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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研究緣起研究緣起研究緣起研究緣起 

我國公平法對結合申報門檻之規範，向採「市場占有率」與「銷售金

額」併行之雙門檻制，然公平會於 95年接受 OECD競爭委員會對我國競爭

法與政策的同儕檢視，OECD 競爭委員會提出我國結合制度以市占率作為

結合申報門檻標準係充滿不確定性，建議我國調整之。公平會曾針對此議

題召開數次公聽會，但國內學者贊成與反對意見分歧並針鋒相對，另公平

會內部意見亦不一致，致 96年公平會向行政院提出之「公平交易法修正草

案」版本並無修正；嗣後公平法於第六度修正時，修正草案提出了改採事

業銷售金額作為結合單一申報門檻，惟 104 年經立法院審查仍決議保留市

占率之結合申報門檻，上開修法過程在在凸顯了如何訂定適當結合申報門

檻標準之困難與複雜性。 

鑒於結合申報門檻事關事業併購前之申報義務及主管機關之管制密

度，加上近來競爭法國際組織紛紛探討有關數位時代下結合申報與審查的

挑戰，從其發現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結合申報制度上必須面對法規、分析以

及證據等多重挑戰。爰此，本研究將深入分析與探討公平會結合申報門檻

是否符合國際間結合管制趨勢及申報門檻設置是否妥適。 

二二二二、、、、研究方法及過程研究方法及過程研究方法及過程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首先蒐集並瞭解國際間主要競爭法國家結合申報門檻規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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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發展相關資料，復檢視我國結合申報門檻之演進發展，再實務探討我

國 105 年底銷售金額門檻修正後結合申報案件受理與審理情形，期藉由比

較研究的過程，對公平會結合申報門檻標準之妥適性及未來修訂方向，提

出研究發現及具體建議。 

三三三三、、、、主要主要主要主要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 

本研究謹就公平會結合申報門檻標準之妥適性及未來修訂方向，提出

下列結論與建議： 

(一) 市占率門檻為公平會結合管制重要篩選標準，雖較不明確但較易篩選

出有限制競爭疑慮之結合案件。 

公平會 106及 107年審議之結合案件，有相當高比例係合致市占

率門檻標準而向公平會申報。上開 2 年禁止結合申報案僅 1 件，附負

擔不禁止結合申報案 3 件，該等案件均合致市占率門檻標準而申報結

合，顯見市占率門檻標準雖較不明確，但較能篩選出有限制競爭疑慮

之結合案件。另對照外國競爭法，結合申報門檻採市占率門檻且無銷

售金額門檻的國家，尚有澳洲及新加坡，且為因應數位時代下如 FB 收

購 WhatsApp案之事業結合，法國亦曾考慮重新引入市占率門檻，可見

市占率門檻仍為結合管制之重要篩選標準。 

(二) 訂定特殊業別之銷售金額門檻有其複雜性，公平會刪除市占率門檻宜

審慎為之。 

104 年公平法修法時，倘依公平會原擬刪除市占率門檻，僅保留

銷售金額門檻，並擇定特殊業別另行公告銷售金額門檻之規劃通過，

其結果恐將造成備受矚目之事業結合案，因無法達到銷售金額門檻而

無須向公平會申報結合。又 ICN「設定結合申報門檻」報告亦曾提出「…

產業別門檻將會減損法律之明確性，同時如何擇定產業並適用較低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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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金額門檻亦難設計出原則一致之方法」。據此，特殊業別銷售金額門

檻之擇定有其複雜性，亦將使部分案件無法受理審查，公平會倘考量

刪除市占率門檻宜審慎為之。 

(三) 公平會增訂全球銷售金額門檻符合國際趨勢，惟管制密度是否妥適須

再觀察。 

公平會調整國內銷售金額門檻標準主要考量因素為「經濟成長率」

及「管制密度」，然公平會 105年底增訂全球銷售金額門檻標準，則主

要參採其他國家全球門檻標準，訂定 400億元門檻。經檢視 106、107

年審議之全球銷售金額結合申報案件，該等申報事業全球銷售金額與

400億元尚有極大差距，且該等案件均未有禁止結合情形。此全球銷售

金額 400 億元門檻，其管制密度是否過密，因只累積 2 年案例，尚難

以評估，而應可再觀察爾後年度之結合申報情形及審理結果，再行研

析將較為客觀。 

(四) 公平會結合申報門檻目前尚無修訂之急迫性，惟應持續關注國內外數

位產業併購案件及國際結合申報門檻之發展。  

在數位時代下國際間已注意到若依現有的結合管制制度，可能無

法囊括未來有害於市場競爭的事業結合案件，而紛紛研議是否將交易

價值納入結合申報門檻。然我國現行結合管制門檻的設計，除國內及

全球銷售金額門檻外，尚有市占率門檻可資篩選，較不易有科技巨擘

併購新創事業，難以達到法定結合申報門檻而無法審查之情事。因此，

我國目前尚無修訂結合申報門檻之急迫性，惟公平會應持續關注國內

外數位產業併購案件及國際結合申報門檻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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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對於結合管制目的，在監督及防範事業透

過與他事業結合而形成或強化其支配市場之力量。因此，如何設置一合理

且妥適之申報門檻條件，以有效配置資源，避免無反競爭疑慮卻需申報或

有反競爭疑慮卻無須申報之情形，為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共同關切的課題。 

我國公平法對結合申報門檻之規範，向採「市場占有率（下稱市占率）」

與「銷售金額」併行之雙門檻制，然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於 95

年 2 月 6 日 接 受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競爭委員會對我國競爭法與政策的

同儕檢視，OECD 競爭委員會提出我國結合制度以市占率作為結合申報門

檻標準係充滿不確定性，且依據市占率而課予申報義務，亦會使行政義務

與實務規則相混淆，並與國際潮流相悖，建議我國調整之。公平會曾針對

此議題召開數次公聽會，但國內學者贊成與反對意見分歧並針鋒相對，另

公平會內部意見亦不一致，致 96 年 1 月 12 日公平會向行政院提出之「公

平交易法修正草案」版本並無修正1；嗣後公平法於第六度修正時，修正草

案提出了改採事業銷售金額作為結合單一申報門檻，惟 104年 1 月 22 日經

立法院審查仍決議保留市占率之結合申報門檻，上開修法過程在在凸顯了

如何訂定適當結合申報門檻標準之困難與複雜性。 

公平法市占率之結合申報門檻自訂定以來雖無修正，但銷售金額門檻

則經過幾次重大更動。最近一次修正係於 105年 12 月參考國際競爭法主管

機關之作法，以及公平會過去處理之案例，於原有國內銷售金額高低門檻

外，增列全球銷售金額門檻規定，即倘參與結合之所有事業，其上一會計

                                                 
1 侯文賢，我國公平交易法關於結合管制之研究—兼論中國反壟斷法之管制規範，中國文

化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2 
 

年度全球銷售金額總計超過新臺幣 400 億元，且至少二事業，其個別上一

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20 億元者，應向公平會提出申報。 

鑒於結合申報門檻事關事業併購前之申報義務及主管機關之管制密

度，加上近來競爭法國際組織紛紛探討有關數位時代下結合申報與審查的

挑戰，如國際競爭網絡（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在 107年

11 月結合研討會「2020 年代結合審查：數位化與全球化是否改變相關分

析？」中，即探討到 FB 收購 WhatsApp案，從其發現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結

合申報制度上必須面對法規、分析以及證據等多重挑戰2。為瞭解公平會結

合申報門檻是否符合國際間結合管制趨勢及申報門檻設置是否妥適，爰蒐

集彙整國際間主要國家競爭法結合申報門檻規定及最新發展，對照我國結

合申報門檻演進及 105 年底結合申報門檻修訂後案件實務審理情形，期藉

由比較研究的過程，對公平會結合申報門檻標準之妥適性及未來修訂方

向，提出研究發現及具體建議。 
 

 

                                                 
2 楊佳慧、蔡惠琦，「出席『2018 年 ICN 結合研討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務出國報告，

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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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國際間主要競爭法國家結合申報門檻規定與最國際間主要競爭法國家結合申報門檻規定與最國際間主要競爭法國家結合申報門檻規定與最國際間主要競爭法國家結合申報門檻規定與最

新發展新發展新發展新發展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間間間間主要競爭法國家結合申報門檻相關規定主要競爭法國家結合申報門檻相關規定主要競爭法國家結合申報門檻相關規定主要競爭法國家結合申報門檻相關規定 

 

一一一一、、、、    各國結合申報門檻相關規定概述各國結合申報門檻相關規定概述各國結合申報門檻相關規定概述各國結合申報門檻相關規定概述：：：： 

檢視各國有關結合申報之規定，多數國家如美國、歐盟、德國、

日本、韓國、中國大陸、澳洲、奧地利、新加坡等相關法規皆訂有結

合申報門檻及達到門檻之申報義務，惟各國之門檻標準不同，謹簡述

主要競爭法國家相關規定如下： 

(一一一一)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1. 依美國克萊登法第 7a 條（Clayton Act §7a，亦為 15 USC §18a，

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 of 1976，下稱 HSR Act）

第 1 項規定，當參與結合之事業（收購者）或他事業（被收購者）

從事商業活動且符合下述門檻要件之一，在依規定申報前，任何人

不得直接或間接取得任何其他人之有表決權股份或資產〔美國聯邦

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每年皆依國民生產毛

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之變化，調整結合申報門檻。以下

數值為 2019年 4 月 3 日 FTC 發布之調整後門檻〕3： 

(1) 事業於收購後將持有他事業全部有表決權股份和總資產超過 3 億

5,990萬美元。 

(2) 事業於收購後將持有他事業全部有表決權股份和總資產超過 9,000

萬美元但未超過 3 億 5,990萬美元，且符合下列要件者：  

                                                 
3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Revised Jurisdictional Thresholds for Section 7a of the Clayton 
Act,” 84(42) Federal Register, 7369-737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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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任何事業（收購者）之總資產或年度淨銷售額達 1 億 8,000萬美元

（含）以上，而從事於製造業之他事業（被收購者）之年度淨銷

售額（annual net sales）或總資產達 1,800萬美元（含）以上。  

B. 任何事業（收購者）之總資產或年度淨銷售額達 1 億 8,000萬美元

（含）以上，而非從事於製造業之他事業（被收購者）之年度淨

銷售額或總資產達 1,800萬美元（含）以上。  

C. 任何事業（收購者）之總資產或年度淨銷售額達 1,800萬美元（含）

以上，而任何他事業（被收購者）之年度淨銷售額或總資產達 1

億 8,000萬美元（含）以上。  

再者，前述所謂「從事於製造業（engaged in manufacturing）」

之定義，係規定於美國聯邦法規彙編（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第 16 編第 801.1 條（16 CFR § 801.1，亦為 Rules, Regulations, 

Statements and Interpretations under The 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 of 1976，下稱 HSR Rules）第 10 項規定，從事於

製造業之人，指從北美產業分類系統所編碼之 31-33部門之產業所生

產之產品，並獲得年度銷售額或收入超過 100萬美元者4。 

2. 依 HSR Rules第 801.40條及第 801.50條規定，針對其他結合之交易

類型如合資（joint venture）或非公司組織之個體（unincorporated 

entity）為特別之結合管制門檻，如以合資為例，倘符合下述三項要

件，即須依規定為結合申報： 

(1) 收購者之總資產或年度淨銷售額達 1 億 8,000萬美元（含）以上；

及 

(2) 合資企業之總資產將達 1,800萬美元（含）以上；及 

                                                 
4 16 CFR § 801.1 (j): Engaged in manufacturing. A person is engaged in manufacturing if it 
produces and derives annual sales or revenues in excess of $1 million from products within 
industries in Sectors 31-33 as coded by the 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2002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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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至少另一收購者之總資產或年度淨銷售額達 1,800萬美元（含）以

上。 

3. 依 HSR Act第 7a條第 3 項規定，明示各項被豁免於結合之例外交易，

該項第 6、7、8 款對於須經其他聯邦機構許可或特別產業之事業〔如

儲貸控股公司（savings and loan holding company）、要保金融機構

（ insured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銀 行 控股 公 司 （bank holding 

company）或聯邦儲蓄機構（federal savings associations）等〕另有規

定，於法定範圍內能豁免於結合申報。 

(二二二二) 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1. 依歐洲共同體理事會（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 139/2004

號事業結合管制規則（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下稱 EUMR）第 1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

以兩種個別門檻檢視參與結合事業之營業額是否達到共同體規模

（community dimension）5： 

(1) 符合第 1 條第 2 項規定，達共同體規模之要件為：  

A. 所有結合相關事業合併計算之全球總營業額（turnover）超過 50

億歐元；及 

B. 結合相關事業中至少有一事業於共同體境內之總營業額超過 2 億

5,000萬歐元；但倘相關事業於共同體境內之營業額有三分之二數

額均在單一相同之會員國境內獲得者，因純屬各會員國國內之結

合行為，非屬歐盟結合管制範圍6。 

                                                 
5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cil Regulation (EC)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4R0139&from=E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8/6. 
6 Article 1 of EUMR: 2. A concentration has a Community dimension where: (a) the combined 
aggregate worldwide turnover of all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EUR 5,000 million; 
and (b) the aggregate Community-wide turnover of each of at least two of the underta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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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符合第 1 條第 2 項之結合行為則適用第 1 條第 3 項規定，達共同

體規模之要件為：  

A. 各結合相關事業合併計算之全球總營業額超過 25 億歐元；  

B. 各結合相關事業於三個以上會員國境內各別之總營業額均已超過

1 億歐元；  

C. 二個以上結合相關事業各別於三個以上會員國境內之總營業額均

已超過 2,500萬歐元；  

D. 二個以上結合相關事業其共同體境內總營業額均超過 1 億歐元；  

E. 惟倘相關事業於共同體境內之營業額有三分之二數額均在單一相

同之會員國境內獲得者，則不適用歐盟結合管制規定7。 

2. EUMR 及其通告（Commission Consolidated Jurisdictional Notic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No 139/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另有針對金融、保險機構就計算總營業額之方

式予以特別規定，除了計算營業額之範圍（如扣除折讓、稅捐或事

業集團內部營業收入）外，亦再針對計算方式詳予解釋8。 

(三三三三)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concerned is more than EUR 250 million, unless each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achieves 
more than two-thirds of its aggregate Community-wide turnover within one and the same 
Member State. 
7 Article 1 of EUMR: 3. A concentration that does not meet the thresholds laid down in 
paragraph 2 has a Community dimension where: (a) the combined aggregate worldwide turnover 
of all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EUR 2,500 million; (b) in each of at least three 
Member States, the combined aggregate turnover of all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EUR 100 million; (c) in each of at least three Member States included for the purpose of point 
(b), the aggregate turnover of each of at least two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EUR 25 million; and (d) the aggregate Community-wide turnover of each of at least two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EUR 100 million, unless each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achieves more than two-thirds of its aggregate Community-wide turnover within one 
and the same Member State. 
8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Consolidated Jurisdictional Notic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C95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47-48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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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國對結合管制之適用範圍，規定於限制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ankungen，下稱 GWB）第 35 條第 1 項，在 2009

年修正前，事業結合之上一會計年度有下列情形者適用之9： 

(1) 所有參與結合事業在全球之總營業額（turnover）超過 5 億歐元，

且； 

(2) 至少其中一家參與結合事業，其在國內之總營業額超過 2,500萬歐

元。  

然而，德國此項結合管制門檻可能僅因參與結合事業之一方之營業

額即可達成，且對於在德國國內營業額少於 2,500萬歐元之外國事業

之結合案將因無法達到門檻而難以管制。鑑於前述問題，德國於 2009

年修正結合管制門檻，除原本即有之前述(1)及(2)要件外，另增加： 

(3) 另一家參與結合事業，其在國內之營業額超過 500萬歐元。  

德國制定第 2 個國內營業額之結合管制門檻後，事業結合的申報案

件因此減少，惟對於涉及國內經濟活動的結合交易案件則提高管制

密度。 

2. 就營業額之計算方面，依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38 條第 2 項規定就商品

交易所生之營業額，僅以其額度之四分之三列入計算10。同條第 3 項

規定（2013年 6 月 30 日修正），凡涉及報紙、雜誌、與其構成部分

之出版、製作、銷售，以及廣播、電視節目之製作、銷售、播放、

與其廣告時段之銷售者，以其營業額之 8 倍列入計算11。原報紙、雜

誌等之營業額與廣播電視節目及廣告時段之營業額均以其 20 倍計

                                                 
9 Bundeskartellamt, Act against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 (Competition Act – GWB), last 
amended by Article 1 of the law of 2017/6/1 (Federal Law Gazette I, p. 1416), 17-18 (2017). 
10 GWB §38(2): For trade in goods, only three quarters of the turnover achieved sha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11 GWB §38(3): For the publication,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parts thereof, and for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broadcasting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programmes, and the sale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advertising time, eight times the amount of the 
turnover achieved sha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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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惟考量平面媒體因市場競爭環境之變動（網路市場崛起、消費

者閱讀習慣改變等），特別降低其營業額之計算乘數。同條第 4 項就

銀行信貸機構、金融機構、建築儲蓄銀行或保險事業之營業額，考

量產業特殊性而對於計算之項目（如扣除營業稅及其他課徵之稅額

等）予以規定。 

3. 2017年 GWB 修正後，事業結合有下列情形者亦須申報： 

(1) 所有參與事業的全球總營業額超過 5 億歐元； 

(2) 一家參與事業在德國境內的營業額超過 2,500萬歐元，但目標事業

或任何其他參與事業在德國的營業額均未超過 500萬歐元； 

(3) 交易價值超過 4 億歐元；和 

(4) 收購目標在德國很活躍（當地連結）。 

(四四四四)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1. 獨占禁止法（Anti-Monopoly Act）就事業結合之申報門檻分別規定

於第 10 條（取得股份）、第 15 條（合併）、第 15 條之 2（公司分割）、

第 15 條之 3（共同股份移轉）及第 16 條（營業受讓），以事業取得

股份進行結合為例，依同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倘符合下列條件，

則 參 與 結 合 事 業 應 向 日 本 公 平 交 易 委 員 會 （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JFTC）提出結合申報12： 

(1) 參與結合事業（即股份取得公司）及其所屬企業集團之其他事業之

國內總銷售金額（sales amount）超過 200億日圓。 

(2) 參與結合事業（即股份發行公司或被取得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之

國內總銷售金額超過 50 億日圓。 

                                                 
12 JFTC, Anti-Monopoly Act (AMA), Act on Prohibition of Private Monopoliz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Fair Trade (Act No. 54 of 1947/4/14), 22-27, 29-34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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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計參與結合事業取得股份之表決權數及其所屬企業集團之公司

所擁有股份之表決權數，其總表決權數占股份發行公司之總表決權

數比例超過 20%。  

而此結合申報門檻應合計參與結合事業之國內銷售金額及其所屬企

業集團之其他事業之國內銷售金額。 

2. 日本對於控股公司、金融業等大型企業另課予報告義務，依獨占禁

止法第 9 條第 4 項規定，下述公司，依公平交易委員會規則規定之

方法，合計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總資產（係指依公平交易委員會規則

規定之方法的資產合計金額）與國內公司有關之金額，在分別不低

於各款所列金額之範圍，如超過政令規定之金額時，須在各事業年

度終止日起 3 個月內，依規定提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事業相關報

告書。但該公司為其他公司之子公司時，不在此限。 

(1) 控股公司：基準額為 6,000億日圓。 

(2) 經營銀行業、保險業或第一種金融商品交易業〔係指金融商品交易

法（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Exchange Act，西元 1948年法律第 25

號）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之第一種金融商品交易業，於次條第 3 項

及第 4 項亦同〕之公司（持股公司除外）：基準額為 8 兆日圓。 

(3) 其他公司：基準額為 2 兆日圓13。 

3. 查 日 本 對 於 ICN 結 合 申 報 及 程 序 之 說 明 文 件 （ ICN Merger 

Notification and Procedures Template），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並無針對

特定產業（如銀行、航空公司或媒體）或特定類型之交易（如合資

企業、合夥或金融投資）制定不同的結合申報門檻；且亦無豁免特

定產業之結合申報義務。 

(五五五五) 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13 Id.,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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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韓國獨占管制及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Enforcement Decree of The 

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Trade Act，2017年 1 月 1 日修正公布）

第 18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其結合申報門檻為14： 

(1) 參與之結合事業上一會計年度總營業額或銷售金額達 2,000億韓元

（含）以上，且； 

(2) 與其參與結合之他事業上一會計年度總營業額或銷售金額達 200億

韓元（含）以上。 

近年來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KFTC）

考量外國公司結合對韓國市場產生重大影響有持續上升的趨勢，

KFTC 因此密切關注資訊技術、電子、製藥和化學等產業在全球結合

的競爭限制，並與日本和中國等外國之競爭主管機關合作15。KFTC

於 2017年 10 月 19 日，修訂結合申報的法定門檻，修訂內容包括提

高參與結合的相關事業於全球和韓國的資產與銷售金額（sales 

amounts）門檻。新的結合申報門檻如下： 

(1) 若參與結合事業（包括其所有的附屬公司，在結合後仍為附屬公司

者）於全球總資產或全年銷售金額達 3,000億韓元（含）以上，且； 

(2) 與其參與結合之他事業（亦包括其所有的附屬公司，在結合後仍為

附屬公司者），於全球總資產或全年銷售金額達 300 億韓元（含）

以上，則須申報結合。 

                                                 
14 Enforcement Decree of The 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Trade Act, Article 18 (Reporting 
of Combination of Enterprises, etc.) 
(1) “Any company whose total amount of assets or scale of the sales amount falls under the 
standards set by Presidential Decree” in the former part of Article 12 (1) of the Act means a 
company whose total amount of assets or sales amounts to 200 billion won or more… 
(2) “Another company whose total amount of assets or scale of the sales amount falls under the 
standards set by Presidential Decree” in the former part of Article 12 (1) of the Act means a 
company whose total amount of assets or sales amounts to 20 billion won or more. 
15 Yoon & Yang LLC, “South Korea merger control (2017),” 
http://www.hwawoo.com/article/South%20Korea%20PDF.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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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外國公司與外國公司的結合中，參與結合之每一事業（亦包括其

所有的附屬公司，在結合後仍為附屬公司者）全年於韓國之銷售金

額達 300 億韓元（含）以上，則須申報結合16；在韓國公司與外國

公司的結合中（但不適用於外國公司收購韓國公司），目標外國公

司全年於韓國之銷售金額達 300億韓元（含）以上，則須申報結合

17。 

2. 另依獨占管制及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第 3 項18及事業結合申

報通告之處理原則（Guidelines for Notification on Combination of 

Enterprises，2009年 8 月 20日修正公布）第 3 點第 5 項第 F 款規定19，

參與結合事業之一為外國事業（即總公司在國外或依外國法設立），

而其於國內之總營業額或銷售金額達 200億韓元（含）以上。 

3. 韓國係以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專法排除特定產業在競爭法的結合

申報義務，依獨占管制及公平交易法（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16 GCR, “The Asia-Pacific Antitrust Review 2018, Korea: Overview,” 
https://globalcompetitionreview.com/insight/the-asia-pacific-antitrust-review-2018/1166758/kor
ea-overview,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8/13. 
17 ICLG.com, “Korea: Merger Control 2019,” 
https://iclg.com/practice-areas/merger-control-laws-and-regulations/korea,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8/14. 
18 Enforcement Decree of The 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Trade Act, Article 18 (Reporting 
of Combination of Enterprises, etc.): (3)Notwithstanding paragraphs (1) and (2), where both a 
company subject to reporting of combination of enterprises under Article 12 (1) of the Act and 
its partner company are foreign companies (referring to companies whose main office is located 
overseas or is incorporated under foreign laws) or where a company subject to reporting of 
combination of enterprises is a domestic company and its partner company is a foreign company, 
such company shall be subject to reporting under Article 12 (1) of the Act only where the 
company meets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1) and (2), and sales in Korea of each foreign 
company is 20 or more billion won. In such cases, matters necessary to calculate sales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shall be determined and announced by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19 Guidelines for Notification on Combination of Enterprises: III. Guidelines for Notification on 
Combination of Enterprises... 5. Notification of the acquisition of the shares of newly 
established company...F. The thresholds that apply to a foreign company's local turnover as 
defined in Paragraph 3 Article 18 of the Decree shall apply only to the case wherein the newly 
established company is a foreign company (an entity whose principal office is located overseas 
or it is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a foreign law). The same provision shall not apply when a newly 
established company is a local entity even though or either of the parties to be combined are 
foreign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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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Act，下稱 MRFTA）第 12 條第 3 項規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無須進行結合申報20： 

4. 其他規定： 

(1) 依「中小企業創業支援法（Support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Establishment Act）」第 2 條第 4 項及第 5 項規定之中小企業創業投

資公司及中小企業創業投資合夥組織，取得該規定所稱創業公司之

股份，其主管機關為中小企業廳。 

(2) 依「專業授信金融業法（Specialized Credit Finance Business Act）」

第 41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之新技術業務金融業者或新技術業務

投資合夥組織，取得「韓國技術信用保證基金法（Korea Technology 

Finance Corporation Act）」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新技術創業公司

之股份，其主管機關為金融委員會。 

(3) 參與結合之事業取得下述任一事業之股份，且其持股比例高於

MRFTA 第 1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比例（20%或 15%），或與他

事業共同參與設立下列任一事業並成為第一大股東者：  

A. 依「間接投資資產管理法（Financial Investment Services and Capital 

Markets Act）」中規定之投資公司（該法第 142條之 1 規定之企業

併購證券投資公司除外），其主管機關為金融委員會。  

B. 依「民間資本參與基礎設施法（Act on Public - Private Partnerships 

in Infrastructure）」規定為基礎設施民間投資業務執行人，其主管

機關為企劃財政部。  

C. 為投資前述 B 而設立之投資公司（以「法人稅法（Corporate Tax 

Act）」第 51 條之 2 第 1 項第 6 款所定之公司為限）。  

                                                 
20 KFTC, 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Trade Act, Enforcement Date: 2016/3/29, Act 
No.14137, 2016/3/29 Partial Amendment, 24-2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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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依「不動產投資公司法（Real Estate Investment Company Act）」規

定之投資公司，其主管機關為國土交通部。 

(六六六六)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 

1. 依中國大陸「國務院關於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的規定」第 3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之結合達到下列標準之一，事業應事先向國務院商務

主管部門申報，未申報者不得實施結合21： 

(1) 參與結合之所有事業上一會計年度在全球範圍內之營業額合計超

過 100億元人民幣，並且其中至少兩個事業之上一會計年度在中國

境內的營業額均超過 4 億元人民幣； 

(2) 參與結合之所有事業上一會計年度在中國境內的營業額合計超過

20 億元人民幣，並且其中至少兩個事業上一會計年度在中國境內的

營業額均超過 4 億元人民幣。  

該條第 2 項規定針對事業結合之營業額計算，應當考慮銀行、保險、

證券、期貨等特殊行業、領域的實際情況，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商務

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制定。 

2. 另依中國大陸「金融業經營者集中申報營業額計算辦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該辦法適用於銀行業金融機構、證券公司、期貨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和保險公司等金融業事業結合申報營業額之計算。該辦

法第 3、4、5、6 條則分別針對銀行業金融機構、證券公司、期貨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就其營業額之計算方式予以規定。 

(七七七七)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澳洲對於具有或可能具有顯著減損市場競爭（Substantially Lessening 

Competition, SLC）收購或結合之禁止係規定於 2010 年競爭及消費者法

令（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 2010，下稱 CCA）第 50 條，澳洲對

                                                 
21 ICLG.com, “China: Merger Control 2019,” 
https://iclg.com/practice-areas/merger-control-laws-and-regulations/china,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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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結合之管制係採自願性申報制度22，依據澳洲競爭暨消費者委員會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下稱 ACCC）結合

處理原則（Merger Guidelines）23，當參與結合事業之產品具替代或互補

性，且結合事業之市占率（market share）高於 20%時，則須自願提出結

合申報。ACCC 審查結合案件，可分為非正式審查及正式審查 2 種程序。

非正式審查主要係依據 ACCC 之審查實務及處理原則進行（而非依據法

律），並於審查後由 ACCC作出非正式的准許決定（informal clearance）；

而經 ACCC 正式審查認定結合不太可能顯著減損市場競爭，或結合後

可能的公共利益大於可能的公共損害（包含對於市場競爭之減損）時，

ACCC 則會作出授權（authorisation）結合之決定。ACCC 對於結合之執

法，除施以強制令外，亦可對違反結合規定之事業處以罰款或拆分事業

資產。目前澳洲結合案件之審查多循非正式之審查程序，而結合授權程

序在實務上則較少使用24。 

(八八八八) 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 

奧地利對於企業結合申報門檻系規定於奧地利企業聯合法［Federal 

Cartel Act 2005（Kartellgesetz，下稱 KartG）］第 9 條25，並非所有結合案

都必須向奧地利聯邦競爭局（Austrian Federal Competition Authority，下

稱 AFCA）申報，只有在超過營業額（turnover）門檻時才必須申報結合

26： 

1. 事業在結合前的上一會計年度達到以下營業額，則必須進行申報： 

(1) 全球營業額總計超過 3 億歐元； 

                                                 
22 Federal Register of Legislation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 
2010,”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9C00149,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8/7. 
23 ACCC, Merger Guidelines, 6-7 (2018). 
24 徐曼慈，「出席『APEC 經濟體實施之結合管制制度資訊分享最佳措施研討會』會議報

告」，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務出國報告，3（2018）。 
25 Federal Competition Authority, Federal Cartel Act 2005, amended on 2017/9/21, 8 (2017).    
26 Federal Competition Authority, “Merger Control,” https://www.bwb.gv.at/en/merger_contro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8/8. 



15 
 

(2) 在國內營業額總計超過 3,000萬歐元； 

(3) 至少有兩家事業之每年全球營業額皆超過 500萬歐元。 

2. 即使達到上述門檻，若只有其中一事業在國內營業額超過 500 萬歐

元，且與其他相關事業於全球營業額合計不超過 3,000萬歐元，則無

須申報。  

3. 有關媒體業結合（media mergers）之營業額計算，媒體公司和媒體服

務（media companies and media services）的營業額必須乘以 200，媒

體支援公司（media support companies）的營業額則乘以 20。 

4. 事業結合有下列情形者亦須申報： 

(1) 所有相關事業在結合前的上一個會計年度全球營業額合計超過 3億

歐元； 

(2) 所有相關事業在結合前的上一個會計年度國內營業額合計超過

1,500萬歐元； 

(3) 交易價值（value of the transaction）超過 2 億歐元； 

(4) 被併購的事業活躍於國內市場。 

(九九九九)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新加坡對於事業結合的管制規範，依新加坡競爭法第 54 條（Section 

54 of the Competition Act (Chapter 50B of Singapore)），禁止在新加坡任何

市場內出現可能導致對商品或服務產生大幅減少競爭的事業結合27。關於

事業結合申報門檻，依據新加坡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of Singapore，下稱 CCCS）28之結合程序指導原則

                                                 
27 Under Section 54(1) of the Competition Act (Chapter 50B of Singapore): Mergers that have 
resulted, or may be expected to result, in a 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 within any 
market in Singapore for goods or services are prohibited. 
28 新加坡競爭局（Competition Commission of Singapore，簡稱 CCS）於 2005年 1 月 1 日

成立，負責管理和執行競爭法（法案）（Competition Act (Chapter 50B)）；於 2018年 4 月 1
日，CCS 更名為新加坡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of 
Singapore，簡稱 CCCS），新增管理消費者保護（公平交易）法（Consumer Protection (Fair 
Trading) Act (Chapter 52A)）的額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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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S Guidelines on Merger Procedures 2012）規定，當事業結合有以下

情形時，CCCS將考量事業合併是否導致競爭大幅減少29： 

1. 事業結合後的市占率（market share）達 40%（含）以上。 

2. 事業結合後的市占率介於 20%至 40%，且與市場上前三大事業的市

占率合計達 70%（含）以上。 

至於涉及小型事業的結合，CCCS通常不會調查其狀況，除非至

少有一參與結合之事業於結合前在新加坡的上一會計年度營業額

（turnover）達 500萬新幣（含）以上，且參與結合之所有事業於結

合前在全球之營業額合計達 5,000萬新幣（含）以上，CCCS才可能

對該結合案件展開調查30。 

(十十十十) 荷蘭荷蘭荷蘭荷蘭：：：： 

荷蘭對於事業結合管制，主要規範於荷蘭競爭法［Dutch Competition 

Act （Mededingingswet），下稱 DCA］。依據 DCA 第 29 條第 1 項（Article 

29(1), DCA）31，若事業結合有以下情形者須申報： 

1. 參與結合所有事業於上一會計年度，在全球營業額合計超過 1 億

5,000萬歐元；且 

2. 參與結合的事業中，至少有兩家（含）以上之事業個別在荷蘭國內

營業額超過 3,000萬歐元。 
                                                 
29 Paragraph 3.5, CCCS Guidelines on Merger Procedures 2012: CCCS considers that an SLC is 
unlikely to result, and CCCS is unlikely to investigate a merger situation unless: the merged 
entity will have a market share of 40% or more; or the merged entity will have a market share of 
between 20% to 40% and the post-merger combined market share of the three largest firms (CR3) 
is 70% or more. 
30  Paragraph 3.5, CCCS Guidelines on Merger Procedures 2012: CCCS is unlikely to 
investigate a merger situation that only involves small companies, namely where the turnover in 
Singapore in the financial year preceding the transaction of each of the parties is below S$5 
million and the combined worldwide turnover in the financial year preceding the transaction of 
all of the parties is below S$50 million. 
31 Article 29(1), DCA 原文如下： 
Artikel 29(1), Mededingingswet: De bepalingen van dit hoofdstuk zijn van toepassing op 
concentraties waarbij de gezamenlijke omzet van de betrokken ondernemingen in het 
voorafgaande kalenderjaar meer bedroeg dan €150,000,000, waarvan door ten minste twee van 
de betrokken ondernemingen ieder ten minste €30,000,000 in Nederland is beha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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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些對特定行業的結合申報門檻： 

1. 對於信貸和金融機構（credit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在金融監管

法［Act on Financial Supervision（Wet op het financieel toezicht）］第 1：

1 條的含義範圍內，必須計算上一會計年度的收入項目，而非營業

額。有關前述收入項目，依 DCA 第 31 條第 1 項（Article 31(1), DCA）

32規定如下： 

(1) 利息收入（interest income）； 

(2) 證券收入（income from securitie）； 

(3) 獲取佣金（received commissions）； 

(4) 扣除與上述收入項目直接相關的增值稅和其他稅後，金融業務和其

他營業收入之淨利（net profit）33。 

2. 對於醫療保健事業（healthcare undertakings），若至少有兩家（含）

以上事業出現以下情形，必須申報結合： 

(1) 參與結合所有事業於上一會計年度營業額（turnover）超過 5,500萬

歐元；且 

(2) 參與結合的事業中，至少有兩家（含）以上之事業個別在荷蘭國內

營業額超過 1,000萬歐元。 

                                                 
32 Article 21(1), DCA原文如下： 
Artikel 31(1), Mededingingswet: Voor de toepassing van artikel 29, eerste lid, wordt ten aanzien 
van banken en financiële instellingen als bedoeld in artikel 1:1 van de Wet op het financieel 
toezicht de omzet vervangen door de som van de volgende, overeenkomstig de regels op grond 
van artikel 417 van Boek 2 van het Burgerlijk Wetboek, op de winst- en verliesrekening over het 
voorafgaande boekjaar opgenomen baten: 
a. rentebaten en soortgelijke baten; b. opbrengsten uit waardepapieren; c. ontvangen provisie; d. 
resultaat uit financiële transacties; e. overige bedrijfsopbrengsten; 
na aftrek van de belasting over de toegevoegde waarde en andere rechtstreeks met de betrokken 
baten samenhangende belastingen. 
33 Martijn Jongmans & Minos van Joolingen, “Merger control in The Netherlands: overview,”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Document/I2d082a2311a611e498db8b09b4f043e0/V
iew/FullText.html?transitionType=CategoryPageItem&contextData=%28sc.Default%29&navId
=593C58ACA967CB32DB64A0AC4B7B6ADA&comp=pluk,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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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醫療保健事業申報門檻有關的相關營業額，是指所有結合事業的

完整營業額（complete turnover），而非僅只是提供醫療保健服務所實

現的營業額。 

3. 對於保險公司（ insurance companies）與高級養老機構（premium 

pension institutions），依據金融監管法的定義與 DCA 第 31 條第 2 項

規定（Article 32(2), DCA）34，營業額必須以上一個會計年度的毛保

費（gross premiums）總額來計算： 

(1) 參與結合所有事業於上一會計年度，收取之毛保費總額合計超過 1

億 5,000萬歐元；且 

(2) 參與結合的事業中，至少有兩家（含）以上之事業個別向荷蘭國內

居民收取之毛保費超過 3,000萬歐元。 

4. 對於養老保險基金（pension fund），除營業額亦必須以上一個會計年

度的毛保費（gross premiums）總額來計算外，DCA 第 29 條第 4 項

（Article 29(4), DCA）35有更高金額的申報門檻規範： 

(1) 參與結合所有事業於上一會計年度，收取之毛保費總額合計超過 5

億歐元；且 

(2) 參與結合的事業中，至少有兩家（含）以上之事業個別向荷蘭國內

居民收取之毛保費超過 1 億歐元36。 

                                                 
34 Article 31(2), DCA原文如下： 
Artikel 31(2), Mededingingswet: Voor verzekeraars in de zin van de Wet op het financieel 
toezicht en premiepensioeninstellingen in de zin van de Wet op het financieel toezicht wordt 
voor de toepassing van artikel 29, eerste lid, de omzet vervangen door de waarde van de bruto 
geboekte premies. De in artikel 29, eerste lid, omschreven omzet behaald in Nederland dient 
berekend te worden op basis van de bruto geboekte premies die zijn ontvangen van Nederlandse 
ingezetenen. 
35 Article 29(4), DCA原文如下： 
Artikel 29(4), Mededingingswet: In afwijking van het eerste lid zijn voor pensioenfondsen in de 
zin van de Pensioenwet de bepalingen van dit hoofdstuk van toepassing op concentraties waarbij 
de gezamenlijke waarde van de bruto geboekte premies van de betrokken ondernemingen in het 
voorafgaande kalenderjaar meer bedroeg dan € 500,000,000 en daarvan door ten minste twee 
van de betrokken ondernemingen ieder ten minste € 100,000,000 is ontvangen van Nederlandse 
ingezete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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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法 國 對 於 事 業 結 合 申 報 門 檻 規 範 於 法 國 商 業 法 典 （ French 

Commercial Code，下稱 FCC），除適用於所有交易的一般營業額門檻

（general thresholds）外，法國結合管制制度還規定了較低的門檻，專門

適用於法國零售業（retail sector）以及影響法國海外領土的結合案件： 

1. 一般門檻［FCC第 L.430-2條第 1 項（Article L.430-2Ⅰof FCC）］37： 

若 事 業 結 合 有 以 下 情 形 者 ， 必 須 向 法 國 競 爭 委 員 會 ［ French 

Competition Authority（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下稱法國 FCA］

申報： 

(1) 參與結合所有事業於上一會計年度在全球營業額（turnover）總計

超過 1 億 5,000萬歐元；且 

(2) 參與結合的事業中，至少有兩家（含）以上之事業於上一會計年度

個別在法國國內營業額超過 5,000萬歐元；且 

(3) 該結合案不屬於 EUMR 的管制範圍（例如事業結合的營業額未達

EUMR 規範的申報門檻）。 

2. 適用於零售業交易的特定門檻［FCC 第 L.430-2 條第 2 項（Article 

L.430-2Ⅱof FCC）］38： 

                                                                                                                                   
36 ICLG.com, “Netherlands: Merger Control 2019,” 
https://iclg.com/practice-areas/merger-control-laws-and-regulations/netherland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8/19. 
37 Article L.430-2Ⅰof FCC原文如下： 
Est soumise aux dispositions des articles L.430-3 et suivants du présent titre toute opération de 
concentration, au sens de l'article L.430-1, lorsque sont réunies les trois conditions suivantes : 
-le chiffre d'affaires total mondial hors taxes de l'ensemble des entreprises ou groupes de 
personnes physiques ou morales parties à la concentration est supérieur à 150 millions d'euros ; 
-le chiffre d'affaires total hors taxes réalisé en France par deux au moins des entreprises ou 
groupes de personnes physiques ou morales concernés est supérieur à 50 millions d'euros ; 
-l'opération n'entre pas dans le champ d'application du règlement (CE) n° 139 / 2004 du Conseil, 
du 20 janvier 2004, relatif au contrôle des concentrations entre entreprises. 
38 Article L.430-2Ⅱof FCC原文如下： 
-Lorsque deux au moins des parties à la concentration exploitent un ou plusieurs magasins de 
commerce de détail, est soumise aux dispositions des articles L. 430-3 et suivants du présent 
titre toute opération de concentration, au sens de l'article L.430-1, lorsque sont réunies les tr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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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之事業，於法國境內至少有兩家（含）以上之事業涉及零

售業者，如有以下情形，必須向法國 FCA 申報： 

(1) 參與結合所有事業於上一會計年度全球營業額總計超過 7,500萬歐

元；且 

(2) 參與結合的事業中，至少有兩家（含）以上之零售事業於上一會計

年度個別在法國國內營業額超過 1,500萬歐元；且 

(3) 該結合案不屬於 EUMR 的管制範圍。 

3. 適用於法國海外領土結合的特定門檻［FCC 第 L.430-2 條第 3 項

（Article L.430-2Ⅲof FCC）］39： 

參與結合之事業，至少有兩家（含）以上涉及於法國至少一海外領

土交易，如有以下情形，必須向法國 FCA 申報： 

(1) 參與結合所有事業於上一會計年度全球營業額總計超過 7,500萬歐

元；且 

                                                                                                                                   
conditions suivantes : 
-le chiffre d'affaires total mondial hors taxes de l'ensemble des entreprises ou groupes de 
personnes physiques ou morales parties à la concentration est supérieur à 75 millions d'euros ; 
-le chiffre d'affaires total hors taxes réalisé en France dans le secteur du commerce de détail par 
deux au moins des entreprises ou groupes de personnes physiques ou morales concernés est 
supérieur à 15 millions d'euros ; 
-l'opération n'entre pas dans le champ d'application du règlement (CE) n° 139 / 2004 du Conseil, 
du 20 janvier 2004, précité. 
39 Article L.430-2Ⅲof FCC原文如下： 
-Lorsque au moins une des parties à la concentration exerce tout ou partie de son activité dans 
un ou plusieurs départements d'outre-mer ou dans les collectivités d'outre-mer de Mayotte, 
Saint-Pierre-et-Miquelon, Saint-Martin et Saint-Barthélemy, est soumise aux dispositions des 
articles L. 430-3 et suivants du présent titre toute opération de concentration, au sens de l'article 
L.430-1, lorsque sont réunies les trois conditions suivantes : 
-le chiffre d'affaires total mondial hors taxes de l'ensemble des entreprises ou groupes de 
personnes physiques ou morales parties à la concentration est supérieur à 75 millions d'euros ; 
-le chiffre d'affaires total hors taxes réalisé individuellement dans au moins un des départements 
ou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concernés par deux au moins des entreprises ou groupes de 
personnes physiques ou morales concernés est supérieur à 15 millions d'euros ; 
-l'opération n'entre pas dans le champ d'application du règlement (CE) n° 139 / 2004 du Conseil, 
du 20 janvier 2004, préci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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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與結合的事業中，至少有兩家（含）以上事業，於上一會計年度

個別在法國至少一海外領土營業額超過 1,500萬歐元，或零售業之

營業額超過 500萬歐元（於 2015年 8 月 6 日法令澄清說明，在同

一個法國海外領土內的有關事業，則不需要達到這一門檻值）；且 

(3) 該結合案不屬於 EUMR 的管制範圍40。 

二二二二、、、、    各國結合管制門檻之類型區分各國結合管制門檻之類型區分各國結合管制門檻之類型區分各國結合管制門檻之類型區分：：：： 

前述之各國結合管制門檻，本研究依市占率、銷售金額、是否區

分特定產業等條件，彙整於表 2-1 並歸納如下： 

(一) 結合申報門檻列有市占率門檻：澳洲、新加坡。 

澳洲與新加坡採結合自願申報制，未訂定營業額門檻，係以國內

市占率為結合申報門檻。於澳洲，當參與結合事業之產品具替代或

互補性，且結合事業之市占率高於 20%時，則須自願提出結合申報。 

於新加坡，事業結合後的市占率達 40%（含）以上；或事業結合

後的市占率介於 20%至 40%，且與市場上前三大事業的市占率合計

達 70%（含）以上，則須自願提出結合申報。 

(二) 結合申報門檻僅規定國內營業額門檻：日本。 

日本參與結合事業國內營業額高低門檻，即參與結合事業（即股

份取得公司含其所屬企業集團）國內營業額總計超過 200 億日圓，

參與結合事業（即被取得股份公司含其子公司）國內總營業額超過

50 億日圓，以及持有表決權股份比例超過 20%，作為結合申報之規

定。 

(三) 結合申報門檻僅採全球營業額門檻：韓國、美國 

韓國以全球營業額為門檻，參與結合事業於全球總資產或全年銷

售金額達 3,000億韓元（含）以上，且與其參與結合之他事業，於全

                                                 
40 ICLG.com, “France: Merger Control 2019,” 
https://iclg.com/practice-areas/merger-control-laws-and-regulations/franc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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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總資產或全年銷售金額達 300 億韓元（含）以上，作為結合申報

之規定。 

美國則以事業收購後所持有的股份和資產總額超過高門檻，以及

收購後所持有的股份和資產總額雖未達高門檻，但超過低門檻者，

則再依製造業與非製造業，考量參與結合事業全球高低門檻，作為

結合申報之規定。 

(四) 結合申報門檻除國內營業額門檻另併採全球營業額門檻：歐盟、法

國、荷蘭、德國、奧地利、中國大陸。 

於歐盟，依 EUMR 第 1 條第 2 項，參與結合所有事業全球營業

額總計，且至少 2 事業歐盟境內個別營業額超過一定門檻；或依

EUMR 第 1 條第 3 項，參與結合所有事業全球總計，各參與結合事

業於至少 3 個會員國境內合計總營業額超過一定門檻，2 個以上事業

於 3 個以上會員國境內個別總營業額均超過一定門檻，2 個以上事業

個別於共同體境內總營業額均超過一定門檻，作為結合申報之規定。 

法國、荷蘭、中國大陸以參與結合所有事業全球營業額總計，且

至少 2 事業國內個別營業額超過一定門檻，作為結合申報之規定。

惟中國大陸另有規定，如參與結合所有事業國內的營業額總計超過

20 億元人民幣，且其中至少 2 事業在國內營業額均超過 4 億元人民

幣，亦須申報結合。 

德國以參與結合所有事業全球營業額總計，且至少 1 事業國內營

業額超過高門檻，另 1 家事業國內營業額超過低門檻，作為結合申

報之規定。 

奧地利以參與結合所有事業於全球營業額總計、在國內營業額總

計超過一定門檻，以及至少有兩家企業之每年全球營業額皆超過一

定門檻，作為結合申報之規定。 

(五) 結合申報門檻新增交易價值門檻：德國、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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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數位時代來臨，數位產業結合可能因營業額低而難以落入

法定結合申報門檻，惟其交易價值甚高，足以影響市場競爭，因此

德國、奧地利已將交易價值納入結合申報門檻的審查，相關內容詳

述於本章第二節。 

(六) 結合申報門檻無區分特定產業：歐盟、日本、韓國、中國大陸、新

加坡。  

歐盟、中國大陸係就銷售金額門檻之計算方式，考量產業特性予

以分別規定，如金融業、保險業等，以不同的計算項目及方式來認

定結合事業的銷售金額。 

日本則依不同之結合交易型態制定各別之銷售金額門檻，另對於

大型企業如控股公司、金融產業之事業等再課予報告義務。韓國競

爭法規定，倘事業之結合符合各特定產業專法時，則免除事業之結

合申報義務。 

(七) 結合申報門檻有區分特定產業：美國、德國、奧地利、荷蘭、法國。  

美國就參與結合之事業於收購後符合一定要件者，再區分製造業

與非製造業，依近年公布之申報標準，其門檻標準並無不同。另就

其他特定產業規定部分，HSR Act第 7a條第 3 項規定以被豁免於結

合之例外交易作為規範，其中包括事業之結合須經其他聯邦機構許

可或特別產業另有規定者。 

而德國除了一般結合管制門檻外，對於平面出版產業或廣播電視

產業在銷售金額之計算上，給予特定乘數，並藉此乘數設定不同之

門檻，以平面出版產業之銷售金額 8 倍為例，倘符合下述結合門檻

標準者即須申報（即原門檻標準除以 8）：全球總營業額超過 6,250

萬歐元、一事業總營業額超過 312 萬 5 千歐元及另一事業總營業額

超過 62 萬 5 千歐元，均較原門檻標準為低41。德國雖未明確規定按

                                                 
41 Oppenhoff & Partner, “Newsletter Antitrust Law: Comprompise on 8th amend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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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制定不同之結合門檻，惟已透過計算乘數之方式而對於產業

分別規定其門檻標準。 

於奧地利，有關媒體業結合之營業額計算另有規定，媒體公司和

媒體服務的營業額必須乘以 200，媒體支援公司的營業額則乘以 20。 

於荷蘭，對於一些特定行業結合申報門檻另有規定，如信貸和金

融機構必須計算上一會計年度的收入項目，而非營業額；醫療保健

事業營業額之計算，係指所有結合事業的完整營業額，而非僅只是

提供醫療保健服務所實現的營業額；對於保險公司、高級養老機構

與養老保險基金，營業額必須以上一個會計年度的毛保費總額來計

算，其中對於養老保險基金結合管制部分，則另有更高金額的申報

門檻規範，即參與結合所有事業於上一會計年度，收取之毛保費總

額合計超過 5 億歐元，且參與結合的事業中，至少有兩家（含）以

上之事業個別向荷蘭國內居民收取之毛保費超過 1 億歐元，須申報

結合。 

於法國，事業結合除一般門檻外，有關零售業交易與事業於法國

海外領土交易則另有規定。有關零售業部分，參與結合所有事業於

上一會計年度全球營業額總計超過 7,500萬歐元，且參與結合的事業

中，至少有兩家（含）以上之零售事業於上一會計年度個別在法國

國內營業額超過 1,500萬歐元；有關於法國海外領土交易部分，參與

結合所有事業於上一會計年度全球營業額總計超過 7,500萬歐元，且

參與結合的事業中，至少有兩家（含）以上事業，於上一會計年度

個別在法國至少一海外領土營業額超過 1,500萬歐元，或零售業之營

業額超過 500萬歐元；前述已達申報門檻之結合案，如不屬於 EUMR

                                                                                                                                   
German Act against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 
https://www.oppenhoff.eu/en/added-value/newsletter/newsletter-archiv/articles/newsletter-antitr
ust-law-comprompise-on-8th-amendment-of-german-act-against-restraints-of-competition.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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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制範圍，則須向法國 FCA 申報。 

表表表表 2-1  國際間主要競爭法國家結合申報門檻規定摘要總覽國際間主要競爭法國家結合申報門檻規定摘要總覽國際間主要競爭法國家結合申報門檻規定摘要總覽國際間主要競爭法國家結合申報門檻規定摘要總覽 

採採採採

計計計計 
範範範範

圍圍圍圍 

國別國別國別國別 競爭法規競爭法規競爭法規競爭法規 結合門檻結合門檻結合門檻結合門檻 
折合折合折合折合 

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

（（（（元元元元）））） 

有無有無有無有無

區分區分區分區分

特定特定特定特定

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全

球 
韓國 

 
獨占管制

及公平交

易法施行

細則 
第 18條第

1 項及第 2
項 

(1)參與結合事業於全球

總資產或全年銷售金額

達 3,000億韓元（含）以

上，且 
(2)與其參與結合之他事

業，於全球總資產或全

年銷售金額達 300 億韓

元（含）以上。 

84.2億 
 
 
 
8.4億 

無 

美國 
 

HSR Act 
第 1 項 

(1)事業於收購後將持有

他事業全部有表決權股

份和總資產超過 3 億

5,990萬美元。 
(2)事業於收購後將持有

他事業全部有表決權股

份和總資產超過 9,000
萬美元但未超過 3 億

5,990萬美元，且符合下

列要件者：  
A.任何事業（收購者）

之總資產或年度淨銷售

額達 1 億 8,000 萬美元

（含）以上，而從事於

製造業之他事業（被收

購者）之年度淨銷售額

或總資產達 1,800 萬美

元（含）以上。  
B.任何事業（收購者）

之總資產或年度淨銷售

額達 1 億 8,000 萬美元

113.9億 
 
 
 
28.5億 
 
 
113.9億 
 
 
57 億 
 
 
 
 
 
5.7億 
 
57 億 
 
 

有；製

造業與

非製造

業另有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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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採採採

計計計計 
範範範範

圍圍圍圍 

國別國別國別國別 競爭法規競爭法規競爭法規競爭法規 結合門檻結合門檻結合門檻結合門檻 
折合折合折合折合 

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

（（（（元元元元）））） 

有無有無有無有無

區分區分區分區分

特定特定特定特定

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含）以上，而非從事

於製造業之他事業（被

收購者）之年度淨銷售

額或總資產達 1,800 萬

美元（含）以上。  
C.任何事業（收購者）

之總資產或年度淨銷售

額達 1,800萬美元（含）

以上，而任何他事業（被

收購者）之年度淨銷售

額或總資產達 1億 8,000
萬美元（含）以上。 

 
 
 
5.7億 
 
5.7億 
 
 
 
 
57 億 

國

內 
日本 

 
獨 占 禁 止

法 
第 10條第

2 項 

(1)參與結合事業（即股

份取得公司）及其所屬

企業集團之其他事業之

國 內 總 銷 售 金 額 超 過

200億日圓。 
(2)參與結合事業（即股

份發行公司或被取得股

份公司）及其子公司之

國內總銷售金額超過 50
億日圓。 
(3)合計參與結合事業取

得股份之表決權數及其

所屬企業集團之公司所

擁有股份之表決權數，

其總表決權數占股份發

行公司之總表決權數比

例超過 20%。 

59.8億 
 
 
 
 
14.9億 

無 

全

球 
+ 

歐盟 EUMR 
第 1條第 2
項及第 3

(1)第 2 項：參與結合所

有事業全球營業額總計

超過 50 億歐元；及結合

1,749億 
 
 

無 



27 
 

採採採採

計計計計 
範範範範

圍圍圍圍 

國別國別國別國別 競爭法規競爭法規競爭法規競爭法規 結合門檻結合門檻結合門檻結合門檻 
折合折合折合折合 

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

（（（（元元元元）））） 

有無有無有無有無

區分區分區分區分

特定特定特定特定

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國

內 
 

項 相關事業中至少 2 事業

於共同體境內之營業額

個別均超過 2 億 5,000
萬歐元。 
不符合第 2 項者，適用

第 3 項 
(2)第 3 項： 
A.參與結合所有事業全

球營業額總計超過 25億

歐元； 
B.各結合相關事業於至

少 3 個以上會員國境內

合併計算總營業額已超

過 1 億歐元； 
C.2 個以上結合相關事

業個別於 3 個以上會員

國境內之總營業額均已

超過 2,500萬歐元； 
D.2 個以上結合相關事

業個別於共同體境內總

營業額均超過 1億歐元； 
惟倘相關事業於共同體

境內之營業額有 2/3 數

額均在單一相同之會員

國境內獲得者，則不適

用歐盟結合管制規定。 

 
 
87.5億 
 
 
 
 
874.5億 
 
 
35 億 
 
 
 
8.7億 
 
 
 
35 億 

法國 FCC 
第 L.430-2
條第 1 項 

(1)參與結合所有事業全

球營業額總計超過 1 億

5,000萬歐元；及 
(2)2 或 2 以上之事業在

國 內 之 營 業 額 超 過

5,000萬歐元。 

52.5億 
 
 
17.5億 

有；零

售業與

海外領

土交易

則另有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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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採採採

計計計計 
範範範範

圍圍圍圍 

國別國別國別國別 競爭法規競爭法規競爭法規競爭法規 結合門檻結合門檻結合門檻結合門檻 
折合折合折合折合 

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

（（（（元元元元）））） 

有無有無有無有無

區分區分區分區分

特定特定特定特定

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荷蘭 DCA 

第 29條第

1 項 

參與結合所有事業全球

營業額總計超過 1 億

5,000萬歐元；至少 2 結

合事業國內的營業額超

過 3,000萬歐元。 

52.5億 
 
 
 
10.5億 

有；信

貸和金

融機構

等特定

行業另

有規

定。 
德國 GWB 

第 35條第

1 項 

第一組門檻： 
(1)所有參與結合事業全

球營業額總計超過 5 億

歐元；且 
(2)至少其中 1 家參與結

合事業，其在國內總營

業 額 超 過 2,500 萬 歐

元；且 
(3)另 1 家參與結合事業

國內營業額超過 500 萬

歐元。 
不符合第一組門檻者則

採第二組門檻： 
(1)所有參與事業的全球

總營業額超過 5億歐元； 
(2)1 家參與事業在德國

境 內 的 營 業 額 超 過

2,500萬歐元，但目標事

業或任何其他參與事業

在德國的營業額均未超

過 500萬歐元； 
(3)交易價值超過 4 億歐

元；和 
(4)收購目標在德國很活

躍（當地連結）。 

 
174.9億 
 
 
8.7億 
 
 
 
1.7億 
 
 
 
 
174.9億 
 
 
 
8.7億 
 
 
1.7億 
139.9億 

有；平

面出版

產業或

廣播電

視產業

另有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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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採採採

計計計計 
範範範範

圍圍圍圍 

國別國別國別國別 競爭法規競爭法規競爭法規競爭法規 結合門檻結合門檻結合門檻結合門檻 
折合折合折合折合 

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

（（（（元元元元）））） 

有無有無有無有無

區分區分區分區分

特定特定特定特定

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奧地利 KartG 

第 9 條 
(1)全球營業額總計超過

3 億歐元； 
(2)在國內營業額總計超

過 3,000萬歐元； 
(3)至少有兩家事業之每

年 全 球 營 業 額 皆 超 過

500萬歐元。 
事業結合有下列情形者

亦須申報： 
(1)所有相關事業在結合

前的上一個會計年度全

球營業額合計超過 3 億

歐元； 
(2)所有相關事業在結合

前的上一個會計年度國

內 營 業 額 合 計 超 過

1,500萬歐元； 
(3)交易價值超過 2 億歐

元； 
(4)被併購的事業活躍於

國內市場。 

104.9億 
 
10.5億 
 
1.75億 
 
 
 
 
104.9億 
 
 
 
5.2億 
 
 
 
70 億 

有；媒

體業另

有規

定。 

全 
球 
+ 
國 
內 
 

或 
國 
內 

中國 
大陸 

國 務 院 關

於 經 營 者

集 中 申 報

標 準 的 規

定 
第 3條第 1
項 

(1)參與結合所有事業全

球營業額總計超過 100
億元人民幣，並且其中

至少 2 事業在中國境內

的營業額均超過 4 億元

人民幣；或 
(2)參與結合所有事業在

中國境內的營業額總計

超過 20 億元人民幣，並

且其中至少 2 事業在中

國境內的營業額均超過

443.8億 
 
 
 
17.8億 
 
88.8億 
 
 
 
 

無 



30 
 

採採採採

計計計計 
範範範範

圍圍圍圍 

國別國別國別國別 競爭法規競爭法規競爭法規競爭法規 結合門檻結合門檻結合門檻結合門檻 
折合折合折合折合 

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

（（（（元元元元）））） 

有無有無有無有無

區分區分區分區分

特定特定特定特定

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4 億元人民幣。 17.8億 

國

內 
市

占

率 

澳洲 2010年競

爭及消費

者法令 
第 50 條 

結合之管制係採自願性

申報制度，依 ACCC 結

合處理原則，當參與結

合事業之產品具替代或

互補性，且結合事業之

市占率高於 20%時，則

須自願提出結合申報。 

採市占率

門檻，無營

業額門檻 

無 

新加坡 競爭法 
第 54 條 

新加坡採結合自願申報

制， 
(1)事業結合後的市占率

達 40%（含）以上。 
(2)事業結合後的市占率

介於 20%至 40%，且與

市場上前三大事業的市

占率合計達 70%（含）

以上。 

採市占率

門檻，無營

業額門檻 

無 

註：匯率換算依 2019/9/3臺灣銀行現金賣出價計算。1韓圜= 0.02806 新臺幣；1美元= 31.645

新臺幣；1 歐元= 34.98新臺幣；1 新加坡幣= 22.91新臺幣；1 人民幣= 4.438新臺幣；

1 日圓= 0.2988新臺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因應因應因應因應數位數位數位數位時代時代時代時代國際結合申報門檻最新發展國際結合申報門檻最新發展國際結合申報門檻最新發展國際結合申報門檻最新發展 

 

在數位時代（digital era）下，電子商務市場（E-commerce markets）變

化迅速且進入障礙相對較低，若依現有的結合管制制度，可能無法囊括未

來有害於市場競爭的事業結合案件，又電子商務市場中之常見情形為，儘

管事業結合後的交易價值（transaction value）很高，但銷售金額卻尚未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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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申報的門檻，收購公司可能會根據未來收入的前景高度重視被併購公

司的技術，亦可能因預期市場競爭降低，而將未來利潤增加的價值內部化

42。以 Facebook/WhatsApp案為例，Facebook於 2014年以 190億美元收購

WhatsApp，因當時 WhatsApp的營業額未達 1,000萬歐元，使得這項結合案

不在歐盟 EUMR 的管轄範圍內，顯示出 WhatsApp的收入於市場上並不能

代表其擁有 6 億用戶的競爭潛力43。諸如此類的問題已促使世界各國的一些

競爭法主管機關，研議是否將交易價值納入結合申報門檻的審查，使競爭

法主管機關能夠藉以調查收購價格超過一定門檻的結合案件，來管制數位

時代下的事業結合44。本節就近年來，針對數位時代下之結合管制門檻，先

後已有因應作為之國家做一整理。 

一一一一、、、、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2016年 9 月 28 日德國對其「限制競爭防止法（GWB）」實施一系

列修正案，此為 GWB 自 1958年成立以來的第九次修訂，其重大的改

革為額外增訂新的結合管制門檻：交易價值門檻。新增此門檻意在終

結「WhatsApp-gap」45，因數位經濟時代，新創事業結合案之營業額

可能尚未達到現有之結合申報門檻（如 Facebook收購 WhatsApp案）

46，但其收購行為可能會影響市場競爭，因此增訂交易價值門檻。 

                                                 
42 CCCS, Handbook on E-Commerce and Competition in ASEAN, 7-8 (2019) 
43 Martin Gassler, “Why the introduction of a new transaction-value jurisdictional threshold for 
the EUMR has been postponed, at least for now,” https://oxcat.ouplaw.com/page/775,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8/26. 
44 Ashurst,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digital era: a comparative guide,” 
https://www.ashurst.com/en/news-and-insights/legal-updates/comparative-guide-to-digital-comp
etition-policy/,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9/17. 
45 Freshfilelds Bruckhaus Deringer, “Germany merger control update: New merger control 
threshold will take into account the size of the transaction,” 
https://www.freshfields.com/en-gb/our-thinking/campaigns/digital/media--internet/germany-mer
ger-control-updat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6/20. 
46 交易價值門檻的支持者引用 Facebook/WhatsApp的案例作為此類案件的主要例子。當

Facebook試圖收購 WhatsApp時，該交易將不會在德國（執委會）公布。執委會最終對其

進行了審查，因為三個歐洲成員國的通知門檻已經達到，大多數情況下是憑藉市占率，因

此該交易才符合審查門檻轉交執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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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B 第九次修正於 2017年 6 月 9 日生效，修正後存有兩組結合

申報門檻。根據第一組門檻（改革後保持不變），事業結合若在上一個

會計年度有下列情形者，必須在完成結合前申報47： 

1. 所有參與事業的全球總營業額超過 5 億歐元； 

2. 一項參與的事業在德國境內的營業額超過 2,500萬歐元；和 

3. 至少還有一項事業在德國的營業額超過 500萬歐元。 

GWB 的第九次改革增加了另一組門檻，這些門檻管制不符合第一

組門檻的結合案件，試圖讓主管機關有權審查某些交易，特別是在快

速發展的數位經濟範疇。根據第二組門檻，事業結合若在上一個會計

年度有下列情形者，必須在完成結合之前申報48： 

1. 所有參與事業的全球總營業額超過 5 億歐元； 

2. 一家參與事業在德國境內的營業額超過 2,500萬歐元，但目標事業或

任何其他參與事業在德國的營業額均未超過 500萬歐元； 

3. 交易價值超過 4 億歐元；和 

4. 收購目標在德國很活躍（當地連結）。 

二二二二、、、、    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 

2017 年奧地利亦就結合管制門檻補充了基於交易價值的新增門

檻，新的制度於同年 11 月 1 日生效，旨在獲取尚未達到高額營業額的

收購目標，但卻具有顯著的競爭潛力，即事業結合雖未達營業額門檻，

但有下列情形者亦須申報49： 

                                                 
47 Freshfilelds Bruckhaus Deringer, “Merger Control,” 
https://gettingthedealthrough.com/area/20/jurisdiction/11/merger-control-germany/,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6/20. 
48 Bundeskartellamt, supra note 9; Section 35(1a) GWB.  
49 Federal Competition Authority, supra note 25; Section 9(4) KartG; ICLG.com, “Austria: 
Merger Control 2019,” 
https://iclg.com/practice-areas/merger-control-laws-and-regulations/austria,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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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相關事業在結合前的上一個會計年度全球營業額合計超過 3 億

歐元； 

2. 所有相關事業在結合前的上一個會計年度在奧地利國內營業額合計

超過 1,500萬歐元； 

3. 交易價值超過 2 億歐元； 

4. 被併購的事業活躍於奧地利國內市場。 

AFCA 局長 Theodor Thanner說：「交易價值門檻是處理數位化問

題的關鍵因素」50。由於德國與奧地利的結合管制門檻範圍相似，彼

此合作密切，於是 2018年 7 月 9 日德國與奧地利根據過去 12 個月的

實踐經驗以及與草案提交意見方廣泛討論，就新的交易價值門檻提出

了 聯 合 指 導 原 則 （ Guidance on Transaction Value Thresholds for 

Mandatory Pre-merger Notification (Section 35 (1a) GWB and Section 9 

(4) KartG)）51，確定了通知義務的關鍵因素是「為交易而支付的對價

價值（value of the consideration）」，交易各方有責任計算該價值，以決

定是否必須在德國或奧地利通知交易，即使未達到營業額門檻，並澄

清交易價值門檻實施以來許多待解釋的問題，例如：計算交易價值的

相關時間點是什麼？簽署和結束之間的價值變化如何處理？如何處理

僅在簽署後計算的交易價值的可變要素？等等52，該指導原則內容重

點整理於第三節。 

三三三三、、、、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50 Bundeskartellamt, “Joint guidance on new transaction value threshold in German and 
Austrian merger control submitted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Meldung/EN/Pressemitteilungen/2018/14_05_201
8_TAW.html?nn=3591568,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6/28. 
51 Bundeskartellamt, Guidance on Transaction Value Thresholds for Mandatory Pre-merger 
Notification (Section 35 (1a) GWB and Section 9 (4) KartG) (2018). 
52 Osborne Clarke, “Merger control in Germany: German and Austrian guidance on new 
transaction threshold,” 
https://www.osborneclarke.com/insights/merger-control-in-germany-german-and-austrian-guida
nce-on-new-transaction-threshold/,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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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CCCS）考量新興的商業模式、缺乏

清楚的地理界限、市場規模可伸縮性（Scalability）、更新周期短、動

態訂價等特質，使得競爭法主管機關針對電子商務相關案件進行經濟

分析時常面對諸多挑戰。為協助東協53競爭法主管機關因應電子商務

對市場競爭帶來的影響，CCCS遂於 2017年 8 月出版「東協國家之電

子商務與競爭法手冊」（Handbook on E-Commerce and Competition in 

ASEAN）供東協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參考，手冊中亦臚列電子商務相

關案件需掌握之分析重點，其中有關結合部分，則考慮結合後實體達

到臨界點（Tipping Point）、水平重疊與動態競爭問題、破壞性創新者

間之結合、營業額門檻與成交價格、結構面與行為面的矯正措施等層

面54。惟截至目前為止，並沒有東協國家在其結合制度內設有申報的

交易價值門檻55，為使東協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能夠審查可能導致長

期競爭減少的結合案件，未來則可能將交易價值門檻列入事業結合申

報的相關管制法令中56。 

四四四四、、、、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於 2017年 10 月，法國 FCA 針對現有的結合管制制度之優劣性，

研擬了幾項結合申報門檻可能做出的改革，以管制「殺手級收購（killer 

acquisitions）」［例如 Google或 Facebook等大型平臺，在小型草創事

業（指具有快速增長的用戶群和巨大的競爭潛力的事業）於市場上成

為其競爭對手前將之收購，以消滅這些小型草創事業的潛在競爭力，

但由於收購時的營業額很低，或甚至沒有營業額，因而無法落入結合

                                                 
53 東協為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之簡稱，

其國會員國為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汶萊、越南、寮國、緬甸與柬埔

寨，為東協十國。 
54 張宏浩、胡祖舜、陳浩凱、簡浩羽、陳淑芳，「舉辦『反托拉斯案件之經濟分析（Economic 
Analysis in Competition Enforcement）』國際反托拉斯區域研討會會議報告」，公平交易委員

會公務出國報告，12-13（2017）。 
55 CCCS, supra note 42, Paragraph 10.2.8. 
56 Id., paragraph 11.2.10 and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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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門檻範圍，可能導致市場競爭產生負面影響］。法國 FCA 提出的

建議包括： 

1. 引入與交易價值相關的新門檻，類似於德國或奧地利實施的門檻，

以管制涉及營業額很低或甚至無營業額、但卻具有重要市場地位或

潛力的事業之結合； 

2. 重新引入市占率門檻；或 

3. 創建一個混合系統，使法國 FCA 可在事業結合低於申報門檻的情況

下進行事後（ex post）干預，但仍可能會產生競爭問題57。 

法國 FCA考量是否需補充立法來解決數位經濟產業的高價值結合

問題後，於 2018年 6 月 7 日公告僅保留上述第三種方案，其中低於門

檻的結合案仍可以由法國 FCA 事後審查，但可能會導致競爭顯著減

少。法國 FCA 表示僅「非常有限的交易數量（a very limited number of 

transactions）」可能會受到交易價值門檻的影響，因交易價值門檻過於

狹隘且難以衡量，以致法國 FCA 無法解決目前尚未申報的所有可能存

在問題之結合案件。國際律師協會（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於

2017年 11 月批評以交易金額門檻的結合審查，律師團表示此類門檻

「可能會增加實際執行困難，並對法國 FCA 與私人事業造成重大的資

源後果，且沒有證據顯示於國家層面存在著重大的執法差距」。 

法國 FCA 認為目前的結合管制制度是「合理且符合目的」，因此

無須進行一般的立法改革，並聲明：「就目前情況而言，根據交易價值

建立一個新的結合管制類別，如最近在德國和奧地利的決策，對法國

經濟而並不適合」，即現有的結合申報門檻本身與其他國家競爭法主管

機關的制度是相符的，並由於區域競爭問題，適用於零售業中的特定

門檻亦屬合理。雖然法國 FCA 已停止遵守德國和奧地利的執法計畫，

                                                 
57 GCR, “France: Merger Control,” 
https://globalcompetitionreview.com/insight/europe-middle-east-and-africa-antitrust-review-202
0/1195108/france-merger-contro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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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不引入新的交易價值作為結合申報審查門檻，但考慮引入新的事

後結合管制制度，以針對數位經濟中的高價值交易（high-value 

deals），主動管制可能引發競爭問題之結合案件。於 2019年 1 月，法

國 FCA 已向政府提交立法提案以實施變更，擬議的改革將由法國政府

審查，以作為數位經濟下審查事業結合申報之參考58。 

五五五五、、、、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ACCC 於 2017年 12 月開始展開數位平臺調查（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下稱 DPI），研究數位平臺對傳統市場與數位經濟的影響，所

產生競爭與消費者法律之相關議題，並於 2018年 12 月發布最初報告、

2019年 6 月發布最終報告。為解決數位平臺之市場力量，有關大型數

位平臺（如 Google、Facebook等）結合部分，ACCC 於 DPI 報告中建

議澳洲聯邦政府應採取下列措施59： 

1. 改革結合法規（update to mergers legislation）： 

即 CCA 第 50(3)條應進行改革，包含收購是否會消除潛在競爭者、

取得資產（包括數據和技術）的性質和重要性等結合因素之明確性。 

2. 事先結合通知（advance notice of acquisitions）： 

要求大型數位平臺與 ACCC 簽訂自願協議，承諾將擬於澳洲進行的

任何結合計畫，應事先通知 ACCC，使 ACCC有充分時間審查。 

六六六六、、、、    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KFTC 於 2018年提議立法將交易價值引入新的結合申報門檻，以

管制對韓國市場具有潛在影響、但於韓國之銷售金額未達 300億韓元

結合申報門檻的重大交易，如 WhatsApp和 Microsoft-LinkedIn等結合

案件，惟這項立法提議尚待韓國國會（Korean National Assembly）審

                                                 
58 GCR, “France won’t use deal value thresholds,” 
https://globalcompetitionreview.com/article/1170320/france-won’t-use-deal-value-threshold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8/21. 
59 ACCC,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Preliminary Report, 10, 64 (2018); ACCC,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Final Report, 10, 10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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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通過。 

2019年 2 月 27日，KFTC 修訂「結合審查處理原則（Merger Review 

Guidelines）」，在結合審查過程中將「創新市場（innovative markets）」

和「資訊資產（information assets，例如大數據）」納入考量，明確定

義相關市場、計算市場集中度、審查與創新相關產業結合的反競爭影

響（anti-competitive effects）。依據修訂後的「結合審查處理原則」，當

一家事業在產品研發過程中收購另一家事業、或積累了大量資訊資產

時，即使收購事業在相關產業的外部市占率不大，這項事業結合仍可

考量創新市場中因「創新降低的影響（innovation reducing effects）」或

「資訊資產的壟斷（monopolisation of information assets）」所引起的反

競爭問題。因此，在審查創新產業（研發密集型產業）或資訊資產產

業（累積大量數據的產業，如行動通訊、社群網路、金融等）的結合

案件時，KFTC 可以考量創新市場的特徵，定義相關產業並審查反競

爭影響60。 

七七七七、、、、    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2018年 3 月 28 日，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下

稱執委會）執委Margrethe Vestager委任Jacques Crémer、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與 Heike Schweitzer等三位專家學者為歐盟特別顧問，研

究競爭政策數於位時代下如何因應與發展。2019年 4 月 4 日，執委會

發布了這三位顧問的最終報告「數位時代下的競爭政策（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該報告中描述了數位經濟的主要特徵（key 

characteristics）和挑戰，並就歐盟競爭法應用於平臺（platforms）、數

據 （ data） 數 位 與 技 術 「 殺 手 級 收 購 」（ digital and tech “killer 

                                                 
60 Chambers and Partners, “South Korea, Law and Practice,” 
https://practiceguides.chambers.com/practice-guides/merger-control-2019/south-korea/91-recent
-changes-or-impending-legislatio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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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sitions”），提出了一般性建議61。 

數位經濟的主要特徵為：1.極端規模收益（extreme returns to 

scale）：數位服務的生產成本，比服務的客戶數量還來得低；2.網路外

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特定技術或服務的每個用戶之有效性，

隨著用戶數量的增加而提升，使新的市場參進者難以說服個人用戶移

轉至其所提供的服務；3.數據的作用（the role of data）：技術的發展使

公司能夠收集、存儲和使用大量的數據。數據不僅是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對許多線上服務、製造

流程與物流有重要貢獻。這些特徵使數位經濟具有「經濟範疇

（economies of scope）」，使市場上現有廠商得以節省成本並鞏固其強

大的市場地位，導致新的市場參進者難以打敗現有廠商62。 

有關數位領域（digital field）結合管制部分，該報告著重於「殺手

級收購」，因為數位經濟下的草創事業（目標事業）營業額未達 EUMR

所訂定的 2,500萬歐元門檻，且這些草創事業通常在早期階段免費提

供服務以吸引用戶，從而產生網路外部性，一旦平臺獲得大量的用戶

群，就可以透過廣告將其服務貨幣化。然而，只有那些目前超出 EUMR

管轄範圍的結合案件才會引起關注，因為目標事業的收入與交易價格

不成比例，即收入並不能反映目標事業於市場上的競爭潛力63。因此

該報告認為「改變 EUMR 現有的管制門檻言之過早（it is too early to 

change the EUMR’s jurisdictional thresholds）」，並表示目前歐盟的轉介

                                                 
61 Bill Batchelor, Frederic Depoortere, Giorgio Motta, Ingrid Vandenborre, Stephane Dionnet & 
Thorsten C. Goetz,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 Advisers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Recommend Vigorous Enforcement and Adjustments to Established Concepts,”  
https://www.skadden.com/insights/publications/2019/04/competition-policy-for-the-digital-era,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8/28. 
62 Jacques Crémer, 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 & Heike Schweitzer,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 European Commission, 2-3 (2019). 
63 Martin Gassler, “Why the introduction of a new transaction-value jurisdictional threshold for 
the EUMR has been postponed, at least for now,” https://oxcat.ouplaw.com/page/775#31,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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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referral system）運作良好，應持續監測一些成員國（如德國、

奧地利）最近將交易價值列入門檻的成效，若未來出現系統性的管制

差距，修正 EUMR 門檻才可能較為合理64。依據 EUMR 第 4 條第 5

項，事業結合若涉及歐盟至少三個成員國的法規，可向歐盟提出轉介

請求，即該結合案應先交由歐盟審查65；然而，實際上轉介系統不但

複雜，行政程序也很繁瑣，也可能會因以交易價值為申報門檻的結合

案而降低法律明確性66。 

執委 Margrethe Vestager於 2019年 6 月 18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

ULB Competition Law演講中亦表示，面對數位化和全球化的挑戰，

有關事業結合申報門檻，要審查涉及市場關鍵經營者的所有交易，僅

靠營業額門檻可能並非最佳指標。因此執委會刻正研究此類問題，並

考慮是否採用如德國和奧地利新增與交易價值相關的額外門檻，惟低

於 歐 盟 結 合 申 報 門 檻 的 案 件 仍 可 轉 介 予 執 委 會 審 查 （ 例 如

Apple/Shazam案和 Facebook/WhatsApp案）67。 

八八八八、、、、    荷蘭荷蘭荷蘭荷蘭：：：： 

荷蘭政府考量數位平臺長期之市場支配地位，使中小企業和創業

公司等新事業難以進入市場，限制了事業的網路競爭力與消費者的選

擇自由。因此荷蘭經濟部（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limate 

Policy）於 2019年 5 月 27 日向眾議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提

出一項解決此一問題的政策，其中包括使交易價值成為結合申報門檻

                                                 
64 Jacques Crémer, 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 & Heike Schweitzer, supra note 62, 10. 
65 Aritcle 4(5) of EUMR: With regard to a concentration as defined in Article 3 which does not 
have a Community dimension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1 and which is capable of being 
reviewed under the national competition laws of at least three Member States, the persons or 
undertaking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2 may, before any notification to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inform the Commission by means of a reasoned submission that the concentration should be 
examined by the Commission… 
66 Supra note 63. 
67 Eurooean Commission, “Dealing with mergers in a digital age,”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commissioners/2014-2019/vestager/announcements/dealing-me
rgers-digital-age_e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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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荷蘭政府認為，計畫結合的大公司若其營業額超過一定法

定門檻，則必須向競爭法主管機關申報，然而此一結合門檻並不能阻

止主要平臺收購小公司，尤其是未來可能成為競爭對手的創新科技公

司，例如 WhatsApp和 Facebook之間的結合案，也沒有超過結合申報

門檻。荷蘭政府希望看到更嚴格的數位平臺監督和必要的事前干預，

以及適時應用競爭相關法令（例如將數據納入考量），並修訂包含交易

價值和營業額的結合申報標準（結合管制），使數位平臺更難以收購未

來可能成為競爭對手的小型創業公司。由於大型數位平臺活躍於整個

歐盟地區，而每個歐盟國家的規定卻都無法有效解決這個問題，因此

荷蘭政府希望於歐盟層面也能將此一結合申報門檻納入考量68。 

九九九九、、、、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2019年 10 月，JFTC提議當事業結合總交易價值超過 400億日圓，

且該結合案會影響日本消費者時，應申報結合，以因應近年來盛行的

數位市場交易。JFTC亦表示，即使交易不符合當前法定申報門檻的結

合案件，事業也應提供相關文件並進行結合審查。為確保事業結合是

否會對日本消費者產生影響，JFTC建議事業交易如符合以下三個條件

中的任何一項，應主動申報：事業總部或研發總部位於日本、目標事

業是否針對日本消費者進行銷售活動、或被收購事業在日本的銷售金

額超過 1 億日圓。 

這項提案旨在審查與平臺業務相關的結合，包括根據全球潮流進

行的各種與創新相關的結合審查，亦說明 JFTC 如何考量涉及多邊市

場、網路效應、交換成本和大數據等與數位經濟有關的競爭影響。當

平臺在「具有多個不同用戶群的多邊市場」中為其服務提供「場所」

                                                 
68 Government of the Netherlands, “Dutch government: change competition policy and merger 
thresholds for better digital economy,” 
https://www.government.nl/latest/news/2019/05/27/dutch-government-change-competition-polic
y-and-merger-thresholds-for-better-digital-economy,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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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將決定每個用戶群的市場定義，再依據多邊市場的特徵，確定相

關事業結合將如何影響競爭。JFTC更進一步表示，儘管在傳統的赫芬

達爾－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指標下，對競

爭的影響有限，但水平結合仍應受到審查，此類情況包括具有「基於

競爭目的之特定重要資產（如數據或知識財產權等）」的事業結合。該

項提案符合全球趨勢，也借鑒韓國 KFTC 於 2019年 2 月的修正案，

惟該提項案仍待日本國會審議通過69。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一一一一、、、、    多數國家多數國家多數國家多數國家結合管制結合管制結合管制結合管制為單一銷售金額門檻且併為單一銷售金額門檻且併為單一銷售金額門檻且併為單一銷售金額門檻且併採採採採國內及全球國內及全球國內及全球國內及全球銷售金額銷售金額銷售金額銷售金額

門檻門檻門檻門檻 

揆諸外國結合管制門檻，依市占率、銷售金額、是否區分特定產

業等條件，多數國家採單一銷售金額門檻，採市占率門檻仍有澳洲及

新加玻。進一步探究採計單一銷售金額門檻的國家，則多併採國內及

全球銷售金額門檻，包括歐盟、法國、荷蘭、德國、奧地利、中國大

陸等。至於是否針對特定產業另訂結合申報門檻，各國情形不一，係

以該國國情及產業狀況來決定。 

二二二二、、、、    多數國家對多數國家對多數國家對多數國家對於於於於是否新增交易價值門檻是否新增交易價值門檻是否新增交易價值門檻是否新增交易價值門檻以因應數位產業結合以因應數位產業結合以因應數位產業結合以因應數位產業結合仍持仍持仍持仍持觀望觀望觀望觀望

態度態度態度態度 

綜觀國際間對數位時代下之結合管制，德國和奧地利已在其結合

管制法令中新增「交易價值」門檻，以網羅低於結合申報門檻的殺手

級收購，2017年 5 月起若事業結合之交易價值於德國超過 4 億歐元或

於奧地利超過 2 億歐元，則須向當地競爭法主管機關申報，德國與奧

                                                 
69 GCR, “Japan revises merger notification guidance for digital economy,” 
https://globalcompetitionreview.com/article/1209332/japan-revises-merger-notification-guidance
-for-digital-economy,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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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並於 2018年 7 月 9 日就新的交易價值門檻發布聯合指導原則，解

釋了交易價值門檻實施以來的許多不確定性，重點如下： 

(一) 對價價值（Value of the consideration）：即賣方因結合從買方獲得的

所有資產和其他貨幣利益，資產包括所有現金支付、投票權、證券、

有形和無形資產等等70。決定對價價值的相關日期（relevant date）為

交易完成日71。 

(二) 大量的國內業務（Substantial domestic operations）：僅當目標事業在

德國或奧地利具有大量國內業務時，才適用新的門檻，並以目標的

活動是否具有當地連結（local nexus）、是否具有市場導向（market 

orientation）、是否夠重要（significant）等來判斷72。 

(三) 重要的國內活動（Significance of domestic activities）73：目標的國內

活動也必須夠「重要」，才能落入新的門檻。例如一項 app 每月用

戶數在德國超過 100 萬、在奧地利超過 7 萬時，即構成重要的國內

活動74。 

該指導原則亦說明，德國和奧地利可能對同一件事實持不同意見，建

議應事先通知，並在必要時進行預防性通知75。 

另新加坡、荷蘭和日本等國家也刻正考慮是否新增交易價值門

檻；然而，歐盟的顧問報告則建議執委會應先觀望，看看德國和奧地

利實施的交易價值門檻成效如何，也敦促執委會應保持警惕，並考量

                                                 
70 Bundeskartellamt, supra note 51, 3-5. 
71 Id., 9. 
72 Id., 19-28. 
73 Id., 23-26. 
74 Id., 25-26. 
75 Latham & Watkins, “Germany and Austria Release Guidance on New Size-of Transaction 
Test in Merger Control,” 
https://www.lw.com/thoughtLeadership/lw-germany-austria-release-guidance-on-new-size-of-tra
nsaction-test-in-merger-contro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9/18;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New merger control guidelines for transaction value thresholds in Austria and Germany,” 
https://www.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new-merger-control-guidelines-for-transaction-
value-thresholds-in-austria-and-germany/,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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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此類結合法規是否可能損害競爭。法國則認為其目前的結合管制

制度是合理且符合目的，決定不引入新的交易價值作為結合申報審查

門檻，但考慮引入新的事後結合管制制度。而韓國雖曾出現將交易價

值引入新的結合申報門檻之立法提議，惟至今仍尚待韓國國會審議，

僅先修訂結合審查處理原則，在結合審查過程中將「創新市場」和「資

訊資產」納入考量；日本隨後也參考韓國之修訂結合審查處理原則，

刻正研修審查與平臺業務相關的結合規範。至於澳洲，ACCC 的報告

則建議針對 Facebook或 Google等大型平臺所量身制定的提案，於澳

洲開展任何的結合活動應事先通知 ACCC，使 ACCC 有充分時間審查

76。因此，數位時代下之結合管制，僅靠營業額門檻已無法涵蓋殺手

級收購案件，究竟要如何管制那些營業額低、但收購行為可能會影響

市場競爭的數位產業結合案件，此類議題近年來已成為國際趨勢，採

取新增交易價值門檻對部分國家而言或許能解決此一問題，但大多數

國家對是否新增交易價值門檻仍持觀望或保留態度。 

                                                 
76 James Panichi & Laurel Henning, 
“Silicon Valley, regulators brace for Australia’s digital platforms report,” 
https://mlexmarketinsight.com/insights-center/editors-picks/antitrust/cross-jurisdiction/silicon-v
alley,-regulators-brace-for-australias-digital-platforms-report,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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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我國結合申報門檻之演進發展我國結合申報門檻之演進發展我國結合申報門檻之演進發展我國結合申報門檻之演進發展 

 

結合管制規範為競爭法領域重要之一環，事業結合可能導致市場過度

集中，造成市場被少數事業壟斷，導致減少或阻礙競爭或損及交易相對人

利益之情事，因此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莫不對事業結合寄予高度關注。然

而競爭法並非對所有之企業結合均加以規範，為兼顧鼓勵中小企業合併以

達經濟規模之政策及機關行政成本考量，各國均設有申報門檻規定，僅對

達到一定規模之事業結合予以規範，我國亦不例外。我國公平法於 80 年 2

月 4 日訂定之時即訂有申報門檻規定，採「市占率」與「銷售金額」併行

之雙門檻制，其中市占率門檻自訂定以來並無修正，而銷售金額門檻隨著

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變化，迄今業已進行五次門檻修正作業，以下謹就我

國結合申報門檻之演進發展擇要分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公平法公平法公平法公平法 80 年年年年公布公布公布公布至至至至 91 年年年年間間間間結合申報門檻訂定與修正情結合申報門檻訂定與修正情結合申報門檻訂定與修正情結合申報門檻訂定與修正情

形形形形 

 

一一一一、、、、    80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4 日日日日訂定結合申報門檻規範訂定結合申報門檻規範訂定結合申報門檻規範訂定結合申報門檻規範，，，，並於並於並於並於 81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公告銷售公告銷售公告銷售公告銷售

金額門檻為新臺幣金額門檻為新臺幣金額門檻為新臺幣金額門檻為新臺幣 20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一一一一) 公告事項公告事項公告事項公告事項：：：： 

「參與公平交易法所稱結合之一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

額超過新臺幣貳拾億元者，於事業結合時，應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申請許可。」 

(二二二二) 緣起緣起緣起緣起77：：：： 

                                                 
77 公平會網站，「80.02.04公平交易法制定條文說明」，

https://www.ftc.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11898，最後瀏覽日期:201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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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自 80 年 2 月 4 日公布，81 年 2 月 4 日施行。為防止因事

業結合可能造成之弊害，公平法於訂定之初即於該法第 11 條規定事業

結合時市占率達一定百分比或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占率、或銷售金

額超過一定比例或數額，應向中央主管機關（即行政院公平會）申請

許可，由中央主管機關負事前審核之責。 

惟事業結合達於何種程度始須事前審核，因各國產業結構不同，

各國所訂標準不一，以我國當時經濟情況而言，事業結合時之市占率

不宜過低，故第一款規定，其市占率達三分之一；第二款規定，參與

結合之一事業其原有之市占率四分之一者，始應申請許可。第三款係

對前二款之補充規定，為免於占有率計算上之偏失，且因銷售金額可

能隨經濟情況之榮枯有所變動，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依實際情況訂定

之。 

另為使事業於申請結合時有所遵循，爰於第 11 條第 2 項明定市占

率達一定比例之事業，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當時（80 年 2 月 4 日）條文規定如下： 

「第十一條 事業結合時，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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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之一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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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占有率達五分之一之事業，由中央主管機關定期公告之。 

中央主管機關收受第一項之申請，應於二個月內為核駁之決定。」 

(三三三三) 公平會經研析，有關結合申報之銷售金額門檻，經提公平會 81 年 3

月 25 日第 20 次委員會議討論通過，決議：公平法所訂公告事項中，

有關事業結合，應申請許可之銷售金額標準訂為新台幣 2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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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第一次修正第一次修正第一次修正第一次修正：：：：88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20 日公告銷售金額門檻為日公告銷售金額門檻為日公告銷售金額門檻為日公告銷售金額門檻為 50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一一一一) 公告事項公告事項公告事項公告事項：：：： 

「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一日起，參與公平交易法所稱結合之

一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伍拾億元者，於事業

結合時，應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申請許可。」 

(二二二二) 修正緣起修正緣起修正緣起修正緣起：：：： 

由於在審查辨理商店申請結合案時，多因參與結合之一事業達到

銷售金額門檻，而使展店數量擴充甚快之便利商店，頻頻向公平會提

出許可申請，因而於 87 年 5 月 6 日第 339次委員會議決議，不僅對此

類案件由「個案審查」改為「批次審查」，且附帶決議，對銷售金額申

報門檻進行檢討；同時，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於「政府再造業界座談

會」中亦反映，隨經濟之發展，廠商銷售金額日漸增加，公平法現行

以銷售金額 20 億元作為結合門檻之規定，實已無法反映經濟現況，應

即檢討提高，以免延誤商機，並可減輕主管機關之負荷78。 

(三三三三) 公平會經研析，有關公平會銷售金額結合門檻是否有修訂之必要，經

提公平會 87 年 12 月 30 日第 373次委員會議通過並決議「為因應國

內經濟及產業規模之變動，並順應國內外解除管制之趨勢，本會公告

事業結合應向本會申請許可之銷售金額最低標準（結合門檻） 由目

前之 20 億元修訂提高為 50 億元，自 88 年 2 月 1 日開始施行…」。 

三三三三、、、、    88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3 日日日日－－－－刪除公告刪除公告刪除公告刪除公告市占率市占率市占率市占率達五分之一之事業達五分之一之事業達五分之一之事業達五分之一之事業，，，，實際門檻未修正實際門檻未修正實際門檻未修正實際門檻未修正 

依 80 年公布之公平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市占率達五分之一之

事業，由中央主管機關定期公告之。按定期公告之立法目的，原在使

事業符合結合之申請許可要件者，有所遵循，具有警示之作用。惟實

施以來，發現公告市占率（五分之一）與法定須申請許可之占有率（四

                                                 
78 陳俊廷，我國結合規範之研究:以審理程序及實體標準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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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尚有差距，致預警效果不大。又公告資料為全國性市場資料，

實際案件若處於區域市場時，易生適用上之問題。爰配合第 10 條修法

刪除第 2 項「獨占之事業，由中央主管機關定期公告之。」規定，刪

除第 11 條第 2 項公告之規定79。 

本次修法，僅刪除公告市占率達五分之一之事業，實際結合申報

門檻並無修正。 

四四四四、、、、    91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公告銷售金額結合申報門檻改採雙門檻制公告銷售金額結合申報門檻改採雙門檻制公告銷售金額結合申報門檻改採雙門檻制公告銷售金額結合申報門檻改採雙門檻制，，，，並就金並就金並就金並就金

融機構事業及非金融機構事業分別訂定結合門檻融機構事業及非金融機構事業分別訂定結合門檻融機構事業及非金融機構事業分別訂定結合門檻融機構事業及非金融機構事業分別訂定結合門檻。。。。 

(一一一一) 公告事項公告事項公告事項公告事項：：：： 

「一、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向本會提出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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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或其具控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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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 修正緣起修正緣起修正緣起修正緣起80：：：： 
                                                 
79 公平會網站，「88.02.03 公平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https://www.ftc.gov.tw/upload/b7d33aaf-a190-4905-b628-71b7270c42ed.pdf，最後瀏覽日

期:2019/10/22。 
80 公平會網站，「91.02.06公平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https://www.ftc.gov.tw/upload/2390e17c-17a5-44c9-bd27-d47cb981be71.pdf，最後瀏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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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銷售金額結合申報門檻之修正，主要係配合 91 年公平法修法

所為必要之修正。按公平法於 91 年 2 月 6 日修正部分條文，修法重點

之一係因應產業結構調整及我國現階段經濟環境的需求，兼顧市場競

爭機制的維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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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共識，爰參酌國外競爭法有關結合管制的立法例，擬具結合修正條

文，以符合國際管制潮流並建立公平合理的競爭機制。 

當時公平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原規定，參與結合之「一事業」

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公平會所公告之金額（50 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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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公平法結合管制之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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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參考國外立法例所採雙重門檻之制，由主管

機關對於參與結合事業之銷售金額門檻分別公告，要求結合雙方之銷

售金額均須達到一定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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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鑑於國內金融機構 50 億元之標準下，幾乎每一家之銷售金額均

跨過門檻，從而造成渠等間所為之結合，均無法豁免於中央主管機關

之審查，管制上有過密之爭議。爰修法於第 2 項增列中央主管機關得

就金融機構事業與非金融機構事業之銷售金額分別公告之。 

依據上開修法內容，公平會所公告事業結合應提出申報之銷售金

額標準需配合檢討修正，並就金融機構事業與非金融機構事業分別訂

定門檻標準。 

 

 

                                                                                                                                   
期:201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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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1  91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6 日公平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日公平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日公平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日公平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現行條文現行條文現行條文    

第十一條 事業結合時，有左列情形

之一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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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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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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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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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三項但書

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者，事業得

逕行結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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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事業結合時，有左列情形

之一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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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之一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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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央 主管 機 關收 受前項 之 申

請，應於二個月內為核駁之決定。 

 

資料來源：公平會網站，「91.02.06 公平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https://www.ftc.gov.tw/upload/2390e17c-17a5-44c9-bd27-d47cb981be71.pdf，最後瀏覽日

期:201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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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有關修訂銷售金額結合門檻一案，經公平會 91 年 1 月 31 日第 534次

委員會議決議通過，非金融機構事業高門檻訂為 100億元，金融機構

事業高門檻訂為 200億元，兩者低門檻均為 10 億元，並於 91 年 2 月

25 日公告周知在案。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公平公平公平公平法法法法 92 年以後年以後年以後年以後擬刪除市占率門檻及增擬刪除市占率門檻及增擬刪除市占率門檻及增擬刪除市占率門檻及增訂訂訂訂全球銷售金額全球銷售金額全球銷售金額全球銷售金額

門檻之歷程門檻之歷程門檻之歷程門檻之歷程與修正情形與修正情形與修正情形與修正情形 

 

一一一一、、、、    104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9 日日日日－－－－因應因應因應因應公平法公平法公平法公平法修法修法修法修法，，，，檢討調高銷售金額門檻檢討調高銷售金額門檻檢討調高銷售金額門檻檢討調高銷售金額門檻，，，，非金融非金融非金融非金融

機構事業高門檻調為機構事業高門檻調為機構事業高門檻調為機構事業高門檻調為 150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金融機構事業高門檻調為金融機構事業高門檻調為金融機構事業高門檻調為金融機構事業高門檻調為 300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兩者低門檻均調為兩者低門檻均調為兩者低門檻均調為兩者低門檻均調為 20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溯及自溯及自溯及自溯及自 104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6 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 

(一一一一) 公告事項公告事項公告事項公告事項：：：： 

「一、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本會提出申報： 

(一)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非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

超過新臺幣一百五十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

年度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二十億元者。 

(二)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

過新臺幣三百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

售金額超過新臺幣二十億元者。 

二、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所稱銷售金額，係指事業於我國領域內之

銷售金額。 

三、參與結合事業為金融機構事業及非金融機構事業時，即應適用

非金融機構事業之銷售金額標準。 

四、本公告事項所稱金融機構事業，指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四條之金

融機構、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條之金融控股公司。 

五、金融機構事業銷售金額之認定，銀行業以『公開發行銀行財務



 51 

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綜合損益表之『淨收益』數據認定其銷售

金額；金融控股公司以『金融控股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

定綜合損益表之『淨收益』數據認定其銷售金額；證券商以『證

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綜合損益表之『收益』數據認定

其銷售金額；保險業以『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綜合

損益表之『營業收入合計』數據認定其銷售金額。 

六、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

之認定，採下列計算方法： 

(一)參與結合之事業有實足一年之上一會計年度者，依其所提會計

年度期間計算其銷售金額。 

(二)參與結合之事業不足一年之上一會計年度者，按實際營業期間

之月份相當全年十二個月之比例換算其銷售金額，其上一會

計年度之銷售金額為：（實際營業期間之銷售金額/實際營業期

間之月份）x12」 

(二二二二) 修正緣起修正緣起修正緣起修正緣起：：：： 

本次修正亦係配合公平法修法所為必要之修正。為因應國內外社

經環境之快速變化，公平會自 92 年起積極推動公平法修法工作，經過

十餘年的努力，「公平交易法」修正案於 104年 1 月 22 日經立法院三

讀通過，並於 2 月 4 日經總統公布施行。該次修法是對公平法作全面

檢視及修正，是該法立法二十餘年以來範圍最廣、規模最大，也影響

最深之修法。 

其中在結合方面，公平法第 11 條第 1、2、6 項分別規定「事業結

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一、事業因結

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

有率達四分之一。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

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前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應將與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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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受同一

事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之銷售金額一併計入，其計算方法

由主管機關公告之。」、「第一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得由主管機關擇

定行業分別公告之。」 

依公平法修正條文對照表81說明，鑒於結合管制目的係監督及防範

事業透過與他事業之結合而形成或強化其支配市場之力量，為有效規

範市場經濟力之集中現象，結合申報門檻應併計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

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

制之從屬關係事業，而不受限於組織外觀形式，始能顯現參與結合事

業之真正規模，以正確評估經濟上具一體性事業之市場力量。至於應

以全球或僅限於國內之銷售金額為併計基礎及其計算方法，則授權由

主管機關公告之。另參酌外國立法例如美國及德國均有區分行業別而

定結合申報門檻之彈性規定，為避免實際上於特定產業具獨占、寡占

地位之事業因銷售金額未達結合門檻而無法納入管制之弊，爰修正為

得由主管機關得擇定行業分別公告結合之銷售金額門檻。 

依據上開修法內容，公平會有必要檢討修正銷售金額結合申報門

檻，並研議擇定何種行業分別公告。 

(三三三三) 本案經公平會 104年 2 月 11 日第 1214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非金融

機構事業高門檻為 150億元，金融機構事業高門檻為 300億元，兩者

低門檻均為 20 億元。事業結合應申報之銷售金額標準之計算方法，

以事業於我國領域內之銷售金額為限。 

二二二二、、、、    105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2 日增列全球銷售金額門檻日增列全球銷售金額門檻日增列全球銷售金額門檻日增列全球銷售金額門檻，，，，並刪除原公告第二點並刪除原公告第二點並刪除原公告第二點並刪除原公告第二點「「「「公平公平公平公平

交易法第十一條所稱銷售金額交易法第十一條所稱銷售金額交易法第十一條所稱銷售金額交易法第十一條所稱銷售金額，，，，係指事業於我國領域內之銷售金額係指事業於我國領域內之銷售金額係指事業於我國領域內之銷售金額係指事業於我國領域內之銷售金額。」。」。」。」 

(一一一一) 公告事項公告事項公告事項公告事項：：：： 

                                                 
81 公平會網站，「104.2.4公平交易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https://www.ftc.gov.tw/upload/4a035120-41a7-455c-9733-67ced29b6ccf.pdf，最後瀏覽日

期:201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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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事業結合應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標準及計

算方法』 

一、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本會提出申報： 

(一)參與結合之所有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全球銷售金額總計超過

新臺幣四百億元，且至少二事業，其個別上一會計年度國內

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二十億元。 

(二)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非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

金額超過新臺幣一百五十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

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二十億元者。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

額超過新臺幣三百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

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二十億元者。 

二、參與結合事業為金融機構事業及非金融機構事業時，即應適用

非金融機構事業之銷售金額標準。 

三、本公告事項所稱金融機構事業，指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四條之金

融機構、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條之金融控股公司。 

四、金融機構事業銷售金額之認定，銀行業以『公開發行銀行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綜合損益表之『淨收益』數據認定其銷售

金額；金融控股公司以『金融控股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

定綜合損益表之『淨收益』數據認定其銷售金額；證券商以『證

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綜合損益表之『收益』數據認定

其銷售金額；保險業以『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綜合

損益表之『營業收入合計』數據認定其銷售金額。 

五、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

之認定，採下列計算方法： 

(一)參與結合之事業有實足一年之上一會計年度者，依其所提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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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期間計算其銷售金額。 

(二)參與結合之事業不足一年之上一會計年度者，按實際營業期間

之月份相當全年十二個月之比例換算其銷售金額，其上一會

計年度之銷售金額為：（實際營業期間之銷售金額/實際營業期

間之月份）x 12」 

(二二二二) 修正緣起修正緣起修正緣起修正緣起：：：： 

本次修正緣起於 104 年 9 月公平會處理「旭思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與立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結合」請釋案，經審查委員批示：「現行銷售

金額標準及計算方法之規定所稱我國領域內文字似不夠明確，致事業

與業務單位、法務處解讀各有不同，建議衡酌產業特性與結構，修改

文字內容，避免各界誤解，徒生爭議。」爰進行相關檢討作業。 

(三三三三) 本案經公平會 105年 9 月 21 日第 1298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增列全

球銷售金額門檻，即參與結合之所有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全球銷售

金額總計超過新臺幣 400億元，且至少二事業，其個別上一會計年度

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20 億元應向公平會提出申報，並刪除原公

告第二點「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所稱銷售金額，係指事業於我國領域

內之銷售金額」。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一一一一、、、、    「「「「經濟成長率經濟成長率經濟成長率經濟成長率」」」」及及及及「「「「維持管制密度維持管制密度維持管制密度維持管制密度」」」」為公平會調整銷售金額門檻標準為公平會調整銷售金額門檻標準為公平會調整銷售金額門檻標準為公平會調整銷售金額門檻標準

主要考量因素主要考量因素主要考量因素主要考量因素 

公平會銷售金額訂定及歷次修正考量因素彙整如表 3-3。在訂定銷

售金額門檻，公平會參考因素包括:其他國家所訂標準及其經濟規模、

國內產業規模、事業銷售金額資料及家數統計及公告獨占事業之銷售

金額。惟外國企業規模與企業分布與我國並不相同，一般而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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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企業規模相較於我國為大，大企業所占比重亦較我國為高，我國

中小企業所占比重則高達 98%，故國外標準尚難直接引用。是公平會

銷售金額門檻的訂定，以我國產業規模及事業銷售額、公告獨占事業

之銷售金額為主要參採因素。之後 88 年、91 年及 104年銷售金額的

修正調整，主要以產業規模、經濟成長率（GDP的成長幅度）及維持

管制密度為主要考量因素。而在 105年增訂全球銷售金額門檻，其門

檻金額之訂定，主要係參採其他國家金額，並輔以歷年結合案件審理

情形，以維持過去管制密度之考量，訂定全球銷售金額 400億元門檻。 

從上可知，銷售金額門檻標準隨經濟情況之發展而做調整，並維

持一定之管制密度，係公平會修訂銷售金額門檻一貫且重要的主張。

而在國外，如第二章所述，美國係單純依 GNP每年調整銷售金額申報

門檻，操作上或許較為明確簡單，惟我國與美國國情不同，企業規模

大小亦不同，結合門檻規定亦不同（美國為全球銷售金額制，我國則

為市占率與銷售金額雙門檻制），在考慮法律的穩定性、管制密度的

維持以及我國現行仍有市占率門檻規定可供規循下，我國結合門檻應

配合國內經濟發展狀況調整，但無每年公告調整銷售金額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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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  公平會銷售金額門檻標準訂定及歷次修正考量因素彙整表公平會銷售金額門檻標準訂定及歷次修正考量因素彙整表公平會銷售金額門檻標準訂定及歷次修正考量因素彙整表公平會銷售金額門檻標準訂定及歷次修正考量因素彙整表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訂定訂定訂定訂定/修正內容修正內容修正內容修正內容 主要考量因素主要考量因素主要考量因素主要考量因素 

1 81年 4 月 1 日訂定銷

售金額門檻為新臺幣

20 億元 

1.其他國家所訂標準及其經濟規模。 

2.財政部正式統計事業銷售金額資料及家數統

計。 

3.我國產業規模大小分布狀況。 

4.預定公告為獨占事業之銷售金額資料。 

2 88年 1月 20日修正銷

售金額門檻為 50億元 

1.參考各國資料依總體經濟規模倍數折算。 

2.經濟成長率。 

3.原 81 年之相對標準。 

3 91年 2 月 25 日-銷售

金額門檻改採雙門檻

制，非金融機構事業

高門檻為 100 億元，

金融機構事業高門檻

為 200 億元，兩者低

門檻均為 10 億元： 

1.參考國外立法例，採雙門檻制。 

2.國內營利事業銷售金額分布情形。 

3.高門檻依銷售金額計算市占率，並以市占率

1/4 的金額作為訂定之參考。 

4.低門檻依施行細則不列入獨占事業認定範圍

之銷售金額（10 億元），作為訂定之參考。 

4 104年 3 月 9 日-修正

非金融機構事業高門

檻 150 億元，金融機

構事業高門檻 300 億

元，兩者低門檻均調

為 20 億元： 

1.我國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幅度。 

2.前次（91 年）公告結合申報門檻方式。 

3.產業規模及管制密度。 

5 105年 12 月 2 日增列

全球銷售金額門檻 

1.其他國家之全球銷售金額標準。 

2.管制密度-公平會歷年審理結合申報案件、附

加負擔不禁止結合案件、禁止結合案件情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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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保留市占率門檻保留市占率門檻保留市占率門檻保留市占率門檻，，，，可解決擇定特殊業別銷售金額門檻之難題可解決擇定特殊業別銷售金額門檻之難題可解決擇定特殊業別銷售金額門檻之難題可解決擇定特殊業別銷售金額門檻之難題 

104 年公平法修法，在結合相關議題方面，公平會原有意刪除易

生爭議的市占率門檻標準，改採銷售金額作單一申報門檻，銷售金額

由主管機關擇定行業分別公告之。 

雖然立法院最後通過修法版本，係保留市占率門檻規定，公平會

也因此維持現行金融/非金融雙門檻制度，僅配合經濟情勢變遷及修法

併計關係企業銷售金額，調整銷售金額門檻標準。然擇定特殊業別另

行公告銷售金額門檻，仍是結合議題一個重要且複雜的議題，公平會

仍應予以重視。 

依照 ICN 於 2008年公布之「設定結合申報門檻」報告82針對採用

一般門檻或行業特殊門檻部分，曾提出建議略以「…任何偏離一般門

檻而改採產業別門檻將會產生負面風險，而需要和其所潛在利益仔細

權衡。特別是此一系統（產業別門檻）將會減損法律之明確性，同時

如何擇定產業並適用較低銷售金額門檻亦難設計出原則一致之方

法」。另據第二章研究，結合申報門檻有區分特定產業之國家並不多，

有美國、德國、奧地利、荷蘭、法國，其擇定之產業別數目亦均有限，

且所擇定產業均為對於經濟、社會價值、公共利益具有重要性，且與

該國之經濟環境及社會文化背景有高度關聯。因此銷售金額門檻之設

計，應以一般銷售金額門檻為原則，產業別銷售金額門檻應為例外且

數量不宜過多。 

公平會倘刪除市占率門檻標準，須另行公告產業銷售金額門檻。

惟實務上，我國經濟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根據《2019年中小企業白

皮書》發布資料顯示，2018年臺灣中小企業家數為 146萬 6,209家，

占全體企業 97.64%。此外，依公平會內部蒐集資料，102年有高達 84

                                                 
82 ICN,“Setting Notification Thresholds for Merger Review,” 
http://old.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uploads/library/doc326.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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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細項行業存有市占率超過 25%但營業額未達 100億元之事業情事。

因此倘公平法修法刪除市占率門檻標準，僅保留銷售金額門檻，將有

許多產業存有具相當市占率之事業其銷售金額未達銷售金額門檻而無

須申報情形，是否造成結合管制之疏漏或執法過於寬鬆，不無疑義。

雖然市占率常有資料取得困難，難以精確估計、不夠明確等爭議，然

就我國國情（經濟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市占率門檻仍有存在之必要。

況且市占率之高低係依個別事業之銷售值（量）計算而得，因此，對

個別產品市場之銷售金額大小實已在占有率門檻標準有所規範，保留

市占率門檻，自無須再另依個別產業訂定不同的銷售金額標準，亦可

解決該擇定何種產業公告銷售金額及金額門檻高低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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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105 年年年年 12 月銷售金額門檻修正後結合申報案件月銷售金額門檻修正後結合申報案件月銷售金額門檻修正後結合申報案件月銷售金額門檻修正後結合申報案件

受理與審理情形之實務探討受理與審理情形之實務探討受理與審理情形之實務探討受理與審理情形之實務探討    

 

我國公平法結合銷售金額申報門檻，自 81 年公告單一門檻 20 億元迄

今，歷經幾次修法改變，較大變革包括 91 年公告銷售金額結合申報門檻改

採雙門檻制，並就金融機構事業及非金融機構事業分別訂定結合門檻；104

年調高銷售金額門檻以及 105年增列全球銷售金額門檻。 

依據公平交易統計年報資料83顯示，81 年至 91 年 2 月公平會總計受

理結合申請案 6,009件，平均每年約 600件。自公平法 91 年 2 月 6 日修正

公布，將結合「申請許可制」改為「申報異議制」，案件數即大幅減少。據

統計，自 91 年 2 月起至 103年止，申報案件數總計 720件，平均每年 55.74

件。如統計至 107年底，申報案件數總計 963件，平均每年約為 56.93件。

顯見，該次門檻之設計與調整確實達到放寬結合管制及減輕主管機關負擔

之效。 

另 104年 3 月公平會因應公平法修法（併計控制從屬關係事業之銷售

金額），檢討調高銷售金額門檻，衡酌我國經濟發展情況、91 年公告結合申

報門檻方式，及產業規模及管制密度之一致性等因素，將非金融機構事業

高門檻調高為 150 億元，金融機構事業高門檻調高為 300 億元，兩者低門

檻仍維持為 20 億元。門檻調高後，事業結合申報案件數並未因而減少，104

年至 107年 4 年申報件數分別為 60 件、71 件、43 件、69 件，平均每年 60.75

件，或可謂此次修訂結果仍維持公平會過去一貫執法密度。 

                                                 
83 公平會網站，「公平交易統計年報」， 
https://www.ftc.gov.tw/upload/15418b0b-7752-4c94-9679-e6794e81e2f7.pdf，最後瀏覽日

期:201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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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105年公平會在既有「國內高低門檻」外，增列全球銷售金額門檻，

即參與結合之所有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全球銷售金額總計超過新臺幣 400

億元，且至少二事業，其個別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20 億

元者，亦須向公平會提出申報。本次修訂結果將結合應申報門檻範圍擴大，

預期將增加若干具一定市場力但在國內未達銷售金額高門檻之結合申報案

件。 

為瞭解105年12月修訂銷售金額門檻對公平會受理結合申報案件之影

響及相關門檻設置是否妥適，本章擬實務探討近 2 年（即 106年及 107年）

公平會受理及審議結合申報案件情形。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106 至至至至 107 年結合申報案件年結合申報案件年結合申報案件年結合申報案件之統計之統計之統計之統計 

 

依公平交易統計年報資料，106 年及 107 年結合案件受理及審議情形

如下：106 年申報案件數計 43 件，辦結 44 件（含前一年度未結案件），其

中不禁止結合案 11 件，不予管轄、無須申報或資料不齊備而停止審議者

33 件。另 107 年申報案件數計 69 件，辦結 67 件（含前一年度未結案件），

其中不禁止結合案 26 件，禁止結合 1 件，不予管轄、無須申報或資料不

齊備而停止審議者 40 件。公平會歷年結合案件統計如表 4-1、4-2。 

由資料顯示，106 年事業向公平會申報結合案件計 43 件，較 105 年

減少 28 件（減 39.4%）。另 107 年事業向公平會申報結合案件計 69 件，

較 106 年增加 26 件（增 60.5%），兩者相差 26 件。然以平均申報件數而言，

106年與 107年 2 年合計平均約 56 件，又與 91 年至 107年平均 56.93件相

當。106年與 107年結合申報案件數差異頗大且呈現反向結果，惟 105年底

修訂銷售金額門檻迄今僅 2 年餘，是就現有資料，尚難論斷 105 年修訂門

檻後對結合之管制密度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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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1  81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107 年結合案件統計年結合案件統計年結合案件統計年結合案件統計 

單位：件 

年月別年月別年月別年月別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報報報報））））結合案結合案結合案結合案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件數件數件數件數 

已結案已結案已結案已結案 

總總總總    計計計計 
核准或核准或核准或核准或 
不禁止不禁止不禁止不禁止 
結合結合結合結合 

駁回或駁回或駁回或駁回或 
禁止禁止禁止禁止 
結合結合結合結合 

停止審議停止審議停止審議停止審議 併併併併    案案案案 

總 計   6 972 6 962 6 377 11 543 31 
結合申請案結合申請案結合申請案結合申請案 

81年至 91年 2月 
6 009 6 009 5 904 3 77 25 

結合申報案結合申報案結合申報案結合申報案 963 953 473 8 466 6 

91年 2 月至 12月  43 42 24 1 17 - 

92 年  50 50 31 - 19 - 

93 年   33 31 18 - 13 - 

94 年   54 54 34 - 20 - 

95 年   79 77 34 - 42 1 

96 年    69 67 37 1 29 - 

97 年    61 65 36 2 27 - 

98 年    58 57 27 2 28 - 

99 年   45 44 19 1 24 - 

100年    57 60 28 - 32 - 

101年    52 47 26 - 20 1 

102年    51 50 30 - 19 1 

103年    68 66 33 - 33 - 

104年    60 63 26 - 35 2 

105年    71 69 33 - 35 1 

106年    43 44 11 - 33 - 

107年    69 67 26 1 40 - 

說明：公平法於 91 年 2 月 6 日修正公布，將結合「申請許可制」改為「申報異議制」，結

案屬性之「核准」改為「不禁止結合」、「駁回」改為「禁止結合」。 

資料來源：107年公平交易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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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2  105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107 年年年年結合案統計結合案統計結合案統計結合案統計 

   單位：件 

年別年別年別年別 

案件審議案件審議案件審議案件審議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 
本年底本年底本年底本年底 

未未未未  結結結結 
上年底上年底上年底上年底 

未未未未  結結結結 

本年本年本年本年 

申報申報申報申報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不禁止不禁止不禁止不禁止 

結結結結  合合合合 

禁止禁止禁止禁止 

結合結合結合結合 

停止停止停止停止 

審議審議審議審議 
併案併案併案併案 

105年 7 71 69 33 - 35 1 9 

106年 9 43 44 11 - 33 - 8 

107年 8 69 67 26 1 40 - 10 

說明：停止審議案件指申報單位之資料不齊備，經公平會發補正通知後，逾期未補正或補

正後所提資料仍不齊備者，或案件處理結果無法按禁止結合或不禁止結合 2 項歸類

者。 

資料來源：107年公平交易統計年報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106 至至至至 107 年結合申報案件適用程序及審議結果之分析年結合申報案件適用程序及審議結果之分析年結合申報案件適用程序及審議結果之分析年結合申報案件適用程序及審議結果之分析 

 

為瞭解 106年及 107年公平會受理結合案件類型與結構，在資料取得

限制下，經排除停止審議案件，以透過公平會二代全文檢索系統逐案檢視

方式，進一步分析 106年及 107年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106年 11 件，

107年 27 件），相關資料彙整如附錄，初步研究結果如下： 

一一一一、、、、    適用程序仍以適用程序仍以適用程序仍以適用程序仍以「「「「一般作業程序一般作業程序一般作業程序一般作業程序」」」」為主為主為主為主 

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規定，公平

會審查結合案件程序分為簡化作業程序及一般作業程序。採簡化作業

程序審理之結合申報案件，倘無處理原則第 8 點適用一般作業程序之

例外事由，即參與水平結合之事業有市占率未達一定標準、參與垂直

結合之事業，在個別市占率總和未達 25%、多角化結合之事業，經考

量認定相互不具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或已持有他事業 1/3 以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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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1/2 之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再與該他事業結合情形等，得認其

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經統計，106年及 107年向公平會申報結合件數共計 112件，辦結

案件 111件，扣除停止審議案件 73 件，經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共

計 38 件（106年 11 件，107年 27 件）。其中適用一般作業程序者 24

件（63.16%），適用簡化作業 14 件（36.38%），顯示公平會審議之結

合案件，適用程序仍以「一般作業程序」為主。 

表表表表 4-3  106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107 年年年年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適用程序適用程序適用程序適用程序」」」」統計統計統計統計 

單位：件 

年別年別年別年別 辦結件數辦結件數辦結件數辦結件數 
停止停止停止停止 

審議審議審議審議 

審議審議審議審議 

一般作業一般作業一般作業一般作業 簡化作業簡化作業簡化作業簡化作業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06年 44 33 6 5 11 

107年 67 40 18 9 27 

總計 111 73 24 14 3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二二二、、、、    結合態樣以結合態樣以結合態樣以結合態樣以「「「「多角化結合多角化結合多角化結合多角化結合」」」」及及及及「「「「水平結合水平結合水平結合水平結合」」」」為主為主為主為主 

另在結合態樣方面，依參與結合事業是否為水平競爭關係或上

下、游關係或非屬前兩項關係，可分為水平結合、垂直結合及多角化

結合，其審查重點亦不相同，而一結合案件可能同時涉及多種結合態

樣。依資料顯示，106年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 11 件，107年 27 件，

合計 38 件。其中水平結合案件 16 件，垂直結合 8 件，多角化結合 19

件（按:部分結合案件適用二種以上型態，因此各結合態樣件數加總超

過結合總件數），即事業結合以多角化結合與水平結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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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  106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107 年年年年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結合態樣結合態樣結合態樣結合態樣」」」」統計統計統計統計 

單位：件 

年別年別年別年別 水平結合水平結合水平結合水平結合 垂直結合垂直結合垂直結合垂直結合 多角化結合多角化結合多角化結合多角化結合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6年（11 件） 5 5 3 13 

107年（27 件） 11 3 16 30 

總計 16 8 19 43 

說明：部分結合案件適用二種以上型態，因此各結合態樣件數加總超過結合總件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三三三、、、、    處理結果以處理結果以處理結果以處理結果以「「「「不異議之不異議之不異議之不異議之不不不不禁止結合禁止結合禁止結合禁止結合」」」」居多居多居多居多 

公平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係依公平法第 13 條規定，就該結合申

報案所可能形成之「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進行衡

量，如果前者大於後者，公平會不得禁止其結合，否則即予以異議（即

禁止其結合）。其中，不禁止結合又分為不異議以及附條件或負擔不禁

止結合。 

根據統計，106年及 107年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 38 件，其中禁

止結合 1 件，附條件或負擔不禁止結合 3 件，不異議者 34 件。是公平

會審理結合申報案件結果，以「不異議之不禁止結合」居多。 

另查，106 年及 107 年附條件或負擔不禁止結合案 3 件，分別為

台灣數位光訊公司與東森電視結合案、聯維有線電視公司與寶福有線

電視公司結合案以及泓策創業投資公司收購安順公司及博康公司之

100%股份，並間接持有包括中嘉等 12 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近

100%股權，從而間接控制該等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案（中嘉

案），均與有線廣播電視業相關，且均以合致市占率門檻標準向公平會

提出結合申報。至於禁止結合案件計 1 件，係統一公司與維力公司結

合申報案，所涉產品市場為速食麵市場，係同時合致市占率門檻及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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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金額門檻標準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 

表表表表 4-5  106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107 年年年年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統計統計統計統計 

單位：件 

年別年別年別年別 
不禁止結合不禁止結合不禁止結合不禁止結合 

禁止結合禁止結合禁止結合禁止結合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不異議不異議不異議不異議 

附條件附條件附條件附條件 
或負擔或負擔或負擔或負擔 

106年 9 2 0 11 

107年 25 1 1 27 

總計 34 3 1 3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四四四、、、、    「「「「域外結合域外結合域外結合域外結合」」」」申報案件比重有增加趨勢申報案件比重有增加趨勢申報案件比重有增加趨勢申報案件比重有增加趨勢 

域外結合案件，係指二以上外國事業在我國領域外之結合，符合

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結合之定義者。域外結合案件，如符合公平

法第 11 條相關門檻規定，應於結合前先向公平會提出申報。依據公平

會實務執法經驗，域外結合案件，多因結合效果對我國市場有無直接、

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或結合行為對本國與外國相關市場影響之相

對重要性等因素，而不予管轄。經統計，105 年公平會辦結結合申報

案件計 69 件，其中域外結合案件 38 件，占 55.07%；106年辦結結合

申報案件計 44 件，其中域外結合案件計 27 件，占 61.36%，而 107年

辦結結合案件 67 件，域外結合案件計 46 件，占 68.66%。初步檢視，

自 105年底公平會修法增加全球銷售金額門檻後，域外結合案件比例

似有隨之增加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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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6  105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107 年年年年公平會辦結之結合案件公平會辦結之結合案件公平會辦結之結合案件公平會辦結之結合案件「「「「域外結合域外結合域外結合域外結合」」」」統計統計統計統計 

單位：件 

年別年別年別年別 國內國內國內國內 域外域外域外域外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5年 31（44.93%） 38（55.07%） 69 

106年 17（38.64%） 27（61.36%） 44 

107年 21（31.34%） 46（68.66%） 6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五五五、、、、    適用適用適用適用「「「「市場占有率市場占有率市場占有率市場占有率」」」」標準之結合申報案件仍占相當之比例標準之結合申報案件仍占相當之比例標準之結合申報案件仍占相當之比例標準之結合申報案件仍占相當之比例 

公平法第 11 條規定事業結合之申報門檻「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

有率達三分之一。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管機關所公

告之金額。」 

經統計，106年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總計 11 件，其中適用事業

結合之申報門檻第 1 款「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巿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者」

計 0 件，適用第 2 款者「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巿場占有率達四分之

一者」計 4 件，適用第 3 款者「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

售金額，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計 6 件，同時符合第 1 款及第

2 款者計 1 件。107年審議之結合案件總計 27 件，適用第 1 款者計 1

件，適用第 2 款者計 13 件，適用第 3 款者計 7 件，同時符合第 1 款及

第 2 款者計 1 件，同時符合第 2 款及第 3 款者計 4 件，同時符合第 1

款、第 2 款、第 3 款者計 1 件。顯見仍有相當比例之事業結合申報案

件係以市占率門檻標準向公平會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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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7  106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107 年年年年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適用標準適用標準適用標準適用標準」」」」統計統計統計統計 

單位：件 

年別年別年別年別 

第第第第 1 款款款款 
事業因事業因事業因事業因
結合而結合而結合而結合而
使其巿使其巿使其巿使其巿
場占有場占有場占有場占有
率達三率達三率達三率達三
分之一分之一分之一分之一
者者者者 

第第第第 2 款款款款 
參與結參與結參與結參與結
合之一合之一合之一合之一
事業事業事業事業，，，，其其其其
巿場占巿場占巿場占巿場占
有率達有率達有率達有率達
四分之四分之四分之四分之
一者一者一者一者 

第第第第 3 款款款款 
參與結參與結參與結參與結
合之事合之事合之事合之事
業業業業，，，，其上其上其上其上
一會計一會計一會計一會計
年度銷年度銷年度銷年度銷
售金售金售金售金
額額額額，，，，超過超過超過超過
主管機主管機主管機主管機
關所公關所公關所公關所公
告之金告之金告之金告之金
額額額額 

同時同時同時同時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 1、、、、2
款款款款 

同時同時同時同時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 2、、、、3
款款款款 

同時同時同時同時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 1、、、、
2、、、、3 款款款款 

106年
(11 件) 

0 
4 

(36.36%) 
6 

(54.55%) 
1 

(9.09%) 
0 0 

107年
(27 件) 

1 
(3.70%) 

13 
(48.15%) 

7 
(25.93%) 

1 
(3.70%) 

4 
(14.82%) 

1 
(3.7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六六六、、、、    106 年年年年至至至至 107 年年年年符合國內銷售金額門檻標準之案件符合國內銷售金額門檻標準之案件符合國內銷售金額門檻標準之案件符合國內銷售金額門檻標準之案件，，，，均亦同時符合全均亦同時符合全均亦同時符合全均亦同時符合全

球銷售金額門檻球銷售金額門檻球銷售金額門檻球銷售金額門檻 

公平法第 11 條規定，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

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應向公平會提出申報。復依 105年新修

正之「事業結合應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標準及計算

方法」，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公平會提出申報：(一)

參與結合之所有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全球銷售金額總計超過新臺幣

400 億元，且至少二事業，其個別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

臺幣 20 億元。(二)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非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

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150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

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20 億元者。(三)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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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300億元，且

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20 億元

者。 

為進一步瞭解 106 年及 107 年以銷售金額門檻標準申報之結合案

件結構，經彙整後發現，106年以銷售金額標準門檻申報之結合案件 6

件，分別為適用全球銷售金額門檻申報者 3 件，同時適用國內及全球

銷售金額門檻者 3 件，並無僅適用國內銷售金額門檻而申報者。另 107

年適用銷售金額標準門檻申報之結合案件 12 件，其中僅適用全球銷售

金額門檻申報者 3 件，同時適用國內及全球銷售金額門檻者 9 件，亦

同樣無僅適用國內銷售金額門檻申報情形。顯示，在 105年底公平會

公告增訂全球銷售金額門檻後，確實新增若干以全球銷售金額門檻案

件（106年及 107年各 3 件）。另在現有的門檻標準下，合致國內銷售

金額門檻之申報案件，均同時合致全球銷售金額門檻。 

另查，106 年僅以適用全球銷售金額門檻申報之案件，其全球銷

售金額合計與現行合計 400億元之門檻規定，尚有極大差距，且審理

結果均為未附負擔條件不禁止結合。 

 

表表表表 4-8  106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107 年年年年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中適用銷售金額申報標準之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中適用銷售金額申報標準之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中適用銷售金額申報標準之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中適用銷售金額申報標準之

細項統計細項統計細項統計細項統計 

單位：件 

年年年年 僅符合國內銷僅符合國內銷僅符合國內銷僅符合國內銷

售金額售金額售金額售金額 
僅符合全球銷僅符合全球銷僅符合全球銷僅符合全球銷

售金額售金額售金額售金額 
同時符合兩者同時符合兩者同時符合兩者同時符合兩者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6年 0 3 3 6 

107年 0 3 9 12 

總計 0 6 12 1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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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一一一一、、、、    市占率門檻為結合管制重要篩選標準市占率門檻為結合管制重要篩選標準市占率門檻為結合管制重要篩選標準市占率門檻為結合管制重要篩選標準 

依上開資料統計，106年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件總計 11 件，其中

適用市占率門檻者（適用第 1 款或第 2 款及同時符合第 1 款及第 2 款）

者合計 5 件（45.45%），適用第 3 款銷售金額門檻者計 6 件（54.55%）。

107年審議之結合案件總計 27 件，僅適用市占率門檻者（適用第 1 款

或第 2 款或同時符合第 1 款及第 2 款）者合計 15 件（55.55%），僅適

用銷售金額門檻者計 7 件（25.93%），同時適用市占率門檻及銷售金

額門檻者合計 5 件（18.52%）。顯見仍有相當比例之事業結合申報案

件係依市占率門檻標準向公平會申報。 

揆諸上開近 2 年案件類型及處理結果分析，禁止結合之結合申報

案 1 件，附負擔不禁止結合之結合申報案計 3 件，該等案件均合致市

占率門檻標準向公平會申報結合，顯見市占率門檻標準雖較不明確，

但較能篩選出有限制競爭疑慮之結合申報案。經進一步檢視 106年及

107 年以市占率門檻申報之結合案件（詳表 4-9），重要者有台灣數位

光訊公司與東森電視結合案、李君與美商 McDonald's結合案、聯維有

線電視公司與寶福有線電視公司結合案、朱姓家族等取得 5 家公用天

然氣事業經營權結合案、台灣創新公司委託威秀公司經營金門及花蓮

等地區之金獅影城案、泓策創業投資公司收購安順公司及博康公司之

100%股份，並間接持有包括中嘉等 12 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近

100%股權，從而間接控制該等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案（中嘉案）

等，其所涉相關市場（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市場、多系統經營市場、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市場、西式速食餐飲市場、民生天然氣市場、電影

映演市場、頻道代理市場、固網寬頻上網服務市場） 範圍較小，部分

結合事業銷售金額雖相對不高，但因產業結構或為特許事業而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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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集中之情形，結合確實多有限制競爭疑慮。 

表表表表 4-9  106 年及年及年及年及 107 年以市占率門檻申報案件年以市占率門檻申報案件年以市占率門檻申報案件年以市占率門檻申報案件（（（（不包括同時符合銷售金額不包括同時符合銷售金額不包括同時符合銷售金額不包括同時符合銷售金額

門檻案件門檻案件門檻案件門檻案件）））） 

年年年年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結合內容結合內容結合內容結合內容 

106

年 

1 台灣中油與東鼎公司結合案。 

2 李○○君與美商 McDonald's結合案。 

3 聯維有線電視公司與寶福有線電視公司結合案。 

4 長華電材、長華科技、與 SHAP及台灣住礦公司結合案。 

5 台灣數位光訊公司與東森電視結合案。 

107

年 

1 中國大陸商山東如意公司取得荷蘭商 Arteva Global Holdings 

B.V.及美商 A&AT LLC 百分之百股份案。 

2 中聯資源公司購買泉月股份有限公司案。 

3 中聯資源公司取得協盛開發公司 100%股權之結合案。 

4 新日光公司與昱晶公司、昇陽公司結合案。 

5 德商 Linde AG及美商 Praxair,Inc.結合案。 

6 台灣創新公司委託威秀公司經營金門及花蓮等地區之金獅影城

案。 

7 美商 EQT VI Limited 及盧森堡商 EQT Fund Management S.à.r.l.

與 Widex Holding A/S成立合資公司案。 

8 美商 KKR&Co.Inc.收購李長榮化學全部股份案。 

9 台船公司與比利時商 GEOSEA N.V.合資新設台船環海風電公司

案。 

10 朱○○等 3 人取得欣林天然氣公司股份達到有表決權股份三分

之一以上案。 

11 朱○○等取得裕苗天然氣公司股份達到有表決權股份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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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年年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結合內容結合內容結合內容結合內容 

以上案，並直接或間接控制其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案。 

12 朱○○等人取得欣雄天然氣公司達到有表決權股份三分之一以

上，並直接或間接控制其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案。 

13 朱○○等取得欣南天然氣公司股份達到有表決權股份三分之一

以上，並直接或間接控制其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案。 

14 朱○○等取得欣彰天然氣公司股份達到有表決權股份三分之一

以上，並直接或間接控制其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案。 

15 泓策創業投資公司收購安順公司及博康公司之 100%股份，並間

接持有包括中嘉等 12 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近 100%股

權，從而間接控制該等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二二二、、、、    全球銷售金額門檻之管制密度是否妥適須再觀察全球銷售金額門檻之管制密度是否妥適須再觀察全球銷售金額門檻之管制密度是否妥適須再觀察全球銷售金額門檻之管制密度是否妥適須再觀察 

105年 12 月公平會公告增訂全球銷售金額門檻，主要係考量部分

以外銷為主之事業，其在國內銷售金額或許不高，然其全球銷售金額

之合計若達一定之標準，對於國內市場競爭仍可能造成影響，爰有列

入管轄之必要。 

經檢視 106 年、107 年公平會審議以銷售金額門檻申報之案件，

發現 106年及 107年適用全球銷售金額門檻案件卻未達國內銷售金額

門檻各有 3 件，合計 6 件（彙整如表 4-10）。顯示，在 105 年底公平

會新增全球銷售金額門檻後，確實增加若干以全球銷售金額門檻案

件。經進一步檢視個案內容，其中，在 Google LLC與世界通全球驗

證股份有限公司結合案中，參與結合事業提供商品或服務的範圍遍及

全球，其主要競爭對手提供產品服務範圍亦為全球，並與參與結合事

業相互競爭，故地理市場界定為全球，惟公平會基於結合管制必須考

慮「在地連結」（local nexus），仍以結合是否對我國境內相關產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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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產生反競爭影響為審酌重點。 

由於本案所涉及之行動作業系統市場及行動裝置市場均有高度之

參進障礙、高度集中結構，且其結合內容亦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爰公

平會廣泛徵詢蒐集外界意見，並於 106年 12 月 14 日函邀學者專家、

產業主管機關及下游業者舉辦座談會以審慎研議。依裝置業者、產業

主管機關及產業研究機構及專家學者意見，多認為本案結合後，對於

上游行動作業系統或下游行動裝置等市場影響並不大。 

最後公平會認為本案為多角化結合，參與結合事業間不具重要潛

在競爭關係，無造成市場力延伸之疑慮，故不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

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規定，認其結合

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不禁止其結合84。 

本案 Google及世界通公司，本身營業額很大，但國內銷售金額不

大，如依 105年修訂前之結合門檻規定，參與結合事業在相關市占率

及國內銷售金額均未達申報門檻，公平會將無法管轄。惟本案所涉及

之相關市場具有高度之參進障礙、高度集中結構，且其結合內容亦涉

及重大公共利益，實有妥慎處理之必要。而在 105年 12 月公告增訂全

球銷售金額後，相關結合的規範更加完備，公平會將可依職權處理本

案，對於相關市場競爭秩序的維持與保護將更有助益。 

至於公平會 105 年全球銷售金額門檻標準之訂定是否妥適，公平

會於訂定此一門檻標準，主要係參採其他國家金額，並輔以歷年結合

案件審理情形，以維持過去管制密度之考量，以較為保守之態度訂定

全球銷售金額 400億元門檻。惟倘依 106年及 107年審議之全球銷售

金額結合申報案件，其全球銷售金額與現行 400億元之門檻規定，尚

有極大差距。復從審議結果論，該 6 案並未有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大於

整體經濟利益而禁止結合情形。故此全球銷售金額 400億元門檻，其

                                                 
84 107年 1 月 24 日公平會第 1368次委員會議議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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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密度是否過密，因 106年與 107年之結合申報案件數差距甚大，

尚無法據以論斷，應再觀察累積數年結合申報及審理情形，再行研析

將較為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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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10  106 年及年及年及年及 107 公平會審議結合案件中僅適用全球銷售金額門檻案件公平會審議結合案件中僅適用全球銷售金額門檻案件公平會審議結合案件中僅適用全球銷售金額門檻案件公平會審議結合案件中僅適用全球銷售金額門檻案件

明細明細明細明細 

年年年年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結合內容結合內容結合內容結合內容 

106

年 

1 星展銀行將受讓澳盛銀行之個人金融及財富管理業務，包括一

般存匯業務、房屋貸款業務、信用卡業務（發卡及收單）、個

人信貸業務、財務管理業務、私人金融業務及國際金融業務（與

個人金融及財富管理相關部分），結合後澳盛銀行將保留企業

金融業務。 

2 元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 SONY Corporation （下稱 SONY）強

化電子紙顯示器產品之合作，透過 100%持股之子公司永餘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餘公司）設立元力電紙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元力電紙公司），再由永餘公司及 SONY 子公司等 6 家公司

分別持有元力電紙公司股份，參與結合事業共同經營。 

3 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力成公司）透過力成科技日本合

同會社以現金購買日商美光秋田株式會社（Micron Akita Inc.，

下稱 MAI ）股份，結合完成後，力成公司將百分之百持有 MAI

全部已發行股份，並控制 MAI 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 

107

年 

1 Google LLC以現金為對價，透過 100%持股台灣科高工程有限

公司，間接取得世界通全球驗證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份，並控

制世界通公司之業務經營與人事任免。 

2 香港商 Lenovo Group Ltd.（下稱 Lenovo）與日商 Fujitsu Ltd.（下

稱 Fujitsu）結合，Lenovo取得 Fujitsu大部分個人電腦業務。 

3 The Walt Disney Company透過參與結合事業間之合併，取得

Twenty-First Century Fox, Inc.全部股份，並直接或間接控制其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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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為達到公平交易法結合管制目的，訂定適當的結合申報門檻，除了能

有效篩選出有限制競爭疑慮之結合案件，避免無反競爭疑慮卻需申報或有

反競爭疑慮卻無須申報之情形發生外，亦可將有限的行政資源聚焦審理有

限制競爭疑慮之結合申報案件，以提高案件審議品質。經蒐集彙整國際間

主要國家競爭法結合申報門檻規定及最新發展，對照我國結合申報門檻演

進及 105 年底結合申報門檻修訂後案件實務審理情形，進行比較研究，謹

就公平會結合申報門檻標準之妥適性及未來修訂方向，提出下列結論與建

議。 

一一一一、、、、    市占率門檻為公平會結合管制重要篩選標準市占率門檻為公平會結合管制重要篩選標準市占率門檻為公平會結合管制重要篩選標準市占率門檻為公平會結合管制重要篩選標準，，，，雖較不明確但較易篩選雖較不明確但較易篩選雖較不明確但較易篩選雖較不明確但較易篩選

出有限制競爭疑慮之結合案件出有限制競爭疑慮之結合案件出有限制競爭疑慮之結合案件出有限制競爭疑慮之結合案件 

依公平會實務審理案件統計，106 及 107 年公平會審議之結合案

件總計 38 件，其中適用事業結合之申報門檻第 1 款及第 2 款市占率門

檻者合計 20 件（52.63%），僅適用銷售金額門檻者計 13 件（34.21%），

同時適用市占率門檻及銷售金額門檻者合計 5 件（13.16%）。顯見仍

有相當高比例之事業結合申報案件，係合致市占率門檻標準而向公平

會申報。 

揆諸上開 2 年案件類型及處理結果分析，禁止結合之結合申報案

1 件，附負擔不禁止結合之結合申報案計 3 件，該等案件均合致市占

率門檻標準而向公平會申報結合。經進一步檢視 106年及 107年以市

占率門檻申報之結合案件，個案所涉相關市場包括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經營市場、多系統經營市場、衛星頻道節目供應市場、民生天然氣市

場、電影映演市場、頻道代理市場、固網寬頻上網服務市場等，該等

個案所涉相關市場範圍較小，部分結合事業銷售金額雖相對不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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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產業結構或為特許事業而有市場力集中之情形，結合確實多有限制

競爭疑慮。顯見市占率門檻標準雖較不明確，但較能篩選出有限制競

爭疑慮之結合申報案。 

對照外國競爭法，結合申報門檻採市占率門檻且無銷售金額門檻

的國家，尚有澳洲及新加坡。另為因應數位時代下如 FB收購 WhatsApp

案等數位創新事業結合，法國競爭主管機關也曾考慮重新引入市占率

門檻，可見市占率門檻仍為結合管制之重要篩選標準。 

二二二二、、、、    訂定訂定訂定訂定特殊業別特殊業別特殊業別特殊業別之之之之銷售金額門檻有其複雜性銷售金額門檻有其複雜性銷售金額門檻有其複雜性銷售金額門檻有其複雜性，，，，公平會刪除市占率門檻公平會刪除市占率門檻公平會刪除市占率門檻公平會刪除市占率門檻宜宜宜宜

審慎為之審慎為之審慎為之審慎為之 

104 年公平法修法，公平會原有意刪除較不明確易生爭議的市占

率門檻標準，改採銷售金額作單一申報門檻，銷售金額由主管機關擇

定行業分別公告之。 

當時公平會倘依原擬刪除市占率門檻，僅保留銷售金額門檻，並

擇定特殊業別另行公告銷售金額門檻之規劃通過，其結果恐將造成備

受矚目之事業結合案，因無法達到銷售金額門檻而無須向公平會申報

結合。 

又依 ICN 於 2008年公布之「設定結合申報門檻」報告針對採用一

般門檻或行業特殊門檻部分，曾提出建議「…任何偏離一般門檻而改

採產業別門檻將會產生負面風險，而需要和其所潛在利益仔細權衡。

特別是此一系統（產業別門檻）將會減損法律之明確性，同時如何擇

定產業並適用較低銷售金額門檻亦難設計出原則一致之方法」。因此，

依據個案實證及國際組織研究，特殊業別銷售金額門檻之擇定有其複

雜性，亦將使部分案件無法受理審查，公平會刪除市占率門檻宜審慎

為之。 

三三三三、、、、    公平會公平會公平會公平會增訂增訂增訂增訂全球銷售金額門檻全球銷售金額門檻全球銷售金額門檻全球銷售金額門檻符合國際趨勢符合國際趨勢符合國際趨勢符合國際趨勢，，，，惟惟惟惟管制密度是否妥適須管制密度是否妥適須管制密度是否妥適須管制密度是否妥適須

再觀察再觀察再觀察再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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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12 月公平會公告增訂全球銷售金額門檻，主要係考量部分

以外銷為主之事業，其在國內銷售金額或許不高，然其全球銷售金額

之合計若達一定之標準，對於國內市場競爭仍可能造成影響。對照外

國競爭法，結合申報門檻僅規定國內營業額門檻的國家僅有日本；結

合申報門檻除國內營業額門檻外另併採全球營業額門檻的地區及國

家，計有歐盟、法國、荷蘭、德國、奧地利、中國大陸，而僅採全球

營業額門檻的國家，則有韓國及美國。因此，全球銷售金額門檻在產

業全球化的趨勢下，確為結合管制另一重要之篩選標準。 

公平會調整國內銷售金額門檻標準主要考量因素為「經濟成長率」

及「管制密度」，然公平會 105年底增訂全球銷售金額門檻標準，則主

要參採其他國家全球門檻標準，並輔以歷年結合案件審理情形，以維

持過去管制密度之考量，以較為保守之態度訂定 400億元門檻。惟倘

依 106年及 107年審議之全球銷售金額結合申報案件，其全球銷售金

額與現行 400億元之門檻規定，尚有極大差距。復從審議結果論，該

6 案並未有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大於整體經濟利益而禁止結合情形。此

全球銷售金額 400 億元門檻，其管制密度是否過密，因目前只累積 2

年案例，尚難以評估，而應可再觀察爾後年度之結合申報情形及審理

結果，再行研析將較為客觀。 

四四四四、、、、    公平會結合申報門檻公平會結合申報門檻公平會結合申報門檻公平會結合申報門檻目前尚目前尚目前尚目前尚無無無無修訂之急迫性修訂之急迫性修訂之急迫性修訂之急迫性，，，，惟應持續關注國內外數惟應持續關注國內外數惟應持續關注國內外數惟應持續關注國內外數

位產業併購案件及國際結合申報門檻之發展位產業併購案件及國際結合申報門檻之發展位產業併購案件及國際結合申報門檻之發展位產業併購案件及國際結合申報門檻之發展 

在數位時代下，創新產業市場變化迅速且進入障礙相對較低，國

際間已注意到若依現有的結合管制制度，可能無法囊括未來有害於市

場競爭的事業結合案件，諸如 Facebook於 2014年以 190億美元收購

WhatsApp 案。該現象促使世界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紛紛研議是否

將交易價值納入結合申報門檻的審查，使競爭法主管機關能夠藉以調

查收購價格超過一定門檻的結合案件，來管制數位時代下的事業結合。 



 78 

然國際間目前僅有德國及奧地利於 2017年增訂交易金額門檻，並

於 2018年就新的交易價值門檻提出了聯合指導原則。新加坡、荷蘭和

日本仍在考慮是否新增交易價值門檻。其餘大多數地區及國家，包括

歐盟、法國、美國等，則對是否新增交易價值門檻持觀望或保留態度。

其中，歐盟的顧問報告更建議執委會應先觀望，並敦促執委會保持警

惕，考量更新此類結合法規是否可能損害競爭。法國則認為交易價值

門檻對法國經濟而並不適合，考慮引入新的事後結合管制制度。美國

則未曾提出修正結合申報門檻之意見，但似乎朝向採行與法國類似的

事後管制手段，因據 2019年 12 月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聯邦貿易委

員會（FTC）可能將要求 Facebook取消整合 Instagram、Messenger和

WhatsApp等通訊 App 的計劃。85 

再反觀我國現行結合管制門檻的設計，除國內及全球銷售金額門

檻外，尚有市占率門檻可資篩選，較不易有科技巨擘併購新創事業，

難以達到法定結合申報門檻而無法審查之情事。因此，我國目前尚無

修訂結合申報門檻之急迫性，惟公平會應持續關注國內外數位產業併

購案件及國際結合申報門檻之發展，俾以累積產業資訊及分析量能，

俾利快速因應數位產業的轉變，迅速採行最適結合管制門檻。 

 

                                                 
85 數位時代網站，「合併旗下 3 大軟體美夢破碎？Facebook恐遭美國監管單位下達禁令」，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5898/ftc-weighs-seeking-injunction-against-facebook-over-h
ow-its-apps-interact，最後瀏覽日期：2019/12/20。 



 79 

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中文部分中文部分中文部分 

侯文賢，我國公平交易法關於結合管制之研究—兼論中國反壟斷法之管制

規範，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徐曼慈，「出席『APEC經濟體實施之結合管制制度資訊分享最佳措施研討

會』會議報告」，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務出國報告（2018）。 

陳俊廷，我國結合規範之研究:以審理程序及實體標準為中心，國立臺灣大

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張宏浩、胡祖舜、陳浩凱、簡浩羽、陳淑芳，「舉辦『反托拉斯案件之經濟

分析（Economic Analysis in Competition Enforcement）』國際反托拉斯區

域研討會會議報告」，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務出國報告（2017）。 

楊佳慧、蔡惠琦，「出席『2018 年 ICN 結合研討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公

務出國報告（2018）。 

 

外文部分外文部分外文部分外文部分 

ACCC,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Preliminary Report (2018). 

ACCC, Merger Guidelines (2018). 

ACCC,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Final Report (2019). 

CCCS, Handbook on E-Commerce and Competition in ASEAN (2019).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Consolidated Jurisdictional Notic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C95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8).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Revised Jurisdictional Thresholds for Section 7a of 

the Clayton Act,” 84(42) Federal Register (2019). 

Crémer, Jacques, de Montjoye, Yves-Alexandre & Schweitzer, Heike,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