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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緣起 

隨著全球各大經濟體間之角力、智慧財產權及專利權之戰爭越趨激

烈，以及疫情的延燒，導致各主要市場與產業活動停擺，全球經濟陷入急

凍狀態，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亦或為了技術整合等因素，全球電子產業間

近年來吹起一陣企業併購之風潮。 

論及電子產業間之股權收購，近年來國內曾因「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

份有限公司收購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權之交易行為」及「大聯大

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購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權之交易行為」，而

喧騰一時，當時引發外界對於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持

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總數或資本總額三

分之一以上」及同條第 5 款「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

免」之適用，以及現行公平交易法對於結合管制及持有少數股權是否達應

申報之義務等議題，衍生許多關注及討論。然而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而判斷

是否具備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則又與工商管理

法規（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等）之規

定相競合，是以，對於股權收購之結合管制，除公平交易法競爭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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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進行分析評估，仍須探究相關工商管理法規與結合申報之互動。  

本文擬藉由我國電子產業股權收購之相關案例整理，及彙整蒐集國外

對於少數持股關於結合管制之探討，重新檢視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股權收

購之結合管制，並試著歸納出結論與提出建議，作為公平交易委員會未來

辦理相關結合案件之參考。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文以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以下有關結合相關之規定，透過對於

近期股權收購結合案件實務案例進行檢視，同時藉由歸納過去關於股權收

購相關案件司法實務見解及國外相關規定及案例之彙整，綜合探討我國現

行結合規範有無修正之必要，並藉以導出前開法令於實務運作時所遭遇之

問題與挑戰，俾供分析、探討並進一步提出建議。 

三、主要建議事項 

經檢視我國及國外各競爭主管機關，對於事業之結合，管制之目的係

為了避免事業透過結合之方式，導致市場力量的集中，造成反競爭之效

果，而衍生獨占、限制市場競爭之情況。然而因各國經濟及產業發展程度

及目標不同，各國對於事業之結合管制規範，亦有所差異。以我國而言，

藉由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以觀，並無意對於所有事業結合均進行管制及

干預，況且我國經濟發展及產業規模以中、小企業為主，為了兼顧中、小

企業合併以達到規模經濟之目的，所以並非對於所有事業間之結合，均須

提出事業結合申報，僅對於達到一定規模之事業結合課予申報義務，規定

事業須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事業結合申報。 

按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所規範事業之結合型態，包括合併、股

份取得、資產取得、共同經營、直接或間接之控制類型，若事業與他事業

間之交易合致前揭結合型態，且達到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之申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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檻，又無同法第 12 條除外規定之適用情形，即應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報

結合。惟倘若事業間未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之結合型態，

即無須進一步審認是否達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申報門檻，該等事業不負有

事先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報結合之義務。 

本文中透過檢視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大聯大公司公開收購文曄公司

30%股權案件之行政決定，檢視我國結合管制之規範，並透過與國外少數

股權收購案件之相關實務經驗進行比較，經查國外少數股權收購案件亦不

常見，歐盟各國對於現階段亦未有明確之判斷標準，大多仍依個案進行審

查並作出同意與否之決定。又因各國相關工商法規與少數股權所可能產生

之控制影響能力評估標準，亦因相關法規不同而有不同見解，然而對於我

國而言，經由文中就工商法規與公平交易法之競合關係之探討，筆者認為

我國現階段法規之管制並無扞格，且現行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結合之規

範，觀察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已將數事業間可能

產生經濟一體性、市場力量集中之可能行為，均納入管制範圍且訂有明

文，而為避免有所疏漏，進而訂定第 10 條第 1 項第 5 款概括條款，亦即

不論透過直接或間接方式，得以控制他事業之經營決策或人事任命，認定

具有對他事業之控制，而納入結合管制，相較於國外結合之規範較為周

延，並且獲有司法實務之見解可資遵循。以統一與維力案為例，對於少數

股權之持有，對於控制能力之判斷，認為應就具體個案情形，探究原屬各

自獨立之二個以上事業，經由該特定連結方式，是否有形成單一經營實

體，達到實質限制競爭，足以促成獨占或有導致市場集中之虞。易言之，

須事業已將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置於自主控制之狀態，始符合公

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稱之結合情形，不能因該狀態可能繫於

其他不確定因素而偶然成就，即謂該當此款規定，故針對大聯大公司收購

文曄公司之行為，則依據現行司法實務見解，由個案之實際情形加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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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在司法實務見解尚未變更前，似無修正之必要。 

至於有關是否因非合意收購或產業結構而應有不同之考量乙節，按公

平交易法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申報義務、准駁條件及審查時程均定有明文

(含期限)。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2 條及第 13 條分別訂定事

業結合之型態、申報門檻、等待期間、除外適用情形、結合申報案件之決

定及附款等。另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亦對於應申報之事業、申報結合應備

文件、補正(包括結合型態及內容、參與結合事業、預定結合日期等)及受

理事業提出完整申報資料日等事項均有明定。無論合意併購或非合意併購

之結合案件，倘合致公平交易法結合型態及申報門檻規定者，均應依公平

交易法、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申報須知等規定備齊結合申報文件及產銷

資料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惟實務上，合意併購之結合申報案件，

其申報書所載參與結合事業之產銷資料、營運計畫及結合實施之結果均以

參與結合事業之共識為基礎；而非合意併購之結合申報案件，因無該等共

識，故文件與資料之真實性與完整性不若合意併購案件，且申報內容更易

受到非自願併購業者之爭執。以日月光公司及矽品公司結合案為例，前受

理非合意併購時，公平交易委員會依例辦理上網公告徵詢意見，對於該等

意見亦均須予以審議。然如前述，公平交易委員會審議結合案件旨在彙集

足供比較限制競爭不利益及整體經濟利益所涉各考量因素之相關事證。對

於結合案件之審查，無論是否為合意，均得依據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進行

審議，又結合申報文件未齊備者，公平交易委員會將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

則第 9 條及第 10 條，請申報事業補正之，不因合意與否而有不同。 

由此可知，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案件合意併購或非合意併購之結

合案件審議之運作，現有法令及程序尚屬完備，對於合意及非合意案件以

同一規範處理，尚無因是否合意與否訂有不同審查程序。 

又有關企業併購所涉及工商法規與公平交易法結合管制之競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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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節，經查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有關結合之規定，與公司法、企業

併購法等相關工商法規中所代表事業合併、收購之型態雖有所差別，然相

關行為可能產生市場力集中之型態，均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之

形式要件者，不論其名詞為何，皆屬公平交易法「結合」之規範範疇。至

於對於事業間控制從屬關係之認定及直接或間接控制之判斷標準，公司法

及企業併購法等相關工商法規中已訂有相關之標準可供參考判斷，而公平

交易法審查結合對於事業間之控制從屬關係，以有無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

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並無法規上分歧之情形，實務上亦無窒礙難行

或扞格之處而有修正相關規定之必要性。 

然而對於事業結合之管制，除參考國外法規修訂趨勢可供借鏡之外，

筆者以為，仍須考量我國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趨勢，方得以達到對於競爭

秩序的維持，並且兼顧中、小企業合併以達到規模經濟、提升競爭力，在

管制與扶植產業發展間取得平衡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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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電子產業素來被稱為我國經濟發展重點產業，而所謂電子產業之範圍

廣泛，依照臺灣證券交易所（TWSE）將台股中電子股分為：半導體產業、

電子零組件產業、光電產業、電腦及周邊類、通訊網路產業、電子通路類、

資訊服務類及其他電子共 8 類，我國自 70 年代起，從事電腦組裝和周邊零

組件之發展，之後於 80 年代引進半導體企業來台設廠，逐步建構由完整電

子產業生態鏈。綜觀我國電子產業之開展，在晶圓代工、晶片封測、電路

板、光電產業等，均具有一定之市場規模；另在終端產品生產方面，全球

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主機板等幾乎都由我國廠商提供系統設計、研

發、零組件供應、組裝或代工製造，象徵我國電子產業在全球電子供應具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隨著全球各大經濟體間之角力、智慧財產權及專

利權之戰爭越趨激烈，以及疫情的延燒，導致各主要市場與產業活動停擺，

全球經濟陷入急凍狀態，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亦或為了技術整合等因素，

全球電子產業間近年來吹起一陣企業併購之風潮。 

論及電子產業間之股權收購，近年來國內曾因「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

份有限公司收購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權之交易行為」及「大聯大

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購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權之交易行為」，而喧

騰一時。大聯大公司收購文曄公司股權一案，更引發外界對於我國公平交

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

業有表決權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及同條第 5 款「直接或間接控

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之適用，以及現行公平交易法對於結合

管制及持有少數股權是否達應申報之義務等議題，衍生許多關注及討論。

然而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

經營或人事任免」，而判斷是否具備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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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任免，則又與工商管理法規（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公開收購說明書應

行記載事項準則等）之規定相競合，是以，對於股權收購之結合管制，實

非單就公平交易法競爭主管機關的角度進行分析評估，仍須探究相關工商

管理法規與結合申報之互動。 

本文擬藉由我國電子產業股權收購之相關案例整理，及彙整蒐集國外

對於少數持股關於結合管制之探討，重新檢視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股權收

購之結合管制，並試著歸納出結論與提出建議，作為公平交易委員會未來

辦理相關結合案件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文以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以下有關結合相關之規定，透過對於近

期股權收購結合案件實務案例進行檢視，同時藉由歸納過去關於股權收購

相關案件司法實務見解及國外相關規定及案例之彙整，綜合探討我國現行

結合管制之規範有無修正之必要，並擬以下列 3 種研究方法來進行分析與

論述： 

一、文獻分析法 

就公平交易法對於結合管制之規範，以及我國公司法、企業併購法等

相關工商法規對於企業間控制從屬關係及股權控制能力之評估等規定，

蒐集並統整國內學者期刊論述，進行歸納與分析。 

二、比較分析法 

關於我國結合管制相關規範乃參酌國外立法例而制定，爰有必要再蒐

集美國、歐盟、德國及日本等國相關立法例，以比較法之立場，重行檢視

我國規定，並藉以尋求改善之道。 

三、個案研究法 

藉由近期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購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

開收購股權之交易行為，公平交易委員會之最終決議進行案例介紹，並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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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導出前開法令於實務運作時所遭遇之問題與挑戰，俾供分析、探討並進

一步提出建議。 

本文共分 5 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將介紹我國結合管制之規範與

實務；第三章將介紹從電子產業股權收購檢討我國結合管制實務；第四章

將介紹工商管理法規與結合申報之互動；第五章則提出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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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各國結合管制之規範與實務 

 

第一節  我國結合管制之規範與審查實務 

有關事業結合之規範，不論從事水平結合、垂直結合或多角化結合，

均係為了避免事業透過結合之方式，導致市場力量的集中，造成反競爭之

效果，而衍生獨占、限制市場競爭之情況，而須受到相應之監督與管理，

故公平交易法中對於事業結合訂有明文。以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以觀，

並無意對於所有事業結合均進行管制及干預，況且我國經濟發展及產業規

模以中、小企業為主，為了兼顧中、小企業合併以達到規模經濟之目的，

並非對於所有事業間之結合，均需依法提出事業結合申報，僅對於達到一

定規模之事業結合課予申報義務，規定事業須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事業

結合申報，又稱之為「事前申報異議」制1。 

關於事業之結合審查，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據公平交易法有關

結合相關規定，對於事業之結合予以評價，對於事業之行為是否為公平交

易法所稱結合之判斷以及對於結合之准駁，主要由下列四個構面進行審視

評價：(一)案關結合是否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之 5 種結合型

態；（二）案關結合是否達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之申報門檻；

（三）案關結合之效果是否滿足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第 1 項所稱整體經濟利

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之構成要件；（四）對於案關結合有無必要附加

條件或負擔2。 

其中，倘若案關結合未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任一款之結合定

義，則該等事業間之結合，非公平交易法所定義之結合，自無依法於結合

前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義務，然而公平交易法所定義 5 種結合型

態，又以第 10 條第 1 項第 5 款「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

                                                 
1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第 18 版），頁 62。 

2
 廖義男、黃銘傑，競爭法發展之新趨勢-結合、聯合、專利權之行使，頁 3。 



5 

任免」於實務認定上較容易產生不同見解與歧異。又倘案關結合合致結合

之定義，仍需藉由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評估該結合是否已

達結合申報門檻，然而因我國結合申報規範關於申報門檻採銷售金額及市

場占有率雙門檻制度之設計，銷售金額門檻係以主管機關依據金融業與非

金融業訂立明確之金額予以公告，而市場占有率門檻，則因涉及對於相關

市場之界定問題導致申報事業之認知，與主管機關之判斷間存有差異。另

外，除前述結合型態及申報門檻之判斷外，仍需注意事業之結合有無公平

交易法第 12 條所訂排除申報之適用。申言之，我國結合申報義務之有無，

共由上述三個判斷準則所組成：（一）須符合結合之定義；（二）須符合申

報門檻；（三）並無合致除外適用條款。如未符合公平交易法規範之結合型

態或申報門檻，則非公平交易法所謂之結合，自無提出事業結合申報之義

務。茲將各項判斷標準，彙整分述如次： 

一、結合之定義 

依照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結合，指事業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 

一、與他事業合併。 

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

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 

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故關於事業結合之定義，按現行公平交易法之結合型態共有上述 5 種情形，

分別說明如下： 

（一）與他事業合併： 

與他事業合併，顧名思議即公司間合併，可分為創設合併（或稱新設

合併）及吸收合併兩種。事業合併之結果，即存續事業概括承受被合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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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事業全部之權利義務，而被合併之參與結合事業在經濟上或法律

上之獨立人格，因合併而消滅，此一結果將導致結合前，兩個別獨立之事

業轉化為單一事業，進而產生市場力量歸於一體，從而有削弱市場原有競

爭之疑慮，為避免因合併而減損競爭效率之發生，爰藉由事前結合管制之

制度設計，以期達到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目標。 

（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

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與他事業合併相較而言，透過持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

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以遂行建立事業與事業

之間統一管理之目的3，且取得他事業之股權於實務運作上，較常見且更便

於執行，爰將持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

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即認定兩事業間之經營管理與決策可能產生

一致性之情形，將此等結合之情形納管。然而前述計算是否達三分之一以

上，仍需依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項所稱「控制與從屬關係」併同計算，

指具下列情形之一者4： 

1. 事業持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 

2. 事業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致一事業

對另一事業有控制力。 

3. 二事業間，有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3 款或第 4 款所定情形，

而致一事業對另一事業有控制力。 

4. 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3 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有他事業有表決

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

額半數。 

                                                 
3
 公平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1，頁 63。 

4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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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 

1. 事業與他事業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 

2. 事業與他事業之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

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 

在計算是否取得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額三分之一以上，除

須併計「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外，亦須併計「受同一事業或數

事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然而所謂「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

關係事業」，係指以集團企業之角度，由參與結合事業往上追溯至最終控

制母公司，再由最終控制母公司之所有從屬關係公司，即所謂事業之「兄

弟公司」。 

圖 2-1  兄弟公司例示圖： 

 

資料來源：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 18 版）」 

註：1. A 公司為最終控制母公司。 

    2. C 公司與 D 公司為參與結合事業 B 公司之兄弟公司 

    3.「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即 A 公司及 E 公司；「受同一

事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即 C、D、F、G 公司所

A公司

（最終控制母公司）

B公司

（參與結合事業）

C公司

（兄弟公司）

D公司

（兄弟公司）

G公司E公司 F公司E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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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均須一併計入。 

（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所謂「受讓」，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基於契約關係而取得他方所讓與之

權利或標的物之所有權而言；而「承租」，則是當事人雙方約定，一方以物

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而言。 

而關於「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如何判斷，除應從結合之標的財產

之「量」占讓與事業總財產之比例，及其「質」相較於讓與事業其他財產

之重要性外，更應評估參與結合事業之市場地位是否因此而有改變。可依

照下列因素就具體個案綜合考量5： 

1 讓與部分之財產或營業占讓與事業之總財產價值之比例及其營業額

比例。 

2 讓與部分之財產或營業得與事業分離，而得被視為獨立存在之經營

單位（例如行銷據點、事業部門、商標、著作、專利或其他權利或

利益）。 

3 從生產、行銷通路或其他市場情形，讓與部分之財產或營業具有相

當之重要性。 

4 受讓公司取得讓與部分之財產或營業，將構成受讓事業經濟力之擴

張，而得增加其既有之市場地位。 

（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 

所謂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係指數事業間透過契約或協議，對於事

業經營之損益全部共同之契約，並且數事業間均須服從統一指揮，以達到

數事業一體化之效果6。至於損益分配部分，則依照各事業投資比重或投入

之價值比例分配，尚須注意的是，前述經營模式，必須係常態性共同經營，

否則尚難稱為公平交易法所稱之結合。 

                                                 
5
 公平會 88 年 12 月 3 日（88）公法字第 03543 號函。 

6
 公平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1，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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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委託經營」，則係指事業將自身主要營業項目委由受託事業經營，

並且以受託事業之名義經營，而委託事業享有全部之營業損益，在委託經

營之情況下，委託事業仍保有對於委託經營事業之支配權，以及監督受託

事業之經營，亦對於受託事業負有給付報酬之義務。 

（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本款為對於結合定之概括規定，用以補充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結合型態未含括，但實質上對於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

免具備直接或間接控制能力，將其納入公平交易法規範之結合型態，以避

免結合管制有所遺漏7。 

然而本款所關注之「控制關係」，係指在業務經營方面，對於業務發展、

交易條件與對象之決定，而人事任免部分，則指經營管理相關管理階層人

員之任免。惟實務上對於控制能力存在與否，常因申報人憑藉主觀認知進

行判斷，惟實務上則係以董事席次是否過半，作為是否對於該事業具備控

制能力之判斷標準，復參照司法實務見解，若對於事業董事席次剛好取得

半數董事，且所持有股權未達三分之一，又非最大股東之情況，對於該事

業之控制關係未予以肯認8；由此可見，按工商法規之規定及現行司法實務

見解，對於事業之實質控制判斷標準，係依據是否取得過半董事會席次為

斷，可見現行實務見解與司法實務並無差異。 

二、申報門檻 

誠如前述，觀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並非有意對於所有事業結合均

進行管制及干預，且鑑於我國產業發展以中、小企業為主，為了兼顧中、

小企業合併以達到資金整合、技術整併、降低生產成本等規模經濟，以提

昇事業之競爭力之目的，原則上對於未達一定規模之事業進行結合，不予

以管制，無須依法於事前提出事業結合申報。而對於在相關市場具有領導

                                                 
7
 汪渡村，公平交易法（2015），頁 58。 

8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判字第 1346 號判決（統一、維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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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或具一定市場占有率之事業，倘此等事業因結合而將使原有市場力

得以拓展或延伸到其他市場之情形下，甚至具有獨占力量時，則將可能侵

害或減損相關市場之競爭狀態，因此，對於達到一定規模之事業結合課予

申報義務，依公平交易法規定需於事前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事業結合申

報。 

依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先向公平會提出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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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規定可知，我國結合申報門檻，採「銷售金額」及「市場占有

率」雙門檻制度設計，將事業結合時市場占有率達一定百分比或參與結合

之事業市場占有率或銷售金額超過一定程度或數額，將構成要件明定於母

法本文之中，但關於市場占有率之計算，實務上並無客觀之判斷標準，則

有可能發生申報事業與主管機關，就市場占有率之計算採取不同標準，而

對於估算之結果而有分歧，易生紛爭，故有學者主張應以銷售金額作為結

合申報唯一之門檻9。 

又為了強化監督及防範事業透過結合，擴展或加強其於相關市場之市

場力量，避免市場經濟力之集中，公平交易法於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

增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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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之銷售金額，而不受限於組織外

觀形式，得以完整顯現參與結合事業之實際規模，以確實估算經濟上具一

體性事業之市場力量10
 

                                                 
9
 劉孔中，論結合管制之理論與實務（公平交易季刊 6 卷 2 期），頁 13。 

10
 公平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1，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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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銷售金額門檻與計算方法如下11： 

一、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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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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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條第 1 項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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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平交易委員會 105 年 12 月 2 日公綜字第 10511610001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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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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鑑於我國商業實務上企業集團內部，由特定自然人控制企業經營或

人事任免，或大量持股之自然人藉由其親屬、其他關係企業交互持股等方

式，以規避實際持股份控制之情形，為避免透過以自然人持股規避實質結

合效果之脫法行為12，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將人或團體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者，視為公平交易法有關結合規

定之事業；所謂「控制性持股」，依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係指

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事業已

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所謂「關係人」之範圍，依

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5 項規定，係指下列之範圍： 

一、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 

二、前款之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事  

業。 

三、第 1 款之人擔任董事長、總經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事業。 

四、同一團體與其代表人、管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及其配偶與二

親等以內血親。 

五、同一團體及前款之自然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

額超過半數之事業。 

三、結合申報之除外適用（豁免條款）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規定，事業之結合若合致前述應申報之要件，

但如有下列情形之一，則無須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結合申報： 

一、參與結合之一事業或其 100％持有之子公司，已持有他事業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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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渡村，前揭註 7，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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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上之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再與該他事業結合者。 

二、同一事業所持有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達 50％以上之事業間結合

者。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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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事業依公司法第 167 條第 1 項但書或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規定

收回股東所持有之股份，致其原有股東符合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情形者。 

五、單一事業轉投資成立並持有 100％股份或出資額之子公司者。 

六、其他經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告之類型。 

目前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結合類型之

公告如下13： 

一、事業與原已存在控制從屬關係之他事業結合。 

二、事業與他事業結合，且該等事業為同一控制事業之從屬事業。 

三、事業將其持有之第三人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額之一部或全部，讓

與其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他事業。 

四、事業將其持有之第三人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額之一部或全部讓與

他事業，且該等事業為同一控制事業之從屬事業。 

  

                                                 
13公平交易委員會 105 年 7 月 18 日公服字第 10512606761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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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歐盟結合管制之規範與實務運作 

 

鑒於各國對因經濟規模、產業結構等存在差異，對於結合管制之審查

重點亦不盡相同，而近期我國電子產業股權收購受到關注與討論的熱門議

題，集中於「少數股權收購」關於非控制性持股之事業結合，應否予以管

制評估分析引發相當之討論，故本節彙整國外關於少數股權收購之結合規

範與實務運作，並藉以對於各國之規範及實務運作建立相當之認識，並於

往後章節與我國之規範與實務運作，再進一步比較及分析。 

以歐盟為例，各會員國就非控制性持股收購之審查，依其競爭法制體

制而有不同作法，特別是針對收購應否由競爭法主管機關審查存在規範差

異。其中英國以 25%持股為具有「實質影響」之推定要件，競爭暨市場局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CMA)將綜合該交易相關要件判斷其是否

應予審查，然 25%持股在德國及奧地利，則為該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判斷是

否管轄之法定門檻14。 

但會員國間具有相似之處，例如，部分會員國均將 25%持股水準（無

論作為推定要件或法定門檻）納入規範考量，以判斷少數持股收購是否應

予審查。再者，英國的「實質影響」與德國的「實質競爭影響」亦屬相似

概念，即啟動競爭法主管機關管轄之理由在於收購方對於被收購事業之影

響力，且前開影響之存在仍須符合相關要件。以美國而言，倘非屬單純投

資目的，超過 10％的持股收購均須向反托拉斯機關申報，但若收購方為機

構投資人，則前開門檻提高為 15％。另以日本為例，若交易結果使收購方

持有超過被收購事業 20%之股權（且此持股比例足使收購方成為主要股東），

或 持 有 其 50%的 表 決 權 ， 則 日 本 公 平 交 易 委 員 會 (Japanese Fair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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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ean Commission，Support study for impact assessment concerning the review of 

Merger Regulation regarding minority shardholdings(2016)，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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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JFTC)可對該收購取得管轄權15。 

又所謂少數股權收購，係指「持有標的公司少於 50%有表決權股份」，

故此處應區分具有「決定性影響力」少數持股與未達法律上控制定義之少

數持股（也稱為非控制性少數持股，以下稱少數持股）進行討論。 

然而少數持股為歐盟競爭法中長久存在的議題，其早在 1987 年首次於

Phillip Morris 案中提出，歐洲法院在承認在一定條件下，兩事業間協議收

購少數持股可能有歐盟運作條約(TFEU)第 101 條的適用。惟歐盟結合規則

未必得以規範所有非控制性少數持股，過去數年間，歐盟執委會已屢次表

達對於歐盟結合規則存在規範漏洞之疑慮。由於未達結合規則所稱「控制」，

此類少數持股收購因此無須申報，即使其可能引發限制競爭效果。當無法

適用 TFEU 第 101 條及第 102 條規定時，非控制性少數持股依據競爭法規

不屬於執委會管轄權範疇16。 

歐盟執委會使用數種法律工具檢視少數持股收購： 

一、結合規則適用於透過少數持股達到控制程度的所有案件。 

二、結合規則適用於已申報結合相關之少數持股（例如，針對持有收

購事業競爭對手非控制性少數股份之公司取得控制）。 

三、若結合規則因少數持股收購未達控制程度而無法適用，則歐盟執

委會可適用 TFEU 第 101 條及/或第 102 條規定。 

惟如數名學者及執委會本身提及，這些條款的適用有其界線，因為第

101 條規定要件為一以上事業間存在一致性行為，而第 102 條之要件則是

行為前為支配地位的存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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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ean Commission，前揭註 14，頁 4。 
16

 European Commission，前揭註 14，頁 8。 
17

 European Commission，前揭註 14，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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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國18： 

    英國對於審查非控制性少數持股收購之管轄權，未於企業法中規定明

確門檻。倘非控制性持股可使收購方獲得實質影響目標事業之能力，英國

之主管機關競爭暨市場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CMA)即得對其

進行審查，前開「實質影響」的概念包括影響策略性決策的能力。在 CMA

管轄權及程序指南中，規定收購方倘取得目標事業 25%以上的股份，即可

推定收購方具有實質影響力，但此推定可在案件中舉證推翻。 

    有關收購方與標的事業間之關係，並未規定二事業提供屬於同一市場

之產品或服務，但在英國管轄權門檻有兩類，一是滿足特定規模的營業額，

二則是滿足加總份額之供給測試標準。要能滿足供給測試份額規定，結合

當事人均須為現行供給或採購同種類商品或服務之事業。在實務上，此代

表當事人倘各自單獨於供應鏈不同層級中營運，即不符合供給測試之要

件。 

    經檢視 CMA 相關決定做法，顯示其認為倘收購方有能力妨礙特殊決

議或指派董事會席次，即代表收購方對於目標事業具有實質影響力。在前

述之情況下，CMA 也將收購方地位及專門知識，納入判定其是否能在策略

性及商業決定上發揮實質影響之考量因素。整體而言，由於 CMA 審查此

類案例數量十分有限，且僅偶爾對其採取干預措施，尚無法找出代表性趨

勢。 

過去十年，並沒有太多經過英國主管機關審查之少數持股收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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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自 2006 年起經英國主管機關審查之案件 

案件 相關日期 審查結果 

Ryanair/Air Lingus 終結日期：2015 年

10 月 1 日 

競爭委員會調查 Ryanair 取得 Aer 

Lingus 29.8%股份，要求 Ryanair 

出售其股份，降低持股至 5%。 

Coca-Cola/Monster 

Beverages 

終結日期：2015 年 1

月 6 日 

此交易不符合啟動調查之要件，

因其並未滿足英國營業額或供給

份額規定門檻。 

Sports Direct/ Blacks 

Leisure Group 

終結日期：2010 年 6

月 3 日 

由於未發生「結合相關情狀」，

OFT 對此並無管轄權，此是因為

OFT 認定收購方並未取得實質影

響目標事業之能力。 

BskyB/ITV 終結日期：2007 年

12 月 20 日 

經競爭委員會調查 BskyB 收購

ITV plc17.9%股份案，主政大臣依

據其建議要求部分拆分，將持股

降至 7.5%，並要求行為面補救承

諾。 

CDPQ/IUK 終結日期：2010

年 6 月 3 日 

CDPQ 自 British Gas plc 收購其

持有 IUK25%之股份。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Support study for impact assessment concerning 

the review of Merger Regulation regarding minority 

shardholdings(2016) 

二、德國19： 

    德國限制競爭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GWB」)內

關於非控制性少數持股管轄權要件之重要條文有二，一為 GWB 第 37 條第

                                                 
19

 European Commission，前揭註 14，頁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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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項第 3 款(b)目，其規定收購方取得目的事業 25％股份時，主管機關即對

此交易取得管轄權，嚴格而言，此條規定不僅適用於收購 25％之股份，也

適用於收購方漸次取得股份，累積取得股份達 25%門檻之情形。此條並未

規定管轄權之取得，須以該收購使收購方取得任何特定權利為要件，也不

要求收購方與目標事業間具有競爭關係。除前開條文規定之明確門檻外，

另一條關於低於 25%持股收購之條文則為 GWB 第 37 條第 1 項第 4 款，該

條規定在下列情況構成市場集中：「任何事業間之其他結合，足使一或數事

業直接或間接對他事業產生實質競爭影響。」 

    此條文定義具有彈性詮釋之空間，該條被認為可防止事業取得目標事

業少數持股（例如 24.9%），藉此規避少數持股結合法規之脫法行為。然而，

「 實 質 競 爭 影 響 」 一 詞 在 德 國 結 合 相 關 法 規 或 德 國 卡 特 爾 署 

(Bundeskartellamt) 訂定之具體指導原則中並無定義。從本質上來看，當取

得持股少於 25%時，倘有其他「附加因素」存在即可能產生實質競爭影響，

前開附加因素已於法院判決及德國卡特爾署實務案例決定中加以定義，此

條規定之援引，收購方須因此獲得額外權利，若未產生此項連結，則不具

實質競爭影響。為判斷結合是否應申報，結合當事人將考量收購方與目標

事業是否在同一或垂直相關市場中從事營業活動。然當事人通常不會在判

斷是否申報前進行複雜的市場界定，原因在於申報程序相對直接單純，若

有疑義，申報之負擔通常低於複雜的市場評估。有關少數收購，其規定不

只參與市場集中之事業應提出申報，也包括賣方。 

    「實質競爭影響」 並未定義於德國結合法律中，也未在卡特爾署訂定

之具體指導原則中加以規定。如前述，卡特爾署與德國法院均在若干案例

中提出事例，說明何者可認定為「附加因素」。此類事例包括： 

 任命董事席次之權利 

 股東會中之聯合投票協議 

 出售目標事業股份之否決權 ，以及目標事業特定契約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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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購更多股份之權利（優先購買權） 

 卡特爾署干預時得以選擇第三收購方之權利 

 股東會特別表決權 

 任職常設諮詢會議，負責批准帳目報告，其包括財務及投資計畫，

以及管理階層之分工合作 

 契約協定在卡特爾署介入干預時撤回董事會席次之權利 

  針對持股收購，除特殊情況外，並無以持股比例推定未產生競爭問題之

安全港存在。實務上，卡特爾署極少禁止低於 10% 持股收購案件。然而，

卡特爾署曾禁止收購 9.015% 股份之案件，但該決定隨後經法院撤銷。 

    持股比例與卡特爾署所處補救措施間並無足資辨識的關聯性，其乃依

據個案考量所有相關因素後之決定。因此，卡特爾署曾依據 GWB 第 37 條

第 1 項第 3 款 b 目規定，禁止收購 30%、33%及 49.9%股份之案件，但其也

曾依據 GWB 第 37 條第 1 項第 3 款 b 目規定，附加條件同意收購 25%、49%、

37%、30%及 47.89%股份之案件。卡特爾署依據 GWB 第 3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曾禁止收購 15.1%、9.015%、24.9%及 17.5%股份之案件。此外，

卡特爾署曾附條件同意收購 10.01%、24.8%、20%及接近 25%股份之案件，

更曾在一收購 13.75%股份案件中命其拆售。 

    由於案件數量少，相關數據可能不適合用以判斷趨勢，但干預非控制

性少數持股干預之機率似為平穩，且似與通常結合案件干預程度相符。 

三、奧地利20： 

    依據卡特爾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事業直接或間接收購他事業

股份，致其於收購後持股比例達 25%，即構成所謂的市場集中，無論此是

否導致控制狀態之變化。該條條文並未規定持股程度是否須授予特定權利，

且卡特爾法也未有任何其他條文提及此問題。 

    卡特爾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結合申報程序，該程序適用符合同法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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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ean Commission，前揭註 14，頁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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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市場集中定義之所有交易。倘無聯邦競爭局（下稱「奧地利競爭局」）公

布結合申報文件第 5 條定義範圍內之「受影響」市場，則該結合或可適用

簡易程序，無論其收購股份比例或市場集中類型。 

    卡特爾法院在 26Kt 132/04 案件中明確說明，只要經收購股份授予收購

方之權利，與持有超過 25%股份持股者通常可行使權利相同 ，即使收購少

於 25%股份或表決權也可能受到卡特爾法規範。卡特爾法院在同案中闡明

所有權利益包括所有具有財務性質之權利，例如收益請求權及清算程序所

占比例、控制權（特別是股東大會出席權與表決權），以及各種其他個別與

少數股東權利。依據奧地利競爭局出版品，收購 25%股份但未取得 25%表

決權之結合案件，仍可能落入卡特爾法規範範疇 。 

    在 Rewe/Adeg 案中，奧地利競爭局認定，依據奧地利法律規定，僅收

購他事業 24.9%股份並未構成市場集中。因此，對於未授予其他權利之收

購，每次均須符合 25%的申報門檻，至於附有特定（控制）權利之收購案，

少於 25%之股份收購仍應申報。 

    對於收購方與目標事業間並未規定應具競爭關係，只要符合 25%持股

門檻即應申報。然倘結合事業間具有競爭關係（水平或垂直），結合申報文

件會要求提供更多詳細資訊（相關市場界定、市場占有率等等）。 

    雖然卡特爾法並未將競爭關係作為管轄權認定之要件，奧地利競爭局

通常會在確認管轄權階段界定相關市場。依據卡特爾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

結合當事人應在申報時提供可能導致創設或強化支配地位情況之正確完整

資訊，尤其是下列相關資訊： 

 當事人事業結構，尤其包括涵蓋其他關聯事業之所有權結構，以及

結合申報前一營業年度之營業額（按具體商品與服務區分） 

 結合當事人在前開商品與服務之市場占有率 

 整體市場結構 

  過去 10 年，奧地利競爭局曾在兩個少數持股案件中要求補救措施，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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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處理業 BWB/Z-2121 Saubermacher Dienstleistungs-AG/Kärntner  Restmü

llverwertungs GmbH 與媒體業 BWB/Z-2660 Funke Mediengruppe GmbH & Co. 

KGaA/Axel Springer Media Impact GmbH & Co. KG（均涉及收購 25%以上持

股），主要競爭疑慮在於收購方市場地位顯著增強，且可能造成目標事業廢

棄物焚化場公平使用之障礙。第二個案子，其疑慮則在於結合可能對於媒

體多元性造成負面影響。在 EnBW/EVN 案中，其收購股份比例達 30%，奧

地利競爭局發現收購少數權益並未使收購方取得對目標事業之影響力，故

無透過策略性行為 等方式限制競爭之可能性。 

    過去十年共有 363 件少數持股收購申報案件（即取得他事業低於 50% 

之股份），奧地利競爭局過去十年間曾干預涉入兩件少數持股案件，分屬廢

棄物處理及媒體業，少數持股收購並未特別明顯存在任一產業，且上開兩

件案件亦均未遭到禁止。競爭當局涉入干預少數持股案件數量少，此與其

整體低度涉入干預之情況相符。 

 

第三節   美國結合管制之規範與實務運作 

 

四、美國21： 

    依據 Hart-Scott-Rodino 法（下稱「HSR 法」）規定，所有符合 HSR 法貨

幣金額門檻之他事業表決權股份（或資產）收購案均須申報。 

HSR 法案豁免收購申報義務之類型： 

 10%以下之持股收購 

 「單純投資目的」 

「單純投資目的」所持有或取得之表決權股份，係指持有或取得此類表決

權股份之人並無參與基本營業決策形成、認定或管理之意圖。 

    收購股份逾 10%者均須申報，但倘收購方為「機構投資人」，且符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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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情形者，則該 10%豁免門檻實際上提高至 15%： 

 此收購為機構投資人透過通常交易過程所為 

 收購僅屬「單純投資目的」 

 發行人並非「機構投資人」之競爭者 

 收購人不包括任何非屬「機構投資人」與持有目標發行事業有表決

權股份之實體 

但申報豁免採限縮解釋，且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 (FTC)事前申報處針對

收購方收購股份發行人為其競爭者時，適用得以反證推翻之推定方式認定

豁免適用。控制此一概念並非美國結合管制司法管轄權取得的前提要件，

且申報期間與導致控制權變動交易之標準申報期間並無不同。惟無論任何

類型之交易，其申報程序相對基本，只需基本公司及財務資訊。所有 10%

以上的股份收購（針對部分類型機構投資人而言，該門檻則為 15%），或所

有並非單純投資目的收購均須申報（倘若其符合貨幣金額門檻規定）。所有

10% 以下的股份收購，僅單純投資目的持股則免除申報義務。因此，申報

之規定意味著該收購附帶若干公司權利，可使收購方對目標事業發揮影響

力。表決權本身並無法證明此類影響力。 

    USFTC 對於不符單純投資目的（負面定義）權利類型之看法為：其不

會將具有表決權股份本身認定為違反單純投資目的意圖之證據，但有些特

定類型之行為則可能被視為非僅為投資所為，這些類型包括但不限於：(1)

提名發行人公司之董事候選人；(2)提議需要股東核准之公司行為；(3)徵求

委託書；(4)受控制之股東、董事、高階主管或員工同時擔任發行人公司高

階主管或董事；(5)發行人之競爭對手(6)針對直接或間接控制發行人之實體

具有任何上述情形。 

     由於符合 HSR 法所規定貨幣金融門檻的所有收購均應申報（除符合

申報豁免規定外），故其並未明定當事人間存在競爭性連結之要件（雖然此

類競爭性連結之存在，可能會排除基於「單純投資目的」收購低於 10%-15% 



23 

持股交易豁免規定之適用），結合將基於交易是否有能力減損競爭進行審查。

又因未規定當事人間之競爭上連結，市場界定在確定司法管轄權前並非必

要的初步要件。HSR 法案申報要求相當高層級的財務及公司資訊，以及針

對交易相關之協議、財務報告及公司內部文件副本。與其他司法管轄領域

不同，美國結合申報並未要求當事人說明產業或市場界定意見或競爭效

果。 

    觀察美國相關結合案件可得知，持股比例與介入並施行補救性措施之

間並無關聯，以及落入第 7 條豁免範圍內之「單純投資」目的定義不明，

法院通常聚焦於收購是否為取得控制，並考量取得控制意圖或能力等證據。

判斷意圖主要基於具體交易之直接證據、收購事業過往行為及交易相關商

業情況。僅證明收購不會使收購方取得形式上控制尚不足以豁免。豁免僅

得適用於不會利用持股透過「表決權或其他方式引起或企圖導致競爭實質

減損者」。另有案例亦顯示，收購 50%無表決權之權利，雖未使收購方取得

控制，但仍視為具有限制競爭效果。 

 

第四節   日本結合管制之規範與實務運作 

五、日本22： 

    日本結合法規規定申報之交易並非取決於「控制」概念，且甚至無此

概念，或可說這些要件相對屬於量化且形式化的規定。如同多數主要司法

管轄領域，日本結合審查採取事前申報制度，結合當事人營業額超過一定

門檻時，即須向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JFTC」）申報。針對收購持

股案件，倘一事業國內營業總額超過 200 億日圓，其收購國內營業總額（加

計子公司）超過 50 億日圓之他事業股份，且收購方之表決權增加至被收購

事業表決權之 20%或 50％。例如，當 A 事業和 B 事業符合上開營業額要件，

且 A 事業未持有 B 事業之表決權，倘 A 事業企圖取得 B 事業 21%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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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則 A 事業應向 JFTC 申報，無論此交易是否使 A 事業成為 B 事業的主

要股東。另一方面，持股自 21%增加至 49%時則無須申報，但無申報義務

不代表 JFTC 不得對該交易主動進行調查。 

    即使事業因不符門檻而無申報義務，JFTC 仍有權主動調查交易，而可

能對完成交易之結合採取干預措施。干預措施之可能性未受時間限制。如

上所述，日本申報制度並未納入「控制」概念，無論收購少數持股是否可

控制（歐盟結合管制制度規範意涵）被收購事業，只要任何符合相關要件

之交易均須申報。未區分收購案件是否取得控制，一定程度而言可能有助

於解釋部分人士之主張，即少數持股收購申報負擔過於繁瑣。所持股份須

為有表決權股份以符合管轄權規定，但未有結合當事人間競爭關係之規

定。 

    過去十年間 JFTC 曾介入干預之案件，其最低持股比例為 20.9%，即

Oji/Chuetsu 一案。該案中，Oji 控股公司（其子公司包括 Oji Paper Co., Ltd.，

均經營紙類及紙漿產品製造銷售）計畫收購 Chuetsu（同一產業經營事業）

20%表決權股份。由於該交易將使 Oji 集團成為大股東，Oji 集團與 Chuetsu 

視為形成結合關係。有關結合關係的強度，當事人表示暫不論其他，該交

易的目的不在使 Oji 集團取得控制 Chuetsu 之管理政策權限，結合強度並

不強。惟 JFTC 認為該結合關係不必然薄弱，因為：(i)Oji 控制公司本身指

出股份收購目的在使 Chuestu 成為 Oji 集團公司，以權益法會計方式計入；

(ii)持股收購目的在建構當事人間之事業合作。 

    經進一步審查（第二階段），JFTC 考量當事人高市占率 與日本相關市

場特徵，例如製紙業共同行為（包括本質上相同且同時之價格公布），爰認

該交易將顯著限制 6 個不同類型紙業市場之競爭。當事人因此提出包括當

事人間維持業務經營獨立性之補救措施，當事人也承諾不分享非公開資訊，

此將有助於在 6 個不同類型的紙品市場之競爭。 

    基於 Oji 與 Chuetsu 須執行其提議補救措施之附加條件，JFTC 最終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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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該交易並無顯著限制競爭效果，此案為過去十年間唯一針對非控制性持

股採取干預措施之案件。 

 

第五節   巴西結合管制之規範與實務運作 

六、巴西23： 

    巴西結合管制制度之法規依據為 2012 年 5 月生效施行之 12.529/2011

號法案第 VII 部，12.529/2011 號法案為巴西結合管制制度帶來關鍵變革，

尤其第 84 條引進強制事前申報制度與新的營業額申報門檻，同時考量市場

集中所涉事業全球營業額與巴西營業額。結合管制制度是由巴西競爭法主

管機關 (Conselho Administrativo de Defesa Econômica，CADE)執行，CADE

為獨立機關，其包括六名委員及主委組成之委員會 (Tribunal)、秘書長

(Superintendȇncia-Geral)及經濟部門。在結合管制領域，當事人必須向秘書

長提出結合事前申報，尤其針對交易進行初步審查，其可直接許可未引起

疑慮之市場集中案件。另一方面，若秘書長希望附加補救措施或禁止市場

集中，則可把案件交由委員會，委員會為準司法機構，獨立審查案件。 

    12.529/2011 號法案並未說明控制權變動應向 CADE 申報之理由，控制

權變動之概念大致是由 CADE 在其 2/2012 決議中加以闡明，2/2012 決議第

10 條說明，少數持股收購可能造成目標事業控制權的變動，且在下列情況

下，應向 CADE 提出結合事前申報： 

 當交易使收購方取得目標事業中主要個別投資人地位 

 當收購方與目標事業（無論水平或垂直）之業務均無重疊： 

(1)交易使收購方控制目標事業至少 20%股份 

(2)收購方在交易前已持有目標事業至少 20%股份。 

 當收購方與目標事業（無論水平或垂直）之業務有所重疊： 

(1)交易使收購方控制目標事業至少 5%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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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購方在交易前已持有目標事業至少 5%股份。 

    巴西制度中的控制概念似與歐盟結合規則與會員國制度規範之控制概

念並不相同。2/2012 決議規定兩種結合申報書表：一般結合通報及簡易通

報，後者適用於快速審查程序之市場集中案件，即適用於形式上看來較不

可能產生限制競爭疑慮之市場集中，這類案件較有可能由秘書長在第一階

段調查程序中核准 。與一般結合申報書表不同，快速審查程序之市場集中

申報書表不會要求提供市場競爭動態相關之資訊（例如參進障礙、買方力

量等）。另一方面，標準及快速申報書表依據 2/2012 決議第 10 條規定，均

要求提供目標事業少數持股及控制權變動相關資訊。尤其申報書表要求當

事人指出收購方是否控制目標事業至少 20%之持股，並具體說明目標事業

因該交易所造成之股權結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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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從電子產業股權收購檢討我國結合申報制度 

 

第一節  重要案例彙整 

    關於我國結合管制之規範，目前以「結合申報義務之有無」、「相關市

場之界定」以及「事業市場力量之評估」等於實務上較具爭議，本研究限

結合申報，以下擬透過檢視具體個案內容，以檢討分析我國結合制度之內

容，期望藉以梳理相關爭議問題之核心，並提出解決方法與建議措施。 

一、大聯大與文曄案： 

（一）事實摘要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聯大公司)於 108 年 11 月 12 日

公開收購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文曄公司)30%股權，並可能成為文曄

公司最大股東。此舉引發文曄公司極大反彈，並認為大聯大公司公開收購

該公司 30％股權，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結合型態，函

請公平交易委員會命大聯大公司提出結合申報。 

嗣大聯大公司延長公開收購期間，並且對外表示案關公開收購為財務

性投資之立場，並無欲介入文曄公司之經營管理，並此提出 5 點公開聲明

及承諾： 

1.文曄公司依法召集之股東會，大聯大公司均將依通知出席並參與表決。 

2.在大聯大公司取得文曄公司股權後，將獨立行使股東權，不與任何第

三人約定共同行使表決權，亦不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請召集或與任何第

三人共同協力召集股東會。 

3.在大聯大公司取得文曄公司股權後，文曄公司依法召開之股東會，大

聯大公司均不對外徵求委託書，取得超過大聯大公司持股以外之表決

權。 

4.大聯大公司對於文曄公司之持股，將維持不高於 30%之股數，不再在

資本市場加購文曄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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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聯大公司不會提名或參選文曄公司之董事。 

最終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109 年 1 月 15 日第 1471 次委員會議決議，認

定該案不須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事業結合申報。大聯大公司於公開收購

完成後取得文曄公司 29.9％之具有表決權之股權，成為當時文曄公司之最

大股東，惟嗣後因文曄公司與祥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祥碩公司）合

作，以換股結盟之方式稀釋大聯大公司持股比例至 23.2％，祥碩公司取得

文曄公司 22.39％24，雖大聯大公司順利入主文曄公司，惟文曄公司亦找來

「白馬騎士」祥碩公司搭救而落幕。 

（二）兩造提出之法律意見與相關主張： 

1.文曄公司： 

    大聯大公司於公開收購說明書載本次交易係「財務性投資」為不實陳

述，蓋因大聯大公司與文曄公司之交易相對人高度重疊，且據大聯大公司

提出財務投資報酬率評估，若收購價格為 46 元，低於大聯大公司本業之股

東報酬率。 

    又文曄公司股權極為分散，目前文曄公司之董事及關係人持股合計約

10%，而最近兩次董事選舉中，參與董事選舉之股數占總發行股數比例分別

僅為 58.02%及 58.47%，故大聯大公司本次公開收購文曄公司 30%股份後將

有控制該公司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之能力與誘因。 

    文曄公司已於 108 年改選董事，董事會共計有 7 席董事，其中 3 席為

獨立董事，故本屆董事任期至 111 年。大聯大公司的 5 點聲明及承諾僅限

於「本屆董事任期內」，故「下屆董事改選之時」即不在大聯大公司的 5

點聲明及承諾之範圍內，屆時大聯大公司即可名正言順徵求委託書、增加

持股並參選或提名董事，以取得過半數董事席次，縱使不改選董事，大聯

                                                 
24今周刊，文曄、祥碩換股結盟 各自打什麼算盤？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4/post/202002260065/%E6%96%87

%E6%9B%84%E3%80%81%E7%A5%A5%E7%A2%A9%E6%8F%9B%E8%82%A1%E7%

B5%90%E7%9B%9F%20%20%E5%90%84%E8%87%AA%E6%89%93%E4%BB%80%E9

%BA%BC%E7%AE%97%E7%9B%A4%EF%BC%9F（最後點閱時間 2020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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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司亦可以最大股東身分控制文曄公司。 

   復依據 Gartner 研究報告所列之亞洲半導體零組件通路商市場前 10 大

廠商之銷售額加總作為分母，文曄公司及大聯大公司之全球銷售總額作為

分子，兩者加計之市占率超過 50%。由於前 10 大以外的廠商因營業模式為

B2C 或代理產品與文曄公司完全不同，故與文曄公司並沒有競爭關係，而

將該等公司剔除。復據我國上市櫃公司之公開資訊中有標示為半導體通路

或半導體零件代理之廠商，加總該等公司整體營收（不管內銷外銷）作為

分母，分子則為各該等公司整體營收，據此推算大聯大公司與文曄公司於

我國半導體零組件通路商市場之占有率合計近 7 成，已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之市場占有率申報門檻，自應依法提出結合申報。 

2.大聯大公司： 

    大聯大公司於公開收購說明書明載本次交易係「財務性投資」，希冀藉

由文曄公司良好的經營績效表現，產生穩定之報酬。大聯大公司作為財務

性投資人，係以長期之觀點加以評估投資是否符合期待，未來亦將審慎檢

視投資報酬情形，並視需要，或為若干或全部之處分。 

    且大聯大公司在公開收購說明書上載列 5 點聲明及承諾，以證明大聯

大公司並沒有打算取得文曄公司的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倘公開收購說明

書登載不實，依證券交易法須負民刑事責任，故大聯大公司的 5 點聲明及

承諾並非任意性，而是有法律拘束力。甚至倘若大聯大公司違反 5 點聲明

及承諾，以後大聯大公司向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申

報現金增資或發行公司債等，該會將有可能停止申報生效。 

    承諾在文曄公司本屆的董事任期內不會介入，也不會參選董事，不會

提名董事人選名單，未來係就文曄公司或第三人提供的董事人選進行投

票，故無從控制文曄公司董事會。參加文曄公司股東會是為避免文曄公司

股東會流會，但是大聯大公司行使股東權不會與他人共同行使，也不會收

購委託書，所以大聯大公司的表決權數最多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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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聯大公司不會在文曄公司本屆董事任期之內，在股東會上提出涉及

文曄公司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之提案，又倘在股東會上有關涉及文曄公司

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之提案，大聯大公司將不行使表決權。 

    大聯大公司所出具法律意見書，認為不符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所定結合

型態，無須申報，但為使公開收購順利，函請公平交易委員會釋疑，並將

公平交易委員會定本次交易無須申報增列為該公開收購之成就條件。 

    縱使本次公開收購交易完成後，據 Gartner 研究報告，大聯大公司與

文曄公司於全球半導體市場之占有率合計 5.55%，復據 WSTS 報告及兩家公

司年報推估其等於亞太區半導體市場之占有率合計 8.96%，另據工研院及

兩家公司年報推估其等於我國半導體市場之占有率合計 9.13%，故文曄公

司稱兩家公司市占率合計於亞洲市場逾 50%及於我國市場近 7 成，排除原

廠之銷售金額，且與文曄公司年報係以原廠及通路商銷售加總之市值作為

計算其市占率之方式顯有不同。 

（三）公平交易委員會最終作出不須申報之理由： 

    按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所規範事業之結合型態，包括合併、股份

取得、資產取得、共同經營、直接或間接之控制類型，若事業與他事業間

之交易合致前揭結合型態，且達到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之申報門檻，

又無同法第 12 條除外規定之適用情形，即應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報結合。

惟倘若事業間未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之結合型態，即無須進

一步審認是否達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申報門檻，該等事業不負有事先向公平

交易委員會申報結合之義務。 

1.非公平交易法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5 款之結合型態： 

據大聯大公司公開收購說明書所載，本次公開收購文曄公司股份至多

30%之股權，因尚未達文曄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三分之一，故難認符合公

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

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結合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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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聯大公司擬公開收購文曄公司 30%股份是否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

第 1 項第 5 款「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之結合型

態，大聯大公司透過公開收購方式擬取得文曄公司 30%股份，依現有客觀

資料，難認大聯大公司於文曄公司本屆董事任期內，有實質影響文曄公司

之意圖或計畫，而有直接或間接控制文曄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之情

事。 

另關於大聯大公司可否透過股東會控制文曄公司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部分，大聯大公司已於公開收購說明書中聲明及承諾，不對外徵求委託書，

取得超過公司持股以外表決權，故即使本件公開收購完成後，大聯大公司

最多僅取得文曄公司 30%而未過半數之股份，無法單獨依公司法第 173 之 1

條規定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並進而透過股東臨時會之決議取得公司經營

權大聯大公司不會在文曄公司本屆董事任期之內，在股東會上提出涉及文

曄公司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之提案，又倘在股東會上有關涉及文曄公司業

務經營及人事任免之提案，大聯大公司將不行使表決權。基此，縱使大聯

大公司持有文曄公司 30%股份，大聯大公司尚難透過股東會影響文曄公司

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又有關大聯大公司可否透過董事會控制文曄公司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乙節，文曄公司共計有 7 席董事，倘若大聯大公司未取得文曄公司任何董

事席次，大聯大公司尚難透過董事會控制文曄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2.對於市場競爭不致產生重大影響： 

按公平交易法對於結合管制之目的，係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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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事業間之結合，除合意結合

外，尚有非合意結合(有稱敵意併購)，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結合之

審查(如結合型態、結合申報門檻認定)並未區分合意或非合意結合，故判

斷結合對於市場競爭所產生之危害，亦非繫於合意或非合意結合乙節。另

事業公開收購他事業之股份，若符合證券交易法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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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等規定，即屬資本市場上合法之股票買賣行為，要非法

所不許。 

復按半導體市場總值以估算通路商於整體半導體市場之市占率，大聯

大公司與文曄公司於全球市場、亞太市場及我國市場之占有率合計均不及

10%，依本次公開收購說明書之相關資訊以觀，並參酌現有事證資料與審酌

一切情狀，尚難認大聯大公司本次公開收購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5 款「可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之結合型態，

而具有結合申報義務。且大聯大公司完成本次公開收購後，縱有直接或間

接控制文曄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之計畫，亦可於結合事實發生前，

依法提出結合申報，並不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二、統一與維力案： 

（一）事實摘要： 

    案緣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公司)取得維力食品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維力公司)半數董事、監察人席次及擔任維力公司董事長職

務，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其得以直接或間接控制維力公司之業務經營或

人事任免，符合公平交易法規定之結合型態，且達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申報門檻規定，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命統一公司應自該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免除相關人員同時擔任統

一公司及維力公司職務達無實質控制狀態，並處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25。統

一公司不服提起訴願遭駁回，再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維持公平交易委員會

之裁罰。但最高法院廢棄北高行判決，嗣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更審判決撤

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公平交易委員會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

101 年度判字第 1017 號判決，同樣維持撤銷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裁罰，嗣再

次向經最高行政法院提請再審，仍未改變公平交易委員會該處分遭撤銷之

決定。 

                                                 
25公平交易委員會 98 年 2 月 24 日以公處字第 098035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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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平交易委員會主張，只要形成牽制作用即屬之，統一公司人員

取得維力公司半數董事及監察人席次，並擔任董事長職務，對內可主持維

力公司董事會之會議進行及運作，並取得對外代表維力公司之權能，即認

有控制影響維力公司之重要營運決策之能力，則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稱之結合情形26。 

（三）最高行政法院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理由27： 

    事業是否具有「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情形，

固不以取得他事業董事席次過半數為必要，然亦非以負責人兼任為已足，

而應就具體個案情形，探究原屬各自獨立之二個以上事業，經由該特定連

結方式，是否有形成單一經營實體，達到實質限制競爭，足以促成獨占或

有導致市場集中之虞。易言之，須事業已將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置於自主控制之狀態，始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稱之結合

情形，不能因該狀態可能繫於其他不確定因素而偶然成就，即謂該當此款

規定。 

    本件依維力公司章程相關規定，顯見統一公司僅取得維力公司半數席

次之董事，尚不能獨自決定維力公司董事會之職權事項(包括重要職員之任

免)甚明，且依卷附維力公司之核決權限表，關於維力公司重要營業執行事

項之核決權限係歸屬總經理，並非董事長，而維力公司總經理並非由統一

公司之人員出任，亦無從徒因統一公司之人員兼充維力公司董事長，遽謂

其可控制維力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又維力公司縱因需要統一公司

挹助資金或提供優勢產銷系統，而自願聽命於統一公司，仍不能據以認定

統一公司已對維力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有控制之情形。 

 

                                                 
26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訴更一字第 155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訴字第 2814

號判決。 
27前揭註 26。 



34 

第二節  結合管制對象之掌握 

本節主要為擬藉由對於結合型態之解釋與探討，以及是否因非合意收

購或產業結構而應有不同之考量等面向，對我國結合管制實務進行剖析，

審視現行規定對於結合對象之掌握。 

綜觀我國現行結合管制相關規範，係按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所規

範事業之結合型態，包括合併、股份取得、資產取得、共同經營、直接或

間接之控制類型，若事業與他事業間之交易合致前揭結合型態，且達到公

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之申報門檻，又無同法第 12 條除外規定之適用情

形，即應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報結合。惟近期於大聯大公司公開收購文曄

公司之個案審查時，是否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所稱結合廣泛討論，爰本

節擬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逐款就有無修正必要進行檢討： 

一、與他事業合併： 

    對於「與他事業合併」之行為進行管制，乃基於事業合併後，兩個別

獨立之事業轉化為單一事業，進而產生市場力量歸於一體，從而有削弱市

場原有競爭之疑慮，未避免因合併而減損競爭效率之發生，爰藉由事前結

合管制之制度設計，以期達到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目標，關於此款之規範

之範圍及目的，較無爭議，自無修正之必要。 

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

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此款所欲規範之目的，係對於事業透過持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以遂行建立事業與事業之間統

一管理之目的，然而我國公平交易法現行規定，係以持有或取得三分之一

以上股權為標準，據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立法目的，係著重

於是否藉由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以達到控制該事業之經營決策之結

果，經與公司法相比較，公司法第 369 之 3 條對於他事業之控制，係採對

於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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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持有或出資者，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而畢竟公平交易法與公司法

之規範目的不同，以競爭法之角度訂定取得或持有他事業之股份達三分之

一以上，認為對他事業取得控制力量，似無疑義。固然國外立法例，亦有

以 25%之股權取得推定具有控制權之情形，惟筆者認為，現行公平交易法

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以取得或持有三分之一股權，在實務上運作，亦無法

條適用爭議之發生；況且，即便有取得低於三分之一股權，且對於他事業

具有控制力量之情形，仍有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得以補充

規範，故筆者以為本款尚無修正之必要。 

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所謂事業之營業或財產，原則上應包含廠房、設備、產品相關有形財

產及商標、銷售通路等無形資產之集合，事業經由取得他事業之營業或財

產，縱使讓與營業或財產之事業仍保有法人人格，惟在競爭法之考量面向

下，該受讓事業藉由他事業之營業或財產之取得，在相關市場之市場力得

以擴展，故為避免市場力量過於集中之發生，將此行為列為結合之重要類

型，參考國外亦有相類似之限制規定，此款於實務上運作並無衍生判斷上

之歧見，爰筆者以為無修正之必要。 

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 

    所謂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係指數事業間透過契約或協議，對於事

業經營之損益全部共同之契約，並且數事業間均須服從統一指揮，以達到

數事業一體化之效果。從其共同經營之結果以觀，數事業間達到經濟上一

體性，並且服從統一指揮，亦即將數事業各自對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力量彙

總，從而具有結合之意義，而納入結合管制之規範；至於委託經營，即將

企業經營之控制權交由他事業控制，受託事業與委託事業間形式上類似具

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存在，而構成公平交易法所稱之結合，此款亦無相關

爭議，爰筆者以為尚無修正之必要。 

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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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款為對於結合之概括規定，用以補充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所未含括之結合型態，實質上事業倘對於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

人事任免具備直接或間接控制能力，其等間即有控制從屬關係而具有經濟

一體性，故將其納入公平交易法規範之結合型態，以避免結合管制有所遺

漏。 

    觀察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已將數事業間可能產

生經濟一體性、市場力量集中之可能行為，均納入管制範圍且訂有明文，

而為避免有所疏漏，進而訂定第 10 條第 1 項第 5 款概括條款，亦即不論透

過直接或間接方式，得以控制他事業之經營決策或人事任命，認定具有對

他事業之控制，而納入結合管制，似無不妥，但必須注意的事，此款之控

制能力之評估，過去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控制」曾於個案作成「須達到

有妨礙市場競爭之危險程度，始負有向主管機關報結合之義務」見解，惟

前述見解並未獲得最高行政法院之肯認28。現行司法實務認為，而應就具體

個案情形，探究原屬各自獨立之二個以上事業，經由該特定連結方式，是

否有形成單一經營實體，達到實質限制競爭，足以促成獨占或有導致市場

集中之虞。易言之，須事業已將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置於自主控

制之狀態29，始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稱之結合情形，不

能因該狀態可能繫於其他不確定因素而偶然成就，即謂該當此款規定，故

針對大聯大公司收購文曄公司之行為，則依據現行司法實務見解，由個案

之實際情形加以判斷，與司法實務見解並無分歧見解，故現行申報制度尚

無修正之必要。 

    至於有關是否因非合意收購或產業結構而應有不同之考量乙節，按公

平交易法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申報義務、准駁條件及審查時程均定有明文

(含期限)。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2 條及第 13 條分別訂定事業

                                                 
28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判字第 1346 號判決。 
29

 以統一、維力案為例，僅取得半數董事席次並不被認為對於該事業具有控制能力。亦

即必須取得過半數董事席次，使得認定具有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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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之型態、申報門檻、等待期間、除外適用情形、結合申報案件之決定

及附款等。另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亦對於應申報之事業、申報結合應備文

件、補正(包括結合型態及內容、參與結合事業、預定結合日期等)及受理

事業提出完整申報資料日等事項均有明定。 

    無論合意併購或非合意併購之結合案件，倘合致公平交易法結合型態

及申報門檻規定者，均應依公平交易法、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申報須知

等規定備齊結合申報文件及產銷資料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惟實務

上，合意併購之結合申報案件，其申報書所載參與結合事業之產銷資料、

營運計畫及結合實施之結果均以參與結合事業之共識為基礎；而非合意併

購之結合申報案件，因無該等共識，故文件與資料之真實性與完整性不若

合意併購案件，且申報內容更易受到非自願併購業者之爭執。以日月光公

司及矽品公司結合案為例，前受理非合意併購時，公平交易委員會依例辦

理上網公告徵詢意見，對於該等意見亦均須予以審議。然如前述，公平交

易委員會審議結合案件旨在彙集足供比較限制競爭不利益及整體經濟利益

所涉各考量因素之相關事證。對於結合案件之審查，無論是否為合意，均

得依據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進行審議，又結合申報文件未齊備者，公平交

易委員會將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9 條及第 10 條，請申報事業補正之，

不因合意與否而有不同。 

    綜上可知，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案件(合意或非合意)之調查與審

議，現有法令及程序尚屬完備，對於合意及非合意案件以同一規範處理，

尚無因是否合意與否訂有不同審查程序。 

 

第三節  申報門檻標準之檢討 

按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先向公平會提出申報：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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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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結合管制之目的係為了防範事業透過與他事業之結合形成或強化

其市場力量，而有濫用其優勢地位影響市場競爭之情形發生。在考量行政

資源有限，及事業具有一定規模，其結合始有影響市場競爭可能，才有介

入之必要性及正當性，各國競爭法規對於事業結合均設有門檻規定，競爭

法主管機關僅對達到門檻之結合加以管制。 

由上可知，欲判斷是否達應申報門檻，須由「市場占有率」及「銷售

金額」進行評估，惟市場占有率之估算，涉及相關市場範圍之界定問題，

為此公平交易委員會訂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

為使相關市場界定標準更臻明確，以利案件審議與事業遵循。 

所謂相關市場，按公平交易法第 5 條規定：「本法所稱相關市場，指

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亦即公平交易法所

稱的「市場」，並非單純指一些具有相同特徵的產品或服務之集合，而是指

事業就其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是否會對彼此的競爭產生限制所構成之範圍，

至於事業受到彼此的競爭產生限制的來源有需求替代（demand substitution）、

供給替代（supply substitution），因此在界定市場時，通常就這二方面進行

另得視具體個案，衡量時間因素對於相關市場範圍之影響。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界定相關市場時，將審酌案關商品或服務及地理區

域與其他商品或服務及地理區域間是否具有合理可替代性，並得運用包括

敘 述 式 之 質 化 分 析 (qualitativeanalysis) 與 數 理 式 之 量 化 分 析 (quantitative 

analysis)。典型的質化分析方法為合理可替代性(reasonable interchangeability 

of use)分析法，亦有運用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hypotheticalmonopoly test，

HMT)「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調漲」(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SSNIP)之概念，以質化分析方法進行市場界定。至於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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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方 法 眾 多 ，例 如 ：計 算 產 品 本身 及 其替 代 品 間 之交 叉 彈性 (cross 

elasticity)、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具體運用之臨界損失分析法 (critical loss 

analysis)、價格相關係數法(price correlation analysis)、Granger 因果測定法

(Granger causality test)、E-H 檢測法(Elzinga-Hogartytest)、運輸成本法等方式

進行相關市場之界定。 

實際上個案所須考量因素眾多，不同的分析方法在相同的個案亦有可

能產生不同之結果，是以在具體個案判斷上，除要考量事業經營活動所提

供的產品或服務內容種類外，更要視個案所涉及之行為，對於競爭的影響

來界定相關市場，謹慎選擇所使用之方法，予以妥適界定相關市場範圍。 

在界定相關市場範圍後，即將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力量予以評估，

而所謂市場力（market power）係指一個或多個事業在相當長時間內，將價

格提高或維持在高於競爭價格水準，但卻不致於因此大幅損失產品銷售量，

而仍然可獲取超額利潤之能力。市場力測試方法，可分為直接測度法與間

接測度法，通常在產銷數據資料充分的情況下，可使用價格成本差分析

（price-cost margin analysis）、需求和價格分析(demand and price analysis)以及

廠商利潤分析(firm profitability analysis)等直接測度法推估市場力，但若產業

或廠商之資料取得困難，則可採市場占有率 (market share)、市場集中度

(concentration ratio;CR_n) 及 赫 芬 道 爾 - 赫 胥 曼 指 數 （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參進障礙及買方力量分析等方法間接推估市場力。 

觀察過去公平交易委員會執法過程，相關市場界定往往會對個案的最

終處理結果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此乃因事業是否具有顯著市場力、系爭行

為是否在相關市場造成限制競爭效果以及減損市場效能競爭程度，皆與相

關市場界定大小有密切關係，雖然外界對於以市場占有率為判斷標準，時

有和量上困難與不確定等批評，惟按現階段實務上之執行並無難以執行之

情形，亦無更直接且有效率方式，可作為判斷準則，且參考國外立法例與

實務運作，亦有相同或類似之規定作法，故筆者以為，以市場占有率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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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結合申報之門檻標準，雖不盡善完美，但仍不失為一個相對符合可執

行及可操作之方法，尚無迫切修正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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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商管理法規與結合申報之互動 

 

本章擬藉由耙梳公司法、企業併購法及公開收購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等

工商管理法規之相關規定，以釐清與企業之合併、併購與收購行為，與公

平交易法中結合申報之競合關係，並探究產業主管機關認定事業可能實質

控制他事業之因素，除持股比例外，是否有其他重要因素？事業違反公開

收購書所為不介入他事業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提案與其表決、維持持有他

事業至多 30%股權等聲明及保證，產業主管機關有何因應措施。 

關於企業併購所謂企業購併行為，按企業併購法第 4 條規定相關定義

如下： 

一、公司：指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二、併購：指公司之合併、收購及分割。 

三、合併：指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參與之公司全部消滅，由新成立

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或參與之其中

一公司存續，由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

務，並以存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

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 

四、收購：指公司依本法、公司法、證券交易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

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取得他公司之股份、營業或財產，並

以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 

五、股份轉換：指公司讓與全部已發行股份予他公司，而由他公司以

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支付公司股東作為對價之行

為。 

六、分割：指公司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將其得獨立營運之一部或全

部之營業讓與既存或新設之他公司，而由既存公司或新設

公司以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支付予該公司或其股東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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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價之行為。 

七、母、子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

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公司，為母公司；被持有者，

為子公司。 

八、外國公司：指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之公司。」 

 

由上述定義可知，公司之合併，係指參與之公司全部消滅，由新成立

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或參與之其中一公司存續，由

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並以存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

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 

又企業併購法所謂收購，指公司依企業併購法、公司法、證券交易法、

金融機構合併法或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取得他公司之股份、營業或財產，

並以股份、現今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30。又可依照所取得之標的區分

為「股權收購」與「營業或財產收購」： 

1.「股權收購」：指收購公司購買標的公司全部或一部分之股權，於股

權收購後，收購公司及標的公司仍分別具有獨立之法人人格。倘取

得相當比例之股權而取得經營控制權；對於並未取得控制權之收購，

則可稱以投資為目的之收購，惟投資性收購亦常見於為加強雙方合

作關係而進行。 

2.「營業或財產收購」：指收購公司購買標的公司之全部或一部之資產。

依現行公司法對於資產收購之相關規定，公司得讓與全部或主要部

分之營業或財產，且公司得受讓他公司之全部營業或財產 31。 

然而上述企業併購法定義之企業併購行為型態，不論係採以「合併」、

「股權收購」與「營業或財產收購」等行為，如達一定經濟規模，仍須受

                                                 
30

 王文宇，公司法論，頁 172。 
31

 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3 款。王文宇，同前揭註 30，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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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之規範，亦即如企業之併購行為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之結

合型態，則除須符合企業併購法之規定之外，同時為避免因企業併購之行

為，導致市場競爭減損或產生獨占等競爭疑慮，在具有一定企業規模的情

形之下，則有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事業結合申報之義務。 

    關於企業之併購，通常發生於併購者與標的公司雙方具有併購之合意

前提之下，自然透過契約、協商共同討論出最有利之模式及交易條件下進

行，稱之為「合意併購」；另有少數併購個案，併購者與標的公司雙方非合

意之方式，透過公開收購標的公司股權之方式進行併購，此種型態被稱為

「非合意併購」。我國證券交易法即對於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之

行為，於第 43 條之 1 至同條之 5 訂有相關規定加以規範。 

    然而企業併購法等相關工商法規對於非合意併購規範之重點，著重於

保障公司營運及股東權益，與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結合之規範重點，為避

免透過結合之手段，而形成市場力量集中或獨占地位之可能，主要之目的

與維護市場之競爭狀態有所差別32。 

然而公司法等相關工商法規，對於企業間控制從屬關係之認定部分，

按公司法第 369 條之 2 規定：「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

超過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為控制公司，該

他公司為從屬公司。除前項外，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務

或業務經營者亦為控制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 

又公司法第 369 條之 3 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推定為有控制與從

屬關係： 

一、公司與他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 

二、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

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者。」 

依上述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規定，關係企業可分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

                                                 
32

 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頁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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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司、相互投資之公司；又控制與從屬關係可分為資本參與型（持股達

一定比例）及實質控制型（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

營）。因實質控制認定不易，故公司法第 369 條之 3 即明定，倘 2 公司董事

有半數以上相同，或 2 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有半數以上為相同

之股東持有者，推定 2 公司有控制與從屬關係。 

又直接或間接控制之判斷準則，所謂直接控制取得公司之經營權，通

常係當選一定比例之董事，於董事會取得決策優勢藉此主導公司。若董事

任期尚未屆滿，股東亦得依公司法第 199 條之 1 規定，於股東會上提前全

面改選，以達到重新選舉董事及監察人之目的；至間接控制，就公司法關

係企業專章規定，2 家公司具有控制從屬關係者，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即

具有一定程度之控制權。 

    另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訂定之集團企業申請股票上市、上櫃之補充規定，亦針對公司「直接

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訂有判斷標準如下： 

    所稱「集團企業」係指於申請上櫃會計年度及其上一會計年度內，與

申請公司彼此間具有控制或從屬關係之企業整體。具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

者，即認為其彼此間具有控制或從屬關係： 

  （一）屬於母公司及其所有子公司關係者。 

  （二）申請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或

他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申請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其

判斷標準如下：一、取得對方過半數之董事席位者。二、2.指派

人員獲聘為對方總經理者。三、依合資經營契約規定擁有對方經

營權者。四、.為對方資金融通金額達對方總資產之三分之一以上

者。五為對方背書保證金額達對方總資產之三分之一以上者。 

  （三）申請公司與他公司相互投資各達對方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者，並互可直接或間接控制對方之人事、財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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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經營者。具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即認為申請公司與他公

司間具有控制或從屬關係。但經檢具相關事證，證明無控制或從

屬關係者，不在此限： 

        1.申請公司與他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總經理合計有半數以上相

同者。其計算方式包括該等人員之配偶、子女及二親等以內親

屬。 

        2.申請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

均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者。 

        3.對申請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他投資公司與其關係人總計持有申

請公司超過半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者；或申請公司與其關

係人總計持有申請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他投資公司超過半數之

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者。 

至於有關公開收購書之聲明及保證相關責任，依證券交易法第 32 條規

定及同法第 174 條之規定，公司、負責人、會計師、律師等，對於公開說

明書，其應記載之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則須擔負民刑事責任之

風險（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是以，以前述大聯大公司收購文曄公司案而言，大聯大公司於公開說明書

中所提五大承諾，倘若違反公開收購書所為不介入他事業業務經營及人事

任免提案與其表決、維持持有他事業至多 30%股權等聲明及保證，則須負

擔相關民刑事責任。 

綜合觀之，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有關結合之規定，與公司法、企

業併購法等相關工商法規中所代表事業合併、收購之型態雖有所差別，然

如若相關行為可能產生市場力集中之型態，均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之形式要件者，不論其名詞為何，皆屬公平交易法「結合」之規範範疇。

至於對於事業間控制從屬關係之認定及直接或間接控制之判斷標準，公司

法及企業併購法等相關工商法規中均如前述，訂有明確之標準可供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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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公平交易法中審查是結合對於事業間之控制從屬關係以及直接或間接控

制之判斷，亦藉由前述判斷標準予以判斷，並無法規上分歧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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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文擬藉由電子產業股權收購之角度切入，以檢視並探討我國現行結合

管制之規範，並且透過與國外少數股權收購之案例進行比較，期望可為我國

現行制度提出相關建議。 

經檢視我國及國外各競爭主管機關，對於事業之結合，管制之目的係為

了避免事業透過結合之方式，導致市場力量的集中，造成反競爭之效果，而

衍生獨占、限制市場競爭之情況。然而因各國經濟及產業發展程度及目標不

同，各國對於事業之結合管制規範，亦有所差異。以我國而言，藉由公平交

易法之立法目的以觀，並無意對於所有事業結合均進行管制及干預，況且我

國經濟發展及產業規模以中、小企業為主，為了兼顧中、小企業合併以達到

規模經濟之目的，所以並非對於所有事業間之結合，均須提出事業結合申報，

僅對於達到一定規模之事業結合課予申報義務，規定事業須向公平交易委員

會提出事業結合申報。 

現行結合制度對於是否為公平交易法所稱結合之判斷以及對於結合之

准駁，主要由下列四個構面進行審視評價：(一)案關結合是否合致公平交易

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之 5 種結合型態；（二）案關結合是否達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之申報門檻；（三）案關結合之結合效果是否滿足公平

交易法第 13 條第 1 項所稱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之構成要件；

（四）對於案關結合有無必要附加條件或負擔 。 

其中，倘若案關結合未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任一款之結合定

義，即該事業結合，非公平交易法所定義之結合，自無依法於結合前提出申

報之義務，然而因我國結合申報規範關於申報門檻採銷售金額及市場占有率

雙門檻制度之設計，銷售金額門檻係以主管機關依據金融業與非金融業訂立

明確之金額予以公告。另外，除前述結合型態及申報門檻之判斷外，仍需注

意事業之結合有無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所訂排除申報之適用。申言之，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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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申報義務之有無，共由上述三個判斷準則所組成：（一）須符合結合之

定義；（二）須符合申報門檻；（三）並無合致除外適用條款。如其中有一未

符合，則非公平交易法所謂之結合，自無提出事業結合申報之義務。 

按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所規範事業之結合型態，包括合併、股份

取得、資產取得、共同經營、直接或間接之控制類型，若事業與他事業間之

交易合致前揭結合型態，且達到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之申報門檻，又

無同法第 12 條除外規定之適用情形，即應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報結合。惟

倘若事業間未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之結合型態，即無須進一

步審認是否達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申報門檻，該等事業不負有事先向公平交

易委員會申報結合之義務。 

    本文中透過檢視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大聯大公司公開收購文曄公司

30%股權案件之行政決定，檢視我國結合管制之規範，並透過與國外少數

股權收購案件之相關實務經驗進行比較，經查國外少數股權收購案件亦不

常見，歐盟各國對於現階段亦未有明確之判斷標準，大多仍依個案進行審

查並作出同意與否之決定，又因各國相關工商法規與少數股權所可能產生

之控制影響能力評估標準，亦因相關法規不同而有不同見解，然而對於我

國而言，經由文中就工商法規與公平交易法之競合關係之探討，筆者認為

我國現階段法規之管制並無扞格，且現行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結合之規範，

觀察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已將數事業間可能產生經

濟一體性、市場力量集中之可能行為，均納入管制範圍且訂有明文，而為

避免有所疏漏，進而訂定此款概括條款，不論透過直接或間接方式，得以

控制他事業之經營決策或人事任命，認定具有對他事業之控制，而納入結

合管制，相較於國外結合之規範較為周延，並且獲有司法實務之見解可資

遵循，以統一與維力案為例，對於少數股權之持有，對於控制能力之判斷，

認為應就具體個案情形，探究原屬各自獨立之二個以上事業，經由該特定

連結方式，是否有形成單一經營實體，達到實質限制競爭，足以促成獨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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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導致市場集中之虞。易言之，須事業已將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

免置於自主控制之狀態，始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稱之

結合情形，不能因該狀態可能繫於其他不確定因素而偶然成就，即謂該當

此款規定，故針對大聯大公司收購文曄公司之行為，則依據現行司法實務

見解，由個案之實際情形加以判斷，在司法實務見解尚未變更前，似無修

正之必要。 

    至於有關是否因非合意收購或產業結構而應有不同之考量乙節，按公

平交易法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申報義務、准駁條件及審查時程均定有明文

(含期限)。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2 條及第 13 條分別訂定事業

結合之型態、申報門檻、等待期間、除外適用情形、結合申報案件之決定

及附款等。另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亦對於應申報之事業、申報結合應備文

件、補正(包括結合型態及內容、參與結合事業、預定結合日期等)及受理

事業提出完整申報資料日等事項均有明定。無論合意併購或非合意併購之

結合案件，倘合致公平交易法結合型態及結合門檻規定者，均應依公平交

易法、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申報須知等規定備齊結合申報文件及產銷資

料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惟實務上，合意併購之結合申報案件，其

申報書所載參與結合事業之產銷資料、營運計畫及結合實施之結果均以參

與結合事業之共識為基礎；而非合意併購之結合申報案件，因無該等共識，

故文件與資料之真實性與完整性不若合意併購案件，且申報內容更易受到

非自願併購業者之爭執。以日月光公司及矽品公司結合案為例，前受理非

合意併購時，公平交易委員會依例辦理上網公告徵詢意見，對於該等意見

亦均須予以審議。然如前述，公平交易委員會審議結合案件旨在彙集足供

比較限制競爭不利益及整體經濟利益所涉各考量因素之相關事證。對於結

合案件之審查，無論是否為合意，均得依據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進行審議，

又結合申報文件未齊備者，公平交易委員會將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9

條及第 10 條，請申報事業補正之，不因合意與否而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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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案件合意併購或非合意併購之結合

案件調查與審議，現有法令及程序尚屬完備，對於合意及非合意案件以同一

規範處理，尚無因是否合意與否訂有不同審查程序。 

觀察過去公平交易委員會執法過程，相關市場界定往往會對個案的最終

處理結果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此乃因事業是否具有顯著市場力、系爭行為是

否在相關市場造成限制競爭效果以及減損市場效能競爭程度，皆與相關市場

界定大小有密切關係，雖然外界對於以市場占有率為判斷標準，時有衡量上

困難與不確定等批評，惟按現階段實務上之執行並無難以執行之情形，亦無

更直接且有效率方式，可作為判斷準則，且參考國外立法例與實務運作，亦

有相同或類似之規定作法，故筆者以為，以市場占有率作為判斷結合申報之

門檻標準，或許未盡善完美，但仍不失為一個相對符合可執行及可操作之方

法，尚無迫切修正之必要。 

又有關企業併購所涉及工商法規與公平交易法結合管制之競合關係乙

節，經查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有關結合之規定，與公司法、企業併購

法等相關工商法規中所代表事業合併、收購之型態雖有所差別，然如若相關

行為可能產生市場力集中之型態，均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之形式

要件者，不論其名詞為何，皆屬公平交易法「結合」之規範範疇。至於對於

事業間控制從屬關係之認定及直接或間接控制之判斷標準，公司法及企業併

購法等相關工商法規中均如前述，訂有明確之標準可供判斷，而公平交易法

中審查結合對於事業間之控制從屬關係以及直接或間接控制之判斷，亦藉由

前述判斷標準予以判斷，並無法規上分歧之情形，而有修正相關規定之急迫

性。 

然而對於事業結合之管制，除參考國外法規修訂趨勢可供借鏡之外，筆

者以為，仍須考量我國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趨勢，方得以達到對於競爭秩序

的維持，並且兼顧中、小企業合併以達到規模經濟、提升競爭力，在管制與

扶植產業發展間取得平衡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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