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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之提出—公司控制權市場中可能產生之競
爭法議題

近年來，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議題為公司法學界關注之焦點，各方
亦無不努力希望藉由種種機制，促進公司治理目標之達成。從獨立董監事制度之引

進、董監事責任之確立、審計委員會的設置、股東會與股東權之強化等內部治理機制

的建構，到制定企業併購法、增修證交法等強化公司控制權市場（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等外部治理機制，我國公司治理相關架構已逐步完善與確立。

其中公司控制權市場（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對於公司治理的正面意義亦
為各方所肯認1。透過公司控制權市場之運作，使公司控制權能移轉至更有效率之經

營團隊，從而達成公司價值極大化之目的。而公司控制權移轉（change of control）的
方式很多，我國於2002年修正證券交易法新增第43-1條之公開收購（tender offer）為
其中之一，近年來也頗為常見。

本文擬以公開收購下，公司控制權市場各方參與者間，所可能從事各種競爭與合

作行為，是否應受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之檢驗，同時其檢驗之標準為何等問題進行分

析，以進一步了解我國公平法與公司、證券法規間之交錯關係。

一般而言，倘論及公司控制權市場下，競爭法與公司、證券法規間的關聯性時，

論者多能立即聯想公司間進行併購時，除應符合公司證券法規之規定外，尚應受競爭

法下結合行為之相關規範，然除了結合行為管制外，恐怕再難想像其間還有何關聯性

了。

然以下幾例卻顯示，公司控制權市場中各方參與者之行為，亦有可能引發競爭法

下聯合行為與不正當競爭行為之思考：

【例一】1988年年初，美國Campeau與Macy兩家公司對於Federated百貨公司進行
競爭收購，雙方都勢在必得，導致收購價格節節上升。同年四月初，Campeau與Macy
這兩家競爭收購者深覺如此競爭下去，將使兩敗俱傷，故雙方達成協議，由Macy放
棄競價，以交換Campeau承諾支付Macy為參與此一公開收購所支出的成本，包括律師
費、財務顧問等費用共計6千萬美金，Campeau同時承諾在取得Federated經營權後，
將同意出售Federated的兩個部門給Macy公司。Campeau與Macy兩家公司皆大歡喜，

1 黃銘傑，台灣公司法制關於敵意併購與防衛措施規範之現狀與未來，月旦法學第129期，
頁134，135-36（200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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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惹惱了Federated之股東，股東們認為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破壞了競價
的市場競爭機制，造成股東之損害，故以協議行為違反謝爾曼法為由提起訴訟。美國

聯邦最高法院於本案中2，認為反托拉斯法不應涉入公司控制權市場，本案應受證券

法規規範，而現行證券法允許此一協議，從而判定原告敗訴。倘此類案例發生在我國

又將如何呢？

又由本案衍生的另一個問題是，倘目標公司Federated百貨之經營團隊為防止敵
意併購者收購成功，從而導致其經營權之喪失，故採取各種防禦措施（anti-takeover 
tactics/defensive tactics）用以逼退敵意併購者。例如Federated經營團隊與收購者間約
定，由Federated以高價買回收購者所持有之Federated股份（此即為美國實務上常見的
greenmail，有稱之為「綠票訛詐」）。Federated經營團隊此一行為亦可能產生如同前
述Finnegan v. Campeau Corp.一案中Campeau與Macy間停止競爭協議所造成之限制競
爭結果，所不同的僅在於協議之當事人由競爭收購者間轉為目標公司經營團隊與收購

者而已。

美國法向以受託義務作為董事等公司經營團隊行為之司法審查標準。然目標公司

之經營團隊面對經營權爭奪的終局契約階段（the end-game period），縱在其負有受
託義務（fiduciary duty）的情況下，亦有為一已之利而採取防禦措施以維持經營權之
誘因，而其相關防禦措施是否會造成限制競爭之結果，或者確係在受託義務下，促進

公司價值極大化之舉措？此一傳統上由公司法受託義務規範的防禦措施行為，倘造成

限制競爭之效果，是否亦受競爭法之規範？公司法與競爭法於此之規範目的與救濟效

果是否有所不同？有無互相援引借鑑之可能性？

目標公司經營團隊於面對敵意併購時倘採行防禦措施，必定產生限制控制權競

爭之效果，然此一限制競爭之目的，係在避免股東集體行動困難、囚犯困境或其他因

素而在追求公司價值極大化，或係經營團隊在面臨經營權爭奪的終局契約階段（the 
end-game period）所為之自利行為，實難區辨。美國法長透過Unocal、Revlon等案
件，已逐步形成目標公司經營團隊在面臨敵意併購競爭時，董事受託義務之司法審查

標準。

簡言之，在公司控制權市場中，目標公司董事所為之限制競爭行為，在美國係以

公司法董事受託義務所為審查標準，然對於前述【例一】由競爭收購者間所為之限制

競爭行為之規範又是如何呢？是否如同本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稱證交法已為充分

2 See Finnegan v. Campeau Corp., 722 F. Supp. 1114 (1989), 915 F. 2d 824 (1990), 499 U.S. 976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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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效率之規範呢？也就是說，法規範究竟應否對於競爭收購者間之限制競爭行為予

以規範，此即為本文研究之重點。

不僅美國，以下【例二】至【例五】顯示，我國之公司控制權市場亦有相類似的

問題。

【例二】 2006年之前轟動一時的凱雷私募基金集團併購東森媒體媒體股份有限
公司一案中，凱雷集團先是以每股台幣32.5元向東森媒體之大股東力霸集團王令麟
家族購得「控制性股份（controlling shares）」後，再以每股26元之對價進行「現金
逐出式合併（cash-out merger）」。由於小股東與大股東間存在有每股6.5元之價差，
引發小股東之不滿，並依我國企業併購法第12條主張「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
（appraisal right）」，請求法院裁定股份之公平價格，小股東主張，基於股東平等原
則，凱雷集團至少應以同一價格每股32.5元逐出小股東。2007年1月本案承審法院台
北地方法院於基於公平原則，裁定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公平價格為每股32.5元3。本案法

院判決是否為我國公司法、企業併購法下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合理適用，誠屬

焦點4，然凱雷集團以不同價格取得東森多媒體股份，是否可能該當公平法下的差別

待遇？針對此案，是否會出現公司法與競爭法下不同之判斷結果？當論者訴諸「股東

平等」之主張時，競爭法下關於商品或市場之界定，是否可以提供另一個思考方向？

也就是說，控制性持股與非控制性持股是否屬於同類商品而在同一市場中5？

3 參閱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95年度司字第840號。
4 關於現金逐出時收買請求權之公平價格如何認定之問題，詳見朱德芳，效率、併購與
公司治理—以敵意併購法規範為核心，中原財經法學第十七期，頁195-259（2006年12
月）。

5 有關兩階段併購時，股份收買價格不同，或者併購者向控制股東購買控制性持股與非控
制性持股間之價格不同，是否構成差別待遇？本文初步認為，從競爭法的角度，或者可
供公司法學界一些思考。本文認為，控制性持股與非控制性持股屬於不同商品，其市場
不同（買方與賣方均有不同）、成本不同（控制性持股人其所付出之單位監控成本與非
控制性持股人來的低；併購者一次性向控制股東購買控制性持股所需之成本，比向散戶
投資人多次交易後取得控制性持股之成本低），故應非差別待遇。然此一價格上的不同
待遇，可能會產生「生產效率」—即控制權流入較有效率經營者手中，但是否會造成財
富移轉，即掠奪「消費者剩餘」之問題呢？本文認為，倘第二階段少數股東現金逐出的
價格訂價得當—即少數股東取得不少於併購前其股份價值之價格—即可相當程度減緩所
謂財富移轉問題。而此一定價，則可以透過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appraisal right）
來達成。同時，兩階段併購的不同定價搭配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的機制，也可防止
併購者在不同市場間，透過交叉補貼的方式，所可能產生的福利淨損失—即以超高價格
取得控制性持股，以低於真正價值之價格逐出少數股東，此時，則可相當程度確保併購
者為有效率之經營者。關於公平法下如何確定商品與市場，請詳見黃銘傑，聯合行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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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 久津公司為知名的老牌飲料公司，擁有包括波蜜果菜汁在內的知名商
品，但由於轉投資高科技產業失利，致使公司財務陷入困境，經法院裁定准予重整。

為籌措資金，久津公司之重整人於2007年8月間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現金增資，引起
食品飲料大廠統一、味全的注意，總共有5家業者投標，底標為13億元，最後由咏慶
以58億元得標，取得95％的股權6。倘在招標過程中，如發生圍標、綁標等不公平競

爭之情事，是否有公平法之適用？

【例四】 中國力霸公司於2007年11月26日舉行集團旗下「衣蝶百貨營業讓與」
之公開標售。本標案之底標為18億元，僅新光合纖一家參與投標，投標金額為7.05億
元，與底標差距甚大，故最後以流標收場。後經中國力霸公司股東會決議將底標調

降至7.05億元後，於2008年4月28日再舉行公開標售案，最後由僅有新光合纖參與投
標，並以7.05億元得標。

由前述相關實例，吾人可以發現在我國公司控制權市場中，似有逐漸採用不同於

以往一對一的契約議價模式，而改採公開收購、公開招標等訂價與競價形式之趨勢，

倘發生圍標、綁標，或其他不正當之競爭行為時，公平法應否介入規範？還是因為其

所涉及之標的為「公司股份」，似與過去公平法所處理之「商品或服務」不同而應認

為無適用之餘地？

限於篇幅，本文擬以前述Finnegan v. Campeau Corp.為模型，論述公開收購下，
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是否該當我國公平法下之聯合行為，並以此作為研究競

爭法與公司、證券法規之間關聯性的起點。本文第貳部分首先介紹美國法下實務見解

 立與市場界定、影響市場功能認定間之理論與論理（上）—評最高行政法院九二年度判
字第一三三六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68期，頁17，24（2005年3月）（“公平
會在界定市場時，通常應先考慮「供給者與需求者二者對價交換的客體為何—亦即商品
（服務）為何—的問題。不同需求者對不同商品（服務）有不同的需求，當商品（服
務）間不具有替代關係、或有『幅度雖小旦有意義且非短暫的價格漲幅』惟消費者仍
不會轉而購買其他商品（服務）時，各該商品（服務）乃構成依特定商品（服務）市
場。惟應注意者，即使是同類商品（服務），亦可能因其價格、品質、功能、規格等之
差異，而各自組成其特定市場，例如高價進口車與低廉國產車、專業相機與傻瓜相機
等。」＂）

6 「久津招親，統一、味全都落榜，咏慶58億元高價得標」，楊伶雯／台北報導，
2007/08/20，ET Today。久津實業在發生財務危機下市後，經板橋地方法院裁定重整，
採公開招標辦理現金增資，押標金2.6億元，投標底價13億元，吸引統一、味全、私募基
金、久津總裁陳忠義組成之投資公司，以及一直對於久津經營權保持高度興趣的咏慶等5
家業者投標，主要是看中久津所擁有的波蜜果菜汁品牌價值，加上完整的代工生產線，
還有兩岸的代工佈局等。根據久津的重整計畫，將辦理減資，由資本額30億元減資成
6000萬元，再辦理增資，預估得標的公司將可取得95％的股權，掌握實際經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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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者評析，此對於我國尚無具體判決出現前，應有相當之啟示作用。第參部分論述

公開收購下之公司控制權市場的特性，分析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是否會造成

限制競爭之結果？是否會影響資源配置效率與引發財富分配不公平等問題？公開收購

下目標公司股東面臨之應賣壓迫問題，對於公開收購的效率結果有何影響？因之，公

開收購下之競爭機制應作如何之調整？倘法規範限制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

是否會因而降低公開收購的總體數量，從而不利於目標公司股東與社會整體效率之提

升？又公開收購所採取的類似英國式招標(English auction)的訂價與競價方式，與工程
招標常使用之密封式招標（sealed auction），以及一般商品的牌價市場（posted-price 
market），這三種常見的訂價與競價方式，對於競爭限制之敏感度如何？對於其間參
與者之聯合行為，例如價格拘束（price fixing）等，是否應採取不同的競爭規範？本
部分希望透過對於公開收購下公司控制權市場特性之觀察，了解競爭規則於其中應扮

演之角色。本文第肆部分則分析我國法下競爭收購者間之協議是否應受公平法聯合行

為之管轄，此主要涉及公平法第46條的問題，亦即公平法與證交法間之交互關係。第
伍部分為結論。

貳、公司控制權市場下公司法與競爭法之交錯 
—公司本質理論下之觀察

如前所述，過往，倘論及競爭法與公司、證券法規間的關聯性，論者多能立即

聯想到公司間進行併購時，除應符合公司證券法規之規定外，尚應受競爭法下結合行

為之相關規範。除此之外，恐怕就很難想像其間還有何關聯性了。畢竟一般多認為，

此三法規之規範目的不相同。我國公平法之規範目的在於維護交易秩序、保護消費者

利益，並以調整整體效率與配置公平為核心7；而公司法則以一公司組織內部利害關

係人間的權利義務配置與利益衝突為規範核心；至於證券交易法規，則主要規範以有

價證券為金融工具之資本市場，以促進證券市場的效率、衡平市場參與者的關係為重

點。雖然公平法與證交法均係以市場為規範對象，但或有論者認為公平法所規範的商

品或服務市場，與證交法所規範的有價證券市場不同；也就是說，公司所生產製造之

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市場受公平法規範應屬無疑，但公司之股份與其所製造之商品或

服務不同，應不受公平法之規範。各法規彼此之間，各有管轄場域、互不相干涉。因

此，無論是公司法學界或競爭法學界，面對前述五個案例，最初步的反應可能都是應

7 賴源河編審，公平交易法新論，元照出版，頁27-34（2005年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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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競爭法之適用。

但此一看似清楚明白的法規範管轄場域之界限，近年來在美國卻受到不少質疑。

最主要係受到美國公司法學界關於公司本質理論（the nature of the firm）改變之影
響。現今美國公司法學界多採「公司契約理論（contract theory）」8，認為「公司為

一連串明示或默示契約所形成之連鎖點（nexus of contracts）」9。在此一概念下，公

司係藉由各種各樣的契約與市場參與者進行資源之交換，這些市場參與者包括上下游

供應商、消費者、股東、債權銀行、經理人、員工等。則什麼是公司內契約，又什

麼是公司外契約呢？公司規模與影響力，透過分割、外包（outsourcing）、融資租賃
（financial leasing）、轉投資、合併、策略聯盟或合資契約（joint venture）等方式，
或大或小，公司內外的界限逐漸模糊，因之，以公司內外作為區別公司法與其他規範

之依據，即失其依恃。不僅理論上無從區辨公司內外，過往被稱之為「黑盒子」的公

司組織，伴隨著資本市場對於公司治理的要求、揭露規範之重視與科技之發達（資訊

揭露成本降低且較快速），外人難以一窺其堂奧之情況，已逐漸改變。

當然，接下來的問題便是，在公司契約論下，契約自由、當事人意思自治之界

限，與法規範介入之必要性與強度為何。也就是說，既然認係「契約」，則法規範介

入的正當性為何？

以我國法規範為例，公司與員工間之契約，由於存有人力資源的專屬性投

資（firm-specific investment）、締約地位不平等，及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等特性，全然放縱當事人自由訂約或依尋市場競爭機制，往往反而造成
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故有勞工法等相關法規加以調整，而公司法涉及員工者
也不在少數，例如公司法第235條員工分紅10，以及第267條第1項員工優先認股權11

8 William T. Allen, Contracts and Communities in Corporate Law, 50 Wash. & Lee. L. Rev. 1935, 
1400 (1993); Melvin A. Eisenberg, The Concept that the Corporation is a Nexus of Contracts 
and the Dual Nature of the Firm, 24 J. Corp. L. 819, 821 (1999).

9 Melvin A. Eisenberg, The Concept that the Corporation is a Nexus of Contracts and the Dual 
Nature of the Firm, 24 J. Corp. L. 819, 821 (1999);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chel, 
The Corporate Contract, 89 Colum L. Rev. 1416, 1418 (1989).

10 公司法第235條：「股息及紅利之分派，除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各股東持有股份之比例為
準。 章程應訂明員工分配紅利之成數。但經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不在此
限。 公營事業除經該公營事業之主管機關專案核定，並於章程訂明員工分配紅利之成數
外，不適用前項本文之規定。 章程得訂明員工分配股票紅利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
之從屬公司員工。」

11 公司法第267條第1項：「公司發行新股時，除經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外，
應保留發行新股總數百分之十至十五之股份由公司員工承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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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透過公司法以強制規定之手段達到公司價值極大化之目的；至於勞動力之供給

與需求所形成之市場，一般則認為並非商業化之商品或服務，同時為了保護勞工賴以

為生之勞動力，其相關規範例，如集體勞動契約之談判，係以限制競爭為手段，以達

成維持勞工與雇主間之力量對等，是以勞動契約原則上不受公平法之規範12。

又以公司與銀行間之授信契約為例。銀行作為公司之債權人，受股東僅負有限責

任之影響甚深，縱使銀行可以透過契約條款調整可能產生之風險，且銀行與公司間往

往被視為力量對等之契約當事人，然契約本身亦有其成本，為降低公司取得借貸資金

之成本，公司法即規定有第167條禁止公司買回自己之股份13、第237條盈餘公積之提
列等14，以及第282條以下，公司進入重整程序後，債權人與股東權利義務調整之設
計。此外，即使一般認為契約自由性質最強的公司與銀行間之授信契約，近年來也受

到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其經營行為可能涉及公平法下結合行為、聯合行為或不公平競

爭行為之關注15。

也就是說，過去認為界限分明的公司內與公司外的法規範劃分方式，已逐漸式

微，取而代之的應該是，倘公司為契約之連鎖點，則在契約自由與市場價格機制功能

之侷限性下，法規範應否介入與如何介入，才是吾人應予關注之焦點。

除此之外，吾人尚可以在一些看似典型的公司案例中，窺見競爭法的身影。以美

國公司法學界討論公司董事受託義務（fiduciary duty）與企業社會責任的經典案例—
Dodge v. Ford Motor Co.16為例，可以協助吾人思考不同法領域間之微妙關係17。

Dodge v. Ford Motor Co.一案中，Henry Ford為福特汽車公司（Ford Motor Co.）

12 劉孔中，公平交易法，元照出版，頁15（2005年）。劉教授亦特別指出，德國通說認
為，倘勞工欲以集體勞動契約為手段，達成勞工法以限制競爭維持勞工與雇主間之力量
對等以外之目的，則此超越勞動法保護勞工之目的，而與其他限制競爭之協議無異，則
應回歸公平法之適用領域。

13 公司法第1 6 7條第1項：「公司除依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第
一百八十六條及第三百十七條規定外，不得自將股份收回、收買或收為質物。但於股東
清算或受破產之宣告時，得按市價收回其股份，抵償其於清算或破產宣告前結欠公司之
債務。」

14 公司法第237條：「公司於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
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 除前項法定盈餘公積外，公司得
以章程訂定或股東會議決，另提特別盈餘公積。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規定，不提法定
盈餘公積時，各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

15 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http://www.ftc.gov.
tw/，流覽日期2007/12/23）。

16 Dodge v. Ford Motor Co., 170 N.W. 668 (Mich. 1919).
17 See Robert Clark, CORPORATE LAW, 602-604 (Aspen,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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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股東，持有58.5%的公司股份，Dodge兄弟則持有10%的股份。福特公司當時經營
得非常成功，故持續多年發放高額股利。突然有一年，過往高額的股利大幅縮水，而

Henry Ford主導之公司董事會所給予的理由是，必須以公司盈餘作為擴建廠房之用，
以便更大規模的生產汽車，促使汽車售價降低，使得一般的美國人民都能以更為便宜

的價格購買汽車。此一說法顯不為公司其他股東所接受，Dodge兄弟即以此舉違反董
事對於公司之受託義務為由，提起訴訟。本案法院最後以公司董事的受託義務應以股

東利益最大化為由，認定董事會拒絕發放股利之作法違反董事對於股東之受託義務。

然有學者觀察後發現，此一社會公義大旗的戲碼背後，恐另有故事。哈佛大學

Clark教授指出，Dodge兄弟的公司向來為福特汽車公司的重要零組件供應商之一，
由於Dodge兄弟希望能調高零組件之供應價格，然為福特公司所拒絕，Dodge兄弟從
而設立自己的汽車製造公司。時逢Dodge兄弟成立自己的汽車公司的初期，需錢孔
急，Henry Ford冠冕堂皇的社會福利說，可能的目的卻在阻礙Dodge兄弟獲得汽車公
司發展所需之資金，同時藉此削弱Dodge兄弟的談判地位，使得Henry Ford後來得以
較低的價格取得Dodge兄弟所擁有的Ford公司之股份（蓋股利變少，股份價格自然降
低）。Clark教授即評論，Ford的行為可能涉及反托拉斯法的相關問題18。

倘此一觀察為真，則單單從福特公司價值極大化的角度來說，Henry Ford想盡一
切辦法防止Dodge兄弟的汽車公司坐大，不僅正當的，恐怕也是其作為公司負責人之
義務。然而，相關行為卻可能對於社會整體利益產生負面影響。姑且不論本案究竟有

無競爭法之適用，但吾人由此可知，市場參與者的種種舉措，縱使包裝在一公司內

部事務處理的範疇下，其背後都可能隱含有影響競爭的「動機」，或造成限制競爭之

「結果」。

競爭法與公司法於此是否存有衝突？應如何調整呢？研究公司法的學者們顯然

也無法忽略競爭法於此之影響。蓋公司負責人在受託義務下，亦有「遵行法令之義

務」，公司負責人必須以符合包括公平法在內之法令為範疇，從事各項有利於公司與

股東之經營行為。是故，問題仍然回到，競爭法切入公司法場域的界限何在。

參、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協議是否應受競爭法之規
範？—美國法下之分析

關於競爭收購者間對於停止競爭的協議行為，是否會生限制競爭之效果，從而產

1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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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財富分配問題與資源配置問題。針對此一問題，由於我國似尚未見有相關實務見解

或學者予以評析，故以下先就本議題於美國法上的討論予以介紹，以為我國法下分析

之借鏡。

應先敘明者，此一議題在美國之研究，相較於其他競爭法或公司法議題，亦尚不

多見19，美國學者Professor Rock分析，這可能與在美國同時講授公司法與競爭法的學
者為數不多有關。本文亦認為，此亦可能係受到以下兩個因素影響20。

首先，如前所述，「公司契約理論」成為公司法學界關於公司本質理論之通說也

不過是近十幾年的事21，學者透過契約理論逐漸解開公司此一組織之「黑盒子」，並

且重新審視公司組織的本質以及其與其他市場參與者間之關聯性。因之，過去將股份

買賣視為公司內部事務而認為不受競爭法管轄之看法，才逐漸受到挑戰。

其次，關於「公司股份」是否為美國Sherman Act（有譯為「謝爾曼法」或「休
曼法」，下稱「謝爾曼法」）之規範客體，美國聯邦巡迴法院曾有不同意見。首先，

聯邦第三巡迴法院於1985年Kalmanovitz v. Heileman一案中認為，公司股份並非謝爾曼
法第一條所謂之 “trade or commerce”，是故股份買賣應不受競爭法之管轄22；然聯邦

第二巡迴法院於1990年Finnegan v. Campeau Corp.一案中卻採肯定說，並認為否定說將
不當地限縮謝爾曼法之適用範圍23。聯邦最高法院於駁回本案上訴之理由書中認為，

第二巡迴法院於本案之判決並未與聯邦最高法院的見解牴觸，亦未與其他巡迴法院之

見解相衝突，故維持本案二審判決24。意即，公司股份為謝爾曼法所規範之 “trade or 
commerce” 此一爭議問題，在Finnegan v. Campeau Corp.一案中業已確立。

19 See Joshua M. Fried & R. Preston McAfee & Melanie Stallings Williams & Michael A. 
Williams, Collusive Bidding in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79 Neb. L. Rev. 48, 54 (2004) 
(“The jurisprudence interpreting the Sherman Act has been refined over the past century in the 
context of its application to alleged antitrust violations. However, the interplay of antitrust laws 
with other federal laws and regulations, particularly statutes governing corporat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has received considerably less attention.”).

20 See Edward B. Rock, Corporate Law through an Antitrust Lens, 92 Colum L. Rev. 497 (1992).
21 William T. Allen, Contracts and Communities in Corporate Law, 50 Wash. & Lee. L. Rev. 1935, 

1400 (1993); Melvin A. Eisenberg, The Concept that the Corporation is a Nexus of Contracts 
and the Dual Nature of the Firm, 24 J. Corp. L. 819, 821 (1999).

22 769 F.2d 152 (3d Cir. 1985).
23 本案中，第二巡迴法院肯認公司股份為謝爾曼法的管轄客體，但以謝爾曼法於本案中因
「默示除外原則（doctrine of implied revocation）」，而應適用美國聯邦證券法而非謝爾
曼法，從而判決Federated百貨公司之股東Finnegan等人敗訴。

24 499 U.S. 976, 111 S.Ct. 1624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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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2007年Billing v.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Ltd.一案
中，亦可視為再次確認股份為競爭法之管轄客體。本案中係一群購買IPO股份之投資
人以銷售IPO股份給他們的證券承銷商為被告，主張承銷商之間約定僅能出售IPO股
份給同意 “laddering agreement” 或 “tying agreement” 之投資人之協議行為，違反謝爾
曼法第1條、Clayton Act（有譯為「克萊頓法」）第2條與州反托拉斯法25。本案中，

法院與訴訟當事人已經未對公司股份是否應受競爭法管轄之問題予以著墨，雙方當

事人之論辯與法院判決均集中在分析競爭法之「默示除外原則（doctrine of implied 
revocation）」於股份買賣及證券市場之適用判斷。亦即，針對具體個案中，競爭法
與其他部門法如證券法之關聯性為何？法院應如何判斷是否構成具體個案中適用競爭

法將會破壞聯邦證券法規對於該行為或市場之規範目的（即競爭法與其他相關法規存

在「明顯衝突（plain repugnancy）」），故縱使聯邦證券法規並未明文排除競爭法之
適用，法院仍應基於「默示除外原則（doctrine of implied revocation）」排除反托拉斯
法之適用26？

本文認為，分析美國聯邦法院從Finnegan v. Campeau Corp.一案至Billing v.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Ltd.一案以降，美國競爭法於股份買賣與公司控制權市場下之運
用，已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除已經確認公司股份為競爭法之規範客體外，可預見

的是，未來將會有更多的案件挑戰與定義競爭法與公司證券法關於「默示除外原則

（doctrine of implied revocation）」之適用標準。美國法上之發展，對於尚未經過相關
案例洗禮之我國而言，或者仍認為競爭法應僅規範商品或服務市場之公司法或競爭法

界，應深具啟示作用。

25 127 S.Ct 2383, 2387 (2007) (“A group of buyers of newly issued securities have filed antitrust 
lawsuit against underwriting firms that market and distribute those issues. The buyers claim 
that the underwriters unlawfully agreed with one another that they would not sell shares of a 
popular new issue to a buyer unless that buyer committee (1) to buy additional shares of that 
securities later at escalating prices (a practice called ‘laddering’), (2) to pay unusually high 
commissions on subsequent security purchases from the underwriters, or (3) to purchase from 
the underwriters other less desirable securities (a practice called ‘tying’).”)

26 915 F.2d 824, 828 (1990) (quoting Gordon, 422 U.S. at 682, 95 S.Ct. at 2611) (“…repeal 
by implication is not favored and not casually to be allowed. Only where there is a ‘plain 
repugnancy between the antitrust and regulatory provisions’ will repeal be implied.”). 又，
Billing v.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Ltd.一案中，關於聯邦證券法與競爭法是否存在「明顯
衝突」，各方見解不一。本案中一審判決被告勝訴，二審判決原告勝訴，三審判決被告
勝訴，但亦有不同意見書。顯見美國法院對於競爭法與證券法間之適用關係，仍存有許
多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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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就第一「公司股份是否為謝爾曼法的規範客體」，與第二「聯邦證券法

規對於公司控制權市場之規範，是否應優先（preempt）於謝爾曼法的適用，以及證
券法規是否肯認競爭收購者之停止競爭協議之存在」兩大議題，分析介紹美國實務見

解之演進與學者看法。

一、公司股份是否為謝爾曼法的規範客體？

（一）美國聯邦第三巡迴法院於Kalmanovitz v. Heileman一案之判決
關於公司控制權市場是否受反托拉斯法的管轄，早期美國聯邦法院判決多採否定

說，以最具代表性的Kalmanovitz v. Heileman27一案為例，聯邦第三巡迴法院援引聯邦

最高法院1940年於Apex Hosiery Co. v. Leader一案28，認為謝爾曼法第1條所謂的 “trade 
or commerce”，係指 “commercial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ing of goods or services”，而
本案中投資人間買賣股份之行為，並不符合反托拉斯法下所定義的商品或服務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stock by investors does not fit easily within the definition of goods 
or services as used by the antitrust laws. A seller of shares of a particular company is not 
engaged in the business of selling shares as an ongoing trade or business”）29。

（二）學者評論

對此，有學者批評認為，聯邦法院之前述判決，事實上是不當地限縮了美國國

會關於反托拉斯法的立法意旨。也就是說，美國國會基於美國憲法中商業條款（the 
commerce clause）對於州際商業（interstate commerce）的廣泛立法權限的前提下制定
反托拉斯法，故其適用範圍，除非立法者另有指明外，應無由排除公司控制權市場

之適用30。事實上也有不少聯邦法院判決肯認反托拉斯法下 “trade or commerce” 之定
義，應該涵蓋所有國會基於商業條款下的權限範圍31，而很顯然的是，國會的立法權

包含州際的公司控制權市場，此亦為美國國會得以制定1933年證券法、1934年證券交

27 769 F.2d 152 (3d Cir. 1985).
28 310 U.S. 469 (1940).
29 769 F.2d 152, 156-7 (3d Cir. 1985).
30 See Edward B. Rock, Antitrust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77 Calif. L. Rev. 1367, 

1388 (1989).
31 See e.g. McLain v. Real Estate Bd. of New Orleans, Inc., 444 U.S. 232 , 241 (1980) (along 

with Congress› broad power under the commerce clause, the Court “has often noted the 
correspondingly broad reach of the Sherman Act”); Tarleton v. Mcharry Medical College, 717 
F.2d 1523, 1529 (6th Cir. 1983) (“The reach of the Sherman Act extends as far as Congress› 
power to regulate interstate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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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法與1968年針對公開收購的威廉斯法案（the Williams Act）。
Professor Rock進一步指出，第三巡迴法院於Kalmanovitz一案中援引1940年美國

聯邦最高法院於Apex Hosiery Co. v. Leader一案之判決，而該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將商品
或服務（goods or services）的概念引入於反托拉斯法中，其目的必非在限縮反托拉斯
法之適用範圍，而係在將反托拉斯法的管轄範圍—商業活動（commercial activities）
與非反托拉斯法的管轄範圍—政治或勞工活動（political or labor activities）予以明
確區別32。也就是說，第三巡迴法院在未提出何謂謝爾曼法下適用的「商品或服務 
（goods or services）」的明確標準之情況下，即認定股份並非商品或服務，從而作成
公司控制權市場並非反托拉斯法的管轄範圍之判決，不具合理性33，其亦錯誤解讀聯

邦最高法院關於謝爾曼法下「商品或服務」之見解。

（三）美國聯邦第二巡迴法院於Finnegan v. Campeau Corp.一案之判決
除學者對前述第三巡迴法院於Kalmanovitz v. Heileman一案中認定公司股份並非商

品之見解有所批評外，晚近美國聯邦第二巡迴法院於Finnegan v. Campeau Corp.34一案

中亦採反對見解。第二巡迴法院認為，本案一審法院（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於判決中引用第三巡迴法院在Kalmanovitz中對於Apex 
Hosiery一案最高法院之判決係屬誤解（misperceived）。

第二巡迴法院認為，公司股份為謝爾曼法第1條 “trade or commerce” 衍生而來的 
“goods or service” 應屬無疑，並不因為公司股份為無體物（intangibles）而非有體物
（tangible commodities）而被排除在商品的認定範圍之外。第二巡迴法院同時認為，
聯邦最高法院於數件案例中，對於商品之定義係採較為寬泛（boarder）之解釋，例如
United States v. Socony-Vacuum Oil Co.一案中，最高法院認為限制州際貨物交易價格的
“契約＂應受反托拉斯法之管轄；United States v. Philadelphia Nat’l Bank一案中，最
高法院認為「銀行」並不會因為所提供者係信用或其他無實體之服務而非有實體之商

品，而排除反托拉法之適用。

32 See Edward B. Rock, Antitrust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77 Calif. L. Rev. 1367, 
1390 (1989).

33 Id., at 1389. 再者，第三巡迴法院以商品或服務的賣方是否為 “merchant”，做為該交易
是否符合謝爾曼法第1條 “trade or commerce”之條件，學者認為本案法院也忽略了本案
的股份買方—競爭收購者—為merchant的因素。Id. See also Joshua M. Fried & R. Preston 
McAfee & Melanie Stallings Williams & Michael A. Williams, Collusive Bidding in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79 Neb. L. Rev. 48, 65-66 (2004).

34 915 F.2d 824, 827-828 (1990). 但應注意者，第二巡迴法院最後仍以駁回原告之訴，理由為
證券相關法規於本案應優先適用。Id., 828-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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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聯邦證券法規對於公司控制權市場之規範是否應優先

（preempt）於反托拉斯法的適用？

（一）實務見解

美國聯邦第三巡迴法院於Kalmanovitz v. Heileman一案認為，倘於公司控制權
市場下適用反托拉斯法，將會破壞聯邦證券法規對於公司控制權市場的規範目的，

故即使聯邦證券法規並未明文排除反托拉斯法之適用，然法院基於「默示除外原則

（doctrine of implied revocation）」，仍應排除反托拉斯法於此之適用。聯邦第三巡
迴法院同時認為，所謂的「公開收購」，通常係指任何人（an individual）或一群體
（group），以高於市場之價格對於目標公司之股份進行要約收購之行為35。也就是

說，公開收購本質上並不排除數人透過公開收購之方式共同取得目標公司之股份，因

之，倘本案行為倘受公平法的規範，將會破壞或妨礙（frustrate or conflict）證交法的
規範目的。

聯邦第二巡迴法院於Finnegan v. Campeau Corp.36案中，亦採相同見解。第二巡

迴法院首先說明，本案關於競爭法是否於證券交易法相關案件中有所適用的問題，

將依聯邦最高法院於Silver v. New York Stock Exchange37、Gordon v. New York Stock 
Exchange38，與United States v.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39等三個案件

中所確立之「默示除外原則（doctrine of implied revocation）」判斷之。聯邦法院認
為，默示除外原則排除競爭法於具體個案下之適用並非常態情況，而僅於競爭法於

其他相關法規有明顯的衝突（plain repugnancy）時，始有此一原則之適用（“…repeal 
by implication is not favored and not casually to be allowed. Only where there is a ‘plain 
repugnancy between the antitrust and regulatory provisions’ will repeal be implied.”）40。

簡言之，當競爭法與其他規範沒有衝突時，則不應排除競爭法之適用；而當競爭

法與其他規範有衝突時，則應排除競爭法而優先適用其他法規範。所以重點即在於，

35 Kalmanovitz v. G. Heileman Brewing Co., 769 F.2d 152, 158 (3d Cir. 1985) (“The tender offer 
normally consists of a bid by an individual or group to buy shares of a company — usually at a 
price above the current market price.”).

36 915 F.2d 824, 827-828. 但應注意者，第二巡迴法院最後仍以駁回原告之訴，理由為證券相
關法規於本案應優先適用。Id., 828-832.

37 373 U.S. 341, 83 S.Ct. 1246 (1963).
38 422 U.S. 659, 95 S.Ct. 2598 (1975).
39 422 U.S. 694, 95 S.Ct. 2427 (1975).
40 915 F.2d 824, 828 (1990) (quoting Gordon, 422 U.S. at 682, 95 S.Ct. at 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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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情況始構成所謂「競爭法於其他相關法規間之明顯衝突時」？第二巡迴法院藉由

對於前述三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之分析，來確定默示排除原則於本案之適用情況。

Silver一案中，紐約證券交易所（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拒絕繼續提供非
會員連接使用交易所的報價系統（stock ticket service），聯邦最高法院以美國證管會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欠缺對於證交所此一系爭行為之監督
權為由，認定並無競爭法應予排除適用之情況41。

Gordon一案中，最高法院以SEC依照1934年證交法之規定，對於紐約證券交易
所有關制定固定佣金費率之行為具有管轄權，且相關費率之制定必須經過SEC之許
可，從而認定紐約證券交易所此系爭一行為應專屬SEC管轄，競爭法於此應默示排除
適用42。法院認為，競爭法之目的在於保護競爭，然倘於本案中適用競爭法，將可能

破壞SEC基於健全證券市場發展所制定之相關政策與法規範（“conflict with the SEC›s 
policy of safeguarding the economic health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43。

於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一案中，最高法院認為，證券商公會制
定有關銷售共同基金的行為規範，依相關證券法之規定，應受SEC之管轄與允許後，
始得有效拘束公會會員，故本案亦無競爭法之適用44。

41 Id., at 828-829 (“In Silver,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denied its members’ request for 
direct telephone connections to nonmembers located in Texas. Because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lacked authority to supervise the Stock Exchange›s rules on direct 
telephone connections the antitrust laws were not revoked by implication. The holding in Silver 
was expressly limited to cases involving Stock Exchange rules and orders that lay outside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EC, leaving open the possibility of implied revocation in other contexts.”)

42 Id., at 829.
43 422 U.S. at 661, 668-669 (“There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ruling in dispute-establishing 

a system of fixed commission rates-was subject to regulation and approval by the SEC under § 
19(b)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1934 Act), 15 U.S.C. §78s(b) (1988). 422 U.S. 
at 685, 95 S.Ct. at 2612. In Gordon the elements of implied repeal were met because allowing 
the antitrust laws to play a role in the area of commission rates would unduly interfere with the 
operation of the securities law.”).

44 Id., at 829 (“The Supreme Court held that because the SEC had the power to authorize such 
restrictions on sales and distributions under § 22(f) of the Investment Company Act of 1940, 
15 U.S.C. § 80a-22(f) (1988), and because there was ‘no way to reconcile the Commission›s 
power to authorize these restrictions with the competing mandate of the antitrust laws,’ there 
was an implied repeal of the latter laws.”). See also 422 U.S. 694, 734 (1975) (the Court held 
“the SEC was properly charged with regulating the Association›s rules and had maintained a 
vigorous and continuous presence in the field of monitoring rules with9in the purview of its 
regulatory authority.”) 另值注意的是，本案中有四名大法官持不同意見。Id., at 7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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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三個判決，可知聯邦法院在判斷具體案件中競爭法是否應默示排除適用

的重點在於，倘其他法規範或主管機關，對於系爭行為已有嚴密的法規範或監督，且

該規範允許係爭行為，而競爭法禁止該行為時，競爭法即應無適用之餘地。

回到Finnegan v. Campeau Corp.一案，關於係爭行為—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
協議行為—是否應受競爭法規範之關鍵點，則在於此一停止競爭協議行為是否已受證

券法與證券主管機關的完整規範與監督，且在該法規範下是否允許係爭行為，而倘競

爭法禁止此一行為則將破壞證券法的有效實施時，也就是證券法規與競爭法有明顯衝

突（plain repugnancy）時，競爭法應予排除適用。
對此，第二巡迴法院認為應有「默示除外原則（doctrine of implied revocation）」

之適用。其認為競爭法與國會於1968年為規範公開收購行為（tender offer）所制定的
the Williams Act（下稱「威廉斯法）」之立法目的明顯不一致，且為使威廉斯法與其
他證券法規得以順利實施，競爭法之排除適用將是必要的45。茲分述第二巡迴法院之

理由如下：

1.證券交易法允許收購者基於共同取得目標公司股份所為之合意行為 
第二巡迴認為，威廉斯法中Section 14(d)賦予SEC制定相關規範以保護公開收購

時目標公司股東應知悉相關資訊之權利。根據此一授權，SEC要求公開收購者必須申
報Schedule 14 D-1，其中即要求公開收購者之申報事項中，必須包括 “... Describe any 
contract, arrangement, understanding or relationship ... between the bidder ... and any person 
with respect to any securities of the subject company (including ... joint ventures ...), naming 
the persons with whom such contracts, arrangements, understandings or relationships have 
been entered into…”46也就是說，倘公開收購者與其他公開收購者之間有任何協議時，

均應予以揭露。

此外，第二巡迴法院亦指出，依據1934年聯邦證券交易法第14(d)(2)條之規定47，

「When two or more persons act as a partnership, limited partnership, syndicate, or other 

 (“…in the absence of clear immunization or exemption from antitrust laws, private business 
agreements are subject to antitrust scrutiny notwithstanding the fact that another regulatory 
agency has the authority to regulate the conduct in question.”) 也就是說，不應僅因係爭行為
受其他法規範管制，就認定競爭法應予排除適用，而仍應以檢驗競爭法與該法規範是否
有所衝突。

45 915 F.2d 824, 829 (1990) (“In the case at bar, the antitrust laws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Williams Act and implied repeal is necessary to make the securities regulations work.”)

46 17 C.F.R. §240.14d-100 (1989).
47 §14(d) (2) of the 1934 Act, 15 U.S.C. § 78n(d)(2)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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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for the purpose of acquiring, holding, or disposing of securities of an issuer, such 
syndicate or group shall be deemed a “person” for purposes of this subsection.」也就是說，
倘二人以上基於共同取得目標公司股份之目的而為結合時，無論所採取的結合形式為

何（例如以契約方式），在本條規範下均被視為同一人。

基於此，第二巡迴法院認為，在1934年證交法之規範下，本來就允許收購者間進
行協議行為以共同取得目標公司之股份。而針對本案原告主張應將收購者之協議行為

區分為係在開始公開收購程序前所為之共同收購協議，或係在公開收購進行中所為之

停止競爭協議，而主張公開收購程序前所為之協議行為，始為相關證券法規範所允許

之協議行為，第二巡迴法院則認為，威廉斯法與SEC相關規則並未將收購者間之協議
行為予以區別，故原告此一主張無理由48。第二巡迴法院進一步認為，倘公開收購進

行過程中，競爭收購者間達成協議行為，此時只要依證券相關法規完成更新申報內容

之程序49，即完成證券法規以資訊揭露之方式保護投資人之立法目的50。

2.SEC有權制定相關規則以禁止競爭收購者間停止競爭協議，但SEC並未制定
此外，本案原告亦主張SEC並無權限同意或禁止如同本案競爭收購者間的停止競

爭協議，蓋證券法規僅授權SEC就公開收購的資訊揭露部分制定相關規則，是故原告
主張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應回歸競爭法之管轄，第二巡迴法院也否定原告此

一主張。第二巡迴法院認為，從SEC陸續制定了許多公開收購的相關規則來看，例如
目標公司的股東有撤回其應募之權（withdrawal right），以及公開收購必須對目標公
司所有股東為之，而不能僅對特定股東為之的規範（the all holders rule）來看，這些
規範本質上與資訊揭露並無直接的關聯性51。也就是說，SEC有權制定禁止競爭收購
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之相關規則，而其係有意地選擇不禁止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

48 915 F.2d 824, 830 (1990) (“…appellant contends that these provisions authorize only those 
agreements made by bidders prior to engaging in a contest for control of a target company, not 
agreements made by rival bidders during the bidding process such as was the case here. We are 
unable to agree with this view because neither the Williams Act nor the SEC regulations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joint bids made by parties prior to entering a battle for control of the target 
and those made by parties who are rival bidders at the outset.”)

49 Id., (“We would think the SEC justified in deeming an agreement such as that alleged here to be 
a joint bid and to require the parties to file amendments to their existing filings under Schedule 
14D-1, see 17 C.F.R. §240.14d-3(b) (1990).”)

50 Id., at 829 (“The twin aims of the Williams Act were therefore protection of target shareholders 
and neutrality as between bidders and target companies...These goals are to be reached through 
the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mandated under the Williams Act.”)

51 Id., at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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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時，競爭法基於默示排除原則應予尊重並排除適用52。

3. 倘禁止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將會打擊市場參與者進行公開收購之誘
因，從而違反威廉斯法的立法意旨

第二巡迴法院指出，美國國會係在體認公開收購作為一有效監控目標公司經營團

隊經營效率之手段，從而不應被壓抑的前提下，制定威廉斯法53。競爭法介入禁止競

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之協議行為，將會打擊公開收購活動之進行，且將破壞威廉斯

法期能達到尋求目標公司、目標公司股東、目標公司經營團隊與公開收購者間權利義

務平衡的政策中立原則（neutrality）。第二巡迴法院認為，倘競爭法介入干預，將使
目標公司股東取得優勢，且會因公開收購數量之下降而導致有利於目標公司現任經營

團隊繼續掌握公司控制權時54，此絕非立法者所樂見者之結果55。

基於前述理由，聯邦第二巡迴法院在Finnegan v. Campeau Corp.一案中，雖肯認公
司股份為謝爾曼法第1條 “trade or commerce” 衍生而來的 “goods or service”，但最後仍
以「默示除外原則」判斷本案應受證交法而非反托拉斯法之管轄。本案原告Finnegan
針對第二巡迴法院關於「默示除外原則」之適用問題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之聲請

（petition for writ of certiorari），聯邦最高法院最後以第二巡迴法院適用法律並未違
反最高法院之見解為由駁回本案原告之上訴之聲請；至於公司股份是否為謝爾曼法下

之商品，由於原告Finnegan並未以此為聲請上訴之理由，故最高法院最此一爭點並未

52 Id., at 831 (“...the SEC has chosen not to prohibit agreements between rival bidders as fraudulent 
or manipulative practices once shareholders are properly informed of them, does not reduce 
the SEC›s supervisory authority over such agreements…Consequently, because the SEC has 
the power to regulate bidders› agreements under § 14(e)...and has implicitly authorized them 
by requiring their disclosure under Schedule 14D-1 as part of a takeover battle, ... to permit an 
antitrust suit to lie against joint takeover bidders would conflict with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the securities laws.”).

53 Id., at 831 (“Congress realized ‘that takeover bids should not be discouraged because they serve 
a useful purpose in providing a check on entrenched but inefficient management.’ S. Rep. No. 
550, 90th Cong., 1st Sess. 3-4 (1967).”)

54 Id., at 832 (“Allowing antitrust suits to rule out agreements between rival bidders would give 
target shareholders undue advantage in the takeover context and discourage such activity. Fewer 
takeover attempts ultimately favor incumbent management whose entrenched position is thereby 
less subject to challenge.”).

55 Id., at 831 (“If the antitrust laws were applied to prohibit agreements between rival bidders, it 
would discourage potential bidders from making a tender offer...Certainly this would discourage 
takeover activity-an end Congress sought to avoid in enacting the Williams Act. See Statement 
of Senator 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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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意見56。

（二）學者評論

1.對第三巡迴法院之判決評論
Professor Rock則認為，第三巡迴法院顯然對於本案中原告的主張有所誤解。本

案原告所主張被告們違反競爭法的行為，並非數人約定共同進行收購要約之聯合公開

收購行為（join bidding），而係公開收購下之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的協議行為。
Professor Rock進一步分析，此兩種共同行為看似相近，實則不同。後者為競爭者間的
價格約定（price-fixing），為典型的限制競爭行為（naked restrains of trade），在反托
拉斯法的評價下，往往會被認定為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除非有合理原則（the 
rule of reason）之適用；而前者則可能產生促進競爭之效果（procompetitive），例如
聯合公開收購行為可能有促使規模較大的公司也有可能成為公開收購下之目標公司，

使得原本不可能透過一己之力參與公開收購競爭的市場參與者，透過合作而參與，從

而增加了公開收購下的競爭機制57。

Professor Rock進一步分析，由於包括威廉斯法在內的聯邦證券法規，並未明文
排除反托拉斯法的適用，故依聯邦法院向來的見解，默示排除原則之適用應予以相

當之限縮58，僅於反托拉斯法與證券法規間有明顯牴觸（repugnancy），而適用反托
拉斯法將會破壞證券法規規範範圍之計畫時，始得排除反托拉斯法的適用59。而於本

案中，聯邦證券法規之規範目的，與反托拉斯法並無衝突，威廉斯法中特別強調公開

收購過程中的資訊揭露機制，事實上也是為了強化競爭機制所作的降低交易成本之安

排。是故學者認為，反托拉斯法於本案仍應予適用。

亦有學者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United States v. 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60一案

中判決，來反駁法院於Kalmanovitz一案之謬誤。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一案中，
聯邦最高法院特別指出，本案的關鍵點在於，反托拉斯法是否適用於銀行合併案中，

56 499 U.S. 976, 111 S.Ct. 1624 (1991).
57 See Edward B. Rock, Antitrust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77 Calif. L. Rev. 1367, 

1393 (1989).
58 蓋默示排除是美國法院判決對於反托斯法適用範圍的解釋結果，倘適用上太過寬泛，勢
必將破壞立法者旨意。倘立法者有意排除某一特定市場於反托拉斯法的適用，其可在
反托法斯法或其他相關法規範上作如此限制。謝爾曼法明文排除適用的規定，例如15 
U.S.C. §1108 (1995) (exempting newspaper agreement from antitrust law)。

59 See Edward B. Rock, Antitrust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77 Calif. L. Rev. 1367, 
1391-2 (1989).

60 374 U.S. 321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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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美國國會於1960年針對銀行業之合併，制定有1960年銀行合併法（the 1960 
Bank Merger Act）。法院最後強調，縱使銀行之合併行為應受銀行合併法之規範，然
而該法並無明文排除反托拉斯法適用，同時適用Clayton Act亦不會與銀行合併法產生
衝突或牴觸61。也就是說，即使國會以特別法對於銀行之合併行為進行廣泛地管轄，

只要該法與競爭法並無衝突，即無排除競爭法適用的理由。

2.對於第二巡迴法院之評論
Fried等教授亦認為，從Finnegan一案來看，證券法與競爭法之規範目的本來不

同，兩法係在解決與處理不同的問題，而非有所衝突，是故應無競爭法應默示排除之

情況62。其認為，競爭法的目的，主要係在防止限制競爭行為影響市場競爭秩序；而

1934證券交易法的規範目的，則係透過資訊公開以防止市場詐欺行為，市場參與者之
行為是否會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的情況，向來非其所關注者63。是故，SEC之所以
選擇未制定相關規則以禁止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行為，並非有意侵入其他部門法

的規範範疇而創造一個不受競爭法規範的交易市場，其係在證券相關法規的規範目的

下，制定相關之規則。

61 Id., at 305-51, 354(“The Court reasoned that had Congress wished to create a special exemption 
from the reach of antitrust law for the banking industry, it would have done so through 
legislation. The Court chose to focus on the lack of express intent by Congress that antitrust 
laws were not applicable in the arena of bank mergers. Instead, the Court articulated the test for 
whether antitrust causes of action were maintainable in the presence of other federal legislation 
when Congress is silent as to antitrust exemption. The Court stated that in the absence of 
a statutory exemption by Congress, antitrust laws were applicable unless there was a plain 
repugnancy between the antitrust and regulatory provisions.”). See Joshua M. Fried & R. 
Preston McAfee & Melanie Stallings Williams & Michael A. Williams, Collusive Bidding in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79 Neb. L. Rev. 48, 56 (2004).

62 See Joshua M. Fried & R. Preston McAfee & Melanie Stallings Williams & Michael A. 
Williams, Collusive Bidding in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79 Neb. L. Rev. 48, 70 (2004) 
(“each policy is aimed at preventing a different, yet not incompatible, economic problem.”).

63 See Joshua M. Fried & R. Preston McAfee & Melanie Stallings Williams & Michael A. 
Williams, Collusive Bidding in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79 Neb. L. Rev. 48, 70 (2004) 
(“…curbing excessive restraints of trade and monopolistic businesses was never the intent of the 
securities regulations…Thus, the SEC was neither empowered nor inclined to assert regulatory 
authority over companies which engage in predatory pricing or otherwise unreasonably restrain 
trade. The SEC has chosen to instead concentrate on disclosure and the prevention of fraudulent 
and deceptive practices governing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This was the policy behind creation of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 of 1934, the Williams Ac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C as 
the supervising regulatory authority in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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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文見解

本文認為，前述美國法下實務見解與學者見解之分歧，應從兩個層面予以分析。

首先，證券法與競爭法間究竟是否存在衝突？其次，倘有所衝突，是否應從立法上尋

求解決？也就是說，倘存有衝突，此一衝突是否在立法者之規劃內？或者，是否為最

佳之立法政策選擇？本文擬從第二層面分析著手，蓋從應然面（第二個層面）的角度

或者也可提供各方在實然面（第一層面）各說各話的矛盾衝突的一個思考方向。

首先，本文認為應予以釐清的是，第二巡迴法院所稱介入禁止競爭收購者間之

停止競爭協議將減少公開收購的數量，是否屬實。縱使為真，但僅為公開收購的數量

增加，但品質未增加的情況，是否為立法者所樂見？本文認為答案應是否定的。如同

第二巡迴法院於判決中所言，立法者認為公開收購為汰換公司無效率經營者的重要工

具，顯然立法者希望鼓勵的是能促進效率、增加公司價值的公開收購行為，同時遏止

效率減損的公開收購，而非一昧地追求數量之增加。本文認為立法者期待尋求目標公

司股東、經營團隊，與併購者間之權利義務平衡，也應在促進有效率之併購行為發生

的前提下開展。

否則，倘僅追求利害關係人間之形式上的平等，則立法者也無必要在威廉斯法

下，賦予目標公司股東可隨時撤回其應賣之權利（the withdrawal right），同時要求收
購者必須遵循相關資訊揭露原則與程序（disclosure rule and procedure）、必須以同一
價錢購買原則（the same price rule）等規則之制定。也就是說，立法者顯然了解公開
收購下各個參與者間所形成之公司控制權市場，必定存有其特殊性，使得此一市場無

法單靠資訊揭露與參與者間的行為，自動地達成效率的目的，為了矯正此一市場失靈

(market failure)、促進市場之有效率運作，才有訂立除了資訊揭露以外相關規範之必
要。

再者，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就如同一般典型的圍標行為—水平價格聯合

行為(horizontal price-fix)，均會因限制競爭而產生資源配置無效率，以及財富分配不
公平等問題，則在圍標行為多半被視為「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的情況下，除非另
有堅強之理由，否則無由給予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不同之對待。也就是說，

究竟是何理由可以正當化公司控制權市場不受競爭法之規範？還是公開收購下的公司

控制權市場應其特殊性，反而更應維護其市場競價機制？本文以下即從公開收購下公

司控制權市場之特性進行分析，並進一步分析公開收購下的公司控制權市場與一般的

圍標行為之異同為何，以及競爭收購者之停止競爭協議所產生之資源效率或財富分配

結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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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開收購下公司控制權市場之特性分析 

本文認為，由於公開收購下的公司控制權市場有以下之特性，故維護此一市場的

競爭機制、防止競爭收購者間進行破壞競爭之協議行為，將是十分必要的。

一、公開收購下目標公司股東之應賣壓迫效果

一般而言，併購者以公開收購方式進行目標公司之股權收購時，收購價格自然

會較市價為高，但卻未必會高於目標公司股份之現在價值（即目標公司在現任經營者

手中所產生之價值）。而只要收購價格比股份現在價值(value)低，縱使高於股份市價
(market price)，此一併購仍可能會造成價值減損(value-decreasing)之結果。面對此一情
況，為了達成效率極大化之結果，目標公司之股東應拒絕應賣，不讓經營較現任團隊

更無效率之併購者取得公司之經營權。然無論美國或台灣許多研究結果皆顯示，目標

公司股東仍相當有可能會同意以低於股份價值之收購價格，應賣其股份64，此即所謂

應賣壓迫效果（coercive effect）。
茲分析此一應賣之壓迫效果產生原因如下65：

（一）首先，目標公司股東未必知悉股份之真實價值。在收購價格高於市價的情

況下，必有股東會因此而將股份應賣予併購者。同時，何時發動公開收購之時間點取

決於併購者，根據美國的經驗可知，併購者往往於目標公司股價處於相對低檔時進行

公開收購，股東應賣之誘因因而增加。

（二）就算某些股東知悉此一收購價格低於股份真實價值，此一訊息亦未必能在

股東間充分傳播，也未必能獲得多數股東支持，並且以一致地行動拒絕應賣，來抵制

併購者之低價併購66；同時，併購者無須取得目標公司全部股份才能獲得控制權，在

64 See generally Lucian Arye Bebchuk, The Pressure to Tender: An Analysis and A Proposed 
Remedy, 12 DEL. J. CORP. L. 911(1987). Bebchuk教授雖然認為此一壓迫多僅發生於股權分
散型的公司，但鑒於我國股權結構偏向少數控制型，故本文認為，此一壓迫於我國仍會
發生。中文資料，請見林仁光，公司合併與收購之法律規範，萬國法律第105期，頁23，
33-34（1999年）；張心悌，從法律經濟分析觀點探討強制公開收購制度，輔仁大學財經
法律學系主辦公司證券法制學術研討會，頁158-160（2004年）。

65 本部分相關論述請見前揭註4，朱德芳，頁195，219-29。
66 See Reinier R. Kraakman ET AL, THE ANATOMY OF CORPORATE LAW, 160 (They all 

involve exploitation by the acquirer of the co-ordination problems which dispersed shareholders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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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較為分散之公司，併購者往往只要取得20％的股權，再透過委託書徵求等其他機
制之配合，即可有效控制目標公司股東會與董事會。

（三）同時，股東間對於股份價值高低或有不同意見，也就是說，可以預期的

是，只要收購價格高於市價，總是會有股東應賣其股份，個別股東很難影響公開收購

之結果。

（四）因此，在預測其他股東極可能會應賣股份導致收購者公開收購成功而取得

目標公司控制權的情況下，對於知悉收購價格事實上低於股份價值之股東（假設為A
股東）而言，即陷入是否要應賣之囚犯困局（prisoner’s dilemma）。A股東一方面明
知收購價格低於股份價值，其不應該應賣，另一方面，A股東會發現，倘其不應賣而
成為公開收購成功後目標公司的少數股東時，其將處於更為不利之地位，理由有二：

首先，A股東知悉收購價格低於真實價值，表示併購者並非較有效率之經營者，
所以倘其不應賣，則其在目標公司股份之價值亦將低於公開收購前之價值。如此一

來，A股東不僅沒有取得高於市價之收購價格，其所持股份價值也將低於公開收購前
之價值，對A而言，不應賣將面臨雙重損失。

其次，收購者在以公開收購方式取得控制性持股後，往往會接續進行目標公司與

併購者間之合併，並且多會以現金作為對價，進行第二階段的逐出式合併（cash-out 
merger）。由於收購者已經取得目標公司之控制權，其對於此一目標公司與併購者間
之合併條件，例如合併時間點與合併價格，具有決定之實力，併購者也有相當動機，

選擇對自己較有利之時間點與條件與目標公司進行合併。例如，併購者會選擇目標

公司股價較低之時刻進行合併，甚至刻意操弄目標公司之盈餘以創造目標公司之低市

值。

綜上所述，未必知悉股份真實價格之股東，極有可能會因為公開收購價格高於

市價而應賣其股份；而知悉公開收購價格低於股份價值之股東，會發現不應賣相較於

應賣，其個人之財富將會減少，從而做出應賣之決定。也就是說，因為收購價格低於

股份價值，雖然他會希望此一公開收購破局，但由於體認到集體行動問題（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其會希望在他應賣下，其與股東都不要應賣，因為如此一來，一方
面可以使公開收購破局，一方面可以防止萬一公開收購成功時，他也不會因為變成目

標公司之少數股東而受到更差之待遇。當然，一旦目標公司股東都這麼想時，無論收

購價格是否高於股份價值，收購者之收購勢必馬到成功。也就是因為收購者亦會利用

目標公司股東此一集體行為問題之難點，所以在提出公開收購價格時，勢必只需要高

於當時市價，而不論有無高於股份價值了。這不僅將造成目標公司股東之損失，亦可

能使公司控制權流向反而會減損公司價值的經營團隊的手中。但倘此時有競爭收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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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則目標公司股價即有可能因為競價機制而往上攀升，使公司控制權得以流向較

有效率之經營者手中，目標公司股東也可以因此獲得較高之利益。

以上分析可以說明，為何證券市場單單僅以揭露（disclosure）原則為規範模式，
實無法有效達成健全證券市場、促進公司價值極大化之目的，本文認為促進公司控制

權市場的競爭機制，在第一階段透過競價機制，促使可以極大化目標公司價值之併購

者出現，應是另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

二、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的效率結果分析

（一）對目標公司股東、競爭收購者、目標公司，與目標公司經營團隊之影響

如前述Finnegan v. Campeau Corp.實例可知，競爭收購者間之協議行為會產生以
下的利益衝突結果。首先，對於達成協議之競爭收購者而言，當然有利，藉此停止競

爭之協議，壓制可能節節高升的收購價格，降低併購成本。然而，對於目標公司股東

而言，卻喪失其可透過公開收購之市場競價機制，以獲取較高價金的機會。同時如前

所述，Professor Bebchuk認為，面對公開收購要約，目標公司股東由於集體行動困難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與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之影響，目標公司股東
往往被迫接受收購者所提出高於市場價格（market price），但往往低於股份真實價值
（true value）的收購價格。由於此一應賣壓力（coercive effect），Professor Bebchuk
因此認為，維持公開收購下的競爭機制即十分重要67。

而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不僅會大幅降低目標公司股東之利得68，也由

67 參見前揭註4朱德芳，頁220-221; See also Lucian Bebchuk, The Case for Facilitating Tender 
Offers, 95 Harv. L. Rev., 1028, 1039-41 (1982). (demonstrating that the pressure on shareholders 
to tender and its implications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in When each small shareholder decides 
whether or not to tender, he will realize that the effect of his decision on the tender offer›s 
success in attracting a majority of shares will be insignificant. The shareholder will therefore 
consider whether, supposing the offer is successful, he will be better off tendering or holding 
out. He will choose to tender because it is expected that, following the expiration of a successful 
offer, the value of nontendered shares will be lower than the offer›s value; for one thing, a 
successful offer may well be followed by a freezeout in which the value of the consideration 
paid to nontendering shareholders will be lower than the offer›s value. Thus, the shareholders 
will be pressured to tender even if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is not in their collective self-interest. 
Consequently, if competing bids are impeded, an offeror will be able to acquire a target for 
a low premium constituting only a small fraction of the takeover›s gains-a premium that the 
shareholders would likely reject were they able to organize. )

68 世界各國的統計數據顯示，競爭收購要約下的收購價格通常比僅有一單一收購者的情況
來的高。See Bradley, Desai & Kim, Synergistic Gains from Corporate Acquisitions an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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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破壞公開收購下的價值競爭機制，使得最後取得公司經營權的收購者，不一定為在

價格競爭中出價最高者，也就是說公司的控制權將無法確保移轉至能將公司資產運用

最大化的經營者的手中，從而影響目標公司價值極大化的結果，甚或可能使公司資產

落入比現任經營團隊更差的併購者手中。

簡言之，公開收購制度的核心價值，除欲使目標公司之股東有機會於併購

者以公開收購方式取得控制性持股的交易時，能分享其股份高於市價的溢價收入

（premium）外，另一個重要的目的在於，公開收購方式有機會創造競爭性公開收
購，使公司控制權透過市場價格機制，達到有效率移轉之結果。

此外，如前所述，倘此一公開收購係在未獲目標公司現任經營團隊的同意下展

開，即所謂的「敵意式的公開收購」，此時目標公司的經營團隊往往會採取各項防禦

措施（defensive tactics）。其動機可能有二：一是經營團隊面臨控制權可能喪失的終
局契約（end-game period）階段，希望藉由防禦措施，拉高併購者之併購成本，也就
是達到限制競爭之效果；另一可能動機是，由於如前所述，目標公司股東面對公開收

購，由於缺乏集體行動的可能性，所以各自為自利行為的結果，反而造成整體的不

利益，此時，就必須由經營團隊從公司價值極大化之高度，擊退無效率的併購者，而

達到避免效率減損之結果，或者藉由防禦措施的使用，拖延敵意併購者的公開收購時

間，以便引發更多的競爭收購者加入，而達到創造競爭市場、增加競爭的效率結果。

也就是說，目標公司經營團隊的各項防禦措施，也有可能發生競爭法上所關注的限制

競爭結果，美國法上係以受託義務作為審查經營團隊行為之標準，規範之目的在，即

在促使公司價值極大化、資源配置優化之目的，而美國法下對於競爭收購者間之限制

競爭行為卻不加規範，顯見其立法上或法律適用上之不平衡。

（二）對於「財富分配」與「資源配置效率」之影響

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行為將會產生「財富分配（wealth transfer/
distributional effects）」與「資源配置效率（efficiency/allocation effects）」兩種競爭

 Division Between the Stockholders of Target and Acquiring Firms, 21 J. Fin. Econ. 3, 21025 
(1988) (Indicating that the target shareholders receive a premium of 42-46% in multiple-
bidder tender offers, compared to a premium of 26-30% in single-bidder offers.); see also 
Elaine Hutson, Our Iron Takeover Law, Why Australia needs a mandatory bid rule, 6 (www.
elainehutson.ie/jassa2000.pdf, visited 2007/11/17) (“The evidence in Australia…In a study 
examining the premiums for a sample of 616 Australian targets during the period 1985 to 1994, 
the average premium for multiple-bidder takeovers was 51.5%, compared with 39.9% for single-
bidder takeo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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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關注的影響69。

先從財富分配的角度分析。倘競爭收購者以協議方式停止競爭，則目標公司股東

與收購者間即產生財富分配的利益衝突問題。也就是說，收購者間保留了原本將移轉

至目標公司股東之利益。收購者間之協議在財富分配議題上所產生之事後效果(ex post 
effect)，十分明確，然而，收購者之協議對於財富分配之事前效果(ex-ante effect)有何
影響，美國學者間卻有不同看法。Professor Easterbrook & Fischel認為，倘不允許競爭
收購者間為停止競爭之協議，則可能會降低公開收購之數量，但Professor Bebchuk與
Gilson則認為，停止競爭協議之禁止並不會影響公開收購的總體數量70。關於此一部

份，詳見本部份以下第四點之論述。

再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分析。以下茲舉一例說明，為何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

爭協議將有遏阻其他競爭收購者加入競爭的效果，而且可能造成可將目標公司極大化

的收購者無法取得公司控制權之不當結果。

假設目標公司Target目前股價為20元，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00股，公司大股
東Controller持股20股，平時藉由委託書等方式，可以實質控制公司運作。現有三組
人馬欲對Target進行公開收購，即Bidder A、Bidder B與 Bidder C，各分別持有15股，
而根據Target股權分散程度，任一股東只有持有35股以上，即可相當穩定地掌握公司
控制權。假設在一允許競爭收購者間進行停止協議的法規範管轄範圍內，Bidder A出
價每股25元，Bidder B出價每股30元，Bidder C出價每股32元，各自均先表明收購5股
(收購者不一定會在第一次出價時即表明預購買取得控制權的必要股數，而可能會先
觀察市場反應與競爭對手的出價行為，同時對於之後的收購策略，預留彈性空間)。
倘今Bidder A與Bidder B達成停止競爭、互相合作之協議，由Bidder B繼續參與競爭收
購，而Bidder A所持股份將支持公開收購結束後，Bidder B當選公司經營團隊，以交
換Bidder B將填補Bidder A因此所受之損失（假設為50元）並承諾在成為公司經營團
隊後，將Target兩個部分轉售予Bidder A。且為確保決議之有效實施，雙方並成立表

69 See Edward B. Rock, Antitrust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77 Calif. L. Rev. 1367, 
1372-1373 (1989).

70 See Lucian A. Bebchuk, The Case for Facilitating Competing Tender Offers, 95 Harv. L. Rev. 
1028, 1034-41 (1982); Lucian A. Bebchuk, The Case for Facilitating Competing Tender Offers: 
A Reply and Extension, 35 Stan. L. Rev. 23, 30-39 (1982) ;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chel, The Proper Role of a Target´s Management in Responding to a Tender Offer, 94 Harv. 
L. Rev. 1161 (1981);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chel, Auctions and Sunk Costs in 
Tender Offers, 35 Stan. L. Rev. 1, 7-9 (1982); Gilson, Seeking Competitive Bids Versus Pure 
Passivity in Tender Offer Defense, 35 Stan. L. Rev. 51, 52-62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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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權信託（voting trust）71，以便日後共同行使投票權。此時，Bidder A與Bidder B合
計持有target股份已達30股，只要透過公開收購再取得至少5股即可達到控制target所需
的35股。而倘Bidder C預與A、B一較長短，則其至少必須取得15股以上，倘Bidder C
仍維持原本每股32元的出價，則Bidder C取得控制權的成本至少為480元。而競爭收購
者A與B間之合作協議，將使Bidder B只要再取得5股，即可掌握公司經營權，顯然此
時Bidder B可以輕易地出高於Bidder C的收購價格，取得其所需之股數。其結果是，
Target之控制權未必能由最有效率之經營者所取得，未能達到效率極大化之目的。

當然，容有疑問的是，前例中，有無可能是由Bidder A或Bidder C間達成協議
呢？此時是否反而有促進效率之結果？更進一步的說，競爭收購者間是否可以透過契

約達到資源配置優化之效率結果？本文認為，此時契約調整資源配置之功能極為有

限。理由茲分述如下：

首先，以本例而言，倘Bidder C不願意於併購後將Target的兩個部門釋出予Bidder 
A，則兩方的契約可能即無由成立。

其次，由於公司控制權市場中關於公司價格會產生所謂「偏好不確定

（preference uncertainty）」之情況，所以此時以利用市場競價模式將比契約模式更可
以達到資源配置優化的結果。蓋公司控制權市場與大豆等商品市場有所不同。大豆市

場是由較多的買家、賣家所產生、商品數量龐大，也具有高度之可取代性，商品透過

多次不斷重複的交易，形成一個客觀存在的市場價格，此一市場參與者僅為價格之接

受者（price takers）。此時任一賣方與任一買方以一對一的契約進行交易時，賣方很
容易知道其商品是否以極高價出售（亦即是否貼近市場價格），賣方也可以以交易成

本極低的方式，在市場中找尋其他買方。此時，契約機制即可協助賣方將資源轉讓予

極佳的受讓者手中。

而公司控制權市場則有所不同。首先，此一市場之參與者是有限的，市場上的每

一家公司均有其獨特性，很難找到完全相同的兩家公司。其次，公司控制權市場較難

產生一個客觀存在的市場價格（price）。蓋市場價格相當程度取決於買賣雙方關於目
標公司價值（value）之認定，而公司價值之高低係透過經營團隊對於公司資產配置
安排所決定。也就是說，在不同經營團隊之經營下、與不同組織進行不同之資源整合

等因素，均會影響公司價值之高低。亦即，公司控制權市場下，不同併購者對於公司

71 我國企業併購否第10條之表決權信託制度，降低了Bidder A與B間訂定合作協議之成本，
也增加雙方簽訂協議之動機，由此亦可以檢討此一表決權信託制度是否應有相當的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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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將有不同評價，且其間之差距可能頗大72。

因之，在此公司價值不確定（preference uncertainty）的情況下，倘以契約方式進
行公司控制權交易，賣方往往會陷入「我不知道賣價是否極高，只知道比我高」的

情況，契約機制使價格極大化的期待即受到相當之限制。而從效率角度，吾人期待的

是以極低的交易成本，促使資源朝向極佳的方向流動的規範設計，透過競爭收購的機

制，可以使所有可能的市場參與者，在交易成本極低的情況下，揭露其對公司價值之

評價，從而增加公司資源配置極大化的可能性。

另應補充說明的是，由前述目標公司Target之例吾人亦可知，即使在公開收購的
競爭機制下，出價最高之收購者有時也未必為可將目標公司價值極大化之經營團隊。

蓋收購者在公開收購時出價的高低，除了取決於併購者對於目標公司價值高低的評價

外，亦受各收購者在公開收購之前所取得目標公司股份數量之多寡與總成本多少(取
得股份之總支出)之影響。也就是說，併購者在公開收購前持有目標公司股份之數量
越多、成本越低者，該收購者在公開收購時的優勢越強，蓋此時取得控制權所需的股

數較少，即可以較高之價格取得其所需之股數。也就是說，收購者之總成本決定誰最

接近價值極大化者，能支出總成本越高者，其越接近價值極大化者；然公司控制權的

取得係取決於所得掌握之股數多寡（包括自己持有的股數或透過契約或信託支持自己

的股數）。股份取得之總成本與所得掌握之股數間並無必然之關聯性，蓋公司股份漲

漲跌跌，取得股數最多者不一定總成本最高，故不一定為價值極大化者；而取得成本

最高者，未必持股最多，從而不一定能成為經營者73。

倘公開收購下出價最高者，並不一定是價值極大化者，則是否仍有維護公開收購

下競爭機制之必要性？本文認為在限制或促進競爭的兩種政策選擇上，仍是以後者為

較佳之規範模式選擇，理由如下。

首先，競價機制仍是協助確定股份此類具有偏好不確定之商品，尋找出能極大

化股份價值之市場參與者的重要工具。維持競爭機制，可以促使能支付最高成本的

收購者，較有機會取得目標公司之控制權，也就越貼近價值極大化的效率目標。蓋

如前例，競爭收購者透過停止競爭之協議，可能因此降低其取得目標公司股份之總

成本。此外，也可以降低公司控制權市場中，出現並非真心取得Target經營權的收購
者，其係僅欲藉由等待與其他併購者間的合作協議以取得好處的投機者。此類投機

72 這也就是為什麼像古董等亦具有偏好不確定之商品，也多採競標方式決定價格之原因。
73 公開收購此一收購價格最高但卻不一定是價值極大化者的情況，將不會發生在以公司營
業讓與或全部或主要資產之控制權移轉（包括所有權或經營權之移轉）方式進行公司控
制權移轉的情況下，此時原則上出價越高，越應為價值極大化之控制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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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之存在，將嚴重破壞市場的價格機制，同時增加市場參與者的競租行為（rent-
seeking）。

另外一個值得附帶一提的問題是，是否只要確保公司控制權市場的競爭，就可以

確保結果必為有效率的，也就是說目標公司之控制權即會由效率極大化的併購者所取

得呢？其實不然。如前所述，由於公開收購者以高於股份市場價格進行收購，多係運

用兩階段併購策略（two-tier merger），致使目標公司股東在集體行動困難所產生的
囚犯困境的情況下，往往會產生應賣的壓迫效果（coercive effect）。也就是說，縱使
併購者之出價低於公司目前的真實價值（value），目標公司股東在追求個人價值極
大化的情況下，仍會應賣其股份，則公司控制權則可能流向無效率經營者之手中。此

不僅僅產生財富分配的問題，也會造成資源配置無效率的情況。然，透過健全公開收

購市場有效率的競爭機制，也可能某一程度的矯治前述目標公司股東選擇扭曲現象。

簡言之，本文此處所欲強調者為，要促進公司控制權市場成為公司治理的有效工具，

尚須有許多措施之配合，而控制權市場競爭機制有效率維持，將是十分重要的一環。

三、公開收購與其他訂價、競價形態之異同

如前所述，以一對一的契約方式欲達到資源配置極大化的目標，往往有其侷限

性，故市場會根據標的物之屬性不同與市場參與者之屬性不同，也存在有不同之商品

定價或競價方式。

例如有些商品係屬於賣方對於商品價格訂有牌價者（posted price），例如牛奶、
藥品的零售市場。屬於此類之商品與市場，大多屬於商品內涵較為簡單，而且買方數

量較多、且一次商品需求量低者，故買方對於商品之價格並無議價之能力。又或者

在工程招標案中，往往採取的是密封式投票（sealed auction），而取最低標或最有利
標。前述兩種市場倘發生市場參與者之水平價格拘束行為，無論在美國或台灣，吾人

常見競爭法主管機關管制的身影。

而公開收購的定價與競價方式，則比較類似一般所稱之英國式拍賣法（oral 
ascending bid），亦即競標者出價由下往上喊，喊價最高者得標。公開收購也是，收
購者在目標公司之股份市價（相當於拍賣中之底價）的基礎上，往上競價，由出價最

高者取得其所需之股份。此外，由於前述公開收購對於目標公司股東所造成之應賣壓

迫效果，公開收購往往多會成功。

市場參與者依循標的物不同的特性，設計出不同類型的競價模式，每一種競價模

式均有其優缺點（trade-offs），本文研究目的不在討論以公開收購的方式是否為最符
合效率之控制權移轉方式，或者本文第壹部分所討論的久津公司出售95％股權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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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應採取密封式招標或英國式拍賣法。然而根據研究，相較於前面兩種定價與競價機

制，公開收購所採取的英國式拍賣法較容易發生競爭收購者間之協議行為而破壞其競

爭機制74。主要原因如下。

在具有牌價的商品市場中，賣方倘欲以聯合行為約定商品之價格，其往往會面

臨如何確保所有參與者均能遵守協議的困境，例如不以低於約定之價格出售商品，蓋

此時任一參與者基於自利動機，往往會有違反約定之傾向（tempted to cheat on cartel 
rules），以便自己能在其他參與者以較高價格出售商品時，反而能以較低之價格賣出
較多的商品以取得高額利潤。此外，屬於此類之商品與市場，大多屬於商品內涵較

為簡單，而且買方數量多、且一次商品需求量低者，故買方對於商品之價格亦無議

價之能力75。是故，參與者所為違反約定之行為，往往不容易被發現。所以，為確保

所有參與者均能遵守協議，必定會產生相當之監督成本（monitor cost）與剩餘損失
（residual loss）。

而在公開收購下，由於各收購者係藉由合作而取得原本在競價機制下，應給付予

目標公司股東之利益，而將保留之利益分配予參與合作的收購者，也就是說，參與合

作之收購者因合作而利益，與前述於具有牌價的商品市場中，個別參與者係因不合作

而取得利益有所不同。故顯然，公開收購下之收購者較有動機遵守協議內容。此外，

公開收購係在一段時間內，對於同一目標公司股份所為之競價行為，各個收購者之投

標行為如何一目了然，其違反約定之動機自然也較低。

也就是說，在吾人首先肯認競爭收購者間之協議行為會對資源配置與財富分配產

生不良之影響的情況下，倘公開收購市場下競爭收購者多有動機進行協議行為，且此

一協議行為之成本極低，則在如牛奶、藥品等市場或工程招標中，競爭法均關注其市

場參與者之聯合價格拘束行為的情況下，則更容易受參標者之協議行為影響的公開收

購市場，是否亦應受相關法規範管制，則值得吾人深思。

74 Robert Marshall & Michael Meurer, Bidder Collusion and Antitrust Law, 72 Antitrust L.J. 
83, 85 (2004) (“First-price sealed-bid auctions share many of the properties of posted-price 
markets in terms of their vulnerability to collusion--it can occur, and often does, but not without 
considerable cost and effort by the cartel members. By contrast, oral ascending bid auctions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o collusion. We recommend that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carefully 
scrutinize oral ascending bid auctions for signs of collusion.”).

75 Robert Marshall & Michael Meurer, Bidder Collusion and Antitrust Law, 72 Antitrust L.J. 83, 
86 (2004) (“Posted prices are usually found in markets with relatively simple products and 
numerous, anonymous, and low-volume buyers who passively take the price a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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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倘規範上促進公開收購下之競爭收購，是否會使公開收購
發生之數量與機率降低？

Professor Easterbrook & Fischel兩位美國公司法學界的知名學者，於1981年哈佛
法學評論（Harvard Law Review）的論文「The Proper Role of a Target’s Management in 
Responding to a Tender Offer」中，關於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將不利於併購效率的論述
76，引發了美國公司法學界的一番論戰。Professor Bebchuk 與Gilson針對Easterbrook & 
Fischel前揭文，分別於1982年先後發表文章予以評論77，並認為，公開收購下之競爭

收購有利於併購效率。而Easterbrook & Fischel亦於1982年為文回應，並與Bebchuk的
第二篇評論刊於同期之Stanford Law Review中78。

首先，雙方均認為，公開收購作為公司治理的外部手段，對於市場參與者個體與

整體財富之極大化均有其好處，所以應鼓勵與促進公開收購的產生。然而，一旦有收

購者（the initial bidder）對目標公司進行公開收購時，法規範是否應促進其他競爭收
購者（competing bidders）之出現（無論是否為目標公司之經營團隊所引動者），雙
方則有不同看法。

Professor Easterbrook & Fischel採否定說，其基本論點為，公開收購之相關規範倘
有利於競爭收購之形成，則將使市場上潛在收購者（prospective acquirer）喪失搜尋
適合進行公開收購目標公司的誘因，從而最終將導致公開收購數量之減少。蓋競爭收

購者之出現，將使最初收購者（the initial bidder）所支出之搜尋目標公司的成本無法
回收。基於這樣的觀察，Professor Easterbrook & Fischel認為，相關法規範應作限制競
爭收購產生之設計，包括目標公司的經營團隊在面臨公開收購時，應依採取消極作法

（passive role），不應積極採取積極的防禦措施。這樣的見解，很明顯地影響了第二
巡迴法院於Finnegan一案之判決結果，法院於判決中即認為，倘不允許競爭收購者為
停止競爭的協議，將會妨礙公開收購之產生。從而第二巡迴法院認為，允許競爭收購

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之法規範，始有益於目標公司股東與社會整體效率。

Professor Bebchuk則力駁上述論點，其除係基於前述分析認為目標公司股東在公

76 Easterbrook & Fischel, 94 Harv L. Rev. 1161 (1981).
77 Bebchuk, The Case for Facilitating Competing Tender Offers, 95 Harv. L. Rev 1028 (1982); 

Gilson,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Corporations: The Case Against Defensive Tactics in Tender 
OFFERS, 33 Stan. L. Rev 319 (1981).

78 Easterbrook & Fischel, Auction and Sunk Costs in Tender Offers, 35 Stan. L. Rev. 1 (1982); 
Bebchuk, The Case for Facilitating Competing Tender Offers: A Reply and Extension, 35 Stan. L. 
Rev. 23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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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收購時將面臨應賣壓力，從而主張應促進公開收購下的競爭收購之產生，Professor 
Bebchuk亦認為競爭收購者之出現，並不會使最初收購者之搜尋成本無法回收，相反
地，最初收購者反而可能因為競爭收購者之出現而增加其獲利。

本文基本同意Professor Bebchuk之主張，主要基於以下理由：
首先，最初收購者之蒐集成本是有限的。蓋收購者往往會委請投資銀行或顧問公

司進行目標公司之搜尋與分析，而此一費用通常係以成功報酬（successive fee）的方
式設計，也就是說，倘收購成功時，收購者再行支付較高之顧問費用，且此一費用往

往相當具有彈性79。

其次，公開收購者在進行公開收購前，多半已先持有目標公司的部分股份，此舉

一方面可以增加取得控制性持股之可能性，此外尚可為避險（hedge）之用。亦即，
倘其收購因尚有出價更高的收購者存在，而使其收購失敗時，其亦可將其所持有目標

公司之股份應賣予出價更高之收購者，從而賺取其間之價差。

再者，最初收購者所為之出價分析，基本上也很難為其他競爭者所引用，致多僅

能唯一參考指標而已，也就是說，此處最初收購者所為出價評估之外部效益較少。蓋

倘收購者係因認為其取得目標公司控制權後，將可增加目標公司之價值而為公開收購

者，此一收購所為之出價，基本上係因各個收購者之狀態、所營事業、目標公司之資

產與營業可與收購公司之整合程度等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倘收購者係因市場低估目標

公司股份價值而為公開收購者，也就是說，其係為賺取差價而非意在長期持有目標公

司之控制權，則競爭收購者所帶動之競價效果，反而可以使其迅速獲利。

Easterbrook & Fischel認為，由於最初收購者將適合之公開收購標的—目標公司—
從眾多的公司挑選出來，從而減少其後競爭收購者搜尋的成本。這種可能性不能說完

全不存在，但應屬有限。蓋在係為取得目標公司經營權而為之公開收購下，不論是最

初收購者或其後之競爭收購者，多半都是與目標公司所營事業相關之公司，例如係為

垂直或水平關係，彼此間無時無刻不在注意彼此之動向、佈局、股價變動與股權變動

之狀況。也就是說，潛在之目標公司與收購者往往都不是一夕之間突然出現的。所以

要說目標公司是因為最初收購者慧眼識英雄的結果也許是言過其實的。

基於以上論述，本文認為，部分學者主張公開收購下的競爭收購將減少公開收購

之數量，恐言過其實，且未必與現實狀況相吻合。本文認為在實際的運作上，最初收

購者縱使未能收購成功，亦往往能從過程中獲取相當之補償，甚或利得。

79 Bebchuk, The Case for Facilitating Competing Tender Offers, 95 Harv. L. Rev 1028, 1036-7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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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公開收購下公司控制權市場之競爭機制是否應予維

護？

本文認為，在公開收購下所形成之公司控制權市場，由於存有賣方很多、買方有

限、價值（偏好）不確定、應賣壓迫效果、競爭收購者間進行協議行為之動機高且成

本低、可能產生資源配置無效率與財富分配不均等特點，是故規範設計上，應以維護

市場競爭機制為原則，始為對所有市場參與者均有利之較佳選擇。

伍、我國現行法下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協議是否應
受規範？

至此，本文研究認為，法規範應促進公開收購下公司控制權市場的競爭機制，是

否對於競爭收購者間之限制競爭行為應以法規範予以適度限制。本部分首先分析，在

我國公平法與證交法的架構下，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協議行為是否應受公平法規範，

再分析立法論上之可能性。

一、現行法下之分析

（一）是否有公平法第46條除外不適用（豁免適用）本法規定之情況？ 
在我國法之適用上，是否亦會產生如同美國法院因「默示排除」原則而認應適用

證交法而排除競爭法之情況？此即應分析我國公平法第46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
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

規定」與公平法第9條第2項規定「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行政院公
平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

公平法第46條曾於1999年修正為現行條文80，其修正理由為「擴大本法之適用並

確定競爭政策優於其他政策。」此一修正係確立公平法為「經濟基本法」之立法意

旨，其他法律須在不牴觸本法之立法意旨之範圍（調合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促進

整體經濟利益）使得排除適用公平交易法。學者並認為，本條規定使得公平會對於其

他法律關於競爭行為之另行規定，擁有檢視其具體適用是否與公平法之立法目的相容

之審查權81。也就是說，在本條規定修正前，事業合乎其他法律之行為當然排除公平

80 舊公平法第46條為「一、事業依照其他法律規定之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二、公營
事業，公用事業及交通運輸事業，經行政院許可之行為，於本法公佈後五年內，不適用
本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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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適用，但本條規定修正後，公平會擁有該事業行為是否排除公平法適用之審查權
82。在現行公平法第46條的適用下，倘事業之競爭行為應有其他法律規範，且其他法
律規範並無牴觸公平法之立法意旨，才可優先適用其他法律。否則只要其他法律無規

定，或者其他法律之規定與公平法有所牴觸，均應適用公平法。由此可知，我國法下

關於公平法與其他法規範間適用問題的處理方式與美國有極大的不同。

是故，競爭收購者之停止競爭協議行為在公平法第46條下，與證券相關法規之適
用關係有以下之可能性：

(1) 倘競爭收購者之停止競爭行為為公平法所禁止，亦為證券相關法規所禁止，
則應非第46條之適用問題，而僅生競合與機關協商執法的問題83。

(2) 倘競爭收購者之停止競爭行為為公平法所禁止，但為證券相關法規所許可，
則應依第46條判斷證券法規是否有牴觸公平法之立法意旨，在未牴觸之範圍
內，應優先適用證券法，否則即應適用公平法84。

(3) 倘競爭收購者之停止競爭行為為公平法所許可，則無論是否為證券相關法規
所許可，均無公平法適用的問題，自亦無第46條之問題。

至於在判斷前述第(2)點公平法與其他法規是否牴觸之標準上，學者認為公平法
第46條係授權公平會在個案中，「站在以市場競爭制度為基本原則之立場，嘗試調
合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並以『促進整體經濟利益之最大發展』為最終目的。」85亦

即，在此一前提下，判斷究竟是「執行公平法或優先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更能促進

整體經濟利益之發展？86」至於具體判斷標準上，除了本條修正理由中所謂「應考慮

特別法與普通法之法律適用原則、其他法律之立法時間與立法目的」等因素外，學者

亦提出其他判斷因素，包括市場集中度與市場進入的障礙、參與競爭者之數量與市場

績效、市場規模、競爭素質（價格、品質、服務）、交易成本、生產效率與資源配置

81 前揭註7，賴源河編審，頁112-13。
82 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頁376（2004年）。前揭註7，賴源河編
審，頁120。論者認為，事業之行為是否適用公平法，應以公平會最後之政策考慮，故宜
由公平會主動向各事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詢問該事業之行為在各該法律之法律效果，
及各該目的事業主關機關之政策考慮後，再由公平會作最後之法益權衡。

83 洪禮卿等人主持，公平交易法第四十六條修正後之適用問題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
八十九年度合作研究報告十二，頁20（2000年12月）。

84 另應注意者，有學者指出，公平法第46條之除外規定範圍，僅限於公平法下的反托拉斯
法部分，而不能排除本法不正當競爭部分，否則將造成「鼓勵事業從事不正競爭」之結
果。前引[7]，賴源河編審，頁103。

85 吳秀明，前揭註89，頁377。
86 吳秀明，前揭註89，頁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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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消費者福利、其他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例如對於人身安全、環境保護、國

防機密）87、其他法律是否已經有維護競爭秩序的內涵88，以及其他法律之管制機關

的管制有效性與能力等因素89，均應加以考量。

縱上所述，關於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是否違反公平法之判

斷，應依循以下兩個步驟處理之。

(1)首先，此一行為是否為公平法所禁止？
(2)其次，此一行為是否為證券相關法規所禁止？
茲分述如下。

(1)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是否為公平法所禁止？
也就是說，競爭收購者間停止協議行為是否屬於公平法第7條聯合行為90，從而

應在第14條禁止之內91？

我國公平法下所謂「聯合行為」，依學者見解，係指經濟上企業主體從事阻絕或

減少市場競爭之共同行為而言92。有鑒於聯合行為將產生限制市場競爭的結果，可能

造成資源配置的生產無效率，以及奪取消費者剩餘的配置無效率問題，故公平法第7

87 洪禮卿等人主持，前揭註90，頁78-81。公平法學界似乎以公平法立法目的多元價值論為
主流。賴源河編審，前揭註7，頁34。論者認為，現行公平法為一涵蓋防止限制競爭、不
正競爭與消費者保護三種性質之法律。其並建議，關於限制競爭部分，應以經濟效率為
主要目標，倘效率之有無不甚明顯時，則可考慮其他次要目標，如保護中小企業、財富
分配、消費者利益等；不正競爭部分，則應先以營業之善良風俗為考量，而已明顯的效
率提升或消費者利益，作為阻卻違法的事由；消費者保護方面，則應以消費者保護為基
本訴求，倘涉有重大消費者利益，如安全、健康等，則應認為其高於效率與營業者之利
益。

88 洪禮卿等人主持，前揭註90，頁80（2000年12月）。論者認為，倘其他法律已經明顯植
入競爭導向的新經濟政策，則該法可視為公平法之補充，如果該法已經適當地反映了公
平法之立法目的，則公平會採取低度審查即可。

89 吳秀明，前揭註89，頁378。吳秀明教授認為，倘其他管制機關之人員、專業經驗、經費
等管制資源較多、管制效率較佳時，公平會對相關事宜宜採低度審查，或逕行認定其他
法律之規定不牴觸本法之意旨；但倘若其他管制機關並無足夠之管制資源、管制成本過
高，或明顯懈怠或根本不為管制時，公平會仍得予以管制。

90 公平法第7條：「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
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
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 前項所稱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
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 第一項所
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
致共同行為者。 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
業活動之行為，亦為第二項之水平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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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首先規範聯合行為之定義，並於第14條明定關於聯合行為，係採「原則禁止、例外
許可」之原則。

①股份是否為公平法第7條所稱之「商品或服務」？ 
由條文觀之，我國公平法第7條關於聯合行為之規定，似係以「商品或服務」作

為適用條件。由於美國實務見解的啟示，使得吾人亦必須就公司股份是否為「商品或

服務」進行探究。

亦即，公平法第7條以「商品或服務」作為聯合行為構成要件之必要性與意義何
在？倘從公平法第1條所確定之「維護交易秩序」之目的，來思索「商品或服務」之
意涵，則吾人是否可以想像有任何可以被交易之標的物，並非「商品或服務」？又或

者本條所謂之「商品或服務」係有其特定範圍？其範圍又是如何？「商品或服務」是

否為一個實質存在的條件？而學者普遍認為做為第14條聯合行為之補充規範的第19條
第4款93，卻未與「商品或服務」結合之理由又何在？ 

如前所述，美國聯邦巡迴法院間對於公司股份是否為競爭法所規範之商品或服務

存有不同見解。而公司股份是否屬於公平法第7條下所稱之「商品或服務」，截至目
前為止，似尚未見有相關實例，故無法確知主管機關與法院對此之看法為何。然本文

認為，公司股份應可認係公平法第7條所稱之「商品」。理由如下：
首先，倘依前述美國第二巡迴法院於Finnegan一案中之見解，股份為具有財產價

91 公平法第14條：「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
利益，經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一、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
率，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二、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
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者。三、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四、為
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五、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
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六、經濟不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低於平均生產成本，
致該行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
或價格之共同行為者。七、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之共同
行為者。 中央主管機關收受前項之申請，應於三個月內為核駁之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
次。」 

92 賴源河編審，前揭註7，頁231。
93 吳秀明，前揭註89，頁115。公平法第19條：「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
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一、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
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二、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
為。三、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
四、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
為。五、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
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之行為。六、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
易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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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可為轉讓之商品。再者，公平法並未排除公司股份作為商品而不受公平法之檢

驗。亦有學者解釋第7條第2項之「商品交易」認為，指就「廣義之商品，包括有體
物及無體物，以其經濟價值有償為對價交換行為」。股份當屬涵括在此一解釋之內無

疑。至於倘有認為股份雖係商品，但應由證券相關法規規範，則屬公平法第46條適用
之問題，與本條之分析無涉。

最後，根據本文第參部分之分析可知，在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者間為具有競爭

關係者，其透過停止競爭之協議，限制了目標公司股份此一商品之價格，將嚴重影響

目標公司股價透過公開收購競價機制的形成，從而產生公平法所關注的資源配置無效

率與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倘有認為公司股份並非公平法所規範之對象，公司控制權

市場並非公平法所規範之市場，則應提出合理之論述，說明為何此一市場內之競爭行

為不受公平法之檢驗。

②是否為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 
依公平法第7條第2項之規定，「事業在同一個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始該當第

7條之聯合行為。就公開收購下因股份收購與應賣所形成之市場而言，競爭收購者當
然屬於同一產銷階段—均為目標公司之股份需求者，且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應無疑

義。

而本條第1項所謂「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
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

言」，依學者見解，此處所謂「約束事業活動」即為限制競爭之意94，而「價格、數

量、產品」等係為立法者用以說明聯合行為限制競爭之內容與常見之類型，故僅為例

示之聯合行為類型95。本文認為，倘係所有的競爭收購者均參與停止競爭之協議，則

此一協議即為價格聯合行為；縱使並非所有的競爭收購者均參與協議，也就是說對於

最後的收購價格未必有絕對之決定，但如前所述，其將減少未參與協議之其他競爭收

購者勝出的機會，或者嚇阻其他競爭收購者之出現，是故，仍會造成限制競爭之結

果。

③是否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公平法第7條第2項尚以競爭收購者之協議行為必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

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使足該當聯合行為。此時之判斷標準為何呢？也就是說，公

開收購下目標公司股份之收購與應賣行為，是否會受到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

之影響？

94 賴源河編審，前揭註7，頁245。
95 吳秀明，前揭註89，頁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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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炳俊教授引介德國Emmerich教授見解認為，「（德國）通說在實務上所要求
的『市場效果實查』並無必要。事業基於理性締結聯合行為合意，必然是衡諸其對市

場之認識，可望發生一定的市場影響效果，若局外人必須就此舉證，顯然不合事理。

只有在當事人限制競爭之目的無法證明時，才有審查對市場影響之必要，然而在此情

形下，通常事業在契約締結時早已將限制第三人競爭之效果計算在內，結果只要符合

限制營業競爭之要件便可認為有影響市場關係之效果96。」故有學者認為，Emmerich
教授的「推定市場影響存在論」較符合我國規範適用，亦即聯合行為之成立只要符合

第7條第1項之要件，公平會無須對於本條第2項之市場效果為審查，而由當事人舉證
其行為對市場無影響而主張免責97。

黃銘傑教授亦指出，關於獨佔地位之濫用、結合及差別待遇等垂直競爭限制規

範上，必須以「市場佔有率」作為判斷該等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市場（支

配）力」之工具；然對於聯合行為，則應認為「當事業決意組成聯合行為時，實際上

即可推論其共同擁有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市場力或占有率」98，蓋倘參與聯合行為之

事業若無法確信聯合行為將有其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效果，則此一聯合行為反而將使

交易相對人轉而向其他未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進行交易；也就是說，倘事業不能成功

地因為聯合行為而影響（限制）市場其他參與人之行為，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反而將

因此受損害。

黃教授同時強調，雖然並非所有聯合行為均應適用此一推定市場佔有率理論而以

「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繩之，某些聯合行為尚應經所謂「合理原則（the rule 
of reason）」之審查，但對於限制價格、產量、分割市場此等「惡質卡特爾」，由於
其實施之目的，即在透過對於商品或服務價格等「競爭參數」之控制，達到限制競爭

之目的，故應屬當然違法之聯合行為。而歐盟亦因考量此類行為限制競爭之本質與競

爭法執法的成本與效益，明白表示倘事業其整體市場佔有率未達10%時，其聯合行為
不會對競爭產生實質之限制的同時，亦強調限制價格、產量、分割市場等惡質卡特爾

並不適用此一除外原則99。

另外，吳秀明教授認為，可參考德國法上之「可察覺性」理論，將聯合行為是否

影響市場功能以「量」與「質」之標準，綜合判斷之。所謂「量」的標準，乃係於劃

96 賴源河編審，前揭註7，頁253。
97 賴源河編審，前揭註7，頁253。
98 參見黃銘傑，聯合行為成立與市場界定、影響市場功能認定間之理論與論理（下）—評
最高行政法院九二年度判字第一三三六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69期，頁19，21 
（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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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關市場後，測定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在該市場之市場佔有率為何，德國實務上係

以市場佔有率5%作為認有影響市場功能之門檻；而所謂「質」之標準，則係衡量事
業以聯合行為限制競爭參數在本質上會對限制競爭之程度與傾向有多高為斷，也就是

說「愈屬核心限制競爭手段（如訂價）之排除，被認為影響市場功能之可能性也就愈

高」。

此外，實務界與學界亦特別指出，採購或工程招標等案件中之聯合行為有其特殊

性。依公平會1998年11月18日第367次委員會議決議，認為投標廠商之圍標行為「因
悖於參標者應經由公平自由競爭機制以決定得標者以及得標價格之招標制度機能，故

該圍標行為本身即屬直接限制競爭之行為，毋庸具體論究圍標行為所足以影響之市場

範圍層級；凡可能參與投標者達成相互約束事業之合意時，即得認該圍標行為足以影

響各該招標市場之競標機能。」100

縱上所述，我國實務界與學術界關於公平法第7條第2項「足以影響生產、商品
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認定標準，見解並不完全一致。然大致有以下幾種意

見：

第一，採「可察覺性理論」。以聯合行為之質—限制競爭參數之內容為何，與

量—事業市場佔有率高低，來判斷該聯合行為是否足以限制競爭。

第二，採「市場影響推定論」。先論該聯合行為是否為限制價格、產量等惡質

卡特爾，倘是，則應推定該聯合行為即符合影響市場功能之要件，而由事業舉反證免

責。

此兩種分類是否適用於所有聯合行為分析，本文不敢妄論，但在競爭收購者間之

停止競爭協議中，本文認為，在所有競爭收購者均參與停止競爭協議的情況下，因係

惡質卡特爾，且必定造成如工程圍標般的影響，此時應無庸考量市場佔有率，應即認

係當然違法之聯合行為；然在非所有競爭收購者均參與協議時，本文認為此時仍應推

定該聯合行為具有市場影響力，而由事業以市場佔有率等因素提出反證免責（雖然極

難想像，倘競爭收購者間之協議行為不能對其他收購者產生影響的情況下，其為何要

進行此一聯合行為）。

又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協議行為是否可能該當公平法第19條第4款之「以脅迫、
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為」之不公

平競爭。例如，倘一方以補償他方參與公開收購所需之費用，同時給予其他之報償，

99 參見前揭註105，黃銘傑，頁19，22。
100 學者見解請參閱參見前揭註5，黃銘傑，頁23；前揭註89，吳秀明，頁76。吳秀明教授認
為，此時亦非不能以量之觀點認定市場功能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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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為他方不為競爭之條件時，是否該當本款？

本條於個案中依具體情況可能有所不同，但應注意者，學者雖認為公平法第19條
為第14條之重要補充規範，然兩者之重要差異，在於第19條係規範一方意志強加在他
方行為之結果，而第14條則係在規範競爭者間之合意行為101。由於第14條與第19條之
法律責任不相同102，故在法條適用上應注意兩者間之差異性。

(2)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為證券相關法規所允許或禁止？
我國證券相關法規並未明文規範競爭收購者之停止競爭協議行為，故本文擬從證

券法規對於公開收購法制的核心規範、相關法規對於公開收購下之競爭機制之態度，

以及公開收購下之「共同取得」制度的意義與內涵等三方面，來說明證券法規對於停

止競爭協議行為所可能採取的態度。

①我國公開收購法制之立法目的與核心規範

我國在1988年修正證交法時，增訂第43-1條，加入關於公開收購之相關規範，在
當時尚無實際案例的情況下，相關立法主要係參酌其他國家之立法經驗。而各國公開

收購法制或有不同，但大都一方面肯認公開收購為一有效之公司治理外部機制，一方

面從各國實證經驗可知，公開收購市場倘放任不管，將嚴重影響證券市場之效率，是

故「資訊公開原則」與「保護目標公司股東」即為各國公開收購法制的兩大核心。前

者係指收購者相關資訊揭露之規範，後者則為應募股東得隨時撤回應賣、收購條件一

致等規範。我國立法也大致遵循此一方向。2002年修法時，再增訂證交法第43-2條至
第43-5條，並授權證券主管機關制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下
稱「公開收購辦法」）」以及「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兩個行政規則。

②證券法規對於公開收購下之競爭機制之態度

本文認為，我國證券相關法規，對於應維護公開收購下之競爭機制應係採肯認態

度。理由如下：

首先，我國證券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下稱「證期

局」），根據證交法第43-1條第4項所頒佈之「公開收購辦法」第7條第2項規定，
「對同一公開發行公司發行之有價證券競爭公開收購者，應於原公開收購期間屆滿之

日五個營業日以前向本會辦理公開收購之申報並公告。」顯見我國證券法規，肯認競

爭收購之價值。劉連煜教授對此分析認為，「……法令之所以允許二以上之主體競爭

公開收購，除了係為維持公平競爭之機會外，也因競爭收購關係，可為標的公司之股

101 吳秀明，前揭註89，頁84。
102 吳秀明，前揭註89，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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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帶來更高之出價，對股東更為有利103。」

此外，為進一步強化競爭收購之效果，前述「公開收購辦法」第18條規定，原則
上公開收購期間為10-50日間，倘「有第七條第二項之情事（按：即有競爭收購之情
況）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原公開收購人得向本會申報公告延長收購期間。……」此

一允許原公開收購人得延長收購期間之規定，目的即在給予原公開收購人可再為競價

之機會。

第三，證交法第43-5條第3項規定，倘公開收購人未能於收購期間內完成預定收
購數量者，除有正當理由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其於一年內不得就同一目標公司進

行公開收購。本條設置之目的，在於避免有心人士藉公開收購擾亂其他公司之正常經

營，也就是以公開收購之名，行影響市場價格之實104，或藉此來要脅目標公司經營團

隊給予好處以獲取一己之利。然「公開收購辦法」第24條規定，則將「參與競爭收
購」作為前述證交法第43-5條第3項之公開收購人得在就同一目標公司進行公開收購
之「正當事由」。顯見，主管機關意在為目標公司創造競爭收購之可能性。

由以上相關規定可以得知，主管機關顯然相當肯認競爭收購的正面價值。依循此

一邏輯，則維護公開收購下之競爭機制則十分重要。

③公開收購下之「共同取得」制度的意義與內涵 
如前所述美國聯邦法院判決認為，由於威廉斯法明文允許兩人以上「共同取得」

目標公司之股份時，應視為同一人，且應予以申報，從而美國法院認為，由於聯邦

證券法規範下的公開收購行為，本身即容認數人協同進行公開收購，故倘反托拉斯法

介入，則將破壞聯邦證券法的設計，此時，縱使證券法並未明文排除反托拉斯法之適

用，反托拉斯法基於「默示排除」原則而無所適用。

然在我國法下，證交法第43-1條第1項與第3項的「共同取得」制度，是否應得出
與美國法院相同之見解？也就是說，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與數人之聯合公開

收購協議是否有所不同？本文持與美國法院不同之見解，且認為競爭收購者間之協議

行為，應與共同取得制度下之協議行為有所區別。理由如下。

首先，本文認為，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與聯合公開收購協議所產生之效

率情況有所不同。前者除了明確地造成目標公司股東原可依競爭機制取得較高溢價利

得之減損外，也可能產生使目標公司之控制權無法透過公開收購方式移轉到可將公司

103 劉連煜，新證券交易法實例研習，元照出版，頁190（2007年2月增訂五版）。
104 吳光明，證券交易法論，三民出版，頁75（2006年增訂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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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極大化之收購者手中。

而至於聯合公開收購協議，卻較有可能達到促進競爭（procompetitive）之效果。
例如聯合公開收購行為可能促使較大規模的公司也有機會成為公開收購下的目標公

司，使得這類公司有機會藉有公司控制權市場作為外部公司治理的工具；或者使得原

本不可能透過一己之力參與公開收購競爭的市場參與者，透過合作而參與，從而增加

了公開收購下的競爭機制；或者聯合公開收購的參與者各自對於目標公司的部分資產

或營業具有優勢的管理能力或可與其各自目前的資產或營業予以結合，以發揮更佳的

綜效。

綜上分析可知，競爭收購者間之協議行為與共同取得制度下之協議行為，兩者在

限制競爭或促進競爭之效果上，有相當程度之不同，從法規範的角度言，應予分別處

理。

再者，證交法下之「共同取得」制度，其目的並非在鼓勵或促進潛在之競爭者或

現實之競爭者進行公開收購事前或事後之共同行為。

我國證交法第43-1條第1項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得任一公開發行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份者，應於取得後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

其取得股份之目的、資金來源及主管機關所規定應行申報之事項；申報事項如有變

動時，並隨時補正之。」又同條第3項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取得公
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達一定比例者，除符合一定條件外，應採公開收購方式為

之。」此外，依主管機關頒布之「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依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事

項要點」第2點規定，證交法第43-1條第1項所謂「任何人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
份」，係指「包括其配偶、為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明意持有者」；所謂「與他人共同

取得股份」，依前述要點第3點，係指「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取得公開
發行公司以發行股份。」

本文認為，證交法有關股份「共同取得」的情況應予申報，以及強制公開收購門

檻的股份應合併計算的規定，其目的乃係考量，大量股權取得之管理，對於公開收購

制度下的資訊揭露義務與目標公司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保障，均有重要影響105，為避免

有心人士，利用他人名義持股或以與他人協議由他人取得股份的方式，藉以逃脫相關

資訊揭露及公開收購進行之程序規定，從而有本條之設置。

也就是說，「共同取得」制度之目的，並非在於鼓勵或促使市場參與者進行聯合

公開收購行為；證券交易法對於「共同取得」之容認態度，並不表示其亦容認市場參

105 劉連煜，前揭註110，頁17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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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藉由共同取得之協議或行為，以達成限制競爭之目的。蓋如前述，證交法與主管

機關十分肯認公開收購下的競爭價值與市場機制之重要性，故倘係認為因證交法規範

有「共同取得」，從而認定證交法係允許市場參與者得藉由共同協議以達成限制競爭

之目的者，則應屬對於本規範之錯誤理解。

(3)小結
縱上所述，本文獲致以下結論：

第一，本文認為我國現行之證券相關法規，對於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行為並

無明文規範。此可能亦與證券法規向來之立法目的與規範範圍，並未曾考慮併購者間

之合縱連橫行為，可能會產生限制競爭或不正當競爭之可能性有關。在公平法為我國

經濟基本法的前提下，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應回歸公平法之管轄應無疑義。

第二，縱有論者認為證交法之相關規範應係容認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存

在，如前所述，在特定行為為公平法所禁止而個別管制法規允許的情況下，尚必須檢

驗證交法允許此一停止競爭協議是否不牴觸公平法之立法意旨。就此，本文認為，倘

證交法有任何允許競爭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之意，此一規範亦將因違反公平法之立法

意旨，而應依公平法第46條之規定不予適用。 
第三，從競爭法之角度而言，應區別公開收購開始後之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

爭協議行為，與公開收購開始前即為之共同取得股份之聯合收購協議行為。蓋前者關

於限制競爭之動機、可能性與危險性顯然較為明顯，而後者則較可能產生促進競爭

（procompetitive）之效果，從而可能不符合公平法第7條關於聯合行為之要件。 
也就是是說，共同取得下之聯合公開收購行為將可能產生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的

效果併呈的情況。此時，究應如何判定其是否有「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

需之市場功能」？本文認為，公平會過去處理關於工程招標案件中「聯合承攬」是否

構成聯合行為的相關判斷準則，值得參考。

以下就公平會函釋（81）公貳字第00376號之內容，擇要摘錄如下：
（一）實務上工程招標所為之「聯合承攬」是否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七條所規定之

「聯合行為」，不能僅從名稱加以認定，仍須具體認定其是否符合該條之要件，包括

(1)是否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2)二以上之事業是否「具
有競爭關係」、(3)是否共同決定價格等。如不符合以上三要件及其他聯合行為之要
件，縱名為「聯合承攬」或「共同承攬」亦非「聯合行為」，而無公平交易法之適

用。

（二）聯合承攬事業，如符合下列第1.項之基準，且符合第2.項(2.之(1)(2)(3)須同
時具備)或第3.項基準之一者，不構成聯合行為，但發包機構不得有涉及不公平競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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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1. 須個案聯合承攬  
聯合承攬按每件工程分別成立，其聯合承攬關係於工程完工後即消滅者。

2. 關於是否影響市場功能之要件
(1)具有市場地位之發包機構（如政府機構、公營事業及其他具有獨占地位之事

業），要求投標或承包事業所為之聯合承攬。

(2)發包單位衡量國內外水準及供需關係等因素認為有聯合承攬之需要，且於招
標須知中載明聯合承攬相關規定者（聯合承攬人不足影響市場功能）。

(3)非投標或承攬事業所積極發動，而係被動配合第(1)項發包單位之要求，依第
(2)項規定而為之聯合承攬，且意圖不在限制競爭，且無使發包單位受損之虞者（即
意圖不在於共同決定價格及其他交易條件以限制競爭）。

3.關於「競爭關係」之要件
在未聯合投標之情形下，聯合承攬團體中之個別事業各自均不符發包單位之投標

資格者。二以上事業因組成聯合投標團體而符合投標資格，因此增加投標事業或聯合

投標團體之競爭者。

前述關於工程招標案件聯合承攬是否構成聯合行為的判斷基準，倘適用於聯合公

開收購行為時，應注意之事項仍有待進一分析，但縱觀公平會此一函釋可知，公平會

允許工程招標案件中的聯合承攬行為的基本核心準則在於，此一聯合行為目的是在促

進競爭，或是限制競爭，此一基本原則在吾人進一步分析應如何判斷促進競爭之聯合

收購協議行為時，仍深具參考價值。

二、立法論下的可能性分析—應由公平會或金管會管轄？

基於以上研究結果，本文認為，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者間之限制競爭協議確係

應受法規範，且依本文對於我國公平法與證交法之分析得出，現行法下應由公平法之

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依公平法第14條聯合行為之禁止加以處斷之結論。然立法論
上仍可思考，應由主管證券市場之金融管理監督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或者公平交易委

員會為管轄機關較為合適，或者是否應由證交法另行增訂關於公司控制權市場之競爭

規範以為公平交易法之特別法，均值討論。蓋此乃涉及公司控制權市場之競爭秩序問

題，且現行證交法亦有聯合公開收購行為的相關規範，例如「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

之依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第2點規定第2項之規定，「取得人與他人共同取
得股份者，如有書面合意，應將該書面合意併同向主管機關申報。」

倘從我國現行公平法與其他法規範間之關係觀察之，亦不乏由公平會以外之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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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處理特定市場的競爭問題。例如公平會函（88）公貳字第88044951001號，說明
「按有關圍標行為之規範，現行「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定有明文；

復依本會與公共工程委員會，就「公平交易法與政府採購法之適用問題」協商會議決

議：『「（一）政府採購爭議事件涉及競爭秩序之行為，發生在政府採購法施行前

者，依公交易法處理……（四）政府採購爭議事件涉及競爭秩序之行為，發生在政府

採購法施行後者，由當事人循政府採購法途徑解決。」（附件一）據此，倘相關疑義

係發生於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政府採購法施行後者，建請貴處另行函請公共工程委

員會解釋。」』也就是說，關於政府等公部門採購涉及競爭秩序之問題，政府採購法

為公平交易法之特別法，並以公共工程委員會而非公平交易委員會為主管機關。

本文對於涉及公司控制權市場之競爭規範，於立法論上應由何法或何機關為管轄

尚無定論，倘依我國現行法規則應為公平法與公平交易委員會無疑。然應注意者，公

平交易法第9條第2項之規定：「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

陸、結論

本文以美國Finnegan v. Campeau Corp.一案所引發公開收購下敵意併購者之停止
競爭協議所涉及的市場競爭，以及競爭法與證券法之交錯問題談起，分析美國法院判

決之演變與分歧，以及學說見解，得出法規範應維護公司控制權市場之競爭機制之初

步研究結論。

此一議題之討論深具實益。一方面可以促使公司法與競爭法學界與實務界，重

新思考公司控制權市場之特性、其對於公司治理與價值極大化之重要性，以及各個利

害關係人於此一市場中之行為，對於其他利害關係人與公司價值之可能影響。另一方

面，我國雖然尚未出現類似Finnegan之案例，然如本文分析，在台灣資本市場與逐步
與全球接軌、相關敵意併購手段之法律規範逐漸完善，以及我國控制權市場有逐漸採

行市場競價機制趨勢之際，未來類似Finnegan之案例極有可能在我國發生。相關法規
範應如何正確適用、立法上應有何亟待完善之處，即有深入研究之必要。

本文拋磚引玉，針對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之競爭法問題提出

觀察與分析。事實上，關於競爭法與公司證券法規間的關係，尚有許多有趣的議題值

得討論。除了本文前述所提的各項案例外，目標公司經營團隊於面臨敵意併購所採取

的防禦措施，也都可能有限制競爭或者促進競爭之動機或效果。例如目標公司經營團

隊與收購者間約定由公司買回收購者所持有之公司股份的greenmail行為，從競爭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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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可能就會造成限制競爭之結果，但另一方面卻也有可能因此逼退無效率之併購

者。現行公司法係以經營團隊是否符合受託義務為判斷防禦措施合法與否之界限，而

違反受託意義所為之防禦措施，由於係非為公司價值極大化而為，其行為應係出於目

標公司經營團隊自利之動機，是否可由此認定經營團隊係欲藉由防禦措施限制併購者

與之進行控制權之競爭，從而應以競爭法加以論處？

此一討論自有其實益，蓋比較適用公司法受託義務與競爭法規範之不同，吾人可

以發現，受託義務僅經營團隊對公司負責，而在公平交易法下，受有損害的人得向從

事聯合行為的參與者主張損害賠償責任，並且可以為懲罰性賠償之主張106。此對於某

些公司法學者主張，現行公司法第23條不區別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一律課以損害賠
償責任應係立法上之錯誤107，也就是說公司負責人違反忠實義務的賠償責任，應不能

僅限於所受損害，而應擴大致行為人的所得利益，意外地提供的一個有利的支持。當

然，完整的受託義務的配套措施，尚應包括美國法院所發展出來的商業判斷原則，司

法系統對於涉入公司經營決策應有一定節制之架構，此對於競爭法應否介入公司經營

決策應亦有相當之啟示作用。

公司控制權市場下就應如何調合公司、證券法與競爭法間之適用關係，不僅關乎

一國公司治理的良窳，亦係對於競爭法制之挑戰。本文期拋磚引玉，引發公司法與競

爭法學界與實務界對於本議題之進一步研究與關注。

106 公平交易法第31條：「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第32條：「法院因前條被害人之請求，如為事業之故意行為，得依侵害情節，酌
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 侵害人如因侵害行為受有利益
者，被害人得請求專依該項利益計算損害額。」

107 曾宛如，公司管理與資本市場法制專論（一），元照出版，頁31-32（2007年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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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王教授文宇（台灣大學法律學系）

謝謝主席、朱教授，因為時間有限，所以我就直接評論，題目可能相對來說是

需要比較高的層次，那朱教授報告的論點或從實體法規定等等，可能熟悉公平交易

法的同仁會很陌生，我來看這個問題，我們從反托拉斯法從美國出現約有100年以上
的歷史，假使從這個歷史角度來看，其實反托拉斯法的思想架構大概是說以廠商、公

司作為分析對象，其實在100年前在反托拉斯法剛建構的時候，其實企業是當作自然
人在處理，也就是說企業或是公司是一個黑盒子，傳統上公平法沒有去想企業內部的

問題，當然這樣的發展也許程度是很幼稚，就是公平法所談的這些主體，卻把公司法

人當作自然人一樣，所以一些內部的問題就是而不見，當然這背後就是隱含企業內部

的事項，譬如股東協議書等，那大家會認為說這公平交易法不會去過問，那當然本文

所探討的比較廣的一個面向就是說什麼叫做企業內、外，事實上是從近代、就是六、

七十前才開始有人再談這個問題，也因為這樣，所以慢慢去思索公司內部變動與狀

況，今天報告福特這個案子，有引到說學者認為這觸及到公平交易法的問題，不過就

我的瞭解，簡單的說就是公報私仇，公司與特定股東之間有利害關係，所以以拒發股

利為由，那這個案子法院也支持少數股東，所以以這個案子作為探討企業內與企業外

的開端，那我個人覺得似乎這個案子是在公司法體制內得到一個解決，就是董事在作

決定的時候必須要有一個標準，那從判決結果來看還算是一個恰當的解決方式，公平

交易法在這裡有學者指出來是相關，但到底他的相關性是怎樣，那國內有一些類似的

情境，譬如公平會對於採購行為，後來我們通過採購法，那公平法對於政府採購、相

關投標作業等等問題就處於比較補充性地位，那這是公權力問題，其實有很多公法上

的問題，所以我認為這種作法是很恰當的。

回到說這篇報告，什麼叫做公司內、什麼叫作公司外，譬如有一家公司要透過

公開收購來取得經營權，或者幾家企業都要作這種事情，或者幾家企業都透過公開收

購來影響經營權，那關於這一點朱教授引美國判決，討論到所謂美國法下面的買賣股

票、有價證券是屬於美國法下面商品勞務的買賣，這是美國法下的議題，我個人認為

這個問題的本質，是在反托拉斯法或是公平交易法對於企業經營權的變動，這應該由

公平法較積極介入或是留在證交法或是公司法，那這些規範是不是足夠，那朱教授提

到說有案例說意圖併購者之間作一些協議，那看起來從競爭上面是做了一些限制，所

以這是不是規範上面的漏洞？應該由公平法來填補，就我的理解，這一塊在反托拉斯



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426

法及公司法的學者可能會認為說這是市場的行為，聯合的協議與聯合的外觀，但是又

涉及到公司經營權的變動，那一般證交法對於公司經營權的變動已經有所規範，那反

托拉斯法是不是要進來就變得很複雜，這一篇文章有提到一些例子，我把它類型化，

第一個是聯合承攬，過去公平會對於聯合承攬也有表示意見，看起來是好幾家廠商有

聯合行為，至少這個聯合承攬不會涉及到公司經營權的變動，還有一類行為，就是同

樣參與公司經營權變動的，意圖併購者透過合縱連橫去達成一些協議，看起來也是聯

合，不過就是它涉及的背後的行為目的好像是涉及公司經營權的變動，還有一些是公

司的經營者與外面的意圖併購者去作一些約定，股份買回等約定，然後希望打擊另一

方的併購者，我會覺得說這裡有很多法令涉及公司經營權變動的，那證交法或公司法

會優先規範，那某種程度涉及到公平交易法的問題，但這也不是傳統公平法一言可以

說清楚的。

因為時間關係，我這裡就做一個總結，我就這種論文在國外是讀過的，但是在國

內這是第一篇，所以這個論文貢獻很大，它讓我們去思索這個問題，那這一篇論文是

一個開端，那所以我也說不上是贊成或反對，那假使公平交易法要介入的話要考慮我

所提供的淺見，包括規範順序、企業活動、包括企業外但是涉及到企業內經營權變動

的，那這幾種類型裡面這篇文章特別提到合縱連橫行為，這是很重要的，那至於是由

金管會或是公平會來歸範，可能是需要更宏觀或是系統性的研究，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