duke L.J., 86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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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法規所界定出的業務類型或者是以消費者特性，就個案區分為數個次市場，以呈

現不同產品線上的競爭程度，是目前較為可行的作法。 

事實上，公平會在外國金融集團於境外結合致改變渠等國內分公司之控制從屬

關係之類型的案例，將該等外國金融集團於國內從屬公司主要營業市場區劃為一般

銀行業務、信用卡市場、顧問服務業等等，分別審查其個別市場的重疊性與市場佔

有率，而較近期的銀行結合案亦曾採取類似作法，甚值參考。特別是在金融控股公

司通過後，金融集團的型態將會愈趨顯明，其橫跨的業務亦更為廣泛，採取此種細

部市場區劃的方式，較能夠掌握金融機構在個別業務上的競爭程度。 

至於相關地理市場，參照美國法上的實務顯示，其自然會受到產品市場界定廣

狹的影響 119
。而在界定金融業相關地理市場時，一般需納入考慮的因素如下：交易

額度、供給者與消費者的互動頻繁程度、金融商品之特質、消費者主觀的感觀、遞

送該產品之方式、一般消費習性及交易習慣、消費者的通勤模式、定居於一地之成

本、消費者轉換購買決策所需之成本、產品價格與相對價格之變動關係、來自國外

的競爭等等。舉例而言，需要小額消費借貸之消費者，較不可能僅為了稍低之貸款

利率，而經常旅行並向銀行接洽相關事宜。在這種情況下，地理市場就僅限於地方

性。然而，若將該名消費者代以需要鉅額貸款的公司企業，此時交易的價值相對大

於與銀行實地接觸及瞭解所耗費的成本，利息差距就較容易構成足夠誘因，使該公

司願負擔較高之交通成本，以獲取低利率的銀行貸款 120
。除此之外，傳統上以為由

於金融業本身具有特別重視「信用關係」的特性，以及區域便利性之考慮，因此在

界定銀行之相關地理市場時，尚可做有效之區隔 121
。然而以上的說法，在網路科技

以及網路銀行業務快速發展之後，勢必面臨挑戰；而隨著技術創新以及解除管制的

腳步下，市場亦有全球化的趨勢，此點亦會對相關地理市場的劃定產生衝擊。由於

                                                      
119 由於美國司法部與聯邦準備理事會，在產品市場上的界定方法有所差異（聯邦準備理事會採

取市場群組的概念，司法部則在必要的時候會將市場群解體而個別區劃成特殊的次級產品市

場），因此兩者所界定出來的經濟性市場即有可能會產生顯著歧異。按地理市場的界定乃是去區

劃出可能因該結合案而受到影響之參與結合者的潛在顧客。譬如司法部認為小型企業其信用來源

有地域性限制，而相應的，當司法部關注小型企業貸款市場的某些層面時，則其所界定出的相關

地理市場，常會較聯邦準備理事會基於商業銀行產品群所界定出來的相關地理市場來得狹窄許

多。See Michael A. Greenspan (1998), “Geographic Markets In Bank Mergers: A Potpourri Of Issue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School of Law Banking Institute, North Carolina Banking Institute, 7。 

120 參閱 吳成物、胡光宇、吳璧如、梁雅琴，前揭書，39。 
121 劉華美，前揭文，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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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因素尚處於變動的狀態，尚無法遽為定論，亦即究竟此等因素造成的衝擊，已

經足以變動相關地理市場的劃定，亦或是尚處於參進障礙的分析階段，尚未可知。

本文為了討論上的方便，將此等技術創新與全球化因素一併於其後加以討論。 

(三) 限制競爭之考量 

1. 總論 

理論上而言，公平交易法第十二條的「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應取決於結合管

制的目的來決定。按結合管制的目的，即在避免市場上形成一擁有優勢地位的廠

商，而得以排除競爭者的加入，提高產品的價格，使競爭機制無法發揮。因此在進

行結合管制的評估時，是否因為該結合案而形成或產生一較其競爭者顯著優越而在

市場上有相當行為決策迴旋空間的事業，即攸關重要。所以在評估所謂限制競爭之

不利益時，參與結合事業的市場力量或地位，是一個必須優先處理的問題。 

至於在衡量事業市場力量與市場地位時，產業的集中度以及參與結合事業的市

場佔有率，一直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甚至扮演了某種表徵性或推定性的地位。

事業於結合前後市場佔有率以及市場集中度的變化，也都是各國競爭主管機關觀察

的重點。因此，一個良好的市場集中度測定指標，將有助於競爭主管機關進行第一

層次的篩選並形成一個較為客觀化的標準。美國的水平結合指導準則，自 1982 年

起，即改用雙赫指數（Horfindahl-Hirschman Index），簡稱 HHI指數 122 
作為市場集

                                                      
122 美國的水平結合指導準則，自 1982年起，即改用雙赫指數（Horfindahl-Hirschman Index），
簡稱 HHI 指數代替 CR4（前四大事業集中率，亦即特定市場中四個最大產業個別市場佔有率之總
和）作為市場集中度的指標。而所謂 HH I 指數，係指所有市場參與者的個別市場佔有 

率先平方後再加總的數據： ∑
=

=
1i

2
iCRHHI  

HHI 與 CR4 最大的不同在於，其同時反映前四大廠商市場佔有率的分佈情形，以及其他廠商的市
場佔有率組合。它也對市場佔有率較大的廠商按比例給予較大之權數，以反映其在競爭活動中的

重要性。而目前水平結合指導準則中，如合併後，HHI 指數低於 1000 點者為低度集中市場
（unconcentrated market），此類事業之合併通常不會發生反競爭效果；合併後 HHI 指數介於
1000至 1800者，為中度集中市場（moderately market），當合併指數增加低於 100點者時，一般
而言，不會認為會發生反競爭效果，而毋須進一步分析；如合併指數超過 1800點者，此類市場則
為高度集中市場（highly concentrated market），當合併後 HHI 指數增加低於 50 點者，通常被認
為不會產生反競爭效果，如增加超過 50點，則可能對競爭有潛在不利影響，就必須就該指導原則
第二章到第五章所示的各項因素，探討其競爭狀況的改變情形。如合併後 HHI 指數之增加超過
100 點時，則該結合將可能會創造或增強市場力，而推定該合併將限制市場競爭，但是如果該指
導原則的第二章至第五章所示的各項因素足以證明，從市場集中度和市場佔有率的觀點而言，該



 我國結合管制之檢討與前瞻—以金融產業之結合為例 111 

中度的指標，並為許多國家所仿效。公平會於 91 年 1 月中央信託局、台灣土地銀

行及台灣銀行以股份轉換方式設立台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一案中 123
，依據財政

部相關金融統計數據核算，認為該案結合後，不論是本國銀行存款市場或是放款市

場，其市場集中度指數 HHI，均屬於低度集中市場，亦明確採用 HHI指數作為衡量

市場集中度的指標，相當值得注意。 

按 HHI 指數之優點在於，可以用比較客觀化的數據先對係爭結合案之競爭影響

程度加以概略估算，對企業而言，也比較容易預估並謀求降低競爭主管機關危害競

爭疑慮的因應措施。然而，在一些因為解除管制、產業內產品創新速度快、科技發

展以及全球競爭而使得市場界定較為困難的產業，譬如金融產業，由於市場界定會

隨之影響到 HHI 指數的高低以及準確性，因此在此等產業的結合案採用 HHI 指數

作為衡量事業市場力量與市場地位之指標時，比較起其他一般結合案，應多注重其

他非量化的因素，譬如產業內的廠商行為、市場的參進障礙、競爭者的參進是否適

時、可能與充分、市場變動的速度、消費者轉換能力的高低、科技的影響等競爭影

響評估因素。 

2. 科技發展與全球化競爭對金融機構結合的影響 

金融產業近年來發展的幾項重要趨勢，厥為科技的發展、金融自由化以及全球

化競爭。科技發展對金融產業帶來深遠的影響，使得進入障礙、市場區劃以及消費

者的轉換能力之評估，均產生一定位移與變動的現象 124
。 

科技的進步也降低跨國界提供金融服務的成本，因此銀行業也會面臨來自較寬

                                                 
結合案不會創造或增強其市場力量，或濫用市場力量，則可推翻前述推定。關於這方面的說明，

請參照 許淑幸 (1993)，美國競爭法制經濟分析之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11-24；see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issued by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pril 2, 1992; revised April 8, 1997, Sec. 1.5。 

123 參閱(91)公結字第 44 號結合許可案，此一許可案之內容乃是自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
上之公報資料庫查詢而得，網址為：http://210.69.106.166/cgi-bin/ftcdetail, visited 2002/3/20。 

124 譬如 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一直認為中小型企業除了地區商業銀行以外，沒有什麼選擇
可能性。然而由於競爭與科技的影響，已經迫使銀行在客戶的服務上日趨分殊化、特別化，大型

銀行反而會提供小型企業一系列標準化、快速往還的貸款產品。且因其提供同質的貸款產品之成

本優勢，大銀行很快地就掌控了這些貸款市場，這些貸款產品又可以快速符合許多小型事業的需

求，且因為標準化借貸產品變異非常小，許多家銀行都會提供，因此在銀行間進行比較然後再消

費（comparisonshopping），是非常容易的。因此中小型企業，可以從眾多金融機構，不論是最頂
尖的全國性銀行、地區性金融機構或者是社區銀行所提出的貸款條件進行比較，並進行選擇。See 
Wm. Douglas Johnson (2000), Technology and Bank Competition Policy, 8 Geo. Mason L.Rev., 72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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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管制限制的國外金融機構更激烈的全球競爭 125
。精明專業的借款需求者，在國內

與國際市場進行借貸所花費的成本差異變得極小。同樣的，精明的存款者可以快速

比較銀行的存款利率與國內或國際金融市場廣泛多樣的金融工具之報酬 126
。同時，

科技的發展降低了分支機構的設立重要性；消費者藉由網際網路的方式，滿足其零

售金融服務的需求，已經日趨普遍。網路銀行業務的使用也不再是件稀奇的事。也

因此，在美國的管制實務上，迭有建議以為，聯邦準備理事會必須要將這種外部的

變動性納入考慮，特別是在該銀行結合案超過傳統的集中度測定時，而進行緩合因

素（mitigating factor）檢驗時，即不能予以忽略。網路的效應必須要納入考量，諸

如 ATM 以及網路銷售點，還有其他形式而與金融服務競爭的電子銀行業務 127
。而

由於科技的進步，市場外（out-of-market）的競爭已經日趨重要，然而此點在傳統

的金融業合併分析中並沒有被充分的評估 128
。 

除此之外，近年來，許多國家的管制實務之所以認為某些結合案並不有太大的

競爭顧慮，多半是基於貿易自由化、創新以及解除管制等等趨勢，使得市場開放並

且更行擴張，進入障礙降低而請使得更多國外廠商可以提供有效的競爭 129
。換言

之，全球化自然也使潛在競爭考量日趨重要，特別是當界定市場呈現困難的時候，

                                                      
125 See Richard J. Herring, Anthony M. Santomero (1990), “The Corporate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 

reprinted from 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471-497, Inter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Financial Servies, deiled by Marin H. Kosters, Allan H. Miteer, Kliner Academic Publishers, 213. 

126 Richard J. Herring Anthony M. Sartomero, supra note, 211. 
127 See Wm. Douglas Johnson, supra note, 725-726。但是必須注意，然而金融機構的分支機構多
寡，在企業顧客群裡面仍有一定的影響力，因為企業顧客經常利用分行支付現金和處理支票、安

排透支，並取得其他企業服務事項。此時分行網的需求，就可能構成其他競爭對手踏這個市場的

有效障礙。參閱Mark Carrinton ,Philip Langguth, Thomas Steiner，何喻方譯 (1999)，銀行革命—資
訊科技與存亡之戰（The Banking Revolution Salvation or Slaughter?：how technology is creating 
winners and losers），寰宇出版公司，112。 

128 See Wm. Douglas Johnson, supra note, 726. 
129 See Debra A. Valentine (1999), “Antitrust In a Global High-Tech Economy”, prepared remarks at 

the 8th National Forum for Women Corporate Counsel, The Westin Grand Hotel Washington, D.C., 
http://www.ftc.gov/speeches/other/dvaspeech.htm, visited 2001/1/26。事實上歐洲的管制實務也反映出
這一點，銀行業的結合案從 1997 年起大幅攀升，但其絕大多數均被認為與共同市場相容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其基本上認為，由於金融服務提供者眾多，歐洲銀行業
市場一般而言尚未達到過度集中的程度；此外單一市場以及歐元的使用，將無可避免地將以國別

為區劃標準的銀行業市場轉換為一個整體的歐洲市場概念，也因此雖然市場參與者的規模變大，

但是市場變得更大。然而，隨著金融產業結合案增加的速率，執委會對任何形成國內或是歐體規

模優勢地位的可能性會更為警覺。See Van Miert (1998), “EU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Banking 
Sector, Speech to the foreign bankers in the Belgian Bankers’ Association”, <http://europa.eu.int/comm/ 
competition/speeches/text/sp1998_063_en.html >, visited 20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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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如此。此主要反映在三個面向：有關擁有競爭科技的廠商或資產之取得、地理

市場的擴張、解除管制後的市場進入 130
。然而，市場的全球化以及來自不同國家的

競爭者，並不必然減損勾結的動機或能力。相對而言，貿易的全球化，反而會增強

保護地區性或者是國內獨占廠商之誘因。職是之故，即使競爭者是全球化的情況

下，競爭主管機關對於潛在勾結的分析應該要更為嚴謹 131
。而產業政策上，是否適

當一昧地鼓勵內國金融機構大型化，提高國際競爭力，而置競爭考量於末節，即有

待深思。 

3. 多角化結合理論對金融產業結合管制上的新省思 

(1) 金融集團的形成、金融業與產業間的結合對競爭之衝擊 

各國在防止金融集團的成形以及金融與產業之分離管制措施，其背後共同的理

由即為防止經濟力量的集中，此點考量乃是歸屬於競爭法層次。我國金融法規上亦

呈現此種顧慮，因此在金融機構轉投資非金融相關事業時，大抵均有一定持股額度

或投資總額的限制，某些金融法規甚且規定金融機構雖得轉投資非金融相關事業，

但不得參與該事業之經營。而持有金融機構的股份達到一定額度時，即應報請主管

機關核准，而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並且不得超過一定額度的上限。然而金融主管機

關，於核准該等超過限額的持股，其基本的考量乃是股東適格性的要求，如金融機

構大股東持股於符合符合適當人選（fit and proper）之原則下，持股比例得予以提

高；再者金融機構，亦可藉由關係企業或者其他的影響力，其持有雖不超過得轉投

資的額度，然已可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與人事任免，因此金融業與產

業間的結合，仍是相當有可能的。 

除此之外，金融控股公司法通過之後，藉由轉投資的方式，即可以金融控股公

司的方式跨足各相關金融業務，亦有可能形成產品擴張式多角化的結合類型。金融

機構合併法第十八條也已賦予外國金融機構與本國金融機構合併、概括承受或概括

讓與的明確法源依據，此亦可能構成地理擴張式多角化的結合類型。職是之故，為

能確切評估此一金融集團形成的趨勢，以及金融與產業結合類型的競爭利弊，多角

                                                      
130 Richard G. Parker (1999), “Global Merger Enforcement”, prepared remark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Barcelona, Spain, http://www.ftc.gov/speeches/other/barcelona.htm , visited 2001/1/26. 
131 See Richard G. Parker, supra note, visited 20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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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結合的管制理論，即有一定的重要性。 

(2) 多角化結合管控理論的運用 

關於我國金融業與產業間的結合，不乏重要案例。其中最值得探討者即為(82)

公結字第 066 號三井工程公司、國泰人壽保險公司及國泰建設公司直接間接控制第

一信託投資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結合許可案，公平會雖認為，申請人原在其

所經營之個別市場即具有相當市場力，故其轉投資第一信託公司，所獲得之資金籌

措、融通與調度等財務利益，相較於相關市場之他事業，顯然有強化其競爭力之機

會鞏固市場地位之效用，但卻以集團企業投資銀行業，為趨勢使然等奇怪理由，輕

輕一筆帶過，而不再細究該案參與結合事業之財務能力。而在(84)公結字第 219 號

中華開發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及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遠東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結合許可案，甚至認為藉由該案之結合，可強

化遠東航空公司之資金調度能力，此並有助於經營實力之提升。至於金融機構彼此

間的結合，如涉及產品市場的擴張，亦多認為此乃屬多角化結合，市場結構不致於

有不利的影響以及結合事業於市場不重疊部分之國內市場佔有率，於結合後不發生

改變等等理由，均予許可。 

考諸實務歷年來對於涉及金融業之多角化結合的許可理由，並映證外國對於多

角化結合之管制理論，可以發現有許多問題。蓋多角化結合本身，跟水平結合不

同，本就不會增加參與結合事業於其個別競爭市場上的市場佔有率，其會引發的競

爭顧慮，乃在於是否會排除潛在競爭者、顯著增強事業的競爭優勢、事業是否擁有

優越的財務能力（financial power）與龐大的資源，而得具備顯著的能力豁免於其他

競爭者行為的影響，以及是否會因為該結合案增強了參與結合企業之產品範圍的廣

度與深度，而有形成或增強優勢地位的危險等等。因此公平會上述的論理以及許可

之理由，實屬牽強，不但忽視企業因該結合案增強其財務能力，甚至以此點作為整

體經濟利益的論據，完全背離了競爭法上應有的考慮。 

當然，多角化結合在結合管制上的顧慮，歸結到底乃是屬於大型事業之出現對

其競爭者所帶來之危險：大企業基於其眾多的優勢，尤其是融資或宣傳，其優勢經

常是堅持一段長時間的競爭策略去排除其競爭者，而且多角化結合對競爭之利弊影

響在許多情況下的確難以預知的。禁止多角化的結合，終究而言，乃是一種非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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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狀況。然而，多角化結合，仍舊有其競爭上負面的影響，畢竟不能完全忽視。 

而此時適值我國金融集團形成以及金融機構逐步走向大型化、多角化經營的浪

潮，再加上於界定金融業的相關市場時，總是不可避免會發生任意、專斷性的問

題，且在金融創新的發展下，市場界定勢必存有相當的偶然性與不確定性，因此多

角化結合的管制理論，在未來勢必會扮演一定的角色，例如在金融控股公司彼此間

的結合，或者是金融機構間的結合案中，企業產品範圍之廣度與深度是否可能會有

形成或增強優勢地位的危險，以及因該多角化結合此一範疇效果所產生之商業上與

經濟上的優勢還有全方位產品線的力量，均是審查此類結合限制競爭效果的重要指

標。除此之外，因為業務兼營與轉投資規定的逐步放寬而使得金融機構相互間對於

他業金融機構常為可預期的潛在競爭者，並具有高度的獨立進入可能性，異業金融

機構結合是否會消滅潛在競爭者而對競爭帶來不利影響，均值考慮。至於企業的財

務能力，在產業與金融業間的純粹異質結合案件中，亦應有其評估上的重要性。 

(四) 整體經濟之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1. 產業政策於競爭法上應處於例外性的地位 

公平交易法第十二條所稱之「整體經濟之利益」，在解釋上以及實務運作上，

均可能包含公共利益或產業政策的考慮，因此，就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而

言，本條或許可視為是一種調和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之公平法內設管道。然而此種

解釋與現行實務的運作方式，將會使得競爭利益與產業利益、公共利益被納入同一

線考量，而無階層之分。且觀諸公平交易法修正前之實務許可理由，產業政策介入

的強度甚且超過了改善競爭秩序的評估，公平交易法在保護競爭秩序方面，縱使並

非僅限於保護競爭的經濟效率，然畢竟以此為主，產業政策喧賓奪主的現象，終究

是一種畸形的狀態。 

論者有以為，即使一結合案會使結合後廠商在市場上處於獨佔地位，對於此等

反競爭效果的指控，可以產業政策（industry policy）132 
作為回應；該等抗辯通常會

                                                      
132 在進行結合審查時，常會被競爭機關考慮的「產業政策」因素，大概包括有：對國內企業產

生不利效果、勞動市場的影響、維持本地領導廠商的獨立性以及創造（或維持）國內領導企業、

提昇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減低區域混亂並創造地方新的發展機會等等。See Donald Baker 
(2000), “Proceedings of the 2000 Symposium: National Merger Enforcement, Transnational Merg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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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規模的擴大對於一個廠商得以有效率地競爭是有必要的，又或者該結合案將

會促進內國貿易與就業的平衡。然而，譬如在美國，從來就沒有任何有力的學說或

判例法，支持將廣泛的產業政策因素納入考量而緩和反托拉斯政策。而考諸歐盟的

實務，執委會於 Aerospatiale-Alenia/de Havilland 此一重要案例中駁回此一結合申

請，也是基於競爭政策的考量應優先於產業政策的信念。事實上，產業政策的抗

辯，已是一個破產的概念，按規模並不能確保任何市場上的成功，不論是全球或者

是地區性的市場均然：除此之外，以反托拉斯法解決貿易或就業平衡等等議題，是

一個極為魯鈍與無效的手段 133
。 

本文以為，產業政策固然可以藉由競爭法的內設管道，而妥善地與競爭政策相

協合，然而內設管道的設計機制，必須要有階層之分，產業政策的考量應處於例外

的地位，並且宜交由產業主管機關來加以審核。按產業法制及競爭法制所關注的焦

點原有不同，因而對於形成其問題核心的標準、主管機關介入干預的適當時機，以

及應配合採取的具體管制措施，往往大異其趣。再者，公共利益的評估範圍甚廣，

且公共利益的考量在某些情況下反應一國的產業政策、社會政策、甚至民意趨向，

其難度甚高，除非相關主管機關能於個案中出具意見，力陳公共利益之重要，競爭

法主管機關對於公共利益的抗辯，應採中立態度，而將焦點集中在市場競爭性的分

析。為避免解釋上的爭議，以及實務運作的混淆，仿照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三十六條與第四十二條的規定模式，即甚值參考。縱使不透過修法的方式，競爭主

管機關在解釋與權衡時，應該將產業政策或公共利益的考慮盡可能最小化，產業政

策額外的權衡必要，應該要透過公平交易法第四十六條以及第九條的規定來解決，

競爭主管機關並不適當以此正當化其不禁止結合的理由。 

現今，對於國內金融體系中出現大型銀行，各國的政策態度一般而言均有所轉

變。一般承認，如內國金融體系出現大型銀行，不論是從國內或國際化的角度而

言，均為金融政策所樂見 134
。各國主管機關在開放國內金融體系與外國銀行業者競

                                                 
the Global Economy: Antitrust Merger Review in an Era Of Escalating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and 
Effects.”, 18 Wis. Int’l L.J.577, Spring, 2000, at 578. 

133 See Robert Pitofsky (2000), “EU and U.S.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Mergers-Views from the 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remarks before EC Merger Control 1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Competiton Internation Bar Association, 
http://www.ftc.gov/speeches/pitofsky/pitintermergers.htm, visited 2001/1/26. 

134 See G. Broeker (1989), Competition In Banking: Trends In Banking Structure And regul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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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前，通常藉由鼓勵透過購併形成大型金融機構以強化國內金融機構的競爭力 135
。

而且對許多開發中國家而言，其國內市場太小以致於無法容納足夠數量的企業，以

達成強有力的國內競爭，同時並確保所有大規模經濟經營均已達成。因此，除非先

審慎研究證明其不危及規模經濟，解散托拉斯及嚴格執行反企業合併的作法，均被

認為是不妥當的 136
。 

然本質上而言，持續准許國內領導廠商的結合，或者是基於提高國際力的理由

准許結合，此種標準與論證，與其被視為是競爭法上的固有根據，毋寧說是基於不

應被接受之保護主義 137
。各國恐懼因為過度嚴格執行國內的反托拉斯政策，反而使

得本國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受到損害，因此以國際競爭力為名而在許多層面上限

制反托拉斯法的論調，一直沒有停息過 138
。但是這樣的理念，與不受扭曲之競爭概

念，事實上頗有抵觸之處，而且也可能侵蝕了競爭原則中最重要的一個前提，亦即

「在市場上，不應有任何競爭者或者是競爭團體，在法律、政治或者是商業聯盟的

基礎上享有顯著優惠的地位」139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國目前正在推動產業集中化

的金融政策，而意圖先在國內市場形成領導廠商而增強我國整體金融機構在國際上

的競爭力，此與競爭法結合管制之目的在於維持市場開放，避免形成或增強事業的

市場優勢地位而減少競爭的理念，實有衝突。 

固然，目前我國金融產業的市場結構尚稱分散，競爭家數眾多，縱使政策上鼓

勵金融機構合併，至今為止，亦尚未出現嚴重的反競爭效果；而如本文前述，因為

                                                 
OECD countries, OECD Paris 90. 

135 See G. Broeker, supra note , 91. 
136 參見 F. M. Scherer，譯者劉建勳 (2001)，「競爭政策執行的百年歷程」，刊載於公平交易季
刊，第九卷第一期，118。 

137 See Barry E. Hawk (1992), “Overview”, Antitrust and Market Access-The Scope and Coverage of 
Competition Laws and Implications for Trade, OECD, at 15. 

138 See Spencer Weber Waller, “Market Talk: Competition Policy in America”, 22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and Social Inquiry, Spring 1997, at 447。該文並進一步舉到美國法上呈現此一緊張關係
的一些立法政策，特別是一些對國內產業的貿易保護措施、反傾銷法等等，限於篇幅，不予贅

述，但有興趣的讀者，亦可參照。 
139  Ernst-Joachim Mestmaecker, “Maintaining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of 

Competition Laws, edited by Chih-Kang Wang, Chia-Jui Cheng and Lawrence S. Liu,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5, at 4-5。除此之外，歐盟的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之衝突，與其他國家相較，還有另
一棘手的問題，亦即由於歐洲共同體乃為一超國家的組織，其除了要考慮提升歐體產業競爭力之

外，執委會再推行競爭政策的同時，還必須顧及會員國內各種產業政策，諸如結構調整、技術開

發、保護並且培育公營事業等等。因此產業政策定義之廣狹，會影響執委會決定之作成。關於這

方面的說明，請參照 何之邁 (1999)，歐洲共同體競爭法論，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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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創新、科技發展、解除管制所帶來的全球化競爭趨勢，確實也緩和了不少金融

機構結合的競爭疑慮。然而金融產業的市場結構本身即具備規模與範疇經濟的特

質，本就會傾向集中。因此在政策導引以及市場結構本質使然的市場集中趨勢下，

競爭主管機關必須要更為審慎 140
。 

因此，在提昇國內產業的競爭力的同時，仍必須要注意國內競爭機制的維持，

競爭主管機關若只是一昧容忍金融機構國際化與大型化的發展，而沒有在我國金融

機構過度競爭的市場態勢已經止息，而逐漸形成寡佔市場結構的適當時點下，嚴格

執行結合管制政策，將會不當地扭曲市場的競爭機制。特別在我國開放金融控股公

司設立之後，並且在鼓勵跨國結合的政策，以便外國金融集團得以順利購併我國的

金融機構的市場狀態下，此時，針對金融控股公司以及外國競爭者龐大的資源以及

範疇經濟，多角化結合之管制理論的評估因素，即可供參酌。 

2. 垂危廠商抗辯的寬濫 

(1) 垂危廠商抗辯的意義與限制 

所謂垂危廠商的抗辯（Defense of failing firm），即結合之一廠商為營運狀況極

差、財務結構已發生危機者，則主管機關對此類結合可能不予管制。其所考量的，

並未以促進競爭為其主要目標，只是因為此類公司退出市場後，可能引發失業等社

會與經濟問題。此外，結合事業中，若有一方為垂危廠商時，通常不會導致結合事

業市場力之增加，因而主管機關對此種結合不會加以管制。惟事實上，財務結構極

差之公司，可能在市場上仍有其他競爭力，例如已有行銷通道或悠久聲譽，從而，

若與另一個財力雄厚，但正缺乏如行銷通道或聲譽（在服務業尤其重要）的事業結

合，並非不可能增加市場力。因而上開特別考量原則，與其說無減低競爭之虞，不

                                                      
140 譬如美國法上的管制實務即認為，事實上正因為其集中化的趨勢，結合准駁的評估才應更為

審慎且也更為困難，即認為當結合後，使得一個都會區（Metropolitan area）產生一個或兩個優勢
廠商，而鄰近地區獨立的小型銀行將無法與其競爭中小型企業的貸款業務。此時即必須考慮許多

因素，以評估潛在的競爭效果，譬如存款集中率的數據、分行機構網路、市場進入障礙以及小型

市場參與者擴張的能力等等。而同樣地，聯邦準備理事會於近幾年來，也重新聚焦於結合後的市

場集中度。有愈來愈多的銀行結合案，逾越了銀行結合檢視準則所列 HHI 指數的外圍界線，而聯
邦準備理事會對此種情況也逐漸改變其寬容的態度，而呈現較以往嚴格的審查態勢，特別是當市

場集中度在許多地域性市場上超過準則的限度時。See Constance K. Robinson, supra note,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speeches/robins1.htm>, visited 2001/1/24； See Bank Mergers in 
Concentrated Markets: The Role of Mitigating Factor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School of Law 
Banking Institute, North Carolina Banking Institute, 4/1998, at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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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說係基於其他更重要之社會、經濟考量。 

為避免垂危廠商抗辯遭到濫用。美國法上的結合指導準則，便規定垂危廠商抗

辯之適用要件如下：必須 (1) 該垂危廠商必須在最近之未來無法清償債務、(2) 無法

依破產法成功重整、(3) 無法找出結合以外更合理替代之方案以及 (4) 若不結合，則

垂危廠商必須退出市場等，以避免減少競爭之危險 141
。至於歐盟的企業結合管制規

則中，並沒有明確規定垂危廠商抗辯（Failing company defense），但執委會在實務

見解中曾經採納過垂危廠商的抗辯。在 Kali+Salz/MdK/Treuhand 142 
一案中，執委會

也採用與美國反托拉斯法類近的嚴格垂危廠商抗辯標準 143
。 

而在德國法上也有類似的概念，亦即所謂的垂危結合（Sanierungsfusion），意

指一個健全的企業承受另一個財務狀況破產的事業。這種類型的結合，只要其該當

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三十六條的情況，同樣也只有當該結合的利益，能夠大於其

伴隨而來的不利益時，方受許可 144
。同時，垂危結合（Sanierungsfusion）必須是最

後考慮的手段 145
。基本上，讓一事業破產優先於採取垂危結合（Sanierungsfusion）

的方式，主要是因為，垂危事業退出時其市場佔有率會由更多或者是全部的競爭者

分擔，而非僅僅落到一家承受企業上 146
。當然，若是該結合案與其所帶來的競爭條

件之惡化彼此間欠缺因果關係，就不需要再考量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三十六條的

衡量條款（Abwägungsklausel）147
。 

(2) 公平會對垂危廠商抗辯的寬濫性與金融產業考量的特殊點 

觀諸公平會歷年來的金融機構結合案例中，其接受垂危廠商的抗辯似無限制，

                                                      
141 參照 洪榮宗，27-28；“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issued by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pril 2, 1992; revised April 8, 1997, Sec. 5. 
142 Case No. IV/M.308 (Dec. 15, 1993), O.J.L 186/38 (July.21, 1994) 70-90. 
143 執委會認為垂危廠商的抗辯必須滿足以下三個要求：(一) 被取得的廠商，若是沒有被他人取
得的話，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會被迫退出市場。(二) 取得廠商在被取得廠商退出市場時將會接收被
取得廠商的市場佔有率。(三) 沒有會造成較小的反競爭效果之購買者。執委會表示，如這三個要
件皆符合的話，則結合管制規則第二條第三項將不會被滿足，亦即該結合案將不會導致形成或增

強優勢地位，按縱使禁止該結合案，同樣的反競爭效果也會發生。See Barry E. Hawk and Henry L. 
Huser (1996), European Community Merger Control: A Practitioner’s Guide, Liuwer Law International 
The Hague‧London‧Boston, 269-270. 

144 Vgl. Emmerich, Kartellrecht, 8. Aufl. 1999, S.323. 
145 Vgl. Emmerich, a.a.O., S.325. 
146 Vgl. Emmerich, a.a.O., S.324. 
147 Vgl. Emmerich, a.a.O., S.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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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其背後的因素或許是，垂危廠商抗辯之使用，均尚未有真正對市場結構產生影

響者，然而如前所述，縱使是垂危廠商的結合，亦可能會產生反競爭效果，尚不可

遽然以為其對市場結構即不會產生影響。雖然，問題金融機構的處理，具有時效性

以及公共政策性，因此對於金融機構，特別是存款貨幣機構的救濟，確實有其必要

性，因此美國法上也擴張垂危事業抗辯的適用範圍，而發展出「掙扎事業理論」

（Floundering Company），對於問題銀行之合併案件，不需要銀行面臨瀕臨倒閉之

危機時，始得提出合法抗辯。若該銀行已低於經濟上的最小規模經營能力，即經營

者以最保守之管理方式，仍無法滿足社區的需要，只要該合併導致該銀行可以提供

社區更佳的服務，即使會產生集中度的提高，也能豁免違反反托拉斯法的嫌疑。換

言之，不需要等到該銀行已經面臨倒閉的情形，只要未來有倒閉的可能性即可，而

採取較「垂危事業理論」更為寬鬆的態度 148
。 

然而，美國法上較一般垂危事業理論更為寬鬆的所謂社群之便利與需要等考

慮，其審核機關乃是銀行主管機關，並非是競爭主管機關，此點也呼應了本文前述

關於產業上的特殊政策考慮，應歸由產業主管機關來處理的見解，而盡可能地讓競

爭主管機關得以純粹考慮競爭因素。自然，這裡必須面臨的是，如何整合產業主管

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對於特定事項的審核標準以及介入方式，以求得競爭政策與產

業政策適當地協調，此即本文接下來要論述的重點。 

三、以金融產業為例看我國產業法與競爭法的協調機制 

產業法規與競爭法規之間，已不似以往般涇渭分明，反而逐漸有趨同的走勢。

產業法規逐漸納入競爭因素的考量，而競爭法的適用也必須考慮產業的特殊因素。

當產業法與競爭法同時並存的狀態下，主管機關間的合作與對話方式，將會決定了

                                                      
148 參見張向昕，前揭文，101。更進一步言，垂危廠商的抗辯，在銀行業的結合上，被整合為
一個更擴大的形式。銀行控股公司法以及銀行合併法規定，結合申請案若有實質損害競爭時，即

不應被銀行業主管機關核准，除非公共利益明顯超越限制競爭的影響，在此即意指該結合案符合

社群之便利與需要。此即為所謂的便利與需要之抗辯（convenience and needs defense）。基於立法
上的沿革，便利與需要之抗辯（convenience and needs defense）乃是國會意欲擴張垂危廠商理論的
結果，亦即當結合之一方僅僅是不景氣(（stagnant）或者是掙扎（floundering）之中，不需要真正
到達倒閉的程度，即可適用。雖然其仍是立基於垂危廠商抗辯理論，但是，一般而言若銀行主管

機關已經認可該結合申請案有符合社群便利與需要的要求，則其通常也表明了並沒有其他對競爭

更小危害的方式來解決銀行的困境。See Michael A. Greenspan, supra note, 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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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的效果，以及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間的和諧程度。若是在法規範面上，適當地

處理主管機關間的職權協調與介入時點，個別的主管機關對於他主管機關的考慮會

更為警覺，不論就調查或程序的雙面同時進行上會更為順暢，而減少分歧決定的可

能性。機關間亦可與他機關分享其就相關議題不一定一致的經驗與觀點。而在金融

業的合併上，有許多不同範圍與種類的利益與觀點必須納入考量，因此主管機關間

的協調就顯得特別重要。產業主管機關對競爭因素、競爭主管機關對產業因素如何

進行考量，我國現行法均有相當的規範指引，然是否適當卻有待討論。 

首先，就公平交易法第十二條而言，在解釋上以及實務運作上，均可能藉由

「整體經濟之利益」而納入產業政策的考慮，而本文認為公平法第十二條應有修正

必要。在其未修正前，競爭主管機關於適用此一實質核駁標準時，仍應以競爭因素

為優先考慮，產業上的特殊考慮應另闢介入機制，而不宜無區別地同時進入是否禁

止結合的考慮中，已如本文前述。 

再者不論是金融機構合併法或是金融控股公司法，就金融機構的合併以及金融

控股公司之設立的核准與否，均納入了競爭因素的考慮。而在沒有特殊除外規定的

狀態下，此時公平會與財政部的職掌將會重疊。如從金融機構合併法的角度而言，

除「對金融市場競爭因素的影響」的考量外，其他如「對擴大金融機構經濟規模、

提升經營效率及提高國際競爭力之影響」、「存續機構或新設機構之管理能力」以

及「對增進公共之影響，包括促進金融安定、提升金融服務品質、提供便利性及處

理問題金融機構」等審酌因素，或多或少會和公平交易法「不發生限制競爭效果」

的考量相衝突。雖然由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八條的規定來看，公平會在審查結合

許可申請案時，亦應考量實施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之效果，但是其審查的角度和標

準，畢竟可能和金融機構的主管機關不同，而有雙重標準的情形發生。 

過去在美國即曾經發生司法部對於金融主管機關所許可的銀行合併案件提出

「反托拉斯」訴訟並獲得勝訴的例子。因此如何統合不同主管機關間的見解，或建

立主管機關審查的先後順序，是「金融機構合併法」中應該要處理的問題，俾得以

在推動金融政策的同時，兼顧市場競爭機能，使競爭的理念不因結合產生提高經營

效率的結果而被當然犧牲 149
。除此之外，在美國管制實務上，聯邦準備理事會以及

                                                      
149 參照劉承愚 (2000)，「金融機構合併之法律問題」，金融財務，第五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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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均負責對銀行結合案件的競爭因素進行審查，但是兩者卻使用不同的產品

市場界定方法，不免會出現有些經過聯邦準備理事會核准的結合案，卻在之後受到

司法部的挑戰等景況
 150
。因此財政部與公平會應共同協調出審查的準則，方能化解

主管機關間的歧異。 

而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九條 151
，無疑就此點作了相當好的規劃。有關金融控股公

司設立時，基於金融機構跨業對整體金融市場之影響綦大，為兼顧監理及對消費

者、投資大眾及金融機構客戶之保護，對於「財務健全」及「管理健全」向為是否

允許金融控股公司設立之主要考量。關於該條項第一、二款，即本於此種考量而

設。然就第三款關於金融市場競爭程度之影響，則與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職掌相競合

 152
。 

早先財政部金融局版的金融控股公司法草案，並無財政部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彼

此協調的規定。雖解釋上，如金融控股公司之設立符合公平交易法第六條之事業結

合行為時，在法無明文排除公平會介入權的情況下，金融控股公司的設立如該當公

平交易法規範的結合管制對象，自應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然而明文訂出公平交易

委員會應與財政部會同訂定審查辦法，明確化兩主管機關間的協調機制，畢竟是一

個值得稱許的的作法。特別是金融跨業對市場競爭之影響涉及財經法制的專業性，

競爭主管機關也非常需要金融主管機關提供金融市場競爭狀態的意見。然而依據目

前公平會所公佈之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第十條所列公平會審酌「對整體

經濟利益及公共利益之影響」的因素中，依循公平會傳統的見解，列入了金融產業

主管機關之相關政策。雖然該審查辦法依據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九條第二項由公平會

與財政部共同訂定，本身就是公平交易法第九條第二項的具體實踐，但是站在公平

會乃是競爭主管機關的立場，本文主張，公平會在考量產業政策的時候，盡可能將

                                                      
150 See Tim McCarthy, supra note, 884. 
151 立法院於 91年 1月 15日三讀通過了「企業併購法」，可說是重塑了我國企業併購法制。但
依據該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金融機構之併購，依金融機構合併法及金融控股公司法之規定，

該二法未規定者，方依企業併購法之規定。由於企業併購法主要是在處理企業就合併之契約行為

以及公司董事會、股東會決議、債權人通知等相關程序、還有股東收買請求權、股東間或公司與

股東間之書面契約效力、員工留用與退休準備金移轉、租稅優惠等事項，至於是否應向主管機關

申請許可以及所衍生之相關問題，仍應依照該等相關法律加以決定。因此本文在論述競爭主管機

關與產業主管機關間之協調機制問題，即不將企業併購法納入討論。 
152 參照王文宇 (2001)，「金融控股公司法基本架構之法律評析」，『金融控股公司與跨業合併
法制』學術研討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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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政策的考慮最小化以及例外化，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公共利益的抗辯，應採中

立態度，而將焦點集中在市場競爭性的分析，並不能以此全面正當化其不禁止結合

的理由。 

比較麻煩則是新進修正或通過的金融法規，對於問題金融機構的處理，均規定

如金融機構因業務或財務狀況顯著惡化，不能支付其債務，而金融主管機關認為有

緊急處理必要，且對金融市場競爭無重大不利影響者，即免依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

第一項之規定向公平會申請許可。此等規定乃是目前唯一明文排除公平會許可的規

定類型。按問題金融機構的處理雖有迫切性與時效性，且對社會利益有重大影響，

但是完全排除競爭主管機關的介入空間，僅僅由金融主管機關來詮釋該結合對金融

市場競爭是否有重大不利之影響，是否適宜與必要，實不無疑問。特別是該等處理

問題金融機構的排除規定，其中又加入了「且對金融市場競爭無重大不利影響」等

字句，尚難謂抵觸公平交易法之立法意旨，從而無法藉由公平交易法第四十六條而

有反排除的機會。即使垂危事業得作為豁免違反競爭法之合法抗辯，但是命令合併

既為救濟垂危金融機構的方式之一，除非有立即行為不足以挽救金融機構倒閉之情

形，如金融主管機關能於命令合併之前，參酌競爭機關的意見，而於發現有違反競

爭情形時，能選擇其他不妨礙競爭或最小侵害競爭之救濟方式，對於產業政策與競

爭政策之調和及維護，更有裨益。 

以美國法為例，由於美國銀行合併並非僅由一部專法規範所有的銀行合併案，

相關法律可謂琳瑯滿目 153
，然整體言之，雖然這些法案適用的合併對象及主管機關

不盡相同，但這些法案均要求相關主管機關需考量競爭因素，且在考量競爭因素

時，採取相同的標準。如果主管機關發現銀行併購案可能造成獨占的情形，或嚴重

減損銀行業的競爭時，除非該結合案所帶來的公共利益，亦即符合社區之便利性與

需要，超過該結合案所帶來的反競爭效果，即不應核准 154
。除此之外，這些法案亦

                                                      
153 舉其要者即有銀行控股公司法（The Banking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56）、銀行合併法
（The Bank Merger Act）、銀行經營權移轉法（The Change in Bank Control Act of 1978）、儲蓄貸
款機構控股公司法（The Savings and Loan Holding Company Act）、州際銀行及分行效率法（The 
Riegel-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Efficiency Act 1994）以及金融現代化法案（The 
Gramm-Leach-Bliley Financial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9）等等，均與銀行併購有密切關連。 

154 美國的銀行合併法（12USCS1828(c)）第五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下列情形不應核准：(一)
該結合交易，將會導致獨占，或將會促進聯合或共謀以形成獨占或是意圖獨占美國任何地區之銀

行業務(二)該結合交易，將於美國任一地區產生實質減少競爭，或是傾向形成獨占，或是以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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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於銀行合併案中，採用相異的反托拉斯法標準，也無意變更在評估結合案反競

爭效果時所使用之傳統的相關市場界定方法。如一結合案並未通過審查，則僅有當

參與結合之銀行可以證明其該結合對社區所帶來的利益，可以超過該反競爭的不利

益時，方受允准 155
。 

關於銀行主管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彼此間的協調規定，以及銀行主管機關對於

競爭因素的考量，本文擬以最重要的美國的銀行合併法（12USCS1828(c)）156 第四

項為例，作更為詳細的說明，依據該法規定，為取得一致的標準，在核准併購案件

以前，除非發現為了防止參與的銀行或存款機構的可能倒閉，主管機關應徵求司法

部以及其他兩個聯邦銀行主管機關針對競爭因素（Competitive factors）的報告。該

告應於受徵求後的三十日內完成，如徵求機關告知司法部門以及其他兩個聯邦銀行

主管機關，有緊急狀況存在而須迅速採取行動時，則該報告應於十日內完成 157
。而

                                                 
其他方式限制貿易的影響，除非發現從公共利益的角度，該交易因提供便利與符合社區需要而可

能產生的效果，顯然勝過該交易的反競爭影響。而在個案中，主管機關應該考慮財政上與管理上

的資源以及現存與預計成立機構的未來展望，以及社區便利性及需要的滿足等因素。原文如下

“(5) The responsible agency shall not approve—(A) any proposed merger transaction which would 
result in a monopoly, or which would be in furtherance of any 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 to monopolize 
or to attempt to monopolize the business of banking in any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B) any other 
proposed merger transaction whose effect in any section of the country may be substantially to lessen 
competition, or to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 or which in any other manner would be in restraint of trade, 
unless it finds that the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of the proposed transaction are clearly outweighed in the 
public interest by the probable effect of the transaction in meeting the convenience and needs of the 
community to be served. In every case, the responsible agency sha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inancial 
and managerial resource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existing and proposed institutions, and the 
convenience and needs of the community to be served.” 

155 See United States v Third Nat. Bank (1968) 390 US171, 19 L Ed 2d 1015, 88 S Ct882, 1968 CCH 
Trade Cases P72372；林仁光 (2000)，「銀行併購之規範」，律師雜誌，第 252 期，81-83；See 
Jonathan R. Macey, Geoffrey P. Miller (1997), Banking Law and Regulation, second edtion, 447. 

156 關於這方面的說明，早期的中文資料並請參照：簡燕子 (1993)，銀行購併之反托拉斯問題研
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70-；車鵬程 (1994)，「美國金融機構併購制度之研
究」，存款保險叢書之二十四，10-；曾鈴女英，前揭書，110-、119-。 

157 原文如下：(4) In the interests of uniform standards, before acting on any application for approval 
of a merger transaction, the responsible agency, unless it finds that it must act immediately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probable failure of one of the banks or savings associations involved, shall request reports on 
the competitive factors involved from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the other Federal banking agencies 
referred to in this subsection. The reports shall be furnished within thirty calendar days of the date on 
which they are requested, or within ten calendar days of such date if the requesting agency advises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the other Federal banking agencies that an emergency exists requiring expeditious 
action. Notwithstanding the preceding sentence, a banking agency shall not be required to file a report 
requested by the responsible agency under this paragraph if such banking agency advises the respo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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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控股公司法亦有類似銀行法的處理規定，而使銀行控股公司相互間之合併或收

購銀行所適用的標準，與 1966 年的銀行合併法案所定適用之標準相同。美國法上

就銀行合併的管制實務與法條規範架構，不但將競爭主管機關與產業主管機關的競

爭審查標準齊一統合，競爭主管機關在程序上的介入時機與方式，亦頗值我國參

考。 

伍、結語 

我國公平法施行至今，結合管制在實務的執行上始終相當寬鬆，且受到產業政

策相當大的影響。有鑑於結合風潮日熾，而我國結合管制不論從法規範或是實務

面，均有相當多的問題亟待釐清，本文即以目前國內極受矚目的金融產業作為問題

切面，探討我國當前結合管制可能產生的法規面與實務面的爭議或混淆點。 

就結合對象的掌控而言，如未將參與結合事業之支配或從屬事業納入結合管

制、公研釋字○一二號解釋不將二以上既存事業共同投資設立新事業之行為納入結

合管制，在金融控股公司法通過之後，所產生的問題將更為凸顯，而使得公平會無

法掌握某些金融市場經濟力集中的現象。公平會原先將彼此原已存在結合關係的事

業，增強其既有的控制關係，認為其構成另一次的結合的見解，亦有推求餘地，91

年 2 月 6 日甫增訂之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之一，可說是正面釐清此一問題，並有助

於節省行政成本。此外，本文亦主張在結合定義上，排除「不介入他事業競爭行為

的持有」。至於我國現行法上的結合管制之門檻篩選標準，以市場佔有率作為規模

門檻的掌握標準，並不適宜。 

至於就結合實質核駁的標準而論，關於金融業相關市場的界定，美國法上市場

群組概念的產品市場界定方式，並不適合採用。將金融商品或服務，以現行金融法

規所界定出的業務類型或者是以消費者特性，就個案區分為數個次市場，以呈現不

同產品線上的競爭程度，是目前較為可行的作法。而金融市場科技創新與全球化的

趨勢，是否足以變動相關地理市場的劃定，仍須視未來金融市場的發展而定，但是

科技發展與全球化競爭的因素，於審駁金融機構的結合案件而進行參進障礙、潛在

                                                 
agency by the applicable date under the preceding sentence that the report is not necessary because none 
of the effects described in paragraph (5) are likely to occur as a result of the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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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的分析以及市場力量之評估時，必須特別留心。而此時適值我國金融集團形成

以及金融機構逐步走向大型化、多角化經營的浪潮，金融集團的形成、金融業與產

業間的結合對競爭均會產生衝擊，且在金融創新的發展下，市場界定勢必存有相當

的偶然性與不確定性，因此多角化結合的管制理論，在未來勢必會扮演一定的角

色。 

在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權衡上，本篇論文主張，產業政策的

考量應處於例外的地位，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公共利益的抗辯，應採中立態度，產

業政策額外的權衡必要，應該要透過公平交易法第四十六條以及第九條的規定來解

決，競爭主管機關，並不適當以此正當化其不禁止結合的理由。競爭主管機關在提

昇國內金融產業競爭力的同時，仍必須注意國內競爭機制的維持。 

而新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九條，明文訂出公平交易委員會應與財政部會同訂定審

查辦法，明確化兩主管機關間的協調機制，值得稱許。然而，新進修正或通過的金

融法規，對於問題金融機構的處理，均規定如金融主管機關認為有緊急處理必要，

且對金融市場競爭無重大不利影響者，即免依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向

公平會申請許可，但是命令合併既僅為救濟垂危金融機構的方式之一，除非有立即

行為不足以挽救金融機構倒閉之情形，如金融主管機關能於命令合併之前，參酌競

爭機關的意見，而於發現有違反競爭情形時，能選擇其他不妨礙競爭或最小侵害競

爭之救濟方式，對於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之調和及維護，將會更有裨益。在我國現

行法制上，仍有待實務逐步累積行政機關彼此協調的運作經驗，方能達到雙贏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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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aiwan’s Merger Control 

－Taking Mergers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s the Example 

Yen, Ya-lun  

Abstract 

Merger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 of the Fair Trade Law have to be reexamined and 

amended.  Taking mergers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s the exampl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se following issues:   

The coexistenc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mpetition Law and Regulation Law; 

the definition of “merger”; the threshold of an application for approval; 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market”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on the ant-icompetition effect; the impact of the formation of a financial 

conglomerate on competit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 a merger between financial an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he role of industrial policy involving the overall economic benefits 

of a merger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and other ministries 

or commissions (eg. Ministry of Finance).   

Key words: merger, merger control, concentration, financial industry, competition law, 

regulation l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