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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結合矯正措施」（Merger Remedies），乃一項常見於當今主要競爭法國家的

結合規範手段。主管機關以課以結合當事人「結構面」或「行為面」措施義務，避

免市場競爭因結合而受到不當限制，有利於競爭法規範結合目的的實現。依我國公

平法之規定，公平會於審查結合申請案時，雖亦可對當事人科加廣泛的矯正措施，

但於實務上並不常見，且多集中在行為面的措施。相對於外國的經驗，我國在運用

結合矯正措施上略顯消極，且明顯缺乏整體且一致的運用考量基礎及學理依據。有

鑑於「結合矯正措施」對未來公平會執法的重要性，本文將由比較法與經濟分析的

角度，深入探討此一制度的相關問題與政策啟示。具體而言，本文將從美國、歐

盟、及國際重要競爭法組織對此一議題的執法經驗與政策建議出發，配合法律與經

濟的學理分析，建構一套功能導向之理解架構，進而探討運用各類矯正措施的具體

可行性、成效分析、及相關的配套設計。最後，並嚐試歸納有助於我國實施結合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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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措施的立法與政策建議。 

關鍵詞：結合、結合矯正措施、結構面矯正、行為面矯正、資訊不對等、公司分

割、監督成本、不可逆性、公平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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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對於台灣及其他訂有競爭法的國家而言，結合規範均是一項重要且深具挑戰性

的任務。之所以如此，乃在於過於集中的市場結構，往往是市場諸多反競爭行為的

溫床，除了提供競爭者間進行聯合行為，或是具市場地位廠商濫用該經濟地位，以

進行價格或非價格市場掠奪的機會外，更可能因市場的更趨集中，事業間訊息互通

及合作關係更加頻繁和緊密，不當提高了市場的參進門檻，削弱潛在競爭本可發揮

的制衡功能。由於結合乃事業常用以改變市場結構的商業策略，因此，競爭主管機

關若能於結合完成前，有效防免或引導其不致走向不利競爭之途，將可降低後續市

場出現聯合或獨占力濫用行為的機率，有效節省執法成本。其中，要求結合事業在

符合一定市場或事業規模要件時，須向競爭主管機關申報，並經其表示同意或不異

議後，始能完成結合之「結合事前申報」（Pre-Merger Notification）制度，乃各國

最常採行之規範機制。至於在審查結果部分，有鑑於近來各國結合案件性質日趨複

雜，精確評估結合競爭效果的困難度增加，故除了「許可/不異議」或「禁止」的審

理結果外，主管機關以結構或行為面「矯正措施」，作為其不禁止結合的條件或負

擔的作法，於各國結合實務也愈來愈常見。此一趨勢反映了具執法經驗的國家，如

美國、歐盟、英國、加拿大，以及 ICN 或 OECD 等國際組織，均相當關注結合矯正

措施之類型設計與實施實效性等問題1，甚至訂定相關之政策指引說明來加以因應

2。 身為國際競爭法社群一員的我國，將無法自外於這股潮流之外。從公平會近來

所處理過的個案看來，是否以及如何運用矯正措施，都將會是公平會於未來審查結

合案時，所會經常面對的議題。公平會自創會以來，雖已累積了不少審查經驗，但

仍多屬個案式（Ad Hoc）的考量決定，欠缺整體一致性的判斷原則。故實有必要從

學理及各國實踐經驗中，嚐試建立一套適合我國產業結構與市場需求的實施標準，

                                                      
1 參考 OECD Policy Roundtables on Standards of Merger Reviews,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 

dataoecd/19/37/46503256.pdf. (OECD2009 年 6 月會議)，last visited on date:2012/8/1。. 
2 參考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titrust Division, “Antitrust Division Policy Guide to Merger 

Remedies,”(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205108.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1/10/3;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Notice on Remedies Acceptabl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EEC) No. 4069/89 and under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447/98”(2001/C 6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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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因應未來之挑戰。 

本文擬從比較法與經濟分析的觀點探討此一議題。 有鑑於執法先進國家相關

執法原則均有頗為詳盡的說明，單純敘述各國的技術性規定，恐無法掌握其精髓，

本文將以較為功能性導向之分析方法，先從學理上探討結合矯正措施的功能及其可

能衍生的問題，再從控制這些相關問題的角度出發，介紹主要國家及國際組織之規

定及學理分析。綜合研究的初步結論，本文進一步針對我國公平法結合法制，以及

其採行矯正措施的經驗及所面臨的問題加以說明，最後以外國法制對我國建立更具

一致性的結合矯正措施原則之政策啟示，並提出適合我國經濟條件與法規環境之矯

正措施規定作結。 

國內對此議題的討論，仍相當少見。少數觸及此一議題的文獻，仍以傳統之國

別法規與案例介紹為主。這類分析方法的侷限性在於，其往往只在於介紹各國之規

範現狀，而未能從學理上呈現規範手段所擬解決的具體競爭問題為何。影響所及，

即是在思索外國經驗是否可引入國內時，缺乏明確之市場效果評估標準，可以進行

深度的學理探討。3筆者相信，功能導向的分析角度，將可提供讀者一個較傳統法學

以國別為主軸之比較論述方法更為清晰的理解架構。 

二、實施結合矯正措施之功能與學理問題 

如上所述，結合申報制度具有讓結合審查制度淪於管制者與結合事業間之「零

合遊戲」的風險。另外，競爭主管機關除須掌握結合行為所可能影響的相關市場現

況外，對結合案最終的許可、不異議，或禁止等法律判斷，本質上更涉及對相關市

場未來可能變化的預測。結合當事人申報內容之真實程度，以及主管機關本身在搜

尋相關市場資訊時之主客觀條件限制，都可能讓判斷的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與主觀

色彩。而隨著知識經濟的來臨，市場愈強調無形資產與動態競爭的價值，這一執法

上的難題，將更為明顯。反映在結合審查實務上者，乃可以被明顯判斷必然有利或

不利於競爭的結合案件類型將愈來愈少； 相反的，結合正反面競爭效果出現機率

                                                      
3 例如，林廷機 & 陳凱娟，「結合補救制度－從美國法的認知對公平交易法適用上之探討與

啟示」，公平交易季刊，第 20 卷第 1 期，33-7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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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的案件，很有可能會是未來案件的大宗。此時，單純的「許可/不異議」或是

「禁止」決定，其出現「錯殺」及「錯放」的機率也將隨之增高。「結合矯正措

施」提供了位於結合審查光譜二個極端間的一項緩衝選項。簡言之，主管機關透過

設定條件或負擔，在許可結合的同時，亦要求結合當事人遵守或履行一定之結構面

或行為面義務，除可確保結合所可創造之經濟效益不致因「錯殺」而喪失外，亦可

透過與當事人協商相關矯正措施的過程中，獲取更多的產業與市場資訊，設計出最

能反應市場現實的條件或負擔，進而創造出政府與業者雙贏的規範結果。 

合先說明者，乃矯正措施之成效評估，與各國對結合管制之審查標準為何息息

相關。換言之，確立審查標準及其所擬實現之目的後，才有可能掌握評估矯正措施

是否有效的標準； 而不同的管制目的，也會影響我們選擇矯正手段的考量。就學

理而言，結合管制之目的主要有以下三種看法4。第一類的看法，乃認為結合審查的

目的，在於禁止對市場具「實質減損競爭」（Substantially Lessening Competition; 

SLC）效果之結合行為。持此一看法者，以美國法為代表。另外，有採「支配力檢

視」（Dominance Test）標準，認為結合若具創造或強化結合事業於市場之支配地

位者，主管機關應利用相關結合管制措施加以限制與禁止之。德國法即是採此一審

查原則。再者，亦有少數國家以結合是否有利於「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實

現作為其審查標準。就這三類審查標準而言，SLC 及 Dominance 檢視標準乃純從結

合對市場經濟效果的評估，故與其配套之矯正措施，也應著眼於如何避免或限縮結

合行為所可能出現的負面經濟效果。反之，若採「公共利益」標準，則主管機關可

基於非經濟的考量，來設計相關的措施。綜觀各國近年來在調整審查標準時，SLC

似已逐漸成為主流，而為愈來愈多的國家所採行5。 本文以下也採此一多數看法，

從市場經濟分析的角度論述與矯正措施有關之議題。 

歸納各主要國家競爭主管機關之執法經驗，結合矯正措施可進一步區分為「結

構面」（Structural）與「行為面」（Behavioral）二大類型。「結構面」矯正措施顧

                                                      
4 OECD Policy Roundtables on Standards of Merger Reviews 7,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 

dataoecd/19/37/46503256.pdf. (OECD 2009 年 6 月會議)，last visited on date: 2012/8/1。 
5 據 OECD 競爭委員會於 2009 年 6 月結合審查標準圓桌論壇的會議結論，在過去 20 年間，沒

有一個國家將審查原則由「實質減損競爭」改為「支配力檢視」，卻有包括歐盟在內的不少國家

由「支配力檢視」改採「實質減損競爭」。理由在於「實質減損競爭」原則較具彈性，也讓主管

機關有較大的空間引入經濟分析方法來正確評估結合之實質競爭效果。Id., at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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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思義乃主管機關以調整市場結構的方式，來預防結合完成後所可能出現之反競爭

效果。最常見之措施如以出售公司資產作為許可或不異議結合案條件之「解體」

（Divesture）措施。 另外，在許多情況下，智慧財產權的授權，特別是當授權條件

是專屬（Exclusive）、不得撤銷（Irrevocable），且不得終止（Non-Terminable），

也無持續支付權利金義務者，由於並未涉及事後遵守措施之行為監督問題，故實質

上等同是一項特別的解體措施6。相對的，「行為面」措施手段，則從消極禁止結合

後事業所得從事之競爭行為，或是要求事業積極採行具降低或排除競爭疑慮特定行

為作為結合案之負擔。其可能的類型固然繁多，但依「國際競爭網絡」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ICN）的歸納，從措施之目的與功能來看，可

大致區分為「以智財為基礎」（ IP-related）、「促進水平競爭」（Facilitating 

Horizontal Rivalry）、及「控制結果」（Controlling Outcome）三大類7。 

(一) 「結構面」矯正措施之類型及其成效分析 

解體是結構面矯正措施中最常使用的手段之一。從公司重組的觀點來看，資產

解體往往是一家公司追求更大經濟利益的策略選項，無效率結合的大公司，可以透

過解體手段，減少其經營活動的數量與種類。資產解體可能反應於比較優勢的專業

考量之上，例如 1988 年 Allegis 公司出售其轄下的旅館和汽車出租業務，以便集中

公司資源經營旗下的聯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8。另外，透過出售資產予更

加需求此資產者，可以獲取較高報酬，從而提高公司的資產價值，例如，Dow Jones

將其轄下教科書業務的 Richard D. Irwin 公司解體而出售於鏡報（Mirror），以求致

力於專業出版和地區性報紙業。由於此時的鏡報正積極尋求擴張教科書專業出版，

因此 Dow Jones 可以在資產解體中獲得較高報酬而使其資產獲得增值9。從消極面來

                                                      
6  ICN Merger Working Group：Analytical Framework Subgroup, “Merger Remedies Preview 

Project,” 10, Report for the Fourth ICN Annual Conference (Bonn, June 2005), available at http：
//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uploads/library/doc323.pdf ,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1/9/25. 

7 Id., at 7. 
8 美國聯合航空公司於 1987 年曾一度短暫的更名為 Allegis 公司。1988 年該公司把旗下希爾頓

大酒店、威斯汀酒店及度假村公司，分別出售予 Ladbroke 大酒店與日本 Aoki 公司後，又改回原

來的「美國聯合航空 (UAL Corporation)。請參考 Peter Lynch & John Rothchild, One up on Wall 
Street: How to Use What You Already Know to Make Money in the Market Chapter 13.8 (2000).  

9 Dow Jones 於 1987 年增資 Telerate (一家電子金融資料庫公司)，股權從 32%陡增為 58%。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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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解體也可以做為購併（Takeover）的防禦措施。例如，1982 年當 Brunswick 公

司面臨到 Whittaker 公司的購併威脅時，把其當紅的醫療業務出售予 American Home 

Products 公司，Whittaker 因而喪失了收購的誘因。此即本文後半段將論及的解體

「皇冠珠寶」（Crown Jewels）10。 

就競爭法而言，結構面矯正一次性的解決結合所可能產生的競爭疑慮，且不需

如行為面矯正措施，需於事後承擔較高的監督成本，故為多數國家所優先考量採行

之矯正措施11。就其實質成效而言，Baer 曾檢視了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在 1990-1994

期間的資產解體案件發現，約 75%的比例成功的創造了市場有效競爭者（Viable 

Competitors），如果解體售出的事業是一個正在進行經營（On-Going）的事業體，

則約有 86%的案例會成功12。在歐盟方面，2005 年歐盟進行「結合矯正研究

（Merger Remedies Study）」，時間涵蓋 1996-2000 年，樣本中包含 40 件被核准之

案件，其中涉及 96 項矯正措施。研究結果顯示，在解體資產給市場競爭者或新進

者的矯正措施中，約有 94%的這些廠商於解體後的 3 至 5 年中，仍然存在於市場中

參與競爭。這意味著，購買解體資產的廠商其存在的持續性顯然很高13。 

雖然上述二項實證研究也提出了結構面措施在執行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並將

於本文以下章節中說明，但整體而言，其呈現了該類矯正措施在維持市場競爭上，

的確有相當實質的功能。 

(二) 「行為面」矯正措施之類型及成效分析 

從經濟本質而言，「行為面」矯正措施是一組承諾（Commitments），結合者

                                                        
了降低其負債，Dow Jones 乃將旗下教科書出版公司 Richard D. Irwin，於 1988 年以 1.35 億美元售

於 Times Mirror。請參考 Thomas B. Rosenstiel, $135-Million Deal for Richard D. Irwin Inc.: Times 
Mirror Will Buy Textbook Firm, available at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88-01-05/business/         
fi-33349_1_times-mirror-s-interest, last visited on date: 1988/1/5. 

10 See John C. Coffee Jr. et al., Knights, Raiders, and Targets: The Impact of the Hostile Takeover, 
Chapter 20 (1988).   

11 關於各主要國家之實施現況，可參考陳志民 & 陳和全，「結合矯正措施之研究」，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 99 年度委託研究計劃，第五章 (2010)。 
12 William. J. Bare, “A Study of the Commission’s Divestiture Process,” 10 & 11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os/1999/08/divestiture.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1/9/26.    
13  DG COMP, 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 Remedies Steudy,” 128 (2005), 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legislation/remedies_study.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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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將其擁有的技術、生產要素、關鍵資產給予競爭者充分使用。若不如此，結合

者同時擁有上游下游公司時（即垂直整合），它可能藉此市場地位而封鎖在生產鏈

上的其他既存（或潛在）競爭者。為解除競爭主管機關對此一問題的疑慮，結合者

可以提出承諾，以保證既存（或潛在）競爭者之競爭地位不變。另外，行為面措施

也可能在結構面措施難以實施的情況下，扮演著替代或輔助的角色，例如解體資產

找不到適當的買主、或是結合交纏著如獨家交易、網路效應、或專利權等問題而無

法單由結構面措施來解決、或是結構面措施實施後，反而導致無效率現象的出現

等。 

而從競爭法的觀點，行為面措施的類型設計，則以要求結合事業履行特定的作

為或不作為義務，來達到回復市場在結合後可能受到扭曲的競爭秩序。若依上述

ICN 的分類，在「以智財為基礎」的措施類型下，常見者乃專利權的強制授權、智

財權的近用（Access）管道安排等。在「控制結果」措施上，主要是以直接控制結

合後事業之產品價格或範圍等競爭結果的方式，來化解反競爭之疑慮，常見的類型

包括價格上限（Price Caps）、供應承諾（Supply Commitments）、服務水準協議

（Service Level Agreements）等。至於在「促進水平競爭」措施上，ICN 將其進一

步區分為三大類型： 1.避免事業濫用水平市場地位，進行排除或減少競爭的行為。

例如禁止搭售或限制掠奪性定價等；2.防止事業利用其垂直關係或整合程度，來扭

曲或限制競爭。例如，要求結合事業授權其所掌握之關鍵技術等；3.改變買方行

為，以鼓勵競爭。例如，向買主提供訊息，使其可轉換供應之來源，如要求事業公

開招標程序14。 

至於行為面矯正措施之實際執法成效，依上述歐盟 2005 年所作的研究結果，

似乎間接佐證了行為面措施因有較高的監督成本，故在維持結合後市場競爭強度上

的成效比不上結構面措施。不同於一般對措施手段的分類，該研究將所選取的具體

措施，分為「移轉市場地位」（Transfer of Market Position）、「退出合資關係」

（Exit from a Joint Venture）以及「近用及其他承諾」（Access and Other 

Commitments）措施等三大類型。歐盟於研究後發現，最有成效者，乃「退出合資

關係」，其次乃「移轉市場地位」，最後才是屬性上偏向於「行為面」措施的「近

                                                      
14 ICN Merger Working Group: Analytical Framework Subgroup, supra note 6, at 11-12.  



 「結合矯正措施」制度之一項功能性導向的理解架構 9 

用承諾」15。不過，歐盟於研究究報告中也指出，受限於「行為面」措施分析樣本

取得不易，故此一結論只是一項具侷限性的一般性發現16。 

(三) 實施結合矯正措施之潛在問題：一項經濟學理之分析 

結合矯正措施雖具有上述之功能，但不可諱言的，由於矯正措施的實作及其類

型與範圍的選擇等，均建立在主管機關對結合後市場競爭效果受影響程度的預測。

預測可能失準而導致措施失效，且縱使主管機關能精準掌握結合之競爭效果，矯正

措施實施過程中，也有賴客觀市場條件及當事人主觀配合與遵守之意願，方能畢竟

其功。本節以下嘗試從經濟分析之觀點，歸納出結合矯正措施於學理上所可能出現

之問題。此一學理歸納，也提供了本文後續章節分析各國矯正措施具體規定之一項

更清晰的理解架構。綜言之，實施矯正措施所可能衍生之問題，大致可將其歸納為

以下四項：1.與「執行主體」有關之問題；2.與「實施客體」有關之問題；3.措施本

身所衍生之「交易成本」問題；4.落實措施所生之「執法成本」。 

1. 與「執行主體」有關之問題 

在結合矯正措施實施過程中，最主要的二個執行主體乃競爭主管機關與結合事

業。由於主管機關與結合事業對矯正目標的看法存有先天上的不同，故難以避免地

將出現彼此爾虞我詐之策略性考量。有關結合事業所可能的策略性行為，容後再

述。從競爭主管機關的角度來看，矯正措施的目的在於控管事業結合後之市場力

量，以增加消費者剩餘; 因此主管機關也有可能在過度考量結合對消費者或競爭對

手之不利益，或是基於其對市場理想競爭狀態之藍圖，而附加了超出避免競爭受限

所必要之附款，不當限制了人民之權益。 

2. 與「實施客體」有關之問題 

相較而言，競爭主管機關對於結合審查相關市場資訊之掌握，明顯不如結合事

                                                      
15 Supra note 13, at 133-135.  
16 Id., at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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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來得充分，政府對於公司成本之了解也永遠不如公司本身。就矯正措施而言，此

一資訊不對等現象，導致主管機關基於未來競爭之最適安排，而所行之解體資產或

行為措施的範圍拿捏，常有「過或不及」之困擾。Farrell 即指出，結構性矯正措施

的問題之一即在於，若資產過度切割，將有損於結合事業之效率17。同時，資產解

體後之不可回復性，更增添政府在行使解體要求時，所可能隱涵的風險代價。 

3. 措施本身所衍生之「交易成本」問題 

競爭主管機關若採行「結構面」措施，則由於解體措施在大部分情形下均會涉

及資產之買賣，故市場財貨交換所可能產生之交易成本，一樣有可能出現在結合事

業出售主管機關所要求之資產過程中。首先，解體資產能否順利有效率的被出售，

取決於「解體資產」市場是否處於競爭的狀態。若該市場中不存有足夠的買者，則

資產的出售價格很可能會被刻意的壓低，遑論市場潛在買方若事先知悉資產出售是

結合案通過之前提條件時，其更有誘因對結合事業進行策略性的低價「搶劫」

（Hold-Up）行為，而導致解體遲遲無法完成的現象18。 

公平法上的解體矯正，與公司治理之資產分割，對行為者而言，誘因可能大異

其趣。競爭法下之解體措施落實得愈徹底，意味著市場上出現一個有能力和結合事

業分庭抗禮競爭者的機率就更高。這固然是競爭機關所最希望達成的目標，但卻是

結合事業所最不想達成的結果，因此，管制者與被管制者之資產分割誘因形成高度

差異。若主管機關對於解體資產之範圍與價值無法充分掌握相關資訊時，將給予結

合事業故意降低解體資產價值，增加成功出售解體資產的困難度，以及降低承買競

爭者於取得資產後之競爭能力。另外，主管機關也可能無法排除，結合事業和其他

潛在競爭買方達成勾結協議來阻礙解體程序的順利進行。此一衍生之交易成本問

題，使部分經濟學者認為，針對結合審查所使用的「單方效果（Unilateral 

Effect）」與「雙方效果（Bilateral Effects）」檢視原則，也應該被運用於資產解體

                                                      
17  Joseph. Farell, “Negotiation and Merger Remedies：Some Problems,” Merger Remedies in 

American and European Union Competition Law, François Léveque and Howard A. Shelanske ed., 99-
101 ( 2003). 

18 此與「土地徵收」過程中所可能出現的不斷哄抬收購價格的現象類似，可參考陳志民，「當

強制徵收成為政策補貼：美國聯邦高法院 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 案之評析」，中原財經法

學，第 19 期，1，24-2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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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檢視過程中19。 

在「行為面」矯正措施方面，當措施內容涉及要求結合事業於結合後仍有繼續

與競爭對手交易之積極義務時，交易雙方為達成交易內容之共識而所可能出現的協

商成本，往往是行為面矯正措施最主要的交易成本來源。較常見之例子，如開放近

用對競爭具關鍵性之設施時，使用者所需支付予結合事業之費用的議價過程；或是

在禁止智財授權差別待遇的措施下，結合事業與被授權人對於公平且不具差別性的

權利金為何，往往存在有相當不同的看法，而使授權使用之契約無法即時完成。 

4. 落實措施所生之「執法成本」 

廣義的「執法成本」，可包含上述三類型與矯正措施有關之成本。本文在此將

其限縮在較為狹義，專就主管機關確保措施被忠實履行（結構面或行為面）之成

本。例如，在「行為面」矯正措施下部分，因為是結合事業行為自我設限的承諾，

容易出現管制經濟學中「陰奉陽違」的規避行為。如同利潤報酬率之管制，往往會

造成廠商投資與成本暴增現象一般20，表面上符合了承諾設限，實質上，卻巧妙的

予以規避，故往往需要政府耗費大量成本持續甚或長期的監督。 

三、結合矯正措施關於「執行主體」問題之控管 

對於主管機關在判斷是否採行矯正措施時，可能出現過度管制的問題，歐美各

國在相關的處理規範中，均開宗明義的揭示了主管機關所應遵守之基本實施原則。

本節以下謹就主要規定加以說明。 

                                                      
19 Massimo Motta, Michele Polo & Helder Vasconcelos, “Merger Remed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 Overview,” 52 Antitrust Bulletin, 603, 617 (2007).  
20 此一現象，即管制經濟學中所描述之 A-J-W 效果 (A-J-W Effect)。See Alfred E. Kahn, The 

Economics of Regulation: Principles and Institutions, 50-53(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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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國 2011 年 6 月「反托拉斯署結合矯正措施政策指引」
（Antitrust Division Policy Guide to Merger Remedies）21 

依該「政策指引」第 I 點第 A 項之規定，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於實施矯正措

施時，應遵守下列主要原則（Key Principles）：  

1. 有效的維持競爭（Preserving Competition），是妥善訂定矯正措施之立足點與主

要依據； 

2. 措施應聚焦於回復競爭，而非在保護特定之競爭者；   

3. 矯正措施之建立，應基於嚴謹法律與經濟理論，謹慎運用於審議案件之個案事實

評估。 

在此原則下，反托拉斯署的主要執法目標，乃在確保結合後之市場競爭不受到

扭曲，而非在決定競爭的結果，或是選擇競爭的勝敗者。而得為反托拉斯署所接受

之措施，必須在足以回復市場競爭的同時，不致於減損了個別廠商競爭的誘因。另

外，反托拉斯署也強調，矯正措施手段的決定，與個案事實有高度的關聯，主管機

關除了應評估措施與可能的競爭損害二者之關係外，並應注意措施是否是解決競爭

損害之適當手段。具體而言，「政策指引」要求反托拉斯署應考量：1.違法結合將

產生或可能產生何種競爭損害；2.反托拉斯署所擬採行之措施可如何解決該特定之

損害。 

另外，「政策指引」中對於矯正措施手段所訂定之優先選擇標準，相當程度也

限制了反托拉斯署濫用裁量以進行過度管制之可能性。在 2004 年舊版的「政策指

引」第 III 點 A 項中，明確要求反托拉斯署應優先考量結構性的矯正措施，因為與

「行為面」相較，前者較簡潔及確定，且能避免政府於市場中的高額花費，而行為

面的矯正措施，典型地較難操作、複雜且管理成本高，且較結構面的矯正措施更容

易被規避22。實際上，由於在資產解體後，主管機關與結合事業間即不再具有任何

的管制上的牽連關係，故「結構面」措施也較能避免主管機關藉由因「行為面」措

                                                      
21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titrust Division, “Antitrust Division Policy Guide to Merger 

Remedies,”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272350.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1/10/4.   

2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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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所生持續性監督義務，而在過程中進行超出維護所必要之措施要求。 

在修正後的 2011 年「政策指引」中，美國反托拉斯署雖已不再強調「結構

面」優先於「行為面」措施之原則，但仍依結合類型，具體表明措施類型被採行之

優先順序。例如，在絕大多數的水平結合（Horizontal Merger）案中，由於結合後

的競爭問題多來自於市場力量的增加，故以避免共同控制部分或全部資產的「結構

面」措施將會被優先採用。（見 2011 年「政策指引」第 i 點第 b(1)項之規定）。至

於在單純垂直結合（Vertical Merger）部分，由於並不會改變結合事業結合前個別相

關市場中之市場力，競爭主管機關所需關心的，乃結合後競爭誘因與行為的改變，

故可考量以「行為面」措施為主要的附款。不過反托拉斯署也強調，若垂直結合在

事業更大規模的改組計畫中所佔的比重偏低時，主管機關仍得考慮使用「結構面」

措施，以期能更有效的回復競爭。（2011 年「政策指引」第 I 點第 B(2)項之規

定）。此規定也相當程度框架了主管機關的選項與優先順序，並保留了對「結構

面」措施具有較強矯正功能的基本看法。 

(二) 歐盟「結合矯正措施通知」（Commission Notice on Reme-
dies）23 

在歐盟競爭法的架構下，結合若有實質妨礙市場效能競爭的可能，特別是當結

合會創造或強化事業之支配地位時，依 2008 年修正之「結合矯正措施通知」第 6

點之規定，歐盟執委會得將上述之競爭疑慮傳達予結合事業知悉，由結合事業自行

研擬足以解決相關疑慮之結構面或行為面允諾，執委會對於當事人所提之允諾，原

則上只有接受或拒絕之權利，不得於決定中單方附加其他條件。故若結合事業所提

之矯正措施未能說服執委會足以回復其所關切之競爭疑慮時，執委會只能作出拒絕

的決定。 

除了此一避免執委會過度行使其裁量權的原則性規定外，相較於美國「政策指

引」具體強調應以「競爭」而非「競爭者」為保護對象，以避免主管機關以競爭法

                                                      
23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notice on remedies acceptabl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and under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802/2004,” available at http://eurlex.europa.eu/ 
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C:2008:267:0001:0027:E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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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進行產業市場結構微調，歐盟則似乎更關切執委會是否會因此而在判斷矯正措

施之有效性上過於寬鬆，故在後續的規定中，賦予了執委會應嚴格審查且更廣泛的

判斷標準。例如在「結合矯正措施通知」第 9 點中規定，當事人所提出之矯正承

諾，必須能全面地（Entirely）移除競爭疑慮，且必須從所有的觀點來看（From All 

Points of View）是廣泛（Comprehensive）與有效（Effective）的措施。而在判斷措

施能否移除競爭疑慮時，執委會應考慮與措施有關之所有相關因素（All Relevant 

Factors），包括措施之類型、規模及範圍，並參考市場結構，以及結合當事人與其

他市場參與者市場地位等市場之特殊特徵（「結合矯正措施通知」第 12 點）。 

至於在措施類型的選擇上，「結合矯正措施通知」認為，結構性措施，特別是

「解體」承諾，係解決水平結合競爭疑慮最好的方式，也可能係解決源自於垂直結

合或多角化結合競爭問題的最佳手段。至於結合事業未來行為之允諾，只有在例外

且非常特定的案件中才可以被接受。特別是在要求結合事業未來不得漲價、減少產

品類型、或移除市場品牌等措施，通常無法解決由水平結合所產生之競爭問題，故

只有在可以藉由有效率執行與監督以確保其有效性，以及不會有扭曲競爭效果風險

的情況下，才可以被採行（「結合矯正措施通知」第 17 點）。 

(三) 國際競爭法組織之相關規範 

1. 「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競爭委員會圓桌會議報告24 

OECD 於 2003 年針對矯正措施之會議報告中指出，於訂定矯正措施時，競爭

主管機關應遵循以下原則：1.競爭主管機關應僅有在競爭威脅已被確定始考慮矯正

措施；2.矯正措施應該是最少限制的手段，以便有效消除競爭關切之問題；3.矯正

措施只能解決競爭問題，而不應被用於產業規劃或其他非競爭的目的；4.競爭主管

機關應靈活且具創造性地訂定矯正措施。  

矯正措施應著重於維持結合前的競爭秩序程度，而非將矯正措施用於改善市場

上非因結合所產生的反競爭效果，企圖使市場的競爭環境比結合前的狀態更佳。由

於主管機關採取過度嚴格或不必要的矯正措施，反而可能會降低效率以致損害消費

                                                      
24 See supra no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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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福利。因此，主管機關不應僅是為了避免調查工作的繁複，則輕易採取過於嚴格

或不必要的矯正措施，而是應認真審查結合可能導致的反競爭效果，及評估結合當

事人的提議，擬定一個適當的矯正措施，以避免過度嚴格或不必要矯正措施所可能

造成之風險，例如設立研擬矯正措施的專屬部門、審查過程中，徵詢第三人的建

議、對於矯正措施的協商或作成，予以更彈性的期間限制等25。 

2. 「國際競爭網絡」（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ICN）26  

ICN 在 2005 年第 4 屆年度會議報告結合矯正措施審查方案中，認為競爭主管

機關於考量矯正措施時，應遵循以下重要原則： 合比例性（Proportionality）、實

效性（Effectiveness）、矯正措施的潛在負擔與成本（Potential Remedy Burdens and 

Costs）、透明度與一致性（Transparency and consistency）27。 

在合比例性部分，該原則強調主管機關應以最小損害的有效手段，達到矯正措

施目的。實效性原則，則建議主管機關可從以下幾方面評估矯正措施之實效性。首

先，綜合影響（Comprehensive Impact）的評估，矯正措施應設法處理所有結合可能

產生之利弊；其次，可接受的風險（Acceptable Risk）評估。矯正措施有一定程度

的不確定性，主管機關應採取最小風險的有效措施，更重要的是，主管機關應可在

該措施難以達其預期效果時，進行補救；再者，可行性（Practicality）評估。有效

的矯正措施應具實際上之可行性及可執行性，且得加以監督；最後，適當的時間與

時機（Appropriate Duration and Timing），矯正措施應在預期時間內得以化解結合

之反競爭疑慮。 

矯正措施的潛在成本可從以下幾個角度來分析。首先，矯正之衝擊成本

（Remedy Impact Costs），矯正措施可能造成市場無效率，特別長期以行為面之措

施干預市場，所可能產生之結果。例如，限制事業結合後不得調漲價格，可能造成

對該市場可投資性與利潤回收度之疑慮；其次，矯正之營運成本（Operating 

Costs），主管機關為執行矯正措施所產生之直接成本，如監督收集訊息、僱用受託

人等；第三，結合之效率或效益之損失（Merger Efficiencies or Other Benefits 

                                                      
25 Id., at 6-7. 
26 ICN Merger Working Group: Analytical Framework Subgroup, supra note 6.  
27 Id., at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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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gone），為化解結合可能產生之反競爭疑慮，主管機關對於事業所為之矯正措

施，即可能減少事業原可能以結合所獲得之效率或效益。 

至於在透明度的要求，乃指決定矯正措施之原則及重要問題，應是結合事業所

可見且可理解的，但並非意味洩露機密信息；而在矯正措施一致性原則下，主管機

關應避免產生不一致或不同之矯正措施，特別是在審查跨國結合案件時。 

ICN 認為矯正措施之設計，重點應在於其可快速且有效實施，因複雜性的概念

可能會導致多重的例外與無法預見之後果，因此有時需要大量細節性的文字，以精

確達到矯正措施之目的28。而在矯正措施之選擇方面，ICN 主張結構面矯正措施，

因其一次性地恢復市場的競爭結構，故相對於行為面措施是較佳之方式，特別是解

體措施，可能更為有效，因其直接化解反競爭之疑慮，且招致較低的監督成本與可

能造成的市場失靈。 

四、結合矯正措施關於「實施客體」問題之控管 

就概念而言，解決矯正措施「實施客體」問題，即在於讓競爭主管機關得以掌

握更多關於解體資產或矯正行為對回復競爭必要性之相關資訊，以避免措施出現

「矯正不足」或「過度矯正」的問題。美國與歐盟等也在此一原則下，訂定相關之

具體規範。 

(一) 美國 2011年 6月「反托拉斯署結合矯正措施政策指引」 

2011 年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於「政策指引」第 II 點 A 項中明確指出，一項

有效的結構面矯正措施，最重要的是應包括資產承買者未來和結合事業長期競爭所

必需之有形與無形資產。而所謂必需之資產，乃指得以讓承買者制衡因結合所增加

之市場力量。為達此一目的，解體資產須足以讓承買者能維持市場競爭，範圍應夠

廣，而能讓承買者得於相關市場中利用，而不致於將該資產出售或移為其他用途。 

                                                      
28 Id.,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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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體資產所屬事業之選擇 

解體資產究屬結合事業何者所有，並非反托拉斯署所會特別考量之因素。只要

所選擇之資產，有利於回復市場競爭，即便結合或被結合事業之資產有「質」的不

同，二者均得個別或合併作為結構面矯正措施之客體。反面言之，當結合當事人之

一之資產無法有效的回復競爭，如該資產必須與事業內之其他資產共同使用，始能

有效率的發揮其功能，而結合他事業之資產可單獨被實施與運用時，後者即應優先

被考慮29。 

2. 優先考量既存營業部門（Existing Business Entity）之解體 

「政策指引」第 II 點 A(2) 項指出，反托拉斯署原則上將優先考量事業既存之

營業單位作為解體資產。透過過去業績紀錄以及提供目前及潛在的顧客，既存營業

單位提供足以確認其乃值得信賴的相關產品提供者，也證明了資產於市場中被用於

競爭的可能性。再者，研究發現，相較於個別選擇與組合之解體資產，以既存營業

單位為客體的解體較容易成功，理由在於既存營業事業單位除有形資產外，往往同

時搭配有從業人員、客戶名單、資訊系統、無形資產、以及有助於相關產品產銷之

管理基礎設施，可提高出售財產的價值。 

不過，當反托拉斯署得以從結合當事人雙方選擇出適當之組合資產，而該資產

可在出售後，設立一個得有效維持競爭之事業單位時，反托拉斯署仍得接受少於既

存營業單位資產範圍之解體提議。同理，當既存事業單位之部分資產（如行銷通

路）已是承買者所擁有，或是可以從競爭市場中取得時，反托拉斯署若能強求以既

存營業單位為解體客體時，反而是多餘且無效率的作法。例如，在 2011 年的

United States v. Unilever N. V.一案中，美國政府要求美容美髮產品大廠 Unilever 公司

於結合完成前，應將主要之產品品牌釋出，但不需同時出售生產該品牌產品之工廠

或設備，因為品牌的承購者未來得透過契約，於市場中尋得具生產能力之製造商，

可以快速的建廠並開始量產30。 

                                                      
29 「政策指引」第 II 點第 A1 項，註腳第 16。 
30 1: 11-cv-00858, Competitive Impact Statement 12 (D.D.C.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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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回復競爭之需要，反托拉斯署亦得要求超出既存營業單位財產範圍之解

體。特別是當既存財產的出售，仍無法解決結合後之競爭疑慮時，加入結合事業其

他財產於解體組合中，可能是必要之矯正安排。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即便結合後

的競爭疑慮只存在於特定產品上，但若主管機關認定承買者需取得整個產品線的產

品（Full Line of Products），才有可能於事後進行有效率的競爭時，仍得要求將與

競爭無涉產品列入出售組合中。另外，競爭疑慮雖只出現在美國市場，但反托拉斯

署仍得要求將結合事業在全球的資產列入解體包裹中，以達回復競爭的目的。再

者，整合事業所具有的規範或範疇經濟，可能也無法單以承購事業部分的相關產品

來實現，有必要讓承買者有機會得以購買全體整合事業。 

3. 關鍵無形資產（Critical Intangible Assets）權利之解體（「政策指引」
第 II點 A(3)項） 

當對結合後之市場有效競爭的關鍵資產是無形資產時，如二家擁有生產同一產

品不同專利之事業結合時，結合的結構面矯正措施往往會涉及到該無形資產的出售

或是授權。過程中所涉及的一項議題，乃應否容許結合事業持續保有近用該無形資

產的權利。若許可之，則恐將讓無形資產的承購人，因無法排除結合事業使用該無

形資產，而喪失產品的差異性與競爭能力。因此，反托拉斯署得在解體計畫中要求

結合事業須放棄所有與該無形資產相關之權利。例如，在上例 Unilever 公司購買

Alberto-Culver 公司案中，反托拉斯署除要求 Unilever 公司應將出售其在美國低價洗

髮精、潤髮乳、及造型液（Value Shampoo, Conditioner, and Hairspray）零售市場中

享有相當市場率的 VO5 及 Rave 二個品牌之表徵（Trade Dress）與營業秘密（Trade 

Secret）外，更進一步要求用於研發、生產及行銷該二品牌產品之其他智財權也須

一併釋出。再者，其他與釋出品牌相關之生產設備、紀錄、契約、許可證、客戶資

訊、存貨、包裝、工藝圖（Artwork）等，也應一併出售予一家或二家以上之買方

31。 

不過，當關鍵資產有助於結合事業實現效率，但結合事業難以在解體後和資產

承購者達成授權合意時，反托拉斯署會考量讓結合事業保有該關鍵資產，再以非專

                                                      
31 Id., at 11-12.  



 「結合矯正措施」制度之一項功能性導向的理解架構 19 

屬授權（Non-Exclusive Licensing）的方式，將關鍵智財權授權與承購人。這種情

況，通常較可能出現在當關鍵資產是「製程專利」（Production Process Patent）而非

最終產品專利、著作權或商標權的情形，蓋從解體能否讓承購人得以創造產品差異

性及競爭能力的標準來看，後者的重要性通常要大於前者32。 

4. 行為面矯正措施 

從確保矯正行為為回復競爭所需的角度來看，任何行為面措施之基本要求即是

應具體與明確。模糊的行為面措施要求，除了難以實施外，也很容易被結合當事人

規避或刻意曲解其意義。對競爭主管而言，明確與具體之行為面措施，也有利於其

評估措施與競爭間之關聯性，以避免出現過度矯正與矯正不足的情形。 

由於行為面的高度多元性，難以有統一之規定來達到具體與明確性的要求。美

國司法部在「政策指引」第 II 點 B 項中，例示了幾項常見之行為面矯正措施，以及

如何提高各類型措施之具體可行性。 

(1) 防火牆條款（Firewall Provisions） 

此類矯正條款的主要功能在禁止結合後事業進行敏感訊息的交換，降低相關市

場中上下游業者進行勾結之協同成本，強化事業進行聯合行為的誘因；訊息交換亦

可能導致結合事業更容易於結合後調高市場價格，而出現不利競爭之單方效果。另

外，反托拉斯署認為，訊息交換讓競爭者顧慮自身之重要競爭訊息可能會被結合對

手所取得，而較不願意從事產品之創新，進而降低市場中之研發競爭33。為達此目

的，反托拉斯署首先應確認與競爭相關之關鍵訊息為何，以及如何控管此類資訊在

結合後被不當地散佈。例如，在 2010 年的 United States v. Ticketmaster Entm’t, Inc.

一案中34，反托拉斯署即求被告不得將其因提供音樂會訂票服務所取得之客戶資

料，提供予結合後事業中主要負責音樂會場地安排、促銷、或表演者管理服務等業

務之員工。 

                                                      
32 「政策指引」第 II 點第 A3 項，註腳第 27。 
33 「政策指引」第 II 點第 B1 項，註腳第 30。 
34 2010-2 Trade Cases. ¶ 77,113 (D.D.C. 2010): Final Judgment 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ce.gov/ 

atr/cases/f260900/260909.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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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歧視條款（Non-Discrimination Provisions） 

為避免結合事業於結合後，在交易條上偏惠被結合事業，或拒絕與被結合事業

之競爭者交易，反托拉斯署得要求結合事業須平等對待所有交易相對人，作為不爭

執結合之矯正措施。不過，於運用此類條款時，反托拉斯署須注意結合事業有無以

實質效果等同歧視之其他手段，來規避矯正措施之要求。例如，要求結合事業須提

供所有下游市場交易相對人合理交易價格的措施，往往可利用交付品質較差之產

品、較長的交付期限、或較差之售後服務等，來達到保護被結合下游事業優於非結

合競爭對手之競爭力。對此，反托拉斯署應於後續監督過程中加以注意。 

(3) 強制授權條款（Mandatory Licensing Provisions） 

在某些情形下，反托拉斯署允許結合當事人以公平與合理的價格，授權第三人

使用其所掌握且對生產與競爭具重要性之技術或資產，以確保結合後之市場競爭能

受到維護。 

(4) 透明化條款（Transparency Provisions） 

在部分關於垂直結合的案件中，反托拉斯署會要求結合事業向管制機關揭露相

關之重要資訊，特別是當此類資訊有助於管制機關後續監督結合事業是否在結合

後，進行對交易相對人之差別取價等損害市場競爭之行為。不過反托拉斯署於採行

此一矯正措施時，也會同時注意到透明化條款對於特定產業而言，是否會有利於競

爭者利用此一措施進行聯合行為。 

(5) 反報復條款（Anti-Retaliation Provisions） 

常見的反報復條款，如要求結合後事業不得對與其競爭對手交易之客戶或第三

人採行商業報復手段，以避免不當限制市場競爭。例如在上述 Ticketmaster 一案

中，反托拉斯署要求 Ticketmaster 不得在結合後，對使用或考慮使用競爭對手訂價

服務之展演場地所有人進行報復，或以場地所有人不使用競爭對手訂票服務，作為

被告提供現場表演活動之條件，或以場地所有人不與其他提供現場表演活動業者締

約，作為其提供訂票服務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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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禁止或要求結合事業採行特定行為 

在垂直結合的情形，反托拉斯署得禁止結合事業採行具限制或排除效果之行

為。必要時，其亦得要求其採行類似像持續供應契約之措施。 

5. 混合式措施之採行（「政策指引」第 II點 C項） 

在幾種特定的情況下，回復競爭之最適結合矯正措施手段，可能是同時包括結

構面與行為面之混合式（Hybrid）措施。例如，當結合涉及多個相關市場時，則反

托拉斯署可能會在部分相關市場採行結構面措施，而在另外的市場採行行為面措

施。又如在某些情況下，行為面措施是協助結構面措施得以成功實施之配套矯正手

段。故當解體資產之購買人在過度時期無法利用資產以生產競爭產品時，反托拉斯

署得搭配要求結合當事人於一定期間內持續供應資產購買人所需產品之行為面措

施。同理，反托拉斯署亦得要求結合當事人不得在一定期間內，重新回聘對解體資

產的營運具重要性之員工。 

(二) 歐盟「結合矯正措施通知」（Commission Notice on Reme-
dies） 

如同美國法之原則，歐盟對於矯正措施之「實施客體」要求，仍以須足以排除

結合後之競爭疑慮及回復競爭為其原則。在此原則下，「結合矯正措施通知」第 23

點規定，解體資產必須包括一個如果被一合適承購者收購經營，可有效地與結合後

事業進行持續性的競爭，且係基於永續經營考量而被解體出售。故在通知第 25 點

與 26 點中，執委會進一步規定，被解體事業的範圍，應包括結合事業最近營運所

需之資產，或得以確保解體事業營運及競爭力之所有資產，以及結合事業目前所僱

用，或得以確保解體事業營運或競爭力之相關人員。其中也應包括近期受僱於事業

其他單位部門，但對於解體事業之營運競爭力不可或缺者，如Ｒ＆Ｄ團隊或資訊技

術部門人員等。而為了使執委會能夠正確認定解體事業範圍，結合事業必須對解體

事業的範圍有明確的描述，包括：有形資產、無形資產、證照、政府授權許可、契

約、對供應商和顧客的承諾與租約、信用，及其他記錄等。在人員方面，則須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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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轉移的借調人員、暫時性員工、以及核心員工名單等（「結合矯正措施通知」第

27 點）。另外，若結合後結合事業對解體事業持續供給義務，乃維持解體事業競爭

力所需時，結合事業也必須載明此一義務（「結合矯正措施通知」第 28 點）。 

1. 解體資產所屬事業之選擇 

原則上，解體事業資產為結合當事人何方所有，並非執委會所關切者。故在水

平結合所產生之競爭疑慮下，原則上結合或被結合事業的資產均得以成為解體的客

體。不過，在「結合矯正措施通知」第 34 點中，執委會特別提到，當結合涉及公

司間之「敵意購併」（Hostile Takeover）時，由於收購公司（結合矯正措施申請

人）對被收購目標公司（Target Company）中得被解體事業之相關資訊掌握有限，

增加未來解體後無法有效回復競爭之風險。故在此一類型的結合案，執委會較傾向

於以收購公司之事業資產作為解體的對象。 

2. 優先考量既存與獨立（Existing and Stand-Alone）之事業（「結合矯正
措施通知」第 32、33點）  

此一執法偏好，與美國法的考量相同，均著眼於一個已存在且可獨立運作的事

業，通常較可能在結合後立即與結合事業產生競爭關係。但仍有以下幾項可能的例

外： 

(1) 切割（Carve-outs） 

執委會基於比例原則的考量，可以將解體事業中，仍與結合事業具強烈連結，

或與結合事業所保留事業資產具部分整合關係之的事業單位再「切割」出去，以降

低解體資產永續獨立運作與競爭力的風險。執委會只有在能夠確保事業在切割予承

購者後，仍能保持獨立運作及其競爭力的前提下，才會允許此一例外的解體措施

（「結合矯正措施通知」第 35、36 點）。 

(2) 品牌與授權作為矯正措施 

由於品牌（Brands）並非可獨立營運之事業單位，其無法被獨立運用於與結合

後事業進行競爭的風險很高，因此執委會只有在相當例外的情形下，才有可能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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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之作為解體的客體。通常結合事業須證明出售品牌以及附屬之生產與行銷通路，

足以創造與出售獨立事業等同之維持競爭效果（「結合矯正措施通知」第 37

點）。由於以智財權授權作為措施手段，往往會讓結合事業在結合後仍有持續影響

被授權競爭者的機會，對競爭之風險也愈高。故在獨立事業解體措施仍屬可能的情

況下，執委會將不考慮以智財權授權作為解體措施。不過，當事業資產解體會妨礙

有效率及永續性的研發，或是事業之本質並不適合事業營單位之解體時，執委會才

有可能會接受以授權替代事業資產解體。在此一情況下，所授予之智財權應有能實

現與解體同等回復競爭效果之可能性。在通常情況下，「專屬授權」（Exclusive 

Licensing）且未限制智財權實施領域或地理區域的授權安排，較有可能符合此一條

件要求（「結合矯正措施通知」第 38 點）。  

(3) 品牌再造（Re-Branding；「結合矯正措施通知」第 39、40點） 

在例外情形下，執委會允許一個專屬及有授權時間的品牌授權，使其在可預見

時間內能夠品牌再造。在第一個品牌再造的階段後，接下來是第二個叫做「停電

期」（Blackout Phase）的階段，結合事業戒斷所有品牌的使用，目的是使被授權人

能夠將顧客自授權品牌移至自有品牌，以創造一個獨立運作的競爭者，而不須將授

權品牌解體。用品牌再造矯正措施來恢復有效競爭，風險遠大於事業解體。因為品

牌再造在「是否新品牌能夠建立成為一個活躍的競爭者」上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所以品牌再造必須先確認授權可是否能持續有效地維持競爭。 

另外，品牌再造的成功需要諸多條件的配合。首先，原品牌必須是知名品牌；

第二，與品牌產品生產或行銷相關的部分資產，或是專門技術（Know How）的移

轉，可能也是確保矯正措施可行性之配套措施。第三，授權必須是專屬且全面性

的，授權者不得利用類似文字或標示來削弱品牌再造之效果。第四，授權和「停電

期」期間都必須夠長，且顧及個案特殊性，方得使品牌再造矯正措施得創造出類似

解體之成效。 

3. 移除與競爭者之聯結（「結合矯正措施通知」第 58、59、60點） 

在歐盟「結合矯正措施通知」下，解體也可以以移除與競爭者之聯結的方式來

實 施 。 例 如 ， 在 合 資 （ Joint Venture ） 的 情 況 中 ， 少 數 股 權 （ Min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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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holding）的釋出，可能是切斷與主要競爭者的結構性聯結，或是釋出結合事業

在競爭者事業中之少數股權，均可能是確保結合後市場競爭不受減損的必要措施。

執委會通常會在維持少數股東權之利益，將創造出市場競爭的疑慮的情況下，才會

考量接受此一解體措施。而一旦此一措施被採行，當事人必須要放棄股東身分與競

爭行為相關之所有權利，例如董事會上的代表權、否決權以及與接近取得資訊之相

關權利。只有在這類型權利是全面且永久性放棄的情形下，執委會始得接受將移除

與競爭對手聯結作為矯正措施。此外，若結合後限制競爭的疑慮是來自於提供相同

產品或服務公司間之契約或協議，如與競爭者間的經銷協議或其他會促進競爭者間

商業行為協同一致或合作效果之協議，則適當的矯正措施應是要求終止該項協議。 

4. 行為面矯正措施 

非結構面的矯正措施，只有在足以創造出和解體相同之回復競爭效果時，執委

會才有可能將其列入是矯正措施的手段。由於可被採行之行為面措施類型眾多，在

「結合矯正措施通知」中，執委會將其歸納為「近用矯正措施」（Access 

Remedies）、「改變長期獨家契約」（Change of Long-Term Exclusive Contracts）、

及「其他非結構性矯正措施」等三大類型，並詳述決定各類矯正措施客體範圍之考

量原則。 

(1) 「近用矯正措施」（「結合矯正措施通知」第 62-66點） 

在某些案件中，執委會得接受事業以開放其重要基礎設施、網絡、關鍵技術

（包括專利、專有技術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等）或必要投入的矯正措施，而通常市場

中的各方都可以在不歧視與透明的情形下，近用該類設施或技術。由於近用措施的

決定與實施通常相當複雜，為確保措施之可行性與實效性，措施中應包括得用以監

督落實近用條款之程序規定，例如，對於被使用之設施或技術應有分離之帳目，以

利事業得對其成本進行檢視。通常這類型的監督機制均有賴於市場參與者自己來執

行，除因近用措施而受益之相關事業外，也包括未來對近用條款爭議具仲裁權限之

第三人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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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變長期獨家契約（「結合矯正措施通知」第 67、68點） 

結合後市場集中度的改變，可能讓既存之契約關係不利於市場的有效競爭。此

一現象，在具有排除上游要素投入市場，或是下游顧客通路市場競爭的長期獨家供

貨契約中將更為顯著。故若結合後事業將更有能力及誘因，以此類契約安排來排除

競爭者時，則這種因既存獨家契約所致之排除效果，就更有可能在結合後的市場中

阻礙競爭對手的有效競爭。在這種情況下，終止或改變既存獨家契約即可成為執委

會認定為是回復競爭的適當矯正措施。但在運用此一措施時，必須要有證據足以令

執委會清楚決定，在改變長期獨家交易契約後，市場上將不會有事實上（de facto）

排除效果存在；此外，這種長期契約的改變，通常僅能作為消除市場競爭矯正措施

之一部。 

(3) 其他非結構性之矯正措施（「結合矯正措施通知」第 69點） 

執委會認為，非結構類型之矯正措施一般而言不會消除水平結合所造成的競爭

問題。另外，缺乏有效監督，也讓非結構面矯正措施之有效性受到高度的質疑。事

實上，執委會或其他市場參與者，都不太可能有能力去檢驗當事人是否有遵守其矯

正承諾。此外，即便其競爭對手得以確定當事人是否有實現承諾，其也沒有誘因去

提醒執委會，因為他們並不會因為當事人所提出之承諾而直接受益。因此，執委會

只有在特定的例外情況下，會考慮接受非結構性的矯正措施，例如因多角化結合所

產生的競爭問題。 

最後，不論是結構面或行為面矯正措施，競爭主管機關因無法精準評估矯正客

體範圍，而出現措施無法有效回復競爭的風險始終存在。在「通知」中，除了上述

之相關判斷原則外，也在第 75 及 76 點中規定，執委會若無法於決定之初充分掌握

結合後可能影響市場競爭之相關因素時，得要求結合當事人於措施中加入事後審查

條款，讓執委會於得知先前之客體範圍無法有效回復結合後之市場競爭時，得依當

事人申請或主動發起修正措施範圍之程序與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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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合矯正措施關於實施措施衍生「交易成本」之

控管 

在本文的分析架構下，實施矯正措施所生之「交易成本」，乃指結合當事人或

解體資產之購買者，對出售「資產」或所要求之「行為」義務，進行如刻意減損出

售資產價值、拖延或不出售資產、與潛在購買者之聯合抵制資產銷售、潛在購買人

刻意壓低承購價格等行為，或是結合當事人因行為面矯正措施，而需進一步協商之

交易條件，如近用設施或智慧財產權之對價，所衍生之談判成本等。故在立法原則

上，可透過維持出售資產的獨立性、選定獨立第三人監督措施之實施、或是保留主

管機關對於資產出售條件、潛在資產購買者資格、及行為面措施實施後有一定之審

查權等機制，來達到預防或解決此類有礙競爭維持之「策略性」行為。 

(一) 美國 2011年 6月「反托拉斯署結合矯正措施政策指引」 

美國「政策指引」對於矯正措施「交易成本」問題，主要規定在第 IV 點中，

其相關具體之控管手段如下。 

1. 措施實施之時效性要求（「政策指引」第 IV點 A項） 

矯正措施程序的儘速完成，得讓結合事業無足夠的時間安排或與資產潛在收購

者協商進行相關之「策略性」行為，進而降低該類不利於措施回復競爭成效行為出

現的機率，故在 2011 年的「政策指引」，反托拉署明白宣示了儘速完成措施之重

要性。除強調儘速完成解體得有效回復市場競爭至結合前狀態，以及降低於解體過

程中資產價值潛在浪費之利益外，反托拉斯署得依據解體資產的規模及複雜度，讓

結合事業有 60 至 90 天安排資產之購買者。在允許進行解體措施之協議裁決中，亦

得授權反托拉斯署裁量決定是否同意完成期限之延展。不過，反托拉斯署亦堅持於

個案中應快速的解體，以避免重要資產價值減損、或於資產承購者能夠運用資產

前，出現不利競爭的傷害。反托拉斯署將要求結合事業於解體過程中定期提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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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以確認結合事業是否已盡力完成矯正措施。  

2. 維持解體資產獨立性條款（Hold Separate Provision）（「政策指引」第
IV點 B(1)項） 

在確定採行解體措施後，被告應採取必要步驟以確認被解體的資產得以維持其

獨立性與可售性，以確保資產的市場價值不會在解體程序進行中受到減損。反托拉

斯署通常會要求在允許採行矯正措施的裁決中，加入「資產保存條款」（Asset 

Preservation Clause），被告應允諾於解體程序進行中，維持解體資產之價值與商

譽。不過，反托拉斯署也了解，獨立性條款並無法完全解決解體資產價值受到減損

的問題。例如，負責經營受獨立性條款保護資產的經理人，不一定有充分的競爭誘

因。同樣地，即使將被解體（to-be-Divested）資產依獨立性條款從被結合事業中抽

離，資產終將被出售的事業，仍會左右顧客於解體完成前之交易決定。再者，縱使

存有獨立條款，但重要的員工可能離職，或對資產價值具重要性的投資無法完成

等。基於這些考量，獨立性條款並無法完全取代解體時效性之要求。 

3. 選定「受託人」（Trustees）（「政策指引」第 IV點 B(2)、(3)項） 

在解體程序中，「受託人」又可細分為「營運及監督受託人」（Operatig and 

Monitoring Trustees）及「銷售受託人」（Selling Trustees）二類。於解體過程中，

若反托拉斯署相信，結合被告有能力與誘因不當管理待出售之資產，而降低矯正措

施回復競爭之效能時，得指派「營運及監督受托人」，負責解體資產全部或一部之

管理。例如，在解體資產是類似電腦軟體的無形資產時，由於在變動快速的商業環

境下，對於軟體開發或改良的投資不足，均可能對解體資產價值造成無法彌補的損

失，「營運受託人」的選任，更有其必要性。另外，反托拉斯署亦得指派「監督受

託人」，以確保出售資產得出售予可被接受之承購人，及對結合事業遵守資產獨立

性之要求。另外，指派對結合產業具專業知識與技術經驗之監督受託人，對於需要

長期監督措施履行情況的行為面矯正措施而言，更可見其輔助競爭主管機關之實

益。 

在多數的情況下，結合事業由於掌握有較多關於出售資產之訊息，故可推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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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較反托拉斯署能更有效率地完成解體程序。但不可諱言的，由於解體後，將引入

新的競爭對手進入市場，故結合事業亦有拖延資產出售的誘因。故反托拉斯署通常

會要求矯正措施中，需有指派「銷售受託人」條款，在被告未能在限定的時限內未

能完成資產出售時，反托拉斯署有權提名受託人，並經法院任命後，由受託人接手

解體資產的銷售事宜。除了可及時且有效的完成解體措施外，更重要的是，當被告

企圖操控資產銷售之對象及價格條件時，「銷售受託人」條款的存在及實施的可能

性，將使被告必須要更迅速及妥當地完成解體要求。 

4. 對解體資產承購者之同意權（「政策指引」第 IV點 B(4)項） 

為確保資產承購者在取得資產後確能進行有效的市場競爭，解體資產之承購者

須經反托拉斯署之事前同意。而反托拉斯署主要依據以下三項原則來判斷解體資產

潛在買者是否為適格之買方。 

首先，市場競爭不會因資產落入承購人手中，而產生對競爭的傷害。例如，若

結合的競爭疑慮在於結合後將使具市場支配地位之廠商，更有能力實施不當之單方

行為時，則將資產出售予市場中另一具市場地位之事業，將難以被反托拉斯署所接

受。反之，若結合後的反競爭疑慮是可能出現在市場特定群組競爭者間之「協同效

果」（Coordinated Effects），則資產的承購人應是來自於該群組外之事業。 

其次，承購人應有於相關市場中競爭的誘因。為避免結合事業策略性地選擇將

資產售予無競爭意願之第三人，反托拉斯署將要求當事人提出證據，如營運計畫

書，先前進入市場之努力，或是承購者是互補產品市場中之重要生產商等，以證明

承購人確有於取得解體資產後於市場中競爭的誘因。 

最後，承購人須有足夠的敏銳度、經驗以及時長期於市場中進行有效競爭的財

務、管理、營運、及技術能力。在進行此一檢視，反托拉斯署將僅就建議的買方來

加以評估，而非與其他潛在的買者進行横向的比較，蓋矯正措施的目的在於判斷所

選擇之買方是否足以「維持」競爭，而非在決定那一個買方「最有能力」達到該項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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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解體契約交易條款之考量（「政策指引」第 IV點 C項） 

(1) 解體資產成交價格的高低 

就解體措施而言，反托拉斯署所關注者，乃市場競爭之維持，而非在決定解體

資產之最終購買價格是否妥適。因此，資產成交價格是否「過低」或「過高」，並

非反托拉斯署所主要關心的議題。不過在某些情況下，成交價格的過高或過低，關

係著資產承購人是否有參與市場競爭之意願或能力。成交價格過低，很可能代表著

資產承購人並無將該資產保留於市場中從事競爭之意願。至於價格是否過低，反托

拉斯署將主要以資產之「清算價值」（Liquidation Value）作為檢視之基準，所謂

「清算價值」乃指資產於相關市場外使用時之市場最高價值。當「清算價值」可以

被確定，且限制資產價格對確保資產被用於相關市場中之競爭係屬必要時，反托拉

斯署才會以清算價值作為資產解體時之最低價格。至於出售價格「過高」所可能引

發的競爭疑慮主要有二。其一、該過高價格是資產承購者取得市場力量之對價； 

其二、過高的資產價格，可能讓承購者因此而負擔過高之債務，或降低其事後在相

關市場中進行競爭之財務能力，反托拉斯署得將過高價格，列入其評估資產交易是

否有利於維持市場競爭之參考因素。 

(2) 轉售解體資產之限制 

雖然反托拉斯署強調資產被運用於相關市場中，對於維持市場競爭之重要性，

但隨著競爭時間的拉長，相關市場外可能有更具使用效率之買方，故反托拉斯署並

不會堅持資產一旦出售後，應無限期地被保留於相關市場中使用。但若反托拉斯署

有理由相信，資產在結合裁決有效期間內轉售對競爭有害時，亦得限制其轉售的對

象，如禁止結合事業買回該資產35。 

在當解體資產涉及智慧財產權等無形資產時，在特定情況下，反托拉斯署得允

許結合事業於該資產解體後，限制被授權人再授權之權利。例如，若矯正措施涉及

只能在相關市場中使用特定品牌名稱，而品牌名稱於其他市場中之價值，與其在相

關市場中之使用方式有實質且合理之關聯時，結合當事人對於限制資產再授權，應

被視為是具正當法律利益之行為。 

                                                      
35 「政策指引」第 IV 點 C(2) 項，註腳第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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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賣人對資產融資之限制 

基於以下幾點對維持結合後市場競爭之疑慮，反托拉斯署原則上不允許資產出

售者融資潛在承購人購買解體資產：  

a. 融資後，使出賣人得維持對解體資產部分的控制權，降低承購人之競爭力；  

b. 出賣人若顧及競爭將降低承購人未來之清償能力，其競爭之誘因將受到影響；

對承購人而言，其也會顧慮過於積極地與出賣人競爭，將導致其行使融資契約

下對承購人所得主張之相關權利；  

c. 於承購人破產時，出賣人對於解體資產依法有求償權；  

d. 出賣人得利用融資契約維持與承購人之商業關係，有利彼此交換對競爭具敏感

性的資訊；  

e. 當承購人無法自銀行或其他融資機構取得購買資金時，其同時也顯示了承購人

未來從事競爭之財務能力有所不足。 

只有在極少數例外的情形下，如銀行或其他融資機構評估承購人債信所需之資

訊無法取得，或相較於資金額度而言，取得該類資訊的成本過高，反托拉斯署才會

考慮有限度的出賣人融資。 

(4) 「皇冠珠寶」條款（Crown Jewel Provisions） 

於修正前之 2004 年「政策指引」中，反托拉斯署強烈不建議採行「皇冠珠

寶」條款。該條款乃指結合當事人若不能於確定期間內出售最初達成共識的解體資

產給適格之承購者，得將更有價值的資產具體附加於最初解體組合中，以利資產解

體程序之進行。反托拉斯署之前反對的理由在於，矯正措施的目的在於維持或回復

競爭，而非以要求出售超出回復競爭所需之資產來處罰結合廠商。另外，「皇冠珠

寶」條款讓潛在的資產購買者，有進行策略性操縱解體過程之誘因。簡言之，若潛

在購買者人數不多，當其等知悉「皇冠珠寶」條款的存在，將可能刻意地延遲出

價，以期能運用「皇冠珠寶」條款取得更多更有價值的資產。 

但在 2011 年「政策指引」第 IV 點 B 項中，反托拉斯署改變其觀點，認為若有

助於結合當事人儘速找到適當之資產承購者，其將允許當事人採行「皇冠珠寶」條

款。另外，在結合當事人所擬採行的是較具創意而非傳統之解體措施時，「皇冠珠

寶」條款也可能是回復競爭所必要之備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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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歐盟「結合矯正措施通知」 

在歐盟的通知中，對於實施措施之交易成本問題，也有和美國法類似之關於時

效性及監督之管控規定，分述如下。 

1. 措施實施之時效性要求 

關於矯正措施申請應完成，歐盟則依「結合規則」（Merger Regulation）中所

訂之二階段調查制度，詳訂結合當事人應提出矯正措施申請以及執委會作出決定之

時間36。例如，在第 1 階段（Phase I）的程序中，執委會可以在程序開始前，宣布

企業在同市場中可被接受的經濟力集中度。擬結合之當事人於收到執委會的通知前

或通知後，皆可以非正式地提出矯正措施承諾，而提出承諾的期限，是收到執委會

所發出之通知的 20 個工作天之內。在當事人提出承諾後，執委會根據「結合規

則」第 6 條第 1 項之規定，應在 25 至 35 個工作天內做出決定（「通知」第 78

點）。不過，在第一階段程序中所提出之承諾，只有在結合所產生之競爭問題很容

易被確認，而且可以輕易被矯正時，才會被執委會接受。因此，在本階段被接受的

承諾，其結合後形成的競爭問題必須單純，矯正措施必須明確，以使執委會不需進

一步的調查，就可以決定接受承諾與否（「通知」第 81 點）。至於在第 2 階段調

查程序中，結合當事人在本階段程序開始後的 65 個工作天內，要向執委會提出矯

正措施申請。如果當事人在少於 55 個工作天內提出承諾，執委會就必須在程序開

始後的 90 天內做出決定；如果當事人在 55 個工作天或超過 55 個工作天提出承

諾，則執委會就必須在程序開始後的 105 天內作出決定（「通知」第 89 點）。 

另外，「通知」也明定完成措施的期間。這項期間大致可進一步細分為締約期

間，以及完成解體程序與相關權利移轉之期間，而前者可進一步包括找尋適當買方

的期間，以及若不成功，指定受託人完成解體之期間（「通知」第 97 點）。依執

委會之經驗，期間愈短，解體成功的機會愈高，否則，解體資產將因期間拖延而曝

露在不確定性中。通常執委會會給予約 6 個月的期間，讓當事人找尋適當的買方；

另外，再給予 3 個月的時間讓受託人完成解體程序，執委會通常會預期還需要額外

                                                      
36 詳細之規定，請參考「通知」第 77-94 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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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 個月完成相關權利移轉的程序。不過，這些期限規定仍得於個案中加以調整，

特別是當期限拉長將妨礙解體完成之可能性時，執委會仍得縮短之（「通知」第 98

點）。  

2. 維持解體資產獨立性之要求 

與美國法之規定相同，歐盟要求結合當事人必須於矯正措施之承諾書中，訂定

得以維持解體資產與保留資產間之獨立性條款，並確保解體資產持續之可銷售性及

競爭力（「通知」第 109 點）。具體之要求如下：  

(1) 申請人需依一般良好之商業慣例維持資產之價值，不得採行任何對解體資產

有負面影響之作為。再者，申請人應維持解體資產與結合前處於相同的狀

態，特別是，應在延續既有營運計畫的基礎上，投入相同之人力、財務、行

政管理、或其他與維持解體資產競爭力相關之要素。同時，結合當事人應採

行相關機制，鼓勵解體事業之員工留任，並不得調動解體事業人員至保留事

業中任職（「通知」第 110 點）。 

(2) 申請人也應防止解體資產與保留資產間人員有相互介入他方事業經營之情

事。若解體是以出售公司之方式進行，且若執委會認為有必要嚴格分離解體

與保留事業之公司組織架構時，申請人在解體公司之股權，應由監督受託人

（Monitoring Trustee）代為行使，並有權取代申請人所指派之公司董事。另

外，結合當事人也必須採行所有必要的措施隔離（Ring-Fence）被解體事業，

以確保該事業之營業秘密或其他應保密資訊不會為結合當事人所取得。結合

當事人於措施被採行前所取得之機密資訊或文件，應返還被解體事業或銷毀

（「通知」第 111 點）。 

(3) 執委會一般會進一步要求結合當事人應指派一位專業「獨立經理人」（Hold-

Separate Manager），以落實解體資產獨立性與隔離義務之要求。「獨立經理

人」應受「監督受託人」之指揮與監督，於「獨立經理人」出現未依指示行

使職權，或有妨害及時完成解體措施之行為時，監督受託人有權撤換並重新

指派新的「獨立經理人」（「通知」第 11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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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定受託人 

通知將受託人分為「監督受託人」與「解體受託人」（Divestiture Trustee）二

類。「監督受託人」應受執委會之監督，執委會得指示或命令「監督受託人」以確

保解體承諾的落實。申請人於解體承諾中，應明訂「監督受託人」之任務，通知中

並例示了其主要的 5 項任務：1.於解體時期，監理被解體事業；2.在涉及割讓的措

施案件中，監督割讓資產與人員於解體事業與保留事業間之配置，以及如何維持解

體事業之營運功能；3.負責監督申請人是否努力尋找適合之承購者，並向執委會提

出關於承購人是否符合承諾申請中所要求之資格，以及資產或事業是否以符合當事

人所承諾的方式出售；4.「監督受託人」應扮演第三人，與結合事業間關於承諾事

項之聯繫單位； 當雙方對於承諾事項有不一致之看法時，「監督受託人」應與雙

方進行討論，並向執委會報告；5.就措施相關議題，定期向執委會報告之義務

（「通知」第 119 點）。為確實達到監督目的，「監督受託人」有權要求結合當事

人提出與措施履行相關之帳冊與文件，及提供必要之協助（「通知」第 120 點）。 

至於「解體受託人」的功能，則在於確保矯正措施得被有效地履行。若結合當

事人未能於解體第一階段尋得合適之承購人，「解體受託人」享有專屬之權利，得

在執委會的監督下，於一定之期限內，依「解體受託人」認為適合之條件，進行解

體資產之「快速出售」（Expedite Sale），以無最低價限制之方式，出售與承購人

（「通知」第 121 點）。 

4. 對解體資產承購者之同意權 

當結合當事人與承購人達成協議後，須向執委會提出建議書，說明承購人已符

合承諾書中所列之條件，且解體資產將以承諾書中所允諾且執委會同意之方式進行

出售（「通知」第 101 點）。執委會將依解體承諾之目的，以及該承購契約是否能

立即維持相關市場內之有效競爭等，作為是否同意承購契約之依據（「通知」第

102 點）。 執委會也會要求預定之承購人有足夠之財務來源得以完成該承購程序。

一般而言，執委會將不同意資產出售者之融資，特別是融資將使出售者於未來分享

解體資產之利潤者（「通知」第 103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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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皇冠珠寶」條款（通知第 44點、45點） 

當結合當事人所提出之矯正措施承諾申請有無法被履行，或無法有效回復市場

競爭之不確定性時，執委會只有在以下條件存在時，才會同意結合當事人之承諾申

請：1.若不確定性不存在時，當事人所提之承諾已包括了一家可有效競爭之事業

體；2.當第一次解體方案無法在一定期間內被履行時，結合當事人必須提出備位之

替代解體方案，並有將其落實之義務。此一備位方案必須是「皇冠珠寶」，換言

之，就創造結合後市場競爭者而言，其必須至少和第一解體方案具同等或更高之實

效。備位方案不可具有無法被落實之不確定性，並應能儘速地在一般認為可接受的

期間內被執行完成。 

六、結合矯正措施關於「執法成本」之控管 

結合矯正措施，特別是行為面措施，往往會涉及主管機關在措施實施前後扮演

一定之監督角色，因而衍生出一定之執法成本。對此，美國或歐盟均有控管該類成

本之相關制度設計與規定。 

(一) 美國 2011年 6月「反托拉斯署結合矯正措施政策指引」 

為因應全球化之衝擊，有效監督結合當事人後續落實結合矯正措施，目前反托

拉斯署內，主要由「總律師辦公室」（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來負責該項業

務。在解體措施部分，其監督的事項包含資產出售程序、資產承購人之財務與管理

能力、與解體相關之文件內容、以及承購人與被告間之關係等。在行為面矯正措施

部分，則主要在決定被告之作為與不作為是否已違反了矯正措施協議之要求。除了

專責機構之制度設計外，「政策指引」中另有以下之規定，可視為是降低競爭主管

機關執法成本之嚐試。 

1. 「先行修正」（Fix-It First）（「政策指引」第 IV點 A項） 

預先修正矯正措施是一項於結合完成前由當事人自行實施，且經反托拉斯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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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之結構面矯正措施。一項成功的預先修正措施，可以更快速的時間排除反托拉斯

署對結合之競爭疑慮，而免除立案調查之必要，讓主管機關能更有效率地運用執法

資源。再者，「預先修正」讓結合當事人享有最大的空間，得以針對特定之結合行

為，比反托拉斯署更精準地採行個案所需之特定矯正措施。不過，「預先修正」只

限於結構面措施，對於仍需於結合後持續監督之行為面措施，則不適用之。於決定

接受被告之「預先修正」措施之前，反托拉斯署應審視修正方案是否足以回復競

爭，以及被告與其所自行選定承購人間之關係。 

2. 「早期買方」（Upfront Buyers）（「政策指引」第 IV點 A(2)項） 

在某些案件中，結合當事人得向反托拉斯署提出將特定的資產包裹，出售給特

定買者之措施方案，反托拉斯署若認為該方案得有效保持結合後相關市場內之競爭

時，得和當事人達成接受該方案之協議裁決。此一措施通常可縮短解體程序的時

間，提高資產出售之確定性，降低反托拉斯署進行冗長的調查以及監督解體程序之

成本。但「早期買方」方案，必須包含若允許之買方事後退出時之替代救濟方案。 

3. 仲裁條款（「政策指引」第 II點 B(2)、B(3)、B(7)項） 

如前所述，當反托拉斯署決定採行行為面矯正措施時，其同時也需承擔結合完

成後，監督當事人是否落實措施內容之義務。為儘可能降低主管機關事後之執法成

本，「政策指引」乃明定，反托拉斯署於必要時得要求結合當事人於措施中增列

「仲裁條款」（Arbitration Provision），在無需反托拉斯署的直接介入前提下，由

結合當事人與利害關係人，協商解決諸如強制授權、不歧視條款或近用等行為面措

施之相關爭議。不過，反托拉斯署仍應對措施最後之實施成效負責。 

(二) 歐盟「結合矯正措施通知」 

1. 「先行修正」（「通知」第 56、57點） 

於歐盟法下，若結合當事人預先就資產解體事宜，採行相關之自我修正措施，

並經執委會同意後，執委會亦毋庸續行後續調查與審查解體資產是否與維持或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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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有關之程序。依「通知」第 57 點之規定，「先行修正」在資產買方之身分對

成功矯正措施係屬關鍵，例如單以解體資產本身無法有效的維持或回復結合後之市

場競爭，而仍需少數市場潛在買方所持有之特定資產之配合者，尤屬重要。故若結

合當事人能事先與這些潛在買方達成購買解體資產之協議，將有助於措施之確定

性。 

2. 「早期買方」 

「通知」第 54 點中指出在下列二種情形下，「早期買方」的安排特別有其必

要性。其一、當搜尋適合之資產承購人存在不確定性，或是資產之出售涉及第三人

權利時。此時，「早期買方」得讓執委會對措施之有效性有更高的確信。其二、當

維持競爭的可能性與解體事業之可售性在解體程序過渡期間存有相當的風險時。例

如，因解體導致主要員工之流失，連帶地使資產價值減損之風險偏高；或是過渡期

間之「割讓」程度非得在預先尋得一買方並與其達成承購協議，始有可能被完成

時。 

3. 仲裁條款（「通知」第 130點） 

基於非解體措施的高執法與監督成本，執委會通常會要求設置一專門的受託人

來監督措施之履行情形。同時，當事人也會被要求於措施中加列仲裁程序，提供市

場參與者一項自我解決措施履行爭端之機制。 

七、對公平法結合附負擔規定之啟示 

我國結合矯正措施，其主要之法源依據，乃規定於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第 2

項：「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 11 條第 4 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

擔，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該條文是在 2002 年 2 月 6 日

公平交易法修正時新增，乃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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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確保行政處分之精確及彈性，故賦予其就不禁止之結合附

加附款之必要。爰參酌國外法例及行政程序法之明確性要求，將公平交易法施行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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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於修正後提升母法 ，明定公平會對於第 11 條第 4 項申報案

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擔。惟修正前之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2 項有

補充規定，前開附款之附加不得違反比例原則、不當聯結之禁止等行政法一般原理

原則，而現行法雖已刪除，然因有行政程序法第 4 條、第 7 條及第 94 條等對此均

有明確清楚之規範，因此公平會於作成行政處分即應受拘束之。此外，倘若事業未

履行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依同法第 13 條之規定，主管機關得

禁止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

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又，事業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前述所為之處分者，中央

主管機關得命解散、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 

 (一) 代表性案例類型介紹 

綜觀公平會歷來關於結合審查之代表性案例，在附負擔許可結合之案件中，絕

大多數均屬「行為面」之矯正措施，而少數涉及「結構」或「準結構」面措施的案

件中，並無歐美常見之資產解體措施。 

1. 「結構面」措施 

(1) 大富媒體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案37 

大富媒體股份有限公司擬購買 PX Capital Partners B.V.所持有之 80%盛庭股份有

限公司普通股股權，從而得以控制盛庭公司及其從屬公司—凱擘股份有限公司、大

安文山、金頻道、陽明山、新台北、全聯、新唐城、北桃園、新竹振道、豐盟、新

頻道、南天、觀昇等 12 家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為公平

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5 款規定之事業結合。 

由於該結合案之參與結合事業所控制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總收視戶數尚未逾越

市場總收視戶比例三分之一；參與結合事業所供應之頻道節目數，亦尚未逾越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可利用頻道數四分之一等顯著限制競爭不利益情事。又，該結

合案具有促進有線電視數位化發展、有益於視訊媒體產業發展、促進數位匯流發展

                                                      
37 公平會 (99) 公結字第 099004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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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競爭及提供消費者多元選擇等整體經濟利益。然而，對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

場及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市場仍有部分限制競爭之疑慮38。因未來通訊技術進

步、有線電視數位化、固定通信業者之多媒體內容傳輸服務參與競爭、數位匯流後

造成 4C 產業市場面及服務面的匯流、相關法令之規範等因素，可減緩參與結合事

業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及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等市場之優勢力量，從而降低

其因垂直結合所造成的濫用市場力量或造成市場封鎖等疑慮。是故，該結合案對整

體經濟之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為確保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

益，並爲避免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利用其在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

場及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市場之市場力量，造成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衛

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等市場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虞，公平會附加了與「結構

面」相關之措施如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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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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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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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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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例如，參與結合事業倘與台固媒體公司及其所屬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共同經營，所產生

之垂直結合限制競爭效果，使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及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市場之市場占有率

將會增加，市場集中度亦相對提高，或有造成參與結合事業濫用市場力量或造成市場封鎖等行為

面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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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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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除現有自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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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擬透過國內外關係企業與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之結合申報案39 

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擬透過國內外關係企業持有或取得大新店民主有

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至多達 100%之股份，並得以直接或間接控制該公司之業務經

營或人事任免，為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5 款規定之事業結合。公平

會於研析後認為，法令上並無限制一般投資公司與有線電視系統業之跨業經營，故

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擬透過國內外關係企業與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公司之

結合，不論法令管制解除與否，對「臺北縣新店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之

競爭尚不產生任何影響。此外，該產業相關技術之發展經年且已臻成熟，是相關技

術的發展並不會對其他事業跨業經營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之服務產生困難。又，該案

結合後並未對「臺北縣新店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之競爭產生實質減損效

果。且引進國外之資金及技術，提昇產業之整體競爭力，為消費者提供更高品質及

多元化之有線寬頻互動網路服務，有助於整體經濟利益之提升。惟為避免結合後，

凱雷（凱擘）公司相關事業直接或間接獲得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公司相關業務經營

之資訊，或有其他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並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

制競爭之不利益，故不予禁止結合，但在結構面上，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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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擔任。 

                                                      
39 公平會 (97) 公結字第 097003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40 包含但不限於 Carlyle Asia Partners II,L.P.、Hamlet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Carlyle 

Unicorn Holdings Limited、Unicorn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Unicorn Investors S.a r.l、PX 
Capital Partners B.V.、盛庭股份有限公司、盛浩股份有限公司、凱擘股份有限公司、新唐城有線

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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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公平會僅對於有線電視業者之結合案，始有作出結構面矯正措施之

決定，而該措施除出於避免結合事業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41，亦有考

量有線廣播電視法規之因素於其中42。 

2. 行為面措施 

(1)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案43 

愛貝克思股份有限公司等 9 公司44擬以合資方式在我國新設數位線上音樂服務

公司（名稱暫定為「尖端音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新公司），遠傳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同時取得新公司 50%股份，並與其他參與結合事業共同經營新公司，亦將控

制新公司之業務經營與人事任免，為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4 款及第

5 款規定之事業結合。公平會認為，本案有助促進行動通信服務及數位線上音樂服

務市場競爭，增加行動通信上下游產業的生產效率及配置效率；提供涵蓋範圍更

廣、更多樣化及高品質之服務，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並提昇唱片發行及數位線上

音樂產業之國際競爭力及促進研發與創新；並具有消費面的網路外部性等整體經濟

                                                      
41 公平會有線電視規範說明中，規定：「…參與垂直結合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若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則其結合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亦已明顯大於整體經濟之利益。(1)與該垂直結合事業具

有控制或從屬關係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其訂戶數合計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若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達到此一標準，一旦決定停播某頻道，不僅將對全國三分之一以上之收視

戶權益產生影響，對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更會造成極大之傷害。(2)與該垂直結合事業具有控制或

從屬關係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超過全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總家數三分之一：若事業控制或

從屬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數目超過總家數三分之一，顯已掌握極大之市場力。…」 
42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系統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

經營者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一、訂戶數合計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二、超過同一行政區

域系統經營者總家數二分之一。但同一行政區域只有一系統經營者，不在此限。三、超過全國系

統經營者總家數三分之一。」以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之結合案為例，申報人其控制從屬公司

所控制之有線電視系統，結合後總收視戶數占全國總收視戶數比例為 32.27%，家數 16 家占全國

總家數 (63 家) 比例為 25.39%，尚未逾越前開規定，惟倘擴大認定加計申報人持股 29.53%且未

擔任董事資之紅樹林有線電視公司，結合後與申報人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有線電視系統之收視戶

數，即占全國總收視戶數比例為 33.40%，則將稍超過前開規定。因此該結合案之結構面措施，乃

是為確保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所擁有的有線電視系統收視戶數不逾越有線廣播電視法所定之

最大經營規模限制。 
43 公平會 (99) 公結字第 099002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44 愛貝克思股份有限公司、豐華唱片股份有限公司、金牌大風音樂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華研國

際音樂股份有限公司、福茂唱片音樂股份有限公司、台灣索尼音樂娛樂股份有限公司、環球國際

唱片股份有限公司、眾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9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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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益，故本結合案對整體經濟之利益應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惟為避免本案或有

可能造成的唱片發行公司聯合行為以及造成市場封鎖效果等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

之虞，並確保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故附加負擔如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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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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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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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美商Microsoft Corporation及美商 Yahoo！Inc.域外結合之事業結合申報案45 

微軟公司及雅虎公司簽訂「正式合作協議」，內容為雅虎公司於合約期間 10

年內將部分核心搜尋技術專屬授權予微軟公司，由微軟公司整合雙方之搜尋引擎及

關鍵字廣告平台，並成為雅虎公司之網頁搜尋及關鍵字廣告平台之專屬提供者，雅

虎公司於整合後則退出前述業務之經營46。 

結合前微軟公司於我國並未經營關鍵字廣告平台服務雙方未處於競爭狀態，結

合後，微軟公司整合雙方技術，並成為雙方關鍵字廣台平之提供者，雅虎公司則退

出平台經營；而關鍵字廣告業部分，依據雙方之營收分配機制，基於自身利益考

量，雙方將各自努力爭取關鍵字廣告營收；而前端入口網站部分亦各自經營，後端

之搜尋技術雖由微軟司負責提供，惟雅虎公司仍具更動網頁內容權利，故難認有顯

著限制競爭之慮，故本結合案對整體經濟之利益應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但因台

灣雅虎公司於我國之搜尋及關鍵字廣告服務均居市場之領導地位，為避免參與結合

事業雙方於搜尋及關鍵字廣告平台技術之結合，強化結合事業之市場力量，甚或提

高交易相對人對渠等之倚賴程度，形成封鎖效果，或對於交易相對人有濫用市場力

量等行為，故為確保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對該結合案不禁止其結

合而附加負擔如下： 

                                                      
45 公平會(99)公結字第 099001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46 雙方於搜尋及關鍵字廣告業務之合作協議，合致公平法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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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結合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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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申報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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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申報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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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申報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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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監督措施：申報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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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富媒體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案47 

本案除上述較偏向結構面之負擔要求外，公平會於行為管制上也附加了相關之

負擔如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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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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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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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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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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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公平會(99)公結字第 099004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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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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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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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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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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監督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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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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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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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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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監督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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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與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申報結合案48 

好樂迪公司擬合併錢櫃公司，合併後以好樂迪公司為存續公司，為公平交易法

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事業結合。就結合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

之評估部分，公平會認為二家公司於結合前相互為最主要的競爭對手，結合後將取

得獨占地位，除消滅申報人彼此間的競爭壓力外，且所餘之市場以低於 1%之占有

率分散於其餘數千家業者，是市場內其他競爭者實無法對申報人形成有效之競爭壓

力，故申報人具有單方提高服務報酬之能力。且因其餘業者市占率極低，無法形成

                                                      
48 公平會 (98) 公結字第 098002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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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之競爭壓力，申報人結合後缺乏有效市場競爭機制監督其繼續從事創新、提升

服務品質，及不調漲服務報酬等行為。再者，本結合所形成之獨占，不但除去了視

聽歌唱服務市場上既存之有效競爭狀態，並可能消滅原先上下游間對抗議價所帶來

之競爭效益。此外，在缺乏市場有效競爭之下，實無有效機制確保其保證能達有效

改善至一定程度之經濟利益。據上可知，本結合之整體經濟利益明顯小於限制競爭

之不利益。 

本案特別之處在於結合當事人於審理過程中，曾提出自行預防矯正措施如下：  

a. 五年內不漲價，並就原物料漲價部份自行吸收，以回饋消費者。但公平會並不

採納。理由在於，不漲價僅可使消費者利益與現狀相較不會蒙受損失，惟未必

能使消費者獲得更多之利益。一方面，倘結合後市場狀況有變，造成申報人之

成本降低，並無法要求申報人降價回饋消費者；另一方面，結合將導致缺乏有

效市場競爭機制監督申報人繼續從事創新或提升服務品質，倘不允許結合，則

於市場上存在競爭之情形下，消費者即有可能享受到更低廉之價格或更好之服

務。 

b. 結合後仍以錢櫃、好樂迪之雙品牌模式經營，就現有之營運點將維持營運49。

公平會不採之原因，乃此種雙品牌模式僅為同一事業內部之經營策略，並不能

增加外部競爭，無法實際提升整體視聽歌唱服務市場之競爭程度。惟本項承諾

雖或可能確保消費者之選擇不減少，但並不能提升申報人提供服務之量、質或

消費便利性，且申報人尚有天災地變、物價劇烈波動、整體經濟不佳、房地出

租人不願續租等保留條件，可見此項承諾事實上仍可能因申報人無法控制之因

素而無法履行。另一方面，本項承諾亦可能有礙於淘汰無效率之營運據點，而

與本結合所欲達成之整合資源及節省人力成本之目的有悖。 

此外，公平會亦提出「結合矯正措施」必須能夠有效「恢復競爭」，而非對於

結合後之價格或數量予以管制，因此等管制基本上與競爭法所鼓勵之自由市場分散

式的決定機制相違背。而上述申報人所提出之承諾，縱確實履行，亦無法將競爭程

                                                      
49 申報人之本項承諾保留「除天災地變等情形外，如有不可預期之物價劇烈波動導致通貨緊縮

(膨脹)、金融風暴、整濟不佳致該據點無以維生或因原營運據點房地出租人不願續租、終止租

約、或不合理調高租金、建物第三人以法律手段排除本公司使人、建物安全健康等結構因素不適

合供營業使用」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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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恢復至結合前之水準，故於缺乏有效市場競爭下，反而使競爭法主管機關介入結

合後之價格或數量管制，尚難認足以化解結合之反競爭疑慮。 

(5)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維力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之事業結合申報案50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擬間接持有維力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超過三分之一股

份，為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事業結合。在禁止其結合之決定中，

公平認為結合當事人於速食麵市場占有率分屬第 1、第 2 大廠商，相互為主要之競

爭對手，結合實施後，參與結合事業彼此間的競爭壓力將有所消減，故渠等單方調

整商品價格時之原有顧慮將有所減低。且國內速食麵市場已有飽和甚至規模減縮趨

勢，因此對於潛在競爭者而言，不具有足夠的市場胃納量以達成經濟規模，難有足

夠競爭壓力能使申報人繼續從事創新、提升服務品質，將使市場之效能競爭造成減

損，並可能消滅原先長期競爭所帶來之效益。此外，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於速食

麵市場之實質上議價能力將有所提高，通路空間受有影響，反應至末端消費售價亦

將受影響，而消費者難有足夠之力量與參與結合事業抗衡。又該結合案對整體市場

或消費者造成之經濟利益並不明顯，且無法確保實現。 

同樣的，本案結合當事人亦提出自行預防矯正措施如下：  

a. 五年內不會把自維力公司取得之乾麵之炸醬配方用於申報人生產並於國內銷售

之速食麵產品中；未發生行使優先承購權之事由時，不會指派人員擔任維力公

司之總經理或人事、業務及行銷之最高主管，介入維力食品之人事及業務經

營。但公平會認為，此僅係短期內維持現有狀態，長期而言，尚難認足以提升

整體經濟利益。且即使確實履行承諾，亦無法將競爭程度恢復至結合前之水

準，故難認該承諾足以化解結合反競爭效果之疑慮。 

b. 三年內不帶頭漲價51。但公平會認為，不漲價僅可使消費者利益與現狀相較不

會蒙受損失，但未必能使消費者獲得更多之利益。一方面，倘允許可結合後市

場狀況有變，造成申報人之成本降低，但卻無法要求申報人降價回饋消費者。 

c. 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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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公平會 (97) 公結字第 097005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51 自本結合案生效日起 3 年內，於該時位居我國速食麵市場占有率 5 大廠商之 (申報人及維力

公司除外) 未調漲其任一速食麵產品價格前，申報人不會領先調漲申報人速食麵產品之價格，但

有正當合理之事時，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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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不得與特定之速食麵製造商交易之行為；不會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

妨礙他事業公平競爭或為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公平會則認為，此雖有助

市場交易秩序之維護，惟查本案參與結合事業係速食麵市場第 1 大及第 2 大業

者，結合後將有限制市場競爭，降低市場效能之虞，且市場上類似獨寡占事業

一旦出現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其對市場交易秩序之損害將難以彌補，且無法

回復，故該等承諾，於本案速食麵產業之市場結構下，尚難認對提升整體經濟

利益有明顯助益。 

此外，公平會亦援用前述「結合矯正措施」須能夠有效的「恢復競爭」之理

論，認為上述之承諾，難以競爭程度恢復至結合前之水準，而無法化解結合反競爭

之虞。 

(6) 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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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案52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擬以現金為對價支付雅虎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以受讓該公司之主要營業與資產，為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事業結

合。在結合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評估部分，公平會認為，經營網

站並無任何法令、技術與資金面之限制。復按網路服務本身即具有高度替代性與模

仿性，任何既存事業及新進業者都有可能因技術創新而進入市場，並迅速取得市場

領先地位；況且在數位匯流趨勢下，將可能持續衍生更多元的網路資訊提供服務之

營運模式，屆時電信及數位電視相關業者均可能成為潛在競爭對手。又，現存網站

經營業者數目眾多，參與結合事業在其他競爭者之壓力下（如 Google），尚難不受

到市場競爭拘束，任意提高服務報酬，尚難認可能造成單方及共同效果， 故本結

合案對整體經濟之利益應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不過，為避免申報人利用本結合

進行限制競爭、濫用市場地位等情形，及確保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

益，故附加了相關之行為面負擔如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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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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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公平會 (96) 公結字第 096005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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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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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雅虎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與無名小站股份有限公申報司結合案53 

雅虎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擬以現金，向無名小站股份有限公司現有股東取得

該公司百分之百之股份，為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5 款之事業結合。

公平會認為，本案結合雖消除雅虎公司與無名小站間之競爭，但對於整體市場之競

爭程度並無明顯減損。又國內網路廣告市場上競爭者眾，本不易合意限制競爭，雅

虎公司與無名小站結合後，市場上仍有許多同業提供可替代性商品。且該結合案，

對於從事網路創新之潛在競爭者，乃莫大鼓勵，不僅不會減損市場競爭，更將因新

進業者積極投入，反而有助於促進競爭之效果。此外，於數位匯流趨勢下，將可能

持續衍生更多元的網路資訊提供服務之營運模式，屆時電信及數位電視相關業者均

可能成為潛在競爭對手。但鑒於雅虎公司於國內網路廣告市場占有率近 60％，且無

名小站現階段仍是國內最受歡迎的社群服務網站，其潛力不容忽視，另亦有市場競

爭同業提出網路市場存在大者恆大效應，結合後對網路廣告市場可能產生閉鎖效

果、或提高市場進入障礙等質疑，因此，對本結合案不禁止結合而附加負擔如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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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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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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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之案例，在結構面措施部分，公平會並無對事業進行資產解體之例，

多僅是就董事、監察人席次及股份處理為一定程度的調整。至於在行為面措施部

分，則主要有下以幾種類型：(a)要求當事人不得利用結合後所取得之市場地位，進

行杯葛行為；(b)當事人不得利用結合後之市場地位，與交易相對人進行不公平交易

                                                      
53 公平會 (96) 公結字第 096003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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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約定具限制競爭效果之行為；(c)不得濫用結合後之市場地位，進行不當的價格決

定或其他限制或妨礙市場公平競爭之行為；(d)結合後之配合監督義務等。 

(二) 衍生問題之整理 

雖然從本文之前關於美國法的介紹可知，反托拉斯署似已不再堅持「結構面」

措施優先「行為面」措施之執法立場，但從比較法的觀察整體而論，「結構面」措

施仍是多數國家在附加結合矯正措施時，較受青睞之手段。因此，我國實務上高度

依賴「行為」面措施的作法，從國外之實踐經驗來看，可能會衍生以下幾項問題。 

1. 結構面矯正措施較具有效性 

從學理上來看，行為面矯正措施不能以根本性地恢復市場結構之方式來實現競

爭效果的恢復，而且行為面矯正措施的有效性也頗值商榷。以德國競爭法規為例，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40 條第 3 項規定：「結合之許可得附加條件或負擔。但附

加之條件或負擔不得成為對參與結合事業之持續性行為監督。」復且，德國普遍通

說認為，附款之性質應與市場結構有關，因結合管制之目的，即為防止市場結構之

惡化，倘若僅附加行為面之措施，不只無法改善市場結構，事後之監督亦可能難以

執行，或需花費大量監督成本54。相對的，結構面措施通常較有效及易於監管。在

衡量矯正措施效果上，速度、確定性、成本以及效率均是重要之考量因素。 

2. 行為面不適於作為單獨之矯正措施，而較適於作為輔助結構面措施之
方式55 

承如上述，結構面措施較具有效性，能夠快速恢復市場之公平競爭，雖然結構

面措施乃永久性改變市場結構，不若行為面措施之具彈性；但單以行為面為矯正措

施，則可能難以化解反競爭之疑慮。故可作為協助結構面措施之配套措施。 

                                                      
54 莊春發、劉孔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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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之建構與挑戰－廖義男教授六秩誕辰祝壽論文集，元照出版有限公司，1132-1139 (2002)。 
55 ACCC, “Merger guidelines,” 62-65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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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為面矯正措施之成本較高 

行為面措施之主要成本，可以藉由結構措施之運用來加以避免。例如，為了監

督結合後事業行為以確保遵守附款，而所支出的直接成本；抑或，偵測結合後事業

雖不違背附款意思，但試圖規避矯正措施精神之情況，而所支出的間接成本，此等

間接成本，例如，主管機關要求結合後事業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而為

不當價格決定，結果可能會導致該結合體為了利益而無效率的降低品質以追求降低

成本，低品質低價格反而造成反競爭性效果。 

4. 行為面之矯正措施需花費較長的時間完成56 

結構面措施於短期內，即可達所要求之效果，惟行為面措施則通常需要主管機

關長達一段期間的監督，確保事業結合後並未違反附款。結構面措施所展現之矯正

效果顯然較行為面措施來得明顯。 

5. 行為面之矯正措施易流於模糊而不具體57 

理論上，措施應力求明確且不模糊，讓當事人易於遵行。然而，實際上行為面

措施之設計，為求盡可能廣泛囊括現存或未來可能出現之反競爭行為類型，執法者

卻必須使用不確定之用語，此往往使結合負擔陷於不明確及空泛，而導致執行困

難。 

6. 行為面之矯正措施較易規避58 

因行為面措施較難以明確規定完整，且亦需花費較多成本監督，因此相較於結

構面措施，行為面措施較易於規避。結合當事人可藉措施未明確完整，抑或因主管

機關難以監督或需耗大量成本之監督之情況，而予以規避。 

                                                      
56 OECD Competition Division, “Workshop on Merger analysis: Essentials of merger control,” (2010). 
57 ACCC, “Managing merger remedy risks: approaches,” utilized by the ACCC, OECD/KPC Seminar 

for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2010). 
58  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Merger remedies: General Principles and Approaches, 

Competition Programme,” Regional Antitrust Workshop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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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公平法未來引入資產解體矯正措施之啟示與建議 

類似「解體」等結構面措施雖較行為面措施要來得更具成效，但其本身也有相

關之衍生成本，此可從本文先前對美國及歐盟法矯正措施相關規定所為之功能性分

析得知。故在思索該如何引入類似資產出售之解體措施時，本文所嘗試建立之功能

性分析架構，也有助於公平會更精準細緻地評估各類手段之利弊得失。 

1. 經濟面之評估 

從對市場之經濟效果來看，結構面矯正措施，雖具有「乾淨俐落」的手法，但

卻容易出錯，而且出錯的代價相對的大。原因在於：其一，資訊不對等問題，競爭

機構所知訊息不充分，出手切割公司，容易犯錯。其二，結構面矯正措施具有不可

回復性，一旦錯誤，對整個市場競爭將造成很大的傷害。 

從上述歐美之具體規定與作為加以觀察，以資產解體出售作為結合矯正措施，

必須兼顧幾個面向，才能成功落實回復市場競爭之目的。首先，劃定適當的資產解

體出售部位。再者，解體出售的資產與保留資產，其勾纏關聯應妥適安排，而能讓

解體出售部位仍然保有原水準的獨立運作功能。另外，解體出售資產，在售出之

前，必需予以保值，免得過程中資產價值受到減損，而降低解體成功的機率。更重

要的是，解體出售的資產，必需售予「對」的廠商，而有能力回復結合前之市場競

爭水準。最後，措施應能防止買賣雙方的勾結策略，刻意妨礙解體措施被有效的實

施。 

(1) 確實切割有助於回復市場競爭水準的資產範圍 

適當的解體資產部位，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了買者於購買解體資產後，是否

能夠順利脫離結合體，而完整的獨立營運，形成市場上有效而持久的競爭廠商。解

體資產部位愈是能夠獨立於保留部位之外，則該解體部位就愈能夠有效的獨立運

作。因此，確實審定範圍，是結構面矯正措施的第一前提步驟。對此，競爭機關除

了對解體部位於分合之後，市場競爭狀態改變程度的掌握與分析外，更重要的是，

對該結合企業內部營運資料報表熟稔與深入了解，才能夠精準審議切割範圍是否恰

當。尤其，涉及「剪不斷理還亂」的解體資產與保留資產關係，更需深入了解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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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內部營運與實質作業，否則不易釐清。例如，兩部位之間高度相依，可能是

上下游垂直依賴、地域互補、產品互補、智財權糾葛，又或是基礎設施及關鍵技術

等等，都會使得切割出來的部位，獨立運作的可能性相對減弱，矯正措施之成功機

率相對減少。 

公平會善於市場競爭分析，對於結合與解體售出前後之競爭狀態分析的專業能

力，無庸置疑。不過以該會專業職權之設計與規模，對於企業內部營運資料的掌握

與分析，則有待一步的強化。 

(2) 妥適安排解體資產與保留資產間之關聯 

解體售出部位與保留部位，可能共用營運所需的基礎設施、網路系統平台、技

術專利、人力資源、Know-How 知識、智財權，必須明確的規範轉移範圍與深度，

確保出售部位能夠順利完整的售出，且能夠獨立營運作業。這一些涉及無體財產權

之資產，不僅解體協議上不易精確載明，在移轉上是否到位，也不易查察。僅管結

合者提議方案表明願意割售某資產部位，但在實際移轉上，仍有難以確實到位的問

題，這也是公平會未來引入「解體」措施時所會面臨的挑戰之一。 

(3) 保護解體部位之價值以避免過程中資產價值降低 

對此一問題，從本文先前關於歐美對於解體措施「交易成本」之諸多控管規定

可知，其主要的解決方法之一，乃由競爭主管機關要求結合當事人，把被解體資產

與其人員，獨立託付受託人管理，直到轉移給買方為止。雖然這樣的設計，可以容

易監督管理解體資產之價值，但制度本身也有其成本存在。特別是受託人對於事業

內部業務與市場競爭可能不具積極任事的誘因，會降低該事業之競爭能力與市場價

值。另外，受託者若未能具備充分而必要的相關產業知識，更容易在託管期間產生

市場價值流失。再者，受託付機構的薪酬機制，若採用定額給付，無法提供認真工

作的誘因；若採用售價成數給付，則託管者有誘因把解體資產賣給出價最高的買

者，卻未必是未來最強的競爭者。這也是公平會未來應加以注意者。 

(4) 適當資產承購者之選擇 

「對」的買主，必須擁有充足的知識技能、專業能力、保證承擔、規模大小，

以充足的誘因意願，足以使買入的解體資產變成積極而成功的市場競爭角色，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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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結合案之前的市場競爭水準。公平會對於結合者與第三者間的資產轉移，其所

導致的市場結構變化與競爭水平異動問題，應具有足夠之專業與職權可以進行分

析。不過，仍應留意以下三項問題。其一、購買者的財務能力是否足夠？其二、購

買者是否獨立於結合體之外？其三、購買者與結合者之間，是否存在可能的策略合

作與勾結行為？  

(5) 防止買賣雙方的策略合作 

防範競爭者合作，本屬公平會之職權，歷年來執行也具有相當成效。唯此處所

產生的互為競爭的買賣雙方合作可能，是由於公平會核可結合案所引起，不同於一

般市場競爭所直接產生的案例，因此，公平會必需特別留意此一勾結是否可能發

生。 

2. 法律面之評估 

競爭主管機關透過附負擔之方式，有條件的允許結合，該行政處分行為，應符

合行政法中之合目的性與必要性等比例原則，以及禁止咨意原則等之拘束。依行政

程序法第 7 條之規定，解體處分應符合下列原則：1.所採行之方法有助於目的之達

成；2.當同時存有多項手段可實現相同目的時，應選擇對事業權益損害最少者為

之；3.採行之解體措施所造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行政程序

法第 93 條第１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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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限，始得為之。」該項係依行政處分為「裁量處分」或「羈束處分」之不同而為

規定。 

惟附款之設置，其作用在於增加行政處分之彈性，因此通常係就授益行政處分

添加附款。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第 2 項：「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 11 條第 4 項申報案

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該規定法律明文規定得設置附款59，乃羈束之授益處分，人民對特定行政處

                                                      
59 創設行政處分附款之制度目的，在使行政決定更「有效率、更彈性」，並能「顧及人民之利

益，以符合比例原則及個案正義之要求。其理由乃為，倘無附款機制可資運用，主管機關對於申

請授益處分之當事人，其要件是否齊備尚存疑慮時，則唯有駁回或禁止一途；反之，藉由附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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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作成有請求權，添加附款即限制其請求權。基於律保留原則，行政須有法律授

權始得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60。 

行政機關雖得以添加附款之方式，以達成行政目的之要求，然而於附款添加之

過程中，為避免行政機關利用其優勢地位，對於人民要求不正當之作為、不作為義

務，甚至附款之內容牴觸行政處分之目的，不合乎一定之比例，故行政程序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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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茲限制，其意義內涵包括一般之行政法原理原則。綜合針對行政處

分之附款，相關行政法原理原則如下： 

(1) 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 

附款係用以達成行政處分及其所根據法律規定之目的。特定事項之存否，足以

影響行政處分之作成時，附款即用以創設或排除此等事項，以利於行政處分之作

成。故附款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俾使政處分依法所欲達成之目的，全部或部

分受妨礙61。 

(2) 比例原則 

於選擇附款及決定其範圍時，不得違反比例原則。舉例而言，以干涉較輕微之

負擔即可達成行政目的時，即不得設定干涉較重大之負擔62。作成授益處分時，如

添加附款即足以保護公益，基於比例原則之考量，不得拒絕申請63。 

(3)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行政機關為行政處分固得附加附款，但不能以附款為手段，追求額外之利益，

是以附款之附加應與主行政處分有事理上之關聯，此即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適用

64。換言之，行政行為對人民造成不利益所使用之手段，必須與行政行為所欲追求

之目的間有合理之聯結關係存在。目的在防止行政機關利用其優勢地位而濫用公權

                                                        
妥善運用，以附帶若干保留而允許當事人之申請，亦符合「程序經濟」之要求。 

60 陳敏，行政法總論，自版，第 4 版，521-522 (2004)。 
61 陳敏，同上註，524。 
62 更不得設定干涉較重大之條件。在負擔無法達成目的時，始得設置條件。 
63 陳敏，前揭註 60，526。 
64 趙義德，「析論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收錄於城仲模主編，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三民書

局，233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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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造成人民不合理的負擔。該原理原則亦明確展現於行政程序法第 94 條下半段

之規定中。 

(4) 其他法理上之限制 

除行政法學理原則之要求外，公平會倘擬以公平法第 13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手

段，對於結合事業附以「分設事業」或「轉讓部分營業」等負擔時，可能會同時產

生公平法和其他企業法規間之執法配問題。由於事業「解體」在多數情況下，均會

涉及公司「分割」的問題，公司法（第 317 條、第 317 條之 1、第 317 條之 2），

企業併購法（第 32 條，第 33 條）以及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33 條、34 條、35 條）

等關於公司分割的具體規定，均可能會涉及在內。 

另外，公司的分割不僅關係到處分的相對人，也會連動到相對人所屬員工、股

東、及債權人的利益，法律對這些關係人之保護規定，也會影響公平法解體措施之

運作實效，而引發以下二點問題。 

a. 解體措施之提出及措施回復競爭程度的認定標準 

管制者與被管制間就管制事項，原本即存在有資訊上不對稱問題，使得管制者

往往面臨該如何提出管制方案的困境。在企業解體措施部分，由於公司法及相關法

規，多立基於企業係出於自願及追求利潤極大考量進行結合或分割，而為相關之規

範，此與公平法之解體係出於維持市場競爭考量所為者，管制目的上即有所出入。

此一管制目的的不同，可能加大了競爭主管機關與結合事業間，就如何設計出妥適

解體方案之看法歧異65，也將連帶使公平會在判斷措施是否足以「回復競爭」程度

時，產生判斷上疑義。 

b. 最適解體措施之選擇 

由於公司法或企業購併法等關於分割之規定，重點往往著眼於企業組織變動對

企業內部員工、股東、及債權人等之影響及保護，故這類型法規通常有具體詳細之

分割程序要求規定，而可能影響到解體措施後續實施的可行性與進度。例如依公司

法第 316 條第 1 項，以及企業併購法第 32 條第 2 項之規定，企業於進行分割時，

原則上應有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過半數之同意行

                                                      
65 羅宗賢，公司分割與競爭法理關係之探討，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61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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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另外，公司法 316 條之 1 第 2 項及企業併購法第 32 條第 10 項均規定，股份有

限公司分割後，其存續或新設公司均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前類規定對解體措施的

實施增添了不少變數； 後類規定則限縮了解體措施實施的彈性。因此，這類法規

應否適用於公平會對結合案所附加之解體負擔？ 即是一項值得深思的問題。 

3. 政策制定、執行、與立法之初步建議 

隨著歐美競爭機關維護市場競爭的手段愈趨精緻，結合矯正措施開始多所運用

之際，我國公平會若也擬與時俱進的讓此一規範手段更趨完備，則應先從幾個方向

著手進行：第一，釐清法源依據；第二，訂定處理辦法與原則；第三，採行「當事

人提出、公平會可否」為制度之依循原則；第四，建立與相關產業主管機關之合

作。茲分述於后。 

(1) 釐清法源依據 

如前所述，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之「附加條件或負擔」，已經提供了基本的

「結合矯正措施」之法源。然而，矯正措施若涉及「公司資產解體」或「技術權利

之強制授權」等等措施時，是否第 12 條第 2 項的「附加條件或負擔」規定即足以

提供充分的法源效力？ 

對此，在解釋上似可採肯定之見解。首先，文字本身並未排除使用解體手段之

可能性。依據第 12 條，公平會可於議決結合案時，附加條件或負擔後允許其通

過。另外，公平法第 13 條第 1 項則規定，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而

為結合、或「未履行前條（第 12 條）第 2 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時，公平

會得施以「分設事業」或「轉讓部分營業」等「解體」處分。因此，若將第 12 條

規定解釋為只限於非解體措施等較為輕度的負擔，則一旦廠商違反第 12 條相關規

定，其所面臨的卻是相對較為強烈的第 13 條「解體」處分手段。亦即，公平會依

第 12 條，接受相對較輕微的「矯正措施」而准許廠商結合，但廠商結合後卻無履

行該等「矯正措施」，則公平會可依第 13 條採行更為激烈的「分割」手段矯正該

結合事業體對第 12 條規定之違反行為，藉以回復競爭秩序。這樣的解釋，易產生

爭議，因為原本只要輕微的「矯正」措施即可回復競爭秩序，為何這等矯正措施未

被履行時，卻得採用相對激烈的「分割」措施方可回復競爭秩序？顯然，第 1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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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附加條件或負擔」，應包含解體在內之結構面矯正措施。從另個角度來看，允

許第 12 條「負擔」一語得以包括「解體」，可提高第 13 條處分之可預見性與明確

性，降低是否符合「比例原則」的爭議。 

釐清法源依據部分更難以處理的問題，應是公平法在結合附負擔議題上，與公

司法及相關法規所可能產生的競合問題。以之前所提及的二項問題為例，面對公司

法規與公平法對於結合行為不同的立法目的考量，公平會該如何將公司法衡量解體

措施之規定，及其是否足以「回復競爭」的考量相聯結？ 有認為，解體措施只須

要求結合事業將其等之市占率或營業額降至申報門檻以下，即可包融事業於公司法

下，出於主動自利考量的結合動機，和因公平法基於維持競爭考量，而有必要強制

事業釋出資產的必要性66。這樣的作法，雖有較為明確的標準可循，但顯然誤將結

合的申報門檻，作為結合行為促進競爭或反競爭效果之臨界點，公平會似仍應在個

案中，從競爭的角度，衡酌妥當之措施。 

至於公司分割法規對公平法實施解體矯正措施之影響，則可能要從根本的修法

著手，限縮或排除相關經股東會表決通過之規定適用於公平法之解體措施中。蓋公

平法基於促進市場競爭公益之實現，在許多規範面相上，其本質即是在限制相關個

人或事業私法上之權利與自由，例如，公平法關於禁止聯合行為與獨占力濫用之規

定，即是對相關當事人締約及財產權使用及處分權限之限制。另外，從國外的立法

例來看，類似可資參考之規定，見於歐盟公司法第 6 號指令第 23 條第 2 項67， 其

允許受有司法監督之公司分割，得以不經過股東會同意行之。另外，我國雖無簡易

分割之規定，但參酌日本法簡易分割程序之規定，亦不須經過股東會之決議（日本

商法第 374 條之 6、第 374 條之 23），故分割是否須經股東會同意，與分割之原因

可以併同考量，而非必屬強制性規定68。另外需要修法解決者，乃解體措施涉及公

平會能否如此深度介入調整企業組織的法權限的問題，此部分可能也需在將來修正

相關行政作用法規定的方式來解決。 

不過上述看似繁雜的法律問題，若依本文以下所建議之「當事人提出，公平會

                                                      
66 羅宗賢，前揭註 65，161，164。 
67 Sixth Council Directive 82/891/EEC of 17 December 1982 based on Article 54 (3) (g) of the Treaty, 

concerning the division of public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Official Journal L 378, 31/12/1982.  
68 羅宗賢，前揭註 65，176。在此，本文僅提出初步原則性的看法。若果真在立法修正，則仍

應儘可能將股東權益保護列入考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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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之原則，則可獲得解決。不論是分割或讓渡等等內部外部協議或其可能涉及

的法律糾葛，在結合當事人自行提出矯正措施送達公平會時，就應自行進行掌握確

保矯正措施得以實現，方能獲得公平會之可決。換言之，在「當事人提出，公平會

可否」的原則下，把解決諸多其它法規競合問題的負擔歸於結合當事人，而且必需

在提送公平會前已經確認可以實現。 

(2) 訂定相關處理辦法 

若擬將資產解體措施引入公平法中，公平會可考慮在未來仿效美國及歐盟的作

法，制頒類似於「政策指引」或「結合矯正措施通知」之案件處理原則，以提供公

平會及結合案件當事人在結合個案的矯正措施中，得引以為據的一項實施架構。 

當然，矯正措施本身應與案件之交易行為及競爭減損之間緊緊相扣；同時，所設計

的矯正措施類型，應該只是原則性的規定，不排除公平會因個案判斷而另行採用不

同類型措施之裁量權。而從本文初步之研究結論來看，未來的處理原則，可依下列

幾項基本原則來思索訂定的方向：  

a. 在水平結合部分，由於將直接影響市場結構與市場力量之配置，故較適宜使用

結構面措施；垂直與多角化結合的競爭問題，主要來自於結合後之相關具潛在

排除競爭效果之交易安排，行為面措施可扮演較為直接與立即之矯正手段。不

過，從競爭法學理來看，垂直結合後之相關反競爭行為安排能否有效實施，仍

取決於結合後事業之水平力量。因此，若垂直結合事業結合後之市場力量顯著

提高，且行為面措施所需之實施與後續監督成本過高時，結構面措施仍可能應

優先考量。 

b. 結合事業若同時是受管制產業，則由於監督資訊取得較容易，行為面措施較有

可能被有效實施。再者，具有高度動態競爭特色之產業市場類型，由於競爭效

果的變動快速，使得結構面措施實施成本可能很高，故也較適宜採行行為面的

矯正措施。另外，在行為面矯正措施方面，措施手段若過度介入事業經營，而

非「回復競爭」所必要者，將讓人產生是市場規範者的錯誤印象。故類似公平

會於有線電視業結點中所要求事業應於未來將「內部利益外部化」之措施，應

不宜列入作為措施手段，否則，極易將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二者之界線混淆。 

c. 另一項考量因素則是法規限制的問題。矯正措施應儘可能不與其他法規產生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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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衝突的問題。從公平法與公司法規二者關係的角度來看，行為面矯正措施也

許是較穩當的手段，蓋其較不涉及公司大規模的股權或組織改變，而須踐行公

司法保護股東或投資人之規定。但當結構面手段是較有效而應被採行之措施

時，公平會仍應注意法規限制對選擇不同結構面矯正手段類型之影響。例如，

在分設事業與營業讓與中，單純的事業營業資產出售，應較分設事業所涉及之

法規衝突問題較少； 而透過「新設分割」方式達到「分設事業」目的的手段，

也可能較「吸收分割」，就法律程序上而言要來得單純。 

  除了公司法規外，分設事業或營業讓與措施，也應同時注意到會不會創造

出另外的公平法問題。例如，於採行營業讓與措施時，公平會須注意受讓營業

之他事業，與被要求分割資產或事業部門之結合事業間，二者在經營事業項

目、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以及競爭地理範圍的同質性與重疊性程度，以避免

解體措施，變成強化市場另一競爭者市場力量之工具。 至於在「分設事業」措

施部分，若係透過將事業部分營業或財產由既存之他事業承受創設新事業之

「吸收分割」方式為之時，則應注意讓與之營業資產或部門，不應是事業之

「主要資產」。除了可避免上述市場力不當增強的問題外，也可避免受讓事業

構成公平法第 6 條第 3 款之結合行為，而衍生出有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之額

外法律義務。再者，也須注意結合事業是否會因分割營業，而自受讓事業取得

足以實質支配受讓事業之股份，否則，將難以實現以削弱結合事業市場力之方

式回復競爭之法律期待。相較而言，以分割營業資產創設另一新事業之「新設

分割」，較有可能避免類似的疑慮發生69。 

d. 另外，經濟規模之大小，亦可能是影響矯正措施採用的因素之一。台灣是小型

開放經濟體，資本流動快速、貿易依賴度高、而且廠商規模不大，因此，廠商

競爭對象往往得適量加計外國相關廠商的潛在競爭力量，在考慮這層因素下，

國內廠商之實質規模其實並不算大，這可以由過去公平會結合申請案幾乎都可

通過得到相對印證。也因此，對於經過公平會研析後發現結合事業於相關市場

所涉經濟規模不大，市場參進障礙不高之結合案件，行為面的矯正措施或可作

為優先考量之措施類型。 

                                                      
69 羅宗賢，同前註 6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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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事人提出，公平會可否」為原則 

結合矯正措施，當以「當事人主動提出，公平會行可否決議」為原則，這在誘

因機制設計（Mechanism Design）中，相對可以誘發出較為誠實的措施提案。因為

公平會在相關案件的處理上處於訊息劣勢，而當事人是擁有較完全訊息者，由其提

出矯正措施，較有可能獲得完整的管制訊息。固然，結合當事人會有誘因提出相對

較少負擔、對自身為有利的矯正措施; 不過，基於當事人不知道公平會可能掌握了

那一部分訊息，為求順利通過矯正措施提議當事人必定會儘可能詳細說明、提供數

據、理論分析，企圖說服競爭主管機關。在這過程，當事人，一者顧慮若提案所述

內容不實，萬一其中某一重點被公平會發現，則措施就可能被公平會拒絕；二者，

當事人也會顧慮若說明與資料陳述不詳盡，將導致公平會以資料不足無法進一步判

斷而被否決；三者，當事人若推出明顯對其自身較為有利之矯正措施，則意味著讓

步妥協與自我設限之措施較小，就會顧慮公平會可能否決此一提案。因此，當事人

會提出相對較為完整的資料，陳述也會相對較為誠實，所提矯正措施也會相對較確

實。這等實益在類似歐盟制度下更為明顯，依歐盟制度，執委會只有可駁決定而無

與當事人協商權力。 

就我國實務作法而言，雖然公平會在處理重要結合案時，多會透過座談會的方

式，廣納相關產業及消費者的意見來衡酌是否該對結合案附加條件或負擔，但最終

關於附負擔的類型及具體內容，仍多是由公平會單方來擬定。雖然歐盟的制度可提

高結合當事人詳實提供相關管制資訊的誘因，但執委會全然不具與申請人協商調整

措施內容的規定，則略嫌僵化。相對的，美國制度可透過協議裁決來達成彼此均能

接受的矯正措施方案，實較有彈性，不過採行美國制度，必須有對產業與競爭法規

具相當知識與執法經驗的人員配合，始能充分實現其制度上之優勢。睽諸當前台灣

環境，「當事人提出，公平會可否」的原則，較貼近當前實務環境。若公平會具有

增減調整或者協議措施內容之權力，則於決議實施後，廠商若產生不適或營運失

敗，其反彈或投訴，將造成公平會與其政策上的莫大困擾與負擔。至少，截至目

前，這等反彈與投訴或政治力之介入，公平法之相關法規上並不具任何處理辦法或

經驗。因此，「當事人提出，公平會可否」之原則，雖形式上設限了公平會的權

力，但卻相較不會產生紛爭。在賽局理論分析上，這種權力或選擇能力的自我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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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反而容易誘使對造配合。況且，這樣的設計，也更可能迫使結合業者戰戰競競

的提出更為詳細研究的措施方案。不過，這樣的程序應載明於相關法規中，以確保

法源清晰。 

5. 建立與相關產業主管機關之合作 

公平會旨在維護市場競爭水平，而不是中央規劃者角色，其職權專業在於市場

競爭，而非在於產業管制與規劃。當矯正措施廣泛的包含了「解體公司資產」或

「無形資產之移轉交接授權」等措施時，將涉及更深入的產業企業內部營運細節，

以目前公平會之職權專業，似將難以負荷。然而，競爭水平愈高的市場，提供產業

愈為發達的動力，社會福利愈為增進，已是一般共識，採用結合矯正措施更具增進

市場效率，是一個必走的途徑。準此而言，公平會應該積極培育產業與企業營運分

析之能力，以為因應。 

另外，公平會也可以與其它相關產業主管機關，依個案進行合作。這種跨部會

合作協商模式，在我國現行法規下，除了公平法第 9 條外，在其他相關法規中也不

乏其例。例如在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9 條規定：「設立金額控股公司之審查辦法由主

管機關與公平交易委員會訂定之。」；企業併購法第 6 條之規定，公司於涉及分割

案件時，應委請獨立專家，就受讓營業或財產價值及發行新股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故公平會若能充分與產業主管機關合作溝通，必可讓所實施之矯正措施更加周延。 

當然，公平會自行培育相關能力、抑或跨部會依個案合作，各有優劣。前者，

權力指揮一貫，較具效率，但是將涉及競爭法主管機管是否能夠或恰當跨足「規劃

角色」之疑義；後者，跨部會往往於審查案件上較無效率，這也將是未來公平會在

定位與職權上，必須嚴守與釐清之處。  

八、結論 

本文就競爭主管機關於審查結合案過程中，若擬以附加矯正措施作為許可結合

案之負擔時，從法律與經濟的觀點，探討其類型選擇、法制設計與實施之相關問

題。本文首先從比較法角度，以功能導向之問題意識，歸納整理美國及歐盟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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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論述重點置於二國所訂定關於矯正措施之「政策指引」及「通知」的具體內

容。在建立一項較為清晰的理解架構後，本文從整理歸納我國過去之案例開始，探

討其中所涉及之實務及理論議題，再從經濟學理的角度，檢討現行所普遍為各國採

行的「結構面」與「行為面」二分法矯正措施類型，各有何利弊，據初步研究心

得，提供對公平會未來執法參考之處。綜言之，由於結合矯正措施讓競爭主管機關

在許可具淨競爭效益之結合案的同時，也能顧及結合後市場力不當被擴大而產生排

除競爭效果的疑慮，已成為多數國家支持採行之競爭法制度。就矯正手段的選擇

上，「結構面」的手段也為多數國家認為是較正本清源與有效的手段。雖然類似像

「解體」等措施，可能會讓結合當事人有操縱解體措施的負面誘因，以及高度不可

回復性等問題存在，但相較於「行為面」措施，競爭主管機關須在高度資訊不對等

的情況下，對所附加的禁止或強制性之行為面要求，於結合後進行長期與持續性的

監督，「結構面」仍可能是較為可採之手段。 

當然，在我國思索如何引入並操作資產出售解體措施時，並不當然需亦步亦趨

地跟隨國際趨勢，仍應顧及內國法規限制、國家整體經濟規模、及適用事業產業類

型等因素後，始能作出正確的判斷。尤其是我國公平會過去大多以附加「行為面」

措施為主要附負擔類型，缺少執行資產或事業解體等「結構面」措施之經驗，再加

上事業解體或資產出售等過程涉及高度的產業市場資訊的取得的問題，故短期內，

不可能要求公平會改弦更張地大規模的實施「結構面」矯正措施。但從歐盟實施解

體措施之實證經驗觀之，資產解體對排除因結合所致市場力量集中問題的價值不容

忽視，值得公平會把其列為長期實踐之重點目標。本文嘗試從學理觀點，提出值得

公平會參酌與採用之設計，期能對建全我國競爭法制，略盡一己棉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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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unction-Oriented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Merger Remedies 

Chen, Andy C. M.∗ 

Chen, Ho-Chyuan 

Abstract 

“Merger Remedy” is a commonly used mechanism by major competition 

enforcement agencies around the world. “Structural” or “behavioral” remedial measures 

employed under this mechanism serve to maintain or restore post-merger competition. 

Also, the imposition upon merging parties the obligations to adopt those measures 

facilitat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s of merger control under the competition law. Given 

that the Taiwan Fair Trade Act has authorized the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to apply 

merger remedies when necessary, the mechanism has been exercised quite sparingly. Not 

has the Commission provided a consiste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o unify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cases in which remedial measures have been imposed as conditions for clearing 

pre-merger review. In view of its increasing importance for modern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is paper intends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is regulatory tool from both the 

leg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s. It begins with a review of the enforcement experienc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and policy suggestions made by maj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uch as OECD and ICN. We attempt to derive from the study a 

function-oriented framework to assist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complicated mechanism. 

We then move on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various remedial measures. With the aid 

of legal and economic theories, we will compare the costs and benefits from structur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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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al remedies and examine the additional legal changes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s 

each measure requires. We conclude with a tentative sugges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is paper on future enforcement policy and legislation. 

Keywords: Merger, Merger Remedies, Structural Remedies, Behavioral Remedies, 

Information Asymmetry, Corporate Divesture, Monitoring Cost, Irreversibility, 

Fair Trade Act  



66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901a8fc7684c976262535370673a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8fdb884c9ad88d2891cf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5728684c9762537088686a5f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4e0a73725f979ad854c18cea7684521753706548679c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40069006c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73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6b006f007200720065006b007400750072006c00e60073006e0069006e0067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1007500660020004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72006e00200075006e0064002000500072006f006f0066002d00470065007200e400740065006e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6f006e007300650067007500690072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00065006e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f0072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6500730063007200690074006f00720069006f00200079002000680065007200720061006d00690065006e0074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f00720072006500630063006900f3006e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e900700072006500750076006500730020006500740020006400650073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64006500200068006100750074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73007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9006d007000720069006d0061006e0074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20075007200650061007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5007200200075006e00610020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0007300750020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6e0074006900200065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537052376642306e753b8cea3092670059279650306b4fdd3064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c730b930af30c830c330d730d730ea30f330bf3067306e53705237307e305f306f30d730eb30fc30d57528306b9069305730663044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370c2a4d06cd0d10020d504b9b0d1300020bc0f0020ad50c815ae30c5d0c11c0020ace0d488c9c8b85c0020c778c1c4d56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voor kwaliteitsafdrukken op desktopprinters en proofers.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6006f0072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0007000e500200062006f0072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50072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00065006d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f0072006100730020006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0006500200064006900730070006f00730069007400690076006f0073002000640065002000700072006f00760061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0006c0061006100640075006b006100730074006100200074007900f6007000f60079007400e400740075006c006f0073007400750073007400610020006a00610020007600650064006f007300740075007300740061002000760061007200740065006e002e0020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600f60072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500720020007000e5002000760061006e006c00690067006100200073006b0072006900760061007200650020006f006300680020006600f600720020006b006f007200720065006b007400750072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for quality printing on desktop printers and proofers.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