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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水平結合管制的準則－總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 

莊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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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結合管制的目的，依據結構學派的學說，基本上是以事先之手段，防止市場結構的惡化，

以及因此衍生的潛在獨占力濫用的可能，與潛在聯合行為的發生。但我國公平法對企業結合

案的准駁卻以總體經濟利益分析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二者大小為斷，此二衡量指標的內涵，

卻又混淆不清。致使在實務執法上的准駁存在著相當多的主觀成分在內。 

    本文由企業結合動機出發，分析個別廠商之所以以外部成長的方式－結合，取代其他經

營策略的理由，然後提出結合管制的特質－以事前管制方式阻止事後可能發生之行為，可能

產生的困難與困擾，再以經濟模型分析，探討在特定產業結合案發生時，所形成的總體經濟

利益－成本節省，與因而產生的限制競爭之不利益－配置效率損失。 

經濟分析固然可為結合許可與否，提供較為客觀性之基礎，惟在實務運作也將面臨相當

之瓶頸，實務上不易施行。參酌西方尤其是美國對結合管制之方式，可以發覺其執法仍回到

結合後造成市場結構改變為重點。 

很慶幸的，公平會的執法，經過十餘年的試驗，也逐步發覺應回歸至市場結構管制之方

向。因此參酌西方的規定而訂出類似之管理規則，將結合管制區分為簡化程序與一般作業程

序。惟在規則上若干標準與條件，仍存在有若干的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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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任何企業應享有其經營自由的基本人權，可以因經營環境改變而調

整其經營規模，最終使企業之生產能夠享受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之效果。在經營產

品的類別上，企業則可能因為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的取得，而增加生產或銷售產

品的範疇。爲保護原料來源無虞，企業則可能將生產線延伸至基本原料或元件的生產；爲確

保銷售通路不受制於人，企業的經營策略，則可能向前延伸到通路的建立。前者屬於向後整

合（backward integration），後者則稱為向前整合（forward integration）。凡此種種的經營策略

改變，均屬於企業發動的成長策略之一。然而企業因應客觀環境的變遷而進行的策略調整，

並不一定要經由企業本身組織的改變著手。藉由外部的統合策略方式，一樣可以獲得相同之

效果。例如將同業併為本身企業的一部分，即可展現規模經濟之效果；又如收購類似產品之

同業，則可獲至範疇經濟之效果；向前或向後收購下游之通路廠商或原料生產之廠商，則可

以獲得垂直統合（vertical integration）的效果。換言之，在自由經濟體系下，企業為了成長或

經營組織策略的改變，基本上是可區分為內部成長（internal growth）與外部成長（external 

growth）兩種方式。 

    企業會進行這些組織調整的動作，以邏輯推理而言，其目的無非是追求企業本身之利潤

最大。追求利潤乃是為資本主義體系下，企業存在的根本天職。依理而言，公權力是可以不

必置喙，但是公平法的限制競爭部份，除規範優勢市場地位廠商的獨占力濫用（monopoly 

abuse），與禁止一群廠商聯合勾結（collusion）的行為之外，也對企業上述之結合行為採行限

制之態度，它常引起企業單位或社會人士的疑惑或質疑，覺得政府部門對企業的經營行為似

乎管制過多。 

    表面上而言，政府對企業結合行為的管制看起來似乎有「過當」之虞，然而回歸市場結

構與企業行為的瞭解，則大部分的人士也許會釋懷些。第一，如果企業的結合行為，使既有

市場的集中度過高，市場內廠商的家數變少，以致於無法發揮廠商彼此的制衡效果時，剩下

之企業極易藉由相互連絡而產生共識，最終形成共謀行為，從而破壞市場之競爭機制。第二，

企業內過度結合的結果，市場極易形成獨占之廠商1，而獨占廠商可能藉由市場上之獨占力，

一方面阻止其他廠商之進入市場，而造成產業競爭（industrial competition）的危害。另一方

面獨占廠商則可能藉由其市場力量剝削與其交易的相對人，此相對人有可能是下游的消費

者，也可能是上游的原料或中間投入的供應者。 

    是故，結合之管制，根本上是有預先防範、防微杜漸之考量，以事先對市場結構改變為

對象，進行篩選有可能未來形成獨占力濫用或聯合行為的結合，藉公權力之介入予以阻止。

亦即結合之行為本身並非公平法管制之目的，公平法管制之理由在於其未來可能形成獨占力

濫用與導致聯合行為的發生。 

    因此之故，公平法對結合的管制，實務上並不以企業名目上組織結構改變的合併為限（公

平法第 6 條第 1 款），還將一企業對他企業具有實質影響的控制，如股權收購（公平法第 6 條

第 2 款），資產收購（公平法第 6 條第 3 款），共同經營（公平法第 6 條第 4 款），以及業務與

人事的控制（公平法第 6 條第 5 款）均納入為結合的範圍2。 

    結合是以事前管制為原則，過去的管制的方式是以符合公平法第 11 條規定的條件者，必

須向主管機關申報，經其許可通過始能進行結合3，稱之為申請許可制。民國 91 年修法後，

將申報制改為申請異議制。然而不管申報制或是異議制，結合管制均以企業結合後，其「對

                                                 
1
 這裡的獨占並非經濟學的獨占，而係具有市場壟斷力（monopoly power）的廠商，亦即所考量之對象為法律獨

占之廠商。 
2
 見公平法第 6條對公平法結合行為的定義。 

3
 民國 91 年結合前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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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經濟利益是否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為標竿4。若前者大於後者，公平會不會阻止其結

合；但後者大於前者時，則企業之結合行為將不會被公平會許可。 

    公平會對結合的管制標準，雖然列了「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準則，

然而至於何者屬於「整體經濟利益」，何者屬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在施行細則中卻未有

任何進一步的詮釋，其中的標準為何並不確定。公平會僅在出版的《認識公平交易法》中，

依據水平結合、垂直結合、多角化結合，列出「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

各項考量因素。可是這些考量因素與「整體經濟利益」或「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關係如何？

「認識公平交易法」一書中也並沒有明確之說明，甚至也欠缺經濟理論之分析，很容易讓人

以為公平會對結合的管制是依據「拇指法則」（rule of thumb）規範，按到那個拇指即按其規

範辦理。 

    本文嘗試由企業結合的動機出發，分析企業施行結合的理由 然後再說明結合管制本身的

特質 藉由經濟理論對結合之分析，找出結合管制的適當規範準則，並將此研究結果與公平會

最近宣佈的「處理準則」比較對照，期冀研究結果能提供予公平會做為執法之參考，它是本

文研究之動機與目的。 

貳、廠商水平結合的動機 

一、策略上的考量 

  以個別廠商經營策略而言，處於市場競爭壓力時，廠商可以採行的策略方式，基本上有

三種，一為自立自強，依賴本身努力不斷向外擴張，以達成最適規模水準；二是與市場的競

爭者妥協，採行明或暗的合作方式，一致對外不互相傾軋，以獲取共同最大的利益；三是藉

由結合手段，將競爭對手購買下來，或者藉由股份收購或資產收購，共同經營方式，取得對

競爭廠商的實質控制權。 

在三種經營策略當中，水平結合的出現相當頻繁，在市場上履見不鮮，一但其出現時，

代表廠商是在三種經營策略當中，以水平結合策略來取代內部成長與聯合行為。水平結合到

底有何優勢為廠商所選擇，實值吾人在進入廠商結合動機前予以討論。 

（一）廠商以水平結合取代內部成長的原因 

  廠商的成長方式，根本上可簡易的區分為靠自我努力的內部成長，與經由併購其他廠商

的外部成長兩種方式。兩種方式中，內部成長需完全依據本身資源與努力，其成長速度普通

要低於外部成長之方式。處於市場變遷快速的客觀環境裏，內部成長的耗時費事，可能形成

企業緩不濟急的窘困，無法掌握市場有利的商機。為掌握有利的商機，避免市場風險，廠商

一般會以併購方式為策略，快速的因應市場的變動。 

    此外，廠商以外部成長方式取代內部成長方式，是因為成本節省上的考量，相對而言，

前者所費之成本一般低於後者之成本。廠商以低成本的方式取代高成本之做法，以獲取相同

之目標，其屬於理性之行為。因此，若政府部門以法律手段阻止廠商的結合，將迫使廠商以

成本較高的手段取代低成本的策略，此限制將使廠商達成規模較大的效率生產更加困難，而

且也將花費更多的成本（Bork 1978）。 

（二）以水平結合取代聯合行為的原因 

    水平聯合行為是市場上具有競爭關係的廠商，以協議取得一致行為為手段，以追求彼此

間的共同利益為目的。但是聯合行為失敗的最大敵人是參與廠商可能會為個人利益的最大而

                                                 
4
 見公平法第 12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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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欺騙的行為，此欺騙的行為可能破壞市場上聯合行的功能，使聯合行為解體。所以就相

同之目的而言，廠商防患彼此欺騙的最佳方式，就是把對手廠商，納為自己組織的一部分。 

    影響廠商到底選擇那一種經營方式，產業特性與反托拉斯法所規範的嚴與寬，均會影響

廠商的決策方向。市場上廠商的家數，進入障礙，產品種類，技術進步速度等條件均是其中

之因子。至於反托拉斯法的規範對廠商的選擇也造成相當之影響。例如美國 1890 年休曼法

（Sherman Art）與 1914 年克來頓法（Clayton Art）的通過，對聯合行為採行較為嚴格之管制，

隨即引發 1889～1904 年與 1916～1930 年間，兩次美國大規模水平結合的風潮（姚惠忠 1998）。 

二、廠商發動水平結合的正面動機 

    如前所述，企業捨棄自力成長或與他企業合作的模式，而改以結合行為模式以為取代，

是經過自我評量優劣後的選擇結果。但是在經濟上有那些理由促成企業選擇結合的策略呢？

在先驗上大部分的文獻上均將其區分為對市場競爭有正面的動機，與對市場有負面影響的動

機5，以下先說明企業因應市場客觀條件變化下的正面動機。 

（一）營運的績效 

    所謂的營運的績效（operating synergy），是指企業透過結合，將生產規模擴大，而促成

每單位生產成本投入減少，從而導致整體成本的節省。換言之，因結合而致使生產上的專業

化，或規模經濟（economics of scale）效果的產生，而形成資源投入的節省。此規模經濟效果

的產生，可能形之於生產階段，行銷與分配階段，或研發階段等三種形式。 

1. 生產階段的規模經濟 

  早期生產階段規模經濟的產生，可能拜賜於生產因素，因科技進步而帶來的成本降低。

例如西方社會於 1800 年代末期，因為鐵路運輸的興起，而形成運費的降低。因電報與電話的

發明，大幅降低企業間的聯絡成本。此生產因素成本的降低，造成企業市場的擴大，間接的

促成企業最適規模的擴大。為實現最適規模的擴大，企業間的合併是一種最快速而又便捷的

方法6。 

  企業生產所使用的資源，可能具有不可分割性，企業經由結合將可消除重複設備，減少

重複投資，將生產秩序重新調配，可獲得成本的節省。一如學者 Hovenkamp 所述，結合前 A、

B 兩家廠商，在各自工廠裏，生產形式不同的甲、乙兩種產品。如果 A、B 兩家廠商合併，

則合併後之廠商，可以重新安排生產流程，將甲產品交由 A 廠商生產，而乙產品交由 B 廠商

生產，此生產流程的重新安排，將有助於生產的專業化，使得學習效果（learning effect）易

於發揮，從而產生生產成本的降低（Hovenkamp 1993, p.213）。 

  此外，若市場上出現長期產能過剩之情況，長期持續此局面，大多數廠商將面臨成本無

法回收，甚至有倒閉的可能。若經由結合的操作，結合後關閉效率較低的廠商，將產能移至

效率較高的工廠生產，使剩下廠商的產能有充分發揮的機會，進而產生降低生產成本的效果。 

2. 行銷、分配的經濟效果 

    企業結合後，一般在人員、設備等使用上，均可獲得精簡的效果。例如民國 84 年長榮航

空公司收購立榮航空公司股權，成為合併公司，之後兩公司即共用同一櫃檯售票系統，即能

獲得精簡人事的好處。又如瓦斯公司，在營運上必需設置基本的工安管理師，工安管理員，

壓力容器操作員，鍋爐操作員，高壓氣體操作員等安全衛生人員。一但兩家瓦斯公司合併，

                                                 
5
 其實此二分法，也呼應了結合行為前的誘因與結合行為後可能發生的效果。 

6
 詳見 Carlton & Perloff（1994），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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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衛生人員的設置上，即可因為合併而獲得精簡之效果。在人事費用的支出上，合併瓦

斯公司即可獲得成本降低的好處。 

    如果合併廠商為產品銷售的服務業，則可獲產品廣告上的分攤效果，進而使得每單位產

品的廣告支出下降。運輸成本的控制，亦相同也可藉由廠商合併而獲至降低之效果。 

3. 在研究與發展的經濟效果 

    廠商的合併，對於廠商的研究與發展也會產生如同廣告、運輸分攤的類似效果。如果合

併前兩家廠商的研發屬於互補性，則可使兩家廠商不必額外再設置實驗設備，擴充人員而減

少研發之成本，可同時獲取兩種研發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果合併廠商之研發方向屬於替代性，

亦即兩者具有競爭的屬性時，則此合併廠商可藉由合併而獲得研發成本節省之效果。 

（二）管理的績效 

1. 懲罰性的接收 

    當代的公司組成，大多將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開，常會出現當事人（所有權人）代理人（管

理人）的問題。代理人可能會為本身的利益，而怠忽當事人的權益，出現搭便車的行為。例

如公司經理人員只擁有一少部分的公司股權，但其所花費的成本，卻由全體股東所承擔，經

理人很可能會藉由在職的機會過度消費，以滿足本身之效用，例如鋪上高級地毯，購置高價

之名畫，增聘額外之秘書人員。又如為追求自身利益，不將公司之自由現金，以股利發放予

股東，而將其做為追求公司成長的籌碼，使得公司產生無效率的投資，犧牲了公司在市場的

價值。 

    經理人未能盡責的負起其對公司應盡的任務，職場上固然存在者代理權競爭的機制，對

不盡職的經理人制衡。但是由於現任代理人是有在位之優勢，代理人之更迭不易成功。結合

制度的出現，正可彌補此缺陷。公司經理人（即代理人）一旦怠忽職守，而造成公司股價下

跌，無法真實反應公司的市場價值時，公司即可能成為市場上被收購的目標公司。企業被收

購成功時，代理人則可能因此丟掉飯碗。是故，結合行為的出現，能夠造成罰性的接收，有

形成「管理人市場」的機制，可以解決一部分搭便車的問題。 

    從社會的公共利益的角度而言，結合制度的存在與施行，可以阻止公司代理人若干偏離

的搭便車行為，使公司制度能夠正軌的運作。換言之，結合制度的存在與施行，有促進社會

資源更有效率使用的效果。 

2. 拯救垂危廠商 

  有些廠商或因本身經營能力不足，或因市場客觀條件的改變，致使無法繼續經營下去。

若市場存在結合制度，允許瀕臨破產公司，安排為市場其他較有效率的公司收購，將資金、

設備、人員移向較有效率的公司，重新安排重整，將有利整體產業生產力的提升。此類之併

購，係針對市場已無經營能力廠商為之，應不損及市場效率（Blair & Keserman 1985, p.250）。

相反的，由於收購廠商將垂危廠商之資源重新分配與組合，一分面使收購廠商競爭力增加，

一方面也解決資源浪費的問題。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對垂危事業的結合，應沒有反對的理由。

在實務上，美國 1992 年結合指導原則中，對於中度集中市場7以及高度集中市場8分別在△HHI

高於 100 或高於 50 時，在考量結合對市場競爭潛在的不利影響，均將「是否為垂危廠商」9併

                                                 
7
 HHI 在 1000-1800的市場。 

8
 HHI 在 1800 以上的市場。 

9
 所謂垂危廠商係指事業無法以高於資產清算價格下（liguidation value）出售於第三人時，該廠商即適用為垂危

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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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為考量因素之一。 

（三）財務的動機：風險的分散化 

    企業經營的原則是不要把企業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此種風險分散化的做法，可以

使廠商的利潤變動率降低。經由風險分散化的管理，廠商利潤變異數的降低，將可減少企業

破產的產生。 

    假定某廠商面臨兩種資金報償的可能，A 投資組合有 1/2 機率獲得 100 萬元，有 1/2 則只

能獲得 0 元。相對的，B 投資組合廠商有 1/2 機率獲得 60 萬元，以及有 1/2 機率獲得 40 萬元，

兩種投資機會的預期報酬均為 50 萬元（Ua＝Ub＝50），但報酬變異數前者為 5000，而後者為

200。為趨避風險，一般廠商會選擇 B 的投資機會。結合的正面意義裏，即提供廠商經營的

多元化，以降低投資的風險。呈現於財務上的情況是，廠商產品生產的多樣性，或者產品生

產地分散化。 

    在政策上允許廠商合理的結合行為，即相當於提供廠商的經營擁有風險分散化的機會。

若對廠商結合行為採行嚴格限制之政策，必然使廠商外求成本更高的替代方案，以完成經營

或風險分散化的目的，反而不利於整體社會生產效率的提高。 

（四）阻止投機主義 

    市場上廠商的關係經常非常複雜，廠商對其他廠商的投機行為（opportunism）很敏感，

也很厭煩。投機行為特別在生產上出現特別資產（specific asset）的情況。例如偏離礦區礦產，

若由卡車運送可能不敷成本，礦主乃要求鐵路公司於該地區建立一條運輸鐵路，以供該區礦

產之運送。鐵路公司在該地的鐵路開發屬於「特別資產」的投資。 

    鐵路公司在接受建立鐵路要求時，可能會懷疑一旦鐵路建築完畢，礦產公司是否會遵守

諾言，承租該鐵路運輸設備。礦產公司可能為要求以低價承租，否則可能暫時停止採礦為由

而杯葛，或要求以建妥之鐵路依其所開條件交易，甚至礦產公司可能要求第二家鐵路公司興

建鐵路。當然；在進行鐵路興建計畫時，鐵路公司可利用契約之簽訂，與礦產公司約定交易

條件，以既定之契約保障自己的權益。 

    問題是即使最聰明的律師，也很難預期未來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雙方簽訂之契約，可

能無法周延的考慮任何可能發生之變化。但是若市場上存在結合的可能時，以鐵路公司為例，

鐵路公司即可能藉由股權收購或資產收購的方式，將礦產公司納為公司的一部分，進而阻止

投機行為的發生。易言之，結合行為的採取，可以減少市場上投機行為的出現與不安，提高

市場上交易的順暢度。 

三、廠商發動水平結合的負面動機 

（一）取得市場獨占力量 

    如前所述，廠商經營策略中，企業結合策略的採用，一方面可取代廠商內部成長的方式，

二方面則藉由公司實際權力的掌握，而取代原有與他廠商勾結不易的情形，尤其是對後者效

果之達成。 

    不容否認，廠商間最不願見到市場廠商彼此間的競爭，經由勾結取得一致行為，可為參

與廠商獲取更多利益。惟勾結的組成與實踐，又最容易引發參與廠商為個別公司之利益而遂

行偏離之行為，破除廠商間互相欺騙的最好方法是想辦法把對手廠商納為自己廠商的一部

分。當然，廠商結合協議的達成，可能比勾結協議更困難，因為結合協議涉及廠商間組織的

調整。資產合併，或股權的變動，對於參與結合的廠商而言，可能比勾結協議還困難。但可

以嘹解的，結合一但實現，勾結欺騙行為即可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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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藉由結合策略的執行，使不同單位廠商或合而為一，或因為資產，股權，經營權的

共同使用，猶由如同一單位的決策一樣，廠商間不用再因爭取顧客而拼得你使我活。相對的，

結合之後很可能使市場競爭減少。因此，企業結合的目的，有相當之成分係為追求市場力量，

然後藉由市場力量的使用而獲取更高之利潤10。 

（二）企業王國的建立 

    觀察實際世界裏公司的收購，大都是由公司高階管理主管所發動，如前所述當代企業所

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高階主管發動公司收購之目的，無非在於取得本身福利的增進。理由

是公司高階管理者的報酬可能是有形或無形的，前者係以貨幣所得為代表，而後者則以聲望、

地位為依歸，透過企業規模大小成長的控制，公司高級主管可以使自己感到重要與更有威望，

由此威望和重要性中獲得心理上更高層次的滿足。 

    美國聯合委員會（Conference Board）11在 1986 年曾經調查 883 家公司的主管人員（chief 

executive officer，簡稱 CEO）的報酬與該公司規模大小的關係，發現公司規模越大則高級主

管的報酬越高。聯合委員會發現有些個案中，公司規模大小可以解釋主管人員報酬變化的二

分之一。在若干企業，如商業銀行，公司規模大小甚至可以解釋主管人員報酬的三分之二。

當然，有些企業公司規模大小，對主管人員報酬變化的解釋能力較差，如營建業或其他服務

業。如果把主管人員擴充到第二位主管人員時，則公司規模大小與主管人員報酬的關係更為

密切。 

    公司規模越大，高級管理人員將面臨更大的挑戰，公司因高級管理人員的付出而給予較

高的報酬，理論上是應該的，但是讓人感到不安的是，公司規模大小到底是來自於高級主管

努力經營所形成的成長結果，還是向外兼併的結果，並不清楚。而管理者合併其他公司之目

的，主要的又是為了自己權力威望，和所得報酬，則後者之情況很可能產生社會資源配置扭

曲的結果，造成不適當結合的產生，形成社會稀少性資源浪費於取得目標廠商的努力上。 

    是故，結合的產生是源自於廠商資源效率使用之目的，還是源於高級管理人是為謀取個

人利益最大化所為之行為，在支持與反對結合行為的施行，即占有關鍵性的地位。若為前者，

則社會大眾應當尊重廠商此種決策而又有利於社會的行為；若為後者，則競爭政策主管機關

當然應該加以阻止。 

（三）避稅 

    有人認為市場上結合行為之所以如此普遍，基本上是肇因於歧視性稅法規定的結果。第

一種情況是稅法有利於廠商的債務融資，而不利於以股票發行的融資。廠商如欲提高其使用

資本額時，根本上的方法有二，一是向債權人借款，二是發行新股票誘使投資人投資成為公

司股東。兩種融資方式雖然可以達成相同的融資效果，但事後的結果則大不相同。公司對債

權人融資支付的利息是支出，稅法上規定可視為費用，可列為公司支出項下，在收益中減去

不用課稅。但若融資來自於股票的發行，則發配給股東之間股息，依據稅法規定必需課稅，

不能視為支出而免稅。 

    如果債權人和股東要求使用資金有大致相同的繳稅率12，則廠商提高資本需求而言，採

行貸款會比發行新股票有利的多。因為使用資金的稅後成本前者要比後者便宜。是故，在市

場上常見公司是以借貸做為融資的方式。當債券發行，其收入即被用來購買其他公司之股票，

                                                 
10

 美國司法部（DOJ）與聯邦貿易委員會（FTC）的水平指導原則中，一貫之基本理念即指出，「形成或強化市

場力量之結合，及使市場力量容易行使之結合,是不被容許的」因此市場力量是之增減應當是水平結合管制的核

心問題。 
11

 以下資料係參酌 Walters（1993）, ch.8, p.208。 
12

 一般並非如此，股票風險較高，股票持有者會要求較高之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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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債權取代所有權，廠商資金成本即可獲得降低之效果。由於稅法上偏袒於債權而不利於股

權，使得公司之結合的發生與資源使用效率無關。 

    第二種情況是公司結合後，稅法允許結合廠商可進行資產重估，若結合前公司資產已攤

提完畢，資產重估可使結合廠商的資產攤提增加，提高結合廠商的折舊金額，對結合廠商即

具有避稅之功能。 

    藉由以上兩種措施，結合廠商可獲取減稅之效果。如果其他條件不變下，結合廠商會將

稅負移轉給其它廠商或個人。此種結合之結果，對資源效率使用沒有任何正面之功能。                           

四、廠商結合動機的實證研究 

以上有關結合動機的分析，基本上是集中於廠商結合的發生為研究對象，對於結合產生

的成本節省，並未出現為結合的重要動機之一。按理而言結合有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的效果，

對手廠商很難藉由內部擴張而與之競爭，因此，結合後廠商的利潤水準或報酬率應出現比結

合前高。但是根據資料顯示，整體而言，二次大戰之後的大結合，參與結合廠商的報酬率未

有明顯的提高，相反的，若千研究的結果反而出現結合廠商的財務績效（financial performance）

比原來可比較廠商的績效差（Baldwin1987, p.386）。最近美國地區的實證研究，也一樣顯示資

料分析的結果，無法支持廠商的結合動機為利潤最大化（Alberts & Varaiya 1989, Ravenscraft & 

Scherer 1989）。同樣的，日本有關結合動機的研究，所獲得的結果，也呈現日本廠係以結合

或併購做為企業成長的手段，其目的在於追求企業的成長，所以即使結合後廠商的獲利能力

並沒有明顯的增加（Odagiri 1989）。有些人認為會出現此種結果的理由，是因為結合條件

（merger terms）常有利於被取得公司的股東，而犧性取得公司的股東。結合動機中的公司成

長、公司的規模大小和管理大公司的金錢報酬，可能比利潤率和效率更能解釋廠商採行結合

策略的動機。 

    結合廠商出現較差的利潤水準的現象，也提供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結合案，獨占不是廠商

結合的重要動機。它也許顯示是美國的反托拉斯的執行，有效阻止美國廠商藉由結合，結合

策略並不能增加這些結合廠商的市場力量。 

    二次大戰的美國實證研究，證實廠商的結合動機並非節省成本。結合的主要動機為：公

司的成長，公司規模的大小、管理大公司的報酬，可能才是最重要的目的。亦即前面建立企

業王國的建立才是結合的真正動機。 

五、小結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瞭解結合行為的產生，本質上是廠商以外部成長策略取代內部成長

的一種手段，也可能是為規避與競爭者間聯合行為協議不易所採行的替代策略。前者在性質

上並無可責之處，係當代企業經營所應擁有的基本權力。相對的，若策略之目的為後者，則

其行為即具有倫理上的不當。 

    若究廠商採行結合策略的具體動機而論，其動機有可能為追求生產階段的規模經濟，行

銷、分配經營行為的規模經濟，或者是為了研究發展上的經濟效果。這些營運績效的產生，

基本上都是為營運成本節省的目的，其次財務動機的風險分散化，可能也是廠商效率提升的

一種表現，在政策上均應予以支持。 

    至於管理綜效所考量的兩種因素，結合讓市場上存在懲罰性接收制度，做為制衡當事人

代理人搭便車的問題。拯救垂危廠商之結合，係人之常情，其對市場並不造成競爭之限制，

反而有提高資源效率配置之效果，以及最後結合手段可阻止投機主義之產生。這些效果的考

量基本上均著眼於結合後效率之達成，也間接幫助廠商經營效率之提升，亦是提高整體經濟

利益效果的內涵之一。 

    相對的，由負向的動機觀察，廠商結合之採行，可能貪圖市場力量的取得，以利其壓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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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相對人交易，或有利於其與市場競爭對手的共謀行為。由結合行為發動者觀察，則可發

現其產生可能係由公司主管人員企圖建立企業王國，以圖個人所得、權力、威望的獲得，它

可能造成不適當之結合行為，有扭曲整體社會資源的適當分配的可能。此外，結合策略的採

行係廠商為避稅之目的所為之行為，此種行為在效果上，也必然產生市場資源分配的無效率。 

    個別廠商獨占力取得的結合行為，當然不利於市場競爭之發揮，有規範之必要，而企業

王國之建立與避稅之動機，均形成社會資源配置的無效率，在政策上應有予以阻止的需要。 

參、水平結合管制的特質 

一、事前申請制 

    公平會對企業結合行為的規範，在民國 91 年第三次修法前，採行的是事前許可制。事業

需申請結合之條件為公平法第 11 條第 1 項三款的情形之一者；1、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

有率達三分之一者。2、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者。3、參與結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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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若欲進行結合行

為，企業有義務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請許可。公平交易委員會收到業者的申請，必需在兩個

月內為核准或駁回之決定。 

    公平法第 12 條則對結合核駁的準則為：如事業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

之不利益」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予許可，公平會採行的是正面表列方式。 

二、事前申請異議制 

    民國 91 年公平會為因應產業結構調整與我國現階段經濟環境的需求，並兼顧市場競爭機

制的維護，以及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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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原有的「事前申請許可制」改為「事

前申請異議制」，以符合國際間各國管制之潮流14。 

    對於需申請結合事業的條件，公平會並未進行調整，只是在適用條件的第 3 款，年度銷

售金額部分，區分為金融事業與非金融事業，並將申請門檻向上提升為非金融事業結合者上

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新台幣 100 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一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為新台

幣 10 億元的雙門檻制度。相對的，金融事業之結合者，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提高為新台

幣 200 億元，而參與結合事業之一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亦需達到新台幣 10 億元。 

    申請異議制與許可制最大的不同，在處理程序的彈性化，其處理結果大致上可區分為四

種： 

1、不異議：依據公平法第 11 條第 3 項之規定，欲結合之事業，在向公平會提出「完整資料」

起三十天內不得結合。這即為結合異議的等待期間。依據公平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如

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中央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

亦即公平會認為該結合無限制競爭之虞，且不表示異議者，則事業得於三十天後逕為結合。 

2、延長通知：依據公平法第 11 條第 3 項但書規定，「公平會認為有必要時，得將異議期延長。」

惟依公平法第 11 條第 4 項之規定，延長期間不得超過三十天。亦即公平會最長可要求申

                                                 
13

 民國 81 年公平會初期施行時，銷售金額門檻為新台幣 20 億元，後來又提高為 50億元，第三次修法時，則一

方面將結合管制對象區分為金融事業與非金融事業兩種。參與結合事業為非金融者，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超

過新台幣 100億元，且其結合事業，其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需超過新台幣 10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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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需超過

新台幣 10億元。 
14

 見公平會第三次修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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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結合廠商的等待期間延長為六十天。延長通知依據同法第三項做法，公平會必需以書面

為之。且依據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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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縮短通知：對於事業結合案之申請，公平會依第 11 條第 3 項但書規定，對於不異議之結

合案件，公平會得將異議期間縮短。且此縮短通知需以書面為之。亦即不異議之結合案，

事業甚至不需三十日的等待期，即可獲得結合。 

4、禁止結合：若事業的結合申請，經公平會實質審查之後，發現「限制競爭利益」大於「總

體經濟利益」時，依據公平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得禁止該事業之結合。 

三、事前管制 

由以上我國公平的管制規定，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我國競爭政策主管機關，係以申請結

合事業事前申請時所提供之資訊，做為審查結合後所產生之「總體經濟利益」，以及或藉由其

衡量所產生的「限制競爭的不利益」為依據。然而究其事實，不管制結合事業所提出數據資

料，或是依事業提供資訊主管機關所為之判斷，均屬於事前之「臆測」，有可能發生，也可能

不會發生。其主觀或自由心證的成分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以前面廠商結合的動機分析而言，結合廠商的申報必然會在正面動機多加強調，以彰顯

結合行為如何能創造生產階段的規模經濟，行銷、分銷如何獲得經濟效果，研發階段如何因

互補或替代而形成成本的節省，讓主管機關感到該結合案可獲致營運的績效。結合廠商也可

以以財務的觀點，強調結合可獲得風險之分散化，範疇經濟效果，主張其正當性。 

至於懲罰性的接收，以避免當事人代理人的搭便車問題。以及防止投機行為的產生，以

使社會資源進行最有效率的使用，亦頻頻出現於結合廠商的申請書內15。 

相對的，對於結合可能形成結合廠商市場獨占力的提升，可能是高階主管為建立企業王

朝，以及可能僅是企業為避稅的理由，申請結合廠商將會盡量的淡化或故意忽略。 

主管機關在決定結合案之異議或不異議，似乎不易找到讓結合申請廠商，與其有交易的

利益關係人，社會大眾信服的標準。進一步而言，即使結合申請人誠實揭露申請結合可能產

生競爭效果的事實，正面之效果有之，負面效果亦有。主管機關如何建立一套評量辦法，可

能是非常的關鍵，不然主管機關的判斷很可能又會回到所謂的「拇指法則」，按到那根手指，

即決定其準駁或異議與不異議。「自由心證」佔據大部分的審決，主管機關在審理這些個案時，

可能也會有些心虛才是。而在實務上可能變成像現在一樣，絕大部分結合申請案，很少部分

被駁回或被異議的情形。 

在政策的執行上，若出現此結果，願示「結合行為」的規範，在我國現階段的產業發展

似乎並不需要了。 

四、不同時間行為的不一致性 

    為防範結合廠商在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核准後，做出不利市場競爭的行為，主管機關在核

准結合廠商的結合申請時，可如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所述，得在結合無異議決定下，對結合

廠商要求附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結合後的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防止企業

申請結合時所陳述之結合效果，無法兌現時，競爭政策主管機關仍有制衡的殺手鐗。 

    問題是競爭政策主管機關似乎對於「整體經濟利益」的內涵；以及「限制競爭不利益」

                                                 
15

 依據公平會編撰的《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第十版，頁 79。水平結合許可的諸多理由中有 1、提升產品、服

務之品質與資源利用率，或避免資源的重複投資。2、強化國內產業之競爭力或促進國內產業的發展。3、維持

就業。4、配合政府推動之政策。5、使事業經營更趨國際化。6、有助於事業轉型。學者劉孔中（2003）則把水

平結合的整體經濟利益歸納為：1、參與結合事業的個別利益。2、參與結合事業所屬產業的利益。與 3、社會

利益等三類，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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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涵，並未有充分的認知與瞭解。在實務上主管機關可能也需要一簡單明瞭的衡量指標，

否則在執行的最後階段，又將落入主觀性占有比例較高的決擇，易引發管制者與被管制者的

爭議。 

    持平而論，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態度加以觀察，許多結合廠商個案在事前的

動機，很可能是以正面的動機較多，是為營運效率，管理效率，財務效率等目標的達成，而

進行結合的策略。當然，結合行為的進行，站在社會或產業的角度而言，它可能因為造成懲

罰性接收、對於當事人代理人的搭便車問題，提供部分的解決。它也可能帶來市場上投機行

為的阻止，而有利於市場正常合理交易的完成，有加速經濟繁榮之效果。 

    但是令人不得不懷疑的是，由事後的角度觀察這些結合廠商們，一旦經由結合動作的完

成，使其在市場上擁有一定的市場力量時，我們還天真的期許它會以全民利益為依歸，只為

消費者服務，而犧牲自己的利得，對於產品仍然維持結合前相同的價格或數量。如果是這麼

想，則我們可能完全無視於經濟理論主張的：「創造利潤最大化乃是廠商的天職」的前提。換

言之，理論上我們應當可以合理的懷疑，結合廠商經由結合的動作，增加生產的規模，在市

場上擁有較大的市場力量，或甚至因結合而成為市場的優勢廠商時，一定會善用其市場力量

獲取更高的利潤。亦即一旦結合廠商擁有較大的市場力量的情況下，應當有相當之機率，結

合廠商會利用此市場優勢，而進行圖利行為。它的樣態可能如緒論所論，一是藉由市場集中

度高，廠商人數少，而進行勾結行為的勾當，二為藉由市場優勢，而榨取與其交易之交易人

利益，或阻止其他競爭廠商的加入市場之競爭。 

    總之，結合行為的規範，是以事前的管制，去防止事後可能發生的行為效果為目的，在

實務上的執行上比獨占力的濫用與聯合行為的管制要困難的多，後兩者是以行為已發生為管

制的時點，而前者卻以事前手段規範可能發生的行為。它有許多困難點。第一，結合後是否

帶來所謂的「總體經濟利益」。第二，結合後形成的市場條件，廠商是否產生「限制競爭的不

利益」。第三，發生的「總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的大小如何衡量，第四，那些

經濟內涵屬於「總體經濟利益」，而那些屬於「限制競爭的不利益」。職事之故，根本的辦法，

還是必需回到先回答競爭政策所保護得的法益為何？所謂的「競爭內涵」為何？以及結合行

為所產生的「總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的內涵與前兩者之關係為何？所以結合

管制的經濟分析是不可避免的重要步驟。 

    以下即以水平結合的經濟分析，及其產生之效果為內容，並對照其與「總體經濟利益」

與「限制競爭的不利益」關係分別說明。 

肆、水平結合的經濟分析 

一、結合管制的法益 

如緒論所云，在資本主義體系下，任何廠商對客觀市場環境變化之下，它有選擇各種經

營策略的權力，是選擇以內部成長，或是選擇如結合的外部成長。按理而言，政府部門應當

沒有置喙的餘地。但是在公平法的營業限制競爭的範圍內，為何又要對廠商的結合行為加以

管制呢？就如前面的分析所述，主管機關對廠商結合的管制，是深怕廠商的結合行為，造成

市場集中度的提高，亦即其所憂慮者乃在於市場結構因結合而改變後，易於形成獨占廠商獨

占力的濫用。尤其更重要的，它深怕的是市場結構的改變造成市場僅存廠商易於形成勾結的

一致性行為，產生市場交易的失序與市場公平競爭管理的不易。 

經濟學鼻祖亞斯密（Adam Smith）在他的巨著《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中，即兩

次提到市場商人數與市場競爭的關係。第一次提到參與廠商人數時，他說：「由少數人運作的

交易，勾結起來的可能性很大。」（Smith 1937, p126），亦即 Smith 擔心如果市場交易人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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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充分時，參與者可能因而形成勾結情況，使「競爭」無法產生作用16。 

第二次論及廠商人數與市場競爭的勾結時，亞當斯密又提到：「如果把足以在一鎮交易的

資本分由兩家雜貨食品店持有，則競爭的結果，將趨使二者的售價，比原本由一家商店持有

便宜；如果把它分成二十家商店持有，他們的競爭將趨於更為激烈，並因而使他們勾結在一

起提高價格的機會減少。」（Smith 1937, p342） 

因此，可見在 200 多年前，亞當斯密即已洞察市場要能維持於競爭的狀態，必需要有充

份的參與者，市場參與者人數多，將產生兩種好處，一是可避免勾結造成市場的壟斷，不利

於競爭的局面。二是市場參與人數眾多，市場競爭將趨於激烈，使市場的價格趨於較低趨於

自然水準。 

經由合併，股權收購、資產收購、委託經營、或人事，營業的控制等策略，市場競爭者

人數，將因名目或實質控制的關係而減少，造成如同亞當斯密所擔心者，它可能易於形成勾

結或壟斷的結果；若結合程度加深時，可能使市場優勢廠商的形成，從而出現獨占力濫用的

市場行為。因此，從市場結構學派的觀點17而言，結合管制的根本理由，即在於防患市場結

構因結合而惡化，最後滋生聯合行為或獨占力濫用行為的發生。亦即結合管制的目的，在於

以事前的防患，阻止市場結構的惡化，達成防止競爭因勾結或獨占力的產生而受到傷害。 

是故，結合行為規範的核心，應在於事前阻止市場結構傾向集中度的惡化，以避免因市

場集中度增加，可能發生一群廠商間的勾結行為，或是個別廠商市場力量加大發生的獨占力

濫用行為。換言之，結合行為管制價值在於以事前防患的觀點，一方向維持市場結構處於競

爭狀態，使市場的競爭機制可以發揮功能；二方面則阻止市場結構惡化，讓廠商獨占力濫用

的行為與勾結行為沒可趁之機。也緣於此公平法的立法對結合的處罰只有命其恢復原狀18，

以及罰緩之處罰19。 

二、結合經濟效果的分析 

假定：1、結合前與結合後市場需求狀況不變，2、市場無外部性，3、結合前後廠商的成

本均處於固定生產規模報酬（Constant Return to Scale，簡稱 CRTS），結合前廠商成本以 MCc

表示，結合後廠商的成本以 MCm 表示。 

（一）結合後廠商成本不變 

    假定市場結合前屬於 Bertrand 競爭型態，競爭均衡解為 PC=MCc。如圖 1 的 E 點。在此

情況下，整體社會的福利水準由 ΔPcAE 組成，即 Wc=a+b+c。若市場經由結合後形成寡占市

場，廠商的決策如同勾結情況，MR=MCC 決定最適產出 Qm，價格上漲為 Pm，整體社會福利

水準則縮小為 a+b。即 Wm=a+b，少掉的部分即為 C 所代表的配置效率損失。 

    由圖 1 簡單的分析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在成本不變的條件下，結合後給予廠商若干的市

場力量，使得整體社會產生 ΔBEF 的配置效率損失。若以消費者福利極大的觀點而言，消費

者剩餘損失 b 與 c 兩塊面積，前者成為廠商的超額利潤（excess profit），後者成為配置效率

（allocation efficiency）的損失。是故，不管以社會福利極大化或消費者福利極大化的觀點而

言，在成本不變的條件下，結合行為的發生均使市場產生不利的效果。 

以公平法核駁結合案的準則而言，此一種結合似乎只產生限制競爭的不利益，而未形成

                                                 
16

 莊春發（2005）〈參與廠商人數、公會與聯合行為關係的研究－公平會處分案的分析〉，也證實這一點，公平

會聯合行為的個案中，集中於廠商數為 2家、3 家高度集中的市場。 
17

 產業經濟學可區分為結構學派與芝加哥學派。見莊春發（1998），〈競爭概念的發展，演變與反托拉斯政策〉，

《公平交易季刊》，第 6卷第 1期，頁 29-90。 
18

 見公平法第 13 條。 
19

 見公平法第 4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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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的總體經濟利益，政策上不應予以核準。 

 

圖 1  結合後廠商成本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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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後成本巨幅下降 

    其他條件不變，假定廠商結合後會因為生產效率，管理效率以及財務效率的產生，而使

結合廠商的成本下降，如圖 2，結合前成本為 MCC=ACC，結合後成本大幅下降為 MCm=ACm。

結合前因競爭關係，由 ACC=MCC=PC 決定最適產出 QC，整體社會福利水準由消費者剩餘

ΔABPC 組成，即圖 2 的 a 面積。結合後讓廠商擁有市場力量，由 MR=MCm 決定最適產出，

如圖 2 的 F 點，對應 Qm 產出的最適價格為 Pm。比較結合前與結合後的情況，可以看出結合

後所產生的消費者剩餘由 a 增加為 a+b+c。同樣的，結合廠商因成本節省則可獲得 e+f 的超額

利潤。以消費者福利極大化的觀點衡量，結合使消費者剩餘提高 b+c 的部份。若以社會福利

水準觀察，整體社會獲得 b+c+e+f 四塊面積增加的好處。 

    在巨幅成本下降的條件下，消費者可以獲得價廉物美(PC>Pm，Qm>Qc)的好處。亦即在結

合後的情況下，消費者可以以較低之價格購買更多之產品。同時間，結合廠商也因為使結合

策略而享受 e+f 的超額利潤。因此，在政策上它是屬於雙贏的局面。以公平交易法對結合準

駁的標準而言，它所形成的只有總體經濟之利益，而無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對此種結合應當

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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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結合後成本巨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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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合後成本微幅下降 

    與圖 2 雷同，廠商未結合前市場處於競爭，均解為 PC=MCC=ACC，均衡產出，與均衡價

格分別為 QC 與 PC。整體社會福利水準，由圖 3 的 a+b+c 的三塊面積所表示的消費者剩餘所

組成。 

    結合前與結合後，整體社會福利的比較，可以發覺結合前福利水準為 Wc=a+b+c，結合後

社會福利水準為 Wm=a+b+d，二者的差距為 ΔW=c-d。若 c>d，表示結合後社會福利減少；若

c<d 則代表社會福利增加。若衡量的標準改為消費者福利，則明顯的可以看出，消費者剩餘

減少 b+c，顯然不利於消費者。 

 

圖 3  結合後成本微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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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Williamson 價格上升與成本下降的替換 

    對於前面三種情況，結合成本不變與結合成本巨幅下降的情況，應當屬於特例。前者之

結合只帶來配置的無效率，而後者之結合不僅帶來生產效率，同時也帶來配置效率的增加，

屬於生產者與消費者雙贏的結果。就政策而言，對於第一種情況之結合主管機關應當予以拒

絕，對於第二種情況之結合主管機關則應表歡迎。 

    問題是大部分的情形，可能以第三種情況的結合情況居多，主管機關在決策上可能不易

處理。經濟學者 Williamson 對此情況曾提出價格上漲與成本下降的替換公式，如（1）式20： 

    
AC

AC
＞

2

1
（

P

P
）2（

m

s

P

P
）2

 …………………………………………………………（1） 

    
AC

AC
代表結合廠商成本下降的幅度，而（1）式不等式右邊代表結合後，價格上漲之比

例。 

    表 1 是依據（1）式所設算出來的結果，它代表產品價格上漲率（造成配置效率損失的來

源）後，與成本節省比例的替換關係。例如在價格上漲率為 5％，彈性為-2 的情況下，廠商

成本只需要下跌 0.263％，即可彌補配置效率的損失，當成本下降比例超過 0.263％時，則廠

商結合後將為整體社會帶來正面的效率。以公平會的術語而言，結合是有整體經濟利益大於

限制競爭不利益的效果，應予以不異議處理。反之，若成本下降比例小於 0.263％時，則因整

體經濟利益小於限制競爭不利益，應予以異議。 

    若價格上漲率改為幅度較大的 20％，市場彈性為-1 時，廠商成本下降幅度為 2.44％，成

本節省（廠商利潤之增加）之部分即可彌補價格上漲帶來配置效率之損失。若市場彈性為-2

時，成本下降的幅度則提高為 4.8％。若成本節省幅度大於 4.8％，整體社會之福利則因結合

可望增加。 

    Williamson 價格上升與成本節省替換的分析，最主要的目的是告訴世人，結合因市場集

中，讓業者有較強的市場力量，必然會產生產品價格提高之效果，但若反托拉斯法的執法目

標，在於整體社會福利的極大化時，廠商因結合而造成的成本節省幅度，僅需極為微小，即

能彌補價格上漲帶來的配置效率損失，甚至很容易超越配置效率損失的部份而有餘，亦即圖

三極易形成 d＞c 的情況，最終形成整體社會福利的提升。因此，在政策上，政府對於市場上

廠商結合的策略，實應予較寬容的態度，不必對其進行過度的約制。 

                                                 
20

 詳細導出公式見莊春發（2002）《反托拉斯經濟學論集》，p.862-863。 

表 1  彌補價格上升的成本節省百分比 

                需求彈性（）

價格上升率(
P

P
)％ 

-3 -2 -1 -1/2 

5 0.394 0.263 0.131 0.065 

10 1.650 1.100 0.550 0.275 

20 7.200 4.800 2.440 1.200 

資料來源：莊春發（2002）p.864，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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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濟估計工程浩大，緩不濟急 

    從以上的經濟分析，很明白的可以發覺，結合行為可能致使廠商有更高的市場力量，最

終使產品的售價提高，從而造成配置效率的損失；但不可諱言的，結合政策的施行因為成本

節省，也可能為結合廠商帶來超額利潤的提高，前者配置效率損失應為限制競爭不利益的成

分之一，而後者超額利潤則應歸屬於總體經濟利益的部份。整體結合行為利弊的衡量，應以

此二者的效果大小來決定21。若前者小於後者，主管機關對結合申請案應予以不異議加以核

准；相反的，若前者之效果大於後者之效果時，主管機關對該結合案應予以禁止。 

    經濟分析之結果，如前所述，固然可以給予競爭政策主管機關非常明確的「總體經濟利

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指標，而且也可以量化為簡單之數據加以衡量。然而此結果

的獲得必需建立於以下之前提能夠成立：第一，公平會能夠快速，甚至不需花費太多的成本，

即可估出結合申請案市場之需求函數。第二，結合申請案之廠商提供之結合前與結合後之成

本訊息，令主管機關很容易分辨其變化之情形。第三，結合案一旦成立，它對市場的影響，

結合案廠商提供之訊息，可讓主管機關很容易決定，結合後市場產品價格變化的幅度。 

    很可惜的，上述之前提，在實際市場上並不存在，事實上狀況數據的取得，需要耗費主

管機關許多之人力、物力之成本，而且其效果必須等待結合案成立之後，才能觀察到，然後

再加評估與分析。 

    職是之故，主管機關如欲善盡競爭政策的使命，可能的作法有二：一是對有懷疑的結合

案，盡量依法在許可時，依據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得附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結合案許可

後能產生總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不利益的正面效果。二是在事前許可事業結合案過程，

模仿美國之作法，結合許可的條件盡量放在限制競爭不利益的市場結構條件的管制上，如此

一方面可以使結合的管制效果與制定結合管制所欲達成的法益相結合，防止市場結構惡化帶

來獨占力濫用的產生，以及因此形成的聯合行為。二方面則由於市場結構管制之指標所需的

市場訊息易於取得，也易於計算，不致造成主管機關太大的負擔。 

伍、美國結構管制的借鏡 

    1992 年結合指導原則係美國司法部（DOJ）及聯邦交易委員會（FTC）所共同宣布制訂，

此係該二單位主管聯邦競爭法以來，首度就規範結合之政策，以正式指導原則達成共識。該

指導原則大體上為針對 1982、1984 年之結合指導原則加以修正而得，其最顯著之修正為清楚

地解釋結合如何導致反競爭效果。 

    該結合指導原則在決定結合案是否應予核准時，依據：一、劃分市場界定及集中度之測

定，如圖 4；二、合併所產生之潛在反競爭效果分析；三、進入市場之可能性分析；四、結

合對效率之促進分析；以及五、垂危廠商退出市場之情形等五個程序，循序檢討。其詳細內

容分析於後： 

一、市場界定及集中度之測定 

    美國有關結合指導原則一向以市場集中度（market concentration）為其分析之重心，本項

指導原則亦不例外，亦以結合後事業之市場集中程度，及基於結合所引起之市場集中增加程

度，做為衡量水平結合是否影響潛在競爭效果之指標，其一般標準為： 

（一）結合後 HHI 指數低於 1000 者 

                                                 
21

 當然，此時之福利標準，係以社會福利極大化為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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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J 及 FTC 認為此類市場為非集中市場（unconcentrated market），此類之事業結合通常

不會產生反競爭效果，而毋須進一步分析。 

（二）結合後 HHI 指數介於 1000-1800 者 

    DOJ 及 FTC 認為此類市場為適度集中市場（moderately concentrated market），當合併後

HHI 指數增加低於 100 點時，一般而言，不可能產生反競爭效果，而毋須進一步分析。而當

合併所引起之 HHI 指數超過 100 點時，則對競爭有潛在不利影響，尚需針對該項結合所產生

之 1)反競爭效果，2)其它事業進入市場之可能性，3)結合是否可能增進效率，4)是否有垂危

廠商等因素加以考量。 

（三）合併後 HHI 指數超過 1800 者 

    DOJ 及 FTC 認為此類市場為高度集中市場（highly concentrated market），當合併後 HHI

指數增加低於 50 點時，不可能產生反競爭效果，通常不需要進一步分析。當 HHI 指數增加

超過 50 點時，則將對競爭有潛在不利影響，則需針對該項結合所產生之 1)潛在反競爭效果、

2)其它事業進入市場之可能性、3)結合是否可能增進效率、4)是否有垂危廠商等因素加以考

慮。而當結合後 HHI 指數增加超過 100 點時，則可能會增加或加強市場力（market power），

而推定該結合將限制市場競爭，但容許參與結合之事業舉證說明有其他因素可使得該結合行

為不致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 

圖 4  DOJ 水平結合執行政策 

 

 

 

 

 

 

 

 

 

 

 

 

 

 

 

資料來源：Walters 1993（圖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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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所產生之潛在反競爭效果分析 

    結合完成後，相關市場中現存廠商(如為多數)是否更易於「協調互動」（co-ordinated 

interaction）而調整其產銷活動從而有提高價格的可能，或是其中任何一家廠商單獨地即可達

成此一目標，是美國主管機關規範結合行為中的重要因素。協調互動的分析有三個層次：1)

協調之條件，2)「作弊」之偵測以及 3)對「作弊」之處罰，如果參與協調者無法持續地就此

三點達成某種共識並付諸實行，協調即不可能成功，互動也將崩潰。至於可能影響「協調互

動」之市場狀況因素包括： 

（一）、對市場狀況之資訊是否可以掌握。 

（二）、交易案件件數多寡及其他競爭對手人數多寡。 

（三）、產品或廠商同質性高低。 

（四）、市場訂價以及行銷策略之執行情形。 

（五）、市場中買方、賣方之特性。 

（六）、以往是否有從事「共謀行為」之紀錄。 

三、市場進入障礙分析 

    DOJ 及 FTC 主管官員認為進入市場之潛在壓力，只有在及時（timely）、可能（likely）、

及充足（sufficient）三種條件的情形下，才可能對意圖加價之廠商有實質意義。所謂「及時」，

指從規劃到實際上在市場中產生重大衝擊之新競爭，必須於兩年內達成。所謂「可能」，係指

進入市場必須有利可圖。而所謂「充分」，必需使市場進入者之銷售量，提升至足以將價格水

準回復至結合前的水準，亦即該項行為必需能適度解決品牌忠誠度等非價格因素。 

四、結合促進效率的分析 

    DOJ 及 FTC 在決定是否對合併提出申請時，亦會評估此一行為是否會帶來「促進效率之

重大淨利益」，此種促進效率情形可包括達到經濟規模、生產設備之妥適整合、生產設備專業

化、降低運輸成本、間接總成本（overhead）之節樽等情形。 

五、垂危廠商退出市場之情形 

    指導原則對於垂危廠商抗辯之適用範圍，相對於 1984 年指導原則之規定較為緊縮，只有

艱困事業無法以高於淨資產清算價格(liquidation price)出售資產予第三人者，方有適用的可

能。 

六、美國指導原則的檢討 

    由以上美國法對結合管制的實務執行方式觀察可以發現，經濟理論對結合效果的分析結

果，對結合管制的執行影響仍然十分有限。根據前面的經濟模型分析，結合行為被允許的必

要條件，必須是結合之後可帶來生產效率，亦即可能因為規模經濟的影響，或因大量採購帶

來投入有金融上的效率，而使結合後的廠商有成本節省的效果。當然成本的節省效果，若能

回饋予消費者，而以產品價格降低加以實現時，結合行為則可獲得「雙贏」的效果，是至善

至美的境界。反之，若結合的結果固然有成本節省的效果，但產品價格卻上升時，則結合可

能必須付出配置效率損失的代價，而對結合行為的管制必需採用合理原則，視情況而定，若

成本節省的效果大於配置效率的損失，應維持予以許可；反之，若結合的結果為成本節省效

果小於配置效率的損失時，則管制者應對該類結合行為採禁止之態度。 

    經濟理論模型應用的限制，是它以結合後的效果為分析對象，而結合的管制必須在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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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執行，因此以事後的觀點而言，經濟模型的分析，固然可以提供明確的結合管制對策和方

向。但以事前的觀點而言，以事後為對象的分析結果，可能管不了大用。所以由美國實務上

的觀察，可以發覺在實際執行結合管制的工作時，無可奈何的一樣要回到市場結構惡化的防

止上，以結合可能帶來市場結構的變化為基準做為結合管制的指標。不過，根據實際的操作

方式，執行的結果很可能使原本有效率增進的結合，由於通不過市場結構改變的檢驗而被阻

止，使社會福利增進的機會無法實現。相對的，也可能發生通得過市場結構變化檢驗的結合

行為，最後的結果是帶來社會福利水準的降低。因此經濟學者對結合行為效果的瞭解，仍需

進一步的研究，設計出一套由事前即可估測結合效果的方法，以做為評估結合許可與否的工

具，可能是未來共同努力的方向。 

陸、公平會管理規則的討論 

    公平會執行企業結合規範多年之後，似乎也體認到公平法第 12 條結合許可準則「整體經

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衡量的不易，執行上有若干問題，乃參酌歐體與美國的執法

方向，將結合案的申請區分為「簡化程序」與「一般作業程序」，如圖 5。 

 

圖 5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水平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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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化程序 

    類似於美國規範標準，在市場集中度 HHI 小於 1000 以下時，企業的結合政府並不規範。

將參與水平結合之事業市場占有率總和低於 15％者，能滿足管理規則第 7 條的「除外條件22」：

特定市場不存在前兩大廠商市場占有率大於三分之二，前三大廠商市場占有率大於四分之

三，以及該結合案不存在管理規則的「例外條件」：（一）、結合內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二）、

結合主體為「金融控股公司法」或「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控股公司申請股票上

市審查準則」所稱的控股公司。（三）、不易界定市場範圍或計算參與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

（四）、參與結合事業所屬特定市場存在高度參進障礙，高市場集中度。則結合案，可進入簡

化程序，直接推定該結合案屬於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而予以許可。 

二、一般作業程序 

    結合案參與水平結合之事業市場占有率總和者高於 15％者，或即使市場占有率總和低於

15％，但有管理規則第 7 條的除外條件，與管理規則第八條的例外條件，則結合案即進入一

般作業程序。 

（一）水平結合限制競爭效果的考量因素 

    進入一般作業程序的水平結合案，若不存在管理規則第 10 條的顯著限制競爭疑慮的條

件，則公平會將對該結合案衡量其限制競爭效果。限制競爭效果共分五項： 

    1、單方效果：係指參與結合事業得不受市場競爭之拘束，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

力。亦即經濟學理上所謂的市場力量（market power）。該力量之評估可依據結合事業市場占

有率，商品或服務的同質性，產能及進口競爭等因素加以考量。 

    2、共同效果：係指結合後，結合事業與其競爭者相互約束事業活動，或雖未相互約束，

但採取一致行為，使市場不存在競爭之情形。上述之情況得就市場狀況是否有利於事業聯合

行為，監控違反行為之難易程度，以及懲罰之有效性等三方面加以評估。 

    3、參進程度：係指潛在競爭者參進市場的可能性與及時性，以及其能否對市場內既有業

者形成競爭壓力。 

    4、抗衡力量：市場之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箝制結合事業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

報酬之能力。 

    5、其他影響限制競爭效果之因素。 

    若以競爭內涵觀之，單方效果、共同效果以及抗衡力量均屬於市場競爭（market 

competition）層次的競爭內涵。參進程度則屬於產業競爭（industrial competition）層次的競爭

內涵，參進程度與抗衡力量所提的潛在競爭者或潛在交易人，則屬於潛在競爭（potential 

competition）層次的競爭內涵。 

    經由上述五項限制競爭不利益因素的考量之後，依據管理規則第 6 條第 2 項之規定，若

結合案「不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時，得認定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若結合案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時，則進一步衡量整體經濟利益，決定結合案的異議與不異

議。 

（二）顯著限制競爭疑慮之水平結合 

    結合案之結合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平會的處理原則第 10 條，則將其認定為原則上

有顯著限制競爭的疑慮： 

                                                 
22

 亦即市場上不存在兩種獨占廠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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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總和達二分之一。 

2、特定市場前二大事業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二，但參與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總和達 15

％。 

3、特定市場前三大事業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三，且參與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總和達 15

％。 

    一旦結合案落入上述三種條件時，公平會原則上認為結合將產生顯著限制競爭疑慮。具

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的結合案，公平會則需進一步瞭解結合案的整體經濟利益。若整體經濟

利益仍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時，結合案仍有被不異議之可能。反之，若發生整體經濟利益

仍小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時，結合案則可能因被異議而無法受到許可。 

    至於，整體經濟利益的考量因素，處理原則第 12 條規定為：（1）、消費者利益。（2）、結

合事業原處於交易弱勢之一方。（3）、結合事業之一屬於垂危事業。（4）、其他有關整體經濟

利益的具體成效。對於垂危事業的條件，同法第 2 項則規定，所謂之垂危事業必須具備：（1）、

垂危事業短期內無法償還其債務；（2）、除透過結合，垂危事業無法以其他更不具限制競爭效

果方式存在市場；（3）、倘無法與他事業結合，該事業必然會退出市場。 

三、處理原則的評論 

    如前所述，由於結合案依據公平法第 12 條的規定，必須經過「整體經濟利益是否大於限

制競爭不利益」衡量，才能評估其許可。然而「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係一

抽象之名詞，不易妥適的界定其內涵。因此在實務可能因為此兩項正面與負面指標的爭議而

延後結合案的通過。經濟分析模型顯然明確的指出此二項衡量指標，可以以配置效率與生產

效率（利潤）加以表示，但實務上很難滿足這些評估所需具備的前提。所以在既有法制架構

下，公平會在「窮則變，變則通」的情況下，提出所謂的「簡化程序」與「一般作業程序」

的管理規則。 

    該項管理規則的建立，仍有下列不明之處： 

1、以參與水平結合之事業市場占有率總和為什麼取在 15％，它是否有任何的經濟理由？ 

2、管理規則第 7 條除外規定的部份，為何只列舉前二大廠商市場占有率三分之二，與前

三大市場占有率四分之三，而獨漏前一大廠商二分之一之情況，其理由為何？ 

3、管理規則的例外條件中，只有第 4 項所謂市場存在高度參進障礙、高市場集中度，具

有明確之經濟意義，水平結合形成廠商減少，容易形成勾結外，其他三項之條件，如第 1 項

的公共利益，第 2 項的控股公司，以及第 3 項的不易界定市場範圍或計算市場占有率等理由，

似乎均帶有相當之自由心證成份，而欲為結合案進入簡化程序，解決「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

競爭不利益」不易衡量的困境，可能幫助有限。 

4、進入一般作業程序的結合案，以市場存在獨占事業與否，而區分為兩類之結合案的處

理方式，似乎也有引人疑慮的部份。未進入存在獨占事業市場的結合案，需先評估其限制競

爭不利益，然後再考慮其是否處於「顯著限制競爭之疑慮」，若未構成「顯著限制競爭之疑慮」

時，則認定其「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若構成「顯著限制競爭之疑慮時」，

則需進一步考量「整體經濟利益」，再評估二者之大小而決定異議與否。 

至於進入存在「獨占事業」市場的結合案，則立即認定其有「顯著限制競爭之疑慮」，公

平會許可與否需進一步考量整體經濟利益之部分，再決定異議或不異議。 

以市場存在獨占事業與否為條件，而對其結合案施予不同之待遇，這是實務上無法避免

的困境，令人質疑的部份是，以市場已存在獨占事業為界定之標準是否合理？過去公平會公

佈市場占有率 20％之事業名單，做為結合規範之前置作業，也許可以提供公平會制定管理規

則之參考。 

5、整體經濟利益的內容中，除強調消費者利益與垂危事業外，也考慮了處於市場弱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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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似乎與公平法保護「競爭」（competition）而非保護「競爭者」（competitor）有所矛盾。

此外對於結合事業之生產、財務、研究等綜效內容，卻以「其他有關整體經濟利益之具體成

效」一筆帶過，並未確實反應經濟分析所獲得之結果。 

柒、結論 

廠商採行水平結合的動機，以個別廠商的立場而言，可能是出自於經營策略上的考量，

想以「外部成長」的方式，取代「內部成長」的策略，或以水平結合解決聯合行為不易的問

題。若以產業競爭的角度觀察，廠商發動水平結合的正面動機有：1、為營運績效的目的，2、

為管理績效之目的，3、為分散風險的財務動機，以及 4、阻止市場投機主義的產生。相對的，

由負面動機觀察，水平結合策略的出現，可能之理由有：1、廠商為取得市場獨占力量，2、

為建立企業王國之理由，3、為實務上避稅之理由。然而西方最近實證的研究顯示，企業結合

的主要動機來自於：1、公司之成長，2、公司規模的大小，3、管理大公司的報酬，三者可能

才是企業結合最重要的目的。 

水平結合管制是以事前的角度，規範廠商市場力量的改變，以防止產生市場企業獨占力

濫用之行為，以及可能形成之聯合行為。因此，在整個制度上，該規範具有事前申請之屬性，

而受規範之對象，卻又是事後廠商發生之行為，因此，將形成時間上行為不一致之行為，為

實務上的執行帶來許多之困擾。這些困擾包括：第一、企業結合後是否帶來申請者所謂的「總

體經濟之利益」。第二、結合後形成的市場條件，是否會形成「限制競爭的不利益」。第三、

發生的「總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內涵為何？第四、這些內涵應使用那些

指標加以衡量？ 

源於上述之需求，水平結合管制必須回歸到經濟分析的領域上。首先要問的是水平結合

管制立法之法益為何？依據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對競爭的看法，以及其所衍生的認知。水平

結合管制之目的大致上有二：第一、希望藉由事前市場結構的管制，避免市場參與競爭之廠

商數銳減，而形成廠商容易勾結之情形。第二、藉由事前市場結構之管制，避免形成市場上

獨占事業之形成，而有潛在獨占力濫用之可能。 

藉由簡單經濟模型之分析，可以發現水平結合之總體經濟利益在於水平結合後，產生生

產、銷售、財務等績效之發揮，而形成成本之節省。至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則顯現於因廠商

取得更高之市場力量，而產生產品價格之提高，帶來配置效率之損失。前者之效果若大於後

者之效果，社會整體福利仍可因結合行為而提高。反之，則將產生社會整體福利水準降低之

情形。除極端之例外，結合只產生配置效率損失而無成本節省之效果，或結合可同時提高配

置效率與產生成本節省之效率之外，大部分的結合案應普遍存在，成本節省與配置效率損失

並存的情況。因此依據學者 Williamson 的說明，結合只要造成小幅度的成本節省，即可彌補

相當幅度的價格上升，因此其主張政府對結合管制應採較寬容之態度。 

然而，很不幸的，經濟學明確的分析「總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方法，

必須建立於 1、市場需求函數的估計必須很容易而且很快速，且不需花費太多之成本。2、結

合申請廠商所提供的結合前後之成本訊息，可以令主管機關容易分辨與執行。3、結合案一旦

成立，廠商提供之訊息可以讓主管機關計算出產品價格上升之幅度。三項前提必須成立，很

可惜的上述前提並不容易存在。 

對於結合案的規範，主管機關所能採行之策略是：1、對有顯著限制競爭可能的結合案，

依據公平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要求附加條件或負擔。2、是參酌美國執法方式，依據結構

學派的推論，以結合案產生的市場結構變化，做為初步許可結合案與否的基礎。然後再以其

他總體經濟利益項目衡量有顯著限制競爭結合案的許可與否。 

依據美國 1992 年結合案管制之做法，首先要界定結合案所涉及的市場範圍，以及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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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測定，二是分析合併後所產生的潛在反競爭效果，三為市場進入可能性之分析，四為結合

對促進效率之分析，五為垂危廠商退出市場之情形。美國市場集中度的衡量，基本上係採用

HHI 為指標，並依據 1000 以下，1000-1800，以及 1800 以上三種情況，將產業區分為低度集

中產業、中度集中產業，以及高度集中產業。對於 HHI 小於 1000 以下之低度集中產業，企

業的結合案美國 DOJ 與 FTC 認為不會產生反競爭效果，不需要進一步之分析。對於 HHI 為

1000-1800 中間的中度集中產業，當合併產生△HHI 大於 100 以上時，主管機關則認為結合對

市場競爭有潛在的不利影響，需依據額外因素：1、反競爭效果，2、他事業進入市場的可能

性，3、結合是否有可能增進效率，4、是否為垂危廠商加以分析，再決定其結合許可。 

當市場屬於 HHI 大於 1800 的高集中產業，結合案所產生的△HHI 大於 50 時，DOJ 與

FTC 則認為有可能產生反競爭效果，必須考量額外因素後，再決定其許可與否。至於潛在反

競爭效果、市場進入障礙、促進效率與垂危廠商，美國 DOJ 與 FTC 兩個主管機關均提出可

執行準則，很值得公平會的參考。 

可能是公平會長期累積執法的經驗，也發覺結合案的准駁標準：「總體經濟利益」與「限

制競爭之不利益」的認定與衡量，相當混亂、沒有一貫之標準，甚至挾帶相當多執法人員的

主觀認定，因此形成各種因素均可以被提出為結合許可的理由。最後不得不參酌西方尤其是

歐盟的做法，而訂出結合行為的管制規則，將其區分為簡化程序與一般作業程序兩類，在結

合案總和市場占有率低於 15％以下，以及符合第 7 條特定市場的除外條件，以及第 8 條的例

外條件下，即可進入簡化程序，被推定該結合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此

做法與美國規範準則中市場集中度低於 1000 以下類似，惟不同者在於前者以結合案本身之市

場占有率總和與除外、例外條件為判斷之依據，美國之規範準則係以整體產業之集中度情況

為判斷之依據。 

結合案一旦進入一般作業程序時，如果未達到管理規則第 10 條的條件時，則先考量其「限

制競爭之不利益」，分析其是否產生「顯著限制競爭之虞」，答案若為否定，則逕自認定其整

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答案若為肯定，則需進一步考量總體經濟利益之要素，

然後再與限制競爭不利益之大小比較，決定結合案之許可與否。如果一開始結合案掉入管理

規則第 10 條的顯著限制競爭之虞的條件，則程序仍需進入總體經濟利益之考量，並與限制競

爭之不利益比較，最後來決定結合案之許可與否。 

公平會對結合案提出管理規則的做法與努力，值得認同與肯定。惟在若干細節上，仍有

可斟酌之處，如為何以市場占有率總和 15％為門檻，它的經濟意涵為何？管制規則第 7 條的

除外規定，為何獨漏市場占有率二分之一的獨占廠商的條件。簡化程序中的四項例外條件，

若干條件的設定，欠缺較為客觀之標準，可能引人質疑。最後在進入一般作業程序當中，以

市場獨占事業之門檻做為結合法存在「顯著限制競爭之虞」的標準，似乎仍有斟酌之空間。 

最後在總體經濟利益的考量項目中，似乎遺忘結合案最重要的成本節省產生之考量要

件，而卻以其他有關整體經濟利益之具體成效一筆帶過，略顯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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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the Criterion of Horizontal Combination Regulation – the 

Overall Economic Advantages and the Competition Restrains Disadvantages 

Chuen-Fa Chuang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combination reg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hypothesis of Structure School, 

fundamentally is to keep the aggravation of market structure, and the potentially accompanied abuse 

of monopoly power and collusion off in advance. The judgments of Taiwanese Fair Trade Act (FTA) 

upon enterprises combinations are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nsities of two considerations – the overall 

economic advantages and the competition restrain disadvantages. However, the inclusions of the 

two measures are invariably ambiguous that indeed results in numerous subjective adjudications in 

practice. Setting out from the motivation of combination, this study analysis the reason that 

individual firm prefers the strategy of external growth – combination to other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presumable confusion and difficulty in the means of combination regulation – preventing ex post 

behaviors by using ex ante regulation are then proposed. Subsequently, an economic theoretical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explore the overall economic advantages – cost saving, and the competition 

restrains disadvantages – loss to allocation efficiency, accompanied by the occurrence of 

combination in the specific industry. 

Despite that the economic analysis can provide an objective basis for judg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combination, there still remains obstacle to implement operationally. By virtue of 

referring the experience of western country, particularly the merger regulation in US,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key point is back to the variation of market structure after the behavior of combination. 

Fortunately, after a series of experiment of Taiwanese Fair Trade Commission (FTC) more than ten 

years, the way to the market structure regulation is also gradually became aware of. Accordingly, 

referring to the experience in western country, the similar regulation divided the combination 

regulation into simplified and general operational procedures can be instituted. Bu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further refinements of some criteria are still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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