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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審視結合法制發展的沿革以及執法實務之後，可以發現當前結合規範仍有以下之改

進空間：一、相關市場範圍的界定的問題。二、概念上忽略結合的管制，係以事前防患

事業結合後進行市場限制競爭之行為。三、結合行為申請許可與否的最重要條件：整體

經濟利益的認定，似乎與基本經濟實務結合發生的理由有所杆格。對於第二項的問題公

平會目前以附帶條款的方式加以補救，要求事業在結合後不得進若干之行為。但是觀察

若干個案的附帶條款，或者因為公平會未能進行後續的監督，以致於效果不彰。

相關市場範圍界定的恆古問題，期許公平會在執法20年之後，能認知經濟分析的在

公平交易法執法的重要性，在內部能夠先行訂定市場範圍界定的處理原則，做為決定每

件個案市場範圍界定的標準。

至於判定結合與否的整體經濟利益的內涵，可行的做法應當由經濟實務的分析找出

它真正的意涵，本質上它可以寬至整體產業經濟的發展、國家生產力的提升、人類福祉

＊ 景文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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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也可以窄到只涉及該事業生產效益的提升。要如何拿捏整體經濟利益的範圍，

有賴公平會未來的努力。

壹、緒論

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任何企業都享有經營自主的基本人權，可以因經營上的需要而

調整經營規模，使企業最後能夠取得規模經濟（economics of scale）之生產，從而獲得

生產成本降低的效果。在經營產品的類別上，企業則可能為達成範疇經濟（economics of 

scope）的目的，而增加生產或銷售產品的種類。為保護生產原料的來源無虞，企業則可

能將生產線延長，至基本原料或元件階段的生產；為確保銷售通路順暢不會受制於人，

企業的經營策略，亦可能將生產階段向前延伸到產品銷售通路的建立。前者屬於向後整

合（backward integration）的策略，後者則稱為向前整合（forward integration）的策略。

凡此種種的經營方式的改變，均屬於企業為成長或為追求利潤最大而訂定的策略。

然而，企業因應市場客觀環境變遷而進行的經營策略調整，有時候並不一定要經由

企業本身組織的改變著手。藉由外部與它企業的合作，一樣可以獲得相同的效果。例如

投資同業使同業成為本身企業的一部分，即可發揮規模經濟之效果；又如收購類似產品

之同業，則可獲至範疇經濟之效果；向前收購下游之通路廠商或向後投資生產原料的廠

商，則可以獲得垂直統合（vertical integration）的效果。換言之，在自由經濟體系下，

企業為了成長或經營上的需要，基本上是可藉由內部成長（internal growth）與外部成長

（external growth）兩種不同的方式達成相同或相似的效果。

企業會進行這些組織調整的動作，其基本之目的無非是追求企業本身之利潤最大。

追求利潤又是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企業存在的根本天職。依理而言，公權力是不能

擅自干預與置喙的。但是公平交易法的限制競爭部份，除規範既有優勢市場地位廠商的

獨占力濫用（monopoly abuse），與禁止一群廠商聯合勾結（collusion）的行為之外，也

對企業上述之結合行為採行限制之態度，它常引起企業單位或社會人士的疑惑或質疑，

覺得政府部門對企業的經營行為似乎管制過多。

表面上而言，政府對企業結合行為的管制看起來似乎有「過當」之虞，然而回歸市

場結構與企業行為的瞭解，則大部分的人士也許會釋懷些。第一，如果企業間透過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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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手段，使市場內實質廠商的家數變少，既有市場的集中度提高，以致於市場上的

廠商彼此之間無法發揮制衡效果時，剩下的企業極易藉由相互連絡而產生共識，最終形

成共謀行為，從而破壞市場之競爭機制。第二，企業間過度結合的結果，市場極易形成

獨占之廠商1，而獨占廠商則可能藉由市場上之獨占力，一方面阻止其他廠商之進入市

場，而造成產業競爭（industrial competition）的危害。另一方面獨占廠商則可能藉由其

市場力量剝削與其交易的相對人，此相對人有可能是下游的消費者，也可能是上游的原

料或中間投入的供應者。

是故，結合之管制，根本上是以預先防範目的為考量，事先對市場結構改變為對

象，進行篩選有可能未來形成獨占力濫用或聯合行為的結合，藉公權力之介入予以阻

止。亦即結合之行為本身並非公平交易法管制之目的，公平交易法管制之理由在於，防

止結合後未來可能形成獨占力濫用與導致聯合行為的發生。

因此之故，公平交易法對結合的管制，實務上並不以企業名目上組織結構改變的合

併為限（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1款），還將一企業對他企業具有實質影響的控制，如股權

收購（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2款），資產收購（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3款），共同經營（公

平交易法第6條第4款），以及業務與人事的控制（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5款）均納入為結

合的範圍2。

結合是以事前管制為原則，過去的管制的方式是以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1條規定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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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修法後，將申報制改為申請異議制。然而不管申報制或是異議制，結合管制均以企業

結合後，其「對整體經濟利益是否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為審核的指標4。若前者利益

大於後者的不利益，公平會不會阻止其結合；但後者不利益大於前者利益時，則企業之

結合行為將不會被公平會許可。

公平會對結合的管制標準，基本上列了「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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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見公平法第六條對公平法結合行為的定義。
3 民國91年結合前的規定。
4 見公平法第十二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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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準則，然而至於何者屬於「整體經濟利益」，何者屬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在施

行細則中卻未有任何進一步的詮釋，其中的標準為何並不明確。公平會為彌補此闕漏，

在民國95年訂定的「結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的第9條、第11條、第12條分別對水平結

合、垂直結合、多角化結合三種類型，提出公平會的審查因素要件，第13條則列出「整

體經濟利益」四款的考量因素。然而這些因素要件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關係如

何？「結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中也並沒有清楚的說明，很容易讓人以為公平會對結合

的管制是依據「拇指法則」（rule of thumb）規範，這是結合管制的第一個的困難。

結合管制的門檻（公平交易法第11條）基本上係依據廠商的市場力量做為其是否需

要向公平會申報的基礎，因此在任何結合案裏第一個工作項目是，必須確認結合案廠商

所涉及的市場範圍為何？亦即主管機關在決定廠商結合行為是否被允許之前，必須研究

結合案廠商所涉及的相關產品市場與相關地理市場，然後再計算其市場佔有率，從而決

定結合後是否會顯著提高廠商的市場力量與阻礙市場競爭之運作，若是則否決其結合申

請。若結合未大幅提高廠商之市場力量，不產生市場競爭之減損，帶來市場獨占力的濫

用或聯合行為的發生，公平會則會允許其結合。公平會所訂定的「結申報案件之處理原

則」第2條的名詞定義裏雖然有原則上的揭示，但在實務用作上仍有許多的困難。它也驗

證市場範圍的界定，是執行公平交易法最不容易解決的問題。

本文的研究架構，除本節為緒論外，第貳章則由公平交易法管制結合的內容出發，

先說明結合管制的內容，它包括結合管制的對象，以及管制結合的審核標準，第參章則

說明過去我國結合管制法制變動的沿革，第肆章則對目前的結合管制的各種困境提出說

明，第伍章則提出結合管制的展望，最後一章則為本文的結論。

貳、結合管制的內容

一、結合之定義

公平交易法第6條對結合所下的定義為：「本法所稱結合，謂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而言：一、與他事業合併者。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或出資額三分之一以上者。三、受讓或承租它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

產者。四、與他事業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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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計算前向第2款之股份或出資額時，應將與該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

關係之事業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一併計入。」

(一) 與他事業合併者

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的定義，係指產業經濟學所通稱的合併（merger）。它

是指公司組織將產生改變，在法律上它又因為合併的形式不同而分為創設合併與吸收合

併。所謂創設合併係指二以上之企業結合為單一個體，原有企業均失其法人格，並以另

一新的法人格取代之。所謂吸收合併係指二以上之企業結合為單一個體，由吸收公司接

收其他企業的之資產與負債而保存其法人人格，被吸收公司之法人人格因而完全消失5。

事業結合通常經濟上的獨立自主地位的消失，但其仍保有獨立的法律人格。相對的合併

的結果是被合併的企業（吸收合併）或參與合併的企業（創設合併），不論在經濟上或

法律上其獨立人格都將一併消失。因此合併是結合各種類型中結合程度最高的，合併之

後使得多數企業匯集成單一企業，其在市場上的力量將大幅提高，對市場競爭的維持最

容易產生不利的影響，但由於外觀上也最為人們所注意。

(二) 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股份的取得是指事業藉由持有他事業的股份，以取得股東之地位，之後則藉表決權

之行使，而影響股東會甚至是董事會的經營決策。因此，他事業股份或出資額的取得或

持有，也是市場上重要的結合型態之一。但他事業股份的取得或持有必須達到一定的比

例，才有可能對股東會或董事會的決策產生影響，所以公平交易法要求持有或取得他事

業股分或出資額，必須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的三分之一以上，始得認定

二者具有顯著影響公司管理之關係。

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1項第2款的執行時，過去曾發生若干之爭議。第一個爭議是企業

以收購委託書方式持有或取得他事業得股份或出資額，是否符合第2款的結合行為。公

平會於公研釋106號解釋：他事業股份或出資額的取得或持有，並不一定需要實際上之持

有或取得。因此，公開發行公司股東若收購之委託書達到該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的三分之

一，仍屬於第2款的結合行為。

5 參考柯芳枝（1991）轉引自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何之邁（2003）頁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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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爭議是「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出

資額三分之一以上著」中間的「他事業」是否包含「新設事業」。公平會第26次委員會

作成的公研釋012號解釋，認為「他事業」不包括「新設事業」，「他事業」僅限於「既

存事業」。但經公平回隨後的多次討論6，最後於第四屆委員會第561次的委員會議討論

後終於將原決議廢止，將「新設事業」認定為第2款的「他事業」，屬於公平交易法規範

的結合行為。

第三個爭議是事業依信託法之信託行為取得財產之情況，是否符合第2款的結合行

為。公平會的見解為：二事業彼此之間實質或形式關係，合致公平交易法所規範之事業

結合類型者，不論形成該結合型態的手段為何，都不影響其相互間成為結合事業之認

定。因此事業依信託法之信託行為取得財產之情況，若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

額三分之一以上者，亦屬於公平交易法所規範的結合行為。

(三) 受讓或承租它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7

所謂的「受讓」係指當事人一方，基於契約關係而取得他方所讓與的權利或標的物

之所有權而言；所謂的「承租」，則指當事人約定，一方以出租與他方使用、收取收

益，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一旦事業將全部資產讓與另一企業，即表示期間具有控制之

關係。至於取得他事業主要營業或財產者，雖不若全部營業或資產讓與或承租之關係密

切，但藉由營業或資產的營業受益權的讓與或承租，整個營業決策為他事業所掌握，它

與所有權為他事業所掌控的情形並無差異。

至於所謂事業之營業或財產，一般應包括生產設備、商品等有行之資產，以及商

標、通路、信用等之無形資產。

(四) 與他事業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

所謂的「與他事業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前者係指數事業間制訂損

益共同之契約，經營某特定之業務，簽訂契約之事業必須服從統一指揮，以求經營業務

利益的最大化。至於損益的分配則可能依據各事業的投資比例為之，條件是必須經常共

6 公平會第32次、第186次、第202次、第215次、第239次、第398次、第468次、第551次均對該
議題提出討論。引自何之邁（2003）頁248。

7 同注6 頁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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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經營，如僅偶而為之則不適用此條款。

所謂委託經營，係指一事業將全部營業委由他事業利用，需以委託事業之名義經

營，且營業上的損益慨由委託事業負擔。在經濟上由於委託事業經營的控制權，操縱於

受託事業的手中，受託事業在市場上的力量從而增強許多，為防範市場力的濫用因此有

規範的必要。

(五) 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

一事業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表示它事業的經營或方向已

為其他事業所控制，所以將此情況列為結合的類型。惟人事之任免的範圍很大必須給予

若干的限縮。

1. 掌控董監事過半席次

公平會過去的看法認為「董事會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業務執行機關，依公司法第29

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對於公司經理人享有任免的權利」。是故推論一事業掌握它公司7

席中4席者，已經超過半數，認定其符合本款之規定8。

2. 董監事充兼

我國公司法對於一人同時擔任兩家以上公司的董事，原則上並沒有禁止之規定。

但若兼任董事之公司屬於原公司營業範圍之行為，則兼任董事人必須於股東會說明其

兼任董事的重要內容，並取得特別股東會的許可。此限制的理由是為防止兼任董事

藉由職務之便，為自己或他人謀利，而損害原公司的利益。從反托拉斯管制的觀點而

言，則為避免藉由充兼董事的設立，做為兼任董事控制該公司的手段。因此除董事

外，舉凡監察人、總經理，以及其他有影響營業權限重要職位之經理人，均應包括在

內9。

3. 加盟

本款所稱的業務經營，主要表現於營業上的採購、銷售、對象交易條件的決定；

所謂的人事任免，主要是指經理級以上管理人員的任免。而且所謂的控制並不須要達

到全部控制的地步，只需達到控制的程度即可。再者只要一事業之人事或業務為他事

8 同注6，何之邁（2003），頁252。
9 同注6，何之邁（2003），頁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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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控制，即滿足本款的條件。因此，加盟事業總部與加盟事業之關係，由於加盟主對

加盟事業具有直接或間接控制業務的情形，從而構成本款所稱之結合關係。

然而，就其實務一加盟店對加盟主之加盟，對加盟主的市場力的增加或掌握，一

般並不一定產生重大的影響，但過去公平交易法的執行對加盟店的加盟行為，以其表

面要件符合第6條第5款的要件規定，即要求加盟主向公平會申請結合，造成社會許多

的質疑。

二、結合管制的門檻

如緒論一章所論，事業採行結合的行為的目的，並非只是為建立市場力而遂行市場

力的濫用，或是形成勾結進行聯合壟斷，面對市場變化多端的情境，事業為是自己能夠

站穩腳步，或是進一步擴張其市場版圖，以達成其利潤最大化的目的。水平結合、垂直

結合、多角化結合，基本上從事前的觀點而言，都屬於事業為追求利潤最大所必須採行

的決策策略，應當是應被認可。

然而，從事後的角度觀察，事業結合後取得相當的市場地位，或創造有利於聯合行

為的客觀市場條件時，事業就即可能藉市場力而進行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行為，因

此公權力必須對事業結合行為進行管制。

從過去文獻的觀察，各國的競爭主管機關剛開始對事業的結合行為，大都因為事後

事業結合之後，將造成市場高度的集中，不利於市場競爭的維持，認為應予與事前防

範，從而採行較為嚴格的禁止的管制態度。之後，發現事業進行結合行為策略對社會而

言並非一無是處，蓋事業結合之後，可能因為事業間資源共用而提高生產力，或可能結

合後因規模擴大而產生成本降低的效果，強化該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所以對事業結合的

管制轉為由防弊的觀點出發，認為事業因結合所生的壟斷及控制地位的形成，並非公平

交易法所欲規範的對象，只有事業因具有市場控制地位，並藉由控制地位所擁有的經濟

力量，對市場競爭產生損害時，公權力才有介入規範的必要。

是故，當前世界各國的立法，大多傾向採行折衷的管制方式，當事業結合客觀上達

到有控制市場的地位程度時，競爭主管機關始予以介入管制。而且在決策的過程中，一

併考量結合可能對市場產生的正面利益，當結合產生的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的不

利益時，亦允許事業結合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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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剛施行時，採行「事前申請許可制」，事業結合條件達一定之標準時，

須向競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經許可之後使得進行結合之行為。訂定事業結合需申請許

可制度的目的，在於事先排除不產生市場控制地位的結合，以事先篩選需要規範的事業

結合行為。公平交易法第11條的規定如下：「事業結合時，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佔有率達三分之一者。

二、參與結合事業之一事業，其市場佔有率達四分之一者。

三、參與結合事業之一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

金額者。

中央主管機關收受前項之申請，應於二個月內惟核駁之決定。」第11條第1款的門檻

規定，基本上係針對水平結合的情況而設；同法第2款的門檻設定，對三種結合的情況均

適用，不過從立法的意旨而言，似乎是針對垂直結合可能性較大；同法第3款的規定則係

為多角化結合而定。剛開始時銷售金額係以新台幣20億元為門檻，後來因應經濟情勢之

變化而又提升為新台幣50億元10。

目前則因為雙門檻制的改變11，區分為非金融業與金融事業兩種狀況，非金融事業上

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須超過新台幣100億元，與其結合之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須超

過新台幣10億元。金融機構事業的結合，金融事業的銷售金額須超過新台幣200億元，與

其結合之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則須超過新台幣10億元，才須向公平或申請異議。

至於事業申報後公平會的處期限，規定於第11條第3項「事業自中央主管機關受理其

提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三十日內，不得為結合。但中央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

期間縮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申報事業。」。審查期間的延長條件則規訂於公平交易

法第11條第4項：「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之期間，不得逾三十日；對於延長期間

之申報案件，應依第12條規定作成決定。」公平會未依第三項為延長通知或第4項之決

定，以及例外之規定，則規定於第11條第5項：「中央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3項但書之延

10 民國88年2月1日將原有新台幣20億元的門檻標準，提升為新台幣50億元。
11 民國91年2月公平交易法第三修法後，將規範的產業區分為金融產業與非金融產業，其門檻亦
分別提升為新台幣200億元與1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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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者，事業得逕行結合。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逕行結合：

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期間者。

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者。」

三、申報的除外適用

對於第11條第1項的門檻，第11條之一的公平交易法條文又增加修訂除外的適用，

將：「前條第一項之規定，於左列情形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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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他事業結合者。

二、同一事業所持有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事業間結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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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新設之他事業者。

四、事業依公司法第167條第1項但書或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2規定收回股東所持有之股

份，致其原有股東符合第6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者。」將原本就已控制於一公司的結

合，再進行結合時，不須多此一舉的再辦一次手續。第四部分則是與其他法律的競

合關係的適用。

四、申報案件的決定及附款

事業的結合行為一旦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1條應申報的要件，向公平會申報公平會准

駁的標準則規定於公平交易法的第12條，為避免准許事業結合之後，事業的行為可能違

反公平交易法的規定，在同法的第2項修法後的內容裏，允許公平會再給予事業結合須負

擔的條件，其規定條文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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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11條第4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擔12，以確保

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是故，從公平交易法第12條的核准條件的內容觀察，公平會對結合案的審核標準有

兩項：一為結合案通過後產生的整體經濟利益，二為通過結合案後所產生的限制經濟的

12 詳細世界各國的結合附負擔研究，請參酌陳志民等（2010），結合矯正措施之研究，公平交
易委員會99年度合作研究報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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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益。對於大部分的事業或社會大眾而言，事業結合後所產生的整體經濟利益，以及

限制競爭的不利益到底是什麼？並不十分清楚甚至根本無法了解。為清楚區別不同結合

型態的限制競爭的不利益，公平會民國95年通過施行的「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

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9條、第11條、第12條則對水平結合、垂直結合、多角化結合

限制競爭的不利益項目分別提出考量的因素。對於結合可產生的整體經濟利益的考量議

提出其考量之因素，處理原則第13條則給予一般性的說明。

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9條水平結合的考量因素有五項：(一)是單方效果：結合

後，參與結合事業得以不受市場競爭之拘束，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力。公平會

可依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商品或服務同質性；產能及進口競爭等因素進行評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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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一致性之行為，使市場實際上不存在競爭之情形。公平會得就市場狀態是否有利於事

業為聯合行為，監控違反行為之難易程度，以及懲罰之有效性等三方面進行評估。 (三)

是參進程度：包含潛在競爭者參進之可能性與及時性，及是否能對於市場內既有業者形

成競爭壓力。(四)是抗衡力量：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箝制結合事業提高商品價

格或服務報酬之能力。(五)是其他影響限制競爭效果之因素等五項因素。

對於處理原則第11條的垂直結合的考量因素則有：(一)結合後其他競爭者選擇交易相

對人之可能性。(二)非參與結合事業進入特定市場之困難度。(三)結合事業於特定市場濫

用市場力量之可能性。(四)其他可能造成市場封鎖效果之因素等四項因素。至於處理原

則第12條的多角化結合的考量因素有：(一)法令管制解除對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影響。

(二)技術進步使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可能性。(三)結合事業原有結合以外跨業發展計畫。

(四)其他影響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之因素等四項因素。

對於整體經濟利益，處理原則第13條則有原則是的規定：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之

結合申報案件，申報事業得提出下列整體經濟利益考量因素供本會審酌：(一)消費者利

益。(二)結合事業原處於交易弱勢之一方。(三)結合事業之一屬於垂危事業。(四)其他有

關整體經濟利益之具體成效。

對於第三款所稱垂危事業，處理原則第二項則規定其應符合：(一)垂危事業短期內

無法償還其債務；(二)除透過結合，垂危事業無法以其他更不具限制競爭效果方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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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三)倘無法與他事業結合，該垂危事業必然會退出市場。

五、違法結合及未履行附款之處分

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一項規定：「事業違反第11條第1項、第3項規定而為結合，或

申報後經中央主管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履行前條第2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

者，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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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事業即使結合，競爭主管機關亦有權

要求其恢復原狀。

同法第2項則規定：「事業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所為之處分者，中央主管機關得

命解散、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

六、結合罰則

除第13條的處分之外，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違反第11條或第12條結合之行為，在公

平交易法的第40條亦訂有行政罰：「事業違反第22條第1項、第3項規定而為結合，或申

報後經中央主管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履行第12條第2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

者，除依第13條規定處分外，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事業結合有第11

條第五項但書第2款規定之情形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參、結合管制法制改變之沿革

如前所述，結合管制的法制在過去20年的執法期間，相對於獨占力的濫用與聯合行

為的管制，管制內容改變修正得最多。

一、新設事業的爭議

結合規範最早的爭議為若兩事業共同出資成立新設事業，此行為應否包含於結合規

範的對象，公平會第26次委員會議做成公研釋012號解釋：「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1項所稱

之他事業，以結合時『既存之事業』為規範對象，故二以上既存事業共同投資設立新事

業之行為，尚非該條規範對象，故縱使參與投資對象之一，有同法第11條第1項所訂各款

情形，亦無需向本會申請結合之許可，……」根據第12號解釋，公平交易法對於結合規

範的對象，係以「既存事業」為限。因此事業與他事業共同投資新設事業之行為，即無

公平交易法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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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該項解釋限縮公平交易法適用的範圍，自發布之後立即引起學界與社會普遍的

質疑與討論，公平會歷屆委員會會議亦提出檢討13。及至第4屆委員於2002年8月8日第561

次委員會討論後，將該解釋廢止，使新設事業內入結合規範之對象。

二、前一年度會計年度的銷售金額

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3款申請結合門檻之規定，「參與結合事業之一事業，其

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者」，公平會最初單門檻為

新台幣20億元14，後來為因應國內經濟之發展而提升到50億元15。

公平會民國91年第三次修法，則將原有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3款申請結合門檻

之規定，修正為：「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

所公告之金額者」將原有的單門款改為雙門檻，而且將規範的事業區分為金融事業與非

金融事業。非金融事業，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台幣100億元，且

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台幣10億元。結合之事業若為金融

事業，則規定為：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台幣200億元，且與其結

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台幣10億元。

三、准駁結合案的時間

結合案涉及事業單位組織的改造、事業間關係的建立等策略，對事業而言，它具有

顯著之商機性質，因此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核駁時間的拿捏就顯得非常重要。民國81年通

過的公平交易法規定，第11條第2項對主管機關核駁的規定寫的非常簡單，只要求：「中

央主管機關收受前項之申請，應於二個月為核駁之決定」。

民國91年修法除將結合案區分為金融事業與非金融事業之外，並將結合的核駁時間

縮短為一個月，且將審核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清楚的說明：「前項第3款之銷售金額，得

由中央主管機關就金融機構事業與非金融機構事業分別公告之。

事業自中央主管機關受理其提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三十日內，不得為結合。但中

13 公平會委員會於第32次、186次、202次、215次、239次、398次、486次、551次委員會亦均提
出討論。轉引自何之邁（2003）頁248。

14 民國81年4月1日第一次公告的金額。
15 民國88年2月1日公平會第373次委員會決議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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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間縮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申報事業。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之期間，不得逾三十日；對於延長期間之申報案件，

應依第12條規定做成決定。

中央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三項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者，事業得逕行結合。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逕行結合：

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期間者。 

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者。」

經此修法，事業結合案的核駁，最快可以在30日甚至30日以內獲得主管機關的許

可，不至於延誤業者的商業上機會。相對於複雜的結合案，主管機關可獲得較長的審核

時間，不至於產生不適當的核駁決定。

四、條件符合結合申請案的例外

有些結合案雖然表面條件上符合公平交易法第6條的要件，但其並無管制之實益，因

此在民國91年的第三次修法訂定結合案的申請例外：「前條（第11條）第一項之規定，

於左列情形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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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他事業結合者。  

二、同一事業所持有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事業間結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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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新設之他事業者。  

四、事業依公司法第167條第1項但書或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2規定收回股東所持有之股

份，致其原有股東符合第6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者。」

關係事業間股權、資產或營業調整的結果，雖然在要件上符合第6條之規範樣態，但

是就其實質效果，其僅涉及原有經濟體內部之調整，而無產生規模經濟之擴大，市場競

爭機能減損之效果，並無管制之實益，因此訂定公平交易法第11條之1前3款的事業結合

情形，排除申請義務之條款，以節省主管機關的管制成本與業者的申報成本。

至於第4款的部分，則係針對事業依公司法第167條第1項但書或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

2的規定回收股東所持有的股份，而使得原有股東持股比例達其有表決權三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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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至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情形，亦明文予以排除，俾杜絕不必要

的爭議。換言之，第四款的情形係屬事業負責人依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所行使之正當

權利，且結合之發生係由於發行股份之公司行為所造成，它與公平交易法結合規範係為

防範事業結合弊害事前申報之規範意旨，並不相同。

肆、結合管制面臨的困境

一、結合為事前管制與結構管制

(一) 結合管制性質屬於事前管制

整部公平交易法對事業限制競爭行為的管制，基本上係以事業是否從事市場限制競

爭之行為，例如擁有市場力量的事業是否濫用其市場力，對與其交易的消費者進行剝削

性的定價，或對不同的生產者進行差別式的定價；又如若干事業間，藉由共謀決定生產

產品的數量或共同決定產品或服務的價格。相對的，結合規範的目的則在於以事前防範

的手段，防止市場結構惡化，避免有利於限制競爭行為發生的市場條件出現，而衍生出

事業採行限制競爭的行為。

是故，就管制的時間點而言，結合的管制係在行為未發生前進行管制，而管制的對

象為市場結構的變化。換言之，結構管制的核心思維係完全接受經濟學新古典理論的邏

輯16的影響，認為結構是因，績效是果，因此，只要解決市場結構惡化的問題，由其所衍

生的市場交易不自由的問題將可迎獲得解決。

(二) 結合管制性質屬於結構管制

公平會為說服社會或受管制的事業，在訂定結合管制的衡量時，不自覺的又回到以

行為面的要素，做為審理結合案是否可以獲得通過的標準。例如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

則第9條水平結合的考量因素，水平結合案的審理要件：(一)是單方效果：結合後，參

與結合事業得以不受市場競爭之拘束，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力。(二)是共同效

果：結合後，結合事業與其競爭者相互約束事業活動、或雖未相互約束，但採取一致性

之行為，使市場實際上不存在競爭之情形。(三)是參進程度：包含潛在競爭者參進之可

16 參見莊春發（2002）反托拉斯經濟學論集，第一章競爭概念的發展、演變與反托拉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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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與及時性，及是否能對於市場內既有業者形成競爭壓力。(四)是抗衡力量：交易相

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箝制結合事業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力。(五)是其他影響

限制競爭效果之因素等五項因素。

同樣的，在垂直結合管制的考量要素，也和水平結合管制相同，又回到以行為面的

因素：(一)結合後其他競爭者選擇交易相對人之可能性。(二)非參與結合事業進入特定市

場之困難度。(三)結合事業於特定市場濫用市場力量之可能性。(四)其他可能造成市場封

鎖效果之因素等四項因素。

對於多角化結合審核的考量因素亦復如此，考量因素為：(一)法令管制解除對結合

事業跨業經營之影響。(二)技術進步使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可能性。(三)結合事業原有結

合以外跨業發展計畫。(四)其他影響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之因素等四項因素。

事業結合之後，事業是否會因為市場力量的擁有而進行限制競爭的行為，或者會因

為市場結構改變而進行聯合行為，管制機關事前並不清楚，卻又要於事前加以臆測，並

將其做為許可結合與否的標準，實在難為公平交易法的執法人員，也難怪在實務上會因

為採用此模式的許可標準的決定，曾被行政法院加以駁回17的個案。

基本上，適當的做法是以產業經濟學S-C-P的理論，研究出那些市場的條件下，事業

最容易發動限制競爭的行為，先建立起結構與行為的關係，然後再以結合前後市場結構

的改變，決定結合許可與否的標準18。如此一者使結合的管制回復到以事前規範的目的，

二者則使結合的管制回到以市場結構為管制的基礎。

(三) 結合後市場結構的管制

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對於適用簡化作業程序的結合案，分別訂定門檻：依公

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3款向本會申報結合之事業，其市場占有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參與水平結合之事業，其市場占有率總和未達百分之十五。但有特定市場前二大事業

17 華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收購唐榮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案，最後即因公平會以結合後結合公司可
能發生單方效果予以駁回，結合公司向高等行政法院訴願，高等行政法院認為不能以尚未發

生之行為否定結合公司之結合。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100年度判字第1093號。
18 美國2010年水平結合指導原則亦改變不以市場結構為認定結合，是否產生顯著降低市場競爭
的唯一因素。見邱德儒（2010）美國水平結合指導原則之修正對於我國水平結合管制之啟
示.東華大學財經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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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市場占有率總和達到三分之二或前三大事業之市場占有率總和達到四分之三之情形者

除外。2參與垂直結合之事業，在個別市場占有率總和未達百分之二十五。3、參與多角

化結合之事業，經考量處理原則第十二點第二項所列考量因素，認定相互不具重要潛在

競爭可能性者。

觀察該門檻規定，可以明顯看出其區隔簡化作業程序與一般作業程序是以市場結

構為準則，水平結合是以市佔率15%為臨界點，垂直結合則以市佔率25%為門檻，多角

化結合則以重要潛在競爭者為考量。所以基本上仍維持以市佔率的結構指標為區分之標

準。

然而到了一般作業程序時，參照結合管理規則的第9條（水平結合）、第11條（垂直

結合）、第12條（多角化結合）似乎並不以市場結構的屬性為衡量標準，而直接跳到以

事業行為為核駁的標準。中間遺漏了市場結構與事業行為的關係分析。中間若能參酌產

業經濟學的分析，對各類型的結合案市場結構與事業行為進行研究，相信訂出的管理辦

法將會更合理與更精緻19。以水平結合而言，管理規則所訂的單方效果主要在防止獨占力

的濫用，即可將門檻定在結合後市場上出現獨占事業為標準，認定一旦市場出現獨占事

業時，極有可能產生獨占濫用的行為。

又如共同效果可參酌國內外既有的研究結果，推論市場廠商數在3家（包括3家）時

極有可能出現共同效果，而市場廠商數因結合而落至3家到8家時，仍有相當可能產生共

同效果，若市場上廠商數仍有10家以上時，則推論市場不易產生共同效果20。同樣的，參

進市場障礙的認定，結合管理規則亦可參酌新古典經濟學長期所討論的四項因素：絕對

成本優勢、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化、資本需求，以及最為重要的法律障礙（或稱為政府

障礙）21。如此再結合實務判斷時，才會有堅實的論述基礎，能夠說服申請人與社會大

眾。

19 相關研究可參酌，江國棟（1998），〈水平結合之福利分析〉，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
所碩士論文。

20 相關研究可參酌，莊春發（2005），〈參與廠商人數、公會與聯合行為關係的研究－公平會
處分案的分析〉，公平交易季刊，第十三卷第四期。

21 相關研究內容，可參酌莊春發（2002），《反托拉斯經濟學論文集（上）、（下）》。第六
章，獨佔事業與市場進入障礙—台灣服務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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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垂直結合要素的分析，亦可由既有的文獻上找到關係密切的素材，例如上下

游事業交易因為結合所衍生的封鎖效果。在何種條件，例如產品同質或異質較容易產生

上下游事業採行封鎖策略，又如係在成熟產業或成長產業較易產生上下游封鎖效果22。

同樣的，多角化的結合在產業經濟學文獻，亦可以找到豐富的討論，當多角化結合發生

時，對參與結合事業的市場競爭將產生那些影響。

二、市場範圍的界定－恆古的難題

如同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Stigler曾經說過的話：「市場界定是人類智慧的黑洞」23它

代表在實務上要將那些產品因為彼此之間具有密切的替代性，又能相互產生競爭的效果

而將其歸類為同一市場，並不容易；若進一步考量空間因素對事業間產品或服務的競爭

關係是否存在，則反托拉斯市場的界定更形複雜。前者之考量稱之為相關產品市場，後

者則稱之為相關地理市場。

即使經此歸類，在實務它仍然不易操作，但在公平交易法的執法上又是不可或缺的

基礎，因此它給公平會或世界其他國家執行競爭法的機關確實是帶來相當程度的困擾。

即使時至今日，隨者經濟學理論不斷的精進，統計方法的被開發出來，在實務上一旦要

界定相關市場範圍時，主管機關經常還是有意或無意的將此項工作故意忽略，或輕輕的

給予帶過，造成事後處分案在訴願或行政法院判決處於下風。

(一) 結合管理規則的市場界定規定

結合管理規則的第3條先界定特定市場：本處理原則界定特定市場係綜合產品市場及

地理市場加以判斷：1、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上，具有高度需求

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2、地理市場係指就結合事業提供之某特定商

品或服務，交易相對人可以很容易地選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之區域範圍。3、在考量前

項產品市場、地理市場外，得視具體個案，衡量時間因素對於特定市場範圍之影響。 

結合管理規則的第3條第1項則對相關產品市場的判斷進行規定，必須是在功能、特

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上，具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同法則在第2項對相關地理市場進

22 相關研究可參酌林育烽（1998）〈垂直合併之經濟分析〉，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
士論文。

23 Stigler（1982）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時發表演說所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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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規定，認為某特定商品或服務要具有替代或競爭關係，必須交易相對人符合可以很容

易地選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之區域範圍。

即使有上述的簡易說明，在實務上要界定相關市場仍有一定的困難，以至於在實務

操作時，不得不採行方便的認定方式，造成公平會同一個案在不同時間審理時有不同的

市場範圍。

(二) 公平會申報結合被駁回或禁止案

公平會受理的結合案申請，自民國81年至民國100年8月共計6536件，中間終止審理

317件，併案26件，駁回或禁止結合共10件，禁止或駁回的案件佔申請的0.15%。10件駁

回或禁止結合案，結合的案由以及駁回或禁止結合的理由，整理成表一表示。

表一　公平會駁回或禁止之結合案件一覽表

日期

委員

會議

次

案由 駁回或禁止結合理由

86/11/5 314次
中油公司與蔡姓

及陳姓地主合設

加油站

在進口油品未全面開放前，對中油公司或其他新進

業者以共同經營或新設公司等結合方式成立加油

站，暫不予同意。

89/03/29 438次 群健有線電視公

司擬受讓威達有

線電視公司主要

資產

1. 市場集中度過高：
結合後，群健有線電視收視戶數將達十八萬戶以

上，堪稱國內最大系統業者，且其經營規模亦已

超過新聞局十五萬戶分區經營合理規模，又直播

衛星業者相當期間內，僅得從事有限度之競爭。

2. 具有市場進入障礙：
有線電視系統係屬特許行業，相關業者自舖設網

路、工程驗收至獲得營業許可，至少須三年以上

時間。

3. 尚無明顯整體經濟利益：
本案結合後，固有助於該公司節省營業成本，從

而取得邁向跨業經營之機會，惟目前有線電視系

統業者跨入電信業務或資訊通信業務，並非由有

線電視系統業者自行投資跨入網際網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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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19 441次 東森媒體科技申

請與聯群、新臺

北、金頻道及新

竹振道有線電視

事業結合

本案結合實施後，得誘發申請人透過拒絕交易、聯

合行為，差別待遇、集體議價優勢、或以其嚇阻力

量，排擠其他頻道節目進入被結合事業播出之可能

性，從而降低其市場競爭力而退出市場，導致頻道

節目供應市場趨向市場閉鎖之限制競爭效果。

本案結合之實施，對被結合事業產生降低交易風

險、改善經營體質、穩定供需關係、營造集體議價

及跨業整合優勢等利益，較同一經營區域內其他未

參與結合之系統業者，具有明顯之競爭勢。在目前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市場之市場結構下，被結合事業

因結合所產生之優勢競爭力及嚇阻潛在競爭者之力

量，或將進一步肇致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市場結構趨

於集中，而不利於競爭機能之發揮。

本案結合後，透過申請人控制被結合事業之業務經

營及人事任免，固然得使參與結合事業產生降低交

易風險、改善經營體質、穩定供需關係及集體議價

等內部經濟利益，惟參考申請人事業結合申請書，

並無適當自我防制限制競爭及內部利益外部化之具

體做法。

又本案結合實施後，固或可促使參與結合事業透過

有線廣播電視網路，提供有線廣播電視、電信及網

際網路之跨業整合性服務，促進寬頻網路傳輸、分

級付費、互動式雙向服務及其他加值服務之技術進

步及優質服務，並間接提高週邊產業（如線纜數據

機、數位解碼器及寬頻網路建設）發展之整體經濟

利益。惟按有線廣播電視網路僅係寬頻載具之一，

隨著通信科技的發展，傳統通信網路事業亦得提供

寬頻傳輸服務，故有線電視網路之建設僅為我國資

訊通信基礎建設之重點之一，所產生之整體經濟利

益尚得以其他限制競爭較小之方式達成。

89/11/16 471次 怡星有線電視申

請與萬象、吉隆、

本案申請人及被結合事業多數股東投資之頻道供應

事業--和威傳播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代理銷售12個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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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慶聯、三

冠王、長德、麗

冠、新視波及港

都等九家有線電

視公司結合

節目、木喬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代理18個頻道節
目，是申請人最高得影響30個頻道節目之供應，約
達目前有線廣播電視系統75個可利用頻道之40%；
且木喬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所代理之頻道節目

中，STAR SPORTS、衛視中文台、ESPN、非凡商
業台、民視新聞台等，均在運動、綜合、財經、新

聞等類頻道節目供應市場中具有一定之市場影響

力。是本案結合實施後，易導致申請人為競爭目

的，透過拒絕交易、差別待遇、集體議價優勢，或

以其嚇阻力量，排擠其他頻道節目進入被結合事業

播出之可能性。

91/08/08 561次 新臺北有線電視

擬與麗冠有線電

視合併

1. 市場界定與集中度測定
產品市場：有線廣播電視（SSNIP法）
地理市場：臺北市信義區、內湖區、南港區為範

圍。

新臺北市場占有率約為73.1%，麗冠市場占有率約
為26.9%。結合前HHI值為6061，屬於高度集中之
市場結構。結合後，市場內之競爭者家數將從兩

家變為獨家經營之情形，HHI值上升為10,000。
2. 參進分析
目前行政院新聞局尚未重新受理經營申請，因此

形成法令上之參進障礙，而有線電視系統之經營

須鋪設分配網路及挖埋管線，涉及路權、桿權等

稀少資源的分配，尤其目前國內有線電視產業頻

道商與系統業者垂直整合關係緊密，新進業者就

算能克服法令及經濟的進入障礙，也未必能與既

有業者以相同的交易條件取得足夠頻道節目提供

收視服務，是以，對於潛在競爭者而言，有線電

視市場存有顯著的進入障礙。

3. 效率分析
(1) 美國的一項研究指出，有線電視具有規模經濟
性質，但並不強烈，在有線電視普及費率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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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下，系統業者的收視戶規模增加10%，
大約僅可使單位成本下降0.2%。國內有線電視
系統之主要經營成本，約有57.6%係屬於頻道
節目購買成本，約有10.9%為平均安裝成本，
而該二項成本均屬於隨著收視戶數規模擴大而

增加之成本（有線電視頻道節目之授權費係按

照收視戶數計算），是以，尚難認為有線電視

具有強烈之規模經濟而有「自然獨占」傾向。

(2) 根據本會「九十一年度有線電視業市場結構調
查」所得資料，約可推斷國內有線電視系統之

平均成本曲線仍是呈現傳統的「Ｕ型曲線」

（U-shape curve），該曲線的最低點，即所謂
「最小效率規模」（minimum efficient scale；
MES）約在四萬戶至六萬戶間，而目前國內大
部份之有線電視經營地區，其總收視戶數均遠

超過該「最小效率規模」。

(3) 結合後，由於區域市場內將形成無競爭之狀
態，在缺乏市場競爭壓力驅策下，勢必更加限

制新臺北有線電視對於降低成本、從事創新與

提升服務品質之誘因。

96/3/8 800次 好樂迪公司與錢

櫃企業申報事業

結合

產品市場：

視聽歌唱服務市場

地理市場：

就消費者而言，交通時間、交通成本等因素對於交

易對象之選擇與轉換即具有相當影響，本案結合區

域雖以全國為範圍，然受影響之「地理市場」應以

規劃有短程交通路網之個別縣市或相鄰縣市為範圍

較妥適，例如臺北縣市間設有綿密之公車及捷運路

網，即可視為一地理市場。

集中度：

就全國前100大視聽歌唱業者在臺北縣市之營收而
言，參與事業合計已超過90%之市場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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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10 879次 統一企業公司與

維力食品結合申

報

1. 市場界定
產品市場： 速食麵具有食用方便、省時省事、口

味獨特、易長期保存等特性，產品間

差異不大，應劃為單一市場。

地理市場：全國。

2. 結合後之競爭分析
單方效果： 第1大與第2大廠商結合單方效果顯

著。

共同效果：無明顯共同效果。

參進程度： 潛在參進者參進可能性與即時性極
低，其參進障礙高。

抗衡力量：結合後連鎖通路商抗衡力量減損。

3. 整體經濟利益
結合對實現規模經濟之整體經濟利益，難認有明

顯助益。

開發海外市場，本結合案尚非唯一途徑。

維力非垂危事業，並無藉本結合案迅速籌得資金

以確保存續之迫切必要。

98/4/20 產品市場：

視聽歌唱服務市場。該市場所屬事業「係提供視聽

伴唱社備及廠所為主要服務」之事業。

資料來源：胡祖舜（2011）未發表書籍

(三) 結合案市場範圍界定不一致的個案

1. 好樂迪與錢櫃結合案

民國92年5月國內前兩大KTV業者好樂迪、錢櫃以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

之結合申報要件，向公平會申報結合，公平會在第608次委員會議認為結合案之相關地理

市場為「全國市場」，兩家公司結合對於相關市場結構變化影響不大，並無顯著限制競

爭之不利益，結合之後上由市場仍可維持伴唱曲發行管道之暢通、並因此強化國際競爭

力、消費者亦可持續保有歡唱多元曲目之管道，爰以附加負擔不禁止其結合24。

24 公結字第09200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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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該二公司其後並未實行合併計畫，復於民國95年12月間再次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

報，經民國96年3月8日第800次委員會議決議，將該結合案的相關地理市場縮小為「臺北

縣市視聽歌唱市場」。若允許結合將嚴重損害「臺北縣市視聽歌唱市場」之競爭機能，

結合案使該二廠商成為公平交易法的獨占事業，將使臺北縣市欲消費視聽歌唱服務的消

費者無密切的替代選擇、買方市場力量的壯大將排擠其他伴唱帶代理商之生存、以及先

消滅國內市場之競爭，方能向海外投資等理由禁止其結合。

該決定遭行政院撤銷，並命公平會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25，公平會民國97年4月

第859次委員會議決議仍維持禁止結合之原處分三次委員會議決議內容比較如表二。

好樂迪公司與錢櫃企業於民國92年第一次申報結合，公平會第608委員會議的決議對

該案的相關地理市場範圍的界定為「全國地區」，申報人好樂迪公司與錢櫃企業的結合

後的市場占有率僅為20%，且該市場並無顯著進入障礙，公平會並未進行潛在反競爭效

果的分析。但到了第二次申報時，地理市場突縮減為「臺北縣市視聽歌唱市場」，其所

持之理由是，就消費者而言，交通時間、交通成本等因素對於交易對象之選擇與轉換顯

著影響其選擇。臺北縣市有綿密的公車及捷運網，因此是為同一地理市場，經此地理市

場的改變，申報人市場占有率即驟升為90%以上，若公平會通過此結合案非常可能造成

結合後的單方效果。可是臺北地區捷運網除新埔站至永寧站是在民國95年通車外，其餘

各線則是在民國85年至89年間陸續通車，公車網在此期間亦無重大的變動。換言之，兩

次結合案的申報案期間台北都會區交通環境並無太大改變，但公平會對地理市場之界定

為何有如此大的轉變，卻未有任何說明，第859次委員會議僅係對第800次委員會議決議

25 97年2月1日院臺訴字第0970081708號訴願決定書。駁回理由為：
 一、 公平會原處分之論述僅偏重於結合後「可能發生」之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未見具體評估

整體經濟利益，有否失衡之虞？
 二、 新聞局非KTV產業之主管機關，僅能就本案對於唱片業可能產生之影響提供意見，是否

足資論斷本案對伴唱帶代理市場有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情事？
 三、 原處分稱有契約可證明好樂迪及錢櫃公司結合後對於上游伴唱帶代理業者形成獨買力，

將形成只剩該二公司支持之特定代理商所代理之歌曲可上兩大系統通路之惡性循環，所

指契約具體內容為何、有無經調查或相關處理程式？
 四、 申報人主張公平會就不利於渠等之證據未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復未如92年7月4日公結

字第092003號決定依職權裁量附加負擔，亦未通知申報人提出附加條件，有違行政程式
法第7條規定云云，似非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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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補充說明，對地理市場的巨大改變轉變並未進行解釋。

表二　公平會對好樂迪與錢櫃申報事業結合市場範圍處理比較

好樂迪公司與錢櫃企業申報事業結合

第608次委員會議
（92.07.03）

第800次委員會議
（96.03.08）

第859次委員會議
（97.04.24）

市場界定

與集中度

測定

產品及地理市場：

我國境內視聽歌唱

業。

倘視聽歌唱業提高歡

唱費或餐飲費等其中

一服務之報酬，顧客

將轉換交易對象，且

其他競爭者或潛在競

爭者能夠立即於全國

供應具替代性產品或

服務，未有地域限

制。

集中度：

好樂迪市場占有率約

為21%，錢櫃公司市
場占有率約為20%。

產品市場：

視聽歌唱服務市場

地理市場：

就消費者而言，交通

時間、交通成本等因

素對於交易對象之選

擇與轉換即具有相當

影響，本案結合區域

雖以全國為範圍，然

受影響之「地理市

場」應以規劃有短程

交通路網之個別縣市

或相鄰縣市為範圍較

妥適，例如臺北縣市

間設有綿密之公車及

捷運路網，即可視為

一地理市場。

集中度：

就全國前100大視聽歌
唱業者在臺北縣市之

營收而言，參與事業

合計已超過90%之市
場占有率。

產品市場：

參照主計處行業標準分類

定義、申報人經營型態、

市場上相關業者營運狀況

及消費者需求目的，本案

產品市場所屬事業應指

「以提供視聽伴唱設備及

場所為主要服務」之事

業。

地理市場：

視聽歌唱服務之消費特

性，難期消費者願意支出

過高之移動成本前往遠地

取得視聽歌唱服務，是

自需求面界定「地理市

場」，應以規劃有短程交

通路網之個別縣市或相鄰

縣市為範圍較妥適，例如

臺北縣市間設有綿密之公

車及捷運路網，即可視為

一地理市場。

集中度：

申報人於臺北縣市合計之

市場占有率則超過90%。

資料來源：同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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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飛碟廣播公司結合案

A. 公平會的市場界定

(1) 相關產品市場

飛碟廣播公司結合案的市場界定，相關產品市場公平會的認定為：「按廣播

電視法第10條規定，電臺之設立，應填具申請書，送由主管機關轉送交通部核

發電臺架設許可證，始得裝設。裝設完成，向交通部申請查驗合格，分別由交通

部發給電臺執照，主管機關發給廣播或電視執照後始得正式播放。是以，廣播事

業係屬特許行業，執業前應取得廣播執照，是本案應以「廣播服務業」做為其市

場。」換言之，公平會依據進入廣播市場經營，須經交通部以及通傳會兩個機關

的許可，始能進入市場的觀點，界定飛碟公司的結合案所涉及的相關產品市場為

「廣播服務業」。

(2) 相關地理市場

至於相關地理市場的界定，所依據的理由依據處分書內容為：1、公平會第

576次委員會議報告案五之意見：廣播電臺因屬不同區域廣播電臺，非屬同一特

定市場具有水平競爭關係，相關事業所處之地理市場應有其區域性。2、市調業

者潤利艾克曼國際事業有限公司及尼爾森就廣播服務業之市場調查一向係以分區

進行調查，且調查結果廣受相關事業採用、參考因此飛碟案以分區市場為宜。

3、本案被處分人本身僅係一中功率電臺之廣播服務事業，在性質上屬於區域性

電臺，其電臺覆蓋範圍並未達臺灣中區、南區及東區。是以，全國廣播服務業地

理市場得分區界定為數個地理市場，核符業界實務。亦即飛碟案所涉及的市場稱

之為「北部地區廣播服務市場」

(3) 市場佔有率的計算

市場範圍確定之後，公平會首先以收聽率為指標，分析飛碟公司是否需要向

公平灰申請結合案。公平會利用潤利艾克曼國際事業有限公司廣播電臺收聽率

的調查獲得的結果：民國94年飛碟公司於「北部地區廣播服務市場」收聽率為

21.8%，中廣公司（含流行網及音樂網）則為19.4%，兩家公司結合後市站率合計

為41.2%，已達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之結合申報門檻。另依據民國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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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資料兩家公司於「北部地區廣播服務市場」的收聽率合計為42.7%。同年

第二季兩家公司的在「北部地區廣播服務市場」的收聽率合計為34.6%。均超過

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之結合申報門檻。

收聽率之外，公平會亦依據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的規定，計算中國

廣播公司在市場營收的比例，評估飛碟結合案是否需要向公平會申請結合許可。

由於中廣公司屬於全區電台，此時採用的地理市場為全國市場。國內全區廣播

服務事業共計有中廣公司、正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台北國際社區文化

社區基金會、內政部警政署警察廣播電臺、漢聲廣播電臺、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復興廣播電臺、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依據各家業者向公平會所提供的民國

94、95年營收資料計算，全區廣播服務市場規模民國94、95兩年分別為1，168，

962，405元與1，117，604，415元，而中廣公司民國94、95年營業額則分別為

747，259，000元與701，308，000元，中廣公司民國94、95年在全區廣播服務市

場之占有率分別為63.92%、62.75%，已達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之結合申

報門檻，依同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第3款規定，亦應由飛碟公司向公平會提出

結合申報。

緣於此應申報而未申報之事實，公平會對飛碟公司處以新台幣300萬元罰

緩。飛碟公司不服公平會之處分提起訴願，遭駁回再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

B.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市場界定

(1) 相關產品市場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對於相關產品市場的界定，首先提出下列之主張：按公平

交易法第4條之規定公平交易法所稱競爭，謂二人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

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故界定商品或服務

之範圍時，應涵蓋所有可能競爭之項目，包括該商品或勞務潛在之供給者與需求

者，以及考慮交易之空間與時間範圍。在經濟學上則以「替代彈性」作為標準，

替代彈性則包括供給替代彈性與需求替代彈性。

替代彈性的部份，高等行政法院引用民國96年12月27日公平會招開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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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傳播委員會紀專門委員會的證詞：「所以整個的經營態樣，已經有天翻地覆

的一個改變，隨著數位匯流得時代來臨，將來包括數位廣播、數位電視，整個數

位化後，實在很難分清楚，什麼叫廣播、什麼叫視訊、什麼叫音訊、什麼叫電信

服務，所以這一部分的思維，恐怕隨著科技潮流的改變，恐怕要翻天覆地。」，

故高等行政推論：網路廣播甚至網路本身與電視事業服務市場，應與廣播事業為

同一市場。

從供給替代的觀點而言，「由於廣播係利用公共自然頻譜中特定之頻段進行

傳播，在傳播功率有限及無法容許重複頻率相互干擾下，形成「廣播頻道有限

性」之障礙，而網際網路廣播之興起，基於網址及IP之數量趨於無限， 使得影音

多媒體得以在網際網路上呈現，不必再依賴有限之空中頻道，故網路對傳統廣播

服務而言，亦具有替代性。」26

(2) 相關地理市場

對於相關地理市場的認定，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亦採用通訊傳播委員會紀專門

委員在公平會公聽會的發言意見，認為即使廣播電台為中功率，透過聯播的制度

其節目仍可以在全國各地區播放27。此外，廣播結合網路播送，將輕而易舉突破

發射功率之問題，使消費者於國內任一地區皆可收聽同一節目，認為公平會無視

現實狀況，逕以不合宜之方式界定飛碟案的地理市場，實有未當。

(3) 市場率之計算

對於公平會以潤利公司發布的收聽率為衡量標準，主張其電訪內容簡略其電

訪無固定預算亦非定期舉行，在北區的調查樣本365天僅1440人，平均一天僅4

人，結果誤差高達50%，不足以做為市場佔有率的指標。

至於以營業額為衡量市佔率的部份，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則改採「全國地區」

為市場範圍。以通傳會根據各廣播業者申報會計師簽證財報調查結果，中廣公司

民國94年與民國95年營收分別為新台幣7.4億與7.0億（其中尚包括如房租收入等

眾多非廣播廣告業外收入），占各該年整體廣播營收新台幣37億元與36億元之

2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判書—行政類，97年訴字第2191號，第3頁
27 同注20，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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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與19.44%。飛碟公司在此兩年的營收則為1.74億元與1.72億元，市場占有率

為4.7%與4.8%，二者合計市場佔有率為24.7%與24.24%，均未達公平交易法第11

條第1項第1款所訂三分之ㄧ 應申報門檻。

若進一步考量公營廣播電台補助之事實，政府對境外發音之中央廣播電台補

助新台幣5.7億元外，其他警察廣播電台、教育廣播電台、漢聲廣播電台、復興廣

播電台、漁業廣播電台、台北廣播電台、高雄廣播電台之年度歲出預算共計新台

幣6.5億，將其納入廣播產業營收，則中廣公司之營收在民國94年與民國95年的市

占率，將分別再降低為17%、16%，飛碟公司 則降為4.0%、4.0%，兩家公司合計

的市佔率將將降為21%與20%。此一數字甚至未計入地下電台之營收，故飛碟與

中廣公司之市場占有率，不符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1、2款所定之比例，至

為明顯。

(四) 廢除市場佔有率為管制結合門檻之議

2006年我國於OECD接受競爭政策同儕檢視時，該組織以市占率做為標準充滿不確

定性，在公平交易法的修法上宜刪除以「市場占有率」做為結合門檻建議。對此修法方

向之建議，本文以為OECD的任何決議均屬建議性質，對成員不具拘束性。公平會應當

在參酌經濟學理與其他國家目前施行結合管制的方法，仔細省思如何改進執法之方向與

技巧，而非一定要接受OECD的建議。

畢竟市場占有率的相對指標，是判斷事業在某特定市場中是否擁有市場力量之重要

依據，它也是執行競爭法最為核心的工具，不能因為實務上市場範圍界定的困難，市場

佔有率的計算不容易，而就輕易放棄。如果其它衡量指標的取得比市場佔有率更容易，

而且和市場占有率一樣，能夠充分反應特定事業單位在市場的相對地位，我們舉雙手贊

成結合管制門檻指標的更改。

然而要考量的是，即使上述條件能夠滿足，廢棄以市場佔有率的做法仍然有相當的

問題。因為公平交易法執法上以市場占有率做為認定門檻者，除結合管制之外，尚有第5

條之1獨占事業身分的認定，以及聯合行為違法的界定。若以市場界定不明確、市占率標

準不確定為由，廢除以市占率作為結合申報門檻，則公平交易法第5條之1獨占事業之認

定標準是否也應一併檢討，公平會是否能夠找出其他更具說服力的標準做為替代？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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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占率作為申報門檻的政策，以及其所衍生之問題實值公平會深思。

此外，市場界定不明確、市占率標準不確定為各國競爭法執行所面臨的共同問題，

並非公平會所獨有，而以上述理由廢除相關規定並非解決問題之道。相反的，公平會應

強化對市場範圍界定的論述，以求結合案周延的判斷。再者，市占率在市場上是一相

對的指標，銷售金額則是絕對的指標，若結合管制的目的在避免事業結合而使事業市場

力量增大到一定程度，進而不利市場競爭，則市場力量的大小，恐難以絕對指標加以表

示。

結合行為的態樣可區分為水平、垂直及多角化不同的類型，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

規定，也考量了水平、垂直及多角化結合態樣加以規範，表示立法者已周延考量。結合

規範之用意在於防止結合事業結和後的市占率過高，導致限制競爭不利益大於整體經濟

利益。廢除市占率申報門檻後，改採銷售金額標準做為各種產業結合態樣的唯一依據，

恐有不當。

三、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經濟利益的內涵

(一) 公平會的詮釋

結合行為的規範存在的困境，除本質上的問題：要以事前管制事業未來事後可能發

生的行為，的確不簡單。首先管制機關必須了解事業出於何種情況，會做出限制競爭的

行為，或可能做出限制競爭的行為。要以事前的時間判斷事業事後可能發生的行為，對

任何管制機關而言，都是極大的挑戰。其次，結合還要面對市場範圍界定的恆古難題。

問題還沒有結束，在實際執法時，執法機關還需決定結合所產生的「整體經濟利益」與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為何？

依據公平會的結合管理規則規定，所謂限制競爭的不利益，在水平結合的情況下，

允許事業結合的考量條件內容為：1. 單方效果，2. 合作效果，3. 市場參進障礙，4. 抗衡

力量，5. 其他影響限制競爭效果之因素。由此可發現主管機關對水平結合產生的限制效

果認知為：獨占力的形成（單方效果）、聯合行為的發生（合作效果）、市場進入障礙

的形成、市場其他競爭者的存在等。

至於垂直結合的限制效果依據結合管理規則的考量，垂直結合許可的條件有：1. 結

合後其它競爭者選擇交易相對人之可能性。2. 非參與結合事業進入特定市場之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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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合事業於特定市場濫用市場力量之可能性。4. 其他可能造成市場封鎖效果之因素等

四項因素。由此可以發現垂直結合的限制競爭效果的考量，主要是以市場交易者被封鎖

的情形為考慮（條件1與條件4），其次為市場參進障礙，它和前項條件有密切關係。一

言蔽之，就是造成交易對象的限制。最後一項則為市場力之濫用。

允許多角化結合的考量條件則為：1. 法令管制解除對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影響。2. 

技術進步使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可能性。3. 結合事業原有結合以外跨業發展計畫。4. 其

他影響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之因素等四項因素。基本上所謂的競爭受到限制的內容，是

指結合後讓市場上可能的競爭者消失的效果。

結合的整體經濟利益，根據結合管理規則的說明則有：1. 消費者利益。2. 結合事業

原處於交易弱勢之一方。3. 結合事業之一屬於垂危事業。4. 其他有關整體經濟利益之具

體成效。由此條件觀察結合所涉及的整體經濟利益第一優先為消費者利益，但消費者利

益如何表示並未明言，第2項的整體經濟利益則為讓市場弱勢廠商的交易地位的提升，第

3項的整體經濟利益則為解救市場的垂危市業。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主管機關欲決定一宗結合案，並不容易，除前面所討論的困

境：欲以事前的條件規範廠商的未來行為，此為困境之一；其次，在決定那些結合案應

受公平交易法的規範，欲以相對市場力做為門檻時，立即遭受恆古市場範圍界定的問

題，此為困境之二。即使這兩個問題都解決了。還有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的

問題，此為執法的困境之三。

(二) 經濟學的詮釋

圖一　結合後成本微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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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廠商未結合前，市場處於競爭，市場的均衡解為PC=MCC=ACC，均衡點為圖一

的G點，此均衡點所對應的均衡產出與均衡價格，分別為QC與PC。整體社會福利水準，

可以由圖一的a+b+c的三塊面積所表示，由於假定生產規模不變因此沒有生者剩餘，社會

福利水準全由消費者剩餘組成。

結合後因為規模的擴大，整體社會福利的比較，可以發覺結合前社會福利水準為

Wc=a+b+c，結合後的社會福利水準為Wm = a+b+d，二者的差距為ΔW = c-d。若c > d，

表示結合後社會福利減少；反之，若c<d則代表社會福利增加。如果衡量社會福利的標準

改以消費者福利最大為衡量標準，則明顯的可以看出，消費者剩餘減少b+c，市場結構的

改變顯然不利於消費者。不過一般社會福利的衡量，不會單獨以消費者剩餘為衡量的基

準，而也會同時考量供給方所產生的利益。

大部分競爭政策機關決定結合行為的許可的與否時，大都會同時衡量正面的整體經

濟利益，而比較麻煩的是此整體經濟利益的範圍要如何決定？是只要考慮與結合有關的

市場直接利益呢？還是要把所有與該結合相關的社會利益、外部利益均包含在內？如

果採前者的原則有可能失之過嚴，使該被許可的結合被擋於市場之外，逼使事業以較不

經濟的生產方法生產產品；相對的，若毫無節制的採用後面原則，則又可能使結合的申

請，變成專業人士的作文比賽，增加執法機關審核的時間與困難。這點仍須公平會審慎

斟酌考量。

伍、結合管制的展望

從公平會對結合管制的歷史沿革，產生的種種問題，以及公平會最後提出的解決方

法，可以發現公平會是一務實不斷求進步的行政機關。當執法發現問題時，會精益求精

找出問題的所在，然後再進一步的尋求解決方法。不過從前面許多個案的研究與討論

中，我們也發現公平會對結合案的執法過程中，仍然必須面對以下的困難：

一、要以事前的知訊判斷事業未來可能發生的行為，執法有它的侷限性。

結合規範的目的，基本上是以事前防範為思維，阻止事業藉由取得一定的市場地位

與市場力量之後，在特定市場遂行市場限制競爭的行為。而此限制競爭的行為中最主要

的為獨占力的濫用、聯合行為，以及其他之限制競爭之行為。各種結合型態所造成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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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結構變化與事業限制競爭之行為關係為何？二者之間的因果關係是不是可以藉由產業

經濟學的研究加以釐清？否則公平會實在不易在結合申請案中決定在何種情況應通過？

何種情況影加以攔阻？

為彌補上述的缺失，公平會目前採行附條件通過方式加以解決，以防範結合事業一

旦獲得結合許可後進行限制競爭之行為。但是就實務而言，有些附條款必無太大的意

義，甚至有些條款要求已經結合的事業要恢復原狀，回到未結合前的市場狀態，在法理

上或實務上均不可行。

職事之故，比較可行的方法仍是先研究在那些市場條件之下，事業最可能進行限制

競爭之行為，公平會於事前即將其阻擋於市場之外。此基本功的工作是無法避免的，公

平會已經成立統計經濟研究室，未來應當可以擔當此責任，透過經濟分析的手段，將市

場結構與事業可能採行限制競爭行為的關係建立起來，如此公平會有此依據之後，在規

範事業結合行為時，才不至於陷入顧此失彼的困境。

二、市場範圍界定的原則必須儘快的建立

如果要說公平會執法20年最大的缺失是什麼，大概沒人會反對的是一直沒有認真將

市場範圍界定的工作視為首要工作。在許多公平交易法的執法過程裡，甚至忽略其在執

法判斷的重要性，在處分書上只以極小篇幅說明該個案的關係28，甚至跟上加以忽略。

問題是公平交易法所欲處理的工作是，擁有相對較高市場佔有率之事業，可能會發

動市場限制競爭之行為，就結合而言，它則是事先找出有可能發動限制競爭的結構，對

於達到此水準的結合申請案給予否決，從而達成事先防範之目的。其他限制競爭的規

範，亦多以事業在特定市場是否擁有相當的市場力為考量其產生效果之依據。

因此，公平交易法限制競爭的個案，無法避免的會使用市場佔有力，做為事業是否

違法的根據，而一事業市場佔有率的高低，與市場範圍寬窄有者密切之關係，所以市場

範圍的決定是公平交易法執法過程幾乎無法規避的工作。即使它不容易做，為使公平會

的執法有更嚴謹的理論依據，公平會是無法迴避的。

市場範圍的界定工作，不須要等同自然科學一樣，一定要百分之一百的正確。就社

28 見莊春發（2002）「市場廠商人數、與聯合行為關係之研究」公平交易法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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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學而言，所需要的市場範圍界定原則是「雖不中，亦不遠矣」。只要官方與民間都

認為其接近實際的市場情形即可。

所以就結合案的觀點而言，公平會目前急迫需要補強的工作是，訂定一市場範圍決

定的原則，以讓公平會內部執法時有所尊循，也讓民間欲申請結合案時，能夠依據該原

則衡量自己的申請案是否有通過的可能。惟市場範圍界定的方法在產業經濟文獻有很

多種類，公平會並不一定要將其寫入市場範圍決定的原則。公平會可在既有資訊條件之

下，使用一最為節省成本的方法即可。公平會執法已經20年了，與公平交易法執法最為

密切的市場範圍界定原則的制定，可能無法繼續因循下去。

三、整體經濟的內涵需要釐清

依據結合管理規則第13條，結合的整體經濟利益有四項：（一）消費者利益。

（二）結合事業原處於交易弱勢之一方。（三）結合事業之一屬於垂危事業。（四）其

他有關整體經濟利益之具體成效。從水平結合的經濟分析，廠商採行結合的策略最可能

的原因應當是為生產效率的提升；事業垂直結合策略的採行不是為自己通路的建立，就

是為重要生產要素的取得或控制；相對的，多角化結合產生的原因就較不明確。

不過就廠商的立場而言，結合的基本目的不外乎是藉由事業生產規模結構的改變，

而獲得較佳的生產效益。在此改變的過程裏，在水平結合的場合依據經濟學理的分析，

其不但不能形成保護消費者利益，相反的還可能造成消費者利益的犧牲，所以在衡量結

合的許可與否實不易以消費者利益的提升為準，除非在許可結合的同時，以附條款的方

式要求結合事業必須履行。

事業垂直結合的動機與消費者的利益，也沒有太大的關係，除非通路建立或關鍵原

料取得的利益，能夠以產品降價的方式回饋予消費者，否則很難與消費者之利益聯結在

一起。事業垂直結合大家所關心的議題是，當事業藉由垂直結合手段連結上下游關係

時，對於其它交易事業會不會因此產生不利的封鎖效果。這點倒是跟拯救垂危事業有密

切之關係。至於多角化結合的後果，人們所擔憂的是會不會因為多角化結合之後，市場

上產生互惠交易關係，阻止其他廠商交易之機會，從而產生市場交易機會被封殺的結

果，以及因為多角化交易使原本的潛在競爭者消失，不利於市場競爭之維持。

因此，允許事業結合的許可，其整體經濟利益的內涵，可能仍需公平會進一步的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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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以及提出可衡量的指標。

陸、結論

從前面結合管制的內容回顧，以及結合法制沿革變遷的了解，可以發現競爭主管機

關公平會過去20年來，在結合法制的實務應用上，費了相當多的心力，結合法制才有今

天的局面，公平會的努力值得肯定。

然而，審視目前結合法制施行的實務之後，可以發現當前結合法制仍有許多不周延

的地方，市場範圍的界定可能仍然是最大的問題。在有些個案裏該項工作不是刻意忽

略，就是輕輕帶過，或者未能落實於經濟學的精確分析，以至於在若干的個案上，招致

高等行政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的駁回。其次結合管制係以事前的概念，防患事業結合

後進行市場限制競爭之行為。然而以事前的時點，並不容易推測事後時點事業結合後的

行為，以至於在現行的結合管理規則，所訂定的規定，反而是以行為做為認定的標準，

似乎與原有的設計，僅以管制市場結構為手段有所違背。更重要的是，怎樣的市場結構

事業比較容易會產生限制競爭之行為，在結合管理規則上，或公平會處分書裏的分析，

經常都給予忽略。第三，結合行為申請許可與否的最重要條件：整體經濟利益的認定，

在結合管理規則上，只列出消費者保障、拯救垂危事業的兩大項，跟基本經濟學理結合

發生的理由，創造事業經營的效率提升由所杆挌。以至於在實務上大部分的結合申請

案，在整體經濟利益的項目內，變成事業聘請律師作文比賽的場所。

針對於第一項的問題以事前概念管制事業行為的問題，公平會雖然已經漸漸採用附

帶條款的方式，要求事業在結合後不得進行若干之行為給予規範，但是結合後競爭主管

機關很難將已經結合之事業給予分割，所以許多附帶條款，最後也變成只會嚇嚇小鳥的

稻草人。或者因為公平會未能進行後續的監督，以致於效果不彰。

有關市場範圍界定的恆古問題，期許公平會在執法20年之後，終於肯認經濟分析的

重要性，在內部能夠先行訂定市場範圍界定的處理原則，做為決定每件個案市場範圍界

定的標準。至於在經濟領域存在著相當多的計算市場範圍的方法，公平會在資料的允許

之下，找出適當之統計方法即可。事實上，從國外反托拉斯個案所看到的市場範圍界定

結果，以事後觀察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正確。市場範圍的界定結果，只要事業或其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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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管機關覺得適當，就可以將其認定為最後的市場範圍。換言之，市場範圍界定的基

本原則為「雖不中，亦不遠矣」即可。畢竟市場範圍界定問題，對人類而言是「智慧的

黑洞」。

至於判定結合與否的整體經濟利益的內涵，它應當不是結合管理規則所陳述的消費

者保護，以及拯救垂危事業兩項口號式的目標而已。可行的做法應當由經濟學理的分析

找出它真正的意涵，結合後提升事業生產效率為似乎是最主要的考量。至於結合後產生

的外部利益、社會利益應當並非結合案裡審核時的重要考慮項目。整體經濟利益的範圍

可以寬至整體產業經濟的發展、國家生產力的提升、人類福祉的增加；也可以窄到只涉

及該事業發展的活動，為該事業帶來生產的經濟效益。要如何拿捏此整體經濟利益的範

圍，有賴公平交易委員會對結合未來法制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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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and prospection for Businesses Merger

Chuen-Fu Chuang

Abstract

After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al course and enforced practice of the merger-related legal 

system, it could be found that the existing norm still remained rooms to improve; those at least 

are： i) the perplexity of determining relative market scope, ii) the neglect of understanding that 

the regulation of merger should be an ex ante concept of preventing prohibition against market 

competition after businesses merger, iii) the most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permitting a merger 

behavior involving the judgment on the overall economic benefit; this seems to be inconsistent 

with the motivation of businesses merger in basic economic practice.

For the preceding second proposition, the Free Trade Commission (FTC) attempts to adopt 

incidental clauses to block several kinds of behaviors of the merger businesses for remedying 

the neglect. Nonetheless, while reviewing the incidental clauses of some cases, it is found that 

very possibly the FTC did not proceed to the subsequent due supervisions well and results in 

bad achievements. Moreover, for the first proposition, to define the market scope is a permanent 

topic. It is looked forward that the FTC can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analysis in 

enforcing the Free Trade Act, when 20 years later the day of enacting the Free Trade Act. It 

should be better that the principle of defining market scope could be concluded prior to judging 

any case. As for deciding the overall economic benefit of a merger, a more feasible way should 

be using economic practical analysis to discover the real inside implication. Intrinsically, the 

analysis could be widen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gregate industrial economy,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well-being of mankind. It is also could be narrowed to the 

profit of certain commercial entity. The proposition of how to weigh the scope of the overall 

economic benefit depends on the following endeavor of the FTC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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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劉華美教授＊

針對莊教授的文章提出以下幾個觀點，第一個是有關市場結構的問題，關於結合管

制的門檻，除了OECD的幾個國家之外，事實上在歐盟的結合管制規則中，也是單純的

以量化的營業額作為管制門檻標準，不包括市場占有率的標準或是其他質化的標準，整

個歐盟是這樣，但是歐盟的成員國內，倒是有用市場占有率做為管制門檻標準的，包括

英國、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拉脫維亞、斯洛維尼亞等等。第二個是結合申報案件處

理原則的問題，我很認同莊教授談到，在做結合管制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市場結構，事實

上歐盟的實務上也是會先去調查市場結構，然後去比較、預測結合後市場結構的變化，

這部分是一樣的，莊教授這邊提到一個觀點，有關目前的結合處理原則是以行為面的要

素為主，我想這個地方可以做一些補充，因為處理原則的第10點第1項第1款是考慮市占

率的問題，但是第2款、第3款就是考慮市場集中度的問題，而且這個部分跟公平交易法

第5-1條第1項對獨占、寡占市場結構的規定是一致的，所以我想還是有納入市場結構的

因素。

第三個問題是市場範圍的界定問題，當然很重要，所以有學者說，市場範圍的界定

如果出爐了，那這個案子准駁的答案就快出爐了，第一個是關於禁止駁回案件，目前有

10件，其實嚴格來說是9件（因為第1件中油跟地主合設加油站基本上不是實體駁回），

由於20年來累積的案子實在很少，所以我相信實務上要從那麼少的禁止駁回案件當中，

去累積市場範圍界定的經驗是很不容易的，這部分我本想做一些補充，但因為剛剛廖教

授已經做了很詳盡的說明，我就不再補充了。關於市場界定範圍不一致的案例，維力跟

統一這個案子是非常有趣的，因為民國97年的時候公平會曾經禁止這兩家，但是民國99

年統一就在市場範圍的界定上下了功夫，本來是速食麵劃為單一市場，他們的市占率是7

成，後來它認為應該把冷凍即食性產品跟速食麵劃為同一市場，把產品市場擴大，所以

＊ 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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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占率就掉到9％，這就是同一個案子但是市場範圍界定不一致；另外有一個很經典的案

例，雖然不是結合案，就是飛利浦光碟案，但是這部分公平會吳主委的新書已經有很精

闢的見解了，所以我也不再特別介紹。

展望未來的話，其實我認為未來的課題可能是在網路市場的界定、產業創新市場的

界定、專利技術市場的界定等等，因為這是高科技時代所會面臨的問題，當然公平會目

前也是有案例，關於網路市場的界定等等。最後一個問題是有關整體經濟利益的內涵的

問題，我們比較公平交易法第12條對結合的規定與第14條對聯合的規定是不一樣的，因

為在結合這邊是提到對整體經濟的利益大於限制競爭的不利益，對聯合行為這邊的規定

是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所以會出現莊教授這邊所講的問題，這部分可以從國內

實務跟國外實務來看，國內實務上，事實上公平會從成立一開始在對整體經濟利益考量

的時候就有把公共利益的考量納進去，譬如說它維持員工繼續就業避免失業的利益、落

實國家政策的利益等等，國外實務以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為例，這部分半個月前，也就

是去年12月底剛剛修正通過了最新的版本，他們在結合管制也是有把公共利益這樣的規

定放進去，當然這種情況在實務上是比較少的案例，我們可以瞭解，因為德國還有一些

特殊程序是我們所沒有的，譬如聯邦經濟及科技部部長的特別許可，我的回應跟補充就

到這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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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劉連煜教授＊

莊教授這篇大作，從頭來審視這樣的一個問題，也提出了很多的經典案例來討論，

我認為這是一篇很適合短時間來掌握結合在台灣的執法經驗的一篇文章，我想要參與討

論的議題是有關錢櫃跟好樂迪的案子，這個案子正好是民國92年間我在公平會擔任委員

任內有參與的，後面還有民國96年、97年2次，這兩次我也有去參加公聽會，所以這個案

子是很有趣的一個案子，當然它也是莊教授與劉教授所提到10件被駁回的案子中的其中

一件，我們從廣的角度來看，八千多件被駁回9件、10件實在是微不足道，在國外參加國

際會議時，與會的國家或區域執法機關也一再提到，小型經濟體要執行結合管制的確是

困難重重，如果是國外的結合案件，它可能在所屬國家申請通過，你敢駁回嗎？如果駁

回的話它可能就是退出市場，因為它不願意去犧牲其他的市場，我想從八千多件被駁回

10件去看，看出執行上的困難。

以好樂迪跟錢櫃的案子來看，莊教授及劉教授均提到，市場界定的問題的確是公平

交易法在執行結合管制的時候很重要的議題，民國96年、97年2次的駁回，主要是地理市

場範圍的界定，理由是台北縣市搭公車（那時候還沒有捷運）就可以到了，因此認為這

個應該劃成一個市場，至於第一次民國92年的許可，我記得當年還特別跟同仁討論了一

下，這樣對於民眾的權益會不會有影響？以被駁回的10件、9件案子來看，這些直接跟民

生有關的產業，如有線電視、速食麵這些，都涉及消費者的利益，當然我看到莊教授的

文章中提到，對於公平會的管理規則中把消費者的利益納入似乎認為不妥，莊教授是從

學理角度去質疑，但如果從公平會執法的結果來看，其實那9件、10件很多的考量點都在

消費者利益，我想這是公平會在駁回時最大的考量點，我也曾問同仁，公平會抽象的標

準，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要如何說明？同仁的說法是這兩家公司合併

之後要從事國際競爭，這是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個案例，當時都仔細的考量，當然有

＊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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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在莊教授的大作也有提到，用一些附負擔、附條件，當然很多的附負擔、附條件在

莊教授的眼中看來都是沒有意義而且也不可能的，這部分我覺得是很有道理。最後，贊

同莊教授的看法，在分析的時候應該著力在市場範圍的界定，才會是一個比較合乎法理

的、管制的手段，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