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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就競爭主管機關於審查結合案時，若擬以附加矯正措施作為許可結合

案之負擔時，從法律與經濟的觀點，探討其類型選擇與法制設計與實施之相關

問題。從比較法角度，本文首先介紹美國及歐盟之法制，重點置於二國所制

定關於矯正措施之「政策指引」及「通知」的具體內容，另配合代表性案例，

以例示規定於個案中適用之情況。另外，也將就國際競爭法組織OECD競爭委
員會以及ICN在此一問題上的努力成果，較具代表性的組織會員國國內法規定
等，一併於文中歸納分析。本文第二部分，則從整理歸納我國過去之案例開

始，探討其中所涉及之實務及理論議題，再從經濟學理的角度，檢討現行所普

遍為各國採行的「結構面」與「行為面」二分法矯正措施類型，各有何利弊，

並據初步研究心得，於文末，就本文研究發現對公平會未來執法可資參考之

處，提出初步之建議。

壹、前言

對於台灣及其他訂有競爭法的國家而言，結合規範均是一項重要且深具挑

戰性的任務。結合管制之所以重要，乃在於過於集中的市場結構，往往是市場

諸多反競爭行為的溫床，除了提供擬進行價格或非價格聯合行為的競爭者間，

或是具市場地位廠商濫用該經濟地位，以進行價格或非價格市場掠奪者，一項

穩定與便利的市場環境外，更可能因市場的更趨集中，事業間訊息互通及合作

關係更加頻繁和緊密，不當提高了市場的參進門檻，削弱潛在競爭本可發揮的

制衡功能。由於結合乃事業常用以改變市場結構的商業策略，因此，競爭主管

機關若能於結合完成前，有效防免或引導結合不致走向不利競爭之途，將可降

低後續市場出現聯合或獨占力濫用等行為出現的機率，大幅節省執法的成本。

不過，上述關於結合規範重要性的說明，也突顯了該項規範任務的艱鉅。

以被多數國家所採行之規範手段，即結合事前申報（pre-merger notification）
為例，競爭主管機關除須掌握結合行為所可能影響的相關市場現況外，對結合

案最終的許可、不異議，或禁止等法律判斷，本質上更涉及了對相關市場未來

可能變化的預測。結合當事人申報內容之真實程度，以及主管機關本身在搜尋

相關市場資訊時之主客觀條件限制，都可能讓判斷的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連

帶的也讓審查的結果更具主觀色彩。而隨著知識經濟的來臨，市場愈強調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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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與動態競爭的價值，這一執法上的難題，將更為明顯；其對全球競爭主管

機關的挑戰，也將更形嚴峻。 反應在結合審查實務上者，乃可以被明顯判斷對
市場競爭必然有利或不利的案件類型將愈來愈少，相反的，結合正反面競爭效

果出現機率接近的案件，很有可能會是未來案件的大宗。此時，單純的「許可

/不異議」或是「禁止」決定，其出現「錯殺」及「錯放」的機率也將隨之增
高。相對的，「結合矯正措施」（merger remedies），提供了位於結合審查光
譜二個極端決定間之一項緩衝選項。簡言之，主管機關透過設定條件或負擔，

在許可結合的同時，亦要求結合當事人遵守或履行一定之結構面或行為面義

務，除可確保結合所可創造之經濟效益，不致因「錯殺」而喪失外，亦可透過

與當事人協商相關矯正措施的過程中，獲取更多的產業與市場資訊，設計出最

能反應市場現實的條件或負擔，創造政府與業者雙贏的規範結果。

上述說明或可用以解釋何以具成熟執法經驗的國家，如美國、歐盟、英

國、加拿大，以及ICN或OECD等國際組織，均相當關注結合矯正措施之類型
設計與實施實效性等問題

1
，甚至制定相關之策政策指引說明來加以因應

2
。身

為國際競爭法社群一員的我國，將無法自外於這股潮流之外。事實上，從公平

會近來所處理的「好樂迪與錢櫃結合案」、「Yahoo及無名小站結合案」、以
及「統一及維力結合案」看來，是否於個案中運用矯正措施，以及該如何運

用，都將會是公平會於未來審查結合案時，所會經常面對的議題。而公平會自

創會以來，雖已累積不少審查經驗，並且於相關個案中，也已使用過矯正措施

作為許可結合之條件或負擔，但多屬個案式（ad hoc）的考量決定，欠缺較為
整體性的判斷原則。故實有必要從學理及各國實踐經驗中，嚐試建立一套適合

我國產業結構與市場需求的實施標準，以因應未來之挑戰。

本文擬從介紹與分析執法先進國家之法規與執法經驗著手，輔以經濟理

論，從執法成本與制度設計等角度，評估具體矯正措施之利弊得失，並檢驗我

國現行矯正措施之問題，最後依據研究所得結論，提出可資我國參考之矯正

措施設計原則。第二節至第四節，將首先介紹美國、歐盟、及主要國際競爭

法組織，如OECD競爭委員會及ICN等對此議題之相關研究成果及政策建議；

1 參考Merger Remedies (OECD Policy Roundtable, 2003)
2 參考Antitrust Division Policy Guideline to Merger Remedies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titrust Division, October 2004); Commission Notice on Remedies Acceptabl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EEC) No. 4069/89 and under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447/98, [2001] O.J. 2001 c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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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整理介紹我國目前之執法現況，及相關問題。第六節從經濟分析的角

度，探討「結構面」矯正措施（structural remedies）及「行為面矯正」措施
（behavioral remedies）之成本效益為何。第七節綜合研究初步結論，從政策與
法規層面，提出對我國未來深化實施結合矯正措施所可參考採行之基本原則與

配套作法。第八節總結本文。

貳、美國法關於結合矯正措施之執法經驗

一、法規依據

美國聯邦法規對結合行為之主要規範依據，包括休曼法（Sherman Act）
第一條與克雷頓法（Clayton Act）第七條。休曼法第一條適用於具實際降低競
爭者之競爭能力之結合案例；克雷頓法第七條則擴及某限制行為於實質上足以

減損競爭（substantially lessen competition）者，亦即該限制行為具有「潛在」
反競爭之風險時，即有適用之餘地。依克雷頓法第七條

3
之規定：「從事商業

者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取得他一從事業者之股票，或其他股份資金之全部或一

部，或任何屬於聯邦交易委員會管轄之公司，取得他一從事商業者資產之全

部或一部，如取得之結果，對國內某一他地區之商業活動，造成實質上減損競

爭，或有形成獨占之虞者，不得為之。」本條之規定之規範對象為從事商務

者，涵蓋各類商業組織。
4

對於具有「實質減損競爭」疑慮的結合行為，依克雷頓法第十五條
5
以及

休曼法第四條
6
之規定，主管機關所得使用之規範手段頗為多元：例如以禁制

令，全面禁止該結合，或是選擇以協議裁決（consent decree7
）或在「修正優

3 15 U.S.C. §18 (1996).
4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

202，2003年12月。
5 15 U.S.C. § 25 (1988) ( “[I]t shall be the duty of the several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in their respective district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to institute 
proceedings in equity to prevent and restrain such violations. Such proceedings may be by 
way of petition setting forth the case and praying that such violation shall be enjoined or 
otherwise prohibited.” ).

6 15 U.S.C. § 4 (1994).
7 協議裁決（Consent decree）係拘束反托拉斯署及被告之協定，其申請乃係於聯邦地
區法院公開為之，並成為具拘束力的法院命令。相對而言，修正優先矯正措施係於
結合反競爭疑慮出現之前，當事人修改或「修正（fix）」交易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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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fix-it-first）的原則下，接受矯正措施而允許結合當事人進行結合。在此
一廣泛的授權規定下，為讓反托拉斯署能掌握實施矯正措施的目的、原則、以

及可使用之具體手段，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乃於2004年制頒了「結合矯正措
施政策指引」（Antitrust Division Policy Guide to Merger Remedies；「政策指
引」）。

二、2004年「政策指引」之說明與介紹

「政策指引」之目的係在提供反托拉斯署官員及經濟學家於結合個案中的

一項實施架構，其著重於反托拉斯署所使用之矯正措施類型，以及確認該矯正

措施符合法律及經濟原則，並與認定競爭損害有實質的關聯。不過，「政策指

引」僅是原則性規定，並非在排除反托拉斯署得依判斷，採行不同類型措施之

裁量權。

（一）基本實施原則

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於適用「政策指引」時，應遵守以下幾項基本原

則：

1.  除非反托拉斯署基於合理之基礎得以確信結合案將違反反托拉斯法，否
則不得接受矯正措施之要求。

2.  矯正措施之建立，應基於嚴謹法律與經濟理論，謹慎運用於審議案件之
個案事實評估。

3. 矯正措施之目的在於回復競爭，而非進一步促進競爭。
4. 矯正措施在於保護競爭，而非競爭者。
5. 矯正措施應有被執行之可能性。
6. 反托拉斯署應投入必要的時間及資源，監督矯正措施被充分履行。

（二）矯正措施之類型

結合矯正措施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為從結合市場結構著手之措施，另一

種則是針對被結合廠商（merged firm）之行為進行法律上的調整。前者「結構
面」（structural）的矯正方法通常涉及對結合事業出售資產之要求，例如被結
合廠商（merged firm）透過出售公司資產或智慧財產權的授權等方式，來創造
出新的競爭者。後者通常涉及以禁制令的方式管理或規制結合後事業之商業行

為。於某些案例中，二者可併存實施。在決定實施何種類型矯正手段時，反托

拉斯署會依以下順序原則進行判斷。

1. 優先考量結構面的矯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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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行為面矯正，結構面矯正較簡潔及確定，而行為面的矯正措施，典

型地較難操作、複雜且管理成本高，且較結構面的矯正措施更容易被規避。

 行為面的矯正措施至少須承擔四項潛在的大量成本，第一，關於監測被結
合廠商（merged firm）的行為及確認遵循法令與否的直接成本。第二，關於被
結合廠商（merged firm）規避矯正措施的所投入之間接成本。第三，行為面的
矯正措施可能限制潛在競爭行為。第四，行為面措施即縱使有效，但對未來行

為的規範，將同時限制了廠商因應市場變動的能力。

2. 解體必須包含使購買者成為有效率長期競爭者所需之所有資產
以出售資產達成解體的目標，係在確保結合當事人擁有維持結合前競爭規

模之手段及誘因。即解體資產必須數量夠大，方有可能讓購買者成為有效及

有效率的競爭者。另外，購買者也應確保於相關市場中利用所購得的資產，

不會清算或重新為不同的資產配置安排。若結合使資產成為極有價值的品牌

或其他無形資產，那麼解體應包含品牌出售或授權，使其購買者得以與他人

快速且有效地競爭。意即在有基礎客源的市場，為了以有效規模運作，被解

體（divested）的資產應一併將客戶轉移給購買者，或快速使購買者取得客戶
群。

一旦反托拉斯署提出協議裁決，裁決須涵蓋解體資產的精確說明，以及其

可如何用以維持結合競爭而解決反托拉斯署所關注問題。於提出法令後，若反

托拉斯署及被告同意出售未於協議裁決（consent decree）中說明的整組資產，
以解決交易所增加的競爭性問題，此時必須修正協議裁決（consent decree）並
說明新的解體資產及理由。

3. 優先考量既存商業實體的解體
反托拉斯署協助既存企業的解體，已顯示其於相關市場中競爭的能力。既

存商業實體應不僅僅處理所有有形資產，人事、顧客名單、資訊系統、無形資

產及管理基礎結構等皆為充分生產及相關產品之經銷所需者所應包含在內。若

欠缺前述某些特性時，結合廠商額外的資產需要被包含於解體組合內。

既存商業實體提供目前及潛在的顧客，乃相關產品可信賴的提供者，得建

立一項其為可生存的且為市場中有效的競爭者之有力假說。相反地，若一組資

產僅由部分既存商業實體組成，未能顯示其具備有效競爭的能力。

反托拉斯署應小心仔細審查結合廠商以低於既存商業實體之價格出售之提

議，因為結合廠商有充足的誘因出售較購買者未來有效地競爭的需求為數較少

的資產。進一步言，購買者可能願意以適當的價格購買這些資產，即使他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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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於結合前的規模下充分產生競爭，只要被解體的（divested）資產對購買
者有一定程度的價值

8
，其或許仍願意以低價購買之，不論他們是否矯正了競

爭的影響。

然而，若欠缺既存實體，或當某些實體資產已被潛在購買者所擁有，少於

既存商業實體的解體應加以考量。當有必要回復競爭，超過既存商業實體的解

體亦應予以考量。

4. 重要資產為無形者，被結合廠商必須將權利予以解體
重要資產為無形者－例如，有生產相同最終產品專利權的多數廠商進行結

合，則結構性救濟必須提供資產上之權利給一名或更多購買者。當矯正措施需

要將無形資產解體時，將產生被結合（merged）廠商能否享有資產上的權利的
問題。因為某些無形資產有特殊的經濟上權利，一方當事人利用資產並不阻礙

其他人使用之，出售人保有如同購買者的權利，並不會造成額外之成本。

然而，允許被結合（merged）廠商維持重要無形資產的使用權，可能會有
顯著的競爭風險。例如，無形資產的購買者若無權排除他人（特別是被結合的

廠商）使用權利，其於市場中的競爭力將降低。再者，分享無形資產的權利

（如專利或品牌），將降低結合後廠商間從事競爭行為（包含投資及行銷）的

意願，即購買者無積極競爭誘因。最後，當廠商間共享相同的商標或著作權

時，無人有適當的誘因去促進及維持品質及品牌的聲譽，而有阻礙購買人回復

有效的競爭的風險存在。

然而，當被結合廠商需要保有於無形資產上的權利以達明顯的效率時，例

如其無法透過與購買者訂定有效率的授權契約時，非排他性的授權，在回復競

爭的同時，也能確保購買者未來的競爭力。

5. 行為面措施僅於特定情形下適用
雖然行為面矯正措施易產生大量的監督成本，然而在某些情形下，行為面

的規範，有可能是較結構面更妥當的矯正措施。例如行為面救濟可能可以輔助

結構面措施的實行，或是當禁止結合將不利於效率的提升，而結構面救濟不可

行時。

(1)行為面矯正作為結構面矯正之輔助措施
於某些情形下，利用行為面矯正可有效協助結構面矯正的施行。例如短期

的供應協定搭配結構面矯正措施。若資產購買者因需重新配置工廠或改變產品

8 例如，協助事業於市場中獲利，或使其得以於相關市場中產生競爭的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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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而無法於期限內製造產品時，短期供應義務有助於確保競爭者存在的

功能。另外，像暫時限制被結合廠商取得解體中部分人事資產的能力，有時是

適當的而得以確保購買者有獨立於市場中競爭的能力。任何事業單位部分的解

體，通常會涉及將結合廠商人事移轉給資產購買者的問題。因現有的員工通常

就解體資產的運作是必要的，且該等員工擁有關於特定製造設備技術的知識、

或是必要軟體的研發者。為確保解體後市場能確實出現有效競爭，反托拉斯署

可能禁止被結合廠商於限制的期間內重新雇用這些員工。

(2)獨立的行為面矯正措施
單獨利用行為面矯正措施於美國反托拉斯實務上較為罕見。 通常是在禁止

結合和結構面矯正措施同樣會出現降低效率或為無法實現時，才會被考慮。反

托拉斯署要求行為面矯正措施必須是具體而明確。

於決定行為面的矯正措施是否恰當，反托拉斯署亦將考量監控及執行矯正

措施的成本。常見的獨立行為救濟形式為防火牆、公平交易及透明化規範：

2.1.1防火牆規範
防火牆是設計用於避免廠商內資訊的散佈。但此一措施有其本身內部的成

本。第一，反托拉斯署及法院必須耗費相當多監控時間及資源；第二，須設計

出一項得確認相關資訊、且無論如何資訊不會被散佈的規範。第三，防火牆經

常會破壞結合所生之效率。基於這些理由，於反托拉斯法令中防火牆的使用僅

屬例外。

2.1.2公平交易規範
公平交易規範包含平等使用及非歧視的概念。假設一上游獨佔者提出與下

游廠商三家之一者結合，且三家下游廠商皆於相同的相關市場中競爭。此結合

所生之問題為上游廠商有誘因提供被結合下游廠商較優惠的交易條件，而以提

供較不具吸引力的條件給另兩家下游競爭者。此時，必須考量公平交易條款，

即上游廠商必須提供相同條件給三家下游競爭者。然而當上游廠商結合下游廠

商後，由於其已成為上游廠商之內部事業單位，若能強求上游廠商僅得以統一

且非歧視性的較高價格出售產品予下游廠商，此實有違利用結合實現效率目標

的初衷，故使用該類型措施應相當謹慎，使裁量者得以實現反托拉斯矯正措施

之重要目標而不傷及市場績效。

2.1.3透明化規範
反托拉斯署有時會於垂直結合案例中適用所謂透明化規範，作為其唯一或

主要的救濟手段。此規範通常要求被結合廠商提供確定資訊給主管機關，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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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主管機關限制廠商於結合後從事反競爭行為。但此一手段的問題在於，第

一，有設計不會被規避規範之實際困難。第二，反托拉斯署監管機關須有能力

判斷資訊的重要性、及確認資訊確實已被審查。第三，反托拉斯署及法院必須

擴增大量資源於監控與執行規範。

2.1.4其他類型的行為矯正措施
包含像長期供應契約及限制重新取得稀少（scarce）的人事資產等。

（三）矯正措施之實施

1. 預先修正（fix-it-first）矯正措施應能消除競爭傷害
預先修正矯正措施是一項於結合前由當事人實施、反托拉斯署接受之結構

面矯正措施。於確定情形下，該修正矯正措施能比法令更快且有效地保有市場

競爭。例如，快速的解體能避免資產浪費等問題。

當預先修正矯正措施得被實施時，反托拉斯署將行使其行政裁量權，放棄

立案、並終結其調查權，不施加任何義務於結合當事人，而能保有結合前競

爭、有效率地使用資源、並節省社會成本。此制度提供塑造適當解體時更大的

彈性，因應不同購買者而量身訂做不同資產組合以使其具備競爭力。

當預先修正矯正措施得消除因結合所生之競爭傷害時，反托拉斯署將接受

之。其於審查預先修正矯正措施時，應謹慎檢視解體中出售者與購買者的關

係，且調查可接受的預先修正，是否包含比立案所能尋求更大量的救濟管道。

2. 多數協議裁決均應包括獨立性條款（A Hold Separate Provision）
協議裁決要求於交易結束後需要解體，被告應採取必要步驟以確認被解體

的資產得以維持如同獨立的、確切的及有銷路的狀態，而不會減損市場競爭之

獨立性與競爭強度。

3. 解體應盡速完成
反托拉斯署要求當事人盡速完成解體，主要乃基於以下考量。第一，盡速

回復市場競爭至結合前之狀態。第二，減緩於解體過程中資產價值潛在的浪

費。

根據解體資產的規模及複雜度，解體廠商通常獲得60至90天安排購買者。
協議裁決亦允許反托拉斯署得於解體廠商已盡善意努力（efforts），而延展期
間較可能成功解體時，行使裁量權以同意與否短期之延展。反托拉斯署將要求

於解體過程中定期的報告以確認有善意的努力，一旦提出最終和解即應促進快

速審查。

4. 反托拉斯署批准購買者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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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托拉斯署以三項基礎檢測決定是否批准提議之購買者。第一，解體不會

因該購買者而有礙市場競爭傷害。第二，購買者有誘因使用解體資產於相關市

場中競爭。購買者需提出證據，包含商業計畫、進入市場前的努力、或互補

產品的生產者地位，於相關市場中廠商的顧客及供應者之觀點亦予以考量。第

三，購買者有充足的企業才能、經驗及於長期市場中有效競爭的財務能力。

於決定是否提議的購買者「適合」，反托拉斯署不會比較於多數潛在購買

者的相對適合程度，並且直接出售給最適合的購買者。適當的矯正措施目標係

確認挑選的購買者將是有效率的、市場中可生存的競爭者，不必要為最佳的可

能競爭者。

5. 成功的解體與解體資產之出價高低無直接關係
解體措施，乃著眼於競爭的維持，而非解體廠商或建議的購買者是否為較

佳的交易協商對象。因此，反托拉斯署並不直接關注資產的交易價格是否「過

低」或「過高」的問題。因潛在購買者知悉解體廠商係被迫於有限時間內拋棄

資產，價格有可能因此而被策略性的壓低或哄抬。無論如何，反托拉斯署不會

考量解體資產的價格，反而更加關注於購買者的效能及於市場中存續的能力。

當購買價格「過低」，而被指為是購買者無意於市場中保有資產或競爭的

事證時，反托拉斯署將檢視資產清算價值
9
。然而，在大部分情形下，清算價

值很難確實被決定，且低於清算價值之出售價，不必然意指資產將於相關市場

外重新被配置，其可能只是表示購買者正在進行價格協商。因此，若反托拉斯

署充分確信購買者於相關市場中競爭之意圖，反托拉斯署並不要求價格超過清

算價值。而過高的資產出售價格將增加二項有害市場競爭維持的風險。第一，

提議之購買者支付高昂的價格以取得更大的市場力量。第二，支付過高價格的

購買者，因此而缺乏適當營運資金及增加破產的機率。

6. 不得限制解體資產之轉售
於潛在購買者因缺乏足夠資訊，導致出價過高而購得解體資產的情形，反

托拉斯署固然無法持續地預見並修正錯誤的市場結果，但若購買者得自行轉售

解體資產給有效運作的廠商，市場將自行修正錯誤。因此，反托拉斯署並無意

圖限制購買者轉售解體資產的能力，也不允許出售者限制之。然而，於例外情

形下，反托拉斯署若確信購買者於協議裁決期間將解體資產轉售給特定交易對

象時將產生反競爭效果時，此時即有必要限制購買者出售資產給之能力。

9 清算價值於此被定義為，於相關市場外重新配置資產使用時之最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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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售者對解體資產之融資為反托拉斯署所強烈不建議採行者
出售者以債務或股東權益的形式將解體資產予以融資，將增生大量的潛在

問題。第一，出售者保有某部分資產的控制權，將削弱購買者的競爭力。第

二，由於出售者認為激烈競爭可能危害購買者償還融資資金的能力，出售者與

購買者競爭的誘因可能受阻礙。第三，若購買者破產，出售者於解體資產有相

同法定求償權。第四，出售者可能使用持續的關係作為交換競爭敏感資訊之管

道（conduit）。最後，購買者無力自銀行或其他借貸機構取得融資資金，增加
了購買者生存力的問題。基於這些理由，反托拉斯署不允許出售者將解體資產

的出售予以融資。

8. 強烈不建議採行「皇冠珠寶」條款（crown jewel provisions）
「皇冠珠寶」指若當事人不能於確定期間內出售最初達成共識的解體資

產，可將更有價值的資產附加於最初解體組合，作為備位的解體資產。反托拉

斯署不贊成使用這種解體資產安排。因回復競爭並非為了處罰結合廠商，而是

結合矯正措施的目標，協議裁決不應要求皇冠珠寶資產的解體超過矯正競爭問

題所需的資產。另外，皇冠珠寶規範亦給予購買者控制或運用的機會，若僅有

少數潛在購買者，且知悉於有皇冠珠寶條款，其可能有意地延遲解體資產之議

價，以使其得以具吸引力之價格取得之。

9. 協議裁決必須包含出售受託人（trustee）之條款
若被告未能於法令所述期間內完成要求的出售，反托拉斯署應立即指派、

並使法院委任一名有責完成解體且反托拉斯署可接受的購買者之受託人。出售

受託人應確保法令以即時且有效的方式實行。故，若被告於合理時間內未完成

解體
10
，應立即委任一名出售受託人；而被告於解體期間無法管理解體資產而

未損傷其價值時，營運的（operating）受託人11
是必需的；或受託人的專業技

能對有效解體是相當重要時，監控的受託人
12
亦為必需的。

10 反托拉斯署初期已合理認定被告將不會於合理時間內完成要求的解體。例如，若資
產快速惡化，使出售者有誘因延遲解體，或當被告花費異常長的時間始得完成要求
的解體，反托拉斯署可能要求立即委任出售受託人。

11 依據法令的條件，營運的受託人有責逐日管理所有或部分被要求解體的商業。惟營
運受託人極度不可能有適當的知識及短期內有效營運商業之誘因。因此，僅於反托
拉斯署認定被告在解體期間可能誤管資產，並因此損傷解體得回復有效競爭的可能
性時，始委任營運受託人。

12 監控的受託人有責審查被告遵循法令之義務，以出售資產與可接受之購買者，或遵
循禁制令規範，以保有被告於其他商業營運中獨立資產。惟，監控受託人的工作可
能潛在地與反托拉斯署法令執行之努力成果起衝突，故其僅適用於反托拉斯署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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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議裁決之遵循及執行

不論是預先修正矯正措施，或包含結構面或行為面規範的協議裁決，當事

人皆須維持結合前的競爭規模，反托拉斯署始得同意該矯正措施。反托拉斯署

有責依據公共利益及先例，確認同意的矯正措施之嚴格實施及遵從，首先必須

確定當事人將正確無誤地遵循法令，充分公告予法令執行對象知悉，並規範其

得以收集監控遵循法令之所需資訊的方法。反托拉斯署亦透過民事或刑事藐視

程序，強制執行協議裁決。

參、歐盟關於結合矯正措施之執法經驗

一、法規依據

有關歐盟結合矯正措施之法規依據，主要可追溯至歐盟競爭法規對結

合行為之規範。首先，在原《歐洲共同體條約》（The European Community 
Treaty）第81條與第82條，即現行《歐盟運行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的第101條與102條中關於私人企業間之競爭實體規範，
而這兩個條文的立法要旨主要為「禁止企業間任何限制競爭之協議」與「禁止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然而，在《歐盟運行條約》第101條與102條中並未提及任何企業合併控制
之規範辦法，爾後在歐盟經濟快速發展下，各企業紛紛欲擴充壯大、互相結合

以求生存，如此一來，企業合併所造成之公平競爭問題漸漸浮上檯面，於是歐

盟在1989年又通過了《結合規則》（Merger Regulation）13
，作為事業結合的管

理依據。

在2001年11月12日，執委會於其公布的綠皮書（Green Paper on the Review 
of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中認為，為了因應歐盟的經濟發展
現況，應該重新檢視結合管制的相關規範，因此各界開始進行結合規範的相

關討論，終於在2004年，歐盟執委會通過了針對企業間經濟力集中度控制之
新《結合規則》

14
來取代前述之《結合規則》，並同時頒布《水平結合準則》

使用的方式、且具有技術專業的監控受託人能扮演一個有價值的角色時。
13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4064/89 of 21 December 19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14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Official Journal 2004 No. L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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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15
。

此外，在2001年頒布《結合規則》與2004年修正《結合規則》之後，歐盟
皆隨之頒布了《結合矯正措施通知》（Remedies Notice）16

及其相應之修正版

本
17
，來規範有關企業合併後的救濟措施，本通知的相關內容乃為本章主要分

析之重點。

二、「結合矯正措施通知」之說明與介紹

《結合矯正措施通知》在2001年發布，乃衍自1989年通過之《結合規則》
及1998年通過之《有關結合規則之通知、時間限制與聽證條例》18

；由於《結

合規則》及其執行條例（Implementing Regulation）19
在2004年有所修正，因此

同年歐盟執委會即頒布新的《結合矯正措施通知》。以下說明與介紹的乃是現

行之2004年《結合矯正措施通知》。
（一）立法目的

《結合矯正措施通知》的立法目的，是要提供一個有關市場集中度之修正

指導原則，此種修正欲透過歐盟執委會的矯正來消除市場競爭之集中程度，因

此普遍被視為一種救濟措施。此外，《結合矯正措施通知》中的指導原則更反

映了在《結合規則》從1990年開始執行以來，執委會對於矯正措施之評估、採
納與執行之發展經驗。

（二）一般原則

1. 責任分配
在《結合規則》的架構下，歐盟執委會有責任去證明結合後之集中程度會

明顯阻礙競爭。歐盟執委會對當事人表達其對競爭情形之關注，希望能由當事

15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Official Journal 2004 No. C 31/5

16 Commission notice on remedies acceptabl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and under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447/98, Official Journal 2001 No. C 68/3

17 Commission notice on remedies acceptabl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and under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802/2004, Official Journal 2004 No. C 
267/1

18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447/98 of 1 March 1998 on the notifications, time limits 
and hearings provided for in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19 Commission Regulation(EC) No 802/2004 of 7 April 2004 implementing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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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出制訂適當與相應之矯正措施的建議。欲合併的當事人會對執委會提出承

諾，而執委會除以當事人承諾為基礎外，不得對授權決定單方面地強加任何條

件。即便當事人提出超出維持競爭環境之必要條件的承諾，執委會也沒有任何

權限去拒絕或對授權決定單方面加入其他條件。倘若當事人未有效提出足以消

除競爭集中度之矯正措施，則執委會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禁止該結合。

執委會必須要去評估當事人所提出之矯正措施執行後是否得以消除競爭的

集中程度。此一判斷涉及當事人是否擁有評估的必要相關資訊，尤其是該措施

的可行性與解體（divesture）後的存活率與競爭力等。因此，當事人有責任提
供執委會對評估當事人所提出之矯正措施的必要、有效資訊。

2. 接受結合矯正措施的基本條件
在《結合規則》下，僅僅在當事人之承諾足以提供符合共同市場之集中程

度，並得預防對有效競爭之明顯阻礙時，執委會才有權力接受該結合矯正措

施。因此，執委會必須由消除競爭集中度，以及廣泛、有效地由各方角度去考

量。

當事人所提出之結構上的承諾，尤其是「解體」，只有在執委會認定此承

諾有執行的可能性，且新的商業結構乃具可行性與可持續性之「確定性的必要

程度」（the requisite degree of certainty），才符合採納本矯正措施之條件。如
此是為了確保有效競爭之明顯阻礙不會出現。為了要使當事人之承諾都遵守這

些原則，必須要有有效的監控機制。「解體」的矯正措施一旦執行，就不需要

任何進一步的監控措施；而其他類型的矯正措施則是需要有效的監督機制，如

此係為了確保其效率並未減少或甚至被消除。

3. 不同類型結合矯正措施的適當性
在一個結合案例中，是否有矯正措施？哪一種類型的矯正措施是適當的？

則需要依個案來檢視。不過一般而言，普遍可區分為「解體」措施與其他結構

性矯正措施。依本通知之文義，歐盟執委會認為，「解體」係解決水平合併引

發之競爭問題的最好方式，也可能係解決垂直或多角化結合的最佳手段。但倘

若其他結構性的矯正措施與「解體」有相當之效果，那麼這個承諾可能亦適合

解決所有類型之問題。另外，與未來合併後企業行為有關的承諾，只有在非常

特殊的例外情況才能被接受，尤其是水平合併所引發之競爭問題，這種承諾諸

如合併後不會提高價格、縮小產品範圍、消除品牌等等，一般來說都無法消除

競爭的集中問題。在任何案例中，這種矯正措施的類型只有在其可行性得透過

有效實施與監督完全被確保，並且沒有扭曲競爭之風險時，始可例外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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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程序
執委會在任何程序階段中都可以接受當事人的承諾。然而，有鑑於深入

的市場調查都僅於第二階段程序中進行，因此在第一階段對執委會提出之承

諾，必須要足以排除《結合規則》第六條第一項第(c)款「嚴重懷疑」（serious 
doubts）之意義範圍。根據《結合規則》第十條第二項，執委會必須在《結合
規則》第六條第一項第(c)款之「嚴重懷疑」因為當事人之承諾而被排除時，
就馬上採取批准決定。這個規則尤其適用於第二階段訴訟程序的早期所提出

之承諾。經過深入的調查，且執委會在其所提出之反對聲明（Statement of 
Objections）中已達成此合併乃造成有效競爭的嚴重阻礙之初步看法後，當事
人所提出之承諾就必須要能夠消除這個有效競爭的嚴重阻礙始得被接受。

凡當事人違反承諾中所提出之義務，執委會得分別依《結合規則》第六條

第三項與第八條第六項之規定，來撤銷其依《結合規則》第六條第二項或第八

條第二項之決定。在違反義務的情形下，當事人也可能分別依《結合規則》第

十四條第二項第(d)款，與第十五條第一項第(c)款被處以罰鍰。倘若一個條件
被違反，例如一個企業沒有依承諾在期限中解體，或是解體後又再恢復原狀，

則執委會相應之決定就不再適用。在這種情形之下，執委會可能採取兩個措

施：第一、根據《結合規則》第八條第五項第(b)款採取適於維持有效競爭之臨
時措施。第二、如果其合致於《結合規則》第八條第四項第(b)款的條件，執委
會得提出任何適當措施之命令以確保企業解消其集中度，或是依據第八條第七

項，採取第八條第一至三項之決定。此外，依據《結合規則》第十四條第二項

第(d)款，當事人也有可能被處以罰鍰。
5. 解體承諾（divestiture commitments）的範例文本
歐盟執委會已經在2003年發布了一份《解體承諾的最適實踐準則》（Best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Divestiture Commitments）20
，其中包括「解體承諾」之

範例文本（Standard Model for Divestiture Commitments）與「受託人託管」之
範例文本（Standard Model for Trustee Mandate）。這些範例文本並非要提供與
所有案件相關之詳盡事務，在合併程序中也沒有法律拘束力；相反地，這些文

本僅僅是要對《結合矯正措施通知》做補充，設定一個提供當事人使用之解體

承諾標準格式，同時在特定案件中此文本也預留了可調整之彈性。這些文本可

能會不斷地更新，且倘若有需要的話，執委會也會發出更深入之結合矯正措施

20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legislation/divestiture.html，查訪日期：
201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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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文本。

(1)矯正措施類型
若企業合併後的集中度會明顯阻礙有效競爭，那麼維持有效競爭最有效率

的方式除了禁止以外，就是創造出一個新的競爭實體，或是透過合併當事人之

「解體」來加強既存競爭者的競爭力。解體必須包括一個可長久、持續獨立

運作的事業。為了讓事業獨立運作，必須是執委會認可不存在反競爭疑慮的市

場。另外，也應考慮到事業移轉給新所有人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這些風險可能

會使市場條件變得更加反競爭。

在被解體事業的範疇部分，該通知規定，事業必須包括確保持續經營、維

持競爭力，且係最近營運所需之資產，以及僱用之人員。若該人員或資產能夠

確保事業持續獨立營運以及競爭力，除去該人員或資產營運將陷入困境者，便

皆須包括在內，即使是和該方其他事業所共有之人員和資產亦同。因此必須包

括Ｒ＆Ｄ團隊、ＩＴ人員等，即使該人員近期係受僱於事業其他單位部門；係

分派至他單位部門之資產，或他單位部門擁有資產所有權亦同。

此外，事業必須能夠獨立運行。因此，未來可能甚至是被假定之承購者的

資源，在執委會評估矯正措施時，都不能被列入考量。但如果該事業已和特定

承購者達成買賣協議結論者，則執委會可將其列入評估考量中。

1.1. 獨立企業與替代方案接受之條件
正常來說，一個獨立運作的事業在過渡期中，就要素供應或其他情事可以

獨立於合併事業單獨作業。執委會偏好一個已經存在的公司、集團，或是法律

上尚未存在的事業部門。但是執委會基於比例原則的考量，有時也會將與事業

有強烈連結的部門「割讓」出去。為了減低永續獨立運作與競爭力的風險，他

們可能會建議割讓一些不必要割讓的部分，但該事業也可能採取「反割讓」的

方法來應付。

另外，如果競爭問題是起源於科技或智財權，則科技或智財權的解體是較

為可行的矯正措施。在例外情形下，執委會允許一個獨家的、有時間限制的品

牌，使其在可預見時間內能夠品牌再造。在第一個品牌再造的階段後，接下

來是第二個叫做「停電期」（blackout phase）的階段，戒斷所有品牌的使用。
目的是使被授權人能夠將顧客自授權品牌移至自有品牌，以創造一個獨立運作

的競爭者，而不須將授權品牌解體。不過，用品牌再造矯正措施來恢復有效競

爭，風險遠大於解體事業。因為品牌再造在「是否新品牌能夠建立成為一個活

躍的競爭者」上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所以品牌再造必須先確認授權可持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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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維持競爭，被授權人在品牌再造後亦得成為有效競爭者。

1.2 不得再收購條款（Non-reacquisition Clause）
為了維持矯正措施的結構性成效，除非執委會知道市場條件已改變，承諾

必須確保合併主體不能持續對被解體之事業具有影響力。另外，承諾必須可確

保事業十年內不能重新獲得影響力，否則即使未明定事業有此權利也將違反承

諾。

1.3 替代解體承諾：皇冠珠寶21

執委會無法接受不能有效競爭的風險。因此執委會只有在下列情況下，才

會接受解體承諾：第一，沒有不確定性，承諾中提到的解體由可獨立運行之事

業組成；第二，若該方無法達成最初承諾，必須提出替代方案，而替代方案須

為「皇冠珠寶」。為了去除過渡期的風險，過渡期的保護措施以及對於所有資

產採用不同措施是必要的。此外，承諾必須建立一個明確的原則以及時間表，

以明示如何及何時使解體義務有效，執委會執行可以更迅速。

1.4 轉移至適合的承購者
為了確保事業解體賣予合適的承購者，該承諾必須包括界定其合適性的原

則，使執委會得以作出解體得以移除競爭疑慮的結論。至於承購者適格性要求

如下：第一，獨立於目標公司，與其毫無關連。第二，擁有足夠財力、動機

和能力維持並發展事業與他事業競爭。第三，對於競爭不得可能增加新的危險

性，不得拖延執行。惟承購者資格之要求係依個案認定。

在各類資產轉移類型中，預先修正矯正措施（Fix-it-first remedies）是執委
會頗為鼓勵的一項方法。即被要求出售資產之一方，在執委會的認定合適承購

者過程中，已和特定承購者就購買有大致之合意，而執委會認定該解體事業轉

移予被認定之承購者已可消除執委會對競爭之疑慮時，則不再需要發出任何決

定，被解體事業可以在短時間內被移轉。不過這種案例通常是在只有少數潛在

承購者時會被認為適格，尤其是被解體事業不是一個可獨立運行的事業，但只

要有承購者的特定資產，或者承購者之特定特質，就能完成此種矯正措施解決

競爭疑慮時。

(2)移除其與競爭對手之連結性
解體承諾可能出現在當事人與競爭者間的連結性將提高競爭集中度的案例

中，並用於移除此連結性。在合資企業（joint venture）中，為了要切斷與主要

21 「皇冠珠寶」是指被併購公司的資產中最有收益或是最值得投資的部份，即購併案
中最有價值的精華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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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的結構性連結，該企業之少數股權或是主要競爭企業之少數股權的解體

似乎是有必要的。若競爭企業中之少數股東在財務方面會提高該公司之競爭集

中度，則執委會得例外接受與競爭企業少數股權有關之權利的犧牲。在這種情

況下，當事人必須要放棄股東與競爭行為相關之所有權利，例如董事會上的代

表權、否決權以及資訊權。

(3)其他矯正措施
雖然解體或移除與競爭者間之連結性是歐盟執委會首選之結構面矯正措

施，但這並非是消除競爭集中度之唯一可能的矯正措施。執委會在其他矯正措

施之效果等同於解體之情況下，得接受該類型之承諾。

3.1 開放使用矯正措施（access remedies）
有些案件中，執委會得接受企業開放其重要基礎設施、網絡、關鍵技術

（包括專利、專有技術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等）或必要投入的矯正措施，而通常

市場中的各方都可以在不歧視與透明的情形下准予取得並使用該技術。

3.2 長期獨家契約之改變
因集中度造成的市場結構轉變會導致現有契約之約定不利於有效競爭。在

排除上游（其競爭者的投入）或是下游（其對顧客的通路）的長期獨家供貨協

議中，這種不利競爭之情形會更加容易存在。倘若合併後的企業體將有能力及

誘因去以這種方式排除其競爭者，則這種排除效果即可能阻礙有效競爭。在這

種情況下，既存獨家契約的終止或改變，得被認為是消除競爭集中度的適當方

式。

3.3 其他非解體之矯正措施
執委會認為，非結構類型之矯正措施（例如當事人放棄某些諸如組合銷售

等之商業行為的承諾）一般而言不會消除水平合併所造成的競爭集中度。在任

何案例中，因為缺乏實施上的有效監督，因此這樣的措施都難以達成其有效性

之必要程度。

事實上，執委會不太可能有能力去檢驗當事人是否有遵守承諾；甚至連其

他市場參與者都未必可以確定當事人在實踐中是否有達成其承諾。此外，即便

其競爭對手得以確定當事人是否有實現承諾，其也沒有誘因去提醒執委會，因

為他們並不會因為當事人所提出之承諾而直接受益。因此，執委會只有在特定

的例外情況下，會考慮接受非結構性的矯正措施，例如在企業集團結構中產生

的競爭集中度問題。

(4)審查條款（Review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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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哪個類型的矯正措施，企業所提出之承諾都會有一個審查條款，這

個條款允許執委會在當事人提出正當理由時，在例外情形下准予延長承諾之期

限，或是免除承諾、修改承諾、接受替代承諾之方案。

肆、我國關於結合矯正措施之現況

一、法規依據

我國相關結合矯正措施之規定，於公平交易法第12條。其中第1項：「對
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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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現行結合申報案件之審查標準。中央主管

機關應就申報事業之結合所可能造成之「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兩者作一衡量，因兩者均為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因此主管機關存在相當大

之裁量空間，從而據此所審查結果倘為前者大於後者，依法明文不得予以禁

止，以免過當之干預。此明確揭示事業結合具有利弊共生之本質，而主管機關

斟酌是否干預，則應對於利、弊進行衡量。觀之各國結合審查標準，多以美國

採取之「實質減少競爭」（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為衡量準則，
過去尚有歐盟所採之「控制地位標準」（dominance test）、英國採行「公共利
益」（public interest），惟渠等近年均已趨向以「實質減少競爭」為結合審查
之標準

22
。反觀我國公平法之結合審查標準，蓋「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

爭之不利益」之內涵似未臻明確，實務上公平會亦未如其他國家之競爭法主管

機關制定詳盡之結合指導原則闡明其內涵
23
。惟各國皆有以採實質減競爭為審

查標準之趨勢，我國於衡量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時，公平會除就

過去處理過之案例，儘可能就個案所可能創造或產生之整體經濟利益進行分析

外，亦會參酌國際競爭法組織與其他主要經濟體，如OECD、美國、歐盟等之

22 Mike Walker, “The New Merger Regulation and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Will They 
Make a Difference?”, Charles River Associates Ltd. (2004)；早期1973年之公平交易法
係以「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此廣泛之概念，為判斷依據，競爭政策改革
後，2002年之事業法則改以實質減少競爭原則（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
為結合審查之判斷標準。劉孔中、劉崇堅、周韻采等，電信產業跨平臺結合之競爭
規範，九十七年委託研究報告一，127-128，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08）。

23 如美國、歐盟、澳洲均有其相關之結合指導原則。何之邁，註釋公平交易法第十二
條，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九十二年度委託研究
報告七，440-441，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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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而為公平會審酌之參考。

而針對我國結合矯正措施，其主要之法源依據，乃規定於公平交易法第12
條第2項：「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十一條第四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
條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此外，倘若事業

未履行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依同法第13條之規定，主管機
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

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又，事業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前述所為之

處分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命解散、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

二、案例類型介紹

對於事業結合，於確保結合整體經濟利益大於其限制競爭的不利益，而

無禁止其結合之必要時，可對結合當事人課以相關的矯正措施，包括結構面

（structural remedies）與行為面（behavioral remedies）兩大類。結構面通常是
指為求恢復相關市場競爭結構的一次性救濟

24
，是直接對市場的競爭結構進行

干預，通常要求對結合的當事人為結構上的改變，最典型的方式如「解體」

（divesture）。結構面的矯正措施旨在為潛在新競爭者的出現創造條件，抑或
增強市場上現存的他競爭者

25
；行為面的矯正措施，則旨在規範或者限制結合

當事人競爭行為的普遍性具持續性的方式
26
，是為了彌補市場競爭的擔憂，迫

使事業結合後採取或不採取某些行動，以限制結合後之市場力量，進行結合後

之反競爭行為
27
，故通常是針對結合當事人的將來行為，要求渠等遵守特定的

義務，以防止反競爭效果的出現。

公平會於處理事業結合之案例，亦不乏有依公平法第12條第2項規定而附
加負擔不禁止事業結合者

28
。以下即就公平會近年處理之代表性案例為一簡要

24 ICN Merger Working Group: Analytical Framework Subgroup, MERGER REMEDIES 
REVIEW PROJECT, Report for the fourth ICN annual conference, 7(2005).

25 Competition Bureau (Canada), Information Bulletin on Merger Remedies in Canada, 
2(2006).

26 Competition Commission (UK), Merger Remedies: Competition Commission Guidelines, 
9(2008).

27 ACCC, “Managing merger remedy risks : approaches utilized by the ACCC”, OECD/KPC 
Seminar for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2010).

28 2002年2 月修正前公平法第12 條規定，事業結合經審酌結果，如認其對整體經濟
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予許可。至於該許可是否得附加
附款，並無明文規定。惟公平會早期在為結合許可時，即曾對少數結合許可案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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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介紹。

（一）結構面矯正

1.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與盛庭、凱擘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之12家有
線電視系統之結合申報案

29

(1)結合內容：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擬透過百分之百直接持股之子公司大富媒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現金為對價之方式購併荷蘭商PX Capital Partners B.V.所持有之
盛庭股份有限公司100%普通股股權30

。

(2)結合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評估：
該結合案有益於數位匯流下之產業發展與公平競爭及提供消費者多元選擇

之整體經濟利益，至於涉有部分限制競爭不利益疑慮之有線電視系統服務市場

及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市場，該二市場之市場集中度相較於固定通信服務及

數據通信接取服務市場，市場集中度較低且市場規模亦較小，而面臨未來數位

匯流之趨勢，擁有固定通信網路之固定通信市場主導者，其市場力量將逐漸跨

入鄰接的視訊媒體相關產業，而成為匯流後通訊傳播產業之市場主導者，基於

現有產業結構及未來產業發展趨勢，唯有從基於執照別所形塑的既定業務範疇

內的競爭，轉變成基礎通訊傳播網路的平台競爭，始能確保未來數位匯流後市

場的可競爭性，是有促成第二條寬頻網路與固定通信網路之市場主導者從事競

爭之必要性與及時性。而本結合在現有法令管制架構及市場結構下的限制競爭

疑慮，隨著未來技術進步及數位匯流之發展，均可逐漸獲得減緩。是故，本結

合案對整體經濟之利益應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3)不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為避免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利用其在有線電視系統服務市場及衛星廣

播電視節目供應市場之優勢力量，造成有線電視系統服務市場、衛星廣播電視

節目供應等市場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虞，並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

加實質的負擔。如：（83）公結字第038 號百佳公司吸收合併台灣屈臣氏大藥房公
司案、（83）公結字第039號百慕達商Swire Industries Limited 受讓台灣可口可樂股
份有限公司80%股權案，以及（83）公結字第042 號安麗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受讓
美商安麗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資產與營業案。何之邁，公平交易法實論，2
版，82，三民書局（2002）。

29 公平會（98）公結字第098004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30 加計特別股後，共持有盛庭公司總股權77%，為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1項第2款及第5
款規定之事業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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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之不利益，故不禁止其結合，而公平會在結構管制上附加負擔如下：

結構面矯正措施：

(a)  申報人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1年內，處分申報人直接或間接控
制之其中一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之全部股份。 

(b)  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3年內，不得
指派代表擔任紅樹林有線電視股份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等職

務。 
(c)  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3年內，自製代
理銷售之類比衛星廣播電視節目合計不得超過（含）21個。

2. 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擬透過國內外關係企業與大新店民主有線電
視股份有限公司之申報結合案

31

(1)結合內容：
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擬透過國內外關係企業持有或取得大新店民

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至多達100%之股份，並得以直接或間接控制該公司
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為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1項第2款及第5款規定之事業結
合。

(2)結合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評估：
法令上並無限制一般投資公司與有線電視系統業之跨業經營，故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擬透過國內外關係企業與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公司之結
合，不論法令管制解除與否，對「臺北縣新店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

之競爭尚不產生任何影響。此外，該產業相關技術之發展經年且已臻成熟，是

相關技術的發展並不會對其他事業跨業經營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之服務產生困

難。又，該案結合後並未對「臺北縣新店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之競

爭產生實質減損效果。且引進國外之資金及技術，提昇產業之整體競爭力，為

消費者提供更高品質及多元化之有線寬頻互動網路服務，有助於整體經濟利益

之提升。 
(3)不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為避免結合後，凱雷（凱擘）公司相關事業直接或間接獲得大新站民主有

線電視公司相關業務經營之資訊，或有其他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行

為，並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故不予禁止結合，而附加負

31 公平會（97）公結字第097003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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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如下：

結構面矯正措施：

A.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席次，不得由凱
雷（凱擘）集團相關事業

32
擔任。

綜觀上述，公平會僅對於有線電視業者之結合案，始有作出結構面矯正

措施之決定，而該措施除出於避免結合事業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行

為
33
，亦有考量有線廣播電視法規之因素於其中

34
。此外，公平會所作出結構面

矯正措施的決定，均是要求結合事業處分其股份，亦或對於董事、監察人等職

務之限制，此種措施在歐、美等國，並非屬於結構面之矯正措施，反觀歐、美

各國所承認典型的結構面矯正措施，亦即解體、處分事業的資產等類型，截至

目前，公平會則尚未曾對結合事業附加此種負擔。是故，實難謂我國公平會有

作出真正的結構面矯正措施之決定。

二、行為面矯正

32 包含但不限於Carlyle Asia Partners II,L.P.、Hamlet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Carlyle Unicorn Holdings Limited、Unicorn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Unicorn 
Investors S.a r.l、PX Capital Partners B.V.、盛庭股份有限公司、盛浩股份有限公司、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新唐城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3 公平會有線電視規範說明中，規定：「⋯參與垂直結合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若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則其結合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亦已明顯大於整體經濟之利益。
(1)與該垂直結合事業具有控制或從屬關係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其訂戶數合計超
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若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達到此一標準，一旦決
定停播某頻道，不僅將對全國三分之一以上之收視戶權益產生影響，對有線電視頻
道供應者更會造成極大之傷害。(2)與該垂直結合事業具有控制或從屬關係之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超過全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總家數三分之一：若事業控制或從屬
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數目超過總家數三分之一，顯已掌握極大之市場力。⋯」

34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1條第1項規定：「系統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
之系統經營者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一、訂戶數合計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
二、超過同一行政區域系統經營者總家數二分之一。但同一行政區域只有一系統經
營者，不在此限。三、超過全國系統經營者總家數三分之一。」以台灣大哥大股份
有限公司之結合案為例，申報人其控制從屬公司所控制之有線電視系統，結合後總
收視戶數占全國總收視戶數比例為32.27%，家數16家占全國總家數（63家）比例為
25.39%，尚未逾越前開規定，惟倘擴大認定加計申報人持股29.53%且未擔任董事資
之紅樹林有線電視公司，結合後與申報人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有線電視系統之收視
戶數，即占全國總收視戶數比例為33.40%，則將稍超過前開規定。因此該結合案之
結構面措施，乃是為確保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所擁有的有線電視系統收視戶數
不逾越有線廣播電視法所定之最大經營規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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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案
35

1. 結合內容：
愛貝克思股份有限公司等9公司36

擬以合資方式在我國新設數位線上音樂

服務公司（名稱暫定為「尖端音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新公司），遠傳電

信股份有限公司同時取得新公司50%股份，並與其他參與結合事業共同經營新
公司，亦將控制新公司之業務經營與人事任免，為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1項第2
款、第4款及第5款規定之事業結合。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評估：
本案有助促進行動通信服務及數位線上音樂服務市場競爭，增加行動通信

上下游產業的生產效率及配置效率；提供涵蓋範圍更廣、更多樣化及高品質之

服務，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並提昇唱片發行及數位線上音樂產業之國際競爭

力及促進研發與創新；並具有消費面的網路外部性等整體經濟利益， 故本結合
案對整體經濟之利益應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3. 不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惟為避免本案或有可能造成的唱片發行公司聯合行為以及造成市場封鎖效

果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虞，並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故不禁止其結合而附加負擔如下：

行為面矯正措施：

(1)為避免本案或有可能造成的唱片發行公司聯合行為以及造成市場封鎖
效果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虞，並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

爭之不利益，故附加負擔如下：

(2)申報人對音樂相關著作權，不得無正當理由拒絕授權予其他數位線上
音樂（包括網際網路音樂及行動音樂）服務提供者，或僅對新公司獨

家授權與交易。

(3)申報人在唱片發行時間或其他交易條件上，對其他數位線上音樂（包
括網際網路音樂及行動音樂）服務提供者，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

待遇行為。

(4)申報人不得透過共同經營數位線上音樂服務業務之機會，針對唱片發

35 公平會（99）公結字第099002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36 愛貝克思股份有限公司、 豐華唱片股份有限公司、金牌大風音樂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華研國際音樂股份有限公司、福茂唱片音樂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索尼音樂娛樂
股份有限公司、環球國際唱片股份有限公司、眾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9位。



結合矯正措施之研究 203

行相關業務交換影響市場競爭之重要敏感性資訊，或從事聯合行為。

（二） 美商Microsoft Corporation及美商Yahoo！Inc.域外結合之事業結合申報
案

37

1. 結合內容：
微軟公司及雅虎公司簽訂「正式合作協議」，內容為雅虎公司於合約期間

10年內將部分核心搜尋技術專屬授權予微軟公司，由微軟公司整合雙方之搜尋
引擎及關鍵字廣告平台，並成為雅虎公司之網頁搜尋及關鍵字廣告平台之獨家

專屬提供者，雅虎公司於整合後則退出前述業務之經營
38
。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評估：
結合前微軟公司於我國並未經營關鍵字廣告平台服務雙方未處於競爭狀

態，結合後，微軟公司整合雙方技術並成為雙方關鍵字廣台平之提供者，雅虎

公司則退出平台經營；而關鍵字廣告業部分，依據雙方之營收分配機制，基於

自身利益考量，雙方將各自努力爭取關鍵字廣告營收；而前端入口網站部分亦

各自經營，後端之搜尋技術雖由微軟司負責提供，惟雅虎公司仍具更動網頁內

容權利，故難認有顯著限制競爭之慮， 故本結合案對整體經濟之利益應大於限
制競爭之不利益。

3. 不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因台灣雅虎公司於我國之搜尋及關鍵字廣告服務均居市場之領導地位，為

避免參與結合事業雙方於搜尋及關鍵字廣告平台技術之結合，強化結合事業之

市場力量，甚或提高交易相對人對渠等之倚賴程度，形成封鎖效果，或對於交

易相對人有濫用市場力量等行為，故為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對該結合案不禁止其結合而附加負擔如下：

行為面矯正措施：

(1) 申報人不得利用因本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不當限制關鍵字廣告之
交易相對人不得與特定事業交易之行為。 

(2) 申報人不得利用因本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與交易相對人從事其他不
公平之交易行為或約定具限制競爭效果之交易條件。 

(3) 申報人不得利用因本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不當價格決定、維持或
變更；或有妨礙他事業公平競爭；或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37 公平會(99)公結字第099001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38 雙方於搜尋及關鍵字廣告業務之合作協議，合致公平法第6條第1項第4款「與他事
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之結合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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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監督措施：申報人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3年內，於每年12月底
前提供本會下列相關資訊：關鍵字廣告之營運規模、在台就業與研發人

數，及市場占有率等產業結構之變化。

（三）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與盛庭、凱擘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之12家有
線電視系統之結合申報案

39

1. 結合內容：
如前所述。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評估：
如前所述

3. 不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公平會在行為管制上附加負擔如下：

行為面矯正措施：

(1) 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自製代理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不得無正當理
由拒絕授權予其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

者、多媒體內容傳輸服務經營者，或其他具競爭關係之有線或無線網路

傳輸訊號之頻道服務提供者，或為其他差別待遇之行為。 
(2) 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自製代理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不得無正當理
由以不同價格或價格以外之條件授權予其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直播

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多媒體內容傳輸服務經營者，或其他具競爭

關係之有線或無線網路傳輸訊號之頻道服務提供者。 
(3) 監督措施40

：申報人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3年內，於每年7月1
日前，將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自製代理銷售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之

名稱及代理契約書送交本會備查。 
(4) 監督措施：申報人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3年內，於每年7月1日
前，將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自製代理銷售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之報

價、授權價格、優惠方式、銷售對象等交易資訊送交本會備查。 
(5) 監督措施：申報人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3年內，於每年7月1日
前，將申報人或其控制從屬公司網際網路各項服務之零售及批發價格、

39 公平會（98）公結字第098004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40 為確保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於結合後，在有線電視系統服務市場及衛星廣播電
視節目供應市場未有從事濫用市場力量之可能性，及進數據通信接取服務市場之競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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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主要數據通信接取業者之網際網路互連頻寬費用等交易資訊送交

本會備查。 
(6) 確保整體經濟利益41

：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

次日起6個月內，應將所屬有線電視網路系統之網際網路互連頻寬費用
之報價，採用依訊務流量為計價基礎或適當免費互連之機制。 

(7) 確保整體經濟利益：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
日起3年內，就其所屬有線電視網路系統，履行下列有益於整體經濟利
益之事項： 

(A)積極完成有線電視數位化及有線電視系統網路之雙向化建設，以
增進消費者收視節目選擇之自由。 

(B)落實建構電信、有線電視網路與服務之「標準開放網路平台」、
「用戶終端匯流介面」及「客戶服務匯流平台」等有利於數位匯

流之開放式共通平台作為。 
(C)於寬頻上網服務市場，提供相對於現有主要數據通信接取服務經
營者（ISP），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交易條件
參與競爭。

（四）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與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申報結合案
42

1. 結合內容
好樂迪公司擬收購合併錢櫃公司，合併後以好樂迪公司為存續公司， 為公

平交易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事業結合。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評估
結合前相互為最主要的競爭對手，結合後將取得獨占地位，除消滅申報人

彼此間的競爭壓力外，且所餘之市場以低於1%之占有率分散於其餘數千家業
者，是市場內其他競爭者實無法對申報人形成有效之競爭壓力，是申報人具有

單方提高服務報酬之能力。且因其餘業者市場占有率又極低而無法形成有效之

競爭壓力，故申報人結合後缺乏有效市場競爭機制監督其繼續從事創新、提升

服務品質，及不調漲服務報酬等行為。再者，本結合所形成之獨占，不但除去

了視聽歌唱服務市場上既存之有效競爭狀態，並可能消滅原先上下游間對抗議

價所帶來之競爭效率。此外，在缺乏市場有效競爭之下，實無有效機制確保其

41 其於申報人之承諾事項，並確保該結合所增進之整體經濟利益得以實現，形塑未來
數位匯流相關產業之公平競爭結構。

42 公平會（98）公結字第098002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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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能達有效改善至一定程度之經濟利益。據上可知，本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

明顯小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3. 當事人自行提出預防矯正措施及公平會禁止結合之理由
申報人所提出之承諾：

(1)五年內不漲價，並就原物料漲價部份自行吸收，以回饋消費者。
公平會禁止之理由：不漲價僅可使消費者利益與現狀相較不會蒙受損失，

惟未必能使消費者獲得更多之利益。一方面，倘結合後市場狀況有變，造成申

報人之成本降低，並無法要求申報人降價回饋消費者；另一方面，結合將導致

缺乏有效市場競爭機制監督申報人繼續從事創新或提升服務品質，倘不允許結

合，則於市場上存在競爭之情形下，消費者即有可能享受到更低廉之價格或更

好之服務。

(2)結合後仍以錢櫃、好樂迪之雙品牌模式經營，就現有之營運點將維持
營運

43
。

公平會禁止之理由：此種雙品牌模式僅為同一事業內部之經營策略，並不

能增加外部競爭，無法實際提升整體視聽歌唱服務市場之競爭程度。惟本項承

諾雖或可能確保消費者之選擇不減少，但並不能提升申報人提供服務之量、質

或消費便利性，且申報人尚有天災地變、物價劇烈波動、整體經濟不佳、房地

出租人不願續租等保留條件，可見此項承諾事實上仍可能因申報人無法控制之

因素而無法履行。另一方面，本項承諾亦可能有礙於淘汰無效率之營運據點，

而與本結合所欲達成之整合資源及節省人力成本之目的有悖。

此外，公平會亦提出「結合矯正措施」必須能夠有效「恢復競爭」，而非

對於結合後之價格或數量予以管制，因此等管制基本上與競爭法所鼓勵之自由

市場分散式的決定機制相違背。而上述申報人所提出之承諾，縱確實履行，

亦無法將競爭程度恢復至結合前之水準，故於缺乏有效市場競爭下，反而使競

爭法主管機關介入結合後之價格或數量管制，尚難認足以化解結合之反競爭疑

慮。

43 申報人之本項承諾保留「除天災地變等情形外，如有不可預期之物價劇烈波動導致
通貨緊縮（膨脹）、金融風暴、整濟不佳致該據點無以維生或因原營運據點房地出
租人不願續租、終止租約、或不合理調高租金、建物第三人以法律手段排除本公司
使人、建物安全健康等結構因素不適合供營業使用」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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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維力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之事業結合申報
案

44

1. 結合內容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擬間接持有維力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超過三分之

一股份，為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事業結合。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評估
結合當事人於速食麵市場占有率分屬第1、第2大廠商，相互為主要之競爭

對手，結合實施後，參與結合事業彼此間的競爭壓力將有所消減，故渠等單方

調整商品價格時之原有顧慮將有所減低。且國內速食麵市場已有飽和甚至規模

減縮趨勢，因此對於潛在競爭者而言，不具有足夠的市場胃納量以達成經濟規

模，難有足夠競爭壓力能使申報人繼續從事創新、提升服務品質，將使市場之

效能競爭造成減損，並可能消滅原先長期競爭所帶來之效益。此外，結合後，

參與結合事業於速食麵市場之實質上議價能力將有所提高，通路商議價空間受

有影響，反應至末端消費售價亦將受影響，而消費者難有足夠之力量與參與結

合事業抗衡。又該結合案對整體市場或消費者造成之經濟利益並不明顯，且無

法確保實現。

3. 當事人自行提出預防矯正措施及公平會禁止結合之理由
申報人所提出之承諾

(1) 5年內不會把自維力公司取得之乾麵之炸醬配方用於申報人生產並於
國內銷售之速食麵產品中；未發生行使優先承購權之事由時，不會指

派人員擔任維力公司之總經理或人事、業務及行銷之最高主管，介入

維力食品之人事及業務經營

公平會禁止之理由：僅係短期內維持現有狀態，長期而言，尚難認足以提

升整體經濟利益。且即使確實履行承諾，亦無法將競爭程度恢復至結合前之水

準，故難認該承諾足以化解結合反競爭效果之疑慮。

(2)3年內不帶頭漲價45

公平會禁止之理由：按不漲價僅可使消費者利益與現狀相較不會蒙受損

失，但未必能使消費者獲得更多之利益。一方面，倘允許結合後市場狀況有

44 公平會（97）公結字第097005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45 自本結合案生效日起3年內，於該時位居我國速食麵市場占有率5大廠商之（申報人
及維力公司除外）未調漲其任一速食麵產品價格前，申報人不會領先調漲申報人速
食麵產品之價格，但有正當合理之事時，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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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造成申報人之成本降低，但卻無法要求申報人降價回饋消費者

(3)不會利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限制經銷商或通路事業與其獨
家交易、或不得與特定之速食麵製造商交易之行為；不會利用因結合

而取得之市場地位妨礙他事業公平競爭或為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公平會禁止之理由：倘能確實遵行，雖有助市場交易秩序之維護，惟查本

案參與結合事業係速食麵市場第1大及第2大業者，結合後將有限制市場競爭，
降低市場效能之虞，且市場上類似獨寡占事業一旦出現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其對市場交易秩序之損害將難以彌補，且無法回復，故該等承諾，於本案速食

麵產業之市場結構下，尚難認對提升整體經濟利益有明顯助益。

此外，公平會亦援用前述「結合矯正措施」須能夠有效的「恢復競爭」之

理論，認為上述之承諾，難以競爭程度恢復至結合前之水準，而無法化解結合

反競爭之虞。

伍、OECD競爭委員會及ICN之建議

一、OECD競爭委員會

OECD於2003年針對矯正措施之會議報告中指出，於制定矯正措施時，競
爭主管機關應遵循以下原則：

（一）競爭主管機關應僅有在競爭威脅已被確定始考慮矯正措施；

（二）矯正措施應該是最少限制的手段，以便有效消除競爭關切之問題；

（三） 矯正措施只能解決競爭問題，而不應被用於產業規劃或其他非競爭
的目的。

（四）競爭主管機關應靈活且具創造性地制定矯正措施。 
矯正措施應著重於維持結合前的競爭秩序程度，而非將矯正措施，用於改

善市場上非因結合所產生的反競爭，欲使市場的競爭環境比結合前的狀態更

佳。由於主管機關採取過度嚴格或不必要的矯正措施，反而可能會降低效率以

致損害消費者福利。因此，主管機關不應僅是為了避免調查工作的繁複，則輕

易採取過於嚴格或不必要的矯正措施，而是應認真審查結合可能導致的反競爭

效果，及評估結合當事人的提議，擬定一個適當的矯正措施，以避免過度嚴格

或不必要矯正措施所可能造成之風險。舉例而言，設立研擬矯正措施的專屬部

門；審查過程，徵詢第三人的建議；對於矯正措施的協商或作成，予以更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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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間限制
46
。在矯正措施的運用上，競爭主管機關一般傾向於結構面的矯正

措施。然而，他們認為，在某些情況下，行為面矯正措施，亦有其可用之處，

特別在作為補充結構面矯正措施的作法。多數競爭主管機關強烈偏好結構面矯

正措施。鑑於結合所可能造成之反競爭效果，是在市場上之結構產生永久性的

變化，因此結構面措施亦經常為最合適的解決方案。此外，結構面矯正措施通

常亦更易管理，因為其較不需主管機關進行監督。然而，並非所有情況均以結

構面為最佳方案，如解體方式不可行時。舉例而言，特別在垂直結合的案件

上，市場迅速發展，且未來發展難以預料，因此在小型經濟結構的國家，結構

面措施可能較行為面更難以實施
47
。抑或在高科技產業的市場，市場其具迅速

變化之特性，因此行為面措施可能較適合，或針對不同個案情況，行為面結合

結構面之矯正措施，提供更靈活之解決方案
48
。然而，行為面措施不應無限期

地實施，且應定期檢討，以確保矯正措施仍然適用，而非對市場競爭成為不必

要的限制。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形下，結構面與行為面矯正措施的區分，並非

如此明確。舉例而言，某些行為面的矯正措施，如不可撤銷（irrevocable）的
智慧財產權的授權行為，則具有相當類似於結構面措施的影響結果

49
。

而在矯正措施之設計上，有效性是極為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在執行上

亦應考量主管機關的資源，而以最小成本落實措施的進行，而結構面最明顯優

於行為面措施之部分，即是前者可降低結合後的監督與執法成本。此外，行為

面措施尚有幾點容易產生缺失之處，如行為矯正措施的設計與執行，均仰賴一

段時間的花費；結合後需受託人輔助；難以監督事業是否有違背之行為產生；

執行過程中可能需要主管機關所欠缺的專門知識等。因此，在主管機關有限的

資源下，選擇結構面矯正措施，應較優於行為面措施
50
。倘為使結構面的矯正

措施，例如解體之方式，具有效性或能確實且及時的完成，主管機關亦可採取

某些方案，如優先修正（fix-it-first）、前置買方的要求（upfront buyer）或皇
冠珠寶條款（crown jewel provisions），以降低矯正措施無效之風險。前置買
方的要求與皇冠珠寶條款，均是使被解體的資產，得以順利找到合適買方的方

式。前置買方可讓主管機關准許結合決定作成前，可審查推薦的矯正措施及推

46 OECD, Merger Remedies (OECD Policy Roundtable), 6-7(2003).
47 OECD, Merger Remedies (OECD Policy Roundtable), 7-8(2003). 
48 OECD, Merger Remedies (OECD Policy Roundtable), 10-11(2003).
49 在加拿大，涉及智財權的授權，是列為準結構面的矯正措施；在英國，在分類上，
將其列於結構面與行為面之間。

50 OECD, Essentials of merger control (OECD Workshop on Merger analysis), 3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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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的買家；皇冠珠寶，倘存在買家有意收購被解體之資產，而在必要時，主管

機關准許被解體資產再列入額外的資產。而後者通常是在前者不可行時所使

用
51
。

二、ICN之建議

ICN在2005年第四屆年度會議報告結合矯正措施審查方案中，認為
考量矯正措施之重要原則，包括合比例性（Propor t iona l i ty）、效率性
（Effectiveness）、矯正措施的潛在負擔與成本（Potential remedy burdens and 
costs）、透明度與一致性（Transparency and consistency）52

。

（一） 合比例性（Proportionality）：即係應以最小損害的有效手段，達到
矯正措施目的。亦即應符合比例原則。

（二） 效率性（Effectiveness）：評估矯正措施之效率性，應於幾個方面
著手。第一，綜合影響（Comprehensive Impact），矯正措施應設法
處理所有結合可能產生之利弊；第二，可接受的風險（Acceptable 
Risk），矯正措施有可能具其不確定性，惟主管機關應採取最小風
險的有效措施，更重要的是，主管機關應可在該措施難以達其預期

效果時，進行補救；第三，可行性（Practicality），有效的矯正措
施應具實際上之可行性及可執行性，且得以監督之；第四，適當的

時間與時機（Appropriate Duration and Timing），矯正措施應在預
期時間內得以化解結合之反競爭疑慮。

（三） 矯正措施的潛在負擔與成本（Potential remedy burdens and costs）：
成本可能產生於以下幾個部分。第一，矯正之衝擊成本（Remedy 
impact costs），矯正措施可能造成市場無效率，特別長期下在以行
為面之措施干預市場，所可能產生之結果。例如，限制事業結合

後不得調漲價格，可能造成對該市場可投資性與利潤回收度之懷

疑；第二，矯正之營運成本（Remedy operating costs），主管機關
為執行矯正措施所產生之直接成本，如監督收集訊息、僱用受託人

等；第三，結合之效率或效益之損失（Merger efficiencies or other 
benefits foregone），為化解結合可能產生之反競爭疑慮，主管機關

51 OECD, Merger Remedies (OECD Policy Roundtable), 7-9(2003).
52 ICN Merger Working Group: Analytical Framework Subgroup, MERGER REMEDIES 

REVIEW PROJECT, Report for the fourth ICN annual conference, 3-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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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事業所為之矯正措施，即可能減少事業原可能以結合所獲得之

效率或效益。

（四） 透明度與一致性（Transparency and consistency）：透明度乃是代
表，決定矯正措施之原則及重要問題，應是結合事業所可見且可理

解的，但並非意味洩露機密信息；矯正措施之一致性，則特別在跨

國性結合案件時，主管機關應避免產生不一致或不同之矯正措施。

ICN認為矯正措施之設計，重點應在於其可快速且有效實施，因複雜性的
概念可能會導致多重的例外與無法預見之後果，因此有時需要大量細節性的文

字，以精確達到矯正措施之目的
53
。而在矯正措施之選擇方面，ICN主張結構

面矯正措施，是一次性地恢復市場的競爭結構，是相對於行為面措施較佳之方

式，特別例如解體，可能更為有效，因其直接化解反競爭之疑慮，且招致較低

的監督成本與可能造成的市場失靈。

然而，雖國際上多贊成採用結構面之矯正措施，惟在某些情形下，行為面

之矯正措施可能較為適當。例如，在結構面措施（解體）是不可行的或有難以

承受之風險時，如缺乏合適的買家。抑或在某些垂直結合案件，所可能產生

之整體經濟利益極為重要時，則行為面措施則比結構面措施，得以維護該些利

益。

但是，在上述情況下，仍須確保監督及執行上之可行性，且同時衡量可

能的矯正衝擊成本與營運成本。而行為面矯正措施可分為「控制結果措施」

（Controlling outcomes）與「促進水平競爭行為措施」，以下就此二方面為介
紹

54
：

控制結果措施：此為控制市場結合以化解反競爭之疑慮。惟通常可能造成

較高之監督成本與市場失靈，因此應僅運用於短期或缺乏其他替代方案時。

控制結果使用之措施，包括控制價格（Price controls）、承諾供應（Supply 
commitments）、服務水準協議（Service level agreements）等。
促進水平競爭行為措施：包括三種類型之措施。第一，防止事業利用其水

平市場的地位，排除或減少競爭。例如禁止搭售或限制掠奪性定價等；第二，

防止事業利用其垂直關係，或整合其水平之競爭者。例如，要求事業授權其掌

53 ICN Merger Working Group: Analytical Framework Subgroup, MERGER REMEDIES 
REVIEW PROJECT, Report for the fourth ICN annual conference, 6(2005)

54 ICN Merger Working Group: Analytical Framework Subgroup, MERGER REMEDIES 
REVIEW PROJECT, Report for the fourth ICN annual conference, 11-1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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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市場上之關鍵技術等；第三，改變買方行為，以鼓勵競爭。例如，向買主提

供訊息，使其可轉換供應之來源，如要求事業公開招標程序。

陸、結合矯正措施之學理評析

公平法上結合矯正議題，其目的雖在於回復結合前的競爭水準。然而，政

府與公司之間的誘因與目標不同，因而衍生問題。就資產解體而言，從公司的

角度來看，必定是儘量減少解體資產與未來可能競爭，以攫取更大利潤；而政

府對公司的強制解體行為，則是基於壓抑公司市場力量、以增加消費者剩餘。

兩者誘因不同，難免爾虞我詐。二者，政府對市場資訊永遠不若公司來得充

分，政府對於公司成本之掌握也永遠不如公司自身，這構成了不對稱訊息。因

此，解體之要否、大小、與種類，掌握拿捏實為不易。其實，政府廠商訊息的

不對稱，正是管制經濟學中最常碰見的問題。

另外，資產解體後之不可回復性，更增添政府在行使解體要求時，所可能

隱涵的風險代價。如果買方市場不夠競爭，錯誤出售解體資產給相對不佳的買

者可能性變大。

然而這也並非反證非結構面矯正（或行為面矯正）比較有利。事實上，非

結構面矯正因為是廠商行為自我設限的承諾，容易出現管制經濟學中「陽奉陰

違」的暗地規避，如同利潤報酬率之管制，往往會造成廠商投資與成本暴增現

象一般，表面上符合了承諾設限，實質上，卻巧妙的予以規避。當然這些問題

之產生，皆仍主因於訊息的不對稱。另外一方面，非結構面矯正往往需要政府

持續甚或長期的監督，將耗費大量成本。

實務面上，一般大多主張「行為面矯正法」不如「結構面矯正法」。因

為行為面矯正法通常會牽涉一些既有的管制政策
55
，而結構面矯正法則被認為

「相對的乾淨俐落（clean and certain）」56
。

一、「結構面」矯正措施之類型及其成效分析

資產解體（divestiture）是結構面矯正法，最常使用的手段之一。資產解

55 Parker, R.G. and D.A. Balto, 2000, “The Evolving Approach to Merger Remedies,” 
Antirust Report (Lexis Publishing), May, 2-28.

56 MacDavid, J. and L. Breed, 2005, “Merger Remedies,” The National Law Journal (January 
17,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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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公司重組的議題上，是一家公司追求更大好處的策略選項。論其動機，林

林總總。但不論是那一種動機，傳統上，公司自發的解體重組行為，不外乎是

Linn and Rozeff（1984）所認為的兩個原因：（一）該資產做為買方資源比做
為賣方資源更具價值；（二）資產明顯干擾賣方其它業務組合之運行。也就是

說，解體仍舊是公司基於最大利潤考量之下，所採取的重組決策；而買方公司

之所以會買，也是基於其最大利潤之計較。資產解體交易，若評估正確的話，

是一種比較優勢的交易，是雙方互惠的一種資產重新配置
57
。John and Ofek

（1995）的研究顯示，公司於資產解體後會價值增加，是因為解體後公司對剩
餘資產的管理有所改善。其次則是，集中度的增加及既存廠商與產品數的減

少。於實證中他們發現，75%的解體部門與買方公司核心業務，並無關係58
。

然而公平法上的解體矯正，在行為者的誘因上，是大異其趣的。基本上，

合併者為取得合併許可，因為自行提出（或政府要求）將其擁有的某部分資

產，解體出售予相關市場上的其它競爭者。這一解體行動，做得愈為圓滿，意

味著市場上將出現一個愈為強勢的競爭者，這是競爭機關所最希望達成的目

標，卻是合併者所最不想達成的結果。在誘因上，與公司重組議題上的「解

體」徒具同名，卻是完全不同的追求目標。

在符合競爭主管機關目標下解體矯正（Divestiture remedies）措施，其成功
會受到兩個面向的影響。其一，解體資產的範圍；其二，解體資產在真正轉移

之前必需被成功的維護。更重要的，解體資產必需成為一個確實可行的事業體

（viable business），而且必需為適當的買者（suitable buyer）所經營。另外，
一如Farrell（2003）所言，結構性矯正可能承受的困難來自於，買者不足或過
度的切割，減弱了合併體之效率

59
。Motta et al.（2003）原則上雖然偏好結構性

矯正，但是他們也提出結構性矯正所可能面臨的問題，例如，訊息不對稱、誘

因目標不同、勾結效應增加等。因此他們認為，針對合併評估所使用的「單方

效果（unilateral effets）」與「雙方效果（bilateral effects）」檢視，也應該被

57 Linn, Scott C., and Michael S. Rozeff, “The Corporate Sell-off,” Midland Corporate 
Finance Journal, 2, 1984, pp. 17-26.

58 John, Kose, and Eli Ofek, “Asset Sales and Increase in Focu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7(1), 1995, pp. 105-126.

59 Farell, J., 2003, “Negotiation and Merger Remedies: Some Problems,” in F. Leveque and H. 
Shelanske, Merger Remedies in American and European Union Competition Law,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MA: Northamp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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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資產解體的檢視過程
60
。

（一）解體資產的範圍

歐美競爭機關都很強調解體資產的範圍，對成功補救競爭的重要性。解體

資產的範圍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了買者於購買解體資產後，是否能夠順利脫

離合併體，而完整的獨立營運以形成市場上有效而持久的競爭廠商。顯然的，

解體資產若相對的自足完備與獨立經營，會比拼湊而成的包裹資產容易成功，

因為包裹資產，範圍較大，重疊較大，切割不易。而一些無形資產的移轉，會

比有形資產更難以掌控，例如智財權，這些無形資產往往決定了買者購買解體

資產後，市場因合併所損失的競爭能否被有效彌補回來的重要因素。因此，

FTC有時會要求合併者，提供其所擁有的智財權給予買者進接、或者強迫其授
予買者（或第三者）智財權，以確保買者可具確實有用的競爭力。

在2005年歐盟的合併矯正研究中顯示，在所有個案中，因為解體資產所
牽扯出的廠商依賴而無法順利解決者，佔有66件中的12件之多，比例屬於中
等

61,62
。

2007年，Universal併購BMG音樂出版業，歐盟競爭主管所擔心的是，該
合併行為將使Universal具有調高線上聽閱英裔美人歌曲的價格與能力。為了解
除歐盟競爭主管機關的擔心，Universal承諾將解體一些其所擁有的重要品目，
包含英裔美人作者的智慧財產權與相關契約。雖然歐盟競爭機關所擔心的只是

線上使用權，但是Universal的承諾範圍則廣泛包含了維護工程、功能、同步技
術、列印的各項權利的解體，其目的在於向主管機關展現確保買者可為一個實

質有用的競爭者
63
。

（二）追加「皇冠珠寶（Crown jewels）」
在無法賣出欲剝離資產的一段時間後，併購者進一步的把更誘人的資產併

60 Motta, M., M. Polo, and H. Vasconcelos, 2003, “Merger Remed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 Overview,” in F. Leveque and H. Shelanski, Merger Remedies in American and 
European Union Competition Law,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MA: Northampton.

61 DG COMP, 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 Remedies Study, October 2005.
62 個案中未能提出有效解決方法的問題類目共包含：剝離資產範圍（Scope, 12/66）、
第三者介入（Third party involvement, 2/18）、股權分離出售（Carve-out, 9/35）、
保留分立（Interim preservation, 5/22）、移轉（Transfer, 10/25）、不適買者
（Unsuitable buyer, 12/18）。同時參見Francois Leveque, Are merger remedies effective 
in the EU? Working paper, February 2007.

63 Universal/BMG Music Publishing, Case No COMP/M.4404,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2 
Ma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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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被剝離的包裏資產之中，擴大其承諾出售範圍，以確保可以賣出。這類皇冠

珠寶（Crown jewels）之解體資產升級的設計，將釋放出兩個負面的信號：
(1)一開始的解體包裹是不夠大的；
(2) 然而一旦加入更誘人資產而賣出後，卻又可能意涵著整個包裹是過大
的。

因此，這樣的條款，先天上具有非最適設計的訊息傳遞。而這一條款的存

在，也使得買者可以拖延成交時間，坐等更優渥的包裹內容或價格，增加買者

操控市場的機會，也使合併案拖延時日。一般而言，不論是在歐盟或美加，皇

冠珠寶條款很少使用，大多數是採用期前買者的措施。

（三）尋妥期前買者（up-front buyer）
如前所述，競爭主管機關可以要求購併者先找妥買主、並且開始執行解體

契約，它才會考慮予以核准該合併案。一個成功的解體矯正，最基礎的要件是

得找到一個恰當的買者（acceptable buyer）。這一個恰當的買者，基本上可以
寄予擔起回復市場競爭的角色。也就是，這一個恰當買者，其基本條件與能

力，被認為足以成為市場上有力的競爭者。競爭主管機關並非時常要求購併者

找好期前買家，它會允許先行找好解體資產的期前買家，大多是基於該資產必

需售予已經具有財務資源或專家技術的既存廠商，才能夠確保該解體資產成為

一個有用的事業體，或是該解體資產之特性不易尋得適當買家，且有價值變低

的高度風險，而必須加速進行轉移。事實上，買者的品質往往決定了政府矯正

措施能否有效的關鍵。根據歐盟(2005)的合併矯正研究發現，當碰上不適買家
（unsuitable buyer）時，矯正方法無效的機率將高達68%。
不過，從負面的角度來看，先找好買家，事實上，也提供了買賣雙方建立

默契的機會，使得未來增加合作甚至進行勾結以降低市場競爭的可能性。另

外，資產解體售出的買賣中，買家往往無法取得充分的資訊，以做出正確的購

買決策。當這些資訊散佈受到限制時，購買者可能會在購買後面臨經營困境，

而無法扮演回復市場競爭的角色。根據歐盟（2005）的研究，其案例中曾有因
為這一問題無法解決，導致解體事業產品一年後的銷售量下降了40%。64

（四）獨立性規範及指定受託人（Hold separates and trustees）
競爭機關可以要求購併者，把被解體的資產與人員獨立並託付管理，直到

轉移給買者，這樣的設計，可以監督管理這一事業體，確保其獨立運作於合併

64 DG COMP, 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 Remedies Study, pp. 69, Octo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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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外；同時在託管時期，合併者、競爭機構、與購買者之間折衝協調，直到

取得一致，交易完成，託管期才結束。究其實，這樣的做法，費財費力，並不

是一個有效的方法，除非該資產價值具有高度風險性，否則一般並不用它。而

且託付管理機關的時期若過長，解體事業將面臨營運的不確定性。託付管理機

構有可能與合併者間存在著若有似無關係，容易產生諸多不公的做法。在歐盟

2005研究中發現，某家投資銀行的一個事業部門，擔任了合併公司的全球併購
計劃顧問，而另一個事業部門則又擔任了該合併公司解體事業的託付管理，後

者對於解體事業所需訊息則完全由前者所提供，因此有了利益衝突。

一般而言，託付管理機關是由政府競爭機構委派，用以監督合併者承諾的

兌現，但它卻是由合併者給付薪酬。為了節省支出與簡化給付，合併者通常採

用固定額給付，這制度無法給予託付管理機關充分去認真工作的誘因。在某

些情況下，政府競爭機關為提高託付管理機構的工作誘因，會給付解體資產售

出價格之某一固定比例給予託付管理機關，如此一來，託付管理機關有誘因把

解體資產賣給出價最高的買者，但這樣的買者卻未必是未來最強的競爭者
65
。

其實，這一個最高價的買者，來源有兩個可能。第一，可能是贏者咀咒現象

（winner’s curse）。在訊息不對稱的狀況下，付出高價取得相對較低品質資產
現象，就是贏者咀咒，在許多的實務中已經證實這現象的存在。第二，可能是

勾結之信號。基於未來勾結以降低競爭的誘因考慮，合併者有可能找出合作夥

伴，讓它以高價標購解體事業，有利於未來彼此合作，而降低市場競爭。如此

一來，託付管理機關剛好變成促成未來勾結的平台組織。

2006年，美國反托拉署命令Arcelor解體Dofasco公司（其北美鋼業公司中
的一個），並命令Mittal指派經反托拉署認同的營運監督者，以確保Dofasco公
司價值在解體行為停滯時不致變差，給予Mittal完全經理Dofasco責任，監督其
合於維持獨立運作的要求

66
。

（五）買賣雙方的策略行為

結構性矯正措施不成功的主要因素，就是來自於買賣雙方的資訊不對稱所

致。基本上兩者角色的差異，在於合併公司對於解體資產的品質訊息，永遠多

於買者與競爭機構，合併公司的誘因與競爭機構相反，前者希望未來的市場競

65 M. Moltta, Competitio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4, pp. 265-270.

66 United States v. Mittal Steel Co NV, Hold Separate Stipulation and Order, 11 May 2006. 
www.usdoj.gov/atr/cases/f217400/2174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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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降低，而後者目標則是盡可能提高未來市場競爭。由於賣方擁有比買方較多

的訊息，而且買者一定是賣方同一市場中的競爭者，紿予買方更為優良品質的

資產、或者相對配合買方的營運需求，都會加強買方的競爭形勢，反之，即是

削弱賣方（合併者）的競爭優勢。當然，這會增進總體市場競爭，卻不利於結

合事業體。因此，合併者有誘因要削弱買者的未來競爭強勢，暗中轉移相對劣

勢資源或者消極配合營運進接，都能延緩競爭者正式穩健步上營運軌道的時

間，也可降低其競爭力量，這是所謂的「道德危險（moral hazard）」。67

（六）資產分離（Separation of assets）
任何業務資產之解體，大多會涉及資產或資源切割（carve-out），僅管是

已經獨立運作（stand-alone）的業務部門，在解體時，也都會有一些資源必須
與母公司之間做出明確的劃分切割。牽址最多的，例如，資訊技術、薪水帳

冊系統、研發、買賣交易資料…等等與殘餘事業（retained business）共用的資
產。

尤其是共享資產（shared assets）的分割，相對更難。例如，網路進接的
路線、生產系統、運送系統、倉儲系統，或者來自於中央部門在管理、行銷或

採購上的支持。這些系統應當劃分屬於保留資產或解體資產，都涉及需於另一

方複製一套系統。決定如何切割很難，而複製另一套也耗費成本，更重要，移

轉涉及道德危險，先天一定有不效率或混水摸魚的現象。原先共享的資源，例

如，基礎軟體系統、功能系統、服務系統，這些原先都可能是整個集團共用共

享以獲取綜效的設計，在解體時，則相對面臨難以切割的困難、以及難以確認

轉移到位的問題。此一問題在無形資產的分離過程中更為明顯。

二、「行為面」矯正措施之類型及成效分析

在經濟本質而言，行為矯正措施是一組承諾（commitments），合併者承
諾將其擁有的技術、生產要素、關鍵資產予競爭者充分使用。當合併者同時擁

有上游下游公司時（即垂直整合），它可能藉此市場地位封鎖在生產鏈上的既

存（或潛在）競爭者。為解除競爭主管機關對此一問題的疑慮，合併者可以提

出承諾，以保證既存（或潛在）競爭者之競爭地位不變。有時解體資產的矯

正方法，可能無法實施，例如找不到適當的買主，或是基於獨家協議、網路效

應、專利權交纏等問題而無法解決，或是措施反而導致無效率現象的出現。例

67 DG COMP, 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 Remedies Study, pp. 71, Octo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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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個正在執行的高科技研發案，它可能跨越不同的幾個產業的數個研發案同

時合作進行等。

在這些狀況下，完全的行為面矯正措施、或者是補充結構面措施的行為面

矯正措施，是可行的。不過，這些方法，基本上都需要持續的管制或監督。不

濫用所有資產的限制約款，例如，不封鎖競爭者使用管道、不差別待遇競爭

者，就很容易不被遵守。在形式上，廠商可以是很粗魯的拒絕供應要素、或者

是偷偷的調高價格、降低品質、推諉延遲供貨責任、減少附加服務等，因此，

單純要求合併者遵守承諾，而沒有持續且嚴格的監督，承諾只是空談。就是單

論價格變數，在一個垂直整合的多元化生產企業中，轉移價格、共同成本配

置、其它付費，都可能在上下游部門中同時出現，因此，在實務上給予公司足

以隱藏其對競爭者不同待遇的可能，或操作價格的機會。

承諾進接使用關鍵技術，也可能受到推辭。第三者（或市場其它競爭者）

在被授予進接使用關鍵技術後，總是必需有一段時間由合併者與競爭者合作教

學。由於第三者是合併者的市場競爭者，待其學會所有技術後，將成為合併者

在市場上的強勢競爭者，因此，合併者有誘因不認真去轉移這等承諾的技術，

造成矯正措施成效不佳。顯然的，持續管制與監督是確保行為面矯正措施能夠

成功的因素，但這種介入所需的技能與知識，又遠非競爭機關之職權與能力所

及，因此很需要管制機關的專業人員介入。如此一來，又增添了這類矯正措施

的複雜。

三、矯正措施成效研究

Baer（1999）檢視了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在1990-1994期間的資產
解體案件發現：(1)約75%的比例成功的創造了市場的有效可行競爭者（viable 
competitors），加果解體售出的事業是一個正在進行經營的事業體，則約有
86%的案例會成功。(2)合併者傾向於尋找邊際合格的可接受買主（marginally 
acceptable buyers）68

，同時也時常傾向於採行防礙他們成功的策略措施。比

如，延遲供應或供應劣質的需求要素。(3)大多數的買主並不具有管道以進接充
分訊息、避免錯誤

69
。

行為面矯正一般需要持續性的監督和執行，而結構面矯正則是一次性的行

為，委員會無需在該方面投入過多的行政資源。然而，結構性矯正措施的目標

68 這些買主比較不會在未來成為強勢的競爭者。
69 Baer, W.J., 1999, A Study of the Commission’s Divestiture Process, F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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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是通過解體出售合併企業之資產，阻止合併後企業體獲得市場支配地位

（single dominance）。然而另一個目標卻往往容易被忽略，即在於防止解體資
產後共同市場支配（collective dominance）的產生。不幸的，目前的結構面矯
正通常只關注第一個目標而忽視第二項目標

70
。

2005年歐盟競爭機構進行「合併矯正研究（Merger remedies study）」，時
間涵蓋1996-2000年，樣本中包含40件案子被核准、96個矯正措施。顯示：(1)
在解體資產給市場競爭者或新進者的矯正措施中，約有94%的這些廠商於解體
後的3-5年中，仍然健在於競爭市場中。意味著，購買解體資產的廠商，其存
在的持續性顯然很高。這數據在美國，也達到了75%71

。(2)總合而言，約81%
的矯正措施是有效的。同時，該研究也顯示出了幾個問題：(1)每一個矯正方
案平均包含了解決兩個問題的設計；(2)涉及智慧財產權的矯正措施幾乎完全
失敗；(3)合併事業市佔率上升、而買者市佔率下降；(4)約10%強的措施沒有意
義。

其研究結果，簡單彙整如下。

（一）最成功與最不成功的矯正方法

退出合資公司（exit from joint ventures）的矯正措施最具效果。其原因
是，合資公司一般而言已多是高度獨立穩建運作的事業體，因此當購併公司由

此退出，其運作依舊能夠持續不墜；另外，購買解體資產者也通常是來自於另

一個合資公司，擁有相當的經驗與管理能力。因此，這等矯正措施成功率也就

相對的很高。相反的，最不具成效的矯正措施，則是要求合併公司提供進接

（access to）基礎建設或智財權。根據其研究，大多數案例中的獲權者，依舊
是一直無法與合併體產生有效競爭。

（二）矯正方法的失敗率

結構面矯正措施能否成功，取決於有效解決方法能否被提出。歐盟

（2005）的研究中顯示，約有70%的案件，其矯正方法是有效的72
。針對不同

的矯正方法，其有效率分別如下：

●針對「解體資產範圍」所生問題，而提出的方案中，失敗者佔總數66件

70 Motta et al. (2003).
71 A study of the Commission’s divestiture process prepared by the staff of the Bureau of 

Competition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ttp://www.ftc.gov/os/1999/08/divesture.
pdf. 

72 根據Francois Leveque（2007）的說法，該研究樣本若未排除「效力難定」與「無認
為無意義」的案例，則有效性將下降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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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21件（記作21/66），
●關於提出「引入第三者（Third party involvement）」以解決問題的，失

敗者佔總數18件的2件（2/18）；
●在「股權分離出售（Carve-out）」的相關問題解決方案中，失敗者佔總

數35件中的9件（9/35），
●至於移轉期間確實「保留分立（Interim preservation）」獨立運作的解決

方法中，失敗的佔總數32件中的5件（5/32）；
●而「人力資源移轉（Transfer）」的失敗比率為10/25；
●最嚴重的，是針對「不適買者（unsuitable buyer）」而所提出的方案

中，失敗比例高達12/1873
。

最沒有效率的解決方法，是碰上了不適買者，其次是人力資源移轉的隱

匿。因此，找一個可被接受的適當買者，是資產解體成功的主要步驟，歐盟美

加各國競爭機關，也都再三強調適當買者的重要性。

（三）市佔率指標不利於購買解體資產者

關於解體後，購買公司及解體公司之市占率消長，研究則發現，購買解體

資產者，市佔率下降的比例約44%，而上升的比例約只有18%。留下殘餘資產
的原公司，市佔率上升的比例約47%，而下降的比例只約33%。購買解體資者
相對於合併而言，市佔率相對變差的佔57%，變好的約只佔23%。其中，因資
訊不對稱及因此而引發的道德風險問題，應是結構性矯正措施無如預期般成功

的主要原因。例如，研究中具體指出，賣方在資產的解體轉移中，為降低買方

未來的競爭力，曾有底下這些不正當手法出現：

●賣方偷偷保留精進的技術廠而賣給買者較舊的廠，導致買者無法與賣者

競逐客戶。歐盟發現，購買技術性事業（technology business）的買者，很可能
因為沒有與時俱進的新科技廠做為示範宣傳，因而無法吸收新客戶。

●由於訊息不充分，檢視帳戶與技術很難，買者往往是在買後才發現關鍵

僱員、客戶資料、及其它關鍵資產（essential assets）不見。在歐盟，買者只給
予兩天時間來檢視帳戶與技術，這問題更易浮現。

●買者事業往往仍需依賴賣方網絡，而賣方在操作上又往往會不經心於買

者事業的客戶服務，導致在歐盟案例中，買者客戶往往流失大半。

●賣方可能不認真轉移支持生產的基礎設施給買方。

73 同時參見Francois Leveque, Are merger remedies effective in the EU? Working paper, 
Februar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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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體的時間內，賣方可能停止解體包裹內的產品品牌促銷。歐盟的研

究顯示，在這段期間，解體包裹內的產品產量平均降為70%以下。
●許多案例顯示，賣方利用解體行動，將劣質人力轉移於買方。

●也可能出現關鍵資產並沒有被轉移。關鍵資產可能包含關鍵人力或支援

功能（如市場行銷）。銷售行為繼續為賣方人力所主導，而且生產資源仍舊被

保留於賣方內。

柒、對我國執行結合矯正措施之參考

綜合本文以上各節之說明與分析，美國、歐盟、及國際組織之具體規定與

作法，相信在法規制定的技術層面上，定能提供我國立法者與公平會據相當參

考價值之比較法資源。對此，本文以下不再贅述，而僅從經濟面與法律面評

估，就公平會若擬於未來更強化其在結合矯正措施上之執法品質時，可資採行

的幾項原則與配套制度設計，提出初步的建議。

一、運用「結構面」矯正措施之可行性分析

（一）經濟面之評估

結構面矯正措施，雖具有「乾淨俐落」的手法，但卻容易出錯，而且出錯

的代價相對的大。原因是，第一，訊息不對稱，競爭機構所知訊息不充分，出

手切割公司，容易犯錯。第二，此一矯正措施具有不可回復性，一旦錯誤，對

整個市場競爭將造成很大的傷害。

以資產解體出售做為合併矯正措施，要能成功，從經濟面來看，必需兼顧

幾個面向。競爭主管機關，所需關注的，也在於這幾個面向；而能否確實可以

執行，也在於這幾個面向。第一，劃定適當的資產解體出售部位。第二，解

體出售的部位與殘留部位，其勾纏關聯必需要妥適安排，而能讓解體出售部位

仍然保有原水準的獨立運作功能。第三，解體出售部位，在售出之前，必需予

以保值，免得過程中資產變壞。第四，解體出售的資產，必需售予「對」的廠

商，而有能力回復合併前之市場競爭水準。第五，防止買賣雙方的勾結策略與

集體優勢。針對這五個面向，逐一說明競爭機構的困難與所可能採行的因應措

施如下。

1. 確實切割有助於回復市場競爭水準的資產範圍
競爭機關進行此一議題之審議時，除了對解體部位於分合之後，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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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的掌握與分析外，更重要的是，對該合併企業內部營運資料報表熟稔與深

入了解，才能夠精準審議切割範圍是否恰當。尤其，涉及「剪不斷理還亂」

的解體部位與殘留部位關係，更需深入了解合併企業的內部營運與實質作業，

否則不易釐清。例如，兩部位之間高度相依，可能是上下游垂直依賴、地域互

補、產品互補、智財權糾葛，又或是基礎設施、關鍵技術、使用管道之know-
how權利等等，都會使得切割出來的部位，獨立運作的可能性相對減弱，矯正
措施之成功機率相對減少。

然而，公平交易委員會善於市場競爭分析，對於合併與解體售出前後之競

爭狀態分析的專業能力，無庸置疑。不過以該會專業職權之設計與規模，能否

勝任企業內部營運資料的掌握與分析，不無疑問。況且，這當中還涉及訊息不

對稱問題，若非是產業主管機關長期的收集、關注、管制、與分析，似乎不易

於短期間內做出精確的判斷。

2. 妥適安排解體部位與殘留部位之勾纏關聯
解體售出部位與殘留部位，可能共用營運所需的基礎設施、網路系統平

台、技術專利、人力資源、know-how知識、智財權，必需明確的規範轉移範
圍與深度，確保出售部位能夠順利完整的售出，且能夠獨立營運作業。這一些

涉及的「軟資產」，不僅在切割協議上不易精確載明，在移轉上是否到位，也

不易查察。僅管合併者提議方案表明願意割售某資產部位，但在實際移轉上，

仍可諸多怠職與玩忽，難以確實到位。

這一部分，就公平會而言，雖可審核合併企業所提出的「軟資產」轉移方

案，但實務上，卻很難以確認其轉移是否到位。因此，當兩部位勾纏關聯相對

複雜時，解體資產出售的矯正方案，不易確實執行。

3. 保護解體部位之價值以避免過程中資產變壞
競爭機關可以要求購併者，把被解體資產部位與其人員，獨立託付管理，

直到轉移給買者。然而這樣的設計，雖有利於事業體的監督管理，確保其獨立

運作，但所付出的成本代價可能不低。託管的困難與問題，包含：(1)費時耗
財。公平會並無相對人力足以應付相對長期的涉入。(2)託付管理只是過渡期，
管理者對於事業內部業務與市場競爭可能不具積極任事的誘因，會降低該事業

之競爭能力與市場價值。(3)受託付管理的機構，若未能具備充分而必要的相關
產業知識，更容易在託管期間產生市場價值流失。(4)授託付機構的薪酬機制，
若採用定額給付，無法提供認真工作的誘因；若採用售價成數給付，則託管者

有誘因把解體資產賣給出價最高的買者，卻未必是未來最強的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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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相對高價格賣出解體部位，公平會必須小心以對。在美國的併購實例

分析中，友善合併（friendly takeover）往往比敵意購併（hostile takeover）付出
更高的價格，原因是，友善購併主是自己熟識之人，兩者容易商談對策合作。

在解體出售中，賣者若找來能夠合作的對象，出個好價格賣出，不無可能。因

此，高價格可能是合作勾結的信號。理論上如此，實務上就值得多加留意。

4. 審慎出售解體部位予「對」的廠商
買方若由合併企業所提出時，公平會除了須其所導致的市場結構變化與競

爭水平異動外，另須留意以下三項問題：1，購買者的財務能力，須予以詳加
分析；2，購買者是否獨立於合併體之外；3，購買者與合併者之間，是否存在
可能的策略合作。

雖然，買賣雙方是純商業行為，但是，此處的買賣則是因為公平會企求市

場回歸原競爭水平所做的核准，若因買方訊息不足、決策錯誤，導致未來該買

者無法成為競爭水平的救贖力量，則合併案最終將造成市場競爭的重大傷害。

因此，公平會有無責任介入賣者訊息之強制揭露與挖掘，值得探討。若有此責

任，則以目前職權而言，實難執行；若無此責任，雖執行相對容易可行，卻也

容易不足以達成回復原競爭水平的期望。

5. 防止買賣雙方的策略合作
在解體事業事先找好買家的情形，事實上，也提供了買賣雙方建立默契的

機會，使得未來增加合作甚至進行勾結以降低市場競爭的可能性。防範競爭者

合作，本即屬公平會的職權之中，歷年來執行也具有相當成效。惟這裏所產生

的互為競爭的買賣雙方合作可能，是由於公平會核可合併案所引起，不同於一

般市場競爭所直接產生的案例，因此，公平會必須特別留意此一勾結是否可能

發生。

（二）法律面之評估

競爭主管機關透過附負擔之方式，有條件的允許結合，該行政處分行為，

應符合行政法中之合目的性與必要性等比例原則，以及禁止咨意原則等之拘

束。依行政程序法第7條之規定，解體處分應符合下列原則：1，所採行之方法
有助於目的之達成；2，當同時存有多項手段可實現相同目的時，應選擇對事
業權益損害最少者為之；3，所採行之解體措施所造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
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行政程序法第93條第１項規定：「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
有裁量權時，得為附款。無裁量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行政處分法

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為限，始得為之。」該項係依行政處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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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處分」或「羈束處分」之不同而為規定。惟附款之設置，其作用在於增

加行政處分之彈性，因此通常係就授益行政處分添加附款。公平交易法第12條
第2項：「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十一條第四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
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該規定法律明文規

定得設置附款
74
，乃羈束之授益處分，人民對特定行政處分之作成有請求權，

添加附款即限制其請求權。基於律保留原則，行政須有法律授權始得限制人民

之自由權利
75
。

行政機關雖得以添加附款之方式，以達成行政目的之要求，然於附款添加

之過程中，為避免行政機關利用其優勢地位，對於人民要求不正當之作為、不

作為義務，甚至附款之內容牴觸行政處分之目的，不合乎一定之比例，故行政

程序法第94條規定：「前條之附款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並應與該處分之
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以茲限制，其意義內涵包括一般之行政法原理原

則，如「入例原則」、「禁止不當聯結」等原則等。
76 換言之，行政行為對人

民造成不利益所使用之手段，必須與行政行為所欲追求之目的間有合理之聯結

關係存在。目的在防止行政機關利用其優勢地位而濫用公權利，造成人民不合

理的負擔。公平會該如何在這些原則下，依個案事實，設計出最妥適之解體措

施，是一項不小的挑戰。

除行政法學理原則之要求外，公平會倘擬以公平法第13條第1項所規定之
手段，對於結合事業附以「分設事業」或「轉讓部分營業」等負擔時，可能會

同時產生公平法和其他企業法規間之執法配合問題。由於事業「解體」在多數

情況下，均會涉及公司「分割」的問題，公司法（第317條、第317條之1、第
317條之2），企業併購法（第32條，第33條）以及金融控股公司法（第33條、
34條、35條）等關於公司分割的具體規定，均可能會涉及在內。另外，公司的
分割不僅關係到處分的相對人，也會連動到相對人所屬員工、股東、及債權人

的利益，法律對這些關係人之保護規定，也會影響公平法解體措施之運作實

74 創設行政處分附款之制度目的，於使行政決定便「有效率、更彈性」，並能「顧及
人民之利益，以符合比例原則及個案正義之要求。其理由乃為，倘無附款機制可資
運用，主管機關對於申請授益處分之當事人，其要件是否齊備尚存疑慮時，則唯有
駁回或禁止一途；反之，藉由附款的妥善運用，以附帶若干保留而允許當事人之申
請，亦符合「程序經濟」之要求。

75 陳敏，行政法總論，頁521-522，自版，第四版（2004）。
76 趙義德，析論不當聯結禁止原則，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頁233，三民書局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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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引發以下二點問題。

（一）解體措施之提出及措施回復競爭程度的認定標準

管制者與被管制者之間就管制事項，原本即存在有資訊上不對稱問題，使

得管制者往往面臨該如何提出管制方案的困境。在企業解體措施部分，由於公

司法及相關法規，多立基於企業係出於自願及追求利潤極大考量進行合併或

分割，而為相關之規範，此與公平法之解體係出於維持市場競爭考量所為者，

管制目的上即有所出入。此一管制目的的不同，可能加大了競爭主管機關與結

合事業間，就如何設計出一項妥適解體方案之看法歧異。
77
此一規範目的的不

同，也將連帶使公平會在判斷措施是否足以「回復競爭」程度時，產生判斷上

疑義。

（二）最適解體措施之選擇

由於公司法或企業購併法等關於分割之規定，重點往往著眼於企業組織變

動，對企業內部員工、股東、及債權人等之影響及保護，故這類型法規通常有

具體詳細之分割程序要求規定，而可能影響到解體措施後續實施的可行性與進

度。例如依公司法第316條第1項，以及企業併購法第32條第2項之規定，企業
於進行分割時，原則上應有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以出席股

東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另外，公司法316條之1第2項及企業併購法第32條第10
項均規定，股份有限公司分割後，其存續或新設公司均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前類規定對解體措施的實施增添了不少變數；後類規定則限縮了解體措施實施

的彈性。因此，這類法規應否適用於公平會對結合案所附加之解體負擔? 即是
一項值得探討的問題。

二、運用「行為面」矯正措施之可行性分析

行為面的矯正措施，是針對合併者之資產、權利、或市場力進行設限。例

如對其優勢資源的開放或設限、技術或專利權的授權、股權力量行使之設限、

智財權或基礎設施進接安排等等。簡單說，行為面矯正措施，不外乎兩個面

向：資源的設限與開放。

（一）資源的設限

在資源的設限方面，設限要具體可行、或可具體查察，否則易流於空泛。

放棄持股、投票權，可以確實執行，這些措施就可相對有效。公平會於九十七

77 羅宗賢，公司分割與競爭法理關係之探討，頁161（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2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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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否決好樂迪併購錢櫃一案中，好樂迪所提出之自我設限，相對的，就屬於難

以具體有效查核的設限，執行相對不易
78
。好樂迪為換得通過併購錢櫃，提出

的「結合矯正措施」包含「不調漲價格」、「維持雙品牌策略」、「五年內原

則上不減少營業據點」等。關於這些承諾，需要思考幾個問題：1、是否確實
可以查核？2、是否必需長期予以查核？3、是否確實可以回復合併前競爭水
準？

由於好樂迪與錢櫃合併後，已經達到壟斷的水準，消費者替代性很小，此

時維持品質而調高價格與維持價格而調降品質，是相同的達到剝削消費者的目

的。因此，承諾價格不調漲，意義不大。而在價格鎖死後，品質供應的下降，

即等於破壞承諾。公平會之查察，當不只在於名目上是否價格上漲，而且必需

查察實質上的品質是否下降。對於服務品質的查察，在執行上，變得相對困

難。同時，公平會也必需長期予以關注並查察與分析，才能確保品質不會被變

相下降，相對的耗材費力。更重要的，合併後，維持價格不上漲，並不等於競

爭水平不變。市場競爭，可以有效提升品質、壓低價格、促進多元選擇，不是

只是「不調漲價格」而已，因此，此一承諾並無助於回復合併前的競爭水平。

至於「維持雙品牌策略」則屬空泛之詞。產業理論裏，同一公司創設兩個

品牌，其目的當然不在於自我競爭，而在於瞄準不同消費族群、區隔市場，藉

以榨取更大的消費者剩餘。此處之「雙品牌」，雖不一定具有經濟理論中的市

場定位與區隔功能，但必定沒有自我競爭的可能。這一承諾，易查核、不必投

入太多財力即可查核，但它對回復競爭無一點功效，雙品牌只是徒具虛名。

「不減少營業據點」雖然可以確保消費的可及性與方便性，但在壟斷狀態

下，並不構成競爭層次的衝擊。自家分公司再多，也不會是自我削價競爭。況

且，不減少營業據點，在經濟學的分析中，它還具有嚇阻新廠參進的功能。因

此，此一承諾，雖然容易查核，事實上，也不具太大的回復競爭意涵。

（二）資源的開放

上述觀點，同樣適用於「資源的開放面」的分析。資源的開放，例如承諾

第三者進接其重要基礎設施或資源，或者授予第三者智財權，以形成市場上的

另一有效競爭力量。一般而言，對於「軟資產」的技術授權或進接承諾，比較

不容易被確認完全兌現，因此比較容易引起糾紛。競爭機關要求合併者開放技

術授權或承諾進接，通常是因為顧慮於合併後，產生高度市場集中，造成（潛

78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結合案件決定書公結字第0970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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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競爭者被封鎖，因此要求合併者開放。這些被開放或承諾的進接管道極為

廣泛，包含了研發、生產、行銷、販售、服務、或其它價值鏈上重要功能等

等。

這些資源之進接，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不易被查察確認完全兌現。

例如，不封鎖競爭者使用管道、不差別待遇競爭者的承諾，廠商可以很簡單的

透過拒絕供應要素、偷偷調高價格、降低品質、推諉延遲供貨責任、減少附加

服務等，即可輕易不予認真履行。

因此，不論是資源的安排或權利的設限，是否始終如一確實的為合併者所

遵守，有賴持續的管制或監督機制。承諾要能容易被兌現而且可以幫助完成目

標，則如上所述，必須思考三個問題：是否確實可以查核？是否必需長期耗費

財力予以查核？是否確實可以協助回復合併前的競爭水準？

三、政策制定、執行、與立法之初步建議

隨著歐美競爭機關維護市場競爭的手段愈趨精緻，合併矯正措施開始多所

運用之際，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若也與時俱進的採用此一手段策略，則應先從

幾個方向著手或釐清：第一，釐清法源依據；第二，制定處理辦法與原則；第

三，「當事人提出、公平會可否」為原則；第四，建立與相關產業主管機關之

合作。茲分述於后。

（一）釐清法源依據

如前所述，公平法第12條第2項之「附加條件或負擔」，已經提供了基本
的「合併矯正措施」之法源。然而，矯正措施若涉及「解體公司資產」或「技

術權利之強制授權」等等措施，是否第12條第2項的「附加條件或負擔」規
定，即已足以提供充分的法源效力？對此，在解釋上似可採肯定之見解。首

先，文字本身並未排除使用解體手段之可能性。另外，公平法第13條第1項，
雖以結合事業「未履行前條第二項對於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作為公平

會得施以「分設事業」或「轉讓部分營業」等「解體」處分之前提，但若將其

解釋為第12條規定只限於非解體措施等較為輕度的負擔，則在實務操作上，亦
衍生第12條違反的程度，是否已嚴重到須以「解體」這麼強烈的處分手段，否
則無法回復競爭秩序的爭議。從另個角度來看，允許第12條「負擔」一語得以
包括「解體」，可提高第13條處分之可預見性與明確性，降低是否符合「比例
原則」的爭議。

在釐清法源依據部分，更難以處理的問題，應是公平法在結合附負擔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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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與公司法及相關法規所可能產生的競合問題。以之前所提及的二項問題為

例，面對公司法規與公平法對於結合行為不同的立法目的考量，公平會該如何

將公司法衡量解體措施是否足以「回復競爭」？有認為，解體措施只須能將結

合事業之市占率或營業額降至申報門檻以下，即可包含事業於公司法下，出於

主動自利考量的結合動機，和因公平法基於維持競爭考量，而有必要強制事業

釋出資產的必要性。
79
這樣的作法，雖有較為明確的標準可循，但顯然誤將結

合的申報門檻，作為結合行為促進競爭或反競爭效果之臨界點，公平會似仍應

在個案中，從競爭的角度，衡酌妥當之措施。

至於公司分割法規對公平法實施解體矯正措施之影響，則可能要從根本的

修法著手，限縮或排除相關經股東會表決通過之規定適用於公平法之解體措施

中。蓋公平法基於促進市場競爭公益之實現，在許多規範面相上，其本質即

是在限制相關個人或事業私法上之權利與自由，例如，公平法關於禁止聯合行

為與獨占力濫用之規定，即是對相關當事人締約及財產權使用及處分權限之限

制。另外，從國外的立法例來看，類似可資參考之規定，見於歐盟公司法第6
號指令第23條第2項，80

其允許受有司法監督之公司分割，得以不經過股東會

同意行之。另外，我國雖無簡易分割之規定，但參酌日本法簡易分割程序之

規定，亦不須經過股東會之決議（日本商法第374條之6、第374條之23），故
分割是否須經股東會同意，與分割之原因可以併同考量，而非必屬強制性規

定。
81

（二）制定處理辦法與原則

我國此時欲行合併矯正措施，首要之務，即是制頒類似「結合矯正措施政

策指引」與「結合矯正措施通知」之辦法，以提供公平會官員及經濟學家，在

結合個案的矯正措施中，引以為據的一項實施架構。確認公平會所能夠運用的

矯正措施類型，都是根據法律及經濟原則所設計。就設計的基本原則而言，公

平會可參考本文所論及之學理研究，依下列標準來判斷適合之手段類型：

1，水平結合部分，由於將直接影響市場結構與市場力量之配置，故較適
宜使用結構面措施；垂直與多角化結合的競爭問題，主要來自於結合後之相關

79 羅宗賢，前揭註202，頁161，164。
80 Sixth Council Directive 82/891/EEC of 17 December 1982 based on Article 54 (3) (g) of 

the Treaty, concerning the division of public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Official Journal L 
378 , 31/12/1982. 

81 羅宗賢，前揭註202，頁176。在此，本文僅提出初步原則性的看法。若果真在立法
修正，則仍應儘可能將股東權益保護列入考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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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潛在排除競爭效果之交易安排，行為面措施可扮演較為直接與立即之矯正手

段。不過，從競爭法學理來看，垂直結合後之相關反競爭行為安排能否有效實

施，仍取決於結合後事業之水平力量。因此，若垂直結合事業結合後之市場力

量顯著提高，且行為面措施所需之實施與後續監督成本過高時，結構面措施仍

可能應優先考量。

2，結合事業若同時是受管制產業，則由於監督資訊取得較容易，行為面
措施較有可能被有效實施。另外，具有高度動態競爭特色之產業市場類型，由

於競爭效果的變動快速，使得結構面的判斷不易，故也較適宜採行行為面措

施。另外，在行為面矯正措施方面，措施手段若過度介入事業經營，而非「回

復競爭」所必要者，將讓人產生是市場規範者的錯誤印象。故類似要求結合事

業應於未來將「內部利益外部化」之措施，應不宜列入作為措施手段，否則，

極易將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二者之界線混淆。

3，另一項考量因素則是法規限制的問題。矯正措施應儘可能不與其他法
規產生競合衝突的問題。例如，從公平法與公司法規二者關係的角度來看，行

為面矯正措施也許是較穩當的手段，蓋其較不涉及公司大規模的股權或組織改

變，而須踐行公司法保護股東或投資人之規定。當結構面手段是必須採行之措

施時，於選擇同屬結構面矯正的不同手段類型時，法規限制仍是公平會應加以

注意的問題。例如，在分設事業與營業讓與中，單純的事業營業資產出售，應

較分設事業所涉及之法規衝突問題較少；而透過「新設分割」方式達到「分設

事業」目的的手段，也可能較「吸收分割」，就法律程序上而言要來得單純。

除了公司法規外，分設事業或營業讓與措施，也應同時注意到會不會創造

出另外的公平法問題。例如，於採行營業讓與措施時，公平會須注意受讓營業

之他事業，與被要求分割資產或事業部門之結合事業間，二者在經營事業項

目、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以及競爭地理範圍的同質性與重疊性程度，以避免

解體措施，變成強化市場另一競爭者市場力量之工具。至於在「分設事業」措

施部分，若係透過將事業部分營業或財產由既存之他事業承受創設新事業之

「吸收分割」方式為之時，則應注意讓與之營業資產或部門，不應是事業之

「主要資產」。除了可避免上述市場力不當增強的問題外，也可避免受讓事業

構成公平法第六條第三款之結合行為，而衍生出有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之額

外法律義務。再者，也須注意結合事業是否會因分割營業，而自受讓事業取得

足以實質支配受讓事業之股份，否則，將難以實現以削弱結合事業市場力之方

式回復競爭之法律期待。相較而言，以分割營業資產創設另一新事業之「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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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較有可能避免類似的疑慮發生。
82 

（三）以「當事人提出，公平會可否」為原則

合併矯正措施，當以「當事人主動提出，公平會行可否決議」為原則，這

在誘因機制設計（mechanism design）中，相對可以誘發出較為誠實的提案措
施。因為公平會在相關案件上處於訊息劣勢，而當事人是擁有完全訊息者，由

其提出矯正措施，不會不當的扭曲，惟其會有推出付出相對較少的矯正措施。

不過，基於當事人不知道公平會可能掌握了那一部分訊息，為求順利通過矯正

措施提議當事人必定會儘可能詳細說明、提供數據、理論分析，企圖說服競爭

主管機關。在這過程，當事人，一者害怕提案所述內容不實，萬一其中某一重

點被抓包，就可能害得全盤被否決；二者，害怕說明與資料陳述不詳盡，導致

公平會因資料不足以判斷而行否決；三者，害怕推出明顯偏低付出的矯正措

施，會被否決。因此，當事人會提出相對較為完整的資料、陳述也會相對較為

誠實、所提矯正措施也會相對較確實。這樣的實益，在採類似像歐盟制度，執

委會只有可駁決定，無與當事人協商權力的制度下，將更為明顯。這樣的機制

設計，在管制經濟中，應用頗多，於某種程度上，它解決了公平會訊息不足之

困境，也迫使當事者會不太敢推出偏差的矯正措施提案。

就我國實務作法而言，雖然公平會在處理重要結合案時，多會透過座談會

的方式，廣納相關產業及消費者的意見來衡酌是否該對結合附加條件或負擔，

但最終關於附負擔的類型及具體內容，仍多是由公平會單方來擬定。未來似

可朝歐盟或美國制度的方向，思索調整矯正措施實施的具體作法與法規調整。

如上所述，歐盟制度固可提高結合當事人詳實提供相關管制資訊的誘因，但執

委會全然不具與申請人協商調整措施內容的規定，則略嫌僵化。相較之下，美

國透過協議裁決來達成彼此均能接受的矯正措施方案，實較有彈性，特別是在

「解體」措施中，更有其實益。蓋一項事先透過雙方同意之解體方案，未來在

公司股東會就公司分割的表決中，較不易受到反對；也可降低不服公平會附加

解體措施處分之相關股東及債權人等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的機率。
83
不過採行

美國制度，需有對產業、競爭法等有相當知識與執法經驗的人員加以配合，始

能充分實現其制度上之優勢。

（四）建立與相關產業主管機關之合作

公平會旨在維護市場競爭水平，而不是中央規劃者角色，其職權專業在於

82 羅宗賢，同前註，頁171。
83 同前註，頁1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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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競爭，而非在於產業管制與規劃。如上所述，當矯正措施廣泛的包含了

「解體公司資產」或「軟資產之移轉交接授權」等措施時，其所涉及的將會有

更深入的產業企業內部營運細節，以目前公平會之職權專業，似將難以負荷。

然而，競爭水平愈高的市場，提供產業愈為發達的動力、社會福利愈為增進，

已是一般共識，採用結合矯正措施更具增進市場效率，是一個必走的途徑。

準此而言，公平會應該積極培育產業與企業營運分析之能力，以為因應。另

外，也可以與其它相關產業主管機關，依個案進行合作。這種跨部會合作協商

模式，在我國現行法規下，除了公平法第9條外，在其他相關法規中也不乏其
例。例如在金融控股公司法第9條規定：「設立金額控股公司之審查辦法由主
管機關與公平交易委員會訂定之。」；企業併購法第6條之規定，公司於涉及
分割案件時，應委請獨立專家，就受讓營業或財產價值及發行新股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故公平會若能充分與產業主管機關合作溝通，必然讓所實施之矯正措

施更加周延。

當然，公平會自行培育相關能力、抑或跨部會依個案合作，各有優劣。前

者，權力指揮一貫，較具效率，但是將涉及競爭法主管機管是否能夠或恰當跨

足「規劃角色」之疑義；後者，可以確保公平會為一「準司法機關」而非「規

劃或管制機關」，但跨部會往往於審查案件上，無效率、費時費力。這也將是

未來公平會在定位與職權上，必須嚴守與釐清的地方。

捌、結論

本文就競爭主管機關於審查結合案，擬以附加矯正措施作為許可結合案之

負擔時，從法律與經濟的觀點，探討其類型選擇與法制設計與實施之相關問

題。從比較法角度，本計劃細介紹美國及歐盟之法制，重點置於二國所制定關

於矯正措施之「政策指引」及「通知」的具體內容。另外，也就國際競爭法組

織OECD競爭委員會以及ICN在此一問題上的努力成果等，一併於本文中歸納
分析。本文第二部分，則從整理歸納我國過去之案例開始，再從經濟學理的角

度，檢討現行所普遍為各國採行的「結構面」與「行為面」二分法矯正措施類

型，各有何利弊，據初步研究心得，於第七節中思索可資公平會未來執法參考

之處。綜合而論，本文之研究結果，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1、透過結合矯正措施，在允許結合事業利用結合實現降低成本與規模經

濟等商業效益的同時，也能同時顧及結合後市場力不當被擴大而產生排除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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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疑慮，已成為多數國家支持採行之競爭法制度。

2、就矯正手段的選擇上，「結構面」的手段也為多數國家認為是較正本
清源與有效的手段。雖然類似像「解體」等措施，可能會讓結合當事人有操縱

解體措施的負面誘因，以及高度不可回復性等問題存在，但相較於「行為面」

措施，競爭主管機關，須在高度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對所附加的禁止或強制

性之行為面要求，於結合後進行長期與持續性的監督，「結構面」仍可能是較

為可採之手段。

3、當然，也有學者與部分國家，不採上述如此絕對的見解，認為「解
體」等結構面措施是否必然優於行為面措施，仍應考量國家整體經濟規模（大

型或小型經濟體）、適用事業產業類型、以及結合類型等因素後，始能作出正

確的判斷。

4、綜觀我國公平會過去的案例，幾乎全數以附加「行為面」的負擔為
主，相當缺少執行「結構面」措施之經驗，再加上事業解體或資產出售等過程

涉及高度的產業市場資訊的取得、主管機關處理類似案件之經驗、及與其他相

關法規間之競爭與衝突問題的解決等問題，故短期內，不可能要求公平會改弦

更張地大規模的實施「結構面」矯正措施。但從國際間的執法趨勢來看，公平

會應把其列為長期實踐之重點目標，嚐試於具體個案中，將「結構面」措施逐

步引入於我國競爭法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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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ssues relat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rger 
remedies system into the Fair Trade Law of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 
and economics, we offe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choice of the proper types of 
remedies in merger review process. In addition to the costs and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structural” and “behavioral” remedies individually, we will also introduce the 
enforcement experi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policy suggestions made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 We highlight the practical 
problems facing the TFTC if it decides to follow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remedial 
models and provide our thoughts on how those problems could be improved by the 
amendments of related laws and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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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評論人：梁國源（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院長）

主委、主持人、陳教授還有各位與會的先進，我對「結合」議題的興趣出

自HHI（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那個公式，因為該公式有非常有趣且值
得深究的統計性質，所以為了要研究HHI，如果有一些和結合領域相關的知識
我都儘量想辦法研讀並加以吸收。兩位陳教授在本文對競爭主管機關事業結

合矯正措施之面向有深入的探討，除了從比較法探討歐盟及美國之立法例及案

例、台灣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及案例、OECD及ICN之建議等外，並從法律面
及經濟理論評析結合矯正措施及成效，最後也提出建議供公平會參考，不但內

容豐富、論析精僻，在當今事業結合風起雲湧的時代，更顯得可貴。個人在閱

讀本文之後感覺受益甚多，也更感到競爭主管機關任重而道遠。本文幾乎已窮

盡結合矯正措施之內涵，個人僅提出一些淺見請大家指教。

一、有關綜論公平會對一般投資公司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結合矯正措施

案例，認為「難謂我國公平會有做出真正的結構面矯正措施之決定」，建議可

以進一步探究原因，例如，公平會是否考慮台灣市場太小，致擔心事業拆解後

新事業的存活率太低？

二、作者既認為公平會結合矯正措施著重在「行為面」之矯正，故本文若

能就公平會對於行為面之矯正措施加以分類比較，甚至探討公平會見解之演

進，則內容將更具可讀性。此外，由於結合矯正措施事後追蹤（monitor）成本
高但甚為重要，尤其行為面矯正措施附加條件或負擔多訂有期限，公平會執行

情形如何？又矯正措施及後續追蹤有否依各該時期市場狀況做必要的檢討？

三、有關論述O E C D於 2 0 0 3年針對「矯正措施之會議報告」提出
四點遵循原則，O E C D針對競爭法及調和曾提出許許多多的「建議
（recommendation）」，不知道這一報告是否為OECD提出的「建議」之一？
其次，對開發中國家而言，遵循原則（四）指出：競爭主管機關應靈活且具創

造性地制定矯正措施。這樣的見解正符合台灣經濟特性需要，值得深入評估公

平會相關立法及執法，並就此提出建議。

四、公平法對於事業結合申報是否提出異議、附加條件限制或負擔，主要

取決於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是否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就經濟理論觀之，整

體經濟利益不外生產效率及分配效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不外其造成對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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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剩餘、生產者剩餘的減損，以及社會無謂損失（social deadweight loss）的多
寡。既然如此，拆解之前結合的事業學理上是否要等同考慮相關的問題，而非

僅著眼於以產業集中度（concentration ratio）彰顯的競爭程度？另，拆解後的
新事業除了遂行文中所述不公平競爭行為外，對於潛在的聯合等限制競爭行為

又要如何防止？國外案例又如何？

五、關於結構面矯正措施之類型及其成效分析乙節，談及「結構面之矯

正措施」類型論及資產的拆解，但競爭主管機關應更關切「市場拆解」，國

外立法及執法案例有否相關的例子？此外，事業拆解時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處理更為困難，智財權（IPR）固然可經由授權處理，但事業拆解後存
續品牌可能因「忠誠（royalty）」取得忠實客戶而占有優勢地位，這一問題也
應該加以處理。

六、有關矯正措施成效研究乙節，美歐案例顯示解體矯正措施成功率分

別達到75%及94%，原因為何？是在設定結合負擔時考量周全？還是市場夠
大使得拆解後新事業具有發展空間？最為大家所津津樂道的拆解成功案例為

1934年9月美國FTC要求聯合飛機及運輸公司（United Aircraft and Transportation 
Corp.，為1929年波音飛機合併其他數家公司所成立）拆解為聯合飛機公司
（United Aircraft Co.）、波音飛機公司（Boeing Airplane Co.）、以及聯合航空
公司（United Air Lines.），三家公司後來都發展成為知名的大公司，我想市場
規模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以台灣的市場規模，能否得到類似的成功率數據？

或確保拆解後事業能得到良好的發展？

七、有關運用「結構面」矯正措施之可行性分析乙節，經濟面之評估中，

建議增加一項：充分確保最小效率規模（minimum efficient scale, MES）。這一
建議同樣是著眼於台灣經濟特性。事實上，以台灣小型經濟特性，結合矯正措

施似可盡可能避免「結構面」之矯正措施，代之以「行為面」之矯正措施，再

對其售價或收費等採取上限（ceiling）限制措施。這類似台灣有線電視發展過
程中，對系統業者設立分51區，採「一區一家」原則、訂定收費上限之權宜措
施，以避免業者重複投資及利於業者追求MES。當然，最近NCC準備檢討這一
個做法，但這樣的案例指明，對M&As矯正措施的討論及設計應該可以更為細
緻。

八、經濟全球化下跨國M&As案例漸增，競爭法的合作及一致性漸受重
視，M&As矯正措施評估變得更為困難、複雜。台灣可能缺乏相關立法及案
例，但歐盟、美國、日本的案例應不在少數，若能一併論析，當更為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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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本文與這個領域的多數研究一樣，論析多以比較

歐盟、美國、台灣立法及案例為核心，但歐美是競爭法先進國家，經濟規模亦

大，台灣能否與其等量齊觀？個人認為相關論述亦應參酌與台灣經濟條件及

發展類似國家之情形。另外，作為開發中國家，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

（harmonization）甚為重要，這樣的議題要如何嵌入結合矯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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