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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對企業集團事業之結合管制

顏廷棟*、馬泰成**、林國彬***

中文摘要

2013年3月間，台塑等四大企業集團，透過新設海外Global Professional 
Investment Limited等子公司，擬取得香港商壹傳媒公司超過三分之一股權及共
同受讓其在臺灣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符合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1項
第2款及第3款規定之結合型態，且達到結合申報門檻，因此向公平交易委員會
提出結合申報。然而，本件結合案存在參與結合事業與他人合併計算取得他公

司股權之疑義，引起本文對於公平交易法管制企業集團事業結合之研究動機。

關鍵詞：公平交易法、企業集團、結合、控制公司、媒體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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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國內金融、傳播媒體等產業盛行整併風潮，其中可以發現大型企

業集團（corporate groups）透過旗下之控制公司、從屬公司名義分別取得被併
購公司股份或資產，甚或藉由董事兼充方式，以遂行同業或跨業統合之經營策

略。如此企業整併活動，固然得以發揮規模經濟（scale of economy）、經營綜
效（operating synergy）等效益；但在另一方面，同時也帶來相關市場可能導致
經濟力過度集中於少數企業集團之疑慮。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

對於此類企業集團事業之結合申報案件，莫不秉持審慎執法之審查原則。

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在第6條、第11條，分別訂有結合之定義及申
報門檻等規定；其中第6條第2項，更揭示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股份或出資額應一併計算之規定。然而，近年引發社會高度關注之壹傳媒

併購案，可以發現買方之四家企業集團（實質出資者）擬以新設事業（從屬公

司）及個人名義取得股權並受讓資產，似有意迴避接受公平法結合管制之嫌。

若此，現行公平法得否將該等“影子企業集團＂納入本案結合審查之對象？其

主要有待研議之問題有二：其一，現行公平法第6條第2項有關持有或取得股權
或資產之合併計算規定，僅限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間，是以在“影子企業集

團＂利用數從屬公司名義分別取得股權或資產之情形，即無從適用該合併計

算規定；2.本案併購，若以個人名義取得股權，如此行為究屬單純個人投資行
為，抑或仍屬公平法規範之事業結合行為。該等問題觸及公平法對於企業集團

事業結合管制之核心，值得公平會在法制面及執法面上予以檢討的必要。

貳、結合管制經濟分析

自1990年代以來，由於資訊科技創新帶動知識經濟發展，使得知識科技取
代傳統的機器設備，成為生產過程中之主要生產要素。但因知識不具敵對性 
(Nonrival)，具有若干公共財特性。因此，在生產上沒有傳統資本設備的規模報
酬遞現象，有時甚至可以達到報酬遞增。此外，知識又可透過學習效果附著於

人力資本之上不斷累積增加。因而導致人力資本生產力會隨經營規模之擴大而

逐漸提高。再加上1990年代以來，各主要工業國家陸續推動的國際貿易自由化
及國內產業解除管制化的影響下，使傳統上限制事業規模的因素一一解除，廠

商經營不再面臨規模報酬遞減，亦即資本生產力會隨事業資本規模之擴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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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提高：事業規模愈大，資本生產力愈高，成本愈低，競爭力愈強。代之而

起者，則為近十數年來經濟大師Robert Lucas、Paul Romer及Robert Barro所主
張之規模報酬遞增現象，因而使全球經貿環境產生基本性變化。此不但導致擁

有大量知識的集團企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跨國集團) ，該等關係企業更
透過合資、併購與資產轉讓等各式結合措施，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本文嘗試

從經濟分析觀點出發，檢視現行公平法關於結合之規範能否有效管制關係企業

結合行為，特別是針對董事兼充之評估、少數股權所形成關係企業間之依存度

與整合性管制等三個事項。

一、董事兼充之評估

依據Kramer (1950)的整理，各國規範董事兼充之立法目的，大致可歸納
為

1
：(1)避免一人任職數家公司所導致之利益衝突；(2)希望董事能集中心力於

其所任職之事業，並對業務負責；(3)得以空出較多董事席位，使有才能者得以
出線；(4)避免連鎖董事成為限制市場競爭甚至聯合壟斷市場之管道。就競爭機
關而言，前三項僅是執行競爭法之附帶效果。真正重點仍在於規範董事兼充對

市場競爭之影響。以下即以競爭規範為主軸，透過董事兼充與事業間之從業關

係，探討連鎖董事遊走於各公司間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連鎖董事代表公司利益，沒有個人色彩。個別事業透過連鎖董事作為管

道，建立起相互間雙邊或多邊合作關係，取得新技術(新市場)和管理技巧、共
同掌握原料來源、切磋管理經驗與分享市場資訊，以達成互利與分散風險，自

然有助於產業發展(Palmer, 1983)2
。但另方面，董事兼充卻也便利事業間建立

起雙邊結構關係，形成一種相互依存的合作默契，導致反競爭效果。Kramer 
(1950)與Blair (1976)因而指出：董事兼充會建立起事業間之聯繫管道：一則透
過與他事業董事間之相互影響，建立雙邊共同利益；再則也便於交換產銷資

1 Kramer, Victor H. 1950. “Interlocking Directorships and the Clayton Act after 35 
Years.” Yale Law Journal 59(7): 1266-1275; Blair, John M. 1976. The Control of Oil. 
pp. 142-147; Farrell, J. and C. Shapiro. 1990. "Asset Ownership and Market Structure in 
Oligopoly."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1(2): 275-292; Malueg D. A. 1992. “Collusive 
Behaviour and Partial Ownership of Riv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0 (1): 27-34; Reynolds, R. J. and B. R. Snapp. 1986.“The Competitive 
Effects of Partial Equity Interests and Joint Vent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4(2): 1341-163.

2 Palmer, Donald. 1983. “Broken Ties: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and Intercorporate 
Coordin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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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形成聯合默契，而有壟斷市場與提高價格之虞
3
。他們因而指出連鎖董事

(特別是兩個以上事業間之相互董事兼充)透過參與競爭對手之董事會議，得以
了解對手商業活動，有利於市場資訊交換與價格透明性，因而便利彼此勾結，

並確保對手誠實履行壟斷協議，不會暗地增產。

此外，董事兼充如果是雙向(或多邊)的，則事業間之彼此聯繫與資訊交流
的效果會更加明顯。雙方透過董事互派，建立起共同利益，更能減少彼此競爭

的誘因。因此，許多國家皆於法規上明文管制董事兼充。例如：美國克萊登法

第8條即嚴格管制以董事兼充為管道之結合行為，甚至對銀行業採取絕對違法
(per se illegal)原則之嚴格規範。該法條將事業分為銀行與非銀行機構並規定：
任何銀行董事、高級職員與雇員不得同時兼任其他銀行的董事、高級職員或雇

員；亦即只要一名銀行董事身兼競爭對手之董事席位，即視為違法。至於非銀

行事業如與具有競爭關係的同業間發生董事兼充現象時，只要銷售金額達到一

定門檻水準時，即使僅有一名董事重疊，也必須按照1976年修正之Hart-Scott-
Rodino法，事前申報取得USDJ或FTC的同意。其立法意旨係反映：由少數資本
家控制大公司與產業，明顯違反國家機制。…… 在數家事業同時任職連鎖董事
唯一的作為就是藉著董事名銜，透過關係企業體系，促成旗下事業採取相同措

施，以犧牲中小企業利益為手段，圖利大財團與破壞公共利益4。因此，為防

止關係企業透過董事連鎖，進行交換情報與協議產銷等合意壟斷市場之聯合行

為，立法明定銀行間之董事兼充為絕對違法，而非銀行事業如有相互間之董事

兼充，也必須證明沒有壟斷市場競爭之企圖，並取得競爭機關同意。而歐盟於

2004年公布之結合處理規範第5條(Article 5, Council Regulation (EC))5
，也明定

任何事業取得或有能力任命其他事業董監事過半席次，且銷售金額超過一定門

檻時，均視為結合，須向競爭主管機關申報。

二、多數股權與少數股權

股份持有或是董事兼充之結合行為，主要集中於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上所

涵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的關係事業，或是名義上持有他公司股份半數(de jure 
3 Kramer, Victor H. 1950. “Interlocking Directorships and the Clayton Act after 35 

Years.” Yale Law Journal 59(7): 1266-1275；Blair, John M. 1976. The Control of Oil. 
pp. 142-147.

4 H.R. REP. No. 627, 63rd Cong., 2d Sess.19-20 (1914).
5 Article 5,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 p.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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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或是具有實質控制(de facto control)能夠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
事或業務經營。但實務上，事業間仍可能存在許多其他利益的相關聯因素。其

中，最受執法機關與學術研究重視者，就是所謂的部分持股(partial ownership)
關係，其形態包括：單向持股與雙向持股。後者類似公司法專章中之第三種

類型—相互投資公司(各持有對方有表決權之股份)，只是其涵蓋範圍較公司法
廣泛，亦即不以公司與他公司相互轉投資達1/3以上者為限6

。即使在少數股權

(minor ownership)的情形下，例如：A與B僅相互持有對方10%或更少的股份，
即使雙方不具控制從屬關係，但仍可能有產生妨礙市場競爭之顧慮。

事業從事少數股權投資的動機可能包括：共同研發新技術與分散市場風險

等正向競爭誘因。但一旦事業間透過股權相互持有(即使是非常少數的持有，
不到控制與從屬關係)，建立起彼此間的結構關聯，就有可能減損事業間之競
爭誘因，進而便利聯合行為出現。文獻上最早提出此一顧慮的研究是Reynolds
與Snapp兩位學者7

，他們認為傳統競爭法所規範的水平結合只是廠商將競爭對

手歸為己有，取得其利潤最極端的方式。但是，在結合與競爭之間其實存在許

多模糊地帶，特別是事業間股權交叉持有所形成之相互投資。首先，由於股

權被收購公之公司經營與管理階層皆與收購公司無關，仍具有獨立性，不受

收購者影響。因此，少數股權不同於完整的結合。其次，相互投資很可能透

過利潤共享與市場訊息交換等管道，發展成為聯合行為的便利機制(facilitating 
practices)。但因雙方沒有壟斷市場之合意，也不是所謂的聯合行為。因此，少
數股權同時擁有結合與聯合之雙重特性，雖然有助於整體經濟利益，卻也同時

存在反競爭風險。

Reynolds與Snapp利用了Cournot模型，並在寡占市場與進入障礙存在之前
提下，假設市場上存在五家規模與成本相同之廠商，如果這五家廠商彼此相

互持有股權10%時，整個產業產出就會減少10%。原因在於：少數股權的相互
持有會透過彼此利潤的正向依存關係，將競爭的外部性(externality)予以內部化
(internalization)，減少事業間相互競爭的誘因，使產出減少與價格提高。如此
一來，壟斷利潤並非來自市場集中度提高或是聯合行為成功機率增加，而是源

自彼此間利潤的相互聯繫，減少事業間相互競爭的動機，促使各廠商共謀整體

6 公司法第 369條之10：相互投資公司知有相互投資之事實者，其得行使之表決權，
不得超過被投資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之三分之一。

7 Reynolds, R. J. and B. “The Competitive Effects of Partial Equity Interests and Joint 
Ventur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4(2): 1341-163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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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利潤增加。此一直覺非常簡單，我持有你10%股權，我就能享有你10%利
潤，即使我產出少10%，我也可以由你得到10%利潤彌補，再加上我的減產有
助於市場價格上揚，使雙方同蒙其利。因此，我若仍與你激烈競爭，使你利潤

減少，只會影響到我擁有你股份的市值。在相互持股的情形下，如果雙方皆有

此一認知，雙方產出自然都會減少。值得注意者，市場競爭之減損完全來自股

權擁有者基於本身利潤考量，而減少產出，但被擁有者或減產者並不會考慮對

方利益，因此，產出減少的過程並不涉及雙方合意，很難構成聯合行為要件。

Salop and O'Brien (2000)進一步指出：少數股權結合對產業集中度的影響
取決於持股事業對被持股事業的控制程度，控制程度愈高，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愈大。理論上，控制程度雖然決定於持股比例，但實際控制程度仍取決於公司

股權結構是否分散而定，例如：即使擁有被持股公司49%股權，但只要股權集
中，且另一持股人持股比重達51%，則其對公司控制力為零；反之，即使持股
僅有20%，但只要股權分散，持股事業仍可有效控制被持股事業。因此，他們
在持股人與被持股人互為競爭對手的假設下，將部份股權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分

成六類：

1. 純粹結合(full merger)：雙方合併為一。
2. 純粹財務權益(silent financial interests)：持股人(以下簡稱甲方)完全無法
控制被持股人(以下簡稱乙方)，雙方僅有財務權益上的股利關係。

3. 全部控制(total control)：甲方雖僅持有乙方少數股權，但卻因乙方股權
分散或是透過與其他股東間之合縱連橫，卻掌握被持股公司之董事會與

管理階層。此時，全部控制的股權關係對市場競爭傷害最大，其所引起

之價格上漲幅度也最高，甚至會高於純粹結合或是聯合壟斷。原因在於

甲方只需得乙方部份股權(例如：10%)，而非併購其全部股權，即可控
制乙方。此時，甲方自基於自利動機，會要求乙方訂定較高的產品價格

(甚至高於聯合壟斷下的價格)，使客戶由乙方流向甲方，導致乙方利潤
減少甚至虧損。此一搭便車效果使甲方只需負擔乙方漲價所導致客源流

失虧損之10%，即可將全部乙方客戶收為己有，使本身利潤100%提高。
在極端情形下，如果甲方僅需極低比例的持股(例如：1%)即可控制乙
方，則甲方甚至會犧牲另外99%股東之權益，直接命令乙方倒閉。

4. 純粹聯合(coasian joint control)：純粹聯合就是所謂的Coasian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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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甲乙雙方經理人的經營目的在於追求甲乙雙方聯合利潤的極大8 
，其對市場競爭之影響效果與純粹結合相同。

5. 單向控制(one-way control)：甲方要求乙方追求雙方聯合利潤最大，但甲
方卻仍僅以本身利益為依歸，單純追求本身利潤極大。因此，只要甲方

持股比例不超出100%，則對市場競爭之不利影響，將小於純粹結合或聯
合。但一旦甲方持有乙方股份達100%時，其影響效果將與純粹結合或聯
合相同。

6. 比例控制(proportional control)：甲方對乙方之控制力僅及於其持股之
比例，乙方並不會追求雙方聯合利潤最大，乙方管理階層所為之產出

與價格決策，雖會考慮甲方的利潤，但卻僅以甲方所擁有乙方之股權

比例為限，例如：當甲方擁有乙20%股權，乙方就只考慮20%甲方的利
潤，亦即乙方會追求乙方本身利潤與甲方20%之利潤。比例控制出現
之原因在於：有些公司章程規定某些特定決議需經代表超多數表決權

(supermajority requirements)的同意通過，從而賦予少數股權對於重大提
案的否決權。

基於上述六項類別，Salop and O'Brien (2000)於是利用Bresnahan and Salop 
(1986)所提出之修正後赫氏指數(MHHI)模型9

，並假設市場占有率20%的甲事
業，取得市占率10%之乙事業β比例之股權，並在市場高度進入障礙的前提
下，對市場集中度的影響予以模擬(參見表1)。此外，渠等假設β=20%並設算
出表1欄(2)所列之影響結果。該表顯示：在所有情況下，少數股權均會提高市
場集中度，因而對Reynolds與Snapp的理論提供了一個強力支持：即使雙方僅
有單純之財務權益關係，沒有任何控制從屬與合意，雙方也完全不考慮彼此利

益，但只要關係企業間之交叉持股現象存在，表1列(2)顯示20%之部分持股，
也會使赫氏指數提升40個百分點；在全部控制的情況下，則會使赫氏指數提升
1040個百分點，甚至較純粹結合與聯合下之400個百分點為高。

8 甲乙雙方聯合利潤的極大不同於全部控制下甲方單邊利潤極大。原因在於：後者
是甲方藉由乙方其他股東之虧損，追求其單邊利潤最大。

9 參閱Salop, Steven and Daniel O'Brien. “Competitive Effects of Partial Ownership: 
Financial Interest and Corporate Control.” Antitrust Law Journal 67 559-614 (2000). 
Bresnahan, Timothy F. and Stephen C. Salop. “Quantifying the Competitive Effects of 
Production joint Ventures.” Inten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4(2): 155-175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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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部份股權持有對市場集中度之影響
(利用MHHI設算) 

(1) (2)

通用公式
少數股權對赫氏指數之影響

(百分點)
(1)純粹結合 Δ= 2SaSb 400
(2)純粹財務權益 Δ=βSaSb  40
(3)全部控制 Δ=(β+1/β)SaSb  1040
(4) 單向控制 Δ=(1+β)SaSb  240
(5)純粹聯合 Δ=2SaSb  400
(6)比例控制 Δ=(β+1/((1-β2)+β2))SaSb  99

有鑑於少數股權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克萊登法第7條(A)10 於是將事業結合
申報範圍擴大至只要取得他事業"任何部分(any part)" 之股權，即使該股權不足
以控制被持有事業，但只要該比例有影響市場競爭之虞，而且事業銷售額超過

門檻時
11
，股權移轉交易即須向FTC或是USDJ申報。此外，為了不影響事業經

營，美國法更採取多門檻設計，將申報門檻由低而高，分為五個階段：(1) 購
買他事業具表決權股票金額達5千萬美元以上者，即須申報；(2) 介於1億至5億
美元之間；(3) 5億美元以上；(4) 持股比例介於25%至50%之間，且金額達10億
美元以上；(5) 持股比例50%以上，且金額達50億美元以上者。此時，如果持股
1億美元達到第二個門檻，並經申報許可後，未來五年內除非達到更高門檻(持
股5億美元以上)，否則即可繼續購買該公司股票，不須申報。任何達申報門檻
但未申報者，即視為違法，幾個少數股權申請案均因收購者可能透過對被持股

公司的控制力，有提高價格與影響市場競爭之虞，而遭駁回
12
。歐盟近年來也

開始針對少數股權對市場競爭影響，所可能產生之執法漏洞，加以研究補強立

法。英國公平交易局(OFT)也開始評估少數股權的管制措施13
。

10 即所謂的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 of 1976, 15 U.S.C. § 18a (§ 
7A of the Clayton Act or “the Act”).

11 Denver & Rio Grande W. R.R. Co. v. United States, 387 U.S. 485, 501 (1967).
12 例如：United States v. AT&T Corp., Proposed FinalJudgment, Stipulation, and 

Competitive Impact Statement, 64 Fed. Reg. 2506 (1999) (23.5% stock holding); United 
States v.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59 Fed. Reg. 33,009 (1994) (20% stock holding).

13 Miller, Samuel R., Marc E. Raven, and David Went. 2012. “Antitrust Concerns From 
Partial Ownership Interest Acquisitions: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CPI Antitrust Chronicle January 20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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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與媒體通信產業

本文嘗試以金融與媒體二個受到主管機關高度管制的產業為研究對象，檢

視從嚴計算持股、出資額與董事兼充等競爭管制，是否足夠規範這些受管制事

業？或這些產業因已接受管制機關督導，不須也不應適用於競爭規範？ 
(一) 競爭與管制間的消長
首先，金融與媒體產業涉及金融安定、存款人權益與言論自由等多項外部

性因素，各國多設有專業管制機關加以規範。相對於競爭機關較偏重於經濟效

率之考量，管制機關則承擔相對較多的政治考量，甚至會容忍甚至鼓勵若干

反競爭的產業結構，因而引起競爭與管制機關間之分工爭議
14
。為明確分工強

化職責，以往各國多將受管制產業之結合事務，交由目的事業管制機關負責，

而非競爭機關。例如：美國即訂有結合管制專法，專門規範銀行、通信媒體、

國際貿易、能源與運輸等產業之併購事務，並賦予管制機關優先管轄權
15
。但

近數十年來全球經貿自由化風潮日盛，各國陸續解除對產業的過度管制，轉

而關注市場機制，希望能營造競爭市場提高經濟效率，並瓦解政治因素對於市

場之扭取。因此，各國政府逐漸開始重視競爭機關對結合案件之市場競爭分

析意見。此一趨勢雖因國家與期間不同而有波動；但基本上，結合管制的主

導重心是逐漸由管制機關移往競爭機關，例如：Carletti等三位學者依據1992- 
2004年歐盟18個工業國家銀行結合案，由競爭機關主導之比重(橫軸，strength 
competition control in banking，其值介於0與1之間，數值越大表示由競爭機關
主導之比重越高)與由管制機關主導之比重(縱軸，strength supervisry control in 
banking)之變化趨勢觀察16

。圖1很明顯指出：比利時、希臘、義大利、西班牙
與歐盟對銀行結合之管制自1990年代初期即已開始注重市場競爭，並逐漸移由
競爭機關主導；其他國家諸如：丹麥、法國、荷蘭與葡萄牙則在2000年後方開
始此一趨勢。

14 參見：肖竹，「論競爭法主管機關與產業監管機關的管轄權劃分」，行政法學研
究，第2期，頁62-68，2009年。

15 USDJ. 2014. “ Statutory Provisions and Guidelines of the Antitrust Division.” 
Division Manual.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divisionmanual/, last 
visted on date: 2014/8/16.

16 詳細內容參見Carletti, Elena, Philipp Hartmann, Steven Ongena. 2005.“The Economic 
Impact of Financial Laws: The Case of Bank Merger Control.” Center for Financial 
Studies and Whart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enter.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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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歐盟與主要工業國家銀行結合案分析
資料來源：Carletti, Elena, Philipp Hartmann, Steven Ongena. 2005. “The Economic Impact of Financial Laws: 
The Case of Bank Merger Control.＂ Center for Financial Studies and Whart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enter. 
Working Paper. AT Austria；BE Belgium；CA Canada；DK Denmark；EU EU；FI Finland；FR France；DE 
Germany；GR Greece；IE Ireland；IT Italy；NL Netherlands；NO Norway；PT Portugal；ES Spain；SE 
Sweden；CH Switzerland；UK United Kingdom,；US United States.

各國政府競相重視競爭政策根本原因在於近數十年來，資訊科技、電子商

務與生化醫藥等新興產業帶來科技創新所產生之網路效果，顯著呈現規模報酬

遞增特性。以媒體為例：大眾傳媒體倘能搭配通信網路，即可同時跨足娛樂電

玩、電子商務、衛星通信、甚至遠端支付等各項業務。因此，企業規模愈大或

是跨業經營產品與服務愈多，成本愈低，每單位銷售獲利就愈高，從而導致近

來國內外媒體企業集團之整併風潮盛行。

美國國會與法院自1990年代起鑒於傳統電視/廣播獨占媒體的市場結構，
已為各式數位資訊、衛星通信、網路平臺等資訊創新所打破。媒體市場所需者

只是如何使供給面能有效率地滿足消費需求，而非過度的市場管制。因此，

於1996年修正之通信傳播法(Telecommunication Act)，遂取消通信與媒體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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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案得以豁免於競爭法規範之例外條款，該法Section 202(h) 更要求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以下簡稱FCC)應每隔兩年檢討電信管制措施，並
修正或廢止不合時宜的管制措施。同年修正之有線電視法(Wireless act)亦要求
管制機關FCC不得“修正、違反或超越反托拉斯法的適用＂此外，在司法訴訟
上，自2001年起FCC連續三個對於業者結合所為之判決，均遭法院駁回。
在金融市場方面，美國銀行結合法(Bank Merger Act) 雖規定銀行結合案由

美國聯準會、財政部通貨監理局與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合署辦理，但亦賦予競爭

機關參與結合案處理的管道，規定管制機關在做成准駁決定前，必須賦予競爭

機關三十日的等待期間，以便利USDJ或FTC能夠就結合案對市場競爭之影響表
達意見。此外，就歐洲而言，雖然各國認為銀行是高度受到貨幣政策指導與金

管單位監督的特殊產業，不應接受競爭機關監理規範。但自1980年代以來，卻
也改弦易轍要求競爭機關處理銀行合併案件，德國與英國甚至分別在競爭法中

明確立法，訂定專章授權競爭機關處理銀行結合：競爭機關可直接核准銀行結

合申請，但如做出駁回決定前，則必須徵詢管制機關意見。

雖然以上措施目的在於：減少管制與促進市場競爭，以降低價格、提高產

品質、加速創新效率。但以媒體為例：媒體與一般商品不同，除了商業利益

外，還包括：言論自由、資訊多元化與政黨意識形態等政治意義，甚至連資訊

科技創新，都在其影響範圍內。因此，很難單純以市場競爭的商業考量，規範

產業發展。例如：Shelanski (2006)就把政府對媒體的管制目標分為：效率目標
與民主目標。前者強調媒體應有效地提供足夠服務滿足社會需要，即使大眾偏

愛體育節目或是辛辣言詞的政論節目，政府也應建立起有利於市場競爭的環

境，讓報章雜誌、有線電視或付費媒體提供大量且低廉的體育與政論節目，滿

足消費者需要；反之，後者則強調媒體的教育意義，認為媒體應提供高品質、

低意識形態與多元化的節目，使各個領域的意見都能得以充分表達，以鞏固民

主政治基礎。但由於競爭政策主要偏重於維護市場效率，因而偏重於商業層面

考量，而非公共文化。此時，單憑競爭政策就很難同時滿足兩項目標。

Shelanski以有線電視為例，說明僅賴市場競爭很難保護媒體資訊的多元
化；反之，獨寡占產業結構下的媒體反能提供較佳品質的資訊服務。原因在

於：有線電視業者收入來自消費者按月支付的費率與廣告收入，消費者只要按

月付費，多觀賞一個節目不需額外支付費用。在供給獨寡占的情形下，廠商也

不會靠漲價提高利潤，因漲價會流失客源，使廣告費收入減少，市場因而呈現

非價格競爭，廠商會藉著提供多元化甚至是高品質的節目，儘量滿足不同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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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顧客需要，以擴大客源提高經濟規模，從而開拓廣告獲取更高報酬。反之，

競爭的有線電視市場結構，只會迫使競爭者彼此模仿，一蜂窩地提供相同型

態節目。依此觀之，獨寡占的產業結構反較能保障媒體資訊多元化與民主政

治
17
。此時，由於反托拉斯法只規範市場占有率達到一定程度以上的大事業，

必須針對性的規範市場占有率較高的媒體結合案件，此不但有違憲法對於言論

自由保障原則之虞，也不利於媒體資訊多元化。因此，過度強調競爭也不見得

有利於整體社會福利。

(二) 競爭與管制間之調和方向：整合管制
為調和競爭與管制間之矛盾，近來遂有文獻主張政府應發展整合管制的方

式(hybridized approach)，該管制類似我國公平法第24條的概念，賦予競爭機關
同時具有維護“所有市場＂的競爭與干預“特定市場＂的管制，使其施政同時

擁有競爭與管制權限，允許其以經濟效率以外的角度，解決市場失靈問題
18
。

基本上，此一主張的實際運作(包括：市場調查、政策評估與結合准駁)，仍以
維護市場競爭為主體，只是其執法目的尚包括社會與其他政治考慮(甚至是所
得重分配)。
至於競爭機關採取整合管制的前提是：即使在競爭法的授權下採取措施，

可以保障市場公平競爭與經濟效率，但因市場存在許多外在限制，單純仰仗競

爭也不見得能確保資源有效運用或整體社會福利極大。例如：媒體過度競爭使

言論極端偏激化、金融過度競爭影響大眾存款安全，反而對社會與金融安定產

成不利影響。整合管制理論因而主張由政府制定專法，授權競爭機關以管制與

競爭同時併用之手段，處理超出市場競爭範圍以外的事項。

整合管制與反托拉斯管制不同之處在於：後者處理因為獨占、聯合或其

他不公平競爭行為，使市場競爭失靈所引起之效率問題。一旦競爭機關採取

管制，維護市場競爭，則問題自然解決。但前者是即使競爭機關採取反壟斷

管制，回復市場競爭，但仍無法保證社會福利最大。因此，在實際應用上，

Dunne (2014)為整合管制做一個明確的界定：
1. 單憑競爭機關對反競爭行為之管制，無法解決市場失靈問題。

17 Shelanski, Howard A. 1998. “Video Competi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Debate.” 
in Telephony, the Internet, and the Media. eds. Jeffrey K. MacKie-Mason and David, 
Waterman.

18 Shelanski, Howard A. “Antitrust Law as Mass Media Regulation: CanMerger Standards 
Protect the Public Interest” California Law Review 94(2): 371-42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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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合管制雖然涉及經濟效率以外的其他目的，例如：媒體多元化、所得
重分配甚至環境保護，必須採取管制措施，但也應盡可能地尊重市場機

能。

3. 整合管制多涉及人民財產與自由的限制，必須以立法方式實施。
4. 整合管制應適用於所有產業或是產業內不分大小所有的事業，而非針對
個別產業或是大廠商。

以下嘗試以保障中小企業生存、維護所得公平分配與社會安定為例，說明

整合管制的實際應用：按照諾貝爾經濟獎得主Williamson (1968)的研究，在絕
大多數情形下，事業透過結合擴大經營規模，從而減少成本所形成之綜效，均

高過於獨占力增加所導致之資源誤置損失
19
。因此，無論結合後價格是否上漲

或下跌，競爭機關如以整體經濟利益是否大於限制競爭不利益，做為結合准駁

依據，則競爭機關必須准許多數的關係企業結合案。此時，完全仰賴市場機能

以提高經濟效率，雖有助於經濟發展與產業競爭力，但企業財團因結合所導致

之利潤提高，如未能反映於產品價格下跌，或所雇員工薪資調高，因而導致消

費者利益損失與所得分配惡化時，純靠維護市場機能即無法增進全民福祉。此

時，競爭機關如能基於整合管制，忽略效能競爭，將施政重點置於改善所得分

配以維護社會安定，嚴格管制結合，以削弱財團經濟力，從而維護物價安定與

消費者利益，就是整合管制理論所鼓吹之次佳選擇。

基於以上邏輯，Dunne就指出：最早的整合管制可追溯自美國1936年羅賓
遜派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利用對差別取價的管制，以約束大型量販店
不得藉由出售大包裝商品，降低商品單價，以保護中小型零售業者。其立法目

的在於藉著犧牲消費者利益，以保障中小企業生存，維持零售市場的多元化，

並改善所得分配。由於市場競爭顯然無法保護中小企業生存，並使社會財富

益形集中，競爭機關單純仰賴休曼法，勢必無法改善日益惡化的社會福利。因

此，國會透過立法授權競爭機關採取管制與競爭並重的整合管制，以解決利潤

過度集中於少數財團企業，所形成的經濟剝削，Posner(1976)因而認為羅賓遜
派特曼法的本質就是一種價格管制

20
。

19 Olver E. Williamson. “Economies as an Antitrust Defense: The Welfare Tradeoff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1): 18-36 (1968).

20 Posner, Richard. 1976. The Robinson-Patman Act: Federal Regulation of Price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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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合管制的矛盾
整合管制之立法目的與本質類似我國公平法第24條。亦即當市場存有金融

外部性、媒體多元化甚至環境保護等外部因素時，即使競爭機關取締反競爭行

為，使市場機制發揮至極致，但仍無法保障社會福利時，競爭機關仍可依據維

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等競爭法立法目標，作為介入管制之適法性依據。雖

然此一措施或有助於國民福利與社會安定。但許多文獻與司法實務仍指出：整

合管制仍存在著規範不具正當性與手段不具效率性等多重問題：

1. 整合管制忽略規範手段正當性：維護市場競爭機制洵屬競爭機關天職，
但整合管制卻係以人為干預取代競爭機制。此時，以維護市場競爭的機

關負責干預市場競爭的任務，本身即有矛盾之處。因此，以立法邏輯性

而言，只要事業不涉及反競爭相關之壟斷行為，競爭機關即不宜以任何

形式管制事業經營。

2. 整合管制忽略規範效率性：面對外部性所引發之社會安定與所得分配，
政府有許多政策工具可供選擇，競爭政策並非唯一最佳。此時，由競爭

機關基於整合管制，忽略效能競爭，非但不具正當性，且手段更失之效

率性。依照Elzinga (1977)理論：政府其實有取多比反托拉斯更有效率的
方式達成預期目標，例如：累進式的所得稅、社會安全給付、國庫補

貼、公用事業管制或異常時期之經濟管制措施，均可更有效率地解決財

富集中問題，並保障中小事業生存與消費者利益，競爭法決非唯一手

段。以羅賓遜派特曼法為例，如果連鎖量販店的經營效率果真遠高於小

型零售商店，就應允許其以結合提高經營效率，創造更多財富，並對企

業財團課以累進所得稅，得到更多稅捐收入用於社會補貼。如此政策非

但可提高整體經濟效率創造更多財富，亦可達成保護經濟弱勢階級，以

維持社會安全鞏固民主憲政。更何況人民營業自由與財產安全，向為憲

法上工作權及財產權所保障
21
。倘基於維護公共利益，對於人民營業自

由之限制，就必須以非常明確之法律規定針對具體之市場與行為，來規

範管制之內容及範圍，而非由一種類可能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不確定方

式達成。因此，無論是整合管制或是公平法第24條之概括性規定，顯然
未能滿足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亦難謂有明確的執法標準。因此，羅賓

遜派特曼法自實施以來即屢遭學界批評
22
，Posner (1976)教授甚至為文主

21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14號解釋文。
22 參見Dunne (2014，附註103)的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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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廢除該法
23
。

3. 整合管制忽略管制機關能力問題：競爭機關為一不特定產業之主管機
關，負責甚多產業，以致備多力分，不可能專精於某一市場；反之，管

制機關管 (例如：金管會或NCC)則終日浸淫於專業領域，可鉅細靡遺地
瞭解整體產業或特定廠商營運。因此，就管制能力言，競爭機關不可能

超出管制機關，如欲賦予競爭機關更大權限管制個別產業，反會導致執

法者備多力分，不利於執法績效並增加誤判的管制錯誤風險。因此，雖

然美國FCC於2003年間大幅放寬對於媒體結合管制，將多數權限移交競
爭機關辦理。但是，美國最高法院卻於2004年間的Verizon v. Trinko案中
限制了反托拉斯法在管制產業中所扮演的角色，大法官Breyer認為就管
制授權言，管制機關對於價格管制有專責之特別法規可供依循，管制標

準與權責分明。對事業而言，可減少許多管制所形成之經營風險或不確

定性。反之，在管制領域上，反托拉斯不是執法過於寬鬆，無法節制現

有事業的獨占力；就是執法過嚴，過度保護新進者。因此，在執行管制

作業時，如發生競爭與管制競合事項，管制機關即應享有優先管轄權。

參、歐美日德競爭法對於企業結合之管制

一、美國反托拉斯法

美國聯邦國會於1890年通過休曼法(Sherman Act)，對於結合管制僅在第1
條禁止以契約或其他方式之結合(combination)及第2條規定「任何人以結合或
共謀方式意圖獨占任何貿易或商業之任何一部分(combine or conspire with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monopolize any part of the trade or commerce)」者為違
法

24
。至於1914年通過之克萊登法(Clayton Act) ，在第7條僅限制股份(stock or 

23 Posner, Richard. 1976. The Robinson-Patman Act: Federal Regulation of Price 
Differences. Washingt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24 按多角化結合當然會與contract及combination有關，但此種契約或協議並非為 
restraint of trade限制交易之目的，故多角化結合並非當時休曼法制定時，認為應
以該法第1條處理的問題，但若多角化結合涉及獨占者，則與該法第2條有關。
See See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LAW-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Vol. V,  
1160, at 2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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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 capital)交易的結合型式；對於企業併購交易中亦常使用的「資產與營業
讓與」(assets and businesses transfer)，則因未予規定而生實質的除外效果，因
此造成結合管制制度中的一大漏洞。

(一) 克萊登法修法
為彌補上述結合管制的漏洞，聯邦國會乃於1950年修正克萊登法第7條之

規定，在該條第1第2項均增加資產交易型態之結合管制25
，1976年並新增第7A

條，詳細規定各種型態結合申報之門檻。特別值得說明的是，第7條第2項將結
合的定義從事實上取得股權或資產營業的所有權，擴及於僅取得行使對股權表

決權控制力的「表決權或委託書權利」 (voting or proxies)行使權26
，蓋公司法

及證券交易法與資本市場法制的發展，已使控制權之行使不再僅限於必須取得

對股權或資產之實際所有權，而得經由上述之表決權協議(voting agreement)、
表決權信託(voting trust)、或委託書(proxy)之授與等型式，經由在股東會(或其
他類似機關)行使表決權之方式，達成對該事業之控制手段，例如選任董事或
作成重大經營行為之決議，包括但不限於合併、重大資產處分或出租等。而此

一規定，意涵結合申報案之審查，主管機關亦應有必要審查當事人間對於未來

取得之股權是有任何對於表決權行使或委託書授與之任何約定或預約，以確實

評估該結合申報案對於市場結構與市場競爭狀態之影響，否則單純僅審查持股

人之名義，並無法瞭解當事人間對被取得控制之事業將有何種經營之約定行

為。當然因為資本市場法制的發展，克萊登法第7條第3項亦將單純的財務投資
行為排除於該法之適用範圍之外

27
。

(二) 企業集團結合與多角化結合或異業結合之界定
企業集團結合之型態與一般大多數併購案之區別在於：一般併購案通常為

一買一賣(通常發生的型態)、一買多賣(通常發生在合併，三合一或四合一，在
臺灣亦曾進行過證券業三合一及半導體業四合一合併案)；企業集團結合則為
多買一賣，類似此種併購亦常發生，但通常會先由買方共同出資成立一家合資

公司(joint venture company)，再以該合資公司為SPV作為發動併購之機構，而
各方出資之當事人則必須對該SPV公司之股權比例、股權種類配置、董事監察

25 按克萊登法又於1980年9月12日修正，將corporation 的範圍擴及於“all persons”，
並將行為擴及於“affecting commerce”而非僅止於“in commerce”。

26 第7條第2項最後句「⋯or the use of such stock by the voting or granting or proxies or 
otherwise, may be substantially to lessen competition, or to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

27 第7條第3項前段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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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席次之安排、重要經理人事之規劃及其他與經營有重要相關事項進行事先協

議，並先簽妥「股東協議 shareholders agreement」，並將重要條款記入該SPV
公司之章程中以取得具有約束各方出資人之效力。

一般美國學者或實務所說的「多角化或異業結合」(conglomerate merger)係
指非商業概念上的(conventionally)的水平或垂直結合，而有時conglomerate 則
具有嘲諷的意味指述一個無關聯性的經營行為的不合理結合(used pejoratively 
to suggest an irrational combination of unrelated activities)，而因為此種概念的
conglomerate merger不容易發現或確定其反競爭效果，故有些學者會將這類結
合歸類於傳統的水平或垂直，以解釋其對競爭所可能肇致的危險

28
。惟誠然多

角化結合伴隨著很多對競爭的威脅，但也同時提供競爭的提升，包括產品多樣

化、規模經濟等，故難謂多角化經營得以一概否認其優點。

而上述之多角化結合用語在1984年聯邦司法部之合併指導準則(Merger 
Guidelines)，係以「潛在競爭合併」(potential competition merger)稱之，在該
指導準則中並不使用conglomerate merger。此外，該指導準則用於「非水平結
合」 (non-horizontal mergers)確認一個市場外的事業與市場內的事業結合時，亦
可能具有反競爭效果的發生，並區分「認知的潛在競爭者」(perceived potential 
entrant)與「實際的潛在競爭者」(actual potential entrant)，以區分被結合公司之
地位與該結合之反競爭效果；但若結合之效果會造成上述任何一種潛在競爭關

係受到損害者，則該結合即有可能被聯邦司法部反對或以訴訟指控
29
。

(三) 多角化結合與水平或垂直結合之比較
承上所述，多角化結合最有效的正當化理由即為該結合不涉及「潛在競爭

potential competition」問題，亦即參與結合之事業，與被結合而消滅之事業之
間不具有水平的直接競爭關係，亦欠缺概念上或1992年之水平合併指導準則
(1992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以下簡稱水平指導準則)所指稱的潛在競爭
狀況，但水平指導準則中對潛在競爭之評估標準並不明確

30
，因此使得潛在競

爭之分析立論基礎陷於推論(speculative)，也因此使得潛在競爭的審查不得不較

28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25,   1100, at 2.
29 see also SAMUEL C. THOMPSON, JR., MERGERS, ACQUISITIONS AND TENDER 

OFFERS-LAW AND STRATEGIES, §12:1, at Vol. 3, 12-5, §12:15, at 12-115 (2012).
30 水平指導準則規定，若參與結合者本有可能(likely)在一年內參與被結合者所生產
之產品或進入被結合者之地理市場者，則該參與結合者與被結合者應視為係具有
競爭關係之事業經營者；但若參與結合者生產被結合者之產品或進入被結合者之
地理市場須超過一年者，則二者之間僅可視為係潛在競爭者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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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競爭關係更為寬鬆。事實上，多角化結合有時係指稱一個無關聯性的經營

行為的不合理結合，此種結合之反競爭效果不易顯現或評估，是故有部份學者

直接將此種多角化結合直接歸類為傳統的水平結合。

例如United States v. El Paso Natural Gas Co.結合案31
，在該結合案之前，El 

Paso是南加州天然氣市場唯一的州外供應商，而另一個州外供應商—即本件被
併購公司—Pacific Northwest公司—該公司同時也是洛磯山脈以西唯一重要的天
然氣管線公司，則在結合前努力試圖以供應契約方式取得加州天然氣市場的增

長需求，但Pacific Northwest公司在上述契約爭奪中輸給El Paso公司，該競爭亦
迫使El Paso公司降低其原先之報價並提高服務內容，因此當El Paso公司擬併購
結合Pacific Northwest公司時，在加州天然氣市場中Pacific Northwest尚無市場
占有率—而是正準備或正著手進入該市場，因此在本結合案中Pacific Northwest
原本只是El Paso的潛在競爭者，但因為Pacific Northwest已開始實施參進加州市
場的行為，應該將雙方視為具有直接競爭(actual competition)的關係，如此結合
案所減少的是直接競爭的關係而非僅是潛在競爭關係，故在此種事實結構下，

本結合案與其說是跨業結合，毋寧認為是水平結合更為妥適
32
。

(四) 多角化結合與潛在競爭之認定
一個結合應予以禁止必須先有適當的證據或事實足以認定該結合有「合理

的可能性」(reasonably probable)將會重大的減少當前的或未來的競爭，僅因結
合而使潛在競爭者減少之單純事實，尚不足以作為認定結合應予禁止之證據。

假設二家事業分別生產不同產品並於不同的地理市場經營，彼此間並無直接競

爭，因此該二家事業間之結合並未在個別市場中減少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數

量，亦未在個別市場中提高其市場集中度，然而此時該結合在想像上卻可能—

即使該想像必須具有想像力—消滅了參與結合的任一事業原本可以經由自我內

部成長並進入另一事業之既有市場參與競爭，因此該結合將消滅此種「潛在競

爭」的可能性，而此種潛在競爭對於當前的競爭狀態係具有一定的價值，其一

為潛在競爭的存在，會使市場上的事業以較具有競爭力的方式進行經營不論是

在價格或其他方面；其二係該結合可能排除了其他可能自我發展進入該市場的

獨立經營者，而該獨立經營者之參進市場本可為市場帶來新的競爭狀態。此即

為多角化結合時，因為消滅了潛在競爭而帶來的不利於競爭的觀點
33
。

31 United States v. El Paso Natural gas Co., 376 U.S. 651(1964).
32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25,  1123a, at 57.
33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25,  1121, at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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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而言，「perceived potential competition」受到傷害，係指該結合之結
果將會消滅一個重要的現存競爭威脅(threat)，而該威脅會對市場內既存的事業
經營行為有某些限制性效果；至於「actual potential competition」受到傷害，係
指該結合之效果將會消滅下述可能性(possibility)：(1)市場新的參進者進入該相
關市場，或(2)經由併購市場內小而具競爭力的事業而參進市場34

。

然而，不論是認定該參與結合的市場外事業是否具有「實際的潛在新進

者」，或期待該參與者透過內部成長而主動進入結合之市場進行競爭，此種認

定與期待如果欠缺一個明確的判斷標準，則該認定與期待都是建立在一種「純

粹的想像」或「遙遠的期待」，若想像或期待與現實距離太過遙遠時，並不符

合法治的要求，因此如何提出一個具有較明確的判斷標準，使具體結合個案在

歸類於水平結合與多角化結合能有所參考，當為重要之議題。

(五) 董事兼充(interlocking directors)之反托拉斯法評價
克萊登法第8條禁止董事兼充規定，乃係適用於任一公司之資本、盈餘

或未分配獲利總合達1000萬美元以上之公司，而不論該公司之「淨值」(net 
worth)是否超過1000萬美元；惟符合以下之除外適用條件者，即不在禁止董事
兼充之範圍：(1)任一公司之年度「競爭銷售額」(competitive sales)低於100萬美
元者

35
；(2)任一公司的年度競爭銷售額低於該公司之年度之總收入2%者；(3)

任一公司之年度競爭銷售額低於公司銷售額的4%。
應予說明的是，克萊登法第8條禁止董事兼充之規定，係針對水平競爭

關係的董事兼充，並不及於垂直關係的董事兼充或間接兼充狀況。在United 
States v. Sears, Roebuck & Co.36

、Protectoseal Co.v. Barancik37, 及 Jicarilla Apache 
Tribe v. Supron Energy Co.38

等案判決中，聯邦法院對於克萊登法第8條所規定的
禁止董事兼充係採取「當然違法」之判斷標準，只要被告任職董事的公司符合

門檻條件且未符合除外適用條件，即構成違法
39
。若董事兼充任職的二公司並

34 See Notes, Antitrust Law-Conglomerate Mergers—A Company in a Concentrated 
Industry with a less than 10% share of the Relevant Market will be Presumed a 
“Toehold” Firm, Acquisition of Which by a Potential Compeitor Does Not Violate 
Section 7 of the Clayton Act, 89 HARV. L. REV. 800 (1976).

35 所謂「競爭銷售額」係指該公司於年度中所銷售之所有競爭品項產品或服務之總
收入，計算的期間是上一個完整的會計年度的總收入。

36 United States v. Sears Roebuck & Co., 111 F. Supp. 614 (S.D.N.Y. 1953).
37 Protectoseal Co. v. barancik, 484 F.2d 585 (7th Cir. 1973).
38 Jicarilla Apache Tribe v. Supron Energy Corp., 728 F.2d 1555(10th Cir. 1984).
39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25,  1302, at 3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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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具有直接競爭關係，而是水平競爭關係他方公司的母公司或子公司者，是否

亦當然違反克萊登法第8條禁止董事兼充之規定？在Paramount Pictures Corp. v. 
Baldwin Montrose Chem. Co.40

案判決中，聯邦地方法院認為克萊登法第8條在
競爭關係公司之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存在時，並無適用餘地。此外，在Kennecott 
Copper Corp. v. Curtiss-Wright Corp.41

案判決中，聯邦第2巡迴上訴法院亦認為董
事兼充發生在彼此具有競爭關係的二家子公司的母公司之間者，因子公司的業

務並非在母公司的董事會作成決定，故不構成董事兼充之違法
42
。然而學者認

為上述判決在具體個案中應再深入瞭解不同公司的實際經營運作狀況，亦即不

同企業集團有不同的經營文化，該集團的子公司是否其通常經營行為或重要經

營行為必須經過母公司董事會之討論(不論是事前核准或事後追認)；若有此種
情形，則此種情形亦應受到克萊登法第8條禁止董事兼充之管制，蓋其係以間
接的方式取代直接的限制競爭

43
。

二、歐盟競爭法

歐盟現行對於企業結合管制之依據，主要為歐盟理事會於2004年1月頒布
之 139/2004號企業結合規則44

（下稱「理事會規則」）；此外，歐盟執委會訂

頒有關企業結合規則指令（下稱「執委會指令」），規定具體之審查原則事

項
45 。
理事會規則第2條第1項，揭示歐盟對於企業結合管制之基本方針為：企業

結合有形成或強化其支配地位效果，致顯然阻礙共同體市場或其實質部分之有

效競爭（significantly impede effective competition），應宣告其與共同體市場不
相容（they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40 Paramount Pictures Corp. v. Baldwin Montrose Chem. Co.1966 Trade Cas.  71678 

(S.D.N.Y)
41 Kennecott Copper Corp. v. Curtiss-Wright Corp.584 F.2d 1195 (2d Cir. 1978)
42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25,  1302, at 326-29.
43 Id., at 329.
44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在此之前，歐盟於1989年頒布實施合併規則
(Council Regulation 4064/89)，適用於合併、合資(Joint Venture)等企業結合行為。
嗣於1998年3月1日，實施新修正之合併規則，將其管制範圍從符合一定共同體市
場規模要件，擴張適用至重大影響會員國間貿易之企業合併案件。該合併規則在
2004年修正後，即為現行139/2004號企業結合規則。

45 Commission Consolidated Jurisdictional Notic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2008/C 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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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業結合之定義
所謂「企業結合」

46
，理事會規則第3條定義出二類行為態樣：1.二以上之

企業進行合併（merger）；2.一或複數企業，以資本參加、資產取得、契約或
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取得對他企業經營有決定性影響（decisive influence）之
控制權。

針對上揭取得他企業經營控制權行為，執委會指令再行細分成「單獨控

制」（sole control）、「共同控制」（joint control）等二結合態樣。單獨控制
之企業結合，除單一企業取得他企業半數以上有表決權之股份外；在未達半數

之少數持股情形，持股企業若享有法定特權利（指令第57條）或取得他企業董
事會相對多數董事席次（指令第59條），亦包含在內。另有關共同控制之企業
結合，係指複數之少數持股企業，必須全體合意始得形成對被持股企業之意思

決定（例如，少數持股企業享有意思決定否決權），即屬此類結合態樣（指令

第62條）。值得注意的是，執委會在認定少數持股是否構成共同控制之企業結
合案件，包含持股人間有無契約關係、融資關係、家族親屬關係等多項考量因

素
47
。

(二) 企業結合申報標準
歐盟對於企業結合管制採行事前申報制，是以企業結合程度達到「共同體

規模」程度者（community dimension），即負有事前向執委會提出結合申報之
義務（理事會規則第4條）。具體言之，理事會規則第1條第2項、第3項，依據
企業結合規模程度大小，分別設計有二類型結合申報標準：

1. 第一類結合申報標準
(1)參與結合企業，在全球銷售金額合計超過50億歐元。
(2)參與結合企業，至少其中二家企業在歐洲共同市場銷售金額合計超過

2億5,000萬歐元。
2. 第二類結合申報標準

(1)參與結合企業，在全球銷售金額合計超過25億歐元。
(2)參與結合企業，在三以上加盟國之各國市場銷售金額合計超過1億歐
元。

(3)符合第2點要件之參與結合企業，至少其中二家企業在各國市場銷售

46 規定原文為“concentration” (集中化)，配合本文研究主題，爰翻譯成「企業結
合」。

47 Case No IV/M.754- Anglo American Corporation/Lonrho, 23 Apri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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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合計超過2,500萬歐元。
(4)參與結合企業，至少其中二家企業在歐洲共同市場銷售金額合計超過

1億歐元。
上揭第一類或第二類之結合申報標準，其中參與結合之任一企業，在同一

加盟國市場之銷售金額佔歐洲共同市場銷售金額比率三分之二以上者，不適用

之。

另有關上揭申報標準之銷售金額計算方式，理事會規則第5條第4項規定，
應合併計算下列企業之銷售金額：

1.參與結合企業。
2.參與結合企業與下列關係企業，不論直接或間接關係者：

(1)持有其過半數之資產或資本。
(2)持有其過半數之表決權。
(3)擁有其董事會（supervisory board）、經營委員會（administrative 

board）或其他法定代表權機關過半數成員之任命權者。
(4)擁有其營業決定權限者。

3.對於參與結合企業擁有上揭第2點各項權利或權限之企業。
4.對於符合上揭第3點規定之企業，擁有上揭第2點各項權利或權限之企
業。

5.對於上揭第1點至第4點所列之企業，共同擁有上揭第2點各項權利或權限
之企業。

(三) 企業結合之審查程序
符合結合申報標準之參與結合企業，在實施結合行為前，應以法定要式書

面（Form CO）向執委會提出申報（理事會規則第5條）。該申報書面應記載
事項有

48
：參與結合企業之市場集中狀況、控制從屬關係、相關市場界定、競

爭業者及供需業者、市場交易及參進障礙狀況。

執委會在受理企業結合申報書後，即進行下列二階段審查程序：

1. 第一階段（PhaseⅠ）審查
在此階段之審查重點為：本案是否為企業結合之管制對象、本案結合是否

達到共同體規模程度、本案結合是否與共同體市場相容。原則上，執委會自受

理申報日起之25個營業日內，必須作出審查決定；例外情形，若有加盟國提出
48 Form CO relating to the notification of a concentration pursuant to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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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結合將會顯著影響其國內市場競爭之通告，或參與結合企業有提出改善措

施之方案者，審查決定得延長至35個營業日（理事會規則第10條第1項）。
在第一階段審查程序，執委會可能作出之審查決定為（理事會規則第6

條）：非結合管制對象、承認、進入第二階段審查、附條件承認。

2.第二階段（Phase Ⅱ）審查
企業結合申請案，進入第二階段審查程序，執委會應自開始審查日起之90

個營業日內，作出審查決定；但參與結合企業在開始審查日起之55個營業日
後，有提出改善措施方案者，得增加15個營業日，審查期間延長至105個營業
日。再者，若參與結合企業請求或同意執委會延長審查期間者，得增加20個營
業日，審查期間最長至125個營業日。
執委會之審查意見，在與結合諮詢委員會協議後（理事會規則第19條第3

項），應作出下列決定：

(1) 承認
企業結合，認定未有顯著阻礙共同體市場或其實質部分之有效競

爭，應宣示其結合相容於共同體市場（理事會規則第8條第1項）。
(2) 附條件承認

企業結合，參與結合企業提出改善措施方案，足認其無不相容於

共同體市場之重大疑慮者，應作出附履行改善措施條件及義務之決

定，宣示本案結合相容於共同體市場（理事會規則第8條第2項）。
此外，依據理事會規則第6條規定，執委會作出承認企業結合之

決定，得附加與實現企業結合直接關連之必要限制條件。據此規定，

執委會附加結合限制條件，通常會考慮下列因素：a.關連性，例如為
確保順利完成營業讓與行為，即得附加讓與人在移轉營業前不得變更

營業方法或交易條件等限制條件
49
；b.必要性，例如附加擔保移轉或

保留之資產具有一定價值
50
、讓與人應繼續供應原物料

51
、合併之新

設事業得以順利進入市場
52
等條件；c.比例性，例如對於參與結合企

業課予競業禁止條款之條件，應考量時間、空間、物質等必要因素
53
。

49 Case No IV/M.1057-Terra Industries/ICI, 20 November 1997.
50 Case No. COMP/M. 612-RWE-DEA /Enichem Augusta, 27 July 1995.
51 Case No COMP/M.1841-CELESTICA/IBM (EMS), 25 February 2000.
52 Case No IV/JV.15-BT/AT&T, 30 March 1999.
53 在Goldman Sachs/Messer Griesheim案(Case No COMP/M.2227, 20 March 2001)，附
加競業禁止條款之限制期間為3年；在KINGFISHER/GROSSLABOR案(Case No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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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禁止
企業結合，認定有顯著阻礙共同體市場或其實質部分之有效競

爭，應宣示其不相容於共同體市場（理事會規則第8條第3項）。
(4) 競爭回復措施

企業結合申請案件，經宣示其不相容於共同體市場，仍進行結

合；或違反附履行改善措施條件及義務之決定者，得命其實施解除合

併或處分全部取得股份、資產等競爭回復措施（理事會規則第8條第4
項）。

(四) 企業結合申報之時點
歐盟競爭法對於企業結合之管制對象，除持股超過半數以上者外，尚包含

低於半數之少數持股行為。因此，在企業集團取得他企業少數持股之結合案

件，何時應向執委會提出結合申報？此問題在 Compagnie National du Rhône案54 
，成為爭議焦點。

本案Electrabel S.A.（經營電器產品之生產、銷售業務）為Suez group電器
企業集團之子公司，在2003年12月23日取得Compagnie National du Rhône公司
（法國電器業產量第二位）49.95%之股份（其中有表決權股份為47.92%），卻
於2008年3月始向執委會提出結合申報，經認定違反結合事前申報義務。
本案爭議焦點在於，企業少數持股是否取得對他企業之經營控制權、是否

負有提出結合申報之義務，係屬持股事前或事後之評估事項？關於此點，執

委會之審查意見為：1.歐盟理事會規則，對於持股未達半數之企業結合案件，
若其符合一定要件，仍應受到本規則管制之規範；至於是否符合結合管制之要

件，參與結合企業應於事前綜合相關資訊判斷之。2.本案結合之取得股份時間
為2003年12月23日，依據當時各股東持股分散狀態、過去少數股東出席股東
會決議佔有相對多數表決權紀錄等資訊研判，Suez group企業集團取得股份當
時，足認擁有對於Compagnie National du Rhône公司股東會決議之控制權，是
以在該時點即負有提出結合申報之義務。

三、日本獨占禁止法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4章設有股份持有、職務兼任、公司合併、公司分割、

M.1482, 12 April 1999)，附加競業禁止條款之適用範圍，限於賣方在企業結合前提
供商品、勞務之地理市場。

54 Case No COMP/M.4994-ELectrorabel/Compagnie Nationale du Rohne, 10 Jun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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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移轉股份、營業受讓等企業結合規範（第9條至第18條）。該等企業結合
規範，學理上得區分為一般集中管制、市場集中管制二類型

55
：前者並非針對

特定市場之限制競爭為管制對象，而是以其結合有無對整體國民經濟或特定產

業發生經濟力過度集中之危險性為管制重點；後者管制之目的，在於禁止對特

定市場有限制競爭影響效果之企業結合。

(一) 一般集中管制
1. 控股公司設立之管制
獨占禁止法第9條規定，禁止設立持有或取得國內其他公司股份之公司，

致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者。至於所謂「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同條設有定義

規定：係指該公司、其子公司及該公司持有股份得以控制事業活動之其他國內

公司，該等公司之綜合事業規模跨及複數相關市場，或該等公司之資金對於其

他事業人具有顯著影響力，或該等公司相互在有關連性產業之複數相關市場具

有相當市場力量地位，顯然影響整體經濟並妨礙公平自由競爭之促進。

依據上揭定義規定，公正取引委員會(相當於我國之公平會)訂頒有「事業
支配力過度集中公司之審查原則」

56
，作為實務審查此類案件之準繩，並提高

其規範透明性。

2. 關係企業之範圍
獨占禁止法第9條第3項定義構成支配力過度集中之關係企業，除控制公司

外，尚包含下列子公司：

(1)子公司：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過半數之其他國內公司。
(2)實質子公司：持有表決權比率逾25%、未超過50%，且持有表決權比
率最高之其他國內公司。

(3)計算上揭表決權股份或比率，應與其子公司持有表決權一併計算57
。

3. 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之判斷
以第9條第3項定義規定為基礎，審查原則列舉三種構成支配力過度集中之

關係企業類型：

55 根岸哲編，『注釈独占禁止法』，有斐閣出版，頁246-247，2009年。
56 公正取引委員會網頁，事業支配力が過度に集中することとなる会社の考え方，

http://www.jftc.go.jp/dk/guideline/unyoukijun/gl_jigyoushihairyoku.html，最後瀏覽日
期:2014/10/29。

57 依據獨占禁止法第9條第5項規定，認定該公司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過半
數之子公司股份，應將該公司與其他子公司（包含子公司之子公司）之持股一併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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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種過度集中之類型
關係企業整體規模龐大，且分別在相當數目之主要產業擁有大規

模之從屬公司：

a.關係企業整體規模龐大：總資產額合計超過15兆日圓。合計總資產
額，應扣除關係企業間相互投資之重複資本、債權與債務之抵銷

額。該合計總資產額，不包含關係企業所屬金融公司（銀行業、

保險業、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之第一種金融商品交易
業）之資產額。

b.相當數目：5種產業以上。
c.主要產業：日本標準產業三位數分類項目內，營業金額超過6,000億
日圓之業種。但在二位數分類項目，屬於同一或類似之業種，且

其營業管制法令或營業型態相同者，應歸屬同一產業。

d.大規模之從屬公司：各該公司資產總額超過3,000億日圓，且在其所
屬產業經營主要營業項目。

(2) 第二種過度集中之類型
經營大規模金融公司業務，並兼營金融或與金融密切相關以外之

大規模公司業務：

a.大規模金融公司：個別總資產額超過15兆日圓。
b.金融或與金融密切相關之業務：銀行業、保險業，及其他公正取
引委員會規則訂定之金融業務（獨占禁止法第10條第3項授權規
定）。

c.大規模公司：個別總資產額超過3,000億日圓。
(3) 第三種過度集中之類型

關係企業公司相互在有關連性產業之複數相關市場具有相當市場

力量地位：

a.判斷是否為有關連性之產業，應斟酌其在各該產業之交易依賴程
度、交易相對人之選擇狀況等因素。例如，具備下列條件者，應

可認定其為有關連性之產業：

(a) 交易關係：供應商品或勞務之產業間，具有密切交易關係（例
如，產品與其原物料、產品與其生產設備等產業間之交易關

係）。

(b) 補充替代關係：從消費者觀點，相關產業提供之商品或勞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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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有補充替代關係，得選擇購買使用。

b.複數相關市場：以5類以上相關市場為原則（例外，若在相關市場
擁有極大規模之公司具備相當市場力量地位者，得修改為3類以上
相關市場）。

c.主要產業：日本標準產業三位數分類項目內，營業金額超過6,000億
日圓之業種。但在二位數分類項目，屬於同一或類似之業種，且

其營業管制法令或營業型態相同者，應歸屬同一產業。

d.相當市場力量地位：該公司之市場占有率為10%以上。
4. 銀行、保險企業集團持有股份之禁止規定
獨占禁止法第11條第1項本文規定，經營銀行業或保險業之公司，不得

持有或取得其他國內公司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超過5%或10%（銀行公司持股為
5%、保險公司持股為10%）58

。如此規定之立法理由有二
59
：其一，限制銀行

或保險企業集團持有國內他公司股權，目的在於防止其對事業支配力過度集

中。蓋銀行或保險企業集團擁有雄厚資金，對於融資對象之公司有重大影響

力，並且藉由高度持有或取得融資對象公司之有表決權股份，將導致其支配力

過度集中之現象。其二，銀行或保險企業集團無限制的取得他公司股份，等於

大量的投資該發行股份之公司，如此將對其他公司形成不公平競爭之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銀行或保險企業集團之母公司與其子公司分別持有或取得

同一公司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該等股份應否合併計算？就此問題，本條並未設

有明文規定，惟在日本銀行法第16條之3第1項、保險業法第107條第1項，皆有
規定銀行公司5%、保險公司10%等持股上限，應與其子公司之持股合併計算。
至於金融控股公司之持股，由於其不直接經營銀行業務，故不適用此5%持股
上限規定；但依據日本銀行法第52條之17第1項規定，其與所屬銀行子公司之
持股應合併計算，不得超過15%之持股上限。因此，藉由該等金融法規之合併
計算持股規定，直接可以達成健全產業經營環境、防範過度異業投資行為、合

理分散投資風險等金融業管制目的，間接亦有維護被投資公司所處市場公平競

爭之效果
60
。

58 獨占禁止法第11條第1項但書設有除外適用規定，符合一定要件之銀行或保險公
司，在申請公正取引委員會之許可後，得不適用本條持有或取得股份之限制規
定。

59 伊従寛、矢部丈太郎編，『独占禁止法の理論と実務』，青林書院，頁263，2000
年。

60 根岸哲編，前揭註56，頁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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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場集中管制
1. 公司取得或持有股份之管制
獨占禁止法第10條第1項規定：「公司取得或持有他公司股份，致實質的

限制特定市場競爭，或以不公平交易方法取得或持有他公司股份者，不得為

之。」本條規定之管制重點為，在限制市場競爭效果的評估上，如何認定取得

或持有股份應屬企業結合之審查對象。

(1)企業結合之審查對象
a. 應予審查之企業結合

下列情形，公司取得或持有他公司股份，有形成、維持或強

化公司間結合之效果，應接受企業結合之審查：

(a)企業結合集團61
，取得或持有他公司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超過50%

者。

(b)企業結合集團，取得或持有他公司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超過
20%、未達50%，且其持股比率為全數股東最高者。

b. 裁量審查之企業結合
上列（a）、（b）以外情形，公司取得或持有他公司發行有表決

權股份超過10%，或其持股比率為全數股東排名前三位者，應審酌下
列事項，依其有無形成、維持或強化公司間結合之效果，決定其應否

接受企業結合之審查：1.持股比率；2.持股比率之排名、股東間持股
比率之差距、股權分散狀況及其他股東相互間之關係；3.發行股份之
他公司持有與其結合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等當事人公司間之關係；4.當
事人公司間有無職員或從業人員兼任關係；5.當事人公司間之交易關
係（含融資關係）；6.當事人公司間之業務合作、技術支援及其他契
約、協定等關係；7.當事人公司與既有結合關係之公司具有上列各點
事由。

此外，對於共同出資公司之結合行為
62
，應審酌當事人公司間的

交易關係、合作關係及其他契約關係等事項，據以決定其應否接受企

61 依據獨占禁止法第10條第2項之定義，所謂「企業結合集團」，係指取得或持有他
公司發行股份之公司（含其所屬關係企業），合計國內年營業額超過200億日圓；
且該發行股份之他公司（含其所屬關係企業），合計國內年營業額超過50億日
圓。

62 所謂共同出資公司，係指二以上之公司，基於經營事業之共同利益目的，以契約
等方式共同設立或取得股份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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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結合之審查。通常，出資公司相互間，並無直接持股關係，而係藉

由設立共同出資公司以間接形成、維持或強化當事人間的結合關係。

同時應注意的是，共同出資公司設立後，持股公司事業活動趨於共同

化，因此對於市場競爭產生如何程度之影響。

c. 除外審查之企業結合
公司取得他公司股份，有如次情形之一者，由於其無形成、

維持或強化當事人間之結合效果，即得豁免接受企業結合之審

查：（a）以取得全部發行股份之方式，同時設立他公司；（b）
取得股份之公司與該發行股份之他公司，屬於同一企業結合集

團，且無其他企業結合集團取得該發行股份。

2. 非公司名義人取得或持有公司股份之管制
獨占禁止法第10條第1項，係以「公司」取得或持有他公司股份為管制之

對象；至於「非公司」名義人之取得或持有股份，致實質的限制特定市場競

爭，同法另於第14條訂有禁止規定。
獨占禁止法第14條管制對象為「公司以外者」，凡非屬於公司法規定之各

類公司（含外國公司），不論其是否具備事業人之資格要件，皆足當之。具體

言之，其包含財團法人、社團法人、特殊法人、地方公共團體、信用金庫、合

夥、個人等股份持有者
63
。

3. 公司職員兼任之管制
獨占禁止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公司之職員或從業員（職員以外，繼續於

公司從事業務之人員），兼任他公司職員之職務，致實質的限制特定市場之競

爭者，不得為之。基此規定，實務運作訂出下列審查標準：

(1) 職員之範圍
本條管制對象之兼任他公司「職員」，係指同法第2條第3項定義

之：理事、董事、執行董事、執行業務之社員、監事、監察人或與該

等職務相當者、經理人、總公司或分公司之業務主任等。其中所謂

「與該等職務相當者」，係指董事、監察人以外，以諮商師、顧問、

參議等職務名義，實際上得藉由出席董事會等方式參與公司業務經營

企劃之人。其他未參與公司業務經營企劃者，例如部長、課長、科

長、主任等，屬於從業員職務，並非本條所謂之職員職務
64
。

63 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1-1-(2)。
64 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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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業結合之審查對象
a. 應予審查之企業結合

下列情形，公司之職員或從業員，兼任他公司職員之職務，有

形成、維持或強化公司間結合之效果，應接受企業結合之審查
65
：

（a）公司過半數之職員或從業員，同時兼任同一他公司職員之職
務。

（b）兼任他公司之職員，同時擁有雙方公司代表權。
b. 裁量審查之企業結合

上列（a）、（b）情形以外，應審酌如次事項，依其有無形成、維持或強
化公司間結合之效果，決定其公司職員職務之兼任應否接受審查

66
：1.是否由

常務或有代表權之董事，兼任他公司之職員職務；2.公司之職員或從業員，同
時兼任同一他公司職員職務之比率；3.職員兼任之當事人公司間，持有有表決
權股份之狀態；4.職員兼任之當事人公司間，交易關係（含融資關係）、業務
合作等關係。

c. 除外審查之企業結合
下列情形之公司職員兼任，由於無形成、維持或強化公司間結

合之效果，即可豁免接受企業結合之審查
67
：

（a）由無代表權之董事等兼任他公司之職員職務，且同時兼任同
一他公司職員職務之比率在10%以下。

（b）由非常務董事兼任他公司之職員職務，當事人公司間之持有
有表決股份比率未超過10%，且同時兼任同一他公司職員職
務之比率在25%以下。

(三) 脫法行為之禁止
獨占禁止法第17條規定：「不得以任何名義，實施違反第9條至前條禁止

或限制規定之脫法行為。」本條屬於本法第4章結合管制之概括規定，對於形
式上未符合第9條至第16條等管制規定之結合型態，事實上可評價為相同違法
內涵之結合行為，仍可依據本條介入補充規範

68
。

65 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1-2-(2)-ア。
66 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1-2-(3)-イ。
67 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1-2-(4)。
68 厚谷襄児ほか編，『条解独占禁止法』，弘文堂，頁306，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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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為1991年之「野村證券公司案」69
，野村證券公司取得其關係企

業野村建設公司發行總數5%之股份，另外再委託與其友好關係之其他公司取
得野村建設公司股份，並且於備忘錄記載：1.未經野村證券公司同意，受託人
不得將取得股份讓與他人；2.野村證券公司得以當時承購價格，買回受託人之
持有股份。本案，公正取引委員會認為野村證券公司委託他人購賣股份，如同

自己公司取得股份，違反獨占禁止法第11條規定。

四、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

德國於 1 9 5 7年制定「限制競爭防止法」（G W B :  G e s e t z  g e g e 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當時係以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卡特爾、杯
葛、附限制條件之交易等行為管制為核心，對於企業結合並未設有嚴格管制

規定。嗣後，隨著1960年代企業結合的高度進展，相關產業呈現企業集中化
（Zusammenschluss）趨勢，促使德國政府於1973年第二次修法之際，新設結
合管制規定（當時法第23條第2項、現行法第37條第1項）70

：

(一) 企業結合管制類型
1.資產取得（Vermögerserwerb）
企業結合，致取得他方企業全部或主要部分資產。例如，公司合併、公司

組織變更以取得他公司資產，或企業間買賣、交換資產等情形。

2.對他企業有直接或間接控制權（unmittelbaren oder mittelbaren Kontrolle）
此之控制權可為個別或共同行使，包含整體事實或法律情狀對於他企業之

營業活動有決定影響力。典型之例，即為透過董事職務兼任方式，擁有影響他

公司董事會決議之控制權。

3.取得他企業表決權股份（Kapitals oder der Stimmrechte）達25%或50%
企業取得他公司表決權股份達50%以上，二者屬於控制從屬之關係企業，

甚至得以形成康采恩（Konzern）企業結合關係71
。至於管制25%之持股比率，

69 公取委 告審決，平成3年11月11日，審決集38 ，頁115。
70 有關德國法結合管制規定及運作概況，參閱「経済産業省委託調査報告書，平成

21年度日本の経済構造に関する競争政策的観点からの調査研究」，42-49頁，
2010年。相關德國法條之中文翻譯，參照吳秀明，「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最新
修正內容及全文翻譯」，收錄於氏著『競爭法研究』，元照出版公司，388-396
頁，2010年06月。

71 德國股份法規定，一控制企業與一或複數從屬企業形成由控制企業統一指揮管理
之關係，該等企業構成康采恩，其構成企業為康采恩企業；複數企業間存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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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複數企業出資，各取得至少25%股份以設立共同子公司，可能導致出資企
業或共同子公司所處市場有企業集中化現象。

應注意的是，計算25%或50%之持股比率，除單次取得之股份外，應累計
已經持有之股份；若有為企業之計算而由他企業持有之股份

72
，或由個別商人

持有之股份，該等股份亦應一併計入（GWB第37條第1項第3款）。
4.其他足使對他企業施加競爭上重要影響之企業間聯結（Verbindung von 

Unternehmen）
此結合類型所稱其他「企業間聯結」，通常為複數企業間，締結股份法

規定之康采恩契約（第18條）、控制契約或利益供應契約（第17條、第291
條）、營業租賃契約或營業委任契約（第292條），或將他企業編入主企業內
部組織（第319條）等關係。
(二) 企業結合之申報及審查

1. 結合申報要件、除外適用
參與結合之企業，於結合前一會計年度有下列情形者，應向聯邦卡特爾署

提出申報：1.在全球之營業額合計超過5億歐元；2.且至少其中一家企業，其在
國內之營業額超過25,000萬歐元者（GWB第35條第1項）。
上揭結合申報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之：1.結合前一會計年度

之全球營業總額未達1,000萬歐元，且非屬本法第36條第2項所定之從屬企業
為與他企業相結合者；2.參與結合之企業，連續五年以上供應結合相關市場
商品或勞務，且該市場前一曆年之年度交易總額未達1,500萬歐元者；3.依據
4064/89號歐洲共同體結合管制規定，專屬於歐體執委會管轄之企業結合案件
（GWB第35條第2項、第3項）。

2. 結合審查基準
(1) 改善競爭條件

契約（第291條），或其中一企業編入其他企業中（第319條），該等企業視為在
統一指揮管理下之企業；從屬企業，推定其與控制企業構成康采恩（第18條第1
項）。

72 依據GWB第36條第2項前段規定，參與結合企業之一為股份法第17條所稱之從屬
或控制企業，或為同法第18條所稱之康采恩企業者，應與其有控制、從屬或康采
恩關係之企業，視為一整體之企業。因此，計算25%或50%之持股比例，即應將控
制、從屬或康采恩關係等企業持有之股份，一併計算。此外，同法第36條第3項規
定：「非屬於事業之個人或非法人團體，對一企業從事資本之多數參與者，視為
本法所稱之企業。」據此擬制規定，個人持股若係有為他企業之利益計算者，亦
應合併計算該個人持有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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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卡特爾署審查企業結合案件，倘認定其有形成或強化市場支

配地位之效果者，應予禁止；但參與結合之企業可證明結合亦能改善

競爭條件，且改善之利益大於其支配市場之不利益者，例外得准予結

合（GWB第36條第1項）。
實務審查結合案件之核心，在於本條項但書揭示「衡量條款」

（Abwägungsklause）的審查基準下，如何比較衡量企業結合之正面
效果（改善競爭條件）與負面效果（形成或強化市場支配地位），

據以決定結合案件之准駁？大體言之，實務審查作業上，綜合當事

人企業之市場地位、結合目的、可能引起市場結構的變化程度等因

素，通常肯定下列結合類型之正面效果大於負面效果
73
：1.經營合理

化（Ratiomalisierung）目的；2.寡占市場之非強勢企業締結對抗契約
（Aufholfusion）；3.新競爭者參進市場或開拓新市場之手段；4.企業
取得股份，對於被取得者之市場力分散效果大於取得者之市場力集中

效果；5.企業間締結重建契約（Sanierungsfusion）。
(2) 整體經濟利益或重大公共利益

聯邦經濟及勞工部長對於聯邦卡特爾署禁止之企業結合，倘認定

其結合在個案中對於整體經濟利益大於其對於競爭之限制，或其結合

存在可維護重大公共利益之合理事由者，得依申請給予許可（GWB
第42條第1項）。如此規定，乃係從競爭政策以外之觀點，優先考慮
整體經濟利益或重大公共利益保護之必要性，賦予產業主管機關許可

結合之權限。例如，在E.ON AG案74
，E.ON AG能源企業集團擬取得

Ruhrgas AG瓦斯企業集團34.8%股份。對於本件結合案，德國聯邦卡
特爾署在2002年2月作出禁止結合之決定，主要理由為：Rurgahs AG
企業集團持有德國東部最大瓦斯供應量之VNG公司股份，倘若許可本
件結合案，將形成E.ON AG企業集團在特定瓦斯供應區域之市場支配
地位。嗣於2002年9月，聯邦經濟及勞工部長基於如次理由，許可本
件結合案

75
：1.本件結合案，有助於提高Rurgahs AG企業集團在國際

73 山部俊文，「西ドイツ企業結合規制における消極的禁止要件:競争制限禁止法二

四条一項後段(衡量条項)について」，一橋論叢, 103巻1号，45-47頁，1990年。
74 “Bundeskartellamt prohibits E.ON’s acquisition of majority state in Ruhrgas” news 

release February 28, 2002.
75 B8-109/01-E.ON/Gelsenberg and B8-149/01–E.ON/Bergemann;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and Technology, decision of 18 Septemb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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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市場之競爭力；2.本件企業集團結合，有助於其與俄羅斯締結長
期瓦斯供應契約之議價能力，得以確保獲取低廉且穩定之能源供應。

五、小結

歸納上述國外競爭法制，可以發現其對企業結合類型、申報標準、審查程

序訂有嚴密管制規定。在管制取得或持有股份方面，美國法、德國法、日本

法依據結合類型或產業別，設計有多階段持股比率之管制門檻(10%以上、25%
以下、25%～50%、50%以上)，並揭示有完備的持股合併計算規定。在管制董
事兼充方面，美國法對於水平競爭關係事業間的董事兼充，只要符合一定要

件，且無除外適用情形，即使兼充一席也要接受管制；日本法，則列舉公司職

員兼任職務名稱、兼任職員有無代表權限、兼任職員比率（10%以下、10%～
25%、25%～50%、50%以上四等級）等具體審查事項。在此管制架構下，企
業集團即使取得他企業少數股權或未達半數之董事兼充結合案，仍有可能接受

企業結合管制之審查，甚至被禁止結合。

肆、我國公平法對於企業結合之管制

公平法第6條第1項定義規定，揭示有五款應予管制之事業結合類型，其中
第2款規定之持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或出資額，厥為企業集團主要建立或擴張
其統一指揮經營體系基礎之結合類型

76
；此外，第5款規定之直接或間接控制他

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結合類型，通常為企業集團藉由董事兼充方式作為

實際支配或管理其從屬企業之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企業集團取得或持有他事業過半數股權、與他事業過半數

董事兼充等行為，同時受到公平法結合行為、公司法關係企業（公司法第369
條之2第1項、第369條之3第1款）等規定之管制77

。在此規範架構下，公平會審

查企業集團結合案件有待釐清之疑義主要為：其一，公平法第6條第2項規定之

76 所謂企業集團，係指所屬子公司在保有其法律獨立人格之前提下，接受集團母公
司統一指揮管理，全部集團企業形成一經濟主體而言。因此，在事業合併之結合
類型下，不論係吸收合併或新設合併，由於合併後之消滅公司喪失其法律人格，
與企業集團結合強調其從屬子公司仍有法律人格之概念有別。

77 學者認為，公平法結合管制較公司法關係企業之規範範圍為廣，理論上構成關係
企業者，亦應成立事業結合，反之則未必成立。參閱吳秀明，「論關係企業與公
平交易法上之結合管制」，臺灣大學法學論叢，29卷3期，頁162，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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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計算持股範圍，僅限控制從屬關係事業；另一方面，公司法規定關係企業

之合併計算持股範圍較廣，包含從屬公司、第三人為該公司或其從屬公司之持

股，均應一併計入（第369條之11），因此顯現公平法結合管制疏漏現象。其
二，二公司間存在董事兼充之情形，判斷是否構成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之結合類型，是否限於以公司法規定之「半數以上」董事兼

充作為認定標準？該等問題，應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一、持股合併計算

（一）控制從屬公司持股之合併計算

控制公司持有他事業股份，應合併計算其從屬公司對該他事業之持股，以

論斷其是否構成事業結合行為，此於公平法6條第2項訂有明文規定，較無疑
義。例如下圖2所示，若A為B之控制公司，B為C之控制公司，且A、B、C各
對D持股1/6，雖B或C本身之持股不足以構成結合，惟按公平法第6條第2項規
定，公平會即可合併計算A、B、C公司之持股，成為1/6+1/6+1/6=1/2>1/3，構
成公平法上所謂的事業結合事由。

(註：直線代表控制從屬關係；箭頭代表持股)

圖2：控制從屬公司持股之合計
資料來源：吳秀明，註77，頁164。

（二）第三人持股之合併計算

 1. 信託持股之合併計算
事業或其從屬公司，出資以第三人名義持有其他公司股份，應否將其計入

該出資者之持股總數內？例如下圖3所示，A為B之控制公司，兩公司各自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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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透過第三人名義購買F公司股份，(C由A提供資金，D、E由B 提供資金)，致
使A、B、C、D、E各自取得F公司1/8之股份，此時依據公司法第369條之11合
併計算第三人持股規定，A與F公司業已形成控制從屬之關係企業(A取得F公司
5/8之股份)；但在公平法結合管制方面，同法第6條第2項規定，僅能合併計算
A與B對F公司持有之股份：1/8+1/8=1/4，尚未達到1/3持股比率之結合管制門檻 
78
，因而可能成為事業逃避結合規範之管道。惟此情形既已成立關係企業，便

代表二事業間確實已經成為一個經濟上的統一單位，此時如果連結合基本門檻

都無法滿足，則在結合管制之第一道門檻即已否決其接受管制之可能性，無論

自競爭法或競爭政策之觀點上言，均甚為不妥
79
。是以公平會為填補此結合管

制之立法疏漏，爰於審查實務上解釋此幕後出資者為實質持股人，俾得以將該

第三人名義之持股合併計入結合管制門檻
80
。

(註：直線代表控制從屬關係，虛線代表為他人持股，箭頭代表持股)

圖3: 信託持股之合計
資料來源:吳秀明，註77，頁165。

2. 兄弟公司持股之合併計算
現行公平法第6條第2項之合併計算持股管制對象，僅限於控制從屬關係之

母子公司間(含孫公司以下之從屬公司)，至於隸屬於同一企業集團之兄弟公司
間，則不在此持股結合管制範圍內。例如下圖4所示，A為B、C公司之控制公

78 包括：(A→F)和(A→B→F)。
79 吳秀明，前揭註77，頁168。
80 東森媒體科技公司結合應申請許可為申請案、公平會（88）公處字第158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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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B、C又分別為D、E之控制公司，B、C、D、E各自取得F公司1/8股份，若
依公平法第6條第2項規定，僅能分別計算B與D、C與E對F公司持有之股份：
1/8+1/8=1/4，二者均未達到1/3持股比率之結合管制門檻81

。然而，A居於企業
集團最頂端之母公司地位，透過B→D→F、C→E→F持有股份82

，實際上與F公
司存在控制從屬關係，現行公平法卻未能將其納入結合管制範圍內

83
。有鑑於

此，目前在立法院審議中之公平法第10條(現行法第6條)修正條文增列第2項後
段規定：「計算前項第二款之股份或出資額時，應將……與該事業受同一事

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一併計

入。」藉以改善現行法結合管制疏漏之缺失。

(註：直線代表控制從屬關係；箭頭代表持股)

圖4: 兄弟公司持股之合計
資料來源: 作者自繪

3. 關係人持股之合併計算

依據公司法第369條之11規定，計算公司對他公司之持股或出資額，應合
併計算公司之從屬公司、第三人為該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等之持股或出資額。相

81 由於母公司A未持有F公司股份，因此無法合計B、C、D、E對F公司持有股份：
1/8+1/8+1/8+1/8=1/2。

82 含B F、C F之持股關係。
83 有關企業集團持股之合計，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第36條第2項前段規定，參與
結合企業之一為股份法第17條所稱之從屬或控制企業，或為同法第18條所稱之康
采恩企業者，應與其有控制、從屬或康采恩關係之企業，視為一整體之企業。此
相對於我國公平法結合管制規定，德國法應為較完善之立法設計模式。



第 21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12

對於此，現行公平法欠缺如是合併計算第三人持股或出資額之規定，是以事業

意圖規避公平法之結合管制，即可利用其負責人或親屬或該等人之關係企業等

名義分散持股，以致發生事業、關係人持股皆未達結合管制門檻規定之脫法行

為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公平法修法草案第11條新設結合事業銷售金額申報門檻，
增列合併計算關係人持股或出資額規定，以揭露其實際持股控制之情形，俾落

實結合管制之規範效力。惟本文以為，上揭修法草案規定，存在下列有待檢討

之問題點：

(1) 結合管制之規範體系
從法律適用邏輯之觀點而言，事業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必須達到結合定義之第一道管制門檻，始有可能接受第二道銷售金額

申報門檻之管制。如此而言，公平法修法草案僅於第11條第5項規定
控制性持股之關係人範圍(第二道管制門檻)，卻未在第10條第2項有關
結合定義納入事業持股與關係人持股併計之規定(第一道管制門檻)，
其規範體系存在本末倒置之設計缺失

84
，致有未能根絕結合管制脫法

行為之隱憂。

(2) 「關係人」持股之認定範圍
公平法修法草案第11條第3項規定：「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之

人或團體，視為本法有關結合規定之事業。」同條第5項第1款至第5
款復規定應計入控制性持股之同一自然人、同一團體代表權人及其配

偶、二親等以內血親、該等人擁有控制權或擔任負責人之事業等關

係人持股。如此規定，顯然仿效自銀行法第25條之1有關「股東適格
性」(fit and proper)審查原則，將結合管制對象擴張至參與結合事業名
義以外之關係人。然而，公平法修法草案引進原本僅適用於特定金融

產業之大股東持股管制規定，全面適用於一般產業之持股結合管制，

有無引起「過度管制」(over-regulation)效果之虞？值得公平會密切關
注。本文以為，為緩和新法規定對於關係人投資意願之衝擊，以保障

84 公平法修法草案第11條第4項、第5項合併計算股份規定，乃係仿效德國營業限制
競爭防止法第37條第1項3.2：「計算事業持有他事業股份時，為事業之計算而由他
事業所持有之股份，或事業為個別商人者，屬於該商人財產之其他股份，亦應一
併計入⋯⋯」值得注意的是，該條項乃係訂於德國法之結合定義規定中，並非規
定於第38條有關營業額及市場占有率計算之條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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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單純持股之證券投資權益，日後公平會執法應採限縮解釋立場，以

關係人持股係「為參與結合事業之計算」目的，始有適用新法合併計

算持股規定之餘地
85
。

二、董事兼充

歷來公平會對於事業與他事業有半數以上董事兼充情形，胥皆歸類其為公

平法第6條第1項第5 款所謂「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之結合類型，倘其符合第11條第1項各款之一結合申報門檻者，即認定參與結
合事業負有申請許可之義務。不過，在2009年之統一公司與維力公司結合應申
報而未申報之處分案，上述公平會見解遭受最高行政法院質疑。

本案，統一公司取得維力公司32%股權，並於維力公司董監事改選中獲得
半數席次；惟統一公司未依公平法第11條第1項第3款規定提出結合申請，爰受
到公平會命其免除相關人員職務，並處以50 萬元罰緩之處分86

。本案處分經統

一公司提起行政救濟後，最終最高行政法院再審之訴維持撤銷原處分判決，

主要判決理由為
87
：本件再審被告(統一公司)與維力公司僅董事1人相同，並無

「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之情形，自不生與公司法第369條之3
第1款規範關係企業控制從屬關係。是以再審原告(公平會)援引該公司法規定，
進而認定兩者之「董事兼充」係屬公平法第6條第1項第5款所定直接或間接控
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之結合型態之一，應受競爭法有關結合之規範

云云，顯然引喻失義。

本文認為，公司法規範關係企業之目的在於保護從屬公司股東與債權人權

益，與公平法管制事業結合之目的為維護市場競爭結構，二者之立法意旨不盡

相同。即公司法上董事兼充涉及對公司的名目(de jure)控制力與實質(de facto)控
制力，與競爭法上所謂經濟力集中的控制力概念

88
，仍有不同，二者無法完全

85 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第36條第3項規定，對於非屬於事業之個人或非法人團
體，若其有多數參與一事業從事資本之行為，得將其視為本法所稱之事業。另依
同法第37條第1項3.2規定，將他事業或個別商人之持股合併計入一事業持股者，以
其持股係為該一事業之計算為限。以上德國法制，可資我國公平法新法運作之參
考。

86 公平會（98）公處字第035號處分。
87 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134號判決。
88 EU. 2008. “Commission Consolidated Jurisdictional Notic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vailable at : Commission Consolidated Jurisdi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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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如此而言，公平法對於董事兼充之結合管制，未必受限於公司法關係企

業之過半數董事兼充規定，公平會宜應發展出適合於競爭法原理運作之結合審

查準則。

伍、結論與建議

近十數年來，我國所得分配情況逐漸惡化。由於掌控多家關係企業的大型

集團，往往在金融、媒體與工商界具有甚大影響力，倘公平會在關係企業相關

結合案，採取寬鬆態度，自然容易形成財富集中，不利於所得分配，甚至影

響民主政治與社會安定。但就公共政策角度言，政府實在有太多政策工具(例
如：租稅、社會支付甚至全民健保)可用於矯正所得分配，且其經濟效率與政
策品質均遠優於反托拉斯政策。再者，維護市場競爭機制本屬競爭機關天職，

嚴苛的結合管制卻係以人為干預取代競爭機制。此時，以維護市場競爭的機關

負責干預市場競爭的任務，本身即有矛盾之處。

況且，我國經濟發展係以中小企業經營為基礎，並無類似德、日等國存在

企業集團壟斷產業之歷史背景因素。因此，本文並不建議公平會過度傾向較嚴

格的企業集團事業結合管制(例如：解體措施)，公平會仍應以維護市場競爭為
施政主軸，在審理結合申報案時，盡量尊重市場機制，以維護經濟效率為最後

依歸。只是因為現行公平法對於關係企業結合案件的持股比率、持股合併計算

及董事兼充存在管制疏漏之處，容易形成財團脫法行為之空間。為解決此一問

題，經本文從經濟、法律學理及各國法制等觀點之分析，建議如下：

一、現行公平法規定1/3持股比率之結合管制類型，其單一管制門檻設計
過於簡略，難以反映企業集團控制從屬之真實狀態。改善之道，宜

應修法改採多階段管制門檻，增列股份交易金額、持股比率等級(例
如：50%、25%、10%)、持股比率排名、與其他股東持股差距等標準
事項。

二、針對企業集團藉由他人名義持股以規避結合管制之現象，公平法修法

草案增列第10條第2項之兄弟公司持股併計、第11條第3項至第5項之
關係人持股計入控制性持股等規定，以資因應。不過，從法律適用邏

輯之觀點，修法草案第11條第3項至第5項屬於結合第一道管制門檻階

Notic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
do?uri=OJ:C:2008:09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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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宜應移入第10條結合定義規定內，如此規範體系方為完善。此外
在新法實際運作時，對於關係人持股併計宜採限縮解釋立場，應許可

關係人提出「單純投資持股」、「非為參與結合事業之計算」等抗辯

事證，排除其計入控制性持股規定之適用。

三、公平會對於董事兼充之事業結合類型，歷來藉助公司法關係企業之過

半數董事兼充規定作為判斷標準，未必契合競爭法結合管制原理。是

以公平會宜應充實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列舉兼充職務類別、兼充職員

人數比例、兼充職員有無代表權限、當事人公司持股比率及交易狀態

等綜合審查要素，發展出特定結合類型之審查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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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arch 2013, four domestic business conglomerates (including Formosa 

Plastics), filed a merger notification to the FTC regarding its intention to acquire 
more than one third of the shares of a subsidiary of Hong Kong-based Next Media 
Co., Ltd through Global Professional Investment Limited based in 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 Since the case, in addition to Article 6(1)II of the Fair Trade Act, meets the 
merger type set forth in Article 6(1)III, the ultimate controlling companies of the four 
would-be joint-purchasers of the print media business of Hong Kong-based Next 
Media Co., Ltd. as well as Hong Kong-based Next Media Co., Ltd. were all required 
to file a merger notification. However, in the case, there are some issues in computing 
the shares or capital contributions of another enterprise held or acquired by an 
ultimate controlling company and affiliated companies. Therefore, this study attempt 
to investigate the regulations of business groups merger in the Fair Trade Act.

Key words: Fair Trade Act, Business Group, Merger, Controlling 
Company, Media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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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評論人：林宜男（淡江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暨國際企業學研究所教

授）

蔡委員、顏教授與各位報告人大家好。誠如顏教授所提到的，確實公平會

在結合的時候可能遇到一些問題，以壹傳媒來講確實是很大的問題，後來是撤

案了，如果再繼續申請下去，那通過或不通過對公平會也是一項嚴格個考驗。

最重要還是在市場界定的問題，公平會在未來的修法將市場占有率給取消掉，

改用銷售金額來看，這樣可能會比較容易一點。我感覺公平會在結合的案子裡

面，比較困難的是有關於資金來源的問題，因為資金來源確實是比較沒有辦法

查得到，有沒有外資或是陸資當然是由經濟部投審會來審查，問題是當企業在

做結合的時候為了規避公平會的審查或容易通過，會單獨成立一個新的公司，

它的資金從哪裡來並不曉得，法人代表又與原來企業沒有關聯性，公平會要取

得資訊是相當困難的。

我認為公平會在結合的過程申請過程中往往無法取得充足之資訊，且很多

時候限於時間上的因素。現在的條文是有30/30天的問題，也就是須在60天內
做出決定，如果未來修法若能夠通過30/60天，時間可能會稍微長一點，不過
我還是認為那樣的時間還是不太夠。另外，也期待公平法未來增訂對事業具有

控制性持股之人或團體，及子公司或兄弟公司之相關規定後，能更有效地解決

現行所遇到之問題。

我對顏教授的大作是蠻贊同的，尤其內容是蠻豐富的，嘗試將經濟與法律

學者相互結合。其實跨領域結合是非常難，要體現經濟、法律學的概念，公平

交易法是一個很好的領域。不過在後來的結論與建議好像沒有把馬教授前面第

二部分提到的一些見解給納進來，所以好像第二部分對結論影響不是很大，建

議可以嘗試把第二部分的內容摘到結論裡面比較好。

由於本文三位作者裡面有兩位是法律學者，是否可以在結論部分寫得更具

體一點，就目前的條文或是即將要修法的條文，直接去談修法內容建議。此

外，是否可以有比較詳細的個案研析？以較實務上的案例，可能比較容易瞭解

現行條文的窒礙難行之處，最後提出一個修正版本。因本文中涉及到國內的案

例，只有統一併維力一案。

最後，在三點結論的部分可能可以寫得更具體一點，例如有關增列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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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金額、持股比例排名等等，在實務上可能比較困難一點。另外，結論第2
點建議將第11條的第3項到第5項移到第10條，不過我覺得第10條是談結合的定
義，如果對名詞的解釋擺在第11條可能比較適合一點。以上為個人淺見，僅供
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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