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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競爭法對於域外結合案件審查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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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經濟貿易活動持續全球化發展，原本以國內市場為主要適用範疇的競爭法，

不僅規範主體愈來愈常見跨國企業，事業依法應受管制或禁止的限制競爭行為，跨國

進行或造成跨國效果者也愈來愈普遍，關於競爭法有無「域外效力」及法院如何針對

「域外」案件適用內國競爭法，卻始終在各國間爭議不斷。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

稱「公平會」）為處理涉及外國事業，或者，在我國領域以外進行的事業涉及競爭相

關行為，特別頒定多份規範文件；其中，「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域外結合案件之處理

原則」（以下簡稱「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由於觸及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

平法」或視前後文簡稱「母法」）上結合管制規範及事業遵循、主管機關執法等行政

作業面向，與法院被動受訴「域外」案件畢竟不能等同視之。本文針對「域外結合案

件處理原則」規範內容及其實務應用情形加以分析，再從各國結合管制演進歷程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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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觀點立論，認為該處理原則及其他相應規範如今已有修正調整必要。

關鍵字：域外效力，管轄，結合，申報門檻，審查程序，限制競爭，矯正措施

一、「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及其演進

公平會針對域外結合案件，特別制定「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對照美國、歐

盟、日本、韓國、英國、新加坡、紐西蘭等7個國家或超國家組織競爭法及其結合管
制實務，目前均無類似規範，我國遂成為上述研究計畫比較範圍內唯一採行此種特殊

規範方式者
1
。回溯我國公平法上結合管制規範依循各國競爭法演進趨勢轉變為申報異

議制的法制背景
2
，以及，對照「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在實務運作上與各國競爭法

同儕執法情形出現高度反差
3
，其實可以發現：公平法於1991年制定時，結合管制核心

規範，不僅結合要件（1991年舊法第6條，現行法第10條）、許可或不禁止審酌標準
（1991年舊法第12條，現行法第13條第1項）並未調整，就連結合申請或申報門檻規
定，其核心規範迄今亦未作實質修正。此點，或許正是目前公平會處理域外結合申報

案件，在實務上遭遇諸多問題的制度根源所在
4
。

由於個別國家或超國家組織競爭法制原已各有其特色，其執法機關及法院對於

域外反競爭行為是否及如何適用也各有立場；至於授權主管機關或執法機關「事前」

受理申報、審查及決定是否附加矯正措施或予以禁止等高度干預權限的結合管制，其

「域外效力」問題又涉及行政權運作的「羈束與自由」
5
，與針對事業違反競爭法或

反托拉斯法行為的取締或訴追並不完全相同
6
。整體而言，個別國家或超國家組織競爭

1 就此，參閱：石世豪等，各國競爭法對於域外結合案件審查處理方式之研究，213
（2020）。

2 相關說明，參閱：石世豪等，前揭註1報告，215以下（2020）。
3 就此，詳請參閱：石世豪等，前揭註1報告，199以下（2020）。
4 相關說明，參閱：石世豪等，前揭註1報告，218-220（2020）。
5 關於行政權與司法權同屬執行權一環，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與司法機關依據法律
獨立審判，（從憲法層面觀之，）彼此性質仍有相當差距；其中關鍵，端在行政
部門既須受法律羈束，又在憲法及法律容許範圍內，握有更為廣泛的形成權限
（及責任）。上述貫通憲法的行政法基本原理，參閱：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
用，增訂第11版，81-84（2010）。

6 針對反競爭行為的取締及訴追，在美國等英美法系國家，終須透過法院裁判始得
強制；即使在大陸法系國家，對於行政不法行為處以行政罰，亦須比照刑事不
法行為訴追遵循「處罰法定主義」；相關說明，參閱：陳清秀，「處罰法定主
義」，收錄於：廖義男主編，行政罰法，51-82（2008）。在同屬大陸法系的德
國，事業違反GWB遭處以秩序違反法上（OWiG）罰鍰者，卡特爾官署裁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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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原已各有其特色的結合管制規範，適用於域外結合案件上又呈現更加繁複多樣現

象。在上述法制背景下，事業跨國結合已向其他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出申報，或者，營

業活動跨越多個競爭法制適用範圍的大型事業參與結合，同時或先後向數個競爭法主

管機關提出結合申報，難免在審查處理程序及終局實體決定等面向上彼此錯落歧異。

公平會於2000年第457次委員會議通過，並於同年8月18日施行「域外結合案件處
理原則」。未久，為配合我國公平法結合管制由申請許可制改為申報異議制，公平會

於2002年第555次委員會議修正該處理原則第4點及第5點；3年後，公平會於2005年第
688次委員會議又修正該處理原則名稱、第1點、第2點及第5點，2012年該會第1057次
委員會議再修正該處理原則名稱及第1點，3年後，2015年該會第1213次委員會議復修
正該處理原則第2點及第6點；次年底，配合該會行政規則3年全面檢討計畫，公平會
再於2016年第1307次委員會議修正該處理原則全文。

在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中，明定其適用對象為「二以上外國事業在

我國領域外之結合」，且符合公平法第10條關於結合定義者；「結合事業分屬我國及
外國領域內」或「外國事業於我國領域外結合，導致其所屬我國領域內之關係企業或

分公司間」，分別符合公平法第10條關於結合定義者，雖然並非真正「域外」結合案
件，也準用該處理原則關於提出申報的程序規定

7
。而參與結合的「二以上外國事業」

應向公平會申報的門檻，則與本國事業無異。至於在行政程序上負有申報義務者，根

據該處理原則第5點規定，除了「在我國設有關係企業、分公司或辦事處者，亦得由
其關係企業、分公司或辦事處具名代向本會提出申報。必要時，本會仍得命該最終控

制之事業提出相關資料。應申報事業尚未設立者，由參與結合之既存事業提出申報」

等延伸規定之外
8
，基本上也與相同情形下的本國事業無異。在「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

則」中，異於本國事業類似規範而較為特別者，主要為第3點關於域外結合案件「管
轄」決定的考量因素：

（一）結合效果對我國市場有無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

（二）結合行為對本國與外國相關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

（三）結合事業之所在地及主要營業地。

（四）影響我國市場競爭之明確性程度及其預見可能性。

僅具有起訴功能，仍須由檢察機關準用刑事訴訟程序經法院裁判後加以執行；相
關說明，參閱：Bechtold/�Bosch,�GWB�Kommentar,�9.�Aufl.,�§82a, Rn. 2 (2018)。

7 參照：該處理原則第6點規定。
8 關於結合案件申報義務人，依公平法第49條規定具備授權法規性質的該法施行細
則，亦於第8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事業結合，由下列之事
業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者，為持有或
取得之事業。但持有或取得事業間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或受同一事業或數事
業控制者，為最終控制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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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結合事業所屬國法律或政策造成衝突之可能性程度。

（六）行政處分強制執行之可能性。

（七）對外國事業強制執行之影響。

（八）國際條約、協定或國際組織之規範情形。

（九） 參與結合事業在我國領域內有無生產或提供服務之設備、經銷商、代理商或其
他實質銷售管道。

（十）其他經本會認為重要之因素。

上述10款「管轄」考量因素中，第1款幾乎抄自美國已經法典化的「效果原
則」，第4款大抵源自於相同的立法意旨，第2款也依循「效果原則」權衡市場影響
的相對重要性，第5款在「禮讓」觀點之外其實頗有對比其他國家類似體系的參照意
味，第7款、第8款既兼顧比例原則、遵守國際法等觀點也包含「禮讓」其他競爭法
制相關考量，第3款、第6款及第9款則大致與「執行管轄」相當的考量因素。此外，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也保留第10款作為彈性調整依據；然而，對於可能適用該
處理原則的擬申報事業而言，此款概括規定反而增加遭公權力干預的相當程度不確定

性。

從「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簡要的6點規定中，既須同時扣合母法（公平法）
上關於結合管制規範及事業遵循、主管機關執法等行政作業面向，又須兼顧上述「效

果原則」、「執行管轄」、「禮讓」等跨境執法問題，就不難發現：現行「域外結合

案件處理原則」試圖兼顧母法既定規範、競爭法先進國家「域外管轄」有關概念與我

國執法實務考量，將程序、實體等不同性質規範一併納入單一行政規則，卻又以簡要

的6點條文籠統規定，難免顧此失彼，實際套用於「域外結合」案件時是否果真有助
於「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或統整同類業務處理方式

9
，值得進一步

研析。

首先，從規範體例看來，我國「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所規範結合管制相關事

項，與公平法、該法施行細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下

簡稱「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等不同層級、性質的法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規

範內涵不無重疊之處；就「域外」及涵蓋範圍更廣的「涉及外國事業」所觸及涉外因

素而言，又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涉外案件之處理原則（除舊規範之外，以下依現行

規範簡稱「處理涉外案件要點」）題旨相近。

對照公平會於2016年第1307次委員會議中，審議「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涉外案

9 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規定：「行政規則包括下列各款之規定︰一、關於機關
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配、業務處理方式、人事管理等一般性規定。二、為協助
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
及裁量基準」。



各國競爭法對於域外結合案件審查處理方式之研究 663

件之處理原則」檢討修正案時，決議第2點特別提及：「本處理原則不對管轄權實質
事項進行規範，僅處理涉及外國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程序事項」，對於「認定管轄

權（歸）屬程序之實質事項」尚且字斟句酌，頗為慎重。現行「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

涉及外國事業案件要點」中，大抵仍以資料蒐集、程式、文書、送達等行政手續事項

為主要規範內容，對照「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相關規定包括上述「效果原則」、

「執行管轄」、「禮讓」等廣泛觸及實體範疇與後續法律執行事項；兩者同為處理外

國事業適用公平法的行政規則，規範事項及其所涉及實體範疇卻有如此明顯差異。

然而，再對照主管機關處理「域外結合」案件行政作業規範，「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

則」並未針對異於處理其他各種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以致於無法統一規範於

「涉外案件之處理原則」的特殊情形明文加以規定
10
。

就制度功能而言，結合管制不僅聚焦於市場集中化所衍生的限制競爭問題，因而

授權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前介入事業之間原本合法的組織、業務及人事整合活動進行干

預，與競爭法其他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規範以禁止事業特定違法活動為主的禁

止規範型態相較之下頗有特色。另一方面，基於國家安全及其他整體利益考量的外國

人投資限制法規，往往也針對持有股份、出資額等事業活動設定成套管制規範
11
，不

免與相當常見的股份或資本取得型結合重疊規範
12
，甚至在行政實務上出現外國人投

資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行使職權時依附於結合管制，導致管制措施疊床架屋

從而衍生適法性爭議及誘因偏差等複雜問題
13
。

反觀我國公平法上的結合管制規範，其實並非一成不變；自該法施行以來近30
年間，也經歷過至少2次重要轉折。公平法於1991年制定時，即已明定結合定義、管

10 關於涉及外國事業的結合申報案件，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涉及外國事業案件要點
第7點第1項僅籠統規定：「涉及外國事業結合申報案件之申報文件，應依事業結
合申報須知辦理」，除指向主管機關所公告的結合申報書程式，並無實質規範內
涵。

11 外國人投資條例第4條第1款規定：「本條例所稱投資如下：一、持有中華民國公
司之股份或出資額」；該條例第7條規定：「下列事業禁止投資人投資：一、對國
家安全、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國民健康有不利影響之事業。二、法律禁止投資
之事業。（第1項）投資人申請投資於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而限制投資
之事業，應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或同意。（第2項）第一項禁止及第二項
限制投資之業別，由行政院定之，並定期檢討。（第3項）」

12 公平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結合，指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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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或資本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

13 此類問題，近年在我國目的事業管制上所衍生的爭議及其背景說明，參閱：石世
豪，「目的事業參與結合之多重管制問題及其制度革新芻議－以通訊傳播領域為
例」，公平交易季刊，第25卷第2期，1-3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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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規範如申請門檻、審查標準等規定，以及，針對違法結合案件得採取解體、處罰等

矯正與制裁手段。公平法於2002年初大幅修正，結合管制由申請許可制改為申報異議
制。公平法於2015年初再次大幅修正時，關於結合管制部分，條序隨整部法典體例重
新排列：結合定義規定不再單獨列於總則章，移入第二章「限制競爭」，與其他結合

管制實體規範並列；關於事業集團藉由個人或事業以外團體，對事業控制性持股者，

新法也於第11條增訂明文納入規範；解體處分則改列第六章「罰則」，與罰鍰及後續
勒令歇業或停止營業處分相互銜接。

至於結合管制執法實務常規，也隨著我國公平法制度變革、參照各國競爭法主

管機關執法指導原則及公平會處理案件經驗累積而不斷發展，其規範框架則整理彙

編為「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該處理原則於2006年公平會第762次委員會議首次
通過，當年7月6日發布；2011年公平會組織法循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體例修正，
2012年初公平會依新組織法改組更名，該處理原則先於2月間配合修正名稱及第1點，
同年8月間再全文修正；2014年6月該會第1181次委員會議修正「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
則」第5點至第8點、第11點及第13點，2015年3月該會第1220次委員會議又修正該處
理原則第2點至第4、第7點、第8點、第10點及第11點；「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最
近一次修正，則在2016年5月公平會第1280次委員會議通過，主要修正內容則是我國
結合管制實務上相當重要的「簡化作業程序」適用案件類型（第7點），以及，市場
占有率基本上變動不大而市場集中化風險並不明顯的「多角化結合」審查重點（第12
點）。

純就規範體例而言，「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所規範事項，並非不能分別納入

「處理涉外案件要點」及「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尤其，後兩者分別在涉外案件

處理、結合申報案件處理方面，理應更全面、周延規範涉外執法事務及結合申報受理

審查業務，「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反倒單獨規範域外結合案件管轄、申報義務人

等事項，而判斷是否管轄的因素又兼含「事業之所在地及主要營業地」、「事業在我

國領域內有無生產或提供服務之設備、經銷商、代理商或其他實質銷售管道」等處理

涉外競爭法案件通常便於「入手」的主體連繫因素，以及，「對我國市場有無直接、

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對本國與外國相關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影響

我國市場競爭之明確性程度及其預見可能性」等既是據以建構「域外效力」理論的所

謂「效果原則」核心因素，又屬於結合管制進入實質審查並衡酌「限制競爭不利益」

與「整體經濟利益」，甚至，後續進一步發動公權力採取必要矯正措施及裁罰的重要

考量事項；倘若上述事項依其性質分別納入「處理涉外案件要點」及「結合申報案件

處理原則」之中，或許後兩者更可以配套相關涉外案件行政手續及結合申報審查規

範，進一步發展成為更周延、完整的行政規則。

然而，在全球各主要競爭法體系發展過程中所謂「域外效力」議題，往往牽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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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法制運作特色、國家利益考量及國際互動關係等錯綜複雜面向
14
。正如同卡特爾

等限制競爭行為被害人挑選提供三倍損害賠償、強大審前調查程序的美國提起民事救

濟，在國際間引發競爭法域外適用競合的「選購法院（forum shopping）」問題，轉
到各國紛紛實施結合事前申報制度所伴隨的（行為或效果）跨境結合案件多國重複管

制情境中，也引起申報義務人跨國「選擇行政機關」現象；而申報義務人為爭取時效

（使各該管轄國家結合申報「等待期間」同時進行）多重申報，極易衍生寬嚴不一的

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間就同一結合案件彼此決定矛盾，激化國際間經濟貿易關係的

衝突與對立相關問題
15
。本文以下，首先從國際法及涉外法律適用觀點，釐清其中關

於規範面向的問題所在。

二、競爭法域外適用問題

根據國際法上的一般概念，國家領域（Staatsgebiet）一方面既是國家的構成及發
展要素之一，另一方面又是國家對於活動其上的本國人及外國人實施支配權限的空間

及領域。因此，國家除對於領域外國民實施屬人管轄權限之外，基本上僅在其領域內

實施領域主權（Gebietshoheit）16
。國家領域因此具有劃定國家之間彼此主權獨立、排

他行使界限的國際法上功能：在國際法上別無外交禮遇、元首豁免等例外規範之際，

在任何國家領域內實施統治行為者僅限於該國本身或經該國所同意的外國主權措施，

此即所謂「禁止於外國實施統治行為」原則
17
。

與上述「禁止於外國實施統治行為」不同而應相互區分的國際法問題，則是國家

法律秩序得否就具有外國連繫因素的事務加以規範？根據常設國際法院（StIGH）於
「蓮花號案（Lotus Fall）」判決見解18

：國際法並不禁止國家法律規範基於國家領域

14 相關問題的背景說明，參閱：Unoki, Ko（卯木孝）, Competition Law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9-112（2020）。

15 尤其，在美國及歐盟等針對結合申報設有嚴格期限規定的競爭法制中，競爭主管
機關尚須儘早決定是否進入實質審查或甚至禁止結合，更提高跨國（或具有國際
性質的）結合案件在不同國家競爭主管機關決定之間有所出入的可能性。關於美
國與歐盟就跨國（或具有國際性質的）結合案件管制差異及透過多邊協議解決問
題等相關分析，參閱：林心怡，「論全球化時代美國與歐體國際結合管制差異與
衝突之緩和」，公平交易季刊，第13卷第2期，101-178（2005）。

16 關於國家領域概念的詮釋，歷來有傳統所有權理論、19世紀受黑格爾思想影響所
形成的德意志國家「特質理論（Eigenschaftstheorie）」、空間理論、維也納學派
所發展出的「權限理論（Kompetenztheorie）」等變化，相關說明，參閱：Knut 
Ipsen,�Völkerrecht,�5.�Aufl.,�S.�277�(2004)。

17 相關說明，參閱：Ipsen, a. a. O., S. 310 ff.。
18 PCIJ, Lotus Case (France v. Turkey), PCIJ Ser. A, No. 10 (1927)，轉引自：Ipsen, a. a. 

O., S.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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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個案事實，例如：人員、財產、行為等連繫因素，經由司法機關審判及行政機關

執法延伸其事務適用範疇（der sachliche Anwendungsbereich）於涉外事務；至於該國
立法機關制定法律的空間效力範疇（der räumliche Geltungsbereich）仍以國家領域為
其界限，國家不得恣意制定法律跨越其空間效力範疇，延伸至觸及外國事務的適用範

疇。整體而言，法律的空間效力範疇與事務適用範疇原則上必須相互調和，將適用範

疇延伸至空間效力範疇之外終究屬於例外情形。然而，國際法僅劃分主權國家彼此之

間的統治權行使界限，關於國家跨境行使統治權則任由國家彼此互動形成習慣法或簽

訂條約明文加以規範
19
。

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款規定：「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
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

立」。此條成文國際法規定，確認國家的領土主權並由此確立禁止干預他國領域內事

務的基本原則。基於此項原則，可以推導出：一國立法規範涉及外國事實者，必須以

其中存在「真實連繫（echte�Verknupfung,�genuine�link,�sufficient�connection）」為其前
提；亦即，一國制定規範外國事實的法律規定，必須其中涉及內國事實，而該內國事

實必須與擬規範的外國事實之間「真實」或「實質且充分」連繫。根據常設國際法院

上述「蓮花號」判決意旨，國家固然得對於具有外國連繫因素的事實行使其統治權，

卻始終須於其本身領域內為之。由此可知：國家將其領域外的人員、財產及行為納入

法律規範或司法管轄，於其法律規範的空間效力範疇外對人或對事例外加以適用，僅

能透過其本身機關於自己的主權領域內為之。國家秩序適用於涉外事務者僅限於涉及

外國的人、物及行為，不可誤以為法律因此適用於外國主權領域
20
。

近年來隨著經濟貿易活動全球化，域外適用問題在競爭法中的重要性漸增；其中

較為迫切的待處理議題，首推涉及多國的跨境結合與國際卡特爾，兩者皆不侷限於單

一國家管轄範圍內。然而，一國關於跨境反競爭行為的禁止或管制規範，倘若無法及

於在外國的限制競爭活動，其規範效力勢必無法充分發揮
21
。由於美國Sherman Act制

訂於1890年遠早於歐盟等其他競爭法體系，加上該法除刑事制裁之外尚有私人訴請三
倍損害賠償制度，美國訴訟制度又提供廣泛的審前調查（pre-trial discovery），因而吸
引跨國反托拉斯案件的被害人試圖透過美國法院尋求救濟，美國法院順勢將該國反托

拉斯法適用於域外案件，長久以來在英國及歐盟陸續引發美國反托拉斯法域外適用相

關爭議。近年來，又因美國僅具有間接連繫因素的競爭法案件也轉向美國法院尋求救

19 相關說明，參閱：Ipsen, a. a. O., S. 318 ff.。
20 相關說明，參閱：Ipsen, a. a. O., S. 320 ff.。
21 美國鋁業案（US v. Aluminum Co of America, Alcoa, 148 F 2d 416, 1945）為此見解
的重要來源，相關說明，參閱：Ipsen, a. a. O., S.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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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關於美國法院就反托拉斯案件的管轄權爭議再度成為各方辯論焦點
22
。

其實，美國法院在Sherman Act施行最初半世紀內尚不熱衷於反托拉斯法的域外
適用；大法官Oliver W. Holmes在「美國香蕉案（American Banana）23

」中主張：「一

般而幾乎普遍的規則是：行為合法或違法的性質，必須完全由行為（施行）所在國家

的法律決定」。Holmes在「美國香蕉案」中所提出的域外行為合法性判斷標準，此
後雖然幾經修正、限制，卻也從此成為避免Sherman Act「支配世界」的有效防堵機
制

24
。到了1945年「美國鋁業案（Alcoa）」判決推翻「美國香蕉案」中關於Sherman 

Act域外適用的法律見解25
，並發展出「效果原則」持續獲得聯邦最高法院支持，美

國法院關於反托拉斯法域外適用的立場從此轉趨積極
26
。美國聯邦第2巡迴上訴法院

由韓德（Learned Hand）法官主筆的判決認為：「對於不在向其（統治）效忠範圍內
的人，就其疆界外的行為，其後果發生於其疆界內而為該邦國（州）所非難者，任何

邦國（州）均得課予責任；此等責任，其他邦國（州）通常均將予以認許」
27
。該法

院認定設立於加拿大而接手Alcoa的鋁業有限公司（Aluminum Limited）與數家歐洲
鋁業公司協議生產配額，先後以由聯盟收購及向聯盟繳納權利金等方式處理超額產

量，「此二協議如係在美國境內所為，將明顯違法……倘其行為意圖影響進口，並確

已發生影響，即使在國外所為，亦屬違法」。美國法院基於所謂「效果原則（Effects 

22 相關說明，參閱：Alison Jones/ Brenda Sufrin, EC Competition Law, 2nd Edition,  
1234-1235 (2004)。

23 美國香蕉案概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涉外反競爭行為
的管轄權與準據法」，公平交易季刊，第22卷第2期，99-100（2014）。該案中
關於Sherman Act域外適用問題Holmes大法官意見，參閱：American Banana Co. 
v. United Fruit Co., 213 U.S. 347, 356, 29 S. Ct. 511, 512 (1909)，轉引自：Herbert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3rd 
Edition,  767 (2005)。

24 相關說明，參閱：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767 (2005)。針對Sherman 
Act法條用語中的「任何人」、「任何契約」等用語，聯邦最高法院在「美國香蕉
案」中不得不限縮解釋其意義：「美國無意以本法之規定，對於在巴拿馬或波多
黎各所為之行為，以刑罰相繩，相當明顯」，譯文引自：陳榮傳，前揭文，100
（2014）。

25 美國鋁業案概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100-101
（2014）。

26 相關說明，參閱：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767 (2005)。
27 美國鋁業案（Alcoa）：United States v Aluminum Co of America, 148 F 2d 416 

(2nd Cir 1945)，判決文轉引自：Richard Whish/ David Bailey, Competition Law, 9th 
Edition,  498-499 (2018)，中譯由本文作者撰寫，特別配合原文所論述的法律衝突
制度背景，將“state”譯為邦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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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rine）」的反托拉斯法域外適用立場，從此確立28
。

美國法院在「美國鋁業案」之後所採取的反托拉斯法域外適用立場，引發許多

國家的反對聲浪及反制措施，例如：英國國會早在1964年就通過「運送契約與商業文
件法（Shipping Contracts and Commercial Documents Act 1964）」禁止業者向美國當
局揭露資訊，1980年又制定「貿易利益保護法」反制29

；澳洲也於1979年制定「外國
反托拉斯判決限制執行法（Foreign Antitrust Judgement Restriction of Enforcement Act 
1979）」，加拿大則於1985年制定「外國域外措施法（Foreign Extraterritorial Measures 
Act 1985）」30

。

關於「效果原則」，1976年第9巡迴上訴法院於「Timberlane木材案（Timberlane 
Lumber）31

」判決中承認：「Alcoa案的主張涉及牴觸國際法、禮讓及良善裁判，在外
國評論者之間引起全面爭論」；然而，「Timberlane木材案」判決依舊主張：「美國
法院堅持在Sherman Act之下有某種域外管轄」。關於美國評論者及法院之間就管轄究
竟可以延伸多遠並無共識，以及，「效果原則」未能兼顧其他國家的利益，也未就行

為者與美國之間究竟有何關係全面納入考量，該判決於是提出「三方面分析」加以補

充：首先，對於美國對外商務有某種實際或意圖產生的效果；其次，該效果大到足以

顯示其對原告造成可以辨識的損害（因此構成違背反托拉斯法的民事違法責任）；第

三，美國的利益及連繫，包括該效果在美國商務上的影響程度，相較於其他國家，是

否強到足以正當化域外管轄的主張。關於第三方面的國家利益及連繫強度，法院認為

應考量7個因素：(1)與外國法律或政策衝突程度、(2)當事人國籍或效忠國家或公司主
要營業所、(3)相關邦國（州）執法可期待的遵循程度、(4)比較該效果對美國及對其
他國家的相對重要性、(5)損害或影響美國商務的明顯意圖、(6)該影響的可預見性、

28 判決譯文及摘要說明，引自：陳榮傳，前揭文，100-101（2014）。
29 該法試圖阻止英國公司遵循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域外執行，例如：該法第1條授權國
務大臣下命英國公司向其報告外國法所規定措施將影響國際貿易並危及英國貿易
利益，國務大臣並得禁止英國公司遵守此類措施；同法第2條授權國務大臣禁止
英國公司依外國當局要求提交該國領域管轄外的商業資訊；該法第3條則訂有罰
則，並且重申英國關於跨境事務的一貫國際法傳統解釋，亦即：領域及國籍管轄
原則；該法第4條則規定英國法院不得提供外國法院司法協助以至損及英國主權。
此外，英國法院也在British Nylon Spinners v ICI及Rio Tinto Zinc v Westinghouse 
Electric等案中反制美國關於反托拉斯法域外適用的司法判決實務。相關說明，參
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512-514 (2018)。

30 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512 (2018)。
31 關於Timberlane木材案概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

102-103（2014）；判決資料來源Timberlane Lumber Co v. Bank of America, 549, F. 
2d 597 (9th Cir. 1976)，轉引自：Jones/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1236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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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美國境內被控違法行為與在外國行為比較下的相對重要性32
。上述判斷標準，在

1979年的Mannington Mills案中，又增加了：美國法院行使管轄權對於外交關係的影
響；倘若法院提供救濟，當事人是否被迫在任一國從事非法行為或面對兩國之間的矛

盾要求；外國法院提供類似救濟，在美國是否也能接受；美國與該國有無就此締結條

約等因素
33
。顯然美國法院關於是否管轄反托拉斯（民事）訴訟，其利益權衡往往隨

每件（私人尋求救濟的）個案所涉及情境不同而有變化。

美國國會於1982年制定「外國貿易反托拉斯改進法（Foreign Trade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簡稱FTAIA）34

」，以美國法院須就「涉及與外國貿易或商務的行

為」拒絕管轄的形式，規定Sherman Act得例外適用於：1.該行為對於美國國內貿易或
商務、對美國境內貿易或商務有影響的出口貿易或商務，有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

的效果者；2.此效果得依該法提出主張者35
。由此可見，我國「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

則」中所採納的「效果原則」規範形式，最主要仍是襲自美國上述成文法律規定
36
。

美國國會制定FTAIA之後，法院仍持續參與形塑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適用法
則。1993年聯邦最高法院在「Hartford案（Hartford Fire Insurance）37

」再次重申：就

「外國行為意圖在美國產生且事實上確實產生某種實質效果者」，法院即可行使（民

事訴訟）管轄權
38
。1997年第1巡迴法院在「日本紙業案（Nippon Paper）39

」判決中，

法院就司法部反托拉斯署（Antitrust Division, DOJ）對於數家日本公司在日本針對輸
美傳真紙聯合定價行為所提起刑事訴訟，認為最高法院在Hartford案中已經「癱瘓」
反托拉斯執法的禮讓（comity）觀念，因而表示：「我們看不出任何站得住腳的理由

32 判決引文，轉引自：Jones/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1237 (2004)。
33 關於Mannington Mills案（Mannington Mills Inc. v. Congoleum Corp）, 595 F. 2D 

1287 (3rd Cir. 1979)及其概要說明，轉引自：Jones/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1237 (2004)。

34 收納於15 U.S.C.A. §6 a。
35 進口貿易或商務雖非該法所規範對象，仍得循「美國鋁業案」的「效果原則」處
理；法條引文及相關說明，引自：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ies, 767-768 
(2005)。

36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第1款規定中「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等
文字，幾乎直接自FTAIA對應規定翻譯而來。至於其他各款規定，也不乏類似
「Timberlane木材案」及「Mannington Mills案」判決書中所提及的法院管轄考量因
素。

37 Hartford案：Hartford Fire Insurance Co v. California, 509 US 764 (1993)；關於該案概
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103-105（2014）。

38 判決引文，轉引自：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499 (2018)。
39 日本紙業案：United States v. Nippon Paper Industries Co., 109 F. 3d (1st Cir. 1997)；
關於該案概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105-106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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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藉由禮讓原則庇護日本事業免於刑事訴追」；該案也因此成為第1個將反托拉斯法
刑事管轄權限延伸到域外案件的首例

40
。

聯邦最高法院在2004年作成的「維他命案（Empagran）41
」判決中，根據FTAIA

認定，原告既非美國事業，買入聯合定價的牛隻用維他命因此受有損害，又分別發生

在烏克蘭、巴拿馬、澳洲、厄瓜多，即使被告的跨國卡特爾已遭美國反托拉斯法執

法機關取締，就其域外所受損害也無法在美國法院訴請救濟
42
。至於美國事業的子企

業，在域外採購聯合定價的零組件而受有損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也認為：由於卡特

爾的直接受害人是該域外子企業，其域外所受損害與該卡特爾在美國的任何效果並非

不可分，因此，該美國事業不得就此損害向美國法院尋求救濟
43
。

在歐盟方面，由於歷來經濟共同體條約
44
、歐體條約

45
，以及，現行歐盟運作條

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簡稱TFEU）雖然並未明文規定
本身及其限制競爭規範的域外適用

46
。然而，歐盟限制競爭規範中「影響成員國間貿

易」的扼要文字，經由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寬鬆解釋，並不難適用於域外限制競爭行

為；歐盟執委會在個案執法實務上，就發展出下列3種域外適用原則：1.「單一經濟體
（single economic entity）原則」；2.「實施（implementation）原則」；3.「修正的效
果（qualified�effects）原則」。以下分別扼要說明47

：

（一）單一經濟體原則：

在1972年的「染料案（Dyestuffs）48
」中，歐洲法院穿透母子企業之間的個別法

40 判決引文及相關說明，轉引自：Jones/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1239-1240 
(2004)。

41 維他命案：Hoffmann-La Roche Ltd v Empagran SA, 544 US 155 (2004)；關於該案概
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106-107（2014）。

42 在本案中，不僅法院慎重考量過度開放三倍損害賠償救濟予非美國原告，將對卡
特爾參與者造成過度嚇阻；此外，英國、德國、加拿大及美國職機關都曾就本案
提出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意見，向聯邦最高法院指出此種風險。判決引文及
相關說明，轉引自：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500 (2018)。

43 此乃Motorola案（Motorola Mobility LLC v AU Optronics Corp, 775 F 3d 816 (2015)）
由Posner法官所主稿的上訴審判決。判決意旨及相關說明，引自：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500 (2018)。

44 亦即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又稱羅馬條約。
45 該條約係由Treaty of Amsterdam amending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the Treaties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certain related acts加以通盤修正，後者又
稱阿姆斯特丹條約。

46 相關說明，參閱：陳榮傳，前揭文，113-114（2014）。
47 相關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502 (2018)。
48 染料案：Cases 48/69 etc. ICI v Commission EU: C: 1972: 70；關於該案概要案情及
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115-11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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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外觀，認定非歐盟事業的母企業與屬於歐盟事業的子企業形成單一經濟體，因此，

非歐盟事業的ICI必須就其透過屬於歐盟的子企業參與聯合定價行為，接受歐盟競爭法
主管機關依歐盟法律（標的管轄）訴追其違法行為（執行管轄）。此項原則最關鍵判

斷標準在於：母企業是否對子企業施加決定性的影響力
49
。

（二）實施原則：

在1988年的「木漿案（Wood Pulp）50
」中，歐洲法院並未理會執委會所提出的效

果原則主張，認為本案事實逕依國際法上普遍承認的屬地原則即可處理。由於本案卡

特爾在歐盟境內實行，因此，其實施行為究竟透過歐盟境內的子企業、代理商、次代

理商或分支部門何者為之，就本案應適用歐盟競爭法而言並不重要
51
。

此外，在1999年的「Gencor案52
」中，歐盟初審法院將上述「木漿案」的「實施

原則」適用在域外結合上。即使參與結合的2家南非礦場並未在歐盟境內從事生產活
動，歐盟初審法院仍支持執委會見解，認為本案已達到歐盟結合管制規則（EUMR）
所規定的營業額門檻，至於EUMR（recital 11）規定參與結合者在歐盟境內須有「實
質營運（substantial operations），既可以是生產也可以是銷售；在本案中，參與結合
者在歐盟境內有超過2億5千萬歐元的營業額，意謂參與結合者必定以某種方式在歐盟
市場上有所活動。由於歐盟初審法院在判斷本案管轄是否違反國際公法時，曾經認為

擬議中的結合將在歐盟境內發生直接而實質效果；雖然，歐盟初審法院在該案中僅就

不干涉內政、比例原則等禮讓觀點審視管轄權問題，關於其中涉及歐盟法院究竟如何

面對「效果原則」，在後續的「Intel案」中終究由歐盟法院正面回應53
。

（三）修正的效果原則：

面對執委會及其法律總顧問多次提及「效果原則」，歐洲法院在2017年的「Intel
案（Intel v Commission）」中，首次支持執委會援引「效果原則」處罰美國事業Intel
支付中國事業聯想（Lenovo）回扣，藉此阻礙超微（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
簡稱AMD）進入晶片及相關產品製造市場參與競爭。歐洲法院認為：正如同「實施
原則」主要著眼於防範事業選擇歐盟境外地點進行協議以規避歐盟競爭法規範，「修

49 相關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502-503 (2018)。
50 木漿案：Cases C-89/85 etc. A. Ahlström Osakeyhtiö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EU: C: 

1988: 447；關於該案概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117-
118（2014）。

51 該案判決要旨及相關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503 (2018)。
52 關於Gencor案（Case T-102/96 Gencor Ltd. v. Commission of European Committee, 

Judgement of 25. March 1999, ECR Ⅱ-753, 4 CMLR 971）概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
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119（2014）。

53 關於Gencor案裁判要旨及其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507-50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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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效果原則」也以防範歐盟境外行為所可能產生的歐盟境內反競爭效果為其目的。適

用「效果原則」的效果須具備可預見、直接且實質等要件；可預見性標準僅須行為的

「可能」效果即可滿足，至於實質標準則須綜合判斷違法行為者的整體競爭策略而非

割裂判斷回扣等個別行為
54
。

歐洲法院在上述「Intel案」中，否認Intel所主張的歐盟法院並未承認「效果原
則」立場，似乎已經脫逸出法學者長期觀察歐盟法院判決實務基本上遵循「域內行

為」管轄原則的既往軌跡
55
。另一方面，長期反對美國藉由「效果原則」延伸反托拉

斯法適用範疇的日本官方，近年來也已經有所轉變：在1997年的「日本紙業案」中，
日本政府還曾經向法院提交「法庭之友」意見，認為域外適用美國反托拉斯法將牴觸

國際法。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JFTC）於2015年針對日本松下集團（Panasonic）旗下
的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子企業與韓國三星集團（Samsung）旗下的馬來西亞子企業
參與國際卡特爾以維持映像管價格，開罰總額達32億日圓；由於採購系爭映像管的電
視製造商主要為日本電器製造商的東南亞子企業，而JFTC計算罰鍰金額係以日本境外
銷售交易的映像管為基準，下游上述電視製造商所生產最終商品又未必均銷往日本，

本案裁罰因此不僅被認為JFTC轉而採取「效果原則」，甚至遭學者批評為競爭法域外
適用「射程最遠（furthest-reaching）」者。此外，日本所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
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Agreement�for�Trans-Pacific�Partnership，簡稱
CPTPP）」第16章第16.1條第2項雖然規定：會員國致力於其境內就全部商業行為適用
其內國競爭法；該條項註解卻附記：本項規定，不得解釋為排除會員國就其境外商務

活動於其境內具有反競爭效果者適用其競爭法，隱然承認會員國其實可以採取「效果

原則」域外適用其內國競爭法
56
。

綜觀上述競爭法域外適用相關爭議，各國行政管制及司法審判實務不僅尚在演變

之中，其彼此之間也頗有差異；通盤解決圍繞此議題所引發的國際間競爭法重疊及管

轄衝突，最終仍須仰賴雙邊或多邊條約、協議或習慣法加以調和，或者，藉由各國競

爭法主管機關（及競爭法專業律師）參與的國際合作平臺，從經驗交流、資訊交換、

彼此諮詢等更為務實的操作層面，逐步建構經濟貿易全球化趨勢下的競爭法和諧適用

環境
57
。

54 關於Intel案（Case C-413/14 P Intel v Commission EU: C: 2017: 632）判決要旨及其
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504-505 (2018)。

55 關於歐盟執法機關處罰域外所為反競爭行為處罰的理論依據，其一為「效果」，
其二為擴大「域內行為」併納入「實行」概念，歐盟法院基本立場似乎傾向於後
者；相關案件整理及說明，參閱：陳榮傳，前揭文，120（2014）。

56 相關說明，參閱：卯木孝，前揭書，82-85（2020）。
57 參閱：Ipsen, a. a. O., S. 324；卯木孝，前揭書，85-88（2020）；關於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國際貿易組織（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ITO）的哈瓦那憲章（Hav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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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國結合管制模式：單軌或雙軌

競爭法上的結合管制，追本溯源，係由1890年美國Sherman Act第1條將「與其他
任何一人或數人結合…獨占…貿易或商業任何部分」定為重罪開始，繼而透過Clayton 
Act第7條強化禁止規範內涵；在上述足以實質減少競爭或導致獨占的結合行為禁止規
範（以下稱為「結合管制第一軌道」、「第一軌道」或「禁止違法結合行為規範」）

之外，美國國會為強化反托拉斯執法，於1976年通過HSR Act，增訂證券及資產交
易申報制度，則為結合管制的事前行政監督控制規範（以下稱為「結合管制第二軌

道」、「第二軌道」或「事前行政監督控制規範」）。自此，美國反托拉斯法執法機

關針對違法結合的事後追懲與事前申報「雙軌」併行，成為競爭法後進國家仿效的結

合管制典範。例如：日本國會於1947年以第54號法律案制定的「獨占禁止法」，基本
上也循美國反托拉斯法模式，針對「股份持有、董監事兼任、合併、分割及營業受

讓」及「一般集中」兩類結合，逐步建構「禁止違法結合行為規範」與「事前行政監

督控制規範」雙軌併行的結合管制架構。

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新興的另一個競爭法典範，歐盟競爭法最初係以羅馬條

約第81條、第82條（相當於現行TFEU第101條、第102條）禁止協議限制競爭及濫用
市場支配地位兩類行為，勉強發展「結合管制第一軌道」；有鑑於條約規範不足以完

善因應結合問題，針對結合單獨立法的呼籲始終不斷。直到1990年9月間，終於通過
理事會4064/89號規則及理事會2367/90號規則，正式確立結合申報新制建構「第二軌
道」，前者並於第14條第2項針對經執委會宣告「與共同體不相容的集中化」、違逆
執委會所課予結合矯正措施者，明定得科處銷售金額10%以下罰鍰的嚴厲制裁措施，
讓歐盟競爭法上結合管制「雙軌」從此一步到位。

至於英國及新加坡、紐西蘭等大英國協成員，除了英國（曾經）屬於歐盟成員，

在「共同體規模」以上結合管制悉依歐盟競爭法規範之外，基本上均未採取美國反托

拉斯法、歐盟競爭法兩大典範下的強制事前申報制度，毋寧基於事業自動申報建構其

「第二軌道」，結合管制重心仍在「禁止違法結合行為規範」；即使此等國家結合管

制的「事前行政監督控制規範」以事業自動申報為基礎，在「第一軌道」執法力道撐

持下依舊可以視為「雙軌」併行的結合管制架構
58
。

Charter）第5章包含反托拉斯成文規範，其後GATT與WTO均未納入事業經爭規
範，WTO於2004年多哈回合（Doha Round）之後正式放棄競爭政策，此外，國際
組織如OECD、UNCTAD、ICN均（曾經）致力於推動競爭規範國際化，以及，歐
盟與美國、加拿大、日本、南韓、瑞士、巴西等國簽訂合作協議等說明，參閱：
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514-519 (2018)。

58 各國競爭法上結合管制規範的比較觀察，參閱：前揭註1報告，2 1 6 - 2 1 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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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國公平法上的結合管制架構，於1991年該法制訂之初，係針對達市占率或
銷售金額門檻的結合案件，採取類似聯合行為規範的「禁止－申請許可」管制模式；

然而，相較於當時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已有持續性事後監督規範，針對違法聯合行為另

設行政處罰與刑事制裁併行的「雙軌」管制架構，早期公平法上結合管制規範既未明

定主管機關得附加各類矯正措施作為監督手段，違法結合要件又緊扣結合申請許可程

序不備，且違法結合法律效果僅以類似「回復原狀」方式加以規定，加上罰則要件重

複實體規範中的結合申請許可程序不備規定而罰則又輕，以致於舊制幾乎全面仰賴申

請許可程序因此淪為「單軌」管制架構。至於該版本中的結合申請門檻以市占率為主

流，在其「單軌」管制架構下據以連結主管機關許可與否的核心判斷標準「限制競

爭之不利益」，立法邏輯上既無謬誤，亦不致發生如今改採申報異議制之後尚須「提

前」審酌市場界定、市場占有率等須個案實質判斷事項的實務操作困擾。

然而，公平法於2002年將結合管制自申請許可舊制改為申報異議新制，結合申
報門檻卻仍維持2款舊制下以市占率為計算標準的過時規定，就一般結合案件對於擬
參與結合的國內事業已造成困擾，對於「涉外」及「域外」結合案件中的外國事業而

言，據以起算等待期間的法定要件「提出完整申報資料」，在不熟悉我國市場結構、

上下游交易環境及「市場界定」等執法實務的情形下，完全配合主管機關申報審查作

業難度更高
59
。

四、域外結合管制比較：我國特殊之處

從各國域外結合案例處理程序與公平會處理我國近期域外結合申報案件概況，在

彼此大致相仿的申報審查程序構造上相互比較，可以發現下述顯著差異：公平會就其

受理域外結合案件似無所謂「單純」程序性處理空間，即使類似內部程序上即決定中

止後續行政作業的所謂「中止審議」，公平會卻依舊須界定參與結合事業重疊的產品

或服務品項，並針對「本案結合後對我國相關產品市場之影響」概要分析相關產品市

場下游交易可能變化情形
60
。

其次，公平會處理我國近期域外結合申報案例，即使均未涉及顯著限制競爭疑

慮，因而亦未以附加矯正措施或禁止結合等不利決定結束審查程序，卻普遍與申報人

多次書函往來，且公平會均曾要求申報人補正申報資料。另一項「單純」涉及程序性

處理方式的特色則是：即便近期域外結合申報案例均未涉及顯著限制競爭疑慮，公平

會明快函復申報人不予禁止並縮短等待期間者僅有1件；然而，該案嚴格而言並非真
正「域外」結合案件，其實，按照一般「非域外」的「涉外」結合案件，依公平法、

59 相關說明，參閱：前揭註1報告，218-220（2020）。
60 相關比較，參閱：前揭註1報告，208-2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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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細則及「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處理亦無不可
61
。

再者，即上述非真正「域外」結合案件準用「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問題，在

另一件案例中也曾經出現。純就結合申報審查程序而言，本文認為：類似案件其實按

照一般「非域外」的「涉外」結合案件，依公平法、施行細則及「結合申報案件處理

原則」處理即可。倘若結合申報「涉外」因素使其行政作業手續複雜化，將類似議題

納入「處理涉外案件要點」中一併處理，似乎更能讓各該行政規則兼具規範齊一與體

例嚴謹的正面作用。

至於競爭法主管機關於審查程序中與申報人之間的互動方式，相較於歐盟執委

會以「反對聲明」表達對於申報案件所涉及限制競爭疑慮，藉此揭露心證並促使申報

人積極參與審查程序，又准許申報人檢閱敏感資料，並透過「交涉會議」及正式會議

等不同管道與申報人溝通，換取申報人主動提出更貼近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立場的矯

正承諾（美商WD透過愛爾蘭子公司收購新加坡商HGST全部股權案）62
；類似情形倘

若發生在我國，公平會在現行公平法、行政程序法及相關法規命令框架下，是否僅有

「函請補正」一途可循
63
？公平法第11條第10項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就事業結合之申

報，得徵詢外界意見，必要時得委請學術研究機構提供產業經濟分析意見」，於涉外

結合申報案件中又如何運用？

此外，域外結合案件申報人亦有提及結合交割在即，公平會處理上不免感受時程

壓力者。然而，相較於南韓、中國已核准該案結合，奧地利競爭法主管機關文件「載

明未要求於卡特爾法院進行深入調查」，德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文件也「載明無違反競

爭法規定之禁止結合標準」，「美國部分係載明核准提前終止等待期間」，公平會仍

須以「尚可合理預見，我國…業者在向製程設備商採購…時，仍有相當之議價能力，

不因本結合案而有顯著影響」，以及，「縱然本會禁止本結合案或附負擔准予結合，

則國內…業者對該等產品仍有需求時，僅能透過第三方或是其他方式分頭購買…供應

者仍需要需求者使用產品後之回饋資訊，作為未來精煉或創新產品之憑據……業者具

備有買方力量」，凡此涉及抗衡力量及採取矯正措施與否，相當於部分國家競爭法主

管機關進入「第二階段」審查甚至更後階段中始實質判斷、個案權衡的複雜因素，才

決定「不予管轄」。行政資源及時間耗損，與案情輕重緩急相互對照，明顯失衡
64
。

另一項導致域外結合管制在各國間顯而易見的對比差異，則源自於競爭法上結合

管制規範至今仍未能彼此調和：由於我國公平法上關於結合申報門檻，迄今仍保留2

61 相關案例分析，參閱：前揭註1報告，206-208（2020）。
62 相關案例分析，參閱：前揭註1報告，203-204（2020）。
63 其規範準據，似乎僅為公平法第11條第7項規定「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出完整
申報資料之日起算」的等待期間開始條件。

64 相關說明，參閱：前揭註1報告，2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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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市場占有率規定，不僅在域外結合案件申報上普遍引發（準）申報人疑惑，其中不

乏在市場界定、競爭對手銷售數量等相關資訊難以精確掌握情況下「料敵從寬」自行

擴大申報範圍者，公平會也動輒因市場界定及數值如何採計問題勞師動眾，雙方各自

認定及計算卻往往歧見叢生；甚至，關於控制與從屬事業之間是否比照銷售金額門檻

累加計算其市占率，實務上也曾經出現不同見解
65
。

最後，由於公平會根據「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規定，係考量10款因素
始「決定是否管轄」。公平會處理我國近期域外結合申報案例中，幾乎所有個案審查

程序中均觸及者係（九）參與結合事業在我國領域內有無生產或提供服務之設備、經

銷商、代理商或其他實質銷售管道；申報人或公平會（擬不予管轄時）間或直接提及

的因素則為（一）結合效果對我國市場有無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其他如

（二）結合行為對本國與外國相關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在部分個案中也曾經（間

接或於問題背景判斷上）觸及；而（四）影響我國市場競爭之明確性程度及其預見可

能性，在某些案件中還被延伸至（欠缺）此「意圖」進行判斷
66
。

追本溯源，我國處理域外結合案件申報審查作業明顯異於各國，終究與「域外結

合案件處理原則」及其所依附的公平法上結合管制門檻有關。

五、域外結合處理原則再衡酌

公平會於2000年首次制定「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時，公平法上結合管制架
構仍是申請許可制；公平法於2002年修正將結合管制由申請許可制轉為申報異議制之
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隨即小幅修正第4點及第5點；其後「域外結合案件處
理原則」再經過4次修正，其體例及主要規範內容並未大幅變動，始終以第三點關於
「是否管轄」考量因素為其核心規範。然而，就在「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首次

制定之際，上述我國行政法制重大轉變已經陸續啟動：行政程序法1999年初制定、公
布，並於2001年1月1日正式施行。關於行政機關「管轄權」準據，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11條第1項規定：「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定之」，同條
第5項進一步規定：「管轄權非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此即行政法學上所謂「管
轄法恆定原則」的明文規定。學者認為：基於法治國家法律安定要求，管轄權規定無

論涉及行政機關對人民為干涉或給付權限，均應以法律或法規命令（外部法）規定，

不得以內部法性質的行政規則作為其規範準據。由此觀之，作為一種行政規則的「域

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顯然不得就公平法所未直接規範或授權由法規命令規定的管

轄相關事項，自為規定
67
。

65 參照：公平法第11條第2項規定。
66 相關說明，參閱：前揭註1報告，210-211（2020）。
67 相關說明，參閱：前揭註1報告，230-23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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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行政法學上所謂「管轄法恆定原則」，終究係以「事務管轄」為其主要適

用情形，土地管轄則不在此限
68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關於公平會對於域

外結合案件決定是否管轄所得考量因素的規定內容，並未變更公平會依其組織法所規

定執掌事項
69
，亦未擴張或限縮公平法第1條、第6條、第10條至第13條、第26條至第

28條、第39條等規定，賦予公平會主管結合管制事務的法定權限。因此，「域外結合
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所觸及的管轄權議題，主要在於土地管轄範圍如何劃定問題。

公平會為公平法主管機關，公平會執行該法的「土地管轄」範圍，理論上即與

該法的施行區域相當。關於法規施行區域，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5條規定：「法規定有
施行區域或授權以命令規定施行區域者，於該特定區域內發生效力」。由於公平法並

未就其施行區域另為規定，而該法又為中央立法，其施行區域自與我國主權行使範圍

相當。此外，公平法第39條針對事業違法結合及各類違反結合管制措施、未配合履行
矯正措施等行為課處罰鍰及各類不利處分，根據2005年初制定、公布的行政罰法第6
條規定，更應嚴格遵循屬地主義原則：「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

罰者，適用本法。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航空器或依法得由中華民國行

使管轄權之區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以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論。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其中，第3項關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或結果，須至少其一在我國境內
的明文規定，即為「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關於公平會是否處理域外結合案
件，進而發動罰鍰或其他不利處分的最大範圍。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雖然針對「域外結合案件管轄考量因素」明文
規定，由於「事務管轄」涉及「管轄法恆定原則」，行政規則不得欠缺法律授權基礎

下自行規範；至於「土地管轄」問題，在我國境內尚能透過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處

理，「域外」案件管轄範圍則以我國法律施行區域為準，涉及裁罰權限者無法超越

行政罰法「屬地主義」範圍。整體而言，「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作為行政規則一

種，既無法擴張、亦不得限縮公平會管轄範圍
70
。

另一方面，行政程序法公布施行之後，制定於該法之前的公平法上結合管制規

範，亦隨之邁向依法行政的新階段；其中，除各項行政法上一般原則均應一體適用之

外，各類行政行為的程序標準化及行政機關得依效能原則選擇相應行政程序，堪稱行

68 相關說明，參閱：陳敏，行政法總論，953（2019）。
69 參照：（現行）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第 2 條規定：「本會掌理事項如下：一、
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擬訂。二、公平交易法之審議。三、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
之調查。四、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之調查及處分。五、多層次傳銷政策、法規之
擬訂及有關案件之調查及處分。六、公平交易政策及法令之宣導。七、其他有關
公平交易事項」。

70 相關說明，參閱：前揭註1報告，221-22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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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治化及現代化最重要里程碑。此外，有鑑於事業結合可能對於參與事業以外其他

競爭者、上下游事業及消費者造成廣泛影響，早有學者建議：允宜擴大適用行政程序

法第54條以下及第107條至109條聽證程序相關規定，在申報程序中引進事前公告、公
開徵詢意見及關係人表示意見相關規範，亦有助於強化第三人權益保障與相應行政措

施的程序正當性基礎
71
。

關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的規範體例，公平會早在2000年制定「域外結
合案件處理原則」之前，已於1996年制定「處理涉外案件要點」，後者並於1998年、
2002年、2004年、2005年、2012年、2016年多次修正發布；關於參與結合事業均屬外
國事業、結合地點在國境外等具備多重「涉外」因素的域外結合案件何以未一併納入

「處理涉外案件要點」完整規範，原因令人費解。尤其，（現行）「處理涉外案件要

點」第7點，竟還明文規定：「涉及外國事業結合申報案件之申報文件，應依事業結
合申報須知辦理」，再度指向另一份對外不具備法規效力的行政文件。各類法規、行

政規則及文件錯落紛陳，擬申報域外結合案件的外國事業恐怕難以「一目了然」。

此外，公平會在結合管制改為申報異議制4年之後，又自2006年制定「結合申報
案件處理原則」並多次修正公布，其訂定目的即在於「使結合申報案件審理標準更

臻明確，俾利事業遵循」，內容則包括需求替代等「名詞定義」、「相關市場之界

定」、「市場占有率之計算」、「審查程序」、「審查重點」、「適用簡化作業程

序之結合申報類型」、「簡化作業程序類型之例外」、「水平結合限制競爭效果之考

量因素」、「顯著限制競爭疑慮之水平結合」、「垂直結合限制競爭效果之考量因

素」、「多角化結合之審查方式」、「整體經濟利益之考量因素」、「結合附加條件

或負擔之原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意見」、「特定產業之審查基準」。整

體而言，「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除了並未提及「涉外」或「域外」結合案件如何

申報、審查之外，母法及其施行細則中關於結合申報異議及後續附加矯正措施等規

範，幾乎已經完整闡明其含意及操作定義
72
。

純就規範體例而言，域外結合案件申報人須就我國公平法上結合管制基礎規範、

授權法規、申報（格式）須知、申報及審查相關（專業）詞彙釋義與流程解說、「涉

外」文件及資訊流通手續、「域外」結合對於我國市場或產業「影響」認定方式與各

類「管轄」考量因素，分別從6份以上官方正式文件中反覆翻查、拼湊、對照、解讀
相應規範準據，顯然不符立法或規範經濟，頗有刪裁整併必要

73
。

結合管制及域外結合案件處理所涉各類規範，依其規範階層與性質分類，計有4
類7種以上規範或文件、格式，亦即1.母法：公平法；2.法規命令：公平法施行細則；

71 參閱：廖義男等，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第四章，9（2005）。
72 相關說明，參閱：前揭註1報告，227-228（2020）。
73 相關說明，參閱：前揭註1報告，22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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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政規則：「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處理涉外
案件要點」，以及，公平會針對特定產業訂定所謂「該特定產業之結合處理原則」，

例如：「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數位匯流相關事業跨業經營之規範說明」第六點規定；

4.不具法規效力的官方說明文件及文書格式：「事業結合申報須知」74
。

由於不同規範階層各有其制定程序及不同正當化基礎，在法治社會不得彼此混

淆，上述規範中的1.及2.尚須經國會立法、依法律授權始能制定或修正；因此，僅3.及
4.得由公平會依職權訂定或調整，其中，4.規範性質及功能明顯異於3.，兩者雖然並非
不得相互整併，但其體裁終究差異不小整併不易。整體而言，最適合相互整併者，厥

為並非針對特定產業特性全面解釋相關法令、認定事實、行使裁量權，而係跨產業別

就「結合申報」、「域外結合」、「涉外案件」等事項分別訂定的解釋性規定及裁量

基準。

關於「域外」（及「涉外」）結合申報審查作業涉及所謂「管轄」議題特殊之

處，尚須再次強調者：事業跨國結合已向其他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出申報，或者，營業

活動跨越多個競爭法制適用範圍的大型事業參與結合，即使未必符合各該競爭法制所

規範的結合要件或申報門檻，為了避免涉及違反結合申報義務疑義或遭到各該競爭法

執法機關後續限制競爭案件調查，轉而根據各該競爭法制規範，主動向事業設立國以

外多個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出申報者，在各國律師事務所協助處理結合案件實務上並不

罕見。在此情形下，無論我國對各該申報案件有無所謂「管轄權」，申報人均已主動

接受公平會就其審查其申報案件行使公權力；雖然，在此情形下，公平會倘若後續擬

發動裁罰權限、啟動行政執行程序，依舊無法超越我國法律有效施行範圍
75
。

六、結論與建議

透過上述規範分析及域外結合案件申報審查實務歸納整理，可以發現：行政法上

「管轄法恆定原則」無法以行政規則形式撼動，關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
點所謂「管轄」考量問題，一方面既非「域外結合」案件所獨有，各類「涉外」限制

競爭及不公平競爭行為亦須顧及；另一方面，公平法第28條規定新增的「中止調查」

74 根據公平會法規檢索系統分類，「事業結合申報須知」被歸類為「行政規則」，
其「法規體系」欄位則註記為「處理原則／結合」。然而，就其內容觀之，並不
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1 項關於行政規則的立法定義：「上級機關對下級機
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
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其實，主管機關積極向外（針對潛在
結合申報人）提供資訊及文書格式，而非所謂「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才
是「事業結合申報須知」主要功能所在。

75 參照：行政罰法第6條，以及，行政執行法第4條、第6條、第26條及第35條等相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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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彈性，其實在該法第11條第7項、第9項及第10項中，也存在類似彈性規定，公平
會可以在既定法律規範中建構相應程序裁量基準

76
。基此，本文建議：「域外結合案

件處理原則」可以廢止，其中相關規定則可以移置於其他規範文件之中。

就規範體例而言，「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似可併入「處理涉外案件要
點」中，補強並充實現行「處理涉外案件要點」第7點規定內涵。至於「域外結合案
件處理原則」其餘各點規定，則須視其內容是否涉及有待法律授權事項，分別併入公

平法施行細則或「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並由「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完整說

明「涉外」、「域外」結合案件在申報、審查程序上，與一般案件相較有何特殊之處

及其相應特殊規範為何。

倘若「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中所謂「管轄」，其範圍自始至終均與公平會法

定權限相符，「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僅「解釋」公平會既有法定權限行使
方式，稱此為「管轄」應屬誤會或用詞不夠精確；然而，第3點文字明顯表述其裁量
規定意涵，倘若其規範效力無法擴張、亦不得限縮公平會管轄範圍，僅就既有法定權

限衡酌其是否在程序上擱置相關行政措施，則改稱其為「（暫不）處理」或許更為貼

近其規範意旨。

再者，所謂「管轄」問題，公平法上各類「涉外」與「域外」案件均可能觸及，

並不限於結合申報審查作業，且「涉外」與「域外」兩者僅就外國連繫因素多寡、強

弱略有差異，處理「管轄」問題所需面對議題則並無二致，因此，「域外結合案件處

理原則」第三點似可併入「處理涉外案件要點」中。

回歸結合管制在競爭法上的特殊地位，其實源自於其先後發展「禁止違法結合行

為規範」與「事前行政監督控制規範」兩套架構「雙軌」併行背景。公平會訂定「域

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幾乎完全著眼於「第二軌道」，忽略我國自從結合管制改採

申報異議制以後，「第一軌道」的相對重要性隨之提升，對照美國反托拉斯法制及受

其影響甚深的日本「獨占禁止法」，或者，基本上也先後發展「第一軌道」及「第二

軌道」的歐盟競爭法制，即不難得知。

相較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聚焦於結合管制「第二軌道」，「處理涉

外案件要點」明顯偏重於「涉外」案件中，須依公平法第26條「依檢舉或職權調查
處理」的各類型案件，具體建構其「第一軌道」在資訊、證據取得相關手續及文件

作業規範，對於「涉及外國事業結合申報案件之申報」，則僅就其文件處理方式，

指向「事業結合申報須知」不另設規定。有鑑於上述比較法制觀察上所發現強烈

反差，本文因而建議：公平會得參考美國2017年“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AND COOPERATION＂體例，將「域外結合案件

76 關於本文結論及修法建議，併請參閱：前揭註1報告，243以下（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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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原則」第3點規定移入「處理涉外案件要點」中予以統合，以便與後續針對其他
限制競爭行為所採取的調查及矯正措施共通事項合併規範。「域外結合案件」所涉及

結合管制「禁止違法結合行為規範」與「事前行政監督控制規範」兩套架構，自此可

以順利「雙軌」併行。

至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所列舉10款所謂「決定是否管轄」考慮因
素及概括規定，倘若移置於「處理涉外案件要點」中，不再強調所謂「管轄」考量，

轉而務實改為主管機關是否「續行」調查處理（「第一軌道」）或審查（「第二軌

道」）的裁量基準，重新定性之後，其實很值得再次加以檢視：

「本會處理與公平交易法有關之涉及外國事業案件程序事項時（ＸＸＸＸ…），

得考量下列因素，決定是否中止調查處理或審議（ＸＸＸＸ）：

（一）ＸＸＸＸ對我國市場有無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

（二）ＸＸＸＸ對本國與外國ＸＸ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

（三）ＸＸ事業之所在地及主要營業地。

（四）影響我國市場競爭之明確性程度及其預見可能性。

（五）與ＸＸ事業所屬國法律或政策造成衝突之可能性程度。

（六）行政處分強制執行之可能性。

（七）對外國事業強制執行之影響。

（八）國際條約、協定或國際組織之規範情形。

（九） ＸＸＸＸ事業在我國領域內有無生產或提供服務之設備、經銷商、代理商或其
他實質銷售管道。

（十） 其他經本會認為重要之因素。」（ＸＸＸＸ或ＸＸ為本文建議移置於「處理涉
外案件要點」時，須配合改寫之處）

至於上述建議「得考量下列因素，決定中止調查處理或審議」，就「主管機關對

於涉有違反本法規定…情事…調查處理」情形，固然尚能配套公平法第28條規定以資
活用；就「涉外」或「域外」結合案件申報情形，其配套規範如何安排，尚須針對結

合管制特殊之處通盤規劃設計。

域外（或「涉外」）結合案件依上述建議（移置「處理涉外案件要點」中並修

改後的）訂定新規範「中止審議」，根據公平法第11條第7項規定，嗣法定（相當於
「第一階段」）30個工作日屆滿次日起，申報人即可自由實施該申報結合行為，就該
申報案件而言，從此脫離我國公平法結合管制的事前干預範疇（「第二軌道」）。就

此，似與上述「中止調查處理」情形大不相同，難免有論者懷疑主管機關是否「怠

於」行使職權。其實，此種疑慮並未兼顧結合管制在「事前行政監督控制規範」之

外，尚有「第一軌道」追究違法結合者法律責任；即便藉此「偷跑」者進而「得

逞」，公平法亦就後續「單方」效果所涉及濫用獨占地位行為，以及，「共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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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聯合行為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依法加以追究（此亦反托拉斯法或競爭法上

「第一軌道」彼此緊密接軌的制度設計理念）。結合管制額外擴充「事前行政監督控

制規範」，其制度本旨也僅止於「預警」並且儘可能「預防」市場結構惡化，既不可

能完全攔阻市場競爭條件變化，更不可能「滴水不漏」封堵事業提升市場力量的所有

人為安排。更何況，域外結合案件申報多出於外國事業主動，其中不乏受理機關原本

並無「管轄」機會者；尤其，域外結合申報案件往往同時或先後尚有其他競爭法主管

機關處理，倘若國際合作順利進行則不啻多個競爭法同儕「聯防」。因勢利導，運用

得宜，並無所謂「怠於」行使職權問題。

回歸結合申報處理程序，公平法第11條第9項規定：「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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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其

實，業已提供緩解事業藉由扭曲資訊「偷跑」問題的規範對策，讓結合管制向前延伸

的「第二軌道」，也能仿照主管機關針對違法行為「調查處理」，活用公平法第26條
及第28條規定即可相當程度「收放自如」情形。然而，結合管制「第二軌道」終究僅
具「預警」及（部分）「預防」功能，在申報異議制下的「等待期間」原本就相對短

促，與「調查處理」所能運用的「裁處權時效」不能相比。

袪除所謂「怠於」行使職權疑慮之後，針對域外結合申報案件另須「正面思考」

者，毋寧在於多個競爭法主管機關先後或同步處理的情形下，如何善用其他競爭法同

儕既已投入的寶貴資源及其專業判斷，或者反之，儘管其他競爭法同儕已經有所決定

可資參考，依舊自行發展具有國別特色的矯正措施及其他處理方式。就此，可以善加

利用的既有規範準據，厥為公平法第11條第7項規定：「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出
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算三十工作日內，不得為結合。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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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述同法第11條第9項規定。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依上述建議，將所謂「管轄」相關規定移置於「處理

涉外案件要點」中，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其餘規定或實務處理方式涉及更

為細緻的申報審查程序規範者，則可以移置「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中，現行「結

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7點及第8點等規定，即須配套進行調整修正。
承上，「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移置於「處理涉外案件要點」中，改為

「決定中止調查處理或審議」的裁量基準規定，則結合申報案件中須考量「涉外」或

「域外」因素特別處理者，大多須先行檢視裁量基準並依「處理涉外案件要點」相關

規定機動處理，少數通過裁量基準轉依標準化程序審查者，則依循納入原「域外結合

案件處理原則」中相關程序規範並配套調整後的「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辦理；基

本上，採行標準化程序的「涉外」或「域外」結合案件，其申報及審查作業與一般本

國結合案件並無二致，即使現行「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7點及第8點關於「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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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作業程序之結合申報類型」及「簡化作業程序類型之例外」等規定，「涉外」或

「域外」結合案件亦應一體適用，自不待言。

關於「涉外」或「域外」結合案件相對於一般本國結合案件所特有情事中，可以

援引為加速其案件處理者，例如：同時或先後尚有其他競爭法主管機關處理，而申報

人檢附有利於其申報案件相關決定文件者，或者，申報案件擬實施時程緊迫，公平會

因而在處理上不免感受時程壓力等，其實均可在現行「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7
點及第8點中增訂配套條款以資因應。

反之，「涉外」或「域外」結合案件相對於一般本國結合案件所特有情事，導致

其申報審查更為曠日廢時者，例如：申報人不熟悉我國市場結構、上下游交易環境及

「市場界定」等執法實務，主管機關須反覆函請「補正」或以其他方式強化彼此溝通

者，或者，申報結合案件牽涉我國產業及內需市場情形複雜、影響廣遠，有必要深入

查核比對產業資料（庫）、諮詢其他機關、國內相關產業公協會及專業研究機構、智

庫，甚至舉行公聽會、聽證以提高程序周延程度與正當性者，亦須依上述公平法第11
條第7項、第9項及第10項規定，增訂延長等待期間的配套程序規範。

至於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採行未必涉及立法或授權法規的「軟法」形式，例

如：在適度保障資料本人隱私及營業秘密等合法權益前提下，公布「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s）」讓潛在結合申報人得知結合管制實務運作規律，據以規劃安排較無違法
疑慮的結合交易，自主提升法律遵循（compliance）程度，一方面固然事業因此得以
控制參與結合所承擔的風險及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減少主管機關在審查程序及後續

矯正措施上的不必要浪費，將有限行政資源挹注於重大案件積極進行（周延而詳實

的）產業調查分析，非常值得我國結合管制借鏡。就此，政府資訊公開法上相關限

制，以及，公平會內規上相關規範，理應一體注意；具體可行措施，則頗有選擇彈

性，例如：除去秘密或機敏段落、摘要或節選值得參考且未涉及機敏資訊、去識別化

再現案例精華等，實務上皆可嘗試。當然，主管機關設置專人提供個案諮詢服務，或

建置包含經濟、法律等不同專業背景人員所組成的專責單位密集審理結合申報案件，

從美國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及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實務經驗中可以得知：繁簡分流、

簡案速辦、大案妥處，正是強勢競爭法制面對來自全球的眾多結合申報案件，依舊可

以集中行政資源留下不少事前「預警」甚至「預防」市場結構惡化的典範案例關鍵所

在。

此外，針對「涉外」或「域外」結合案件申報人不熟悉我國市場結構、上下游交

易環境及「市場界定」等執法實務等現象，現行「事業結合申報須知」其實可以在申

報書格式、附件資料範例，以及，「結合申報及聯合行為申請線上填報系統」介面等

方面，提供更多實用指引或案例說明、開發更為友善的申報環境。另一方面，公平會

也可以考慮開放予申報人更多積極參與提供資訊、引導程序順利終結的各種管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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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針對公平會審查時各項考慮因素，設計由申報人得自評或試算的相應表格；關於

足以化解公平會關於限制競爭疑慮的矯正措施，也可以突破職權發動的既有框架，讓

申報人可以基於本身利害考量主動提出相關建議或具體方案。

再者，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第2款「…對本國與外國『相關』
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對照公平法2015年全文修正時將原第5條第3項規定「特
定市場」改為「相關市場」，「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上述規定卻未配合刪改文

字，以致在實務上極易遭誤解，錯以為該款係指相當於公平法修正後第5條規定「本
法所稱相關市場，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導致「效

果原則」源起地美國當初法院僅籠統判斷對於原告可能造成損害及內國商務上影響程

度，到我國反而「精益求精」過早啟動市場界定及市場占有率估算作業，平添困擾。

就此，謹建議刪除或修改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二點所謂「對本國與外國

『相關』市場影響」中的「相關」2字，杜絕不必要的爭議以節省寶貴行政資源。
最後，然而，始終是我國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在國際比較上呈現強烈反差的關鍵

因素，厥為公平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至今仍保留「市場占有率」作為申報門
檻，導致我國結合申報審查程序幾乎不存在「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差異，在不

修改母法前提下，幾乎已無貼近國際通行標準的務實對策可資運用；甚至，在「決定

是否管轄」或本文建議修改的「決定中止…審議」之前，即須就申報案件是否已達

「市場占有率」門檻而勞師動眾，多方查核比對不同資料來源。治本之道，終須繼續

推動公平法修正俾能與時俱進、接軌世界；例如：將過時的申請許可舊制殘存「市場

占有率」門檻規定，移置「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判斷標準中，即與美國或歐盟各項結

合指導原則操作方式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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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in Taiwan is concerned about 
shortcomings and feasible improvements of the merger control procedure for extraterritorial 
cases.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swer that concern through comparing different merger control 
regimes among competition jurisdi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Japan, 
Korea, United Kingdom, Singapore and New Zealand. Accordingly, relative issues focus 
on the applicable norms of the administrative guidelines for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of 
Taiwan for processing extraterritorial merger cases. Finding that there are no corresponding 
norms in the selected merger control regimes, this article further reviews literature about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antitrust law. First developed in the US case law and then 
adopted in other jurisdictions,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deals mainly 
with�remedies�of�anti-competitive�behaviors�abroad.�Notifications�of�extraterritorial�merger�
cases in practices, on the other hand, proceed mostly on a voluntary compliance basis. 
The research team then endeavors dogmatically as well as pragmatically and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is extraterritorial merger processing guidelines and other administrative 
guidelines should be amended and re-organized. Among other amendments are procedural 
accelerating,�simplified�formats�and�more�transparency.�Re-examing�the�clause�of�notification�
thresholds for merger cases in the Fair Trade Law is also recommended.

Keywords: extraterrestrial effects, jurisdiction, merger, threshold, review procedure,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 rem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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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陳志民（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兼院長及系主任）

目前公平會的域外管轄處理原則中，在實質合理可預見的原則底下，其實很難

不去界定相關市場而能夠判斷其中的要件，所以到底處理原則本身代表的是純粹的管

轄權判斷指標，或是要求公平會初步做出效果上的判斷後再決定是否管轄，這其中的

概念可能就會有些衝突。在本報告中所談的主要是針對法制面的探討，特別是在行政

法學方面。我在讀的時候有點辛苦，究其原因是我把焦點放在「域外」二字，而本篇

文章很大部分是在談論結合申報後續審查的階段，包含結合申報門檻、具體審查要件

等，我的想法是，本篇報告首先應該探討域外管轄權如何界定的問題；其次，一旦界

定後，再去判斷行使域外管轄的案件在實體結合審查過程中，是否應建立起不一樣的

審查要件。

首先，我想域外管轄主要之目的在避免域外結合將來侵害到我國，所以第一個重

要的功能就是嚇阻，藉由對外宣示具有管轄發生於域外之行為，來嚇阻事業進行相關

行為，但是因為要行使域外管轄去管別人的事情，所以必須要有一些連結點，在競爭

法中便是必須對於國內市場產生競爭效果。第二個功能可能是為策略性法規適用防衛

的考慮，簡單來說，倘若他國可以管到我國的事情，但我國卻嚴格遵守國內管轄的原

則，在不對等的情況下我國可能就會處於劣勢。有時域外管轄的效果可能導致國內法

規難以實施，最典型的例子為我國公平交易法內對於聯合行為有出口卡特爾的豁免，

雖然我國允許國內廠商透過聯合行為把東西賣到其他國家去，認為該行為是符合競爭

法規範而可以豁免的，可是一旦他國具有域外管轄效力，則此一法規形同虛設，所以

對於整個法規適用，國際間的互動也是相當重要的。若以法規競爭的角度觀察，域外

管轄權的存在也不能太過強烈，也就是說若域外管轄管的過多，可能會導致企業不願

進入該國家經營事業，在希望實現嚇阻目的的同時，又希望避免過度嚇阻，必須要達

到適度平衡。而從這個角度可以理解到為何就域外管轄而言，不論是歐洲、美國或臺

灣都強調禮讓原則，以適度自我限縮。因此，從功能目的的角度觀察，比較能夠理解

域外管轄的判準當中，有這些相關元素的出現，例如禮讓原則、效果等，其實就是在

呼應域外管轄的功能與角色。

若域外管轄是基於前述目的及功能而存在，那結合的域外管轄跟其他類型違法行

為的域外管轄有何差異？我覺得最大的差異在於，結合審查為事前預測的審查，也就

是說在結合尚未完成、公司治理組織還沒改組前，預先評估結合通過後對於市場所會

產生的危害，所以基本上是一個預測（prediction）與猜測（speculation）的過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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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聯合行為較為不同，聯合行為主要為事後審查，事情已經做了、效果也已經顯

現了，所以對這類行為要行使域外管轄，客觀而言較有一些指標與證據，可用來協助

判斷行為對於本國的傷害有多大，但是發生於國外的結合行為，如何預測其在外國結

合完成以後，將來對臺灣市場所會產生的影響，應透過何種方法預測？我認為這才會

是結合與其他類型的域外管轄較為不同的地方。基於前述差異，對於域外結合管轄是

否要制定一些判斷標準去決定是否要管，可能對於結合案件的必要性要較聯合行為或

其他違法行為更高一點，原因在於它本身性質為預測性，預測性通常對企業會產生高

度不確定性，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特別針對結合的域外管轄給予企業一些初

步的、具體的、客觀的指標，反而是有利於結合行為的審查過程。當然，接下來的問

題便是這些指標應如何訂定？一個可行的方法便是，於域外管轄指標中，基於微罪不

罰的概念，訂定有些結合案件即便未來可能發生傷害，但基於傷害對於本國經濟是微

乎其微固可以不進行審查。舉例而言，結合案的金額大小或許可以做為判斷的指標之

一，因為其結合規模並不大，即便帶來損害，影響也不大。談到這點也涉及到剛剛所

談論到的市占率、營業額標準的爭論，這地方所涉及到的問題是，營業額在結合審查

當作指標的功能到底是什麼？可能很多人會認為說那是一個對於市場競爭有無可能受

到限制的指標，從我的角度，我會傾向把它當作是一個微罪不罰的概念。這個可從美

國HSR法案訂定的申報門檻，其實是根據美國每年GDP調整的，其所代表的意義便是
這個金額門檻對於全體美國經濟影響程度的高低，所以即使放過營業額不高、但是市

占率很高的行為，這個行為對於美國經濟的影響相當小，因此某些情況下並不需要除

惡務盡，而是應該捉大放小，如果從這樣的角度去看，也許市占率的條件便不是那麼

重要。

如前所述，對於域外管轄是否應介入的問題，第一步為確定是否該管？若確定

後，後續審查程序如申報門檻、單方效果、協同效果、抗辯事由、是否附負擔，其實

與國內事業主適用的規範是相同的。倘若是如此，我認為在管轄權選擇的指標，也可

以採取前述思維，用一些事業比較容易事前清楚掌握、客觀上較容易判斷的項目作為

判斷基準，而後續的審理則是以一般審理原則來加以審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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