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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結合之管制與變革
─兼論公平交易法之最新修正─
沈麗玉*

摘要
近年來，因受全球經濟景氣低迷與國際併購風潮影響所及，我國企業併購之風
亦逐漸盛行，以強化其全球競爭之優勢，迎向國際經濟之快速變化與挑戰。惟企業
結合之結果，因市場力集中，可能造成市場為少數大企業所壟斷，從而導致競爭效
益之減損，損害消費者權益，危害市場競爭之自由與公平。因此，各先進國家對於
事業之結合行為，莫不立法加以管制，我國亦然，將該行為與事業之獨占及聯合行
為等主要影響市場競爭結構之限制競爭行為，於公平交易法中明文予以規範。
我國公平交易法自 81 年施行以來，對於事業結合即採取事前監督之管制立
場，要求達到一定規模之事業於結合前，須先向該法主管機關─即行政院公平交易
委員會事先申請許可，即採所謂主管機關之「事前許可制」。嗣於各界改革之聲浪
中，爰參考競爭法執法較為成熟之歐美國家立法例，於最近一次修正(即 91 年 2 月)
中將原來之管制制度作全幅度之變更，即將「事前許可制」改為「事前申報異議
制」。所謂「事前申報異議制」，即事業應於結合前，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如
主管機關未於一定期限內提出異議者，該事業即可依其申報之結合計畫，合法進行
結合。

*本文作者現任公平交易委員會法務處專員，銘傳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本文投稿日期為 91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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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新的結合規範施行之際，本文所擬探討者，將以事業結合之管制制度為核
心，並簡析架構管制制度之基礎經濟理論，俾作為規範之基石。此外，藉由對於制
度面規範之說明，試論新修正之「事前異議申報制」之內涵，以及其與修正前所採
「事前許可制」之差異等相關問題。又鑒於我國企業國際化程度逐漸加深，事業結
合風潮方興未艾，是於思考我國所採制度面問題前，除當前我國經濟局勢外，亦不
宜自外於國際管制潮流。因此，本文對於事業結合之管制討討，除概述結合管制之
執法與新修正之公平交易法規範外，另亦援引美國，德國及歐洲共同體之管制規
範，以對照我國新修正條文與國際接軌之程度，祈使本文所闡述之理念更易於理解
與完整。

關鍵詞：結合、公平交易法、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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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我國因受景氣與國際購併風潮之影響，企業購併之風逐漸盛行。尤其
我國企業於面對全球經濟整合、知識產業興起、經濟全球化及自由化等經濟因素挑
戰之餘，為保持並增加國際之競爭力，必須追求產業之「規模經濟」，以肆應國際
競爭之挑戰。而企業為達成規模經濟，最速之捷徑即尋求與他事業結合，藉由組織
或經營型態之共同組成同一經濟體，以強化優勢之競爭力。
企業結合後，因經濟力集中及規模經濟之影響，雖有助於提高生產效率，降低
生產成本，減少投資費用，並促進事業經營之現代化、合理化，以迎接國際競爭之
挑戰。惟事業結合之結果，亦可能造成市場為少數大企業所壟斷，並進而導致競爭
效益之減損或損及消費者利益。尤其市場經濟力集中後，可能造成市場結構產生變
化，造成壟斷獨占局面，危害市場競爭之自由與公平。職是，對於此種利弊併存之
事業結合現象，各先進國家均立法加以管制。我國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
自 81 年施行以來，對於事業結合即採取事前監督之管制，要求達到一定規模之事
業於結合前，應事先申請許可，即採所謂主管機關之「事前許可制」；嗣於各界改
革之聲浪中，最新一次修正（91 年 2 月）已將公平法之結合管制制度作全幅度之變
更，將原來之「事前許可制」改為「事前異議申報制」，使得公平法對於事業結合
之規範，於二十一世紀初即呈現截然不同之管制風貌。
在面對新的結合管制制度施行之際，本文所擬探討者，將以事業結合之管制制
度為核心，並簡析架構管制制度之基礎經濟理論，俾作為規範之基石。此外，藉由
對於制度面規範之說明，本文並將兼論新修正之「事前異議申報制」之內涵，以及
其與修正前所採「事前許可制」之差異等相關問題。又，鑒於我國企業國際化之程
度已隨政策和世界趨勢不斷加深，事業結合情形勢將有增無減，是於檢討前述問題
之際，除須考慮我國經濟環境外，亦不宜自外於國際管制潮流，因此，本文對於事
業結合之管制探討，除將概述我國對於結合管制之執法與新修正之公平法規範外，
將另援引競爭法執法較為成熟之美國、德國及歐洲共同體等之管制制度，作為參
照，以對照我國新修正條文與國際接軌之程度，祈對未來主管機關之執法方向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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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益或啟發。至於事業結合之實體規範方面，目前公平法第六條仍採列舉式之定
義，對此立法体例與實務上適用之爭議，雖亦時有所聞，惟本文囿於篇幅，對此部
分將不作深入探討，謹併予敘明。

貳、結合管制之理論與立法
一、結合管制之經濟分析概論
(一) 管制源起
自從 1776 年亞當史密斯在其國富論中描述市場價格，是一雙「看不見的手」
（invisible hand），在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佳化之情況下，自然可以使得社會資源
達到「柏雷托最適境界（Pareto optimality）」 1 。透過此一定紛止爭的市場機制
（market mechanism），人人皆可經由自願交易而產生互利（gains from trade），展
開現代經濟學對於市場機制之信心。
基於對於市場機制價格理論之充分信心，假設市場並無外部性、公共財及獨占
市場結構，且資訊充分揭露時，政府放任價格機能之自然運作，可達成第一福利定
理（The First Welfare Theorem）2 之最佳狀態。而經濟學上所謂「效率」條件係指
生產、消費及交換之全面效率條件 3。是以傳統經濟理論，配合對於完全競爭市場的
過度期待，產生了十九世紀初期以「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強調政府的施政
「柏雷托最適境界（Pareto optimu）即經濟學上所謂之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此名
詞係因義大利經濟學者柏雷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首先提出而命名。所謂柏雷托最適境
界或經濟效率，殆指資源之配置與運用已達下列境界：即資源不論如何重新配置使用，都無法使
某些經濟個體獲致更高之利益，而同時不損及其他經濟個體之利益。參張清溪、許嘉棟、劉鶯
釧、吳聰敏（1995），經濟學理論與實務（上冊），第三版，231。
2
所謂福利經濟第一定理係指：符合相關前提假設下，完全競爭市場透過價格機能運作的結
果，即是效率面最佳之柏雷托最適情況。然若對市場運作的分配面結果不滿意時，可透過定額式
的資源稟賦移轉，仍可再行透過價格機能的運作，可得到另外的柏拉圖最適狀態，此亦稱福利經
濟學第二定理（The Second Welfare Theorem）。Myles, Gareth D. Public Economics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18-58
3
生產效率乃指：資本與勞動等生產因素之邊際生產力相等。而消費效率乃指：個人間對於財
貨之邊際替代率相等。交換效率乃指：生產面之邊際技術替代率與消費面之邊際替代率相等，倘
透過市場運作可得邊際成本等於財貨之相對價格。參張清溪等著，經濟學理論與實務，前註 1，
2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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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在於將介入市場經濟的角色扮演到最低之程度，政府介入管制市場經濟活
動，僅是一種必要之惡，最好的政府即是管制最少之政府。
然而於實際的經濟體系中，卻常存在或因法令規章等之授權保護、特殊產業設
廠初期必須投入巨額之固定成本、以及產出效能平均成本遞減之規模報酬遞增等，
形成所謂之獨、寡占市場結構等之不適用完全競爭市場理論之經濟現象，此所謂之
「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4，如何解決此一情形對社會福利之不利影響，以彌
補理論與實際間之差異，多為現代經濟學與法律學者研究之重點，而為反托拉斯法
之濫觴，亦為現代化國家為調和價格機能與市場結構之重要法律。其不論由法規面
與經濟面，對於獨占、結合及聯合等法律之經濟分析，除於學理上之探討饒富趣味
外，此一競爭秩序維護之法益，亦直接影響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二) 結合管制之經濟分析
競爭法與經濟理論存在著密不可分之關係。由於事業間之結合行為可能導致市
場結構及市場力量之變更，並因而帶來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故政府管制有其介入之
實益。而競爭法應如何介入結合行為方為合理，須借重經濟學上之相關理論來加以
論證分析，透過經濟分析方法來探討競爭法及其對於結合行為之規範是否合理、是
否更能維護市場的有效競爭，以深入理解並掌握法制與理論之關連。然而，由於經
濟學者對於結合之管制問題，向來存在著學派間不同之爭議，故本文限於篇幅，將
僅擇較具影響力之學說予以概念性說明，至於架構各學說基礎之經濟學邏輯及其經
濟模型等分析工具，將不作深入分析。
競爭法上所謂之事業結合，係指某事業以合併或其他方式，取得另一家廠商
（或多家廠商）之股票、財產之一部份或全部，其結果會減少市場中有效競爭之廠
商數目，而對市場之競爭產生影響之行為而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企業結合之現
象十分普遍，結合規模大小不一，結合之形式亦有所不同。若就結合生產、技術及
行銷上關係之不同，結合可分為水平（horizontal），垂直（vertical）以及多角化
（conglomerate，或稱複合式結合）結合等三類。此三種結合型態對市場競爭所造成

所謂「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係指市場機能充分發揮而無法圓滿達成經濟效率之處，
即稱為「市場失靈」。其主要成因為自然獨占、外部性與公共財。同前註書，33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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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響並不相同。如就結合對社會福利之優點以觀，同一市場競爭事業間之水平結
合，可使結合事業從事大規模或專業化之生產，以增加效率、提高品質及創新技
術；垂直結合，則可節省交易成本、穩定供貨來源及保障商品之銷售；至於多角化
結合，其利在於分擔風險、避免因同一產業之不景氣而使事業之經營陷於困境。
至於結合對社會福利之缺點，在水平結合方面，乃使原本存有競爭關係之同
業，將因企業決策之歸於統一而失去競爭；在垂直之結合，因其可利用結合後之上
游產業對他事業斷絕供給原料、拒絕購買商品，而阻礙其他同業之競爭；至於在多
角化之結合，則可利用同一事業集團在某一產業之盈餘，支援其關係企業在另一產
業進行低價傾銷或排擠 5。由於不同形式之結合對社會所產生之影響並不相同，因此
在規範之評價上，宜視其性質予以不同之管制。

1. 事業結合之動機
事業結合依其不同之結合型態，有不同之考量。在水平結合方面，基於芝加哥
學派所主張之效率理論，其主要動機係考量結合事業之互補可使結合後之新事業，
在任何給定之產出價格下，生產價值比個別廠商生產總合為高，此即學者所謂之綜
效（synergy）利得 6 ；在垂直結合方面，促使上下游事業進行結合之理由，可能包
括追求垂直經濟（vertical economies）、確保產品銷售或原料供給之穩定、加強參
進障礙、避免銷售稅、增加價格競爭力等 7；至於事業進行多角化結合之動機，原則
上可包括促使資源更有效率之使用、減少金融性風險、利用商譽轉移之利益、追求
技術移轉之利等等因素 8。
雖然誘發事業進行結合之動機複雜，惟客觀而言，其一方面可能係為抑制市場
之競爭，另一方面亦有可能為促進市場競爭。然無論如何，其主要之動機當然係為
增加利潤，而此利潤可能來自於事業結合後之收入增加、成本下降，或二者兼而有
之。

廖義男（1995），「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立法」，公平交易法論文集 (1)，三民書局，51。
Dutz, M. A. (1989), “Horizontal Mergers in Declining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7:11-33.
7
Shepherd, W.G. (1979), The Economic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Englewood Cliff, N. J.：Prentice
Hall.
8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1989），公平交易法制之建立及其經濟分析，16-17。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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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業結合之經濟分析
誠如前述，事業結合依其型態則上可分為水平結合、垂直結合以及多角化結合
等三種，此三種結合型態因形成之市場結構不同，其對競爭所造成之影響亦有異，
從而在經濟分析上，不同結合型態所考量之規範原理即未盡相同。
水平結合之主要型態，係將生產銷售具競爭性商品或服務之事業予以合併，而
由結合後之組織予以控制，因此自會減少市場上競爭之存在。此種結合型態雖可能
在某種程度上促進生產，然就競爭之觀點而言，同產業中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結
合，基本上應係處於競爭狀態，渠等事業結合之結果，除非同一市場上尚有其他為
數甚多之競爭者存在，且參與結合事業非屬大型事業，否則將不可避免地削弱市場
上之競爭活動。換言之，當市場上競爭者不多，且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甚高時，
水平結合所產生之結果可能提高市場之集中趨勢，甚至可能形成獨占力量而壟斷市
場，造成市場結構變化之負面效果 9。在此情況下，該等事業如從事反競爭行為，如
卡特爾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其市場競爭之維持將變得十分脆弱，且隨時有被扭
曲之虞，故各國政策多以限制水平結合以防止市場力量之過分集中，危害市場競爭
之自由與公平 10。
其次，在垂直結合方面，由於其結合型態主要係將具有產銷垂直關係之事業予
以統合化，因此其被認為具有反競爭效果主要即來自於封鎖（foreclosure）與剝削
（squeeze）11 。前者例如製造商與經銷商結合後，原供應予該經銷商之製造商受排
水平結合雖可能對競爭造成不利影響，然其亦非無正面之效益。例如，倘結合之對象為垂危
廠商者，對社會資源並非損失，且可能是促進效率。從而，水平結合對社會福利之影響有其正、
反二面，然究竟其所造成之總福利效果為正或負呢？此問題一直以來為經濟學者所爭論不已。
Posner, R.A. (1975), “The Social Costs of Monopoly and Reg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
83：807-27.
10
雖然各國政策及傳統經濟學之廠商理論總認為，水平結合有礙於市場競爭，而為一違法行
為，但 1968 年學者Oliver E. Williamson提出之「福利抵換模型」（trade-off model）認為：「一般
正常市場需求彈性下，市場價格上升所導致之社會無謂損失，只須微小的成本節省即可加以彌
補。」其藉由簡單的數學推導求得，在需求彈性與價格變動合理，廠商於結合前未具有市場力量
之情況下，成本節省之效果一般大於價格上升導致之無謂損失。且即便在結合前廠商已具有部分
市場力量之情況下，雖然彌補價格上升所需之成本節省更大，但一般而言，水平結合對整體社會
福利仍是有利的。Williamson, O.E. (1987), Antitrust Economics: Mergers, Contracting, and Strategic
Behavior. Paperback reprint , Oxford and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6-8.；另參江國棟
（1998），水平結合之福利分析，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4。
11
垂直合併之負面影響經濟分析，最著者為所謂之「市場封鎖（market foreclosure）」理論，其
定義為：「垂直合併廠商與所屬之子公司進行交易，而拒絕與其他有效率之競爭廠商進行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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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於市場外，或結合事業因結合而取得特定之生產要素或原料，使潛在廠商面臨掠
奪性定價或原料供給來源不確定之風險，因而產生市場參進阻礙，並使該結合事業
得以享有長期獨占利潤 12 ；後者，如製造商與經銷商結合後，可減少生產及分配過
程中無謂之價格累積，或經由範圍經濟與調配經濟所致之成本節約，而提高其產品
價格競爭力，使其他經銷商因交易價格較高，而難與之競爭，造成市場占有率提
高，或迫使其他既存廠商退出市場等情形 13 。故而，垂直結合所致之廠商市場獨占
力因具有反競爭效果，有危害社會福利之虞，自亦應受競爭法之規範 14。
至於多角化結合之管制理由，同樣著重於大型企業進行多角化結合後，可能產
生之反競爭效果，而其主要關切點乃在於該等大型企業結合之聚合力（conglomerate
power）效果 15。其所謂之聚合力效果，係指多角化廠商在其所經營之各個市場之市
場力加總後，其相對於各個市場之其他廠商具有優勢之市場地位，因此其可能利用
此優勢將產品之價格提高，甚至壟斷以獲取利益 16 。此外，經濟力雄厚者亦可能利
用交叉補貼 17（cross-subsidization）或互惠交易（reciprocal buying）18 之方式，排除

易。」此定義之假設前提為：垂直合併廠商從事自我交易（self-dealing），而取代與未合併廠商
之交易。Sullivan, L. A（1977）,. Handbook of the Law of Antitrust, St. Paul, West Publishing, .65769；此見解認為，廠商垂直合併後如採取完全封殺策略，將造成上游供給廠商減少，並提高市場
之集中度。此時上游未合併之廠商會增加其市場力量，或彼此形成卡特爾之勾結，從而導致市場
要素價格提升、下游競爭者成本提高並損害消費者福利。參林育烽（1998），「垂直合併之經濟
分析」，中央大學經濟研究所，26。
12
Klass, M. M. & Salingler, M. A. (1995), “Do new theories of vertical foreclosure provide sound
guidance for consent agreements in vertical merger case?” Antitrust Belletin, 40(3): 678.
13
McGee, (1988),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 Englewood Ch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90.
14
垂直結合是否造成結合廠商市場力量之增加，從而提高其獲利能力，至今仍屬一頗有爭論之
問題。芝加哥學派學者Bork對於「市場封鎖」理論之見解即不贊同，蓋其認為：垂直合併與市場
封殺效果是不相干的，所帶來的僅係上下游交易關係重新安排（realignment），不會產生任何反
競爭效果。Bork, R.H. (1978), The Antitrust Paradox: A policy at War with Itself, New York; Basic
Book, Inc., Publishers., 238.
15
Hill, C.W.L. (1985), “ Diversified Growth and Competition: The Experience of Twelve Large UK
Firms,” Applied Economics, 17, 827-47.
16
Id.
17
指多角化結合之廠商採取低於成本之掠奪性定價，企圖讓敬之對手退出市場，以取得獨占地
位，而短期資金缺口，則由結合事業之其他事業部門承擔。參林育烽，「垂直合併之經濟分
析」，前註 11，13。
18
互惠交易乃係指結合事業因橫跨數個產業，其得以某依採購部門向某一獨立廠商採購作為籌
碼，要求該廠商向其子公司購買投入要素。當結合事業對獨立廠商之買方力量愈大，互惠購買之
情形愈可能發生。參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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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取得事業之競爭者，或削弱其競爭力量 19 。此外，倘結合事業為增加其市場之獨
大權（dominance），而採取掠奪性定價（predatory pricing）或搭售（tie-in sales）
等侵略性之商業競爭行為，亦將無可避免造成社會福利之損失 20 。從而可知，多角
化結合同樣無法排除事業結合所導致之反競爭效果，有以競爭法予以規範或監督之
必要。

二、結合管制之立法
由前述簡要之經濟分析可知，事業不論從事水平結合、垂直結合或多角化之結
合，都因可能造成反競爭之效果而須受競爭法之監督與規範。惟對於事業結合之定
義與其立法，各國立法例則未盡相同。以下謹先就我國公平法之定義與結合管制之
立法原則規範，分別說明之。

(一) 結合之定義
關於事業結合之定義，立法例上主要有列舉及例示二種方式。前者之優點為明
確，易於實務執行，惟有漏列之虞；後者因涵蓋較廣，解釋上較具彈性，故無漏列
之慮，惟恐失之明確。我國公平法第六條第對於結合之定義不採例示方式，而以列
舉及概括方式予以併列，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為列舉規定，而第五款則具
有概括之功能 21 。其以第五款之概括規定，填補前四款可能產生之漏列之弊，兼取
列舉與例示之長，實務上運用最為廣泛。
依我國公平法第六條第一項之規定，事業結合係指以下所五種型態：
1. 與他事業合併者。
2. 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
一以上者。
例如，為打擊特定之競爭對手，在特定期間內低價銷售，而利用其他產品之獲利盈餘予以補
貼策略，以迫使該競爭者難以生存。
20
Felton, J. R. (1971), “Conglomerate Mergers, Concentration and Competi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30, No.3, 225-42.
21
亦有學者認為，公平法第六條第一項係兼採列舉與例示之規定，亦即，其認為第一款至第四
款規定為列舉規定，而第五款則為例示規定。參何之邁（1997），公平交易法專論 第二冊，三民
書局，231。
19

公

52

平

交

易

季

刊

3. 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
4. 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
5. 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
由本條文規定可知，公平法所規範事業之事業結合類型，包括：(1)合併；(2)股
份取得；(3)資產取得；(4)董事兼充；(5)其他直接或間接之控制型態。亦即，其主
要包括以下兩種形態：其一、事業全部或部分財產、權利及義務之移轉者；其二、
一事業或企業集團直接或間接對其他企業施加決定性影響控制者。其涵義較諸前述
「購併」或「合併」，更為廣泛；且公平法對於「事業」之定義，依該法第二條規
定，除包括公司法所稱「公司」結構的事業體外，尚包括「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
號」、「同業公會」及「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 22 ，故其適用
對象亦較公司法之規定為廣。

(二) 結合管制之立法原則
事業結合是否應受國家之管制，論者不一。蓋事業結合後，一方面可提高生產
力，強化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卻又可能產生強大之經濟體來控制市場，並形成獨
占或寡占之市場狀態，故各國競爭法均對事業結合，設一定之條件予以規範。然，
各國對於結合雖多採管制之態度，惟究應採如何之管制立法，立法例上則又未盡相
同。歸納而言，其立法例主要為「原則禁止」、「弊害規制」與「折衷規制」等三
種型態 23。
公平交易法規範的對象，包括「事業」以及事業爭取交易的「行為」，而所謂「事業」，依
該法第二條規定，包括下列四種類型：
(一)公司︰
指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公司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無論其種類為無限公司、有限
公司、兩合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等均屬之。此外，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並經
我國政府認許，在本國境內營業之外國公司，亦包括在內。
(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
指以營利為目的，以獨資或合夥方式經營，依商業登記法或其他法令，經主管機關登記之行
號。
(三)同業公會︰
指一定地區內具有相同職業之人，依據法律而組成之法人團體，並能獨立為權利義務之主
體。
(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係概括規定，用以涵蓋不屬前三種類型之行
為主體。例如農會、漁會等，如從事農漁產品之加工、運銷、生產等行為時，即屬之。
23
陳介山（1983），企業合併之法律問題研究─美國克來登法第七條暨史爾曼法，東吳大學法
律研究所碩士論文，3-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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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則禁止
此立法所持理由，乃基於保護保護中小企業之觀點，而認事業資本及產業過於
集中時，將造成中小企業經營之困難，且有些被結合事業並非出於主動自願，是於
事業結合造成市場高度集中，而形成控制地位之同時，即應予規範之，而不論結合
後是否實際減少競爭，或對市場產生其他不良影響。

2. 弊害規制
採此立法例者認為，市場經濟力量之集中乃當然之狀態，是如資本累積與市場
集中尚不至於過大，原則上鼓勵事業進行結合；惟如事業結合之結果，反而產生規
模不經濟，且不當之市場行為控制而造成弊害時，則應予禁止。易言之，事業結合
所生之壟斷及控制地位之形成，並非規範對象，只有當事業濫用其經濟力量而對市
場競爭造成損害時，始應加以禁止。

3. 折衷規制
採此立法學說者認為，事業結合如已達到或客觀上可能達到控制市場地位時，
即應加以規範，惟如其結合之結果，經濟利益顯然大於其不利益時，則應准許之。
我國公平法於立法之初，即無意對所有之事業結合都加以干預監督，惟為防止
因事業結合可能對市場造成弊害，乃對於結合時市場占有率達一定百分比，或參與
結合之事業其市場占有率、或銷售金額超過一定比例或數額等情形，施以國家之監
督，強制其應事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由主管機關負事前審核之責 24 。修正
後現行之「事前申報異議」制，亦未改變此種有條件之監督方式，而確立前述三、
「折衷規制」之立法原則。
至於我國採取前述「折衷規制」之立法緣由，參諸修正前公平法第十一條及第
十二條之立法總說明，謂：「事業結合之結果，易致壟斷市場，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當有限制之必要。惟對於加強國際市場競爭能力之需要亦宜兼顧，故規定事業
結合行為致市場占有率達一定比例或金額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中央主
管機關並應於收受申請後二個月內為核駁之決定。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
制競爭之不利益者，得予許可；其應申請而未申請，或雖申請未獲許可而為結合
24

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印（1996），公平交易法立法目的與條文說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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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為必要之處置與處分。」 25 由此可知，公平法之制定當時，立
法者一方面認為符合修正前公平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情形之結合，顯然會使市場結構
惡化，而造成限制競爭之危險，故其結合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另一方面，對於未達
上開門檻之結合，縱認其亦可能帶來限制競爭之危險，然因危害情形不大，原則上
可容許之，公權力即不介入干涉，此即有條件之介入管制 26。

(三) 事業結合之監督制度
1. 概說
對於事業結合之監督，立法例上主要有「事前監督」與「事後監督」二種體
例 27。

2. 事前監督制
又可分為「異議主義」及「准許主義」。前者配合申報制之運作，係指事業結
合時，須事先將該結合計劃向主管機關申報，如主管機關於一定期間內不提出異
議，則嗣後依該計劃實行之結合，即可合法生效，主管機關不得再加以禁止；後者
又可稱為「許可制」，指事業結合時，須事前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經許可後始能
實行結合，否則即應受禁止。「異議主義」由於主管機關須在一定期間內為提出異
議與否之決定，有時間上之壓力，責任加重，但也因此兼顧了事業結合須把握時機
之需要；「准許主義」主管機關較不受時間上之壓力，但如拖延不絕，可能延誤事
業結合之目的與利益。

3. 事後監督制
指事業結合時，國家機關不為任何干預，但於結合後，倘認事業結合之結果，
有使市場結構惡化，或對市場上之競爭產生減損或阻礙者，國家即運用公權力進行
強制干預，採取禁止結合或強制解體等處分。採取此制度之優點，在於事業為結合
時有充分之自由，不受限制，可以掌握機先；至於其缺點，則在於事業為結合後，

25
26
27

參公平交易法立法目的與條文說明，前註書，2。
廖義男（1995），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立法，三民書局，87。
前註書，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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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承受可能遭國家機關禁止或被解體之風險；且要求已完成之事業於事後再行解
體，實際上困難重重，不易進行，並且耗費甚鉅。故大抵而言，「事後監督制」目
前僅為學理上之探討，其在各國例法例上幾乎已不復見。
公平法對於事業結合之管制，修正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符合其門檻要件者，
須事前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其性質應屬「事前監督」制「准許主義（即事前許可
制）」。修正前條文不採「事後監督」之理由，或係考量到嗣後尚須就市場上之機
能是否受有減損之舉證困難及解體工作之不易；不採「異議主義」者，則可能考慮
到公平法建制之初，主管機關人力與經驗或有不足，因此，法定異議時間之壓力容
易造成執法人員壓力過重 28 。修正後公平法第十一條仍維持「事前監督」之制，惟
將「事前許可制」「事前申報異議制」，應係考量公平法施行已逾十年，主管機關
之執法經驗已趨成熟，原基於執法經驗與人力之考量因素已不復存在，爰為提昇事
業結合之時效需求，並促使我國競爭法對於事業之結合管制得以配合國際管制潮
流，而適時予以修訂。
事實上，不論採「事前監督」或「事後監督」制，結合之管制並非毫無限制。
申言之，結合管制所關注者，通常須該等結合事業之規模達於一定條件或程度，始
有必要加以督管制，此即結合規範之臨界，亦稱「初步門檻」。各國對於結合規範
之臨界，有採總資產之標準，有採銷售金額之標準，有採市場占有率之標準等等，
立法不一。我國公平法則採部分監督之方式，明定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
三分之一；或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或參與結合之事業，
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者，應於結合前先向
公平會提出申報。此為公平法對於結合管制之門檻標準。從而，事業結合在我國原
則上並不受限制，惟於符合門檻規定時，始須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俟主管機關
不於一定期間內為異議或不為禁止之決定後，始得為之。亦即，公平法對於結合管
制之基本立場，係採有條件之介入管制，而非全面管制或完全不予監督。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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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我國公平法採取「事前申報異議制」之變革
我國公平法係於 80 年 2 月 4 日公布，81 年 2 月 4 日施行，歷經 88 年 2 月 3
日、89 年 4 月 26 日及 91 年 2 月 6 日三次修正。88 年 2 月第一次修正的重點，包
括改採「先行政後司法」原則以及加強執法效果提高罰金罰鍰額度等規定；89 年 4
月第二次修正，則係配合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及地方制度法通
過，相應刪除該法第九條有關省級主管機關規定。本次（91 年 2 月 6 日）修正主要
有二個重點，第一是配合「行政程序法」施行，而修正有關行政程序之部分條文，
著重於文字修正與子法之授權明確性；第二個修法重點為歷史性之變革，將公平法
施行十年以來對於結合管制所採之「事前許可制」改為「事前申報異議制」，而全
面改寫我國平法對於結合管制之監督制度。
公平法本次修正將結合管制由「事前許可制」改為「事前申報異議制」之緣
由，揆諸其修正總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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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企業目前正面臨二十一世紀經濟全球化之競爭壓
力，在跨國性大型企業之競爭優勢及國內經濟環境之生態結構下，企業併購已然成
為趨勢。為因應此一產業結構調整及我國現階段經濟環境之需求，兼顧市場競爭機
制之維護，並配合『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產業分組會議結論要求政府就企業併
購，應秉持簡化程序、排除障礙及提供適當獎勵原則之共識，爰參酌國外競爭法有
關結合管制之立法例，擬具『公平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即可理解。至於
主要修正內容，包括：一、將原條文第十一條事業結合之「事前許可」改為「事前
申報異議」，並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同條第一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公告，得就金
融機構事業與非金融機構事業分別為之（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二、增訂對市場競
爭機能並無減損之事業結合除外適用條款（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之一）；三、增訂中
央主管機關對於事業結合得附加附款之法律明文及違反附款之法律效果（修正條文
第十二條、第十三條及第四十條）。
前述公平法對於結合管制之修正條文雖僅有五條，然其規範之內涵與新制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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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產生之問題如何，容仍有探討之空間。例如，公平法所採「事前申報異議制」之
內涵如何？其與修正前所採之「事前許可制」有何差異？修正後公平法對於結合審
查所採之門檻標準為何？第十一條第一項保留市場占有率之門檻標準，其利弊如
何？凡此問題，闕為公平法修正之爭議所在。本文以下為便於探討，將先就公平法
修正後之制度內涵先予簡介，再就相關問題綜合分析於后。

二、「事前申報異議制」之具體內涵
公平法修正所採「事前申報異議制」之基本內涵，簡言之，即事業提出申報
後，如主管機關未於一定期限內提出異議者，該結合案件即可合法生效。本次公平
法修正參酌公平會過去執行實務所須審理時間及多數國外立法例之規定，將中央主
管機關之異議期間訂為三十日，並得視個案情形予以縮短或延長。從而，中央主管
機關對於事業結合顯無限制競爭疑慮者，得在較短期間內以簡化之作業程序處理
後，通知申報事業可提前進行結合；對於有限制競爭疑慮之結合案件，中央主管機
關則須於三十日內通知申報事業將該期間延長，以取得較充裕之審理時間，並作成
最後之審理決定。至於中央主管機關之延長期間，因可能影響事業結合之商機，本
次修正將其訂為三十日，以避免過長而減損新制之實施成效。

(一) 門檻規定
結合門檻之修正為本次重要變革之核心之一，參諸現行條文第十一條規定：
「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報：
1. 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者。
2. 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者。
3. 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
者。（第一項）
前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就金融機構事業與非金融機構事業分別
公告之。（第二項）」
由上開規定以觀，公平法對於結合門檻之設計顯然遠較修正前更為複雜。修正
前公平法第十一條對於事業結合之門檻標準有二，即市場占有率與銷售金額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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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實務上因市場占有率之估算不易，一般多以銷售金額作為審查之門檻標準，而
其所公告之銷售金額不採雙門檻制，亦未分產業，只要結合事業之一之銷售金額達
公告金額（新台幣五十億元），即須事前向公平會申請許可，造成某些對於市場機
能並無實質影響之結合型態（例如統一超商之連鎖加盟型態），亦須事前向公平會
提出申請，徒然浪費主管機關與結合事業之成本。至於修正後條文雖仍維持市場占
有率與銷售金額併列之標準，惟因採雙門檻制，並區分金融機構與非金融機構適用
不同之銷售金額標準，而使得其門檻標準適用上較為細緻，但相對亦顯得複雜。
為有助於理解，可將現行結合門檻之檢驗方法區分如下：
1. 市場占有率－結合後事業之總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或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市場
占有率達四分之一；或
2. 銷售金額

金融機構

高門檻－200 億元
低門檻－10 億元

非金融機構

高門檻－100 億元
低門檻－10 億元

上開所謂之「市場占有率」，係指一個事業在特定市場上所銷售之商品或提供
之服務，占該特定市場所有銷售之商品或提供之服務的比例而言。其可藉由一定期
間內，某事業在特定市場之銷售量或銷售額等變數（輸出部分除外），占該特定市
場所有供應廠商總銷售量（或其他變數總量）之百分率，加以估算，並須考量特定
市場範圍、貿易因素、市場占有率之衡量變數（如銷售量、銷售額、生產量、生產
值、產能、員工人數、營收金額及資本額等輔助認定資料）。至於銷售金額之計
算，根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六條規定，係指事業之總銷售金額而言（第一
項）；而總銷售金額之計算，以公平會調查所得資料或其他政府機關記載資料為準
（第二項）。由於修正前條文並未授權主管機關得針對不同產業訂定不同之銷售金
額，因此過去公平會對參與結合事業（不分產業）均採相同之門檻申報標準，於 81
年 4 月 1 日首次對於銷售金額進行公告，當時之公告金額為新台幣 20 億元；嗣於
88 年 2 月 1 曰復將該門檻標準提高為 50 億元 29。本次公平法修正後，為配合第十
一條第二項之規定，公平會已於 91 年 2 月重新公告銷售金融門檻為：金融機構之

29

公平會第 373 次委員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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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結合門檻為二百億元，非金融機構則為一百億元，至於參與結合事業之最低門
檻，則一概為十億元 30 。事業結合符合上開門檻之一者，即須於結合前檢具完備資
料向公平會提出申報，否則即屬違法結合。

(二) 申報制度
事業結合符合公平法第六條第一項之五種結合型態，並達到同法第十一條第一
項所定市場占有率或銷售金額之門檻時，即應於結合前先向公平會提出申報，由公
平會就該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加以審查。事業提出申
報時，如未備齊資料，或其所提資料不全或記載不完備者，公平會得敘明理由限期
補正，此時該等待期間不予起算。
其次，現行公平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事業自中央主管機關受理其提出完
整申報資料之日起三十日內，不得為結合。但中央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
間縮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申報事業。」此所定三十日期間即所謂等待期間，可
由中央主管機關視個案情況予以縮短或延長。從而，事業自提出完整申報日後三十
日內，除非收受中央主管機關縮短等待期間之通知函，否則仍不得自行結合；而中
央主管機關對於事業結合顯無限制競爭疑慮者，得在較短期間內通知申報事業可提
前進行結合；對於有限制競爭疑慮之結合案件，則須於三十日通知申報事業將該期
間延長，延長期間不得超過三十日，並應作成最後之審理決定寄達於申報事業。
再者，依「事前異議申報制」之制度內涵，中央主管機關逾三十日之等待期間
而未為延長期間之通知，或已將等待期間延長而未於該延長期限內作成禁止或不禁
止之決定者，應許該申報事業得逕行結合，以避免事業管機關審查之延宕而延誤商
機。故現行條文第十一條第五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三項但書之延長
新的結合門檻標準詳公平會 91 年 2 月 25 日公企字第 0910001699 號公告：「事業結合應向行
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標準。」其公告全文：「一、事業結合時，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一)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非金融機構事業，其
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台幣一百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
超過新台幣十億元者。(二)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
台幣二百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台幣十億元者。二、金融
控股公司或其他控股公司之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之認定，應以併計其全部具控制性持股之子公
司之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核認。金融控股公司或其他控股公司或其具控制性之子公司參與事業
結合時，倘符合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情形者，應由金融控股公司或其他控股公司
向本會提出申報。詳參公平會網站：http://www.ftc.gov.tw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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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前項之決定者，事業得逕行結合。」此外，同項但書規定：「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得逕行結合：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期間者。二、事業之申報事
項有虛偽不實者。」本項但書之規定之立意甚佳，蓋事業結合涉有限制競爭之虞
者，應許其得自行修正或調整原結合計畫之內容，以袪除中央主管機關之管制疑
慮，然因在此情況下，前述延長期間可能因事業之修正或調整而經過，是為避免影
響中央主管機關之審查權限，爰明文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因申報事業之同意再延長
其審理期間；又，為避免事業因所申報之事項虛偽不實而致中央主管機關未能於法
定期間為禁止之通知者，但書第二款明定其不因法定期間之經過而得逕為結合，以
杜絕業者不法之投機心態。

(三) 審理程序
公平法現行條文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之期
間，不得逾三十日；對於延長期間之申報案件，應依第十二條規定作成決定。」本
條文所揭示者，乃主管機關對於重大結合案件之審查期間既有延長期間之設，其審
查期間已極為充分，則不論最後作成禁止或不禁止之決定，其考量理由均得對當事
人公開，故應作成最後之實體決定寄發。且此實體決定之性質為一行政處分，當事
人或利害關係人均得對之提起行政救濟。
至於結合申報案件審查標準，依公平法第十二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就申報
事業之結合結果所可能造成之「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兩者進行
衡量。如衡量結果，前者之利益大於後者時，在等待期間內，中央主管機關得不提
出異議，或直接通知申報事業縮短等待期間，俾使其得提早進行結合；反之，倘衡
量結果為「整體經濟利益」小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時，中央主管機關即須在等
待期間或延長期間內作成正式決議寄發，以禁止該等事業之結合。由於「整體經濟
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此二標準本身即為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主管機關已
存在相當大之裁量空間，從而據此審查標準所產生之結果，倘「整體經濟利益」大
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即不容主管機關再予禁止，以避免過當之干預，故本
次修正將主管機關之最後決定權明確訂為羈束處分之一種，可收明確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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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違反申報義務之效果
此所謂違反申報義務，係指事業結合應事前申報而未申報，或事業申報後未屆
等待期間而竟為結合，或申報後經中央主管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履行主
管機關對於其結合所附加之負擔等情形而言。現行公平交易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事業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而為結合，或申報後經中央主管機關
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履行前條第二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中央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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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事業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所為之處
分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命解散、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第二項）」同法第四十條
第一項復規定：「事業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而為結合，或申報後經中
央主管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履行第十二條第二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
者，除依第十三條規定處分外，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此外，
如結合事業所申報之資料或事項虛偽不實記載之情形者，中央主管機關並得處新臺
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第四十條第二項）。
從而，事業之結合倘符合公平法第十一條規定，應事前申報而未申報，或雖申
報但未獲主管機關同意而為結合者，公平會除得處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5,000 萬元
以下罰鍰外，並得為下列處分：1.禁止其結合；2.限期命其分設事業；3.處分全部或
部分股份；4.轉讓部份事業；5.免除擔任職務；6.其他必要之處分。違反前開處分
者，依同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公平會並得進一步為 1.命令解散；2.停止營業
或；3.勒令歇業之處分。

肆、美國、德國、歐體之管制規範簡介
事業結合後，固可能因達到規模經濟而降低生產成本，使事業之經營更有效
率：惟另一方面，當事業之結合在市場上達到一定規模後，將不可避免地削弱市場
上之競爭。職故，幾乎所有競爭法國家均對事業之結合行為進行管制。俗謂：「他
山之石，可以攻錯」，在檢視我國新修正之結合管制規範前，本章將先針對競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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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規範較為完整之三個地區，即美國、德國及歐洲共同體（下簡稱歐體）之規範
制度加以整理分析，並簡介我國公平法修正後之結合管制規範，俾作為本文檢討之
基礎。

一、美國
美國是最早制定反托拉斯法的國家。其對於事業結合之規範，最初是依照休曼
法（Sherman Act）第一條及第二條之規定 31，但克萊登法（Clayton Act）第七條制
定後，休曼法第一、二條原則上即不再適用。現行主要規範依據為克萊登法第七條
及第七Ａ條之規定。此所稱之克萊登法第七Ａ條，即一九七六年制定之哈特－史考特
－羅迪諾反托拉斯促進法（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HSR）32，
該法案主要規範美國對於事業結合之事前申報及審核期間等結合審查之程序性事
項，其負責執行之主管機關，為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門（The Antitrust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及聯邦交易委員會（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以下簡
稱FTC） 33 。除此之外，為因應前述結合管制法令之執行，主管機關在審查結合案
件時，所頒布之相關執行原則，亦為實務上執行結合管制之依據。
美國反托拉斯法規對於事業結合之管制方式，係採「事前申報異議制」。依克
萊登法第七Ａ條之規定，符合一定門檻規定之結合須經過申報（notification）、等
待期間（waiting periods，或譯為「暫停期間」）及審核（clearance）之程序 34 。茲
美國休曼法係於 1890 年制定，1982 年修訂。該法第一條規定：「任何以契約、托拉斯、或
其他方式作成之結合或共謀，用以抑制各州間之貿易或商業，或抑制州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
者，均屬違法。任何人締結上述違法之契約或從事上述違法之結合或共謀者，視為觸犯重
罪，……」第二條規定：「任何人獨占或意圖獨占州際間或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或與他人結
合或共謀為一部或全部之獨占州際間或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者，視為觸犯重罪，……」由此二
條文之規定可知，修曼法對於事業結合之規範重點在禁止因結合而抑制貿易或商業，或造成獨占
之情形。
32
克萊登法第七Ａ條並非取代第七條之實體規定，而係賦予法務部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此二反托
拉斯法主管機關對於結合審查有更多的權源及調查工具。15 U.S.C. 18a。
33
此二機關之分工方式為，當結合事業超過克萊登法第七A條之申報門檻時，應同時向司法部
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該二主管機關彼此會利用「釐除程序」（Interagency Clearance
Process）來決定由何機關負責處理系爭案件，通常均由對該產業較有經驗及可立即有人力處理該
案之機關負責。參楊清文，「美國反托拉斯法對事業結合之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一卷四
期，169。
34
克來登法第七條修正後，要求參與結合事業須於結合前向聯邦貿易委員及司法部為通知；某
些購併或公開收購案件須嗣等待期間（waiting periods）經過後，始得實施結合，並授權主管機關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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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審理程序說明如下：

(一) 申報門檻
依克來登法第七Ａ條之規定，除該條 c 項規定不適用之情形外，事業結合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須事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否則不得為之：
1. 他人之有表決權之證券或資產之取得者或被取得者，係從事商業或從事影響商業
活動之人：且
2. 結合須符合以下之門檻要件：
(1) 年純銷售額或其總資產額達一千萬美元以上之製造業者，其有表決權之股份或
其資產為任何總資產額或年純銷售額達一億美元以上之人所取得；或
(2) 總資產額達一千萬美元以上之非製造業者，其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其資產為總資
產額或年純銷售額達一億美元之人所取得；或
(3) 年純銷售額或總資產達一億美元以上者，其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其資產為總資產
額或年純銷售額達一千萬美元以上之人所取得者；且
3. 因上述結合之結果，取得者將
(1) 持有被取得者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其資產之百分之十五以上；或
(2) 持有被取得者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其資產合計一千五百萬美元之金額。
由上開內容可知，本條文須具備以下三個要件：(1)結合之雙方當事人，均須為
從事商業或影響商業活動之人；(2)參與結合事業之規模，須達到前述第 2 項之門檻
標準；(3)結合之結果，取得者須持有被取得者一定之股份或資產額，分別為百分之
十五之比例，或總計一千五百萬美元之金額。亦即，從事商業或影響商業活動之
人，擬與他事業結合時，倘合致於前述(2)之規模要件及第(3)項之交易金額者，除依
法提出申報外，任何人不得直接或間接取得他人有表決權之股份或資產。至於股份
或資產計算方式，依同條文 b 項(3)款並規定，由他人取得有表決權股份或資產之金
額或比例，應將此等事業及其關係企業所取得或持有之表決權股份或資產之金額或
比例合併計算之。

得暫停（stay）此等待期間，直到結合事業提供對系爭結合之相關資料（additional information）
為止。詳情參閱美國FTC網站之說明：http://www.ftc.gov/ogc/stat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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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前述第 3 項要件有關事業因結合之結果，而持有被取得事業一
定比例或股份及資產之門檻規定，於 2001 年 2 月 1 日起有重大之變革。亦即，FTC
自該日起已將第 2 款之銷售金額門檻自 1500 萬美元提高至 5000 萬美元，並取消原
來第 1 款規定事業取得他事業百分之十五以上之銷售門檻規定。亦即，現行克來登
法第七A條已將銷售金額門檻提高至五千萬美元，以取代原來之一千五百萬美元；
且因其取消原來百分之十五之比例門檻規定，使得「五千萬美元」之成為一個絕對
之標準──當交易結果致取得之一方持有被取得者五千萬元以下之資產或有表決權股
份時，即毋庸申報；至於其所取得之股份或資產是否已達被取得者之表決權或其資
產之百分之十五，已不在考量之列。此外，在第二項有關當事人規模之門檻部分，
修正後凡銷售金額超過二億元者，即無須考量該結合事業之「當事人之規模（size
of person）」大小為何，要求其一概須提出申報；而原先以「當事人規模」之檢驗
方式（如要求結合事業之一方銷售額或資產達一億元，同時另一參與結合事業達一
千萬元之規定）將繼續適用於交易金額在二億元以下之結合案件 35。
然而，克來登法第七Ａ條規定亦有例外，依同條(c)項之規定，取得者已擁有他
人百分之五十以上有表決權之股份，再為該有表決權股份之取得；或，專以投資為
目的而取得有表決權之股份者，該取得或擁有之股份未超過發行人已發行有表決權
股份之百分之十者，毋庸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

(二) 申報制度
結合事業依克萊登法第七Ａ條之規定，事先向法務部及聯邦交易委員會申報結
合後，可獲得一段等待期間，於此期間結束前，該結合不得實施（第七A條a）36，主

本次修正亦指出，所有之門檻將自自 2005 年之會計年度起，每年予以調整（adjusted），以
反映其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之改變。此外，本次重要之修正包括其申報事業收
費方式之改變，採取一遞升之收費方式：(1)事業購併之交易額為一億元以下者，為 45,000 元；(2)
介於一億元至五億元間，為 125,000 美元。(3)交易額達五億美以上者，為 28,000 美元。詳參
http://www.ftc.gov/opa/2001/01/hsrreform.htm。
36
此所謂等待期間，依克萊登法第七Ａ條b(1)之說明，係指：
(A)聯邦貿易委員會及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助理法務部部長受理( I )依同條(a)項提出完整之申
報；或( II )未能提出完整申報者，由當事人雙方（股票公開上市者，由取得者）提出將要完成完
整申報之聲明或未能提出完整申報之書面理由時起；且
(B)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公開上市則為十五日），或依本條ｅ項第二款或ｇ第二款所設定較
遲之日終止時。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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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在等待期間內須決定是否採取行動。詳言之，如法務部及聯邦交易委員會認
為該結合並無反托拉斯問題，而決定不採取行動，或當事人同意依主管機關建議調
整結合內容者，等待期間可如期終止或提前終止（第七A條(b)(2)），而事業於等待
期間終止後，即可進行結合；惟倘主管機關認為系爭結合有反托拉斯法之疑慮，而
有意禁止時，即須於等待期間內向法院提起訴訟，以獲得禁制命令禁止該項結合行
為（第七A條(f)）。
前述等待期間自申報時起，原則上為三十日（公開上市股票為十五日），但主
管機關聯邦交易委員會或司法部得依個案情形，裁量延長，並得向聯邦地方法院申
請再為延長（第七A條(b)，(c)(2)）。於此期間內，主管機關得向申報義務人或其負
責人、董事、合夥人、代理人或職員，要求提出有關結合計畫之追加報告書或文件
（第七A條(e)(1)）。另一方面，事業提出結合申報時，亦可向司法部或聯邦交易委
員會要求提早終止等待期間，如該主管機關認為系爭結合並無反托拉斯之疑慮時，
則可提前終止等待期間，從而該結合事業可提前實施結合行為 37。

(三) 審理程序
美國司法部及聯邦交易委員會受理申報之結合案件後，倘認為該結合有反托拉
斯之疑慮者，可於等待期間內向法院提起訴訟，以禁止該項結合。惟如此二主管機
關認為事業所檢附之資料不足，仍須請當事人提供俾便於審核者，可對該當事人發
「第二請求」（Second Request），此時前述之等待期間，將再延長二十天 38。
由於結合案件之主管機關有司法部及聯邦交易委員會二個單位，為便於分工，
實務上此二機關對於結合案件之處理，彼此即會透過「釐除程序」（interagency
Clearance Process）來決定應由何機關審理 39。美國反托拉斯法執行機關對於案件之
調查，亦可透過與當事人協商，以發「同意命令」或「同意判決」之非正式程序加
以處理。「同意命令」雖非被告違法之判決，但仍具有禁止被告為特定行為之效
力，且被告不得就該同意命令向法院提出申訴，並有義務向法院報告其遵守同意命
楊清文（1993），美國反托拉斯法對事業結合之規範（出國報告），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編印，23。
38
Jhon H. Shenefield and Irwin M. Stelzer,”The Antitrust Laws A. Primer”, The AEI Press, 54-55.
39
所謂「釐除程序」（interagency Clearance Process），即指美國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對於
所受理之結合，互為處理意願之詢問與協調之一種方式。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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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之情形 40 。經委員會接受之協議，最後會載入公文書，並登載於聯邦公報 41 。至
於司法部所採之非正式程序為「同意判決」，乃司法部向法院提出民事訴訟時，被
告得與該部達成協議，請求放棄民事訴訟程序之進行。同意判決之協議達成後，仍
須經法院確認，審查其是否合於公益。確認後其拘束雙方當事人，被告如違反該同
意判決之禁令，得處以藐視法庭之罪責；惟倘被告得提出有利事證，法院亦得同意
修改同意判決內容之請求。

(四) 違反申報義務之效果
依克來登法第七 A 條(g)(1)之規定，不遵從規定申報者，於違反期間內，應向
聯邦政府繳納每日一萬元以下罰緩；未能於等待期間或延長期間內提出完備之申報
資料或追加報告書及文件者，聯邦法院得對申報義務人或其負責人、董事、合夥
人，命令遵從其要求，或對已延長之等待期間，繼續延長至確實遵從為止（第七 A
條(g)(2)）

二、德國
德國自 1957 年制定第一部「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GWB）迄今，共歷六次
修正。其在 1973 年以前，僅對特定事業採取事後之監督，其後所進行之第二次修
正，則引進「雙軌制」之結合管制－「事前申報」與「事後強制申報」併行之監督
措施。即事業無論於結合前是否申報，結合後則強制必須申報 42 。；最新一次的修
正則是 1998 年通過，並於 1999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之第六次修正 43。該次修法變動
幅度甚鉅，除條次更新並強調與歐盟競爭法的調和外，其對結合管制之最大變革，
係捨棄原先之雙軌制，改採與我國現行管制制度相同之「事前許可制」，規定事業

楊清文，「美國反托拉斯法對事業結合之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一卷四期，169。
我國現行許可決定書通常亦於許可後登載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
42
修正前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三項前段規定：「（第二十四條之一）結
合計畫之申報，對於依第二十三條結合之義務不生影響。」所指第二十四條之一之申報，即為事
前申報之規定，而第二十三條則為事後申報之規定。
43
參Ｋurt Stockmann（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副署長），「德國競爭法的基本原則－兼論第六次修
正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競爭政策新紀元國際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
論文，卓秋容摘譯，競爭政策通訊第四卷第五期。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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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實施結合前，應檢具資料向主管機關聯邦卡特爾署提出申請，而由該署為准駁
之決定（第三十九條） 44 。在主管機關未為任何調查決定前，或法定審理期限（一
個月）未屆滿前，事業不得進行結合，否則其所為之法律行為無效。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聯邦卡特爾署與聯邦經濟部，在
地方則為各邦之邦最高行政官署。聯邦卡特爾署在組織上隸屬於聯邦經濟部底下，
惟其對結合案件所為之調查與決定，依法係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其他行政機關之指
揮。且有關結合案件之審查權限，依該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一律須向聯邦卡特爾署
提出申請，並由其核准，地方主管機關並無審查權限。此點與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九
條規定該法主管機關包括中央與地方機關，然對於涉及該法案件之處理，僅屬中央
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有審查及決定權限，制度相仿。惟值得注意的是，營業競
爭限制防止法第四十二條對於經濟部長設有一特別之許可權，使得經濟部長對於聯
邦卡特爾署禁止之結合行為，得基於其他非競爭因素之考量，而予以特別許可。此
為我國現行制度所無。
又，德國結合管制實務上，於聯邦卡特爾署底下另設一獨占評議委員會，其主
要任務係就市場集中度之調查與追蹤、產業發展情形、主管機關核駁結合案件之鑑
定與參考意見之提供等等 45 。參諸該法第四十四條規定：「獨占評議委員會每兩年
公布一次評議報告，評定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境內在當時與可預見期間內之企業集中
發展狀況、評估企業結合監督有關條文之適用情形，並就當時之競爭政策問題表達
意見。」由此可知，獨占評議委員會在結合管制實務上，亦屬不可忽視之重要機
關。
再者，修正後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三十五條第四項明文規定：「依歐洲
共同體 1989 年 12 月 21 日決議之『歐體四○六四－八九號』規則所定，專屬於歐洲
共同體執行委員會所管轄之企業結合案件，不適用本法規定。」蓋德國亦屬歐洲共
同體之一員，依歐體結合管制規則之規定，專屬於歐體執委會管轄之結合案件－即
符合「共同體層級」者，專屬由歐體執委會管轄之，排除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
德國競爭法最初係沿襲美國競爭法而來。該法迄目前為止共經過六次修正，最新一次修正主
要則是強調與歐盟競爭法的調和。參「德國競爭法的基本原則－兼論第六次修正營業競爭限制防
止法」，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副署長Ｋurt Stockmann「競爭政策新紀元國際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
論文，卓秋容摘譯，競爭政策通訊第四卷第五期。
45
劉華美（1991），「論結合管制」，公平交易法施行九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11。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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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亦即，對於符合「共同體層級」之結合案件，歐體結合管制規則之相關規
定優先於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之適用。

(一) 門檻規定
修正後德國營業限制防止法對於事業結合之監督置於第七章，其對於企業結合
監督之適用範圍為第三十五條，規定事業結合前一會計年度，符合下列情形者，適
用事業結合監督之有關規定 46：
1. 二參與結合企業之全球營業額合計超過十億馬克者；且
2. 至少有一參與結合之企業，其國內營業額超過五千萬馬克者。
符合前述門檻要件者，同條文第二項另設有除外之規定：
1. 兩個企業之結合，其中一企業非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所定之從屬企業，且其結
合前一個一個會計年度之全球營業額未達二千萬馬克者；或
2. 於所涉及之市場上，商品或營業上給付至少持續五年以上，且於上一個曆年該市
場之營業額未達三千萬馬克者。
前述第一項之除外規定，要求與非從屬企業之事業結合時，該他事業仍須具一
定之規模（二千萬馬克），可有效排除具一定市場力量之大事業與市場力量極小之
事業結合，對市場結構並無實質影響之結合案件。例如，大型連鎖店與其加盟業者
之結合，即為典型大事業與小事業結合，而對市場競爭影響不大之情形。我國公平
法修正前對此並無類似之除外規定，故公平會實務上每個月都須審理一定數量之加
盟結合案件，對該會及業者均造成相當之負擔；修正後公平法已採取所謂雙門檻
制，即對於參與結合事業分別由主管機關分別公告其銷售金額上限及下限，不再採
取原來之銷一銷售金額門檻制。

(二) 申報制度
修正後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規定事業實施結合行為前，向聯邦卡特爾提出
申請 47 。同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聯邦卡特爾廳許可之結合案，參與企
公平交易委員會法規彙輯（1999），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22。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企業實施結合行為前，應依本法第二
項、第三項規定，向聯邦卡特爾提出申請。」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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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不得於第四十條第一項前段（一個月）、第二項第二段所定期限（三個月）屆滿
前，實施結合行為或使其行為產生結合之效果。」由此可知，新法對於結合之管
制，已改採「事前申請」制，要求事業於實施結合前，原則上須事先取得主管機關
提出申請，於主管機關未於一定期限內提出異議，或取得其所為之許可後，始得為
之。如有違反者，依同條項第二句規定：「法律行為違反結合禁止者，無效。」亦
即，結合事業於主管機關受理申請而未為任何調查決定前，或法定審理期限未屆滿
前，不得進行結合，否則其法律行為即屬「無效」48。
然而，前述規定亦有例外，其同條文第二項規定：「參與結合企業主張有正當
理由，特別係指為避免其中一參與企業或第三者受到嚴重損害者，聯邦卡特爾廳得
經由當事人之聲請，豁免結合行為實施之禁止。」即參與事業證明確有重大理由，
例如參與事業之一瀕臨破產或已負擔巨額債務損失時，可依本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
免受禁止結合規定之限制 49 ，而於主管機關未為許可前，進行結合。此外，該豁免
得隨時為之，於當事人提出聲請前亦同；主管機關就禁止結合行為實施之豁免，得
附加條件或負擔。

(三) 審理程序
德國法將結合之審理分為二個階段，聯邦卡特爾廳需於收受當事人完整的聲請
資料後一個月內，通知當事人該結合案已開始審核程序（主要審核程序）；否則其
無權禁止企業結合。結合案有進一步審核為必要者，始需進行主要審核程序 50 。亦
即，聯邦卡特爾署應於收受當事人完整之申請資料後一個月內（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為二個月），將不致加強或形成市場控制地位之虞之結合案件
「發回」 51 ，或通知當事人該結合案已開始進行主要審核程序；否則無權禁止其結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結合之禁止與解散，第一項文字為：「未經聯邦卡
特爾廳許可之結合案，參與企業不得於第四十條第一項前段、第二項第二段所定期限屆滿前，實
施結合行為或使其行為產生結合之效果。法律行為違反結合禁止者，無效。但企業改組、合併、
設立，或依照股份有限公司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二百九十二條規定之企業行為，已於主管機關註
冊登記、且具法律效力者，不適用本條規定。」
49
劉華美，「論結合管制」，前註 45，14。
50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四十條第一項。
51
此所稱「發回」之決定，並非一形式意義之行政行為，也不須附理由，與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須於二個月內作成之「許可決定」為應附理由之行政處分亦有不同。參劉華
美，「論結合管制」，前註 45，1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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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又，結合案有進一步審核為必要者，始須進行主要審核程序 52 。故對於可能加
強或或產生市場控制地位之結合案件，有必要評量對於競爭條件之改善之實益，即
須進行下一階段之「主要審核程序」。依該法第四十條第二項規定：「於主要審核
程序，聯邦卡特爾廳本於職權決定結合案之准駁。若准駁程序未能於收受當事人完
整之申請資料後三個月內完成者，視同核准該結合案。」又結合之許可，得附加一
定之條件或負擔 53 。但附加條件或負擔之方式，不得為持續性之行為監督。且無論
聯邦卡特爾廳對於結合案件審理之最後結果為「許可」或「駁回」，均係行政處分
之形式（關於此點，亦與我國現制相同），應附加理由並予公告。
上開「視同核准」之規定，依第四十條第二項但書規定，於下列情況不適用
之：
1. 申請之事業同意延長期限者。
2. 聯邦卡特爾廳由於不實之申請資料，或未能及時取得相關資料，以致於無法為通
知者。
3. 當事人未依法指定國內代表人。
此外，新法為保障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受結合案影響其權益，於第五十四條第
二項第三款新增一特殊規定，即如第三者己身之權益將受卡特爾准予結合處分之影
響時，得申請加入「主要審查程序」，並針對審查之結果向法院提出異議以撤銷該
處分，是為第三人之異議權。此點為我國公平交易法所無明文之規定，然在現行訴
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之制度中，利害關係人如認主管機關所為之結合許可處分影響其
權益時，自得以利害關係人身分循各該救濟途徑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如訴訟參加
制度），而達到如前述第三人異議之效果。

(四) 違反申報義務之效果
承如前述，未經聯邦卡特爾署許可之結合案，參與結合事業不得於上開通知審
核期限（一個月）或視同核准期限（三個月）屆滿前，實施結合行為或使其產生結
合之效果，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訂有明文：「已實施之企業結
52
53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四十條第一項後段。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四十條第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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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為聯邦卡特爾廳所禁止或撤銷其許可之結合行為，且末獲得經濟部長依第四十
二條所定之特別許可者，應解散之。結合解散所必要之措施，由聯邦卡特爾廳以命
令決定之。除回復結合前之狀況外，亦得以其他方式除去結合所產生之限制競爭效
果。」
亦即，違反前開結合管制規定之效果，除其法律行為無效已如前述外，依同條
文第三項規定，尚得予以解散。聯邦卡特爾廳為執行前開解散命令，依同條文第四
項規定，得採取下列方式：
1. 單次或連續處以一萬馬克至一百萬馬克之罰鍰；
2. 於一企業擁有其他企業股權之情況，禁止或限制其行使表決權；
3. 任命一管理人，負責結合之解散事宜。
再者，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對於事前申請制，亦設有例外豁免之規定。即參與
結合事業主張具有正當理由，特別係指為避免其中一參與事業或第三者受到嚴重損
害者，聯邦卡特爾廳得經由當事人之申請，豁免結合行為實施之禁止，並得附加條
件或負擔（第四十一條第二項）。

三、歐體
歐體競爭法並無一套完整之法典作為規範依據，而係藉由條約、規則、指令、
判決，及歐體執委會之通告或指導原則，建構一套競爭法之體系架構 54 。其對於事
業競爭行為之規範，主要以歐洲共同體條約（以下簡稱羅馬條約）第八十五條（現
已變更條文為第八十一條以下遞移）至第九十四條規定，以及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
第六十五條及第六十六條等規定為主。其中，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第六十六條雖有
針對事業結合所為之規定，然因其僅適用於煤炭、鋼鐵之生產或供給之領域，為羅
馬條約之特別規定，故羅馬條約第八十五條至第九十四條始為歐體競爭法主要之普
通法規範依據。
羅馬條約於 1957 年制定時，係以第八十五條及第八十六條（即現行法第八十
一條及八十二條）作為反競爭行為之主要規範。然而，此二條文是否適用於歐體內

54

何之邁（1999），歐洲共同體競爭法論，三民書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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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結合之行為，並非毫無爭議 55 ，而實務上，各該條文均曾被歐洲法院援引作為
結合案件之審理基 56 。由於前述法令適用之爭議及羅馬條約本身規範之不夠詳盡，
歐體於歷經十六年漫長之立法過程後，終由歐體理事會依羅馬條約第八十七條及第
二百三十五條規定之授權，於 1989 年 12 月通過歐體第一部「事業結合管制規則」
（Council Regulation 4064/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以
下簡稱歐體結合管制規則）57，作為事業結合之管制依據。
不過，歐體第 4064/89 號規則若干條文刻已被新修正之 1310∕97 號規則所取
代 58 ，其要求事業之結合行為，須於發生之一週內向執委會為通知，於通知前或執
委會認定與共同體市場相符而作成最後決定前，不得實施結合行為；此外，並新增
對於達到共同體規模之完全功能合資，以及涉及多數會員國一定規模以上之事業結
合，亦須併受歐體結合管制規則之規範 59 。此二結合管制規則之訂定，雖賦予執委
會對於事業結合之管制利器，然就實際執行而言，執委會對於受理之結合案件很少
真正展開全面調查，大部分案件於初步審理時，執委會即予承認。蓋因執委會原則
上並不否定事業結合，但為使結合案件符合競爭秩序，該會通常會要求當事人依其
指導原則，對最初的計劃作某種變更，或附加特定應遵守之條件。此外，執委會在
結合案件提出申報前，亦會透過非正式之程序，與當事人接觸。
由前述可知，現今歐體競爭法之結合管制，主要係以第 4064/89 號及 1310∕97
羅馬條約第八十一條規定：「有影響會員國間之交易之虞，並以阻礙、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場
內之競爭為目的，或有此效果之所有事業間之約定，事業團體之決定及一致性行為，均與共同市
場不相容，故應予禁止。」第八十二條則規定：「於共同市場或其重要部分，一個或數個事業有
控制地位濫用之行為，在會員國間之交易可能被影響之範圍內，與共同市場不相容並應禁止。」
是如純由文義本身觀察，第八十一條似乎應為規範聯合行為之禁止規定，第八十二條屬市場控制
地位濫用之禁止，概念上較近於結合行為之管制。然究其實，第八十二條所規範者，基本上為事
業濫用市場力之行為，其所禁制者在於其濫用之行為，而非市場地位本身﹔至於事業結合之管制，
並不待其濫用市場力，而係直接管制其市場力量之集中。
56
歐洲法院對此見解並不一致。在Continental Can結合案中，法院援引羅馬條約第八十六條（即
現行法第八十二條）作為規範依據。Commission decision 0f 9 December 1971, OJ 19872 l 7/25, Case
6/72 Continental Can, Commission [1973] ECR 215；同樣之結合案例，於Philip Morris煙草案中，歐
洲法院卻反而援引羅馬條約第八十五條作為結合行為之規範基礎。詳見黃立（1991），歐洲共同
體上之企業結合管制，公平交易委員會印，73。
57
OJ No L 395, 30.12.1989, P.1, corrected version OJ 257, 21.9.1990, P.13.
58
Council regulation 1310/97 （ O.J. L180, 9 7.1997 ） 。 可 上 網 查 詢 http ： /europa.eu.int/eurlex/en/lif/dat/1997/en_397r1310.html。本次修正主要內容，參何之邁，歐洲共同體競爭法論，前註
54，178-87。
59
何之邁，歐洲共同體競爭法論，前註 54，178。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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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規則作為規範依據，其管制方式採事前許可制 60 。至於結合管制規則之執行，係
由歐體執委會負責事業結合及受理申報業務案件之處理。其管制規範將事業結合分
為二個層級，即「共同體層級」及「會員國層級」，前者規範達到共同體規模之結
合案件，由歐體之結合管制規則（NO 4064/89 及NO 1310/97）管轄；後者則指歐體
結合管制規則規範以外之結合，由會員國之國內法予以規範。惟此乃基本之分工模
式，在許多例外情況，結合規則本身亦設有例外規定，以突破共同體與會員國之管
轄界限。例如會員國為保護規則考慮外之合法權益、因結合而有妨礙會員國國競爭
之虞，或歐體受會員國之委託而適用其結合規則等情形 61。

(一) 門檻規定
歐體結合管制規則所適用之範圍，並不及於所有歐體之結合案件，僅於事業結
合符合第 4064∕89 號及第 1310∕97 規則所定義「集中」之意義，且該集中須已達到
共同體規模者，始受歐體競爭法之規範。亦即，適用歐體結合管制規則之事業結
合，須具備二個要件，即 1.事業間之結合須符合該管制規則所定義之「集中」；2.
該「集中」須達到「共同體規模」（community dimension），且對共同市場之競爭
秩序產生相當影響者，始有規範必要。
前述 1.之要件所稱「集中」，係指：(1)二個以上原各自獨立之事業為合併；或
(2)一個或一個以上之事業，以購買證券或資產，以契約或其他之方式取得其他一或
數個事業之全部或部分之直接或間接控制權者；或(3)成立合資事業係持續而自主之
經濟實體者 62。至於 2.之要件所謂達到「共同體規模」之集中，則指符合以下門檻

60

Jones, Vender Woude, Lewis, London Sweet & Maxwell, (1998), E.C. Competition Law Handbook,
760-83.
61
歐體第 4064/89 號結合管制規則§9(6)，§21(3)，§22(3)。
62
由此定義可知，歐體對於結合管制之立法，主要乃係針對二以上原各自獨立之事業進行結
合，或持有一以上事業控制權之一人或數人，控制其他一個或數個事業（全部或一部）之情形而
言。其立法者認為，在此情形下，事業於特定市場上經濟活動之控制，已（或進行中）落入單一
或少數事業手中，導致市場上獨立事業數目減少，市場經濟力因而集中。至於「集中」之方式，
不論係收購股份、收購資產、契約或其他方式，強調對他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取得直接或間接之
「支配」者，均屬之。整體而言，事業因集中而失去其經濟獨立性，在收購持股之情形，以事業
對他事業取得直接或間接之支配，是否得對他事業為「決定性影響」為主要判斷。至於所謂「決
定性影響」，除消極之拒絕權外，尚仍須事業具有積極之決定權，始得構成「集中」。參何之
邁，歐洲共同體競爭法論，前註 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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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者 63：
(1) 所有結合事業全球營業額合計超過五十億歐元（ECU，下同）以上；及
(2) 至少二個以上事業各自在共同體內之營業額合計超過二億五千萬歐元；及
(3) 參與結合之事業，於同一會員國內建立之營業額，不得逾其於共同體之總營業
額之三分之二以上。
此外，依修正之 1310∕97 號規則第一條規定，未符合前述要件之結合，於下列
情形，亦足認有共同體規模 64：
(1) 所有結合事業全球營業總額達二十五億歐元以上；
(2) 至少在三個會員國內，所有結合事業之營業總額逾一億歐元；
(3) 至少在三個會員國內，至少有二個結合事業之營業總額逾二千五百萬歐元；
(4) 至少有二個結合事業在共同體內之營業總額達一億歐元以上。
(5) 參與結合之事業，於同一會員國內之營業額，不得逾其於共同體之總營業額之
三分之二以上。
結合雖未達上述門檻，惟倘系爭結合因產生或增強其控制地位，使相關會員國
境內之有效競爭顯著受到阻礙時，會員國仍得要求執委會適用該結合管制規則。此
外，在合資（joint venture）行為之規範部分，第 1310/97 號則修正原 4064/89 號規
則之規定，不再僅以「集中式合資」為規範對象，而改以是否為「完全功能合資
（full-function joint venture）」作為適用標準 65。

(二) 申報制度
事業之結合若符合第 4064∕89 號及第 1310∕97 規則所定「集中」之意義，並達
到前述所稱「共同體規模之結合」者，依結合管制規則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具本
規則所稱之共同體規模之結合事件應於訂立契約，或公開招標公告，或取得控制權
後，一週內通知執委會。」據此，除公開收購股份（tender offer）之情形外，所有

歐體結合管制規則第 4064∕89 號。
歐體結合管制規則第 1310∕97 號。
65
在第 1310/97 號規則修正前，歐體對於合資行為之規範，主要須先區分「合作式合資
（cooperative joint venture）」與「集中式合資（concentrative joint venture）」，而分別適用羅馬
條約第八十五條（即現行法第八十一條）與第 4064/89 號規則，惟修正後之規定已使所有具獨立
經濟運作之合資均受結合管制規則之規範。
6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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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之事業均須申報。其申報期限至遲應於契約締結、公開收購公告或控制利
益取得後一週內，向執委會申報。此即為企業結合之事前申報義務。
歐體之結合管制制度原與美國、德國之事前申報制度相同，即於申報後三個月
內不得實施結合，然為有效控制規範，於第 1310/97 號規則修正後，即改採事前許
可制。即如前述，事業無論通知前或通知後，於執委會宣告該結合適合於共同市場
前，均不得實施該結合行為。

(三) 審理程序
歐體對於結合管制之審查程序，分成初步審查及詳細審查二個階段。所謂初步
審查，依結合管制規則第六條之規定，執委會於收件之後，應儘速就該結合案件是
否符合門檻要件及其是否與共同市場相容進行審查，並作成決定，此即初步審查程
序。其次，對於被確認具有「共同體規模之結合」，且有嚴重違反共同市場競爭秩
序之虞者，須進一步起訴，並就其是否與共同體市場相容的結合案件進行審查者，
為所謂詳細審查程序。

1. 初步審查程序
依第 4064/89 號規則第四條第一項規定，符合共同體規模之結合案件，應於契
約訂定、公開招標公告或取得控制權後，一星期內通知執委會。執委會收到結合申
報之通知後，應於一個月內為以下之初步決定 66：
(1) 認為系爭結合未達本規則所定之門檻，以決定紀錄之。
(2) 結合雖符合本規則所定之門檻，但與共同市場之相容性並無嚴重之疑慮者，執
委會將作成不異議之決定，並宣告該結合與共同市場相容 67。
(3) 如執委會認為系爭結合符合共同體規模，且與共同市場之相容性有嚴重之疑慮
者，則將作成程序開始之決定－詳細程序－起訴並進入第二審查階段，並應儘
速將其決定通知各結合事業及會員國主管機關。
上述（三）之情形，如經結合事業調整後，執委會認為所申報之結合狀況已無

第 4064/89 號規則第十條第一項及第六條第一項。
該決定之效力並及於與結合實施有直接關聯且必要之限制（第 4064/89 號規則第六條第一
項。）。
6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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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與共同市場不相容之嚴重疑慮者，執委會亦得宣告該結合與共同市場相容 68 。
於此情形，執委會為確保事業遵守其修改承諾，亦得附加條件或義務。

2. 詳細程序
結合案件審查如進入詳細程序階段，即表示已被確立具有「共同體規模之結
合」，而須進一步評價該結合是否與共同體市場相容。於此階段，執委會依結合管
制規則第八條之規定，若發現結合有產生或強化市場支配地位，而致妨礙共同市場
或其重要部份之有效競爭時，應宣告禁止該結合；相對於此，若於相關事業為必要
之修正後，並無前述之限制競爭的效果時，則執委會仍應宣告該結合適於共同市
場。此外，執委會並得於其決定中附加條件及義務，俾確保企業遵守其對執委會修
改原始結合之承諾。

3. 等待期間、調查及決定之作成
於結合事業申報前及申報後三星期內，依結合管制規則第七條第一項之規定，
不得實行該結合行為。至於同條第二項則係為了進一步確保將來禁止措施之有效
性，而規定：「執委會得自行決定繼續全部或部份之結合之停止，俟其作成最後之
決定或採取其他具相同效果之臨時措施時為止。」由此可知，結合管制規則在關於
等待期間的規定上具有相當之彈性。
此外，前述於初步審查程序之三種決定，依結合管制規則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最遲應於收受申報後一個月內為之，除非接獲會員國依第九條第二項提出請求時，
才得延長為六週。而在詳細程序所作的決定，依同規則第十條第三項之規定，須在
起訴後四個月內完成。另依同條第六項，如逾越前述二項時間之限制，則該結合將
被視為宣告適於共同體市場，而具有自動合法之效力。

(四) 違反申報義務之效果
事業結合於被宣告與共同體市場相容前，不得實施。如事業違法結合者，其實

68
此為第 1310/97 號規則修正重點之一，修正前事業僅得於詳細審查階段修正其結合條款，以
獲邀執委會宣告其與共同市場相容；修法後，於初步審查階段，若經事業修正，執委會認為其不
再具有第六條第一項c款之嚴重不適於共同市場情形者，即得以決定宣告該結合與共同市場相符。
參歐體第 1310/97 號前言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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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結合行為之效力，依執委會對於系爭結合作成與共同市場相容或不相容之決定而
定（第七條第五項第一款）。如執委員會之決定為相容者，則該結合之效力可被肯
認；惟如其決定為不相容者，則將轉換為確定不生效力。違反執行禁令者，無論事
業係故意或過失，執委會得課以總營業額百分之十以下之罰金。
此外，對於已經實行之具違法性的企業結合，依結合管制規則第八條第四項之
規定，執委會得以決定，要求結合之企業分設事業、處分資產、或停止共同控制、
或採取其他適當之措施以恢復有效競爭。

五、小結
綜由前述對於美國、德國、歐體對於結合之監督制度說明可知，各國立法例對
於事業之結合行為，多採事前監督之方式，顯示目前國際潮流傾向事前監督之管制
態度。至於事前監督之具體管制作法，各國則略有差異。例如美國法所採之制度與
德國、歐體所採之制，其內涵上亦明顯有所差異。究竟何者為優，難以定論。
雖然如此，由本文前述說明可知，對於事業結合採取事前監督制，已成為各國
競爭法之主要趨勢。客觀而言，採「事前監督」制度者，無論係「事前許可制」或
「事前異議制」，對事業而言均無須負擔可能再受違法認定之風險，對結合事業而
言，較有保障。蓋事業結合獲主管機關許可後，即可依其結合計畫隨時實施結合，
且除有其他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情形外，原則上不須再受主管機關之審查，其
結合行為之適法性已無疑義；採事前異議制者，主管機關雖無須作成結合許可之決
定，然因審查期限已過，其結合亦視為合法，亦無事後再受違法認定之疑慮。易言
之，就事前監督制而言，無論係採「事前許可制」或「事前異議制」，二者之審查
結果均具有確定之效力。
至於「事後異議」制度，其最大之弊，即在於無前述確定之效力。蓋採「事後
異議」制者，結合事業毋須於結合前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僅須事後向主管機關報
備即可；且如主管機關未於法定期限內對外表示異議者，該結合即可被視為合法；
惟因渠等之結合未獲主管機關之確認，倘事後被認定為違法結合時，即須面臨該結
合事業體遭強制解體之複雜問題。具體而言，我國修正前公平法第十一條所採事前
許可制與異議制之實質相異處，僅在於主管機關採事前審查或事後審查與處理時效
之手續或有不同而已，但同樣均要求達一定規模之事業結合須向主管機關申報，並

公

78

平

交

易

季

刊

經一定期間之審查。事實上，公平法於初始立法過程中，即有主張應採事後異議制
者，允許事業先為結合後，於一定期間內倘認有妨礙競爭之情事者，再由主管機關
提出異議，依最後審酌結果加以撤銷或解體。然而，此種結合管制方式雖有利於某
些事業結合及減少行政成本，但同時亦使事業結合一直處於不確定狀態，對於參與
結合之事業而言，未必完全有利。
除前述監督制度之取捨外，各國對於結合管制門檻之設計，除我國尚採市場占
有率與銷售金額二者併行外，近年來各國不約而同之修正結果，多朝單一種管制門
檻之設計。亦即，廢除市場占有率之門檻標準，改採以銷售金額或資產總值作為門
檻測試之初步標準。其次，對於對於管制門檻之適用對象，亦有趨向考量結合雙方
門檻之趨勢，而非僅考量結合事業之一方門檻標準。此外，前述各國採取「異議
制」之監督方式者，多搭配有分級審核制度，以過濾掉若干對市場競爭影響程度較
微之結合案件，此種分級審核內涵目前亦為公平法修正後所採。

伍、公平法修正評析
一、「事前申報異議制」為管制潮流所趨
承如本文前面之分析，事業結合管制原有「事前監督」與「事後監督」之別，
目前各國潮流多以「事前監督」為主要趨勢。「事前監督」又可分為「事前許可」
與「事前異議」制二種，修正前公平法第十一條對於事業結合之管制，係採「事前
許可制」，認為事業結合有產生限制競爭之虞，如能事前加以審酌，自更能符合公
平法第一條所稱之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安定與繁榮之立法目的。然，公平法於
立法伊始，即有主張應採事後異議制者，允許事業先為結合後，於一定期間內倘認
有妨礙競爭之情事者，再由主管機關提出異議，依最後審酌結果加以撤銷或解體。
然而，此種結合管制方式雖有利於某些事業結合及減少行政成本，但同時亦使事業
結合一直處於不確定狀態，對於事業結合未必完全有利，因此不為主管機關及國外
立例法例所採。
至於同屬「事前監督」制之「事前許可」與「事前異議」二種管制方式，究以
何為優，似難一概而論。對於事業結合採「事前異議制」者，結合事業須事前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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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計畫向主管機關申報，倘事業結合之審查期限經過，而主管機關未提出異議
者，該申報之結合計畫即可合法生效，主管機關無須作成任何結合許可之決定。是
就主管機關之立場而言，對於結合案件採「事前異議制」者，僅須就有限制競爭疑
慮之結合申請案件，進行主要之審核程序，自得集中心力致力於審理爭議性較大或
對市場影響層面較鉅之結合案件，以有效防範市場經濟力之不當集中；且因此等結
合案件多屬市場集中度極高之案件，對競爭之影響至為重大，原為結合管制主要關
切之對象，主管機關自應投入較大之調查成本，以審慎評估，並作成對整體經濟利
益最適之決定。另一方面，由於主管機關必須於較短之時間內為異議之表示，有時
間上之壓力，責任加重，結合事業亦能避免因行政機關審查延宕，而延誤結合時
機。
「事前許可制」要求參與結合事業應於結合發生外部效力前，向主管機關提出
申請，俟獲得其許可後，始得為結合之實施。因此，採「事前許可制」之弊在於事
業須於結合前申請許可，倘主管機關拖延不決，可能延誤業者之商機，而造成不可
彌補之損害。且「事前許可制」雖然亦能透過法定許可期間之限制、審查及行政程
序之簡化方式等，加速審查效率及其可預測性，但因許可制在制度設計上，原即寓
有濃厚之行政干預色彩，且不分結合案件之類型與事業規模何如，只要參與結合之
一方符合門檻規定者，一律須經過完整之審核程序，並由主管機關製成許可決定文
書寄發，此在有限之人力及資源下，難謂非行政資源之浪費。
再就審查期限而言，國外立法例採「異議制」者，其一般之審查期限均較「許
可制」為短。例如美國之申報「等待期間」為三十日，德國之「初審程序」為一個
月，歐盟為三週，均較過去我國採「許可制」之二個月審查期限為短；又「異議主
義」一般採分階段審查，對於有限制競爭疑慮之申請案件，則通知結合事業進行主
要審查程序（如德國法）。此外，在行政程序上，採「異議主義」者，無須就申請
案件逐件為許可決定，僅須對有危害競爭之案件為異議之表示，其行政手續較為簡
便。
復就國外立法例以觀，採單純之「事前許可制」者並不常見，通常在一般事前
許可之管制之外，多有兼採「異議主義」者，以肆應結合型態之多樣，並增加主管
機關之執法彈性，使行政資源得做最有效之運用。是就此立法趨勢而言，不難看出
事前管制之規範取向，應有其採行之價值與可行性。此外，公平法實施事前管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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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來，實務執法上並無明顯窒礙難行處，且業者亦已建立事前申請之法意識，倘
貿然加以變更，未必有實益。故本文認為，「事前監督制」為目前管制潮流，應予
維持，惟採單純之「事前許可制」過於僵化，歐體或德國所採之「事前許可兼異議
制」或美國法所採「事前申報異議制」，均為較可行之管制方向。
公平法過去雖因考量建制之初主管機關之人力與經驗，不予時間之壓力，而採
「事前許可制」，惟今該法施行已十年，主管機關之執法經驗已趨成熟，原所持過
渡性之理由已不存在。目前異議制之精神既已蔚為國際主要管制潮流，不論係「事
前許可兼異議制」抑或「事前申報異議制」，均可其值得師法之處，而在當前經濟
局勢與國際化管制思潮的牽引下，我國制度之變革亦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故本次
公平法修正將其對事業結合之管制制度，由原來之「事前許可制」改為「事前申報
異議制」，可謂從善如流，不但使得我國競爭法得以與國際管制思潮接軌，同時亦
提昇事業結合之時效需求，相當值得肯定。雖然如此，一個良善的管制制度仍須輔
以合理之配套措施，始得克竟其功，故本文認為，「事前申報異議制」之執行成效
尚有待觀察，公平會實務上應注意相關配套措施之研擬與運作，以順應我國現階段
經濟環境之需求，並同時兼顧市場競爭機制之維護。

二、結合管制之門檻爭議猶存
誠如本文前面之分析，各國競爭法對於事業結合之管制，殆非採取全面性之管
制監督制度。一般除因行政成本之考量外，尚須該結合案件對於市場競爭有產生影
響之虞者，國家機關始有介入管制之實益。換言之，事業結合必須達到規範臨界
（門檻）時，國家行政權才有介入之正當性，故各國競爭法均對於企業結合設有結
合門檻。至於結合申報門檻之指標，各國規定不同，約有以資產額、交易額（營業
額）及市場占有率等三種為計算，近來各國多採前二種方式，逐漸捨棄「市場占有
率」。
修正後公平法要求事業結合達於一定規模者，須於結合前先向公平會提出申
報，如該會不於等待期間內提出異議，或申報事業接獲該會不禁止其結合之決定
後，始得為之。其所謂一定之規模，即事業結合之管制門檻（申請門檻），依現行
公平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為下列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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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者。
(二) 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者。
(三) 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
額者。
由此規定可知，現行公平法對於事業結合之門檻標準仍維持原來舊法之二項標
準，即將市場占有率與銷售金額二項門檻予以併用。然則，此二種管制門檻各有其
存在之爭議，說明如后。

(一) 市場占有率作為管制門檻之實益
前述公平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之市場占有率分別為(1)事業因
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及(2)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
之一。
由於市場占有率在競爭激烈之市場經常變化很大，很難精確估計；而公平法第
十一條在設計上，要求參與結合之事業於結合之前即須預估其在結合後之市場占有
率，實際運作之困難度相當高。且在多角化結合之情形，參與結合事業因所處市場
不同，以市場占有率之門檻標準加以檢驗，似亦失之合理。因此，公平會實務上處
理之結合申請案件，絕大多數均係以銷售金額作為申請之標準，只有極少數因未達
銷售金額門檻，但在市場上占有率顯然極高之事業，始以市場占有率作為申請之門
檻 69 。故有學者認為，以市場占有率為門檻之實用性甚低 70 ，並謂：「…以固定之
市場占有率為門檻易導致結合事業刻意使其市場占有率稍低於三分之一或四分之

以市場占有率作為門檻之衡量標準，易見於新興產業之結合較為常見。例如網際網路興起
後，網路事業採取橫向整合，雖銷售額未達於五十億元之門檻標準，但許多網站之市場占有率卻
極高。例如公平會第 354 次委員會議決議許可美商雅虎集團與開曼商奇摩站（開曼）股份有限公
司之域外結合案，即為適例。
70
劉孔中（1998），「論結合管制之理論與實務」，公平交易季刊第六卷第二期，13-14。然
而，就實際上市場狀況而言，事業以略低於市場占有率之情況來規避管制之情形發生率並不高，
蓋如前述，市場占有率之估算本身極為不易，所涉及之相關因素甚繁，故事業除對於其自身占有
率本即不易精確估算外，對於其他非事業本身之市場因素更是難以掌握（如競爭者之進入或退
出，均會影響其市場占有率），且其估算之結果與主管機關亦未必一致，事業自行估算之結果，
自須承受不確定之風險；況依我國現行管制現況，主管機關對於結合採寬鬆之管制態度，事業只
要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多半均會獲得許可，且不須繳納任何費用，成本極低。故就實務而言，
事業以降低市場占有率來規避結合管制之情形，並不易發生。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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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即可規避結合管制，亦甚為不妥。」71
如國外立法例以觀，歐體第 4064/89 及 3013/97 號結合管制規則，及美國克萊
登法第七A條（「取得者或被取得者年純銷售額或總資產達一億美元以上，且另一
方之總資產額或年銷售額在一千萬美元以上」）主要均係以銷售額作為標準，以提
供參與結合事業一簡單、客觀且便於計算之方式；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對於結
合管制門檻之規定，早期曾以百分二十之市場占有率為門檻，嗣曾加入一萬名員工
與五億馬克之營業額為標準，然自 1989 年起，即捨棄以市場占有率為門檻之規
定，改為單純以銷售金額（五億馬克）作為單一門檻制度 72 ，最新一次（1998）之
修正除將門檻提高（十億馬克）外，仍維持現行單純以銷售門檻作為審查依據之
制。至於市場占有率之衡酌，則作為結合事業申請時，所應檢附說明資料之一部
分，其作用應為提供主管機關作為審查之參考。
如純由前述分析與立法例之觀察，現行公平法第十一條以市場占有率及銷售金
額作為結合管制門檻之規範方式，似有進一步檢討必要。且如為便於實務運作並使
我國管制標準與國際趨勢一致，公平法第十一條之結合管制門檻，當可循各國之管
制模式，刪除有關市場占有率之門檻規定，建立以單一銷售金額作為管制門檻，俾
使業者易於遵循，同時使主管機關得輕易篩檢管制案件。
然，前述見解固有其實益，惟筆者以為，事業結合達於何種程度始須事前審
核，當基於各國產業結構與經濟環境作整體之考量，而無須當然追隨各國之管制標
準。我國現行所採市場占有率與銷售金額門檻併行之方式，係針對台灣地區以中小
企業為主之經濟環境而設，蓋因台灣地區目前產業結構仍以中小企業居多，跨國性
之大型事業相較於先進國家而言，為數較少，且許多行業因其本身性質使然（例如
有線電視產業或新興網路事業），其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相當高（有高達百分之九
十以上者），然其銷售金額卻尚難達到公平會現行公告標準，在此情形，倘無法事
前加以管制，恐將造成該特定市場之競爭狀態難以維持之流弊。是為有效防範於
此，市場占有率之門檻標準應有適用之實益，當仍可繼續維持現行之門檻標準，至
於其他先進國家對於市場占有率之關注雖不若及此，但因各國經濟環境原有不同，
同前註。
德國法於 1957 年制訂時係以具備或達到 20% 市場占有率為門檻；1965 年時再加入一些絕對
的標準，即一萬名員工與五億馬克之營業額；但 1989 年時刪除則已市場占有率及一萬名員工之規
定，而僅以全體參與結合事業上一會計年度之總營業額須達五億馬克為門檻。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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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銷售金額－雙重門檻與產業門檻之變革
本次公平法對於結合門檻所為修正之另一重點，為銷售金額採「雙重門檻」與
「產業門檻」之問題。此部份之修正涉及二個基本爭議，即：(1)是否應設立雙重門
檻標準（即被結合事業之門檻）？(2)是否應就特別產業之銷售金額另設結合門檻？
以下即就此二疑義分別探討如下。

1. 雙重門檻
此部份所檢討之「雙重門檻」問題，係指「二」個參與結合事業有無必要分別
適用不同之門檻標準而言。蓋依修正前公平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參與結
合之「一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公平會公告之金額（現為五十
億元）者，即須於結合前向公平會申請許可。從而，只要參與結合事業之一，其銷
售金額達於前述門檻標準者，不論與其結合之另一事業銷售金額如何，一律須依法
提出申清。此種管制方式實施結果，對於大型事業與大型事業間之結合固無疑義，
然在大型事業與小型事業結合而對市場結構並無顯著之影響者，有無必要以競爭法
之結合規範加以管制，即值得商榷。
按美國克萊登法第七 A 條 a 項(2)款之規定，分別對於結合及被結合事業之銷售
額或資產之取得，設立以下雙重門檻：(1)年純銷售額或其總資產額達一千萬美元以
上之製造業者，其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其資產為任何總資產額或年純銷售額達一億美
元以上之人所取得；或(2)總資產額達一千萬美元以上之非製造業者，其有表決權之
股份或其資產為總資產額或年純銷售額達一億美元之人所取得；或(3)年純銷售額或
總資產達一億美元以上者，其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其資產為總資產額或年純銷售額達
一千萬美元以上之人所取得者。由此可知，克萊登法對於參與結合之事業，均要求
須達到一定之門檻，而非僅要求單方事業之門檻，即予以管制。此外，德國營業競
爭限制防止法第三十五條要求(1)參與結合企業之全球營業額合計超過十億馬克；且
(2)至少有一參與結合之企業，其國內營業額超過五千萬馬克者。此制度之設計，雖
與美國所採有所不同，但顯然亦非單一門檻之管制，而亦屬雙重門檻設計之一種。
我國修正前公平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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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公平會所公告之金額者，即須於結合前向公平會申請許
可。此種單一事業門檻之管制方式，將大型事業與小型事業間所為對市場結構並無
實質影響之結合型態，納入本法結合管制之規範，徒然造成主管機關審查成本與結
合事業申報成本之不必要支出。最著者，公平會自成立以來所受理之結合案件，百
分之九十為連鎖加盟店之申請案 73 ，占許可決定數之九成以上，而此種結合案件一
般對市場並無實質影響，只要一提出申請即照准，無任何管制實益 74 。此即為單一
事業門檻無法克服之弊端。解決之道，最簡易之方式，即修正單一門檻而改採雙重
門檻之管制方式，無論係美國或德國之雙門檻設計，均可適度篩選對市場競爭影響
輕微之結合申請案件，以避免主管機關及結合業者浪費無謂之管制成本。
對於前述觀點，公平法本次修正從之，即參前述美國法所採雙重門檻之制，要
求主管機關對於參與結合事業之銷售金額公告，由原來單一事業之公告金額標準
（五十億元），變更為結合雙方之銷售金額均須達到一定標準（目前公告標準除金
融機構外，分別為一百億元及十億元）。亦即由原來僅考量單一結合事業之銷售金
額門檻制度，變更為結合事業雙方之銷售金額均納入考量之「雙重門檻」制，以適
度篩選對市場競爭影響輕微之結合申請案件，避免採取前述單一事業門檻制度之
弊，值得肯定。惟此雙重門檻標準之建制，須藉助完整而精密之產業分析，公平會
實務上應隨時注意產業動態，適時予以調整或修正，始得發揮其最大之功能與彈性
機制。

2. 產業特別門檻
或謂，結合管制需要客觀、明確的方式，以真實掌握參與結合事業之經濟力量
與系爭市場之經濟現實，而公平法選擇銷售金額此項指標。但是對於特別是金融、
保險產業而言，相對於其具有之龐大投資、置產，銷售金額並不能真實反應其經濟
力量，爰建議就特定產業另設結合門檻之標準 75 。惟查各國競爭法例，均無針對特

此類連鎖加盟廠商，主要包括統一超商、全家便利商店、福客多、萊爾富、富群、震旦行、
麥當勞及台糖蜜鄰等事業。
74
公平會自 81 年成立以來，迄 90 年 3 月底止，受理結合許可之申請案件共計 5142 件，已辦結
案件 5081 件，其中獲公平會核准結合者 5009 件（屬加盟店結合者 4653 件，其他產業 428 件），
駁回 3 件，中止審理 47 件，併案審理 22 件。
75
財政部曾於 87 年 4 月 20 日以台財融第八七七一七一六四號函請公平會考慮就特定產業制定
不同之銷售金額之可行性；另學者劉孔中前註文亦持相同見解。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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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產業另設門檻之作法，蓋結合門檻僅為篩選具有一定市場地位之事業，並不進行
實質之競爭審查，換言之，其功能僅在於初步篩選某些結合案件，或鎖定某特定大
企業申報結合之形式標準。
由於不同產業之交易特性相差甚遠，在計算各產業之銷售金額時，自得有不同
之計算標準；且透過銷售金額計算方式之定義，亦得修正單一門檻標準適用於特別
產業所可能發生規範過度或不足之情形。因此，各國競爭法例中，對於特定之產業
銷售金額計算，大多有明文規定。例如 1998 年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三十八
條即有詳細之規定：計算企業之營業額，準用商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
參與結合企業間供貨或給付所得之銷售額（內部銷售額）與貨物稅，不列入營業額
計算之範圍內；於貨物銷售之情況，僅其營業額之四分之三列入計算；報紙、雜誌
或構成部分之出版、製作或販賣及電視廣播節目之經營、活動舉辦，與電視廣播之
廣告時段經營，以其銷售額之二十倍計算；金融機構、財務機構與建築合作金庫營
業額之計算，依照 1992 年 2 月 10 日施行之「金融機構財務報表規則」第三十四條
第二項第一款 a 至 e 所定之收益總額，扣除營業稅與其他直接就該收益課徵之稅
額，所得的營業淨額為其營業額；保險企業之營業額為各該保險企業前一會計年度
之保險費收入；保險費收入包括保險與再保險營業之所得，因再保險而獲理賠部
分，亦一併計算在內；於企業取得其他企業財產之情況下，財產被出售企業之市場
占有率與營業額計算，僅根據該企業所售之財產部分計算之。
歐體早先之結合管制命令與德國大致相同：第五條第三項(a)款對於金融機構亦
以資產負債表上總資產之十分之一代替其全球銷售金額，同條項(b)款亦以保險機構
之保費淨收入代替銷售金額。然而在 1997 年 1310/97 號命令中，部長會議卻改以金
融機構營收（包括利息贏收、有價證券之贏收、佣金營收、金融業務之營收，以及
其它業務營收）取代銷售金額，但並無以其總資產為計算之基點。此外，歐盟亦針
對結合事業之營業額計算訂有「營業額計算之通告」，其中對於信用、金融及保險
機構之營業額計算方式亦有特別說明。
綜由前述各國對於門檻金額之特殊規定可知，適用同一銷售金額門檻所引發之
適用爭議，主要發生於金融業界，包括銀行、保險及其他金融機構等依一般會計方
式計算結果銷售金額較鉅之事業；且由各國對此等產業紛紛採取特殊計算方式之規
範可知，此問題之解決之道，並不在於其與其他產業適用同一門檻之有何不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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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此等產業之銷售門檻應如何計算，始為合理。然而，本次公平法修正在外界壓力
下，將銷售金額之公告由原來全面之適用標準，變更為就金融機構與非金融機構分
別公告之，而未根本解決銷售金額之計算問題。此項變革可能引發外界質疑何以僅
金融機構之銷售金額得以適用較高之門檻，而其他同樣銷售金額較優之產業（例如
高科技產業）將來是否得以要求比照辦理？如此一來，本次修法究係解決問題，亦
或將治絲益棻，恐不難理解。
職故，本文認為，針對特殊產業設立不同產業之銷售門檻，並非不可行，惟因
其於設立門檻之前，首先須選定特定產業，再針對不同產業選定不同之銷售金額門
檻；特殊產業選定後，為有效掌握市場狀況，尚須隨時配合市場現狀更新，技術上
極為繁雜，不易落實。且此種多重門檻之管制方式，實務上主管機關是否得完全有
效徹底執行，亦非無疑義。反觀修正前公平法不分產業公告同一銷售金額門檻，極
為單純，易於業者遵行；如認所公告之銷售金額過低，仍可全盤研究提高，且現行
銷售金額已改採雙門檻制，並大幅提高金額之門檻標準，對於結合事業雙方之銷售
金額已可有效掌握，似無庸再區分產業另定不同之複雜標準。況查目前國外競爭法
例，均無針對特別產業為不同之門檻設計，我國有無必要創此新制，值得商榷。故
對於產業門檻之問題，本文傾向維持現行單一銷售金額適用於全體產業之作法，惟
對於特殊產業（如銀行、保險等金融業）銷售金額之計算，則可仿襲歐盟或德國之
作法，將之予以通盤解釋或另訂規範原則，使得該等產業之銷售金額在計算時得充
分考量其行業性質，有一合理之計算基礎，並使其計算結果仍適用同一銷售金額門
檻，以兼顧行業特性並同時保留現行門檻得有單一簡潔之效。

(三) 分級審核制之搭配與運用
分級審核制度原為外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所普遍採行之審查方式，其目的在於進
行初步檢視（initial screen）之工作，以篩選具有影響市場競爭之虞的案件，用以進
行主要之競爭調查程序；另一方面亦能有效減輕主管機關之審查負擔，又能減低行
政手續對結合事業所造成之困擾。例如美國之水平合併指導原則，以 HHI 值判斷該
結合案對市場之競爭影響程度，以決定是否須進行進一步之競爭分析。又如一九九
八年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四十條規定，聯邦卡特爾廳需於收受當事人完整的
聲請資料後一個月內，通知當事人該結合案已開始審核程序（主要審核程序）；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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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無權禁止企業結合。結合案有進一步審核之必要者，始需進行主要審核程序。此
外，歐盟之結合管制，亦設計有簡式之結合申報制度，對於營業額或資產移轉受讓
未達一億歐元之結合案，採簡式之結合申報。是無論以美、德法制之分級審核，或
如歐盟之分級申報，對於主管機關及結合事業而言，均得有效減省時效並促進審理
績效。
分級審核制度之優點，業已如前述。事實上，各國採取分級審核制度者，通常
均係搭配「異議」制度而為。在分級制度下，初級之審查程序通常訂定較短之審查
期限，倘主管機關不於期限內提出異議，該結合案件即得逕行實施，視同合法；初
級審核結果認有進一步審查必要者，通常訂有較長之審核時間，在此情況下，主管
機關須於期限內作出准駁之決定，逾期該結合案件仍可能被視為合法。因此，採取
此種制度者，首須訂明者，乃分級審核之檢驗標準。何種案件只須進行初步審查，
即可獲得對市場競爭影響較微之結果；何種案件尚須進一步審查，主管機關始得據
以對該結合案件作出核駁，其分界之標準為何，為採取「異議制」成功與否之重要
關鍵，在此新制上路之際，特別值得重視。
公平會過去在「事前許可制」下搭配結合簡化作業之實施結果，實質上亦具有
分級審核之優點，對業者或公平會在時間及行政程序上均有極大之減省。修正後公
平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對於事業結合顯無限制競爭疑慮者，得在三
十日內以簡化之作業程序處理後，通知申報事業可提前進行結合；或不另函通知，
俟三十日之等待期間經過事業即可逕行結合。另對於有限制競爭疑慮之結合案件，
中央主管機關則須於三十日通知申報事業將該期間延長，以取得較充裕之審理時
間，並作成最後之審理決定。此項規定顯然寓有分級審核制之基本理念，如能妥善
運用，將若干對競爭影響程度顯然不高之結合案件，透過事前之過濾審核，適用簡
化之程序予以操作，相信亦對新制之實施成效，有極大之助益。惟亦不可諱言，我
國結合新制甫經施行，實務上因應新的審查門檻及申報制度之實務操作，對於主管
機關與業者而言，都是一種新的挑戰與嘗試。職故，筆者以為，與其強求主管機關
於新制施行初期立即定出分級之標準，未若使其於個案中累積處理經驗，俟執行一
段時日後，再綜合歸納研究出適宜之分級標準，俾使主管機關之審查標準趨於一
致，同時亦使業者得所預期，以健全新法之審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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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除外適用事項之增修：
過去我國公平法對於結合管制之規範，與其他國家立法例一項最顯著之不同，
即在於欠缺除外適用之規範，因此使得主管機關之管制型態，產生許多不合理之
處。例如事業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收回股東所持之股份，而使
得原有股東持股比率達其有表決權股份 1/3 以上者，雖符合公平法第六條第一項第
二款之規定，惟其結合係出於被動之突發狀況，非該事業之股東所得主控，故要求
渠等於事前提出結合之申請，似未盡合理。且此等事業結合之情況，係公司為確保
債權以維護其財產利益所為，其結合之發生係由於發行股份之公司之行為所致，與
公平交易法之結合規範係為防範事業結合弊害，而要求結合應事前申請許可之規範
意旨，尚屬有間 76。
公平法第六條各款規定之事業結合情形，因具有經濟規模擴大，改善營運效
能，而易導致市場集中度提高，貶損市場競爭效能，增加其他競爭者進入市場障礙
等效果，為就該等結合之弊害預作防範，第十一條爰規定達一定規模之事業結合，
由主管機關事前予以監督。惟查關係企業間因股權、資產或營業調整之結果，雖符
合第六條之規範態樣，然因其僅涉及原有經濟體內部之調整，並非當然產生規模經
濟擴大、市場競爭機能減損之效果，並無管制之實益，亦應將之排除，以資合理。
故本次公平法新增第十一條之一，將若干較具爭議之結合型態規定排除於公平法之
適用，包括：
公平會實務上曾發生過此種案例：台灣王安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王安）之國外控制
公司－－美國王安電腦公司因經營不善，發生財務危機，於 1992 年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並於
1993 年 2 月 22 日獲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依公司法、民法等規定讓與其原擁有台灣王
安 69.3% 及安源公司 49% 之股份予台灣王安，以抵償其積欠台灣王安之新台幣三十六億五仟餘萬
元之債務。台灣王安乃於同年 3 月 30 日以債權人身分，依我國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收回上開股份。由於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台灣王安對於前開自己持有之股份無表
決權。換言之，於此六個月期間內實際享有表決權之台灣王安股份僅三十．七％。本案紡織股份
有限公司（台南紡織）、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統一企業）及南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南紡企
業）等三家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台灣王安股東，所持有之股份合計雖僅為百分之十．九四，然
於此情況下，已占該公司上開表決權股份三十．七％中之三十五．六四％，而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六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結合規定。本案公平會認為事業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收
回股東所持之股份，而於未按市價將其收回股份出售前，因實質上變更其他股東或關係企業持有
或取得該公司之股份，達到該公司有表決權股份 1/3 以上，故應屬公平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之結合，應依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出申請。換言之，公平會認為此種非自發性之結合，
倘形式上已符合公平第六條第一項之結合型態，與一般自發性之結合相同，只要達於該法第十一
條之門檻標準者，即納入公平法之管制對象。從而，本案因結合行為未事前提出申請，爰經公平
會以(82)公處字第 066 號予以處分，嗣該會訴願審議委員會因見解不同，又撤銷其處分。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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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已持有他事業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再
與該他事業結合者。
2. 同一事業所持有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事業間結合者。
3. 事業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財產或可獨立營運之全部或一部營業，讓與其
獨自新設之他事業者。
4. 事業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項但書或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規定收回
股東所持有之股份，致其原有股東符合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形者 77。
由上開規定可知，本條文第一款為母子公司之結合，第二項為所謂兄弟公司或
姊妹公司之情形，第三項為事業分割之概念，此三種結合型態均屬對於市場競爭無
實質影響之關係企業典型；第四項則為前述非自主性結合之情形。此四種結合型態
之除外適用，不惟有效降低政府行政干預之範疇，減低公平會之收案量，更又助於
結合管制規範之合理性，故本次增訂應屬適當。惟美中不足的是，本次修訂之除外
適用範疇與國外立法例相較，過於狹隘，無法將其他類似過度管制之結合型態予以
涵括。舉最明顯之例，如單純以投資目的所為之結合，因不在本次除外適用之列，
將無法適用本條文規定，然而，若事業持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動
機，並不在於參與他事業之業務經售，或影響他事業之競爭行為，在此情況下，因
事業之市場力量難以匯集，實難認此等事業間有何「結合」之關係。
觀諸立法例上，美國克萊登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專以投資為目的之人，其
購買股票之行為如非用以或非企圖利用該股票之股票表決權或其他方法以達到實質
減少競爭之目的者，本條不適用之。」明文排除專以投資為目的之股權取得者，遭
受結合管制之不必要審查。此外，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對於金融機構、財務機
構或保險企業等行業亦有特別之規定：「…取得一企業股份之目的在於出售者，非
本法所稱之結合：但以其末行使該股份之表決權，且在一年內出售該股份者為限。
若股份之出售無法預期能在期限內完成者，聯邦卡特爾廳得經由當事人申請，延長

參其立法說明：「事業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項但書或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規
定收回股東所持有之股份，而使得原有股東持股比率達其有表決權股份三分之一以上者，雖符合
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惟此等事業結合之情形，屬事業負責人依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所
行使之正當權利，且其結合之發生係由於發行股份之公司之行為所致，與本法之結合規範係為防
範事業結合弊害，而要求結合應事前申報之規範意旨，尚屬有間。爰對於此種結合，於第四款中
明文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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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之出售期限。」78 立法意旨顯然亦同於上述。我國公平法本次修正對於此種以
投資為目的之結合，並未將之排除規範，使得此類對於市場競爭並無影響之結合型
態，仍須接受主管機關之審查，實值商榷。
當然，除單純以投資為目的，不介入他事業競爭行為之形式結合型態外，國外
立法例上還有很多不合理管制之情形，值得再檢討修正。故本文認為，公平法第十
一條之一之增訂，固已使該法管制之合理性向前邁進一大步，值得肯定，但長期以
觀，容仍有商榷之空間，如能參酌國外立法例及我國管制實務再進一步檢討修訂，
信將能使我國結合管制規範更趨合理。

五、附款之附加
就行政法之法理而論，關於行政處分附款（包括期限、條件、負擔、廢止權之
保留及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之容許性與限制，倘法律明白允許附加附款固
無庸議，如屬裁量處分，基於舉重以明輕，亦得為之；惟在羈束處分情形，處分機
關既依法有作成處分之義務，除法律另有允許對羈束處分附加附款之規定，否則自
不許行政機關任意附加附款。故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三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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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修正前公平法第十二條規定，事業結合經審酌結果，如認其對整體經濟利益大
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予許可；至於該許可是否得附加附款，則
委諸當時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公平會為結合許可時，為維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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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同條第二項規定不得違反比例
原則、不當聯結之禁止等行政法一般原理原則。事實上，結合許可所涉及之經濟情
況萬端，公平會為確保行政處分之精確及彈性，應有附加附款之必要，參酌國外法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
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三條之立法理由謂：行政機關雖有附款之裁量權，惟其行使仍須遵守有關
裁量權行使之一切限制，尤其附款內容不但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更必須與行政處分之目的
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換言之，行政處分附款內容係要求相對人為某種行為或負擔某種義務時，
該附款內容與行政處分之目的二者間必須具有正當且合理之關聯性，行政機關不得假藉其得附款
之權限，任意要求相對人為某種行為或負擔義務，例如：要求相對人為行政處分目的不相干之金
錢給付。至於附款內容與行政處分目的是否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就個案判斷之。參五南圖書出
版公司印行（1999），行政程序法單行本，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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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亦多有以法律明定者。例如德國現行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四十條第三項明文規
定：「結合之許可，得附加一定之條件或負擔。80」，歐體第四○六四－八九號理事
會規則第八條第二項，亦設有得對結合之實行附加遵守指定命令之規定。
修正後該條文配合異議制之管制文字，修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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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將主管機關對於結合管制之決定權，明確訂為羈束處分，並於同條第二
項明訂：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十一條第四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
擔，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亦即，現行公平法已明確賦予主
管機關對於事業結合之決定，可附加附款之法律依據，使得主管機關之管制工具更
具彈性，殊值肯定。

伍、結論
就經濟觀點而言，事業結合可使事業之規模擴大，提高生產力，降低成本並減
少投資費用。然結合超過一定之臨界標準後，將導致生產不經濟，進而造成資源之
浪費。故各國多對結合加以規範，我國亦然。尤其台灣地區以中小企業居多，且我
國正由開發中國家邁向已開發國家之列，中小企業結合之後，不但規模擴大，經濟
力趨於集中，更可強化事業體質，促成企業經營更為合理化、現代化，以面對國際
競爭之挑戰。故如何兼顧管制與產業發展之需要，建構一套良好的結合管制政策，
以在管制與產業中取得平衡點，不過度干預，亦不過於放任，以確保市場結構之合
理性，並維護競爭之存在，為當前競爭法主管機關之一大課題。
公平法於制訂伊始，對於事業結合係採取事前監督之「許可制」規範，惟此種
管制制度在我國企業面臨二十一世紀經濟全球化之競爭壓力下，基於企業併購之時
效與便利之急迫需求，改革聲浪迭起。從而，公平會在第三屆委員就任期間，即曾
於修法議題中提出是否改採或兼採異議主義為妥之想法，惟並無定案 81 ；迄第四屆
委員（即現任）就任後，鑒於跨國性大型企業之競爭優勢及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之需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印（1999），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譯本，27。
公平會 89 年 10 月 12 日第 465 次委員會議，核定所謂「公平交易法第二次修法議題及彙整
表」，該雖彙集之議題中，即包括事業結合是否改採或兼採異議制度。惟該案僅為議題彙整之階
段，尚未進入實質修法程序。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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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並呼應「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產業分組會議結論要求政府應秉持簡化程序、
排除障礙及提供適當獎勵原則之共識，乃修法將原來之「事前申請許可制」，改為
現行之「事前申報異議制」。此種變革使我公平法管制規範得與國際潮流接軌，並
可順應我國現階段經濟環境之需求，提昇事業結合之管制時效，值得肯定。
然不可諱言，制度之變革須有一整體之配套與規畫，始得克竟其功。例如本文
所檢討之結合管制門檻、分級審核制度及結合附款之設計等，對於「異議制」之實
施成效，均將產生關鍵之影響，不可輕忽。此外，公平法本次修正主要處理結合規
範之制度面問題，至於有關結合之定義及其認定問題，實務上亦存在許多爭議，本
文無法全面加以列舉檢討，故僅嘗試將其中較為重要之問題加以檢討分析，期能對
主管機關有所助益或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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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s and the Newest Amendments in Merger Control
Shen, Li-Yuh
Abstract
Recently, faced with global economic depression and an international surge in the
number of mergers,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in Taiwan have shown great interest in
merging with others not only to secure more advantageous positions among their
competitors but also to make stride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Many of these mergers are
the result of fundamental economic changes both in our economy and in world markets,
and for the most part, they are beneficial to the economy as well as to consumers. Some
mergers, on the other hand, can harm competition, and this may, in turn, lead to hurting
the consumer in many ways--for example, in charging higher prices, in restricting the
supply of products, and in providing a lower quality of goods and services. Apart from this,
less competition may dampen the incentive for firms to be efficient,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ay well suffer, as a result. One fundamental goal of competitive laws in
most mature jurisdictions, including the Fair Trade Law of Taiwan (the “Law”), therefore,
is to prevent harm to competition by stopping anti-competitive mergers before they take
place.
As originally enacted in 1992, the Law required that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FTC) be notified of all possible mergers that would meet certain specified thresholds, and
not until the parties concerned were granted an advance ruling certificate from the FTC
could such proposed mergers be carried out. This kind of merger control regime is what is
referred to as the “pre-approval system”. Nevertheless, in 2001, to keep the merger review
procedure in line with mature foreign jurisdictions, the original merger control regulation
was substantially changed. The new Act requires that companies proposing a merger give
the FTC prior notification of their plans. If mergers are not challenged by the FTC within a
prescribed time, then they can be legally carried out. This is the so-called “pre-merger
notification system.” Focusing on the most important amendments to the merger
regulations in Taiwa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some issues related to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mechanisms of mergers, while clarifying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new Act.
Key words: merger, fair trade law, compet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