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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關鍵詞：競爭法、反托拉斯法、競爭政策、產業政策、金融管制、金融穩定、

審慎監理、金融業、金融科技、金融消費者、支付平台、雙邊市場、群組市

場 

一、 研究緣起 
自 2007-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因金融危機期間之金融機構整併與

其後之金融管制變革，再加上金融科技之衝擊，各國之金融市場均發生重大

變化。有鑑於此，本研究彙整與分析歐美關於金融產業競爭法議題、競爭政

策等相關文獻與案例，並探究金融產業或競爭主管機關因應金融科技所推

動之法制變革（例如開放銀行或開放金融），進一步梳理國內對金融市場競

爭態勢有重要影響之金融管制政策，最後在我國競爭法制與既有實務架構

下，就我國金融管制與競爭政策之衝突與調和、金融產業之競爭政策與公平

交易法具體適用等事項提出建議。本研究所稱之金融業，係依公平交易委員

會（以下於本提要簡稱為「公平會」）對於金融業之規範說明第二點定之。

本研究主要研究議題涵蓋公平交易委員會於金融產業執法時應注意事項，

包括金融產業之相關結合管制執法、聯合行為規定之排除、適用與實務困

難、金融科技業者與科技金融業者之排他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的競爭影響

評估，以及公平交易法應如何適用於涉及金融消費者保護議題的其他欺罔

與顯失公平行為等。本研究亦會一併於各該議題中依據公平會與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以下於本提要簡稱為「金管會」）各該權限與相關政策，探討

公平會與金管會間之合作與分工。 

二、 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比較法制研究與案例研析等研究方法。本研究先

蒐集與整理國內外關於金融產業競爭法議題的相關文獻，以及國內外相關

法規、主管機關處理原則及實務案例。就比較法制參考的國外文獻，以美國

與歐洲聯盟（以下簡稱為「歐盟」）法制為主，且為利集中研究資源補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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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既有文獻尚有欠缺之處，就國內已有文獻與公平會過往委託研究計畫介

紹之美國或歐盟金融產業競爭法案例與相關法制說明，將援引既有文獻概

要說明，而以國內文獻尚無介紹與分析之案例與新發展為主。惟於介紹法規

沙盒與開放銀行政策時，會於必要範圍內，一併簡介國內既有文獻所援引之

開放銀行相關法制。另就金融消費者資訊保護，本研究將以國內金融消費者

保護法，以及國內相關文獻、案例與實務分析為主。最後，本研究總結比較

法、文獻分析與案例研究之成果，就我國競爭政策於金融產業應有之角色與

公平會執法方向提出建議，以供國內學界與公平會執法參考。 

三、 重要發現 
競爭政策並不能以金融管制取而代之，競爭法主管機關仍應於金融產業

執行競爭政策。於適宜之金融管制搭配下，金融市場之競爭有助效率、創新

與提升消費者福利，並得與金融穩定取得平衡。金融審慎管制與競爭政策，

同為確保有競爭活力又具穩定性之金融市場的支柱。若過度追求金融機構

規模化與金融市場集中度，反可能導致金融機構憑藉其規模或大到不能倒

之地位而為風險承擔，進而有害金融穩定。金融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

雖各自獨立，然彼此應相互協調合作。 

就競爭法與競爭政策在我國金融業之定位與適用而論，首先，於結合管

制，公平會審查金融機構間之結合案，應以有無限制競爭效果與經濟效率為

準，產業政策應列為例外考量；就涉及非金融事業之金融業相關結合案，公

平會得援引雙邊/多邊市場理論審查各該案件所涉及之數位金融服務平台，

並考慮數據對參與結合事業與結合後事業之市場力量的影響。 

次來，就金融業聯合行為，公平會與金管會可合作推動立法或修法，於

金融管制必要性範圍內豁免公平交易法。公平會得於相關處理原則明確例

示或說明我國保險市場或金融市場不構成聯合行為之安全港類型或原則。

就是否構成安全港類型有疑義者，公平會則宜建議業者依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申請聯合行為許可。至於支付平台所涉之排他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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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個案如何界定相關市場，與評估平台一邊之垂直限制行為所生限制競

爭之不利益是否大於促進競爭之利益。最後，不適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金

融科技業者或第三方支付業者，如對其使用者有隱匿重要交易資訊或利用

資訊不對稱之行為，公平會則可援引公平交易法第 25條適時介入。 

四、 主要建議事項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1. 公平會於界定金融業相關市場時，不用受限於群組市場概念，得就各該

金融業務下的相關商品或服務，從需求與替代可能性為更細緻之市場界

定。公平會另得以群組市場概念，於個案中輔助界定數位金融平台的相

關產品或服務市場。 

2. 於結合管制，公平會審查金融機構間之結合案，應以有無限制競爭效果

與經濟效率為準，產業政策應列為例外考量。金融機構達成規模經濟或

範疇經濟之利益，亦應以能反映在整體消費者利益者為限方能納入公平

交易法第 13 條整體經濟利益之考量。就涉及非金融事業之金融業相關

結合案，公平會得援引雙邊/多邊市場理論審查各該案件所涉及之數位金

融服務平台，並考慮數據對參與結合事業與結合後事業之市場力量的影

響。 

3. 適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間之定型化契約問

題，應歸由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規範與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處理。不適用金

融消費者保護法之金融科技業者或第三方支付業者，如對其使用者有隱

匿重要交易資訊或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公平會則可援引公平交易法

第 25條適時介入。 

4. 公平會與金管會間得透過公平交易法第 6條第 2項規定，就下列事項共

同協商辦理與交換資訊：（一）結合管制之結構救濟所涉的金融主管機

關許可，與數位金融資訊服務之數據接取與互通性的實際狀況暨以結構

救濟矯正的必要性；（二）界定相關產品或地理市場所需數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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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董監事兼充限制之既有現況，與其對金融市場競爭之影響；（四）

推動金融管制如保險業相關法規修正，於必要範圍內豁免公平交易法；

（五）於金融業規範說明或另訂處理原則，例示或說明我國保險市場不

構成聯合行為之安全港類型與原則，或輔助業者依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

申請聯合行為許可；以及（六）輔助金融業者同時遵循金融監理與競爭

法規。 

（二）長期性建議 

1. 就金融業聯合行為，公平會與金管會可合作推動立法或修法，於金融管

制必要性範圍內豁免公平交易法。 

2. 修正公平交易法第 10條之結合定義，改善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10條難以

將董事兼充界定為結合，進而無從為結合競爭影響評估此缺漏，以從競

爭政策與結合管制層面，呼應金管會之金金分離與產金分離政策。 

3. 公平會得於相關處理原則明確例示或說明我國保險市場或金融市場不
構成聯合行為之安全港類型或原則。就是否構成安全港類型有疑義者，

公平會則宜建議業者依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申請聯合行為許可。 
4. 就支付平台所涉之排他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公平會得密切觀察美國與

歐盟關於數位支付平台垂直交易限制案例的發展（包括競爭法主管機關

之執法案例與法院判決），進一步審慎研究未來如何於個案中界定相關

市場，並評估平台一邊之垂直限制行為所生限制競爭不利益是否大於促

進競爭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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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本研究彙整與分析歐美關於金融產業競爭法議題、競爭政策等相關文

獻與案例，探究各國金融產業或競爭主管機關因應金融科技所推動之法制

變革（例如開放銀行或開放金融），進一步輔以梳理國內對金融市場競爭態

勢有重要影響之金融管制政策，最後在我國競爭法制與既有實務架構下，就

我國金融管制與競爭政策之衝突與調和、金融產業之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

法具體適用等事項提出建議。 

本研究所稱之金融業，係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之規範說明（以

下簡稱為「金融業規範說明」）第二點定之，指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四條之金

融機構、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條之金融控股公司、農業金融法第二條之農業

金融機構、票券金融管理法第四條之票券金融公司、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第三條之電子支付機構、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三條之發行機構、保險法

第八條之保險代理人、保險法第九條之保險經紀人、保險法第十條之保險公

證人。即包含金融控股公司、全國農業金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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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及期貨業、保險業、信託業、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電子票證業、保險

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等業者。本研究主要研究議題包括金融產

業之相關結合管制執法、聯合行為規定之排除、適用與實務困難、金融科技

業者與科技金融業者之排他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的競爭影響評估，以及公

平交易法應如何適用於涉及金融消費者保護議題的其他欺罔與顯失公平行

為等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為「公平會」）於金融產業執法時應注意事

項。本研究亦會一併於各該議題中依據公平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為「金管會」）各該權限與相關政策，探討公平會與金管會間之合作與

分工。 

本研究最後將總結比較法、文獻分析與案例研究之成果，就我國競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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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於金融產業應有之角色與公平會應有之執法立場提出總體建言，以供國

內學界與公平會執法實務之參考。期使我國競爭法之執行能因應國家政策

鼓勵金融科技帶來的市場衝擊與最新金融市場之變化。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主要為文獻分析、比較法制研究與案例研析。本研

究將蒐集與整理國內外關於金融產業競爭法議題的相關文獻，以及國內外

相關法規、主管機關處理原則及實務案例。就比較法制參考的國外文獻，將

會以金融科技與各類數位平台商業模式最為發達並領先世界之美國文獻，

以及在開放銀行政策與競爭法議題常為我國相關文獻所引用之歐盟法制為

主。且為利集中研究資源補充國內既有文獻尚有欠缺之處，本研究就國內已

有文獻與公平會過往委託研究計畫介紹之美國或歐盟金融產業競爭法案例

與相關法制說明，將僅援引既有文獻概要說明。故本研究之比較法制研究將

以國內文獻尚無介紹與分析之案例與新發展為主。且為避免本計畫研究範

疇過度擴及至數位平台之市場界定與市場力量評估的一般性討論，金融市

場之市場界定與金融數位平台之市場力量評估等議題，將統合於介紹與分

析美國與歐盟相關案例時予以探討。 

惟於介紹開放法規沙盒與銀行政策發展時，鑑於我國國內既有關於開

放銀行政策文獻亦多會援引新加坡、香港與澳洲等法制，本研究會於研究必

要範圍內（特別是說明各國開放銀行政策推行者為競爭主管機關或金融主

管機關、有無相關法規強制等）一併簡介但不詳論之。另就金融消費者保護

與此領域中金融主管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應如何分工等事宜，考量我國金

融消費者保護法實行已有相當時日，且各國就金融消費者保護之主管機關

功能配置各有不同，故就此部分之研究與評析，將以國內文獻、法制、案例

與實務分析為主。 

最後，本研究則會分析、彙整外國相關法條、準則、判決與主管機關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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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等，架構金融產業之競爭政策圖像，以及未來相關競爭法議題之可能發

展，進而與我國公平交易法、相關處理原則、法院判決、公平會決定或處分

等對照，分析彼此異同，據此提出公平交易法與相關競爭政策之執法與可行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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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金融管制與競爭政策之互動 

第一節 競爭、市場集中度與金融穩定 

在世界各國，金融業均屬高度管制的產業，其管制理由諸如穩定支付系

統避免系統風險、解決金融資訊市場失靈現象、防止經濟力量過度集中、基

於國家政策引導資金與投資、杜絕金融機構之利益衝突或控制貨幣供給與

流動性等。而金融管制的內容與範疇，亦從金融機構之設立、增減分支機構、

併購、最低資本額、資本適足性與資本等級等財務結構規範、股東適格性、

負責人之資格與行為、業務範圍與行為限制、轉投資控管、人事、財務與業

務經營準則、內部控制與稽核、存款保險以及問題金融機構之監管、接管與

清理等，從金融機構市場進入、市場與經營行為至退出市場，均有相應規範

措施。其中尤以涉及大眾存款之商業銀行或其他具有系統重要性之金融機

構，基於避免系統性風險、擠兌或銀行倒閉(Bank Run)等理由，其等相較於

其他類型之金融機構，往往受到最嚴密金融監理與管制1。 

就競爭政策與金融產業的關係，特別是針對收受大眾資金的商業銀行，

傳統上有所謂競爭導致銀行脆弱 (competition-fragility) 的觀點，即越多銀

行競爭，會侵蝕其市場力量、降低銀行獲利率 (profit margins) 且減少特許

價值 (franchise value，即銀行超越其帳面價值之繼續經營或市場價值)。然

而另一派競爭促進銀行穩定觀點 (competition-stability) 則認為，競爭降低

銀行市場力量反有利銀行穩定，蓋銀行如在貸款市場擁有越大市場力量，其

可能會對其貸款客戶收取更高利率，而使後者更難償還貸款，且可能加劇借

款人 (borrowers) 道德風險 (moral hazard) 誘因，而轉向更高風險的計畫。

且銀行市場之集中度越高，若銀行相信其大到不能倒 (too big to fall) 且可

 
1 顏雅倫，台灣金融產業的競爭政策－以競爭法的觀點出發，初版，1，台北元照

(2014)； OECD, “Competition and Financial Markets－Key Findings”, 17(2009), 

https://www.oecd.org/daf/competition/43067294.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5 

能經政府安全網明示或默示保護，亦可能導致銀行為更多風險行為2。 

2007 年後的全球金融危機，再次引發過度競爭是否會導致金融危機的

討論。OECD於 2010年以「銀行領域之競爭、集中與穩定」 (Competition, 

Concentration and Stability in the Banking Sector)為題，彙整各國經驗加以探

討。OECD並總結認為，經過金融危機的洗禮與反思，歷年學術文獻或金融

危機時跨國比較經驗顯示，市場集中與競爭對金融穩定之效果模稜兩可並

不明確，甚且市場集中度與競爭都可能對銀行系統穩定性有正面效果。從此

可知，一方面市場集中度未必是競爭的良好指標，另一方面市場集中對金融

穩定的正面效果，更可能來自於較佳之風險分散(risk diversification) 機會，

而非因在集中銀行系統所增加的市場力量。若有適宜之金融管制與監理，競

爭不會降低穩定性。管制亦可矯正或減緩競爭對穩定之負面效果（如增加風

險承擔誘因與銀行倒閉之可能性）。促進競爭之管制革新，得減少市場進入

與活動之限制，不論從個別銀行或系統風險來衡量，均得改善穩定性。而金

融監理與管制之失敗，則為降低金融穩定性之因素，且管制必須衡量市場情

況，例如標準管制工具（如資本適足率要求）對銀行風險之有效性，受到市

場結構影響（例如資本管制在較競爭之銀行系統能有效降低銀行風險承擔，

但在高度集中之銀行系統則不必然有效）。再者，大型金融機構，不論因其

更有能力分散風險或濫用其大到不能倒的地位，確實可能在資產組合上冒

更大風險。如政策上的首要目標係避免系統性危機，則應反對增加銀行集中

 
2 Allen N. Berger, Leora F. Klapper & Rima Turk-Ariss, “Bank Competit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THE WORK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2, 15-16 (2008),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6794/WPS4696.pdf?sequence=1

&isAllowed=y (last viewed: 2022/11/14). 該篇文章最後則採折衷觀點，其認為即令貸款市

場的市場力量可能導致較高風險之貸款組合，銀行整體風險並不會增加，因為銀行因為

其市場力量享有較高特許價值，其可透過較高權益資本 (equity capital) 、較小規模貸款

組合或其他風險減輕技巧免於較高貸款風險 (loan risk) 。惟實證資料亦顯示市場力量確

實可能增加貸款風險。故具有較高市場力量之銀行會有較高風險之貸款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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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並建立顯然大到不能倒之大型銀行，因此等行為均會降低金融穩定3。 

綜合論之，有助於健全競爭之競爭政策，若能妥適搭配容納創新或競爭

之金融審慎管制（Prudential Regulation），不會使金融市場之競爭危害金融

穩定4。故分析金融產業之競爭政策時，必須兼顧與調和競爭法原則與金融

管制中金融業穩健經營 (sound management) 政策。 

更近期關於銀行業之競爭與穩定性的研究，總結過往實證與學術研究

後亦認為，銀行擠兌或脆弱性不可歸責於競爭，不論在何等市場結構，均可

能出現擠兌或恐慌，然而競爭籌資之壓力會加劇投資者/存款者的協調問題 

(coordination problem)、系統脆弱性與風險承擔 (risk-taking)。自由化 

(liberalization) 增加銀行危機發生機率，惟此等傾向得透過強力機構與充分

管制予以抑制。就市場集中度、競爭與穩定之關係而論，一方面擁有少數大

型銀行的集中銀行系統較易監督，銀行也更可能分散風險；另一方面大型銀

行可能因其太大不能倒、接受更多補助且有誘因從事更多風險承擔，因而惡

化道德風險問題。尤有甚者，大型銀行多半更複雜、更難監管且更相互依存，

此均增加系統性風險 (systemic risk)。雖然平均而論，市場力量與銀行穩定

性間有正相關，但此有龐大的國家變數 (variation) 且亦有一些資料顯示中

等程度的競爭能極大化銀行穩定性。某些銀行競爭措施（例如放寬市場進

入、開放外國業者參進)也與系統穩定性有正向關聯。總體市場集中程度與

穩定性之關係，結論不一。受 2007-2009年金融危機影響之銀行，其所處國

家之集中度與市場結構各有不同。亦無證據顯示特定類型之金融機構更為

脆弱，專業投資銀行、保險公司或綜合銀行 (universal banks)，均在金融危

機中受傷嚴重。而大型綜合銀行對系統危機有不成比例之貢獻，且大型銀行

 
3 OECD, Competition, “Concentration and Stability in the Banking Sector”, DAF/COMP, 9-10, 

19, 27, 31-32(2010), https://www.oecd.org/competition/sectors/46040053.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4 顏雅倫，前揭註 1，1-2；OECD, supra note 1 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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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雖多元化較佳，但也承擔更高風險而更為脆弱，相對其所屬經濟體而

言，更可能因其規模太大而難以拯救5。 

綜合論之，在充分管制與監管下，銀行業或金融業之競爭對社會有利。競爭

能產生靜態與動態效率，此在銀行業或金融業也不例外。惟在某些層面上，

競爭與金融穩定必須取得平衡。故競爭政策在銀行與金融領域有其必要，但

亦必須肯認其特殊性；次來，雖負責審慎監理之主管機關與競爭政策主管機

關應各自獨立，然管制必須與競爭政策協調合作6。前述競爭與穩定之論爭，

主要係與收受大眾資金的銀行業與保險業有關，至於其他類別之金融機構，

例如證券業，固然亦有審慎監理與避免系統性風險之考量，但因其營運所需

 
5 Xaiver Vives, “Competition and Stability in Banking: The Role of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on 

Policy”, 115-124(2016). 此文獻係綜合諸多相關文獻為統合結論，其所參考文獻繁多，諸如

M. Keeley, “Deposit Insurance, Risk and Market Power in Bank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5), 1183-1200 (1990); F. Edwards and F. Mishkin,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Banking: 

Implication for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Regulatory Policy”, Economic Policy Review 1(2): 37-45 

(1995); K. Schaeck et al., “Are Competitive Banking System More Stable?”,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41 (4), 711-734 (2009); C. Matutes and X Vives, “Competition for Deposits, 

Fragility, and Insur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5(2), 184-216 (1996); R. Chang and 

A. Velasco, “A Model of Financial Crisis in Emerging Marke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 (2), 418-517(2001); J. H. Boyd and G. De Nicolo’, “The Theory of Bank Risk-taking and 

Competition Revisited”, Journal of Finance 60 (3), 1329-1343 (2005); A.N. Berger et al., “Bank 

Competit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35 (2), 99-118 

(2009); T. Beck et al. “Bank Competition and Stability: Cross-Country Heterogeneity”,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2 (2), 218-144 (2013); European System Risk Board, “Is Europe 

Overbanked?”, Reports of the Advisory Scientific Committee 4 (2014); L. Laeven et al., “Bank 

Size and System Risk”,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SDN/14/0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14); M. Egan et al., “Deposit Competi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Evidence 

from the U.S. Banking Sector”, Fama-Miller Working Paper, Chicago Booth Research Paper No. 

15-33 (2015) 等。 
6 Id. at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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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規模通常較低，就該等金融機構之競爭法議題，則更常以規範競爭者間

的資訊交換所生限制競爭效果暨確保金融消費者取得正確與不受扭曲之資

訊等面向呈現。 

第二節 金融管制與競爭政策之協調 

承前所述，於銀行與金融產業中仍應執行競爭政策，以確保整體經濟體

有競爭性金融投入而促進發展。於適當管制下，競爭滋養效率與創新，且產

生消費者福利。嚴格禁止限制競爭行為，也有助於回復金融危機後公眾對銀

行或金融業之信心。於諸如 2007-2009年的金融危機中，競爭政策的角色，

乃是維持市場開放、控制穩定市場之援救方案所引發之市場扭曲、促進失敗

金融機構退出市場，並移除人為市場進入障礙。且鑑於 2007-2009金融危機

後過度管制的危險，競爭政策也必須在金融產業扮演競爭倡議角色7。為求

競爭與穩定之平衡，協調管制與競爭政策有其必要。競爭政策藉由降低轉換

成本與提供消費者更多價格與成本資訊（包括資訊共享平台），而改善透明

度，減輕進入障礙與增加可競爭性，並得伴隨較嚴格之審慎監理規定。而審

慎監理或金融管制機關對銀行或金融機構課與行為限制，在某些情況能更

有效率達成消費者與投資者福利。競爭政策與審慎監管間有時亦自然一致、

能順利合作而互為補充工具，例如欲控制太大不能倒 (too big to fail )問題，

競爭政策禁止太大不能倒的金融機構扭曲競爭，與宏觀審慎監理政策一致，

但競爭政策不能以管制取而代之。次來，審慎監管避免監理套利 (regulatory 

arbitrage)，且對不同類型金融機構（如銀行、保險公司、資產管理公司，與

其他非銀行金融中介者）所提供之類似金融產品一視同仁，同時亦增加競

爭。再者，金融管制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於提升金融服務基礎設施上亦有志

一同，蓋其能同時促進金融穩定與競爭（例如信用資訊分享或衍生性金融工

具之集中清算）8。 
 

7 Id. at 233-234. 
8 Id. at 237-239. 



9 

至於金融管制與具體競爭法規適用間之關係，主要則顯現於下列幾個

層次。首先，金融市場的管制措施與執行寬嚴狀況，會根本性地決定競爭法

主管機關對金融市場之市場結構與市場進入障礙的評估，此部分之議題包

括各國產業與金融分離或金融機構併購之相關金融管制法規或政策對金融

市場競爭的影響、金融科技業者能否以及如何進入金融市場競爭，金融主管

機關或競爭主管機關推動開放銀行政策對金融市場競爭之衝擊，以及金融

機構相關結合案件之競爭分析等。次來，則為金融管制法規在何時與何種程

度會排除或限制競爭法之適用，此部分議題包括既有之金融管制法令或手

段，特別是關於金融商品、服務費率管制者，是否能排除或限制競爭法之適

用。在我國，此一議題即顯現於公平交易法第 46條在金融產業之相關個案

中如何具體適用。最後則為競爭法與金融法之分工，包括競爭主管機關與金

融主管機關間之權限劃分、協調與合作，以及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相關法規與

競爭法間之適用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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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金融科技對金融管制與競爭政策之衝擊 

第一節 金融科技之興起 

一、 金融科技之定義與應用9 

若論近年來對金融市場競爭衝擊最大者，非金融科技 (Fintech) 莫屬。

綜合參照金融穩定委員會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 與國際證券管理

機構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IOSCO) 對

金融科技之定義，金融科技係透過新興科技改變金融服務產業之各類創新

商業模式、應用、方法或產品10。應用於金融服務之新興科技，即包括了分

散式帳本技術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DLT) 、大數據 (Big Data) 、

物聯網 (the Internet of Things(IoT)) 、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 、人工智

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生物辨識技術 (biometric technologies) ，以及擴

增/虛擬實境 (augmented/virtual reality) 等11。技術與創新的應用，則涵蓋了

支付服務、顧問與服務規劃、借貸與融資、交易與投資、保險、網路安全、

金融機構營運與客戶溝通等類別12。亦有將金融科技活動分為 5 類金融服

務，分別為(1)支付、結算 (clearing) 與清算 (settlement) ，如各類支付以及

金融市場基礎設施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 ；(2)存款、借款與募資 

 
9 關於這方面的說明，相關資料並請參閱顏雅倫，「金融科技領域方興未艾的競爭法議

題」，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20年 10月 31日。 
10 FSB, Financial Stability Implications from Fintech: Supervisory and Regulatory Issues That 

Merit Authorities’ Attention, 7 (2017), available at http://www.fsb.org/wp-

content/uploads/R270617.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IOSCO, Iosco Research Report on 

Financial Technologies (Fintech), 4(2017), available at 

http://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D554.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11 OECD, Financial Markets, Insurance and Private Pensions: Digitalisation and Finance, 

11(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oecd.org/finance/private-pensions/Financial-markets-

insurance-pensions-digitalisation-and-finance.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12 Id. 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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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raising) ，包括集市借貸 (marketplace lending)13 ；(3)保險；(4)投資

管理 (investment management) ，以及(5)市場支援 (market support) ，如雲

端運算應用14。另有將金融科技服務分為(1)銀行 (存款與借貸) ；(2)支付、

移轉與外匯兌換 (Forex) ；(3)數位貨幣 (digital currencies) ；(4)財富與資產

管理 (Wealth and Asset Management) ；(5)個人融資 (Personal Finance) ；(6)

保險科技 (InsurTech) ，以及(7)相關科技與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s) 等 7

類15。 

二、 傳統金融機構投入金融科技 

2008 年金融危機後，各國除開始檢討金融市場系統外，也開始鼓勵金

融機構導入數位科技，並積極對外徵求金融創新建議與方案，但各國之政策

推動對於未受金融風暴影響之國際大型金融機構而言，並未產生極大之號

召效力。隨著各領域龍頭業者與供應鏈切入金融相關服務，包含支付、借貸、

數據徵信等業務，2012 年起國際大型金融機構亦開始投入金融科技策略之

改變，美國銀行、巴克萊銀行、瑞士銀行、德意志銀行等 6 家國際大型金

融機構聯合推出金融科技創投加速器(https://avc.com/2011/12/fintech-2012/)，

開啟與金融科技新創業者的業務合作介面與投資機會。16各國金融科技政策

 
13 所謂集市借貸，通常即指 P2P借貸(peer-to-Peer lending)，其屬雙邊平台架構，平台之

建立仰賴直接投資人的參與，其商業模式的討論，可見 Boris Vallee＆Yao Zeng, 

Marketplace Lending: A New Banking Paradigm?,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18-

067，available at https://www.hbs.edu/faculty/Publication%20Files/18-067_1d1e7469-3a75-

46a0-9520-bddbfda0b2b9.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14 FSB, supra note 10, at 8-9. 
15 EUROPEAN PARLIAMENT, “Competition Issues in The Area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 11(2018) 

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STUD/2018/619027/IPOL_STU(2018)619027_

EN.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16 羅至善，「從新創培育經驗看金融監理的數位轉型」，萬國法律，第 236期，12-1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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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推動，依據各國提升金融科技之目的、當地金融市場活動、金融服務在該

國之經濟發展重要性等，有不同之政策規劃，主要可分為三種類型進行討

論： 

（一） 金融市場為主的國家 

於金融產業為該地區主要產業經濟活動之國家（金融產業占該地區

GDP一定程度，約 15%以上）、區域金融中心（例如：英國、盧森堡、新

加坡、香港等地），因其推動之最初目的為提升金融監管效率、降低系統風

險，故其政策推動方向主要為運用多元創新監理政策，突破法規限制，並透

過資金生態、人才培育、全球性展會等方式，建構友善數位創新環境，期以

鞏固其原有國際金融市場中心的地位。 

（二） 科技創新為主的國家 

在科技產業為國家重點產業之國家（例如：美國、日本、以色列），各

國之發展策略亦有差異，美國雖然國家並未積極推動金融科技發展，監理政

策之推動則主要仰賴州政府，但美國仍有不少金融科技之獨角獸，對於金融

科技新創的發展軌跡偏向矽谷科技新創發展模式，監理政策之推動則主要

仰賴州政府；日本面臨過多之銀行及地方型分行，地方型分行長期面臨低利

放貸、中小企業高倒帳率之挑戰，故 SBI Holding則推出產業聯盟型基金，

在投資機構地方銀行與被投資金融科技公司間扮演業務橋梁；以色列則提

供新創多面向發展資源、提供國際市場補助，且設立多種類型之金融科技加

速器計畫，積極鼓勵金融科技業者發展國外市場。 

（三） Underbanked高佔比的國家 

在當地金融服務普及率低、科技能量有限之地區，普惠金融政策之推動

即為推動金融科技之驅動力，因此常見由當地大型業者，包括金融機構、電

信業者，透過高普及率之行動電信帳戶作為個人支付與借貸金融服務之載

體。多數國家均積極檢討法規配套，例如 P2P 設置專法、發出借貸平台執

照、行動支付等專屬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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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KPMG 2017年「金融機構如何擁抱金融科技並發展成長」報告顯

示，我國金融機構發展金融科技之策略目標前三名為提升客戶體驗、目前能

力轉型、提高成本效益，不論在銀行、保險或資產管理領域，「提升客戶體

驗」均為金融科技策略發展之首要目標。金融機構面對金融科技的衝擊，部

分採取防禦性方式以保護公司現況，部分則採取攻勢，透過(1)從企業內部

建立金融科技解決方案、(2)購買第三方金融科技解決方案、(3)與金融科技

公司合作或(4)併購金融科技公司追求成長。目前金融機構發展金融科技主

要聚焦在前端及面對客戶的問題上，僅有約 25%之金融機構聚焦在提高後

端部門的效率和效益，與非金融機構相似，金融機構所關注之金融科技技術

依序為為分析及大數據、應用程式介面 (API) 、機器人/機器人理財、人工

智慧。17 

依據金管會 2021年公布之「金融科技投資狀況統計表」，我國金融機

構在我國金管會及各項金融科技發展措施下，積極推動數位轉型，除了金融

業者投入金融科技經費將於 2021年達到 235億，金融業者與金融科技業者

之業務合作共 111 家，業務合作類型最多為資安，其次依序為支付、大數

據、智能理財、人工智慧、AML/KYC、雲端服務、區塊鏈、生物辨識、法

遵科技、保險科技、借貸及物聯網。18 

隨著網際網路、智慧型手機之普及，銀行已由過去之實體銀行進化到網

路銀行及行動銀行，Brett King於 2018年在出版的《Bank 4.0》一書中預言，

隨著 Bank 4.0 的到來銀行將被重新定義，未來銀行將結合智慧裝置及人工

智慧等技術，提供消費者融入日常生活且互動的金融服務，讓金融服務不受

 
17 KPMG，「打造未來：金融機構如何擁抱金融科技並發展成長」，13-28，（2017），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tw/pdf/2018/07/tw-kpmg-global-fintech-study.pdf。 
18 金融監度管理委員會網站，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

rno=202109280004&dtable=New，最後瀏覽日期：20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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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和時間的限制，嵌入生活場景之中，以下為 Bank 1.0至 Bank 4.0之變

遷：19 

表 1 Bank 1.0至 Bank 4.0之變遷整理表 

 銀行型態 內容 

Bank 1.0 實體銀行 
以「實體銀行」為主要服務通路，客戶

須臨櫃交易。 

Bank 2.0 網路銀行 

因個人電腦及網際網路發展，網路銀行

業務興起，虛擬之網路服務注重「支援」

實體通路。 

Bank 3.0 行動銀行 

智慧型手機普及，行動支付與行動錢包

盛行，銀行不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

行為。 

Bank 4.0 銀行服務無所不在 

結合智慧裝置及人工智慧等技術，提供

融入日常生活且互動的金融服務，分析

消費行為及應用情境，即時提供更好的

理財與消費建議，提升消費者對金融服

務的情感依賴及黏著度。 

為達成 Bank 4.0「銀行服務無所不在」、建立「場景金融」之目標，銀

行透過 API 串聯使金融服務進入使用者的生活場景，使消費者將金融服務

之使用融入生活，提供消費者在生活中享有端到端過程 (end-to-end process) 

完美的顧客體驗，建構金融生態圈。銀行與非銀行之合作主要有三種模式20： 

 
19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金融科技發展與銀行型態的演變」，存款保險資訊季刊，第 32

卷第 3期，2（2019），https://www.cdic.gov.tw/upload/cont_att/32-3-1.pdf。 
20 天下雜誌，「金融生態圈來了！銀行結盟電商，能買賣房子、訂機票」（20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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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銀行與非銀行之合作模式整理表 

模式 合作方式 背景 舉例 

銀行即服務 

(Banking-as-a-

Service，BaaS) 

銀行與商家之

API 直接串聯，

將數位金融商品

直接整合入商家

之平台銷售予顧

客 

商家毋庸取得政

府許可銀行執

照，銀行可以透

過非銀行通路創

造顧客 

Uber 、 Google 

Pay 、 SoFi 

Money、Shopify 

銀行即平台 

(Banking-as-a-

Platform，BaaP) 

銀行提供 Open 

API 使商家可以

將其商品上架至

銀行之平台，並

整合銀行之金融

服務 

商家毋庸自行開

發連結至金融服

務之系統，銀行

可避免顧客流失

至金融科技公司

或商家 

我國尚無銀行發

展 BaaP模式 

開放銀行 

(Open Banking) 

銀行在顧客同意

或法律規定之前

提下，利用開放

式 API將資料開

放給金融科技業

者為顧客開發產

品 

  

 

三、 非金融機構投入金融科技 

（一） 背景 

金融與科技之結合並非始自今日，然直至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金

融與科技之關係，主要仍顯現於金融服務產業如何使用科技提供商品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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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21。惟 2008年以後，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與相因應之金融管制

法規修正等眾多因素，促成金融科技蓬勃發展，除了既有受管制之金融業者

外，新創公司與科技公司均開始利用科技提供金融服務或商品，與既有金融

機構相互競爭或為業務往來，或被既有金融機構收購22。 

（二） 非金融機構進入金融服務之途徑 

科技公司進入金融服務主要有以下三個途徑23： 

1. 電子錢包 

電子錢包無涉基礎支付系統之建構，僅係一種支付之安排，使用戶得以

利用個人所有之電腦或智慧型手機透過應用程式進入、管理及使用一個或

多個支付服務提供商（payment service providers）發行之各種支付工具，包

含傳統支付工具及新興之加密貨幣等。具有全球性規模之電子錢包有 

PayPal、Apple Pay、Google Pay 和 Samsung Pay，電子錢包之採用與普惠金

融（financial inclusion）效益相關聯。電子錢包之普及有幾個意義，包含(1)

提升消費者開立交易帳戶之動力、(2)電子錢包提供統一且較為優秀之使用

體驗，有助於提高消費者之使用頻率，及(3)有效填補金融機構不足地區、

小型企業之需求。 

2. 開放銀行 

開放銀行係指銀行與第三方共享、利用客戶允許提供之資訊（例如客戶

交易資訊、個人身分資料和客戶財務歷史），以建構應用程式並提供服務服

務。開放銀行之定義、性質或範圍等因各區域監管措施而有差異，部分區域

係由監管機構主導，要求銀行須與第三方共享部分客戶數據，例如建構標準

 
21 Douglas W. Arner et al, “The Evolution of FinTech: A New Post-Crisis Paradigm”, 47 Geo. 

J. Int'l L. , 1274-1276 (2016). 
22 Id. at 1275-1276, 1286-1291; Dirk A. Zetzsche et al, “From Fintech to Techfin: The 

Regulatory Challenges of Data-Driven Finance”, 14 N.Y. U. J. L. & Bus. , 400-402(2018). 
23 BIS, Payment Aspects of Financial Inclusioniin the Fintech Era, 20-24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cpmi/publ/d191.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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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通用之 API，期望透過建構統一之 API 為新的市場進入者提供公平的競

爭環境，以及促進創新、增加競爭；部分國家則選擇由行業推動。儘管許多

金融機構對於許可第三方取得其客戶數據持懷疑態度，但部分機構也將擺

脫封閉環境視為轉機。 

3. Super Apps 

Super Apps 通常由擁有成熟平台技術之大型科技公司提供，為用戶提

供各種服務之一站式服務，大型科技公司通常從單一用途之應用程式（如通

訊軟體、電子商務、乘車、住宿等）開始整合其他金融服務，透過網絡效應

及規模經濟降低成本、改善流程。 

通過將服務擴展到核心產品之外，Super Apps 之目的在於提高客戶忠

誠度，盡可能提高用戶花費在 Super Apps之時間，透過用戶對 Super Apps

之黏著性，使用戶難以改用其他 Super Apps或利用多個應用程式取代 Super 

Apps，進而影響其他競爭者進入市場。 

Super Apps 在中國尤其受歡迎，如支付寶及微信支付即在中國建立龐

大且高度參與之客戶群，且其提供之金融服務早已拓展至支付領域以外，例

如小企業貸款、保險及消費信貸等，Super Apps之提供者利用在 Super Apps

所蒐集之財務數據或非財務數據進行承保決策。但隨著 Super Apps愈來愈

成功，或是為了符合法律或監管之要求，部分 Super Apps開始將金融服務

之部分切割出成為獨立之應用程式。 

（三） 非金融機構進入金融服務之動機 

大型科技公司其主要之業務為數位服務，金融產品只是作為其廣大產

品之一部，由於結合網絡效益（電子商務平台、通訊軟體、搜尋引擎等）及

科技（運用大數據之 AI技術）兩大特色，使大型科技公司在發展金融服務

時展現其獨特之商業模式。大型科技公司利用其現有之網絡及 AI技術分析

其網絡所蒐集到之大量數據，大型科技公司在向小型供應商提供信貸或其

他金融服務時，幾乎不需要任何人力資源之投入，可以說是以成本接近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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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式提供金融服務。 

大型科技公司以較金融機構更低之交易成本、提供更好之資訊或資料

篩選技術，這可能表示大型科技公司能為金融領域帶來更高的效率，但因大

型科技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務多是與其提供之數位服務結合，或是因其網絡

與投資組合而產生外部效益，大型科技公司投入金融服務市場反而產生限

制競爭之效果。大型科技公司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平臺（mobile app platforms）

提供產品或服務之交易，仰賴的已不再是土地、廠房和機器設備，而是數據、

流量及智慧財產，最著名之平台即為「四騎士」(The Four) ―Google、Amazon、

Facebook、Apple(GAFA)所建構之平臺，GAFA 所著重的不再是傳統的，而

是數據、流量和智慧財產。24大型科技公司投入金融服務市場之推力整理如

下表25： 

表 3 大型科技公司投入金融服務市場之推力整理表 

項次 推力 說明 

1 
金融機構為滿足消

費者需求 

企業或消費者得不到銀行服務的情況

下，如擁有銀行帳戶或信用卡之人口比

例較低時，大型科技公司之信用貸款即

有更快增長的機會。 

2 消費者偏好 

當消費者和小企業對大型科技公司所提

供之新技術普遍感到滿意時，更有可能

使用大型科技公司中介提供的金融產

品。 

 
24 公平交易委員會，「數位經濟競爭政策白皮書」初稿，5-6（2022），

https://www.ftc.gov.tw/upload/ebab864a-d164-48da-980b-32e4d5d9a4ce.pdf，最後瀏覽日

期：2022/11/14。 
25 BIS, Bigtech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9-11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publ/work779.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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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力 說明 

3 消費者數據取得 

大型科技公司可以取得消費者數據，此

部分資料有助於大型科技公司評估借款

人和保戶之信用，進行信用和保險評估

或降低中介之成本。 

4 技術優勢 
大型科技公司具備人工智能及機器學習

等新技術，可以更有效處理及篩選數據。 

5 獲取資金 
提供金融服務可以確保大型科技公司擁

有股權以外之資金來源。 

6 金融監管密度較低 

因針對金融科技之法制仍在發展中，而

適用金融機構之法規又不適用於大型科

技公司，從而降低大型科技公司進入金

融服務市場之成本並為大型科技公司帶

來競爭優勢。 

7 缺乏競爭 

現有之銀行或非銀行之貸款機構可能會

因金融監管之機制（例如存款利率上限）

從而有較高之融資成本，使大型科技公

司擁有投入市場之誘因。 

 

（四） 非金融機構提供之金融服務類型 

非金融機構通常均透過建立支付系統而踏入金融領域，而且傾向與現

有之金融機構之活動相結合26。此等進入金融服務業之大型非金融公司（諸

如科技、電子商務與電信公司），又稱為科技金融公司（TechFin），其特

色在於既有業務（如電子商務和電信）本得接觸大規模的客戶（包括消費者

 
26 Rory Van Loo, “Making Innovation More Competitive: The Case of Fintech”, 65 UCLA L. 

REV., 23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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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或小型企業）並累積大量數據，此等數據為科技金融公司提供金融服務

帶來優勢，大型科技公司所提供之金融服務在中國、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

體有極大影響力，尤其是在東南亞、東非和拉丁美洲，利用其龐大的客戶群

和高度的品牌知名度迅速擴張其影響力、提供廣泛之金融服務。目前較具規

模之服務，除了支付領域外，在信用貸款及保險亦有極高影響力27： 

1. 支付 

大型科技公司多數均透過建立支付系統而踏入金融領域，最初之目的

係為克服數位平台買家與賣家間缺乏信賴，買家希望獲得商品，但賣家則只

願意收到款項後才提供商品，因此主要適用於促進其核心業務（例如電子商

務、廣告等），且傾向與現有之金融機構之活動相結合28，大型科技公司之

支付系統已經轉型為其他電子支付方式（例如信用卡或簽帳卡）之替代選

擇。但大型科技公司在支付領域之發展亦有區域之差異，在現存基於銀行所

建構之支付基礎設施占主導地位之區域（例如美國、歐洲、南韓），Google 

Pay、Amazon Pay、Apple Pay、Samsung Pay 等支付服務的創新以及 

Facebook Messenger 支付都仰賴現有信用卡、簽帳金融卡或合作銀行，但在

缺乏支付基礎設施之區域（例如中國），多須建構獨立之支付基礎設施並結

合該公司之核心產品，例如，螞蟻金服的支付寶、騰訊的微信支付。 

大型科技公司所提供之支付服務主要有兩種類型，分為(1)用戶仰賴現

有之第三方基礎設施來處理及結算付款（the overlay system），以及(2)用戶

利用大型科技公司專有之系統進行處理及結算： 

 
27 BIS, “Annual Economic Report”, 57-61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publ/arpdf/ar2019e.pdf (last viewed: 2022/11/14).；FSB, “Bigtech In 

Finance: Market Developments And Potential Financial Stability Implications”, 4-10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fsb.org/wp-content/uploads/P091219-1.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28 Rory Van Loo, supra note 26, at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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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型科技公司提供支付服務之類型 

 仰賴現有之第三方基礎設施 利用大型科技公司專有之系統 

背景 

信用卡在亞馬遜和 eBay 等

電子商務公司嶄露頭角時，

信用卡已經無處不在 

金融機構能提供之支付服務有

限、手機普及率高之區域 

依賴銀行

程度 
仍有很大程度依賴銀行 

較低，但因大型科技公司未參

與傳統金融機構間之結算流

程，故於結算流程仍須仰賴用

戶於傳統金融機構開設之帳戶 

發展區域 經濟較為先進之經濟體 

在其他無現金支付方式（包括

信用卡）滲透率較低的司法管

轄區更為普遍 

舉例 
Apple Pay、 Google Pay、

PayPal 
Alipay、M-Pesa、WePay 

 

2. 信用貸款 

除了支付領域外，大型科技公司在金融領域的活動也迅速擴展到信用

貸款、保險甚至儲蓄和投資產品，雖然與整體信用貸款之市場相比，大型科

技公司所提供之信用貸款所占比例仍相當低，大型科技公司相較於金融機

構所享有之優勢在於，大型科技公司擁有大量之客戶數據（例如自電子商務

或社交軟體活動中所取得之資訊），許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之中小企

業因無法提出經過審計之財務報表而無法符合貸款申請之最低要求，但大

型科技公司可以通過利用其核心業務（例如電子商務）提供之資訊來克服這

些限制，而無需商家提供額外的文件，且可以透過機器學習之方式批准或拒

絕貸款申請人，相較於傳統金融機構嚴重仰賴信貸人員之判斷，可以提高核

貸之速度，亦可以避免人為之偏見影響是否核貸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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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農民等消費者常因無法提出足夠之財務報表等正式文件而

無法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而大型科技公司則可以透過其核心產品獲得消

費者之交易數據判斷是否可以提供貸款，達到普惠金融之目標。 

通過進入廣泛的金融服務領域，大型科技公司與現有之金融機構的競

爭日益激烈。但同時大型科技公司與金融機構也產生多種形式之互動，包含

作為金融機構第三方服務之提供商，如Amazon Web Services、微軟、Google、

谷歌等均為也是大型雲端服務提供商，許多大型科技公司也向金融機構在

內提供工智能和機器學習之特定工具，大型科技公司作為金融機構的供應

商和競爭對手的活動引發了許多潛在的利益衝突，同時也使其在某些市場

的主導市場力量正受到更嚴格的審查。 

依國際結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019年研究報告

之結果，金融科技提供信用貸款之規模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在銀行分支機構

較少之地區，信用貸款之規模較大，但整體而言，目前大型科技公司提供之

信用貸款僅為其他信用貸款之補充，尚無法完全取代金融機構所提供之貸

款29。 

3. 資產管理 

大型科技公司也擴展到資產管理領域，主要透過附屬於大型科技公司

之公司或委託第三方進行管理。受惠於近年有利之市場條件，在貨幣市場基

金之領域亦有大幅的進步。大型科技公司將留在支付帳戶之存款作為短期

投資用於貨幣市場基金（MMF），並分析支付平台客戶之投資、取款模式，

分析客戶之投資、取款模式，透過密切管理貨幣市場基金的流動性，使大型

科技公司可以為客戶提供即時投資，並允許客戶短時間內提取資金之服務。 

4. 保險 

大型科技公司利用其廣泛的客戶網絡和品牌知名度在平台提供第三方

 
29 BIS, “FINTECH AND BIG TECH CREDIT: A NEW DATABASE”, 23-24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publ/work887.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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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產品，產品範圍從醫療保健、航空意外保險到汽車保險產品，並盡可能

結合與大型科技公司平台上提供的其他產品和服務（例如，為行動乘車應用

程式用戶和司機提供的人身意外保險），與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提供所提供

之保險商品相比，大型科技公司的一站式商店旨在更容易獲得、更快捷、更

易於使用。 

本研究盤點 2022 年營收前 20 大科技公司30投入金融服務之範圍如下

表： 

表 5 2022年營收前 20大科技公司所提供之金融服務31 

營收

排名 

Forbes Global 

2000 in 2022 
公司名稱 所提供之金融服務 

1 7 Apple 

(1) Apple Pay and 

Wallet（2022年 6月

6日WWDC宣布將

於 Apple Pay 內建

先 買 後 付 服 務

「Apple Pay Later」
32） 

(2) Apple Card 

(3) iMessage 

(4) Tap to Pay（2022年

6月 6日WWDC宣

 
30 2022年營收前 20 大科技公司係參考以下網站之排名：

https://www.thetealmango.com/featured/biggest-tech-companies-in-the-world/，最後瀏覽日

期：2022/11/14。 
31 本研究團隊依 2022年 6月 12日各科技公司之公開資訊整理。 
32 Apple，https://www.apple.com/apple-events/ (last viewed: 202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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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收

排名 

Forbes Global 

2000 in 2022 
公司名稱 所提供之金融服務 

布） 

(5) Apple Pay Order 

Tracking（2022年 6

月 6 日 WWDC 宣

布） 

(6) Apple 目前正積極

發展自己的支付處

理技術及基礎設

施，以備未來推出

金融產品之用，降

低對外部合作夥伴

的依賴，包括支付

處理、放款風險評

估、詐欺分析、信用

查核、處理客訴等

客服功能等。33 

2 14 Samsung Electronics 

(1) Samsung Pay 

(2) Samsung Pay Card 

(3) Samsung Money 

3 11 Alphabet 
Google Wallet（Google 

I/O 2022中宣布Google 

 
33 Benjamin Pimentelk, “Apple is building its own payments tech so it can be less reliant on 

partners” ( Mar.30, 2022), at https://www.protocol.com/bulletins/apple-payments-fintech-

finance (last viewed: 202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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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收

排名 

Forbes Global 

2000 in 2022 
公司名稱 所提供之金融服務 

Pay 更 名 為 Google 

Wallet） 

4 - Foxconn N/A 

5 12 Microsoft N/A 

6 - Huawei N/A 

7 175 Dell Technologies N/A 

8 34 Meta Platforms 

(1) Facebook Pay 

(2) Novi 

(3) Diem（於 2022年 1

月 31 日宣布資產

出售、縮編） 

9 56 Sony 

於 2020 年將索尼金融

控 股 公 司 （ Sony 

Financial Holdings）轉

換成為獨資事業，藉此

強 化 在 金 融 科 技

（fintech）領域的地位
34 

10 144 Hitachi N/A 

 
34 MoneyDJ理財網，「強化 FinTech！Sony 傳溢價 3成、對金融子公司實施 TOB」

（2020/5/19），https://tw.news.yahoo.com/%E5%BC%B7%E5%8C%96fintech-

sony%E5%82%B3%E6%BA%A2%E5%83%B93%E6%88%90-

%E5%B0%8D%E9%87%91%E8%9E%8D%E5%AD%90%E5%85%AC%E5%8F%B8%E5%

AF%A6%E6%96%BDtob-054500268.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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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收

排名 

Forbes Global 

2000 in 2022 
公司名稱 所提供之金融服務 

11 51 Intel N/A 

12 98 IBM N/A 

13 28 Tencent 

(1) 支付平台（微信支

付、WeChat Pay、

QQ錢包、財付通） 

(2) 財富管理（騰迅理

財通） 

(3) 證券平台（騰迅微

證券、騰訊自選股） 

14 341 Panasonic N/A 

15 497 Lenovo N/A 

16 258 HP Inc. N/A 

17 545 LG Electronics 
LG Pay（2021年 11月

1日結束） 

18 57 TSMC N/A 

19 92 Cisco N/A 

20 291 Xiaomi 

(1)小米錢包 

(2)小米支付（Mi Pay） 

(3)小米貸款 

(4)小米財富 

(5)小米保險 

(6)供應鏈金融服務 

(7)純網路銀行 

 6 Amazon (1)Amazon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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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收

排名 

Forbes Global 

2000 in 2022 
公司名稱 所提供之金融服務 

(2)Amazon Cash 

(3)Amazon Lending 

 33 Alibaba Group 

(1)支付寶 

(2)芝麻信用 

(3)螞蟻聚寶 

(4)網商銀行 

(5)螞蟻小貸 

(6)螞蟻金融雲 

(7)餘額寶 

(8)招財寶 

(9)螞蟻花唄 

(10)天弘基金 

 

（五） 大型科技公司與傳統金融機構之比較 

雖然傳統金融機構擁有許多客戶，且可以為客戶提供多元之金服務，但

到目前為止，除了支付領域外，傳統金融機構在資料之利用上仍不如大型科

技公司有效，其原因有二，包含(1)多數區域之監管政策均要求產業與金融

分離，因此金融機構僅能獲取與帳戶交易相關之數據資料，以及(2)傳統金

融機構不具備連接至其他應用程式之 IT技術，而大型科技公司卻擁有先進

的技術及豐富的數據，使其可以獲得更多客戶之關注，以下整理大型銀行與

大型科技公司競爭之優勢與劣勢35： 

 
35 BIS, supra note 25, at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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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大型銀行與大型科技公司優劣勢比較表 

 大型銀行 大型科技公司 

數據 

優勢 

(1) 經營期間較長，故擁有長時

間且可靠之客戶數據 

(2) 透過與客戶本人之互動，取

得與客戶個人互動之軟資

料（soft information） 

(3) 透過對於客戶隱私之重視

取得客戶之信任 

 

劣勢 

(1) 客戶數量相較於大型科技

公司少，且非金融相關活動

有限，難以取得客戶金融活

動以外之資料 

(2) 交易數據通常僅有單方面

的交易數據（如與其他金融

機構間之往來） 

(3) 不具備數據處理之技術能

力 

劣勢 

(1) 所取得之數據包含可靠及

可能不太可靠之數據 

(2) 相較於銀行可以取得客戶

長時間之金融活動數據，

大型科技公司僅能取得客

戶短期間之數據 

(3) 數據隱私及保護之優先層

級較低，較難取得客戶信

任 

 

優勢 

(1) 擁有大量之客戶數據 

(2) 擁有為蒐集與合併數據而

構建之技術及商業模式 

(3) 可以取得客戶雙向互動之

重要數據 

網路 

優勢 

大型銀行過去已提供大量金

融服務 

 

劣勢 

劣勢 

必須接觸大量客戶群以獲取

網路外部性、獲取客戶數據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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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銀行 大型科技公司 

(1) 大型銀行之活動與數據使

用受法規嚴格監管 

(2) 提供非金融活動服務之邊

際成本高 

(1) 透過廣泛之非金融活動享

有顯著網絡外部性 

(2) 透過 Super Apps一站式服

務等方式提高客戶黏著

性，建構具有潛在高退出

成本之系統 

活動 

優勢 

(1) 在需要個人互動的高利潤

和複雜產品（例如公司金

融、投資銀行）方面具有優

勢 

(2) 多元的金融服務 

(3) 資金來源大量且成本相對

較低 

(4) 風險管理經驗 

 

劣勢 

(1) 欠缺 IT 技術不易發展新服

務 

(2)僅限於金融服務相關活動 

劣勢 

(1) 在重要金融服務（例如抵

押貸款、對大中型公司的

貸款、保險）尚未發展或發

展有限 

(2) 相較起大型銀行可以透過

存戶以較低成本取得資

金，大型科技公司獲取資

金成本較高 

(3) 缺乏監管及風險管理經驗

和專業知識 

 

優勢 

(1) 以接近零的邊際成本提供

商品化服務 

(2) 過去蒐集之商業活動數據

可用於支持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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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國金融科技之發展 

金融服務之提供者除了傳統之金融服務業（即包括金融控股公司、銀行

業、證券業、期貨業、保險業、電子金融交易業及其他金融服務業等），及

以創新方式提供更便民及有效率服務之金融科技業者36，因金融服務業之各

業別均有各自之法令及自律規範，如業者違反規定即可回歸至各相關業法

進行處罰，故主管機關向來對非金融服務業跨足金融服務採取保守之態度。

考量金融科技相關業者之規模不一，且所經營之業務對金融市場或消費者

所帶來之風險亦有程度上之差異，因此我國就金融科技相關業者之監管，採

取國際上發展出之比例與彈性監理、限制性執照之作法37。 

與各國發展趨勢一致，我國之科技公司亦透過建立支付系統踏入金融

領域，以我國支付業為例，即係依業者所辦理之業務為「第三方支付」或「電

子支付機構」依比例原則進行差異化監理。2009 年通過之《電子票證發行

機構管理條例》，以電子票證之形式開啟非銀行業發行多用途儲值支付工

具，非銀行經營第三方中介支付之「第三方支付服務行業」亦於 2012年被

經濟部「第三方支付服務行業」納入行業別，我國並於 2015年完成《電子

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允許非銀行經營電子支付業務，並排除一定規模以下

之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 

隨著電子票證、電子支付之界線愈來愈模糊，我國於 2020 年 12 月修

正《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吸收《電子票證發行機構管理條例》，並擴

大業務範圍38。目前我國計有 11家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及 20家兼營電子支付

 
36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報告書，46（2020），

https://www.fsc.gov.tw/websitedowndoc?file=chfsc/202012241229310.pdf&filedisplay=109082

7%E9%87%91%E8%9E%8D%E7%A7%91%E6%8A%80%E7%99%BC%E5%B1%95%E8%

B7%AF%E5%BE%91%E5%9C%96%E5%A0%B1%E5%91%8A%E6%9B%B8.pdf，最後瀏

覽日期：2022/11/14。 
37 同前註，47。 
38 林育廷，「從蝦皮事件初評 2021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修正」，月旦法學雜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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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含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及 19家銀行），依據金管會銀行局最新之

統計數據（統計至 2022年 8月），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之使用者人數總計有

16,591,970戶39（全台 11家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及 20家兼營電子支付機構已

註冊並開立電子支付帳戶之使用者人數共計 18,566,864 戶，專營電子支付

機構約占 89.3%），茲將我國 11家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整理如下表40： 

表 7 我國 11家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整理表 

 
機構 

名稱 
產品 

使用者人數 

（統計至 2022

年 8月） 

備註 

1 

全盈支

付金融

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 

全盈+PAY 794,141 

首家零售通路結合

金融產業（由全家

便利商店、玉山銀

行，以及 PChome 

集團旗下拍付國際

公司共同打造） 

2 

全支付

電子支

付股份

有限公

司 

全支付 

PX Pay 
471,332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100%投資之

子公司，於 2022年

9月 1日上線 

 
321期，185（2022）。 
39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

serno=202210110002&toolsflag=Y&dtable=News ，最後瀏覽日期：2022/10/19。 
40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網站，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60&parentpath=0,4&mcustomize=FscSearch_Ban

kType.jsp&type=H1&display=false，最後瀏覽日期：20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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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名稱 
產品 

使用者人數 

（統計至 2022

年 8月） 

備註 

3 

悠遊卡

股份有

限公司 

悠遊卡 

Easy Card 
1,848,606  

4 

一卡通

票證股

份有限

公司 

iPASS 

一卡通 
5,176,764  

5 

愛金卡

股份有

限公司 

icash Pay 910,089 

是臺灣第二間電子

票證公司，由統一

超商獨資設立，並

承接原屬其「服務

商品部」之 icash業

務 

6 

遠鑫電

子票證

股份有

限公司 

HappyCash 

有錢卡 
 

2022年 10月 31日

全 面 終 止

HappyCash 卡使用
41 

7 

國際連

股份有

限公司 

PChomePay 

支付連 
35,242 

PChome 網路家庭

旗下子公司「支付

連」百分之百轉投

資的子公司 

 
41 陳依旻，「有錢卡 10月底說 Bye Bye！ 首家票證公司收攤不玩了」，2020年 12月

31日， https://finance.ettoday.net/news/225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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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名稱 
產品 

使用者人數 

（統計至 2022

年 8月） 

備註 

8 

橘子支

行動支

付股份

有限公

司 

橘子支付 

GAME PAY 
473,731 

全台首家啟動專營

電子支付業者。 

9 

街口電

子支付

股份有

限公司 

街口支付 5,808,133  

10 

歐付寶

電子支

付股份

有限公

司 

歐付寶 

O'Pay 
1,011,824  

11 

簡單行

動支付

股份有

限公司 

ezPay 

簡單付 
62,108  

 

隨著 2022年 9月 1日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出資之全支付上線

正式營運，根據金管會 8 月電子支付統計資料，全台已註冊並開立電子支

付帳戶之使用者人數突破 1,800萬人，近年零售通路亦進入支付領域，全家

便利商店推出全盈+PAY，透過點數聯盟策略共享會員數據，透過使用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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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合作夥伴都能累積、折抵全家點數之方式，蒐集會員在其他通路之消費

方式，並預計未來將結合微金融服務42，全聯福利中心則希望透過全支付提

高第一線採買黏著度，與所有通路、消費者建立更近一步關係43。 

在支付領域以外，為引導金融創新發展，金管會自 2015年即積極推動

金融科技，並實施「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除陸續鬆綁法令、建

置友善環境以鼓勵創新外，並推出多項措施如監理沙盒、業務試辦、開放純

網銀、推動開放銀行服務、開放證券型代幣（Security Token Offering, STO）、

推動網路投保業務、設置金融科技創新園區、舉辦金融科技展等。44其重要

推動措施整理如下表： 

表 8 我國金融科技發展推動措施 

序號 推動面向 拖動措施 

1 單一窗口溝通平台 

推動措施 1-1 

強化金管會創新中心作

為議題溝通窗口及跨部

會合作 

推動措施 1-2 

設立金融科技共創平台

（下稱共創平台），協助

推動金融科技發展相關

工作 

2 資料共享 開放金融 推動措施 2-1 

 
42 劉燿瑜、吳美欣，「全盈+PAY 上線一個月，用戶就逼近 40 萬！深度解析背後商

機」，2022年 7月 25日，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65102。 
43 曾智怡，「全聯全支付跨 10萬據點 林敏雄：虧錢 5年也要拚領頭羊」，2022年 8月

24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6561507。 
44 同註 36，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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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面向 拖動措施 

加速推動「開放銀行（開

放金融）」 

第三方服務機構之管

理 

推動措施 2-2 

建立  TSP 合作資訊揭

露制度 

金控及轄下子公司間

分享客戶資料 

推動措施 2-3 

訂定金控轄下子公司客

戶資料共享之相關機制

與規範 

金融市場跨機構間資

料共享 

推動措施 2-4 

訂定金融市場跨機構間

客戶資料共享之相關機

制與規 

範 

跨市場資料共享 

推動措施 2-5 

訂定跨市場客戶資料共

享之相關機制與規範 

3 
法規調適及

倫理規範 

數位金融服務相關法

令 

推動措施 3-1 

整理與增修目前數位金

融服務相關法令規範 

推動措施 3-2 

委外研究訂定｢數位金融

服務管理規範｣之可行性 

推動措施 3-3 

評估數位金融服務之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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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面向 拖動措施 

理採取比例原則、分級管

理或限制性執照之可行

性 

監理沙盒及

業務試辦 
 

推動措施 3-4 

提升監理沙盒之運作效

率 

最佳實務與

倫理道德 
 

推動措施 3-5 

訂定資料分級及資料治

理規範 

推動措施 3-6 

追蹤金融科技發展情況，

研議就特定領域訂定最

佳實務守則並強化消費

者相關認識 

4 能力建構  

推動措施 4-1 

研議建立金融科技證照

制度 

推動措施 4-2 

研議調整金融業負責人

等資格條件及職能基準 

推動措施 4-3 

增加產學合作機制 

推動措施 4-4 

建立監理人員金融科技

學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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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面向 拖動措施 

5 
數位基礎建

設 
 

推動措施 5-1 

研究發展金融行動身分

識別標準化機制 

6 
園區生態系

發展 
 

推動措施 6-1 

建立園區場域實證機制 

推動措施 6-2 

擴充園區場域及功能 

推動措施 6-3 

建立新創業者名錄 

推動措施 6-4 

擴大監理門診參與單位

及統籌處理共通性議題 

推動措施 6-5 

協助新創募資及媒合 

推動措施 6-6 

辦理金融科技獎項 

7 國際鏈結  

推動措施 7-1 

培養國際化金融科技服

務與解決方案團隊，跨國

拓展商業模式與業務 

推動措施 7-2 

招募遴選金融科技形象

大使及廣宣人員 

推動措施 7-3 

持續辦理台北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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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面向 拖動措施 

展或論壇等，展現金融科

技之發展成果 

推動措施 7-4 

以合作強化實質交流與

拓展商機 

8 監理科技  

推動措施 8-1 

推動數位監理機制 

推動措施 8-2 

透過舉辦黑客松發展監

理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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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金融科技與開放銀行政策45 

金融科技在金融管制面帶來之另一重要管制議題即為開放銀行(open 

banking)或開放金融(open finance)，其政策目的在於避免或防止既有金融業

者掌握金融消費者資料藉此排除金融科技業者的競爭。巴塞爾銀行監理委

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CBS))將開放銀行界定為與

第三方開發者或公司分享與借助客戶許可資料建立應用與服務，包括例如

提供即時支付(real-time payments)、帳戶持有者更多金融透明性選擇，行銷

或交互銷售機會等46。換言之，開放銀行係植基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及

數據的銀行業務模式，允許第三方服務提供者於取得客戶同意或授權後接

觸客戶留存於銀行之金融數據47。 

歐洲國會(European Parliament)於 2015年 10月 8日通過修正支付服務

指令（revised Directive on Payment Service, PSD2）。PSD2除對電子支付之

處理與啟動，以及消費者金融數據之保護，引進嚴格安全規定外，另一項重

點即為對以接觸支付帳戶資訊為基礎提供消費者或商業導向之支付服務的

公司，即所謂支付啟動服務提供者（payment initiation services providers, 

PISPs）與帳戶資訊服務提供者(account information services providers, AISPs)，

開放歐盟支付市場，要求通常為銀行之帳戶服務支付服務提供者(account 

servicing payment service providers, ASPSPs)開放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s 

 
45 此節說明，部分改寫自顏雅倫，前揭註 9。 
46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Report on Open Banking and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s (Nov.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bcbs/publ/d486.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47 Giuseppe Colangelo & Oscar Borgogno, Data, Innovation and Transatlantic Competition in 

Finance: The Case of the Access to Account Rule, European Union Law Working Papers No. 35, 

Stanford – Vienna Transatlantic Technology Law Forum, 18-19(Sep. 19,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cdn.law.stanford.edu/wp-

content/uploads/2018/09/colangelo_borgogno_eulawwp35.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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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與其客戶資訊或數據48。PSD2 係以法規強制傳

統與銀行帳戶或提供信用有關之金融業者，於客戶同意之情況下，對支付啟

動服務提供者(PISP)與帳戶資訊服務提供者(AISP)提供必要資訊，明定得獲

取開放資訊之第三方服務提供者、資訊開放範圍與決定者，並依比例原則就

PISPs與 AISPs為不同層次之監管，要求 AISPs須為登記，PISPs則應獲得

主管機關之許可。此外，歐盟銀行業管理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另

透過制定非強制之監管技術標準(regulatory technical standards, RTS)，建立

開放銀行生態參與者間的合作與資訊分享架構。 

英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亦採行一系列包括開放銀行的措施，使消費者

與中小型企業自 2018年 1月起能安全地與其他第三方服務提供者分享其帳

戶資訊，並設立開放銀行實施機構(The Open Banking Implementation Entity 

(OBIE))，負責規劃銀行等用來執行開放銀行政策之應用程式介面（APIs）

規格，以及相關安全、傳訊規格，並制訂開放銀行指導原則等49。針對開放

銀行之比較法制，國內文獻上亦有提及香港與新加坡採非法令強制方式推

動開放銀行等作法50。 

金管會自 2019年開始分「公開資料查詢」、「消費者資訊查詢」以及

「交易面資訊」三階段推動開放銀行，並已於 2020年年底同意華南商業銀

行等 7 家銀行分別與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與遠傳電信股份有

 
48 European Comm’n, “European Parliament Adopts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to Create 

Safer and More Innovative European Payments” (Oct. 8, 2015), http://europa.eu/rapId/press-

release_IP-15-5792_en.htm?locale=en (last viewed: 2022/11/14). 並可見陳志民、陳若暉、顏

雅倫，「支付系統與競爭」，公平交易委員會 107年度委託研究，160-162（2018）。 
49 蔡昌憲、彭冠榮，「開放銀行之管制政策研究－以歐盟與英國的經驗為中心」，月旦

法學雜誌，第 313期，85-89（2021）。 
50 相關文獻可參見臧正運，「開放銀行的關鍵挑戰－第三方服務提供者之治理模式選

擇」，財金資訊季刊，第 97期，8-15（2020）；臧正運，「從國際發展趨勢論我國推動

開放銀行應有之思考」，金融聯合徵信，第 34期，4-1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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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合作辦理開放銀行第二階段「消費者資訊查詢」業務51。金管會並督

導中華民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為「銀行公會」）制定中華

民國銀行公會會員銀行與第三方服務提供者合作之自律規範，銀行依據該

等自律規範與第三方服務提供者簽訂相關契約，規範第三方服務提供者應

具備要件與資格、消費者權益、資安維護措施、法規遵循要求、爭議處理機

制、消費者申訴管道與責任歸屬以及銀行與主管機關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

進行業務檢查等。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為「財金公司」）則建

立「開放應用程式介面管理平台」，制定開放銀行之技術與資安標準。第三

方服務提供者須與個別銀行完成合作契約簽訂，並於合約附件簽署財金公

司「開放應用程式介面管理平台」使用規範聲明書。第三方服務提供者再透

過合作之金融機構，向財金公司申請整合測試，並與金融機構完成合作契約

簽訂後，進行營運上線作業52。 
 

 
51 金管會，「金管會持續推動「開放銀行」邁向第二階段「消費者資訊查詢」新里程

碑」，2020年 12月 31日，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

serno=202012310001&dtable=News，最後瀏覽日期：2022/11/14。 
52 財金公司，「開放 API 服務」，

http://fiscstaging.xinxing.com.tw/TC/Business?CAID=219ca7b9-2ae0-4fee-aedb-

510430c01771，最後瀏覽日期：202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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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金融科技對金融市場競爭之影響 

科技金融公司若不受金融法規限制或負擔法律遵循與資金成本，不但

有礙金融主管機關控管金融系統性風險與執行消費者保護措施，科技金融

機構相對取得執照受監管之金融機構亦獲得不公平競爭之地位53。另一方面

既有金融機構因熟習金融管制法規與執法，並對法規制訂過程較有影響力，

相形之下，金融科技業者進入金融市場面臨之管制經驗學習成本即較高，金

融管制政策上有時亦反而弔詭地阻礙創新與市場進入54。 

金融科技公司提供支付或其他金融服務使過去無法獲得金融服務之消

費者獲得服務，尤其是在中國，大量零售客戶透過 P2P 借貸、眾籌和跨境

支付平台使用金融科技服務，這些零售客戶多為小企業或缺乏信用信用的

人，即過去難以從金融機構獲得金融服務的人。大型科技公司於投入金融領

域初期，多透過與既有之企業合作拓展金融服務，對既有之企業而言，與大

型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可以獲得大型科技公司之創新技術與產品，又使既有

企業能向過去無法獲得金融服務之消費者提供產品及服務，透過成為第一

個為消費者提供新產品和服務的企業而獲取優勢；對於大型金融科技公司

而言，與既有之企業合作可以接觸到既有企業之客戶群，並降低雙方符合監

管法規之成本。大型科技公司所提供之金融服務通常僅為產品或服務之一

部分，例如作為支付、貸款和保險產品之分銷商，或者大型科技公司利用其

蒐集之大量數據協助既有企業進行風險評估、提供信用貸款產品，中國之大

型科技公司阿里巴巴、百度和騰訊即透過與既有之金融機構或新成立之金

融科技公司合作，在其平台提供信用貸款、保險、財富管理等服務，Amazon

則有提供賣家貸款相關之計畫，且與美國銀行在小企業貸款方面建立合作

夥伴關係55。 

 
53 Zetzsche et al, supra note 22, at 395-396, 444-445. 
54 See Mirit Eyal-Cohen, “The Cost of Inexperience”, 69 ALA. L. REV., 859 (2018). 
55 FSB, “FinTech and market structure in financial services: Market developments and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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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金融機構之商業模式依賴大量優質、穩定的客戶關係，自有流動性

盈餘之客戶處籌集存款，再將存款借貸給有資金需求之企業、消費者，從中

獲取(1)利息差及中介費用、(2)交叉銷售其他金融服務和產品（例如支付、

儲蓄、保險、財富管理）賺取費用和其他收入，而大型科技公司透過取得客

戶之數據也進入金融服務市場，且其所提供之金融服務多是傳統銀行高收

入之部分，此外，大型科技公司亦向傳統金融機構提供技術服務、收取技術

使用費，使得大型科技公司可以同時透過技術及客戶關係來影響現有之金

融機構。大型科技公司所能提供之技術也影響保險領域，大型科技公司可以

24 小時提供快速、便捷的服務，且客戶無需聯繫保險經紀人及可以物聯網

等方便的介面取得保險服務，大幅提高客戶之使用體驗56。 

然而大型科技公司獲得之大量數據，使其進入支付或金融領域獲得廣

泛之重視，美國之競爭主管機關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針對金融消費者保護署（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CFPB）之詢問，即提出三個關於大型科技公司支付平台（Big Tech 

Payment Platforms）應關注之議題57： 

(一) 參與支付和金融服務使大型科技公司得以鞏固、擴大其市場地位，並取

得獲得數據及人工智能技術之特權 

大型科技公司擁有來自其非金融服務業務所蒐集之客戶數據，若大型

科技公司也涉足支付處理和其他金融服務領域，其結構性地位以及龐大之

數據資料庫，使其能夠以潛在的反競爭和剝削方式鞏固和擴大其市場地位。

 
financial stability implications”, 11-12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fsb.org/wp-

content/uploads/P140219.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56 Id. at 11-12. 
57 FTC, “RE: CFPB’s Inquiry into Big Tech Payment Platforms” (Docket No. CFPB-2021-

0017-0002), 1-6(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legal-library/browse/cases-

proceedings/public-statements/comment-submission-chair-lina-m-khan-cfpbs-inquiry-big-tech-

payment-platforms (last viewed: 202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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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型科技公司通常已具有最先進之技術用於處理大數據，包括雲計算、

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使其具有獨特之數據分析能力，例如大型科技公司可

以將蒐集到關於支付和消費資訊之數據帶來顯著之競爭優勢及廣告收益，

而大型科技公司再利用支付和消費資訊之數據提供金融商品，獲取消費者

更詳細之數據資料，並進一步鞏固在原本已佔有優勢的市場繼續維持優勢

地位。隨著傳統信用評分模型勢微，以非傳統數據代替信用評分被廣泛採

用，大型科技公司之優勢將會持續擴大。 

(二) 大型科技公司使用演算法進行金融服務，可能加劇歧視、偏見和不透明

之隱憂  

因演算法通常由私人公司開發、使用，其評估之方式亦受保密聲明保

護，從而如何識別潛在之偏見或不準確的決定更加困難，因此如何審查及調

查演算法是否具有潛在之非法偏見有其重要性。 

(三) 大型科技公司同時作為支付和身分驗證提供商，可能導致風險集中並

造成單點故障（single points of failure） 

大型科技公司同時作為金融服務提供者和身分驗證提供者，可能為小

型企業帶來被任意鎖定之可能性，任何一個社交網路平台與與財務狀況無

關之情況，都有可能導致小企業之帳戶遭到禁用，進而影響該平台所提供之

金融服務，加以大型科技公司禁止帳戶或中斷訪問之標准通常相當含糊，更

加劇小企業被任意鎖定之風險。此外，允許大型科技公司拓展到支付和金融

服務領域也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大型科技公司將原本獨立無關之領域連

結，導致過去僅影響一個領域之中斷、技術漏洞，將可能因大型科技公司基

礎設施集中化產生具有系統影響的後果，因此如何防範系統脆弱性至關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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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歐美對金融產業之競爭法議題與案例 

第一節 美國的發展 

一、 金融業結合管制特別規定 

（一） 銀行控股公司法與銀行合併法相關規定 

銀行控股公司法 (The Banking Holding Company Act) 規定，銀行控股

公司收購或與任何銀行或銀行控股公司合併時，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以下簡稱為「美國聯準會」 )應考量競爭因素 

(competitive factors)，不應許可會形成獨占或促成任何意圖獨占任何相關市

場之銀行業務的收購、合併或結合，亦不應許可其效果得實質減少競爭或傾

向形成獨占之收購、合併或結合，除非系爭交易之公共利益 (public interest)，

諸如符合社區便利與需要，超越系爭交易之限制競爭效果58。銀行合併法 

(The Bank Merger Act) 亦有文字幾近相同的類似規定，而如收購、承受或存

續銀行為國家銀行  (national bank) 或聯邦儲蓄協會  (Federal savings 

association) ，主管機關為美國通貨監理署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59。

銀行控股公司法與銀行合併法該等規定之文字，均係援引美國克來登法與

薛曼法，銀行控股公司法與銀行合併法該等規定於實際適用上亦實質近似

60。 

雖然銀行控股公司法與銀行合併法將反托拉斯法要件整合進許可評估

因素中，但實際上這些條款對防止區域當地性獨占無效。鑑於該等條款混合

審慎監理與反托拉斯法規定，銀行主管機關往往於衡量銀行因素與競爭因

 
58 12 U.S.C. §1842(c)(1). 該條(c)項所列美國聯準會應審酌因素尚包括銀行業務與社區因

素 (banking and community factors)、監理因素 (supervisory factors)、某些銀行股份質押借

款 (treatment of certain bank stock loans)、管理資源 (managerial resources)、洗錢 (money 

laundering)以及金融穩定 (financial stability)。 
59 12 U.S. C. §1828(c)(2) and (5). 
60 Michael S. Barr et al, Financial Regulation: Law and Policy, 717-718, 2nd(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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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後，基於合併後銀行增強償付能力 (solvency) 的利益超越潛在限制競爭

效果而許可結合案。於 1950與 1960年代，美國司法部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 顧慮銀行領域欠缺反托拉斯法保護，故依據傳統反托拉斯

法挑戰大型銀行之合併與收購案。於 1963年的 United States v. Philadelphia 

Nat. Bank 案中，美國最高法院認定傳統反托拉斯法適用於商業銀行業 

(commercial banking) ，即令銀行合併法規定銀行主管機關於許可該法所規

範之結合案前應考量競爭因素，但並未豁免經銀行主管機關許可之結合案

不受聯邦反托斯法適用61。此案建立銀行結合案之雙軌審查系統，即 DOJ與

銀行主管機關平行審查銀行結合案，並相互溝通協商。就銀行合併法所規範

之結合案，負責之銀行主管機關於許可前須自 DOJ取得競爭分析報告。就

銀行控股公司法所規範之結合案，DOJ報告雖非法令所須但通常仍會提交。

銀行主管機關通常需費時數月才會許可結合案，一旦銀行主管機關許可結

合案，該結合案仍須等待三十天，在此三十天內 DOJ得依據傳統反托拉斯

法挑戰該結合案62。由於 DOJ 得在銀行主管機關許可銀行結合案後三十天

內挑戰結合案，故 DOJ在和解協商中享有槓桿優勢63。 

綜合而論，受銀行合併法與銀行控股公司法規範之銀行控股公司與銀

行結合案，一般豁免依哈特—斯科特—羅迪諾反托拉斯改進法（Hart-Scott-

Rodino Antitrust Improving Act，以下簡稱為「哈特—斯科特—羅迪諾法」）

為結合申報，惟須取得銀行主管機關事先許可，且銀行主管機關得允許限制

競爭但在其他方面符合公共利益之結合案。而銀行結合案於取得銀行主管

機關許可後三十天內仍不能完成結合，DOJ 得在該三十天內依一般反托拉

 
61 United States v. Philadelphia Nat. Bank, 374 U.S. 321, 350-357(1963). 
62 Barr et al, supra note 60, at 719-720. 
63 Jonathan M. Richa & Thomas G. Scriven, “Bank ConsolIdation Caused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How Should the Antitrust Division Review “Shotgun Marriages”?”, 8 ANTITRUST 

SOURCE1 (2008); 顏雅倫，前揭註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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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法挑戰該結合案。惟金融控股公司收購保險、證券或非金融公司仍適用哈

特—斯科特—羅迪諾法的事前申報規定64。 

（二） 瑞格－尼爾跨州銀行與分行法與陶德法蘭克法之存款或合併責任上

限規定 

瑞格－尼爾跨州銀行與分行法 (Riegle-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Act of 1994，以下簡稱為「瑞格－尼爾法」)禁止聯邦聯準會許可

存續銀行控股公司會持有超過全國參加存款保險之存款總額 10%或任何一

州參加存款保險之存款總額 30%的結合案。瑞格－尼爾法並允許各州以法

令或規定或行政命令，免除該州關於位於該州銀行跨州併購或收購之 30 %

的集中度限制，惟不得歧視他州之參與結合者65。此外，此存款上限規定不

限制銀行控股公司收購儲蓄機構 (thrift) 或工業銀行 (industrial bank) 蓋後

兩者並非瑞格－尼爾法所界定之銀行。也因此美國聯準會於 2008年金融危

機期間據此准許集中度更高之金融機構的結合案，例如 Bank of America收

購 Merrill Lynch 後，即可掌控參加存款保險之存款機構所有存款總額的

11.9%66。 

2010 年的陶德法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 (Dodd-Frank Wall 

 
64 Carnell, The Law of Banking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 204, 4th ed. (2009); 顏雅倫，前揭註

1，86；Barr et al, supra note 60, at 719-720. 
65 瑞格－尼爾法的前述規定，有三個主要的漏洞。第一，此一存款上限只適用於跨州銀

行併購，並不限制總公司位於同一州的銀行間併購；第二，該存款上限不適用於儲蓄機

構 (thrift institution)或工業銀行(industrial bank)，因為這些機構非瑞格－尼爾法所定義的

銀行。第三，該存款上限限制也不適用於收購或併購支付不能或有支付不能危險的銀

行，此即所謂垂危銀行例外(failing bank exception)，See Jr. Arthur E. Wilmarth, “The Dodd-

Frank Act: A Flawed and Inadequate Response to the Too-Big-to-Fail Problem”, 89 OR. L. REV., 

991-992 (2011); Jr. Arthur E. Wilmarth, “Reforming Financial Regulation to Address the Too-

Big-to-Fail Problem”, 35 BROOK. J. INT'L L., 750-751 (2010); 12 U.S.C. 1842(d)(2), § 

1831(b)(2)(D); 中文相關說明則一併參見顏雅倫，前揭註 1，127。 
66 Barr et al, supra note 60, at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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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以下簡稱為陶德－法蘭克法)第

622條規定，依據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 (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 

FSOC) 之建議，為收購之金融公司（金融公司包括參與保險之存款機構、

銀行控股公司、儲蓄與貸款控股公司(savings and loan holding company)、控

制參與保險之存款機構的公司、由美國聯準會監管之非銀行金融公司以及

得作為銀行控股公司之外國銀行或公司），如於交易完成時之總合併責任超

過交易前一日曆年度終止時所有金融公司全數合併責任  (consolidated 

liabilities) 的 10%，即不得合併、結合或收購全部或重要部分資產或另行取

得其他公司控制權67。此一規定亦限制以資本市場資金而非存款為主的大型

金融公司(e.g. Citigroup, Goldman 與Morgan Stanley)透過併購或結合擴張68。

惟若聯邦準備系統理事會事前書面同意，前述集中度限制得不適用於收購

無法支付或已有不能支付危險的銀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FDIC) 依法對被保險存款機構提供協助時，

以及該收購行為僅微量增加該金融公司之責任等情況69。 

就跨州結合交易 (Interstate Merger Transactions)，陶德－法蘭克法第

623 條(a)項則規定主管機關不得許可結合後之參與存款保險機構 (resulting 

insured depository institution，包括結合後參與存款保險機構之所有從屬參與

保險存款機構)於交易完成時將控制超過美國參與保險存款機構之存款總額

10%的跨州結合交易。但此規定不適用於涉及一個以上支付不能、有支付不

能危險或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依據聯邦存款保險法第 13條(12 U.S.C. 1823)已

 
67 所謂責任(liabilities)，對美國金融公司而言，係指金融公司所有風險加權資產(risk-

weighted assets)，再扣除全數規定資本(regulatory capital)。而所謂風險加權資產與規定資

本，係依據適用於銀行控股公司的風險基礎資本原則 (risk-based capital rules) 認定。至

於保險公司或由美國聯準會監管之非銀行金融公司，則依美國聯準會發佈之規則認定；

see 12 U.S.C.A § 1852(a)(3). 
68 Jr. Arthur E. Wilmarth, supra note 65, at 991-992. 
69 12 U.S.C.A § 185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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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協助之參與保險存款機構的跨州結合交易70。 

除此之外，陶德－法蘭克法第 623 條(a)項就銀行控股公司之跨州收購

規定，美國聯準會不得准許已控制或於交易完成時將控制超過美國參與保

險之存款機構存款總額 10%（包括所有併購者關係企業的被保險存款機構）

的銀行控股公司（包括其所有從屬參與保險存款機構）收購參與保險存款機

構申請。惟此一規定不適用於涉及支付不能、有支付不能危險或聯邦存款保

險公司依聯邦存款保險法第 13條(12 U.S.C. 1823)提供協助的被保險存款機

構的收購71。儲蓄與貸款控股公司(Savings and Loan Holding Companies)之收

購亦有類似限制與除外規定72。 

 

（三） 陶德－法蘭克法次序清算之反托拉斯審查程序 

依據陶德－法蘭克法第 210條規定，擔任破產管理人之 FDIC將適用陶

德－法蘭克法清算程序之金融公司與他公司合併或移轉該金融公司之任何

資產或責任時，該交易如須經聯邦主管機關許可，其於負責之聯邦主管機關

許可日後五日內不得完成；如該等許可須競爭因素報告時，負責許可之聯邦

主管機關應立即將該交易通知美國司法部長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司法部長則應於不晚於該請求日後十日內提供所須報告。

若系爭交易應依克來登法第 7A條為申報，所須等待期間於司法部長與聯邦

貿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收到通知之日後十五日終止，

除非該等待期間依克來登法第 7A條提前終止或延長。清算程序之過度金融

公司 (bridge financial company)73為合併或銷售的交易，亦有類似之通知與

 
70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623(a);12 U.S.C. 1828(c) 
71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623(b); 12 U.S.C. 1843. 
72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623(c), 12 U.S.C. 

1467a(e)(2). 
73 所謂過度金融公司係指為清算金融公司而由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設立之新金融公司，see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210(a)(3), 12. U.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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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期間程序74。 

 

二、 搭售行為之禁止 

銀行控股公司法第 106 條禁止銀行於提供信用、租賃或銷售任何財產

或提供任何服務，或固定或變動商品或服務之對價時，以客戶自該銀行或其

關係企業（包括該銀行之銀行控股公司與該銀行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取得額

外的信用、財產或服務及其獨家交易安排，或對該銀行或其關係企業提供某

些額外的信用、財產與服務等為條件。但該等規定僅即於銀行的搭售本身，

並未禁止銀行關係企業所為的搭售75。美國聯準會並規定此一規定亦適用銀

行控股公司之行為76。 

此等搭售行為禁止亦有例外規定，例如銀行得以該銀行本身的貸款、折

扣、存款或信託服務作為搭售產品（此即所謂傳統銀行產品(traditional bank 

product)例外），亦允許銀行要求客戶提供銀行關於且通常與貸款、折扣、

存款或信託服務併同提供之信用、財產或服務(related to and usually provided 

in connection with a loan, discount, deposit, or trust service)。銀行亦得為確保

信用穩健性課與借款人從他處借款的合理限制77。傳統銀行產品例外的例子

之一，為貸款協議包括彌補餘額 (compensating balance) 條款即規定借款人 

(borrower) 在貸款銀行 (the lending bank) 維持一定存款78。惟銀行控股公司

法第 106 條之例外行為並未豁免反托拉斯法，故其若違反反托拉斯法，仍

會衍生反托拉斯法相關責任。除此之外，聯邦準備理事會的規定也允許銀行

 
§5390(a)(3). 
74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210(a)(1)(G), (d)(11), 12 

U.S.C. §5390(a)(1)(G), (d)(11). 
75 12 U.S.C. §1972(1); CARNELL, ET AL., supra note 64, at 416-417. 
76 Barr et al, supra note 60, at 725. 
77 12 U.S.C. §1972(1)(A), (C) and (E). 
78 Barr et al, supra note 60, at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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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身能搭售的範圍內，為其關係企業的利益從事搭售行為79。 

故銀行只要係提供自身之貸款、折扣、存款或信託服務，即能以其關係

企業的貸款、折扣、存款或信託服務作為搭售產品；同樣地，銀行在其得要

求客戶提供信用、財產或服務的範圍內，得要求客戶提供信用、財產或服務

予該銀行的關係企業80。聯邦準備理事會也針對合併餘額折扣(combined-

balance discount)提供安全港規定，銀行得依據客戶在銀行指定產品（即合格

產品(eligible products)）所維持的合併最低餘額，就其產品或產品組合提供

客戶折扣費率。惟該合格產品必須包括存款，但亦可包括除傳統銀行產品以

外的產品，例如保險，但存款帳戶餘額之最低餘額比例必須與非存款產品相

同81。 

銀行控股公司法之禁止搭售條款類，類似休曼法第 1 條與克來登法第

7條，但兩者仍有不同。該等搭售行為必須是銀行業界罕見狀況，且其成立

無須市場力量、相當市場占有率或限制競爭效果82。DOJ於 2003年就美國

聯準會對銀行控股公司法第 106 條禁止搭受限制之解釋與遵循指導曾為信

評論，擔憂銀行控股公司法第 106 條僅適用於銀行，造成銀行於其等與非

銀行競爭之市場上面臨不利，因而減損競爭與損害消費者，故建議美國聯準

會於解釋適用銀行控股公司法第 106 條時，應採與聯邦反托拉斯法一致之

標準或擴張銀行控股公司法第 106條例外的範圍83。 

 
79 CARNELL, ET AL., supra note 64, at 417. 
80 Id.;12 C.F.R. § 225.7 (b)(1). 
81 12 C.F.R. § 225.7(b)(2); BARR ET AL, supra note 60, at 725. 
82 Phillip Areeda, et al., Antitrust Law: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Vol. IB 43-44, 3d ed. (2006). 關於前述銀行控股公司法第 106 條禁止搭售條款

之中文說明，並請參閱顏雅倫，前揭註 1，87-89. 
83 Letter from R. Hewitt Pate,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Jennifer J. 

Johnson, Secretory, B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 Reserve Sys., Re: Comments on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s Interpretive and Compliance GuIde to the Anti-Tying Restrictions of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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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險業 

（一） 聯邦反托拉斯法 

聯邦反托拉斯法與保險業最相關之法規為 1890 年所頒布的薛曼法案

（Sherman Act），規定任何限制各州之間或與外國之間貿易或商業契約、

信託或其他形式的聯合或共謀均被宣佈為非法84，並且任何人壟斷或企圖壟

斷，或與任何其他人或多人聯合或共謀，壟斷各州之間或與外國之間的貿易

或商業的任何部分，均應被視為重罪85。但是，大多數保險市場並不存在單

一公司及具有主導市場之力量，而使薛曼法第 1 條之重要性對於保險業而

言遠大於第 2條。此外，薛曼法案之規範僅有兩條規定，且並未以精確或清

晰的方式表達，法規本身也沒有進行清楚定義86，被認為是自由企業的大憲

章87，僅明確訂定旨在限制反競爭行為，其餘則是取決於司法解釋及法院判

決。因而，國會於 1914年更進一步制定克來登法案（Clayton Act），以彌

補薛曼法案之缺陷，與保險業較為相關者，在於禁止可能造成壟斷或大幅減

少競爭之公司併購行為88，並且禁止董事於競爭公司中任職89，而當保險公

司之商業活動，具有是否違反競爭發之質疑時，則應先行判斷該行為是否基

於保險業之特殊性，受到麥卡倫・佛格森法案之反托拉斯豁免。 
 

106 of the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Amendments of 1970”, Docket No. R-1159, 1-2 (Nov. 7, 

2003), available at https://www.justice.gov/sites/default/files/atr/legacy/2008/04/01/201459.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84 15 U.S.C.A. § 1.  
85 15 U.S.C.A. § 2. 
86 Apex Hosiery Co. v. Leader, 310 U.S. 469, 487–88, 60 S. Ct. 982, 988–89, 84 L. Ed. 1311 

(1940). 
87 United States v. Topco Assocs., Inc., 405 U.S. 596, 610, 92 S. Ct. 1126, 1135, 31 L. Ed. 2d 

515 (1972). 
88 15 U.S.C.A. § 18. 
89 15 U.S.C.A.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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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麥卡倫．佛格森法案 

1. 立法背景 

美國早期對於保險業監管究竟係屬州法監理，亦或是聯邦法規監理，爭

論不斷，直至 1886年最高法院在 Paul v. Virginia案90中，認定即是當事人

雙方身在不同的州，保單簽發仍非屬州際貿易，僅是一份損失補償合約，而

使其後普遍認為美國聯邦競爭法薛曼法案及其他反托拉斯法案，不適用於

保險業，保險業應完全由各州主管機關進行監管，而使保險監管成為州法規

之專屬監管領域。 

然而，在 Parker v. Brown案91中，最高法院則從目的、背景及立法歷史

的脈絡，對薛曼法案進行分析，認為聯邦反托拉斯法並非旨在限制州行為 

(state action)，而是旨在限制企業透過合併而限制競爭，或企業透過聯合行

為達到壟斷的企圖，因此州與聯邦之間的權力分配，應係建立於聯邦原則之

上。若州主管機關行使其本身的立法權限，制定相關監管規範時，國會亦未

有相關監管限制時，則國會並不能輕易推翻州監管規定。因此，國會之監管，

係必須源自於明確的國家政策，而反競爭政策便是如此，而必須受到國家的

積極監督。因而在 1944年的 United States v South-Eastern Underwriters Asso.

案92中推翻了 Paul v Virginia案的見解，在該法院的判決見解中認為保險交

易整體而言仍是受聯邦監管，國會並未將保險公司從薛曼法中豁免。此見解

引起了州保險主管機關對於保險業監管權利受到國會侵蝕的擔憂，特別是

保險費率制定之監管。因此，國會於 1945 年制定了麥卡倫．佛格森法案。 

 
90 Paul v. State of Virginia, 75 U.S. 168, 19 L. Ed. 357 (1868), overruled in part by United 

States v. S.-E. Underwriters Ass'n, 322 U.S. 533, 64 S. Ct. 1162, 88 L. Ed. 1440 (1944). 
91 Parker v. Brown, 317 U.S. 341, 63 S. Ct. 307, 87 L. Ed. 315 (1943). 
92 United States v. S.-E. Underwriters Ass'n, 322 U.S. 533, 64 S. Ct. 1162, 88 L. Ed. 1440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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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案內容 

麥卡倫．佛格森法案制訂於 1945年，為聯邦主義對於保險業監管之宣

示，宣告對於保險業之監理以及從業人員稅務相關規範若符合公共利益，係

屬於州政府的立法權限93。除非聯邦法有特殊規定，州政府針對保險業務所

設之規定，或對於保險業所加諸之費用與稅務，不會因聯邦法之規定而無效

94。不受州法監理之保險業務，則可以適用 1948年修訂之薛曼法案（Sherman 

Act）、1914年之克來登法案（Clayton Act）、以及 1914年聯邦貿易委員會

法案（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95。若是保險業務涉及任何抵制、脅

迫或恐嚇之協議與行為，則不會受到麥卡倫・佛格森法案的豁免，而應適用

薛曼法案之規範96。若是有關保險公司歷史損失數據之共享、共同商討損失

發展係數、費率精算制定、約定標準化保單條款97，而可以有利於保險經營，

促進消費者權益，則可以適用麥卡倫．佛格森法案得到聯邦法規的豁免，而

不受競爭法的相關限制。因此便有學者認為麥卡倫．佛格森法案縱然賦予各

州對於保險業務和保險業從業人員監管及課稅之權利，但並未完全放棄聯

邦對於這些業務的管轄權98。 

此外，麥卡倫．佛格森法案之訂定，僅包含 5條法律規範99，並僅對於

部分詞彙有所定義，例如：「反托拉斯法」與克來登法案之定義相同100，包

 
93 15 U.S.C.A. § 1011. 15 U.S.C.A. § 1012(b). 
94 15 U.S.C.A. § 1012(b). 
95 15 U.S.C.A. § 1012(b). 
96 15 U.S.C.A. § 1013(b). 
97 15 U.S.C.A. § 1013(c)(2). 
98 Richard Cordero, “Exemption or immunity from federal antitrust liability under McCarran-

Ferguson Act (15 U.S.C.A. §§ 1011-1013) and state action and Noerr-Pennington Doctrines for 

business of insurance and persons engaged in it”, 116 ALR Fed 163, 180 (1993). 
99 15 U.S.C.A. § 1011-1015. 
100 15 U.S.C.A. § 1013(c)(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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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保護貿易和商業免受非法限制和壟斷的法案101；「健康保險業務」包含牙

科保險，但不包含人壽保險業務、年金險、財產險、意外傷害保險102；「歷

史損失數據」則為保險公司所支付的理賠金額或已報未決的賠款準備金103；

「損失發展因子」係指保險公司未理賠損失而針對賠款準備進所做之調整

104。但是何為所謂「保險業務（Business of Insurance）」國會未對其有所著

墨，何謂「抵制、脅迫或恐嚇之協議或行為」亦無明確定義，而產生其適用

範圍上相當大的爭議，有待法院判決之累積對其進行解釋。 

綜合前述，則可以歸納麥卡倫・佛格森法案之豁免要件有三，分別為構

成保險業務、受州法律監管以及不構成抵制、脅迫及恐嚇105，除了要求該業

務為保險業務之一部分，其業務更必須具有州法規監管之依據106，在三者均

滿足時，才能受到反托拉斯法的豁免107。 

3. 保險業務 

麥卡倫・佛格森法案所稱之保險業務，並不包括保險公司的所有活動

108，在 Union Labor Life Insurance Co. v. Pireno 案中，法院明確指出構成保

險業務的三個要素，首先為該行為是否具有移轉或分散保單持有人風險的

效果，其次該行為是否為保險公司與保單持有人間的契約組成成分，最後則

是該行為是否僅限於保險業內的從業實體得以實施109，並且在實務運作上，

 
101 15 U.S.C.A. § 12. 
102 15 U.S.C.A. § 1013(c)(3)(B). 
103 15 U.S.C.A. § 1013(c)(3)(C). 
104 15 U.S.C.A. § 1013(c)(3)(D). 
105 Michael G. Cowie, “Health Insurance and Federal Antitrustlaw: An Analysis of Recent 

Congressional Action”, 9 Antitrust Source 1 (2009). 
106 Richard Cordero, supra note 98, at 219. 
107 Michael G. Cowie, supra note 105. 
108 Id. 
109 Union Lab. Life Ins. Co. v. Pireno, 458 U.S. 119, 102 S. Ct. 3002, 73 L. Ed. 2d 647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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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僅將其視為指標性界定要素，並不以三者條件均滿足為必要110，以下將

分別介紹之。 

(1) 移轉或分散保單持有人的風險 

Pireno 案中所提出的判斷標準，首先係從保險的本質出發，因此該保

險業務之特性，必須涉及有移轉或分散保單持有人風險之功能。若該涉及反

競爭規範行為，僅係保險公司與非保險公司之間的共謀，不具有移轉或分散

保單持有人風險之功能，則該行為並非麥卡倫・佛格森法案所稱之保險業

務，而無法受到豁免，應適用競爭法為規範111，如：保險公司販售可變年金

險112，可變年金險雖是以被保險人之死亡率作為定價基準，但是仍是由被保

險人承擔投資變動之風險，並未將風險移轉於保險公司，並且該業務並非保

險業所獨有，因此，可變年金險並非可報豁免的保險業務。在 Royal Drug案
113中，保險公司與藥房做成服務售價協議，而產生潛在的反托拉斯責任，便

產生了該保險公司是否受到麥卡倫・佛格森法的反托拉斯法規豁免的問題。

在本案的判決中，法院認為保險公司與服務提供者之間的售價協議，並非屬

於移轉保單持有人風險的保險業務，其售價協議之功能在於降低保險公司

之理賠成本，並非屬被保險人的風險分散。在汽車保險公司與服務提供商之

間的協議亦是如此114，若保險公司與汽車修理服務提供商協議以較低價格

 
110 See Sparkes v. Morrison & Foerster Long-Term Disability Ins. Plan, 129 F. Supp. 2d 182, 

186 (N.D.N.Y. 2001). UNUM Life Ins. Co. of Am. v. Ward, 526 U.S. 358, 119 S. Ct. 1380, 143 

L. Ed. 2d 462 (1999). 
111 Hill v. Nat'l Auto Glass Co., No. 49947 OJC, 1971 WL 536, at *1 (N.D. Cal. June 1, 1971). 
112 Sec. & Exch. Comm'n v. Variable Annuity Life Ins. Co. of Am., 359 U.S. 65, 79 S. Ct. 618, 

3 L. Ed. 2d 640 (1959). 
113 Group Life & Health Insurance Company, Etc., Et Al., Petitioners, V. Royal Drug Company, 

etc., et al,440 U.S. 205, 99 S.Ct. 1067, 1073(1979). 
114 See Proctor v. State Farm Mut. Auto. Ins. Co., 675 F.2d 308, 336 (D.C. Cir. 1982), Quality 

Auto Body, Inc. v. Allstate Ins. Co., 660 F.2d 1195, 1203–04 (7th Cir.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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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汽車，便介紹較多業務給該汽車服務提供商，仍有垂直交易限制的競爭

效果，且該協議是用於降低保險公司的經營成本，仍會對於保險公司的競爭

對手產生限制競爭的效果，因此並非屬移轉保單持有人風險的保險業務，仍

應受到競爭法所管制。 

惟亦有法院對於保險公司與服務提供商間的協議是否屬保險業務持不

同見解115，其認為自法案的立法目的以觀，係為了要促進保險公司間損失數

據共享，以增進費率制定的準確度，並促進保險公司間的市場競爭，而在保

險費率之制定，維修成本便包含在內，關係到保費之計算，屬於費率制定之

一環，而屬於保險業務的一部分。 

(2) 保險公司與保單持有人間的契約組成成分 

Pireno 案第二個判斷標準則是針對該特定行為判斷是否屬於保險公司

與保單持有人之間的契約要素，更加凸顯出「保險業務(Business of insurance)」

與「保險公司業務(Business of insurers」之間的差異116。由於保險公司部分

業務是由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招攬，因此在 Pireno 案第二判斷標準聯

邦法院認為亦包含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117，然而對於經紀佣金是否屬

於保險業務，最高法院則持保留態度118。在 Jesse Ray v. United Family Life 

Insurance Company案119中，法院認定若保險公司試圖使保險代理人公司獨

家銷售單一保險公司保單，則非屬保險業務，不受競爭法豁免。 

(3) 僅限於保險業內實施 

Pireno 案的第三個判斷標準，則是以該行為是否僅實施於保險業內。

 
115 Proctor v. State Farm Mut. Auto. Ins. Co., 675 F.2d 308, 322–24 (D.C. Cir. 1982). 
116 Uniforce Temp. Pers., Inc. v. Nat'l Council on Comp. Ins., Inc., 87 F.3d 1296, 1299 (11th 

Cir. 1996). 
117 Owens v. Aetna Life & Cas. Co., 654 F.2d 218, 226 (3d Cir. 1981). 
118 Coro Brokerage, Inc. v. Rickard, 29 N.J. 295, 301, 148 A.2d 817, 821 (1959). 
119 Ray v. United Fam. Life Ins. Co., 430 F. Supp. 1353 (W.D.N.C. 1977). 



58 

以 Nurse Midwifery Associates, Et Al. v. B.K. Hibbett, M.D. 案120為例，在該案

中原告為兩名助產士及一名婦產科醫生，被告則為多位醫生、醫院以及保險

公司，原告向法院起訴被告，起訴聲明被告聯合禁止原告於醫院之特權，並

且取消其醫療事故保險，有違薛曼法案之規範121，法院判決則認為被告之作

法，並不屬於保險業務之部分，完全不屬於保險行業內之行為，與麥卡倫・

佛格森法案為鼓勵業內費率合作之要旨無關，因此該行為係屬於非保險市

場之限制競爭行為，非麥卡倫・佛格森法案之豁免對象122。 

4. 州法規監管 

麥卡倫法案除了要求構成「保險業務」外，該受質疑的行為，亦應受到

州法規的監管。州法規監管的概念相當廣泛，只要是州立法普遍禁止、允許

或以其他方式規範相關行為並授權通過行政監督計劃執行123，均符合麥卡

倫法案第二要件的要求，而可豁免適用聯邦反托拉斯法，包含商業和專業法

規124、州反托拉斯法125，而若是州法未規範，則仍受聯邦反托拉斯法規規範。

在 Humana v. Mary Forsyth案中，最高法院更進一步限縮麥卡倫法案所設定

的豁免範圍，認為只要是麥卡倫法案未排除適用、與州法規不直接衝突、不

會阻礙任何已宣布的州政策或行政制度的聯邦法律，均得適用126。然而，

「州法規監管」並非確定的法律概念，應監管到何種程度，麥卡倫・佛格森

 
120 Nurse MIdwifery Assocs. v. Hibbett, 549 F. Supp. 1185 (M.D. Tenn. 1982). 
121 15 U.S.C.A. § 1. 
122 Nurse MIdwifery Assocs. v. Hibbett, 549 F. Supp. 1185 (M.D. Tenn. 1982). 
123 See Manasen v. California Dental Servs., 424 F. Supp. 657, 667 (N.D. Cal. 1976), rev'd, 638 

F.2d 1152 (9th Cir. 1979), Crawford v. American Title Insurance Co., 518 F.2d 217, 218 (5th 

Cir. 1975). 
124 Klamath-Lake Pharm. Ass'n v. Klamath Med. Serv. Bureau, 701 F.2d 1276, 1287 (9th Cir. 

1983). 
125 State of Md. v. Blue Cross & Blue Shield Ass'n, 620 F. Supp. 907, 920 (D. Md. 1985). 
126 Humana Inc. v. Forsyth, 525 U.S. 299, 119 S. Ct. 710, 142 L. Ed. 2d 753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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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並未明文，係指州法有規定即可，亦或是應達有效監管、嚴格監管之程

度，不同解釋將使豁免程度有所差異。若採嚴格解釋，要求州法規監管應達

有效監管程度，則無實質監管效果的州法規，將排除豁免權適用。反之，若

採較寬鬆之解釋原則，麥卡倫・佛格森法案之豁免範圍將涵蓋甚廣，並產生

與州行為原則相似之結果127。 

5. 抵制、脅迫或恐嚇之協議或行為 

保險公司雖然有權對於要保人及保險標的進行核保，並得拒絕與相對

人簽訂保險契約，但是若其拒絕交易之原因，是與保險標的、核保標準無涉

之因素時，則將可能為競爭法豁免之例外128，符合抵制、脅迫或恐嚇之協議

或行為129。因此，在 Hartford Fire Insurance Co. v. California 案中，最高法

院認為有條件抵制與一致拒絕交易僅有一線之隔130：前者係指無論以何為

由，聯合拒絕與該交易對象建立任何形式，公開、或私人、社會或商業之關

係，以作為其懲罰，逼迫其從事特定條件131；而若僅是一致拒絕簽訂保險契

約，則非聯合抵制132。 

（三） 州行為原則 (State Action Doctrine) 

由於受質疑行為是否能得到麥卡倫・佛格森法案之豁免，須符合「州法

規監管」的要件，與州行為原則如何適用、競合，便成為一大討論要點。州

 
127 Edward Correiaa, How to Reform the Mccarran-Ferguson Act, 22 Mem. St. U. L. Rev. 43, 

45(1991). 
128 Michael A. Haskel, Esq., “Should Antitrust Principles Be Used to Assess Insurance ResIdual 

Market Mechanisms, Such as New York's Medical Malpractice Insurance Plan?”, 71 Alb. L. 

Rev., 248 (2008). 
129 15 U.S.C.A. § 1013(b). 
130 Hartford Fire Ins. Co. v. California, 509 U.S. 764, 113 S. Ct. 2891, 125 L. Ed. 2d 612 

(1993). 
131 Id. at 801. 
132 Id. at 8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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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原則分別包含兩部分，一為行為必須根據明確闡明的國家政策執行，二

則係州監管機關必須積極進行監督133。就前項要件而言，法院採 Southern 

Motor Carrier 案之見解，州法規若強制保險公司聯合申報集體制定費率，

將導致保險公司競爭力下降，與國家政策相悖，而若州法規僅是允許聯合申

報費率及公布諮詢費率，則符合明確闡述國家政策134。另有學者認為行為是

否符合國家明確授權規定的政策，取決於授權的範圍和清晰度135，而若州政

策制定過程存在程序缺陷或腐敗，則法院認為此監管程序的制定並非明確

闡述國家政策的結果，而係為私人利益濫用國家授權，應排除州行為原則的

豁免136。 

（四） 保險業競爭政策管制 

1. 同業公會 

Ticor Title Ins. Co. v. F.T.C.案，為美國前五大房地產權保險公司透過不

同之私人產權保險評級機構，集體同意在新澤西州、賓夕法尼亞州、亞利桑

那州、康涅狄格州、蒙大拿州和威斯康辛州聯合制定產權保險費率之案件。

產權保險係對於不動產所有權之權益保障，避免不動產登記瑕疵所帶來之

損失。私人產權保險評級機構為產權保險發展背景下，所產生的費率共同設

定之私人組織。其組成成員更包含產權保險公司，而此共同設定之費率則應

交由州保險局進行審查，州保險局亦有權否准其所提交之費率137。本案之主

 
133 California Retail Liquor Dealers Ass'n v. MIdcal Aluminum, Inc., 445 U.S. 97, 105–06, 100 

S. Ct. 937, 943, 63 L. Ed. 2d 233 (1980). 
134 In re Ins. Antitrust Litig., 723 F. Supp. 464 (N.D. Cal. 1989), rev'd and remanded, 938 F.2d 

919 (9th Cir. 1991). 
135 Edward Correia, supra note 127, at 47. 
136 City of Columbia v. Omni Outdoor Advert., Inc., 499 U.S. 365, 378–79, 111 S. Ct. 1344, 

1353, 113 L. Ed. 2d 382 (1991) 
137 F.T.C. v. Ticor Title Ins. Co., 504 U.S. 621, 629, 112 S. Ct. 2169, 2174, 119 L. Ed. 2d 410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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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爭點在於州保險局對於私人產權保險評級機構所提交費率之審查密度，

是否應達積極監管之標準，在本案中美國上訴法院第三巡迴法院判決認為

依照州行為原則，新澤西州和賓夕法尼亞州都明確表達並肯定地表達了批

准集體利率制定的國家政策，亞利桑那州、康涅狄格州、蒙大拿州和威斯康

辛州則積極監督產權保險公司的集體費率設定，縱使未達聯邦交易委員會

之積極監管標準，仍符合麥卡倫・佛格森法案第二要件－受州法規之監管，

並撤銷了聯邦交易委員會的決定138。但是，聯邦交易委員會進一步上訴至最

高法院，最高法院則推翻了上訴法院之見解，認為競爭法豁免所依據的州法

規監管標準，應達必要且積極的監督水平139，因此法院駁回前審判決，認為

應重新審查其對康涅狄格州和亞利桑那州的裁決，以了解其是否適當尊重

委員會對於州監督程度的事實調查結果。 

除此之外，在本判決的同意意見書中，更梳理了各州州保險局對於費率

提交之審查案例，在威斯康辛州及蒙大拿州，州保險專員必須定期檢查評級

局，並透過聽證程序進行費率審查，若對於費率之制定有所疑慮，則州保險

專員將要求更進一步之調查，及證據之提供，以落實實質審查，確認數據之

準確性；而在康涅狄格州及在亞利桑那州，亦有要求州監理機關定期檢查費

率評級局，並舉行聽證程序審查費率，但二者均未被落實140，僅消極制定州

監管規範，未有實質之審查，使保險監理流於形式，是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法

院之判決，本文深感贊同，並認為最高法院所提出之「必要且積極的監督水

平」，亦可為我國於適用競爭法豁免時所參採。 

2. 費率 

State of Ariz. v. Maricopa County Medical Soc.案中，亞利桑那州的競爭

 
138 Ticor Title Ins. Co. v. F.T.C., 922 F.2d 1122, 1140 (3d Cir. 1991), rev'd, 504 U.S. 621, 112 

S. Ct. 2169, 119 L. Ed. 2d 410 (1992). 
139 supra note 137, at 622–23. 
140 supra note 137, at 621, 6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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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主管機關起訴主張馬里科帕縣及皮馬縣的醫學會、醫療保健基金會，聯合

訂定統一的費用表，意圖固定且提高醫師費用收取141，而被告的醫療保健基

金會則認為，本計畫為健康保險計劃，屬於麥卡倫・佛格森法案所豁免競爭

法適用的「保險業務」，應免於承擔反托拉斯責任，但是在本案的法院判決

中，再次引用了 Royal Drug案之判決見解，認為麥卡倫・佛格森法案所豁

免之業務行為應涉及被保險人之風險移轉始有適用142。 

3. 搭售 

Addrisi v. Equitable Life Assur.案中，Equitable Life Assur.為本案被告公

司，其主要經營之業務為人壽保險，並同時以低於其他機構之貸款利率提供

貸款，作為購買不動產之資金，並要求以購買終身壽險，以保單之現金價值

作為貸款的額外擔保，而構成搭售之行為，有違反競爭法之疑慮。本案之爭

點在於 Equitable Life Assur.之行為，是否屬從事保險業務？其保險業務是否

受加州監管？或其行為是否有恐嚇、脅迫、抵制之情形，而為薛曼法所禁止？

143本案判決法院認為該公司所從事的為保險業務，並且加州保險法亦有相

關法規規範，且本案並不符合「恐嚇、脅迫、抵制」之要件，該「恐嚇、脅

迫、抵制」之要件，僅適用於保險公司和代理人可能成為抵制例外範圍內行

為的受害者時，故本案得適用麥卡倫・佛格森法案之豁免144，而駁回原告之

起訴。惟本案並不符合 Pireno 案中，保險業務之判斷要件，該貸款與終身

壽險之搭售，並無法移轉或分散被保險人之風險，且更涉及於保險契約外之

第三方貸款人，故本案之行為應非屬保險業務，無適用麥卡倫・佛格森法案

豁免之餘地，而於後續判決之中，上訴法院亦推翻本案之判決見解，認為

 
141 State of Ariz. v. Maricopa Cnty. Med. Soc., No. CIV-78-800 PHX WPC, 1979 WL 1638, at 

*1 (D. Ariz. June 5, 1979), aff'd, 643 F.2d 553 (9th Cir. 1980), rev'd sub nom. Arizona v. 

Maricopa Cnty. Med. Soc., 457 U.S. 332, 102 S. Ct. 2466, 73 L. Ed. 2d 48 (1982). 
142 Id. at 2. 
143 Addrisi v. Equitable Life Assur. Soc. of U. S., 503 F.2d 725, 727 (9th Cir. 1974). 
144 Id. at 7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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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嚇、脅迫、抵制之情形」並不僅限於保險公司及保險代理人為恐嚇、脅

迫、抵制之情形之受害者時，應有更廣泛之解釋145。 

4. 垂直交易限制 

在保險市場的交易之中，供應商安排通常是指保險公司與其實物理賠

之服務提供商之間，就第三方服務業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所簽訂之協議，協議

之內容通常包含令被保險人僅需支付象徵性費用，即可從服務提供商取得

特定服務，並由保險公司項服務提供商支付剩餘費用146。在此類交易模式

下，被保險人僅能選擇前往協議約定之服務提供商，以獲取保險理賠服務，

若消費者選擇非保險公司協議之服務提供商，則無法享有較優惠之價格，須

支付全額，而有限制消費者選擇權的疑慮，可能會違反競爭法之限制。但是，

在 1979年以前，美國的法院判決均認為此為保險業務之一部分，而有麥卡

倫・佛格森法案豁免競爭法的適用，但在 Royal Drug案之後，最高法院認

為供應商之業務安排並不屬於「保險業務」，並未涉及被保險人之風險移轉，

無法受到反托拉斯法的豁免。 

（五） 小結 

麥卡倫・佛格森法案對於美國保險市場之競爭而言，究為促進競爭，或

為限制競爭，多有爭論，支持見解認為取消麥卡倫法案的反托拉斯豁免，將

限制保險公司保費結構的準確性，將提升費率制定的不確定，而阻礙保險市

場的經濟穩定147。麥卡倫・佛格森法案之豁免，可以促使新進入市場之公司，

對於商品更有效適當定價，成為更有競爭力之競爭者。反對者則認為保險市

場無異於一般商品市場，毋庸給予競爭法豁免，否則將賦予保險公司過大市

 
145 Manasen v. California Dental Servs., 638 F.2d 1152, 1153 (9th Cir. 1979). 
146 Alan M. Anderson, Insurance and Antitrust Law: The Mcarran-Ferguson Act and Beyond, 

25 Wm. & Mary L. Rev. 81, 88. 
147 Robert T. Horst, Craig A. Cohen, & Mark H. Rosenberg, “THE “Business of Insurance” 

Erosion of The Antitrust Exemption for Insurers”, 45 No. 5 DRI For Def., 27(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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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力量，而將有害競爭。因此，於 1980年代末，各州或有對於麥卡倫・佛

格森法案之相關州法規進行修正，如 1988 年，加利福尼亞州選民批准了第 

103 號提案，廢除了保險反托拉斯豁免，並設置僅限於交換某些歷史數據和

參與州批准的剩餘市場機制的安全港；1990 年，新澤西州取消了對私人乘

用車保險市場聯合定價的豁免，但「收集、彙編和傳播歷史數據」除外；1991 

年，德克薩斯州亦取消了基於麥卡倫・佛格森法案的豁免148。除了地方政府

對於麥卡倫法案有所改革之外，在廢除該法案的爭論之中，各個相關機構團

體，亦均有基於其立場之不同見解，如全國保險監理官協會（NAIC）支持

完全保留麥卡倫法案之反托拉斯豁免，將保險業監管之權限保留於州監管

機關，更發布模範法作為各州保險監理機關制定法規之範本；州反托拉斯執

法機構則認為其監督與監管制度足以提供有效的競爭法保護，而毋庸執行

聯邦反托拉斯法管制；消費者保護組織則認為應完全廢除麥卡倫法案之豁

免；反托拉斯現代化委員會（AMC）則是反對特定行業之反托拉斯豁免；

美國律師公會則是建議制定新的聯邦法規，並給予例示的安全港待遇149。美

國律師公會提出四個具有促進競爭性質的領域，建議給予安全港待遇，分別

為歷史損失經驗數據、標準化保單條款、自願聯合承保安排、剩餘市場機制，

以歷史損失數據共享為例，可以促使新進入市場之公司，對於商品更有效適

當定價，成為更有競爭力之競爭者150。 

 

四、 金融業默示豁免反托拉斯法 

在管制法規未對特定事項是否適用反托拉斯法一事為明文規定時，於

 
148 Robert H. Jerry, II, “The Antitrust Implications of Collaborative Standard Setting by Insurers 

Regarding the Use of Genetic Information in Life Insurance Underwriting, 9 Conn. Ins. L.J., 

397–98 (2003). 
149 Susan Beth Farmer,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in the Insurance Sector: Reassessing the 

Mccarran-Ferguson Act”, 89 Or. L. Rev., 927(2011). 
150 Michael G. Cowie, supra note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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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以前，美國最高法院向來認為除非反托拉斯法與管制法規彼此間有

明確矛盾(Plain Repugnancy)，否則系爭案件爭議事項並不會默示豁免反托

拉斯法，反托拉斯法僅在使特定管制法規達成其規範目的之必要及最小範

圍內方對管制法令為退讓151。就金融業而論，美國最高法院於 United States 

v. Philadelphia Nat. Bank案，即認為 1960年的銀行合併法並不排除克來登

法第 7 條在銀行合併案的適用152。在後續之 Silver v. New York Stock 

Exchange、Gordon v. New York Stock Exchange與 U. S. v. Nat'l Ass'n of Sec. 

Dealers, Inc.案，美國最高法院均認為僅有在使管制法規能有效運作並且在

必要的最小範圍、避免管制法規特定規範形同具文、反托拉斯法與管制法令

間有清楚矛盾而反托拉法確有可能降低或阻礙管制機關權限行使等情況下，

方能默示豁免反托拉斯法153。 

惟 2007年的 Credit Suisse Sec. (USA) LLC v. Billing案，美國最高法院

認為於判斷證券法令與反托拉斯法間是否存在明確矛盾 (Clear Repugnancy) 

或此兩者是否明確不相容 (clearly incompatible)時，應考量依據證券法令管

制機關監督系爭行為、管制機關有行使其權限的證據以及若同時適用證券

法令與反托拉斯法，相關指導原則、要求、義務、豁免或行為標準將會相互

衝突154。美國最高法院進一步認為，即令證券交易委員會也同樣不允許該案

的系爭行為，但基於欠缺證券或金融專業知識者難以分辨證券交易委員會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容許或禁止的行為，且避免美國

 
151 Shelanski, “The Case for Rebalancing Antitrust and Regulation”, 109 MICH. L. REV., 686-

687 (2011). 
152 United States v. Philadelphia Nat. Bank, 374 U.S. 321, 354, 83 S. Ct. 1715, 1737, 10 L. Ed. 

2d 915 (1963) 
153 See Silver v. New York Stock Exch., 373 U.S. 341, 357 (1963); Gordon v. New York Stock 

Exch., Inc., 422 U.S. 659, 691, 95 S. Ct. 2598, 2615 (1975); U. S. v. Nat'l Ass'n of Sec. Dealers, 

Inc., 422 U.S. 694, 719 (1975) 
154 Credit Suisse Sec. (USA) LLC v. Billing, 551 U.S. 264, 275-27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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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不同法院於反托拉斯法訴訟案件上可能出現的判決歧異結果，仍應認

為於該案中證券法與反托拉斯法明顯不相容。且美國最高法院指出，承銷商

擔心反托拉斯訴訟與三倍損害賠償之風險將對合法且重要之競爭者合作行

為造成寒蟬效應，影響資本市場有效運作。且因為承銷商違法行為受傷害的

投資人亦可得依據證券交易法起訴並請求賠償，證券交易委員會制定證券

相關政策時亦應納入競爭考量並將其落實在相關法令，故可認定適用反托

拉斯法與執行證券法兩者間有嚴重衝突155。 

美國最高法院於 Credit Suisse Sec. (USA) LLC v. Billing案的見解雖然

引起爭議與相當批評156，惟其目前仍深刻影響美國金融業管制法規與反托

拉斯法間之適用關係。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與 DOJ反托拉斯署於 2020年

簽訂「促進證券產業競爭條件之合作」  (Cooperation with Respect to 

Promoting Competitive Conditions in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備 忘 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依據該備忘錄，兩機關將每年定期至少兩

次討論與審查證券市場競爭條件之法律執行與管制事項，並指定主要聯絡

人促進兩機關間包括律師、經濟學家與技術專家的溝通。兩機關亦會於適宜

與符合法律及保密限制下分享資訊157。 

 

 
155 Id. at 279-284. 
156 關於本項所列案例，包括 Credit Suisse Sec. (USA) LLC v. Billing案，其詳細內容、爭

點、理由，以及 Credit Suisse Sec. (USA) LLC v. Billing引發之爭議與批評等，詳細可參見

顏雅倫，「反托拉斯法與證券法令的互動與衝突－從美國 Credit Suisse案談起」，公平交

易季刊，第 25 卷第 1期，131-179（2017），於此不再贅述。 
157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Antitrus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relative to Cooperation with Respect to Promoting 

Competitive Conditions in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Jun. 22, 2020), 

https://www.sec.gov/files/ATR-SEC%20MOU-06-22-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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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金融業相關審查準則與反托拉斯法案例 

（一） 結合管制 

1. 銀行結合競爭審查篩選準則 

(1) 概說 

DOJ、美國聯準會與通貨監理署於 1995年共同制定銀行結合競爭審查

篩選準則 (The Bank Merger Competitive Review Screening Guidelines，以下

簡稱為銀行結合準則)，以審查銀行結合案件。銀行結合準則以適用於存款

之所謂 1800/200測試為準則。若就存款部分，系爭交易並未造成赫芬達爾

—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以下稱「HHI指數」)超過 1800

點，或在相關銀行市場指數增加超過 200 點，美國聯準會即不會挑戰此一

交易，若系爭交易的 HHI指數將會超過前述門檻，則美國聯準會通常會以

放棄擁有相當存款的分行作為條件許可結合案，以使結合前後 HHI指數之

差異少於 200點。而 DOJ則以 1800/200為標準篩選以決定該交易是否需要

進一步審查並依據水平結合準則分析超過該門檻的交易158。 

(2) 市場占有率與 HHI指數計算 

美國聯準會計算當地銀行市場之市場占有率與 HHI 指數，係以 FDIC

所統計的存款匯總 (Summary of Deposits，簡稱 SOD）為主要數據。這些數
 

158Bank Merger Competitive Review --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1995), 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6472.pdf (last viewed: 2022/11/14)，相關詳細說

明並請參照 Constance K. Robinson, Dir. of Operations, Antitrust Div., U.S. Dep’t of Justice, 

Bank Mergers and Antitrust, Address Before the 31st Annual Banking Law Inst. (May 30, 

1996), 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speeches/1003.pdf (last viewed: 

2022/11/14).；John M. Nannes, Statement Before the Comm. on the Judiciary U.S. H.R. 

concerning Mergers in the Fin. Serv. Indus.(Jun. 3, 1998), 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testimony/1787.pdf (last viewed: 2022/11/14).；與 OECD, 

“Roundtable on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in Retail Banking-- United States”, at 5-10, 

DAF/COMP/WP2/WD(2006)60 (Oct. 2,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bc/international/docs/Banking_US.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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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包括所有經 FDIC 保險之銀行機構的每一分行位置以及每一分行存款金

額。這些分行等級存款得用以計算當地銀行市場每一機構之所有存款。美國

聯準會認為存款為存款機構活動與輸出程度之合理指標，因為存款帳戶經

消費者與行企業廣泛使用，且與其他商業銀行產品結合。此外，對小型機構

而言，存款為衡量銀行借貸能力之衡量方法159。 

美國聯準會為初步市場結構計算以決定結合申請案是否達到競爭代表

標準時，商業銀行存款係以 100%權重計之，惟儲蓄機構（thrift）, 例如儲

蓄銀行 (saving bank) 與儲蓄與貸款機構 (saving and loan institutions)）於計

算市場占有率時則以 50%之權重計之。美國聯準會區分計算權重之主要理

由係因儲蓄機構通常並未完整提供商業銀行所提供之零售銀行產品與服務，

儲蓄機構因法令限制僅能從事有限之商業借款 (commercial lending) 活動。

惟若儲蓄機構係銀行控股公司之子公司，該儲蓄機構被推定係作為母公司

一部分而營運，故其權重會如同商業銀行般為 100%160。此外，配置全職商

業借貸員工而為活躍商業借貸者之儲蓄機構，於計算 HHI/市場占有率時亦

會取得 100%之權重，此時美國聯準會考量儲蓄機構所為之商業與工業貸款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C&I) loans) 金額相對於其他借款活動或整體資

產之比例，以及其 C&I借款相對於當地商業銀行之 C&I借款之狀況161。當

銀行或銀行控股公司收購儲蓄機構時，於計算結合後市場占有率與 HHI指

數時，儲蓄機構之存款均計以 100%的權重，蓋美國聯準會認為該等儲蓄機

 
159 B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 Reserve Sys., FAQs: Ｈow do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titrust Division, Analyze the Competitive Effect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under the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the Bank Merger Act and the Home Owners 

Loan Act?, Q11 (Oct. 8, 2014),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bankinforeg/competitive-effects-

mergers-acquisitions-faqs.htm (last viewed: 2022/11/14). 
160 Id. at Q5 and Q16. 
161 Id. at Q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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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於收購後，將會如同典型商業銀行為經營並成為活躍之商業借貸者162。 

若一結合申請案於初始篩選時在特定市場超過代表標準，美國聯準會

將會考慮是否將任何信用合作社 (credit union) 納入結構集中度計算因為

其對市場內銀行施加競爭壓力。當信用合作社符合以下兩條件時，即會員資

格範圍涵蓋全部或幾乎全部之市場人口且大眾易於接觸該信用合作社之分

行，即會被納入 HHI指數計算。而若一信用合作社為顯著商業借貸且有人

員負責小型企業服務（特別出納、借貸經理或企業專屬窗口等），其存款得

計以 100%權重。然而，信用合作社之存款很少得到超過 50%之權重。整體

C&I借款占資產之比例為此等考慮之重要因素，信用合作社之 C&I借款包

括C&I借款、無擔保企業貸款與企業無擔保循環信貸 (revolving credit) 163，

而僅提供專業服務之存款機構，通常不會納入當地市場占有率計算。此等存

款機構包括信用卡銀行與信託公司。在特定類型之申請案，美國聯準會得於

檢視產品市場競爭時考慮此等機構類型。網路銀行之存款一般也不計入當

地市場占有率計算，蓋基於現行數據，不可能判定網路銀行存款者所在地區

164。 

就 DOJ而言，若系爭交易導致集中度超過美國聯準會 HHI代表門檻，

有助於 DOJ審查之額外資訊包括企業貸款數額，包括 C&I貸款、小型企業

銀行業務競爭（包括來自於儲蓄機構與/或信用合作社之競爭）、依據社區

再投資法 (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CRA) 報告之小型企業貸款或

其他用來衡量在小型企業銀行競爭者的市場占有率之數據165。DOJ 於審查

交易在零售銀行之競爭效果時，通常會將儲蓄機構之存款納入 HHI指數分

析且給予 100%權重。惟在小型企業銀行市場，儲蓄銀行則不會納入 HHI指

 
162 Id. at Q20. 
163 Id. at Q18-19. 
164 Id. at Q26. 
165 Id. at Q30. 



70 

數分析除非該儲蓄機構對小型企業銀行客戶提供完整銀行產品與服務。於

決定儲蓄機構是否在小型企業銀行為活躍競爭者，DOJ 將審查該機構已放

貸之 C&I借款、產品要約以及商業借貸作業。一般而言，若一儲蓄機構之

C&I貸款低於其整體資產的 2%，該儲蓄機構即不會被認定為在小型企業銀

行之活躍競爭者166。 

若信用合作社符合特定標準，DOJ 亦得將信用合作社之存款納入 HHI

指數分析。與美國聯準會所述之條件類似，信用合作社之會員資格係以社區

為基礎範圍，使該信用合作社能輕易接觸市場上尋求銀行替代者之客戶。就

小型企業銀行部分，DOJ 將評估類似於分析儲蓄機構時會考慮之因素以判

定信用合作社是否為活躍競爭者。但與儲蓄機構不同，信用合作社並不會向

FDIC 提供存款數據，故可能並無得作為 HHI 指數分析之可信賴分行層級

數據。故在此等情況，若有符合這些標準之信用合作社存在，在評估交易之

競爭效果時，該等信用合作社將被列為緩和因素 (mitigating factor)167。 

(3) 相關市場界定 

就產品市場界定，美國聯準會依循美國最高法院 United States v. 

Philadelphia Nat. Bank案的見解168，將產品市場限定於商業銀行產品與服務

群組（the "cluster" of commercial bank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此一定義

適用於提供多數家戶或小型企業的銀行產品與服務，而非提供富人 

(wealthy individuals) 或重要公司的產品。在某些結合申請案，美國聯準會將

調查在其他更具體產品市場的競爭效果，諸如信用卡保險或抵押擔保貸款

（mortgage lending）。這些具有顯著區別之產品市場  (distinct product 

markets)，包括得自其他商業銀行產品或服務分離而獨立取得之其他商業銀

行產品或服務，而其地理市場可為地區性或全國性。另美國聯準會係按水平

 
166 Id. at Q31. 
167 Id. at Q32. 
168 United States v. Philadelphia Nat. Bank, 374 U.S. 321, 356(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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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準則 (the Horizonal Merger Guidelines) 而純依供給與替代等因素（亦

即消費者對銀行服務之利率、費用或其他特性之變化的可能反應）。消費者

替代行為是地理市場界定之核心。儲蓄機構之特性僅在其影響消費者選擇

範圍內方具重要性。而機構服務區域不等同於反托拉斯市場  (antitrust 

market)169。 

DOJ於初始篩選銀行結合申請案時，如同美國聯準會的作法，會使用

SOD數據為 HHI分析，惟與美國聯準會不同，DOJ並未先行界定地理市場

以篩選銀行結合申請案，而係以個案為基礎審查每一交易之競爭效果。DOJ

得使用美國聯準會先行界定之銀行市場為初步篩選，但並不受該等銀行市

場之拘束。DOJ 一般會審查系爭結合案在零售銀行產品與服務  (retail 

bank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 以及小型企業銀行產品與服務 (small business 

bank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 此兩個產品市場競爭效果，也會視個案狀況，

評估其他產品市場的競爭效果，諸如中型市場企業銀行業務（middle-market 

business banking）。而零售銀行客戶願意為銀行服務移動之地理區域，得與

小型企業客戶者不同。DOJ 業已發現零售銀行客戶一般偏好位於其居住或

工作地區之銀行，然而小型企業客戶偏好的地理區域得更為狹窄。不同於零

售銀行客戶之地理市場，小型企業銀行服務之地理市場可能較美國聯準會

先行界定之銀行市場為窄。因此，符合美國聯準會 HHI設定門檻之交易，

仍可能於 DOJ審查過程中引發疑慮170。若 DOJ認定特定結合案應為進一步

審查時，DOJ 亦會要求參與結合事業提供分行、銀行借貸經營等資訊，或

關於市場競爭或系爭交易之文件等其他資料171。 

(4) 銀行結合準則修正提議與公眾意見議題 

為因應金融業之轉變，DOJ擬修改銀行結合準則，而於 2020年和 2022

 
169 B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 Reserve Sys., supra note 159, at Q9-10. 
170 Id. Q29 and note 7. 
171 Id. Q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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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向大眾徵求公眾意見，以下即依時間順序敘明。 

a.2020年 DOJ徵求公眾意見之主要議題 

就銀行結合轉則總體面的議題包括，是否須在 2010 年水平結合準則

（2010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外另行創設金融業結合的審查準則、

金融業在何等層面應清楚了解 DOJ 於審查結合時如何適用 2010 年水平結

合準則，以及 DOJ和金融業相關主管機關（如美國聯準會、通貨監理署與

FDIC）應如何合作等。就 HHI指數門檻（HHI Threshold），DOJ徵詢公眾

意見者為應否調整銀行結合準則之篩選標準，以反映 2010年水平結合準則

中 HHI指數規定172。 

至於相關市場部分，就產品市場，DOJ 一般分別審查零售銀行產品與

服務（retail bank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小型企業銀行產品與服務（small 

business bank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與中型市場銀行產品與服務（middle 

market bank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DOJ徵詢公眾意見是否應納入其他

產品市場。就地理市場，銀行結合準則指出，DOJ 應以美國聯準會所界定

和（或）以縣（county）為層級界定地理市場而審查銀行結合之申請。DOJ

則就於審查程序中是否應以其他方式定義地理市場一事探詢公眾意見。除

此之外，DOJ 亦欲了解消費者與小型企業銀行產品與服務之地理市場，是

否仍應被視為本地市場173。 

就鄉村市場與都會市場（Rural versus Urban Markets），DOJ所欲探詢

之議題包括都會市場不同的改變是否會影響主管機關之審查、DOJ 是否應

採用不同標準與 HHI指數門檻審查鄉村市場與都會市場、基於 DOJ往往將

農業信貸（farm credit lending）視為減輕因素（mitigating factors），而是否

 
172 U.S. Dep’t of Justice, Antitrust Division Banking GuIdelines Review: Public Comments 

Topics & Issues GuIde, https://www.justice.gov/atr/antitrust-division-banking-guIdelines-

review-public-comments-topics-issues-guIde (last viewed: Apr.21, 2022). 
173 Id. 



73 

有更適宜方法衡量農業信貸機構於鄉村市場之實際貸款數額？174 

就非傳統銀行（Non-Traditional Banks），DOJ 欲探詢是否應將非傳統

銀行（如：線上 (online) 銀行）納入競爭效果考量、是否應適當考量線上存

款、信用合作社（credit unions）和儲蓄機構（thrifts）的重要性，以及鑑於

線上銀行 (online bank) 存款的地域分散性（geographic dispersion），應如

何將這些機構納入審查和競爭效應分析等。此外，DOJ 亦徵詢應否對小額

交易（small transactions）為內部微量豁免（De Minimis Exception），亦即

DOJ雖會自動向負責銀行主管機關（responsible banking agency）提供系爭

交易之競爭因素報告，但不就小額交易為獨立競爭效果分析，以及若採微量

豁免制度，適宜之小額交易規模為何175。 

b.各界對 2020年 DOJ徵求公眾意見之回應 

2020年 DOJ 就銀行結合準則修正一事徵求公眾意見後， 各界意見踴

躍，以下僅選擇較具代表性者之意見，包括通貨監理署、美國銀行家協會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專家學者（FTC commissioner Roth Chopra 

and professor Jeremy C. Kress）、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

美國州銀行監理者大會（The Conference of State Bank Supervisors）、美國

律師公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ntitrust Law Association）以及美國聯

邦交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等，按上述議題之順序，摘

要說明如下。 

(a) 總體面 

i. 金融市場競爭度與銀行結合管制政策 

鑑於數十年間，金融產品以及金融機構的多樣化和科技提升提供消費

者或企業更多接觸金融產品管道等因素，金融產業樣貌巨幅變化，故各意見

均認為應修改銀行結合準則，DOJ 應該跳脫舊有以存款為基礎的競爭審查

 
174 Id. 
17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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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使競爭審查更貼近金融市場現況。首先，有 FTC委員與學者認為，

過往 DOJ對於銀行結合競爭審查寬鬆，已經嚴重傷害到小型企業、消費者

（特別是中低收入社區）以及整體經濟發展。銀行結合導致獲得貸款的管道

減少、貸款成本提高，基本金融服務的手續費也隨之調漲，但存款利息卻隨

之下跌。此類問題在金融相關資源已經較為稀少的中低收入（low- and 

moderate-income，簡稱 LMI）社區尤為嚴重。當收購銀行（acquiring bank）

來自其他州時，LMI 社區所承受的不利後果尤為明顯。本地銀行與外州銀

行結合後，銀行將 LMI家庭自房屋逐出（eviction）並將債權轉移給催收機

構（collection agency）等後果，更是造成犯罪率升高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

小型企業借貸難度提升，造成其成立和發展不利，進而導致失業率提高、中

產階級收入減少以及貧富差距擴大等不利經濟發展的結果176。 

且此等見解進一步認為，DOJ 現行使用的銀行結合審查方式忽略系統

性風險（systemic risks）和其他非價格結合損害（non-price merger harms），

例如降低金融系統彈性（weakened the resilience of the financial system）、強

化「大到不能倒」之補貼（intensified the “ too big to fail” subsidy）、加劇利

益衝突以及損害金融產品品質等。在 2008年金融危機前，DOJ允許一連串

的大型結合（megamerger）導致「大到不能倒」的銀行出現，最終對全球經

濟帶來巨大的打擊。其後，執政者選擇允許更大型結合案，創造更大型的銀

行機構以解決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問題。惟允許金融業過度結合將可能引發

再次金融危機。此類大型結合，不僅有害金融穩定，更使大型銀行機構取得

不公平的資金優勢（unfair funding advantage），扭曲市場競爭並阻止新進者

進入市場。關於加劇利益衝突部分，於 1999 年後「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

 
176 Letter from Rohit Chopra, FTC Commissioner and, Jeremy C. Kres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business law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s Stephen M. Ross School of Business, to Rene 

Augustine,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Antitrust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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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Leach-Bliley Act）允許銀行控股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y）參

與非金融業務，如證券經紀（brokering）、證券自營（dealing）以及保險承

保（insurance underwriting）等後，在許多案例中發現，銀行結合將導致銀

行不同業務間出現潛在利益衝突。再者，儘管近年網路銀行發展快速，但多

數消費者使用金融服務時，由於方便性和熟悉與否等考量，仍然傾向至實體

銀行辦理業務。然而銀行結合將導致分行數量減少，進而侵害消費者到實體

銀行接受金融服務的利益，此現象在 LMI社區尤為明顯。最後，獲得消費

者個人資料為促使銀行結合交易的動機之一，但現行的銀行結合審查中，卻

忽略了對消費者隱私和資料的保護。綜上所述，現行銀行結合準則除了無法

確切反應結合導致接觸金融產品的機會減少和成本提高的問題外，亦忽視

結合對非價格層面帶來的影響177。 

相較於前述學者論點，美國商會之意見則有所不同。美國商會認為現行

金融市場相當競爭，以信貸市場舉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所屬的聯邦消費者

金融法專案組（Bureau of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s Taskforce on Federal 

Consumer Financial Law Report，簡稱 CFPB’s Taskforce）指出，消費者借貸

市場具有新進入者（new entrants）、創新產品（innovative products）、市場

總額成長（aggregate growth）、既有業者再創新（reinvention of incumbents）

以及淘汰無法跟上市場趨勢的公司等競爭市場特徵。再者，美國商會指出，

銀行分行和自動櫃員機（ATM）的增加，大幅提升消費者的選擇，使原本

金融服務不足的社區獲得服務。CFPB’s Taskforce亦指出，在許多案例中發

現結合有助於提升市場競爭、金融穩定、降低成本並提供符合消費者期待的

金融產品和服務。金融機構結合後，獲得更強健和更廣泛的資本基礎（capital 

base）和流動資金（liquidity position），更多的資源可用於提升金融產品和

投資，特別是在低收入社區。較大型的機構亦有更多的資源保護消費者的資

料、避免網路攻擊和提升數位服務以符合消費者的要求。以鄉村市場為例，

 
177 Id. at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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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部分地區人口外流嚴重，但法規遵循以及營運需求等成本不變，與其禁止

結合最終導致該地區無銀行提供服務，不如允許銀行結合使其可以正常運

作。除此之外，區域性銀行（regional bank）結合，使小型銀行有能力和國

際系統性重要銀行（global-systematically important bank）競爭，結合後之銀

行可以提升市場競爭力並減少影響競爭穩定的因素178。 

ii. 應否於 2010年水平結合準則以外另行制定金融業結合審查準則及其審

酌因素 

至於是否需在 2010年水平結合準則外，另外訂定金融業專門審查準則，

看法各異。通貨監理署認為金融業因其特殊性，自始係高度受監管的行業，

故亦應訂定金融業專屬審查準則，以反映金融業之改變，特別是包括主要從

事非傳統收受存款相關業務之金融機構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hose focus 

does not include traditional deposit-taking activities) 179。通貨監理署贊成 DOJ

應修改 1995年銀行結合準則，惟若 DOJ決定將 2010年水平結合準則之概

念和方法納入銀行結合競爭審查中，則相關機構需要更清楚了解新準則如

何運作180。雖 DOJ與金融業相關機關，如聯邦儲備委員會、通貨監理署、

FDIC等合作，可帶來如減少政府和金融機構遵循不同審查標準成本以及職

權不同之機關對市場分析結果一致等利益，惟通貨監理署認為 DOJ反托拉

斯署相較於金融業相關監理機關，對美國整體經濟有較宏觀的觀點，即使

 
178 Letter from Tom Quaadma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Center for Capital Markets 

Competitiveness, U.S.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Sean Heather, Senior Vice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Affairs & Antitrust, U.S. Chamber of Commerce, to Rene Augustine,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Antitrust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eb. 15, 

2022), at 1-2. 
179 Letter from Stephen A. Lybarger, Deputy Comptroller Licensing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to Rene Augustine,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Antitrust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ct. 1, 2020), at 1-2. 
180 Id.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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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J反托拉斯署獨立訂定相關審查標準仍有相當意義181。 

美國銀行家協會則認為 1995年銀行結合準則即使不具法規效力，但使

金融產業於結合前有一定標準可預先判斷交易之可行性。專屬於銀行業之

審查準則能反映更多地理市場和產品市場相關事項，有其實益182。美國銀行

家協會進一步認為修正銀行結合準則時，DOJ 應嚴格遵守法定義務如徵求

公眾意見與相關權責，維持金融穩定並不屬於 DOJ職權，故非 DOJ審查銀

行結合時應考慮之因素，應由具有相關權責的機關處理183。 

美國州銀行監理者大會則建議，得考慮由 DOJ或其他適合機關作為領

導者 (leading agency) 使其他機關有規則得以遵循，確保審查結果更為一致。

銀行結合時，各州與當地社區同受極大影響。國會於制定聯邦反托拉斯法

（federal antitrust law）時，為確保州政府的利益，除了保留各州政府各自訂

定合適的結合相關反托拉斯法外，另允許各州政府質疑經聯邦政府同意之

結合案。惟現行銀行結合準則並未賦予州政府在審查的過程中相同的地位。

美國州銀行監理者協會建議聯邦政府於分析和審查銀行結合時應與州政府

和機關合作與協商，並於修正 1995年銀行結合準則時，將此納入明文184。 

美國商會則認為金融管制法規修正導致金融機構營運成本的提升，進

而增加銀行結合案，DOJ 與其調整結合審查準則以深入審查潛在交易，更

 
181 Id. at 2. 
182 Letter from Hu A. Benton, Vice President, Banking Policy,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to Rene Augustine,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Antitrust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ct. 16, 2020) at 2. 
183 Letter from Hu A. Benton, Senior Vice President, Policy Counsel,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to Rene Augustine,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Antitrust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eb. 15, 2022) at 4. 
184 Letter from John Ryan, President & CEO, Conference of State Bank Supervisor, to Rene 

Augustine,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Antitrust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ct. 16, 2020)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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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使用其他促進競爭的手段來輔助解除管制政策（deregulatory policy）來促

進更多競爭。CFPB’s Taskforce所述政府政策如：利率上限（interest-rate cap）、

營業執照管制（licensing restriction）、區域和產品的限制（territorial and 

product limitation）等，才是最大的市場競爭障礙。美國商會強調反托拉斯

法（antitrust law）應具有通用性，而非針對特定行業或公司制定185。 

至於美國律師公會雖認為 DOJ應與其他金融主管機關制定銀行結合之

聯合準則（joint guidance），適用與其他行業相同標準審查銀行結合，並使

其他金融主管機關得表示意見，確保DOJ與金融主管機關之競爭審查一致。

該等聯合準則並不妨礙金融主管機關以適宜審查標準審查結合案之非競爭

層面（non-competition aspects of mergers），且金融主管機關有權決定非競

爭層面事項於結合審查時所占比重。制定和維持聯合準則，亦提供 DOJ與

金融主管機關一同討論監管對市場競爭影響的機會186。鑑於金融業一直以

來為受高度監管的產業，DOJ 應於競爭分析時考慮監管帶來的影響，並應

與聯邦以及州監管機關討論，以期在競爭分析中更完整掌握管制背景187。 

(b) HHI指數門檻 

多數公眾意見認為現有 HHI指數門檻已無法確實反映市場情況，有其

修正必要，但其理由與建議各異。通貨監理署認為 DOJ應為金融機構訂定

專屬審查標準，故無須於修正 1995 年銀行結合準則時反映 2010 年水平結

合準則之 HHI指數門檻。惟 HHI指數的計算主要和存款相關，例如借貸市

場競爭分析中最重要者，應為借貸市場中之企業結合是否會導致其得控制

借貸所需支付之對價，但此問題和存款並不相關，故 HHI指數無法正確反

映借貸市場的狀況。此外，金融產業型態於近二十五年間改變巨大，許多金

 
185 Letter from Tom Quaadman. supra note 154, at 4-5. 
186 Letter from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ntitrust Law Section to Rene Augustine,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Antitrust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3 (Feb. 15, 2022). 
187 Id.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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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機構之主要業務並不包括收受存款，故 HHI指數亦無法確實反映結合對

市場帶來的改變188。美國商會和通貨監理署的見解相似，認為 HHI指數以

存款為基準的計算方式，和許多金融產品和服務脫鉤。競爭分析時得降低依

賴 HHI指數，以減緩 HHI指數所生問題189。 

至於美國銀行家協會則認為，應解決 1995 年銀行結合準則和 2010 年

水平結合準則間的衝突（前者於結合後可能造成 HHI指數上升幅度超過 200，

且指數大於 1800時，DOJ將進行更高度審查；後者將 HHI指數介於 1500

至 2500之間者定義為中等集中市場（moderately concentrated market），當

結合將使 HHI指數上升超過 100者，DOJ即有必要進行更仔細審查），宜

將 HHI 指數門檻提升至 2500，當 HHI 指數未達此標準時，DOJ 原則上不

挑戰該結合交易，亦不要求分割資產（divestitures）190。惟單純要求 HHI指

數門檻二者一致，並不能解決需變更地理市場界定等基礎性問題191。 

美國律師公會亦認為應修正 1995年銀行結合準則之 HHI指數門檻，但

不應較 2010年水平結合準則嚴格，換言之應將 HHI指數門檻上修，蓋銀行

競爭對象可能為非銀行機構（non-bank）和域外銀行（out-of-state banks）等

無法藉由存款計算 HHI指數者192。學者雖亦認為 HHI指數已無法反映市場

現況，但其建議應下調 HHI指數門檻以強化銀行結合審查。此外，DOJ尚

應考慮大型資產管理公司（large asset manager）對不同銀行的共同所有權，

如何透過 HHI指數無法反映的方式，影響結合後的競爭。且因小型銀行較

能滿足當地企業之信貸需求，故 DOJ亦宜評估結合後市場中大型銀行和小

型銀行之組成。此外，金融系統彈性、補貼「大到不能倒」銀行、利益衝突

 
188 Letter from Stephen A. Lybarger. supra note 155, at 2. 
189 Letter from Tom Quaadman. supra note 154, at 2. 
190 Letter from Hu A. Benton. supra note 158, at 2. 
191 Letter from Hu A. Benton. supra note 158, at 3. 
192 Letter from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ntitrust Law Section. supra note 162,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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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金融產品品質等皆應納入考量193。 

(c) 相關產品市場和地理市場 

i. 產品市場 

多數見解認為主管機關應視金融產品和服務之不同，確切界定相關產

品市場。通貨監理署舉例，即使在個人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市場，房貸市場

（mortgage lending market）和信用卡市場（credit card market）間的市場競

爭狀況可能不盡相同。此外，通貨監理署亦認為在中型市場金融產品與服務

的競爭分析中，應考慮的因素已超出存款等相關資訊時，需更近一步界定相

關產品市場。以中型市場金融產品與服務中的借貸市場為例，因中型市場公

司（middle-market firms）之借貸需求無法由小型社區銀行（small community 

banks）滿足，但其也無法負擔向全球性放貸機構（global lenders）或資本市

場（capital market）借貸的成本，故其主要借貸機構為區域型銀行（regional 

banks）和全國性銀行（nationwide banks），上述二者於部分區域之市場占

有率都是影響競爭的重要因素，惟此因素與存款並無直接關聯194。 

美國銀行家協會以借貸市場為例，認為結合交易的潛在競爭分析應將

提供類似產品和服務之農業信貸系統機構（Farm Credit System institution）、

儲蓄銀行（thrifts）和信用合作社（credit unions）納入考慮195。美國州銀行

監理者大會亦認為信作社、儲蓄機構（saving institution）和其他非存款機構

（non-depository institution）等皆為市場競爭應考量之因素。以農業信貸系

統機構為例，農業信貸系統機構雖然在納入存款機構之農業貸款市占率

（agricultural loan market-share）中具有相當比例，但 HHI指數計算仍未將

農業信貸系統機構納入考量；另外，信用合作社因為法規範限制的放寬以及

不動產和汽車貸款需求的增加，其成為社區銀行主要的競爭者之一，儘管在

 
193 Letter from Rohit Chopra and Jeremy C. Kress. supra note 152, at 6-7. 
194 Letter from Stephen A. Lybarger. supra note 179, at 3. 
195 Letter from Hu A. Benton. supra note 182,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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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借貸市場之後續審查（subsequent analysis）被視為緩和因素（mitigating 

factor），惟現行當地銀行市場（local banking market）之 HHI指數計算並未

將其納入討論。再者，儲蓄機構儘管被視為小型企業銀行市場中活躍的競爭

者，但於結合交易的競爭分析中卻未將儲蓄機構納入考量，除此之外，於

2019 年年底，儲蓄機構貸款所為商業貸款的比例提升至百分之六以上，此

轉變反映儲蓄機構從事商業貸款的限制和範圍有所放寬，儲蓄機構提供之

商業貸款應會隨時間而增加。上述情況已對市場內水平結合（in-market 

merger）和鄉村與小型社區銀行結合造成不當限制，故 DOJ 應採標準化方

式於競爭分析中將上述非存款機構納入考量，亦須考慮何種現有數據可資

使用以及需要何種額外資料，於分析銀行結合交易可行性時，得有一定審查

標準可資參考196。 

為了將上述機構納入審查，美國州銀行監理者大會建議 DOJ和其他機

關合作，尋找可利用哪些現有數據以及可能需要哪些額外的數據來體現非

存款金融金融機構和信用合作社對市場競爭之影響。HHI 指數計算的基礎

係使用 FDIC所統計的 SOD，SOD不論線上存款（online deposit）和集中簿

記的存款（centrally-booked deposit）皆根據存款簿記的分行而不是根據存款

人處所，據此所得之市場集中度必然無法反映真實的市場情況，不僅對線上

收受存款的機構和集中簿記的機構造成影響，處於同一市場之其他機構和

應將存款納入計算之市場皆會受到波及。美國銀行監理協會認為，為解決上

述問題，DOJ 與其他金融主管機關應探討如何修改既有數據來源以現代化

結合審查，同時維持靈敏度而避免搜集過多數據搜集而形成過度管制負擔。

相關聯邦主管機關宜考慮如何整體改善 SOD數據搜集，以平衡不同管制架

構之政策優先性197。 

美國律師公會認為 DOJ在決定是否要納入其他產品市場時，應諮詢銀

 
196 Letter from John Ryan. supra note 184, at 2-4. 
197 Letter from John Ryan. supra note 184, a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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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主管機關。按美國最高法院界定相關產品市場為商業銀行之群組產品與

服務。銀行主管機關也持續使用群組商業銀行與服務。惟 DOJ於處理非金

融業之反托拉斯爭議時，通常會避免使用群組市場（cluster market）的概念，

僅當該等產品之供給替代幾乎共同時，主管機關才會因為方便而將市場聚

集（aggregate）起來，故在每個聚集市場（aggregated market）都有相同的

競爭者與市場占有率。因上述概念的不同，主管機關應該說明於界定例如個

人金融產品市場時，係採用群組市場概念還是只係因方便而為之。美國律師

公會建議主管機關應該說明每個產品市場之競爭者為何，以及如何評估非

銀行金融機構，如信貸合作社、儲蓄銀行、金融科技放貸者（fintech lender）

以及農業信貸機構等對市場競爭影響。此說明在 DOJ和銀行主管機關界定

產品市場的方法不同時，尤為重要198。 

ii. 相關地理市場 

多數見解均認為現今對地理市場的定義已經無法反映市場的現況，DOJ

應視金融產品和服務之不同，確切界定地理市場。通貨監理署即舉例簽帳金

融卡業務之地理市場可能係區域性或全國性，而非僅限於縣級（county level）；

部分借貸業務之地理市場可能是區域性、全國性甚至是全球性。例如關於中

型市場公司（middle market firms）借貸部分，此類公司營運範圍往往超過

縣或者州的界線，因此 DOJ應注意者區域性競爭（regional competition）。

通貨監理署亦認為，地理市場的分析應將線上產品和服務納入考量199。 

美國銀行家協會則指出，DOJ 得使用如住房抵押貸款揭露法（Home 

Mortgage Disclosure Act）和社區再投資法所要求之數據與交通型態（traffic 

patterns）等能清楚反映消費者所在位置的資訊，以更清楚反映市場活動和

實際市場樣貌，也更能計算出確切的市場集中度，且減輕交易雙方另行提出

早已不適用之資訊的義務。且其他政府部門有時利用上述資訊作為 HHI指

 
198 Letter from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ntitrust Law Section. supra note 186, at 6-8. 
199 Letter from Stephen A. Lybarger. supra note 179,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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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緩和因素，係因 HHI指數無法確切反應消費者所在位置，即使消費者

實際所在位置較廣，亦可能得出潛在交易可能導致過度集中的結論，故應適

用更能反映市場樣態之資訊以資緩和200。 

美國律師公會則主張，鑑於消費者使用網路獲取金融服務已成趨勢且

線上金融服務提供者日趨重要，於銀行結合案中界定地理市場最好的方式

係將提供線上服務的競爭對手（internet competitor）視為存在於其提供服務

的所有地方，如 DOJ採此方式，則應說明為何和如何評估競爭者在相關市

場的市占率201。 

iii. 鄉村市場與都會市場 

通貨監理署認為，鄉村市場之金融機構獲利能力較差，故當該市場之金

融機構結合時，可能造成限制競爭效果（anticompetitive effect），導致該市

場的其他金融機構無法生存。此外，農業信貸系統（Farm Credit System）於

鄉村市場帶來的競爭，應納入農業市場的競爭分析中，其中部分農業或鄉村

地區無中型企業，所以一般關於中型企業借貸市場的考量，在評估農業相關

借貸時可能無適用之餘地202。通貨監理署指出，在借貸市場，競爭對手的定

價對市場競爭造成的影響可能和 HHI指數的預測並不一致。在鄉村市場而

言，銀行較難自規模較小的農夫（small farmers）獲得利益並維持低風險，

於此方面金融產品和服務的競爭較小，通貨監理署認為在鄉村市場在 HHI

指數門檻的適用上應較都會市場寬鬆，如於鄉村市場，允許提升較高 HHI

指數之銀行結合；並應將和存款無關的產品和服務一併納入考量203。通貨監

理署認為，提供農民信貸具有其重要性，DOJ 於界定與分析特定借貸產品

和地理市場時，應考慮農業信貸機構（farm credit agency）對競爭的影響，

 
200 Letter from Hu A. Benton. supra note 182, at 4. 
201 Letter from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ntitrust Law Section. supra note 186, at 7. 
202 Letter from Stephen A. Lybarger. supra note 179, at 4. 
203 Letter from Stephen A. Lybarger. supra note 179,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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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需要特別注意農業信貸系統可能因地域不同而異其運作方式，故對不同

區域應為不同審查。更重要的是，主管機關應設法設計一套較不著重以存款

反映市場力量的審查方式204。 

美國銀行家協會則指出鄉村市場在部分情況中，金融服務提供者除了

設立分行提供面對面服務外，更可透過網路科技，跳脫物理限制提供金融服

務，因此金融服務提供者可能遠不在現在定義的地理市場中。因為上述轉

變，美國銀行家協會認為主管機關應擴大對鄉村市場的地理市場認定205。美

國銀行家協會認為修正地理市場如何界定和調整 HHI指數門檻，皆有助於

改善市場集中度計算和事前交易審查問題，特別是鄉村市場的部分206。 

iv. 非傳統銀行 

多數見解支持 DOJ將非傳統銀行納入競爭分析中。通貨監理署提及自

1995 年後，網路銀行和其他所提供之產品和服務不受限於物理位置

（physical location），早已對金融業帶來偌大影響207。因網路銀行和提供線

上存款和借貸服務之非傳統銀行增加，DOJ 於競爭分析時宜更加重視線上

存款和線上借貸產品208。此外，考量信用合作社管理局（National Credit Union 

Administration，簡稱 NCUA）大幅度放寬對信用合作社之限制以及儲蓄協

會（saving associations）之發展現況已與銀行無異，此二者更具有和銀行競

爭之能力。故 DOJ於競爭分析時應更加重視儲蓄銀行和信用合作社所帶來

的影響209。通貨監理署進一步主張，DOJ 應將透過任何管道收受的存款納

入考量，且於計算 HHI指數時，除以存款為基礎外，應思考是否有其他資

料可資替代，例如住房抵押貸款揭露法所搜集的資料，可能得用於房屋借貸

 
204 Letter from Stephen A. Lybarger. supra note 179, at 4-5. 
205 Letter from Hu A. Benton. supra note 182, at 5. 
206 Letter from Hu A. Benton. supra note 182, at 5. 
207 Letter from Stephen A. Lybarger. supra note 179, at 5. 
208 Letter from Stephen A. Lybarger. supra note 179, at 5. 
209 Letter from Stephen A. Lybarger. supra note 179,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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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市場分析中，惟 DOJ應該考慮在何種情況，不論以存款或其他替代

資料為基準所得出之 HHI指數皆無法正確反應市場情況210。 

美國銀行家協會亦認為主管機關並未正確衡量線上存款，如網路銀行、

借貸和存款代辦事務所（loan and deposit production office），以及其他非存

款金融服務提供者皆提供金融市場額外競爭，透過社區再投資法所要求的

數據以及交通型態等皆能協助主管機關進行調整，但美國銀行家協會相信

修正地理市場的界定問題即可一併解決211。此外，美國商會認為在疫情期

間，網路銀行透過線上的方式擴大實體銀行的服務範圍，且大幅促進借貸市

場的競爭212。 

惟有學者對此採反對見解，而主張根據美國聯準會數據，84%之消費者

仍主要依賴實體銀行，且許多非傳統金融業者並未取得銀行業執照或經營

許可，故無法提供全面性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加上法規的不確定性，皆影響

非傳統金融業者和傳統金融業者競爭的能力。學者更指出 COVID-19 更凸

顯實體銀行的重要，尤其小型地方性銀行相較於大型銀行或網路銀行更能

提供小型企業即時協助和配合政府紓困政策的需求213。由於現行的審查標

準已經過於寬鬆，因此主管機關修正銀行業結合準則時，應朝加強對銀行業

結合管制的方向努力，如再提高非傳統金融機構的權重，將使審查標準更為

寬鬆，促使更多銀行結合並傷害經濟214。 

v. 微量豁免 

通貨監理署認為當參與結合之一銀行或數家銀行過小，以至於對其長

期營運尚有疑義的情況下，主管機關應該創設微量豁免，微量豁免之標準可

 
210 Letter from Stephen A. Lybarger. supra note 179, at 5. 
211 Letter from Hu A. Benton. supra note 182, at 6. 
212 Letter from Tom Quaadman. supra note 178, at 2. 
213 Letter from Rohit Chopra and Jeremy C. Kress. supra note 176, at 6-7. 
214 Letter from Rohit Chopra and Jeremy C. Kress. supra note 176,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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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為結合後事業體（resulting entity）總體資產於 1 億美元以下或標的金

融機構資產 2500萬美元以下。但微量豁免應如何定義仍需審慎評估，以免

造成降低市場競爭之結果215。美國銀行家協會亦認為主管機關應創設微量

豁免，其建議 DOJ於定義微量豁免時，得參考參與結合事業之規模、同一

市場中競爭者數量與其規模、參與結合事業營運狀況有無倒閉可能、結合是

否造成市場更加集中且減少市場金融服務提供等事項216。 

美國州銀行監理者大會則支持 DOJ採用不同的政策和手段來維持銀行

產業的多元性和保護社區銀行，例如對跨州結合交易實施國家性或州內的

存款集中度限制。在許多鄉村地區僅有少數實體銀行，鄉村市場較都會市場

容易成為高度集中市場，亦阻礙小型銀行市場內的結合。惟該阻礙有時反而

造成僅允許對鄉村市場不熟悉之市場外（out-of-market）大型機構收購鄉村

市場中的小型銀行。故美國州銀行監理者大會建議 DOJ實施適宜之微量豁

免，即使在高度集中市場，仍准許兩間於本地（local）經營之小型銀行結合

以形成規模適中的銀行，並且保留原本小型銀行和當地建立之連結。DOJ並

得依據結合後事業資產規模決定與市場所在人口數量決定微量豁免門檻，

惟仍須進一步考慮實施微量豁免之成本和效益217。 

c.2022年 DOJ徵求公眾意見之主要議題 

DOJ 於 2022年再次徵求公眾意見。首先，就 DOJ審查範圍而論，DOJ

欲進一步了解於銀行結合之競爭審查時，除依克來登法（Clayton Act）適用

於其他產業之標準或因素外，應如何適用其他標準與整合其他因素，包括應

考慮之額外因素為何、如何將額外因素納入競爭審核程序中，以及 DOJ應

否考量取得其他額外救濟措施等。 

就數據提交（Data Submission），DOJ則詢問於銀行結合案應提交哪些

 
215 Letter from Stephen A. Lybarger. supra note 179, at 6. 
216 Letter from Hu A. Benton. supra note 182, at 7. 
217 Letter from John Ryan. supra note 184,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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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的資訊和數據以利競爭性審查，除 FDIC之 SOD與聯邦財務機構檢查

委員會（Fed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xamination Council，簡稱 FFIEC）之

社區再投資法數據外是否需要更新數據來源以及如何為之，以及銀行主管

機關應再例行收集哪些額外數據和資訊以利銀行結合的競爭審查等。此外，

DOJ亦擬進一步探究是否及應如何將純網銀（internet-only banks，即無或僅

有極為有限實體分行網路的銀行）因素納入銀行結合競爭審查。 

d.各界對 2022年 DOJ再度徵求公眾意見之回應 

(a) DOJ審查範圍 

美國律師公會認為，已經通過銀行主管機關許可的結合達到克來登法

第七條所禁止之可能實質減少競爭或傾向形成獨占的程度時，DOJ 本得可

依克來登法第七條挑戰之218。而 DOJ係由熟知結合和競爭領域的律師和經

濟學家所組成，不若其他銀行主管機關專精於金融政策，故競爭以外事項，

如國家金融系統穩定等，應由法律賦予相關職權之其他銀行主管機關進行

監督219。當 DOJ認定銀行與其他產業結合，產生可能實質減少競爭或傾向

形成獨占之疑慮時，亦可依克來登法挑戰系爭交易，惟救濟手段（remedy）

須基於合理法律與經濟學原則且與競爭相關，以保障相關市場競爭與防免

系爭交易所生傷害，避免救濟措施反而影響市場競爭220。 故美國律師公會

建議 DOJ不應在可能超出法律授權範圍、不當限制公司競爭以及提高消費

者成本的情況下，於銀行結合案中以救濟措施解決與競爭無關之政策問題

和違法行為221。 

(b) 數據提交與純網路銀行 

美國律師公會認為，隨著科技發展和銀行業相關法規轉變，其他競爭型

 
218 Letter from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ntitrust Law Section. supra note 186, at 3. 
219 Id. at 3. 
220 Letter from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ntitrust Law Section. supra note 186, at 4. 
221 Id.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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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出現，FDIC所搜集的存款數據僅限於在相關地理市場向 FDIC報告存款

的銀行，據此所得出的 HHI 指數可能誇大銀行在相關市場的競爭地位

（competitive position）。再者 FDIC 搜集之數據並非使用消費者地理位置

定位，且不包含未受 FDIC承保的其他金融機構，包括網路銀行等對傳統銀

行帶來競爭威脅之機構。市場新進者正在擴張較傳統分行模式（traditional 

branch model）更廣的服務範圍，如新型銀行（neobank）和特許銀行（chartered 

banks）合作提供存款、信用卡、貸款甚至經紀服務（brokerage service）。

此外，因技術和商業手段的進步，特許銀行（licensed banks）得以將數據金

融服務（digital banking services）和銀行以外之商家的產品整合，而出現銀

行即服務（Banking as a Service）模式。COVID-19亦加速了數位金融的發

展。綜上所述，主管機關在評估適當的 HHI指數門檻時，應考量到此些競

爭環境的轉變和 HHI指數門檻對市場的實際影響222。 

e.小結 

綜合而論，公眾意見普遍肯認應修正銀行結合準則以反應金融市場的變

化，並認為得繼續於 2010年水平結合準則外獨立制定銀行結合準則，但不

應將競爭以外的事項或政策考量納為審查因素。惟多數公眾意見也指出，銀

行結合準則之 HHI指數門檻已無法確實反映金融市場狀況，主要理由包括

現行HHI指數計算依據以存款數據為主與金融機構業務的改變。除此之外，

銀行結合準則與水平結合準則密切審查之 HHI指數門檻亦應統合。在相關

產品與地理市場的界定上，公眾意見多認為應仔細區分金融產品或服務之

不同為個別市場界定，不能僅考量存款因素，而應將農業信貸系統機構、儲

蓄銀行、信用合作社、其他非存款機構或線上產品或服務之競爭納入考量，

以反應該等機構因法規修正、業務放寬與市場變動而對商業銀行帶來的競

爭壓力，以及線上商品或服務對地理市場劃定之應有影響。而此時改善既有

數據如 SOD之搜集內容，或參考如住房抵押貸款揭露法、社區再投資法所

 
222 Id. at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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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得反映消費者所在位置之數據，有助於為符合實際競爭狀況之市場界

定。 

2.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Aon plc & Willis Towers Watson plc 

Aon（中文譯名為怡安）、Willis Towers Watson（中文譯名為韋萊韜悅）、

Marsh 三家公司，為國際保險經紀業「三巨頭」，2020 年 3 月怡安宣布以

300億美元收購韋萊韜悅223，而將使原本三足鼎立的市場，成為高度市場集

中的雙佔模式，而引起各國競爭主管機關相當的關注224。 

DOJ即於 2021年 6月，對 Aon plc (“Aon”)收購Willis Towers Watson 

plc (“Willis Towers Watson”) 提起反托拉斯民事訴訟，欲阻止此一收購案。

DOJ 認為若通過該收購案，將使國際保險經紀市場上三巨頭模式消失，而

有害於市場競爭，使服務價格提高，更可能會對於依賴保險經紀人提供服務

的美國企業、工會造成影響225。司法部於新聞稿中更提及其所採取的行動，

是致力於制止有害結合，維護競爭。 

Aon和Willis Towers Watson 的結合，將統合這兩家提供全球服務、複

雜的數據和分析的保險經紀人，兩者處於寡占地位。以個別消費者而言，

Aon 和 Willis Towers Watson 之間的競爭，可降低關鍵服務的價格，例如

健康和退休福利諮詢。對於公司而言，Aon和Willis Towers Watson 為許多

美國公司提供必要的管理建議，美國公司依靠他們來制定和管理員工健康

和退休福利，並通過管理複雜和不斷變化的風險來降低成本。Aon和Willis 

 
223 Ambrogio Visconti, Aon’s $80 Billion Merger with Willis Towers Watson, Global Legal 

Chronicle (Mar. 11, 2020), https://globallegalchronicle.com/aons-80-billion-merger-with-willis-

towers-watson/ (last visit: 2022/11/07) . 
224 廖賢洲，「公平會對於兩大國際保險經紀人 Aon 及 WTW結合案之觀點」，公平交易

委員會電子報，第 181期，1（2021）。 
225 U.S. Dep’t of Justice, Justice Department Sues to Block Aon’s Acquisition of Willis Towers 

Watson (Jun. 16, 2021), https://www.justice.gov/opa/pr/justice-department-sues-block-aon-s-

acquisition-willis-towers-wa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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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ers Watson在這些服務提供上相互競爭，此有助於確保企業獲得創新、

高品質之經紀服務來管理風險，並以合理成本為員工提供重要的健康和退

休福利。若允許 Aon 和 Willis Towers Watson 結合案，將消減此一關鍵競

爭，將使美國消費者的選擇更少、支付更高價格與獲得更低服務品質226。

DOJ之起訴書227中認為 Aon和Willis Towers Watson 的結合將影響 5個相

關市場的競爭，以下整理 DOJ對此 5個市場的認定： 

(1) 為美國的大型企業提供財產、傷亡和金融風險經紀服務 

a.為美國的大型企業提供財產、傷亡和金融風險經紀服務是一個相關市場 
Aon 和 Willis Towers Watson 的經紀服務包含為其客戶辨識、管理及

分析風險，並為這些風險購買保險，Aon 與 WTW 在財產損失風險、第三
方責任（或傷亡）風險及財務風險方面市占率合計至少 40%。 

保險的相關地理市場為美國，Aon 和WTW為許多財富美國 1000強
之企業提供經紀服務，且大客戶與其他中小型客戶相比，需要更多元、深入

及廣泛的服務。 

b.合併可能會大幅降低美國大型企業在財產、傷亡和金融風險經紀方面的

競爭 
Aon 和 Willis Towers Watson的競爭為在美國大型企業帶來巨大的利益，

可以提供大型企業更低的價格及更高質量的服務，合併可能會大幅減少美

國大客戶在財產、傷亡和金融風險經紀方面的競爭。 
 

(2) 大型雇主之健康保險（health benefits）經紀 
大型雇主為提供員工具有吸引力及成本效益的健康福利，通常會尋求大

型保險經紀公司為其規劃及執行健康福利計畫。相較起規模較小之保險經

紀人而言，三大保險經紀公司因為具有行業專業知識、全球網絡以及現有之

大數據資料庫，可以為大型雇主規劃及執行較具複雜性的健康福利計畫。 

 
226 Id. 
227 United States v. AON plc and Willis Towers Watson plc, Case No.: 1:21-cv-01633, available 

at https://www.justice.gov/opa/press-release/file/1404951/download. 



91 

a.在美國為大型雇主提供健康保險是一個相關市場 
為大型雇主提供健康福利是一個相關產品市場，相關地理市場是美國，

作為一個為大型雇主提供健康福利市場的壟斷者具有利益，因為健康福利

經濟可提供保險公司無法提供的服務大型雇主不太可能直接從保險公司購

買保險作為替代，且若大型雇主向保險公司購買保險商品，保險公司會有銷

售自家保險商品的利益衝突，也不具備保險經紀可以取得跨保險公司數據

的能力。 

b.合併可能會大大減少美國大型雇主在健康福利經紀方面的競爭 
美國為大型雇主提供健康福利的市場已經高度集中，目前 Aon 和 WTW 

合計之市占率至少已有 40%， Marsh 是唯一擁有可比性的其他競爭對手，

合併後市占率提高及市場更高度集中。 
 

(3) 大型單一雇主固定收益養老金計劃的精算服務 
Aon 和 Willis Towers Watson 是美國最大的兩家大型單一雇主固定收益

養老金計劃（single-employer defined benefit pension plans）精算服務提供商，
協助確保養老金計劃履行對養老金領取者的義務，並協助養老金計劃向聯

邦監管機構進行必要的報告，Aon 和 Willis Towers Watson 之合計市占率
至少為此類計劃持有的所有資產的 60%，若兩者合併，可能會使這些養老

金計畫不具有競爭選擇。 

a.美國大型單一雇主固定收益養老金計劃的精算服務是一個相關市場 
大型單一雇主固定收益養老金計劃精算需求複雜，因此通常由可以提供

專業服務的精算公司處理精算事務。大型單一雇主設定受益養老金計劃的

精算服務是相關產品市場，相關地理市場為美國。提供大型單一雇主固定福

利養老金計劃的公司不會用精算服務替代其他類型的固定福利養老金計劃，

且大多數擁有大型單一雇主固定福利養老金計劃的公司也不會自行提供精

算服務。 

b.合併可能大幅降低美國大型單一雇主固定福利養老金計畫的精算服務競

爭 
Aon 和 Willis Towers Watson 是許多大型單一雇主固定收益養老金計劃

中最具吸引力的兩個選擇，利用價格、創新進行競爭，此種價格的競爭最終

為養老金領取者帶來優勢，兩家公司的合併將使競爭消息，且可能降低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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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影響客戶服務水平。 

(4) 私營退休者多元保險交易所（Private Multicarrier Retiree Exchanges） 
Aon 和 Willis Towers Watson 為美國僅有的兩家私營退休者多元保

險交易所的主要經營者，雇主、工會透過私營交易所向其退休人員提供醫療

保險及處方藥保險計畫，利用私營交易所購買醫療保險之退休人員中 95%
為 Aon 和 Willis Towers Watson，兩家公司合併將使 Aon的唯一競爭替代

品消失，可能造成壟斷。 

a.美國私營退休者多元保險交易所的經營是一個相關市場 
私營退休者多元保險交易所的經營為一個相關的產品市場，相關地

理市場是美國。許多雇主、工會從傳統的團體退休人員健康計畫改用較具有

成本效益的過渡到私營交易所，以持續向退休人員提供福利，Aon 或 WTW 
等私營交易所經營者提供許多可供退休人員選擇醫療健康保險規劃，雇主

只需負擔個別退休人員的保險費用，而其他類型的退休人員健康保險通常

為雇主自籌資金的團體健康計劃，雇主必須承擔較高的成本，且轉移到私營

交易所的雇主和工會很少轉回集體計劃，從而並非合理的替代商品。 
由保險公司經營的單一保險交易所（single carrier exchange）可以提

供退休人員的選擇有限，而直接面對消費者的退休人員解決方案提供業者

通常未與退休人員的前雇主或工會簽訂契約，Aon 和 WTW 則與退休人員

及其前雇主、工會有較多接觸機會，可以提供高接觸客戶服務（high-touch 
client service），從而由保險公司經營的單一保險交易所、退休人員解決方
案提供業者均非合理替代方案。 

b.合併可能會大大減少美國私營多運營商退休人員交易所運營的競爭 
Aon 和 Willis Towers Watson 之市占率至少達 95%，若兩家公司合併，

私營多元保險交易所將轉變為壟斷，若缺乏競爭，將可能無法爭取更好的價

格，或降低服務品質，或兩者兼有之。 
 

(5) 再保險經紀 
Aon與Willis Towers Watson合計市占率至少 40%，而Marsh 控制著其

餘的大部分，三巨頭的經驗廣度及深度、市場知識、穩健的模型建構能力及

分析能力，以及對再保險公司的影響力均遠遠超過其他保險經紀人在關鍵

屬性上遠遠超過其他再保險經紀人，也是多數再保險客戶的優先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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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再保險經紀是一個相關市場 
再保險公司不會直接向保險公司出售再保險商品，而保險公司則透過再

保險經紀人的專業知識建構保險公司的再保險規劃，即使保險公司直接向

再保險公司買入再保險，仍會透過保險經紀處理其他再保險需求，從而，直

接向再保險公司購買再保險並不能完全替代再保險經紀。 
每種潛在風險的再保險經紀都是一個獨立的相關產品市場，再保險經紀

的相關地理市場是美國，再保險的承保範圍與其他不同保險的承保範圍不

同，不能互相替代，因此，就每種風險的再保險經紀即屬於其自身的相關產

品市場，且 Aon與 WTW的組織均擁有專責再保險經紀市場的部門，也反
映出美國的再保險經紀市場。 

b.合併可能會大幅減少美國客戶再保險經紀業務的競爭 
美國客戶的再保險經紀市場已經高度集中，若兩家公司合併後將更加集

中。 Aon 和 WTW 的合併市占率至少為 40%，而 Marsh 是唯一擁有可觀

市占率的其他競爭對手，如果允許合併，將導致價格上漲及服務品質下降。 

DOJ 於起訴書中亦提到，三大保險經紀人多年的營運已使其累積大量

的大型客戶，除擁有大量之重要數據資料，數據資料又使三大保險經紀人擁

有優異之模型建構能力，得以繼續維持競爭優勢；三大保險經紀公司並與個

別經紀人之契約又多約定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及不招攬條款，即使個別經

紀人離開，亦難從過去的經驗及與潛在客戶的關係進入市場與三大保險經

紀人競爭228。此外，即使 Avon提出之資產分割（divestitures）方案以抵銷

限制競爭之效果，但在「為美國的大型企業提供財產、傷亡和金融風險經紀

服務」、「大型雇主之健康福利」兩大市場，DOJ認為仍不足以達到為結合

時之競爭狀態、抵銷結合所造成之限制競爭效果229。2021年 7月，Aon和

Willis Towers Watson 因 DOJ之起訴宣布終止其計劃中的 300 億美元結合

案，美國司法部長認為美國許多企業都依賴兩家公司提供企業員工退休計

畫服務，兩家公司終止結合案，將繼續維持合理競爭，提供消費者價格較低、

 
228 Id. at 27-28. 
229 Id. at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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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品質更高的服務230。 

 

3.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Visa Inc. & Plaid Inc.231 

Visa Inc. (”Visa” )為保護自身線上借記服務（online debit service）獨占

地位而擬於 2020年 1月 13日收購 Plaid Inc. (“Plaid”)，經美國司法部以違

反美國薛曼法第 2條與克來登法第 7條於 2020年 11月 5日起訴，其後 Visa

與 Plaid於 2021年 1月 12日宣布放棄此一收購案。本文以下依據 DOJ新

聞稿與起訴狀，簡介 Visa 公司和 Plaid 公司所運用之技術、相關市場地位

與發展狀況，以及此收購案之相關反托拉斯法爭議。 

(1) Visa與 Plaid之業務與競爭關係 

a.概說 

Visa 本身並不直接發卡給消費者，亦不直接提供商家收受簽帳金融卡 

(debit card) 的服務，而是和發卡銀行（issuer）與收單銀行（acquirer）締結

合約，銀行又各自分別與消費者和商家簽訂契約。Visa 線上借記服務的運

作流程，係由線上商家使用消費者的簽帳金融卡憑證（例如：簽帳金融卡卡

號、到期日、CCV/CVC號碼等）向收單銀行發送請求，再由收單銀行透過

Visa為中介，向發卡銀行送請求，確認發卡銀行是否會授權交易。另外，透

過匯總當日各家銀行於該系統的各筆交易、扣除手續費（netting out 

applicable fee）和提供每日結算報告（daily settlement report）來進行清算和

監督銀行間的結算（settlement）過程232。 

 
230 U.S. Dep’t of Justice, Attorney General Merrick B. Garland’s Statement on Aon and Willis 

Towers Watson Decision to Terminate Merger Agreement (Jul. 26, 2021), 

https://www.justice.gov/opa/pr/attorney-general-merrick-b-garland-s-statement-aon-and-willis-

towers-watson-decision (last viewed: 2022/11/14). 
231 United States v. Visa Inc. and PlaId Inc., Case No.: complaint, available at 

https://www.justice.gov/atr/case-document/file/1334736/download. 
232 Id.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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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 與美國主要金融機構簽訂長期契約，限制金融機構發行其他簽帳

金融卡，並握有巨量的商家和消費者的資料，透過這兩項優勢，使希望進入

美國線上借記交易市場的業者，需要克服相當高的技術門檻。故 Visa於美

國線上借記交易市場的市占率穩定維持於 7 成，居於獨占地位。Visa 最大

的競爭對手即 Mastercard，其市占率也僅為 Visa 的三分之一。綜上所述，

Visa 對該項服務市場定價具有相當顯著之決定力量，這也是導致手續費高

昂的主要原因233。 

Plaid 主要業務係透過使用者提供帳戶憑證，使金融科技軟體可以快速

取得使用者的個人資料，以匯總支出數據、查詢餘額以及驗證其他個人金融

資訊。目前於美國，Plaid已經和超過 2,600個軟體和超過 11,000間金融機

構合作，且擁有超過 200,000,000個帳戶資料，據此，Plaid已經有能力跨越

線上借記服務市場的進入門檻234。 

雖然 Plaid原先的技術並不直接與 Visa競爭，但 Plaid計畫利用該技術

以及其與銀行和消費者間的關係，進入美國線上借記服務市場。雖然所使用

的技術和 Visa公司並不相同，但卻能達到相同的結果。其所欲使用的技術

稱為銀行支付 (Pay-by-bank) 235，直接使用消費者的銀行帳戶憑證，以識別

和確認用戶和相關資料，並透過 ACH（Automatic Clearing House）236結算，

直接於消費者和商家的銀行帳戶間完成交易，可大幅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如

 
233 Id. at 3. 
234 Id. at 3. 
235 Pay-by-bank，係一種線上借記的方式，其使用消費者網路銀行帳戶憑證（online bank 

account credential），如：網路銀行的用戶名稱和密碼，以識別和驗證使用者、銀行、帳

號和餘額，並直接從消費者的銀行帳戶向商家之金融機構付款，和 Visa 提供的線上借記

服務相同，皆採終端對終端（end-to-end）的模式 , Id. at 10. 
236 ACH，即 Automatic Clearing House，該系統透過兩家類似公營事業的經營者（utility-

like operator）管理，進行轉帳交易之結算。經營者分別為美國聯邦準備（Federal 

Reserve），以及由銀行聯盟組成的清算所（The Clearing House）, Id.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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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費等237。Plaid因此具有威脅 Visa於美國線上借記服務市場獨占地位的

特殊條件優勢238。而 Visa為保護其自身於美國線上借記服務市場的獨占地

位，決定以 53億美金的價格收購 Plaid，也因此產生反托拉斯法之爭議239。 

b.本案相關市場 

(a) 產品市場：線上借記交易 (on-line debit transactions) 市場 

線上借記服務業者係使用者與商家交易的中間人，透過雙邊交易平台

（two-sided transactions platforms），商家和消費者從各自銀行帳戶中既有

的存款進行交易，和信用卡業務有別。線上借記交易市場包括傳統線上借記

服務和銀行支付借記服務兩者。另外，上述交易流程，雙方並不需要使用實

體簽帳金融卡（card present payments）面對面完成交易240。 

Visa所採用的技術係由線上商家使用消費者的簽帳金融卡憑證（例如：

簽帳金融卡卡號、到期日、CCV/CVC號碼等）向收單銀行發送請求，再由

收單銀行透過線上借記服務業者向發卡銀行送請求，以確認發卡銀行是否

會授權交易。Plaid 則利用銀行支付和 ACH 清算技術，直接於消費者和商

家的銀行帳戶間完成交易。然而，如單論 ACH而言，從審核交易到完成交

易所花費時間快則數小時，慢則數天，就便利性而言，不足以替代 Visa之

傳統線上借記服務與技術。而 Plaid 以資料搜集技術改善前述問題，而與

Visa 所用技術達成之效果相當241。上述線上借記服務皆屬於雙邊交易平台

（two-sided transaction platforms），一邊為使用者，一邊為商家。簽約商家

的增加或使用者的增加，對於他方而言，可以提升方便性等利益。故線上借

記交易之價格須同時將兩邊納入考量242。 
 

237 Id. at 10. 
238 Id. at 11. 
239 Id. at 4. 
240 Id. at 15. 
241 Id. at 16. 
242 Id. 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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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J 認為，美國線上借記交易應構成本案之相關產品市場（relevant 

product market），而商家和消費者很難以其他支付方法取代線上借記交易，

亦即線上借記交易並無合理的替代品243。 

(b) 線上借記交易和其他支付方式間的替代可能性 

按現金支付（cash payments），無法適用於線上支付，顯而易見地兩者

之間不具有可替代性244。至於信用卡業務，並不要求使用者須在帳戶留存存

款，故銀行於審核信用卡申請之標準和簽帳金融卡者有所不同，民眾亦可能

因為資格或消費習慣等問題，而異其選擇。另外，兩者除手續費計算不同之

外，杜爾賓修正法（Durbin Amendment）亦僅對簽帳卡金融業務之手續費定

有限制。據此，兩者之間亦不具有可替代性245。 

此外，透過票據交換所或美聯儲進行的 ACH轉帳支付，通常用於薪水

或銀行同業間結算以及其他經常性固定支出，如學費和房貸等。且 ACH轉

帳需要消費者輸入自身帳戶訊息和商家的路由資訊（routing information），

然後逐步驗證，該流程需要數小時或數天的時間，對於消費者和商家雙方而

言皆極為不便。因此，對於線上借記交易而言，一般的 ACH轉帳並不具有

可替代性246。 

(c) 本案地理市場：美國 

Visa和 Plaid於線上借記交易均係以美國為相關地理市場，蓋美國係以

全國性的法規監管線上借記交易，Visa 向美國特約商家收取之費用，亦有

獨立規範247。 

 
243 Id. at 15. 
244 Id. at 16. 
245 Id. at 16. 
246 Id. at 16. 
247 Id. 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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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競爭分析 

DOJ主張如 Plaid獨立經營線上借記交易，可期待線上借記交易之手續

費用將大幅下降。惟 Plaid如經 Visa收購，將進一步鞏固 Visa於線上借記

交易之獨占地位，可能導致手續費價格上漲248。且 Visa 收購 Plaid 將抑制

創新，蓋 Visa收購 Plaid後，為保障自身既有利益，可能減緩甚至停止銀行

支付技術的發展249。再者，Visa收購 Plaid後將更近一步提升進入美國線上

借記交易市場之門檻。Visa收購 Plaid後，除了其既有占有率和技術外，更

可透過 Plaid和其他金融科技公司接觸，當發現有威脅到其市場地位的情況

時，即時發動收購或採用其他手段。Visa 藉此收購案更能獲得大量關於商

家和消費者甚至競爭對手之資訊，凡此皆將使其獨占地位更加難以撼動250。 

雖然 Visa 宣稱和 Plaid 結合可以產生綜效（synergy），但任何可證實

的效益（cognizable effect）皆無法超過該結合交易對相關市場競爭的傷害，

例如 Visa認為該交易有助於微幅降低成本，實則不然；且 Visa並不打算使

用 Plaid之銀行支付借記服務。另外，Visa對 Plaid的收購，於相關市場之

限制競爭效果超過任何促進競爭效益，且後者均可透過損害較少的方式達

成。綜上所述，系爭結合案缺乏抵銷限制競爭效果之因素（ lack of 

countervailing factors）251。 

綜上所述，DOJ主張如允許系爭結合案繼續進行，Visa收購 Plaid可能

會嚴重降低美國線上借記交易市場的競爭或使 Visa獨占美國線上借記交易

市場，此部分違反克來登法第七條意旨252。此外，Visa 收購 Plaid 將消滅

Plaid 對 Visa 獨占地位構成的新競爭威脅，並使 Visa 得以非法維持其在美

 
248 Id. at 17. 
249 Id. at 18. 
250 Id. at 19. 
251 Id. at 20. 
252 Id. a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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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線上借記交易市場之獨占地位，此違反薛曼法第二條253。 

d.Visa與 Plaid放棄此收購案 

DOJ於 2020年 11月 5日提起民事反托拉斯訴訟（civil antitrust lawsuit）

以阻止該收購案進行，最終系爭收購案以 DOJ宣布 Visa與 Plaid於 2021年

1月 21日放棄交易金額總計 53億美元收購案告終254。 

（二） 卡特爾行為與競爭者合作 

1. 操縱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LIBOR)案 

DOJ 連同 FBI 調查與起訴操縱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the 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 LIBOR)一案，係多家銀行與所屬人員操縱此一

LIBOR基準利率意欲改善部分金融機構之交易部位。DOJ為調查此案，大

規模地與美國與他國執法機關與金融管制機關合作，包括美國證券交易委

員會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 

(U.S.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 (U.K.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與重大詐欺犯罪偵查署(Serious Fraud Office)、

日本司法部 (Japanese Ministry of Justice)、日本金融服務監管署 (Japan 

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瑞士金融市場監理署 (Swiss Financial Market 

Supervisory Authority)、荷蘭公共起訴服務部  (Dutch Public Prosecution 

Service) 與荷蘭中央銀行 (Dutch Central Bank)均於 LIBOR調查案中扮演主

要角色。DOJ就操縱 LIBOR之調查使得數名個人被告與主要金融機構認罪

協商255。惟 2017 年與 2022 年，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分別廢棄了兩件地

 
253 Id. at 21. 
254 U.S. Dep’t of Justice, Visa and PlaId Abandon Merger After Antitrust Division’s Suit to 

Block, https://www.justice.gov/opa/pr/visa-and-plaId-abandon-merger-after-antitrust-division-s-

suit-block. (Jan. 12, 2021) 
255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o-operation between Competition Agencies and Regulators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 Note by the United States, DAF/COMP/WP2/WD(2017)28, 5-6 (Dec. 4,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justice.gov/atr/page/file/1312331/download (last 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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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院對幾位個人被告的定罪判決256。 

2. DOJ回覆 ISDA商業審查請求案 

(1) 概說 

國際交換交易暨衍生性商品協會(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 ISDA)依據 DOJ 商業審查程序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s 

Business Review Procedure)， 於 2019年就 ISDA提議就部分銀行拆借利率

(interbank offered rates, 以下共同簡稱為“IBORs“) 可能停止適用一事修正

ISDA 標準文件，請求 DOJ 發布商業審查信函 (business review letter)。而

DOJ亦發函表明，其不擬挑戰 ISDA提議修正其標準文件一事257。 

(2) 本案背景 

按 ISDA有來自 71個國家、超過 900名會員，涵蓋衍生性商品市場參

與者如公司、投資經理人、政府與超國家組織、保險公司、能源與商品公司、

中間機構、清算所、法律事務所或會計事務所，以及其他服務提供者等。

ISDA公布模範文件，供其會員用於交換交易 (swaps)、遠期契約 (forwards) 

以及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契約，其中包括 ISDA 主合約 (ISDA Master 

Agreement)，即交易當事人用來規範櫃檯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over-the-

counter derivatives transactions) 之模範契約，以及 2006年的 ISDA定義，包

 
2022/11/14). DOJ相關起訴案件資料與新聞稿彙整，並可參閱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LIBOR Investigation 2014, https://www.justice.gov/atr/division-update/2014/libor-investigation 

(last viewed: 2022/11/14). 
256 Michael Volkov, DOJ Loses Another Libor-Rigging Case on Appeal, JDSUPRA (Feb. 8, 

2022), https://www.jdsupra.com/legalnews/doj-loses-another-libor-rigging-case-on-3207295/ 

(last viewed: 2022/11/14). 
257 Letter from Makan Delrahim,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Re: 

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 Business Review Request, to Abram J. E, 

Simpson Thacher & Bartlett LLP (Oct. 1, 2020), 

https://www.justice.gov/atr/page/file/1323171/download (last viewed: 202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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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利率與貨幣衍生性金融商品契約 (currency derivatives contracts) 之標準

定義。這些契約得指涉參考各類利率，包括 LIBOR與其他 IBORs  (即銀行

同業拆借利率，Interbank Offered Rates, IBORs)。ISDA文件也允許 ISDA於

情況所需時發布補充與協定，以更新、增加或調整定義258。 

鑑於 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與國際監管者發現操縱不同 IBORs之行

為。銀行操縱其提交利率，意圖於金融危機期間塑造金融穩健形象且裨益其

交易部位。這些操縱案件，伴隨以銀行提交利率予 IBOR管理者為基礎之銀

行間借貸市場活動下降，損害現行 IBOR 系統之可信賴性與強健性。2016

年，負責審查主要利率基準之金融穩定委員會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 ，鑑於衍生性金融商品契約所參照之 IBOR可能永久停用，要求 ISDA

發展衍生性金融商品契約之應變約定 (fallback arrangements)，促使 ISDA致

力發展應變利率 (fallback rates)與程序。而負責管制美金 LIBOR 與其他

LIBOR之 FCA於 2017年即已宣布不保證於 2021年後仍會提供 LIBOR259。 

(3) ISDA提案 

ISDA提議發布： (1) 修正 2006年 ISDA定義以增補部分 IBORs指定

應變利率（以下稱為「提議增補」(Proposed Supplement)），以及 (2) ISDA

會員得於既有合約適用指定應變利率之協定（以下稱為「提議協定」

(Proposed Protocol)）。ISDA提案 (ISDA’s Proposal) 則為以新應變利率及

其何時生效等細節取代 2006年 ISDA定義之應變機制。此等應變利率係以

修正無風險利率 (risk-free rate, RFR，即違約或損失零風險或近零風險時的

利率) 取代既定 IBOR，此係 FSB委任的公私營工作團體所建議260。 

既有衍生性金融商品契約，得透過 ISDA 提議協定，納入提議應變利

率。藉由使用提議協定，交易當事人無需為納入新應變利率而個別重新協

 
258 Id. at 2. 
259 Id. at 3. 
260 Id. at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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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且提議協定係自願採用與無損當事人就個別衍生性金融商品契約條款

之修正、變更或拋棄。於 IBOR管理者或其監管者宣布該管理者停止提供或

將停止提供利率且無後繼管理者時，提議增補與提議協定之應變利率即生

效。提議增補與提議協定就 LIBOR 利率亦有停用前啟動 (pre-cessation 

trigger) 條款，即若利率管理者聲明該利率不再為基礎市場與經濟現實的代

表且此情況不能回復時，相關應變利率即啟動執行。ISDA亦已表示市場參

與者不須使用提議增補中的應變利率或提議協定，且如其認為現行應變程

序或替代應變利率對特定契約而言更為適宜，亦得使用不同應變利率261。 

(4) DOJ之分析 

DOJ首先指出，ISDA提案並非屬提高價格或減少產出之協議，不適用

當然違法原則 (per se rule) 而應以合理原則 (rule of reason) 審查。ISDA提

案並未顯示其會員間協議限制會員僅能選擇提議增補與提議協定所載之提

議應變利率。ISDA模範文件使用者如不擬使用提議應變利率，提議增補或

提議協定並未禁止使用者締結使用替代利率（包括未列在 2006年 ISDA定

義之利率）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合約或修正既有合約。RFRs係由 FSB委託之

公私營工作團體如替代參照利率委員會  (Alternative Reference Rates 

Committee, ARRC) 選出，很難想像使用 RFRs以及修正 RFRs可能會有限

制競爭效果。ISDA於徵詢程序中亦收到業界就可能修正方式之廣泛支持。

再者，提議增補與提議協定所界定之應變利率，非排他性且由當事人自願選

擇，ISDＡ模範文件使用者若欲使用替代應變利率，亦可自由為之。 提議協

定亦屬自願採用，若衍生性金融商品契約當事人欲使用不同應變程序，其可

決定不簽署提議協定而個別修正其契約，故提議協定亦不具有限制競爭效

果。此外，停用前啟動條款係任意條款，特定衍生性金融商品契約之當事人

得自由決定使用不同類型之停用前啟動條款或根本不予使用。ISDA決定就

 
261 Id. at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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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OR利率納入停用前啟動條款，亦不生潛在限制競爭危害262。 

DOJ 認為 ISDA 提案可能有顯著促進競爭利益，且此等利益超過可能

的限制競爭效果。首先，若 IBOR 停止使用或欠缺代表性，建立標準且廣泛

接受之應變利率，可減免每一契約取得報價與計算利率所需之時間與費用。

衍生性金融商品契約使用者於既有衍生性金融商品契約納入提議應變利率，

即無庸個別重新協商契約，節省時間勞力。IDSA提案之提議應變力率可增

加使用提議增補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契約與經由提議協定修改之現行契約的

利率計算之可預測性與確定性，進而顯著減少 IBOR 停止適用時應變利率

計算的相關爭議。再者，因事業通常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以避險借款或其他

義務，而工作團體如 ARRC已將 RFRs納入非衍生性商品之應變機制，ISDA

提議應變利率使用相同 RFRs 降低不相稱避險之危險且有助於改善金融系

統的穩定性。至於提議增補與提議協定所納入之停止前啟動條款，係為處理

當 IBOR 仍然有效但已被認為不具代表性的情況。納入此等條款有助於從

IBORs至提議應變利率的過渡與預測性。整體而言，ISDA 提案是政府管制

者與產業參與者共同合作，有助於促進自 IBORs轉向其他參考利率的平穩

過渡，而有益金融服務產業。ISDA使用 RFRs 作為其應變利率之基礎，鼓

勵標準化與在諸如商業與消費者貸款等方面採用 RFRs。此外，ISDA 提案

就其提議應變利率採用部分修正 RFRs，亦鼓勵其他機構就應變利率為類似

修正，而促進跨金融商品之契約語言標準化263。 

綜上所述，DOJ認為 ISDA提案不會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且可能對金融

服務產業帶來顯著利益。因而，DOJ目前不會挑戰 ISDA修正其標準化文

件之提案。惟若提議行為之實際運作經證明在目的或效果上限制競爭，

DOJ保留未來提起執法行動的權利264。 

 
262 Id. at 6-7 
263 Id. at 8-9 
264 Id.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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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垂直交易限制 

美國金融業垂直交易限制案例，集中於支付產業，包括 2008年 DOJ調

查 Visa限制特定個人辨識號碼簽帳卡交易案，以及最重要的美國最高法院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案。此兩案詳細說明，均見於公平會 107年委

託研究報告「支付系統與競爭」265。美國最高法院在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案最重要的見解為雙邊交易市場 (two-sided transaction market) 應界定

為一個市場，屬於雙邊交易市場的信用卡市場，其市場界定應將特約商店與

持卡人均納為同一市場，蓋信用卡公司所銷售之產品為「交易」(transactions) 

而非對特約商店之服務，故交易限制之競爭效果並不能僅檢視特約商店端

即判定。雙邊交易市場一邊之價格提高，本身並不能顯示為限制競爭之市場

力量行使。為證明系爭行為對雙邊信用卡市場整體有限制競爭效果，原告必

須證明信用卡公司之行為增加信用卡交易之成本超越競爭水平，降低信用

卡機要數量以及窒息信用卡市場之競爭266。 

 

六、 聯邦交易委員會近年金融科技相關之案例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針對金融科技業者案件，多以聯邦交易委員會法

第 5條之規定加以管制，若有誤導消費者之表示、行為或隱瞞之行為，則以

「欺罔」（deceptive）加以管制，至於金融科技業者之行為若導致或可能導

致消費者遭受損害，聯邦交易委員會則均透過「不公平」（unfair）行為加

以處理。以下整理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近年金融科技相關案例。 
  

 
265 參見陳志民、陳若暉、顏雅倫，前揭註 48，103-104、109-127。該兩案均係由本計畫

研究主持人執筆，併此敘明。 
266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287-228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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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近年金融科技相關案例整理表 

年度 被告 案件概述 處分依據 

2022 

CREDIT 

KARMA, 

LLC267 

Credit Karma 提供使消費者監控其信

用評分、信用報告的工具，如消費者欲

使用 Credit Karma提供的服務，消費

者必須向 Credit Karma 提供各種個人

資訊，從而使 Credit Karma 能夠在每

個消費者上收集 2,500 多個數據點

（data points），包括信用和收入資訊， 

Credit Karma 再利用蒐集到的資訊發

送有針對性的金融產品廣告及推薦。 

 

Credit Karma直接或間接、明示或暗示

消費者已經取得信用產品之預先認可

（Pre-Approved），或有 90%的機率獲

得信貸優惠，但實際上有高達三分之

一的消費者遭到拒絕，花費消費者時

間並損害消費者之信用評分。 

聯邦交易委員

會法第 5條「欺

罔」 

2022 

First 

American 

Payment 

Systems, 

First American Payment Systems 為中

小企業提供支付處理服務，其中許多

業者的英語水準有限，以虛假的費用

及宣稱可以節省費用成本引誘中小企

業之業者，且未經授權自帳戶中提取

聯邦交易委員

會法第 5條「欺

罔」、「不公平」 

 
267 In re CREDIT KARMA, LLC, File No.202 3138, F.T.C. Complaint,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ftc_gov/pdf/CK%20Complaint%209-1-

22%20%28Redacted%29.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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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被告 案件概述 處分依據 

LP268 資金，導致業者難以取消服務或取消

服務之成本昂貴。 

2020 

Beam 

Financial 

Inc.269 

Beam 為行動銀行 App 的運營商，向

其用戶承諾可以利用帳戶進行轉帳，

且將於 3 到 5 個工作天內取得用戶申

請之資金，但多數用戶多經過數週到

數個月才收到款項。 

Beam 還向用戶聲稱可以獲得至少

0.2%或 1.0%的業界最佳利率，但實際

上用戶收到的利率僅有 0.04%，且在用

戶請求返還資金後即不再獲得利息。 

聯邦交易委員

會法第 5條「欺

罔」 

2017 

The 

Western 

Union 

Company270 

Western Union營運全球匯款系統時，

未能採取及時、適當和有效的行動來

檢測和防止通過匯款系統進行的欺詐

性匯款，協助及支持電信詐欺。 

聯邦交易委員

會法第 5條「不

公平」 

2017 
PAYPAL, 

INC.271 

使用 App Venmo 點對點服務（peer-

to-peer service）的用戶被告知，記入用

聯邦交易委員

會法第 5條「欺

 
268 In re First American Payment Systems, LP, Case No. 4:22-cv-00654, F.T.C. Complaint,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ftc_gov/pdf/Complaint%20%28file%20stamped%29_0.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269 In re Beam Financial Inc., Case No. 3:20-cv-08119, F.T.C. Complaint,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01-_complaint.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270 In re THE WESTERN UNION COMPANY, Case No. e 1:17-cv-00110-CCC, F.T.C. 

Complaint,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western_union_complaint-

jan2017.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271 In re PAYPAL, INC., Docket No. 162-3102, F.T.C. Compl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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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被告 案件概述 處分依據 

戶 Venmo 餘額的資金可以轉移到外

部銀行帳戶，但 Venmo卻未向用戶揭

露交易仍須經過審查，資金有可能被

凍結或移除。而無需充分揭露交易仍

需審查，資金可能會被凍結或移除。 

 

Venmo 直接或間接、明示或暗示消費

者有權限將未來交易或單筆交易限定

為特定群體可以瀏覽，但卻未充分揭

露 Default Audience Setting 並不能保

證單筆交易或未來交易僅有特定群體

可以看見。 

 

此外，PAYPAL 透過 Venmo 直接或

間接、明示或暗示，PAYPAL 使用銀

行等級安全系統保護消費者之財務資

訊，但實際上 PAYPAL並未使用銀行

等級安全系統保護消費者之財務資

訊。 

罔」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venmo_complaint.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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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歐盟的發展 

一、 歐盟競爭法於金融業之適用 

（一） 歐盟競爭法簡介 

1. 歐盟運作條約之演進 

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

為歐盟兩大基本條約之一，其前身乃 1985年所生效之《歐洲經濟共同體成

立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TEEC)亦即

所謂《羅馬條約》，內容主要規範歐盟在政治與經濟之角色、歐盟之政策與

運作等相關規範，其中亦包含對於歐盟成員反競爭行為之限制。 

2. TFEU之反托拉斯(Antitrust)規定 

在整個歐盟法體系中，現行委員會調查反競爭相關案件時最主要引用

及依據之法條為 TEFU第 101條與第 102條及歐洲經濟區協定第 35條之規

定： 

(1)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101條（舊羅馬條約第 81條）272 

（第 1項） 

事業間協議、事業團體決議與一致性行為，係足以影響歐盟會員國間交

易，且以妨礙、限制或扭曲歐盟共同市場競爭為效果(effect)或目的(object)

者，與共同市場不相容，應予禁止。包括下列行為： 

(a)直接或間接決定價格或其他控制條件； 

(b)限制或控制生產、市場、技術發展或投資； 

(c)分配市場或資源供給； 

(d)對交易相對人為差別待遇，至其受到競爭上不利益； 

(e)以交易相對人接受附帶義務作為締約條件，而該附帶義務之性質與

商業用途均與該契約毫無關聯。 
 

272 本條乃參照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翻譯，https://www.ftc.gov.tw/upload/fd300f84-4704-42aa-

96ff-e051491b02b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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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項） 

本條規定所禁止之協議或決議，應自動無效。 

（第 3項） 

但有下列情形時，第 1項規定得被宣告不適用： 

－事業間協議或某種協議類型， 

－事業團體決議或某種決議類型， 

－醫治性行為或某種一致性行為類型， 

有助於改善商品之生產、分配、促進技術與經濟進步，並確保消費者能

享受其利益，而無(a)對相關事業課已必要之限制；或(b)使相關事業就系爭

商品之重要部分排除競爭等情形者。 

(2)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102條（舊羅馬條約第 82條）273 

在歐盟共同市場內或某個重要區域，一個或數個事業濫用其優勢市場

地位之行為，係足以影響歐盟會員國間交易，與共同市場不相容，應予禁止。

包括下述行為： 

(a)直接或間接要求不公平價格或交易條件； 

(b)限制生產、市場或技術發展，致消費者權益受損； 

(c)對交易相對人為差別待遇，至其受到競爭上不利益； 

(d)以交易相對人接受附帶義務作為締約條件，而該附帶義務之性質與

商業用途均與該契約毫無關聯。 

(3) 歐洲經濟區協定(Agreement of EEA)第 35條274 

（第一項） 

應禁止下列與本協議不相容之行為：所有事業間之協議、事業協會之決

議及事業間之一致行為將影響締約國間之貿易且以妨害、限制或扭曲本協

定涵蓋領土範圍之競爭為目的，包括下列行為： 

 
273 同前註。 
274 Agreement on 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 agreement)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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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直接或間接決定價格或其他控制條件； 

(b)限制或控制生產、市場、技術發展或投資； 

(c)分配市場或資源供給； 

(d)對交易相對人為差別待遇，至其受到競爭上不利益； 

(e)以交易相對人接受附帶義務作為締約條件，而該附帶義務之性質與

商業用途均與該契約毫無關聯。 

（第二項） 

依本條所禁止之任何協議、決議或一致行為將自動失效。 

（第三項） 

但有下列情形時，得宣告第 1項之規定不適用： 

－事業間協議或某種協議類型， 

－事業團體決議或某種決議類型， 

－一致性行為或某種一致性行為類型， 

有助於改善商品之生產、分配、促進技術與經濟進步，並確保消費者能

享受其利益，而無 

(a)對相關事業課已必要之限制； 

(b)使相關事業就系爭商品之重要部分排除競爭等情形者。275 

3. 歐盟執委會之調查程序規範 

歐盟執委會執行 TFEU第 101條及第 102條調查之依據，乃於 2003年

所發布之第 1號理事會條例，亦即俗稱之《反托拉斯條例》276，內容主要包

含委員會條查程序之開始、委員會與成員國競爭主管機關管轄權之劃分、委

員會與成員國競爭主管機關與法院之訊息交換權利與義務、TFEU第 101條

及第 102 條與成員國競爭法之關係、調查程序中之臨時措施、受調查當事

 
275 公平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272。 
276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of 16 December 2002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s on competition laId down in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Trea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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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為承諾之權利、重啟調查程序、委員會認定不適用條文之權限、委員會

應負舉證責任之義務、暫停調查程序或駁回申請程序之條件、各種處罰之規

定、限制以及時效規定。 

本條例之制定目的乃確保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之TFEU第 101條及第 102

條，在各成員國內得到歐盟執委會、各國競爭主管機關與各國法院有效且統

一之適用，一方面確保調查程序具有合法依據，二方面尊重受調查之法人或

自然人擁有基本之抗辯權，同時強化歐盟執委會、各國競爭主管機關與各國

法院之信息傳遞與合作管道，並劃定適當的管轄權限，以避免雙方爭奪調查

特定案件之情形發生，同時亦特別強調尊重並兼容會員國國家之競爭法277。 

4. 其他輔佐法規或指引 

依據 TFEU 第 103 條之規定，委員會根據理事會之建議，並諮詢歐洲

議會後，制定執行第 101 條及第 102 條原則之法規或指引278，其中包括為

確保遵守禁令之罰款279，如 2006年罰款指南及其備忘錄，或第 101條第 3

項所適用之細則280，如保險業聯合行為之豁免條例（第 267/2010號委員會

條例）等，又或他等協定，如《歐洲經濟區協定》(European Economic Area 

Agreement ,EEA Agreement)，皆為協助理事會執行實體調查之法規。 

5. 歐盟競爭法於金融業之適用 

歐盟競爭法是否應適用於銀行與保險業，雖早期曾有爭論281，惟歐洲最

 
277 Chapter IV of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278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 §103(1). 
279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 §103(2)(a). 
280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 §103(2)(b). 
281 See VAN BAEL & BELLIS, COMPETITION LAW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1402 (4th ed.2 

005); Stephen Ryan, et al., Financial Services, in THE EC LAW OF COMPETITION 1306-1307 

(Jonathan Faull & Ali Nikpay, eds., 2d ed. 2007). 相關說明並參見顏雅倫，前揭註 1，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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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於 1980年代在 Züchner一案282中即認為銀行應適用歐盟條約第 81、

82條。於 Verband der Sachversicherer案中，歐洲最高法院亦認為歐洲聯盟

條約第 81 條及第 82 條應完全適用於保險業283。歐盟執委會就金融產業之

競爭法執法主要集中在國家補助 (state aid) 與結合管制284。惟鑒於國家補

助為歐盟面臨會員國在金融危機時援助與挽救國內金融機構之歐盟區域內

特殊問題，故本研究計畫並未將國家補助相關議題納入比較法研究範圍。 

（二） 歐盟競爭法於保險業之適用 

1. 競爭法適用於保險業之發展歷程 

於 1980年代以前之案例中，歐盟法院與歐盟執委會多半基於保險行業

之特殊性與公益性，而認為保險業並非競爭法之適用標的，對於保險業所為

有害市場競爭之行為，多半以各成員國所制訂之保險業監理法加以控管，然

隨著部分成員國內之保險業規模逐漸壯大，以及市場對於分散風險之需求

日益增加，致使跨成員國之保險業誕生，歐盟法院亦於 1987年 Verband der 

Sachversicherer ev285之火災保險案中，正式宣告保險業必須受到歐盟聯盟運

作條約中有關競爭法之限制，又再經歷數十年之發展，對於保險業之豁免條

例亦有了系統性之法規範。 

2. 保險業是否適用競爭法之爭議286 

對於保險業是否適用於競爭法之疑義，過去傳統觀點認為，保險業基於

 
282 Case 172/80 Züchner v Bayerische Vereinsbank AG [1981] ECR 2021, 2030. 
283 Stephen Ryan, et al., supra note 281, at 1306-1307. 
284 Vincent Brophy et al, “European Union: Financial Services”, GCR (Jun. 27, 2018), 

https://globalcompetitionreview.com/review/the-european-mIddle-eastern-and-african-antitrust-

review/the-european-mIddle-eastern-and-african-antitrust-review-2019/article/european-union-

financial-services (last viewed: 2022/11/14). 
285 Case 45/85 Verband der Sachversicherer e.v. Commission [1987] E.C.R. 405; [1988] 4 

C.M.L.R. 264. 
286 See European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insurance market, E.C.L.R. 2000, 21(2),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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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殊性而需要受到各成員國法規之監理，亦即不能依靠市場力量及競爭

過程，故競爭法亦不應或不能適用於保險業上，關於其特殊性德國學者

Wernhard Möschel287認為主要有以下五點： 

(1) 保險業之供給過剩288 

基於保險業所提供之保險合約服務乃對風險之承擔，在損尚未發生以

前保險人並不需要付出提供任何有形對價與被保險人，故在未有監理之規

範下，其進入門檻低而造成供給過剩，進而根據市場力量會使保費呈現下滑

趨勢而導致惡性之價格競爭，故未有監理規範可能將對保險業市場帶來不

良之後果。 

(2) 保險業保費之計算289 

保險業必須依賴精算假設來計算未來風險承擔之對價，在某些險種中，

需要透過大量保險合約所累積之統計數據，也因中小型之保險公司常無法

單靠自身之業務取得相關統計數據，這樣的情形於有意進入市場之保險公

司或合約期限較長之保險公司尤為明顯，基於競爭之壓力，倘若在沒有監理

規範之情形下，保險公司將有誘因低估未來風險，以壓低保費，在這種低成

本之假設上，往往造成保險公司破產之危險，而與保險原本作為風險規劃功

能背道而馳。 

(3) 保險業之透明度290 

相較於其他市場上之產品，保險商品乃一具高度專業性與複雜之商品，

故難以判斷與比較其與他類似產品之優劣，被保險人可能不清楚更甚完全

無法了解保單條款內容，而做出理性且正確的判斷，由於在無監理限制下，

 
287 See Wernhard Möschel, Gesetz gegen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Kommentar zum 

Kartellgesetz, §102 note 13-18 (Ulrich Immenga and Ernst-Joachim Mestmäcker eds, 1st ed. 

1981) 
288 See European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insurance market, E.C.L.R. 2000, 21(2), 108. 
289 See European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insurance market, E.C.L.R. 2000, 21(2), 108. 
290 See European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insurance market, E.C.L.R. 2000, 21(2),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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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條款之變化彈性大，致使產品之不透明度遽增，而更深化被保險人與保

險人間之資訊不對稱而造成市場失靈的情況產生。 

(4) 共同保險與再保險之特殊性 

共同保險與再保險很大程度上依賴統一保單條款的產品來維持其對於

風險之衡量與降低交易成本。 

(5) 保險業之金融安全291 

保險業須被市場上之消費者信任其不會任意破產，始能吸引消費者將

其所提供之保險服務作為風險規劃之工具，而發揮保險部門最初之功用，故

倘多數保險業皆面臨巨大之破產風險，非但使被保險人一同承擔破產所帶

來的不利益，更進一步降低了消費者對保險之信心而造成社會外部成本。 

3. 保險業之豁免條款 

為回應上開所述保險業之特殊性，歐盟執委會依據保險業之各特點制

定相應之豁免條款，以使競爭法能妥適的適用於保險業且滿足其特殊需求，

自最早於 1991年所發布之第 1534號理事會條例，到 2003年延續之第 358

號理事會條例，以及最新之 2010年所發布之第 267號委員會條例，旨皆在

使 TFEU 第 101 條第三項於保險業之行使有所參考標準，而滿足保險業之

特殊需求，從最初僅包含標準化保單條款、測試和接受共同安全設備協議及

對新風險之共同保險與共同再保險之協議，爾後亦將彙編、表格與研究之協

議納入豁免條款內，更因應時代發展將測試和接受共同安全設備協議之豁

免及標準化條款之豁免提升至各商品皆有適用之範疇，而於 2010 年之第

267號委員會條例失效後，保險業的競爭豁免不再以獨立條例規範，而回歸

歐盟執委會 2011 年水平合作準則評估保險業共同編輯、製作表格與研究，

亦顯示歐盟執委會對於保險業之調查與執法技術有了相當大的進步。 

 

 
291 See European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insurance market, E.C.L.R. 2000, 21(2),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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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結合管制案例 

（一） 歐盟執委會附條件許可 Aon收購Willis Towers Watson 

歐執委會於 2020年 11月 16日收到 Aon收購Willis Towers Watson此

一交易之申報後，即於 2020年 12月 21日開始進行調查。歐盟執委會深入

調查後認為，兩公司之結合案下市場有損害競爭之疑慮：一、對以歐洲為基

礎之大型跨國客戶的商業風險經濟服務。按僅有保險經紀三巨頭公司，方有

能力於歐洲經濟區內處理客戶之大型複雜風險，並有合適之通路與保險網

路以提供跨國服務，故其中兩巨頭之結合會損害特別是財產、意外險、金融

與專業服務、電腦網路 (Cyber) 等風險類別之競爭。且不論客戶規模大小，

歐盟執委會也顧慮關於在航太製造風險與荷蘭及西班牙國內市場之商業風

險經濟服務。二、合約與臨時再保險經濟服務（ treaty and facultative 

reinsurance）。因 Aon和Willis Towers Watson為三家中的兩家全球領導再

保險經紀公司，此一結合將可能減少再保險公司之選擇。三、對在德國市場

向受僱人提供退休金方案之公司的退休金管理服務292。 

 而為了消除執委會對市場競爭之疑慮與擔憂，Aon 決定提供以下

承諾293： 

一、 將資產出售與全球保險經紀和風險管理服務公司 Arthur J. Gallagher＆

Co (Gallagher)，包含Willis Towers Watson於法國、德國、西班牙及荷

蘭之全部商業風險經紀組織、Willis Towers Watson於英國之網路風險

經紀業務、在一些歐洲經濟區域國家與國際、另外的重要客戶合約與

人員群、WTW 在航空製造風險類別之全部經紀業務，以及 WTW 之

全球合約再保險與臨時再保險之經紀組織。 

 
292 European Comm’n, Merger: Commission Clears Acquisition of Willis Towers Watson by 

Aon, Subject to Conditions (Jul. 21, 202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3626. 
29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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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將Aon於德國之退休福利諮詢與退休金管理業務以及德國之投資方案

業務全部出售與合適購買者。 

歐盟執委會經調查後認為，Gallagher為僅次於三巨頭之競爭者，而為

商業風險與再保險資產出售業務之最適合購買者。經歐盟執委會正式評估

並許可 Gallagher 為資產出售業務之最適合購買者後，Aon 方可執行收購

Willis Towers Watson294。 

（二） 歐盟執委會附條件許可倫敦股票交易集團收購 Refinitiv案 

歐盟執委會於 2021 年初附條件許可倫敦股票交易集團 (London Stock 

Exchange Group, LSEG) 收購 Refinitiv。LSEG總部在倫敦，為歐洲重要金

融基礎設施公司之一，以經營倫敦股票交易所 (London Stock Exchange, LSE) 

聞名，也擁有義大利股票交易所 Borsa Italiana，並經營一些其他交易平台，

交易股票、其他類權益交易商品、債券與衍生性金融商品。LSEG在後交易

平台也很活躍，最著名者為透過倫敦清算所 (London Clearing House, LCH)

之清算，包括 LCH SwapClear 與義大利清算所 Cassa di Compensazione e 

Garanzia (CC&G)。LSEG也提供結算(settlement)與信託服務以及指數、數據

與其他資訊產品。Refinitiv總部在美國紐約市，為主要金融市場數據提供者

與基礎設施之一，服務在 190 國超過 40,000 間機構。Refinitiv 透過其產品

Elektron提供合併即時數據饋給 (datafeeds)、透過其產品 Eikon（已更名為

Refinitiv Workspace) 提供電腦桌面解決方案，以及提供非即時數據饋給與

獨立內容集 (discrete content sets)。其活躍於指數相關服務，尤其是在外匯

基準 (foreign exchange benchmarks) 占主導地位，其旗艦產品為WM/Reuters 

FX 基準。Refinitiv 在各類資產類別 (asset classes) 上也控制數電子交易場

所，如 Tradeweb295。 

 
294 Id. 
295 European Comm’n, “Mergers: Commission Clears Acquisition of Refinitiv by London Stock 

Exchange Group, Subject to Conditions” (Jan. 13, 2021), 



117 

歐盟執委會之調查集中在歐洲政府債券 (European Governments Bonds, 

EGBs) 交易服務（參與結合事業在此均相當活躍）、金融數據商品，以及

櫃檯利率衍生性金融商品 (“OTC IRDs”) 之交易與清算服務，在後兩者一

方為他方之活躍上游業者。歐盟執委會於深入調查期間，自大量競爭者與參

與結合事業之客戶搜集廣泛資訊，特別是交易場所、清算所、數據販售者 

(data vendors)、銀行與其他投資者。歐盟執委會亦與世界其他競爭主管機關

以及歐洲證券與市場監管署 (the 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 

ESMA) 合作296。 

經過調查後，歐盟執委會認為系爭交易將會傷害下列市場之競爭297： 

1. EGBs電子交易之水平競爭顧慮：係爭交易導致加強或強化在 EGB電子

交易與其潛在次級部門市場之優勢地位。 

2. 券商或經銷者對客戶 (dealer-to-customer) OTC IRDs 交易之垂直競爭顧

慮：係爭交易將使 LSEG有能力與誘因，對在 Tradeweb競爭場所或透過

中間軟體 (middleware) 提供者執行之交易，停止清算、增加收費、降低

品質與課與不利要求，或降級 LSEG與 Tradeweb競爭對手合作引進新產

品等，而封鎖 Tradeweb之競爭交易場所與中間軟體提供者。 

3. 合併即時數據饋給 (consolidated real-time datafeeds, CRTDs) 與電腦桌面

服務 (desktop services) 之垂直競爭顧慮：LSE交易數據與 FTSE Russell

所提供之英國股價指數 (the UK Equity Indices) 為數據饋給與電腦桌面

服務之重要輸入，且市場上並無可成功替代 LESG 所提供者。若無後述

承諾，系爭交易將會使 LSEG有能力與誘因拒絕或限制 Refinitiv競爭者

接取 LSE場所數據與 FTSE Russell英國股價指數。 

4. 指數授權之垂直競爭顧慮：Refinitiv之WM/R FX指數為指數設計與計算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103 (last viewed: 2022/11/14). 
296 Id. 
29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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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輸入之一，且該基準廣為市場接受而無成功替代品。故系爭交

易後，指數授權之競爭者可能會被拒絕接取 Refinitiv的必要輸入數據。 

為解決歐盟執委會前述競爭顧慮，LSEG為下列承諾298： 

1. 出售其在 Borsa Italiana group 99.9%的股份，包括MTS (LSG就 EGB之

交易場所)，予適宜購買者。LESG與 Euronext於 2020年 10月簽訂出售

與購買協議。此承諾得完全移除參與結合事業在 EGB電子交易水平重疊

部分。 

2. 持續提供由 LCH Swapclear執行、以開放接取為基礎的全球 OTC IRD清

算服務，且不從事依向 LSEG 遞交清算之 OTC IRD交易來源而對客戶為

差別待遇的商業策略。LESG應特別遵循關於 OTC IRD之非歧視與透明

清算以及交易場所及中間軟體提供者等相關規定，且就(1)清算費用 

(clearing charges), (2)服務層級、技術規格與作業標準，以及(3)新產品引

進等事項，不得就 Tradeweb、第三方交易場所與中間軟體提供者為差別

待遇。 

3. 對所有既有與未來下游競爭者提供接取 LSE 場所數據、FTSE 英國股價

指數與WM/R FX基準：LSEG更特別承諾與提供集團內部者相較不降級

技術、品質或服務。LSEG 也承諾維持處理 LSEG 客戶敏感性資訊資訊

人員與 Refinitiv CRTD及電腦桌面服務業務間的資訊壁壘，以確保未與

Refinitiv交換此等資訊而負面衝擊第三方數據販售者。 

OTC IRD與金融數據承諾之持續期間為 10年。此結合案承諾尚包括認

為 LSEG 並未遵循承諾之第三方能仰賴的快速且具拘束力之爭端解決機制

299。 

 
298 Id. 
29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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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卡特爾行為 

（一） 愛爾蘭保險協會案 

1. 案例背景 

愛爾蘭保險協會是由數家保險公司與保險代理人所組成之組織，其成

員公司約佔愛爾蘭保險市場約 95%之公司，其成員每年支付超過 130 億歐

元之保險理賠，並擁有 1123億歐元之人壽及養老儲金，其於愛爾蘭保險市

場（全歐洲第六大保險市場）與再保險市場（全歐洲第二大）之地位不言而

喻。 

愛爾蘭保險協會對保險業之業務之一，系管理保險數據庫系統，

Insurance Link，該系統設置之目的乃透過成員公司核保、理賠資料之收集，

以檢測被保險人潛在的詐欺行為，並確認成員公司之潛在客戶或其代理人

所提供資訊之準確性，使成員公司於販售保險時得確保精算定價之正確性。 

2. 爭議 

就該系統對於核保、理賠資料之收集，表面上似符合第 267/2010委員

會條例第二條之協議樣態而得以豁免300，歐盟執委會亦同意該系統有助於

競爭效率，境內保險公司透過加入協會，取得資料庫之統計資料，有助於保

險公司提供更正確之商品與價格予消費者，資料庫之設立不但有益於消費

者，更能確保更加合適之產品與競爭價格，同時能達到保險目的，有利於社

會整體之發展。 

然其並未符合上開條例第 3 條之要件而得以豁免301，蓋因並非所有於

市場上之保險公司都能輕易取得該系統之統計資料，這使得能取得資料之

 
300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267/2010 §2(a)(ii)，其中規定生命表、疾病發

生率、意外與失能發生率等統計表格，得豁免於禁止聯合行為之適用。 
301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267/2010 §3(2)(d)，適用第二條得以豁免之聯

合行為或資料，應以合理、可負擔與非歧視性條件，向任何保險公司提供，該等保險公

司包括在不同地理位置上，或不同商品市場上之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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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在價格競爭上明顯優勢於無法取得統計資料之保險公司，可能變

相限制了其他保險公司在市場上的競爭力，未必能取得統計資料之不確定

性，亦可能降低潛在新保險公司想要進入保險市場之誘因。 

3. 歐盟執委會調查結果 

執委會認為愛爾蘭保險協會之行為違反競爭法，以車險而言，在愛爾蘭

保險協會之成員中，於車險市場中共有約 90%之市占率，可見其成員於市

場之地位，又自 2009 年成立後至今，資料系統平台皆僅對內部成員提供，

故他保險公司若欲取得保險資料庫之統計資料，必須符合該協會之會員標

準，申請加入該協會取得會員資格後，始能利用資料庫之統計資料，然會員

申請的標準與流程既不具公開性，亦無可預測性。且執委會主席認為，車險

乃家庭與企業之重要且必要支出，大數據資料之使用更是保險公司衡量面

對不同被保險人時，其所承擔風險之主要依據，根據個人風險之不同，保險

公司能提供不同之保險產品與符合其風險承擔之保費給市場之不同消費者，

故若愛爾蘭保險協會不提供、限制或阻礙非成員之保險公司或新進保險公

司取得資料庫平台之統計資料加以設計保費與提供保險商品，將會帶給車

險市場競爭負面影響，進而導致市場競爭被破壞，更甚危害到消費者權益，

反之，其認為公平地給予市場上各家保險公司相同資料庫的使用權，對於如

保險業此等高度依賴資訊之行業而言，係一相當重要且有利於市場競爭之

事情。故執委會依照《反托拉斯條例》發送反對聲明(statement of objection)302

予愛爾蘭保險協會，並等待其回應。 

4. 愛爾蘭保險協會所作之承諾 

愛爾蘭保險協會依《反托拉斯條例》之規定，行使其可做出承諾

(commitments)之權利，以防止歐盟執委會做出反托拉斯之決定303。其於 2022

年 2月做出以下承諾： 

 
302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27(1). 
303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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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限於協會成員可接觸該信息交換平台與統計資料。 

(2) 更改該信息交換平台之使用標準，力求公平、客觀、透明與反歧視，並

將該標準統一適用於愛爾蘭及其他會員國之申請人。 

(3) 重新建立該信息平台之申請程序，將有明確之申請流程與時間表，並將

由獨立職員負責申請流程之審查與處理，倘若申請人申請遭駁回，可向

獨立之上訴機構，監督執委會提出上訴。 

(4) 建立基於成本與使用者付費之收費模式，確保向平台始用人收取公平、

透明及非歧視之費用。 

(5) 確保成為愛爾蘭保險協會之標準係公平、透明且非歧視性。 

該承諾將持續 10年，並由獨立之外部委託人監督，該委託人需定期向

歐盟執委會報告承諾履行之狀況。 

目前執委會依《反托拉斯條例》之規定304，於做出接受該承諾之決定之

前，應為有興趣之第三方團體提供機會與管道，對該承諾提供相關意見，故

執委會目前邀請所有有興趣之第三方團體，提供相關意見，以協助執委會檢

視該承諾是否能達成反托拉斯之目的。 

 

（二） SSA債券交易卡特爾案 

1. 案例背景305 

SSA債券為三種債券之合稱，分別為超主權債券(Supra-sovereign Bond)、

主權債券(Sovereign Bond)及機構債券或稱次級債券(Agency Bond or Sub-

sovereign Bond)，超主權債券主要由跨越國界之超國家組織所發行，例如歐

洲投資銀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 EIB)或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IADB)；主權債券則為各國中央政府依該國財政法規所

 
304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27(4). 
305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investment banks € 28 million for participating in SSA bonds 

trading cartel, European Commission - Press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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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之債券，得以該國貨幣計價或以美元、歐元等強勢貨幣計價；機構債券

則為由中央政府以下之政府或機關發行，如地方政府、中央銀行等，後兩者

常會被評價為無倒帳風險債券，蓋因國家倒帳之機率極低，縱使為中央政府

以下之機構所發行之債券，通常也意味著有國家作為擔保。 

2. 爭議 

自 2010年 1月 19日起，先後共有 4家金融集團涉及本案之卡特爾行

為，參與之集團分別為美國銀行與美林國際（合稱美國銀行集團，BAML）、

法國農業信貸公司與法國農業信貸投資銀行（合稱法國農業信貸銀行 , 

Crédit Agricole）、瑞士信貸集團公司與瑞士歐洲信貸證券（合稱瑞士信貸 , 

Credit Suisse），德意志銀行集團與德意志證券公司（合稱德意志銀行 , 

Deutsche Bank），上述金融集團透過彼此協議債券價格及交換敏感性資訊，

破壞歐洲以美元計價之 SSA債券市場。 

3. 歐盟執委會調查結果306 

本案由德意志銀行於 2015年 8月 4日之豁免申請，歐盟執委會啟動調

查程序，執委會發現上述金融集團之員工，於彭博(Bloomberg)數個雙邊或

多邊聊天室中，在相互知曉彼此身分的前提下，在封閉的聊天室中相互交換

敏感資訊以規避市場競爭，其所交換之資訊與卡特爾行為包含： 

(1) 對於特定交易對手之報價，透過彼此告知與協調對特定客戶之報價，

使該客戶僅能取得特定之價格，而非效率市場完全競爭之價格。 

(2) 市場報價的一般價格，透過彼此告知與協調對市場報價之價格，使部

分債券市場價格統一定價，造成價格壟斷，破壞市場競爭。 

(3) 交換彼此在二級市場上當前或未來之交易活動與交易策略等敏感性資

訊，該等資訊以超過一般在 SSA美元債券合法議價談判時所必要之資訊範

 
306 Summary of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8 April 2021,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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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進而使雙方或多方得以藉由資訊不對稱在市場上做出更有利的決策。 

(4) 交易與定價策略之訊息交換、確認及對接，透過以利差或價格等形式

向對方接露特定債券之到期日前定價策略，或當期定價策略，並依此挑

整、對接價格，以達到保護彼此之效果。 

(5) 交易活動之協調，各方同意在可能面臨的市場競爭上避免報價或要

約，或從市場中取消或刪除已存在之報價或要約，更甚針對特定交易，彼

此拆分交易或合併交易，以滿足其平倉之需求。 

其次，各家金融集團之參與結果如下表所示307。 

表 10 SSA債券交易卡特爾案各金融集團之參與結果 

金融集團 參與期間 

美國銀行 

BAML 

2010年 1月 19日至 2012年 10月 23日 

2014年 7月 22日至 2015年 1月 27日 

法國農業信貸銀行 

Crédit Agricole 
2013年 1月 10日至 2015年 3月 24日 

瑞士信貸 

Credit Suisse 
2010年 6月 21日至 2015年 3月 24日 

德意志銀行 

Deutsche Bank 
2010年 1月 19日至 2014年 3月 28日 

4. 罰款 

本案中，僅德意志銀行因豁免申請及舉發該卡特爾行為，依 2006年寬

恕政策注意事項 (2006 Leniency Notice)得豁免罰款，另外歐盟執委會考慮

到罰款需具備一定之威懾效果，以避免當事人或市場之其他競爭者效法，將

法國農業信貸銀行之罰款調增 1.2 倍、美國銀行之罰款調增 1.3 倍，最終罰

 
307 Summary of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8 April 2021,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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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如表 11308。 

表 11 SSA債券交易卡特爾案各金融集團罰款 

金融集團 罰款（單位：歐元） 

美國銀行 

BAML 
12,642,000 

法國農業信貸銀行 

Crédit Agricole 
3,993,000 

瑞士信貸 

Credit Suisse 
11,859,000 

德意志銀行 

Deutsche Bank 
0 

 

（三） EGB債券交易卡特爾案 

1. 案例背景309 

歐盟政府債券(European Government Bond, EGB)債券為由歐盟成員國

之中央政府，為籌措財政資金、投資資金或現有債務之再融資，而發行以歐

元計價之政府公債，發行政府透過該債券取得資金，並於約定日期給付固定

利率或浮動利率予債券持有人，並於到期日屆至時償還本金。 

2. 爭議 

自 2007年 1月起，有 7間金融集團透過交換敏感資訊與交易策略，侵

害了歐洲 EGB 債券之初級及次級市場之市場競爭，進而違反了 TEFU 第

101條及 Agreement of EEA第 53條之規定，使得歐盟執委會介入調查並發

 
308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investment banks € 28 million for participating in SSA bonds 

trading cartel, European Commission - Press release ,2. 
309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investment banks € 371 million for participating in a European 

Governments Bonds trading cartel, European Commission - Press release. 



125 

佈反對聲明，進而處以各金融集團相應罰款，涉案之金融集團包含美國銀行

(Bank of America)、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國民西敏寺銀行(NatWest)、野

村集團(Nomura)、Portigon、瑞銀集團(UBS)及裕信銀行(UniCredit)。 

3. 歐盟執委會調查結果310 

本案由國民西敏銀行於 2015 年 7 月 29 日之豁免申請，歐盟執委會開

始調查程序，執委會發現上述 7 間金融集團之員工，利用彭博(Bloomberg)

的兩個聊天室密切交換其所代表銀行於一級市場及二級市場之交易資訊，

聊天室成員皆知曉彼此之身分，且該聊天室僅有受到邀請知成員得以參與，

形成一個得以交換敏感資訊且彼此信任之封閉空間，其主要之行為樣態為： 

(1) 試圖透過其於一級市場上之行為影響次級市場上現行之債券價格。 

(2) 試圖透過彼此協調來決定一級市場上之投標價格。 

(3) 試圖透過彼此協調來決定一級市場上之競價水平。 

(4) 交換敏感性資訊，包括在二級市場上個別交易之價格、定價策略及交

易量、融資管理公司之個別建議以及集團出價之時間等。 

(5) 此等資訊交換與協調行為，能使得參與之金融集團能於初級市場及次

級市場上透過了解彼此行為擬定交易策略，並相互幫助以獲得優於其他為

參與之金融集團或公司之競爭地位。 

各家金融集團參與之時間如下表311所示。 

表 12 EGB債券交易卡特爾案各金融集團參與時間 

金融集團 參與期間 

美國銀行 

BAML 
2007年 1月 29日至 2008年 11月 6日 

 
310 Summary of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0 May 2021 ,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311 Summary of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0 May 2021 ,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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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集團 參與期間 

法國外貿銀行 

Natixis 
2018年 2月 26日至 2009年 8月 6日 

國民西敏寺銀行 

NatWest 
2007年 1月 4日至 2011年 11月 28日 

野村集團 

Nomura 
2011年 1月 18日至 2011年 11月 28日 

Portigon 2009年 10月 19日至 2011年 6月 3日 

瑞銀集團 

UBS 
2007年 1月 4日至 2011年 11月 28日 

裕信銀行 

UniCredit 
2011年 9月 9日至 2011年 11月 28日 

 

4. 罰款 

於本案中有四間金融集團的以豁免罰款，其中國民西敏寺銀行因豁免

申請及舉發該卡特爾行為，依寬容注意事項(2006 Leniency Notice)而得豁免

罰款；另外美國銀行與法國外貿銀行之卡特爾行為，已於執委會開始調查前

五年結束，依照反托拉斯條例不得處以罰款312；至於 Portigon因其基期（即

2020 年）淨營業額為負數，同樣依照反托拉斯條例，罰款不得超過基期淨

營業額百分之十之限制，故不得處以罰款313。此外瑞銀因申請寬容處理並配

合調查，執委會將期罰款減少百分之四十五，另外執委會亦將斟酌裕信銀行

未參與一級市場卡特爾行為而作為基礎罰款額考量因素，最終罰款如下表

314所示。 

 
312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25. 
313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23. 
314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investment banks € 371 million for participating in a 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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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表 13 EGB債券交易卡特爾案各金融集團罰款 

金融集團 罰款（單位：歐元） 

美國銀行 

BAML 
N/A 

法國外貿銀行 

Natixis 
N/A 

國民西敏寺銀行 

NatWest 
0 

野村集團 

Nomura 
129,573,000 

Portigon 0 

瑞銀集團 

UBS 
172,378,000 

裕信銀行 

UniCredit 
69,442,000 

 

（四） 外匯 (Forex) 交易案摘要 

1. 案例背景 

匯率交易一直以來都是銀行與金融集團之一大業務，銀行透過客戶換

匯間的報價差異套利，或自身做多、做空之匯率投資，來取得中間報酬，其

交易客戶除了一般自然人散客外，尚有如避險基金、養老基金、資產管理公

司、大型企業及其他金融公司，包括保險業或其他銀行等，在交易過程中，

銀行將面對資訊不對稱之競爭市場，因無法知悉他銀行對於同種貨幣之換

匯報價，而面臨市場競爭壓力，亦或特定貨幣之供給需求變動而造成匯率波

動之市場投資風險。 
 

Governments Bonds trading cartel, European Commission - Press rele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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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爭議315 

自 2007年 12月至 2012年 7月，前後共有 9間銀行及金融集團涉入外

匯交易之三起卡特爾案件，其中包括瑞士銀行(UBS)、巴克萊銀行(Barclays)、

蘇格蘭皇家銀行(RBS)、匯豐銀行(HSBC)、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花旗集

團 (Citigroup)、摩根大亨 (JPMorgan)、東京三菱銀行 (Bank of Tokyo–

Mitsubishi)，他們透過彼此交換十國集團(G10)貨幣之重要交易資訊，而在無

市場風險的情況下，做出正確且理性的決定。 

3. 歐盟執委會調查結果 

經歐盟執委會調查，將該事件依照時間與涉入銀行之相關性，分成以下

三案件： 

(1) Forex-Three way Banana Split 案316 

本案之涉入金融機構有 UBS、Barclays、RBS、Citigroup、JPMorgan，

於 2013年 9月 27日由 UBS之豁免申請，歐盟執委會啟動調查，執委會發

現該五間金融集團旗下之金融機構於彭博(Bloomberg)之三個聊天室中，交

換外匯交易之重要資訊，包含其投資組合計畫與其客戶所提出之交易訊息，

該等聊天室自 2007年 12月至 2013年 1月持續存在且由上述五間金融機構

連續、先後參與資訊交換，執委會認為，該等資訊交換應滿足下列四個條件

而構成 TEFU第 101條及 EEC Agreement第 35條所禁止之卡特爾行為： 

a.其間所交換之訊息得用於各自之利益，並用於協調其交易時間。 

b.其間所交換之訊息將在上述三個聊天室中共享。 

c.訊息交換者不會與非聊天室成員共享所交換之訊息。 

d.其間所交換之訊息不會用於對付訊息共享者。 

 

 
315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UBS, Barclays, RBS, HSBC and Credit Suisse €344 million for 

participating in a Foreign Exchange spot trading cartel, European Commission - Press release. 
316 Summary of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6 May 2019,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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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orex-Essex Express案317 

本案之涉入金融機構有 UBS、Barclays、RBS、Bank of Tokyo–Mitsubishi，

於 2013年 9月 27日由 UBS之豁免申請，歐盟執委會啟動調查，執委會發

現該四間金融機構之交易員於彭博(Bloomberg)數個聊天室中，交換外匯交

易之重要資訊，且該成員得透過聊天室名稱間接得知聊天室成員之個人資

訊，如聊天室 Essex Express ̀ n the Jimmy即除了 James以外之交易員皆居住

於埃塞克斯且於前往倫敦的火車上見過面，其交換之訊息包含： 

a.未完成之客戶訂單，即客戶欲交換之貨幣價格與數量，以及額外的交易

指示。 

b.匯兌報價之價差。 

c.其尚未平倉之風險部位，即為了將投資組合轉換為其貨幣所需購入或賣

出之貨幣。 

d.當前或計畫未來之交易活動細節。 

上述資訊交換自 2009年 12月持續至 2012年 1月，執委會認為上述資

訊交換已構成 TEFU第 101條及 EEC Agreement第 35條所禁止之卡特爾行

為，故依反競爭條例予以罰款作為處罰。 

(3) Sterling Lads案318 

本案之涉入金融機構有 UBS、Barclays、RBS、HSBC、Credit Suisse，

於 2013年 9月 27日由 UBS之豁免申請，歐盟執委會啟動調查，執委會發

現該五間金融集團於彭博(Bloomberg)之名為 Sterling Lads 之聊天室中，該

聊天室自 2011年 5月至 2012年 7月被上述五間金融機構用以交換外匯交

易之重要資訊，並透過如 standing down等交易手段，來避免互相干擾彼此

 
317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Barclays, RBS, Citigroup, JPMorgan and MUFG€1.07 billion 

for participating in foreign exchange spot trading cartel, European Commission - Press release. 
318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UBS, Barclays, RBS, HSBC and Credit Suisse €344 million for 

participating in a Foreign Exchange spot trading cartel, European Commission - Press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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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以達成對彼此有利之結果，執委會認為此等訊息交換，已危害匯兌市場

之公平競爭，而認為構成 TEFU第 101條及 EEC Agreement第 35條所禁止

之卡特爾行為。 

 

4. 罰款 

(1) Forex-Three way Banana Split 案 

本案之參與者皆依寬容注意事項(2006 Leniency Notice)申請豁免罰款

或減免罰款，執委會豁免了吹哨者 UBS之全部罰款，減免 Barclays百分之

五十之罰款、RBC 百分之三十之罰款、Citigroup 百分之二十之罰款、

JPMorgan百分之十之罰款；再根據和解注意事項(2008 Settlement Notice)減

免全部參與者百分之十之罰款。 

綜上所述，各參與者最終所受之罰款如下表319所示。 

表 14 Forex-Three way Banana Split 案各金融機構罰款 

事業 罰款(單位：歐元) 

瑞士銀行 

UBS 
0 

巴克萊銀行 

Barclays 
116,107,000 

蘇格蘭皇家銀行 

RBS 
155,499,000 

花旗集團 

Citigroup 
310,776,000 

摩根大亨 

JPMorgan 
228,815,000 

 
319 Summary of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6 May 2019,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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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orex-Essex Express案 

本案之參與者皆依寬大注意事項(2006 Leniency Notice)申請豁免罰款

或減免罰款，執委會豁免了揭露卡特爾行為之 UBS全部罰款，減免 Barclays

百分之五十之罰款、RBC百分之二十五之罰款；再根據和解注意事項(2008 

Settlement Notice)減免全部參與者百分之十之罰款，東京三菱銀行由於為申

請寬大處理而未受寬大注意事項減免罰款。 

綜上所述，各參與這最終所受罰款如下表320所示。 

表 15 Forex-Essex Express案各金融機構罰款 

事業 罰款(單位：歐元) 

瑞士銀行 

UBS 
0 

巴克萊銀行 

Barclays 
94,217,000 

蘇格蘭皇家銀行 

RBS 
93,715,000 

東京三菱銀行 

BOTM 
69,750,000 

 

(3) Sterling Lads案 

本案之參與者部分依寬大注意事項(2006 Leniency Notice)申請豁免罰

款或減免罰款，執委會豁免了揭露卡特爾行為之 UBS之 9 千 4百萬歐元罰

款，並減免 Barclays百分之三十之罰款、RBC百分之五十之罰款、HSBC百

分之十五之罰款；再根據和解注意事項 2008 Settlement Notice)減免上述參

 
320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Barclays, RBS, Citigroup, JPMorgan and MUFG€1.07 billion 

for participating in foreign exchange spot trading cartel, European Commission - Press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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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百分之十之罰款；至於 Credit Suisse則應未配合調查及和解程序，故無

法享有上開各項罰款減免，然執委會仍基於其不應對本案全方面負責而減

少其百分之四之罰款。 

綜上所述，各參與者最終所受之罰款如下表321所示。 

表 16 Sterling Lads案各金融機構罰款 

事業 罰款（單位：歐元） 

瑞士銀行 

UBS 
0 

巴克萊銀行 

Barclays 
54,348,000 

蘇格蘭皇家銀行 

RBS 
32,472,000 

匯豐銀行 

HSBC 
174,281,000 

瑞士信貸 

Credit Suisse 
83,294,000 

 

四、 垂直交易限制 

（一） 支付系統相關案例 

歐盟執委會就支付系統所涉之垂直交易限制案例（如 MasterCard 與

Visa的多方交換費(Multilateral Interchange Fees, MIFs)相關案例）與相關法

規，包括修正支付服務指令 (revised Payments Services Directive, PSD2)與針

對信用卡交易之交換費制定的交換費 2015/751規則，均詳見於公平交易委

 
321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UBS, Barclays, RBS, HSBC and Credit Suisse €344 million for 

participating in a Foreign Exchange spot trading cartel, European Commission - Press release. 



133 

員會 107年度委託研究計畫「支付系統與競爭」中322。值得注意的是，歐盟

執委會於 2019 年以 MasterCard 跨境收單原則要求特約商店自交換費較高

之會員國轉向在交換費較低之會員國為交易時應支付較高銀行服務費用，

導致特約商店與消費者支付之價格提高，限制跨境競爭導致人為區隔單一

市場等為由，在 Master card 承認事實且與歐盟執委會合作的情況下，對

MasterCard處以歐元 570,566,000元罰鍰323。 

（二） 歐盟調查 Apple Pay違反反托拉斯法案 

歐盟於 2020 年 6 月 16 日發布新聞稿指出324，歐盟已啟動正式反托拉

斯調查，以評估 Apple 與 Apple Pay 相關的行為是否違反歐盟競爭規則。 

調查內容主要針對 Apple Pay商家應用程式之條款、條件及措施，僅有 Apple 

Pay能夠在零售店使用 NFC 晶片進行無接觸支付（tag to go），用戶只需將

iPhone靠近支付終端即可以完成非接觸交易，但除了 Apple Pay以外，Apple

嚴格限制第三方應用開發者使用 NFC技術。歐盟執委會認為 Apple制定商

家之應用程式及網站使用 Apple Pay 之條件，且僅有 Apple Pay 能夠使用

iPhone「tap and go」功能，此等措施剝奪消費者從新支付技術獲益，包括更

好的選擇、品質、創新和有競爭力的價格，可能違反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TFEU）第 101條禁止事業限制共同市場

競爭及/或第 102條之濫用支配地位。同時，歐盟也就蘋果對應用程序開發

 
322 參見陳志民、陳若暉、顏雅倫，前揭註 48，150-174。該部分內容即係由本計畫主持

人所撰寫，併此敘明。 
323 European Comm’n,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Mastercard €570 Million for Obstructing 

Merchants' Access to Cross-Border Card Payment Services (Jan. 22, 2019),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9_582. 
324 European Comm’n, Antitrust: Antitrust: Commission Opens Investigations into Apple's App 

Store Rules (Jun. 16, 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api/files/document/print/en/ip_20_1073/IP_20_107

3_EN.pdf (last viewed: 202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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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透過 App Store 銷售應用程式之相關規則是否違反歐盟競爭規則啟動正

式調查。 

歐盟於 2022年 5月 2日發布執委會初步觀點（preliminary view），並

就蘋果限制接取行動支付科技一事提出異議聲明  (Statement of 

Objections)325，即執委會初步認定 Apple 濫用其在 iOS 設備行動支付之主

導地位，透過限制商店使用非接觸式支付之技術（「NFC」或「tap and go」）。

按 Apple Pay為 Apple在自己生產之 iPhone和 iPad上所提供之行動支付解

決方案，用於在實體店面和線上交易實現行動支付。Apple的 iPhone、iPad 

與其應用程式形成「封閉的生態系統」（closed ecosystem）。Apple控制著

此一生態系統中用戶各方面之使用體驗，包括電子錢包開發者對 iPhone和

iPad的 NFC技術取得。歐盟執委會初步認為，蘋果在智慧行動裝置市場享

有顯著市場力量，在行動錢包市場亦具有市場優勢地位（dominant position）。

尤其 Apple Pay是 iOS設備上唯一可使用 NFC技術之行動錢包支付解決方

案，Apple 並未將 NFC 技術提供給第三方行動錢包應用程式之開發人員。

NFC 技術內建於 Apple 之行動裝置中，該技術可以有效增進行動電話和商

店支付終端間之支付體驗。NFC 技術是可標準化的技術，可用於商店中的

絕大多數之支付終端，並允許最安全、最無縫的行動支付。與其他行動支付

解決方案相比，NFC 技術提供了更無縫、更安全的支付體驗，且在歐洲獲

得更廣泛的認可。從而，歐盟執委會的初步觀點為，Apple在其操作系統 iOS

上將關鍵之 NFC 技術使用權保留給 Apple Pay，顯然係利用其在行動錢包

市場上的市場優勢地位限制競爭，除對競爭對手產生排他性影響，尚限制

iPhone使用者對行動錢包之選擇。若調查結果證實，Apple之作法將違反歐

 
325 European Comm’n, Antitrust: Commission Sends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to Apple over 

Practices Regarding Apple Pay (May 2, 202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api/files/document/print/en/ip_22_2764/IP_22_276

4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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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TFEU）第 102條之

濫用支配地位。 

 

 



136 

第五章 我國金融產業之競爭法議題與案例 

第一節 法規架構 

一、 與公平交易法適用相關之金融管制 

（一） 進入市場之管制 

金融產業監理之法規架構複雜，主要採取分業管理之模式，由金融控股

公司法（金融控股公司）、銀行法（銀行）、證券交易法（證券金融事業、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或其他證券服務事業）、保險法（保險業）、票券金融管

理法（票券金融公司）、信託業法（信託業）、期貨交易法（期貨商）等法

規、行政函釋以及若干政策組成，以期鞏固金融市場的健全發展。為確保和

維持金融機構的穩健性，我國金融法規對金融機構的設立採設立許可制，

如：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8條，即要求設立金融控股公司時，應提出申請書，

除了公司名稱、公司章程以及資本總額外等事項外，更須載明營業、財務及

投資計畫、管理階層之資格證明以及發起人之資格證明文件，以利主管機關

審查。雖然不同業別於申請設立時，依各自法規應載明資料各有不同，但大

同小異。部分法令甚至對分支機構設立家數亦設有限制，例如：商業銀行設

立標準第 18條：「主管機關得視國內經濟、金融情形，限制銀行設立之家

數。」除此之外，金融法規多藉由法規授權主管機關訂定最低資本額標準，

如財政部曾透過行政函釋統一訂定銀行法等所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制訂之最

低資本額標準326。 

上述的金融機構或分支機構的設立，許可和門檻主要係基於金融機構

的穩健性，從法條文意觀之，金融主管機關並不會特別審酌金融機構的市場

競爭狀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 1 條亦僅提及維持金融穩定及促

進金融市場發展。然而，在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9 條第 1 項卻明文規定，主

管機關於審酌金融控股公司設立時，應考慮市場競爭程度及公共利益之影

 
326 此部分整理參照顏雅倫，前揭註 1，257-263，另依照現行法進行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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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按金融控股公司設立之申請書件及審查條件要點第 6 點，主管機關應

審酌「（一）擴大金融機構經濟規模、提升經營效率及提高競爭力；（二）

促進金融安定、提升金融服務品質及提供便利性。前項審酌因素之審酌條件

包括但不限於，公司治理（包含獨立董事設置情形、大股東質押比率等）、

社會責任、對中小企業放款辦理情形等項目。」另外，亦規定預定之金融控

股公司之設立如構成公平交易法第六條之事業結合行為者，應同時向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申請許可327。 

除此之外，金融法規原則上不允許未受核准設立的金融機構經營金融

機構業務，金融機構即使受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也僅能經營主管機關核定之

業務，自銀行法第 22條、證券交易法第 44、45條以及保險法第 136、138

條等即可得知。不過上述業務之間的區隔隨著金融控股公司法的訂定，越趨

模糊，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36條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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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自得依

該規定控制分屬不同業務類型之子公司328。 

（二） 金融業結合與轉投資等相關管制 

至於各國既有金融法規，對於金融機構結合、轉投資之管制以及是否採

取產金分離政策及其程度，往往成為金融機構或金融市場相關結合案件之

法規框架。 

在金融機構合併方面，我國金融產業獲利能力疲乏和資產使用效率不

佳，多數學者認為和市場高度競爭有關329，除此之外，政府近年鼓勵金融業

者進軍國際市場，但我國金融業者規模較小，和國際性金融機構相比，缺乏

競爭力，為解決此類問題，透過金融整併享有規模經濟，並提升國際競爭力，

 
327 同前註。 
328 同前註。 
329 楊岳平，「評金管會最新金融整併法制之改革—兼論金融監理模式的選擇」，月旦法

學雜誌，第 298期，11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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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行的方法之一，自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1 條亦可得知。但金融產業合併

後，控管風險可能增加並面臨「大到不能倒」的問題330，以及金融機構涉及

公益性和社會性，對社會影響較其他產業劇烈，因此金融產業整併時，金融

主管機關需要更謹慎地進行審查331，銀行法第 58條即規定銀行之合併皆應

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無規模大小或市場占有率門檻之限制。證券商管理規

則第 3、46條、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 17條以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管理規則第 31條亦有相似規定。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6條規定，主管機關為

合併之許可應斟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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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金融市場競爭因素之影響。（三）存續機構或

新設機構之財務狀況、管理能力及經營之健全性。（四）對增進公共利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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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18條則規定，金融控股公司經主管機關許可者，

得與下列公司為合併、概括讓與或概括承受，並準用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6條。

凡此等金融產業管制法規與政策，均成為金融機構相關結合案或評估金融

機構市場力量之基本架構。 

金融業間雖有上述業務經營之限制，但金融機構機構仍得透過轉投資

的方式，參與並影響其他業務類型之金融公司，或參與其他事業，並且在不

同產業領域發揮影響力，但此舉可能和金融產業穩健性的要求相違背，且可

能有利益衝突等等問題。金管會近年來透過修正金融機構轉投資與金融機

構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準則等法令，並發布函示，

 
330 陳寶瑞、曾文清、郭秋榮，「金融機構合併之探討」，13（2001），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

vNjA5MS8xMTYxNC8wMDAxNjI1XzEucGRm&n=MDIg6YeR6J6N5qmf5qeL5ZCI5L215L

mL5o6i6KiOLnBkZg%3D%3D&icon=.pdf. 
331 林音，「臺灣地區金融機構合併及改制問題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第 42 卷第 2

期，6（1991）。 
332 參見顏雅倫，前揭註 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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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推動金金併、產金分離與金金分離與政策。首先，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36

條第 2項規定金融控股公司得向主管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投資金融控股公司、

銀行業、票券金融業，信用卡業、保險業、證券業、期貨業、創業投資事業、

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之外國金融機構，以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與金融業

務相關之事業，同條第 4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此核准係採申報異議制。銀行

法第 74條第 1項與第 4項則規定，商業銀行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投資於金融

相關事業（銀行、票券、證券、期貨、信用卡、融資性租賃、保險、信託事

業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金融相關事業，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資訊服務

業與金融科技業333，以及創業投資事業334）。而金融控股公司依金融控股公

司法第 36條第 2項第 1款至第 8款或或銀行依銀行法第 74條第 1項規定

所為所為之首次投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銀控字第 10702744482 號

 
333 見金管會金管銀控字第 10560005610號令。 
334 見金管會金管銀控字第 1061000657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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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335、商業銀行轉投資應遵守事項準則第 5 條336另有詳細之規範。保險業

 
335 見金管會金管銀控字第 10702744482號令：「……二、金融控股公司依金融控股公司

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八款或銀行依銀行法第七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首次

投資，除投資純網路銀行及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對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保險公司及

證券商（以下簡稱金融機構）應取得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

十，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除投資外國金融機構外，其被投資金融機構屬公開發

行公司者，應自主管機關核准投資之日起三個月內依公開收購相關規定進行股份收購一

次購足；屬非公開發行公司者，應於三個月內完成投資。但為發起人，為認足應發行股

份所為之投資，不在此限。（二）依前款規定取得股份，應符合下列規定：1.投資標的選

定後，於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前，該公司（行）及其子公司、關係企業、及上開公司

之負責人、大股東或以他人名義（以下合稱關係人）因財務性投資已購買該公司（行）

本次所申請之被投資金融機構股份，不得再主動增加。2.於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後，依公

開收購規定進行股份收購，關係人不得為應賣人。3.未依原定投資計畫完成公開收購者，

除有正當理由重新申請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於一年內不得就同一金融機構進行公開收

購。（三）承諾於一定期限內（最長為三年）完成整併，無法依主管機關核准期限內完

成整併者，除經主管機關核准外，須於期限內釋出持股。未完成整併前不得再申請投資

另一家金融機構。完成整併係指金融控股公司或銀行與被投資金融機構董事會均通過合

併之決議，或對被投資金融機構之持股比率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且具有實質控制力。三、

金融控股公司或銀行依前點規定進行投資，須取得下列書件之一。但同時符合第四點所

定一定條件者，不在此限：（一）被投資金融機構董事會未反對之決議。（二）與被投

資金融機構依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之對象就本

次股份取得簽有應賣股份總數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之相關協議或約定。四、前點所稱一定

條件如下：（一）資本充實： 1.金融控股公司：（1）設算以第五點資本計提原則所計算

取得控制性持股之集團資本適足率超過法定標準。（2）設算取得控制性持股之雙重槓桿

比率未超過百分之一百二十五 2.銀行：（1）設算以第五點資本計提原則所計算取得控制

性持股之銀行資本適足率超過申設國外分支機構之法定標準。（2）設算取得控制性持

股，投資總額未超過投資時銀行淨值之百分之四十。（二）經營能力佳：1.最近三個年度

經會計師查核之合併報表均無累積虧損。2.最近三個年度經會計師查核之合併報表稅前資

產報酬率及淨值報酬率平均數均不低於同業前三分之二水準。（三）有國際布局發展能

力：1.金融控股公司：其子公司於三個以上國家或地區設有營業據點（不含辦事處），且

其中一處營業據點經營業務超過五年。2.銀行：其於三個以上國家或地區設有分行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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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保險相關事業管理辦法第 3 條，也設定保險業申請投資保險相關事業

時應符合的資格條件337。此即金金併政策。 

惟依據金融控股公司發起人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負責人兼職限制應

遵行事項準則第 4條第 4、6項規定金融控股公司之發起人或負責人，以及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其代表人或被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擔任董

 
行，且其中一家分行或子行經營業務超過五年。（四）企業社會責任良好：1.最近三個年

度之公司治理評鑑均屬前百分之三十五。2.具深耕社會責任具體事蹟（如積極參與社會或

公益活動、消費者保護、勞資關係與員工福利、環境永續、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等事項有

具體良好事蹟）。……」 
336 商業銀行轉投資應遵守事項準則第 5 條：「商業銀行依本法第七十四條第一項所為之

首次投資，除投資純網路銀行及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對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保險公

司及證券商應取得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十。商業銀行依前項

規定所為之投資，須取得下列書件之一。但符合資本充實、經營能力佳、有國際布局發

展能力及企業社會責任良好等一定條件者，不在此限：一、被投資事業董事會未反對之

決議。二、與被投資事業依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所

定之對象就本次股份取得簽有應賣股份總數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之相關協議或約定。前項

所稱一定條件，及商業銀行對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保險公司及證券商所為投資應遵行

事項，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337 保險業投資保險相關事業管理辦法第 3 條：「保險業申請投資保險相關事業時，應符

合下列資格條件：一、最近三年度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之平均值須達百分之二百以

上，且納入本次投資金額後之最近一期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須達百分之二百以上。

二、前一年度各種準備金之提存符合法令規定。三、保險業無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有礙健

全經營之虞之情事，且符合下列情形。但其該等情事已獲具體改善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不在此限：（一）最近一年資金運用未曾受主管機關罰鍰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之處分。

（二）最近一年未曾受主管機關命令解散或撤換其董（理）事、監察人或經理人職務處

分。（三）最近一年未曾受主管機關停業或財業務限制之處分。（四）最近一年未曾受

主管機關廢止分支機構之處分。四、該投資應經保險業董（理）事會通過，保險業若屬

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者，並應經其所屬金融控股公司董事會通過。五、保險業董

（理）事會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或公司內部設置風險管理部門及風控長，實際負責公司

整體風險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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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監察人者，不得擔任其他金融控股公司之負責人。但因合併之需要，並

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同準則第 4-1條第 1項規定，金融控股公司

董事、監察人本人或其關係人同時擔任其他金融控股公司之董事、監察人，

推定有利益衝突之情事。但依本法或銀行法令規定兼任者，不在此限。銀行

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準則第 3 條之 3 第 1 項亦規

定，銀行董（理）事、監察人（監事）本人或其關係人同時擔任其他金融機

構之董（理）事、監察人（監事），推定有利益衝突之情事。但銀行與其他

金融機構屬公司法所稱控制與從屬關係者，或依本法或金融控股公司法令

規定兼任者，不在此限。 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兼職限制及應遵

行事項準則第 6條第 1項也規定，保險業董（理）事、監察人（監事）本人

或其關係人同時擔任其他金融機構之董（理）事、監察人（監事），推定有

利益衝突之情事。但保險業與其他金融機構屬公司法所稱控制與從屬關係，

或依本準則規定兼任者，不在此限。以上即所謂金金分離政策。 

另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37條規定，金融控股公司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投資同法第 36條第 2項所定事業外之其他事業（即所謂非金融事業），原

則上金融控股公司及其代表人，但除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擔任該事業董事、

監察人或指派人員獲聘為該事業經理人。此外，金融控股公司對非金融相關

事業投資和對金融相關事業投資相同，亦採取異議申報制。依同法第 3、4、

5項，對於金融控股公司投資其他企業之投資總額以及持股比率等等均有相

關之規定338。此外，金融控股公司發起人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負責人兼職

限制及應遵行事項準則第 4 條第 3 項規定，金融控股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

 
338 銀行業主要相關規定為銀行法第 74 條、第 74 條之 1、第 91 條，以及財政部台財融

（一）字第 0911000247號令、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銀控字第 10560005610號令和財

政部臺財融（一）字第 0901000075意旨等法規和函釋。保險業之主要規定為保險法第

146 條之 1、第 146 條之 6以及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等等。此外，證券業主

要規定為證券交易法第 45 條第 3 項及第 51 條，和證券商管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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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得擔任其他非金融事業之董事長、總經理或職責相當之人。但擔任財團

法人或其他非營利之社團法人職務者，不在此限。銀行法第 74條第 2項與

第 3項，商業銀行為配合政府經濟發展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投資於

非金融相關事業。但不得參與該相關事業之經營。且商業銀行投資非金融相

關事業之總額不得超過投資時淨值之 10%，對每一事業之投資金額不得超

過該被投資事業實收資本總額或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5%。此外，銀行負責人

應具備資格條件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準則第 3 條之 1 第 4 項亦規定，銀

行之董事長或總經理不得擔任非金融事業之董事長、總經理或職責相當之

人。但擔任財團法人或非營利之社團法人職務者，不在此限。而保險業負責

人應具備資格條件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準則第 4 條第 4 項也規定，保險

業之董（理）事長、總經理或與其職責相當之人不得擔任非保險相關事業之

董（理）事長、總經理或職責相當之人。但擔任財團法人或非營利之社團法

人職務者，不在此限。以上即為現行金融法規主要之產金分離規定。 

此外，為安定金融秩序、防止金融風暴造成連鎖反應，以避免緊急危難

及維持社會秩序等考量下，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19條規定，金融控股公司與

他金融控股公司為合併、概括讓與、概括承受者、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有

其有表決權股份達三分之一以上，或由金融機構轉換設立等情形之一，且金

融控股公司或其銀行子公司、保險子公司或證券子公司發生財務或業務狀

況顯著惡化，不能支付其債務或調整後淨值為負數，經主管機關認為有緊急

處理之必要，對金融市場公平競爭無重大不利影響者，免依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向公平會申報（該條規定目前用語仍為「申請許可」，惟

公平交易法之結合管制，已從事前許可制改為申報異議制，故本文更改原法

條用語，以符合實際情況）。而依銀行法第 62條之 4第 1項第 4款規定，

於受託經營業務、受讓營業及資產負債、與其他銀行合併時，經主管機關認

為有緊急處理之必要，且對金融市場競爭無重大不利影響時，免依公平交易

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向公平會申報結合。保險法第 149條之 7第 1項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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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亦有如銀行法第 62條之 4第 1項第 4款之類似規定。 

（三） 費率與共同合作之相關規定 

保險乃係匯聚眾人資金，聚集面臨相同危險之人，於未來不可預期之危

險發生時，互助共濟的社會制度。保險業為我國高度管制之產業，由主管機

關金管會本於專業判斷，對其進行監理。於我國產險業費率自由化以前，有

關保險業費率及交易條件限制部分，規定於保險法第 73條339、第 144條340，

各式保險商品於上架前，其費率及保單條款皆需依主管機關所訂之「保險商

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341，經過主管機關審查與核定，方得上市販售；而

基於各保險公司規模限制與財務體質限制，對於社會上之巨災損失保險以

及其他配合政府政策之風險，此等未必能由單一保險人所承擔之風險，則得

由共保聯營之方式342，由數保險人共同承保單一風險，以達到風險分擔之效

過，一來滿足社會上對於巨災等大型風險之保險需求，二來亦能穩健各保險

業者之財務體質，以避免單一保險業超額承保而發生理賠時入不敷出，而致

使保險業之經營遭受重大損害，最終危害到眾被保險人之情形發生；此外，

保險業亦有賴於產業公會制定同業規範與自治規範，以確保各公會會員之

營運穩定與財務體質健全，諸如產險業同業公會訂有各險種之費率規章343，

 
339 保險法第 73 條第 1 項：「保險標的，得由要保人，依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率及條款，

作定值或不定值約定之要保。」 
340 保險法第 144 條第 1 項：「保險業之各種保險單條款、保險費及其他相關資料，由主

管機關視各種保險之發展狀況，分別規定銷售前應採行之程序、審核及內容有錯誤、不

實或違反規定之處置等事項之準則。」 
341 此準則乃依保險法第 144 條第 1 項規定訂定之。 
342 保險法第 144 條之 1：「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保險業得以共保方式承保：一、有關巨

災損失之保險者。二、配合政府政策需要者。三、基於公共利益之考量者。四、能有效

提昇對投保大眾之服務者。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343 保險法第 165 條之 2第 1 項：「同業公會為會員之健全經營及維護同業之聲譽，應辦

理下列事項：一、訂定共同性業務規章、自律規範及各項實務作業規定，並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後供會員遵循。二、就會員所經營業務，為必要指導或協調其間之糾紛。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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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各會員公司共同遵行，如火災保險費率規章、汽車保險費率規章，產險

公會更曾因火災保險業者削價競爭，而成立「安定火災保險市場決策小組及

工作小組」，對於違反費率規章之業者，處以每張保單 5萬元至 20萬元不

等之罰金344。其後，財政部則於 2002年開辦產險市場費率自由化措施，並

於 2004年由金管會接管金融市場監理業務持續推動345。而為降低費率自由

化所帶來的衝擊，金管會將其拆分為費率自由化三階段漸進式推動，分別以

2002至 2005年為第一階段、2005至 2009年為第二階段、2009年以降為第

三階段，第一階段著重於鬆綁附加費用率，就危險保費部分仍依照核定標準

計價，第二階段則適度開放危險保費定價限制，並導入風險資本額制度，第

三階段則開放危險保費之定價依各公司之損失經驗自行訂定346。 

就產險費率而言，縱使我國現已進入保險費率自由化第三階段，仍訂有

「實施產險費率自由化第三階段相關監理配套措施」347，對於特定險種設有

一定程度之附加費用限制，以避免附加費用過高，而影響保險業經營健全，

如住宅火災保險預定附加費用率不得高於 44.5%348，任意汽車保險預定附加

費用率不得高於 35%349。此外，為維持保險經營之費率適足性，該配討措

 
管機關規定或委託辦理之事項。四、其他為達成保險業務發展及公會任務之必要業

務。」 
344 王任昌，產物保險業的聯合行為，27-28，逢甲大學保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345 因市場競爭激烈產險業者承保業務保險費偏低，為導正市場紀律，財政部自 91年 4

月 1日起推動「產險市場費率自由化時程計畫」，逐步鬆綁費率及商品之管制、建立有

秩序之自由競爭市場、最終目標是提昇產險業競爭力、維護消費者權益。詳見台財保字

第 0900074088號函。 
346 簡仲明，「產險業費率自由化費用率管理之潛在風險與因應對策」，保險大道，第 61

期，27（2011）。 
347 2008年 12月 31日之金管保三字第 09702551471號函。此並於 2011年 6月 21日金管

保理字第 10002558912號函之修正。 
348 實施產險費率自由化第三階段相關監理配套措施第 2 項。 
349 實施產險費率自由化第三階段相關監理配套措施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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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中，亦要求建制精算費率資料庫，各家保險公司均須按月回報危險費率

350，並建置費率檢測調整機制351，以維持保險公司健全經營。 

就人身保險而言，由於人身保險之分期保險費採平準保費 (level 

premium)制，將個別時期風險所對應之保險費調整為齊一數額之保險費定

期繳交於保險人，而此分期保費如進一步拆分，則可細分為危險保費、附加

費用與儲蓄保費，前者為保險人承擔保險事故風險所應收取之對價，附加費

用則係保險人用以處理行政費用、支付業務員佣金所需之費用，儲蓄保費則

為要保人所繳交之保險費中，超過其實際年齡所應繳之危險保費數額，此溢

繳之部分於我國保險法稱之為「保單價值準備金」。而主管機關對於保險業

進行監理，避免保險公司為求銷售業績，發給業務員過高佣金，過份提高保

費結構中附加費用，擠壓危險保費與儲蓄保費之空間，故於人身保險中亦訂

有人身保險費率結構規範以供遵循352，然於 2020年 10月 29日，考量到個
 

350 實施產險費率自由化第三階段相關監理配套措施第 4 項。 
351 實施產險費率自由化第三階段相關監理配套措施第 5 項。 
352 人身保險費率結構：「一、人壽保險：應先根據規定之生命表及利率計算純保費，其

每年平均營業管理費用及預期利潤等之附加費用，按總保費依下列標準附加之： 

（一）生存保險：1.未滿十年之保單不得高於總保費百分之八。2.未滿二十年之保單不得

高於總保費百分之十二。3.未滿二十年以上之保單不得高於總保費百分之十四。4.保險費

採一次交付之保單不得高於總保費百分之五。（二）死亡保險：1. 一年以上定期保險不

得高於總保費百分之三十二，保險費採一次交付之保單不得高於總保費百分之二十五。2. 

終身保險不得高於總保費百分之三十二，如為限期繳費者，應按下列標準計算：(1)繳費

期間未滿十年之保單不得高於總保費百分之十九。(2)繳費期間未滿二十年之保單不得高

於總保費百分之二十五。 (3)繳費期間滿二十年以上之保單不得高於總保費百分之三十

一。(4)保險費採一次交付之保單不得高於總保費百分之十六。3.死亡保險含生存給付之

保單，應按生死合險標準計算。（三）生死合險：1.繳費期間未滿十年之保單不得高於總

保費百分之十七。2.繳費期間未滿二十年之保單不得高於總保費百分之二十三。3.繳費期

間滿二十年以上之保單不得高於總保費百分之二十九。4.保險費採一次交付之保單不得高

於總保費百分之十四。人壽保險以附加契約方式出單者，附加費用率應低於其為主契約

時之附加費用率。二、一年定期壽險、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應先根據核定之損失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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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旅行平安險之特色與多數人生保險契約結構與其間之差異，蓋個人旅行

平安險相較一般人壽與年金保險而言，其保險期間短，且保障內容多與意

外、失能與醫療相關，就保險性質而言更貼近損害填補保險，故並不具備儲

蓄功能，亦未有所謂「儲蓄型保費」或「保單價值準備金」，而相較於其他

傷害、意外與健康醫療險而言，個人旅行平安險之保險期間短則 1日，長則

至多 180日，未如上開險種，多以一年為單位作為保險期間，故金管會特以

函令353豁免自 2005年 7月 1日以後所核定通過之旅行平安險遵守上開人身

保險費率結構。 

（四） 金融消費者保護 

適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前提為提供金融服務之企業經營者屬於金融

服務業，依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3 條第 1 項之規定：「本法所定金融服

務業，包括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保險業、電子票證業及其他經主管機

關公告之金融服務業。」，以及金管會金管法字第 10400545920 號之公告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為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3 條 1 項金融服務業，並自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3 日生效。」，因此適用得以主張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之消費者，限於接受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保險業、電子票證業、專營

電子支付機構服務者。 
 

利率計算總保費，其營業管理費用及預期利潤等之附加費用（不包含特別準備金提存

率），按總保費依下列標準附加之：（一）附加費用率：1.一年定期壽險：(1)個人保單

不得高於總保費百分之三十六。(2)附加於人壽保險單者不得高於總保費百分之二十四。

(3)團體保單不得高於總保費百分之二十九，不得低於總保費百分之十五。2.健康保險：

(1)個人保單不得高於總保費百分之三十六。(2)附加於人壽保險單者不得高於總保費百分

之二十四。(3)團體保單佔總保費百分之十四。3.傷害保險：(1)個人保單不得高於總保費

百分之三十三。(2)附加於人壽保險單者不得高於總保費百分之二十一。(3)團體保單佔總

保費百分之十四。（二）預期利潤率之計算應按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規定辦理。

（三）特別準備金提存率定為總保費百分之三。人壽保險各險計保險費所依據之利率照

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之規定辦理。」 
353 金管會（109）金管保財字第 10904939031號函（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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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與消費者保護法是否有普通法及特別法關係，

有論者認為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為消費者保護法之特別法，接受金融服務業

服務之消費者應優先適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354，但現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處之見解則認為，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與消費者保護法、公平交易法等同屬競

合法性質，並無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存在，故無所謂先後適用問題355。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為落實對金融消費者之保護，要求金融服務業於訂

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

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尚課予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

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相關資料之義務，以確保該商品或

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加重金融服務業免責之舉證責任，若金融服務

業有違反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條第 1項、第 10條第 1項、第 11條）。 

此外，為處理金融消費爭議，金管會依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設置財團法

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提供金融消費者訴訟外之紛爭解決制度，並賦與一定

之法律效力，金融消費者先向金融服務業提出申訴，若金融消費者不接受處

理結果或者金融服務業逾期仍不為處理，金融消費者得向評議中心申請評

議。評議中心處理金融消費爭議，並賦與一定之法律效力。評議委員由具金

融專業之專家、學者、公正人士組成356，且評議中心採書面審理原則，較訴

訟程序快速解決紛爭應斟酌事件之事實證據，依公平合理原則超然獨立進

行評議，評議中心並得於合理必要範圍內，請求金融服務業協助或提出文

件、相關資料，受請求之金融服務業未協助或提出文件、相關資料者，爭議

 
354 陳俊仁，「第三方支付爭端解決之研究」，收於：金融消費評議實務問題研究，

2752017年。 
355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101年 11月 21日院臺消保字第 1010072144號。 
356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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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機構得報請主管機關處理357，因此有論者認為評議制度之存在某程度

可以減低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問題358。 

 

二、 金融科技政策與法規 

（一） 金融業務試辦與金融科技創新實驗 

近年「金融科技」蔚為風潮，立法院更在 2017年年底通過「金融科技

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主要分為金融業務試辦機制與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機

制。前者主要係針對金融業者已獲准業務之擴展，或尚未明確規範之技術作

業，後者主要係針對不具有金融業相關執照之科技業者而設計。而金融科技

業者因金融法規限制，無法獲得主管機關設立許可，因此如銀行法第 22條

之 1：「為促進普惠金融及金融科技發展，不限於銀行，得依金融科技發展

與創新實驗條例申請辦理銀行業務創新實驗。（1項）前項之創新實驗，於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期間及範圍內，得不適用本法之規定。（2項）主管機

關應參酌第一項創新實驗之辦理情形，檢討本法及相關金融法規之妥適性。

（3項）」即有免除金融法規許可要求之明文，證券交易法第 44條之 1，以

及保險法第 136條之 1，亦有相同規定。 

截至 2022 年 2 月底為止，金管會總計受理金融科技創新實驗 15 件，

其中核准 9 件，但只有 2 家業者在實驗結束後順利落地，分別為香港商易

安聯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及統振股份有限公司之跨境匯款，以及好好

投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弱中心化共同基金交易平台359。但和金融科技創

新實驗相比，金融業務試辦申請業者較多，總計有 42 件，其中核准 31 件
 

357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26 條第 1 項。 
358 林育廷，「電子支付關係之研究之評論人講評及研究」，司法新聲，第 122期，78

（2017）。 
359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科技創新實驗相關資訊揭露-核准，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667&parentpath=0,7,478 ，最後瀏覽日期：

202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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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此外，金管會鼓勵金融業者與科技業者合作，於 2021年金融業者與金

融科技業者業務合作共 129家，主要合作業務類型，最多為資安，其次依序

為大數據、人工智慧、AML/KYC、支付、雲端服務、生物辨識、智能理財、

區塊鏈、保險科技、法遵科技、借貸及物聯網361。 

（二） 純網路銀行與純網路保險公司政策 

金管會基於促進普惠金融，並鼓勵金融創新及推動金融科技普及，於

2018 年底宣布開放設立純網路銀行，並於翌年經專家學者研討後，決定許

可三家純網路銀行設立362，為提供純網銀業者明確法規遵循方向，亦增訂商

業銀行設立標準第 18條之 1，其中該條第 2項第 3款，純網路銀行之發起

人及股東應有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保險公司或證券商之專業發起人及股

東，其所認股份，合計應達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四十以上，且其中應有一銀

行或金融控股公司所認股份超過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二十五。而純網路銀

行之非金融業發起人，如具有金融科技、電子商務或電信事業等專業，並能

提出成功之業務經營模式者，所認股份得超過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十，並依

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檢附適格條件之說明文件。 

金管會於 2021年 12月 21日亦宣布開放設立純網路保險公司之政策，
 

360 金管會，「金管會 110 年度推動金融科技發展成果暨法規調適書面報告》， 

7(2022)，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20160223020901/202203251207160.pdf&filedispl

ay=金管會 110 年度推動金融科技發展成果暨法規調適書面報告.pdf&flag=doc ，最後瀏

覽日期：2022/11/14。 
361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科技投資」狀況統計表」（2022），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202208181453590.pdf&filedisplay=附件 1-

金融科技投資狀況統計表.pdf&flag=doc. ，最後瀏覽日期：2022/11/14。 
362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對於開放三家純網路銀行設立之說明」，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

serno=201908020004&dtable=News ，最後瀏覽日期：2022/11/14。 



151 

且於 2022 年 6 月底，修正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29 條之 4、保險

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第 16 條之 1 並修改同法第 17 條、保險商品銷前程

序作業準則第 16條之 1以及財產保險業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業務管理

辦法第 3條363，其中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29條之 4和商業銀行設

立標準第 18條之 1規定相似。 

（三） 開放銀行政策 

金管會主要將開放銀行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公開資訊查詢」，

第二階段為「消費者資訊查詢」，第三階段為「交易面資訊」。金管會期許

透過銀行與第三方服務提供者（third service party，簡稱 TSP）合作，推動

「資料共享」相關之金融科技。 

其中第一階段因僅涉及一般基礎的金融資訊，因此規範較為寬鬆，於

2020 年底已進入第二階段，並同意華南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等 6 家銀行與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遠東國

際商業銀行與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辦理第二階段「消費者資訊查

詢」業務。因涉及消費者資料所有權、消費者個資保護、顧客權益保障、爭

議處理機制，及 TSP 業者管理等問題，金管會監督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和財金資訊公司分別訂定「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銀行與

第三方服務提供者合作之自律規範」及建立「開放 API 管理平台」，以利

銀行及 TSD業者於進行開項業務時，據可依循之規範364。 

 
363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將自 111年 8月開始受理純網路保險公司之申請設

立」，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

serno=202206300005&dtable=News ，最後瀏覽日期：2022/11/14。 
364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持續推動「開放銀行」邁向第二階段「消費者資訊查

詢」新里程碑」，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

serno=202012310001&dtable=News ，最後瀏覽日期：202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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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動支付相關法制 

行動支付相關主要規範中，僅有針對電子支付機構之電子支付機構管

理條例，係屬專法規範，數位支付服務供應商與 TSM服務平台主要規範係

銀行公會制定，經金管會備查之「信用卡業務機構辦理行動信用卡業務安全

控管作業基準」，除此之外，第三方支付亦無專法規範，且主管機關亦非金

管會，而係經濟部。2021 年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大幅修正，首先，原先

分別管理之電子票證發行機構，一同納入電子支付機構之管理。再者，修法

後亦擴大業務範圍，並開放跨機構間之金流服務，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4條亦增加金流付隨相關業務、金流衍生相關業務，以及增訂通過金融科技

創新實驗之外國人國外小額匯兌和有關之買賣外幣業務等相關規定；同法

第 6 條修法後，改為原則上開放電子支付機構代理收付金融商品之款項；

此外，按修正後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4、6、8條規定，目前除電支帳戶

間可以互相轉帳外，亦可與銀行帳戶間互相轉帳365。 

 

三、 公平交易法與金融業相關之法規命令、處理原則與審查辦法 

目前公平會對金融業制訂之相關法規命令、處理原則與審查辦法，包括

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與金管會共同制定）與金融業規範說明。

首先金融業規範說明第 2 點就金融機構之定義，指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4 條

之金融機構、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 條之金融控股公司、農業金融法第 2 條

之農業金融機構、票券金融管理法第 4 條之票券金融公司、電子支付機構

管理條例第 3 條之電子支付機構、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 3 條之發行機

構、保險法第 8 條之保險代理人、保險法第 9 條之保險經紀人、保險法第

10 條之保險公證人。即包含金融控股公司、全國農業金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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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

政股份有限公司、證券及期貨業、保險業、信託業、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

 
365 林育廷，前揭註 38，18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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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票證業、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等業者。 

就相關市場界定，金融業規範說明第 3 點則載明原則上依「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審查（以下稱「相關市場界定處理原

則」）。惟於金融業結合案件中，為完整評估參與結合事業之市場力，並考

量金融市場之特性，得採用「群組市場」（cluster market）觀念，將具有顯

著交易上互補性之個別產品或服務，或因交易習慣通常以套裝方式提供之

個別產品或服務，劃入相同產品市場。例如將儲蓄存款及支票存款劃入存款

市場。 

此外，金融業規範說明第 4 點第 5 項與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

法第 5 條均規定，公平會對於金融業結合申報案件，除一般結合審查案件

考量因素外，得另審酌以下因素：對於金融市場穩定性及健全性之影響、對

於金融服務普及性及近便性之影響、對於金融服務創新之影響、金融相關主

管機關之政策。金融業規範說明第 5 點並說明銀行業者之連帶計畫與跨行

交易、證券業者之共同承銷以及保險業者之理賠資訊搜集與交換，於達成正

當商業目的之合理必要範圍內，原則上不會被認為構成公平交易法之所稱

聯合行為。金融業規範說明第 8 點，更例示金融業於借貸契約等各項金融

商品或服務相關契約列入不當條款或相關不當契約履行行為，可能構成公

平交易法第 25條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366。 

 

 
366 關於本章中論及金融科技可能帶來之競爭法議題分析，並請參閱，顏雅倫，前揭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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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金融業適用公平交易法之案例 

一、 獨占案件：櫃買中心與證交所濫用獨占地位收取費用案 

（一） 公平會處分理由 

公平會曾處分之金融業獨占案例，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簡

稱櫃買中心）與臺灣證券交易所（下簡稱證交所）濫用獨占地位收取費用案。

櫃買中心與證交所為承辦臺灣上櫃與上市公司權益證券買賣之交易機構。

該兩機構遭檢舉濫用獨占地位，公平會經調查後認為，此二機構分別為台灣

唯一搓合委託買賣上櫃與上市股票之資料並產生交易資訊之執行管理單位，

故於交易資訊提供之市場係屬於公平交易法第 7 條所稱之獨占事業。而該

兩機構在未真實反映營運成本與未取得資訊廠商之共識下，不當訂定交易

資訊之使用費額度、增加資訊廠商負擔成本，並以「固定費用」加上「變動

費用」之方式收取費用，針對不同之資訊商做差別取價，破壞市場秩序與影

響下游資訊商追求效能之競爭行為，已合致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對商品

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決定、維持或變更之構成要件，而有違行為當時之

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2款之規定。 

公平會即分別以公處字第 091132 號處分書及公處字第 091133 號處分

書處分櫃買中心與證交所，處分之具體理由如下： 

1. 被處分人差別取價影響下游資訊商追求效能之競爭行為 

公平會認為，被處分人於各自所制定之收費標準中，皆以「固定費用」

與「變動費用」之方法作為收費模式。所謂固定費用，乃不論是何種客觀條

件之資訊商皆須繳交之費用，不因資訊商之不同而有所差異；反之變動費用

之收取，則依據「資訊廠商之傳輸方式」之多寡作為收費標準，每多一種傳

輸方式將會增加額外費用。以櫃買中心為例，固定費用為每月六萬元，申請

一種傳輸方式酌收每月二萬元之變動費用，全部費用以每月十二萬元為上

限，亦即若傳輸商申請超過三種傳輸方式，其所需繳納予櫃買中心之費用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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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十二萬元；而證交所之收費，固定費用每月六萬元，再按傳輸方式367每種

向資訊廠商加收十萬元不等之「變動費用」。然此種收費方式對下游資訊廠

商之影響，不外乎降低下游資訊廠商於相關市場中以「增加傳輸方式」之競

爭誘因，而造成整體市場技術進步停滯，有違公平交易法維護市場自由競爭

與促使技術進步、降低成本以維護消費者權益之意旨。 

2. 被處分人系爭訂定現行交易資訊使用費標準368之行為，並無法律屏障及

行政屏障，而得以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 

被處分人主張，該等收費標準乃經「證券交易法」與「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授權定之369，且該收費標準亦已報請當時之主管機

關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下稱「證期會」）核備，故該收費標準應

已具備法律屏障或至少具備行政屏障，得依公平交易法第 46條，排除公平

交易法之適用，再者該等收費標準，亦滿足公平交易委員會第一三○次委員

會議作成三項原則與第二一五次委員會議作成「資訊使用費成本加計合理

利潤」原則，基此，該收費標準理應不違反獨占事業之禁止行為。 

惟公平會認為，「證券交易法」並無任何條文明定被處分人得以「資訊

廠商之傳輸方式」訂定變動費用收取標準；另雖被處分人向證期會提交該標

準予以核備，然證期會僅係依其權責就「證券交易法」等相關規定予以備查，

而無做實質內容審查。故本案並無法律與行政屏障。縱該收取標準符合上開

 
367 包含「網際網路」、「無線電叫人業務」、「行動電話」、「行動數據」、「調頻副

載波」、「電視資訊」、「衛星傳訊有線電視數位廣播系統及終端產品收訊器」。 
368 櫃買中心所制定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交易資訊使用管理辦法」

（簡稱「交易資訊使用管理辦法」）與「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交易資訊使用費計

算標準」 (簡稱「使用費標準」)；證交所所制定之「交易資訊使用管理辦法」與「收費

標準」。 
369 當時之證券交易法第六十二條第二項授權證期會訂定「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

管理辦法」，櫃買中心再依前開辦法第七條訂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並依該規則訂定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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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會議所提供之原則，然若因其陸續修訂之結果已足以影響產業競爭，而

致生危害公共利益之虞，公平會自得依「檢舉」或「職權」進行調查處理，

是以基於時空環境變遷造成收費型態與目的之差異，自不得據此作為行政

屏障而成為阻卻違法之事由。 

3. 被處分人主張收費模式符合國際慣例與對應成本支出並不被公平會所採

納。 

被處分人主張以「固定費用」加上「變動費用」之收費模式，乃符合國

際上常見之收費模式，且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對使用較多資源（亦即較多

「資傳輸方式」）之廠商，收取更高之費用，方符合該等原則之精神與下游

廠商間之公平性，其次對於為何以「資訊傳輸方式」作為差別取價之標準，

乃因常見之「申請使用者之規模」、「客戶數」、「申請使用者的資訊服務

收入」計價，恐有無法反映真實而失真或資料取得不易而產生不公平之結

果，多方權衡下被處分人認為以「資訊傳輸方式」作為差別取價標準方不會

使不公平之情形發生。惟經公平會之調查，就「即時交易資訊」而言，發現

各國有以每月僅支付固定費用，或以「連線費用」加計「依資訊用戶之終端

機數目級距收費」等方式為之，故被處分人主張屬國際慣例僅為其一面之

詞，且亦未見有以「資訊廠商之傳輸方式」作為收取標的者，故該主張並不

可採，其次，就被處分人而言，其將買賣資訊傳輸予下游資訊廠商之方式，

並不因下游資訊廠商將資訊傳遞給消費者之方式多寡而有所差異，亦即不

論資訊廠商傳輸方式為何，皆不影響被處分人之傳輸成本，故以反映成本作

為差別取價之理由，亦不可採。且尚有違上開第一三○次委員會議中所提出

之「交易資訊收費應力求低廉」之精神與第二一五次委員會議所開示之「資

訊使用費成本加計合理利潤」原則。 

（二） 行政院訴願決定書 

 然公平會該二處分書其後遭行政院院臺訴字第 0920088278 與第

0920090308號訴願決定書決定書撤銷，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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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二案與公平會第二一五與一三○次委員會議之時空背景與市場環境已

截然不同，下游申請資訊使用之廠商亦從 13家擴增為 4、50家，而公平

會認為得回歸所有依廠商數平分使用費之定額收費方式，而予以處分更

正措施，然卻又稱得自由調整收費定價，亦即受處分人得自由調高或調

低定價，惟本處分之基礎乃受處分人遭控利用市場地位獲取超額利潤，

則所稱「得自由調高定價」之基準為何？無法確定合理利潤之情形下，

合理利潤應如何決定？公平會並未說明。此外公平會以淨利除以成本，

計算受處分人之利潤分別高達 33.86％與 58%，此等計算方式是否符合一

般公認會計準則不無疑問。另於櫃買中心一案，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

更特別指出公平會未如過去採導正方式而以處分方式是否妥適？而更正

措施370第 3 項明白限定訴願人改採固定定額收費方式，有無逾越公平交

易法第 41條之授權範圍？亦不無疑問。 

2. 對於證交所一案所主張行政屏障部分，證交所稱變動費用之收取與收費

標準，已通知主管機關核備，並同時副通知公平會，而公平會並未聲明

異議，形成證交所合法認知而應受信賴保護。惟公平會則稱該通知僅含

固定費用之收取與收費標準，並不含上開變動費用，嗣後於 92年 2月 11

日，證期會函覆證交所並副通知公平會，認為宜建議公平會，將更正措

施第三項修訂為：取消現行固定費用與變更費用分列計收資訊使用費之

方式，新的收費方式由證交所與資訊廠商協商訂立，並報經主管機關核

備，則本案有無依當時訴願法第 58條第 2項規定變更原處分之必要？至

於櫃買中心一案，櫃買中心稱訂定與歷次修正交易資訊使用費計算標準，

 
370 更正措施如下： 

(一)決定、維持或變更資訊使用費收取標準前，須充分揭露依照會計原則且經會計師簽證

之相關部門別成本收益細目資料予證券主管機關及資訊廠商參考。 

(二)決定、維持或變更資訊使用費收取標準前，應與資訊廠商充分協商。 

(三)取消現行固定費用與變更費用分列計收資訊使用費之方式，改採固定定額收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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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報請證期會准予核備在案，而自收取交易資訊使用費以來，該項收入

佔總比率每年均不及 10%，至 87年方因市場規模達成，始出現盈餘，惟

仍在合理利潤範圍之內。而公平會曾函請其他資訊廠商以關係人身分表

示意見，21 份回復中僅 5 家業者認為收費標準未盡合理或有爭議空間，

1 家業者認為有濫用市場地位，則公平會為處分時有無遵守有利不利因

素一併考量原則，有待商榷。 

3. 公平會曾稱訴願人未主動將所有成本收益分攤明細公諸資訊廠商瞭解，

處分機關之列席人員並未說明該等主張是否僅針對訴願人 91年 10月 15

日第 1次協商？訴願人第 2次及第 3次協商內容是否已充分揭露資訊供

與會者參考？訴願人於原處分後之第 3 次協商結果倘如訴願人所稱為大

部分廠商所反對而無法達成共識，訴願人是否仍應依該項更正措施改採

固定定額收費？ 

 

二、 結合案件 

茲因我國結合管制至 2002年採事前許可制前，國內已有文獻就我國金

融業相關結合案例為彙整371。以下茲就我國結合管制從事前許可制改為事

前申報異議制後，我國金融產業相關申報結合案件，列表整理如下。 

 

 
371 見顏雅倫，「我國結合管制之檢討與前瞻－以金融產業之結合為例」，公平交易季

刊，第 11 卷第 3期，88-93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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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金融產業於民國 90年後相關結合案整理 

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轉換設立金融控股公司的結合案件 

臺灣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簡稱臺

灣銀行）、臺灣土

地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簡稱土地

銀行）、中國輸出

入銀行（簡稱輸

出入銀行）擬以

股份轉換方式共

同籌組臺灣金融

控股股份有限公

96/10/04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或資本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

者」。且已超過公平

交易法（舊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

定之結合申報門檻，

銀行業（存

款、放款、信

託及保證）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依據金管會所公布之資料，國內金

控公司有 14家，本國銀行及外國銀

行有 73家，金融服務業者家數眾多，

市場競爭尚屬激烈。 

2. 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後於存款及放款

等 2 個市場之占有率雖超過 15%，

惟尚無限制競爭疑慮之情事，且存

款、放款、信託及保證等市場之集中

度增加有限，仍屬中低度集中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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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司（簡稱臺灣金

控公司），由財政

部將臺灣銀行、

土地銀行及輸出

入銀行之全部股

權轉讓予新社之

臺灣金控公司，

以作為承購該金

控公司發行新股

所需之股款，臺

灣金控公司將因

而取得臺灣銀

行、土地銀行及

亦無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12條規定除

外適用情形。 

並未減損相關市場之競爭。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1. 結合後同業競爭者所提供之金融商

品或服務仍具有高度替代性，對金

融服務業之參進市場難易程度亦無

影響，加以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後，

對於金融服務之便利性將有相當程

度之提升，且透過公股銀行整併以

帶動我國金融機構整併，對整體經

濟利益應有所助益。是本案對整體

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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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輸出入銀行百分

之百股份 

公股金融機構整併 

合作金庫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簡

稱合作金庫）（存

續公司）擬與中

國農民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簡稱

農民銀行）（消滅

公司）合併 

94/12/25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1款「與他事業合併

者」。 

銀行業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我國銀行業尚屬低度集中市場，業

者競爭十分激烈，雖合作金庫與農

民銀行結合後，在銀行存放款市場

之占有率達 10%上下，市場排名將

分別要升至第 2 位及第 1 位，惟其

等結合後市場占有率並未有顯著提

高，且市場集中度仍呈分散狀態，尚

難認具有支配地位或有顯著限制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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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爭疑慮，對於市場競爭性及服務便

利性亦不致產生負面影響。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1. 衡酌合作金庫與農民銀行之結合係

著眼於銀行業務之經營及客戶資源

之互補性，並擬透過增加銷售通路，

擴大經營規模，以提升競爭力，並對

整體經濟利益有所助益。 

臺灣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簡稱臺

灣銀行）（存續公

95/06/01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1款「與他事業合併

銀行業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我國銀行業目前尚屬低度集中市

場，業者競爭十分激烈，雖臺灣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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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司）擬與中央信

託局股份有限公

司（簡稱中央信

託局）（消滅公

司）合併 

者」。 與中央信託局結合後，在銀行存放

款市場之占有率達 10%上下，市場

排名躍升至第 1 位，惟其等結合後

市場占有率並未有顯著提高，且市

場集中度仍呈分散狀態，尚難認具

有支配市場地位或有顯著限制競爭

疑慮，對市場競爭性及服務便利性

亦不致產生負面影響。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1. 本結合案係財政部著眼於透過公股

銀行整併以帶動我國金融機構整

併，且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後得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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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整合資源、業務互補以提升競爭力，

並對整體經濟利益有所助益。 

水平結合 

遠雄人壽保險公

司（簡稱遠雄人

壽）擬受讓瑞士

商蘇黎世人壽保

險公司台灣分公

司（簡稱蘇黎世

人壽）所有人壽

保險保單及相關

93/08/27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3款「受讓或承租他

事業全部或主要部

分之營業或財產

者」。 

新契約市場、

保費收入市場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民國 92年度，遠雄人壽於新契約市

場之占有率為 4.5%，保費收入市場

之占有率為 1.91%；蘇黎世人壽於新

契約市場之占有率為 2.77%，保險收

入市場占有率為 1.14%。兩者結合後

與市場排名第一的事業相較（新契

約市場約 17.8%、保險收入市場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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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資產負債 24.2%），仍有相當之差距。 

2. 其他事業進入保險市場尚無不易克

服之障礙，故該二事業結合後對於

相關的金融保險市場應無限制競爭

之疑慮，對於市場競爭性及服務便

利性亦不致產生負面影響。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助益： 

1. 透過本結合案，遠雄人壽得以引進

國際金融保險集團相關經驗及技

術，加速經營操作之靈活度及專業

化，並透過技術之相互支援及資源

之有效利用，可提供原有保戶更多



166 

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元化壽險商品，且將提供更優良之

專業壽險服務予我國消費大眾，對

整體經濟利益應有所助益。 

美商花旗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簡

稱美商花旗銀

行）擬透過完全

持股之子公司

COIC 於我國境

內新設子行，新

設子行名稱暫定

為花旗環球商業

96/05/24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1款「與他事業合併

者」。且已超過公平

交易法（舊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

定之結合申報門檻，

亦無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11條之 1規

銀行業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依據金管會所公布資料，國內金融

市場銀行家數眾多，且各家業者之

市場占有率均屬微小，堪稱競爭激

烈，可認為一低度集中市場，經審酌

參與結合事業後，市場占有率變化

不大，仍會受到市場競爭之拘束，且

無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

力，參與事業結合後，市場結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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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簡稱花旗環球

銀行)，再由花旗

環球銀行（存續

公司）與華僑商

業銀行股份限公

司（消滅公司）合

併 

定除外適用情形。 亦相當有限，結合後並無損於現存

事業間之競爭，而新競爭者符合相

關法令規定即得進入市場參與競

爭，交易相對人倘屬大型集團公司，

對結合事業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

酬具有相當抗衡力量，是結合後，並

未顯著減損相關市場之競爭。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香港商根寧瀚保

險公證人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簡稱根寧瀚台

98/08/19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3款「受讓或承租他

事業全部或主要部

一般保險公證

人市場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根寧瀚台灣分公司與羅便士台灣分

公司之市場占有率分別為 4.72%及

29.72%，結合後之市場占有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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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灣分公司）擬受

讓香港商羅便士

國際保證人公證

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簡

稱羅便士台灣分

公司）之全部營

業及財產 

分之營業或財產

者」。且已超過公平

交易法（舊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之結合申報門檻，

亦無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11條之 1規

定除外適用情形。 

34.44%。我國一般保險公證人市場

之事業家數有 33家，其市場結構屬

中度集中之市場，結合後市場集中

度變化尚屬有限，參與結合事業上

不致具有不受市場競爭之拘束而片

面提高服務報酬之能力，亦不易合

意限制競爭，導致聯合行為發生之

可能性亦甚低，應無損於現存事業

間之競爭。 

2. 對於潛在競爭者而言，並不會造成

參進市場之障礙，對於市場內既有

業者形成額外之競爭壓力亦屬有

限；結合後不會削弱交易相對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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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潛在交易相對人選擇其他保險公證

人之能力或箝制參與結合事業提高

服務報酬之能力。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台新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概括承受慶豐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信用卡業務 

99/01/19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3款「受讓或承租他

事業全部或主要部

分之營業或財產

者」。且已超過公平

交易法（舊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

信用卡業務服

務市場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依金管會所公布資料，國內信用卡

業務服務市場家數眾多，且各家業

者之市場占有率不高，堪稱競爭激

烈，可認為屬低度集中之市場結構。

二家事業結合後，市場占有率變化

不大，且無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

酬之能力，結合後市場結構變動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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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定之結合申報門檻，

亦無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11條之 1規

定除外適用情形。 

相當有限，並不減損現存事業間之

競爭，對於潛在競爭者而言，並不會

造成參進市場障礙。 

2. 不會削弱交易相對人選擇其他信用

卡業務機構商品或服務之能力，對

於信用卡業務市場結構與競爭程

度，尚無顯著限制競爭之疑慮。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元大寶來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簡

稱元大寶來證券

101/10/03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3款「受讓或承租他

證券業務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元大寶來證券公司係全國性之證券

商，營業據點達 188 處，分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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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公司）擬受讓鼎

富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簡稱鼎富證

券公司)全部營業

及財產 

事業全部或主要部

分之營業或財產

者」。且已超過公平

交易法（舊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之結合申報門檻，

亦無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11條之 1規

定除外適用情形。 

涵蓋全國。鼎富證券公司僅 2 處營

業據點且均位於台北市，兩事業營

運規模差異性甚大。元大寶來證券

公司於結合前所承受競爭壓力之主

要來源係來自其他全國性、規模相

當的證券商，而非鼎富證券公司，故

本案尚難認結合後元大寶來證券公

司得以不受市場競爭力量之牽制，

而單方面的提高服務報酬或降低服

務品質。 

2. 因結合後相關市場內證券商家數仍

有 84家，且市場集中度並無顯著增

加，亦難認本案結合將促使市場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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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與者更有誘因或能力相互約束事業

活動或採取一致性之行為。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中國信託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中信人壽公

司)擬受讓英屬百

慕達商宏利人壽

保險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簡稱宏利人壽

公司)全部營業及

102/10/02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3款「受讓或承租他

事業全部或主要部

分之營業或財產

者」。且已超過公平

交易法（舊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

定之結合申報門檻，

人身保險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本案結合並無顯著增加市場集中

度，況且保險業者營業規模差距甚

大，中信人壽公司於結合後之市場

占有率約 3.86%，其結合應不致對競

爭產生實質減損。結合後，對於市場

結構並無明顯改變，亦無顯著限制

競爭疑慮。 



173 

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財產 亦無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11條之 1規

定除外適用情形。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元大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簡稱

元大金控公司)擬

以股份轉讓方式

取得大眾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大眾銀

行）全部已發行

股份，結合後大

104/11/25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

「持有或取得他事

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達到他事業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或資本

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及第 5款「直接或間

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銀行業、證券

業、保險代理

人及租賃業務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主要影響之市場均屬低度集中的結

構，本案結合後並未明顯改變所屬

市場之結構或提高集中程度，尚難

認參與結合事業得以不受市場競爭

之拘束，提高價格或限制數量，或增

加聯合行為發生的風險，因此不具

有顯著限制競爭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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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眾銀行及其從屬

公司將成為元大

金控公司之從屬

公司 

務經營或人事任

免」。且已超過公平

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結

合申報門檻，亦無公

平交易法第 12條規

定除外適用情形。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元大代證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簡

稱元大證金公司)

及環華證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簡

稱環華證金公司)

108/08/14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3 款

「受讓或承租他事

業全部或主要部分

之營業或財產」。且

已超過公平交易法

融資融券業

務、有價證券

擔保放款業

務、轉融通業

務及有價證券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於融資融券

業務、有價證券擔保放款業務及有

價證券借貸業務等市場占有率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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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於 108年 4月 25

日簽署營業讓與

契約書，環華證

金公司擬將主要

部分營業讓與元

大證金公司 

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結合申報

門檻，亦無公平交易

法第 12條規定除外

適用情形。 

借貸業務 2. 轉融通業務因現行法規規定，只有

證券金融事業得辦理對證券商之轉

融通業務，結合後將僅存元大證金

公司辦理轉融通業務，惟轉融通業

務之營業收入占參與結合事業總營

收之比重甚低，況且，券源不足之證

券商除向證券金融事業轉融券，亦

可向臺灣灣證券交易所借券中心及

其他證券商或投資人借券等券源管

道支應融券需求，尚無顯著限制競

爭疑慮。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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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London Stock 

Exchange Group 

plc（簡稱

LSEG）擬以股

份轉換方式取得

對 Refinitiv 

Parent Limited

（簡稱

Refinitiv）全部

股份及控制權 

109/07/15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

「持有或取得他事

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達到他事業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或資本

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及第 5款「直接或間

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

免」。且已超過公平

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結

指數授權、金

融資訊（即時

數據饋送、非

即時數據饋送

及桌面服

務）、外匯指

標、交易所數

據、固定收益

分析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水平重疊的「指數授權」及「桌面服

務」兩個市場區隔方面，考量 LSEG

與 Refinitiv 於我國並非彼此最緊密

的競爭對手，結合後不致大幅減低

競爭壓力，且市場上仍有許多全球

性的大型競爭對手，結合也不致改

變相關市場之結構、增加市場集中

度或競爭者間對稱性，尚無顯著的

水平面向限制競爭效果。 

2. 垂直面向部分，LSEG提供 Refinitiv

和其他業者「交易所數」、「富時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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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合申報門檻，亦無公

平交易法第 12條規

定除外適用情形。 

素指數」，而 Refinitiv提供 LSEG或

其他業者「匯率指標」、「非即時數

據饋送」。公平會經分析 LSEG 和

Refinitiv 結合後是否會藉由阻礙下

游競爭對手取得關鍵性的投入，排

除或封鎖競爭對手，並考量兩者之

市場地位、上游投入要素占下游競

爭對手經營成本之比重、競爭對手

之反制能力、參與結合事業再結合

後所受歐洲金融法規與 FRAND 承

諾之約束等因素，認為結合後 LSEG

和 Refinitiv 並無誘因或能力採取拒

絕或差別供應之垂直封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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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Aon plc（簡稱

Aon）透過股份

轉換方式取得

Willis Towers 

Watson Public 

Limited Company

（簡稱WTW）

全部股份，且控

制該公司的業務

經營及人事任免 

110/05/19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

「持有或取得他事

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達到他事業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或資本

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及第 5款「直接或間

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

免」。又無公平交易

保險經紀服

務、再保險經

紀服務、退休

福利服務、健

康與福利顧問

及人力資本顧

問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保險經紀與再保險經紀服務部分，

公平會徵詢保險業主管機關、國內

大型企業、產險公司及競爭對手之

意見，評估結合前後市場占有率變

化，及分析 Aon、WTW及競爭對手

參與大型企業、產險公司之招標採

購紀錄等，發現結合前 Aon、WTW

雖具有高度替代性，但結合後仍有

其他競爭者可對參與結合事業持續

施加競爭壓力。且保險經紀與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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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法第 12條規定除外

適用情形。 

險經紀服務之買方，均為擁有豐富

議價經驗及抗衡力量之大型企業及

保險公司，可以制衡或抵銷參與結

合事業提高報酬或降低服務品質之

能力。 

2. 退休福利服務、健康與福利、人力資

本顧問部分，公平會徵詢多家 Aon、

WTW現有客戶之意見，均表示市場

上有許多替代選項，轉換供應來源

不困難，不致有限制競爭之疑慮。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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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金融產業之多角化結合 



181 

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匯通商業銀行、

東泰產險公司以

股份轉換方式，

成為國泰金控公

司百分之百持股

之子公司 

91/02/21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或資本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

者」。且已超過公平

交易法（舊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

定之結合申報門檻，

亦無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11條之 1規

壽險、產險及

銀行業間跨業

整合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對於國內金融市場之市場結構之集

中度並不生任何實質變動。對市場

之競爭性及服務便利性亦不生負面

影響。 



182 

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定除外適用情形。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1. 可透過企業資源整合，以及調整組

織規模與業務共同支援、增進財務

管理與資金配置效率、提升整體企

業集團對風險承擔之能力，對於整

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利益。 

2. 衡酌金融產業主管機關推動金融控

股公司體制之既定政策 

中華開發工業銀

行擬取得大華證

券公司三分之一

91/04/04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證券與銀行業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證券承銷市場部分雖有重疊，然不

致對國內整體證券市場產生重大影



183 

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以上股權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或資本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

者」。 

響。 

2. 兩者於銀存放款及證券經紀等市場

之市占率有限，對市場集中度不致

產生衝擊。對市場之競爭性及服務

便利性亦不生負面影響。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交銀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擬取

得中興票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及

倍利綜合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百分

91/05/02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或資本總

票券業務市場

及證券經紀業

務市場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參與結合事業在證券經紀市場之占

有率有限，不致有限制競爭疑慮。 

2. 中興票券公司於票券市場雖具有相

當之市場地位，不過由於交銀金控



184 

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之百股權 額三分之一以上

者」。 

公司既有之票券業務甚微，結合後

尚不致對票券市場結構及集中度等

產生衝擊。整體言之，對市場之競爭

性及服務便利性亦不生負面影響。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185 

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台新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擬取

得台新票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及

台証綜合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百分

之百股權 

91/08/22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

本總額三分之一以

上」。 

台新金控公司

結合前旗下僅

有台新銀行一

家子公司，今

台新金控公司

擬再納入台新

票券與台証證

券為子公司，

係屬銀行、票

券及證券之異

業結合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雖於票券業務或有重疊，但台新票

券之市場地位尚屬有限，而台新銀

行之票券業務量與市場占有率甚

微，對整體票券市場影響不大。結合

後，對國內證券市場及票券市場均

不致產生限制競爭疑慮。對市場之

競爭性及服務便利性亦不生負面影

響。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1. 台新金控公司將得發揮金融跨業經

營之綜效，對消費者而言，亦得於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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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金控集團之存款、債券、股票及國內

外基金等不同理財工具間，尋求最

適之搭配，透過金融控股公司得到

多元化、低成本之服務，對整體經濟

利益應有助益。 



187 

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國泰金控公司擬

取得世華銀行百

分之百股份 

91/10/03 符合公平交易法

（舊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

或取得他事業之股

份或出資額，達到

他事業有表決權股

份總數或資本總額

三分之一以上」。 

銀行業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該結合案主要涉及銀行業務規模之

擴增。國內銀行業屬於低度集中市

場，市場競爭激烈，且世華銀行於存

放款業務市場之市場地位有限，雖

與金控集團之國泰銀行同樣從事銀

行業務，但其業務量及市場占有率

更屬輕微，因此於銀行存放款業務

市場尚無限制競爭疑慮。對市場之

競爭性及服務便利性亦不生負面影

響。 



188 

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1. 對消費者而言，經由配套服務，選擇

保險、銀行存款及基金等內容的整

合性金融商品，滿足一次購足之需

求，透過金控公司享受多元化、低成

本之服務，對整體經濟利益應有助

益。 

交銀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擬取

得中國國際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與中國產物保

91/10/24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銀行業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該結合案主要在於銀行業務規模擴

增，惟銀行業基本上係屬於低度集

中市場，市場競爭激烈，加上中國國

際商銀及交通銀行於國內存放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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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險股份有限公司

百分之百股份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

本總額三分之一以

上」。 

外匯等業務之賜場占有率尚屬有

限，因此結合後尚不致有限制競爭

疑慮。對市場之競爭性及服務便利

性亦不生負面影響。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1. 交銀金控公司得以擴增營業據點，

提高客戶往來之便利性及選擇性，

及提供客戶整體性規劃及一次購足

之需求，對整體經濟利益應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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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富邦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擬取

得台北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百分之

百股份 

91/11/07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

本總額三分之一以

上」。 

銀行業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富邦金控公司目前旗下已有富邦產

物保險、富邦人壽保險、富邦商業銀

行、富邦綜合證券及富邦投信等五

家子公司，今再將台北銀行那為子

公司，主要在於銀行業務規模有所

擴增。 

2. 國內銀行業基本上係屬於低度集中

市場，市場競爭激烈，加上富邦商業

銀行及台北銀行於國內存、放款及

外匯等業務之市場占有率有限，事

業結合後，對國內相關市場應不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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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有限制競爭疑慮，對市場之競爭性

及服務便利性亦不生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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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1. 富邦金控公司得以增加營業據點，

擴大經營規模，達到提升集團經營

效率之目標外，亦可透過旗下產物

保險、人壽保險、證券、投資信託及

銀行等子公司，整合相關金融商品，

提供多元化、低成本之服務，以滿足

客戶一次購足之下球，對整體經濟

利益應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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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華南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擬認

購中央票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現

金增資股份 

91/12/19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

本總額三分之一以

上」。 

華南金控公司

目前僅有華南

銀行及永昌證

券兩家子公

司，故華南金

控公司擬納入

中央票券，係

屬銀行、證券

與票券之異業

結合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華南金控公司目前僅有華南銀行及

永昌證券兩家子公司，故華南金控

公司擬納入中央票券，係屬證券、票

券及銀行業之異業結合，對於相關

市場結構及市場集中度不致產生實

質衝擊，對市場之競爭性及服務便

利性亦不生負面影響。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1. 結合後，華南金控公司得發揮跨業

經營綜效，本案結合之整體經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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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華南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簡

稱華南金控公

司）擬取得華南

產物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簡稱華

南產險公司）百

分之百股份 

92/05/15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

本總額三分之一以

上」。 

華南金控公司

目前僅有華南

銀行、永昌證

券、中央票券

三家子公司，

故華南金控公

司納入華南產

險公司，係屬

證券、票券、

產險及銀行業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華南金控目前僅有華南銀行、永昌

證券、中央票券三家子公司，故華南

金控公司擬納入華南產險公司，係

屬銀行、證券、票券、產險之異業結

合，對於相關市場結構及市場集中

度不致產生實質衝擊，對市場之競

爭性及服務便利性亦不生負面影

響。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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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之異業結合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1. 結合後，華南金控公司得增加銷售

通路，改善財務結構，擴大經營規

模，達到提升集團經營效率之目標。

亦將透過旗下子公司共同行銷方

式，整合其相關金融商品，提供多元

化、低成本、符合個別需求之服務，

以滿足客戶一次購足之需求，對整

體經濟利益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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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第一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簡

稱第一金控公

司）擬取得明台

產物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簡稱明

台產險公司）百

分之百股份 

92/05/29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

本總額三分之一以

上」。 

第一金控公司

目前僅有第一

銀行一家子公

司，而明台產

險公司營業範

圍為車險、火

險等相關產物

保險，故第一

金控公司擬納

入明台產險公

司，係屬銀行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第一金控公司目前僅有第一銀行一

家子公司，而明台產險公司主要營

業範圍為車險、火險等相關產物保

險。 

2. 結合後，對於相關市場之市場結構、

市場集中度、市場競爭性、服務便利

性等，尚不致產生實質衝擊或形成

負面影響，可認為無限制競爭之疑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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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業、產險業之

異業結合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1. 結合後，第一金控公司將因而增加

財產保險業務，可形成跨業整合機

制、進行金融創新以研發具整合性

金融商品，並得以共同行銷等方式，

滿足消費者一次購足之需求。 

2. 第一金控本身亦得進行集團企業資

源整合，提升集團經營效率與風險

承擔之能力，以達成設立金融控股

公司之實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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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託金控公

司擬取得萬通銀

行百分之百股份 

92/08/21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

本總額三分之一以

上」。 

銀行業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中信金控公司旗下已有中國信託商

銀、中國信託綜合證券等子公司，今

再將萬通銀行納入為子公司，主要

在使銀行業務規模有所擴增。 

2. 銀行業基本上係屬低度集中市場，

市場競爭激烈，加上萬通銀行於存

放款業務市場之市場地位尚屬有

限，於併入中信金控公司後，雖該金

控公司之中國信託商銀亦同樣從事

銀行業務，為期業務量及市場占有

率之增加幅度有限，事業結合後，對

國內相關市場應不致有限制競爭疑

慮，對市場之競爭性及服務便利性

亦不生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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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1. 結合後，除擴大經營規模，增加銷售

通路，對消費者而言，可經由配套服

務，滿足一次購足之需求，享受多元

化、低成本之服務，對整體經濟利益

亦應有助益。 

中信金控公司擬

取得中信票券公

司百分之百股份 

92/12/25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

銀行、保險及

證券業務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中信金控公司於本案申報結合前即

已透過中國信託商銀已間接持股方

式，持有中信票券公司 99.998%股

份，因此中信金控公司與中信票券

公司為原已存在控制從屬關係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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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本總額三分之一以

上」。 

係企業。中信金控公司擬透過經濟

體內部間接持股轉由直接持股之股

權調整，發揮銀行、保險及證券業務

共同行銷之綜效，不致提高特定市

場之占有率，市場結構亦不因本結

合而趨向集中，尚不致對我國特定

市場之競爭結構產生明顯負面影

響。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助益： 

1. 本案尚有助於中信金控公司在銀

行、保險及證券之跨業行銷，滿足消

費者一次購足之需求，並透過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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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公司享受多元化、低成本之服務，對

整體經濟利益應有助益。 

新光金控公司擬

取得聯信商銀百

分之百股份 

93/07/15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

本總額三分之一以

上」。 

新光金控公司

結合前主要業

務為人身保

險、綜合證券

業務；聯信商

銀則以商業銀

行業務為主，

係屬保險、證

券與銀行業務

之異業結盟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新光人壽公司，於民國 92年度，在

人壽保險市場占有率約為 11.67%；

新壽證券於民國 93年 5月，在證券

經紀市場之占有率約 0.216%；聯信

商銀至民國 93年 4月底，於存款業

務市場占有率為約 0.3%，放款市場

約 0.36%。 

2. 因本案參與結合事業所屬壽險、證

券及銀行等市場尚屬競爭，且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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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金控公司與聯信商銀之業務並無重

疊之處，結合後對於相關金融市場

應無限制競爭之疑慮，對於市場競

爭性及服務便利性亦不致產生負面

影響。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助益： 

1. 保險、證券與銀行業務之異業結盟，

參與結合事業得以發揮跨業經營之

綜效，提供更完整之金融服務，對整

體經濟利益應有所助益。 

國泰金融控股股 94/06/30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銀行業 無限制競爭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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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份有限公司（簡

稱國泰金控公

司）擬以公開收

購、內部人轉讓

持股或其他符合

法令之方式取得

第七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簡

稱第七商銀）股

份總額三分之一

以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或資本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

者」。 

1. 我國銀行業屬低度集中市場，市場

競爭激烈，加上本案第七商銀於存

放款業務之市場占有率係屬輕微，

與國泰金控公司結合後，併計入國

泰世華銀行之業務量及市場占有率

亦屬有限，是本案結合後，對國內銀

行存放款業務市場上無限制競爭疑

慮，對於市場競爭性及服務便利性

亦不致產生負面影響。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1. 本案結合後，國泰金控公司得以增

加營業據點，擴大經營規模，達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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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升集團經營效率之目標外，亦可透

過旗下產物保險、人壽保險、證券、

資產管理及銀行等子公司，整合相

關金融商品，提供多元化、低成本之

服務，以滿足客戶一次購足之需求，

對整體經濟利益應有助益。 

新光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簡

稱新光金控公

司）擬取得誠泰

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簡稱誠

94/07/14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或資本總

銀行業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我國銀行業屬低度集中市場，市場

競爭激烈，加上本案誠泰商銀於存

放款業務之市場占有率係屬輕微，

與新光金控公司結合後，併計入新

光商銀之業務量及市場占有率亦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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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泰商銀）百分之

百股份 

額三分之一以上

者」。 

有限，是本案結合後，對國內銀行存

放款業務市場上無限制競爭疑慮，

對於市場競爭性及服務便利性亦不

致產生負面影響。 

對整理經濟利益有益： 

1. 新光金控公司得以增加營業據點，

擴大經營規模，達到提升集團經營

效率之目標外，亦可透過旗下人壽

保險、證券、投信及銀行等子公司，

整合相關金融商品，提供多元化、低

成本之服務，以滿足客戶一次購足

之需求，對整體經濟利益應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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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建華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簡

稱建華金控公

司）擬取得台北

國際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簡

稱台北商銀）百

分之百股份 

94/08/15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或資本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

者」。 

建華金控公司

旗下計有建華

商銀、建華證

券等 10家子

公司，惟與台

北商銀結合後

所影響之市場

僅有銀行業市

場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由於目前我國銀行業尚屬低度集中

市場，市場競爭激烈，加上本案台北

商銀於存放款業務之市場地位不

高，與建華金控公司結合後，併計入

建華商銀之業務量及市場占有率亦

屬有限，是本案結合後，對國內銀行

存放款業務市場尚無限制競爭疑

慮，對於市場競爭性及服務便利性

亦不致產生負面影響。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1. 建華金控公司得經由區域互補性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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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成通路擴展、擴大經營規模，及透過

資源整合及交叉行銷，充分發揮集

團經營粽效。對消費者而言，可透過

金控公司享受多元化、低成本之服

務，對整體經濟利益有助益。 

台新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簡

稱台新金控公

司）擬於 94年 11

月 25日彰化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簡稱彰化銀

94/11/10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5款「直接或間接控

制他事業之業務經

營或人事任免者」。 

台新金控公司

目前有台新銀

行、台証證券

及台新票券等

子公司，營業

範圍與彰化銀

行重疊者為銀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我國銀行業尚屬低度集中市場，業

者間競爭十分激烈，台新金控公司

及彰化銀行結合後，在銀行存放款

市場之市場占有率均約為 8%，尚難

認具有支配市場地位或有顯著限制

競爭疑慮。況我國證券市場及票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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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行）股東臨時會

改選董事之際，

取得 15席董事中

之 8 席，直接或

間接控制彰化銀

行之業務經營或

人事任免 

行業物部分 市場不致因本結合產生實質之市場

占有率或市場結構之變化，不致有

限制競爭疑慮。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1. 本結合案係著眼於銀行業務之經營

及客戶資源之互補性，並擬透過增

加銷售通路，擴大經營規模，以提供

多元化、低成本之服務，達到提升集

團經營效率之目標，並對整體經濟

利益有所助益。 

台灣證券集中保 94/12/01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證券集中保管 無限制競爭疑慮： 



209 

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管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集保公

司）與台灣票券

集中保管結算股

份有限公司（簡

稱票保公司）擬

於「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管理規

則」與「短期票券

集中保管結算機

構許可及管理辦

法」修正發布生

效日起 90內合併 

法）第 6條第 1項第

1款「與他事業合併

者」。 

業市場、短期

票券集中保管

結算市場 

1. 集保公司及票保公司分別為國內唯

一經核准成立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及短期票券集中保管機構，二者分

別於證券集中保管業市場、短期票

券集中保管結算市場具有 100%之

市場占有率，結合後之市場結構並

未產生變化，且集保公司與票保公

司提供服務之標的分屬有價證券及

短期票券，參與結合事業間並無業

務範圍重疊之情形，尚無顯著限制

競爭疑慮。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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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1. 可藉由人才、組織及設備之整合，達

到服務品質及資訊系統效率提升之

目的，並透過結算交割保管機構單

一化，降低市場參與者成本，提升市

場運作效率，對整體經濟利益有所

助益。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簡稱

AIG 公司）擬透

過環美行銷股份

有限公司（簡稱

95/05/11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或資本總

財產保險

（AIG公司於

我國境內間接

控制之子公司

美商美國環球

產物保險有限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我國財產保險業仍屬於低度集中市

場，業者間競爭十分激烈，以中央產

險公司、環球產險公司、及聯合保險

公司而論，估計結合後市場占有率

約為 8.99%，縱成為市場上第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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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環美公司）間接

收購中央產物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中央產險

公司）為其百分

之百之子公司 

額三分之一以上

者」。 

公司台灣分公

司、美商聯合

保證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為財產

保險事業，其

他子公司南山

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美

商美國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為人身保險事

業，鑑於其市場占有率仍低，且與第

一大事業規模仍有顯著差距，尚難

認具有支配市場地位或有顯著限制

競爭疑慮。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1. AIG 公司與中央產險公司結合係著

眼於產險業務經營之互補性，並透

過資源整合，擴大經營規模，以提供

多元化、低成本之服務，達到提升集

團經營效率之目標，對整體經濟利

益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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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業） 

台新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簡

稱台新金控公

司）與荷商愛康

台灣股份私有有

限公司（簡稱荷

商愛康公司）擬

以合資方式在我

國新設人壽保險

公司，荷商愛康

公司並同時取得

台新金控公司所

97/04/03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或資本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

者」。且已超過公平

交易法（舊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之結合申報門檻，

亦無公平交易法（舊

人身保險市場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人身保險市場之市場參與者家數眾

多，競爭尚屬激烈，是本案參與結合

事業結合後，雖預期有市場力的提

升，惟因該合資公司為新設事業，故

現階段不會對市場集中度造成顯著

變化，亦尚無得以不受市場競爭之

拘束，而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

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後，市場結構變

動亦相當有限，並無損於現存事業

間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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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屬台新保險代理

人股份有限公司

之 49%股份結合

案 

法）第 11條之 1規

定除外適用情形。 

2. 由於保險代理人市場家數眾多，競

爭激烈，且人壽保險商品銷售通路

並非僅透過保險代理人銷售，所以

並不會顯著影響其他人身保險業者

銷售保險商品之通路，亦無限制人

身保險市場競爭或妨礙其他競爭者

選擇交易相對人之虞。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富邦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下

稱富邦金控公

司）擬以股份轉

97/12/10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人身保險市場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依據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所

公布之資料，國內人身保險業者眾

多，競爭尚屬激烈，且無提高商品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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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換之方式，由富

邦金控公司已發

行新股後股份總

數百分之五作為

ING 集團子公司

安泰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簡

稱安泰人壽公

司）轉換為富邦

公司股份之基

準，不足額部分

則以現金支付，

安泰人壽公司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或資本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

者」。又無公平交易

法（舊法）第 11條

之 1 規定除外適用

情形。 

格或服務報酬之能力，參與事業結

合後，市場結構變動亦相當有限，結

合後並無損及現存事業間之競爭，

而新競爭者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即得

進入市場參與競爭，對交易相對人

並未削弱其選擇其他保險公司投保

之能力，亦無影響其購買保險商品

時之談判能力，是結合後無顯著限

制競爭之疑慮。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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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成為富邦金控公

司百分之百持股

之子公司 

合作金庫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合庫銀

行）（持有 51%股

份）及法商法國

巴黎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簡稱法

國巴黎保險）（持

有 49%股份）擬

98/04/08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或資本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

者」。又無公平交易

法（舊法）第 11條

人壽保險市場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國內人身保險業者眾多，競爭尚屬

激烈，經審酌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後，

市場占有率及市場集中度並未改

變，仍會受市場競爭之拘束，且無提

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力，參

與事業結合後，並無損及現存事業

間之競爭，而新競爭者符合相關法

令規定即得進入市場參與競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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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以合資方式籌組

合作金庫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合庫人

壽） 

之 1 規定除外適用

情形。 

交易相對人並無削弱其選擇其他保

險公司投保之能力，亦無影響其購

買保險商品時之談判能力。 

2. 合庫銀行依法不得直接銷售保險商

品，惟保險業係須經特許之金融事

業，只要符合相關法規規定，即得設

立保險公司，不論法令管制解除與

否，對人身保險市場之競爭上不產

生任何影響，且相關技術發展亦不

會對其他事業跨業經營人身保險之

商品及服務產生困難。 

3. 合庫人壽仍須透過合庫銀行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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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合作金庫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於各營業據點代為銷售，合庫銀行

跨業經營之發展計畫應已完備，且

國內人身保險業者眾多，尚不致對

市場競爭產生實質減損效果。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元大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擬取

得寶來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百分之

百股份 

100/06/08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或資本總

證券市場、投

資信託市場、

投資顧問市

場、期貨市場

及保險代理人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各個市場事業家數眾多，參與結合

事業結合後市場競爭仍屬激烈，結

合事業尚難取得提高商品價格或服

務報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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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額三分之一以上

者」。且已超過公平

交易法（舊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

定之結合申報門檻，

亦無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11條之 1規

定除外適用情形。 

市場 2. 新競爭者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即得

進入市場參與競爭，也沒有參進障

礙產生。 

3. 交易相對人轉換交易對象的成本

低，而交易相對人可透過轉換交易

對象，以箝制結合事業提高商品價

格或服務報酬的能力。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中國信託金融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中信金控

100/06/29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人身保險業務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中信金控公司於結合前並無經營人

身保險業務之子公司，結合後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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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公司）擬取得大

都會國際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大都會人壽

公司)百分之百股

份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或資本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者」

及第 5款「直接或間

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者」。且已超過公平

交易法（舊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

定之結合申報門檻，

亦無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11條之 1規

人身保險商品市場結構之影響有

限，也不致減損人身保險市場現存

事業間之競爭。 

2. 金融控股公司如經金融主管機關核

准，即能取得保險事業之經營權，進

行設計、研發之保險商品亦須通過

嚴格審查，而為金融業主管機關所

加以管控，相關技術之發展並不會

對他事業跨業經營人身保險之商品

及服務產生限制，而且大都會人壽

公司於人身保險市場所佔保費收入

比率不高，市場上仍存在其他大型

人身保險業者，結合後並無顯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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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定除外適用情形。 市場力得以削弱其他競爭者參與市

場競爭。 

3. 保險商品銷售通路方面，目前保險

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者家數眾

多，而且人身保險業者也可以透過

自行行銷或透過銀行通路等銷售保

險商品，本案結合後並不會顯著影

響其他人壽保險業者銷售保險商品

之通路，也沒有妨礙其他競爭者選

擇交易相對人之虞。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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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台新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簡稱

台新金控公司)擬

取得國際紐約人

壽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紐約人壽

公司）百分之百

股份 

101/12/12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或資本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者」

及第 5款「直接或間

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者」。且已超過公平

交易法（舊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

銀行及保險市

場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本案屬多角化結合型態，經依照公

平會審理多角化結合案件之考量因

素評估，尚難認參與結合事業間具

有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況本案所

涉及之銀行及保險市場，均非高度

集中化之市場結構，且參與結合事

業在各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均不

高，難認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後，取得

顯著市場力，，而有排除競爭的能

力。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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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定之結合申報門檻，

亦無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11條之 1規

定除外適用情形。 

元大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下

稱元大金控公

司）擬取得國際

紐約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

紐約人壽公司)百

分之百股份的結

102/08/07 元大金控公司擬取

得紐約人壽公司全

部股份，結合後紐約

人壽公司將成為元

大金控公司旗下子

公司，符合公平交易

法（舊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的結

合型態（多角化結合

人身保險市場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按公平會審理多教化結合案件之考

量因素評估，尚難認參與結合事業

間及有中要潛在競爭可能性。 

2. 元大金控透過此結合案進入人身保

險市場後，其佔有率仍有限，市場

上仍存有其他大型人身保險業者，

元大金控公司及紐約人壽公司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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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合申報案 型態），雙方之銷售

金額已超過公平交

易法（舊法）第 11條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

之結合申報門檻，且

沒有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11條之 1規

定除外適用。 

會因本結合取得顯著之市場力，或

造成提高保費、阻礙或排除其他競

爭者參與市場競爭之情形。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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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中國信託金融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中信金控公

司)擬與臺灣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簡稱臺灣人壽

公司)、台壽保產

物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簡稱台壽保

產險公司) 

103/01/22 中信託金控公司和

臺灣人壽公司間符

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或資本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

者」。另外中國信託

公司和臺灣人壽公

司之子公司台壽保

產險公司間符合公

人身保險（水

平結合）、財

產保險（多角

化結合）、保

險公司與保險

經紀人公司

（類似垂直結

合）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水平結合部分，主要影響之市場為

人身保險市場，本案結合並無顯著

增加市場集中度，其結合應不致對

競爭產生實質減損。 

2. 多角化結合部分，中信金控所屬子

公司並無經營財產保險業務，且尚

無事證顯示於本結合案前，中信金

控公司原本欲以單獨成立產險公司

跨足產業保險市場，故中信金控公

司及其子公司與台壽保產險公司間

不具潛在競爭關係。 



225 

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平交易法（舊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

「直接或間接控制

他事業之業務經營

或人事任免者」。皆

已超過公平交易法

（舊法）第 11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之結

合申報門檻，亦無公

平交易法（舊法）第

11 條之 1 規定除外

適用情形。 

3. 垂直結合部分，雖然中信金控公司

所屬中國信託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

公司經營保險經紀人業務，但大多

數保險公司主要仍係透過自身的銷

售管道招攬業務，故亦難認為本案

結合後，中信金控之子公司中國信

託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得以透過

與中信保經公司間之獨家交易安

排，封鎖其他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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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中華開發金融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中華開發金

控公司)以支付股

份對價及現金對

價方式取得萬泰

商業銀行股份公

司(簡稱萬泰商業

銀行)全部股份 

103/05/07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或資本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者」

及第 5款「直接或間

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者」。且已超過公平

銀行及保險經

紀人市場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中華開發金控公司所屬子公司之營

業範圍主要為銀行（中華開發工銀）

及證券（凱基證券公司），而萬泰商

業銀行係經營銀行業。又中華開發

金控公司之從屬事業凱基保險經紀

人股份有限公司與萬泰商業銀行之

從屬事業萬銀保險經紀人有限公

司，均從事保險經紀人業務，故本案

以雙方業務重疊部分，及銀行及保

險經紀人市場評估水平結合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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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交易法（舊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

定之結合申報門檻，

亦無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11條之 1規

定除外適用情形。 

競爭效果。 

2. 考量單方效果、共同效果、參進程

度、抗衡力量及其他影響限制競爭

效果等因素後，認為對於相關市場

結構、競爭情形並無顯著影響，不致

產生實質減損之效果，而無明顯之

限制競爭不利益。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潤成投資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簡稱

潤成投資控股公

105/05/11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

「持有或取得他事

壽險業及產險

業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南山人壽及美亞產險分屬壽險業及

產險業，兩家保險公司除傷害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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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司)旗下之南山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簡稱南山

人壽）擬取得美

亞產物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

美亞產險）全部

股份，結合後將

由南山人壽指派

代表擔任美亞產

險之董事 

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達到他事業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或資本

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及第 5款「直接或間

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

免」。且已超過公平

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結

合申報門檻，亦無公

平交易法第 12條規

定除外適用情形。 

及健康保險之外，並無水平重疊或

垂直交易關係。復因保險法規定同

一保險業不得兼營產險及壽險，故

兩家保險公司在人壽保險、年金保

險、汽車險、火險、責任險方面不具

潛在競爭關係。至於具重疊性之傷

害保險及健康保險部分，因南山人

壽與美亞產險結合後並未顯著改變

市場結構或集中度，尚難認有限制

競爭之疑慮。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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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中華開發金融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開發金

控）擬以公開收

購方式取得中國

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簡稱中

國人壽）已發行

股份 25.33%之股

權，完成收購後

開發金控併計凱

基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對中國人壽

106/08/23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

「持有或取得他事

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達到他事業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或資本

總額三分之一以

上」。且已超過公平

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結

合申報門檻，亦無公

平交易法第 12條規

人身保險（多

角化結合）及

保險公司與保

險經紀人公司

（垂直結合）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多角化結合部分，開發金控所屬子

公司並無經營人身保險業務，且尚

無事證顯示於本結合案前，開發金

控公司原本欲以單獨成立壽險公司

跨業人身保險市場，故開發金控及

其子公司與中國人壽間尚不具潛在

競爭關係。 

2. 垂直結合部分，雖然開發金控所屬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關係

企業凱基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銷售中國人壽保險，但大多數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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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支持股約可達到

34.63%至 34.96% 

定除外適用情形。 公司仍係透過自身之銷售管道招攬

業務，故亦難認本案結合後，中國人

壽得以透過與凱基銀行及凱基保經

間之獨家交易安排，封鎖其他保險

公司。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新光金控擬以股

份轉換方式取得

元富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簡稱元

富證券）全部股

份，並控制元富

107/08/01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

「持有或取得他事

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達到他事業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或資本

新光金控及從

屬公司主要從

事金控、銀行

及壽險業務，

元富證券及從

屬公司主要從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雙方並無潛在競爭關係，結合並未

改變從參與結合事業在銀行、壽險

及證券業務之市場占有率。新光金

控旗下之新富保代與元富保代 106

年營業收入占當年度所有經營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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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證券之業務經營

及人事任免 

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及第 5款「直接或間

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

免」。且已超過公平

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結

合申報門檻，亦無公

平交易法第 12條規

定除外適用情形。 

事證券業務 保險之保險代理人營業收入總額之

比例甚低，故結合後對市場結構之

改變有限，並無顯著的限制競爭疑

慮。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台新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簡

109/11/11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

台新金控公司

所屬之子公司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台新金控公司與保德信保險公司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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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稱台新金控公

司）擬受讓保德

信國際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保德信保

險公司）全部已

發行股份，保德

信保險公司將成

為台新金控公司

百分之百持股之

子公司，台新金

控公司並控制保

德信保險公司之

「持有或取得他事

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達到他事業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或資本

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及第 5款「直接或間

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

免」。且已超過公平

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結

合申報門檻，亦無公

平交易法第 12條規

之營業項目主

要為銀行業及

證券業等，而

保德信保險公

司係經營人身

保險業 

係屬多角化結合。雖然台新金控公

司本有朝保險業跨業發展之計畫，

但均未能取得保險執照。基於以上

考量，本結合案並不至於減損參與

結合事業間潛在競爭可能性，而係

透過本結合案，使台新金控公司得

參進保險市場之競爭。 

2. 台新金控公司旗下台新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經營保險代理人業

務，屬保險業下游銷售通路，結合後

台新金控公司將同時跨足保險商品

與銷售通路，而產生垂直結合之情

況。公平會分析後認為，倘若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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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業務經營及人事

任免 

定除外適用情形。 後，保德信保險公司只透過台新金

控公司旗下之台新銀行銷售保險商

品，或台新金控公司旗下之台新銀

行指銷售保德信保險公司之保險商

品，則台新金控公司須犧牲原本銷

售其他保險公司商品之收益，保德

信保險公司亦須犧牲透過其他通路

銷售商品之收益。況且上游保險業

者及下游通路業者保險經紀業及保

險代理業數量甚多，保險業者亦可

直接銷售或與其他銀行進行策略聯

盟共同行銷產品，客觀上亦不易達

成封鎖競爭對手之效果，故尚難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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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參與結合事業再結合後，有誘因或

能力從事上游投入要素的封鎖及下

游銷售通路的封鎖。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中華開發金融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開發金控

公司）擬以公開

收購方式在取得

中國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簡

稱中國人壽公

110/01/20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

「持有或取得他事

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達到他事業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或資本

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及第 5款「直接或間

人身保險（多

角化結合）及

保險公司與保

險經紀人公司

（垂直結合）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開發金控公司前已透過與中國人壽

公司結合跨足保險市場，本次開發

金控公司擬以公開收購方式，增加

對中國人壽公司之持股比例，並未

對組織架構產生結構性之改變。 

2. 另開發金控公司之從屬事業凱基商



235 

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司）已發行股份

21.13%之股權，

並控制中國人壽

公司之業務經營

及人事任免 

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

免」。且已超過公平

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結

合申報門檻，亦無公

平交易法第 12條規

定除外適用情形。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凱基保險經

紀人股份有限公司均有從事保險經

紀業務，且銷售部分中國人壽公司

之保單，參與結合事業再保險商品

與銷售通路間具有垂直交易關係，

然因人身保險商品市場及保險通路

市場之占有率有限，尚難認開發金

控公司有能力從事上游人身保險商

品的封鎖及下游銷售通路的封鎖，

以此限制保險通路及人身保險市場

之競爭。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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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富邦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簡

稱富邦金控公

司）擬以公開收

購方式取得日盛

金融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簡稱日

盛金控公司）已

發 行 普 通 股

50.01%至 100%

之股份，並控制

日盛金控公司及

其從屬事業之業

110/02/24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

「持有或取得他事

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達到他事業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或資本

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及第 5款「直接或間

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

免」。且已超過公平

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結

1. 水平重疊

部分：銀

行、證

券、期

貨、證券

投資顧

問、創業

投資、保

險代理人

等相關市

場 

2. 垂直連

結：保險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公平會在審議期間亦徵詢該等事業

主管機關金管會意見。 

2. 富邦金控公司從屬事業營業項目主

要為保險業及銀行業等，而日盛金

控公司從屬事業營業項目主要為證

券業及銀行業，另參與結合事業尚

在期貨、證券投資顧問、創業投資及

保險代理人等業務具有水平重疊關

係，又保險代理人業務屬保險業下

游銷售通路，因此亦具有上、下游垂

直連結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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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務經營及人事任

免 

合申報門檻，亦無公

平交易法第 12條規

定除外適用情形。 

業、保險

代理人業

務 

3. 水平重疊部分，市場參與者眾多，多

屬低度集中市場結構，參與結合事

業在各自所屬市場之市占率有限。

具體而言，對投資大眾、資金需求者

或投保人等金融服務需求者而言，

尚有眾多的潛在交易對象可供選

擇，並無事證顯示參與結合之金融

業者互為對方的最佳替代選項，另

本案結合後，對於上述相關市場之

市場集中度增加幅度有限、市場結

構改變小，不致顯著增加共同行為

之風險。 

4. 垂直連結部分，結合後，參與結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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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業旗下保險通路業者拒絕銷售其他

保險公司的保險商品，或參與結合

事業旗下保險業者拒絕供應保險商

品予其他保險通路業者，由於上游

保險業者及下游保險通路業者數量

甚多，其他保險業者可選擇合作的

對象不限於參與結合事業旗下保險

通路業者，保險業者也可透過所屬

業務人員或以直接通路銷售保險商

品，反之，其他保險通路業者可選擇

交易對象亦非只限於參與結合事業

旗下保險業者。因此尚難認參與結

合事業再結合後，有能力封鎖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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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保險商品及下游保險銷售通路。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金融產業與非金融產業間之多角化結合 

國泰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擬取

得霖園公寓大廈

管理維護股份有

限公司百分之九

十股份 

91/08/01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

本總額三分之一以

上」。 

國泰人壽係以

人身保險為主

要業務，霖園

公寓大廈管理

維護股份有限

公司以大樓維

護管理業務為

主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結合事業雙方業務並無重疊之處，

且結合後，尚不致提高參與結合事

業於各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其

市場結構及市場競爭程度亦不產生

變化，不致造成限制競爭疑慮。對市

場之競爭性及服務便利性亦不生負

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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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簡稱

奇異公司）擬透

過關係企業 GE 

Capital Taiwan 

Holding Inc. 取

得萬泰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萬泰商

銀）三分之一以

上股份且將指派

94/07/14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或資本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

者」。 

本案所涉及金

融服務市場，

奇異公司於本

國內僅有信用

卡公司、資融

公司及保險經

紀人公司等間

接相關業務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奇異公司於本國內僅有信用卡公

司、資融公司及保險經紀人公司等

間接相關業務，且市場占有率甚低。

本案奇異公司與萬泰商銀結合後，

鑒於參與結合事業在相關市場重疊

性不高，不致有提高特定之市場占

有率，市場結構及市場競爭程度亦

未產生變化，不致有限制競爭之疑

慮。 

2. 本案亦未涉及上下游或相關聯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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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半數董監事席次 之結合，尚無市場力不當延伸之效

果。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助益： 

1. 本案為外資併購國內銀行之首例，

奇異公司除將引進其於全球金融服

務市場之經驗、技術及管理能力，大

幅提升萬泰商銀國際化之程度，藉

此改善事業經營體質外，同時，奇異

公司亦可運用其優勢商譽，以其他

產業客戶群為基礎，進行交叉行銷，

以提升事業經營效率。 

2. 符合金融主管機關促進我國金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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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構朝向國際化、多元化發展之政策

目標，對於我國整體經濟發展應具

有正面效益。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大

哥大股份有限公

司、亞太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威

寶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遠傳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以

及悠遊卡投資控

102/01/23 依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4 款及第 11 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已達

結合申報門檻，且無

同法（舊法）第 11條

之 1 例外規定之適

用，故依法應向本會

提出結合申報。 

1. 產品或服

務市場包

括參與結

合事業主

要營業之

行動通信

服務市

場、交通

電子票證

具限制競爭疑慮： 

1.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大哥

大股份有限公司、亞太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及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間在電信

業中具有水平競爭關係；又電信事

業為安全元件 SIM 卡發行者，在

實現行動支付之流程中，屬新設事

業之上游業者。悠遊卡公司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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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股股份有限公

司，擬合資設立

新設事業經營信

託服務管理平臺

（TSM平臺） 

市場；以

及合資新

設事業所

經營之行

動支付平

臺市場，

及其上游

市場安全

元件發行

市場，下

游市場小

額支付工

具市場。 

電子票證之服務供應商，屬新設事

業之下游業者。本案結合型態涉及

水平及垂直結合之結合態樣。 

2. 水平競爭 

1) 電信業尚屬高度管制行業，行

動通信服 務費率受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管制，且參與結合

事業經營新設事業預期所獲

收入與原經營之電信業收入

差距甚大，尚難因本結合案而

產生單方效果、共同效果等水

平結合之限制競爭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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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2. 行動通信

服務市

場、小額

支付工具

市場及交

通電子票

證市場，

經營區域

皆為全

國。另新

設事業經

營 TSM平

臺僅為後

2) 電信事業須經通傳會特許並

發給執照始得營業，屬事先申

請籌設許可之特許行業。行動

通信服務市場之參進主要來

自法定參進障礙，不因參與結

合事業共同成立  TSM 平臺

而有任何影響。 

3) 行動通信業者除無法單方提

高電信資費，又因行動通信服

務市場因號碼可攜性，市場競

爭激烈，且消費者均得輕易透

過轉換交易相對人，箝制參與

結合事業提高商品價格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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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端系統，

功能在於

支援前端

之服務供

應商，將

其既有服

務延伸至

近距離無

線通訊

(NFC)領

域。考量

新設事業

初期服務

務報酬之能力。 

3. 安全元件發行市場與行動支付平

台市場垂直結合之限制競爭疑慮 

1) 因先驅者優勢及規模經濟與

網路效應下，長期而言，或將

形成獨占或寡占之市場結構，

而不排除新事業於行動支付

平臺市場有濫用市場力量之

可能性。惟行動支付平臺市場

尚無法令及資本之進入障礙，

及 考 量 近 距 離 無 線 通 訊

（NFC）技術與產業特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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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對象仍以

國內服務

供應商為

主，故本

案行動通

信服務、

小額支付

工具、交

通電子票

證及行動

支付平臺

之地理市

場應界定

設事業仍須面臨強大競爭。縱

新設事業未來如有較高市場

占有率，並不表示新設事業必

然擁有市場控制力，面對

Google 及 Apple 等強大競爭

等技術與產業特性，尚可減緩

本結合所造成之濫用市場力

量之疑慮。 

2) 如新設事業無正當理由，對於

參與結合之電信事業或其關

係企業，與其他安全元件發行

者（如新進電信業者）有差別

待遇之行為，或以損害特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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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為全國。 

3. 安全元件

發行者尚

包括銀

行、手機

製造商及

作業系統

供應商(如

Google、

Apple及

微軟等)

等，其中

業為 目的，與參與結合事業

有共同抵制或杯葛等情事，易 

增加未參與結合之新進電信

業者推出行動支付加值服務

之困難度，或是，如新設事業

無正當理由，對於參與結合之

電信事業或其關係企業，與其

他安全元件發行者（如新進電

信業者）有差別待遇之行為，

或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與

參與結合事業有共同抵制或

杯葛等情事，易增加未參與結

合之新進電信業者推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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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不乏國外

業者，故

安全元件

發行之地

理市場最

小為全

國，最大

則可擴大

至全球。 

支付加值服務之困難度，而有

造成市場閉鎖效果之虞。 

3) 參與結合之電信事業於行動

通信服務市場擁有近 100%之

占有率，參與結合之電信事業

倘藉由負責發行  客戶手機

SIM卡之優勢，透過技術或利

用與客戶訂定之行動通信服

務契約或其他方式，阻礙其他

行動支付平臺在行動裝置上

實現行動支付之可能性，則不

排除造成行動支付平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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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閉鎖效果之虞。 

4. 小額支付工具市場、交通電子票證

市場與行動支付平台服務市場垂

直結合之限制競爭疑慮 

1) 悠遊卡公司於交通電子票證

市場之占有率為 81.6 %，且民

眾黏著度高，倘欲鞏固新設事

業在行動支付平臺市場之先

驅者優勢地位，從而無正當理

由拒絕與其他行動支付平臺

合作，亦不排除肇致其他行動

支付平臺業者無法選擇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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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規模之服務供應商合作之可

能性。 

2) 新設之行動支付平臺具有先

驅者優勢，未來於行動支付平

臺市場不排除為市場獨占者，

或為重要之市場參與者，如新

設事業無正當理由，對於悠遊

卡公司，與其他小額支付工具

或交通電子票證業者有差別

待遇之行為，或以損害特定事

業為目的，與參與 結合事業

有共同抵制或杯葛等情事，易

增加未參與結 合之小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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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工具或交通電子票證業者推

出行動支付加值服務之困難

度，或是，新設事業無正當理

由，對於參與結合以外之小額

支付工具或交通電子票證業

者，在軟體上架費及安全元件

管理服務費等有差別待遇，或

拒絕與其他小額支付工具或

交通電子票證業者合作等行

為，皆有造成市場閉鎖效果之

虞。 

3) NFC TSM 平臺而言，其他 

TSM 平臺業者，除與悠遊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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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公司合作外，仍有眾多服務供

應商可供選擇。但悠遊卡公司

倘欲以其市場占有率，鞏固新

設事業在行動支付平臺市場

之先驅者優勢地位，從而無正

當理由拒絕與其他行動支付

平臺合作，而減損其他行動支

付平臺於行動支付平臺市場

之競爭力，有造成行動支付平

台市場閉鎖效果之虞。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1. 新事業之籌設，經由其原有用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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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持卡人基礎，有助於擴大 NFC 應

用服務之廣度、有利於終端載具及

應用之創新研發，並降低系統設備

建置與整合成本，減少無效率的浪

費，進而產生規模經濟及網路效應

之正面經濟利益，並促進國內不同

產業或相同產業間之合作與競爭，

共同建構 NFC 生態系統，使相關

業者提供更優質多元之服務內容，

除對消費者具正面意義外，並可提

升相關業者於國際市場上之競爭

力。 

2. NFC 行動應用環境中，只需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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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機即可整合所有卡片，除可降低塑

膠卡片發行量及發卡成本外，並可

大幅提高消費便利性及交易效率，

依據國外經驗及相關研究，預計將

帶動國內消費市場及國內經濟成

長。因全球各地推行之 NFC 行動

應用係採國際標準，如服務供應商

與國外業者有合作關係，消費者亦

可使用手機於國外進行消費或為

其他行動應用。 

3. NFC 行動載具之普及，可擴大我

國 NFC 市場商機，並帶動服務供

應商開發更多元之NFC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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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此正向循環之發展，將可進一步提 

升 NFC 行動應用參與者與消費者

利益，及整體經濟利益。 

附加負擔不予禁止： 

1. 參與結合事業對新設事業之具表決

權股份、資本總額上限之限制。 

2. 新設事業及參與結合事業無正當理

由，不得拒絕參與結合事業之水平

競爭者自由進出新設事業。 

3. 除經公平會同意外，新設事業不得

經營或提供金融專屬相關業務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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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務。 

4. 新設事業及參與結合事業無正當理

由，不得拒絕其他行動支付平臺互

連及介接之要求，亦不得阻礙其他

行動支付平臺在行動裝置上實現行

動支付之可能性。 

5. 新設事業無正當理由，不得在服務

供應商及安全元件發行者之服務條

件上，給予參與結合事業（包含其關

係企業）特別優惠。 

6. 新設事業無正當理由，不得對服務

供應商及安全元件發行 者，為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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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待遇之行為。 

7. 新設事業及參與結合事業不得以損

害特定事業為目的，而有共同抵制

或杯葛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

之虞行為。 

臺灣集中保管結

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簡稱集保結

算所）擬與臺灣

總合服務資料處

理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臺總公司 )

102/12/25 符合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1款「與他事業合併

者」。且已超過公平

交易法（舊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之結合申報門檻，

股東會電子投

票平台服務市

場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集保結算所與臺總公司均有提供股

東會電子投票平台服務，本案屬水

平結合型態。結合後，集保結算所雖

成為相關市場的唯一業者，但依據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管理規則規定，

集保結算所訂定的收費標準須經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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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合併 亦無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11條之 1規

定除外適用情形。 

管會核定，因此集保結算所尚無法

藉此取得提高價格或限制產出的能

力。 

2. 臺總公司的電子投票平台因尚未取

得法規規定應具備的資訊認證文

件，無論是否與集保結算所結合，均

會退出股東會電子平台服務市場，

因此本案結合後，並無增加額外的

負面競爭效果。 

3. 金管會對此設有適當的價格監督機

制，可避免超額定價等反競爭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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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1. 本案所涉及的產業具有規模經濟的

特性，且因市場需求取決於金管會

所訂定適用電子投票的範圍，市場

規模有限，且其他資本市場成熟的

國家也多僅單一電子投票平台營

運，在這情形下，由一家業者提供服

務，係最符合經濟效率。 

2. 本結合案也可以提供發行公司、投

資人更具安全性及便利性的電子投

票平台服務，對於產業發展具有正

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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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財金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財團法

人聯合信用卡處

理中心及財團法

人台灣票據交換

業務發展基金會

（合稱「參與結

合事業」）擬合資

設立臺灣行動支

付股份有限公司

（以「新設事業」

稱之）經營金流

信託服務管理平

103/07/02 依公平交易法（舊

法）第 6條第 1項第

4 款及第 11 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已達

結合申報門檻，且無

同法（舊法）第 11條

之 1 例外規定之適

用，故依法應向本會

提出結合申報。 

1. 參與結合

事業主要

營業之跨

行支付結

算市場、

信用卡交

易處理市

場、票據

交換結算

市場，以

及合資新

設事業所

經營之信

具限制競爭疑慮： 

1. 財金公司及聯卡中心在「非跨行交

易」信用卡收單與結算業務方面略

有重疊外，其餘業務項目則無重疊

性。財金公司、聯卡中心及票交所並

無提供TSM平台運作所需投入之安

全元件，參與結合事業與新設事業

所經營之 PSP TSM業務，並無上下

游之垂直關係，故本案為多角化結

合型態。 

2. 現行法令原本即未禁止參與結合事

業進入 TSM平台市場，故法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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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台（PSP TSM） 託服務管

理平台市

場（TSM

平台市

場）。 

2. 參與結合

事業服務

範圍涵蓋

全國，故

本案相關

地理市場

應界定為

改變並不影響參與結合事業進入

TSM平台市場之可能性。 

3. 參與結合事業，原本即無單獨經營

TSM平台之跨業發展計畫，並非因

為本結合而放棄單獨進入TSM平台

市場，尚難認為參與結合事業間具

有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故本結合

並未減損參與結合事業之潛在競

爭。 

4. 本結合之內容為財金公司、聯卡中

心與票交所合資成立新設事業經營 

PSP TSM 業務，其結合內容及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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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全國。 事業所經營業務，並不涉及財金公

司及聯卡中心原本之業務，並無明

顯事證顯示財金公司及聯卡中心在

「非跨行交易」信用卡收單與結算

業務方面競爭程度，將因本結合而

有所減損。 

5. TSM平台產生封鎖、排除或不公平

競爭之效果： 

1) 業務範圍限制問題 

新設事業僅係提供 PSP 

TSM平台服務與金融機構，新

設事業本身並不涉及金流或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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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算業務，且新設事業非金管會

許可不得辦理金流結算業務，

因此並不因參與結合事業業

務，致其對其他 TSM平台產生

不公平競爭之問題。 

2) 排他性疑慮 

新設事業將以會員制方式

對銀行及信用卡發卡機構等金

融事業，提供 PSP TSM平台服

務，由於財金公司、聯卡中心及

票交所均與金融 事業間有長

期密切之交易關係，且新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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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業將開放予金融機構認股，若

新設事業限制會員不得使用其

他 TSM平台所提供之服務，將

使其他TSM平台無法吸引足夠

之服務供應商(特別是金融機

構)加入，則將對其他 TSM 平

台產生封鎖或排除之效果，進

而減損 TSM平台市場之競爭。 

3) 第三方搭售之疑慮 

參與結合事業，若挾其市

場力量要求其交易相對人必須

加入新設事業所經營之 P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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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TSM平台或使用其服務，以協

助新設事業擴張市場占有率，

將對其他TSM平台產生封鎖或

排除之效果，進而減損 TSM平

台市場之競爭。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1. 本案新設事業成立後，TSM平台市

場參與者將從 3 家增加為 4 家，且

新設事業將於服務內容、品質與價

格等各方面上與市場既有業者競

爭，並可同時牽制其他平台業者，避

免特定業者壟斷市場，增進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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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利益。 

2. 中央銀行與金管會均認為金融機構

所發行之卡片將來可透過 PSP TSM

整合於行動裝置，可大幅提高支付

便利性與交易效率，帶動我國行動

支付產業發展，有利於國內金融穩

定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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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附加負擔不禁止其結合： 

1. 新設事業不得限制服務供英商加入

其他信託服務管理平臺或使用其他

信託服務管理平臺之服務。 

2. 參與結合事業不得要求交易相對人

必須加入新設事業之信託服務管理

平臺或使用新設事業所提供之服

務。 

3. 新設事業應於實際營運前，提供公

平會有關新設事業與服務供應商之

契約相關文件之範本，並於設立後 5

年內，於每年 3 月底前提供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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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下列相關資訊：股東名冊、上一年度

營業額、合作之服務供應商家數與

名稱、非申報書內記載之新增業務

項目。 

樂天銀行株式會

社、樂天 Card株

式會社與國票金

融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你合資成立

「樂天國際商業

108/04/29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4 款

「與他事業經常共

同經營或受他事業

委託經營」。又無公

平交易法第 12條規

合資新設公司

屬純網銀市場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本案結合前參與結合事業間並無水

平重疊或垂直供需關係，亦不具潛

在競爭關係。樂天銀行、樂天 Card

之最終控制事業樂天株式會社及其

關係企業在國內所屬之市場本就面



269 

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銀行」 定除外適用情形。 臨激烈競爭且市占率甚低，可能產

生市場力延伸之效果有限。另國票

金控公司所屬子公司之現有客戶非

純網銀目標客群，且國票金控所屬

子公司市占率有限，故難以藉搭售

或捆綁銷售推廣純網銀業務。 

2. 關於數據資料累積及個人資料保護

等數位市場新星競爭問題。數據庫

並非無法透過其他來源搜集或以其

他資料取代，競爭者可透過與其他

數據相關事業合作已取得用戶數據

資料，尚難認參與結合事業所掌握

的數據庫能為純網銀帶來其他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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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者無法複製之競爭優勢。另外，參與

結合事業在個人資料保護面向，並

無消除競爭壓力之效果，因此尚無

降低「以隱私為基礎的競爭」。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台灣連線金融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連線金融

科技公司）、台北

富邦銀行、中國

信託銀行、聯邦

銀行、渣打銀行、

108/12/18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4 款

「與他事業經常共

同經營或受他事業

委託經營」。又無公

平交易法第 12條規

結合前，參與

結合事業分屬

銀行、電信、

網路等相關市

場。合資新設

公司屬純網銀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公平會審議期間亦徵詢該等事業主

管機關「金融監度管理委員會」及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意見。 

2. 水平重疊部分，參與結合之銀行業

者在我國存款、放款、信用卡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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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台灣大哥大及遠

傳電信等擬合資

新設連線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連線銀

行） 

定除外適用情形。 市場 市場之市場占有率不高，亦無計畫

將現有業務分別轉移至其所發起設

立之純網銀，仍會維持分別經營，不

致降低彼此間相互競爭之誘因，故

尚無藉由結合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

報酬之能力。又參與結合之銀行業

者為發展數位化金融服務，已投入

相關人力及財務資源，且其現有客

戶群與純網銀欲鎖定之目標客戶並

非重疊，基於市場定位、已投入發展

數位金融等成本，尚難認純網銀成

立後，參與結合之銀行會停止現有

數位金融業務，或降低其推動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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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數位化研發與創新之誘因。 

3. 非水平銀行重疊部分，公平會考量

銀行業為特許事業，法規限制非金

融業者「單獨參進」純網銀市場之可

能信，參與結合之非金融事業與銀

行間本即不具潛在競爭關係。 

4. 審酌 LINE 通訊軟體若增加連結至

連線銀行功能是否產生搭售等競爭

疑慮，考量到 LINE通訊軟體之用戶

仍可自由選擇是否開立連線銀行帳

戶，且 LINE通訊軟體並非其他提供

網路銀行服務之競爭者接觸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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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用戶之瓶頸，連線銀行之競爭對手

仍得與其他非通訊軟體之 APP開發

商合作或自行開發 APP 接觸 LINE

用戶。 

5. 關於數據資料累積及個人資料保護

等數位市場新興競爭問題。僅管純

網銀可能利用各參與結合事業用戶

數據資料，發覺客戶需求並提供適

合之服務，但該數據庫並非無法透

過其他來源搜集或以其他資料取

代，競爭者可透過與其他數據相關

事業合作已取得用戶數據資料，尚

難認參與結合事業所掌握的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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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能為純網銀帶來其他競爭者無法複

製之競爭優勢。另外，參與結合事業

分屬各領域，並無事證顯示集合前

各參與結合事業或其關係事業之

間，正在進行個人資料保護方面之

非價格競爭，參與結合事業在個人

資料保護面向，並無消除競爭壓力

之效果，因此尚無降低「以隱私為基

礎的競爭」。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簡稱中

108/12/18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4 款

結合前，參與

結合事業分屬

無限制競爭疑慮： 

1. 公平會審議期間亦徵詢該等事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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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華電信）、兆豐銀

行、新光人壽、全

聯公司、凱基銀

行、關貿公司、新

光銀行、新光保

全及大台北瓦斯

等擬合資新設將

來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簡稱

將來銀行） 

「與他事業經常共

同經營或受他事業

委託經營」。又無公

平交易法第 12條規

定除外適用情形。 

銀行、壽險、

電信、超市量

販、天然氣及

保全等產業。

合資新設公司

屬純網銀市場 

管機關「金融監度管理委員會」及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意見。 

2. 水平重疊部分，參與結合之銀行業

者在我國存款、放款、信用卡等相關

市場之市場占有率不高，亦無計畫

將現有業務分別轉移至其所發起設

立之純網銀，仍會維持分別經營，不

致降低彼此間相互競爭之誘因，故

尚無藉由結合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

寶綢之能力。又參與結合之銀行業

者為發展數位化金融服務，已投入

相關人力及財務資源，且其現有客

戶群與純網銀欲鎖定之目標客戶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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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非重疊，基於市場定位、已投入發展

數位金融等成本，尚難認純網銀成

立後，參與結合之銀行會停止現有

數位金融業務，或降低其推動銀行

數位化研發與創新之誘因。 

3. 非水平銀行重疊部分，公平會考量

銀行業為特許事業，法規限制非金

融業者「單獨參進」純網銀市場之可

能信，參與結合之非金融事業與銀

行間本即不具潛在競爭關係。 

4. 審酌將來銀行擬與參與結合事業異

業結盟打造日常生活消費生態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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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否產生搭售等競爭疑慮，考量參與

結合事業對於未來合作對象持開放

態度，且參與結合事業為增加自身

用戶數及使用率，應不致縮減合作

對象而僅與將來銀行合作。 

5. 關於數據資料累積及個人資料保護

等數位市場新星競爭問題。僅管純

網銀可能利用各參與結合事業用戶

數據資料，發覺客戶需求並提供適

合之服務，但該數據庫並非無法透

過其他來源搜集或以其他資料取

代，競爭者可透過與其他數據相關

事業合作已取得用戶數據資料，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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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難認參與結合事業所掌握的數據庫

能為純網銀帶來其他競爭者無法複

製之競爭優勢。另外，參與結合事業

分屬各領域，並無事證顯示集合前

各參與結合事業或其關係事業之

間，正在進行個人資料保護方面之

非價格競爭，參與結合事業在個人

資料保護面向，並無消除競爭壓力

之效果，因此尚無降低「以隱私為基

礎的競爭」。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全家便利商店股 110/10/13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 水平結合 無限制競爭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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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份有限公司、玉

山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拍付

國際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擬合資新

設事業全盈支付

金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專營電子

支付機構業務 

10 條第 1 項第 4 款

「與他事業經常共

同經營或受他事業

委託經營」。又無公

平交易法第 12條規

定除外適用情形。 

部分：行

動支付服

務。 

2. 多角化結

合部分：

連鎖式便

利商店、

銀行、第

三方支

付。 

1. 水平結合部分，考量參與結合事業

各自提供之行動支付服務內容與市

場定位並不完全相同，且各自所屬

相關市場競爭激烈，存有強力競爭

對手，消費者亦可輕易轉換交易相

對人，故參與結合事業上無藉由本

案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

力，亦尚不致降低彼此間相互競爭

之誘因，而新進業者亦仍有參與行

動支付市場競爭之可能性與即時

性。 

2. 多角化結合部分，從法令管制、技

術、跨業發展計畫等面向觀察，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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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不致對相關市場之潛在競爭產生影

響。另從參與結合事業共同建立行

動支付生態圈面向觀察，考量連鎖

式便利商店提供行動支付服務之目

的，係為提供多元且便利之支付服

務與消費者，銀行業者與行動支付

業者在經營發展上，亦無不積極與

通路業者合作，故參與結合事業較

無縮減或拒絕與相關市場業者合作

之誘因。且其他競爭對手亦可透過

自行發展行動支付服務或與他事業

合作，與參與結合事業抗衡，故本案

尚不致驟然改變相關市場結構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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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有市場地位，反而可能有促進行動

支付業者競爭間之正面效果。 

3. 本案涉及使用者資料及數據累積，

以及個人資料保護等新興數位競爭

問題進行評估。考量參與結合事業

可因本案獲取之使用者資料及數據

的類型、特性以及市場狀態，競爭對

手並非無法透過其他來源搜集或以

其他資料取代，故尚難認參與結合

事業再結合後所掌握之使用者資料

及數據即可為該等事業帶來其他競

爭者無法複製之競爭優勢。另外，本

案並無消除參與結合事業在個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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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 公平會委員

會會議通過

時間 

結合型態 市場界定 限制競爭因素和不利益、整體經濟利

益和其他特別因素 

料保護面向之競爭壓力，故尚無減

損以隱私為基礎的競爭疑慮。 

對整體經濟利益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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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過往文獻372與前述結合案例彙整，公平會於金融業相關結合案件

的市場界定，與銀行業（包括信用合作社）相關的結合案，早期因銀行固有

業務為辦理存放款，故以辦理存放款業務之金融機構界定相關產品市場，並

以國內存放款餘額計算市場占有率373。其後則進一步就個別具體業務，諸如

消費者貸款、信用卡業務，劃定產品市場並為市場占有率計算。涉及其他金

融機構者，則傾向從參與結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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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銀行業、信用卡業務服務、證券業務、投資顧問服務

業、證券期貨市場、證券業務及證券經紀業務市場、投資信託市場、融資融

券業務、有價證券擔保放款業務、轉融通業務、有價證券借貸業務、產物保

險市場、人壽保險市場、保險公證人、保險代理人服務業、保險經紀服務、

再保險經紀服務、租賃業務、指數授權、金融資訊業務等）加以考量。至於

地理市場，原則上均參酌參與結合事業分行或營業據點數占全國或縣市地

區同一類別金融機構總分行或營業據點數之比例，以國內市場並以全國為

準，間或考慮地區性（以縣市為單位）的金融市場。 

公平會迄今並未禁止過金融業相關結合案，且絕大多數均未附負擔且

不為異議。就金融機構彼此間（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的結合案，公平會於限

制競爭之不利益的評估，主要理由為國內各類別金融機構家數眾多，市場競

爭激烈、參與結合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不高、不影響市場參進障

礙、交易相對人轉換交易對象成本低、不會顯著影響銷售通路或妨礙其他競

爭者選擇交易相對人、參與結合事業亦非彼此最佳替代選項等。水平結合者

於結合後市場集中度增加有限或未明顯改變市場結構、垂直結合者則無誘

因或能力採行垂直封鎖政策，金融業異業結合（多角化結合）則為相關市場

之市場集中度並未增加或不生任何實質變動，對市場之競爭性與服務便利

性不生負面影響，以及參與結合事業不具潛在競爭關係。至於結合帶來之整

 
372 參見顏雅倫，前揭註 371，88-90。 
373 參照劉華美，「論結合管制」，月旦法學雜誌，第 69期，97（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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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經濟利益，則包括有助於參與結合事業擴大經營規模、增加銷售通路、提

升業務與客戶資源之互補性、帶動金融機構整併、引進國際金融集團之經驗

及技術、擴增營業據點而提供客戶往來便利性與選擇性、改善財務結構、提

供消費者更多元化、低成本之商品或服務、增進財務管理與資金配置效益、

提升整體風險承擔能力、提供消費者整合性金融商品且滿足其一次購足之

需求、發揮跨業經營綜效、得進行集團企業資源整合、有助跨業行銷與符合

金融主管機關推動金融控股公司體制之政策等。 

 

三、 聯合行為 

公平會就金融業之聯合行為許可案例，集中在信用卡業務相關聯合行

為之申請上，已有既有文獻彙整374。故以下案例，係彙整公平會對金融業聯

合行為之處分案例。 

（一） 高雄市第一信用合作社等五家信用合作社開會協商訂定利率調整

標準案375 

高雄市五家信用合作社透過常務理事會，開會研議調整存放款利率幅

度限制，經五家信用合作社合意以 2 碼為限。公平會認為信用合作社為金

融業之其中一種經營態樣，其功能在於收受存款，並貸款生產上或製造上必

要之資金於社員，以為金融流通，而利息作為資金使用之對價，利率便屬存

款、貸款之價格，則五家信用合作社，透過協議合意訂定利率標準，符合當

時公平交易法第 7條之要件，構成聯合行為。其次，就市場界定而言，本案

之被處分人為信用合作社，具有相當之地域性，故以高雄市金融市場為界

定，認定該五家信用合作社聯合訂定存款利率後，合計每月存款餘額約佔高

雄市金融機構存款總餘額逾 20%，已足影響高雄市金融市場之功能，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14條禁止聯合行為之規定，被處分人應撤銷該訂定利率調整

 
374 參照陳志民、陳若暉、顏雅倫，前揭註 48，189-194；顏雅倫，前揭註 1，398-340。 
375 參照 公平會(81)公處字第 023號處分書（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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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之合意，且不得再有任何有關利率之協議或其他合意之行為376。 

（二） 中華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等協議簽證費率收費標準案377  

1. 案例事實 

本案涉案主體為中華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興票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國際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在我國政府開放票券承銷業務市場前，

三家票券金融公司對於票券承銷業務市場之經營，存在壟斷之寡占現象，

受主管機關要求聯合訂定收費標準，收費標準之計算亦應報經核備。然於

民國 81年起，政府陸續開放銀行兼營票券經紀與自營業務(俗稱第一階段

開放)，使票券市場藉由利率自由化即時反映資金供需情形。惟於台北市

票券金融事業協會 81 年度會員大會，即就各家票券金融公司簽證費率之

計算基礎有無變革之必要進行討論，其討論結果按會議紀錄記載，「為簡

化發行成本之計算，減低發行超短天期票券之負擔，合理化初次級市場利

率水準，簽證費率即自本年六月一日起改按年費率計收」雖將簽證費率改

以年計收，但仍繼續維持利率自由化前，統一申報核備之收費標準。 

2. 公平會處分 

經公平會調查後認為本案被處分人等均為經營票券買賣、承銷及簽證

業務之金融事業，彼此間係處同一水平競爭狀態，且被處分人利用台北市

票券金融事業協會 81 年度會員大會討論簽證費率之收費方式及標準，並

達成協議，為明示限縮費率價格競爭範圍之意思聯絡協議，符當時公平交

易法第 7條以合意方式共同決定服務價格之要件，影響票券承銷簽證業務

之市場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禁止聯合行為之規定，應於收受處

分書之日起，立即停止限制簽證業務價格競爭、影響票券簽證業務市場功

能之行為378。 

 
376 同前註。 
377 參照 公平會(83)公處字第 131號處分書(1994)。 
37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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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後續發展 

中興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不服該公平會處分，經訴願、再訴願後，

提起行政訴訟，主張其與中華及國際票券公司在公平交易法施行前後，已

停止相襲多年之協商行為，嗣短期票券市場因歷史因素形成三家票券公司

所寡占，其價格自然趨於一致，無聯合約定價格之必要。惟本案法院判決

認為原告與中華及國際票券等公司協議簽證費率計算公式之變更，客觀上

既已影響其票券簽證費之收入，顯示系爭簽證費計算公式變更部分為簽證

業務收費價格之構成要素之一，且渠等進而在上開三次會議對於包含費率

百分比在內之簽證費全部計收標準有所合意確認，約束簽證費用之價格競

爭，足以影響簽證業務之市場機能，屬公平交易法之聯合行為，故駁回原

告之訴，認其主張尚無可採379。 

（三） 產險公會費率案380 

1. 案例事實 

產險公會於各時期，以同業公會自律之方式，議定各種保險之保費下

限，進而有該當聯合行為之疑慮。 

(1) 1999年 7月 23日之函覆  

本函覆主要係針對檢舉人於同年 1月 14日以申訴書向公平會檢舉產

險業違反公平法第十四條「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公平會所做出之回應。

於本案函覆中，公平會認為該等產險公會所制定之費率規章係依保險法第

144 條規定所制定，屬當時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第 1 項之排除規定，故對

於該次產險公會聯合行為之檢舉案，予以不處分作為程序終結。 

 
379 最高行政法院 85 年度判字第 1443 號。 
380 參照公平會(88)公壹字第 8800576-002號函(1999)、公平會（96）公處字第 096021號

(2007)、行政院院臺訴字第 0960087646號訴願決定書、公平會（110）公處字第 110033

號(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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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1年之不處分決議 

產險市場費率自由化第一階段實施後，2001 年產險公會針對市場上

之「巨大保額」與「在台跨國外資企業商業火險」之續保保費調降幅度訂

定相關規範與罰則，主要規範相關成員不得過度調降續保保費，進而導致

商業火險市場進入削價競爭之循環模式，而危及保險公司自身之償付能力、

財務體質與保險契約之對價衡平原則，然此等協議規範亦同時該當了聯合

行為之構成要件，進而受到公平會之調查。 

(3) 2005年之違法行為及 2007年之處分  

本次處分乃針對產險公會合意約束所屬會員暫不配合辦理金管會保險

局所承辦之「產險市場費率自由化時程計畫」第二階段，自行釐訂危險保費

之申請，亦即為維護費率規章而以車險規章內之備忘錄、理事會決議及電子

郵件方式，約束其會員不配合根據上述計畫時程申請費率自由化。 

(4) 2017年之違法行為及 2021年之處分  

本次處分乃於金管會保險局實施「產險市場費率自由化時程計畫」第

三階段時所發生，多家產險業者利用產險公會會議商定商業火災保險附加

費用率下限，形同共同議定調整保險費率與保費下限，造成產險市場之價

格壟斷，侵害市場價格機制與大眾利益。 

2. 公平會之見解 

於產險業公會費率相關之一系列案例中，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最初完全

尊重保險法之監理規定，亦信任保險業之監理機關，即財政部，並依當時公

平交易法所制定之排除規定，於審查之第一階段，直接完全否定了產險業於

保險法有規範之範圍內對於公平交易法之適用。 

爾後在 2001年不處分決議中，公平會在與金管會保險局及產險公會協

商後，由產險公會自主中止並改正其違法行為作為程序終結，而如同第一次

遭檢舉之違法行為，公平會並未為處分，然相較於第一次違法檢舉案，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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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公平交易法第 46條之修正，公平會顯然已認為該聯合行為既未排除公

平交易法之適用，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管轄範疇，又該限定保費調降幅度之

行為，顯然屬公平交易法所欲禁止之聯合行為。 

在 2007 年之處分中，公平會顯然延續 2001 年之見解，認為該等維持

費率規章之行為，業已該當公平交易法第 14條之聯合行為，且並無第 15條

之但書各項事由得以豁免，亦不得依 1999 年修正後之公平法第 46 條為豁

免。而本案公平會除勒令產險公會立即停止其違法行為外，亦處其新台幣

100萬元之罰鍰作為警惕，在處分書中亦有提及公平會曾函請產險業者及金

管會保險局提供相關意見，可見於涉及保險業監理範圍內，公平會仍十分尊

重監管機關之專業意見。 

在最近一次處分中，公平會承襲過往見解，認為議定費率規章，制定產

險業間之共同保費與費率下限，構成聯合行為，且無第 15條之但書各項豁

免條款適用，亦不得以保險法第 144條為由，據以主張公平法第 46條之規

定，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與前案相同的是，公平會亦於調查過程中，多

次函請產險公會、產險業界與金管會保險局表達意見，可見公平會於專業意

見之諮詢上維持一貫態度，尊重監理機關之看法。 

（四） 嘉民保險經紀人公司有限公司檢舉他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提起訴

願案381 

1. 案例事實 

系爭保險經紀人以產險公司以產險公會規章商定聯合制定商品及價格、

產險公司共保聯營及產險公司針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聯合訂價三點，向公

平會檢舉二十八間產險業違反公平交易法禁止聯合行為之規定，後針對公

平會之回覆提起訴願及後續訴訟。 

 
381 參照行政院台 90訴字第 29909號訴願決定書、行政法院 90年度訴字第 4990號判

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2年度訴字第 1213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95年度判字第 811號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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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平會之見解 

公平會乃以八八公壹字第 8800576-002號函作為該檢舉之回覆，其內容

認為，針對產險公會以規章制定商品及價格，公平會認為依當時背景乃時勢

所需，在保險實務上，台灣產險業尚欠缺足夠之實務核保與理賠經驗，故先

以此作為權宜之計，然隨時代遷移，公平會將建請財政部廢止此等費率規

章；針對共保聯營之部分，乃保險業間為擴增風險承擔能量，以滿足社會上

漸增的風險分擔需求，故在共保團體之間，多有針對交易條件之相關約定，

而此種經營方式，具有其存在之必要性。公平會表示會針對外國立法例作相

關修法，然共保聯營並不實質威脅保險經紀商之競爭地位，倘保險經紀人或

代理人提升其專業水準與服務品質，仍得與共保聯營之保險公司競爭。針對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聯合訂價，公平會認為在採「無盈無虧」原則與精算假設

大致相同下，各產險公司所計算出之保費相差無幾甚至完全相同乃可預期

結果，此外根據公平會之調查，產險公司間彼此間並未有互相連絡之意思，

難謂構成聯合行為。 

3. 行政院之見解 

行政院認為，公平會所為之函覆並非行政處分之性質，亦未使訴願人應

受公平交易法規定所保護之法律上利益受有損害，故不得以此提其訴願，而

訴願不合法，對於系爭保險經紀公司所提之訴願做出不受理決定。 

4. 法院見解 

第一次訴訟撤銷訴願決定，認為該函覆已為行政處分，自得為訴願客

體，故發回原機關做訴願決定；第二次訴訟，尊重原機關之處分決定，認為

公平會所為之不處分決定有理由，而原告提不出實質事證，故駁回原告之

訴；上訴至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認為原告對於法律之認識顯有偏誤，亦

未提出相關事證，故維持原判決，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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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未滿 15歲被保險人傷害保險殘廢保險金額上限382 

1. 案例事實 

公平會針對壽險公會來函詢問公會以行業規則統一訂定系爭保險金額

上限，是否違反公平法有關禁止聯合行為之規定做出回覆。 

2. 公平會之見解 

公平會認為縱然以行業規則統一訂定系爭保險金額上限，表面上看似

僅具有參考價值，然其事實上約束了各成員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決定承保

上限及限制會員交易之競爭，蓋因對於承保金額之上限，係反映各事業之風

險承擔能力、核保及理賠技術等有關行業競爭之條件，此等行業規則無非限

制了各事業間之競爭動力。但若主管機關認為基於保險監理需設立上限，宜

在不違反公平交易法意旨之情況下，以保險法或其他授權之相關規定規範

之。 

（六） 券商同業公會開會決議所屬證券商會員詢價圈購處理費案383 

1. 案例事實 

本案之被處分人為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

證券業務者，均需加入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始能開始營業，組織區域涵蓋

全國，當時約有 147家會員券商。依據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28 條，授權證

券商業同業公會訂定「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

有價證券處理辦法」（下稱「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被

處分人於民國 94 年即於該管理辦法中增訂證券承銷商受理圈購時，得向

圈購人收取圈購處理費，惟於當時並未訂定明確之收費作業方式，其後於

96 年經承銷業務委員會決議：「承銷商得視案件狀況於詢價圈購公告是

否收取圈購處理費，如收取以向獲配售之圈購人收取為限，且圈購處理費

 
382 參照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壹字第 0990008281號函。 
383 參照公平會(100)公處字第 100044號處分案（2001）、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年度訴

字第 1691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判字第 63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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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低於承銷價款之 2﹪。」並於同年將此決議函知所屬會員並副知金管

會，且依據「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辦理承銷業務時之缺失處

理辦法」，如有證券承銷商違反該函令，被處分人得處記缺點並函報主管

機關備查384。 

2. 公平會之處分 

按民國 104年修法前公平交易法第 2條第 3款規定，同業公會為公平

交易法所稱之事業，故本案之證券商同業公會得為聯合行為之行為主體。

次按公平交易法第 7條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協議

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

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

活動之行為而言。前項所稱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

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第一項所稱其他

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

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

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第二項之水平聯合。」則若同業

公會藉由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或發函所屬會員，對於會員事業活動進行

約束，並足以對於生產、商品交易、市場供需產生影響，即屬違反禁止聯

合行為之規定。 

其次就本案之市場界定而言，可以區分為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本案

之產品市場為證券承銷服務市場，地理市場則由於被處分人之會員來自全

國各行政區域，故界定為全國。且被處分人為證券商同業公會，依照我國

證券交易法第 89 條規定證券商非加入同業公會，不得開業，全國證券商

皆必須加入公會，並遵守公會決議，如未遵守，證券商公會有權視情節輕

重進行相關處分，故被處分人對於各證券商有相當之拘束力。此外，本次

 
384 同前註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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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限制競爭行為係被處分人開會決議所屬證券承銷商會員以詢價圈購方

式辦理證券承銷案件，如收取圈購處理費，不得低於承銷價款之 2%，為

限制圈購服務價格水準，足以影響證券承銷服務市場之供需功能，故公平

會認定該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條第 1項，要求被處分人應立即停止

前項違法行為，並處新臺幣 100萬元罰鍰385。 

3. 後續發展 

被處分人不服公平會處分，經訴願、再訴願後，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提起行政訴訟，並提出以下幾點抗辯：1. 在尋家圈購配售市場，承銷商間

彼此並無競爭關係。2. 系爭決議並無產生限制價格之效果。3. 系爭決議

係以避免承銷商向投資大眾濫收圈購處理費為目的，非以限制競爭為目的。

主張其行為並不符合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之要件，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

分。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迄 96年 3月實施系爭決議前，期間並無任何

承銷案件收取圈購處理費，自 96 年 3 月實施系爭決議迄 99 年 4 月取消

決議期間，承銷案件總計 588件，採詢價圈購方式承銷者 430件，其中有

70件收取圈購處理費，且除 1件收取比例為承銷價款 2%以下外，其餘 69

件均以不低於承銷價款 2%之方式收取等情，足見系爭決議實際上已形成

會員依該決議下限規定收費之效果，故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決議具有約束事

業活動之效果。其次，上訴人以系爭決議設定收取之最低下限，使承銷商

受有下限價格保障，而無須依證券本身條件反映費用之合理性，自難認此

未影響市場功能。判決證券商公會上訴無理由，駁回其上訴386。被處分人

不服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上訴最高行政法院，惟最高行政法院亦認定

係爭決議訂定圈購價格下限之行為，符合聯合行為之要件，足以影響市場

 
385 同前註。 
386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年度訴字第 169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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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駁回其上訴387。 

（七） 設計及銷售房貸壽險應遵循事項388 

1. 案例事實 

金管會發函重申有關房貸壽險之設計及銷售。 

2. 公平會見解 

金管會發函壽險公會，提點有關以房貸借款人為要保人之保險商品應

遵循之事項，並責請內控及稽核制度納入考量，應注意事項第四點包含於商

品設計與銷售時應注意不得違反公平法第 14條有關「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

之規定，然於該函中並未以具體事例例示何種行為有可能該當聯合行為，亦

未反面例示何種行為應避免為之，故宣示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四、 垂直限制競爭 

（一）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康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案（公處字第 

095129 號） 

1. 案例事實 

(1) 本件被處分人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康和證券」）及康和

期貨股份有限公司案（下稱「康和期貨」），康和期貨為康和證券轉投資

設立，即母子公司關係，子公司康和期貨之重要決策須經康和證券決定，

但於人事任用及會計上彼此各自獨立，互不隸屬。 

(2) 自主管機關開放證券公司得經營期貨、選擇權業務後，客戶亦可在康和

證券下單交易期貨、選擇權，故康和證券所營期貨交易輔助人業務與康

和期貨之經紀業務有所重疊，並具有競爭關係。 

(3) 康和證券於 2005年 8月舉辦「哇！送豪宅」贈品贈獎活動（下稱系爭活

動），系爭活動由康和期貨進行企劃與行銷，活動費用亦由其負擔，康

 
387 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判字第 639號判決。 
388 參照 金管會（105）金管保壽字第 10502036540 號函(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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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證券係負責協助宣導，除於各營業據點張貼活動海報外，並提供廣告

文宣及期貨顧問空白契約予有興趣之客戶，若客戶欲購買超級好康卡，

須自行匯款至被康和期貨帳戶，並填寫期貨顧問契約後，交由康和證券

公司代轉被康和期貨審閱核對，該活動收入亦歸屬康和期貨。 

(4) 被處分人等以購買超級好康卡，提供 1個月期投顧服務、附送贈品及小

額交易招徠客戶參加系爭活動，然欲取得 32 吋液晶電視、1000 萬元豪

宅購屋基金等之抽獎資格，必須達到小額交易門檻，即交易證券額度須

達 20萬元（含）以上，或交易國內外期貨、選擇權合計須達 10口（含）

以上。 

2. 處分理由 

(1) 被處分人等自承規劃 1,000 萬元獎項考量因素之一，擬以券商最大手筆

吸引市場目光，為活動創造高峰，且觀諸被處分人等之廣告文宣，輔以

顯著字體強調「哇！送豪宅$3600+小額交易拼 1000 萬元購屋基金」、

「NT$3600+小額交易就有機會抽中 32吋液晶電視、10萬元現金、1000

萬元購屋基金等超級大獎」，參加系爭活動可能獲得之最大獎項經其於

廣告文宣明確宣示，業對相關大眾形成誘因，並於選擇是否形成交易時，

產生判斷上之影響。 

(2) 被處分人等為達招徠客戶、增加業績之目標，意圖以高額贈獎之抽獎方

式誘發客戶之投機射倖心理，藉以影響客戶對商品或服務之正常選擇，

進而爭取交易機會，此種行銷行為，已悖於效能競爭之本質，有限制競

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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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公平競爭與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一） 公平會針對金融業所作之行政決定 

本研究盤點公平會自 2002年成立後之行政決定，整理出公平會至 2022年 10月 23日止關於金融業之行政決

定如下： 

 

1. 舊公平法第 20條第 1項第 2款（2005年修法後移列至第 22條） 
表 18公平會依舊公平法第 20條第 1項第 2款（現行法第 22條）所為之行政決定整理表 

序號 案號 被處分人 違反情節摘要 

1 公處字 092043號 元富投資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對外使用「元富集團」、「元富金融投顧」等名稱，

與他事業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為相同或類

似之使用，致與他事業之營業或服務之活動混淆。 

 

2. 公平法第 21條（2005年修法後條次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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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公平會依公平法第 21條所為之行政決定整理表 

序號 案號 被處分人 違反情節摘要 

1 公處字第 095074號 
富鼎產經股份有

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網頁廣告宣稱「幫助債務人重新建立債信，恢復信

用：債務清償後富鼎為您註銷債信不良記錄」，及於比較表之「富

鼎產經」部分，就其服務之內容、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3. 舊公平法第 24條（2005年修法後移列至第 25條） 
表 20公平會依舊公平法第 24條（現行法第 25條）所為之行政決定整理表 

序號 案號 被處分人 違反情節摘要 

1 (83)公處字第 016

號 

裕民保險經紀人

股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藉由中華民國投資人權益維護協會具名散發不實廣

告，隱藏其保險經紀人之身分及實質之交易行為，復假藉公益社

團不具營利性質之推薦，益增交易相對人之信任，並產生誤認及

混淆，而無法依價格、品質、服務等效能予以比較作合理正確之

選擇。 



297 

序號 案號 被處分人 違反情節摘要 

2 (84)公處字第 051

號 

中原保險代理人

股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顯係假藉報徵職員方式，而實際從事保險招攬行為，並

且利用應徵者亟欲獲聘之機會，在急迫之時間要求，及保險法令

規定非登錄人員不得為招攬行為之規範下，造成交易相對人心

理上應力，其手段顯有欺罔及顯失公平之虞。 

3 (85)公處字第 021

號 

懷德保險代理人

股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假藉報徵職員方式，實際從事保險招攬之欺罔及顯失

公平行為。 

4 (90)公處字第 051

號 

華信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所使用之「房屋借款約定書」上訂有使借款人拋棄持

有契約權利之條款，已嚴重影響借款人權益，構成對交易相對人

濫用優勢地位之顯失公平行為，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5 (90)公處字第 117

號 

合作金庫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並未揭露該銀行對於借款人債信不足情形之處理方

式，而逕將其所謂銀行慣例套用於借款人身上，已嚴重影響借款

人權益，構成隱瞞重要資訊使交易相對人與之交易之欺罔行為，

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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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案號 被處分人 違反情節摘要 

6 公處字第 092005號 中訊保險代理人

股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招攬保險時，未充分揭露重要交易資訊，為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 

7 公處字第 092047號 英商渣打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台北

分公司 

被處分人於提供借款人得隨時清償房屋貸款條件時，以手續費

用妨礙借款人自由選擇貸款方案行為，業有憑恃優勢地位拒絕

調整房屋貸款提前清償違約金相關約款之情事，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8 公處字第 092176號 日盛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簽訂貸款契約時，未於契約書揭露利率之行為，為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9 公處字第 092185號 美商花旗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未於借貸契約書載明利率，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

失公平行為。 

10 公處字第 093019號 台南區中小企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 

被處分人於契約要求借款人遵守不確定概括條款，為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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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案號 被處分人 違反情節摘要 

11 公處字第 093064號 三信銀行家股份

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仿襲他公司營業及服務之表徵，積極榨取他人努力成

果，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11 公處字第 093071號 慶豐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與民眾簽訂借貸契約時，拒絕提供契約書予交易相對

人，及於定型化契約中要求交易相對人遵守不確定之概括條款，

係憑恃其相對優勢地位，對交易相對人為不當壓抑，為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12 公處字第 093092號 英商渣打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臺北

分公司 

被處分人於提供其房貸戶「無提前清償限制」（得隨時清償）選

擇方案時，利用較「提前清償違約金」還高之「手續費」，表面

上提供「得隨時清償」貸款條件，實質上卻對借款人為更不利之

限制，企圖妨礙借款人自由選擇「得隨時清償」貸款條件之機會；

在檢舉人房屋貸款長期聽憑被處分人單方決定交易條件之不對

等地位，及社會經濟環境已有極劇烈之變動下，被處分人憑恃其

優勢地位，未確實提供「得隨時清償」貸款條件供借款人自由選

擇，將影響國內房屋貸款市場利率之價格競爭，為足以影響交易



300 

序號 案號 被處分人 違反情節摘要 

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13 公處字第 094042號 臺中商業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簽約時未同時提供「得隨時清償」與「限制清償期間」

兩種房屋貸款方案供借款人自由比較選擇，係憑恃其優勢地位，

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14 公處字第 094081號 聯邦商業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於「寬鬆貸」現金卡貸款商品廣告上，未充分揭露比

較商品之利息金額是否併計手續費資訊，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顯失公平行為。 

15 公處字第 095029號 遠雄人壽保險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授信約定書第 8條及第 22條約定不當行使加速債務

到期條款，剝奪借款人事前補救機會，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

失公平行為。 

16 公處字第 095074號 富鼎產經股份有

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廣告上列表比較「富鼎產經」及「銀行公會」等所提

供之服務，以不相當之債務協商制度為比較，並隱匿重要交易資

訊，且片面截取被比較對象之債務協商內容，為足以影響交易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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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案號 被處分人 違反情節摘要 

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 

17 公處字第 095106號 陽信商業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簽約時未同時提供「得隨時清償」及「限制清償期間」

兩種房屋貸款方案供借款人自由選擇，憑恃其優勢地位，為足以

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18 公處字第 095167號 幸福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房屋貸款約定書第 7 頁第 5 條不當約定加速條款，

及於第 8頁第 12條要求借款人遵守不確定概括條款，為足以影

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19 公處字第 095168號 新竹國際商業銀

行股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銀行授信契約書第 11條及借據約定條款第 4條不當

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20 公處字第 095169號 中國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房屋抵押放款約定書第 2 條約定不當加速條款，為

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21 公處字第 095170號 興農人壽保險股 被處分人於授信約定書第 9條及第 12條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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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案號 被處分人 違反情節摘要 

份有限公司 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22 公處字第 095171號 國泰世華商業銀

行股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分別於晶鑽卡信用貸款申請書暨契約第 6 條第 5 款、

貸款契約書第 3章第 4條第 10款、汽車貸款契約書第 3章第 4

條第 10款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

行為。 

23 公處字第 095172號 大都會國際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被處分人於借款約定書第 10條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

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24 公處字第 096011號 友聯產物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借款約定書第 10 條不當約定加速條款,及第 27 條

要求借款人遵守不確定概括條款,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

平行為。 

25 公處字第 096012號 南山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抵押借款約定書第 7 條第 4 項不當約定加速條款，

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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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案號 被處分人 違反情節摘要 

26 公處字第 096013號 國華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擔保放款約定書第 14條不當約定加速條款，及於第

30 條要求借款人遵守不確定概括條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

顯失公平行為。 

27 公處字第 096014號 華泰商業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無擔保放款授信約定書、短期擔保借款授信約定書

第 5條，個人信貸借據其他共通約款第 4條不當約定加速條款，

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28 公處字第 096020號 板信商業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個人不動產借款契約書、授信約定書、消費貸款申請

書暨約定書、消費性信用貸款合約書及貸款暨動產抵押契約書

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29 公處字第 096022號 台新國際商業銀

行股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現金卡信用貸款約定書、信用貸款借據暨約定書、

（房貸）約定書、車輛動產抵押契約書、通信貸款應行注意事項

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30 公處字第 096023號 香港商香港上海 被處分人於個人信用貸款約定書及消費性房屋抵押借款約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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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銀行股份有

限公司 

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31 公處字第 096024號 富邦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房屋貸款契約書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

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條規定。 

32 公處字第 096025號 陽信商業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借款借據（分期攤還適用）」約定書、「活期/活期

循環借款契約暨約定書」、「透支借款借據約定書」、「房屋借

款/活期或活期循環借款借據暨約定書（綜合型）」及「信用貸

款借據暨約定書（小額消費者貸款）」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

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33 公處字第 096031號 遠東國際商業銀

行股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貸款借據暨動產抵押契約書、（企業金融）綜合授信

總約定書、消費者信用貸款申請書、房屋抵押貸款契約書、個人

小額貸款契約書、理財金小額循環信用貸款契約書、心如意時貸

小額循環信用貸款契約書、喜福金約定條款不當約定加速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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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34 公處字第 096032號 臺灣新光商業銀

行股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法人金融暨小型企業融資授信約定書、各種個人暨

不動產貸款借款契約書、小額信用貸款專用借款契約書、金太郎

現金卡專用借款契約書、汽車貸款專用借款契約書不當約定加

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35 公處字第 096033號 華僑商業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不動產擔保借款契約書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

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36 公處字第 096034號 香港商東亞銀行

有限公司台北分

公司 

被處分人於個人貸款總約定書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

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37 公處字第 096035號 臺灣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車輛動產抵押暨借款契約書」不當約定加速條款，

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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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公處字第 096036號 台北富邦商業銀

行股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鴻圖展業貸款專案貸款契約書、房屋貸款契約書、貸

款契約書及汽車貸款契約書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

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39 公處字第 096037號 三商美邦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抵押借款契約書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

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40 公處字第 096038號 玉山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授信約定書不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41 公處字第 096039號 日盛國際商業銀

行股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貸款總約定書及貸款暨動產抵押契約書不當約定加

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42 公處字第 096043號 大眾商業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統 

被處分人於不動產擔保借款約定書、個人信用貸款約定書、現金

卡約定事項之借款約定事項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

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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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處字第 096044號 美商美國運通銀

行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分公司 

被處分人於一率好貸信用貸款其他約定條款、循環現金卡其他

約定條款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

行為。 

44 公處字第 096045號 國寶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抵押借款約定書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

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45 公處字第 096046號 永豐商業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綜合授信約定書、借款約定書、車輛動產抵押借款契

約書、信用借款約定書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

之顯失公平行為。 

46 公處字第 096047號 新光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工商/個人貸款借據暨授信合約書、貸款借據暨車輛

動產抵押契約書以及房貸借據暨授信合約書不當約定加速條

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47 公處字第 096048號 高雄銀行股份有

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活力貸理財型房貸契約書、放款借據（房屋貸款專

用）、放款借據（消費者貸款專用）、指數型簡易信用貸款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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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額度循環專用）以及指數型簡易信用貸款借款契約（分期

攤還專用）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

行為。 

48 公處字第 096050號 新安東京海上產

物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 

被處分人於貸款暨動產抵押契約書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

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49 公處字第 096051號 京城商業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房屋貸款契約書及信用貸款契約書不當約定加速條

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50 公處字第 096052號 英商渣打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台北

分公司 

被處分人於個人信用貸款約定書、貸款總約定書、二順位房屋貸

款約定書、綜合貸款與債務擔保同意書以及約定書不當約定加

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51 公處字第 096053號 彰化商業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授信約定書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

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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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處字第 096054號 萬泰商業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消費性商品貸款契約書不當約定加速條款，及於小

額循環信用貸款契約暨卡約定書要求借款人遵守不確定概括條

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53 公處字第 096055號 安泰商業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信用借款契約書、貸款契約書、綜合額度授信契約

書、約定書、貸款暨動產抵押契約書不當約定加速條款，及於開

發信用狀暨進口融資契約要求借款人遵守不確定概括條款，為

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54 公處字第 096058號 荷商荷蘭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台北

分公司 

被處分人於荷包貸信用貸款約定書/循環使用額度不當約定加速

條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55 公處字第 096059號 中國信託商業銀

行股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約定書」（房貸）、「回復型活存透支借據暨約定

書」、「個人信貸申請書暨約定書－分期攤還型」、「個人信貸

申請書暨約定書－循環動用型」、「約定書」（本票）、「車輛

貸款借據暨約定書」、「透支借據暨約定書」、「現金卡貸款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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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書」及「銀行授信綜合額度契約暨總約定書」（中小企業放款）

不當約定加速條款，以及於「銀行授信綜合額度契約暨總約定

書」（中小企業放款）要求借款人遵守不確定概括條款，為足以

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56 公處字第 096060號 臺灣工業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授信綜合約定書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

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57 公處字第 096103號 復華商業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簽約時未同時提供「得隨時清償」與「限制清償期間」

兩種房屋貸款方案供借款人自由比較選擇，為足以影響交易秩

序之顯失公平行為被處分人於簽約時未同時提供「得隨時清償」

與「限制清償期間」兩種房屋貸款方案供借款人自由比較選擇，

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58 公處字第 096143號 慶豐商業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於「短期授信合約書」之定型化契約中要求交易相對人

遵守不確定之概括條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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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公處字第 097154號 台新國際商業銀

行股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簽訂借貸契約時，未於契約書揭露利率之行為，為足以

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60 公處字第 098042號
389 

遠東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與檢舉人於 96年 12月 18日簽訂之提前清償違約金條

款，未符房貸提前清償違約金處理原則第 6點規定之遞減原則，

核屬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61 公處字第 098122號 三商美邦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與借款人簽訂之房屋貸款提前清償違約金條款，未符

合遞減原則，係憑恃其優勢地位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

平行為。 

 
389 該處分其後經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 1195號判決確定全部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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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平會針對金融業不公平行為之管制 

1. 金融業規範說明相關規定 

針對金融業經營行為相關議題，公平會於 2002年即發布《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金融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2005 年變更為《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金融業之規範》，即前稱之「金融業規範說明」），俾使相關業者知所

行止，同時作為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相關案件之參考390。就公平法第 25條

之概括規定，公平會於「金融業規範說明」中臚列金融業常見之 15項違反

之經營行為供金融業遵循： 

(1) 與借款人簽立借據或借貸契約書，未載明利率或其確定方式。 

(2) 未依借款人之請求，提供借據或借貸契約書。惟金融業者因作業考量，

以註明「與正本完全相符」之影本交付借款人收執，視同已提供。 

(3) 未於借貸契約中，與借款人議定行使加速條款之事由及效果，而於借款

人發生債信不足之情形時，加速債務期限到期；或借貸契約中雖有約定，

但未以明顯方式（例如粗體字或不同顏色）呈現。 

(4) 要求借款人遵守不確定概括條款，例如要求借款人遵守該金融業者或該

金融業者所屬之公會，現在及將來之一切規章等約定。 

(5) 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條款中，未以明顯字體載明所擔保之債權範圍、未向

抵押人詳為解說，並經抵押人確認瞭解其意。例如擔保之債權範圍涵蓋

「保證」部分，卻未以明顯字體載明「保證」二字；或未向抵押人詳為解

說，借款人如擔任他人借款關係之保證人，則其所保證之債務，於保證

期間或未獲清償前，此保證債務於該最高限額內，為抵押權擔保範圍，

須負擔保責任，並以書面或簽章方式由抵押人確認瞭解其意。 

(6) 於借款人清償債務後，拒絕提供清償證明，妨礙其塗銷抵押權登記。 

(7) 以特約轉嫁土地法第七十六條所定之登記費負擔，卻未於簽訂契約時，

 
390公平會（91）公壹字第 0910010855號令(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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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個別商議之方式議定，並載明於特別條款中。 

(8) 未事先在契約或類似書面資料中，向存款人揭示利息之計算方式、起息

點或停息點等資訊；或於計收「帳戶管理費」、「匯款手續費」、「請領

支票手續費」或其他手續費用前，未充分揭露計費資訊，即逕行以扣抵

之方式計收。 

(9) 未於契約或類似書面資料載明定期儲蓄存單逾期之處理方式。 

(10) 要求支票存款戶留存一定金額，卻未於契約載明支票存款留存金額相

關資訊，例如存款餘額、調整之通知及生效時間、以及未達存款數額之

效果（如扣繳定額費用，或停止使用支票等資訊）。 

(11) 未於契約中以淺顯文字輔以案例具體說明信用卡循環信用利息計算方

式與利率水準，或循環信用起息日早於實際撥款日。 

(12) 未於現金卡申請書及契約中，揭露現金卡之貸款本質及違約影響、借款

利率、還款方式、各項相關費用之計算、終止契約程序等資訊，並以淺

顯文字輔以案例具體說明利息、延滯利息、違約金之計算方式、起訖期

間及利率。 

(13) 於辦理個人授信業務徵取保證人或連帶保證人時，未於契約明確限定

保證人或連帶保證人之責任範圍係基於主債務人與金融業者間具體特定

法律關係所生債務或明定保證責任之最高限額；或就連續發生之債務訂

定未定期限之保證契約，未載明保證人得依民法第七百五十四條規定隨

時終止保證責任之意旨；或於定型化借貸契約之保證約款或保證契約，

未以明顯字體記載保證債務範圍、最高限額保證之意義等重要交易資訊，

予保證人或連帶保證人逐項閱讀後簽名；或未依保證人或連帶保證人之

請求，提供借貸契約及保證契約正本或註明「與正本完全相符」之影本。 

(14) 於行銷與商品（或服務）結合之消費性貸款業務時，未充分揭露貸款本

質。例如貸款契約或貸款申請書未與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書、商品（服務）

認購書等其他文件分列；或未以明顯字體揭露金融機構名稱及違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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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要交易資訊。 

(15) 於提供房屋貸款相關之壽險商品時，強制借款人須就房屋貸款與壽險

商品一併交易；或未以書面告知借款人壽險理賠金之清償範圍、優先順

序及保險契約撤銷期間等重要交易資訊。 

 

2. 2015 年於《金融業規範說明》明文規範特定案件優先由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金融相關法規處理 

雖然公平會於 2002年即發布《金融業規範說明》，處理金融業涉及不

公平行為之管轄分工，但直到 2015年 9月 25日公服字第 10412608431號

令所發布之《金融業規範說明》始明文，金融業不實廣告、不當贈品贈獎、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行為，優先由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金融相關法規處理，金融法規未規定者始依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23

條及第 25條處理。然而就公平會作出之行政決定觀之，公平會自 2009年 9

月 3日公處字第 098122號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案後即未再對金

融業不實廣告、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行為做出處分。 

3.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9點 

針對公平法第 21條之案件，公平會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

法第二十一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9點規定：「（第 1項）有關本法第二十

一條案件，本會與其他主管機關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予以分工。（第 2

項）依前項分工結果，移請各主管機關處理之案件類型，如附表一。」，就

「證券或期貨業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者」、「未依法取得會計師資

格而刊登廣告使人誤認有會計師資格之案件」以及「涉及金融相關法規規範

之廣告」，均移請主管機關金管會處理。 

 

（三） 法院實務見解 

就公平會作出之行政決定及管制，司法實務之見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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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平會發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合

憲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4011 號判決即認為，金融業規範說

明臚列金融業者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態樣，旨在具體化公平交易法

第 24條規定內涵，作為公平會處理相關案件之參考，同時讓業者有所遵循，

其性質為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之解釋性行政規則，屬主管機關基於職權

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所為之補充性解釋，係闡明法規原意，其效力附屬於

法規，參照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287 號解釋意旨，自公平交易法生效

之日起即有其適用，並無違反溯及既往原則情事，且依其內容，尚難認有違

憲之虞。 

 

2. 公平會應就具體個案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而為判斷，否則即有違公

平交易法第 24條之規定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服公平會 2009年 3月 5日公處字第

98042號處分，提起訴願、行政訴訟加以救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年度

訴字第 2388號判決認定公平會之處分應予撤銷（公平會上訴最高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以 100年度判字第 1195號判決駁回上訴），理由如下： 

(1)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者收取房屋貸款提前清償違約金

案件之處理原則」並非經公平交易法授權制定之法規命令，故並非法規

範基礎，且處理原則第 8 點亦已明示，即便不符該原則規定，必須行為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是以公平會被就是否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之行為，自不得僅以行為是否違反其制定之處理

原則為據，仍應就具體個案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而為判斷。 

(2) 本件事實乃為檢舉人之單一個案，且實際違約金收取之方式，亦未造成

檢舉人實質之損害。此外公平會就本案之調查，亦僅限於被檢舉個案，

並無證據顯示公平會確曾通案調查，且查得原告另有多數違反提前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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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金處理原則之個案存在，故即難認此單一事件，致有影響將來潛在

多數受害人之虞。 

3. 判決結果整理 

公平會針對金融業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本研究整理公平會歷來之行

政決定於表 18至表 20，就被處分人針對行政決定之救濟，行政院訴願委員

會、行政法院多維持公平會行政決定之見解，僅有 2件（公處字第 093071

號、公處字第 098042號）遭行政法院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以下整理行

政法院對於公平法第 25條之見解如下表。 
表 21法院針對公平法第 25條之見解整理表 

序

號 

行政決定 判決字號 判決結果 

1 (90)公處字第 051

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0年度訴字第 6905

號判決 

訴願決定、原處分予

以維持 

2 (90)公處字第 117

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1年度訴字第 1456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3年

度判字第 1462號判

決 

訴願決定、原處分予

以維持 

3 公處字第 093071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年度訴字第 1573

號判決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

撤銷 

原處分裁罰事實中有

關「被處分人於定型

化契約中要求交易相

對人遵守不確定之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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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行政決定 判決字號 判決結果 

括條款」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4條規定部分

主張違法一節，乃無

理由，原告於定型化

契約要求交易相對人

遵守不確定概括條款

之違法行為合致公平

交易法第 24條部分，

應如何裁罰，涉及公

平會行政裁量權，自

應由公平會另為處理

之。 

4 公處字第 095029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5年度訴字第 3783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8年

度判字第 837號 

訴願決定、原處分予

以維持 

5 公處字第 095169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年度訴字第 2937

號判決 

訴願決定、原處分予

以維持 

6 公處字第 095170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年度訴字第 2830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9年

訴願決定、原處分予

以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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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行政決定 判決字號 判決結果 

度裁字第 438 號裁

定 

7 公處字第 095172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年度訴字第 3479

號判決 

訴願決定、原處分予

以維持 

8 公處字第 096013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年度訴字第 3573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7年

度裁字第 4796號裁

定 

訴願決定、原處分予

以維持 

9 公處字第 096024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年度訴字第 3233

號判決 

訴願決定、原處分予

以維持 

10 公處字第 096025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年度訴字第

02890號判決 

訴願決定、原處分予

以維持 

11 公處字第 096035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年度訴字第 3071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9年

度判字第 390號判

決 

訴願決定、原處分予

以維持 

12 公處字第 096047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訴願決定、原處分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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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行政決定 判決字號 判決結果 

96年度訴字第 4118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9年

度裁字第 1426號裁

定 

以維持 

13 公處字第 096050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年度訴字第 161

號判決 

訴願決定、原處分予

以維持 

14 公處字第 098042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年度訴字第 2388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195號

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2388號判

決認定公平會之處分

應予撤銷，最高行政

法院以 100 年度判字

第 1195號判決確定處

分全部撤銷 

 

第三節 我國金融業實務案例之分析、檢討與建議 

一、 金融業市場界定與市場力量認定 

（一） 群組市場之適用391 

如前所述，金融業規範說明第 3點指出，雖金融業之相關市場界定，原

則上依相關市場界定處理原則審查，惟於金融業結合案件中，得採用「群組

市場」(cluster market) 觀念，將具有顯著交易上互補性之個別產品或服務，
 

391 此部分說明，部分改寫自顏雅倫，「金融產業併購之公平交易法議題」，發表於臺灣

公平交易法學會 106年度第一次學術研討會（2017），並再為增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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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因交易習慣通常以套裝方式提供之個別產品或服務，劃入相同產品市場

（公平會對金融業規範說明第 3點）。而群組市場此一概念，係源於 1963

年美國最高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以下簡稱

「Philadelphia Bank案」）中認為，商業銀行業務（commercial banking）所

指稱的群組產品（各類信貸）與服務（諸如支票帳戶與信託管理）構成明顯

不同之商業線(a distinct line of commerce)。部分商業銀行產品或服務相當獨

特，而免於其他金融機構產品或服務之有效競爭，支票帳戶即屬此類。其他

商品或服務亦享有成本優勢而得在一定範圍內予以區隔，無其他機構能提

供替代品。且銀行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即令在成本與價格上能與其他金融

機構所提供者自由競爭，然而前者仍有既定消費者偏好優勢，而在一定程度

上不受競爭，儲蓄存款（savings deposits）即屬之。故商業銀行業務即充分

涵蓋一市場，此在商業現實上有其意義392。換言之，銀行業之群組市場，係

包含客戶能從銀行購買的主要商品與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支票與存款帳戶、

信用、信託管理以及商業與個人貸款等，其與其他儲蓄與存款、財務公司、

信用組織以及其他金融機構所提供之服務有別393。 

於 Philadelphia Bank 案所處之 1960年代，在美國，銀行通常提供一系

列其他機構或組織未能廣泛提供的服務，包括存款、貸款以及其他金融服務

394。美國最高法院在 Philadelphia Bank 案中對群組市場的定義，係承認商

業銀行是獨特、提供完整服務的機構，銀行產品與服務受到產業法規的限制

 
392 United States v. Philadelphia Nat. Bank, 374 U.S. 321, 356–57, 83 S. Ct. 1715, 1737–38, 10 

L. Ed. 2d 915 (1963). 
393 John R. Walter & Patricia Wescott, “Antitrust Analysis in Banking: Goals, Methods, and 

Justifications in a Changed Environment”, 94 FRB RICHMOND ECONOMIC QUARTERLY, 50(2008),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187915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187915; Jonathan 

Baker, Market Definition: An Analytical Overview, 74 ANTITRUST L. J. 129, 158-159(2007). 
394 Walter & Wescott, supra note 393, at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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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保護，隔絕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強力競爭，因而被消費者當作一群組395。美

國最高法院並未解釋何以得將個別商品群組為一市場396，惟其見解顯示單

一機構提供群組商品與服務，在提供消費者便利的價值上，可能超越群組內

個別產品服務的經濟重要性397。正當化群組市場概念之最佳理由為交易互

補性（transactional complementarity），即消費者通常一同購買之數種不同產

品，彼此間具有交易互補性，故僅有提供全部群組產品廠商彼此間方能有效

競爭，群組具交易互補性之產品方能判斷競爭是否存在398。 

1990年代至 2010年間，雖有論者以實證研究指出，在美國仍有相當數

量之家戶或小型企業仰賴當地銀行或主要存款機構提供群組金融服務，並

考量銀行偏好增加分行數目與進入成本等因素，Philadelphia Bank 案所設定

的群組市場原則仍可成立399。但一直以來不乏論者認為，自 1970年代起，

因法規的持續變化，銀行業內部與來自其他金融機構之競爭壓力日趨顯著，

銀行在不同產品線面臨不同程度的競爭，傳統銀行群組市場已碎片化400。隨

著金融管制法規的限制措施逐步解除以及科技變化，銀行間不僅彼此競爭，

也同時與提供相同產品之其他非銀行機構、儲蓄機構與信用合作社競爭，僅

 
395 Tim McCarthy, “Refining Product Market Definition in the Antitrust Analysis of Bank 

Mergers”, 46 DUKE L. J., 876-877 (1997). 
396 Ian Ayres, “Rationalizing Antitrust Cluster Markets”, 95 YALE L. J., 111(1985). 
397 Christopher L. Holder, “Competitive ConsIderations in Bank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Economic Theory”, Legal Foundations, and the Fed, ECONOMIC REVIEW-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 27(1993). 
398 See Ayres, supra note 396 , at 114-116; Roger D. Blair & James A. Burt, “Leveraging 

Monopoly Power Through Hospital Diversification”, 1 STAN. J. L. BUS. &FIN., 294 n40(1995); 

McCarthy, supra note 395 , 874-876. 
399 Myron L. Kwast, Martha Starr-McCluer & John D. Wolken, “Market Defini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Antitrust in Banking”, 42 ANTITRUST BULLETIN,994-995 (1998) ; Walter & Wescott, 

supra note 393, at 67-68. 
400 McCarthy, supra note 395 , at 879-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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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商業銀行所提供之存款、貸款等群組金融服務，未能呈現銀行所面臨之

真實競爭程度401。 

從學理觀之，採用群組市場亦可能會忽略在特定產品線與地理區域的

顯著集中與隨之而來的限制競爭效果402。按群組市場會納入欠缺需求替代

（或供給替代）的商品與服務，採用群組市場僅係為了分析方便。因個別商

品或服務的市場占有率與進入條件類似，或因資料限制而需使用相同指標

評估個別產品或服務的市場占有率，故以群組界定而非按個別產品或服務

界定市場，又或者以交易相對人可能購買之商品或服務為基礎先行特定系

爭產品或服務。然而若僅提供部分群組商品或服務之銷售者，卻能對提供全

部群組商品或服務者產生抑制定價之競爭壓力時，群組市場即可能誤導競

爭效果的評估403。 

如前所述，美國聯準會仍以商業銀行業務的群組商品與服務界定市場，

惟從 1990年代起，DOJ審查銀行結合案時，不再以群組市場概念界定產品

市場，而就特定產品與服務拆解為較小的次市場（submarkets），將產品市

場細分為零售市場（存款機構提供予個人客戶的產品與服務）以及大型、中

型與小型企業之銀行服務。且基於中小型企業之借貸需求較少有替代選擇，

DOJ 並會特別仔細審查結合案對中小型企業之影響與該等企業合理取得銀

行服務之能力，而為相對狹窄的市場界定，包括地理市場。故 DOJ認定的

市場集中度往往高於美國聯準會，也會要求參與結合事業處分更多的分行。

普遍認為，DOJ 審查較美國聯準會所為者嚴格，故通過美國聯準會審查之

結合案，後續卻可能遭到 DOJ挑戰404。 
 

401 Walter & Wescott, supra note 393, at 50. 
402 McCarthy, supra note 395 , at 888. 
403 Jonathan R. Macey, “Nondeposit Deposits and the Future of Bank Regulation”, 91 MICHIGAN 

L. REV., 265(1992). 
404 Christine S. Wilson & Keith Klovers, “Same Rule, Different Result: How the Narrowing of 

Product Markets Has Altered Substantive Antitrust Rules”, 84 ANTITRUST L. J., 75, 89-9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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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不負責銀行結合審查之聯邦交易委員會則逐步但謹慎地將群組市場

概念用於其他產業，包括健康照護、食品運送與海洋化學品  (marine 

chemicals) 等產業的結合案，而法院也接受聯邦交易委員會為分析便利而群

組具備類似競爭條件 (similar competitive conditions) 之市場，或群組消費者

意欲包裹購買之產品或服務405。近期則另有文獻指出，群組市場係聚合非競

爭商品或服務，亦即其由非競爭商品構成，故適用群組市場之重點，應在於

劃定群組市場是否合理。僅因事業銷售兩個以上非競爭商品即為群組市場，

並不適宜。故如欲採用群組市場的方式界定相關市場，應符合下料標準，即

1.許多客戶需要或至少偏好接受事業產品群（而非單一產品）之便利；或 2.

共同提供 (joint provision) 之經濟性（範疇經濟 （economies of scope）使提

供群組產品比起分別提供單一產品更為便宜；以及 3.進入市場與群組競爭

相當困難。第一與第二個要件，係關於需求面，兩者擇一滿足即可；第三個

要件則指向供給面。使用群組市場不應僅是出於行政方便，而應正視事業群

組產品之行為本身，就可創造額外市場力量406。 

 
Constance K. Robinson, “Bank Mergers- Antitrust Trends”, 4-5 (Sep. 30, 1996), 

https://www.justice.gov/atr/file/518721/download; McCarthy, supra note 36, at 882-883; Brian 

W. Smith & Laura R. BIddle, “Is the Bank Merger Regulatory Review Process Ripe for 

Change?”, BANK ACCOUNTING & FINANCE, VOL. 18 ISSUE 3, 9, 11(2005); Steven C. Sunshine, 

“Clearing a Bank Merger through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1992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110 BANKING L. J., 190-194 (1993). 
405 Maureen K. Ohlhausen, “Reflections upon Six Years of FTC Litigation”, 2-3,4 (Sep. 24, 

2018),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1412476/ohlhausen_-

_gwu-concurrence_9-24-18.pdf; Kevin Hahm & Loren K. Smith, “Clarifying Bundle Markets 

and Distinguishing Them from Cluster Markets”, THE ANTITRUST SOURCE, 1-2 (Feb. 2021), 

https://www.brattle.com/wp-

content/uploads/2021/06/21761_clarifying_bundle_markets_and_distinguishing_them_from_clu

ster_markets.pdf. 
406 Herbert Hovenkamp, “Digital Cluster Markets”, COLUMBIA BUS. L. REV., Forthcoming, U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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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群組市場此概念，亦可能得適用於大型數位平台，蓋該等平台通

常於單一網站上提供眾多非競爭性產品或服務並允許使用者於其中自由選

擇。從需求端，顯著網路效應有時得提供群組市場重要立論基礎。在同一平

台同時可取得複數服務，於客戶在不同時間使用不同服務、可自平台立即接

取且服務彼此互補的範圍內，對客戶會更有吸引力。而當有網路效應存在

時，其也會創造出範疇效益（scope effect），或單一平台提供一群產品或服

務一事，不論在數量或多元性上均能增加價值。而群組市場亦為處理涉及多

產品數位平台市場力量問題的一種方式。群組市場分析，即為直接衡量市場

力量之過程。藉由直接檢驗市場需求與供給經濟，而得推論出互補商品、共

同提供經濟與網路效應範圍。此方式亦得估計聚集服務之交易上與互補性

價值。群組所增加之價值將顯現在以既定數位平台為基準直接衡量其相應

價格、品質與產出回應上。整體而論，雖然群組市場與反托拉斯相關市場之

一般理論並不一致，當消費者偏好或共同提供經濟正當化群組非競爭商品

或服務時，群組市場概念仍具備重要功能。而網路效應也提供群組市場額外

之論理基礎，特別是網路效應範圍因事業提供之產品或服務的多樣性增加

而提升時，此可稱為消費之範疇經濟 (economics of scope in consumption)407。 

（二） 我國金融業之市場界定 

參照前述美國法上銀行結合案件審查的法規與實務說明，群組市場概

念源於美國，在銀行結合案件的審查中，事實上僅有金融主管機關如美國聯

準會繼續援用，其用群組市場界定出來之相關市場範圍較寬。然反托拉斯主

管機關 DOJ則放棄群組市場之概念，而就特定產品或服務拆解為較小的次

市場再據此為競爭分析。而依據金融業規範說明第 3 點，公平會就金融業

之相關市場界定，原則上依相關市場界定處理原則審查，故就金融業之相關

 
Penn, Inst for Law & Econ Research Paper No. 21-18, 7-8 (May 17, 2022),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820062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820062. 
407 Id. at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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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界定，從相關市場界定處理原則出發，自然仍係以需求替代與供給替代

為重點（參見相關市場界定處理原則第三點）。惟公平會於金融業結合案件

中，是否應或如何採用「群組市場」(cluster market) 觀念，則值得進一步討

論。 

依我國既有金融法規架構，各金融機構均須取得主管機關之核准設立

且僅能經營主管機關核定之各該業別所屬金融業務408。即令立法通過金融

科技發展與創實驗條例，金管會並推動金融業務試辦機制，不論是金融機構

或非金融機構，均不得經營非經金管會許可之金融業務，即令是通過金融科

技創新實驗，以目前完成且成功落地之金融科技創新實驗觀之，亦均須由金

管會修改相關法規命令開放新型態金融業務，方能正式進入市場。就公平會

就金融業執法實務觀之，公平會雖未於結合案件與理由書中明文使用群組

市場一詞，但公平會於界定金融業相關市場時，基於金融法規市場進入障礙

的限制下，從金融法規已界定並許可之相關金融機構所能從事之金融業務

出發，藉由先行區劃出參與結合之相關金融事業依法得許可經營之業務，在

此實質上採用群組市場概念。 

惟特別是考量數位金融與金融科技促使金融服務和商品之分拆與去綑

綁銷售等趨勢，未來公平會得考慮以個案相關金融機構依既有金融法規得

經營之業務類型為基礎，再就各該金融業務下的相關商品或服務，依據既有

可得數據，從一般需求與替代可能性為更細緻化之相關市場界定。此雖然可

能會因相關市場界定較窄，而提高個案中的市場集中度，然較符合市場界定

之基本理論亦較能掌握市場競爭實際狀況。如欲於個案中特別是結合案件

中採用群組市場之概念，亦應從需求替代與供給替代之角度，審視個案中在

需求替代上，是否確有消費者偏好群組商品或服務之便利或共同提供群組

商品或服務的經濟性（需求面上的範疇經濟所增加之網路效應），以及供給

替代上，市場競爭者群組提供商品或服務已成為市場進入障礙。惟參照最新

 
408 顏雅倫，前揭註 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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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如滿足前述要件，鑑於數位平台往往同時提供消費者或使用者可立即

接取、彼此互補但非競爭性之商品或服務，未來亦得以群組市場概念，依據

我國數位金融平台未來實際發展狀況，審視數位金融平台之商品或服務需

求與供給，輔助為市場界定。 

另金融服務之數位化對金融業市場界定帶來的衝擊，主要有二。第一個

問題為，數位金融服務或商品與實體金融服務或商品，是否應與透過實體通

路銷售之金融服務或商品劃為同一相關產品或地理市場或一同為競爭影響

評估。次來則為處於雙邊或多邊市場之數位金融平台，是否以整個平台交易

服務界定市場而非平台各邊個別界定市場。就相同之金融產品或服務，純網

路或線上銷售與實體銷售者是否應劃為同一產品市場的判斷上，仍應以金

融消費者或金融業交易相對人從網路或實體取得該金融商品或服務之交易

成本與時間，兩者是否近似，以及網路或實體銷售之相同金融商品或服務的

定價、客群與定位是否有所差異等為判斷。 

例如在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Visa & Plaid案中，DOJ參酌使用方

式、時間與成本、使用者取得可能性以及法規等因素而評估各種支付方式間

有無替代可能性後，將相關產品市場僅界定為線上借記交易市場。又例如我

國已開放純網路銀行之設立，純網路銀行為主要利用網路或其他形式之電

子傳送管道，向其客戶提供金融商品與服務之銀行，且其除設置總行及客戶

服務中心外，不得設立分行（參照商業銀行設立標準第 18條之 1）。因純

網路銀行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方式與設立分行之限制，其未必能完全替代

一般商業銀行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特別在企業金融方面或金額較高

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更應依實際數據，評估其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與一

般商業銀行所提供者間的替代可能性。 

至於純數位金融商品或服務部分，除法規面允許各該業者所提供之業

務類型與範圍外，在市場界定上，仍應先以需求替代性出發。例如雖第三方

支付業者僅能為代理收付，不能為電子支付機構所能為之儲值或轉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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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 Apple、Google 或 Samsung 等數位支付服務供應商亦非電子支付機構

或金融業者，但就第三方支付業者、電子支付機構，與由消費者以行動裝置

綁定信用卡或金融簽帳卡之支付模式，考量使用者使用之便利性、特約商店

端裝置普及性等，不論係採用 NFC感應或 QR Code掃碼支付方式，第三方

支付業者、電子支付機構與數位支付服務供應商彼此間可能存在競爭關係。

而就線上儲值或轉帳服務，電子支付機構與純網路銀行間，亦可能存在競爭

關係409。 

另傳統之金融服務或商品交易平台，例如信用卡網路服務或各類交易

所，本即處於雙邊/多邊市場且為交易型平台，而各種新興或未來發展之數

位金融平台，包括各類支付平台，亦多屬此種雙邊/多邊交易型平台，而應

援引雙邊/多邊市場理論評估其特性與市場力量410。惟就雙邊/多邊平台所處

之雙邊/多邊市場，應以整個平台交易服務界定市場抑或應以平台各邊個別

界定市場，頗有爭論。參照公平會「數位經濟與競爭政策白皮書(初稿)」，

未來公平會就此一問題，似傾向仿前述美國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案，

將雙邊交易平台所處雙邊交易市場界定為一個相關市場411。 

按如將雙邊交易市場界定為兩個相關市場，此時於雙邊交易平台一邊

市場之垂直交易限制行為，其所生之限制競爭不利益，通常不能以該行為對

他邊市場之促進競爭利益彌補，則幾乎所有雙邊交易平台一邊之垂直交易

限制行為，均高度可能被認定違法，此未必能正確衡量雙邊交易平台特別顯

明之跨組群間接網路效應與不對稱價格結構等特性，及其所生之市場競爭

狀態與雙邊交易平台之市場力量，最後更可能因而不得不走向以管制法規

 
409 更詳細分析參見顏雅倫，「金融科技之競爭法議題－以數位金融平台與限制競爭為中

心」，投稿審查中。 
410 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可參見陳志民、陳若暉、顏雅倫，前揭註 48，93-101. 
411 公平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2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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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雙邊交易平台的結果412。而若公平會未來擬將雙邊交易平台所處雙邊

交易市場界定為單一相關市場，未來執法自可參考美國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案與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Visa & Plaid案中的相關市場界

定論述，惟公平會之挑戰亦可能在於如何證明與論理個案中雙邊交易平台

就該雙邊市場一邊所為行為，其在該雙邊市場整體所生之限制競爭不利益

大於促進競爭之利益。 

二、 結合管制 

按從金管會歷年來對金融業合併案件的態度與最新的金金併政策，傳

統以來，金管會或係基於我國整體經濟與金融機構普遍規模，均較歐美者為

小，故著重金融機構資本充實與國際化的能力。而參照過往文獻413與公平會

前述結合案例彙整所呈現的公平會於金融業相關結合案件之市場界定，以

及公平會於金融機構彼此間（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的結合案就限制競爭之不

利益與整體經濟利益的評估，就金融機構彼此間（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的結

合案（不論水平、垂直或多角化），鑑於公平會所界定之我國個別金融商品

或服務市場市場集中度與參與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均不高，公平會亦相

當重視國內金融業追求規模經濟、範疇經濟與國際化之市場趨勢，此在涉及

金融控股公司之結合案尤為明顯，此一執法政策亦與金管會推動之金融產

業政策相符。 

惟公平會不論在結合案件之許可或不為異議理由透過公平交易法第

13條(過去為公平交易法第 12條)之整體經濟利益將金融產業政策納入考量，

於金融業規範說明以及與金管會共同制定之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

 
412 關於這部分的討論，請參見陳志民、陳若暉、顏雅倫，前揭註 48，176-179。支付平

台之雙邊/多邊平臺特性與因而衍生之競爭議題，尚可參閱陳志民，「支付系統競爭議題

及規範架構之建立」，公平交易季刊，第 27 卷第 3期，1-40（2019）。 
413 參見顏雅倫，前揭註 371，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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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亦強調將金融產業政策納入審酌因素414。再者，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6條、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9條與第 18條等固然規定，就金融機構合併、金融控股

公司設立與合併、概括讓與或概括承受時，金融主管機關許可時，應審酌對

金融市場競爭因素或金融市場競爭程度之影響。惟更常見之金融機構整併

樣態，諸如股權收購，相關法令均未明定金融主管機關應考慮市場競爭因素

415。即令金融機構合併法與金融控股公司法有前述規定，但金管會究竟如何

審酌金融市場競爭因素與程度，其原則為何，亦乏明確、具體標準或實際案

例可供檢視。目前金管會透過函示與修正金融機構轉投資相關規定所推動

之金金併政策，其考量之因素包括資本充實、經營能力、國際佈局發展能力

與企業社會責任，均與市場競爭無關。可見因法規架構與執法政策，金管會

並不似美國金融主管機關會審酌市場競爭因素並為競爭分析。 

再者，公平會雖在部分金融業相關結合案件中認為新競爭者符合法令

規定即可進入市場，但此忽略能否取得金融機構設立許可進入市場均須經

過金融主管機關就大股東適格性、財務與業務規劃等事項為嚴格個案審查，

並非符合規定即可進入市場。金融機構亦多有極高之法定最低資本額等進

入障礙。金管會為鼓勵金融整併，除了所營業務所需法定資本額較低之金融

機構、後述之純網路銀行與保險公司或既有銀行或保險公司轉換為金融控

股公司者外，幾乎已不再核發金融控股公司、銀行或保險公司之執照。再考

量我國雖制定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惟迄今為止，完成金融科技創

新實驗且成功落地之案例僅有數例。金管會雖開放設立純網路銀行與純網

路保險公司，然而金管會為適度管理市場競爭壓力與考量市場胃納量，一起

始即設定開放設立之家數範圍416。故在我國，金融科技的發展並未明顯增加

 
414 過去文獻上之類似見解，參閱顏雅倫，前揭註 1，311-314。 
415 參見楊岳平，前揭註 329，128。 
416 參照金管會，「開放設立純網路銀行之政策說明」，2018年 4月 26日，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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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市場競爭者。 

按如本研究報告第二章所析述，競爭未必有害金融穩定，適宜之金融審

慎管制搭配促進健全競爭之競爭政策，同為確保有競爭活力又具穩定性金

融市場的支柱。若過度追求金融機構規模化與金融市場集中度，反可能導致

金融機構憑藉其規模或大到不能倒之地位而為風險承擔，進而有害金融穩

定。有鑒於即令有金融科技之因素，除電子支付機構或新型態證券商外，在

金管會金金併等管控金融機構家數之政策下，特別是金融控股公司、銀行與

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家數，原則上只會日趨減少。而我國金融機構結合相

關之法規架構，如與美國相較，對市場競爭因素之考慮並不充分，亦未如美

國在法規上有對銀行等存款機構或非存款機構之規模與集中度設有上限，

以處理太大不能倒的議題。相關金融法規中對於問題金融機構豁免依公平

交易法為結合申報之規定，亦幾無限制，且公平會在事前與事後均無介入機

制。故公平會於審查金融機構間之結合案，尤應以有無限制競爭效果與經濟

效率為準繩，產業政策應列為極為例外考量且應委由金管會依各該金融法

規為評估；就金融機構達成規模經濟或範疇經濟之利益，亦應以能反映在整

體消費者利益者為限方能納入公平交易法第 13條整體經濟利益之考量。秉

持此等執法方向，公平會方能與金管會互補有無，各自履行其政策目的的同

時，亦能共同打造競爭又穩定之金融市場地基。 

故承接前述關於市場界定之討論，未來公平會在金融業相關之結合管

制上，就各該金融業務下的相關商品或服務，依據既有可得數據，為更細致

化之相關市場界定，例如傳統銀行之存放款業務，除消費者貸款外，如 DOJ

般分析中小企業之銀行業務的替代可能性。另參照前述美國與歐盟關於金

融業結合案之救濟措施，多採要求參與結合事業出售或分割部分資產、業務

 
serno=201804260002&aplistdn=ou=news,ou=multisite,ou=chinese,ou=ap_root,o=fsc,c=tw&dta

ble=News; 戴瑞瑤，「純網路保險最多開放家數？金管會鬆口：壽險頂多 1、2 家」，聯

合報，2021年 12月 23日，https://udn.com/news/story/7239/59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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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分行等結構性措施。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第 13條規定，固然有權為資產、

業務之出售或分割等附款或負擔，惟此等結構救濟，尚包括適宜買方與相關

買賣或授權條件之設計，在金融業更可能涉及金管會許可。至於參與結合事

業整併營業據點對地區/基層金融之競爭影響(包括在金融科技之衝擊下如

何評估營業據點之重要性)、以及如何評估網路/行動銀行、金融科技或各類

數位金融服務對個案相關地理市場界定之影響，參照前述美國關於修正銀

行結合準則的討論，重點在於公平會是否有明確數據可掌握個案相關之數

位金融服務使用者之實體居住地與所在地，又不致於課與事業提供資訊之

過度負擔。例如金管會雖有數位存款帳戶業務統計資料417，但似乎並未揭露

數位存款帳戶使用者實體居住地與所在地之數據。不論是結構救濟所涉及

之金管會許可，或界定相關產品或地理市場所需之數據，均有賴公平會與金

管會間透過公平交易法第 6條第 2項規定共同協商辦理。 

因既有金融法規限制金融機構轉投資或控制非金融事業，我國涉及非

金融事業之金融業相關結合案，主要為非金融事業取得金融機構之持股或

與金融機構或非金融事業合資設立金融機構或金融資訊處理事業的多角化

結合案。此在我國的代表案例，即為 2013年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等擬合

資設立新事業（即為後來的群信行動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為

「群信行動數位科技」418），共同建置並經營信託服務管理（Trusted Service 

Management, TSM）平臺及提供認證管理服務結合案419、2014 年之財金公

司、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及財團法人台灣票據交換業務發展基金

會擬各出資設立臺灣行動支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為「台灣行動支付」），

 
417 參照金管會，「銀行業務資訊揭露－數位存款帳戶業務統計」，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591&parentpath=0,590&mcustomize=multimessa

ge_view.jsp&dataserno=201911270001&dtable=Disclosure，最後瀏覽日期：2022/11/14。 
418 見陳詩蘋、董乙璇，「整合金融資源 共創支付產業新紀元 -我國之『PSP TSM 平

台』」，財金資訊季刊 ，第 78期，5-6（2014）。 
419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結字第 102001結合案件決定書，11，本案係附負擔不予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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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金流信託服務管理平台 (Payment Service Provider Trusted Service 

Manager, PSP TSM)結合案420、台灣連線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7家事業

合資新設事業經營純網路銀行（即後來的連線銀行）申報事業結合案、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等 9事業合資設立將來銀行結合案，以及全家便利商店、

玉山商業銀行、拍付國際公司擬合資新設事業全盈支付公司專營電子支付

機構業務結合案。 

這幾件案件，均屬金融事業與非金融事業合資設立新公司而從事數位

金融服務或金融相關資訊服務的多角化結合案，合資新設事業所經營者亦

屬數位平台而處於雙邊/多邊市場。公平會於各該不異議理由或附負擔之結

合決定中，雖未明確援用雙邊/多邊市場理論，但公平會在群信行動數位科

技與台灣行動支付案，因該兩案之參與結合事業於原先各自市場的市場占

有率均甚高，故公平會曾考量該兩案參與結合事業於原先市場之市場占有

率、客戶數與網路效應的影響。而於連線銀行、將來銀行與全盈支付結合案

中，公平會則進一步考慮金融機構與非金融事業合作建立生態圈與生態圈

相互競爭趨勢、使用者多棲 (multi-homing) 與轉換成本的影響、數據相關

之市場力量，與個人資料保護之非價格競爭421。其中就數據應屬競爭投入要

素而應審究數據對相關產品市場競爭的影響以及隱私權為一種非價格競爭，

反映過往國內學說見解422，論理與考慮方向均值贊同。 

惟公平會在此三案件所考慮之數據，就若屬非金融事業透過其通路業、

電子商務、電信業或社交軟體搜集所得者，固然如公平會所認定其等並非不

 
420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結字第 103003號結合案件決定書，2-4。 
421 更詳細分析參見顏雅倫，前揭註 409。 
422 參照陳志民，「大數據與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公平交易季刊，第 26 卷第 3期，

133(2018)。惟國內另有見解認為競爭法主管機關於結合案審查時，若發現參與結合事業

之資料庫相互勾稽參照而出現侵害個人資料疑慮，應附負擔要求參與結合事業如將其所

搜集之消費者個人資料為目的外使用時，應先取得消費者之書面同意，見宋皇志，「大

數據之競爭法議題－以限制競爭為中心」，政大法學評論，第 163期，126-12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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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透過其他來源搜集或以其他資料取代，但金融消費者於既有金融機構所

累積而啟動數位金融服務所需之個人金融數據，則未必得自其他來源搜集

或以其他資料代之。促進金融數據接取之開放銀行政策，正是為處理此一問

題。而國內開放銀行政策目前僅進行至第二階段，進展有限，又採取自願自

律之銀行委外模式，僅是因我國銀行（包括參與該等結合案之銀行）家數眾

多，各別銀行之市場占有率均不高，故其個別持有之數據對市場競爭的影

響，並不顯著。再者，未來若在此類結合案中，相關產品市場之數位金融資

訊服務或因參與結合事業持有特定資料庫，有需以結構救濟措施矯正之限

制競爭疑慮時，即可能必須以數據孤島 (data silo)、數據接取與互通性等救

濟手段的設計取代傳統的資產分割。 

最後，近年金管會於金融控股公司、銀行與保險公司之負責人應具備

資格條件與兼職限制等法令中，原則禁止金融控股公司、銀行與保險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本人或其關係人同時擔任其他金融機構之董事、監察人。同時

也規定金融控股公司、銀行與保險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除擔任財團法人

或其他非營利社團法人職務者，不得擔任其他非金融事業之董事長、總經理

或職責相當之人。此兩類董監事兼充限制，分別為俗稱之金金分離與產金分

離（由金入產部分）政策。從競爭法的角度出發，金管會於前述法令所為之

董監事兼充限制，正恰恰彌補了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持

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與第 5 款（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

免）難以將董事兼充（常為一事業持有他事業未達公平交易法第第 1項第 2

款所列持股比例之股權所衍生）界定為結合，進而使公平會無從為結合之競

爭影響評估此一缺漏。特別是金金分離，金管會的出發點主要是避免利益衝

突，惟從競爭法觀之，水平競爭事業間出現董事兼充現象本即會有降低彼此

競爭誘因或有利於共同勾結423。就此，金管會之金金分離與產金分離政策，

 
423 參見顏雅倫，前揭註 1，35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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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補強我國金融業結合管制之效果。 

三、 聯合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 

按不論在美國或歐盟，金融業共謀操縱價格或交易條件等案件，均屬嚴

重之反托拉斯法違法行為，且因相關基準利率係國際適用或涉及國際性交

易市場，故亦屬調查相對困難與複雜之跨國卡特爾案件。惟金融業本質上亦

需要彼此互為交易（如同業拆借）、相互合作、資訊交換、標準化文件範本

或制定規格或標準，以利進行交易、節省交易成本、估計風險與提升金融市

場可預測性與穩定性，美國的 DOJ 回覆 ISDA 商業審查請求案以及歐盟之

愛爾蘭保險協會案，即為代表案例。 

在我國，金融管制法規基於審慎監管與控制金融機構財務、業務經營情

形等目的，限制費率或影響特定市場競爭行為之規定，甚且金管會透過同業

公會制定自律規範或同業公會依金融主管機關制定之法規命令為決議，而

影響金融商品/服務費率競爭等，是否應豁免、排除或限制競爭法特別是關

於聯合行為規範之適用，係金融產業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第 46條於金融

業如何適用之傳統議題之一，此在保險業尤其明顯，產險公會理事會決議商

業火災險附加費用下限案為近期代表案例424。保險事業因產業特性（保險精

算與風險估計）亦有為資訊交換之必要性，其應遵守何等界線，方能避免違

反公平交易法之聯合行為規範，亦值得探究。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歷經多次修正，立法當時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

僅規定：「事業依照其他法律規定之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公營事業、

公用事業及交通運輸事業，經行政院許可之行為，於本法公布後五年內，不

適用本法之規定。」故管制法規已另有規定者，得豁免公平交易法。惟 1999

年公平交易法第 46條已修正為：「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

定者，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確

定公平交易法為經濟基本法，管制法規於不牴觸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者，始

 
424 公平會（110）公處字第 110033號處分書(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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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排除適用公平交易譯法，以調和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至 2015年，公平

交易法第 46條更進一步修正為：「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本法之

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且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者，不在此限。」 

從公平會歷年來在產險公會相關費率案之執法方式變化，亦可觀察出

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修正之影響。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第一次修正前，公平

會依當時 46條規定與保險法第 144條規定豁免產險公會制定費率規章而不

為處分，至公平交易法第 46條第一次修正後，公平會認為產險公會就巨大

保額與在台跨國外資企業商業火險之續保保費調降幅度制定相關規範與罰

則（2001 年）以及約束會員不依產險市場費率自由化時程計畫申請費率自

由化（2005年），依第一次修正之公平交易法第 46條均不能排除公平交易

法之適用，而構成聯合行為。然而，公平會或因考量在 2005年之續保保費

調降幅度案中，產險公會之行為涉及金管會保險局之行政指導，故公平會與

金管會保險局與產險公會協商，最後由產險公會自主中止並改正其違法行

為，公平會並未裁處產險公會罰鍰。但於產險公會約束會員不依產險市場費

率自由化時程計畫申請費率自由化案，公平會於 2007年為處分，即令產險

公會立即停止其違法行為並處其罰鍰。 

公平交易法第 46條第二次修正後，公平會於 2021年之處分中曾載明，

金管會在公平會函詢中表示，產險公會決議訂定商業火險附加費用率下限

並未逾越「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費率自由化監理配套措施」

規範，惟公平會仍明確說明產險公會決議訂定商業火險附加費用率下限之

依據為金管會所定「費率自由化監理配套措施」並非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

法規命令，「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 8條規定並未授權產險公會

得訂定保險商品之費率標準以及保險法第 165 條之 2 第 1 款並未規定保險

業同業公會所訂定自律規範得約束會員之價格競爭，故無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除外規定之適用，應直接適用公平交易法，應值贊同。公平會雖本於價格

聯合行為係公平交易法嚴格禁止行為類型的立場，但亦同步考量產險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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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係為釐清「費率自由化監理配套措施」有關非直接招攬費用率之核算方

式，促使會員達到金管會對於保險費率適足性、合理性及公平性之要求，行

為實施前更曾函報金管會並與該會溝通，故在此案中並未對產險公會處以

罰鍰。 

自火險費率下限與未滿 15歲兒童人壽保險死亡給付之案例，可見我國

保險監理與聯合行管制上的衝突。以前者而言，火險之危險費率攸關於保險

公司之風險分擔與償付能力，從監理角度來看，訂定最低費率乃為防止產險

公司逕行選擇為削價競爭，然基於對價衡平原則，保費收入應能合理負擔保

險人所承擔之損失風險，故無止盡之削價競爭非但破壞產險市場，亦使產險

公司於火險承保上違背對價衡平原則，面臨超出預期之損失率時，更有造成

保險公司倒閉，而影響台灣整體金融市場穩定之系統性風險。惟從競爭法角

度，訂定費率下限形同對保險商品訂有價格下限，亦即保險公司在其核保、

理賠、精算、風險分攤等技術，達到費率下限時，保險公司便再無誘因繼續

精進上述技術以持續降低相關費率，進而造成保險市場競爭與技術之停滯，

乃自由市場經濟所不樂見，故訂有費率下限為限制競爭之聯合行為，以公平

交易法之立法意旨，公平會應避免該情形之發生。 

按於解釋適用現行交易法第 46條時，依公平交易法第 1條立法目的而

將其他管制法令同為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的立法目的或政策納入考量，

而認為該等管制法令不牴觸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而得排除公平交易法之

適用時425，原則上限於產業管制法律層級或有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有強制

規定或明確許可公平交易法所禁止行為者。保險監理機關基於公共利益考

量，或可推動立法或修法，使保險業於金融管制必要性範圍內（例如維護保

險公司經營健全或加強消費者保障）豁免公平交易法。例如，參考美國麥卡

倫∙佛格森法案，即僅有受州法積極監管(亦即主管機關必須依法令就相關行

為為實質審查而非僅為備查)、不構成抵制、脅迫或恐嚇之保險業務，且係

 
425 關於此方面的討論，請參見顏雅倫，前揭註 15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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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保險公司之歷史損失數據共享、費率精算制定與約定標準化保單條款

等有利於保險經營、促進消費者權益者，方得適用麥卡倫∙佛格森法案之豁

免。就未滿 15歲兒童人壽保險死亡給付之案例而言，本案已透過現行保險

法第 107 條第 2 項解決監理與競爭調和問題，監理方面透過對保險金額上

限之制定，以遏止道德風險與為幼童投保後殺害幼童以領取保險金等社會

事件發生，而達到保險監理之效果；就競爭法而論，有保險法第 107條作為

法規依據，在聯合行為之控管上，得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而予以豁免。 

惟因金融市場瞬息萬變，如有危及金融穩定性之事件，金融主管機關若

未為即時事前預防措施，亦可能導致金融危機或危害金融業整體的資本適

足而損及清償能力。鑑於保險費率之釐訂，依據既有保險法令之規定，不得

以不合理之定價招攬或承作保險業務（參見「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

則」第 8條），故於不涉及訂定費率上下限或固定交易條件的情況下，如保

險相關公會僅係協助金管會轉知或釐清金管會已認定或將認定屬「以不合

理之定價招攬或承作保險業務」之情事，以輔助金管會監理，應不足以影響

市場功能，而或得不認定其構成聯合行為。而此有賴公平會與金管會間充分

溝通，輔助相關業者同時妥適遵循金融監理與競爭法規。 

更進一步論，參照先前美國法關於保險業之特別規定，我國雖無聯邦法

規與州法規的監管之爭，但仍對於競爭法與金融管制之交錯或競合適用有

所疑義。就競爭法如何與保險監理法規相為調和，公平交易委員會曾發布之

金融業規範說明426，針對金融業產業特性，於現行金融法令之規範架構下，

彙整分析涉及公平交易法之行為態樣，有關保險業聯合行為，我國公平會係

採「原則禁止，例外許可」之規範模式，並於規範說明中例示保險業涉及違

法聯合行為之態樣，包含保險費率共同定價427、限制保險承保條件428等。惟

 
426 公平會（104）公服字第 10412608431號令(2015)。 
427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之規範說明第 5 條第 1 項第 1款。 
428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之規範說明第 5 條第 1 項第 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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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規範說明中亦載明，金融業為提供保險或服務從事交易，所採取之必

要合作行為，於達成正當商業目的之合理必要範圍內，原則上不會被認為構

成公平交易法所稱之聯合行為，且並未限定市場占有率標準，其中關於保險

業之例示即為充實保險統計資料以正確計算風險所進行之理賠資訊蒐集與

交換429。若欲強化保險業競爭法令遵循的確定性，未來或可進一步參採麥卡

倫・佛格森法案、美國法判決，以及歐盟過往與保險業相關之條例與案例所

累積之細緻化、類型化的討論，以及法案存廢討論時之原理及精神，自保險

業本質出發為衡量依據，判斷有違反競爭法疑慮之行為，是否為應有公共利

益考量之保險業務行為，包含是否移轉或分散保單持有人風險、行為是否為

保險公司與行為人間契約之部分、且該行為是否僅於保險業內實施，該行為

有無有法規明文授權豁免，該行為亦不得有抵制、脅迫、恐嚇之情事發生。

最後於金融業規範說明或另訂處理原則，更明確例示或說明我國保險市場

不構成聯合行為之安全港類型與原則，就是否落入安全港有疑義者，公平會

與金管會則宜建議業者依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申請聯合行為許可，以使競爭

法規之管制，更貼近保險市場之特性，強化保險商品有效定價，避免形成市

場進入障礙，促進保險市場之競爭。 

 

四、 其他排他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 

在我國目前並無金融業之排他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的案例。至於櫃買

中心與證交所濫用獨占地位收取費用案，歸類上係屬獨占事業對商品價格

或服務報酬為不當決定、維持或變更之榨取濫用行為類型；康和證券與期貨

案則屬不當贈獎爭取交易機會。我國金融業欠缺排他或垂直限制行為案例

之主要原因，並非因欠缺如美國關於搭售之特別規定，主要因素應為，除了

依法令規定或金融主管機關許可政策等因素成為獨占事業者外，目前我國

金融業者市場占有率多未達公平會 2016年 2月 7日第 1267次委員會針對

 
429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之規範說明第 5 條第 2 項第 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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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0條之市場占有率門檻即 15%之故。 

惟參照美國與歐盟關於垂直交易限制的案例，均屬於支付平台。不論是

信用卡市場或新興支付平台市場，均屬雙邊/多邊市場，而支付平台亦可能

因網路效應而會呈現獨寡占趨勢。關於雙邊/多邊市場界定問題，以及支付

平台等雙邊/多邊平台的市場特性與平台之市場力量，應以雙邊/多邊市場理

論予以適當評估，已如前述。參照國外金融市場最新發展趨勢，大型科技金

融公司或平台，憑藉其網路效應、龐大客戶數據、演算法運用甚或龐大資本

等優勢，其踏入金融服務領域後，可能成為金融產品之優勢銷售管道，變成

接觸消費者的守門人 (gatekeeper) ，金融業者反而成為平台架上商品或服

務之提供者430。在歐盟，此一議題尚涉及甫經歐洲國會通過之數位市場法 

(Digital Market Act) 允許第三方在特定條件下，與作為守門人之大型數位平

台的服務互動與接取其在該等平台產生之數據431。在我國，是否推動如歐盟

之數位市場法等立法，則應屬新成立之數位發展部職權。在欠缺數位市場法

等法令規制前，如欲以既有競爭法介入，以國外大型科技公司發展金融服務

的趨勢觀之，大型科技公司最常也最先切入的金融服務往往為行動或電子

支付，近期代表案例，即為前述歐盟執委會對 Apple Pay之調查案。 

惟從歐盟執委會調查 Apple Pay 違反反托拉斯法案目前的進展觀之，

歐盟執委會提出異議聲明所援引之依據為 TFEU 第 102 條，亦即歐盟執委

會似將 Apple 所屬 iOS 設備行動錢包劃為一市場，而認為 Apple 為該市場

之獨占事業，故 Apple 拒絕 Apple Pay 的競爭者使用 NFC 技術，係違反

 
430 OECD, Digital Disruption in Banking and its Impact on Competition (2020), 22-23,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daf/competition/digital-disruption-in-banking-and-its-impact-

on-competition-2020.pdf. 
431 Regulation (EU) 2022/1925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4 September 

2022 on contestable and fair markets in the digital sector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EU) 

2019/1937 and (EU) 2020/1828 (Digital Markets Act),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22R1925&fr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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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EU第 102條之濫用支配地位。然而在我國，參照前述市場界定分析，從

消費者需求替代觀之，第三方支付業者、電子支付機構或行動設備製造商所

提供之行動支付方式，彼此間可能有替代關係。國內過往文獻，亦曾指出澳

洲競爭法主管機關澳洲競爭暨消費者委員會 (Australia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拒絕許可澳洲數家發卡銀行和公司聲請集體

和 Apple Pay使用條件時，即認為 Apple Pay與 Android Pay相互競爭432。

是否能將透過 Apple 所屬 iOS 行動裝置提供之行動支付單獨劃為一市場，

不無疑義。惟即令不能將 Apple 所屬 iOS 行動裝置提供之行動支付，公平

會亦非不能援引公平交易法第 20條第 2款或 5款介入相關垂直限制競爭行

為，惟鑑於 Apple 於所屬 iOS 行動裝置上所提供之行動支付平台，亦屬雙

邊交易平台，而必須論述 Apple 於平台一邊所為之垂直限制競爭行為，於

該雙邊市場整體所生之限制競爭不利益大於促進競爭之利益。 

五、 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在我國，公平會過往曾透過規範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公平交易

法第 25條此一概括條款與相對優勢地位等理論介入金融業定型化契約433。

惟我國於 2011年制定與施行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以求公平、合理、有效處

理金融消費爭議事件並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並以金管會為主管機關。政府

另依法捐助成立「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以下簡稱為「金融消費評

議中心」，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建立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制。國內亦已累積

不少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相關文獻資料。於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制定與施行

十年後，基於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與金融消費評議機制實務狀況與法規架構，

以及公平會於 2009年以後，已幾乎無以對交易相對人濫用優勢地位或隱瞞

重要交易資訊為由，而依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處分金融業的案例。故適用金

融消費者保護法之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間之定型化契約問題，應歸由

 
432 參見陳志民、陳若暉、顏雅倫，前揭註 48，90-91。 
433 相關說明與案例，另可參見顏雅倫，前揭註 1，41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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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規範與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處理，較為適宜。惟就不適用金

融消費者保護法之金融科技業者或第三方支付業者對其使用者，如有該當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所列之隱

匿重要交易資訊或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公平會則可參酌前述 FTC之相

關案例經驗，援引公平交易法第 25條適時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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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傳統以來，金融或銀行市場一直具有某些市場失靈的特性，包括不對稱

資訊 (asymmetric information)、市場力量、外部性，以及行為偏誤之消費者

與投資者。金融市場之競爭並不完美，而有許多產生尋租的矛盾與進入障

礙。因規模與範疇經濟 (economics of scale and scope)、轉換成本、分行與

ATM網路、逆選擇 (adverse selection)、品牌聲譽 (brand reputation)、管制

條件，以及太大不能倒之銀行的募資優勢或既有業者之策略性行為等，亦可

能導致潛在市場進入障礙。金融管制與市場進入障礙也強化與提高勾結機

會434。 

金融業特別是銀行，係複產品產業 (multiproduct industry)，在不同領域

有不同程度之可競爭性 (contestability，即競爭與進入障礙的程度)。例如在

企業銀行業務，既有關係與非對稱資訊，能大致解釋何以關於中小型事業之

市場，仍多屬地域性。電子銀行 (electronic banking) 與新興金融科技競爭

者固然有助於提升可競爭性，並侵蝕以既有關係為基礎之銀行業務，然而內

外部的轉換成本均持續存在。在銀行業的其他領域，例如批發與投資銀行業 

(wholesale and investment banking) ，競爭則屬國際層級，即令其因高固定成

本（IT 科技、資訊搜集與人力成本）而市場集中化或自然寡占，競爭仍相

當激烈。銀行競爭分析，也因考量風險、不對稱資訊、網路效應、雙邊與多

邊市場，以及消費者行為偏誤等因素，而更為複雜。競爭帶來效率，惟在銀

行與金融產業，尚必須考量競爭對金融穩定性之影響。此外，行為偏誤強化

轉換與搜尋成本，亦可能導致消費者固著於既有產品或落入次佳選擇陷阱。

消費者之認知限制 (cognitive limitations) ，使金融中介機構能提供讓人困惑

之複雜定價結構、契約與產品，利用可預期之消費者錯誤，讓消費者高估其

支付意願與能力或過度借貸435。 
 

434 VIVES, supra note 5, at 227. 
435 Id. at 22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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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化以前，銀行或金融產業之競爭，長期受到壓抑。惟隨年代推移，

各國競爭政策與競爭法均已適用於金融產業，即令新興經濟體亦同。競爭主

管機關關注零售銀行市場、支付系統與各類金融服務市場之競爭程度，並考

量市場結構、轉換成本、進入與擴張障礙，包括主要限制金融領域更為競爭

之管制。而不論在新興或已開發經濟體，競爭政策之實施逐漸趨同，惟混合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之誘惑，仍可能會增強競爭與管制間之緊張關係。管制

與競爭政策之外，於 2007-2009年金融危機後，消費者保護亦逐漸成為重要

輔助政策436。 

就競爭法與競爭政策在我國金融業之定位與適用問題，經參酌美國與

歐盟之法規與案例，並彙整我國既有法規與案例，茲總結如下。 

一、就金融業市場界定與市場力量認定，我國金融法規對金融業務之既有

界定與區劃，可為群組市場概念提供基礎，但公平會不用受源自於美國

法之「群組市場」概念侷限。未來公平會得考慮從個案相關金融機構依

既有金融法規得經營之業務類型出發，再就各該金融業務下的相關商

品或服務，依據既有可得數據，從一般需求與替代可能性為更細緻化之

相關市場界定。如公平會欲於個案中特別是結合案件中採用群組市場

之概念，亦應從需求替代與供給替代之角度，審視個案中在需求替代

上，是否確有消費者偏好群組商品或服務之便利或共同提供群組商品

或服務的經濟性（需求面上的範疇經濟所增加之網路效應），以及在供

給替代上，市場競爭者群組提供商品或服務已成為市場進入障礙。公平

會未來亦得考慮以群組市場概念，依據我國數位金融平台未來實際發

展狀況，審視數位金融平台之商品或服務需求與供給，輔助為市場界

定。就相同之金融產品或服務，純網路或線上銷售與實體銷售者是否應

劃為同一產品市場的判斷，仍應以金融消費者或金融業交易相對人，從

網路或實體取得該金融商品或服務之交易成本與時間，兩者是否近似，

 
436 Id. at 23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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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網路或實體銷售之相同金融商品或服務的定價、客群與定位是否

有所差異等為判斷。至於純數位金融商品或服務的市場界定，除法規面

允許各該業者所提供之業務類型與範圍外，亦應先以需求替代性出發。 

二、另傳統之金融服務或商品交易平台，與各種新興或未來發展之數位金

融平台，包括各類支付平台，多屬雙邊/多邊交易型平台，而應援引雙

邊/多邊市場理論評估其特性與市場力量。如公平會未來擬將雙邊交易

平台所處雙邊交易市場界定為單一相關市場，應思考如何證明與論理

個案中雙邊交易平台就該雙邊市場一邊所為之行為，其在該雙邊市場

整體所生之限制競爭不利益大於促進競爭之利益。 

三、就結合管制，公平會就金融機構彼此間（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的結合案

（不論水平、垂直或多角化），長久以來均重視國內金融業追求規模經

濟、範疇經濟與國際化趨勢，此亦與金管會之產業政策相符。惟適宜之

金融審慎管制搭配促進健全競爭之競爭政策，同為確保有競爭活力又

具穩定性金融市場的支柱。若過度追求金融機構規模化與金融市場集

中度，反可能導致金融機構憑藉其規模或大到不能倒之地位而為風險

承擔，進而有害金融穩定。我國金融機構結合相關之法規架構，如與美

國相較，對市場競爭因素之考慮並不充分，亦未如美國在法規上對銀行

等存款機構或非存款機構之規模與集中度設有上限，以處理太大不能

倒的議題。相關金融法規中對於問題金融機構豁免依公平交易法為結

合申報之規定，亦幾無限制，且公平會在事前與事後均無介入機制。故

公平會於審查金融機構間之結合案，尤應以有無限制競爭效果與經濟

效率為準繩，產業政策應列為極為例外考量，且應委由金管會依各該金

融法規為評估。就金融機構達成規模經濟或範疇經濟之利益，亦應以能

反映在整體消費者利益者為限，方能納入公平交易法第 13條整體經濟

利益之考量。另參照前述美國與歐盟關於金融業結合案之救濟措施，多

採要求參與結合事業出售或分割部分資產、業務或分行等結構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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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第 13條規定，固然有權為資產、業務之出售或分

割等附款或負擔，惟此等結構救濟，尚包括適宜買方與相關買賣或授權

條件之設計，在金融業更可能涉及金管會之許可。至於參與結合事業整

併營業據點對地區/基層金融之競爭影響(包括在金融科技之衝擊下如

何評估營業據點之重要性)、以及如何評估網路/行動銀行、金融科技或

各類數位金融服務，對個案相關地理市場界定之影響，參照前述美國關

於修正銀行結合準則的討論，重點在於公平會是否有明確數據可掌握

個案相關之數位金融服務使用者的實體居住地與所在地，又不致於課

與事業提供資訊之過度負擔。 

四、我國涉及非金融事業之金融業相關結合案，主要為金融事業與非金融

事業合資設立新公司而從事數位金融服務或金融相關資訊服務的多角

化結合案，合資新設事業經營者亦屬數位平台而處於雙邊/多邊市場。

公平會於該等案件，考量參與結合事業於原先市場之市場占有率、客戶

數與網路效應的影響、金融機構與非金融事業合作建立生態圈暨生態

圈相互競爭趨勢、使用者多棲 (multi-homing) 與轉換成本的影響、數

據相關之市場力量，與個人資料保護之非價格競爭437。其中就數據應屬

競爭投入要素而應審究數據對相關產品市場競爭的影響，以及隱私權

為一種非價格競爭，論理與考慮方向尚值贊同。未來若在此類結合案

中，相關產品市場之數位金融資訊服務或因參與結合事業所持有特定

資料庫，有需以結構救濟措施矯正之限制競爭疑慮時，即可能必須以數

據孤島 (data silo)、數據接取與互通性等救濟手段的設計取代傳統的資

產分割。 

五、近年金管會於金融控股公司、銀行與保險公司之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

件與兼職限制等法令中新增董事兼充限制，推動俗稱之金金分離與產

金分離政策。從競爭法的角度出發，金管會於該等法令所為之董監事兼

 
437 更詳細分析參見顏雅倫，前揭註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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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限制，正恰恰彌補了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持有或

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與第 5 款（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

事任免）難以將董事兼充（常為一事業持有他事業未達公平交易法第第

1項第 2款所列持股比例之股權所衍生）界定為結合，公平會因而無從

為結合之競爭影響評估此一缺漏。金管會之金金分離與產金分離政策，

具有一定補強我國金融業結合管制之效果。 

六、在我國，金融管制法規基於審慎監管與控制金融機構財務、業務經營情

形等目的，限制費率或影響特定市場競爭行為之規定，甚且金管會透過

同業公會制定自律規範，或同業公會依金融主管機關制定之法規命令

為決議而影響金融商品/服務費率競爭等，是否應豁免、排除或限制競

爭法特別是關於聯合行為規範之適用，係金融產業競爭政策與公平交

易法第 46條於金融業如何適用之傳統議題之一。而從公平會歷年來在

產險公會相關費率案之執法方式變化，亦可觀察出公平交易法第 46條

修正之影響。公平會於產險公會決議訂定商業火險附加費用率下限案

中，一方面經審查該案所涉法令與函示後認定該案無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除外規定之適用，應直接適用公平交易法，但另一方面公平會亦積極

與金管會協調，於該案中並未對產險公會處以罰鍰。按金管會基於公共

利益考量，或可推動立法或修法，使保險業於金融管制必要性範圍內

（例如維護保險公司經營健全或加強消費者保障）豁免公平交易法。例

如就未滿 15歲兒童人壽保險死亡給付之案例而言，已可透過現行保險

法第 107 條第 2 項解決保險監理與競爭調和問題。未來於不涉及訂定

費率上下限或固定交易條件的情況下，如保險相關公會僅係協助金管

會轉知或釐清金管會已認定或將認定屬相關法令所定「以不合理之定

價招攬或承作保險業務」之情事，以輔助金管會監理，或得認定其不構

成聯合行為。此有賴公平會與金管會間充分溝通，輔助相關業者同時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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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遵循金融監理與競爭法規。更進一步論，若欲強化我國保險業競爭法

令遵循的確定性，公平會得於金融業規範說明或另訂處理原則，明確例

示或說明我國保險市場不構成聯合行為之安全港類型與原則，就是否

落入安全港有所疑義者，公平會則宜建議業者依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申

請聯合行為許可。 

七、在我國目前並無金融業之排他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的案例。惟參照美

國與歐盟關於垂直交易限制的案例，均屬於支付平台。此等案例，關鍵

重點仍在市場界定大小，決定該支付平台是否係屬獨占事業而在其拒

絕交易時，公平會有機會援引關鍵設施理論要求該支付平台為授權或

數據接取。惟若該等支付平台並非獨占事業，公平會亦得援引公平交易

法第 20條第 2款或第 5款介入相關垂直限制競爭行為。若屬後者，公

平會宜妥適論述支付平台於平台一邊所為之垂直限制行為，於該雙邊

市場整體所生之限制競爭不利益大於促進競爭之利益。 

八、公平會過往曾透過規範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公平交易法第 25條

此一概括條款與相對優勢地位等理論，介入金融業定型化契約。如今適

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間之定型化契約問題，

應歸由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規範與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處理，較為適宜。惟

就不適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金融科技業者或第三方支付業者對其使

用者，如有該當「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

理原則」所列之隱匿重要交易資訊或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公平會則

可參酌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之相關案例經驗，援引公平交易法第 25條

適時介入。 

九、就公平會與金管會間之合作與協調，公平會與金管會間得透過公平交

易法第 6條第 2項規定，就下列事項共同協商辦理與交換資訊：（一）

結合管制中結構救濟所涉之金融主管機關許可，與數位金融資訊服務

之數據接取與互通性的實際狀況暨以結構救濟矯正的必要性；（二）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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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關產品或地理市場所需數據；（三）金融業董監事兼充限制之既有

現況，與其對金融市場競爭之影響；（四）推動金融管制如保險業相關

法規修正於必要範圍內豁免公平交易法；（五）於金融業規範說明或另

訂處理原則，例示或說明我國保險市場不構成聯合行為之安全港類型

與原則，或輔助業者依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申請聯合行為許可；以及（六）

輔助金融業者同時遵循金融監理與競爭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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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競爭法與競爭政策在金融產業之角色」座談會 

會議記錄 

 

時間： 111年 5月 17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方式： Webex線上會議 

主席： 計畫主持人 顏雅倫（國立成功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與談人： 

（一） 林育廷（東吳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二） 楊岳平（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三） 臧正運（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四） 劉致慶（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五） 簡維克（理律法律事務所初級合夥律師） 

紀錄： 黃建智 

出席人員： 

(1) 本計畫人力：陳俊元（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

險學系教授）、林佳儀（正暘法律事務所律師）、黃

建智、李峻頡、黃佑婷、楊家豐。 

(2) 其餘出席人員詳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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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介紹（附件 2-座談會資料） 

計畫主持人顏雅倫副教授、協同主持人陳俊元教授：（略） 

 

二、 議題研討 

（一） 簡維克（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1. 以往採取群組市場的概念，可能係因為傳統的金融機構確實提供群組化

或具互補性的服務，固無細分的必要。然金融市場的新參與者主要藉由

數位平台提供更細緻化的服務，因此市場界定上也有必要重新拆解和界

定較小的市場，但可能會導致市場集中度提高等問題。於市場界定上，

以純網路銀行為例，不應僅因產品內容一致即視為同一個產品市場，亦

應考慮至實體銀行取得產品的交易成本和時間是否增加，如至實體銀行

取得產品的成本和內容和於純網路銀行中取得者相近的話，則可能可以

視為同一產品市場。 

2. 行動支付的市場界定上，並不能僅因如電子支付機構跟第三方支付機構

服務上的重疊性高或是服務達到的效果類似而將其界定於同一個市場，

應該回歸到消費者使用的行為態樣上進行認定。 

3. 公平交易委員會現有的結合申報門檻，是否能處理具有一定規模的業者

收購新興業者，以獲得未來營運優勢或取得個人資料或相關數據等案件，

係普遍存在各產業的問題。就金融產業言之，如以市占率應達到二成或

三成以上作為結合申報的門檻，現在市場上的金融機構實質上應難以達

到。公平交易委員會可以考慮改以被結合事業的營業額等作為門檻，使

結合申報門檻適度的放寬，令如殺手收購的案件類型也可以包括於其中。 

4. 多角化的結合審查中，公平交易委員可能必須考慮固然這些新的金融科

技或者資通訊的業者，在其原先的領域有一定的競爭優勢，但當其進入

到了金融事業這樣的產業，所面臨到的法規的衝擊或者主管機關的態度，

將使這些業者無法將其本來的優勢帶入金融產業，所以對於此類事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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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時，主管機關是否需要於事前進行過度的限制，有討論的餘地。 

5. 如果主管機關要透過關鍵設施理論的概念以競爭法的方式，要求銀行必

須要開放客戶資訊的話，在立論上面可能需要有更多的基礎，以取得正

當性來說明為什麼銀行所持有的資訊，金融科技業者是沒有辦法合理去

取得，而因此沒有辦法提供新型態的金融科技的服務。 
 

（二） 林育廷（東吳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1. 市場的劃分涵蓋於各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通路之間，包括消費者使用的

經驗和立場的差異。第三方支付、電子支付以及行動支付從消費者的使

用經驗或以金融服務提供者，甚至主管機關的角度來看，市場的劃分和

定位可能會有所不同。 

2. 研究團隊可以思考以下的問題： 

(1) 進行市場區分的時候，應注意立場是什麼？譬如說：以金管會而言，自

監理者的角度出發，首先注意者即為是否適用銀行法 29條？是否有監理

的必要？那如果以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角度出發，所謂的管制的目的在哪

裡？便成為重點。 

(2) 對於使用第三方支付、電子支付以及行動支付等支付系統，公平交易委

員會是否應實施費用管制。林教授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應該實施費用

管制。 

(3) 此部分係關於聯合的問題。所謂的大者恆大，個人認為在支付市場裡面

有不同的思考，以信用卡的市場為例，雖然收單銀行和發卡銀行可以畫

分為不同的市場，但國際間其他國家多將之劃分為同樣的一個市場，原

因是來自於整個信用卡的國際市場上具有一個共榮的概念，因為這兩邊

的市場事實上其實是互相影響的，在討論平台時亦可從這個角度進行思

考。 

(4) 如先買後付和透過電信業者向數位平台支付會費等情況，金融消費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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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無法適用，雖然可以透過消費者保護法進行保護，但個人認為消費

者保護法具有立場傾斜的問題，所以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此類情況，可以

思考是否有介入的可能。 

 

（三） 楊岳平（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1. 金融競爭秩序的管制上，雖以比較法的角度觀之，常見金融主管機關和

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金融競爭秩序有各自獨立的審查架構，但主管機關

權限之間的如何調和，有近一步討論的必要。以「大到不能倒」這類和

風險管制相關的議題為例，此類金融業者在進行結合行為時，應經過金

管會的審查和許可，當公平交易委員會審查時，是否有必要再對「大到

不能倒」這個議題進行討論，遂生疑義。另外，以產險公會為例，除了產

險公會是否為受聯合行為規範的主體外，產險公會的行為在某程度上受

到金管會的許可和指揮，因此在行為的性質和主管機關間權限的劃分，

亦有討論的必要。 

2. 在市場界定和數位金融應用對市場競爭秩序帶來的影響的問題上，應考

慮到「技術中立性」的觀點，思考競爭秩序的問題是技術導致或是商業

行為導致，盡量避免因不同技術而影響法規的運用。 

3. 公平會於金融業的競爭秩序的相關議題上，可以思考「功能導向」和「機

構導向」的區別，跳脫業者是否持有金融主管機關許可牌照的問題，回

歸金融服務的本質和市場本身進行思考。 

 

（四） 臧正運（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1. 公平交易委員會在金融產業的競爭問題上，具有很大的空間以發表自身

意見。從金管會組織法觀之，清楚的了解到金管會的職責係健全金融機

構的業務、經營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還有推動金融市場的發展，並不

包含促進競爭。從比較法的角度觀之，以英國為例，通常具有一個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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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的競爭法主管機關，且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剛好是消費者保護的主管

機關，使各業別的主管機關同時享有一個跟競爭法主管機關並存於競爭

政策上面的權利，此即 concurrency power。但本國並未實施此制度。 

2. 部分金融科技業者並無法被既有的金融法規納管，但是他們仍然可能從

事欺罔和顯失公平的行為，此時由於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無法適用，那公

平交易法能不能夠所以像這種類型的補充，應有實質上的需要。 

3. 在聯合行為上，和楊岳平教授採相同的觀點，以促進數位金融的發展為

例，為促進發展，必須讓很多數位身分識別的相關的從業業者角色能夠

進入市場，可是因為這些受主管機關委託或指揮所訂定的公會規範，或

者是金管會的行政指導，使許多業者實質上無法進入市場，那這時候就

要請問公平法的學者，此類公會所制訂出來的自律規範，是否因其反射

效果限制市場的進入，果真如此，金融業主管機關和公平交易委員會的

立場明顯有所衝突。應如何處理此類問題，值得思考。 

4. 在 open banking的議題上，英國法體系的國家將其當成競爭法上的議題，

能夠讓消費者有選擇進而在選擇當中選取最適合他的服務，即稱為公平

或是有效率的市場，如果今天消費者可以透過取得自身資料的主控權，

在不同的業者當中共享他所擁有的資料，進而增進自身的選擇，這樣的

行為會被視為促進市場競爭。然而台灣因為公會自律規範和金融主管機

關的行政指導，於某種程度上抑制了新興業者進入市場，使消費者的選

擇受到限制。如果將之視為競爭法上問題，公平交易委員會便有必要思

考應如何處理此類問題。 

5. 雖然認同應以服務的內涵而非技術的基礎作為市場認定的標準，但是是

否能以「技術中立原則」作為基礎，仍有討論的疑義。另外，在討論此議

題時，應注意技術有時具有政治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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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劉致慶（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1. 在殺手收購的情況中，本國現行法結合申報的門檻過高，導致金融業者

中，雖然有較大型的事業存在，但可能因尚未達到結合申報門檻，主管

機關因此無從進行事前的審查。另外，在事後的彌補制度上，現行法規

定應於濫用獨占地位的情況，方有適用，據此可知門檻甚至高於結合申

報的門檻。最後，即使達到事後救濟的門檻，我國現行法並不如美國法

上具有處分資產或拆解等結構上的補救措施。未來在立法論的考量上，

可以將上述問題納入思考，但於制定事後救濟的構成要件上應較為明確

和嚴格。 

2. 金融主管機關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競爭的看法可能有所衝突，前者可能

著重在產業的發展和創造利潤，後者可能著重在促進競爭以保護消費者，

當產業公會受到主管機關委託或命令制定自律規範等行為時，應給予公

平交易委員會發言的機會，以避免意見的分歧。此部分和公平交易法第

46條應無抵觸，該條文於解釋上並不代表特別法規有處理到競爭法議題，

公平交易委員會便無置喙的餘地。 

3. 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往在討論市場力量時，可能著重於銀行分行數的部分，

但新興的金融科技產業可能並無設立分行的需求和必要，因此建議主管

機關可以考慮，如金融服務平台為例，可以考慮結合後平臺雙邊商品服

務提供者或消費者增加的情形，或是交易金額等作為競爭分析時考慮的

因素。 

 

（六） 顏雅倫計畫主持人回應 

1. 支付議題上，機構端和消費者端因為本質上的差異，如：機構受監理的

強度不同和進入市場的方式各異，將平台兩端劃定為相同市場是否妥當，

容有疑義。 

2. 一般而言，要求競爭者分享他的資訊或數據時，應討論關鍵設施理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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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尤其於無體物的部分，通常於事業具有獨占地位時，才會有更近

一步的討論。然依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5條中，相對市場優勢地位的概念，

公平交易委員會是否能透過此概念積極地介入市場競爭，尚有討論的空

間。 

3. 關於金融主管機關跟公平會的權限分配，還有公平交易法第 46條地解釋

適用的問題，首先，公平交易委員會曾經表明，於金融產業的結合審查

上，會參考金融審慎等金融管制政策的概念。另外，討論「大到不能倒」

的議題時，應該可以區分成兩個部分，一是在金融管制的政策和法規的

設計上，避免金融機構成長至「大到不能倒」的地步。二是關於挽救系

統性危機時，如垂危抗辯和保險法第 64條排除結合申報的問題，除此之

外，此情況尚有是否可以事後進行挑戰的問題。 

4. 於金融管制的部分，如具有應排除公平交易法適用的情形，立法者應明

文定之。另外，於某些情形，主管機關和公平交易委員會，應進行合作、

討論的情況下，公平交易委員會應該要有明確的立場和見解。 

5. 技術中立性原則的討論與適用上，應考慮技術所帶來市場進入障礙的問

題。 

 

三、 綜合討論 

（一） 抽象性金融管制法規，可否依公平交易法第 46條規定豁免公平交易

法的適用？ 

1. 顏雅倫副教授回應： 

應視個別法條的性質和立法目的，判斷是否已將競爭管制的議題納入

考量。如有豁免的必要，應具體化類型或於立法上有更清楚的規範，令金融

機構有所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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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融主管機關和公平交易委員會間權限劃分議題 

1. 楊岳平副教授回應： 

如僅以金管會組織法觀之，金管會並不會將競爭議題納入考量，然而實

質上而言，金管會應有將競爭議題納入考量。以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6 條為

例，法規明定主管機關於合併許可時，應審酌金融市場競爭因素。另外，自

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角度來看，以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第 5 條為

例，公平交易委員會於結合審查時亦得審查金融穩定等因素。綜合言之，楊

教授認為，金管會於金融機構結合的議題上，考量較為綜合以及全面，而公

平交易委員會則多以競爭為考量。依現行實務運作，金融機構結合可能面臨

兩套不同主管機關的審查標準，因此可以思考主管機關間協作是否為較好

的選擇？以及應如何進行權限劃分和協作？ 

 

2. 臧正運副教授回應： 

結合管制、聯合行為、排他或限制競爭行為、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等，

競爭法上管制所謂達到的目的各有不同，研究團隊可以按金管會和公平交

易委員會在不同類型依管制上互動的不同加以類型化。 

自金管會的實務運作觀之，如金融機構轉投資金融科技業等，似乎有鼓

勵殺手併購的傾向，以此觀之，金融主管機關在金融監理中似乎缺少了一點

促進競爭的職能和功能。 

 

3. 林育廷副教授回應： 

金管會透過如跨行轉帳等平台的建立，要求金融機構加入其中，雖於某

程度上有助於消費者的福祉，但卻也抑制機構競爭和排斥部分機構的努力，

但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此卻較少發表意見，公平交易委員會應有更多作為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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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簡維克初級合夥律師回應： 

在非經濟性因素的考量上，金管會和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協調時，亦應有

所考量。另外，關於金融主管機關透過產業公會或是開放平台的所為符合聯

合行為要件的作為時，公平交易委員會是否應以聯合行為進行審查，在未來

實務運作上有討論的必要。 

 

（三） 技術中立性原則議題 

1. 楊岳平副教授回應： 

於上述技術中立性原則的討論係希望避免分類時，過度考量技術的因

素，當技術具有政治性質時，導致服務內容的改變時，競爭分析時應有不同

的考量，但造成該不同的原因係服務內容的改變而非技術的不同。 

 

（四） 市場界定議題： 

1. 劉致慶合夥律師回應： 

可按結合案的不同劃定不同的市場，如銀行收購新創公司的情形下，市

場界定的範圍較小；但銀行和銀行間的結合行為上，市場界定的範圍較小，

以實際反映現實的競爭狀況。 

 

（五） 當用服務界定市場時，要用什麼樣的標準界定市場力量的大小？ 

1. 顏雅倫副教授回應： 

客戶數、使用者數目、數據等皆為可能的指標。以及公司內部評價的文

件亦有其重要性。 

 

（六） 關於殺手併購，大多數國家採銷售金額為審查門檻，我國現行制度

係少數仍採取市占率門檻作為標準的國家，其中衍生出市占率如何計算等

問題。當未達到結合申報門檻的情況下，研究團隊認為在立法論上或實務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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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應如何解決此問題？ 

1. 顏雅倫副教授回應： 

大型科技公司跨入金融領域，可能較為容易超過市占率的審查門檻。另

外比較法上，許多國家在討論是否以交易金額作為審查的門檻，因為交易金

額某程度可以反映公司營運狀況。但如台灣要改採交易金額作為審查的門

檻，應透過修法為之較為妥適。 

 

（七） 以街口支付為例，其為取得金融執照之科技公司，在競爭法的討論

上，是將其定義為科技公司或是金融公司？ 

1. 林育廷副教授回應： 

街口支付雖然原先將自身定義為科技公司，但當該公司獲得金融主管

機關特許後，即應該被視為金融機構。 

 

2. 顏雅倫副教授回應： 

應以業者所提供的服務性質作為判斷標準。 

 

四、 散會：下午 1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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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競爭法與競爭政策在金融產業之角色」 

專有名詞中英對照表 

英文 中文 

account information services 

provider，AISPs 
帳戶資訊服務提供者 

account servicing payment service 

providers, ASPSPs 
帳戶服務支付服務提供者 

acquirer 收單銀行 

acquiring bank 收購銀行 

adverse selection 逆選擇 

Agency Bond or Sub-sovereign Bond 機構債券或稱次級債券 

aggregate growth 市場總額成長 

Aggregated market 聚集市場 

agricultural loan market-share 農業貸款市占率 

anticompetitive effect 限制競爭效果 

antitrust market 反托拉斯市場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Know 

Your Customer，AML/KYC 
反洗錢與認識客戶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應用程式介面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 

asymmetric information 不對稱資訊 

augmented/virtual reality 擴增/虛擬實境 

Automatic Clearing House，ACH 媒體交換自動轉帳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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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中文 

Bank Run 擠兌 

Banking-as-a-Service，BaaS 銀行即服務 

Banking-as-a-Platform，BaaP 銀行即平台 

Big Tech Payment Platforms 大型科技公司支付平台 

Biometrics 生物辨識 

biometric technologies 生物辨識技術 

blockchain 區塊鏈 

Borrowers 借款人 

brand reputation 品牌聲譽 

bridge financial company 過度金融公司 

brokerage service 經紀服務 

brokering 證券經紀 

Business of insurance 保險業務 

Business of insurers 保險公司業務 

business review letter 商業審查信函 

capital base 資本基礎 

capital market 資本市場 

capital raising 募資 

centrally-booked deposit 集中簿記的存款 

chartered bank、licensed banks 特許銀行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支付、結算與清算 

clearing charges 清算費用 

clearly incompatible 明確不相容 

closed ecosystem 封閉的生態系統 

cloud computing 雲端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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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中文 

cloud service 雲端服務 

cluster market 群組市場 

cognitive limitations 認知限制 

cognizable effect 可證實的效益 

collection agency 催收機構 

combined-balance discount 合併餘額折扣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C&I) loans 商業與工業貸款 

commercial banking 商業銀行業 

commercial lending 商業借款 

commitment 承諾 

Competition, Concentration and 

Stability in the Banking Sector 
銀行之競爭、集中與穩定 

competitive position 競爭地位 

compensating balance 彌補餘額 

competitive factors 競爭因素 

consolidated liabilities 合併責任 

consolidated real-time datafeeds，

CRTDs 
合併即時數據饋給 

contestability 可競爭性 

Cooperation with Respect to 

Promoting Competitive Conditions in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促進證券產業競爭條件之合作 

coordination problem 協調問題 

county level 縣級 

credit card market 信用卡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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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中文 

credit union 信用合作社 

currency derivatives contracts 貨幣衍生性金融商品契約 

daily settlement report 每日結算報告 

data silo 數據孤島 

Data Submission 數據提交 

debit card 簽帳金融卡 

De Minimis Exception 微小不罰 

dealer-to-customer 經銷者對客戶 

dealing 證券自營 

deregulatory policy 解除管制政策 

desktop services 電腦桌面服務 

digital banking services 數據金融服務 

digital currencies 數位貨幣 

distinct line of commerce 產品線分離 

distinct product markets 產品市場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DLT 分散式帳本技術 

Divestitures 分割資產 

dominant position 優勢地位 

economics of scale and scope 規模與範疇經濟 

economics of scope in consumption 消費之範疇經濟 

effect or object 效果或目的 

electronic banking 電子銀行 

Electronic Payment Institutions 電子支付機構 

end-to-end process 端到端過程 

European Governments Bonds， 歐洲政府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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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中文 

EGBs 

eviction 逐出 

exacerbated conflicts of interest 加劇利益衝突 

fallback arrangements 應變約定 

fallback rates 應變利率 

farm credit lending 農業信貸 

Fragility 脆弱性 

Forex 外匯兌換 

franchise value 特許價值 

Financial crisis 金融危機 

financial inclusion 普惠金融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hose focus does 

not include traditional deposit-taking 

activities 

從事非傳統收受存款相關業務之金

融機構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 金融市場基礎設施 

Fintech 金融科技 

fintech lender 金融科技放貸者 

Fintech Unicorn 金融科技獨角獸 

forwards 遠期契約 

gatekeeper 守門人 

geographic dispersion 地域分散性 

global lenders 全球性放貸機構 

global-systematically important bank 國際系統性重要銀行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 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 

impaired product quality 損害金融產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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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中文 

industrial bank 工業銀行 

information Commons 資訊共享平台 

Information Technology，IT 訊息技術 

innovative products 創新產品 

insured depository institution 存款保險機構 

InsurTech 保險科技 

insurance underwriting 保險承保 

intensified the too big to fail subsidy 強化「大到不能倒」之補貼 

interactive Cooperation Marketing 交互銷售 

interbank offered rates，IBORs 銀行拆借利率 

interest-rate cap 利率上限 

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ISDA） Master 

Agreement 

國際交換暨衍生性商品協會主合約 

internet competitor 提供線上服務的競爭對手 

Internet of Things，IoT 物聯網 

internet-only banks 純網銀 

interoperability 植基互通性 

Interstate Merger Transactions 跨州結合交易 

investment management 投資管理 

in-market merger 市場內結合 

issuer 發卡銀行 

joint guidance 聯合準則 

joint provision 共同提供 

lack of countervailing factors 限制競爭效果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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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中文 

large asset manager 大型資產管理公司 

level premium 平準保費 

liberization 自由化 

licensing restriction 營業執照管制 

liquidity position 流動資金 

loan and deposit production office 借貸和存款代辦事務所 

low- and moderate-income，LMI 中低收入 

machine learning 機器學習 

marine chemicals 海洋化學品 

Market Failure 市場失靈 

market support 市場支援 

marketplace lending 集市借貸 

megamerger 大型結合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備忘錄 

middle-market business banking 中型市場企業銀行業務 

middle-market firms 中型市場公司 

mitigating factor 緩和因素 

mobile app platforms 手機應用程式平臺 

moderately concentrated market 中等集中市場 

Moral hazard 道德風險 

mortgage lending 抵押擔保貸款 

mortgage lending market 房貸市場 

Multilateral Interchange Fees，MIFs 多方交換費 

multiproduct industry 複產品產業 

multi-homing 多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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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中文 

national bank 國家銀行 

nationwide banks 全國性銀行 

Near-field communication，NFC 近距離無線通訊 

neobank 新型銀行 

netting out applicable fee 扣除手續費 

new entrants 新進入者 

non-competition aspects of mergers 非競爭層面 

non-price merger harms 非價格結合損害 

Non-Traditional Banks 非傳統銀行 

online bank 線上銀行 

online deposit 線上存款 

on-line debit transactions 線上借記交易 

Open Banking 開放銀行 

Open Finance 開放金融 

out-of-state banks 域外銀行 

over-the-counter derivatives 

transactions 
櫃檯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payment initiation services provider，

PISPs 
支付啟動服務提供者 

payment service 支付服務 

payment service providers 支付服務提供商 

Pay-by-bank 銀行支付 

pear-to-pear lending，P2P lending 網路借貸 

peer-to-peer service 點對點服務 

per se rule 當然違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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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中文 

Personal Finance 個人融資 

Plain Repugnancy、Clear 

Repugnancy 
明確矛盾 

preliminary view 初步觀點 

pre-cessation trigger 停用前啟動 

profit margins 獲利率 

Proposed Protocol 提議協定 

Proposed Supplement 提議增補 

Prudential Regulation 審慎管制 

public interest 公共利益 

real-time payments 即時支付 

regional bank 區域銀行 

regional competition 區域性競爭 

regulatory arbitrage 監理套利 

Regulatory Sandbox 法規沙盒、監理沙盒 

RegTech 法遵科技 

regulatory technical standards，RTS 監管技術標準 

reinvention of incumbents 既有業者再創新 

relevant product market 相關產品市場 

responsible banking agency 負責銀行主管機關 

resulting entity 結合後事業體 

retail bank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 零售銀行產品與服務 

revised Directive on Payment 

Service，PSD2 
支付服務指令 

revolving credit 循環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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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中文 

Risk diversification 風險分散 

risk-free rate，RFR 無風險利率 

risk-taking 風險承擔 

routing information 路由資訊 

rule of reason 合理原則 

Rural versus Urban Markets 鄉村市場與都會市場 

saving associations 儲蓄協會 

savings and loan holding company 儲蓄與貸款控股公司 

saving bank 儲蓄銀行 

Savings and Loan Holding Companies 儲蓄與貸款控股公司 

saving and loan institutions 儲蓄與貸款機構 

savings deposits 儲蓄存款 

scope effect 範疇效益 

Security Token Offering,，STO 證券型代幣 

similar competitive conditions 類似競爭條件 

single points of failure 單點故障 

small business bank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 
小型企業銀行產品與服務 

small community banks 小型社區銀行 

small transactions 小額交易 

soft information 軟資料 

solvency 償付能力 

sound management 穩健經營 

Sovereign Bond 主權債券 

State Action Doctrine 州政府行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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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中文 

state aid 國家補助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異議聲明 

submarkets 次市場 

subsequent analysis 後續審查 

Summary of Deposits，SOD 存款匯總 

Super Apps 超級應用程式 

Supra-sovereign Bond 超主權債券 

swaps 交換交易 

synergy 綜效 

Systematic risk 系統風險 

tag to go 無接觸支付 

TechFin 科技金融公司 

territorial and product limitation 區域和產品的限制 

the cluster of commercial banking 

products and service 
商業銀行產品與服務群組 

the 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

LIBOR 
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 

The Open Banking Implementation 

Entity，OBIE 
開放銀行實施機構 

the potential for exploitative conflicts 

of interest 
潛在剝削性利益衝突 

the UK Equity Indices 英國股價指數 

Third party payment 第三方支付 

third service party，TSP 第三方服務提供者 

thrift 儲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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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中文 

Tie-in Sale 搭售 

too big to fall 大到不能倒 

traditional branch model 傳統分行模式 

traffic patterns 交通型態 

transactional complementarity 交易互補性 

treaty and facultative reinsurance 合約與臨時再保險經紀服務 

two-sided transactional market 雙邊交易市場 

two-sided transactional platforms 雙邊交易平台 

Underbanked 缺乏銀行服務者 

unfair funding advantage 不公平資金優勢 

universal bank 綜合銀行 

weakened the resilience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降低金融系統彈性 

Wealth and Asset Management 財富與資產管理 

wealthy individuals 富人 

wholesale and investment banking 批發與投資銀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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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中英對照表 

英文 中文 

Agreement of EEA 歐洲經濟區協定 

civil antitrust lawsuit 民事反托拉斯訴訟 

Clayton Act 克萊頓(反托拉斯)法、克來登法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社區再投資法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67/2010 
第 267/2010號委員會條例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陶德法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

護法 

Durbin Amendment 杜爾賓修正法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聯邦貿易委員會法案 

Federal Antitrust Law 聯邦反托拉斯法 

Gramm-Leach-Bliley Act 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 

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ing Act 

哈特—斯科特—羅迪諾反托拉斯改

進法 

Home Mortgage Disclosure Act 房抵押貸款揭露法 

Internal Security Act 麥卡倫．佛格森法案 

The Banking Holding Company Act 銀行控股公司法 

The Bank Merger Act 銀行合併法 

The Bank Merger Competitive 

Review Screening Guidelines 
銀行結合競爭審查篩選準則 

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CRA 
社區再投資法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s Business DOJ商業審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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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中文 

Review Procedure 

the Horizonal Merger Guidelines 水平結合準則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TEEC 

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立條約、羅馬條

約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TFEU 
歐盟運作條約 

Riegle-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Act of 1994 
瑞格－尼爾跨州銀行與分行法 

Sherman Act 薛曼法 

2006 Leniency Notice 2006年寬恕政策注意事項 

2008 Settlement Notice 2008年和解注意事項 

2010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2010年水平結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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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與組織中英對照表 

英文 中文 

Alternative Reference Rates 

Committee，ARRC 
替代參照利率委員會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美國銀行家協會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ntitrust 

Law Association 
美國律師公會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美國國際集團 

Antitrust Modernization 

Commission，AMC 
反托拉斯現代化委員會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國際結算銀行 

Bank of America 美國銀行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CBS 
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 

Bureau of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s Taskforce on Federal 

Consumer Financial Law Report，

CFPB’s Taskforce 

消費者金融保護局所屬聯邦消費者

金融法專案組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美國通貨監理署 

Conference of State Bank Supervisors 美國州銀行監理者大會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CFPB 
金融消費者保護署 

Dutch Central Bank 荷蘭中央銀行 

Dutch Public Prosecution Service 荷蘭公共起訴服務部 

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 歐盟銀行業管理局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EIB 歐洲投資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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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中文 

European Parliament 歐洲國會 

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 ESMA 
歐洲證券與市場監管署 

farm credit agency 農業信貸機構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FDIC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Fed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xamination Council，FFIEC 
聯邦財務機構檢查委員會 

Federal Reserve Board，FED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 

Federal savings association 聯邦儲蓄協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 金融穩定委員會 

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FSOC 
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ADB 
美洲開發銀行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IOSCO 
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 

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ISDA 
國際交換交易暨衍生性商品協會 

Japan 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 日本金融服務監管署 

Japanese Ministry of Justice 日本司法部 

Klynveld Peat Marwick Goerdeler，

KPMG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London Clearing House，LCH 倫敦清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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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中文 

London Stock Exchange，LSE 倫敦股票交易所 

London Stock Exchange Group，

LSEG 
倫敦股票交易集團 

Merrill Lynch 美林證券 

Money Market Fund，MMF 貨幣市場基金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 NAIC 
（美國）全國保險監理官協會 

National Credit Union 

Administration，NCUA 
信用合作社管理局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SBI Holding 思佰益 

Serious Fraud Office 重大詐欺犯罪偵查署 

Swiss Financial Market Supervisory 

Authority 
瑞士金融市場監理署 

U.K.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 

U.S. Chamber of Commerce 美國商會 

U.S.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DOJ 美國司法部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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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與競爭政策在金融產業之角色 
 

摘 要 

關鍵詞：競爭法、反托拉斯法、競爭政策、產業政策、金融管制、金融穩定、

審慎監理、金融業、金融科技、金融消費者、支付平台、雙邊市場、群組市

場 

自 2007-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因金融危機期間之金融機構整併與

其後之金融管制變革，再加上金融科技之衝擊，各國之金融市場均發生重大

變化。有鑑於此，本研究彙整與分析歐美關於金融產業競爭法議題、競爭政

策等相關文獻與案例，探究金融產業或競爭主管機關因應金融科技所推動

之法制變革（例如開放銀行或開放金融），進一步梳理國內對金融市場競爭

態勢有重要影響之金融管制政策。最後本研究總結比較法、文獻分析與案例

研究之成果，立基於我國競爭法制與既有實務架構下，就我國金融管制與競

爭政策之衝突與調和、金融產業之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具體適用等事項

提出建議。本研究之重要發現與主要建議事項事項如下： 

一、競爭政策並不能以金融管制取而代之，競爭法主管機關仍應於金融產

業執行競爭政策。於適宜之金融管制搭配下，金融市場之競爭有助效

率、創新與提升消費者福利，並得與金融穩定取得平衡。金融審慎管制

與競爭政策，同為確保有競爭活力又具穩定性之金融市場的支柱。若過

度追求金融機構規模化與金融市場集中度，反可能導致金融機構憑藉

其規模或大到不能倒之地位而為風險承擔，進而有害金融穩定。金融主

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雖各自獨立，然彼此應相互協調合作。 

二、就金融業市場界定與市場力量認定，我國金融法規對金融業務之既有

界定與區劃，可為群組市場概念提供基礎，但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

稱為「公平會」）不用受群組市場概念侷限。公平會得考慮以個案相關

金融機構依既有金融法規得經營之業務類型出發，再就各該金融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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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相關商品或服務，依據既有可得數據，從一般需求與替代可能性為

更細緻化之相關市場界定。如公平會欲於個案中特別是結合案件中採

用群組市場之概念，亦應從需求替代與供給替代之角度，審視個案中在

需求替代上，是否確有消費者偏好群組商品或服務之便利或共同提供

群組商品或服務的經濟性（需求面上的範疇經濟所增加之網路效應），

以及在供給替代上，市場競爭者群組提供商品或服務是否已成為市場

進入障礙。公平會未來亦得考慮以群組市場概念，依據我國數位金融平

台未來實際發展狀況，審視數位金融平台之商品或服務需求與供給，輔

助為市場界定。傳統之金融服務或商品交易平台與各種新興或未來發

展之數位金融平台，包括各類支付平台，多屬雙邊/多邊交易型平台，

而應援引雙邊/多邊市場理論評估其特性與市場力量。如公平會未來擬

將雙邊交易平台所處雙邊交易市場，界定為單一相關市場，則應思考如

何證明與論理個案中雙邊交易平台就該雙邊市場一邊所為行為，其在

該雙邊市場整體所生之限制競爭不利益大於促進競爭之利益。 

三、就結合管制，公平會就金融機構彼此間（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的結合案

（不論水平、垂直或多角化），公平會長久以來均重視國內金融業追求

規模經濟、範疇經濟與國際化趨勢。惟我國金融機構結合相關之法規架

構，如與美國相較，對市場競爭因素之考慮並不充分，亦未在法規對銀

行等存款機構或非存款機構之規模與集中度設有上限，以處理太大不

能倒的議題。相關金融法規中對於問題金融機構豁免依公平交易法為

結合申報之規定，亦幾無限制，且公平會在事前與事後均無介入機制。

故公平會於審查金融機構間之結合案，尤應以有無限制競爭效果與經

濟效率為準繩，產業政策應列為極為例外考量，且應委由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以下簡稱為「金管會」）依各該金融法規為評估。就金融機構

達成規模經濟或範疇經濟之利益，亦應以能反映在整體消費者利益者

為限方能納入公平交易法第 13條整體經濟利益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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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平會如依公平交易法第 13條規定，於金融業相關結合案中，為資產、

業務之出售或分割等附款或負擔等結構救濟，包括適宜買方與相關買

賣或授權條件，可能涉及金管會之許可。至於參與結合事業整併營業據

點對地區/基層金融之競爭影響（包括在金融科技之衝擊下如何評估營

業據點之重要性），以及如何評估網路/行動銀行、金融科技或各類數

位金融服務對個案相關地理市場界定之影響，重點在於公平會是否有

明確數據可掌握個案相關之數位金融服務使用者的實體居住地與所在

地，又不致於課與事業提供資訊之過度負擔。 

五、另我國涉及非金融事業之金融業相關結合案，主要為金融事業與非金

融事業合資設立新公司而從事數位金融服務或金融相關資訊服務的多

角化結合案，合資新設事業所經營者亦屬數位平台，而處於雙邊/多邊

市場。公平會於該等案件考量參與結合事業於原先市場之市場占有率、

客戶數與網路效應的影響、金融機構與非金融事業合作建立生態圈暨

生態圈相互競爭趨勢、使用者多棲 (multi-homing) 與轉換成本、數據

相關之市場力量，與個人資料保護之非價格競爭。未來若在此類結合案

中，相關產品市場之數位金融資訊服務或因參與結合事業持有特定資

料庫，有需以結構救濟措施矯正之限制競爭疑慮時，即可能必須以數據

孤島 (data silo)、數據接取與互通性等救濟手段的設計，取代傳統的資

產分割。 

六、金管會於金融控股公司、銀行與保險公司之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與

兼職限制等法令中，新增董事兼充限制，推動金金分離與產金分離政

策，彌補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與第 5款難以將董事兼

充界定為結合進而無從為結合之競爭影響評估的缺漏，具有一定補強

我國金融業結合管制之效果。 

七、在我國，金融管制法規基於審慎監管與控制金融機構財務、業務經營情

形等目的，限制費率或影響特定市場競爭行為，甚且金管會透過同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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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制定自律規範，或同業公會依金融主管機關制定之法規命令為決議，

進而影響金融商品/服務費率競爭等，是否應豁免、排除或限制競爭法

特別是關於聯合行為規範之適用，係金融產業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

第 46條於金融業如何適用之傳統議題之一。從公平會歷年來在產險公

會相關費率案之執法方式變化，亦可觀察出公平交易法第 46條修正之

影響。未來金管會基於公共利益考量，或可推動立法或修法，使保險業

於金融管制必要性範圍內（例如維護保險公司經營健全或加強消費者

保障）豁免公平交易法。於不涉及訂定費率上下限或固定交易條件的情

況下，如保險相關公會僅係協助金管會轉知或釐清金管會已認定或將

認定屬相關法令所定「以不合理之定價招攬或承作保險業務」之情事，

以輔助金管會監理，或得不認定其構成聯合行為。若欲強化我國保險業

競爭法令遵循的確定性，公平會得於金融業規範說明或另訂處理原則，

明確例示或說明我國保險市場不構成聯合行為之安全港類型與原則，

就是否落入安全港有所疑義者，公平會則宜建議業者依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申請聯合行為許可。 

八、在我國目前並無金融業之排他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的案例。未來公平

會審酌支付平台垂直交易限制案件時，關鍵重點仍在市場界定大小，決

定該支付平台是否係屬獨占事業而在其拒絕交易時有機會援引關鍵設

施理論，要求該支付平台為授權或數據接取。惟若該等支付平台並非獨

占事業，公平會亦得援引公平交易法第 20條第 2款或第 5款介入相關

垂直限制競爭行為。惟若屬後者，公平會宜妥適論述支付平台於平台一

邊所為之垂直限制行為，於該雙邊市場整體所生之限制競爭不利益大

於促進競爭之利益。 

九、適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間之定型化契約問

題，應歸由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規範與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處理。惟就不適

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金融科技業者或第三方支付業者對其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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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該當「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

則」所列之隱匿重要交易資訊或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公平會則可參

酌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之相關案例經驗，援引公平交易法第 25條適時

介入。 

十、公平會與金管會間得透過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就下列事項

共同協商辦理與交換資訊：（一）結合管制中結構救濟所涉之金管會許

可，與數位金融資訊服務之數據接取與互通性的實際狀況暨以結構救

濟矯正的必要性；（二）界定相關產品或地理市場所需數據；（三）董

監事兼充限制之既有現況，與其對金融市場競爭之影響；（四）推動金

融管制如保險業相關法規修正，於必要範圍內豁免公平交易法；（五）

於金融業規範說明或另訂處理原則，例示或說明我國保險市場不構成

聯合行為之安全港類型與原則，或輔助業者依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申請

聯合行為許可；以及（六）輔助金融業者同時遵循金融監理與競爭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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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Competition Law and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bstract 

Keywords: competition law, antitrust law, competition policy, industrial policy, 

financial regulation, financial stability, prudential regulation, financial industry, 

fintech, financial consumers, payment platform, two-sided market, cluster market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f 2007-2008, the financial markets of 

various countries have significantly changed, due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crisis, changes in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Therefore,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se changes, this 

study conducted a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cas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competition law issues of and competition policies on financial industry, 

and explored legal reforms promoted by the financial or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in response to fintech, such as open banking or open finance. The study also 

analyzed Taiwan financial regulations tha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aiwan 

financial market competition. Then based on the legal system and existing 

practice of competition law in Taiwan, the study summarized competitive law 

research, literature analyses, and case studies, and made suggestions at the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between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on policy in Taiwan,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air Trade 

Act (“FTA”). The main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Financial regulation shall not be a surrogate for competition policy, and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should continue to implement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 competitive financial market, with appropriate 

financial regulation, can help improve efficiency, innovation, and en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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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 welfare, while also maintaining financial stability. Financial 

prudential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on policy are both essential for ensuring a 

competitive and stable financial market. The pursuit of large scale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may lead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aking risks due to their size or their "too big to fail" 

status, which can harm financial stability. Although financial authorities and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are independent, they should coordinate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2. With regards to the market definition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market power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e existing definition and division of financial 

business in Taiwan financial laws and regulations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concept of the cluster market, but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FTC") should not be constrained by this concept. 

TFTC may consider defining the relevant market by starting from the type of 

business legally operated by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 under the existing 

financial regulations, and then examining reasonable substitutes for the 

relevant goods or services under the financial business based on available 

data. If TFTC intends to adopt the cluster market concept in individual cases, 

especially merger cases, it should also examine, in terms of substitution effect 

on demand, whether there is consumer preference for the convenience of 

grouping goods and services or the economy of providing a cluster of goods 

or services, i.e. network effects augmented by economy of scope on the 

demand side, or whether the provision of the cluster of goods or services by 

competitors has become a market entry barrier.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ial platforms in Taiwan, TFTC may also 

consider examining, by the cluster market concept,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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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s or services on digital financial platforms to define the relevant markets. 

Traditional platforms for financial services or goods, and various emerging 

digital financial platforms, including payment platforms, are mostly 

two/multi-sided transaction platforms so it is necessary to apply two/multi-

sided market theory in order to accurately evaluat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arket power of these platforms. In the event that TFTC defines the entire 

two-sided market for the two-sided transaction platform as a single relevant 

market, TFTC should carefully prove that the platform’s vertical restraint in 

one side of the market will result in the anticompetitive disadvantages 

outweighing its overall procompetitive benefit. 

3. In terms of horizontal, vertical, or conglomerate mergers betwee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ose involving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TFTC 

has long placed importance on the pursuit of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Taiwan financial industry. However, compar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 mergers 

in Taiwan neither adequately considers competition factors, nor has caps on 

the size and concentration of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or non-depository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too big to fail". The relevant 

financial regulations also have few restrictions on exemption concern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distress from merger filing with TFTC, and TFTC has 

no mechanism for involvement before or after exemption. Therefore, in 

reviewing mergers betwee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FTC should prioritize 

competitive effects and efficiency, and consideration about industrial policy 

should be evaluated by the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FSC”)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financial regulations. In terms of the benefit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chieving economies of scale or scope economie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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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that can increase the overall consumer welfare should be regarded as 

overall economic benefit of the mergers under Article 13 of the FTA. 

4.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3 of the FTA, TFTC may, in financial industry 

merger cases, impose conditions as structural remedies, such as the sale or 

disposal of assets and business, including appropriate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qualified purchasers and related purchases or licenses, which may require 

the approval of FSC. As for the competitive impact on regional finance 

arising from the consolidation of branches involved in the mergers betwee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how to assess the importance of branches 

under the impact of fintech), and how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online/mobile 

banking, fintech, or various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 on the relevant 

geographical market definition in individual case, the key is whether there 

are clear data available on the pertinent users’ physical residences and 

locations, and not incurring an excessive burden on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by enterprises. 

5. In addition, financial industry mergers involving non-financial businesses in 

Taiwan are mainly conglomerate mergers of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businesses establishing new joint ventures to engage in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 or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s, where these joint ventures also 

operate digital platforms in two/multi-sided markets. In such cases, TFTC 

considered the market shares, numbers of customers, and network effects of 

the participating businesses in the relevant non-financial markets, the trend 

of ecosystems established by non-financial businesses cooperating wit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ecosystems, the impact of 

users’ multi-homing and switching costs, data-related market power, and 

non-price competition in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In the future, if in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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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ger cases there are anticompetitive concerns that involve digit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s or the possession of specific databases by participating 

businesses and may require structural remedies to correct, data silos, data 

access, and interoperability may be essential for remedies instead of 

traditional assets disposal. 

6. FSC has advocated the policies of “separation among banking institutions” 

and “separation of banking and commerce” and imposed prohibition against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in financial regulations for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bank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This helps address the 

weaknesses that Subparagraph 2 and Subparagraph 5 of Paragraph 1 of 

Article 10 of the FTA are hardly able to define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as 

mergers and therefore make the FTA difficult to evaluate the competitive 

effects therefrom. Thes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from the FSC may 

strengthen the merger control for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n Taiwan. 

7. In Taiwan, financial regulations, based on the purpose of prudential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over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inancial and business 

operations, etc., may restrict rates or constrain specific market competitive 

behaviors. Moreover, financial industry associations’ self-regulatory rules 

required by FSC or resolutions adopted by financial industry associations 

may also affect the competition of financial product/service rates. Whether 

these regulations, rules, or resolutions are exempted from the FTA, especially 

the prohibition of concerted actions,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issues related to 

competition policy 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46 of the FTA to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n Taiwan. FSC may, to the extent necessary, promote 

legislation or amend financial regulations to exempt the insurance industry 

from the FTA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oundness of insurance companie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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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 consumer protec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ertainty of legal 

compliance by the insurance industry in Taiwan, TFTC may set forth and 

demonstrate the principles, types, and examples of the safe harbor related to 

non-concerted actions for the insurance industry in the guideline. If whether 

any concerted action falls into the safe harbor is in doubt, TFTC may suggest 

that the enterprises should apply for approval under Article 15 of the FTA. 

8. When reviewing vertical restraints of payment platforms, TFTC should focus 

on market definition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a payment platform has  

dominant market power, and it is legitimate to require the payment platform 

to license or accept data access under essential facility doctrine. However, in 

the event that the payment platform is not a monopolist, TFTC may also 

invoke Paragraph 2 or Paragraph 5 of Article 20 of the FTA to intervene in 

related vertical restraints, but TFTC is also required to elaborate and show 

the anticompetitive disadvantages of the vertical restraints on one side of the 

platforms outweigh their benefits of promoting competition. 

9. The issue of standardized contracts between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s and 

financial consumers covered by the Financial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FCPA”) should be regulated by the FCPA and handled by the Financial 

Ombudsman Institution. However, if fintech companies or third-party 

payment companies, which are not covered by the FCPA, conceal material 

trading information from or use asymmetry information against the users of 

their financial services, as set forth in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25 of the Fair Trade Act, TFTC may invoke 

Article 25 of the FTA to rectify such violations. 

10. TFTC and the FSC may consult and exchange information on the following 

matters under Paragraph 2 of Article 6 of the FTA: (1) approval of F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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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to structural remedies in merger control, data access to or 

interoperability of digit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the necessity of 

structural remedies; (2) the data needed for determining relevant product or 

geographic markets; (3) the restrictions on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in 

financial industry and their impact on financial market competition; (4) the 

proposed amendment of financial regulations, such as insurance industry 

regulations, to exempt the FTA to the necessary extent; (5) principles, types, 

or examples to demonstrate the safe harbor of non-concerted actions for the 

insurance industry in the guideline,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pplications for 

approval under Article 15 of the FTA; and (6) assistance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egal compliance with both financial regulations and competition 

l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