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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於我國公平法及公平會對於事業結合規範之現狀談起，了解對於事業結合的問

題。尤其是實質審查基準的部分，從特定市場的劃分，到核心審查部分「整體經濟利益」

與「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衡量究竟應該如何認定，皆需要明確之基準。本文以日本去年所

制定之事業結合審查基準為參考，探討可供我國制定結合審查原則時作為參考。 

內容而言，分為從我國規範現狀談起，論現行規範下值得檢討之處，再以日本現行獨

占禁止法之規定，以及新的企業結合審查基準之介紹及檢討來論述可供我國參考之處。 

關鍵字：事業結合、特定市場、HHI 指數、SSNIP 原則、市場集中度、市場力、整體經濟

利益、限制競爭不利益、效率性、企業結合審查原則 

壹、前言 

企業結合，在產業及企業之再生以及市場全球化等趨勢下，已成為各國所矚目之重要

課題。我國為因應此一潮流，在開放金融控股公司成立、獎勵企業併購的大方針下，在法

制面上，也制定新的法規以及修改相關之既有法規與政策，以為配合。在公平交易法（以

下簡稱『公平法』）方面，亦針對事業結合規範，從「事前申請許可制」改成「事前申報

異議制」為首，為相當大之修正。雖然就目前企業結合之需求，程序上的簡化可以增進結

合之進度，但並非代表企業結合不需受到公平法之規範，畢竟結合對相關市場競爭秩序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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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變化與影響，或許準確地來說，當思考如何規範與評價企業結合之際，從競爭法角度

的考量是絕對而必須納入的一部分。 

我國公平法對於事業結合管制的理由，是爲避免事業經由結合之手段而有形成獨占市

場地位之可能，或雖未形成獨占，卻造成市場結構過於集中，進而可能影響交易秩序，造

成對於競爭及整體經濟利益之弊害1，因此，從防止經濟力集中的角度有管制之必要。問

題在於，具體上公平法應該如何落實規範事業之結合？尤其在實質上的審查基準上，現今

之公平法中僅以「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為衡量基準，似乎過於抽象而欠

缺明確性。對於企業而言，在衡量結合是否可行時，在法制上必須將公平法之規範納入考

量，若沒有具體之基準可供自行檢測，將使事業無所適從，造成結合之阻礙。而公平會在

處理結合案件時亦可能因欠缺明確且具一致性的基準，而影響規範事業結合之實質效果，

亦可能造成審查時間之延長而牴觸原本欲簡化及縮短結合程序之意旨。是故，本文將從事

業結合之具體實質審查基準為重點，檢視公平法對事業結合之規範。文中並將討論日本於

2004 年所頒布之新的企業結合審查原則，嘗試從其中尋得可供我國在建立明確的事業結

合審查基準時參考之用。至於為何選擇日本做為參考之範本，此乃因日本於 1997 年開始

開放控股公司之成立、以及因應經濟環境下而檢討企業併購等企業整編之方向等，與台灣

                                                      
1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法立法目的與條文說明，81 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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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之發展情狀頗為類似，應具有相當程度可供參考之價值。希冀公平會亦能與美、日

同樣制定事業結合審查原則，以達到從競爭觀點對企業結合有明確且具效率之規範方式，

是本文最大之目的2。 

貳、公平法對於事業結合之規範 

公平法對於事業之事業活動的規範，基本上以『事後規範』為主。不論是與結合同屬

於「限制競爭」問題部份的「獨占」及「聯合行為」，或「約定轉售價格」等「不公平競

爭」行為，公平法皆明文規定其違法之構成要件，事業則是在其事業活動該當此等構成要

件始受到規範。然而，關於事業結合的部分，卻與此等「事後規範」截然不同，是對於結

合後是否「可能」發生限制競爭效果之結合在事前加以評估之規範方式，換言之，在事業

結合前審查之際，並未發生任何違法事由。因此，對於事業而言，如何評估日後欲進行之

結合在公平法及公平會的判斷下，是否需要申報、有無被容許（或異議）之可能性等，無

論在程序或實體上皆需要明確之規定與判斷原則。 

首先，了解我國公平法對於事業結合規範之現狀。在九十一年的第三次修法下，在結

                                                      
2
 公平法中對於規範之對象稱為「事業」，故文中以公平法為主之論述即使用「事業」一詞；

但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在其所制定之企業結合審查原則中使用「企業」一詞，文中為從

其用語而有交叉使用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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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管制的程序上有不少調整，以符合世界各國之潮流、政府政策、以及市場現狀3，以下

就幾個部分做分析： 

一、結合的定義 

（一）事業結合的定義與態樣，也就是需要受到公平法規範之結合類型，依據公平法

第六條第一項對於結合之定義，可分為五種4。 

1. 與他事業合併。 

2. 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

以上者。 

3. 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 

4. 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 

5. 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事業經營或人事任免者。 

                                                      
3
 有關民國九十一年之修正，請參閱劉連煜（2002），因應併購公平法有關結合規範之修正，

實用月刊 2002年 2月，頁 23 起。陳櫻琴（2002），新修正公平交易法介紹—結合管制之

重大變革，月旦法學 No.82，頁 231起。 
4
 不論何種定義之結合皆可分為水平結合、垂直結合、多角化結合。水平結合：相關產品

或地理市場中之有水平競爭關係，生產相同產品或代替性很高產品的事業間的結合。垂

直結合：事業一方爲他方之實際或可能供應者之結合，例如製造業者與流通業者等不同

產銷階段間事業的結合。垂直型的結合雖然不當然會造成市場集中，但仍可能對於其他

競爭者間造成限制競爭的負面影響。多角化結合（或稱混合結合）：事業間並不生產相同

之商品，同時一方義非他方之實際或潛在供應者之合併。很多的情形是事業為擴張經營

規模而進行此類型的結合。 



 
30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所以，可以得知我國結合的態樣包含：合併、持有股份、資產取得、人事兼任、以及

其他直、間接之控制。 

（二）例外排除適用結合規範之類型： 

對於第六條第一項之定義，對於市場競爭機能並無減損之結合類型，修法時特別增定

公平法第十一條之一之規定，將其排除適用結合管制，以符合現在控股公司盛行，其具體

包括： 

1. 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已持有他事業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再與

該他事業結合者。 

2. 同一事業所持有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事業間結合者。 

3. 事業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財產或可獨立營運之全部或一部營業，讓與其獨

自新設之他事業者。 

4. 事業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項但書或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規定收回

股東所持有之股份，致其原有股東符合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形者。 

此四種排除適用的類型，可歸類為事業集團中的內部整編，單獨的事業分割，以及暫

時性非為控制目的的持股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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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報門檻 

事業結合管制之目的在於預防事業結合之後對於該特定市場所造成之限制競爭效

果，若屬於中小型事業間對特定市場尚不至於造成實質上限制競爭之影響者，並無需要接

受結合之實質審查而規範之。因此公平法則透過第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以設定門檻之方

式，來過濾符合前述結合定義及態樣之事業結合。具體而言，門檻之設定分為兩種： 

（一）以市場占有率為基準： 

1. 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者。  

2. 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者。 

（二）以年度銷售金額為基準： 

目前公平會所公告之銷售金額，是於公平法修正結合之際，配合設以雙門檻制的方式

替代原來的單門檻，來排除大型事業與小型事業間對於市場結構並無實質影響之結合型

態，並區分非金融事業與金融事業設定不同金額標準： 

1. 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非金融事業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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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台幣十億元。 

2. 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金融事業者，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台幣二百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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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台幣十億元5。 

三、審查程序 

（一）事前申報異議 

公平法對於合乎結合要件之事業，在民國九十一年由原來的「事前申請許可制」改成

「事前申報異議制」。此一改變乃是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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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乃於九十年間

參酌國外競爭法有關結合管制的立法例而修正原有之規範內戎，以符合國際管制潮流並建

立公平合理的競爭機制6。 

（二）處理程序 

公平會對於事業之結合申報之處理方式是： 

1. 不異議：公平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在提出完整資料三十天內不許結合，採乃

所謂「等待期間」。若經公平會為實質審查後認為「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

                                                      
5
 根據公平會 91年 2月 25日所公告之門檻，尚對於金融控股公司或其他控股控股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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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公司或其具控制性之子公司參與事業結合

時，倘符合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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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公平會提出申報。 
6
 參考公平會第三次修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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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不利益」，而無限制競爭之疑慮，不為異議表示者，則事業於三十天等待期間後

得逕為結合（第十二條第一項）。 

2. 發延長通知：公平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但書及第四項之規定，公平會須為更詳盡之審

查時，得將等待期間之三十天為延長，但延長不得逾三十日，且必須做成決定。且

公平會於必要時對於延長後之結合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擔7。 

3. 發縮短通知：相對於延長通知，公平會對於不異議之結合申報案件，於必要時得發

縮短通知，無須等待三十日即得逕行結合（公平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但書）。例如，

對於瀕臨破產等具破綻之公司以結合作為救亡圖存之方法時，則有需要之可能性。 

4. 禁止結合：若經公平會經過實質審查判斷該事業之結合屬於「限制競爭不利益」大

於「整體經濟利益」者，則禁止其結合並以書面通知。 

四、實質審查之考量基準 

                                                      
7
 此外，等待期間內未為延長通知或延長期間內未做成禁止或不禁止決定者，依公平法第

十一條第五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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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但書的規定，在

第一款的部分：因事業結合涉有限制競爭之虞者，應允許其自行修正或調整原計畫之內

容，已除去受公平會為禁止決定之疑慮，然在此情況下，延長期間可能因為事業進行修

正或調整而經過，為避免影響公平會之審查權限，故明文規定公平會得因申報事業之同

意再延長其審理期間。第二款則是為杜絕事業以不法投機心態來妨礙公平會為正確之審

查。參考沈麗玉（2003），事業結合之管制與變革—兼論公平交易法之最新修正--，公平

交易季刊第 11卷第 1期，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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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對於結合規範之程序上做許多修正，但在實質審查基準上並無改變，仍以公平法

第十二條第一項以「整體競爭不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作為衡量基準，但公平法中

並無對於此二者並無解釋或判斷基準之規定，因此似乎只能透過累積公平會對於結合案件

之認定來了解公平會判斷之基準。 

（一）實務上之認定 

公平會依結合是為水平、垂直、多角化，有不同的考量8，因為不同的結合類型乃正

確之做法9。  

1. 水平結合： 

水平結合由於會使特定市場中產生集中度的升高、市場力的產生，因而容易產生獨占

支配力、或與競爭者間進行協調性行動，是屬於三種結合型態中限制競爭效果較大者，一

般而言比其他二者受到較嚴格之審視。而公平會在認定上對於水平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與

限制競爭不利益大致上以下列之內容為判斷基準： 

（1）整體經濟利益 

a. 規模經濟效益：事業結合後因為生產規模擴大所生之規模經濟效益，而因

                                                      
8
 公平會（2004）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第十版），頁 78。 

9
 有關水平、垂直、多角化結合之實質審查基準，請參照洪德昌（2003），結合審查實體判

斷標準之比較研究，台灣經濟金融月刊第 39卷第 7期，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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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下三種途徑使生產成本降低10。 

b. 技術效率：事業結合之後透過技術移轉或聯合開發技術，使技術水準因而

提升。 

c. 其他考慮因素：在其他原因則被舉出有：結合後生產因素價格及產品售價

降低程度、結合事業之一是否為垂危事業11、提升產品、服務之品質與資源

利用率，或避免資源的重複投入、提升市場競爭度、強化國內產業之競爭

力或促進國內產業的發展、使事業經營更趨國際化等。 

（2）限制競爭不利益 

由於必須由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做出比較，一般而言事業的結合多能創造

整體經濟利益，所以該結合究竟對於特定相關市場造成何等不利益，成為事業可否結合的

                                                      
10

 降低成本的方式有三種途徑：（一）生產效率的提高：生產規模擴大之後，可進行專業化

生產，提高生產效率，降低單位生產成本。（二）管理費用降低：生產規模擴大之後，管

理費用並不會與產量的增加呈同比例增加，所以分攤在每一個單位生產的平均管理費用

較少。（三）財務的優惠：生產規模擴大之後，在貸款信用通融方面，可獲得較低利率的

優惠，在生產因素方面，例如原料可因為購買數量的增加而獲得較優惠之價格。公平會

（2004）認識公平交易法，78。 
11

 為垂危事業之情形，在美國DOJ與 FTC所共同適用之水平結合指導原則，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1992（as amended 1997）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第 5 部分中即特別針對垂危事業，認為近破產邊緣的企業或部門間，若已無

結合以外之其他可取代之方法解救其困境，應容認其結合。 

 但也非結合事業之一為垂危事業即應適合全部容認其結合，因為不可忽略結合之後由垂

危事業至接收事業的市占率移轉，所可能造成之市場支配的弊害。因此，在垂危事業結

合的案件中，必須注意市場支配的弊害以及競爭條件的改善（從垂危中為解救）的衡量。

請參考岩本諭（2003），ドイツ競争制限防止法における救済合併の規制基準，日本経済

法学会年報通巻 45号，頁 141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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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限制競爭的不利益須考量則可下列的因素： 

a. 結合前後結合事業的本身及相關市場的市場占有率變化，市場原有之競爭

狀態以及該結合案對於市場結構、集中度有無重大改變或不利影響。市場

競爭者數目較少之市場，有可能因事業結合使其市場競爭性更形降低12。 

b. 市場進入障礙增加的程度。 

c. 對市場競爭行為、上下游業者或消費者有無不利之影響。 

d. 是否影響市場價格13。 

e. 參與結合事業是否提供適當自我防制限制競爭，及促進內部利益外部化之

具體措施14。 

2. 垂直結合、多角化結合 

垂直結合與多角化結合與水平結合相較，有提升效率性的餘地較大、促進競爭的一

面，因為，其並非直接減少競爭單位造成市場集中度之提高，而且上下游企業之結合，還

能降低生產、經銷之成本，甚至能降低商品、服務之價格之故。但不可否認，其另一方面

                                                      
12

 此乃水平結合進入實質審查後重要的衡量，各國多採用 HHI指數來確認市場集中度。本

文後面將論述之。 
13

 若造成價格的提升則恐有損及消費者利益。 
14

 有關於「內部利益外部化」的問題，有學者認為有違市場自由競爭機制，是個具不確定

的衡量因素。參考劉孔中（2003），公平交易法，元照，頁 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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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市場閉鎖15、排除競爭者等限制競爭之效果，所以仍必須要衡量其「整體競爭不利

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之後來決定是否容認其結合16。 

公平會對於垂直結合與多角化結合在實務上所考量之點，在整體經濟利益上基本上還

是與水平結合在大方向上做同樣之考量，但亦有針對於垂直結合與多角化結合之特性而考

量之部分，例如垂直結合對於成本之降低而可使價格亦因而下降之效果，在多角化結合的

部分則強調事業透過多樣化的組合可以促成範疇經濟之效益等。而在限制競爭不利益的部

分，亦重視了垂直結合之特點而考量，例如市場參進障礙之有無或加強，對結合後競爭者

之影響（例如造成排除效果等），市場價格之變動等；多角化結合的考量則與垂直結合較

為相同。 

五、我國對於結合案件之處理 

雖然，公平會對於結合案件肯否的認定上似乎有其基準，但實際上申請結合被駁回的

案子並不多見，換言之大多數的結合案件多獲得公平會之認可乃是現狀17。 

                                                      
15

 所謂市場閉鎖效果，可以分為幾個階段為判斷：一、該事業結合的結果，是否因造成市

場閉鎖而使競爭者之費用上升之蓋然性頗高？二、競爭者費用上升的結果，是否使結合

事業的價格支配力提升？三、事業結合之效率性是否緩和了價格上升。請參考競争政策

研究センター（2004）共同研究，垂直・混合型企業結合規制の法学・経済学的考え方

に関する考察，頁 5。 
16

 競争政策研究センター（2004）共同研究，垂直・混合型企業結合規制の法学・経済学

的考え方に関する考察，頁 3-4。 
17

 事業結合的違法處分案則多是應為結合申報（請），而未為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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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合為申報許可制的時期，被公平會駁回的案件中大多與有線電視事業有關：如：

（一）群健有線電視公司擬受讓威達有線電視公司主要資產申請事業事業許可案18。（二）

蓋曼群島商怡星有線電視股份公司擬以直接、間接投資方式取得我國境內萬象等九家有線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結合案。（三）東森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擬以控制業務經營、

人事任免方式與聯群等公司結合案。（四）新台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與麗冠有線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結合案19。 

其中第（二）、（三）案，是屬於有線電視節目頻道的提供業者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

結合，由於此類結合方式會使頻道供應業者透過拒絕交易、差別待遇、集體議價優勢、或

以其阻嚇力量，排擠其他頻道節目進入被結合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播出之可能性，降低其

市場競爭力而退出市場，致使頻道節目供應市場將有市場閉鎖限制競爭效果之虞。而對於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市場，因為被結合之系統業者因結合而產生降低交易風險、改善經營體

質、穩定供需關係、營造集體議價及跨業整合優勢等利益，較同一經營區域內其他未參與

結合之系統業者，具有明顯之競爭優勢，造成有線電視系統市場結構趨於集中，而不利競

爭機能之發揮。而第（一）、（四）案則是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間之結合，因為兩事業若結合

                                                      
18

 89年公壹字第 8815621007 號函。有關本案件之分析可以參考劉華美（2001），論結合管

制，月旦法學雜誌 No.69，頁 85。 
19

 其中（二）、（三）兩駁回案在事後再次提出申請，並獲得許可。請參考 90 年公結字第

557-566號許可決定書，以及 90年公結字第 998號許可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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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造成該市場成為完全無競爭狀態之獨家經營，且其人口密度甚高經營成本已較其他地區

為低，並無「合理擴張營運規模以降低成本」之必要，難以認定其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

競爭不利益。 

另有中油公司與加油站業者以結合方式成立加油站一案20，因為該案乃油品市場開放

前申請，爲顧及市場自由化後之競爭空間及起跑點之一致性，因而未允許此結合案，此是

因為該市場當時的特殊時點所致。 

由於有線電視市場有其特殊性（包括特定區域內業者家數的限制、與系統供應業者間

的密切關係），故僅以上述案件為例，尚難看出所謂「限制競爭不利益」大於「整體經濟

利益」之衡量結果，有否可能在其他產業市場中出現。 

參、對於我國現行規範之思考 

我國對於事業之結合，是採介於「原則禁止」及「弊害規制」之「折衷原則」，並將

「事前申請許可制」改為「事前申報異議制」，可謂相當符合先進各國之潮流21。但就現

行的公平法規定以及實務上的運作，仍有以下幾個部分的問題值得檢討。 

                                                      
20

 認識公平交易法（第十版），頁 123。 
21

 美國、德國、歐盟之結合管制介紹可參考沈麗玉（2003），頁 61起。有關日本之結合管

制，請參閱及山根裕子（2002），合併審查—欧米の事例と日本の課題，NTT 出版，頁

26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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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結合規範之對象 

（一）結合之態樣 

公平法第六條對於結合之定義，基本上和其他各國的結合型態並無太大差異，惟有一

些較為特殊之結合型態，其是否應該受到結合管制有必要為檢討。 

1. 參與結合事業不需為既存之事業 

若參與結合之事業必須為既存事業時，則例如多家金融機構，共同合資申請成立金融

控股公司，而自己則轉換該新設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的情形；或是兩公司共同出資開設

一新公司時，是否該當公平法第六條之結合定義結合管制則成為問題。對此，公平會早期

的解釋（公研釋字第○一二號解釋）曾認為事業共同投資設立新事業之行為並非第六條規

範之對象22，但已不符市場之現狀，已於九十一年廢止，故公平法所規範之事業結合除成

立既存企業間，亦應包含新設事業參與結合之情形23。 

2. 排除管制適用之結合態樣 

即使符合本條之結合型態，若實質上並未造成限制競爭效果之結合似乎可以有排除管

                                                      
22

 公研釋字第○一二號解釋：「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第一項所稱之他事業，以結合時既存之事

業為規範對象，二以上既存事業共同投資設立新事業之行為，尚非該條規範對象，故縱

使參與投資事業之一，有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定各款之情形，亦無須向本會申請結合

之許可….」 
23

 顏雅倫（2003），我國結合管制之檢討與前瞻—以金融產業之結合為例，公平交易季刊第

11卷第 3期，頁 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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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餘地，這部分的問題在增修公平法第十一條之一中列出了排除管制適用之態樣，其包

含了關係企業間股權、資產、或營業調整之結果，因其僅涉及原有事業集團內部之調整，

並非當然產生規模經濟擴大、市場競爭機能減損之效果，所以無管制之實益的控制與從屬

公司間等之結合類型，但是否第十一條一一之第一款及第二款已經可以涵蓋所有事業集團

內之結合情形，本文後敘日本之企業結合審查原則中將論及之24；而依據公司法第一百六

十七條第一項或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回收股東所持有股份之結合，是屬於業務負責

人依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所行使之正當權利，且其結合之發生系由於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行為所致，與公平法所欲規範之結合本旨並不相同，而皆排除適用結合之管制。但是，除

了公平法第十一條之一的結合態樣外，並未有藉結合控制他事業之事業活動之結合，例如

金融、信用、保險機構之業務包括為自己或他人買賣及交易證券，出於轉售而暫時持有證

券者；為進行清算、結束營業、破產等程序，而依法受命取得股份者；或財務控股公司行

使其表決權只是為了維持其投資之完整，此等類型之股份取得皆不會造成市場集中，不須

受到結合之管制25。 

                                                      
24

 但若是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之關係建立，透過 A 事業直接控制 B 事業，以及 A 事業透

過 B事業控制 C事業，則該當公平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之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公平會（2004）認識公平交易法，頁 71。此外，關於控制、從屬關

係之關係企業與公平法之結合管制，請參閱吳秀明（2000），論關係企業與公平交易法上

之結合管制，台大法學論叢第 29卷第 3期，頁 133起。 
25

 劉孔中（2003），公平交易法，元照，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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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管制門檻 

公平法第十一條對於申報門檻之規定，分為依據市占率及銷售金額兩種。而事實上事

業結合之申報多以適用銷售金額之基準為多26。 

以市占率為申報門檻，在其他國家並無多見，美、日、德以及歐盟的結合管制皆以營

業額或總資產等金額作為門檻。以市占率為申報門檻之問題在於，欲結合之事業然雖對於

自己的銷售金額可以輕易掌握，但對於自己在特定市場之市占率未必夠敏感度而知道自己

已達申報門檻，因為特定市場之劃分本為不易，何況更進一步確認市占率，公平會亦難主

動察覺對於符合市占率門檻而未申報者，尤其是較為特殊專業或規模不大之產業。或許公

平會原意即是為處理這樣特殊而銷售金額不高的特定市場中之結合，但實效恐難期待，故

可於日後修法時研議刪除之，以符合實用與國際潮流27。 

所以用銷售金額為申報門檻是較為明確之基準，且無需花費過多成本於市場劃定，同

時銷售金額採雙門檻制度之後將大型事業與小事業之間的結合排除於管制之外，最明顯的

便是有關超商的結合案，在採用雙門檻後已無須申報，讓公平會驟減許多結合案件之處理

                                                      
26

 以市占率為門檻者，多見於有線電視業者間之結合。參考顏雅倫（2003），頁 103。 
27

 公平會於 2006年 2月參加 OECD「全球競爭論壇」會議，接受競爭政策同儕檢視時，在

回應中說明日後我國的重樣要立場方針時，即論及研議刪除以市場占有率作為結合申報

門檻之規定，以符合國際潮流。請參閱公平會網站民國 95年 02月 09日所發佈之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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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惟，以所謂「銷售金額」有時並不能反映事業真正之經濟力，所以「營業額」為基準

似乎較為妥適的主張亦有之。此部分值得做更進一步的探討，尋得能更精準掌握事業結合

之門檻設定方式29。 

二、特定市場之劃定 

在公平法之規範中，若要判斷系爭行為是否對於特定市場造成限制競爭效果，則必須

對於該事業之特定市場先行劃定否則無以為之。尤其對於限制競爭行為（濫用獨占力、結

合、聯合行為）而言，特定市場的劃分非常重要。在結合規範中，首先，在判斷是否為結

合申報對象之審查門檻中，根據公平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二款的規定乃是以市場占有

率為基準，因此若未將特定市場劃出，則無法得知事業是否已達門檻。而進入實質審查之

後，各國所常使用之 HHI 值來做初步篩選基準，其需要以結合事業與競爭者之市占率作

為計算之基礎，以及更進一步要衡量該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

亦必須確定特定市場30。但是，就現行結合事業之審查上，對於特定市場的劃分似乎非十

                                                      
28

 但從另一個角度，也許必須擔心大型事業與小事業的結合無須受到結合管制的情形下，

大型事業藉此型態之結合不斷擴大自己的規模，造成或強化市場力之結果。 
29

 劉孔中（1998），「論結合管制之理論與實務」，公平交易季刊，第 6 卷第 2 期，頁 10；

顏雅倫（2003），頁 99。 
30

 有關特定市場劃分之重要性，參考林秀弥（2002），競争法における関連市場の画定基準

――「一定の取引分野」をめぐる独禁法上の課題とその解決方法に向けて--（一）及

（二），民商法雜誌第 126卷第 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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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縝密，容易只論及「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的衡量，卻過於忽略特定市

場劃分的重要性。 

（一）如何劃定市場： 

如何劃分特定市場，公平法於第五條第三項中，將特定市場定義為：「指事業就一定

之商品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範圍。」而公平會則對此有更具體的解釋指出，對市場定義

理應涵蓋所有競爭可及之區域或範圍，包括商品或勞務潛在供給者與需求者之相關市場及

可能交易之區域空間與時間範圍；台灣地區由於運輸便捷、商品流通方便，一般多以台灣

地區為一定之市場範圍，服務業因較具地區特質，將視實際情況再行斟酌，時間長短則考

慮利用全年資料以消除季節變動因素。至於相關市場之認定，經濟學上常以產品替代彈性

作為衡量標準，包括供給替代彈性及需求替代彈性，但因合理之替代彈性值並無一定標

準，且商品替代彈性常因價格變動、季節更替及地區不同而有所差異，故實務上亦須配合

現有統計資料之事業分類，並徵詢專家學者之意見，加入客觀事實之認定31。 

因此可以得知，公平會在實務上對於市場的認定，乃將市場以下商品、地理、以及時

間三種因素做為考量因素。 

1. 相關產品市場 

                                                      
31

 請參照公平會結合管制-申報標準中對「市場範圍的界定及市場占有率之計算」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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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市場區分方式是以消費者的需求替代與生產者的供給替代做為衡量指標。公平會

在其所制定之「公平交易法對四 C 事業跨業經營之規範行為之規範說明」第四點關於市

場界定及市場佔有率的計算，對於產品（服務）市場即是特別提到是指從消費者的觀點，

所有能夠滿足特定需求，且在價格及功能方面可以互相替代的產品（服務）所構成的組合。 

在美國的水平結合指導原則中，關於商品市場劃分有一個 SSNIP 原則32，是美國一九

八二年水平結合指導原則的廣為受到支持的一個劃分方法。所謂 SSNIP 原則是指以假設

由獨占者所造成之「少額但是有意地非一時性的價格上漲」（水平結合指導原則是以時間

一年，上漲幅度五%為原則。）之利益之產品（服務）之最小限度集合作為劃定特定市場

之測定原則，此時要看的是買方在需求面的反應，乃是從需要彈力性的觀點將抑制市場力

之原因帶入特定市場之劃分33。詳言之，先設定一個商品市場，然後開始測試「假設該設

定之商品市場是由一個事業所獨占（其所商品為 A），而該事業進行小幅但無法忽視、且

非一時性的價格上漲，是否能得到利益」。若價格一上漲，許多的顧客開始往其他事業所

產之商品（商品B）移動，無法獲得利益，則該假設之商品市場即非應該分析之特定市場。

                                                      
32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 的第一部分。所謂的 SSNIP 是“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的縮寫。 
33

 有關 SSNIP 原則之定義及適用，可參考林秀弥（2002），頁 202；以及宮井雅明（2003），

市場支配力の法的分析――企業結合規制における市場支配力の立証――，日本経済法

学会年報第 24号，有斐閣，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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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測試必須繼續進行，將剛剛商品 A 加 B 一併納入「假設的商品市場」進行檢視，

若還是無法獲得利益，則把範圍再擴大，持續檢視。一直到「若將此範圍獨占，價格上漲

能獲得利益」，這便是 SSNIP 所求之「商品市場」34。雖然，此一原則有過於抽象、難以

選定假設的獨占事業所引起的價格上漲之所謂「價格」、其適用於裁判或其他審理之際的

證據力如何、是否有真正進行必要的經濟分析等問題被指摘35，但原本事業結合之事前審

視即具抽象及預設性，而不可否認此一檢視原則比傳統僅以產業類別作為劃分基準要來得

細膩，可作為參考。 

2. 地理市場 

由上述的商品市場劃分方法，以商品的生產據點做同樣的檢測，即可劃出地理市場。

此外，從交通運輸狀況、地理特性或管理法規的限制等都屬於劃定特定市場時需要考慮的

地理因素。上述的 4C 規範說明中對於地理市場則是定義，為事業提供產品（服務）從事

競爭的區域範圍，消費者在此區域能夠無障礙地選擇或轉換交易對象。而對於 4C 產業之

特性，規範說明中還特別提及 4C 產業跨業經營及匯流之趨勢，將使各種服務間的相互替

代能力增加，產品（服務）或地理市場的界線日益模糊，這的確是產業多元化發展後，地

                                                      
34

 川濱昇、瀨領真悟、泉水文雄、和久井理子（2003），ベーシック経済法，有斐閣，頁

53。 
35

 宮井雅明（2003），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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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市場劃分所面對的難題。 

此外，測定相關地理市場範圍時，尚有所謂價格法（Price Approach），以價格相同與

否做為界定方式，認為產品若屬於同一市場，其價格將很快趨向一致；及銷售法（Shipment 

Approach），是以產品移動情形做為判斷之依據，以當地生產之商品銷售之比例，與計算

當地存在來自外地相同產品銷售之比例，兩者若超過百分之九十，則為強勢市場，應認為

是同一市場，否則不能認為是同一市場36。 

3. 時間因素 

此外，如果時間夠長，可使消費者轉向距離較遠地區購買品質、功能相近而價格較為

便宜之商品，甚至以進口方式來彌補國內的不足，也就是可以將進口的部分帶入市場劃定

實之考量。所以若時間上允許，特定市場的範圍可以因此而擴大。將進口部分納入市場劃

定的考量因素，實已跨出僅衡量國內市場之藩籬，對於市場全球化之現狀，能有更貼近之

實效。關於此點，後述的日本企業結合審查原則中將論及之。 

（二）市場集中度之計算 

當市場劃定之後，及可就該市場中之競爭者來計算市占率，以了解參與結合之事業在

該特定市場之地位。而若要更進一步分析是否會造成或強化市場力（market power）的可

                                                      
36

 賴源河（2002），公平交易法新論，元照，頁 198。 



 
48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能性時，那麼所謂市場集中度之計算，便為一可用之指標。 

1. HHI（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指數 

HHI 指數是市場集中度計算時所常被使用之計算方式37。此一指數的計算方式是，在

該相關市場中所有競爭事業的市場占有率的數字平方的總合。在完全獨占的情況下則是

100
2＝10000 是為上限，例如某市場中，有市占率 25％的事業一家、20%二家、15%一家、

10%二家，則該市場的HHI 係數則為 25
2＋20

2×2＋15
2＋10

2×2＝1860。用此一係數可以算

出市場的集中度，做為分析該市場全體的競爭情況的指標38。在一九九二年的美國水平結

合指導原則中以HHI 指數為指標將市場及中度分為三類：HHI 指數 1000 以下為非集中，

HHI 指數 1000 以上 1800 以下是輕度集中，而HHI 指數 1800 以上則為高度集中。換言之，

HHI 指數 1000 以下的事業結合，原則上應為允許，因此 HHI 指數 1000 則被稱為「安全

避難所（safe harbor）」，是在進入結合之實質審查後，可以排除管制的一個初步篩選指標，

而進入實質審查之後於判斷結合事業之單獨行為是否產生限制競爭不利益時亦可作為判

斷指標之一，此點戴文後討論日本新的事業結合審查原則時將會論及。所謂 HHI 指數在

                                                      
37

 有關 HHI 指數之相關經濟學理論，請參考梁國源（2000），如何判定「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HHI與事業結合申請案，競爭政策通訊第 4卷第 2期，頁 7。以及梁國源、陳尚賢

（2000），HHI與事業結合申請案，公平交易季刊第 8卷第 1期。 
38

 佐藤一雄（1998），アメリカ反トラスト法—独占禁止法製政策の理論と実践，青林書院，

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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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結合時，對於辨視市場集中度之變化有很大的幫助39，而對於垂直或多角化結合，雖

然結合之際難以預估結合事業在市占率或市場集中度之變化，但是當結合事業在各自所位

之特定市場中若屬市占率或市場集中度較低之情形，對自己或對於結合另一方之事業的市

場，其結合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可能性便較低，所以市占率及 HHI 指數對於垂直或多角

化結合仍有其適用之處。我國公平會實務上處理結合案件時，亦時常將 HHI 指數列入衡

量。 

而另有 CR4＝The four farms concentration ratio 即所謂上位四家事業集中度的指標。

以前述的例子來說則是 25＋20×2＋15＝80。但若某相關市場本僅有四家事業的情況下，

例如 40%、30%、20%、10%、各一家，則 40＋30＋20＋10＝100，比較難以正確表達該

市場的集中狀況40，是早期在一九六八年版的美國指導原則中所適用之基準，現在已不被

採用。 

三、實質審查之基準 

事業結合經過申報門檻以及特定市場的市場集中度等初步的審視，將不須受管制

                                                      
39

 HHI指數在一○○○以上一八○○以下的輕度集中時，若 HHI指數在事業結合前後的增

加指數在一 OO 以下原則應無限制競爭之虞，相反地若超過一○○則有造成限制競爭的

可能性；而 HHI 指數一八○○以上的高度集中，若 HHI 指數在事業結合前後的增加指

數在五○以下原則應無限制競爭之虞，增加指數在五十以上未滿一○○者則有造成限制

競爭的可能性，而若超過一○○則可推定其具限制競爭效果。 
40

 佐藤一雄（1998），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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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合排除之後，則進入對申報之結合事業進行實質審查。公平法對於審查之基準，

僅有第十二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兩個抽象概

念。由於公平會對於結合之不異議必須是在「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的情形，相反地，當「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大於「整體經濟利益」時，則應禁止

該事業結合而為異議。當兩個抽象的概念究竟在實際的結合案例上應該如何為認定，

又該如何將兩者來比大小，應是實質審查時最重要的課題。 

如同前面所述，應該對於不同的結合型態，即水平結合、垂直結合、多角化結合

做不同的考量。然而，不論何種型態，首先應該了解在公平法上究竟應該如何定義及

評價「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之概念。 

（一）整體經濟利益 

評價事業結合對於特定市場所造成之整體經濟利益，如前面討論我國實務上之判斷基

準時所論，可以從不同的結合類型考量不同的因素，而通常結合所造成之效率性常是在與

限制競爭不利益比較衡量時作為經濟利益存在之抗辯，但究竟該如何定義及評價之，在此

便以「效率性」為主探討之。 

1. 何謂效率性： 

所謂的效率性（efficiency），乃指藉由結合事業提高對於競爭者之競爭力、提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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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誘因來達到促進競爭的作用，其可以達到降低價格、改善品質、提升服務、新商品產生

之效果41。在寡占性協調行動方面：而因效率性所致之邊際費用降低，會引起其他未參與

協調事業（獨自行動之事業，maverick）降低價格之意欲，或促使新事業進入市場來抗衡，

所以造成寡占性的協調行動較不易維持。再者，由結合事業之單獨行動所為之價格調升，

也會因為效率性所致之邊際費用降低而降低誘因。但是要注意的是，對於因結合獲得獨占

地位（即獲得單獨性的市場支配力）的情形，這樣的理論即無法適用，無法以此作為容認

其結合之理由42。 

2. 效率性對於競爭所造成之正面效果 

由結合所造成之利益有哪一些可以評價為促進競爭之正面效果？對此問題，除了上述

效率性可以造成的優點，尚可用 trade-off 基準來討論。所謂的 trade-off 基準尚可分為兩種

不同的立場43： 

泝是由（i）市場力（market power）的發生所造成資源分配上的非效率性與（ii）

由合併所致之產生上之效率性，兩者單純地比較計算。這種基準稱為「總剩餘基

                                                      
41

 有關效率性之概念，請參考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1992

（as amended 1997）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第 4部分。 
42

 競争政策センター（2003）共同研究，企業結合の効率性と市場への影響に関する経済

分析，頁 10。 
43

 武田邦宣（2001），合併規制と効率性の抗弁，多賀出版，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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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是以合併前後的總剩餘增減的比較來認定效率性。 

沴是由（i）市場力的發生所造成資源分配上的非率性加上從消費者移轉到生產者

之利益；與（ii）由合併所致之生產上之效率性，兩者加以比較計算。此基準稱

為「消費者剩餘基準」，是以合併前後之價格變化作為效率性之判斷基準，其所

重視的是市場力的發生所造成的利益移轉。 

至於應該採哪一種立場來評價效率性之有無，美國 NAAG（美國司法長官協會）所

定之水平結合指導方針44中可以看出是較為重視消費者利益在結合前後之變化，其立場是

將防止因合併所造成利益由消費者移轉至生產者之變化，作為規範結合之重點。換言之，

該指導方針認為，即使整體上總剩餘增加，但因為市場力形成或強化而造成消費者價格上

昇時，則不承認其具正面之效率性，DOJ 與 FTC 的水平結合指導原則亦是接近的思考45。

總言之，所謂效率性不能僅著重於事業之規模經濟形成，還必須考量消費者利益的部分，

畢竟社會利益應包含事業及消費者兩方之利益，若不能兼顧，恐怕不是正確之「效率性」

定義，亦不符合「整體經濟利益」之概念。 

                                                      
44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torneys General（Adopted and 

Published on March 30, 1993）。 
45

 雖然消費者剩餘基準的重視，對於整體福祉較無傷害，但結合不會單純因為前後價格之

下降就能得到肯定自不待言。武田邦宣（2003），合併規制における効率性の抗弁，日本

経済法学会年報第 24号，有斐閣，頁 17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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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限制競爭不利益 

所謂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在美國司法省與 FTC 之水平結合指導原則中貫徹之基本理

念中即指出，「形成或強化市場力之結合，及使市場力容易行使之結合，是不被容許的」，

所以市場力之形成是對特定市場所產生之不利益之重點。所謂市場力，乃謂事業對於「價

格得以維持一定時間，超越市場若為競爭時可以實現之水準之能力」。而市場力具體發揮

之類型大概可以分為三類：1.獲得單獨的市場力，也就是獲得獨占地位型。2.寡占性的協

調型。3.由單獨行為所引起之價格上漲46。由於第 3 型多常發生在商品差別化的情況，而

許多的情況下，與第 1 型並無太大差異，因此在討論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時，多分為單獨行

動及協調性行動兩個方面進行檢視47。 

四、小結 

綜上所討論之對於事業結合規範，我國的規範現狀以及尚可供思考之幾個問題點中可

以了解到，我國現行對於事業結合之管制在修法之後改為「事前申報許可制」以及「銷售

金額雙門檻制」是符合潮流之正確方向，但最為欠缺的是實質審查基準之存在，光憑公平

                                                      
46

 競争政策センター（2003）共同研究，企業結合の効率性と市場への影響に関する経済

分析。 
47

 參考本文第肆部分，日本事業結合審查原則中即以此兩者為分類來討論其限制競爭之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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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之「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衡量作為基準實過於抽象，

而單憑所謂過去處理之案件尋求共通基準，不確定性過高，對於一般的事業而言無從了

解，亦無法在欲結合時為適當之因應與決定是否該結合。 

雖然公平會對於事業之結合目前定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

則」及「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以及對於欲結合事業定有「事業結合申請須

知」，但事實上多屬於申報程序上之規定，而對於實質審查之具體判斷基準則尚嫌不足，

若有可能，應該如美、日一般制定一個事業結合審查之指導原則才是上策。而制定之際，

必須從上述所論之審查對象、特定市場劃分、「限制競爭不利益」與「整體經濟利益」之

認定具體標準等考量去進行，才能針對現狀提出有實際效用之解決方針。由於日本公平會

於去年（2004 年）全新修定頒布企業結合之審查原則，其內容修正原本舊審查原則在運

用中不當之處，及配合現行美歐等對結合之規範而成。以下，以比較法之觀點，探討日本

對於事業結合之規範。 

肆、日本對於事業結合之規範 

一、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於事業結合之規範 

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於事業結合之規範規定於獨占禁止法（相當我國公平法）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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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至第十八條）。所規範之事業結合類型包括合併（第十五條）、公司分割48（十五

條之二）、營業受讓（第十六條）、人事兼任49（第十三條）以及股份持有（第十條）。其

中合併、公司分割、營業受讓，必須為事前申報且亦採雙門檻制50。而股份持有則採事後

報告制，有學者對於此部分頗為批評，認為應該與合併等採取相同之事前申報較妥，否則

有限制競爭效果之股份取得，在事後報告制之下，事業根本不會進行事前諮詢，而主管機

關對於已移轉之股份做任何措施都有相當大的困難度，現實上也未見日本公平會對於股份

取得之結合型態進行調查進而認定違法之案例，實難以達到管制的目的51。 

至於人事兼任則必須達到被兼任公司一定員額，以及透過具表決權之股份持有而使公

司兼具結合關係才有接受結合規範之必要（其基準由事業結合審查原則定之），實際上之

規範則是在認定有結合關係下且實質上有限制競爭之效果者始被認定為違反獨占禁止

法，且大多時候因人事兼任會伴隨股份持有，所以透過股份持有之報告制度亦能充分掌握

                                                      
48

 公司分割是獨占禁止法於平成 12 年（2000 年）修法時增訂之結合類型，包含共同新設

分割和吸收分割，由於從競爭觀點來看，共同新設合併與合併同效果，而吸收分割則與

營業受讓同效果，故需要受到結合之管制。參閱金井貴嗣（2002），独占禁止法，青林書

院，176頁。亦由學者對於公司分割在事業結合上的意義解釋為：「以公司組織上的手法，

複數的事業被置於具持續性及組織性的統一意思決定之下。」，請參考實方謙二（1998），

独占禁止法（第 4 版），有斐閣，頁 79。 
49

 所為人事兼任，日文稱為「役員兼任」，其不止狹義的董監事之兼任，還包括事實上出席

董事會並參與公司經營者，名稱則不拘泥；此外還從業員（持續從事公司業務者）亦屬

之。 
50

 以 100億及 10億作為雙門檻。 
51

 村上政博（2005），最近における企業結合規制とその課題――欧米並みの企業結合審査

に向けて，公正取引 No.654，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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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二、日本的事前諮詢制度 

日本公平會在事業審查的實務上，在正式的法程序之外，存在著一個較為特殊的制

度，稱為「事前諮詢制度」。其並非正式法定程序，而是由欲進行結合之事業於申報之前，

對於結合是否有違法之處，自發性地與公平會諮詢之制度，其行之有年且被廣泛利用52。 

雖然事前諮詢制度非正式程序，但是實務上向來幾乎所有該當須附條件承認或被下禁

止命令的重大事業結合案件，皆在曾在正式申報之前透過諮詢進行處理。在此種諮詢制度

下，是由結合事業所提出的書面資料以及日本公平會所能取得之公開資訊來進行審查，但

實際上並未徵詢過競爭業者、交易對象、該業界之專家等意見，也無問卷調查來深入了解，

就直接由公平會與提出諮詢之業者之間合意來提出解決措施。這樣的做法會讓人質疑公平

會做最終措施決定之際，取得的資料是否足夠，是否有充分進行審查，以及公平會對於正

式的事業結合審查的有效性。再者，在附條件承認的情況，以依據合意變更申報計畫書的

方式做為問題解決措施，其日後條件履行的時效性，亦有疑問53。而諮詢制度對於結合事

業審查之影響，除了重大案件多皆經過諮詢而後申報，且實際上諮詢與申報間的關係是，

                                                      
52

 金井貴嗣（2002），独占禁止法，青林書院，166頁。 
53

 有關日本的事業結合事前諮詢制度之變遷，請參考村上政博（2005），最近における企業

結合規制とその課題――欧米並みの企業結合審査に向けて，公正取引 No.654,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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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平會回答無違反獨占禁止法之問題後，只要在提出法定申報之際，提出與之前作為事

前諮詢的事業結合計畫相同之內容為申報，則不另外採取審查54。換言之，對於進行諮詢

的結合案件，其應該在結合申報之後才進行之實質審查，已在事前諮詢制度內進行成為實

務上的現狀。 

既然事前諮詢制度在實務上扮演如此重要之角色，所以日本公平會為求在事前諮詢

時，在進行審查的部分能更近一步提升迅速化及透明化，將事前諮詢程序做了大幅度修

改，於平成十四年（二○○二年）公佈了新的「有關企業結合計畫事前諮詢之對應」55以達

成目的。在其具體內容主要有幾個重點，（一）在於在申請事前審查時，若公平會判斷有

詳細審查之必要時，必須對於結合事業之交易對象等舉行聽證調查時，此際若結合事業不

同意此案公開，則不能成為事前諮詢對象。（二）最初的書面審查，由提供載明事業結合

計畫具體內容的資料之日起，原則上三十日內，通知諮詢事業該結合無違反獨占禁止法或

是有必要詳細審查。（三）被通知需要詳細審查時，將成為審查對象之商品、服務或地理

範圍劃定後，說明獨占禁止法上具體的相關論點，請求事業提出進行詳細審查所必要的具

體資料。又，公平會進行詳細審查時，原則上對於該事業結合計畫為詳細審查之意旨為公

                                                      
54

 「企業結合計画に関する事前相談への対応について」，第十點。 
55

 有關內容全文，請參考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日本公平會）平成 14（2002）年 12 月 11

日所公告之「企業結合計画に関する事前相談への対応に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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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且任何人對於該事業結合案有意見，可以在公告後三十日內對公平會提出。（四）對

諮詢事業通知詳細審查之後，開始詳細審查，並在事業提出被要求之具提資料之後，原則

上九十天之內必須對於是否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中結合規範之問題進行審查，審查結果包含

理由以文書方式回答諮詢事業，同時並公告之。實際上，公平會現行對於諮詢案件之具體

審查方式，及是以「有關企業結合審查在獨占禁止法上的運用方針」為基準而進行。目前

日本公平會定期選出事前諮詢中的重要案例為公告，以提供各界參考。 

所謂的事前審查制度並非法定程序，全端視欲進行結合之事業覺得有其必要時才於申

報結合之前自行決定進行之手續。但由於通常會進行諮詢之結合多屬較可能有牴觸結合規

範之類型，且被公平會判斷為需要進行詳細審查者，非但實際上進行多方調查審視決定結

果，且最後還將所有審查結果為公告，所以其具有讓各界透過諮詢內容之公告來了解實務

如何審查結合，能更具體了解獨占禁止法的抽象規範如何透過「企業結合審查原則」而具

體化。此種在法定申報制度之前的諮詢制度，我國似乎也未必適合來跟隨適用，但值得思

考的地方在於，我公平會在事業申報後如何進行結合相關資訊的蒐集與分析，以及自從將

事業結合之規範由「申請許可」改成「申報異議」制之後，已無法從以前的「申請許可書」

之公告中了解公平會如何具體審查事業結合案件，此對於事業結合規範之具體化、明確化

有所阻礙，如何讓外界能更清楚公平會在實務上對於事業結合之審查分析手法，做為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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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或參考之方針，是必須考量的問題。 

三、日本的企業結合審查原則 

日本在平成 16 年（2004 年）公佈的「獨占禁止法關於企業結合審查之運用方針（企

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56（以下簡稱「企業結合審查原則」）之前，

日本公平會對於事業結合的審查基準已經過多階段的適用與修正，包括昭和 55 年（1980

年）「有關公司合併等公司股份持有審查之事務處理基準（会社の株式所有の審査に関す

る事務処理基準）」；而此兩個有關合併及股份持有之處理原則，經過平成 6年的修正，於

平成 10年（1998年）合而為「有關股份持有、合併等『在一定交易領域中造成實質上限

制競爭之情形』之考量（株式所有、合併等に係る『一定の取引分野における競争を実質

的制限することとなる場合』之考量」57。以下簡稱為「舊審查原則」），「企業結合審查原

則」乃為符合美歐潮流58，並將實務上所處理之經驗，將過去有關事業結合之舊基準做一

                                                      
56

 有關內容全文，請參考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平成 16（2004）年 5 月 31 日所公告之「企

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 
57

 有關日本對於事業結合審查原則之變遷史，可參考山根裕子（2002），合併審查—欧米の

事例と日本の課題，NTT出版，頁 264。 
58

 在美國的水平結合指導原則中，期檢視水平結合的步驟有五：一、是否造成集中化市場。

二、從諸要素之檢視是否存在妨礙競爭之潛在效果，從單獨行動及協調性行動兩方論之。

三、新事業參進市場的可能性。四、該事業結合所能獲得之經濟效率性的分析。五、對

垂危事業的特別考量。 

 其中由第一步驟進入第二步驟時，會先經過 HHI指數之篩選，過濾排除不可能發生限制

競爭效果之事業結合。以下所論之日本的事業結合審查原則中可以看到類似的審查脈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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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一）新舊企業結合審查原則之差異 

事業結合審查的課題，主要置於事業結合審查的迅速化，透明化、以及提升預測的可

能性。新的企業結合審查基準有哪一些修正之處，具體而言可從以下論之59： 

1. 審查對象之修正 

舊審查原則中，關係企業內的合併、營業受讓等是該當審查對象；新審查原則除了部

份與其他非企業內部之股東間所生之事業結合情況仍保留為審查對象之外，與子公司、孫

公司之合併，與兄弟公司之子公司之合併則通常排除於審查對象之外。 

2. 關於特定市場的劃分 

舊審查原則中針對特定市場劃分的基本思考及劃定在考慮事項上說明甚為不足。而新

審查原則中，則對於依商品範圍、地理範圍為劃分方法，並將考慮事項充實化。 

3. 關於限制競爭的分析 

舊審查原則在有關限制競爭的分析架構、流程並不明確，對於安全防火牆（safe harbor）

之認定範圍也較為狹隘。而在新審查原則中，將事業結合分為水平型、垂直型、混合（多

角化）型，針對各類型揭示分析架構、考慮事項，並對於單獨行為、協調性行為個別探討

                                                      
59

 山田昭典（2004），「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について，公正取

引 No.645，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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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限制競爭之考量事項。而關於「通常可認定為未有限制競爭之情形」的安全防火牆部份，

除了舊審查原則中所使用之市占率之外，還加入 HHI 係數之算定，並對於垂危事業有特

別之考量。 

4. 此外，新審查原則中，尚加入了解決問題措施之敘述。 

即是當事業之結合被認定為實質上有限制競爭之效果，該等事業可以提出解決問題措

施加以解除後，仍可能被容許結合。 

（二）有關企業結合審查原則之審查步驟： 

其審查之步驟大致為以下四個程序： 

1. 首先判斷是否成為事業結合審查之對象 

2. 特定市場之劃定 

針對審查對象劃定相關市場之範圍。此乃對於被審查事業集團所為之所有事業，列舉

其交易標的之商品或服務，劃定各個商品範圍，之後再各自劃定地理範圍。 

3. 對於被劃分的特定市場中判斷是否有可能為實質上限制競爭之情況。 

以市占率 10%以下，或HHI 係數未滿 1000 且市占率 25%以下為安全防火牆，符合之

事業結合可以直接認定對特定市場不會發生實質上限制競爭之情況。若不符合者

（即市占率及HHI 係數過高者），則必須更進一步從（1）單獨行動（2）協調性行



 
62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動，所產生的有關競爭的實質上限制，來分別檢討。 

4. 經過上面第三部分的篩檢，若沒有問題者可以進行結合，但若有實質上限制競爭之

情況時，該事業或許可以透過揭示其將實行適切的措施來解決問題（稱為「問題解

決措施」）來解消其發生限制競爭效果之疑慮。 

（三）企業結合審查原則之內容 

以下針對「企業審查原則」之內容加以說明。 

1. 事業結合審查之對象： 

其對於不同的結合類型來說明判斷標準。 

泝持有股份 

一公司持有他公司的股份，股份持有公司與股份被持有公司之間，何種條件下會

形成、維持或強化結合關係，而該當事業結合之對象？ 

（i）成為審查對象者 

A.基本型 

a. 決議權持有比率60超過 50%者。 

b. 決議權持有比率超過 25%，且決議權持有比率的順位在單獨計算時為第一

                                                      
60

 所謂決議權持有率是指對於股份發行公司的總股東決議權，股份所有公司持有股份相關

決議權所佔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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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B.特殊型 

除了前述兩種情況之外，決議權持有率超過 10%，且議決權持有率的順位

在前三位者： 

須考量以下所揭之事項來判斷其是否形成、維持或強化結合關係。a.決議

權持有比率的程度。b.決議權保有比率之順位，股東間決議權持有比率的差距，

股東的分散狀況、及其他股東相互之間的關係。c.股份發行公司（持有他公司

股票之公司）是否對於股份持有公司（股票被持有之公司）有決議權等，兩事

業之間的關係。d.一方事業的董監事或從業員，是否成為他方公司的董監事。

e.包含融資關係等結合事業間的交易關係。f.事業間之事業活動提攜、技術援助

或其他契約、協定等關係。g.已與該等事業形成結合關係之事業，說明 a 至 g

之事項。 

C.共同出資公司 

必須考慮該等公司之間的交易關係、業務提攜、及其他契約等關係來判斷

是否成為審查對象之事業結合。 

（ii）不成為審查對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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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票發行公司的全體股東決議權於公司設立時同時取得。 

B.公司取得本身已持股決議權超過 50%的子公司之子公司（孫公司）之決議權 

   

 

C.兄弟公司間之決議權 

  

D.取得兄弟公司之子公司之決議權 

 

 

甲 

兄弟公司乙 

兄弟公司丙 

取得 

乙的子公司丁 

甲 

兄弟公司乙 

兄弟公司丙 

取得 

甲 甲的子公司乙 乙的子公司丙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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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自己與兄弟公司合計取得全體股東 50%以上決議權之公司（丁公司）之決議

權取得（追加取得）。 

 

 

F. 兄弟公司合計取得全體股東決議權 50%以上的公司（丁、戊）間，其決議權

之取得。 

 

 

沴人事兼任 

（i）成為審查對象者 

A. 兼任公司中之一家的董監事等總數中，另一家公司的董監事或員工的比率佔

半數以上者。 

甲 

兄弟公司乙 

兄弟公司丙 

丁 

戊 

取得 

甲 

兄弟公司乙 

兄弟公司丙 

追加取得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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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兼任董監事等在雙方公司皆具代表權的情況。 

除A、B 之外，考量是否由常務董事或有代表權董事等兼任之情事，來判斷是否

形成、維持或強化結合關係，而須成為審查對象。 

（ii）非審查對象 

A.不成為審查對象之人事兼任 

a. 僅由無代表權者為兼任，任一兼任公司之董監事總數中另一公司之董監事

或員工所佔之比例在 10%之下。 

b. 決議權持有率在 10%以下的公司間，由非常務董事者之兼任，任一兼任公

司之董監事總數中，另一公司之董監事或員工所佔之比例在 25%之下。 

B. 不成為審查對象之關係企業：同前面之股份持有部分所論之事業集團內調整

61。 

泝合併、分割、營業受讓 

關於此三種類型，由於皆使公司之間發生事業活動上的一體化，形成強固的結合

關係。但是同樣地在集團內母子公司、兄弟公司之結合同樣不成為審查對象。 

                                                      
61 a.公司與子公司間的人事兼任 b.兄弟公司間之兼任 c.公司與自己子公司之子公司間之兼

任 d.與公司之兄弟公司之子公司間之兼任 e.持有公司與自己兄弟公司合計超過總股東之

決議權 50%之公司間之兼任。f 與持有兄弟公司合計總股東決議權超過 50%之公司間之

人事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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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定市場之劃分 

在本企業結合審查原則之中，有關特定市場的劃分乃從商品市場及地理市場兩方面來

進行。 

泝商品市場 

所謂商品市場，從需要者角度看來，依各個同種機能、效用之商品來劃定。交易

對象之商品其機能、效用是否屬同種類，應依據是否對於該商品的價格上昇因具有替

代性而產生牽制力來判斷。以此基本考量為出發在實際的審查過程中，並須著眼於

1.用途。2.價格、數量等之變動。3.需要者的認識、行動，做綜合之探討，以作為特

定市場之商品範圍62。 

沴地理範圍 

地理範圍與商品範圍相同，對於該地區之價格上漲，基於需要之替代性的存在，

其他地區的供給者是否成為該地區之牽制力，而判斷可否認定屬於同一個地理區域。

而具體則必須著眼於（i）供給者的販賣網等之事業地域，（ii）商品的特性，（iii）運

送方法、費用等，總合考量來判斷地理範圍。 

                                                      
62 關於用途，考量某商品是否與交易對象商品被用於同一用途、或是否能用同一用途，而

是否能用於同一個用途，必須考量商品的大小、形狀等外型特徵，或強度、可塑性、耐

熱性、絕緣性等物性上的特性，技術性的特徵。關於價格、數量的動向，則考量價格與

數量的相關關係、替代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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沊其他 

有關交易階段、特定交易對象等其他要素，須因應該結合事業集團與其交易對象

之交易實態，來劃定特定市場。 

當與該結合事業集團直接交易之需求者中存在大量需求者與小量需求者，當大量

需求者取向之商品無法成為小量需求者取向商品之價格上漲之牽制力時，必須對於大

量需求者與小量需求者各自劃定特定市場。 

3. 實質上限制競爭之情事 

本審查原則與舊審查原則最大的相異之處，乃是針對不同之結合型態來分析其限制競

爭之情事。具體而言，其針對水平、垂直、混合三種結合型態分別論其由泝單獨行動及沴

協調行動所產生之限制競爭效果。 

泝水平結合 

水平事業結合，會使競爭單位減少，對於競爭之影響是最直接，所以水平型事業

結合在特定市場造成限制競爭效果之情事可說是最多的類型。以下就單獨行動及協調

行動所造成之限制競爭效果為整理。 

（i）單獨行動所生之實質上限制競爭之情事 

由單獨行動所生之實質上限制競爭之情事，乃起因於該結合事業集團的價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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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時，其他事業並無牽制力，但無此牽制力之原因，可能被認為是商品在同質的情

況下，競爭者的供給餘力不足，但另一方面，在商品差別化的情況下，假設即使競

爭者的供給餘力充分，競爭者所供給的商品並無法取代該事業集團之商品。基於此

一考量，本審查基準將商品分為同質及差別化而分開討論
63
。 

A. 商品為同性質時：其實質上限制競爭的情況可能是： 

a. 因為該結合事業集團將其商品之價格調漲時，其他事業維持價格以爭取需

要者，該事業集團的銷售量減少的同時，其他事業則擴大了其銷售量。 

b. 但是，當相對於該結合事業集團的大規模之生產、販賣能力，其他事業之

生產、販賣能力屬小型時，該事業集團即使調漲價格，需要者有可能無法

輕易更換交易對象。 

c. 在這樣的情形下，事業結合後，該事業集團可以單獨地調漲價格，容易發

生限制競爭之效果。 

B. 當商品差別化時 

a. 當事業集團將其商品價格提高時，對需要者而言會考慮購入次等喜好（替

代性高者）之商品。 

                                                      
63

 在劃分商品市場時，將同質商品及商品差別化作不同考量是很值得肯定的區別，值得在

劃分市場時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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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此際，若販賣替代性非常高之商品之事業間進行事業結合時，而其他事

業並未販賣與具高替代性之商品時，對該結合事業集團而言，不須減少銷

售量亦可能調漲商品之價格，事業結合之後，能單獨調漲價格而容易產生

限制競爭之情事。 

C. 單獨行動所生之實質上限制競爭之相關判斷要素 

a. 該結合事業集團的地位及競爭者狀況 

具體的判斷標準而言，除市占率及其順位之外，該結合事業間向來是否活

潑地進行競爭，或該事業間的行動是否使市場上的競爭活潑化，是否致力

於市場全體的價格調降或品質向上等，作為該等結合事業間向來競爭情況

之判斷要素。此外，與競爭者的市占率間之差距、競爭者的供給餘力及替

代性等亦納入判斷要素。 

b. 進口（輸入） 

考量進口之情形，乃因為若進口壓力可以充分運作時，該事業結合限制該

特定市場之競爭的可能性即可變小64。 

                                                      
64

 考量進口的情況，有助於在劃定地理市場時考量外國地區之要素。因為日本與我國相同

在地理市場劃定時最多僅以「全國」為範圍，此時納入輸入要素，有助於開始將地理市

場的劃定往外擴張之思考。畢竟經濟全球化後，亞洲市場、世界市場等國際性的地理市

場的劃定有其必要性。村上政博（2005），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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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參進 

市場參進容易時，可以成為妨阻該結合事業集團在某程度上自由左右價格

之情事。而市場參進之可能性，則是總合考量①法制度上對參進規範之有

無，②在實際面上參進障礙的程度，③是否存在無須對生產設備為重大變

更而得以提供結合事業所生產商品之事業，④是否存在來自其他事業之參

進計畫，⑤外國事業參進國內市場之蓋然性。 

d. 來自鄰接市場的競爭壓力 

被劃定之特定市場之鄰接市場的競爭狀況也可成為考量對象。在另一市場

中生產與該商品機能、效用類似之商品而構成競合品市場時，從販賣網、

需要者、價格等方面看來，基於機能、效用等類似性，競合品得以成為妨

阻該結合事業集團某程度自由左右價格之原因。又，該特定市場的地理範

圍被限定時，與其鄰接而提供同一商品之別的地理市場存在時，以其接近

度等亦可認定鄰接市場。再者，該特定市場的次一交易階段市場所存在之

競爭亦可能被視為來自鄰近市場的競爭壓力。 

e. 總合的事業能力 

除了該事業結合後該結合事業集團的市占率之外，尚須視其原料材料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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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力、技術力、販賣力、信用力、品牌力、廣告宣傳力等，觀察其總合事

業能力之變化。 

f. 效率性 

則是視該事業結合可以發生之規模經濟性、生產設備的統合、工廠的專門

化、運送費用的減輕、以及研究開發的效率化等效率性的改善對於競爭所

造成影響的程度，若能認定效率性的改善能朝促進競爭的方向作用時，可

以認為其具效率性65。 

g. 該事業集團之經營狀況 

該事業集團中一部分的公司，或成為事業結合對象之事業部門是否陷於業

績不振等之經營狀況，也成為評價該結合事業集團之事業能力時的考量。

換言之，結合事業之一方是否陷於債務超過或無法獲得運轉資金之融資之

狀態，或者結合事業之一方其成為結合對象之事業部門明顯陷於業績不振

之狀況，不久之將來破產而退出市場之蓋然率頗高時，其透過事業結合而

可能獲得救濟，且除了結合之外尚難認定有其他對競爭影響較小的方式可

                                                      
65

 所謂效率性的考量，是對於限制競爭不利益的最佳抗辯。如同本文在前面所述，何種利

益的增進可以認定為「效率性」有不同的立場，本審查原則似乎僅考量在事業利益的增

進而未提消費者利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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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時，一般而言，可認為該事業間之結合對於特定市場之競爭有實質上限

制之可能性小。 

又，通常認為不會成為限制競爭之情形，除了是垂危企業、部門的事業結

合之外，且是在結合後之事業集團的市占率在 50%以下者。 

D. 協調性行動所生之實質上限制競爭之情事 

由協調性行動而造成限制競爭效果的典型行為模式是①一公司將商品價

格調漲時，其他事業則不漲價以擴大銷售量的情形為多見，②但是，水平型事

業結合，除了競爭單位減少之外，再加上從市場構造、商品的特性、交易習慣

等方面，可以高確信度地預測各事業間相互的行動，基於此，當採取協調性行

動構成利益時，結合事業與競爭者較容易從事價格調漲等伴隨限制競爭效果之

協調性行動。③當發生此種狀況時，對其他各事業而言，不是不漲價來擴大銷

售量，而是相互對於商品之價格調漲來形成利益，因此結合事業與其競爭者基

於採取協調性行動某程度上得自由左右該商品價格之狀態可能較容易形成，所

以水平型事業結合因此對特定市場造成限制競爭效果。而其主要的判斷要素

有： 

a. 該事業集團的地位及競爭者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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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特定市場中競爭者的數量少或市占率集中於少數有力事業時，競爭者

的行動則應該較為容易被高準確度地預測，該事業結合對於競爭所及之影響

也特別大。 

又，事業之間是相互間互奪市占率的關係，或某一方對於價格調降是屬

於積極的等，向來該等公司之間競爭是活潑地進行或該等公司之行動對於市

場之競爭有促其活潑化之情事，被認定為市場全體的價格下降或品質提升等

具關聯性時，即使事業結合後該等事業集團之市占率並未提高，該事業結合

對於競爭造成的影響甚大。 

又，事業自身的供給餘力不大的情形，由價格下降或互奪市占率所得之

利益不大，則容易採取協調性行動。又事業自身的供給餘力大，而競爭者的

供給餘力小時，能期待調降價格以擴大銷售量而獲得利益，競爭者間採取協

調性行動的誘因則小。 

b. 交易實態 

若價格、數量等有關競爭者之交易條件容易取得時，則可能輕易以高準

確度預測競爭者行動，競爭者是否有採取協調性行動可以容易把握。在這樣

的情況，即使企圖價格下降來擴大銷售量，其他競爭者可以容易得之而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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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因此採取此等行動的誘因會變小。 

需求的變動大時，或技術革新頻繁、商品壽命較短等情形時，價格下降

擴大銷售量而取得利益的可能性高，與競爭者間採取協調性行動的誘因變

小。又，預測競爭者的行動應較困難，故難以與競爭者間採取協調性行動。 

判斷是否可能採取協調性行動之際，過去的市場狀況也須考量。市占率

或價格變動激烈時，無法預測其他競爭者的行動，與競爭者間應難以採取協

調性行動。 

c. 進口、市場參進以及來自鄰接市場的競爭壓力、效率性以及該結合事業集

團的經營狀態。 

進口壓力、參進可能性、來自鄰接市場的壓力，可以造成妨阻協調性行

動的採行，或成為妨阻結合事業集團及其競爭者藉由協調性行動某程度上自

由左右價格行為之要因。至於效率性及結合事業集團的經營狀況，則準用單

獨行動的判斷基準。 

E. HHI 基準的採用 

在本審查基準中，對於通常不會形成實質上限制競爭之基準，除了舊審查

基準中「事業結合後該事業集團的市占率在 10%」的基準外，再追加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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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非寡占的情形，即 HHI 未滿 1000，且事業結合後該事業集團的市占率在

25%以下」，做為更明確之基準66。 

而考量水平結合是否實質上具限制競爭之效果，則若①市場構造非高度寡

占的情形，即 HHI 未滿 1800，事業結合後該事業集團的市占率在 25%以下，

且同時市場上存在市占率 10%以上之競爭者時，②市場構造非高度寡占的情

形，即 HHI 未滿 1800，事業結合後該事業集團的市占率在 35%以下，且同時

市場上有兩個以上市占率 10%的競爭者，③該公司集團的市占率的增加比甚

少，即HHI 的增加未滿 100 的情況。以上三種情況，並在考量過結合事業間向

來之競爭狀況，以及競爭者的供給餘力、替代性等觀點而無問題時，通常可以

認為該事業之結合基於單獨行動造成限制競爭效果之可能性很小。 

而至於該當前面三種情況中任一種的事業結合，其是否可能基於協調性行

為而造成實質上限制競爭效果，則必須另做檢視。 

沴垂直、混合事業結合 

垂直及混合型事業結合與水平結合不同，因為並不會在特定市場上造成競爭單位數量

                                                      
66

 審查原則中為解決要掌握市場中全部競爭者之市占率有相當困難度之實情，提供一個計

算式：HHI=69.5×前三位事業之累積市占率（%）－2,344.4，以此推算值來判斷 HHI 指

數是否超過 1000。是一個可以解決現實問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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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減少，所以與水平結合相較，可謂其對特定市場的競爭造成實質上限制效果的情況較

少，但是可能產生因市場封閉所造成的問題。 

1. 單獨行動所致競爭的實質上限制 

有關單獨行動所致競爭的實質上限制，在垂直結合時，因為僅對於結合事業集團

間的交易有利，事實上，其他事業的交易機會被剝奪，則可能產生閉鎖性及排他性的

問題。 

混合結合的情況，該結合事業集團的總合性的事業能力增加時，亦可能產生閉鎖

性及排他性的問題。各判斷要素則依水平結合所示之基準來判斷。 

2. 協調性行動所致之競爭的實質限制 

有關於協調性行動所致之競爭的實質限制，在垂直結合的情形，透過交易階

段不同事業之結合，因而得以取得競爭者的情報，結果包括該事業集團的競爭公

司間採取協調性行動之狀況則可能因此被高準確度地預測。而混合結合的情況，

透過可以接觸複數市場之可能性，亦會產生同樣的問題。至於各判斷要素則依水

平結合所示之基準來判斷。 

4. 問題解決措施 

事業之結合即使對於特定市場可能造成實質上限制競爭的情況，但只要該事業採取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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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措施亦可能解消此問題。 

此一問題解決措施的基本思考，原則上，應該在該事業結合之前採行，若不得已必須

於事業結合之後才實行時，也應該對於解決措施之期限定出適切且明確之期限。又，進行

事業部門的一部或全部的讓渡時，亦期待能在該事業結合前決定受讓對象，若無法確定

時，關於受讓對象在特定狀況下主管機關有事前了解之必要。 

所謂問題解決措施，因應不同的事例情況可以有許多做法以及各種組合。在本審查原

則中，主要提及的分類是營業讓渡，而其他部分則有促進輸入、參進的措施，促進該事業

行動的措施67。而其具體的方法則指出有事業部門之全部或一部的讓渡、取消結合關係方

式（如：抑制決議權持有、決議權持有比率的調降、抑制人事兼任等）、以成本基準計價

提供競爭者商品、對輸入方面開放必要設備的利用、專利權之授權、資訊遮蔽68、禁止必

要設施在使用上的差別待遇等。 

四、企業結合審查原則之檢討與運用---兼論對我國之啟示 

對於企業審查基準之內容，在日本大致上獲得不少肯定，認為對於企業結合審查之透

                                                      
67

 問題解決措施，不僅須要求在內容上有具體以及解決實益之內容，更重要的是事業是否

真正履行所提的措施。主管機關若在附條件後認可結合，則必須在結合後負起監督的責

任，確認其是否確實履行。 
68

 這是指在多數事業共同出資開設公司生產商品，但行銷卻由各出資公司獨自進行的情況

下，必須遮斷各出資公司之間、以及共同出資公司與各出資公司間有關商品販賣資訊之

交換，以避免限制競爭之行為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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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性、迅速性之提升有很大之助益，但仍不乏有可供檢討之處。以下就其中幾點內容為論

述，並試論可供我國參考之處。 

（一）企業結合審查原則之檢討： 

1. 有關是否成為審查對象： 

其根據結合的種類來分別說明何種條件才屬須受到結合管制之對象，並且針對事

業集團內之再整編為管制之排除，有利於事業明確了解成為事業結合審查之對象。由

於日本獨占禁止法中並不存在我國公平法第十一條之一的除外適用之規定，所以事業

審查原則中的排除定義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否如此定義審查對象已經足夠或許仍有努

力的空間：例如：對於排除審查的事業內部再整編類型中，以決議權百分之五十作為

作為認定子公司之基準，但亦有可能存在某些例外的情形，例如對於持有決議權比例

在百分之五十以下關係企業之上市公司亦有需要進行集團內部整編之必要性，因此對

於主要股東為金融機構之上市公司在是否應該成為結合對象之判斷上，也應需要某些

基準的提示以供判斷69。 

對於我國公平法而言，在將來制定事業結合審查基準時，日本企業結合審查基準

對於結合規範對象之認定應可以提供參考。雖然公平法中有第十一條之一的規定可以

                                                      
69

 渡辺恵理子（2004），「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新ガイドライ 

ン），公正取引 No.645，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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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事業團體內部調整適用結合管制，但例如與孫公司間之結合、與兄弟公司之子公

司的結合等型態似乎並不符合第十一條之一（第一、二款）的規定，而有可能該當第

六條第一項第五款而受到管制，但此等行為同樣是事業內部的調整問題應排除適用，

故在控制、從屬公司之關係企業盛行之現今，應有更符合實際情狀之思考。此外，日

本獨占禁止法將事業分割納入事業結合規範之範圍內，亦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畢

竟共同新設分割與吸收分割與第十一條之一的第三款之單獨分割的狀況並不相同。 

2. 對於特定市場之劃分 

雖然在制定期間許多學者等所建議之 SSNIP 基準並未被採用，在商品市場上被

認為還是太過傳統地採取商品分類法，而被認為未跟上美歐之潮流70，但可以體會為

何日本公平會對於該基準持保守態度，畢竟此種假設性的基準判斷特定市場的方式，

必須有深入的經濟分析，而得出的結果是否足夠明確到作為做為法運用上之基準，都

是主管機關所疑慮之處。所以亦有學者認為不如考量各種情狀選擇一個對計算市占

率、集中度等認定市場力適當之市場是較為妥當，而主管機關對此僅指示指導原則而

避開一些不確定之數值基準是恰當的，但是在實務運作上則可將 SSNIP 基準作為特

                                                      
70

 村上政博（2005），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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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市場劃定的工具之一，亦可以達到欲使用該基準之目的71。且本審查原則中對於商

品市場的部分，有特別提到對於商品的價格上漲，以是否具替代性來判斷牽制力的有

無，某程度上是呼應了 SSNIP 基準，再加上對於商品市場劃定時應考量之具體要素

為詳細之說明，這些舊審查原則中不存在的新衡量基準，實已對傳統的商品市場劃分

做了相當修正72。 此外，事業結合審查原則被指出的一個缺點是似乎都只提到「商

品」，對於「服務」的部分缺乏論述，畢竟服務有其別於商品之特點，故在特定市場

劃定等部份，還是有另為考量之必要73。 

特定市場的劃定是對事業結合為實質審查最基本且最重要的一個步驟，若沒有縝

密的劃分基準，恐將影響整個審查之效果，所以我國日後對於事業結合之審查時，對

於特定市場的劃定必須更為仔細，才能確保後續實質審查的準確度。 

3. 實質審查之基準 

特定市場確認之後，則要進入該事業結合對於市場的影響應該如何判斷的核心部

分。首先，經過市占率以及HHI 指數（市占率 10%以下，及未滿HHI1000 且市占率

在 25%以下）的檢測將規模或市場集中度較低的事業結合認定其對市場無限制競爭

                                                      
71

 川濱昇（2004），企業結合審査運用指針を読んで，公正取引 No.645，頁 14。 
72

 山田昭典（2004），頁 15之註 1。 
73

 渡邊惠理子（2004），「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新ガイドライ 

ン），公正取引 No.645，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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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效果，而排除須再進一步檢討之必要，而超過一定規模及集中度之事業結合再進入

檢視其對於特定市場之實質影響，此一安全避難所之基準比原來就基準要來得過擴大

及明確，頗受肯定74。企業結合審查原則將水平結合與垂直結合、多角化結合為分開

討論，然後各自再從「單獨行動」及「協調性行動」產生之實質上限制競爭之情況進

行探討，單獨行動之部分還可以藉由市占率及 HHI 指數來輔助判斷，尤其檢視單獨

的市場力時還特別將一般商品與差別化商品分開討論，頗受好評75。對於限制競爭的

效果能分成此兩部分來討論，而且還具體說明判斷標準，不但較接近美國水平結合指

導方針，實際上也的確對於判斷限制競爭之效果有十分助益。而關於其他對於整體市

場之影響亦具體舉出輸入、鄰接市場的壓力、以及效率性等基準，整體而言提供了相

當具全面性之實質審查基準，但是實際上如何進行分析，還需要更多具體的分析手

法，例如市場力的發生及抑制的相關陳述上還缺乏等76。 

不過，這兩個判斷限制競爭的基準雖適用水平結合的型態，但適用於垂直、多角

化結合時，則似有爭議。因為在美國的判例法或相關指導原則中，關於垂直型企業結

                                                      
74

 日置純子（2005），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現状評価と今後の課題――M&A の促進に向

けた改革の進展，公正取引 No.662，頁 27。 
75

 川濱昇（2004），頁 14。 
76

 武田邦宣（2005），企業結合規制にみる公取委の市場画定・市場分析手法，公正取引

No.662，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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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違法性判斷基準只要論及市場的閉鎖性及排他性；混合型企業結合則是市場的閉

鎖性、排他性及潛在競爭的消滅，並不需要考量因協調性行動所引起對的限制競爭效

果。因為一般所論之「製造業者與流通業者之間若進行垂直性企業結合，製造業者將

透過有垂直事業結合關係之流通業者，將變得可以取得與該流通業者有交易關係之其

他製造業者的價格等資訊的結果，那麼可以用高準度來預測包含該結合事業的製造事

業者間會有協調性行動」這種依協調性行為所造成的限制競爭效果是可以無須考量，

原因在於在垂直結合中，與位居上下游之重要零件的製造業者或販賣業者間的結合，

依此提高對競爭對手的零件販賣價格，或在事前獲得競爭對手的提示價格等作為交易

條件，而在交易上會比競爭對手取得優勢等之限制競爭效果產生，對此問題在美國會

為此命其設定防火牆來遮斷這些情報，所以垂直型企業結合只要討論排他性問題即可

77。此外，垂直與多角化結合使用相同的基準似乎不夠精準，還有可以改進之空間。 

但無論如何，此一事業結合審查原則對於實質審查所提出之基準已經比以前具體

而詳細，對於我國公平法中「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之抽象衡量提供

不少可以具體判斷之基準。 

4. 有關於解除限制競爭問題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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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上政博（2005），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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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結合事業對於可能造成的限制競爭效果，該等事業可以提出解決措施來解

消以換取主管機關對於結合之容認，但究竟該如何認定事業所提出之措施妥當與否，

企業結合審查原則中提出了基本的思考方向，包括希望能在結合前解決問題，若不得

以須在結合後為之者須有明確期限，以及有哪一些措施是可以被接受等。這對於明顯

會被認定有限制競爭效果、或被異議後而再次欲為結合之事業提供具體的救濟

（remedy）措施方向，這部分對於我國而言亦具相當意義，可供主管機關面對結合事

業所提出之解決方案有一個判斷之基準，以及如何以附條件等方式來限制性地容認該

結合，能較有明確的方向78。 

（2）關於解決措施之實際案例，航空公司 JAL（日本航空株式會社）與 JAS（株

式會社日本エアシステム）兩家公司於平成十四年（2002 年）預定設立成為母公司

之控股公司，所提出之事業結合計畫案是常被論及的一例。雖然是在舊的事業結合審

查原則期間所適用的案子，但其之所以成為近年來受到矚目的結合案，原因在於其初

次諮詢時被日本公平會認定其對於航空旅客運送事業市場有實質上限制競爭之虞，兩

家公司則在提出解決方策之後，於第二次諮詢時獲得日本公平會無違法之虞的肯定回

應，而第二次針對於被日本公平會所指摘之問題點所做的解決對策，頗為精采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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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解決方案之檢討及美國法的運作，可參考泉水文雄（2003），企業結合における救済

措置の設計と手続のあり方，日本経済法学会年報第 24号，頁 75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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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的初次諮詢中，日本公平會對於此結合案指出的問題點有：（1）大型航空

公司（JAL、JAS 與 ANA）從兩家減少成三家，因此會讓向來有同步設定票價之行

動會更容易遂行。（2）某些僅少數航空公司提供航班的路線，票價的折扣或折扣率會

因而降低，大型航空公司數目的減少對競爭產生重大的影響。（3）在使用率高的機場，

基於飛機航班起降的約制，新進事業的市場參進困難。因此，難以期待新參進事業能

成為同步設定票價行動的牽制力。（4）對於航空公司所設定之票價，本來已無價格交

涉餘地的消費者將蒙受更大的不利益79。 

對於日本公平會所指出之問題點，結合事業提出對應方針來進行第二次事前諮

詢。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有：（1）結合公司的對策：A.為新參進事業所採取之措施：讓

出在羽田機場的起降航班九班次；結合事業目前在各機場的設施，可提供給新參進事

業使用，亦可受託航機整修等業務已為協助。B.在票價方面，普通票支票價在主要路

線一律降價 10%，且至少三年不降價；特定航班及預購之優惠票價將擴大適用範圍；

藉由路線網的擴充來促進競爭及便利性。（2）國土交通省（相當我國之交通部）的強

化競爭對策：對新參進事業多增設在使用率高機場之起降班次；在平成十七年（2005

                                                      
79

 有關本案之初次諮詢，日本公平會所公告之審查結果，請參考平成 14 年（2002 年）3

月 15日所日本公平會公告之「日本航空株式会社及び株式会社日本エアシステムの持株

会社の設立による事業統合に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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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徹底重新檢討各航空公司的起降班次，讓新參進事業能更擴大事業活動，以能

有效地與大型航公司競爭成為牽制力量；對於新參進事業在機場的設施、整修業務的

支援方面尋求及提供協助。（3）新參進航空公司的狀況：目前接受結合事業所讓出的

起降航班的新進航空公司有兩家，兩家公司皆致力於事業活動之擴展；另有兩家有意

參進之新航空公司，在接受剩下尚未分配的起降班次後，應能順利進入市場80。 

由上述可以看出結合事業其所提出的政策，包括具體降低票價、釋出機場的起降

航班，提供新進業者相關設備及整修支援，並從三方面來論述其解決方法，而非僅停

留於形式上對於主管機關所指摘之問題提出抗辯81，可供我公平會評價事業所提之解

決措施時，能夠更具體衡量確認其內容之可行性及履行時間性之參考，以免結合認准

於形式解決方案之提出後，卻發現毫無實效，則難以補救。 

（二）實際運用之案例：日本東海 Carbon（カーボン）公司與三菱化學公司案 

日本東海 Carbon（カーボン）公司與三菱化學公司有關炭素（carbon black，簡稱CB）

                                                      
80

 JAL與 JAS對日本公平會指摘之問題所提出的解決對策，請參考日本公平會平成 14年 4

月 26日所公告之「日本航空株式会社及び株式会社日本エアシステムの持株会社の設立

による事業統合について」。本統合案之說明請參閱石谷直久、五十嵐俊子（2002），日

本航空株式会社及び株式会社日本エアシステムの株式会社の設立による事業等統合に

ついて，公正取引 No.621，頁 44。 
81

 前面所論我國被駁回的結合案件中，有兩件再申請而通過的案例，其所提出的解決限制

競爭不利益的措施，除具體釋出股份之外，很多都流於形式上的宣示，似乎不具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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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部分的結合82。此案乃是「企業結合審查原則」公告之後，第一件依此原則在「事前

諮詢制度」中進行詳細審查之案件。 

其依據「企業結合審查原則」，首先在特定市場劃分上，是從使用者（購買商品者）

的立場來認定是否是同一種機能、效用的觀點畫出四種不同 CB 製品的製造販賣市場，包

括（一）輪胎用 CB，（二）一般工業用 CB，（三）中高級著色用 CB，（四）導電用 CB。

其中因為（三）及（四）的市占率甚低，故日本公平會僅將（一）及（二）之市場為重點

進行詳細審查。進一步的審查，則是對於此兩個市場各自評估：1.評估由單獨行動所引起

對競爭的實質限制，2.由協調性行動所引起對競爭的實質限制。在此一部分，日本公平會

的審查結果是：在 1 的部分，因為競爭者的供給餘力不足，使用者很難轉換交易對象；輸

入的情況也難以發揮有效的牽制力；因此，使用者的價格交涉力明顯不足，能夠有效妨阻

結合事業單獨調漲價格之要因可謂並不存在。在此種情況下，若本件結合後，主要的競爭

事業將減少一家，結合事業的市占率將會增加許多（輪胎用CB 的市占率約 45%；一般工

業用 CB 約 40%），結合事業容易出現某程度上單獨地自有左右 CB 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

的狀態。在第 2 的部分，由於兩個市場皆屬寡占市場，市場狀況就如同第 1 部分所論，因

                                                      
82

 本結合事件日本公平會依據事前諮詢制度所公告之審查內容，請參考日本公正取引委員

會，平成 17年（2005年）1月 24日所公告之「東海カーボン株式会社と三菱化学株式

会社のカーボンブラック事業の統合に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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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國內的事業間不採取協調性行動的要因並不存在，所以，高度寡占的市場狀況下，容易

出現結合事業與競爭業者間藉由協調性行動某程度上自由左右CB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的

狀態。因此日本公平會對於此結合案之諮詢，判斷其有對於相關市場有造成實質上限制競

爭之虞。對於日本公平會之審查結果，欲結合之事業其實尚可提出解決方針再次諮詢，但

是，本件之兩家公司在評估之後認為無法有對應問題之對策，因而放棄結合。 

本案不但是第一件適用新審查原則的案例，而且還被指出有限制競爭之虞，事後該等

事業因無法提出解決措施而放棄結合亦是特殊。在本案中，其按照事業結合審查基準而進

行實質審查，顯出明快而有條理之次序，這應是有審查原則的優點，可以提供明確的審理

順序及基準之故。 

伍、結語 

關於企業結合之規範，如同在前言當中所述，為配合在現今經濟環境的需求有被要求

簡單、迅速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認事業結合有對特定市場造成限制競爭效果之可

能性，故為防止經濟力集中之發生，有適當管制之必要。既然企業結合從公平法的角度有

規範之必要，那麼，規範之基準就必須明確。由前面的討論，我國公平法對於事業結合的

規範，已在程序上的修正達到簡化、迅速的要求，在實質審查方面卻缺乏明確之基準。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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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公平法第十二條第一項所示之「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衡量基準在

方向上之正確的，但具體上應需要更明確之判斷基準來進行實質審查。其實，可以從前面

日本所制定的事業結合審查原則得知，對於結合的審查，可以從（一）審查對象的認定開

始，（二）劃定市場，（三）檢視對特定市場之限制競爭效果及其他整體經濟利益的存在，

（四）對限制競爭效果的解決政策等方面，依序明確來進行審查；當然，更重要的是各個

步驟之中需要更為具體之分析手法。我國在目前對於公平法在事業結合的規範實務上，不

但對市場的劃定並非十分重視，在限制競爭效果之判斷部分更缺乏具體基準，而針對事業

所提出之解決政策應如何評價亦少有關注，若能夠參考美日對於事業結合之審查基準來制

定適合我國之審查原則，應能夠有精準地解決這些問題。 

事業結合之規範，在實質審查方面，需要許多精確的經濟分析為輔助才能夠進行判

斷，可以說是公平法所規範的行為類型中最需要結合法學與經濟學的部分，若能透過法學

及經濟專家共同研析制定一個符合我國之事業結合審查原則，必能對於事業結合規範有相

當之助益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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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企業結合，將法學及經濟分析透過法律學者及經濟學者之合作之研究，尚可參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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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劉研究員孔中（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 

各位委員、兩位論文發表人、在座先進，大家早，首先非常感謝公平會邀我參加這個

一年一度的盛會，我感到非常榮幸，剛好第一場的兩篇論文，都是從日本的觀點來談公平

交易法，日本雖然與我們有很複雜的歷史關係，但我們對於日本的了解好像又是很模糊

的，那它又是離我們最近的鄰邦，以我的理解，它們的行政機關有很強的作為能力，譬如

說它常常有所謂的指定行為，指定你是有市場力的，或是指定你是必須作為指定電信事

業，或是被指定成有力量的仲介團體，就必須負比較多的責任，這樣的管制哲學，與台灣

的差異性是蠻大的。我們的公交易法，當初是對獨占的事業要有一個公告制度，結果業者

說被公告成獨占事業是一種不利的行政處分，後來這個規定也拿掉了。本文所提日本之諮

詢制度，事實上是跟日本的管制哲學一脈相成，也就是說它有很強的行政指導作為，這個

台灣不太敢學，因為到底是行政處分、行政指導、依法行政或是個人裁量，都會有爭議，

所以兩國的差異事實上是蠻大的。 

總的來說，我非常同意劉教授的結論部分，也就是日本在結合管制的地方有非常多值

得我們學習的地方，特別是實質審查的標準、事先排除結合疑慮的承諾，這些都有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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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相較於我們，這樣行政作業的明確化有其必要性。事實上，結合管制的領域需要從

法律和經濟一起來合作，台灣是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體，所以在經發會之後，我們透過

金融併購等法律來鼓勵大家結合，這是透過修法來明確訂出價值的取向，在日本，經濟體

到底是怎樣，它導出結合管制政策的過程，是不是與我們有很大不同，是不是就能直接引

用過來？可能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 

公平會幾乎是公務體系中素質最高的，那為什麼在公平法實施這麼多年後，似乎沒有

跡象要去制定規範化的基準，原因在於，公平會基本上是准許結合的，如果去制定詳盡周

全的規範，會不會有過度規範化的問題，我們今天看一下公平法結合管制的表格，會發現

要審查的東西很多，但是結果是幾乎會准，從有結合意願的企業來看，似乎只是讓律師有

賺錢的機會，還是真的有實質審查的必要？基於法律人的本能，我們希望愈詳盡越好，但

是考慮到經濟結構，若有太多規範，會有上述問題，我們應該去仔細思考的是，結合必須

是「對整體競爭的利益大於限制競爭的不利益」這樣的價值觀，對於一般企業來說，結合

行為只是私人的行為，居然必須要以天下為己任而考量到整體經濟的利益？如果還叫企業

去證明這個，是不是有點相反過來？倒不如讓主管機關在「限制競爭的不利益大於整體經

濟發展的利益」時再去介入，才是比較適當的，諸如這樣本地性的問題，我認為我們應該

花多一點時間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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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說，我們會發現多重管制的問題，對於事業經營者來說，它會覺得太多了，德國

對於卡特爾法的執行上，在很多重要的議題上，它會認為聯邦卡特爾署必須跟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有一些共同的作為，譬如在仲介團體的認定上，它會希望機關之間有共識或是一起

作成決定，對台灣來說，如果結合管制是必要的手段的話，是不是應該體貼一點，避免多

重管制，不要讓企業不斷去填寫一些截然不同的表格，這只會增加營運風險而已。再來就

是金控的問題，或許公平會應該適時表示立場，比較不會讓業者無所適從。另外，我非常

好奇，如果以經濟角度來看，日本對於結合管制的情況是不是能夠完全引進國內，應該還

有很多的辨証空間。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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