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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行政處分附款制度旨在使行政機關在個案中得以為更細膩之調控，兼籌並顧人

民權益保障與行政目的之實現。在我國現行法秩序下，除行政程序法第 93 條及第

94 條針對行政處分附款附加之法容許性及合法性要件定有一般規範外，在行政法律

關係複雜、涉及層面寬廣，或是具有未來預測性之專業行政領域，亦存有若干行政

處分附款之特別規定。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第 2 項賦予公平會於結合管制時得以附

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事業結合後「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即屬

適例。然行政機關在實踐此深具傳統意義之機制時，本文認為仍存有若干頗值檢討

之處，諸如對於附款概念之掌握及界分未盡精確；對於附加附款時所涉及之權力分

立問題，未有充分之關注；將人民承諾事項逕行轉換為附款之內容，而未再依職權

審查是否具備正當合理關聯等。就此，本文之基本立場為：附款之概念因涉及行政

法體系之維繫，故仍應嚴遵行政法學所建構之理解內涵，不宜輕意鬆動變易。此

外，基於權力分立及法律優位原則之捍衛，行政機關不應透過附款可限制主行政處

分效力之手段特性，架空立法者已形塑之違章行為管制架構。相較於此，有鑑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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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決定周邊條件之變遷，本文認為「協商行政」理念可適度導入傳統上被劃歸為典

型單方行政行為之行政處分附款中，而在不違背不當聯結禁止原則之前提下，肯定

有「承諾之附款」的發展空間。 

關鍵詞：行政處分、裁量決定、行政處分附款、不當聯結禁止原則、公平交易法、

結合管制、限制競爭、協商之行政行為、細膩調控、行政彈性、承諾之附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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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之提出－以大富媒體結合案為思考 

現行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 11 條第 4 項申報

案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

益。」本項規定於公平交易法制定之初尚不存在，迄至民國 91 年 1 月 15 日修正時

始予增訂。究其立法理由，旨在考慮到「事業結合所涉及之經濟情況萬端，為使中

央主管機關有一彈性處理之機制，有賦予其就不禁止之結合附加附款之必要1。」據

此，公平交易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作為公平交易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就事業

結合之申報為決定時，即取得行政專法上之特別授權依據，得以運用「條件」或

「負擔」類型之行政處分附款，作為確保事業結合之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不

利益之手段。自此以降，行政處分附款遂成為公平會在事業結合管制實務作業上，

得以運用之一種「細膩調控」（Feinsteuerung）2裁量手段。事業結合申報之結果，

不再僅是「禁止」以及「不予禁止」之全有或全無（alles oder nichts）的兩元決定

模式而已。在公平會之結合管制實務上，附加附款之結合不予禁止決定在歷年來皆

有採取之例3。以 2010 年 10 月 29 日所作出之事業結合決定「大富媒體結合案」4為

例，公平會更是史無前例地於不予禁止決定中附加多達 13 項之負擔5。此等附款之

形成，部分為公平會裁量權行使之結果，部分則是源自於申報人之承諾，嗣經公平

會轉換為附款形式，附加於不予禁止之結合決定中。至於負擔之內容，從限制參與

結合事業與其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間之股份持有狀態、董監事等特定人事職

                                                      
1  立法院法律系統網站：http://lis.ly.gov.tw/lgcgi/lglaw?@136:1804289383:f:NO%3DE01945*% 

20OR%20NO%3DB01945$$10$$$NO-PD，最後瀏覽日期：2010/12/27。 
2 Vgl. Wolff/Bachof/Stober, Verwaltungsrecht, Band 2, 6. Aufl., § 47 Rn. 1. 
3 公平會歷年來事業結合附加負擔許可案件，截至 2010 年底為止，共計有 19 件。其中，除

88、89、94、95 及 98 年度各有 1 件外，92 及 97 年度各有 4 件，96 及 99 年度則各有 3 件。 
4 參照公平交易委員會 99 年 10 月 29 日公結字第 099004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本案之基本申報

事項略以：申報人大富媒體股份有限公司擬購買荷蘭商PX CAPITAL PARTNERS B. V. 所持有

80% 股份之盛庭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權，從而得以控制盛庭公司及其從屬公司凱擘股份有限公

司，以及該公司所屬 12 家有線電視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有鑑於參與結合之 12 家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於其所屬之有線電視經營區內市場占有率均超過 50%，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須向公平會申報結合之門檻規定，故申報人大富媒體公司於結合前，遂依法提出本案申

報。 
5 詳參見本文附錄 1：公平會及通傳會對於大富媒體案附加附款內容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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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交叉擔任、特定業務共同經營或委託經營，以及聯合行為，到禁止參與結合事業

對其他競爭同業為拒絕節目播放授權之差別待遇行為，乃至於課予參與結合事業推

動有線電視數位化及系統網路雙向化、促進數位匯流，以及積極培植文化創意產業

等義務，皆有之；涉及之內容與範疇，多樣且廣泛。抑有進者，本件結合案因涉及

到有線電視產業，除應根據公平交易法向公平會申報外，因事業結合後將導致原有

財務結構之改變，故亦應同時受到產業管制規範之拘束。換言之，根據有線廣播電

視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結合之事業尚須向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申請營

運計畫變更許可。在此架構下，通傳會作為產業管制機關，對於事業結合案實際上

具有間接准否之權限。通傳會雖於 99 年 11 月 17 日第 386 次委員會決議通過本

案，然亦採取與公平會上述決定之相同模式，將大富媒體所提出之 15 項承諾，轉

換為行政程序法第 93 條意義下之附款6。其內容雖有部分與公平會所附加之結合負

擔相一致，例如有線電視數位化發展之推動、培植本土文創產業、提升數位內容服

務等。然除此之外，尚有產業管制上之特別要求，諸如大富媒體在執照年限內不得

轉賣、降低部分所屬有線電視公司之收視費用、特定期限內不得投資或控制類比衛

星廣播電視頻道，以及未經通傳會同意不得新設新聞台、財經台及購物頻道等負

擔。 

由上述大富媒體結合案中吾人略可初步形成一圖像，亦即公平會透過附加附款

之裁量權行使，固可對於事業結合申報案，在考量個案差異性及特殊性之情形下，

進行微觀之細膩且精準調控，有助於管制目的之實現。然而，對於申報人而言，附

加附款之結果卻往往是對其企業及營業自由構成限制。尤其在本案中，申報人大富

媒體因管制架構之原因，更須承受來自於競爭法及媒體法之雙重附款。兩者總計之

附款數及涉及之義務內涵，對申報人之權益影響甚鉅。在附款之此等「雙刃」特性7

下，行政機關在行政實務上是否得以採用，以及應如何運用此機制，始符保障人民

基本權之法治國原則要求，又不失實現行政目的上之彈性，實有詳究之必要8。而欲

                                                      
6 關於附款之具體內容，詳參見本文附錄 1：公平會及通傳會對於大富媒體案附加附款內容對

照表。 
7 Vgl. H. Maurer,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7 Aufl., 2009, § 12 Rn. 2. 氏明確地指出，附款一

方面雖使得「靈活的行政」（eine elastische Verwaltung）成為可能，但另一方面卻也同時帶來了

監督及管束之風險。 
8 行政處分附款雙刃特性之拉距關係，近來在通傳會確認年代綜合台執照因解除條件成就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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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此問題，並非單純從公平交易法之思考路徑即可獲致答案；毋寧，更具緊密關

聯性者，乃為行政程序法上之相關規範及學理，尤其是第 94 條所揭示之不當聯結

禁止原則。 

職是之故，本文擬以行政處分之附款作為研究客體。首先從行政法釋義學角度

出發，概述現行行政程序法中有關行政處分附款制度之一般規範架構及內涵。繼

之，以公平交易法上之結合管制為主要研究領域，探討截至目前為止，學界專文著

墨尚屬有限的「附款」制度在我國競爭法上之規範及運用現況，並從大法官解釋、

行政法院裁判、訴願決定，以及歐盟與德國競爭法規範、學理及實務運作之比較法

角度加以評析。至於對於結合管制其他問題之公平法上論述，因與本文研究標的及

定性較不具關聯性，故未予深究，合先敘明。此外，為論述之必要，亦不排除間或

提及其他行政專法領域內之附款案例，尤其是在實務上出現頻率頗高之廣電事業換

照附款。最後，在上述附款制度之學理及實務現況基礎上，本文將嘗試從法治國原

則及近年來在行政法學領域頗受矚目之管制革新觀點出發，對於此等行政法學上傳

統之行政處分附款機制進行檢討及反思。探討之重點，尤其聚焦在行政處分附款如

何一方面在強調行政彈性之現今行政法發展趨勢下續存，但另一方面又不至於成為

行政機關規避法律保留原則，限制人民基本權之「濫權利器」。抑有進者，有鑑於

行政行為法在新一波的行政法總論改革聲浪中，亦面臨到以有效達成行政目的為導

向之整合性變遷，故本文擬更進一步嘗試探討傳統之行政處分附款機制，在現代行

政行為法中可能立足之新地位及革新之方向，俾開創出因應 21 世紀行政法學發展

之附款法制新思維。 

                                                        
效一案上，尤其呈現出白熱化之現象。按通傳會於 98 年 11 月 25 日受理年代綜合台頻道換照之申

請時，為有效抑制其於執照期間之嚴重違規情節，然復考量到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產業發展，遂

於 99 年 2 月 3 日第 342 次委員會議決議仍給予換照許可，然附加有兩項解除條件：其一，自換照

日起一年內如有違反衛廣法第 17 條或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之情事；其二，自換照日起 6 個月內，

節目首播率未達 40%。上揭條件其中之一成就時，換照許可即失其效力。年代綜合台於取得換照

許可後，遭通傳會認定於 99 年 3 月及 6 月間復有違反衛廣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之情事，成就上

述第一項解除條件，其執照應予失效。通傳會並於 12 月 22 日予以「撤照」，並將該台於 12 月

31 日凌晨零時起下架，原有頻道由其他電視台置換。年代綜合台對該換照許可之解除條件不服，

業已提起行政訴訟。本案除涉及憲法層面上之言論自由保障議題外，在行政法層面則直接牽涉到

本文之研究議題，亦即通傳會於換照許可中所附加之解除條件是否具有適法性？對此問題，詳見

下文四、(一)、2.處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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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款之概念、沿革及功能 

(一) 附款之概念及其界分 

行政處分之附款（Nebenbestimmungen zu Verwaltungsakten）概念為何，行政程

序法本身並未有立法定義，毋寧係以其存在作為規範之前提。根據學說之一般見

解，附款係指「依附於主行政處分，並對其所蘊含之主要規制內容予以補充或限制

之附加性規定（zusätzliche Bestimmungen）」而言9。準此，附款之作成，雖是以依

附於主行政處分為前提，但卻不是主行政處分概念不可或缺之構成要件要素。附款

之欠缺或是添加，並無涉於主行政處分之成立與否。再者，在實質效果上，附款亦

非主行政處分規制內容之一部分，毋寧僅係對其為補充，或是添加新的限制而已。

換言之，附款本身並不觸及到行政處分之主規制內容本身，但藉由其附加，卻可使

其受到補充或限制。行政程序法第 93 條第 2 項將行政處分之附款細分為期限、條

件、負擔、保留行政處分之廢止權及保留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更五種類型。其中，

有作為主行政處分之生效要件者，如始期及停止條件之附款；有作為主行政處分之

失效要件者，如終期及解除條件之附款；亦有附款本身雖不因其成就而使主行政處

分效力當然喪失，但卻足使行政機關據以進一步採取廢棄主行政處分之措施者，如

負擔、負擔之保留，以及廢止權保留之附款。上述行政程序法第 93 條第 2 項所規

定之附款種類，非屬窮盡規定，而根本性地排除立法者或是主管機關於個別行政專

法中，形塑契合各行政專業領域特殊性之附款類型的可能性10。 

                                                      
9 Vgl. H. Maurer, 前註 7, § 12 Rn. 1；林錫堯，行政法要義，3 版，元照出版，241 (2006)。縱然

如此，學者有主張此種附款種類開放性之見解，在行政實務上根本不具任何實益。蓋行政機關在

實際操作上，若非是遵循行政程序法所例示之附款種類，即是根本上非為附款，而是行政處分內

容之限制。參見Kopp/Ramsauer, VwVfG. Kommentar, 10. Aufl., 2008, § 36 Rn. 13. 
10 相同見解可參見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11 版，自刊，357-358 (2010)。在我國專業之

行政法律中，民國 80 年所制定之公平交易法第 15 條第 1 項，原有授權主管機關為聯合行為許可

時，得附加「條件」、「限制」或「負擔」三種附款類型之規定。惟此條項於 91 年修正時，將

「限制」之附款類型刪除，而僅保留條件及負擔。觀之立法理由：「依行政程序法第 93 條有關附

款之規定，其種類並無『限制』一項，爰配合將第一項規定之『限制』二字刪除之，冀免爭

議。」似將行政程序法第 93 條第 2 項規定誤解為「列舉規定」。此舉理論上減縮了公平會在為聯

合行為許可時所得運用之細微調控手段選擇空間，在立法政策上是否妥適，恐有再為斟酌之餘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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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款與內容限制條款 

綜上，相對於主行政處分而言，附款乃具有「依附性」（Akzessorietät）及「附

加規制性」（zusätzliche Regelung）之概念特徵11。在此範圍內，附款在概念上，即

應與非附加性地規制申請人得以行為範圍之許可處分內容的「內容限制條款」

（Inhaltsbestimmungen）相區分。不同於附款，內容限制條款係屬於行政處分構成

要件要素之一，為行政處分規制力本身之一部分。其適用之範疇，通常在於因人民

申請所核發之許可。透過內容限制條款，限制或變更人民所申請許可之事項，並進

一步更為細膩地確定申請人獲許可所得以作為或營運之時間上或事務上具體內容。

在此意義下，內容限制條款尚可細分為針對人民申請案件所為之「一部許可」

（teilweise Gewährung）、「申請內容限制之許可」，以及「申請內容修正之許

可」等類型12。內容限制條款與許可之間，雖在實質內容上具有「規制事項之同一

性」，而非如附款般僅屬附加性之周邊限制而已13。然在行政實務上，內容限制條

款與附款間之區分，並非恆是涇渭分明、易於辨識。尤其當內容限制條款在外觀上

復以「附款名稱」包裝時，則往往更增添區分之難度。例如公平交易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事業聯合行為之許可「應附期限，其期限不得逾三年」。在外觀上，本條

項所稱之「期限」，與行政程序法第 93 條第 2 項第 1 款意義下之「期限」名稱一

致。然若吾人細究此等許可期限之規定，因係立法者針對聯合行為許可本身應設時

間限制所為之規範，屬於許可處分本身必備之法定規制要素，故性質上應屬內容限

制條款（Zeitbestimmung），而非附款14。 

至於屬於內容限制條款次類型之一的申請內容修正之許可，在學說上又稱之為

「修正負擔」（modifizierende Auflage）。其原本以建築法上之建築許可為典型之

案例，並且在德國早期之學界15及行政法院裁判上，雖然曾被視為是一種附款，但

根據現今學說與實務之一般見解，在概念界分上已修正認定其實與附款性質之負擔

                                                      
11 J. Ziekow,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Kommentar, 2. Aufl., 2010, § 36 Rn. 2. 
12 參見陳敏，行政法總論，6 版，自刊，517-518 (2009)。 
13 參見許宗力，行政處分，翁岳生編，行政法（上），3 版，元照出版，554 (2006)。 
14 在我國現行法秩序中，此等立法例並不罕見，例如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6 條第 2 項、健康食品

管理法第 8 條第 1 項、人工生殖法第 6 條第 3 項等規定。 
15 Vgl. F. Weyreuther, “Über Baubedingungen,” DVBl. 1969, 232 ff.; Ders., Modifizierende Auflagen, 

DVBl., 1984, 365 ff. 



8 公 平 交 易 季 刊 

無涉。蓋修正負擔乃涉及到行政處分主規制內容之本身，而非附加性地額外課予受

益人作為、不作為或容忍之義務。此處之基本結構乃為行政機關針對人民原先所提

出申請之內容原則上為否准；但取而代之者，則是另行給予申請人一個以修正後之

內容為標的之許可。由於修正之內容仍維持在申請許可事件質或量上之一部變更而

已，故非為附加性之負擔，而屬主行政處分之主規制內容16。例如人民申請從美國

進口「帶骨」牛小排一批，但經核准者則為許可進口同數量、同部位之「不帶骨」

牛小排。此等許可內容，涉及變更人民原申請之內容，仍屬於行政處分內容之限制

條款，而非課予新限制之附款。 

2. 附款與法定義務之註記 

再者，有鑑於附款旨在附加性地補充或限制主行政處分之規制內容，故其本身

係屬有規制力之「創設性規定」。換言之，依不同附款種類之附加及成就，主行政

處分之效力將因之而發生或喪失。職是之故，倘行政處分之附加文句本身並不具有

任何影響主行政處分效力之規制效果，則性質上並不屬於附款17。例如公平會在台

灣寬頻通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南桃園、北視及信和有線電視公司結合許可中，附

記「台灣寬頻通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持有北視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信和有

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南桃園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仍應符合有線廣播電

視法第 19 條第 2 項及其相關規定」之內容18。公平會自身雖將此記載定性為附款，

然因其僅單純為產業管制規範遵守之提示而已，不生創設性之效力，故實質上應非

屬附款。 

縱然如此，部分學者認為行政機關以法定義務作為附款之內容，並非絕對無定

性為附款之可能。許宗力大法官即指出：「以不得違反相關法律作為內容的附款規

定，仍非無定性為負擔之可能，只要對使用文字經由解釋可以探知，行政機關附加

該規定，目的非單純在於提醒注意而已，而是蘊含有將不得違法與給予利益連結在

                                                      
16 參見陳敏，前註 12，517。 
17 參見吳庚，前註 10，360。相同見解，另可參見法務部 99 年 12 月 7 日法律決字第

0999048529 號函：「行政程序法關於行政處分之附款中所謂『附負擔』規定，係指附加於授益處

分之特定作為、不作為或忍受的義務而言，如本係受益人之法定義務，僅於行政處分時提示，則

非『附負擔』，……。」 
18 參見公平會 90 年 12 月 12 日(90)公結字第 1046 號許可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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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也就是使不得違法作為決定給與利益的前提或要件的意思，該附加規定就具

有法效果，從而可定性為課予相對人不作為義務的負擔19。」若從附款之創設性法

效果角度以觀，此見解基本上應可支持，蓋行政機關將法定不作為義務與負擔連

結，將使義務之違背同時構成負擔未履行，確實可發生行政處分遭到廢止之創設性

效果。例如在與上述結合事實相似之更早的結合申請案件中，公平會於許可台灣寬

頻通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申請與南桃園有線電視結合一案中，註記：「『如

其以轉投資方式持有南桃園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符合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19

條第 2 項、第 3 項及其相關規定』，則依公平法第 12 條規定，應予許可。」於

此，公平會即將其定性為「附加條件之結合許可」，而主要理由則在於「確保申請

人未來為公司設立登記後，會遵守有線廣播電視法之上開規定」20。此際，公平會

雖同以產業管制規範－亦即有線廣播電視法－上之法定義務作為「停止條件」之內

容，然因公平會明顯蘊含有申請人必須於未來設立公司後，先行符合有線廣播電視

法上開有關外國人股東持股狀況，始允許其結合之意思連結，故該附記本身應可被

評價為附款，應無疑義。至於公平會以產業管制規範作為停止條件之內容，是否已

逾其法定權限而為裁量，又是否與結合管制之許可目的相契合，則屬附款實質合法

性之另一問題。此外，在大富媒體結合案中，公平會亦有以不得違反法定不作為義

務作為負擔內容者。例如「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不得與參與結合事業

以外之其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以契約、協議或其他方式

之合意，共同向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為統購、聯合定價、共同抵制或其他公平交易

法所稱之聯合行為。」以及「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不得與參與結合事

業以外之其他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為共同銷售頻道節目之聯賣或其他公平交易法所

稱之聯合行為。」在此，公平會若有意將不得為公平交易法上所稱聯合行為之不作

為義務與不禁止結合相連結，並且將此等法定不作為義務視為是避免因結合所帶來

限制競爭不利益擴大之手段，而非法定義務遵守之單純提示者，則根據上述之判斷

基準，即仍不失為附款之定性。 

抑有進者，倘行政處分之附加文句本身雖具有規制之效果，然仍不具創設性

                                                      
19 參見許宗力，前註 13，551-552。 
20 參見劉華美，「論結合管制」，月旦法學雜誌，第 69 期，87-88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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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性質上仍不屬於附款。例如主管機關於根據商業登記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核准人民之商業登記時，註記：「所登記之商業業務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營業

許可確定者，本商業登記將予以廢止。」此註記之內容，係屬商業登記法第 6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法定」廢止事由，而非主管機關本於裁量權所行使之創設性附加規

制，故亦非屬條件或廢止權保留之附款21。 

(二) 附款機制之沿革 

根據學說之一般見解，行政處分附款制度係源自於民法法律行為得附條件或期

限之相關設計。至於其在行政法學上與行政處分概念作聯結應用，則幾乎與行政處

分概念之創設有等長之悠久歷史。此觀之建構現代行政處分體系之德國行政法大師

Otto Mayer相關著作，得以獲得證實。氏在其《德國行政法》（Deutsches 

Verwaltungsrecht）一書中，於行政處分章節處雖未一般性地提及附款之制度，然在

嗣後之「警察許可」（Polizeierlaubnis）一章中，則明白指出警察許可除拒絕給予及

准予核發外，尚得以附條件之方式發放之（Erteilung unter Bedingungen），以排除

有損於警察法上社會秩序公共安寧維持之情況發生22。對此，O. Mayer又進一步補

充說明，其所指稱之條件，即是指相當於民法上之期限、負擔及真正條件23等不同

種類之「附款」（Nebenbestimmungen）而言24。準此，附款之概念、用語及種類，

於 20 世紀初現代行政法總論建構之時，即已蘊含於體系之中。縱然如此，行政處

分之附款制度仍未在行政法體系中擺脫民法規範及學說之影響而自成一格，且亦難

謂之完備25。 

嗣於Karl Kormann在嘗試建構行政法學總論之自有體系時，乃在O. Mayer所已

建構款基礎上，更進一步就附款之概念、種類、效力、法容許性，以及違法附款之

                                                      
21 類似見解亦參見Kopp/Ramsauer, 前註 9, § 36 Rn. 19. 
22  Vgl. O. Mayer, Deutsches Verwaltungsrecht, I. Band, unveränderter Nachdruck der 1924 

erschienenen 3. Aufl., 2004, § 22, S. 243.  
23 在此，O. Mayer所指涉者，應是解除條件。至於停止條件是否亦可屬附款類型之一，氏則未

有提及。Vgl. O. Mayer, 前註 22, S. 250. 
24 Vgl. O. Mayer, 前註 22, S. 248. 
25 參見黃錦堂，論行政處分之附款，台大法研所碩士論文，72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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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等議題，予以體系性地闡釋26。相對於O. Mayer而言，氏除增加民法上所無之

「廢止權保留」附款類型外，更對於各附款類型間進行細膩比較及界分。尤其在附

款之法容許性及其違法對於法律行為之影響兩項議題上，K. Kormann更是明白地分

別從私法及公法角度切入，分析民法上之各種附款類型及其法原則得以引借至公法

領域之範圍及界限 27。K. Kormann之最大貢獻，乃是將從民法引借而來的附款制

度，在德國之行政法總論體系中開展出一從公法自身觀點出發之獨立體系，擺脫一

味援引民法學說之繼受狀況。 

自此以降，附款制度透過德國行政法學者及法院裁判實務而獲得持續之發展。例

如Walter Jellinek在其所著之《行政法》一書中，已明確地將附款制度視為是行政法總

論體系不可或缺內容之一，成為可普遍依附在各專業領域行政處分（例如建築許可）

之行政法上一般制度28。而且在論述上，亦幾乎完全擺脫民法附款理論之身影，取而

代之者，乃全然從行政法學角度闡明各種附款之概念內涵及其彼此間之界分。迄至第

二次世界大戰後，行政處分附款制度在行政法總論中之體系地位更臻穩固。以Ernst 

Forsthoff教授所著之《行政法教科書》（Lehrbuch des Verwaltungsrechts）為例，在第

一冊總論中，吾人更可看到氏將「行政處分附款」（Nebenbestimmungen der 

Verwaltungsakte）作為標題，獨列專節予以體系化介紹29。此等發展延續至現代之行

政法學體系，未曾再受質疑。 

至於在我國，關於行政法總論體系及學理，早期非繼受德日行政法制及學說，

即是借用民法上之相關概念及制度。此在行政處分之附款制度上，亦不例外。從

而，行政處分之附款，向來即為我國行政法學界及實務所肯認。例如管歐教授指

出：「行政處分附有條件、期限或負擔者，則須俟其條件完成，期限到來，或負擔

履行，方可發生效果。」此等理解，雖與現今通說對於行政處分附款概念之認知有

所出入，然附款制度受到肯定，則毫無疑義30。又如林紀東教授亦承認裁量處分，

                                                      
26 Vgl. K. Kormann, System der rechtsgeschäftlichen Staatsakte. Verwaltungs- und prozeßrechtliche 

Untersuchungen zum allgemeinen Teil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Neudruck der Ausgabe Berlin 1910, 1962, 
S. 135 ff. 

27 Vgl. K. Kormann, 前註 26, S. 149, 161 f. 
28 Vgl. W. Jellinek, Verwaltungsrecht, 3. Aufl., 1948, § 11, S. 261. 
29 Vgl. E. Forsthoff, Lehrbuch des Verwaltungsrechts, Band I, Allgemeiner Teil, 10. Aufl., 1973, § 11, 

S. 214. 
30 參見管歐，中國行政法總論，26 版，自刊，458-459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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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在法令有明定情形下之羈束處分，得附加附款，其「係行政處分自身，包含限

制其效果之意思表示之意」。在類型上，氏則將附款區分為條件、期限、負擔、撤

銷權之保留及法律效果之一部除外 5 種31。值得說明者，氏除使用撤銷權保留之用

語，而與現今之廢止權保留有所出入外，亦與早期若干學者之看法一致，將法律效

果一部之除外劃歸於「附款」之範疇。此與現今通說認為其應屬於行政處分本體一

部分之「內容限制條款」，顯有見解上之差異。對於附款制度嗣後在德國行政法學

界及實務之發展，我國學者跟進之速度亦不遲緩。例如翁岳生教授在行政院經建會

委託台大法研所研究之行政程序法草案研究報告中，針對附款種類之議題，即參酌

德國行政程序法相關規定及學說之見解，歸整出期限、條件、廢止權之保留、負擔

及負擔之保留 5 種重要之基本類型，並明白且正確地將「法律效果之一部除外」及

「修正之負擔」定性為行政處分之內容規定，而排除於附款概念之外32。 

綜上所述，行政處分附款制度早在現代行政法總論體系架構之初，即從民法引

借導入，在行政法學上沿革悠久。其嗣後雖終於在行政法總論之體系要素中獲得一

獨立之地位，然因學說及法院裁判實務之發展，在附款概念之理解及其種類區分之

議題上，不可避免地仍舊呈現出見解分歧及修正之時代軌跡。此等爭辯後因行政程

序法之制定，附款之種類及其附加之法容許性獲得成文法化後，終暫告停歇。然隨

著人民訴訟權保障之發展趨勢，學說及實務所關懷之附款議題則轉向人民不服附款

添加欲為權利救濟時，訴訟類型應為如何選擇之行政訴訟法上問題33。此在德國之

行政法學界及法院裁判實務上，爭辯尤甚34。惟有鑑於在我國目前之行政訴訟實務

上，人民得以「附款本身」單獨作為程序標的而提起撤銷訴訟，已普受肯定，故本

文以下對於附款在訴訟法上之現況及發展將不予探究，毋寧僅聚焦於實體法層面，

合先敘明。  

                                                      
31 參見林紀東，行政法新論，31 版，239-241 (1991)。 
32 參見翁岳生，論行政處分，行政程序法之研究【行政程序法草案】，行政院經建會委託台大

法研所研究案研究報告，276-277 (1990)。 
33 參見盛子龍，「行政處分附款之行政爭訟」，中原財經法學，第 6 期，1 以下 (2001)。 
34 Dazu näher J. Pietzcker, Rechtsschutz gegen Nebenbestimmungen - unlösbar?, NVwZ 1995, 15 ff.; 

H.-D. Sproll, Rechtsschutz gegen Nebenbestimmungen eines Verwaltungsakts, NJW 2002, 3221 ff.; Chr. 
Labrenz, Die neuere Rechtsprechung des BVerwG zum Rechtsschutz gegen Nebenbestimmungen - falsch 
begründet, aber richtig, NVwZ 2007, 161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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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款之功能 

關於行政處分附款之功能，學說雖有思考面向不同及細膩程度有別之描述35，

但大體上率皆抱持正面及肯定之態度，認為係屬有助於行政目的有效實現之一種行

政手段36。若吾人從行政目的實現之調控密度角度出發，行政處分之附款因可附加

性地補充、限制或微調行政處分之主要規制內容，故行政法學者普遍將其視為是行

政機關達成行政目的之「細膩調控」（Feinsteuerung）手段，俾使具體法律關係之

形塑得以更為細緻地契合個案情境（situationsangemessen）。附款與作為「概略調

控」（Grobsteuerung） 37 行政手段之主行政處分相互搭配後，將可建構出層次分

明、規制綿密之行政調控結構。若再考量到如負擔之保留及廢止權之保留等附款類

型得於行政處分作成後附加之時間因素，則在此範圍內，附款尚可進一步被視為是

一種「事後調控」（Nachsteurung）之行政手段38。 

有鑑於附款具備上述之行政手段特性，故其對於行政任務之執行，首要者應可

發揮有效緩和「依法行政」與「人民權益保障」兩者間在個案上拉距之功能。析言

之，透過附款之附加，行政機關可在「准許」或「否准」人民申請之「全有或全

無」二擇一決定選擇模式外，增闢「附加附款之許可」第三種路徑，俾使行政機關

一方面得以無庸因為存在有阻礙其無法毫無條件地發放許可之法律上或事實上事

由，即必須否准人民之申請；另一方面復能藉此以確保該等法定發放許可要件障礙

得以在未來獲得排除，或是即使未獲排除時，亦不至於使許可之發放導致違法之狀

態 39。是以，附款對於行政處分作成之合法性及合目的性之維繫，具有確保之功

                                                      
35 例如劉宗德教授立基在日本學者森稔樹見解之上，主張附款具有確保行政實務之彈性、調整

行政機關與相對人之利益，以及調整相對人與第三人之利益或公益三項功能。參見氏著，「行政

處分之附款」，2009 年 12 月 29 日通傳會演講書面資料，10-11 (2009)。 
36 有關附款制度之負面影響，可參見H. Maurer, 前註 7, § 12 Rn. 2. 氏認為附款對處分相對人帶

來一定程度之權益限制，且行政機關尚須負擔額外之管制責任，是其缺點。此乃涉及附款制度變

革之動因，下文將有詳細之論述。 
37 Vgl. Wolff/Bachof/Stober, Verwaltungsrecht, Band 2, 6. Aufl., 2000, § 47 Rn. 1. 此應僅是一種之

於更為細膩調控之附款而言的「相對化」描述而已，蓋行政處分作為針對具體事件及特定人所為

之一種行政規制手段，亦即如O. Mayer所言，為「個案法之高權宣示」，其調控精緻度－尤其是

相較於框架性抽象規制之法規範而言－業已無可質疑。 
38  Vgl. Chr. Bumke, Verwaltungsakte, in: Hoffmann-Riem/Schmidt-Aßmann/Voßkuhle (Hrsg.), 

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s, Bd. II, 2008, § 35 Rn. 125. 
39 Vgl. H. Maurer, 前註 7, § 12 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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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若吾人延續此等思考脈絡，則附款尚具有促進行政彈性化之功能。蓋透過附款

之附加，行政機關之行政決定模式，將除傳統之「准」或「駁」的僵硬行政決定模

式外，享有更為多樣之選擇可能性。行政機關於規制具體生活事實時，得以搭配應

用各種類之附款，擴大其形成空間，作實現行政目的之最適決定。尤其在負擔保留

及廢止權保留之附款類型上，更可使行政決定之規制影響力延長保留至未來可能發

生變動之情事上，並予以彈性化地因應與調整40。又有鑑於針對人民之申請，行政

機關得以在單一之行政程序中予以處理並作成許可決定，無須在「否准—再次申

請」之歷程中反覆為程序之循環，故亦有助於行政程序之經濟41。在此關聯性下，

行政之效率及效能也可望對應地獲得提升。 

再從人民之角度以觀，由於行政機關得以以附加附款之方式，核准人民之申

請，不至於因若干非重要之許可發放障礙事由存在而遭全盤否准，故附款尚具有保

障人民權益之功能。抑有進者，行政機關更可透過各種類型附款之附加，對個案所

存在之特殊性及差異性進行微調，作出個案最適之選擇及組合。是以，附款機制更

兼具有增進個案正義（Einzelfallgerechtigkeit）之功能。 

綜上所述，行政處分附款作為細膩調控手段，得以透過補充或限制主行政處分

規制效力之方式，創造「附附款之許可處分」第三行政決定模式。在此意義下，附

款對於行政機關而言，乃具有確保行政決定合法性及合目的性、擴大行政決定形成

空間、行政彈性化、程序經濟、提升行政效率及效能之功能。此外，對於處分相對

人而言，因申請得以獲得核准，故乃具有保障人民權益、實現個案正義之功能。 

三、行政處分附款法制之實踐－以事業結合管制為例 

行政處分之附款既為行政法學上存在已久之傳統機制，對於行政目的之實現及

人民權益之保障，又具有兼籌並顧之調和功能，故在強調行政彈性調控及人權保障

                                                      
40 Vgl. Chr. Bumke, 前註 38, § 35 Rn. 127. 
41 參見陳敏，前註 1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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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現代行政法發展趨勢下42，其在行政實務上大獲青睞，且應用層面日益擴大，實

不令人意外。此觀之上述在前言中所提及之大富媒體結合案，公平會以附加 13 項

負擔方式不予禁止，通傳會更附加 15 項負擔後始予核准股權轉讓，即可佐證。本

文以下即以行政處分附款機制在公平交易法上結合管制之應用為例，探討其在我國

現行行政作業實務上之實踐情形，並嘗試分析其與現行行政程序法上附款相關規範

之契合關係及落差現象。 

(一) 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第 2 項之規範特性 

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 11 條第 4 項申報案件

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

本項內容於民國 80 年公平交易法首次制定公布時，尚未有所規定43。類似之規範，

公平會遲至 88 年 8 月 30 日修正發布公平法施行細則時，始於第 10 條第 1 項規

定：「中央主管機關為本法第 12 條結合之許可時，為確保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

競爭不利益，得定合理期間附加條件或負擔。」據此，公平會於法規命令之層級，

為自己創設了結合許可得以附加特定種類附款之明文授權依據。嗣公平法於 91 年 1

月 15 日修正時，於第 12 條新增第 2 項，即為現行法之規範內容。準此，公平會得

於事業結合案件不予禁止決定處分中，附加條件或負擔之授權依據，即由先前的法

規命令位階，提升至現行的「法律」位階44。究其立法理由，立法者乃考慮到「事

業結合所涉及之經濟情況萬端，為使中央主管機關有一彈性處理之機制，有賦予其

就不禁止之結合附加附款之必要。爰配合本法採取『事前申報異議制』之作法予以

修正，將本法施行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於修正後提升至第 2 項。」 

本項結合許可得附加附款之新增，乃與自 90 年 1 月 1 日開始施行之行政程序

法相互呼應。蓋行政程序法第 93 條針對行政處分附加附款之一般容許性及其種

                                                      
42 參見陳愛娥，「行政行為形式－行政任務－行政調控－德國行政法總論改革的軌跡」，月旦

法學雜誌，第 120 期，16-18 (2005)。 
43 相較於此，民國 80 年版本之公平交易法第 15 條第 1 項針對聯合行為許可，即已有得附加附

款之明文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前條之許可時，得附加條件、限制或負擔。」 
44 為配合公平法之此次修正，金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亦於 91 年 3 月 27 日修正。其中

第 12 條亦規定：「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第 9 條第 2 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為確保整體經

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得附加條件或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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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業已為明文之規定。在規範體系上，行政程序法作為行政機關為行政處分時應

遵守之實體及程序普通規範，對於公平會之事業結合許可決定，原則上理應有直接

適用之餘地。惟立法者嗣於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復針對事業結合許可得附加附款

為特別之明文規定，顯然有意使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成為行政程序法第 93 條及第

94 條附款相關規定之「特別法」。是以，在結合管制申報許可作業上，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應優先於被定性為「普通法」之行政程序法而適用。在此規範架構

下，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乃蘊含有三項特別法上之規範要素，進一步具體形塑行

政程序法第 93 條及第 94 條之一般規定：亦即（一）結合許可得附附款為公平法所

明定，具有特別法上之依據。（二）結合許可之附款種類，僅限於條件或負擔。

（三）結合許可附加附款之目的，明確設定在為確保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

利益，具體化行政程序法第 94 條所規定之附款合法性抽象要件。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之此等三項特別規範要素，不僅對於主管機關公平會有法之拘束力，更是探究公平

法與行政程序法間規範適用關係之重要準據，在釋義學操作上具有關鍵意義。 

(二) 結合決定附款之理論與實務 

有鑑於附款在本質上係對於處分相對人權益構成限制，故根據行政程序法之規

範架構及學說之一致見解，行政處分附款之附加，必須如同其他侵害人民基本權之

公權力行為一般，同時具備兩項基本要件，始符法治國原則之要求45：亦即一方面

必須在形式上具備有法規範之授權基礎（Ermächtigungsgrundlage）。此乃源自於法

律保留原則之要求，行政法學說上通常將其劃歸於附款之「容許性」

（Zulässigkeit）範疇，而所探討者，則是「可否」附加附款之問題。另一方面，在

實質上尚必須符合行政處分之目的，且不得違反比例原則。此屬於基本權侵害之實

質合憲性事由，行政法學說上則將其劃歸於附款之「合法性」（Rechtmäßigkeit）議

題下思考。所探討之問題，乃涉及到附款之內容應為「如何」之形塑？本文以下亦根

植於此等體系，分就事業結合附款之容許性及合法性進行理論與實務觀點之析論。 

                                                      
45 參見蔡茂寅、李建良、林明鏘、周志宏合著，行政程序法實用，3 版（李建良執筆），新學

林出版公司，280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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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款之容許性 

對於附款之容許性，行政程序法第 93 條第 1 項定有原則性之規定：「行政機

關作成行政處分有裁量權時，得為附款。無裁量權者，以法律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

行政處分法定要件之履行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限，始得為之。」據此，立法

者係以「裁量處分」抑或「羈束處分」作為區分基準：若為裁量處分，則本條項之

規定可作為賦予行政機關附加附款之一般性法規範授權依據。反之，在羈束處分之

情形，原則上乃禁止為附款之附加，蓋行政機關此際負有嚴格遵守法律所定作成行

政處分之義務，不容因附款之擅自附加，致使行政機關受法之拘束程度受到鬆動。

但若法律有明文容許，抑或雖無法律明文規定，但以行政處分作成之法定要件作為

附款內容者，則例外得以附加附款。 

就事業結合管制而言，我國公平法由早期的「事前申請許可制」，變革為現行

之「事前申報異議制」。準此，事業擬進行公平法第 11 條第 1 項所定之結合模

式，而向公平會提出申報者，公平會不再對應地負有作成一「許可」或「否准」積

極行政決定之義務。取而代之者，只要公平法第 11 條第 5 項之要件滿足時，亦即

公平會自受理事業提出完整申報資料之日起 30 日內未提出異議者，事業即可「逕

行結合」，以簡化程序，並符事業之時效期盼46。職是之故，現行公平法上所可能

存在之結合決定，類型上合計有三：亦即「禁止結合決定」、「不禁止結合決

定」，以及「附附款之不禁止結合決定」。其中，就禁止或是不禁止結合決定之主

行政處分而言，不論從公平法第 12 條第 1 項之文義，抑或從事業受憲法第 15 條所

保障之營業自由角度以觀，性質上屬於「羈束處分」，應無疑義47。當「結合對整

體經濟之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的法定要件該當時，公平會即不得禁止事業

之結合。 

                                                      
46 參見陳櫻琴，「新修正公平交易法介紹－結合管制之重大變革」，月旦法學雜誌，第 83

期，231-232 (2002)。 
47 相同見解可參見沈麗玉，「事業結合之管制與變革－兼論公平交易法之最新修正」，公平交

易季刊，第 11 卷第 1 期，60，91 (2003)。至於公平法修正前尚採「事前申請許可制」時期下結合

決定性質究係為何，詳參見劉孔中，「論結合管制之理論與實務」，公平交易季刊，第 6 卷第 2
期，20-21 (1998)。氏從事業營業自由保障之角度，認為即使是許可制時期之准否結合決定，性質

上亦應屬於羈束處分。本文雖是以舊公平法之法制狀態為研究標的，但對於事業結合行為在基本

權上之定性，其見解迄今仍甚具學理上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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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結合不禁止決定既然為一羈束處分，故在上述行政程序法第 93 條第 1 項

之規範架構下，僅有在兩種情形下始有可能附加附款：亦即其一為法律有明文規

定，其二為雖無法律明文規定，但為確保行政處分法定要件之履行，而以該要件為

附款內容者48。顯然地，現行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之規定業已表明了立法者選擇第

一種可能性，直接賦予公平會得附加附款之特別法上依據。準此，結合不予禁止決

定之羈束處分得附加附款，其法容許性並無疑義。又根據行政法學說之一般見解，

得以附加附款之羈束處分，以授益處分為限，充其量亦容許及於附第三人不利效果

之授益處分49。結合不予禁止決定之作成，對事業營業自由之促進有所助益，其授

益之性質無庸置疑。是以，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授權得附加附款之規定，亦與行

政處分體系及理論相符合。 

惟尚須說明者，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明文將結合決定所得以附加之附

款，限縮在「條件」及「負擔」兩種類型上。除此以外附款類型之附加，則非法之

所許。就行政實務而言，條件及負擔因在內容上得以將未來不確定之事實或行為納

入考量及規制，或是課以處分相對人一定之作為、不作為或容忍義務，對於行政目

的之達成或確保最具功效，亦屬最經常被運用之附款類型。故公平法雖僅容許此兩

種附款類型之附加而已，但實際上應屬充分。以上述之大富媒體案為例，13 項之附

款率皆以負擔之方式為之。其中值得注意者，在作為義務之部分，公平會多半係以

課以結合事業為特定行為前，例如持有其他公司股份、擔任其他公司董事、監察人

或經理人、出讓股份予台灣大哥大或擔任其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等，須經其同意

之「申請同意」（總計有 6 項），以及定期向公平會送交特定資料「備查」（總計

有 2 項）之型態呈現。在此，作為義務之承受對象皆為公平會。尤其在申請同意之

負擔類型上，外觀上雖是課以結合事業提出申請之作為義務，實則不如稱之為「行

政機關同意權之保留」（behördlicher Genehmigungsvorbehalt）為貼切，蓋「同意權

之行使」始為行政機關之管制重點。此雖與傳統著重於處分相對人單向式特定作為

義務之課予，而原處分機關對該義務之履行無須再有對應作為之負擔概念有別，但

仍不失為屬於負擔之附款類型。此或許是行政機關囿於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對於

                                                      
48 參見林錫堯，前註 9，247。 
49 Vgl. Stelkens/Bonk/Sachs,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7. Aufl., 2008, § 36 Rn. 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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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附加之附款類型已為明文設限，故不得不採取之因應措施。 

2. 附款之合法性 

即使附款之容許性受到肯定後，吾人尚不得逕對附款之附加作適法之評價。毋

寧，在得附加附款之前提下，附款之內容由於對於處分相對人之權益構成一定程度

之限制，故尚須具備一定之正當性，始符人權保障旨趣。首先，根據行政程序法第

94 條規定：「前條之附款不得違背行政處分之目的，並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

合理之關聯。」此等規定旨在防止行政機關濫用裁量權，以附款之手段恣意課以相

對人履行與行政處分之規制內容及目的毫無事務關聯性之義務。準此，本條可視為

是行政應合義務性裁量之一般行政法原則適用在附款領域之具體化特別規定，揭示

附款應具備「合目的性」及「正當合理關聯」之消極及積極實質合法要件 50。此

外，因是否以及如何附加附款屬於行政機關之裁量權，故行政裁量行使上所應遵守

之一般原則，在形塑附款內容時，亦有完全適用之餘地。是以，附款亦應符合平等

原則及比例原則等，自不待言51。以下茲從行政程序法第 94 條之規範架構出發，連

結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第 2 項之特別規定，分別闡明結合決定附款「合目的性」及

「正當合理關聯」兩項合法性要件之內涵： 

(1) 結合管制之目的 

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本於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之營業自由52及競爭自由53，原可

                                                      
50 參見高雄高等行政法院 99 年度訴字第 73 號判決。另外，關於不當聯結禁止原則之一般論

述，可參見李惠宗，行政法院有關不當聯結禁止原則判決之研究－兼評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26
號解釋，21 世紀公法學的新課題－城仲模教授古稀祝壽論文集－II.行政法總論篇，新學林出版，

217 以下 (2008)。 
51 參見許宗力，前揭註 13，556。此外，亦有學者尚提出「履行可能性」之合法要件。亦即附

款必須是在事實上及法律上具有履行之可能性，始屬適用。參見Stelkens/Bonk/Sachs, 前註 49, § 
36 Rn. 150. 

52 營業自由雖非憲法上之「有名基本權」種類，但向來卻為大法官所肯認。參見大法官釋字第

514、538、606 號解釋。關於營業自由之起源及與職業自由之關聯，可參見李建良，「經濟管制

的平等思維－兼論大法官有關職業暨營業自由之憲法解釋」，政大法學評論，第 102 期，77-81 
(2008)。 

53 參見詹鎮榮，「競爭者『無歧視程序形成請求權』之保障－評最高行政法院 95 年度判字第

1239 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38 期，47-48 (2006)；M. Bäcker, Wettbewerbsfreiheit als 
normgeprägtes Grundrecht, 2007, S. 14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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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決定在市場上如何從事營業活動，以及以何等方式維持，甚至是強化自己之市

場競爭地位。從而，企業透過組織合併、資本參與、人事安排或是控制經營權等方

式與其他事業結合，以確保自己產業結構、擴大市場規模、節省交易成本、強化競

爭力以及分擔經營風險等，原即在憲法所保障營業自由之範疇內，屬於自由經濟體

制下經濟基本權之行使。抑有進者，若吾人從國家經濟發展角度以觀，若事業結合

有助於整體經濟持續成長，甚至是強化國家在國際市場上之經濟競爭力者，則事業

結合理更是值得鼓勵及促進之事。縱然如此，在現代憲法架構下，國家為維護公共

利益，尚非不得限制人民之基本權。而公平法上之結合管制，正是對於事業營業自

由限制之措施。是以，從基本權保障角度以觀，結合管制須具有正當之公益目的，

始屬合憲（憲法第 23 條參照）。 

我國公平法上之結合管制目的究係何在，學說見解未盡一致。有認為係在防止

實質減損競爭或是限制競爭54，亦有認為旨在禁止有控制市場地位或是獨占之發生

55，甚至有認為係在於一般性地促進整體經濟利益。若從上述營業自由權限制之憲

法角度思考，此三種目的因皆具有公益性，作為結合管制之目的，在憲法層級上理

應無可疑義。至於在公平法位階上確切之管制目的為何，首先恐仍須從法條文義尋

求思考線索。若有解釋空間者，上述憲法上營業自由保障及限制之精神，應作為思

考準據。按根據公平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

對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者，中央主管機關不得禁止其結合。」若反

面解釋，結合若可能造成「限制競爭之不利益大於整體經濟利益」時，則應予禁

止。就此，「限制競爭」與「整體經濟利益」並列，形式上似乎皆屬結合管制之目

的。然若吾人再從公平法作為競爭法之特性，旨在確保交易市場上公平競爭秩序出

發，則本文認為結合管制之主要目的，似應在於「限制競爭不利益之防止」，以確

保特定市場上公平而良性競爭秩序及結構之續存。至於整體經濟利益，功能上應該

僅是緩和因結合所帶來實質減損競爭之程度而已。換言之，其不應是獨立之結合管

制目的，毋寧僅具有「潤滑劑」之輔助功能而已。此觀之公平法 91 年 2 月 6 日修

正版本之總說明：「公平交易法對於事業結合之管制目的，旨在對於事業因結合所

                                                      
54 參見沈麗玉，前註 47，47。 
55 參見廖義男，「從法律上看反托拉斯的對策」，公平交易法之理論與立法，51 (1995)；賴源

河編，公平交易法新論，3 版，三民書局，19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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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經濟力之集中，事先加以管制，以防範其對市場可能造成之弊害，並維持市場

上有效之競爭結構。」亦可得到確認。至於學說上有主張之禁止有控制市場地位或

獨占之發生，本文認為該禁止之本身亦非最終之目的。其真正所禁止者，毋寧仍是

在於避免因有控制市場地位或獨占情形之發生或強化，致使市場上之原本競爭秩序

失衡，或是有效之競爭結構瓦解56。 

在釐清結合管制之目的後，吾人即可先行確定結合管制附款之「合目的性」內

涵。根據行政程序法第 94 條前半段之規定，附款「不得違背行政處分之目的」。

依照學界之一般見解，此等規定旨非在於要求行政處分之附款一定要正好是行政處

分之目的設定內容，而是只要不與其相違背即為已足57。換言之，只要不因附款之

附加，致使行政處分目的之實現受到阻礙或妨害，即符合合目的性之要求。在此意

義下，合目的性要求實則僅屬一種「消極不違背」之誡命而已，而非必須積極促進

行政處分目的之達成。就此而言，行政程序法第 94 條之合目的規定僅扮演著「消

極性之最外部界限」（passive äußerste Grenze）角色。是以，結合管制不予禁止之

目的旨在一方面確保人民營業自由之實現，另一方面又不至於造成市場競爭限制之

發生。故若因結合附款之附加卻導致限制競爭之不利益情形更為加劇，則該附款即

屬違背行政處分之目的，而不具有合法性。 

(2) 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不利益之確保 

附款附加除應具備上述之消極合目的性要件外，行政程序法第 94 條尚要求應

與主行政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此即學說上所稱之「不當聯結禁止原

則」（Koppelungsverbot），旨在於要求行政機關為行政決定時，只能夠考量到客觀

上合乎事理之因素，而不得將與行政決策或任務目的無關之其他法律上或事實上因

素予以納入酌量58。縱然如此，在具體個案中，行政決定是否具有正當合理關聯，

往往涉及事物本質之判斷，誠非易事。就本文所關懷之事業結合管制而言，若單從

行政程序法第 94 條規範出發，吾人似僅能以「避免產生限制競爭不利益」之結合

管制目的為基準，判斷結合附款內容之正當合理性。然幸運的是，公平法第 12 條

                                                      
56 參見吳秀明，「論關係企業與公平交易法上之結合管制」，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

版，407 (2004)。 
57 Vgl. Stelkens/Bonk/Sachs, 前註 49, § 36 Rn. 79. 
58 參見李惠宗，前註 5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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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之規定文義中業已明白揭示「為確保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不利益，得

定合理期間附加條件或負擔」。據此，立法者乃進一步將不禁止結合決定之附加實

質合法性要件予以具體化，旨在於「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不利益之確保」。

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直接且明確地就附款附加之目的予以規定，在一定程度上可

省卻行政機關、人民，甚至是法院探究附款附加正當性之煩累，並且有效避免因解

釋及認知上之不同所產生之見解歧異，應予肯定。 

在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之規範架構下，公平法對於不禁止結合決定附款之目

的設定，顯然較之於上述行政程序法第 94 條所規定之不當聯結禁止原則基本框架

為狹。蓋相較於行政程序法第 94 條之最外部框架，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授權條件

或負擔之附加，不僅只是泛泛地要求其與結合管制之目的－亦即防止限制競爭之不

利益及維持健全競爭之市場結構－應具合事理性而已，更是進一步地要求其目的必

須是為「確保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不利益」。在此意義下，公平法對於不禁

止結合決定附款之目的設定積極要求，顯然是不當聯結禁止原則在結合管制上之具

體化及特殊化規定。其結果是，不禁止結合決定所附加之條件或負擔，其內容必須

與「整體經濟利益」或是「限制競爭不利益」兩事項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性。具體

言之，公平會於不禁止結合決定中所附加之附款，其內容即應與下列目的之一具有

事理關聯性：(1)降低或緩和結合所導致限制競爭之不利益，以及(2)增進結合所帶來

之整體經濟利益。藉由上述其中之一或是皆備之附款內容，使事業結合後之整體經

濟利益與限制競爭不利益兩者間得以達到比例上之最適調和。 

綜上所述，公平會就不禁止結合決定「是否」以及「如何」附加附款之問題行

使裁量權時，根據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之規定，立法者業已將其正當合理關聯性

明文限縮在「事業結合後整體經濟利益是否大於限制競爭不利益」之唯一實質裁量

基準上，而此此裁量基準較之於結合管制之目的實更進一步為限縮而受到狹小化。

倘結合附款之附加，其目的及具體之內容可被明確地認定為係在降低結合所產生之

限制競爭不利益，或是增加因結合所可以帶來之整體經濟利益者，則此等內容之附

款，原則上即可被評價為與結合不禁止決定之管制目的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從而

為適法之附款。至於在實務上應如此具體化此等合法性要件，將於下文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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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平會之結合決定實務 

吾人觀察公平會歷年來許可或不禁止結合決定，附加附款之應用在案件數及附

款數之兩項指標上，皆有成長之趨勢。就前者而言，透過附款之附加減少了禁止結

合之決定，應屬合乎比例原則之裁量行使，值得肯定59。就後者而言，附款之內容

大致上雖呈現出依循「減少限制競爭不利益」以及「增進整體經濟利益」兩大軸線

形塑之脈絡，但是否據此即可意味合目的性要求之操作方向正確且日益細膩化，恐

仍須進一步探究，始得以下結論。蓋限制競爭不利益及整體經濟利益皆屬不確定之

法律概念，其內涵包羅萬象，既難以一網打盡，又非靜滯不變，毋寧須綜合斟酌市

場及競爭同業之狀況，作動態之評斷。是以，分析公平會歷來結合決定中所附加附

款之內容，應有助於吾人進一步瞭解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所規定「確保整體經濟

利益大於限制競爭不利益」之實踐狀況。以下茲將 2002 年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新

增以降，公平會不禁止結合決定所附加附款之內容予以整理歸納之： 

a. 抑制或減少限制競爭不利益 

在公平會歷年來之不禁止結合決定中，以抑制或減少限制競爭不利益為目的所

附加之負擔，其具體內涵略可歸納如下60： 

－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限制交易相對人為或不得為特定交易之行

為。 

－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不當之價格決定、維持或變更，或有妨礙

他事業公平競爭或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 

－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無正當理由之差別待遇行為。 

－結合事業不得指派代表擔任特定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理等職務。 

－結合事業之董事、監察人席次，不得由特定事業擔任。 

－不得與特定事業進行公平交易法上所稱之聯合行為，或是交換影響市場競爭之重

要敏感性資訊。 

綜上，為抑制或減少因結合而造成之限制競爭不利益，公平會在結合管制實務

                                                      
59 參見劉孔中、莊春發，「結合管制之個案研究－怡星有線電視公司結合案評析」，新世紀經

濟法制之建構與挑戰，廖義男教授六秩誕辰祝壽論文集，1132 (2002)。 
60 參見本文附錄 2：公平會不禁止結合決定附加附款內容一覽表（91 年 2 月 6 日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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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多半在交易對象、標的、價格、手段，以及重要決策人事安排等面向上，課以

申報人或是參與結合之事業為特定作為或不作為之義務。然而，若吾人細究此等附

款之內容，泰半多屬公平交易法本身「既有禁止規範之重申」而已，較少有法規範

所禁止或要求以外之具有創設性規制效力的結構或行為管制。例如禁止事業濫用市

場地位、為差別待遇行為、聯合行為，以及有限制或妨礙公平競爭之行為等，本屬

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14 條及第 19 條之規範內容，即使公平會未以負擔方式再

為重申，結合事業仍有遵循之法律上義務。 

綜上所述，為避免或減少因結合所帶來限制競爭不利益，公平會以往在不禁止

結合決定中所附加之條件或負擔，真正能夠發揮附款制度本身所具有創設性規制力

之功能者，尚屬有限61。甚至若依循本文上述關於附款概念理解之思考脈絡，此等

公平會在不禁止結合決定中所為附記之實務作法，雖有「附款」之形式上用語，但

實質內涵上大多與附款無涉。退萬步言，倘若吾人依循公平會之實務操作脈絡，則

此等因結合管制所附加之條件或負擔，內容與限制競爭之抑制以及維繫市場有效競

爭結構皆具事理合宜性，在正當合理關聯之合法性要件上，本文認為應無可質疑之

處。 

b. 增進整體經濟利益 

關於整體經濟利益，在公平會之結合管制實務上，所考慮者至少包括參與結合

事業之利益以及社會利益。公平會明白以履行特定有益於整體經濟利益之事項作為

負擔者，首見於 2009 年 12 月 3 日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與盛庭、凱擘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控制之 12 家有線電視系統結合之不禁止結合決定中62。該負擔之內容為： 

「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 3 年內，就其所屬有

線電視網路系統，履行下列有益於整體經濟利益之事項： 

(a) 積極完成有線電視數位化及有線電視系統網路之雙向化建設，以增進消費者收視

節目選擇之自由。 

(b) 落實建構電信、有線電視網路與服務之『標準開放網路平台』、『用戶終端匯流

                                                      
61 相同見解者，亦參見簡維克、劉孔中，「通訊傳播事業間結合的利益與不利益分析」，公平

交易季刊，第 17 卷第 4 期，126 (2009)。 
62 參見公平會網站，http://www.ftc.gov.tw/uploadDecision/7f073189-2c62-47d3-a799-7876da6b7155.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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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及『客戶服務匯流平台』等有利於數位匯流之開放式共通平台作為。 

( c) 於寬頻上網服務市場，提供相對於現有主要數據通信接取服務經營者（ISP），

較有利之價格、數量、品質、服務或其他交易條件參與競爭。」 

除上揭之實質作為義務外，公平會尚課予申報人應將各項規劃及辦理情形送交

備查之程序上作為義務。本附負擔之不禁止結合決定雖後經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

司 2010 年 7 月 26 日函請而遭廢止，但卻無損於以負擔方式增進整體經濟利益之指

標性意義。 

在嗣後之大富媒體結合案中，公平會為增進事業結合所帶來之整體經濟利益，

再次以附加負擔之相同方式，要求參與結合事業及控制與從屬公司為下列之事項：

□積極完成有線電視數位化及有線電視系統網路之雙向化建設，以增進消費者收視

節目選擇之自由。□積極完成行政院 99 年 7 月 8 日通過之「數位匯流發展方案」

有關數位有線電視普及率之目標，以促進數位匯流發展。□積極向衛星廣播電視節

目供應者取得於網路電視（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 IPTV）播送之相關智慧財產

權授權，並以公平合理之方式向網路電視業者進行授權，以促使各視訊平台之公平

競爭。□積極培植我國高畫質數位內容及頻道，以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 

由於截至目前為止，在公平會結合管制實務上附加有「增進整體經濟利益」負

擔附款之僅有兩件案例，正好皆涉及到有線電視產業，故負擔之內容大多環繞在有

線電視數位化、系統網路雙向化，以及各傳輸平台數位匯流促進議題上。就此而

言，本文認為附款之內容尚能緊釦有線電視產業政策，與結合事業之產業活動具緊

密關聯性，在正當合理關聯之判斷上，應不具有違法疑義。至於將產業政策以外之

其他社會利益納入附款之內容，截至目前為止則尚未見於公平會之結合不禁止決定

案例中。 

(三) 德國及歐盟競爭法上結合決定附加附款之觀察 

事業無論為水平、垂直或是多角化類型之結合，不可避免地將會在一定程度上

影響市場現有之競爭結構，甚至有可能因市場力量的集中化，帶來限制競爭之不利

益、競爭之不公平，或是損及消費者權益之結果。是以，即便是世界先進國家，對

於事業結合亦普遍採取管制立場。又有鑑於事業結合後對於市場競爭結構究係會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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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多大之衝擊及改變，往往於主管機關審查時難以全盤掌握及精確評估，而是需配

合經濟情勢之變化，為一相當期間之觀察。準此，各國競爭法規範或是實務亦多有

賦予管制機關類似於附款等較具彈性之相關手段，以搭配許可決定，俾確保結合管

制目的之實現。有鑑於德國競爭法上之結合管制彈性手段正是採行附款模式，而且

我國行政法學理及釋義學復多半繼受自德國，故本文以下即以德國競爭法為比較客

體，介紹彼邦結合決定附款之理論及實務發展狀況。又德國作為歐盟成員之一，歐

盟競爭法之相關規定對德國法制影響深遠，不容忽視，故本文亦一併為必要性之論

述63。 

1. 立法沿革及規範架構 

在德國，事業結合得以附加附款方式核准，法規範依據首見於 1973 年第 2 次

修正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24 條第 3 項第 3 句（現為第 42 條第 2 項）：「許可得與

限制及負擔連結之。」惟該處所稱之許可，專指由聯邦經濟部長針對聯邦卡特爾署

曾經否准之結合申請所發核之「部長許可」（Ministererlaubnis）而言。至於聯邦卡

特爾署所為之結合許可得否附加附款，當時之限制競爭防止法並未明定。在實務

上，聯邦卡特爾署一方面為了就「全有或全無」之二擇一結合決定模式尋求彈性解

套，另一方面又恐給予許可後，因瞬息萬變的經濟情勢，使得難以預料之影響市場

結構風險發生，故不得不出現極具爭議性，但仍被聯邦卡特爾署所容忍之「承諾」

（Zusagen）實務作法64。透過申報人之修改結合計畫承諾，以確保結合後之市場仍

可持續維持競爭之開放狀態。嗣迄至 1998 年第 6 次修正限制競爭防止法，並於

1999 年 1 月 1 日施行，終於第 40 條第 3 項明文規定：「不予禁止得與條件及負擔

連結之65。」自此以降，德國卡特爾署對於結合申報案，即取得得以附加條件及負

擔之方式為不禁止決定（Freigebeentscheidung mit Bedingungen und Auflagen）之法

律明文授權依據。促使德國於第 6 次修正限制競爭防止法時新增容許附加附款授權

                                                      
63 至於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所採行「附條件之結合許

可」機制的介紹，可參見劉孔中，前註 47，22。 
64 Vgl. Mestmäcker/Veelken, in: Immenga/Mestmäcker, GWB. Kommentar zum Kartellgesetz, 4. Aufl., 

§ 40 Rn. 43. 
65 § 40 Abs. 3 S. 1 GWB: „Die Freigabe kann mit Bedingungen und Auflagen verbunden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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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背景及動因，修法理由乃明白指出：「在往昔，針對僅會產生部分競爭限制結果

之結合申報案，聯邦卡特爾署僅能嘗試透過簽訂承諾協議之方式，將競爭上之疑慮

列入考慮。然有鑑於此等承諾契約是否可獲貫徹，法院尚未表態，故聯邦卡特爾署

目前尚缺乏得以將比例原則列入結合考量之彈性手段。第一句之規範即是在符合一

般原則下，填補此等漏洞」。根據 1990 年 9 月 21 日生效之歐盟事業結合規則

（4064/89 號規則）66第 8 條第 2 項第 1 句規定，歐盟執委會作成不禁止事業結合決

定時，「為確保參與結合事業向執委會所允諾關於結合計畫修正義務之履行，得以

條件及負擔連結之」67。基此，德國立法者遂借鏡於歐盟競爭法上有關結合管制之

相關機制，並於第 6 次修正限制競爭防止法時予以導入。 

根據德國學說及實務之一致性見解，結合決定附加條件或負擔，旨在排除限制競

爭防止法第 36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禁止結合要件」（Untersagungsvoraussetzungen）。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36 條乃涉及結合審查基準之規範，其第 1 項規定：「事業

結合足以形成或強化控制地位者，聯邦卡特爾署應禁止之。但參與結合事業能證明

結合亦能改善競爭條件，且此等改善之利益大於市場控制之不利益者，不在此限

68。」準此，德國聯邦卡特爾署所為結合決定附加附款之目的，應在於「排除控制

地位之形成或強化」，或是「確保競爭條件改善利益大於市場控制之不利益」；而

其實質內容，則必須是與「保障競爭之市場結構」（Sicherung wettbewerblicher 

Marktstrukturen）具關聯性者，始為適法69。 

                                                      
66 Die Verordnung (EWG) Nr. 4064/89 des Rates vom 21. Dezember 1989 über die Kontrolle von 

Unternehmenszusammenschlüssen, ABl. L 257 vom 21.9.1990, S. 13.
67 Art. 8 Abs. 2 S. 1 FKVO: Sie kann diese Entscheidung mit Bedingungen und Auflagen verbinden, 

um sicherzustellen, dass die beteiligten Unternehmen den Verpflichtungen nachkommen, die sie 
gegenüber der Kommission hinsichtlich der Änderung des ursprünglichen Zusammenschlussvorhabens 
eingegangen sind. 

68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36 條第 1 項所採行之「控制地位基準」，與上述 1990 年歐盟事業結

合規則（4064/89 號規則）第 2 條第 3 項所規定之結合禁止判準一致。然由於此基準屢遭批評，

故歐盟理事會於 2004 年 1 月通過 139/2004 號規則，亦即新的歐盟事業結合規則，將結合禁止之

判準朝向「相當程度妨礙有效競爭」（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 SLC）之標準修正。

縱此，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上之結合禁止判準，仍尚未對應修正。關於新舊歐盟事業結合規則之

討論，參見許耀明，2004 年歐盟競爭法上關於事業結合規範之修正沿革評析，歐盟法、WTO法與

科技法，元照出版，185 以下 (2009)。 
69 Vgl. W. Veelken, Die Abgrenzung zwischen Strukturauflagen und laufender Verhaltenskontrolle in 

den Freigabe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kartellamts und bei der Ministererlaubnis, WRP 2003, 700. 氏更

從比例原則之角度出發，認為結合決定之附款唯有契合法定之結合管制目的，始具有「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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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部長許可所附加之附款部分，由於現行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42 條第 1 項規

定，部長許可之標準在於「市場經濟秩序不受危害」之前提要件具備下，結合是否

使「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或是結合是否「有助於重大公共利益

之實現」。是以，聯邦經濟暨科技部長為結合許可時所附加之附款，目的亦必須是

在於「確保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或是「增進重大公共利益之實

現」。在此意義下，德國結合管制下之部長許可附款目的，與我國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第 2 項之規定，具有部分之一致性70。 

最後，尚應說明者，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40 條第 3 項第 2 句尚進一步規

定：「條件及負擔之附加，不得以使結合事業受到持續性之行為管制為導向。」此

句之規範意涵究係為何，立法理由本身既未明確交代，立法過程中亦無特別之討

論。是以，學界對此應為如何之解釋，見解頗為分歧。部分學者認為，本句旨在於

禁止結合決定所附加之條件或負擔內容涉及到結合事業在市場上之營業行為層面，

而課以其單純與現在或未來市場行為有關（verhaltensbezogen）之作為或不作為義

務。蓋審查是否因結合而形成或強化結合事業之控制地位，本身即屬一種涉及市場

結構之判斷標準，而與結合事業之市場行為不具直接關聯性。故本於附款與結合決

定間必須具有正當合理聯結之要求，應排除與結構無關之「行為附款」71。反之，

亦有學者採取較為寬鬆之解釋，主張附款之內容不應限於非「直接」涉及市場結構

不可；毋寧只要最終與其相關聯即可，蓋法條文義僅揭示附款之「導向」（darauf 

gerichtet sind），而非內容（Inhalt）。而且，任何結構取向之附款，事實上亦必須

轉換成結合事業之特定行為，始得履行。從而，即使是以市場行為為導向之附款，

若其最終可間接達到影響市場結構之結果者，應亦容許之72。至於在聯邦卡特爾署

之結合決定實務上，則不乏存有附加行為附款之例。而獨占評議委員會

（Monopolkommission）及部分法院之見解，則將重點置於「期間」之問題上，而

非內容。換言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40 條第 3 項第 2 句旨應在於禁止管制機關透

                                                        
性」。從而，比例原則不僅對於傳統之「國家—人民關係」有其適用；在結合管制上，其更具有

確保結合目的之制度性功能（institutionelle Funktion）。 
70 參見劉華美，前註 20，95。 
71 Vgl. Mestmäcker/Veelken, 前註 64, § 40 Rn. 46 ff.; W. Veelken, 前註 64, S. 721. 
72 Vgl. E. Staebe, “Unzulässige Verhaltensauflagen,” zu fusionskontrollrechtlichen Freigabeentscheidungen, 

WRP 200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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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條件或負擔，導致結合事業必須無限期地臣服於所承諾之作為或不作為義務之

下，而背負著「永遠之結合附加義務」；結合事業因條件或負擔之附加所負擔之一

定作為或不作為義務，應有合理之期限73。此說甚具說服力，亦能契合行為與結構

事實上難以割裂之實況，值得支持。 

2. 實踐情形 

(1) 德國聯邦卡特爾署之結合附款 

自從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40 條第 3 項於 1999 年 1 月 1 日修正施行後，德國聯邦

卡特爾署在結合管制之實務作業上，乃將往昔與結合事業簽訂承諾書之方式，轉而

改以條件或負擔之附款方式呈現之。其中，又以負擔為最經常使用之形式。是以，

結合決定所附加之負擔，多半具有確保參與結合事業所作承諾得以實現之功能。在

實務上，不禁止結合決定之附款內容，一般而言略可歸納為「出讓承諾」

（Veräußerungszusagen）、「影響設限承諾」（Zusagen zur Einflußbegrenzung），

以及「開放承諾」（Öffnungszusagen）三種類型74：所謂出讓承諾，係指結合事業

承諾在一定條件下出讓部分資本、財產，或是所屬事業之作為義務。例如放棄結合

事業與其他寡占集團共同參與之共同事業的參與權，或是當無法出讓時，將事業之

一部分歇息（Stillegung）。由於此等承諾可以直接達到結合事業結構改變之目標，

故向來為德國結合管制實務上最為典型，也是最為重要之負擔內容。至於影響設限

承諾，係指參與結合之事業承諾改變其與其他事業間在公司法上關係而言。例如將

其因參與另一事業而取得之投票權，移轉與受指令所拘束之信託人。此等影響設限

承諾之內涵，有可能涉及到對於結合事業投資或經營其他事業之行為管制，而在性

質上屬於「行為負擔」（Verhaltensauflagen）。最後，開放承諾則指因結合而形成

之事業集團承諾開放其他事業進入而言。例如使其他事業得以獲知特定之專業知識

（Know How），或是進入相關或下游市場之可能性等。除此之外，在聯邦卡特爾

署歷來之結合決定實務上，尚有難以歸入上述三類之其他附款內容。例如在CP 

Ships/Transportatión Maritima Mexicana之定線貨運公司結合案中，聯邦卡特爾署即

                                                      
73 Vgl. E. Staebe, 同前註, S. 68 f. 
74 Vgl. Mestmäcker/Veelken, 前註 64, § 40 Rn.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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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有停止條件，要求其中一家結合事業必須先退出定線貨運協會之會員資格，並

且解除所有與此有關之協定，始得以進行結合75。 

(2) 德國部長許可附款 

根據上述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因事業結合所帶來之個別

經濟利益尚不足以使聯邦經濟部長針對聯邦卡特爾署曾經否准之結合申請發核許

可，毋寧尚須就事業結合所產生之限制競爭不利益與因結合而可能帶來之整體經濟

利益作衡量。唯有公益勝出時，始得例外地許可事業結合案。在行政實務上，聯邦

經濟部極為謹慎地避免有「許可事由一般化」之情形發生76。換言之，是否有整體

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不利益，應依「個案」決之，而避免使人有特定類型之結合

案，或是有特定內涵之整體經濟利益存在時，即可受頒許可之的誤解。正因如此，

聯邦經濟部在個案中即可透過條件或負擔之附款附加方式，以助事業結合不僅只是

個別經濟上之受益而已，更能與公共利益相契合。在此基礎上，以下茲擇若干曾被

聯邦經濟部列入考量之整體經濟利益或是重大公共利益說明之77： 

a. 就業機會之維持或促進 

在多數之情形，事業結合不僅會造成競爭限制，更往往因效率之提升或是成本

考量，造成就業機會之減少，甚至會導致裁員資遣之現象發生。從而，聯邦經濟部

即可透過附款方式，促使結合事業有效解決特定地區人民因結構孱弱所產生之長期

性失業問題。 

b. 國際經濟競爭力 

根據聯邦經濟部之見解，國際經濟競爭力之取得或強化本身，並非限制競爭防

止法第 42 條第 1 項範圍內之公益事由。然而，倘若事業結合屬於進入國際市場之

不可或缺要件時，則該結合案即可被認定為具有整體經濟利益或是重大公共利益。

此在國內所欠缺之原物料的國際市場上，例如原油、天然氣、稀有礦物等，尤然。 

                                                      
75 BKartA, Beschluss v. 13. 1. 1999, B9-184/98, WuW/E DE-V 122 – WITASS. 
76 Vgl. Mestmäcker/Veelken, 前註 64, § 42 Rn. 37. 
77 Vgl. Mestmäcker/Veelken, 前註 64, § 42 Rn. 43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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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環境保護 

根據德國基本法第 20a 條，生存環境之保護業已成為一憲法上之國家目標規

定。對應到限制競爭防止法中，環境保護作為一結合管制之公益事由，並無疑義。

若所結合之事業涉及環保及能源產業，聯邦經濟部即可透過附款方式，以確保事業

有助於環境保護之提升。 

d. 出版多元性 

另一在德國部長許可層級結合管制實務上頗具爭議性之公益事由，則為「出版

多元性」（publizistische Vielfalt）之確保。主要之爭點在於：當聯邦經濟部以出版

多元性作為是否發放部長許可時，是否與國家對於言論出版之「中立義務」

（Neutralitätspflicht）有違？對此，聯邦經濟部認為維持有效之多元市場結構並不觸

及到言論內容中立問題，故在實務上仍存有案例，其係透過負擔附款附加之方式確

保出版多元性，並進而核發報業結合申請人部長許可78。 

(3) 歐盟執委會之結合附款 

至於在歐盟層級，歐盟執委會透過上述歐盟事業結合規則第 8 條第 2 項之授

權，於不禁止結合決定中所附加之負擔內容，除涉及事業結構改變之出讓義務外，

尚 擴及至開 放市場義 務（ Verpflichtung zur Marktöffnung ）以及拆 散義務

（Entflechtungsverpflichtung），以使其他事業尚有進入該市場之可能性、降低市場

進入障礙，並且防止參與結合之事業在人事、財務或契約上與潛在競爭者進行連結

之可能性。事實上，此兩種附款內涵在德國聯邦卡特爾署之結合管制實務上亦不陌

生79。 

(四) 事業結合附款法制及實務之比較分析 

綜上對於我國及德國與歐盟事業結合決定附款之介紹，吾人發現因結合管制之

                                                      
78  Vgl. Monopolkommission Sondergutachten 38: Zusammenschlussvorhaben der Georg von 

Holtzbrinck GmbH & Co. KG mit der Berliner Verlag GmbH & Co. KG. Ergänzendes Sondergutachten, 
2003, Tz. 89. 

79 Vgl. T. Uhlig, Auflagen und Bedingungen in der deutschen Fusionskontrolle, WuW 2000, 57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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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及行政傳統之不同，附款內容之形塑亦大異其趣。縱然如此，在制度面上，德

國及歐盟競爭法上之結合管制，仍有若干值得吾人與我國進行比較分析之處80。以

下茲提出部分觀察點予以討論及評述： 

首先，就結合管制之目的而言，無論德國或我國，率皆肯定旨在防止市場之集

中化，並且持續維繫一健全競爭之市場結構。換言之，結合管制之目的乃涉及競爭

秩序之市場結構層面，而與結合方式以及結合事業之營業行為較不具關聯性。然

而，對於此等結合管制目的之具體化，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乃著重在排除市場控制

地位之形成或強化，而我國公平交易法則是著重於避免限制競爭之不利益過大。由

此等結合管制之著重面向，回應到事業結合決定附款之目的設定上，在德國聯邦卡

特爾署於不禁止結合決定中附加附款部分，其內容僅得與「排除市場控制地位之形

成或強化」相關，必要時尚可涉及「競爭條件改善利益之增進」，以排除禁止結合

之障礙。而在部長許可部分，附款之內容則必須與「確保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

爭之不利益」或是「增進重大公共利益之實現」相關聯。至於我國，不禁止結合決

定之附款內容，則必須是涉及到「整體經濟利益之增進」或是「限制競爭不利益之

減緩」。是以，我國事業結合附款之目的設定與德國部長許可之附款較具有規範上

之一致性。 

其次，在同樣以「確保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不利益」作為結合附款附加

目的之前提下，我國公平會向來之實務，附款內容多半集中於降低限制競爭不利益

之層面上，例如不得利用市場地位限制交易相對人、為不當之價格決定、濫用市場

地位、為無正當理由之差別待遇行為、董監事席次之消極資格等。此等附款內容，

多半已有實定法令之規定。嚴格意義而言，應非屬於附款之性質。至於在增進整體

經濟利益方面，截至目前為止實務經驗並不豐富，僅在有線電視產業結合上有所運

用。附款內容則是集中在要求結合事業為有線電視系統及節目數位化、促進數位匯

流，以及鼓勵文創產業等。在德國，歷年來由聯邦經濟部應用於「部長許可」之結

合附款上的整體經濟利益或是重大公共利益，涉及層面極為廣泛，諸如就業機會之

維持或促進、國際經濟競爭力之提升、環境保護，以及出版多元性等，皆為適例。

                                                      
80 關於我國及德國結合管制之一般性比較，可參見吳秀明，「論結合管制－德國與我國之比

較」，公平交易法施行九週年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元照出版，75 以下(2001)。 

http://www.angle.com.tw/book01.asp?b_code=1D68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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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德國聯邦經濟部對於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42 條第 1 項結合附款之實務運作經

驗，頗值我國借鏡，可作為公平會未來附加結合附款時，判斷「整體經濟利益」範

疇及其是否具有正當合理關聯之參考。 

再者，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40 條第 3 項第 2 句更進一步規定條件及負擔之

附加，不得以使結合事業受到「持續性之行為管制」為導向。基於此等文義，學說

有主張附款之附加應僅限於市場結構事項，即所謂的「結構負擔」，而不得以參與

結合事業之個別市場營業行為為標的。然而，此等見解是否過於狹隘，而減損附款

排除結合障礙之功能，學界非無爭議。至於在我國，由於公平法上未有類似德國競

爭法之規定，多數學者並未論及是否可以參與結合事業之市場營業行為作為附款之

規制內涵81。在管制實務上，結合附款亦不以與市場結構相關聯為限，毋寧廣泛及

於市場營業行為，甚至為附款內涵之大宗。此在針對水平結合類型進行附款管制

時，尤然。 

最後，在德國 1999 年以降之結合管制實務上，將參與結合事業所為之排除結

合障礙承諾轉換為附款形式呈現者，所在多有，而且多數學說及法院裁判實務並不

質疑。藉此方式，德國聯邦卡特爾署得以在一定程度上減緩其因難以掌握未來經濟

情勢之變化所可能產生之管制風險。相同情形，近年來亦開始見諸於我國公平會之

不禁止結合決定中。惟其是否仍屬附款之性質，抑或實則為其他行政行為形式之誤

稱，涉及行政程序法第 93 條及第 94 條是否適用之問題，在我國行政法學說及實務

上，應具有進一步探究之價值。對此，下文將詳述之82。 

四、行政處分附款法制之現況檢討及變革趨勢 

綜上針對行政程序法及公平交易法上附款相關規定之理論與實務進行探究後，

本文原則上雖肯定附款此一行政法上之傳統機制所帶來行政合法性之確保、行政彈

性化、程序經濟及人權保障等之正面功能，但不可諱言地，其在現今行政實務上操

                                                      
81 劉孔中及莊春發教授則是明白表示我國公平會所附加之結合決定附款，應僅限於與市場結構

有關者，參見氏著，前註 59，1133-1134。 
82 參見本文四、(二)、1.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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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結果，卻同時也引發不少原則性及通案性之問題與爭議，殊值吾人對於附款機制

之基礎理論再進行檢討。抑有進者，在社會經濟情勢變化快速，行政預測及彈性需

求大幅遽增之當前行政決定環境下，附款作為細膩調控之行政工具，是否尚有發展

之空間，俾因應新世紀行政調控之所需，亦值得深思。準此，以下茲提出本文認為

附款法制基礎理論可再行深拓，或是進行變革之若干觀點，並嘗試闡明本文之立

場。 

(一) 附款與依法行政原則關係之再調和 

行政合法性之維繫，本為附款機制傳統上所欲實現功能之一。蓋無論行政決定

模式及行為行使方式如何變革與多元化、彈性化，依法行政原則始終為現代民主國

家及法治國家最起碼必須遵守之一般法原則。然而，如上所述，行政處分之附款機

制作為行政之細膩調控手段，同時亦是賦予行政彈性及強化其行政形塑空間之重要

活塞。其與強調法規範嚴格遵循之依法行政原則間如何妥適調和，在思考及操作上

應有更為精細化之空間。 

1. 附款與法律保留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為現代法治國家保障人民基本權利之形式上合憲性事由，其適用

範圍及保留密度，經大法官歷來多號解釋闡述83，原則內涵大致已獲學界及實務之

共識。而附款之制度本質內涵，即是行政機關對於行政處分所為之附加性補充或限

制規定；單就其本身之規制效果而言，屬於限制人民權益之一種行政措施無疑。是

以，行政機關得否附加附款，原則上應有法規範依據，始符法律保留原則。我國行

政程序法第 93 條承襲德國聯邦行政程序法第 36 條之立法例，區分羈束行政與裁量

行政，而分別賦予行政機關不同法源之授權依據。就前者而言，除為滿足行政處分

法定要件而單純以此為附款內容外84，須有行政專法之明文規定，始得為之。而就

後者而言，附款之附加原即包含在行政機關裁量權限範圍之內，無庸另為特別之法

規授權依據。此等容許性之規制架構，原則上契合各類型行政處分之特性與行政機

                                                      
83 具代表性者，例如大法官釋字 443、573、614、658、682 號解釋可資參照。 
84 Vgl. BVerwGE 60, 269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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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權限內涵，應無可質疑。 

然而，有鑑於一方面我國行政專法中明定附款附加之授權基礎者，向來密度不

高。另一方面，羈束行政抑與裁量行政之區分，在行政法理上固屬明確，但在實務

認定上卻往往非屬易事，疑義頻生。此在經濟行政法及廣電法領域中，因人民申請

而發放許可之案例類型，尤復如此。例如在通傳會以附加附款方式許可中天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變更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之行政訴訟案件85中，原、被告雙方攻防要

點之一，即是主管機關根據衛廣法第 13 條及第 14 條規定所為之負責人變更許可，

究係為羈束處分（原告主張）抑或裁量處分（被告主張），進而涉及附款是否具有

容許性之爭議。行政法院在本案中雖如同學說多數意見般，支持裁量處分說，進而

認為「被告即得依行政程序法第 93 條第 1 項之規定，得在許可處分中一併為『限

制原告權利或增加原告義務』附款之諭知」。然而，對於該許可之定性，在學理上

終究仍非無探究之空間86。在行政處分定性仍有爭議之情形下，行政機關若欲附加

附款，以創造行政之彈性，即必然會面臨到容許性是否具備之判斷難題。是以，就

人民而言，其必須承擔行政機關朝裁量行政方向解讀，進而根據行政程序法第 93 條

規定取得附加附款之一般授權依據，以規避法律保留原則適用之風險，即始終存在。 

有鑑於此，本文認為適度強化行政專法上給予行政機關附加附款特別授權依據

之密度，無論在行政法學理或是實務上，皆應有其必要性。此等授權附加附款特別

立法之強化，不僅可杜絕許可處分究屬羈束處分或裁量處分之爭議，為附款之附加

創設法律明文授權依據，滿足人民權益限制之法律保留原則要求。抑有進者，由於

各行政領域差異性甚大，行政決定時所需考量因素亦各有不同。準此，若能透過在

各該行政專法中為附加附款之特別規定－例如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之立法例，則

立法者即可進一步就得附加附款之種類、附加之目的設定，以及其他消極或積極條

件等為細膩之形塑。此應可更有益於行政管制明確化、專業化、差異化及精緻化目

標之達成。當然，立法者在為附款目的設定時，尚應考慮到主管機關組織上及功能

上之管制承載能力，避免課以其理論上及事實上皆無法合宜達成之附款裁量權限，

自不待言。 

                                                      
85 參見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8 年度訴字第 1715 號判決。 
86 參見詹鎮榮，「論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換照之審查基準－德國法之啟示」，成大法學，第16

期，1 以下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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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款與法律優位原則 

目前之行政法學說針對行政處分附款內容與法律優位原則間之關係，並無特別

之著墨。絕大多數論述仍從裁量權行使之角度出發，要求行政機關附加附款時，必

須遵守法定之裁量權限，並且不得逾越法律賦予之裁量範圍，以及違背法律之強制

規定等。然而，有鑑於附款本身種類眾多，其產生之規制效果亦各有不同，故在理

論建構上，此等一般化之關聯性論述，顯然未盡充分，甚至有形成漏洞之風險。 

在我國目前之行政作業實務上，偶見有行政機關透過附款與法定義務特殊連結

之操作方式，以確保行政處分目的之實現。然是否在法律優位原則之觀點下，毫無

疑義，本文認為尚有思考之空間。所指稱者，即為通傳會在針對年代綜合台申請換

照一案中，以「自換照日起一年內如有違反衛廣法第 17 條或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之

情事」者，作為解除條件87。於條件成就時，更換後之營運執照即自動失其效力。

從而，在釋義學上操作之必然結果將是：若執照取得業者所播放之節目內容，自換

照日 1 年內如有違反法律強制或禁止規定、妨害兒童或少年身心健康、妨害公共秩

序或善良風俗，或是節目與廣告未區分之情事者，營運執照將「自動失其效力」。

然而，衛廣法對於業者違反同法第 17 條及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時，自身已定有不利

之法律效果，亦即根據同法第 36 條第 5 款規定，違反第 17 條之規定者，「處新台

幣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正」；而違反第 19 條第 1 項之規

定，經警告後仍不改正者，根據第 36 條第 1 款規定，同樣「處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正」。是以，此等操作解除條件之方式，所可能

引發之法律上疑義即是：通傳會得否將衛廣法之此等規定轉換為解除條件之附款格

式，使執照取得人違章時，不僅可遭受到罰鍰之裁處，更透過行政權之作用（即解

除條件之附加），創設出法律所無之事業執照當然失效的法律效果？ 

若吾人將上述案例予以抽象化與一般化，則問題之提出將是：行政機關在選擇

將特定之法定義務轉換成為附款之內容時，得否以立法者「業已明白形塑特定法律

效果」之人民作為或不作為義務規範作為附款之標的，並且非單純僅是就其既有之

                                                      
87 相同之處分方式復見諸於稍後作成之「高點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衛星電視事業執照換照」一案

上，該換照許可乃明文附有「自換照日起一年內如有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之情

事」解除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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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義務內容及義務違反時之法定效果為提示註記而已，毋寧更進一步地將法規範

原本所規定之「義務內容」與「法律效果」脫鉤處置？亦即一方面以法定義務內容

作為附款之內涵，另一方面則是除現有之法定效果以外，更行透過附款本身所可形

成之規制力，補充性地或甚至是替代性地創設溢出於現行規定以外之違反法定義務

不利結果？此等附加附款之方式，爭點之一即涉及到立法者之意志是否遭受到行政

權之漠視，進而有違反法律優位原則之虞？本文認為，將現行法既存之不作為義務

違反罰鍰規範，以行政權作用轉換為「解除條件」之附款形式，乃是創設性地添

附，甚至是取代立法者原所形塑義務違反時之法律效果的設計。從憲法權力分立架

構及法律優位原則角度以觀，恐有商榷之餘地。蓋此際，立法者原所形塑之行為管

制模式及違反管制義務時之「第一次」法律效果，將遭到行政權之漠視，甚至是架

空。立法者原所享有之多元（如罰鍰、限期改正、停止營運等）及層級式（警告、

罰鍰、停播、廢照）法律效果形塑權限，於不作為義務規範轉換成解除條件後，無

論再如何行使，最終之結果將呈現出無可替代性之「單一化」－亦即皆會導致許可

處分失效－法律效果。現行法中之行政罰科處規範，恐將被迫質變為許可處分之失

效調控規範。此外，再從立法政策及管制目的以觀，罰鍰手段所內涵之「行為制裁

及導正」體系功能，因解除條件成就後許可處分失效，亦將可能無法再行發揮。 

綜上所述，行政機關將現行法既存之行為義務規範註記於行政處分中，甚至以

附款之形式包裝之，若僅是原有法定效果（含廢棄行政處分）之指示或提醒，則因

欠缺附款本身所應具備之創設性規制力，固非附款88。然而，行政機關若是透過附

款本身之效力特性，對處分相對人附加原法定效果以外之額外不利益者，恐因以行

政權作用自行創設出現行法所無之法律效果，而有違法律優位原則及權力分立設計

之虞。行政機關為保障人民權益，以附款手段排除或緩和不給予許可之障礙因素，

用意誠值肯定89，此亦屬附款重要功能之一。然若此等外觀上看似得以減緩人民不

利益之行政決定模式，亦即以附附款許可之方式取代全然之否准，在結果上卻反溢

                                                      
88 參見本文二、(一)、2.處。 
89 根據通傳會新聞稿表示，之所以採行「附附款之換照許可」的行政決定模式，主要原因乃是

考量到產業發展、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投資不易、觀眾及員工權益保障等因素。此外，衛星廣播電

視法並無類似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12 條之 1「臨時執照」機制之明文，故在可選擇之彈性工具上復

受限制。參見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is_history=0&pages= 
0&sn_f=18366，最後瀏覽日期：201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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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立法者原所設計的義務違反制裁效果之外，而造成權力分立及法律優位原則是

否獲得遵守之疑慮者，則如此附款機制之選擇及其操作方式，在實務上是否維繫，

似宜三思！固然，在行政法上，法律優位原則並非絕對不可退縮地應受到遵守；尤

其在考量到人民權益保障時，其甚至可退居次要地位，甚至是容忍其受到違反之事

實90。惟由於法定效果之改變或架空事涉立法者立法形塑自由之干預，以及處分相

對人權益狀態之明確性，故若賦予附款「調控法定效果」之進一步功能，本文認為

仍宜有法規範上之明文依據，始為妥適。此正可與本文上揭建議強化特別法上附款

授權立法密度之見解，相互輝映之。 

(二) 附款作為「協商行政」之實現工具 

行政之穩定（Stabilität）或彈性（Flexibilität），向來為制度建構或選擇之兩極

判準。前者利在法之安定性，而後者則有助於個案正義之實現。在往昔強調依法行

政之思維下，行政之穩定要求往往在行政決策上扮演關鍵性之角色。反之，在生活

事實瞬息萬變、充滿不確定性，而且成員間關係多元而複雜之社會中，行政之彈性

則被高度需求，並被視為是有效對應之調控要素。而行政處分交雜在此等兩端拉距

之思維中，如何既能維繫其傳統之單方高權穩定功能－個案法之宣示，又能避免僵

化，俾能有效契合事實之迅速變動及考量未來之不確定因素，而為彈性之調控，乃

為現代行政法總論改革之重要思考議題91。在此思考脈絡下，倡議將行政法學視為

是一種「調控學」（Steuerungswissenschaft）的德國行政法學者Eberhard Schmidt-

Aßmann即明白指出：「對於彈性需求之適應，有多個規制工具可供利用。其中有由

法律明白規定者，亦有由實務運作而形成者。所有的這些工具的投入，必須不因此

而放棄對於行政處分在法律形式上要求之典型穩定化目標92。」氏又緊接指出可因

應行政彈性需求之工具，計有附款規定、暫時的行政處分、多階段行政處分，以及

                                                      
90 例如在人民之信賴利益應受保護之前提下，違法授益行政處分即不得撤銷。行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可資參照。 
91  Vgl. F. Schoch, Der Verwaltungsakt zwischen Stabilität und Flexibilität, in: Hoffmann-Riem/ 

aushandelnde Verwaltung Schmidt-Aßmann (Hrsg.), Innovation und Flexibilität des Verwaltungshandelns, 
1994, S. 199 ff. 

92 參見林明鏘等譯，E. Schmidt-Aßmann著，行政法總論作為秩序理念－行政法體系建構的基礎

與任務，366-367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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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行政處分而言。同理，台北高等行政法院在審理上述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變

更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許可案之附款合法性時，亦明確指出：「裁量法規範在分

類上，又可分為回顧過去之裁量（例如行政罰額度之決定），與展望將來之裁量

（例如本案情形）。二者規範特徵不同，前者，其裁量之法定界線寬廣而有彈性，

運用附款之機會不多。但在後者之情形，其裁量之選擇通常是二擇一，但將來因素

又充滿不確定性，因此比較需要運用附款來控制未來之情事變化。」此項見解，道

出附款機制在規制未來事件時所能發揮之彈性調控功能，誠屬的見。綜上，本文認

為，行政處分之附款在現代行政革新議題下作為促進行政彈性之一項利器，在行政

實務上實應有更進一步發揮之空間。 

1. 承諾之附款 

在上述思考脈絡下，行政處分附款機制可能進一步發展之領域，尤其存在於行

政決定擬規制之事實或現象，涉及未來預測性、發展開放性，以及變遷不確定性之

複雜規制案件上，例如本文所處理之事業結合管制，或是電信法及廣電法上之發、

換照業務，以及環境法上之環境影響評估93等。在此情形下，行政機關單純本於職

權進行事實調查、未來預測或是風險評估，其成效或是所能掌握之資訊恐屬有限。

取而代之者，行政機關與處分相對人進行合作、協商，甚至是取得其自願排除許可

障礙事由，或是確保法定要件履行之承諾，往往成為行政機關作成許可處分之事實

上決定因素。職是之故，「合作之行政處分」（kooperatives Verwaltungsakt）或是

「協商之行政」（aushandelnde Verwaltung）概念，在現代行政法上遂應運而生94。

此處所稱之承諾或協商，係指在相對人自願之情形下所為者而言。倘若行政機關係

                                                      
93 在行政實務上，以「有條件通過」之決議方式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者，所在多有。例如

日前極具高度爭議性之中科三期開發案，行政院環保署即是採此模式，於 2010 年 8 月 31 日以附

加「9 項條件」方式，作成通過環評報告書之通過決議。其主要內容包含：廠區每日總用水量不

得超過六萬三千噸、回收率最低應為 85%、放流點由牛稠坑溝轉至大安溪，並須在放流專管沿線

分段持續監測滲漏、土壤和地下水汙染情形、空污物VOC的排放量每年不得超過五百公噸，以及

化學品應參考歐盟先進制度，管控廠商之年使用量等。 
94 Vgl. F. Schoch, 前註 91, S. 222 f.; M. Ruffert, Nebenbestimmungen, in: H.-U. Erichsen/D. Ehlers 

(Hrsg.),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4. Aufl., 2010, § 23 Rn. 1 f.; G. F. Schuppert, Geändertes 
Staatsverständnis als Grundlage des Organisationswandels öffentlicher Aufgabenwahrnehmung, in: D. 
Budäus (Hrsg.), Organisationswandel öffentlicher Aufgabenwahrnehmung, 1998, S.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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挾公權力之優勢，迫使人民為特定事項之允諾者，則此等壓迫下之承諾在外觀上雖

有承諾之表徵，然卻非此處所指之情境，當然即無庸進一步討論其發展之可能性。

事實上，將行政處分之附款作為相對人履行承諾之擔保工具，在行政作業實務上不

僅不陌生，而且運行已久。上述公平會及通傳會對於大富媒體結合案所附加之負

擔，泰半即是由申報（請）人所為之承諾轉換而成，即為適例95。縱使如上所述，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6 次修正時，於第 40 條第 3 項明文授權聯邦卡特爾署得於

不禁止結合決定中附加條件與負擔，其立法意旨並不在於排除結合審查時申報人得

提出承諾事項，以解管制機關之許可疑慮。毋寧，「承諾實務」在修法後依舊運

行。對此，德國學說及法院裁判皆無異議。 

雖然在行政法釋義學上，附款作為行政處分之依附規定，在定性上理應如同主

行政處分一般，屬於行政機關單方、高權所為之裁量決定。若是行政機關將與人民

協商後之結果，或是人民單方面所為之承諾事項記載於行政處分書中，或是另為書

面為之者（例如切結書、承諾書等），因具有雙方性，傳統見解認為其應屬「行政

契約」，或是充其量可視之為「準負擔」96，但其本身終究仍非屬於附款。抑有進

者，劉宗德教授則主張人民之承諾事項，僅屬行政機關辦理許可審查時所為之協商

與約定，並不直接發生法律效力，性質上應屬事實行為之行政指導而已97。本文認

為，此等傳統見解固有所憑據，且亦屬學說上區分單方行政行為與雙方行政行為之

典型論述。然而，此等行政行為形式彼此間在概念上雖各有構成要件，惟在行政任

務執行之理論及實務上，既非絕對不可並用或組合，亦非完全不具有手段上之可替

代性98。此觀之我國行政程序法容許行政機關與人民間以締結行政契約之方式建構

                                                      
95 參見公平會 99 年 10 月 29 日公結字第 099004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其中理由項下四、(五)處

即明白揭示：「且申報人亦承諾積極完成有線電視數位化及有線電視系統網路之雙向化建

設；……」以及傳通會 99 年 11 月 17 日第 386 次委員會議紀錄討論事項第 4 案決議二：「……申

請人應依其承諾書所為之承諾事項辦理，……。本會得檢視其承諾性質後，依行政程序法轉為附

款。」除此之外，在中廣申請股權轉讓及負責人變更許可案中，申請人同樣以承諾方式，提出九

項履行事項。該等承諾嗣後亦經通傳會擇入附款，附加於許可決定中。參見通傳會 99 年 7 月 14
日通傳營字第 09941044540 號及第 09941044541 號函。 

96 參見吳庚，前註 10，360。 
97 參見劉宗德，前註 35，22-23。 
98 參見林明鏘等譯，E. Schmidt-Aßmann著，前註 92，369。另關於行政處分附款機制與行政契

約間之選擇考量因素，可參見黃錦堂，前註25，15-16。惟不同意見者，參見U. Hösch, Die 
Zulässigkeit von öffentlich-rechtlichen Verträgen im Rahmen der Zusammenschlußkontrolle, BB 1995, 
1917 ff. 



 行政處分附款法制之傳統與革新－從公平交易法上之結合管制出發 41 

雙方法律關係，以替代行政機關原可用單方高權方式形塑之行政處分（替代行政處

分之行政契約），即屬行政處分與行政契約行為形式間具可替代性之一適例。在行

政彈性化需求及上述「合作行政處分」概念提出之發展趨勢下，對於附款單方性之

概念要素，在釋義學之操作上似可採取較為寬鬆之認定標準。換言之，附款之單方

規制性應是僅就最終所呈現之「法效力層面」而言而已；至於附款內容之來源以及

形塑之歷程為何，應非屬於判斷上所應考慮之因素。 

2. 承諾之界限 

在肯定上述「相對人承諾之附款」（Nebenbestimmungen durch Zusagen des 

Adressaten）機制前提下，吾人尚須進一步思考承諾之界限。換言之，透過處分相對

人之承諾所形成之附款，其在內容上是否存有客觀之法界限？抑或只要相對人願意

承諾，該事項即可毫無猶豫地轉換為附款，進而賦予其單方規制之附加效果？對

此，主要問題乃涉及到因人民承諾所形成之附款，是否尚有行政程序法第 94 條規

定之適用餘地？本文認為，既然相對人之承諾最終由行政機關經由裁量權之行使轉

換成附款，進而賦予所選擇附款種類特有之規制力，故行政機關仍應本於合義務性

之裁量，遵守行政法上之一般原則，以及法規針對附款所定之特別合法性要件99。

此觀之行政程序法第 137 條第 1 項規定雙務行政契約之締結，人民之給付應有助於

行政機關執行其職務（第 2 款），並且與行政機關之給付應相當，且具有正當合理

之關聯（第 3 款），亦可獲得佐證。蓋即使是屬於真正雙方行為之行政契約，亦不

得放任契約雙方當事人自行本於契約自由原則，而自由為契約內容之形成。因人民

承諾所為附加之行政處分附款，具有較之於行政契約更強之單方高權性，理應如同

一般之行政處分附款般，受行政處分目的及不當聯結禁止原則之拘束。綜上所述，

行政機關縱然得以將處分相對人之承諾轉換為附款，以確保其履行，並排除不予許

可之障礙事由。然而，因由相對人承諾轉換而來之附款仍有違法性之可能，故行政

機關不應照單全收，毋寧應本於職權擔負起把關之責，排除有違行政處分目的、違

反平等原則、逾越裁量權限，以及違反不當聯結禁止原則等之違法承諾事項。 

在行政爭訟實務上，行政院訴願會之立場似亦與本文見解相一致。其在針對中

                                                      
99 相同見解亦參見Kopp/Ramsauer, 前註 9, § 36 Rn.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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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不服通傳會換照許可附加附款一案之訴願決定書中明確指出：

「原處分機關除要求訴願人應辦理完成股票上市上櫃外，對其他廣播業者及財務規

模較大亦適用廣播電視法之電視業者，並未見於渠等申請換發廣播或電視執照時，

為應辦理完成股票上市上櫃之要求。原處分機關除因訴願人代表人於 96 年所為於 2

年內上市上櫃之承諾外，異其處理之必要性為何？事有未明。而公司申請上市上櫃

是否核准，非原處分機關職掌範圍之事項，得否強制訴願人履行，非無疑義，且原

處分機關就系爭訴願人應辦理完成股票上市上櫃之期限及違反之法律效果為何？亦

未能詳予說明，致該項要求有違公平原則及行政行為明確性原則，與許可換發廣播

執照亦欠缺正當合理之關聯，於法顯有未合，本部分應予撤銷100。」基此，針對由

訴願人之承諾轉換而來之附款，行政院訴願會仍以平等原則、裁量權限、行政明確

性原則，以及不當禁止聯結原則，作為判斷其合法性之標準，不因其內容事實上為

訴願人承諾履行之事項而有異。本案雖是涉及通傳會主管之廣播電台換照事務，然

決定書所揭示之承諾式附款界限卻屬通案性法則，理當於公平會處理結合管制時，

擬將申報人承諾事項轉換為附款之情形亦適用之。 

在上述本文見解基礎上回歸檢視公平會對於大富媒體結合案所附加之負擔內

容，其中屬於申報人承諾之部分，為積極完成有線電視數位化及有線電視系統網路

之雙向化建設、積極完成數位有線電視普及率目標、積極向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

者取得網路電視播送之相關智慧財產權授權，並以公平合理方式向網路電視業者進

行授權，以及積極培植我國高畫質數位內容及頻道四項有益於整體經濟利益之事

項。此雖為申報人之自願性承諾，然而一旦轉換為負擔後，即應受公平法第 12 條

第 2 項、行政程序法第 94 條以及裁量權行使一般法律原則之拘束。在此，承諾事

項尤其應與「增進整體經濟利益」或是「降低限制競爭不利益」具有正當合理之關

聯，始屬合法。歸納上述申報人所為之四項承諾，其內容率皆涉及到有線電視系統

及節目「數位化」以及「數位匯流」事項，本文認為與結合產業之營業行為，以及

我國有線電視整體技術強化與經濟競爭力提升具有緊密關聯性，應尚無不當聯結禁

止原則違反之疑義。 

                                                      
100 參見行政院 2010 年 12 月 30 日院臺訴字第 0990108816 號訴願決定書。 



 行政處分附款法制之傳統與革新－從公平交易法上之結合管制出發 43 

五、結論 

附款基於制度上所具備之細膩調控特性，既能為行政機關擴大行政決定空間，

創造更多之行政彈性，又同時能符合人民至少可獲得授益主行政處分之期待，故在

行政法學之傳統上，向來被認定為是能調和公益與私益，造就公、私部門雙贏之一

種行政手段；學說及實務原則上皆抱持樂見其成之態度。惟附款之附加終究對於人

民之權益有所限制，故我國行政程序法制定之初，乃參酌德國法制，將行政處分附

款制度實定法化，為其容許性及合法性要件建構一般性之法律框架。除此之外，立

法者盱衡各行政專業領域之特殊性，在若干行政專法中，更定有附加附款之特別授

權規定。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第 2 項授權公平會於作成不禁止結合決定時，為確保

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得附加條件或負擔，即屬一適例。在行政實

務上，公平會於日前之大富媒體結合決定中附加牽涉層面極為廣泛之 13 項負擔，

可謂將附款法制發揮至淋淋盡致之境地。抑有進者，即使未有專法之特別規定，行

政機關根據行政程序法第 93 條之一般授權，以附加附款方式作成行政處分之現

象，邇來亦有與日遽增之趨勢。此在通傳會之廣電經營換照與公司負責人變更許

可，以及行政院環保署審議環境影響評估書之情形尤然。綜觀我國行政機關截至目

前為止對於行政處分附款法制之實踐狀況，對於附款概念要素及合法要件之掌握，

普遍仍未盡精確。其中，在概念理解上，復以混淆「法定行為義務」與「附款」兩

概念為最嚴重。而在合法性要件上，則是普遍存在有僅單向關注「申請人之承

諾」，而忽略承諾事項與主行政處分之間是否仍具有行程法第 94 條所要求「正當

合理聯結」之缺失。 

附款所具備之諸多傳統正面功能，以及行政機關充分發揮此等制度特性之作業

實務，本文基本上亦持肯定之立場。有鑑於附款概念之確認涉及行政法總論體系之

操作，以及其與主行政處分間之效力牽動關係，故傳統行政法釋義學所建構之附款

概念要素，不容任意遭到鬆動或漠視。即使行政專法中另有附加附款之特別授權規

定，例如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第 2 項，在概念上附款「依附性」及「創設性規制

力」之要素仍應具備，始符法制。至於附款之合目的性要求，本文則建議在立法政

策上宜強化行政專法特別規範之密度，蓋行政程序法第 94 條僅為一抽象性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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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而已，難以應付各行政專業領域差異性極高之行政目的設定。透過特別法之個

別規定，明白揭示附款附加之目的，一方面可強化法律保留之密度，另一方面亦使

附款附加欲達成之目的更為明確，減少行政機關及法院在判斷附款附加與主行政處

分之目的間是否具有正當合理聯結時難以捉模之不確定因素，而能確實更細膩地就

各專業行政領域之差異性進行規制。除此之外，附款若非以現行法既已規範之作

為、不作為義務為內容不可時，則行政機關仍應尊重立法者對該義務違反時原所形

塑之制裁效果，不宜透過附款—尤其是解除條件—之手段逕行取而代之，架空立法

者意志，以避免有違反權力分立原則及法律優位原則之疑義。 

即便傳統行政法制對於行政處分之附款業已形塑出穩固之體系架構及概念內

涵，但有鑑於現今行政決定之周邊條件變遷，法令擬規制之生活事實往往瞬息萬

變，且行政決定又常須考量到其現時難以掌握或評估之未來事實因素，故本文認為

附款法制在現今行政法學上尚有革新之續造可能性。在此思維脈絡下，附款之「細

膩調控」功能於 21 世紀之行政法學發展下，應可更有彈性地發揮，以實現當代行

政決定正確性及效能性之要求。一方面，行政程序法第 93 條雖為附款附加容許性

建構了法律依據，然有鑑於現代行政事務多元、行政法制高度複雜化，導致裁量行

政或羈束行政往往難辨，故本文建議宜將附款附加之法容許性及重要之框架要件，

仿效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之立法例，直接明文於各該行政專法中規範之。此在現

代行政決定所涉及之事實日趨未來發展不確定特性之情形下，尤其值得建議。為和

緩附款日益受到現代行政普遍應用所衍生之內容界限爭議，附款之「專業立法化」

或許是 21 世紀行政立法政策可思考之方向。另一方面，附款在現代行政革新思維

及發展趨勢中，應具有「協商行政」之新意涵。尤其是在我國行政機關仍慣於以單

方高權之行政處分行為形式，與人民形塑行政法律關係之現今行政作業環境下，透

過與人民協商以形塑附款內容，或是將人民承諾事項轉換為附款，在法律關係複

雜、須考量或預測未來事實發展之行政領域中，更具意義。其不僅一方面可確保主

行政處分目的之實現，另一方面亦可同時有效降低處分相對人不履行附款之風險。

在此思維下，德國及我國行政實務上所慣行，將申請人之「承諾」轉換為附款內容

之「承諾的附款」，在法制上應給予普遍性之肯定，並作體系化建構。然而，本於

行政目的性及人民基本權之保障，人民之承諾不得毫無界限；與主行政處分目的不

具正當合理關聯之承諾事項，行政機關仍不得逕行將其轉換為附款，並以附款法制

規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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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 1：公平會及通傳會對於大富媒體案附加附款內容對照表 

公平會之結合許可附款 通傳會之股權轉讓許可附款 

一、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未經本

會同意，不得以直接或間接之方式持有

或取得參與結合事業以外之其他有線廣

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

之股份。 
二、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之董

事、監察人或經理人未經本會同意，不

得擔任參與結合事業以外之其他有線廣

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

之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 
三、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未經本

會同意，不得出讓股份予台灣大哥大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包含

但不限於台固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

制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

同）；亦不得以直接或間接之方式持有

或取得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

制與從屬公司之股份。 
四、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未經本

會同意，其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不得

擔任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

與從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

亦不得由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控制與從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理

人擔任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

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 
五、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所經營

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未經本會同意，不

得與參與結合事業以外之其他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經營者為共用頭端網路設備、

商標、客服業務或其他共同經營或委託

經營之行為。 
六、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除現有

一、申請人所屬各系統經營者提出民國 100
年至 106 年有線電視數位化服務推展之

具體計畫，包含： 
1.數位化推展時程。 
2.數位化投資之財務規劃。 

二、申請人提升有線電視收視內容之具體規

劃，包含： 
1.培植本土文創、提昇內容多樣化及帶

動數位內容產業之具體規劃。 
2.所屬系統經營者HD自製節目之製播

計畫（包含節目財務規劃、節目製播

內容等）。 
3.所屬系統經營者提升數位內容服務計

畫（包含數量、內容、品質管理機

制、規劃時程及其經費預算等）。 
4.所屬系統經營者滿足地方需求節目之

提升計畫，並須考量城鄉差距及數位

落差。 
三、申請人所屬系統經營者，當以有利於消

費者權益為考量，應提出合理調降基本

頻道收視費用方案。 
四、為健全並強化監督申請人所屬集團之營

運，申請人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

控制之系統經營者應提還款計畫及具體

財務結構改善計畫並確實執行；並應每

半年提供下列資訊： 
1.所屬系統經營者應提供經會計師簽證

之四大財務報表至本會備查。 
2.大富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大富

媒體公司）及其母子公司經會計師簽

證之合併財務報表、股東名簿及董監

事名冊至本會備查。 
五、申請人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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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之結合許可附款 通傳會之股權轉讓許可附款 

自製、代理之類比衛星廣播電視節目

外，未經本會同意，不得再增加其他自

製、代理之類比衛星廣播電視節目。 
七、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不得與

參與結合事業以外之其他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者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以契

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向有

線電視頻道供應者為統購、聯合定價、

共同抵制或其他公平交易法所稱之聯合

行為。 
八、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不得與

參與結合事業以外之其他有線電視頻道

供應者為共同銷售頻道節目之聯賣或其

他公平交易法所稱之聯合行為。 
九、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自製、

代理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不得無正當

理由拒絕授權予其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

者、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多

媒體內容傳輸服務經營者，或其他具競

爭關係之有線或無線網路傳輸訊號之頻

道服務提供者，或為其他差別待遇之行

為。 
十、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自製、

代理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不得無正當

理由以不同價格或價格以外之條件授權

予其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直播衛星

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多媒體內容傳輸

服務經營者，或其他具競爭關係之有線

或無線網路傳輸訊號之頻道服務提供

者。 
十一、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應於

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履行下列有

益於整體經濟利益之事項：  
1.積極完成有線電視數位化及有線電視

系統網路之雙向化建設，以增進消費

者收視節目選擇之自由。  
2.積極完成行政院99年7月8日通過之

「數位匯流發展方案」有關數位有線

電視普及率之目標，以促進數位匯流

之系統經營者自製或代理之衛星廣播電

視節目，無正當理由不得拒絕授權予其

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直播衛星

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多媒體內容傳輸

服務經營者，或其他具競爭關係之有線

或無線網路傳輸訊號之頻道服務提供

者，或為其他差別待遇之行為。 
六、申請人所屬系統經營者應具體提出對頻

道業者上、下架之公平、合理、無差別

待遇之管理機制。 
七、申請人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

之系統經營者不得杯葛頻道業者至其他

系統經營者或其他播放平台上、下架。 
八、申請人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

之系統經營者，及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包含但不限

於台固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之有

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同）之總

體訂戶數合計不得超過全國總訂戶數三

分之一；頻道節目由系統經營者及其關

係企業供應者，不得超過可利用頻道四

分之一。 
九、申請人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

之系統經 衞營者一年內不得投資類比 星

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三年內不控制

衞既有類比 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

且未經本會許可不新設新聞台、財經台

及購物頻道。 
十、未經本會同意，申請人與其關係企業及

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及台灣

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與從屬公

司間，不得互為指派代表兼任雙方之董

事、監察人及總經理之職務。 
十一、為健全有線電視之發展，大富媒體公

司應承諾永續經營，申請人並確認

「本次交易之新銀行聯貸不會加重申

請人所屬系統經營者之負債」及「未

來不會加諸申請人所屬系統經營者不

當之負債」，以保障公眾視聽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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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3.積極向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取得

於網路電視（Internet Protocol Televi-
sion, IPTV）播送之相關智慧財產權

授權，並以公平合理之方式向網路電

視業者進行授權，以促使各視訊平台

之公平競爭。  
4.積極培植我國高畫質數位內容及頻

道，以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 
十二、申報人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 5

年內，於每年 7 月 1 日前，提供下列資

料送交本會備查。 
1.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自

製、代理銷售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之

名稱及代理契約書。  
2.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自

製、代理銷售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之

報價、授權價格、優惠方式、銷售對

象等交易資訊。  
3.有益於整體經濟利益之成果報告（包

含但不限於前開負擔第11點所列有益

於確保整體經濟利益之辦理事項）。

十三、申報人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 5
年內，倘參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

公司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經理人

及公司章程有變更異動，應送交本會備

查。 

益。 
十二、大富媒體公司應於內部成立專案小

組，控管所計畫事項之執行進度，並

每半年陳報本會。 
十三、申請人所屬系統經營者應於本交易完

成登記日起 15 日內，應就一、二、

六項附款事項，向本會申請辦理營運

計畫變更。 
十四、大富媒體公司承諾於申請人所屬系統

經營者之執照有效期限內，不得轉讓

大富媒體公司對於申請人所屬系統經

營者之經營權。但因相關法規變動，

且經本會許可者，不在此限。 
十五、為強化本會之監理，申請人及申請人

所屬系統經營者於各項數位新服務上

市前，均應向本會申請許可。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48 公 平 交 易 季 刊 

附錄 2：公平會不禁止結合決定附加附款內容一覽表（91 年 2 月 6 日以後） 

年度 案件名稱 附款內容 

92 好樂迪股份有限公

司與錢櫃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結合案 

 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限制交易相對人與其

獨家交易之行為。 
 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限制交易相對人不得

與特定視聽歌唱業交易之行為。 
 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使交易相對人給予特殊

優惠。 
 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不當之價格決定、維

持或變更，或有妨礙他事業公平競爭或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

行為。 

92 信網股份有限公司

與大信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事業結

合案 

如其轉投資方式持有大信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未違反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 

92 信網股份有限公司

與大高雄有線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事業

結合案 

如其轉投資方式持有大高雄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未違反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者，依公平交易法第十

二條規定 

94 家福股份有限公司

與德斯高股份有限

公司結合案 

 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限制交易相對人不得

與特定事業交易之行為。 
 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不當價格決定、維持

或變更，或有妨礙他事業公平競爭或其他濫用市場相對優勢

地位之行為。 

95 台亞衛星通訊股份

有限公司與弘開數

位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結合案 

 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限制交易相對人不得

與特定事業交易之行為。  
 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不當價格決定、維持

或變更，或有妨礙他事業公平競爭或其他濫用市場相對優勢

地位之行為。 

96 雅虎國際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與無名小

站股份有限公司結

合案 

 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以不正當方法阻礙競爭

者網頁連結、電子郵件之接收與傳送、或其他服務之提供。  
 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限制交易相對人不得

與特定事業交易之行為。 
 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不當價格決定、維持

或變更、限制交易相對人與其獨家交易、或有妨礙他事業公

平競爭、或其他濫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之行為。  

96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與德記洋行股

 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限制經銷商或通路事

業與其獨家交易、或不得與特定之飲料供應事業交易之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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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結合案 為。  
 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無正當理由之差別待

遇行為。  
 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不當價格決定、維持

或變更、妨礙他事業公平競爭、或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

為。 

96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與雅虎

國際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結合案 

 申報人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以不正當方法阻

礙競爭者網頁連結、電子郵件之接收與傳送、或其他服務之

提供。  
 申報人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限制交易相對

人不得與特定事業交易之行為。  
 申報人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不當價格決

定、維持或變更、限制交易相對人與其獨家交易、或有妨礙

他事業公平競爭、或其他濫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之行為。 

97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

公司與日本樂天株

式會社結合案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不得無正當理由就所提供之取貨付款

服務，拒絕供應或差別供應予參與結合事業以外之其他競爭

者。 

97 Avenger Interna-
tional Limited 與大

新店民主有線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結合

案 

 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席次，不

得由凱雷（凱擘）集團相關事業擔任。  
 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與有競爭關係之新唐城有

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不得委由同一事業或人員進行共同

採購頻道節目、共同行銷及廣告、共用客戶服務櫃檯，或其

他公平交易法第 7 條規定所稱之聯合行為。  

97 雅虎國際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與興奇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結

合案 

 不得無正當理由，對在「Yahoo!奇摩」刊登廣告或開店之網

路商店與參與結合事業(興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差別待遇

之行為。  
 參與結合事業對在「Yahoo!奇摩」刊登廣告或開店之網路商

店，不得有不正當限制其與其他網路資訊提供服務業者及網

路購物服務業者交易、合作、刊登廣告，或其他限制交易相

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易之行為。 

97 荷蘭商 Trinity NL 
B.V. 與八大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結合

案 

 申報人最終投資公司（即安博凱基金 MBK Partners,L.P.）對

於被結合事業所屬頻道節目之授權，不得以其控制權透過其

直接或間接控制之從屬公司，無正當理由對有線電視系統經

營者或其競爭者（包括但不限於其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網路電視業者，或其他以有

線或無線網路傳輸訊號之頻道服務提供者）為拒絕交易、以

不同價格或價格以外之條件進行交易之行為，而有限制競爭

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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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

限公司結合案（本

件業經台灣大哥大

股份有限公司 99
年 7 月 26 日來函

申請廢止，所請照

准。） 

 申報人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 1 年內，處分申報人直

接或間接控制之其中一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之全部股份。  
 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 3 年

內，不得指派代表擔任紅樹林有線電視股份公司之董事、監

察人、總經理等職務。  
 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 3 年

內，自製代理銷售之類比衛星廣播電視節目合計不得超過

（含 21 個。  
 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自製代理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不

得無正當理由拒絕授權予其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直播衛

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多媒體內容傳輸服務經營者，或其

他具競爭關係之有線或無線網路傳輸訊號之頻道服務提供

者，或為其他差別待遇之行為。  
 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自製代理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不

得無正當理由以不同價格或價格以外之條件授權予其他有線

電視系統經營者、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多媒體內

容傳輸服務經營者，或其他具競爭關係之有線或無線網路傳

輸訊號之頻道服務提供者。  
 申報人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 3 年內，於每年 7 月 1
日前，將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自製代理銷售之衛星廣播

電視節目之名稱及代理契約書送交本會備查。  
 申報人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 3 年內，於每年 7 月 1
日前，將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自製代理銷售之衛星廣播

電視節目之報價、授權價格、優惠方式、銷售對象等交易資

訊送交本會備查。  
 申報人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 3 年內，於每年 7 月 1
日前，將申報人或其控制從屬公司網際網路各項服務之零售

及批發價格、與其他主要數據通信接取業者之網際網路互連

頻寬費用等交易資訊送交本會備查。  
 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 6 個

月內，應將所屬有線電視網路系統之網際網路互連頻寬費用

之報價，採用依訊務流量為計價基礎或適當免費互連之機

制。 
 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 3 年

內，就其所屬有線電視網路系統，履行下列有益於整體經濟

利益之事項：  
1. 積極完成有線電視數位化及有線電視系統網路之雙向化建

設，以增進消費者收視節目選擇之自由。  
2. 落實建構電信、有線電視網路與服務之「標準開放網路平



 行政處分附款法制之傳統與革新－從公平交易法上之結合管制出發 51 

年度 案件名稱 附款內容 

台」、「用戶終端匯流介面」及「客戶服務匯流平台」

等有利於數位匯流之開放式共通平台作為。  
3. 於寬頻上網服務市場，提供相對於現有主要數據通信接取

服務經營者（ISP），較有利之價格、數量、品質、服務

或其他交易條件參與競爭。  
申報人應將前項各款之規劃及辦理情形送交本會備查。 

99 美商 Microsoft 
Corporation 及美商

Yahoo！Inc.結合

申報決定案 

 不得利用因本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不當限制關鍵字廣

告之交易相對人不得與特定事業交易之行為。  
 不得利用因本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與交易相對人從事其

他不公平之交易行為或約定具限制競爭效果之交易條件。  
 不得利用因本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不當價格決定、維

持或變更；或有妨礙他事業公平競爭；或其他濫用市場地位

之行為。  
 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 3 年內，於每年 12 月底前提

供本會下列相關資訊：關鍵字廣告之營運規模、在台就業與

研發人數，及市場占有率等產業結構之變化。 

99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與愛貝克思股

份有限公司等 8 家

事業結案 

 申報人對音樂相關著作權，不得無正當理由拒絕授權予其他

數位線上音樂（包括網際網路音樂及行動音樂）服務提供

者，或僅對新公司獨家授權與交易。  
 申報人在唱片發行時間或其他交易條件上，對其他數位線上

音樂（包括網際網路音樂及行動音樂）服務提供者，不得為

無正當理由之差別待遇行為。  
 申報人不得透過共同經營數位線上音樂服務業務之機會，針

對唱片發行相關業務交換影響市場競爭之重要敏感性資訊，

或從事聯合行為。  

99 大富媒體股份有限

公司結合案 
參見本文附錄一之負擔列表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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