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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垂直交易限制、流通業 

一、研究緣起 

近年來，國內外均出現下游流通業者挾其優勢市場地位，與供應商發

生交易關係之衝突事件，引發不公平競爭之相關討論。因此，基於大型流

通業者在通路競爭之市場地位重要性提高，本研究以百貨公司、量販店、

超級市場、便利商店等四大零售業態為研究範圍，探究大型流通業者在掌

握一定通路權力下，是否濫用其優勢市場地位，而對中小型製造商所可能

造成的不公平競爭行為，以及對照我國目前公平交易法之規範與國外案

例，釐清大型流通業垂直交易限制對不公平競爭之影響。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透過文獻蒐集及案例研究方式，輔以企業訪談（供應商與零售

商），以達本研究之目的。透過定性研究的方式，訪談各業態企業，整理出

目前大型流通業者實務上對供貨商提出的交易限制類型以及歸納出供貨廠

商與流通業者之觀點。  

 

三、重要發現 

新型零售業態的通路權勢，一般廠商都是認同的，而且相當重視，因

而更加造就大型通路商的商品採購談判力。一般交易雙方均訂立定型化契

約，根據商品屬性、銷售量、品牌會有所不同。大型通路商在與大型供貨

商交易時，勢均力敵，合乎商業交易的特質，對於中小型供貨商則較為不

利。 

從實際訪談資料整理得知，國內很少發生搭買產品的情況，反而是供

貨廠商以搭售的方式交換給予流通業者某些優惠條件或承擔流通業者所提

出的附加費用。實際上，最讓供貨廠商感到困擾的並非在於雙方所簽訂的

契約內容上，而是與銷售量大的單店交易條件交涉談判，且這些條件並不

一定有契約規範。且某些供貨廠商在面對流通業者的壓力之下，的確是有

以限制供應的方式回應，但最後可能造成的是兩敗俱傷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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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建議事項 

對於流通業者與供貨廠商之間的交易契約行為，公平法的介入必須符

合競爭規範上的意義。 

  （一）立即可行之建議 

具有市場力量並不違法，但流通業者的實際作為極易陷入違法之要

件，故建請公平會可函請各家業者確實了解可能觸法之情事，以避免社會

不必要的爭端，並就目前之交易行為，做一通盤考量，檢視是否需要修正

之處。針對供貨商普遍抱怨流通業者經常性之業務干擾行為，例如，當地

區某一家業者就某一產品進行促銷，便要求廠商必須一視同仁，同樣給予

促銷價，不問促銷是否是流通業者之單方行為，對此，大型流通業者放任

單店之自主經營，應建請流通業者進行內部管理，檢討內部的績效制度，

勿放任單店經理為追求業績而逕自向供貨廠商要求，而陷入濫用市場優勢

地位之不義之名。  

   （二）長期性建議 

有關下游對上游的垂直競爭限制的規範上，自律規範應重於法律規

範，程序規範應重於實體規範，結構（結合）規範應重於行為規範。鑑

於法律規範所可能產生管制失靈的不當結果，法律規範應該只有在自律

規範無法有效運作的情形下，方有介入餘地。不少國家的競爭法主管機

關認為，應該利用結合管制，在一開始的時候，就防止相對優勢地位的

發生。但在法院訴訟階段，經常無法受到法院的支持，導致結合管制成

效亦不彰。雖然如此，徵諸行為規範與競爭法規範理念不合、可能導致

限制競爭等結果，結合規範以維持市場競爭結構之觀點，從事管制的規

範方式，更契合競爭法之規範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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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垂直交易限制、流通業 

 

近年來，國內外均出現下游流通業者以其優勢市場地位，與供應商發生交易關係之

衝突事件，引發不公平競爭之相關討論。因此，本研究探究的是大型流通業者在掌握一

定通路權力下，是否濫用其優勢市場地位，而對中小型製造商所可能造成的不公平競爭

行為，透過實地訪談與供應商問卷調查，了解交易雙方對交易限制之觀點，結合國內實

際發生案例之分析，釐清大型流通業垂直交易限制對不公平競爭之影響。 

大型流通業所為之垂直交易限制，視同下游企業對上游企業垂直交易

限制，亦可分為「垂直價格交易限制」與「垂直非價格交易限制」兩類；

前者又可區分為直接針對價格者以及與價格有關者。「非價格限制」之垂直

交易類型，依其限制內容，主要可分為獨家交易安排、搭買、地域限制、

顧客限制等四大類。 

相對優勢地位者，係指「在特定交易關係中，於契約或交易後取得更

大之交涉力量者」；而所謂的「相對優勢地位之濫用」，實乃基於此種契約

或交易後所形成的不對稱交涉地位，而實施之事後投機行為。 

對此，主管機關或訴訟之原告在主張相對優勢地位存在時，只需就第

一項更換交易相對人的可能性不存在一事，進行舉證，在他造當事人沒有

提出具體反證的情形下，相對優勢地位即告成立；惟他造當事人縱使無法

否定更換交易相對人的可能性之不存在，但卻能舉證二者間依賴程度低到

可以忽視之地步時，則不應認定相對優勢地位之存在。 

以目前發生的實際案例來看，不同流通業態可能發生違反公平交易法

的垂直交易限制類型不同，台灣的百貨公司多以出租專櫃的方式經營，最

常見的限制項目是區域與顧客限制；便利商店，同樣以附加費用的爭議為

最多。 

從日本三件案例可知，下游事業對上游事業的垂直競爭限制行為，之

所以被視為違法，雖亦因為下游事業於其市場上具有相當程度之市場地

位，但更重要的是上游事業因各種因素而不得不依賴下游事業之行銷能

力，使得下游事業因此可以對上游事業予取予求，進而做出對照於「正常

的商業習慣」，實屬不當之行為。  

本報告以為，在與公平法第十九條規定適用的關連上，實無特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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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優勢地位概念的必要性。相對優勢地位概念之所以必要，在於雖未滿

足第十九條適用前提的百分之十之市場佔有率，或濫用行為不屬第十九條

第二、六款規定之行為類型，但對照於前述有關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理念，

仍有需要予以規範時，方有引出相對優勢地位概念之必要。此時，可資運

用之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將重心鎖定在相對優勢事業「強迫交易相對

人接受不公平交易條款」上，原則上，在與相對優勢地位規範的關連上，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對此二類行為，有適用可能性，但在實務運作上，適用

的必要性是否存在，就必須審慎檢討了。  

由於至今為止，各國關於相對優勢地位對整體經濟效率之影響的理

解，仍未能夠深入到可以得出一定的規範意涵，導致各國競爭法制在有

關此之規範上，出現相當大的歧異。在相對優勢地位規範意涵不確定的

情況下，本報告以為，在有關下游對上游的垂直競爭限制的規範上，自

律規範應重於法律規範，程序規範應重於實體規範，結構（結合）規範

應重於行為規範。為了防止相對優勢事業之濫用行為，動輒以法律規範

強行介入，或許可以立即得到依賴事業的喝采，但其合理性及實效性，

卻經常會受到相當程度的質疑。鑑於法律規範所可能產生管制失靈的不

當結果，法律規範應該只有在自律規範無法有效運作的情形下，方有介

入餘地。此時，自律規範的重要形式之一，乃一般所謂「聲譽」（reputation）

機制。  

另外，不少國家的競爭法主管機關認為，應該利用結合管制，在一

開始的時候，就防止相對優勢地位的發生。惟由於結合規範傳統上乃係

針對絕對優勢地位而發，故縱使競爭法主管機關依相對優勢地位概念，

實施結合管制，但在法院訴訟階段，經常無法受到法院的支持，導致結

合管制成效亦不彰。雖然如此，徵諸行為規範與競爭法規範理念不合、

可能導致限制競爭等結果，結合規範以維持市場競爭結構之觀點，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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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的規範方式，更契合競爭法之規範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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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Vertical Restraint、Distribution Business 

 

Some discussions pertaining the unfair competition have been triggered 

currently, which was conducted by down stream distributors using their 

predominant market places to conflict with suppliers upon trade.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is focused on whether the large size distributor, under having in 

control of certain channel right is abused of predominant market place, and 

possibly imposed unfair competition toward small-medium size manufacturers. 

In order to realizing the trade partners’ mutual viewpoint towards trade 

restraint,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reality calling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for suppliers. Congregating analysis of practical happenings island wise is 

basically reacted to clear up the impact for large size distributors’ vertical 

restraint to unfair competition. 

The research is supposed to come up the result as following: 

self-regulation should be heavier than that of law-regulation, 

process-regulation should be heavier than that of reality-regulation, and 

construction-regulation should be heavier than that of behavior-regulation in 

link with regulation on vertical competition restraint for down stream vs. 

upper stream. Nonetheless, exceptionally law-regulation could be forcefully 

slugged into the related trade relations. There are two ways of putting this 

concept into formulating law-regulation: process-regulation and 

reality-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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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  

一、研究緣起  

商業的命脈在通路，通路對商業的影響可從正反面評述。從正面而言：

通路發達，興盛商業；從反面而言：誰控制通路，誰就控制市場，進而減

緩競爭。所以，如何促進通路之發達並確保通路有效競爭，就成了政府興

業計畫中不可或缺的一章。  

流通產業乃與消費者息息相關的產業，也是台灣近年來發展迅速且極

受重視的新興產業。近年來，台灣由於經濟持續發展、都會區發展、消費

行為也逐漸改變，驅使台灣的商業也朝向大型化、連鎖化、專業化發展。

對國內流通業者來說，由於消費者偏好變化迅速，商品的生命週期日益短

縮，加上市場日漸飽和，人事及租金等各項經營成本居高不下，產業的經

營環境挑戰加劇。目前許多企業已積極透過垂直或水平的整合，朝向連鎖

化、集團化或大型化的方向發展。國內市場將呈現大者恆大的情況，國內

流通產業也有朝向垂直整合與水平整合趨勢發展，除集團化、多角化之跨

業經營與整合外，業者為建立差異化競爭優勢，常透過自營或結合其他業

者方式來提供加值服務，擴大營業項目。  

隨著大型流通業者在通路上挾其對消費者具影響力的市場優勢地位

（銷售力、資訊力、採購力），為了提高對製造商或是商品供應商的議價力，

進而發展出下游對上游的垂直交易限制行為，如要求製造商在其他通路維

持一定價格，以免影響在其通路的銷售情況、或結合廠商共同配合促銷活

動，若合作開發新產品，則限制製造商將所共同開發的產品不得轉售給其

他流通業者；有時大型流通業者會以說服的方式，要求製造商賦予新產品

上市的優先權。有時，當產品銷售未達預期時，強勢流通業者主動要求製

造商將產品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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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國內外均出現下游流通業者以其優勢市場地位，與供應商協

議，引發不公平競爭之相關討論 1。因此，本研究所欲探究的是大型流通

業者在掌握一定通路權力下，是否濫用其優勢市場地位，而對中小型製造

商所可能造成的不公平競爭行為，以及對照我國目前公平交易法之規範與

國外案例，釐清大型流通業垂直交易限制對不公平競爭關係之影響。  

 

二、研究目的  

隨著流通業者對商品流通的主控權的提昇，製造商與流通業者之間，

在通路權力上就免不了出現爭奪與垂直衝突的情況。通路主控權出現在製

造商與流通業者之間移轉的現象，大型製造商對於小型流通業者而言，自

然有較大的通路主控權；反之，大型流通業者對中小型製造商也有較大的

通路權勢；若二者力量相當時，則需視彼此的依賴程度而定。  

若單單是個別製造商與流通業者之間的競爭，可能無法決定最後的勝

利者，現代的競爭環境，強調的是整體產配銷系統間或是集團間的競爭。

由於，流通業在經營的效率上，傾向連鎖化、大型化、專業化或策略聯盟

型態發展，加上製造商有鑒於掌握下游通路的重要性，亦紛紛介入通路的

經營或與通路成員保持密切的合作夥伴關係，因而造成國內流通產業的競

爭，乃至流通體系間的競爭情況，更進一步強化了流通業者對上游廠商的

通路權力。尤其，對中小型製造商而言，只能任憑大型流通業者以各種明

目收取附加費用的宰割。大型流通業者濫用通路權勢的結果，無形中增加

了廠商的費用成本，若廠商將此一費用，轉嫁到產品價格上，更將影響消

                                                 
1 例如，美國的玩具反斗城案，反斗城在美國有 600 家分店，在國外有三百家分店，係

美國最大玩具零售商，以銷售玩具、幼兒用品、運動用品等為主。銷售相同商品的流通

業者還有採取會員制的倉儲俱樂部，係零售業中最廉價的商店。而反斗城在 1993 年之

後，遂與供應商協議，限制供應商供應倉儲俱樂部玩具之種類。反斗城的市場佔有率達

30%，雖未達獨占地位，但實際上，反斗城不論在買方市場或賣方市場均享有優勢地位，

供應商依賴反斗城，反斗城卻能選擇不同之製造商與供應商，一旦其中止契約，製造商

無法找到其他替代反斗城之流通業客戶，可能產生反斗城運用其槓桿力，使其蒙受重大

財務損失。在國內，2002 年 2 月微風廣場以太平洋 SOGO 百貨採取「不當限制交易」

行為，向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檢舉，指控太平洋 SOGO 百貨不正當手段，限制簽約專

櫃不得到他處設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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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福利。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產業結構的改變，大型流通業者對製造商運用

購買力所產生的優勢市場地位，進行商品交易買賣也容易產生阻止有效競

爭的效果。但是，以消費者的立場而言，對消費者的福利將產生負面影響。

目前，我國的相關法律規範是否足以規範此一新的不公平競爭議題，實有

深入探討必要。  

任何影響不公平競爭與消費者福利的事件發生，均是公平交易法所關

切的議題。有鑑於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三：（一）探究我國流通業之市

場結構與其所實際進行之垂直交易限制行為；（二）蒐集並研析國外競爭法

主管機關，對於流通業之競爭規範及相關處理案例；（三）探討我國公平交

易法對流通業垂直交易限制行為之規範適宜性，並提出具體建議。  

 

三、研究範圍  

流通產業的範圍為連結商品與服務，自生產者移轉至最終使用者的商

流與物流活動，而所涉及之資訊流與金流活動之相關產業則為流通相關產

業。其中商流與物流活動主要的執行機構，以行業分類的角度來看 ,即是批

發業、零售業、以及客運除外之運輸倉儲業(台灣經濟研究院，2001)。  

目前國內流通業中，批發業有逐漸式微之趨勢，零售業則隨經濟社會

環境不斷改變而產生快速變化，在業種、業態與經營方式面不斷創新而出

現新業態。流通產業逐漸走向專業化、大型化與連鎖化之經營模式。在客

運除外之運輸倉儲業方面，雖然物流活動為商品移動與服務傳遞的必要活

動之一，通常為商業流通支援作業的流通活動。一般而言，現代通路的成

員間競爭行為所造成的權勢移轉現象，主要來自流通業中之大型流通業

者，包括百貨公司、量販店、超級市場、便利商店等主流業態的大企業。  

基於大型流通業者在通路競爭之市場地位重要性提高，故本研究主要

以百貨公司、量販店、超級市場、便利商店等四大零售業態為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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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大型流通業所進行之垂直交易限制行為對不公平競爭之影響。  

 

四、研究對象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範圍，將研究對象界定如下：  

（一） 本研究著眼於零售業，故選擇台灣地區零售業者為主要研究對

象。包括百貨公司、量販店、超級市場、便利商店等四大業態。  

（二） 由於每一業態涉及的流通業者眾多，且並非每一流通業者均有影

響市場之能力，基於國外研究流通業之不公平競爭行為，均將焦

點鎖定大型零售業者。故，本研究僅針對四大業態中之大型流通

業者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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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與方法  

根據通路權勢理論，建立觀念性研究架構，如圖 1-1 所示。以流通業

與製造商之間權力之衝突為中心，雙方基於各自優勢市場地位，均可能採

行垂直交易限制行為。但本研究之目的，主要針對流通業之垂直交易限制

行為與不公平競爭，分析其不公平競爭的影響與檢討現有法規之適當性。  

為求對以上研究範圍有深入的了解，本研究透過文獻蒐集及案例研究

方式，輔以企業訪談（供應商與零售商），以達本研究之目的。透過定性研

究的方式，訪談各業態企業，整理出目前大型流通業者實務上對供貨商提

出的交易限制類型以及歸納出供貨廠商與流通業者之觀點。  

本研究考量四大業態之主要商品結構，作為供貨廠商樣本選擇之依

據。先以電話詢問是否有意願填答問卷，若願意，則以郵寄方式進行問卷

發放。最後，將所回收的問卷加以整理分析，並配合國內公平交易法目前

的規範，以進一步釐清我國目前公平交易法，是否有必要針對下游大型流

通業者對上游供貨商所為之垂直交易限制，作進一步的規範。透過跨學門

領域的研究，整合商學與法律的專業知識，採用國際比較與歸納之觀點加

以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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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流程  

本研究進行之流程為，首先確立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隨後探討相關

文獻，據以建立研究架構，並根據文獻資料，整理流通業垂直交易限制行

為之定義與類型，以及探討流通業垂直交易限制行為之經濟分析與正當

性。其後，便進行產業概況分析與企業訪談，輔以國外相關之案例資料，

並加以整理。分析國內與國外對於流通業不公平競爭行為之規範，以提出

本研究之結論與建議。本研究流程如圖 1-2 所示：  

 

 

參考國外相關

法規與案例  

權力移轉
衝突  

對抗力

流
通
業 

製
造
業 

垂直交易限制  

垂直交易限制  

1.不公平競爭的影響

2.消費者福利的保障

流通商  
優勢市場地位  

製造商  
優勢市場地位  

我國公平法之規範

圖 1-1  本研究觀念性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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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進度  

月份  
工作項目  

3 月中

旬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11 月

中旬  
準備工作           
蒐集相關文獻與資料           
研讀相關文獻與資料           
企業訪談、郵寄問卷           
資料整理分析           
撰寫研究報告           

預定進度累計百分比  10% 15% 30% 40% 60% 70% 80% 90% 100%

 

確認研究主題

彙整流通業垂直交易限制行為

的定義與基本類型  

探討流通業垂直交易限制行為

之經濟分析與正當性  

流通產業結構分析與企業訪談

我國與國外規範之比較與檢討

研究結論與建議  

蒐集國外相關競

爭法規範與實際

案例  

圖 1-2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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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流通業定義與四大業態  

一、流通業定義  

流通產業主要扮演連結生產者與最終需求者間的重要橋樑，因此對整

體經濟環境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所謂「流通」，是指物品從生產者傳遞到消

費者的過程，發生產品社會性與經濟性移轉，即為流通。換言之，流通是

將製造完成之財貨與勞務由製造者轉至使用者手中的過程，流通產業即是

具有流通功能之相關經濟活動之總稱。而從製造商到消費者此一段過程的

產品移動就必須透過行銷通路（distribution channel）來執行。在行銷通路

中經常出現某一通路領導企業，將通路中各個活動予以規劃、管理，確保

在通路中穩居市場領導地位。  

國內各界過去對於流通產業的定義與範圍尚未有一定共識。狹義的流

通業為生產者完成製造商品後 ,將最終產品及服務傳遞至消費者過程之經

濟連結活動，在此定義下，流通業並不包括原材料或半成品的移轉。而廣

義的流通業乃指生產者完成商品及服務所涉及移轉之經濟連結活動，即商

品完成移轉至最終使用者或消費者的經濟活動皆屬之。在廣義的流通產業

定義下，流通產業的範圍主要包括批發業與零售業等商流部分，物流部分

則包括貨運部分之運輸倉儲業，至於金流及資訊流則被定義為流通的相關

產業，在廣義定義下，流通產業的範圍包括行業分類中之批發業與零售業。 

 

 

 

 
 

 

狹義的流通業

批發業  
零售業

金融業

倉儲業

運輸業

資訊業

保險業

其他相
關產業

廣義的流通業

圖2-1 廣義的流通業  
資料來源：宮下正房 (1990)著，日本的商業流通，中央經濟社，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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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通產業亦同時使用『業種 (kinds of business)』與『業態 (types of 

operation)』兩種方式加以分類。所謂業種係指以主要「經營之商品種類」

為區分，以販賣或代理的商品加以劃分，從店名多可辨別該店所販賣的主

要商品種類，如藥品、眼飾、眼鏡、家電、傢俱等屬不同業種經營型態；

而業態則係指以「經營型態別」作為區分，單由商品的名稱並無法明確得

知主要販賣的商品種類，如百貨公司、量販店、超級市場、便利商店及專

賣店等不同的零售業態。零售業態的產生與消費者需求、產業結構與立地

環境的變化有關，流通產業對社會經濟環境及消費型態的變化最為敏感，

針對不同的消費需求，市場上自會衍生不同業態，如圖 2-2。若以商店店

內商品品項數與價格來說，百貨公司的定位在高格調與品項齊全。商品的

提供不只品項眾多具有較高品質與精緻度，同時價位也較高。而便利商店

相對量販店而言，品項則精簡許多，品牌選擇較少，同時價位也普遍高於

量販店。  

 

 

 

 

 

 

 

 

 

 

 

 

 

百貨商店

迷你超市

家庭用品中心

超級市場

傳統市場

量販店

市區百貨

百貨公司  

便利商店

個人商店

全聯社  

雜貨店  

圖 2-2 零售業態定位圖

品項精簡

品項齊全

高格調  低格調  
高價格  低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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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經濟審議會流通研究委員會報告中，參考美國行銷協會的定

義，界定了流通為一種「財貨從生產至消費為止，其間的繼起性階段」，

亦即將流通看作是財貨創造效用過程的一種經濟活動，其活動的重點則在

於「空間」、「所有」及「時間」的效用創造上。根據美國行銷協會，因

將生產當作一種產生『型態效用』的經濟活動，所以視流通為一種在具有

「型態效用」之外再創造效用的活動，一種產生場所效用、所有效用及時

間效用的經濟活動。  

依據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2，批發業、零售業、運輸倉儲業之細項

行業分類則如表 2-1 所示：F代表批發與零售大類，H代表運輸倉儲與通信

大類，44-45 的批發業與 46-48 的零售業為二位碼中分類行業，475 綜合商

品零售業為三位碼小類，4,751 則為四位碼細類為百貨公司業。  

表 2-1 我國流通產業細項分類  (第七版行業標準分類) 

F 大類  批發與零售業  H 大類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44-45 批發業  46-48 零售業  53 陸上運輸業  

441 農、畜、水產品批發業  461 農、畜、水產品零售

業  

531 鐵路運輸業  

442 食品什貨批發業  462 食品什貨零售業  534 汽車貨運業  

443 布、衣著、服飾品批發

業  

463 布、衣著、服飾品零

售業  

539 其他陸上運輸業  

444 家庭電器、設備及用品

批發業  

464 家庭電器、設備及用

品零售業  

54 水上運輸業  

445 藥品、化妝品及清潔用

品批發業  

465 藥品、化妝品及清潔

用品零售業  

541 海洋水運業  

446 文教、育樂用品批發業  466 文教、育樂用品零售 542 內河及湖泊水運業  

                                                 
2
依據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的編號方式，是以英文字母編號作為大類，在大分類下，

再以二位碼數字編號為中類，三位碼編號為小類，四位碼編號為細類。本表為第七版行

業資料分類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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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447 鐘錶、眼鏡批發業  467 鐘錶、眼鏡零售業  55 航空運輸業  

448 首飾、貴金屬批發業  468 首飾、貴金屬零售業 551 民用航空運輸業  

451 建材批發業  471 建材零售業  56 儲配運輸物流業  

4522 化學製品批發業  472 燃料零售業  57 運輸輔助業  

453 燃料批發業  473 機械器具零售業  572 報關業  

454 機械器具批發業  474 汽機車及其零建配件

用品零售業  

573 船務代理業  

455 汽機車及其零建配件用

品批發業  

475 綜合商品零售業  574 貨運承攬業  

456 綜合商品批發業  4751 百貨公司業  5769  其他水上運輸補助業

457 商品經濟業  4752 超級市場業  5770   航空運輸補助業  

459 其他批發業  4753 連鎖式便利商店業 579 其他運輸補助業  

  4754 零售式量販業  58 倉儲業  

  4759 其他綜合商品零售業   

  479 零售業    

  481 零售業    

  4811 電子購物及郵購業   

  4812 直銷業    

  4819 其他無店面零售業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2001) 

綜合上述，流通包括商業交易(販賣產品、所有權之移轉)或物的流通

(將產品輸送、保管的移動活動)，進行前者活動的通路稱之為商的流通通

路，而展開後者活動的通路，稱為物的流通通路(或物流通路) 。流通產業

的範圍為連結商品與服務自生產者移轉至最終使用者的商流與物流活動，

而所涉及之資訊流與金流活動相關產業則為流通相關產業。此定義與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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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通路比對，可大致將流通產業之內涵劃分為供應通路（ supply 

channel）、批發通路(wholesaler channel)及零售通路(retailer channel)。其中

商流與物流活動主要的執行機構，以行業分類的角度來看 ,即是批發業、零

售業、以及客運除外之運輸倉儲業(台灣經濟研究院，2001)。  

本研究則依據目前我國「公平交易法對流通事業之規範」，將流通業定

義為，係指量販店、便利商店、超級市場、百貨公司、消費合作社及其他

從事綜合商品流通業務之事業者。  

一般而言，國外在統計流通產業時，大多根據該國之行業標準分類 3，

但各國對各個業態的定義也隨著國家情況的不同而稍有差異，故本研究整

理國內外四大主要流通業態之定義如下。  

 

二、四大業態  

（一）百貨公司  

百貨公司業係指在同一場所提供多種商品分部門零售者，凡在以上百

貨公司業場所內從事販賣業務之業者均屬之。根據美國普查局的定義，百

貨公司必須符合以下幾項原則：  

1. 至少僱用 50 人；  

2. 衣服及非耐久性產品必須佔營業額的百分之二十。  

3. 商品種類必須包括傢俱、、室內裝潢用品、家庭家用寢具/床單及

乾貨。  

4. 年營業額低於一千萬美元者，任一單項產品線不可佔到 80%，若

年營業額高於一千萬美元者，則最低營業額的兩種產品線的總合

必須超過一百萬美元。  

國內對百貨公司的定義，根據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認為凡在同一

場所從事多種商品分部門零售之百貨公司均屬之。其他的定義請參見其他

                                                 
3以美國為例，在 2001 年 7 月之前，則是以標準產業分類（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SIC）作為分類之依據；2001 年 7 月之後，則改採北美行業標準分類（North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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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4。  

百貨公司屬於高投資性的賣場環境，商品販賣採顧客與店員面對面販

售方式，強調比較性購買的商品，以服飾為主力，而家庭用品、電器、文

具、玩具等亦設有專櫃，此外名店小吃、生鮮超市、電影院設在百貨公司

也是常見現象。  

 

（二）量販店  

一般對大型量販店的定義 5是：賣場面積至少  2,500 平方公尺以上，

並且販售多種食品及非食用產品；而量販店業指提供綜合商品批發或零

售，結合倉儲與賣場一體者；凡在量販店場所內從事販賣業務之業者均屬

之。  

而在批發倉儲方面，主要為「多量多樣」、「低價」及「一次購足」

之大賣場經營型態；消費採會員身份限制，並以零售商及餐飲業等專業人

士為主要對象，如家樂福及大潤發等。  

市場特性為商品樣式多，貨架採開放式，通常高達賣場天花板，下方

為供顧客選擇的陳列面，上方即為庫存所在，且賣場不重視裝潢，經常可

見裸露的通氣管及板模痕跡。店鋪內講求機械化作業，以精簡人事費用，

偌大的賣場，只能見到零星的工作人員，並完全採用電腦化訂貨管理、收

貨、存貨、銷貨及付款。批發倉儲業者販賣的商品種類繁雜，包含生鮮、

日用百貨、餐廚用具、文教用品、各類食品、服飾、傢俱等。有些賣場並

備有生活型態的休閒活動設施，如餐廳、速食、親子樂園，且提供送貨到

家服務。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NAICS）作為細項分類的依據。 
4 其他可參見主計處 1996 年普查手冊，或參見 2002 年經濟部商業司「流通產業研究報

告」。 
5
 其他請參見 2002 年經濟部商業司「流通產業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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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量販店是以販賣同類產品為主，如家電量販店、電腦量販店等，

有多種品牌供消費者選擇，訂價較低。例如：愛買吉安、大潤發、家樂福、

好市多、特力屋、高峰、萬家福、全買、亞太、大買家、德斯高、千暉、

大統大樂、大興農、東帝士、大峰等量販店。  

 

（三）超級市場  

生鮮商品為超級市場立基，消費者雖然可以到量販店一次購足大量的

乾貨，但不可能一星期才去量販店消費一次生鮮商品。在十幾年前，超市

的最大競爭對手，是傳統市場，菜籃族在購買新鮮雞、鴨、魚肉時，傳統

菜市場還是他們習慣的第一選擇。但事實上，近年來，對超級市場構成真

正威脅的，是便利商店和量販店。  

超級市場 6係指提供家庭日常用品、食品零售，並附生鮮及組合料理

食品者，包含以員工消費合作社或聯合社形態經營之業者。凡在上開超級

市場業場所內從事販賣業務之業者均屬之；其中生鮮食品包含蔬菜類、水

果類、肉製品及水產品等，組合料理食品則為提供數種生鮮食品或醬料組

合成一道料理材料者（如綜合火鍋料、牛排等）。  

超級市場強調購物舒適，顧客採自助式購買；一般出售的商品為家庭

日常用品，亦強調一次購足，所以商品品項一般在二萬種以上。為強調市

場區隔，近年來超市以生鮮商品為主力，包括生鮮水果、生鮮蔬菜、生鮮

魚肉、組合配菜、飲料乳品等，其商品結構之分類如下圖 2-3 所示。例如：

惠康頂好、惠陽、各縣市農漁會超市、各縣市全聯社、松青、興農等超級

市場及各縣市員工（生）消費合作社或聯合社。  

 

                                                 

6 其他定義，可參見 Kotler(2000)、2002 年經濟部商業司「流通產業研究報告」、陳士伯

(1986)、王文局、黃惠煐、溫肇東(1991)、歐秀珠 (200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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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便利商店  

便利商店 7強調便利性服務，商品訂價一般比超級市場略高，以提供

生活必需品為主，商品項目約 1,000~3,000 種，同時也販賣食品，所謂食

品是指飲料、調味料、肉、家禽肉、鮮魚、乾貨、蔬果、糕點麵包、榖類

食物以及其他各式食品飲料；食品類須佔銷售品項的 50%以上，且為速食

品，非食品則為日常必需品，食品至少須佔全店銷售品項的百分之五十以

上，且一定要賣速食品，非食品則須是日常必需品，且提供服務性商品（如

代售電話卡、郵票……等等）。主要有食品、雜貨、香菸及書報雜誌等；

                                                 

7 便利商店的定義可參見趙義隆(1999)、李孟熹(1985)、經濟部商業司「2002 流通產業

研究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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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整理自經濟部商業司 (2000)，超級市場經營管理實務，p125 

圖 2-3 超市商品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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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便利服務上，還包括快速沖印、影印、郵票販售、租賃廣告、雜誌

訂閱、代收款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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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下游對上游垂直交易限制在競爭上之經濟分析 

    非價格的垂直交易限制，認定其是否具違法性，應從兩方面觀察：首

先，從經濟學上「效率」觀點來看，下游對上游的垂直交易行為，是否造

成「效率」的減損。例如獨家交易契約，禁止製造商與其他流通業者交易，

對從事垂直交易限制行為的流通業者來說，固然有排除流通階段競爭〈獨

家交易產品的獨占性〉的效果。相對的，此一交易限制行為，對上游製造

商或產品供應商，亦非全無利益可言。例如，經由獨家交易契約，取得轉

售價格的維持的默契〈 tacit〉的可能性，同時，對商品的銷售而言，流通

經路的順暢與否，與商品的產出〈output〉有直接的關係，因此，獨家交

易契約是否會產生對上游製造商或產品供應商通路的閉鎖效果，是規範垂

直交易限制行為中，應重視的首要課題。  

通常，若下游的流通業者為具「市場支配力」之獨占事業，即使此獨

占的下游流通事業對上游的製造商或產品供應商為獨家交易契約之限制，

然產品在下游流通階段對上游製造商或批發商而言，並不容易產生通路上

的閉鎖效果。  

其次，便是「反競爭」效果，以垂直交易限制行為來說，行為本身發

生在垂直的交易關係上，原本應不存在所謂「競爭」。然而，是否以垂直交

易限制行為作為支點，進而在流通業階段產生「反競爭」效果 8，是公平

交易法是否介入市場，規範商業行為，另一重要的評判依據。例如地域限

制，下游流通業者對上游製造商或產品供應商從事特定區域內不得與其他

流通業者為交易之垂直交易限制，對從事此交易限制之下游流通業者而

言，除打擊該特定區域內競爭對手外，實無其他競爭上之利益。反之，從

事此垂直交易限制之下游流通業者，尚需冒製造商或產品供應商於該特定

區域內退出該流通業者通路，轉而尋求其他流通管道之風險。相對地，區

域限制對於受限制之交易相對人〈製造商或產品經銷商〉而言，反而有利

                                                 
8 槓桿／排除理論〈 leverage/foreclosure theory〉，此理論首先出現在美國傳統反拖拉斯

法學，用來解釋「搭售」行為的反競爭性。此理論隨各種學說的演進，已不再是研究搭

售行為的主流，本報告並非重視此理論在垂直交易限制行為上成為規範依據，提出此理

論目的僅在於提供有此一觀點，亦不準備作任何探討與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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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出現該特定區域內迴避品牌內競爭之反競爭效果。  

因此，在市場上，並未具有「市場支配力」之非獨占流通事業，僅憑

藉其交易上之優勢，發動地域限制或獨家交易契約等垂直交易限制行為，

其對競爭市場之衝擊與適法性，遂成為本節所欲探討之重點。  

 

一、下游對上游垂直交易限制與自由競爭  

公平交易法第二條對「競爭」做如此之定義：「本法所稱競爭，謂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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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易之行為。」此一競爭定義，將事業在市場上為爭取顧客而相互競賽之動

態畫面，清楚地刻畫出來，但光是依靠此項定義，我們實無法得知其與「自

由競爭」中之「自由」的確切關連。因此，一般有認為本條規定之競爭定

義，乃所謂「效能競爭」之概念，與公平競爭具有同樣之意涵 9。由此可

知，公平交易法第二條競爭之定義，主要著眼點在於競爭手段是否公平的

問題，是一種動態性的競爭定義。但是，在極端之市場上只有一家獨占事

業之情形下，顯然本條定義前提之「二以上事業」要件並不存在，動態的

競爭行為當然亦無存在之空間。由此可以窺知，動態的「公平競爭」實只

有在「自由競爭」存在的情況下，始有活動之空間，而所謂「自由競爭」

者，無非是諸多動態的競爭行為所集合之「靜態的競爭狀態」 10。在此理

解下，我們可以更進一步分析，公平交易法保護「自由競爭」之理念及方

式為何。  

如果說，「自由競爭」是許許多多「公平競爭」活動的集合狀態，那麼

「自由競爭」所懼怕者，無非是此種「公平競爭」活動的自由狀態受到人

為的限制，使得一般我們所謂的「市場機制」無法發揮其預期功能。換句

話說，此時發生了「市場失靈」（market failure）的情事。此一市場失靈狀

況之發生原因可以大別為二種情形，一種是因為事業經由內在的自主努力

而擴大事業版圖，最極端者乃達到一家獨占之地位；另一種情形則是市場

                                                 
9 參照廖義男，「公平交易法之立法目的與保護之法益─第一條之詮釋」，公平交易季刊

創刊號，頁 2，一九九二。  
10 有關此二種不同的競爭概念之內容，參照今村成和，獨占禁止法，頁 46-49，有斐閣，

一九七八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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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雖然存在著不少可以自由從事公平競爭活動的事業，但此等事業卻以外

在的協議同意消除彼此間的競爭活動，人為地形成為一獨占體，此種舉動

可能是公平交易法上所謂的結合行為，也可能是所謂的聯合行為。  

當然，此時對自由競爭產生不當影響者，無須要求其定要符合一家獨

占之情形，只要一家事業或複數以上事業之聯合，在市場上活動時，無須

顧慮其他競爭事業的競爭壓力，而在某種程度上可以自由的設定商品或服

務之價格、產量時，我們就認為其行為應該受到公平交易法的規範。事業

或事業聯合擁有此種能力時，一般稱之為具有「市場支配」（ market 

dominance or market power）地位。  

基本上，公平交易法並非全然否定此種市場支配地位的存在，只要市

場支配地位之取得係藉由上述第一種情形之內在努力獲得時，其存在就不

應予以非難，否則將會損害事業創新、改革生產效率之誘因，只有在此一

市場支配地位濫用其市場地位阻礙競爭或複數以上事業人為地形成此種市

場支配地位時，公平交易法方始介入市場，禁止該當濫用行為或聯合、結

合行為之實施。由此可知，在與自由競爭之關連上，原則上，只有在具有

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或事業聯合，其所為行為引發限制市場自由競爭之效

果時，始有必要藉由公平交易法的介入，矯正此一競爭機制失靈狀況，恢

復健全的自由競爭秩序。如果沒有市場支配地位的存在，或其所為行為並

未對市場競爭產生相當程度的限制時，則縱使市場上之事業其利益受損，

公平交易法並無介入市場之餘地。因為，在競爭上，有勝者與敗者之產生，

此為競爭活動理所當然的結果，不能因為有人利益受損，第三人機關就必

須介入，如此作為實有違競爭之本質。申言之，公平交易法所保障者，乃

是客觀的競爭制度本身，而非保護某一特定競爭者之主觀利益 11。  

一般而言，公平交易法上的違法行為，大致可以區分為「行為不法」

及「市場不法」二種類型。前者行為之違法性，乃對照正常的商業倫理道

                                                 

11 於此，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於一九六二年的 Brown Shoe Co. v. United States, 370 U.S. 
294 判決中，所說的一段話可作為吾人之註腳，其謂：「Their [large chains＇] 

expansion is not rendered unlawful by the mere fact that small independent stores 

may be adversely affected. It is competition, not competitors, which the [Clayton] 

Act protects.」Id. at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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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之觀點以觀，行為本身具有可非難性之要素，一般我們所稱的「不公平

競爭行為」，即屬此一類型；相對於此，「市場不法」之行為類型，其行為

的違法性，並不求諸行為或手段本身所具有之道德倫理的可非難性，而係

因其行為導致市場自由競爭受到人為的不當限制，故要求公平交易法的介

入，以回復健全的自由競爭秩序。從而，所謂「市場不法」所欲表現之違

法行為者，即是違反自由競爭理念之行為。以此對照於前述有關「市場支

配地位」之敘述，可以得知，在公平交易法上被視為違反自由競爭理念，

而成為違法之行為者，乃係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或事業群，其行

為或其形成此種市場支配地位之行為本身，對市場競爭產生限制，導致市

場競爭機制無法正常運作而失靈。  

    藉由以上敘述，我們更可以將公平交易法第二章有關自由競爭之保護

所要規範的「行為規範」類型 12，再做區分。首先，厥為有關形成「市場

支配地位」之行為本身，即屬違法類型者，此一行為類型即一般我們所稱

的「聯合行為」或「卡特爾行為」；原本具有競爭關係之複數事業，在消弭

彼此內部間競爭的同時，並在與外部競爭者或交易相對人的關係上，對價

格、產量等採取一致行動，導致市場上有關價格或產量等之競爭，受到人

為的限制。只要參與此種聯合行為的事業，其聯合體足以視為具有「市場

支配地位」時，該當行為本身即對市場競爭產生不當限制，屬於一種「當

然違法」（per se illegal）的行為類型。  

相對於此，如果「市場支配地位」之取得，並非利用聯合行為方式為

之，則此種市場支配地位存在本身，在公平交易法上，尚不具有可非難性。

只有在擁有此種「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更進一步實施各種濫用行為，

排除其他競爭者，以強化或鞏固其「市場支配地位」時，此一濫用市場支

配地位之行為，方屬公平交易法上之違法行為。於此理解下，我們再來檢

視垂直交易限制行為與自由競爭保護間之關連。  

在探討垂直交易限制行為與自由競爭保護間之關連以前，我們必須對

                                                 

12 相對於此種「行為規範」，公平交易法第三章中有關結合之規定，係與市場結構本身

有關，吾人可稱之為「結構規範」。由於附加費用收取行為，其行為違法性乃出自於行

為本身，而非因事業結合導致市場結構集中，故而屬於「行為規範」類型。因此，本節

以下有關「自由競爭」規範之探討，不再對屬「結構規範」的結合規範，予以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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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交易限制行為的特性予以闡述。首先，垂直交易限制行為最大的特徵，

乃是其行為係發生於垂直的交易關係中，該行為主體與行為客體間，並不

具有競爭關係。其次，垂直交易限制行為主體，在與其交易相對人的關係

上，或居於優勢地位（此種「優勢地位」，一般稱之為「相對優勢地位」），

導致垂直交易行為客體若不接受限制交易契約，而被垂直交易行為主體拒

絕再繼續與之進行交易時，可能蒙受無法承擔的重大經濟損失，甚或無法

繼續存活下去；惟擁有相對優勢地位之垂直交易限制主體，或在與其競爭

之水平市場上具相當之市場力量，然並不以其在與其競爭者之水平市場

上，擁有「市場支配地位」（我們可以將此種在水平市場上之「市場支配地

位」，稱為「絕對優勢地位」）為前提。最後，與上游對下游的垂直交易行

為中，差別待遇、拒絕交易或搭售等行為不同，下游對上游之垂直交易限

制行為並不直接妨礙被限制事業在各該市場上的競爭能力，即便是下游對

上游的獨家交易契約，只要被限制廠商的產品，其流通經路順暢無礙，交

易相對人所處的市場上之競爭，並不因此而受到直接影響。  

由上可知，因為垂直交易限制行為乃由具有相對優勢地位之事業單獨

為之，顯而易見地，其行為並非聯合行為類型。另一方面，除非垂直交易

限制行為之事業在具有相對優勢地位的同時，亦擁有絕對優勢地位，否則

其行為亦不該列屬濫用「市場支配地位」之類型。然而，縱使是擁有「市

場支配地位」之事業，對照於保護自由競爭之理念，其行為之所以違法，

乃是因其行為強化了其於水平市場之支配地位或對交易相對人所處之市場

競爭，產生不當影響。惟如同前述，垂直交易限制行為或可能導致被收取

事業之獲利能力減低，但並不直接影響到其在各該市場上的競爭能力，在

與「市場不法」的關連上，實難遽然認定其屬違法行為。  

綜上所述，垂直交易限制行為在現實上很難認定會對市場自由競爭產

生不當限制的結果，不論其是限制行為主體所屬之市場、抑或是被限制行

為客體所處之市場，其真正所直接導致之結果，係為當事人間資源或所得

分配傾向於有利垂直交易限制行為主體事業之方向運作，但除非有其他證

據顯示，垂直交易限制行為會直接導致各該市場上之自由競爭受到不當阻

礙，否則光以此當事人間資源或所得再分配的不公平結果，並不足以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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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法之規範基礎。有關與此，借用法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於一附加費

用收取行為的相關案例上，作如下闡述：  

「Even if the abovementioned abusive practices result in unjustified 

transfers of resources from producers to the distributor (retailer) 

whose buying power has increased through concentration, and 

however worrisome such transfers may be in an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characterized by a trend of increasing mergers in 

distribution (retailing), these agreements and practices do not fall 

within the ambit of competition rules, except where it is proven that 

their actual or potential object or effect is to restrict competition, 

either on the relevant product market or between [distributors].」 13 

職是之故，由於與限制市場自由競爭間僅具有微小而薄弱的關連，公平交

易法上有關自由競爭保護之規範，實難作為管制垂直交易限制行為之基礎。 

 

二、下游對上游垂直交易限制與不公平競爭  

若相對優勢地位並未給市場帶來限制競爭的結果，而僅是在當事人間

發生所得再分配的不均衡，從而無法以自由競爭保護的觀點予以規範時，

則我們不禁要問，對於此種交易當事人間分配的「不公平」行為，公平交

易法上有關維持公平競爭之規定，是否可以加以規範。關於本項問題之回

答，端視我們如何解釋公平法交易上所要維護的「公平」競爭之意涵了。  

如同前述，公平交易法第二條規定之競爭定義，係屬於一種動態的競

爭概念。此種動態的競爭概念著重於特定複數以上事業，以本身之努力而

非以人為方式不當操縱消費者對交易條件之認識等不公平手段，爭取交易

之行為。但由此敘述亦可得知，在與不公平競爭之關連上，行為主體與行

為主體間，必須要有「競爭關係」的存在。然而，垂直交易限制行為乃發

生於具有垂直交易關係的當事人間，二者之間並沒有所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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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係。結果，

光是依靠公平交易法第二條規定所做的競爭定義，我們將從一開始就只好

                                                 
13 Competition Council no. 93-D-21, cited from Louis Vogel, Competition Law and Buying 
Power: The Case for a New Approach in Europe,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Review Vol. 19 
Issue 1, at 7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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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利用有關維持公平競爭秩序之規定，規範垂直交易限制行為。為了避

免如此過分急就章的推論，我們有必要借助上述「靜態的競爭狀態」之概

念，來闡釋公平交易法上有關「公平競爭」之確切含意。而且，在此種靜

態的競爭狀態下所突顯出的競爭概念，將可以更符合我們有關附加費用收

取行為規範之需要。  

在此靜態的競爭狀態中，公平競爭理念所要問的是，各該事業所處的

市場是否提供所有參與者，一個相同或公平的競爭環境。然則，究竟在符

合什麼樣的條件下，此一靜態的競爭狀態始合乎「公平」之要求。於此，

我們可以藉由經濟學上所謂的完全競爭概念予以說明。一般而言，完全競

爭市場需滿足下列各項要件：  

（1） 產品為同質；  

（2） 廠商間有完全訊息；  

（3） 廠商都是價格接受者；  

（4） 廠商能自由進出市場；  

（5） 市場中廠商的數目極多 14。  

上述各項要件中，第二項要件所要表達者，乃是資訊取得機會的平

等，其要求所有市場參與者都能適時地取得必要的交易資訊；第一、三、

五項要件則是要求市場參與者交易地位或條件的平等；第四項要件則傳達

著市場的開放性，只要是市場參與者，任何人都應該有公平的機會可以爭

取交易，獲取利益。換句話說，經濟學上所規定的完全競爭條件所要表達

者，從令一個角度來看，不外乎是確立起一個公平的競爭狀態，使得所有

市場參與者都可以在公平的競爭條件下，享有公平的競爭機會 15。任何行

為如果有擾亂此一公平的競爭狀態，則將被視為「不公平競爭行為」。在此

                                                 
14 有關此等完全競爭條件之說明，參照毛慶生等著，經濟學，頁 125，華泰文化事業，

一九九八初版。 
15 雖然一般經濟學者多認為此種完全競爭狀態所欲闡述者，厥為有關自由競爭之課題，

但是本報告認為亦可利用其來解釋公平交易法上「公平競爭」之意涵。由於自由競爭與

公平競爭乃是同一「競爭」大概念下的二個分支概念，因此其間的關係不應該是相生相

剋，互相抵銷對方規範之實效性，而應該是相輔相成，造成一種乘數效應。如果我們將

公平法上的「公平」定義，擴展到所得分配的公平性，則或將影響到事業生產或投資的

意願，對資源分配效率帶來嚴重傷害，導致公平競爭與自由競爭之間發生齟齬。相對於

此，在本報告上述公平競爭的概念下，公平競爭與自由競爭二者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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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針對靜態的公平競爭狀態擾亂行為之強調，而非著眼於動態的競爭事業

間手段之不公平性的觀點下，是否所有垂直交易限制行為皆具有法律上的

可非難性，就值得檢討了。  

因為垂直的交易關係而會導致對交易相對人所處之市場競爭產生影

響者，通常多是限制交易相對人與他人的交易自由、或對交易相對人給予

差別待遇或拒絕交易等行為。詳言之，在此情況下，受到差別待遇等行為

之事業，或因其交易或競爭自由受到限制、或因受到不平等的對待，導致

在與其他處於同一水平市場之競爭事業的關連上，沒有辦法享受到公平競

爭狀態下所賦予的各種競爭機會或條件。對於此種擾亂市場公平競爭狀態

之行為，從維持公平競爭秩序之理念來看，就有予以規範之必要。但是，

必須注意的是，縱使在此種理論下所建構的「公平競爭」概念，以及其所

要規範的「不公平競爭」行為，基本上，都是對市場競爭產生不當影響者，

並未把觸角伸展及於對市場競爭沒有影響，而僅是在交易雙方當事人間所

發生的資源或所得的再分配行為。  

然則，垂直交易限制行為之特徵，在於其行為係分別限制不同交易相

對人之交易自由〈例如收取附加費用，通常對所有交易相對人一律收取該

當費用〉，而非在其間有所差別待遇，此等交易自由自由之限制，吾人或可

稱之為「不公平交易」 16，然而，其對公平競爭狀態並非直接造成不當影

響。從而，縱使我們把「公平競爭」概念，不侷限於公平交易法第二條定

義規定所要規範的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間，其競爭手段的「公平性」之問

題上，而是將其擴張解釋為包含自由競爭狀態下所要求的公平競爭機會或

環境，我們仍舊無法依此公平競爭理念，規範垂直交易限制行為。  

綜合上述，不論是基於「自由競爭」、「市場不法」之觀點，抑或是使

用「公平競爭」、「行為不法」之概念，都無法有效地將垂直交易限制行為，

歸類為公平交易法所要規範之對象。  

 

                                                                                                                                            
合競爭概念一體性的理念。 
16 然此「不公平交易」，與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前二項虛偽之商品標示、欺罔之顧客引誘

之〈不公平交易〉行為，顯不相同。此處之不公平交易，並未有虛偽、欺罔行為，亦未

使交易相對人陷於錯誤，而是因為雙方交涉力不同，使交易地位處於不對等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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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游對上游垂直交易限制規範之經濟理論基礎  

由上述可知，於垂直的交易關係上，當交易當事人間因一方具有資訊

優勢或產生經濟依賴狀態，導致在契約交涉上處於劣勢，而可能被迫接受

其所認為不合理的交易條件。具體而言，當交易之一方當事人其交易條件，

較諸其競爭對手更為優惠，或者是在正常的交易情況下，根本無法取得此

種優惠的交易條件時，我們就可以說，該當交易關係中，存在著相對優勢

地位的現象 17。惟需注意者，此種優惠交易條件的存在，並不立即可以推

論出，相對優勢事業濫用其優勢地位，而要求公權力強制介入。是否有濫

用行為，仍須視該當行為具體上是否對競爭機制的運作產生不當影響而

定。無論如何，在將相對優勢地位做如上之界定後，吾人接著要問的是，

究竟是什麼原因，導致此類相對優勢地位的發生？  

相對優勢地位有無可能遭致濫用，與交易型態有密切的關連。大體而

言，吾人可將交易型態區分為一次性或零星式的交易（spot dealings）及長

期性或持續性的交易二種類型。  

在零星式的交易類型之情形，交易當事人在交易前都擁有契約或不契

約的自由；此際，縱使當事人間因資本多寡或公司規模而可能有所謂「強

者、大公司」與「弱者、小公司」之分，但只要契約對象、內容等的選擇

自由沒有受到不當限制 18，當事人間自會在考量諸般情況下 19，締結對雙

方都有利的契約。蓋，於此必須再度強調的是，在前述情況下，只要當事

人一方認為該當交易並不公平的話，契約即無由成立；只有契約條件對雙

方當事人都有利，交易始有成立的餘地。縱使在契約締結後，當事人間於

                                                 
17在與買方優勢的關連上，論者有如下敘述：In the context of retailing ‧‧‧buyer power 
is viewed here as arising from the ability of retail firms to obtain from suppliers more 
favourable terms than those available to other buyers or would otherwise be expected under 
normal competitive conditions. Dobson Consulting, Buyer Power and Its Impact on 
Competition in the Food Retail Distribution Sector of the European Union, at 3 (1999),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int/comm/dog4/publications/studies/bpifrs> . 
18
若此種契約對象、內容等的選擇自由受到不當限制，則當事人自可依民法第九十二條

第一項規定，主張其意思表示受到脅迫，而撤銷其意思表示，令契約關係自始不存在。 
19
若當事人間資訊不對稱或不完全的情形，達到民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之「詐欺」或同

法第八十八條之「錯誤」時，當事人自可依各該條文規定，撤銷其意思表示，令契約關

係自始即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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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行上有所爭議或有違反契約條款之情事，亦可根據契約或民法相關規

定，經由交涉自主解決紛爭，行政機關於此並無介入該當交易的必要。正

如「寇斯定理」（Coase Theorem）所教示的，在交易成本不存在或低到可

以忽略的地步時，當事人間自主交涉之結果，可以實現「柏瑞圖效率」

（Pareto Efficiency） 20。申言之，當可以實現此類「柏瑞圖效率」或「柏

瑞圖改善」（Pareto Improvement）的契約環境存在時，縱使當事人間於交

易地位或交涉力量上有所差距，亦無必要將之視為公平法上的「相對優勢

地位」，而容許主管機關以此為由介入該當契約關係。對於此種零星式交易

的介入，不僅無助於當事人間地位之改善，反而會干擾「柏瑞圖最適境界」

（Pareto Optimality）狀態的實現，危害資源分配的有效性 21。  

相對地，在長期性或持續性的交易之情形，承認「相對優勢地位」的

存在，進而規範其濫用行為就有必要了 22。在此種交易關係下，交易當事

人因為抱著對未來長期交易的期待，時而必須做出一定的投資，以節約交

易成本，促使整體交易能更有效率的進行。吾人可稱此類投資為「關係專

屬性投資」（relation-specific investment），由於此一投資其功用往往僅限於

該當交易，無法轉做他用，故而若契約一旦終止，該項投資即成為「埋沒

成本」（sunk costs） 23，從而從事此項投資的當事人亦被「鎖住」（lock-in）

於此一交易關係中，難能脫身了。當然，當事人一方或雙方之所以會從事

此種投資，理由除為節省本身或雙方的交易成本外，亦在創造一種信賴關

係，令對方相信其有誠意長期延續雙方之間的交易關係 24。但是，如此並

                                                 
20 Ronald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3 J.L. & Econ. 1 (1960). 
21
有關「柏瑞圖最適境界」、「柏瑞圖改善」等概念之簡要闡述，參照毛慶生等著，《經濟

學》，頁 221-223，華泰文化事業，初版，台北（1998）。  
22
國內有關相對優勢地位的先行文獻中，所舉之例，幾乎毫無例外地，都牽涉到此種長

期性或持續性的交易關係，參照何之邁，「法國競爭法新探─八六 -一二四三號命令之研

究」，收錄於氏著，《公平交易法專論》，頁 546-554，初版，台北（1993）； Arndt Teichmann
（吳秀明譯），〈支配市場事業及市場強勢事業之阻礙競爭與差別待遇行為〉，公平交易

季刊第五卷第四期（1997）；單驥、何之邁、吳秀明，《從依賴性理論探討相對市場優勢

地位─以公平法立場之研析適用》，八十八年度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合作研究計畫六

（1999）。  
23
有關「關係專屬性投資」之概念及其相關問題，參照 Paul L. Joskow, Asset Specific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Vertical Relationships: Empirical Evidence, in Oliver E. Williamson and 
Sidney G. Winter (eds.), The Nature of the Firm─Origin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1991)。  
24
經濟學上稱此作法為「人質」（hostage）機制，有關此一「人質」機制的概念及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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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 能 保 證 當 事 人 間 會 出 現 事 後 的 投 機 （ ex post opportunism or 

postcontractual opportunism）舉動；申言之，設若關係專屬性投資僅存於

一方當事人中，或者是相較之下，一方當事人做出過大的關係專屬性投資，

而無法承受該當交易終止可能發生的損失時，他方當事人於此即可隨意變

更契約條件，迫使對方接受。  

原本，上述關係專屬性投資或「人質」機制等，乃是為了彌補交易當

事人間所存在的資訊不對稱或不完全之缺失，促進「柏瑞圖最適境界」的

實現。蓋，在資訊不對稱或不完全的情形下，交易當事人因為無法確知他

方當事人是否會依照契約條款確實履行契約，往往對可以增進當事人雙方

共同利益的投資，表現出消極的態度 25，結果導致交易成本不當上揚，阻

礙資源分配效率性的實現。為了避免此種「hold-up」問題的發生，乃在「人

質」機制理念的運作下，互相進行專屬性投資，求取對方的信賴，促使長

期契約實現資源分配的效率得以達成。然而，當交出「人質」的只有一方

當事人時，即潛藏著發生前述事後投機舉動的危險性，而所謂「相對優勢

地位」乃油然而生。  

或謂，此時應循同時履行給付之理念，要求雙方當事人相互出示「人

質」。惟此一作法不僅實際上不可行，於不少情況下，要求雙方同時進行投

資有可能造成重複投資的浪費，且經濟效率分析亦告訴我們，交易關係中

特定機能或投資的遂行，若其效果相同的話，應由可以以更低成本實踐此

一機能或投資者來實施 26。若此，則為實現資源分配的效率性，在某種程

度上，「相對優勢地位」的存在乃是必要的；且若僅就其存在而言，在法律

規範上，其仍屬中性的存在，並不因此而立即可以得出規範的意涵。問題

在於，若擁有相對優勢地位之事業濫用其地位，導致交易相對人因此而心

生疑慮，不敢做出合理的投資舉動，致出現上述「hold-up」現象時，則從

資源分配效率之觀點上，就有必要藉由法律規範強行介入此一交易關係，

                                                                                                                                            
關模型的建構，參照 Oliver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167-205 (1985)。  
25
經濟學上稱此一從經濟效率上理應投資而實際上未行投資的現象，為「hold-up」，參

照 Paul Milgrom and John Roberts, Economics,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136-39 
(1992)。  
26
此實為 Guido Calabresi 所提出的「cheapest cost avoider」概念之衍生，參照氏著，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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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禁止濫用行為的實施，祛除交易當事人間可能存在的不信任感，抑

制「hold-up」行動之發生。  

因此，從上述經濟效率分析之觀點來看，我們或許可以給予「相對優

勢地位」另一種層面的定義，亦即「相對優勢地位者，係指在特定交易關

係中，於契約或交易後取得更大之交涉力量者」；而所謂的「相對優勢地位

之濫用」，實乃基於此種契約或交易後所形成的不對稱交涉地位，而實施之

事後投機行為 27。  

由以上敘述可知，相對優勢地位之發生乃源於當事人一方被「鎖住」

（lock-in）於特定交易中，而其規範所要解決之問題，則為防止「hold-up」

現象的產生。然而，在交易後發生爭議而要求法律規範強制介入時，

「hold-up」並無法作為判斷相對優勢地位是否存在之基準；原因在於，

「hold-up」是一種事前的行動模式，其若存在，則該當交易中不應有相對

優勢地位的存在；其若不存在，則當然無法將其硬扯出來，作為判斷要素。

從而，在探究相對優勢地位存在的判斷基準時，我們就必須從「 lock-in」

現象著手。  

著眼於此種「lock-in」現象以判斷相對優勢地位存在之有無時，其理

論構成就與德、法之「依賴性理論」或「經濟依賴狀態」有諸多不謀而合

之處 28。然而，當吾人根據「lock-in」現象而主張，有關相對優勢地位之

規範，乃為防止相對優勢事業在長期或持續性交易中，可能實施之事後投

機行動時，我們就無法同意德國法上所謂「判斷依賴性之有無時，事業是

否已經在市場上活動，並非必要之條件」的見解 29。蓋，此時不僅可能因

為不當課賦事業供給義務，而有過分限制契約自由、妨害私法自治之虞 30；

                                                                                                                                            
Costs of Accidents: 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139-152 (1970)。  
27
參照伊藤元重、加賀見一彰，〈企業間取引と優越的地位の濫用〉，收錄於三輪芳郎、

神田秀樹、柳川範之編，《會社法の經濟學》，東京大學出版會（1998）。  
28參照前揭註 22 所列舉之各項文獻。  
29參照 Teichmann（吳秀明譯），前揭註 22，頁 143。  
30此一不當性，可藉由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一九八九年的修正理由，加以說明。在

一九八九年修正前，GWB 對於可依據規範相對優勢地位條文，請求保護之主體，並未

有所限制，導致不少大型零售商利用該當條文，迫使名牌電器產品製造商負起供給義

務，導致後者因此無法建立起有效的專業銷售網，提供消費者必要的諮詢與售後服務。

有鑑於此，一九八九年的法律修正，乃將請求主體限於中小企業。參照吳秀明，前揭註

22 ， 頁 39 。 然 而 ， 如 同 後 述 ， 依 賴 性 理 論 乃 是 以 所 謂 「 偏 離 可 能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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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效率分析上，亦難謂拒絕與此新進事業進行交易，即會限制競爭機

制的正常運作，阻礙資源分配的效率性。於此，必須再次重複的是，相對

優勢地位與絕對優勢地位不同；在後者之情形，由於其所具有的高度市場

佔有率，使得其若拒絕與新進事業進行交易，即有可能造成下游市場的封

閉性 31，導致競爭機制無法充分發揮其功能；相反地，相對優勢事業之市

場佔有率並不足以危害市場競爭機制 32，且在利益極大化之誘因驅使下，

此等相對優勢事業理應尋求更多的銷售管道，拓展其市場佔有率，而非拒

絕與要為其開拓市場空間的新進事業進行交易。相對優勢事業拒絕與新進

事業進行交易，必有其本身合理的考量。從而，在沒有對競爭造成限制或

可能導致不當的「hold-up」舉動等公益遭受侵害的情況下，吾人實難苟同

新進事業應與遭受「 lock-in」之事業，受到同樣有關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之

保護 33。  

除了有關此一新進事業之歧見外，「 lock-in」現象與「依賴性理論」

或「經濟依賴狀態」作為判斷相對優勢地位存在之基準，就呈現出高度的

類似性。因為，不論是德國法「依賴性理論」所要求的「欠缺足夠且可期

待 之 偏 離 可 能 性 」 （ keine ausreichenede und zumutbare 

                                                                                                                                            
（Ausweichmoeglichkeiten）為判別相對優勢地位是否存在之基準；於此情形下，不論是

大型企業，抑或是中小企業，若遭「 lock-in」，則難能期待其有偏離之可能；若尚未進

入交易關係，而完全談不上「 lock-in」不「 lock-in」的問題時，則「偏離」不「偏離」

的問題，亦無由而生。否則，將發生僅以一事業在相關產業中，擁有一項或數項重要產

品，就抽象地認定其享有相對優勢地位，而不問實際交易關係如何的不當結果。更者，

在只要是中小企業的前提下，就可以強迫上述事業提供產品時，或會因眾多的中小企業

同時為此請求，導致該事業無法有效建構其行銷網，影響所及，或會發生與一九八九年

修法前類似的狀況。  
31
主張相對優勢事業對新進事業負有供給義務者，實亦著眼於此類市場封閉性的不當結

果，此由其在前揭註 29 的同一段文章之敘述中可得窺知，其謂：「限制競爭防止法，尤

其是有關獨佔事業之規定，目的正是在保持市場之開放」。由此敘述可知，此一見解在

強調市場開放的重要性時，其所懼怕的是，獨占事業或絕對優勢事業濫用其市場地位，

阻礙競爭。由於絕對優勢地位與相對優勢地位二者，在性質上、發生背景、對市場影響

各方面並不相同，吾人實難苟同該項見解之推論，將絕對優勢地位可能導致的市場封閉

性，亦毫不思辯地加諸相對優勢地位身上。  
32
否則，就可以逕行適用類似我國公平法第十條或第十九條等規定，而無庸另行創造出

難解的相對優勢地位之詞彙了。  
33
況且，與已經遭受特定相對優勢事業「 lock-in」之事業不同，新進事業不僅尚有其他

諸多交易對象可資選擇，其於此甚至還享有不進入此一市場、避免遭受「 lock-in」之自

由。在競爭機制並未受到限制的情況下，法律是否有必要限制一個事業（相對優勢事業）

的意思決定自由，以換取另一個尚可自由選擇交易對象與不進入該當市場之事業（新進

事業）的自由，而此一法律強制保障的「自由」，其結果卻可能是使得其本身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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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weichmoeglichkeiten） 34，抑或是法國法「經濟依賴狀態」說中要求之

「缺乏足夠及合理的選擇對象」 35，二者所共同指向者，厥為依賴事業無

法合理地斷絕與相對優勢事業間的交易關係，轉而與其他事業進行交易，

否則其將面臨本身無法承受之重大經濟損失，而難能繼續作為有效的競爭

主體。  

此一敘述尚可細分為二個具體要件：（1）更換交易相對人的可能性；

（2）對該當交易之依賴程度 36。後者要件，具體而言，係指與相對優勢

事業間之交易，乃為依賴事業得以繼續存活之條件。一般來說，更換交易

相對人之可能性與依賴程度二項要件，有被等同處理之傾向；的確，在變

換交易相對人一事事屬可行時，二事業間的依賴關係理當被否定。然而，

在被斷絕之交易量僅佔其本身總營業額的少數部份時（例如，實施多角化

經營之事業或販賣隸屬不同市場之多種商品等），於此情形下，縱使無法變

換交易相對人，但其事業仍能持續經營下去，並未蒙受重大不利。易言之，

此時尚難謂有「 lock-in」的情形發生，或縱有此「 lock-in」現象之存在，

其情形亦屬輕微，不致引發不當的「hold-up」之結果。  

惟對於此二要件，在法律規範實務運作上，吾人認為仍有區別其適用

方式的必要。申言之，主管機關或訴訟之原告在主張相對優勢地位存在時，

只需就第一項更換交易相對人的可能性不存在一事，進行舉證，在他造當

事人沒有提出具體反證的情形下，相對優勢地位即告成立；惟他造當事人

縱使無法否定更換交易相對人的可能性之不存在，但卻能舉證二者間依賴

程度低到可以忽視之地步時，則不應認定相對優勢地位之存在。從而，「更

換交易相對人的可能性」之要件，於此扮演著「推定」的功能；相對於此，

「依賴程度」要件則具有推翻此一推定的反證之效果 37' 38。  

                                                                                                                                            
「 lock-in」，而變得「不自由」。  
34
有關此一「欠缺足夠且可期待之偏離可能性」概念之內容，參照吳秀明，前揭註 22，

頁 41 以下。  
35
有關此「缺乏足夠及合理的選擇對象」概念之內容，參照何之邁，前揭註 22，頁 549

以下。  
36
有關此二要件之區分，參照山部俊文，〈大手小賣業者による納入業者に對する優越的

地位の濫用─ローソン事件〉，ジュリスト第一一五八號，頁 117-118（1999）。  
37
在此一法律適用方式的主張下，吾人就沒有必要如德國法般，將「依賴事業」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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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於「中小企業」上。若是如德國學說所言，優勢地位濫用規範之目的，係為維持市

場開放，則在「依賴事業」為大企業，卻因蒙受濫用行為而無法成為有效競爭主體時，

其對市場競爭或開放之影響，較諸中小企業更大，實無理由將大企業排除在此一規範的

適用對象外。再者，「中小企業」一語概念模糊，如何界定，亦成問題，到最後，或只

有如德國判決實務採用相當彈性的見解來做認定，參照吳秀明，前揭註 22，頁 40-41，
惟如此作法實無助於法律適用的可預測性或安定性之達成。採用本報告見解，不僅可以

實踐相對優勢地位濫用規範論理的一致性，亦可免除主管機關有關中小企業之認定，減

輕其不必要的舉證責任之負擔。  
38
國內外學說或實務運作上，有舉出各種不同的相對優勢地位類型，主要有四：（1）因

對貨色齊全或頂尖商品需求而生之相對優勢地位；（2）因長期商業關係所生之相對優勢

地位；（3）因物資匱乏所生之相對優勢地位；（4）因買方力量（buying power）所生之

相對優勢地位。參照前揭註 22 所列舉之各項文獻。然而，如同本報告一再強調地，相

對優勢地位對競爭秩序或資源分配效率的影響並不是那麼顯著而直接，只有在少數如

「 lock-in」或「hold-up」現象發生時，始有必要以保護整體競爭秩序之公益，而非個別

事業私益為目的之公平法制的介入；在此一標準檢視下，上述四種類型是否都符合此一

規範要件，實有疑問。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既為公平法整體規範結構上之特殊、例外情

形，吾人於具體規範時，自應審慎為之、戒急用忍，不應輕易擴張其規範對象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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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流通業之垂直交易限制  

一、下游對上游垂直交易限制定義  

下游廠商對上游廠商垂直交易限制的動機可概分為二類：（一）形成新

進競爭廠商的進入障礙（黃亮洲，1996），（二）藉由垂直交易限制提昇競

爭對手的中間投入取得成本（Krattenmarker and Salop, 1986）。  

一般而言，分析企業進行垂直交易限制行為，可從以下幾方面進行探

討：  

（一）行為主體：製造商、批發商、零售流通業者均有進行該行為的可能

性，不侷限於過去研究所唯一關注於製造商所發動的垂直交易限制

行為。  

（二）行為客體：相對於垂直交易限制行為主體而言，行為客體乃指被限

制交易的上或下游企業。  

（三）行為手段：過去研究指出，製造商對下游流通業者的規範，包括價

格與非價格的垂直交易限制行為。前者如維持轉售價格、品牌名稱

的使用承諾收取費用、保證一定的利潤、數量折扣、回扣、產品庫

存融資、設備的提供或租賃優惠等。後者如提供技術指導、店員派

遣、限制競爭產品的販售、限制販售方法、支援退貨服務、獨家交

易、搭售（買）、販售區域限制、顧客限制、停止出貨等。然而，由

製造商所為之垂直交易限制手段，亦同樣見諸於大型流通業者所採

用之垂直交易限制，此則為本研究之重點所在。  

（四）行為效果：垂直交易限制的行為效果，同於行銷統合行為的效果（或

稱流通系列化），一方面為發揮商品行銷的效率，使經銷商得以積

極、優先銷售製造商的產品；另外，可達規模經濟效果，建立或維

護品牌形象。透過效率化管理通路系統，使社會整體的利益獲得提

昇，且有助於商品情報的蒐集，降低分銷成本、規模經濟、確保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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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改進產品品質及安全。垂直交易限制雖有其正面效果，卻也有

其負面影響，常見的有可能形成共謀、排斥競爭對手、限制品牌間

的競爭、市場價格僵化，妨礙經銷商合理經營，形成社會資源的浪

費。對消費者而言，面對的可能是過高的零售價格、商品多樣化的

選擇權力被剝奪，並妨礙了消費資訊的流通。  

（五）發生條件：由製造商發動之垂直交易限制可能的情況如下，第一，

當流通部門未成熟時，第二，生產部門寡占，採取以非價格競爭的

策略，以有效販售自行生產的產品為目的，而確保產品的優先流通。

若垂直交易限制由流通業者所發動時，則流通業者必須具有一定的

通路權勢，製造商對其依賴程度高於流通業者對製造商所提供產品

的依賴。  

在現代經濟體制之下，大部分的製造商由於市場激烈競爭之下，必須

透過行銷通路，才能將所生產的商品銷售給消費者。製造商為有效管理行

銷通路，鼓勵流通業者盡力銷售其所製造的商品，故利用各種契約內容、

名目來限制或管理行銷通路系統，使其發揮最大之市場效益。這些製造商

對流通業者所為之限制行為，即所謂的「垂直交易限制」行為。  

顏廷棟（1996）指出，所謂「垂直交易限制(vertical restraint)」，則為

無競爭關係之複數事業間，在製造商→經銷商→消費者之商品流通過程

中，由製造商對經銷商，在商品售價、進貨管道、銷售品牌、區域、顧客

等事項施以交易條件限制之行為 39。  

企業間的競爭，經常涉及營業競爭或營業自由之限制，通常可分為水

平交易限制與垂直交易限制兩種樣態。前者意指處於相同市場階層之企

業，因其共同目的，採取一致行動以取得或運用市場力（market power）

者而言。而後者，則指兩不同市場階層企業間之限制，例如製造商對批發

商或流通業者之價格限制或其他營業自由之限制，亦即訂立所謂之「約束

第二手」（Bingungen der Zweiten Hand）。  

                                                 
39
顏廷棟 (1996)，「論垂直性交易限制在競爭法上之規範」，國立中興大學法律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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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交易限制的方向可從兩個角度來思考，其一是以上游企業對下游

企業進行垂直交易限制行為，其二即為下游對上游進行垂直交易限制行

為，而本研究則著重於下游企業對上游企業進行垂直交易限制的範疇為

主。將下游企業對上游企業所為之垂直交易限制定義為，由大型流通業者

對與其交易之上游企業所為之價格限制或其他營業自由之限制行為，如表

2-2。  

表 2-2 下游企業對上游企業之垂直交易限制定義  

項   目  定     義  

行為主體  大型流通業者。  

行為客體  與大型流通業進行交易行為之上游企業。  

發生條件  大型流通業者必須具有一定的通路權勢，製造商對其依賴程

度高於流通業者對製造商所提供產品的依賴。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下游大型流通業者之所以能對上游廠商進行垂直交易限制行為，主要

源自於前者擁有買方市場力量。當一家公司或數家公司，由於其在市場上

具有優勢市場地位，在規模或其他特質上具有策略或槓桿利益，於商品採

購時，得自上游供應商獲得優於其他流通業者之條件 40。  

當單一買者時，係單一買者面對完全競爭之賣方市場，即所謂純粹獨

買的情況。買方運用市場力量壓低市場競爭，使其低於水平，此時社會福

利之損失為生產者剩餘之減少，除非買方在銷售時擁有市場力，否則對最

終消費者無直接效果。反之，則消費者福利可能受損。若買方為兩家或兩

家以上在經濟上、法律上，均為獨立之公司，雖無共謀，但彼此採行相同

                                                                                                                                            
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p2。 

40 Dobson Consulting, Buyer Power and its Impact on Competition in the Food Retail 
Distribution Sector of the European Union, Prepared fo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DGIV 
Study Contract No.IV/98/ETD/078, 24(1999), available at 
http://europea.eu.int/comm/dg04/publications/studies/bpif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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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行為，足以形成共同優勢力量，即所謂聯合採購。換言之，聯合採購亦

可成為下游企業對上游企業進行垂直交易限制的來源因素。不過，歐盟的

案例顯示，聯合採購在採購階段彼等間雖為水平協議，但並未構成惡性重

大行為之下，仍就其對上游市場影響而論定其效果，總之，微小之聯合採

購不罰 41。  

 

二、下游對上游垂直交易限制類型  

垂直交易限制之型態，依其是否以價格為競爭方式，可分為垂直價格

交易限制（vertical price restraints of trade）與垂直非價格交易限制（vertical 

non-price restraints of trade），後者亦稱排他性契約（exclusive contracts）。 

同樣地，大型流通業所為之垂直交易限制，視同下游企業對上游企業

垂直交易限制，亦可分為「垂直價格交易限制」與「垂直非價格交易限制」

兩類；前者又可區分為直接針對價格者以及與價格有關者。「非價格限制」

之垂直交易類型，依其限制內容，主要可分為獨家交易安排、搭買、地域

限制、顧客限制等四大類。  

 

（一）價格部份－直接針對價格者  

1.固定價格、最高價格、最優惠價格：  

當下游企業較上游企業具有市場力，則可抑制上游價格，以減少購買

量，達到壓低購買價格之目的，如在產品價格上揚之際，可以約定以固定

價格購買，則於上游產品價格成本提高之際，購買價格不變，即形同壓低

價格；又如價格目前平穩，惟日後可能有上揚空間，為確保產品價格銷售

於買方，鞏固買方競爭地位，使其購買產品價格不會較其他競爭者為高，

                                                 
41 Sanfilippo(1997)指出，Socemas 案與 Intergroup 案，均因為兩案例其參與者市場佔有

率均小之下，認定行為效果微小而不罰。以 Intergroup 案為例，其以 Spar 商業標誌之食

品連鎖體系，在數會員國間建構 Intergroup 為聯合採購組織，就木瓜市場採購佔市場佔

有率 5.9%，其他水果進口至目的地會員國佔採購市場 2.4%，在會員國間總雜貨銷售佔

市場 0.02%~3.82%，對於供應商地位，並無可感覺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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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訂定最惠條款，要求製造商以最優恵價格提供給其他買方時，亦需對

其提供相同條件的價格 42。買方市場力量若係由數買者共同形成，如聯合

採購時，對購買階段與賣方抗衡，增加議價能力，降低採購價格。  

固定價格或最高價格限制，其目的在面對市場價格走向高漲時，確定

其購買價格不受影響，惟如無供給數量不變或最低供給數量之約定，製造

商可能以減少供應予以抵制，是否可能出現此種情形，需視雙方力量大小

而定，最惠價格，除了確保自己獲得產品之價格不劣於競爭者外，製造商

因考量此條款影響，不易對新加入市場者提供低價，亦拒絕與新進入市場

者議價，極端實施結果，形同買方之間水平固定價格，致彼此仍有可能為

激烈競爭，避免差別取價等情事發生，競爭上獲益可能高於對競爭負面影

響程度。  

 

2.固定購買量、最高購買量、最低購買量  

此一情況須具備前提假設為，買方握有極大之行銷能力，且幾乎不存

在其他買者，而該項產品或交易之標的物或由於運送成本過高，或本身產

品特性使然，例如，水果具有一定之保存期限，不在某期限內銷售，則會

腐爛，或是運送或銷售過程中，需要適當的保存空間。  

在預估產品產量增加時，買方擁有市場力者，得要求製造商僅供應固

定數量或最高數量之產品，並維持或壓低原供應價格，如此供應數量不致

於增加，日銷售價格即不會跌價，假設前提必須係買方握有極大之行銷能

力，幾無其它買者存在，且該項產品或由於運送成本過高，或由於產品特

性，如香蕉成熟期易於腐爛，無適當冰存或替代銷路。反之，在預估產品

數量減少之際，買方具市場力者，得要求製造商供應固定或最低供應數量，

並維持原供應價格，如是其日後銷售數量不致於減少，消費者可能獲得不

漲價之利益，形同獲低價供應，上述說明的兩種情況，前者為競爭效果，

                                                 
42 Susan E. Stenger(1989), Most-Favored-Nation Clauses and Monopsonistic Power: An 



 37

後者為促進競爭，保障消費者福利。  

上述兩種情況，一為供給增加之情形，以採購定額或最高數量，控制

日後銷售價格，使得產品價格應跌未跌，對消費者而言屬不利之影響；而

其二為供給減少之情形，採購最低數量或固定數量，其用意在增加購買量，

並控制現階段之價格，不使上升。但是，此部分之利益能否移轉給消費者，

或者流通業者意在攫取該價格差異，成為是否違法之判斷所在。  

 

（二）價格部份－與價格有關者（上架費等附加費用） 43 

所謂上架費，或稱上架空間租用費(shelf space rental fees)，乃是為了

使產品進入零售通路，供應商於供貨前，須支付一筆費用，或者因為供應

商節省成本，必須支付流通業者或流通業者費用，以彌補其增加之成本。

但附加費的收取主要還是由於買方或稱流通業者，具有市場力，供應商為

能銷售產品，不得不支付此一費用。廣義來說，供應商就產品在超市或其

他流通業者上架、庫存或其他優惠待遇，對於超市或流通業者所為之支付、

折扣或其他考量因素，支付方式包括不計產品數量一次給足，或分期付款

支付，另外方式為按數量每單位折扣或其他考量 44。此費用支付隨雙方力

量大小或依賴程度不同，而訂定各種不同的項目或內容。  

一般而言，大型流通業者向上游廠商收取上架費，得有以下數種原因： 

1. 大型流通業者要求新產品進入通路必須支付之費用。  

2. 已在市場上銷售之產品，惟對於特定流通業者言，係新產品，對該

產品在該特定流通業者通路銷售所需支付之費用。  

3. 伴隨新產品進入市場所需之促銷計劃。  

                                                                                                                                            
Unhealthy Mix, 15 American Journal Law and Mendicine 111. 

43 有關公平法所涉及之上架費等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之規範，可參見「競爭法對流通業經

營行為規範之研究－以附加費用收取行為為中心」，公平交易委員會 89 年度合作研究

報告五，FTC-89-C05。  
44 參考劉俊儀，2002，「公平交易法垂直交易限制之研究－以美國、歐盟垂直交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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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於流通業者就不同產品類型或品牌，可能需重新分配陳列空間，

因而需要製造商之回應。  

5. 對流通業者提議欲取得產品陳列有利空間，因僅有一家或數家得以

如願，製造商就此為之競價的回應。  

6. 製造商發動之策略，圖獲得或誘引流通業者與之獨家交易安排。  

7. 流通業者發動之「過路費」(pay-to-stay)行為。  

8. 製造商為提高對手成本所為之支付。  

9. 對製造商出租上架空間，其預先一次支付之租金費用。  

10. 流通業者要求與銷售無關之補貼或其他財富移轉方式，例如僅意在

維持良好關係。  

原則上，上架費目的在於提升流通業者利潤。在假設製造商與流通業

者間產業利潤係固定之前提下，無論移轉予製造商或流通業者，不生福利

影響結果。惟事實上並非如此，製造商間彼此競爭以獲得進入強勢零售之

通路，大型流通業者間競爭以爭取上游廠商，上架費減少零售階段競爭，

將福利之餅做大，因製造商必須獲得利潤，上架費與高於產製邊際成本之

每單位批發價格相符，流通業者不僅獲得預先一次支付之費用，亦因而獲

得競爭減少之利益。  

固然上架費有其合法情況，但亦有不法之灰色地帶 45。是否應予以規

範呢？市場力學派有幾項看法：  

1. 認為上架費係增加市場力之工具，上架費以不同方式運用市場力，

通常上架費係反映大型流通業者對製造商實施其市場力之結果。  

2. 上架費使大型流通業者對於製造商差別取價，經常對大製造商與小

                                                                                                                                            
規範為中心」，台北大學法學系未出版博士論文。  

45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Public Workshop: Slotting Allowances and Other Grocery 
Marketing Practices: When Should they Raise Antitrust Concerns?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os/2000/03/slottingfr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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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商索取不同之費用。由於上架費屬於私下性質協議，大型流通

業者得針對製造商大小差異，要求不同費用，而流通業者本身之規

模大小，對於上游廠商要求上架費之高低亦有所差別。  

3. 上架費具反競爭功能，使資源充分之大供貨廠商得排除小供貨廠商

進入零售之通路，因為上架係產品進入市場之必要途徑，透過對上

架費競價，提高對手成本，閉鎖其進入市場管道。  

4. 上架費有損製造商與流通業者間關係，因而必須考量其對整體通路

效率影響。  

5. 上架費係透過相互仿效方式，以減少零售競爭，提高零售價格。  

而效率學派－保護競爭非保護競爭者的觀點則認為，上架費具改善行

銷效率，促進競爭之功能。其理由有六點。   

1. 上架費使製造商與流通業者溝通，並使流通業者評估新產品資訊，

具有區辨成功產品之功能。製造商之角度均自認為只要經由支付上

架費，自己之產品會成功，惟流通業者得以自其中區辨何種產品易

於成功，以收取上架費。   

2. 上架費視為風險分配，將新產品引進之風險分配給最能控制風險

者。製造商係產品創新之源頭，較知悉產品成功之可能性，應承擔

新產品風險。  

3. 上架費係用以補償流通業者引進新產品所增加之費用。其論點係新

產品無足夠支持度及測試，製造商如前述既係產品創新之源頭，必

須對於新產品引進所耗費之成本負責。  

4. 上架費得使流通業者空間做最有效應用，上架費視空間係商品，上

架費僅係對空間之競價，出價最高者即表示其能以最符合消費者所

需之樣式、差異化回收其利潤。  

5. 上架費得平衡新產品之供給及消費者需求。其論點應係新產品供過

於求，有些不具有新創性，上架費得使真正具新創性者才進入市

場，其結果得增加行銷效率，降低零售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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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架費得鬆綁流通業者的空間成本，在降低流通業者支付買價下，

使其在下游市場得以進行激烈競爭。  

不同學派對於上架費是否應予規範有不同的看法，市場力學派認為應

對上架費加以規範。而效率學派則反對干預，認為干預措施，不會改善中

小製造商，且使流通業者畏於促銷花費，導致大小製造商、流通業者、消

費者均不利。美國在聯邦交易委員會，一九九六年在全球創新競爭公聽會

報告指出：「公聽會證辭並未提出因上架費導致有害消費者之主張。」「僅

管聯邦交易委員會聽到對於上架費之指控，小製造商尚未能提供可能對消

費者有害之證據。」近年來，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時也承認「上架費」

適用於廣泛行為，只有考量所有周遭事實與環境始能決定其合法性。委員

會也認為決定因素必須考慮：是否為能在店內擺設而必需支付金額，是否

為固定上架空間，是否為優惠性陳列(偏遠處或視線所能及處)，是否在同

類產品中具有排他性或近排他性之權力，是否阻礙其他同類產品上架之

權，是否長期或短期而定。  

以下彙整 Bloom, Gundlach & Cannon(2000)以製造商、批發商與零售商

的經理人為對象，調查對效率學派與市場學派的支持度，與歷年來學者之

爭議觀點如下表 2-3。  

表 2-3 效率學派(The Efficiency School)之主要觀點  

觀點  描述  
1.宣告與過濾  上架費能使製造商與零售商溝通，並使零售商評

估新產品資訊。  
2.成本分擔  上架費可補償零售商為介紹與管理新產品而增

加的費用。  
3.風險移轉  上架費可幫助重新分配新產品介紹的風險 (因製

造商對自己的產品最熟悉)。  
4.貨架空間分配  上架費可使零售商以最佳使用方式分配貨架空

間。  
5.供需分配  上架費能使得供應的新產品與消費者的需求相

等。  
6.降低零售價  上架費提供了增進零售競爭的工具。  

資料來源：Bloom, Gundlach & Canno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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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市場力學派之主要觀點  

觀點  描述  
1.零售商市場力的實踐  上架費反應了零售商對製造商所獲得之市場力。

2.通路關係  上架費會破壞製造商與零售商的關係。  
3.歧視  上架費使零售商對大小規模不同製造商產生歧

視。  
4.競爭排斥  上架費是一種競爭的機制，使得大規模且有更多

資源競爭者可排斥小型對手，以獲得零售店貨架

空間的優勢。  
5.提高零售價  上架費減少了零售競爭的工具。  

資料來源：Bloom, Gundlach & Cannon(2000) 

 

 

 

 

 

 

 

 

 

 

 

 

資料來源：  Bloom, Gundlach & Cannon(2000) 

 

其他，除上架費以外之附加費，由於種類繁多，且已經有許多相關研

究成果，茲以下表整理相關的附加費項目 46。  

                                                 
46 有關附加費用之相關研究，可參閱公平交易委員會，89 年度合作研究報告五，「競爭

法對流通業經營行為規範之研究－以附加費用收取行為為中心」，有詳盡之研究結果。 

同
意              

不
同
意 

零
售
商
傾
向
於 

製造商傾向於  
同意                        不同意  

效率觀點  

 風險移轉  

 供需分配  

市場力觀點  

 零售市場

力的實踐

 歧視  

效率觀點  

 成本分擔  

市場力觀點  

 

效率觀點  

 貨架空間

分配  

市場力觀點  

 通路關係

 競爭排斥

效率觀點  

 宣告與過

濾  

 降低零售

市場力觀點  

表 2-5 兩種學派不同觀點之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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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附加費用項目  

編號  名  稱  編號 名  稱  
1 物流費  23 下架品處理費  
2 新店開幕贊助  24 盤差補助  
3 週年慶贊助  25 印花  
4 月交易折扣獎勵  26 快訊費  
5 年度目標獎勵  27 燈箱費  
6 上架費  28 收銀台承租費  
7 共同商品費  29 發票差異手續費  
8 資料處理費  30 防盜設備費  
9 新商品登錄費  31 補合約折扣  

10 新品推廣費  32 貨架清潔費  
11 商品促銷折扣  33 禮券推廣  
12 促銷陳列折扣  34 端架承租  
13 廣告贊助折扣  35 落地陳列費  
14 促銷廣告贊助  36 退貨處理費  
15 促銷活動委託處理費  37 促銷處理費  
16 手提袋贊助折扣  38 促銷處理手續費  
17 節慶贊助  39 獨賣贊助  
18 慶祝百店贊助  40 DEMO 費用  
19 訂單缺貨罰款  41 資料變更手續費  
20 店舖改裝重新開幕贊助  42 付款明細費用  
21 損耗品不退貨折扣  43 新商品印刷費  
22 壞品不退貨補貼    

資料來源：公平會 89 年度合作研究計劃「競爭法對流通業經營行為規範之研究－以附

加費用收取行為為中心」。  

 

表 2-7 價格垂直交易限制之類型  

類型  內  容  說  明  

固定價格、  
最高價格、  
最優惠價格  

1. 壓低價格：當下游企業較上游企業具有市場力，則可抑制上游價格，為了

壓低購買價格，若以約定以固定價格購買，則於上游產品價格成本提高之

際，購買價格不變，即形同壓低價格。  
2. 在預估產品產量增加時，買方擁有市場力者，得要求製造商僅供應固定數

量或最高數量之產品，並維持或壓低原供應價格。  
3. 固定價格或最高價格限制，其目的在面對市場價格走向高漲時，確定其購

買價格不受影響，但需視雙方力量大小而定，最惠價格，製造商可能減少

供應來抵制，或拒絕與新進入市場者議價，形同買方之間水平固定價格，

致彼此仍有可能為激烈競爭，導致對競爭造成負面影響。  



 43

固定購買量、 
最高購買量、 
最低購買量  

1. 買方具有市場力者，在預估產品產量增加時，得要求製造商僅供應固定數

量或最高數量之商品，並維持或壓低原供應價格。反之，預估產品數量減

少之際，具市場力之買方，得要求供應商供應固定或最低數量，並維持原

供應價格。  
2. 當供給增加之情形，以採購定額或最高數量，控制日後銷售價格，使得產

品價格應跌未跌，對消費者而言屬不利之影響；當供給減少之情形，採購

最低數量或固定數量，其用意在增加購買量，並控制現階段之價格，不使

上升。但是，此部分之利益能否移轉給消費者，或者廠商意在攫取該價格

差異，成為是否違法之判斷所在。  

上架費  

1. 進入零售通路，供應商於供貨前，須支付一筆費用，或者因為供應商節省

成本，必須支付流通業者費用，以彌補其增加之成本。  
2. 附加費的收取主要乃因買方 (流通業者 )，具有市場力，供應商為能銷售產

品，不得不支付此一費用。供應商就產品在超市或其他流通業者上架、

庫存或其他優惠待遇，對於超市或流通業者所為之支付、折扣或其他考

量因素，支付方式包括不計產品數量一次給足，或分期付款支付，另外

方式為按數量每單位折扣或其他考量。  
3. 評析：市場力學派認為應對上架費加以規範；效率學派則反對干預，認為

干預措施，不會改善小製造商，且使流通業者畏於促銷花費，導致大小

製造商、流通業者、消費者均不利。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非價格部份  

依據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所述，本款所稱「以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

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易之行為。」是針對交易相對人的「事業活

動」，且是非價格的限制行為而言（莊春發、范建得，1994）。  

垂直非價格交易限制，主要可分為獨家交易安排、搭售、地域限制、

顧客限制等四大類。但本研究顧及流通業所為之下游企業對上游企業垂直

非價格交易限制，將其中「搭售」改採「搭買」加以探討之。  

1. 獨家交易安排（exclusive dealing arrangement）：  

係指下游流通業者限制其供應商，使其將某一商品之銷售指定獨家流

通業者販售之意。賣方如要賣產品給買方，必須賣所有產品給買方，與在

上游對下游加諸限制時之獨家交易適相反，上述傳統之獨家交易係買方必

須購買賣方所有產品；獨占者如拒絕供貨，因買方無替代商品供應管道，

將被排除市場，反之，在買方為獨買，而賣方為競爭市場之結構，如具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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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力之一方拒絕向賣方購買，賣方亦被排除市場之外 47。  

另外，大型流通業者經常基於某些經營效率考量，指定上游供貨廠商

必須將在其通路所販售之產品，透過指定之物流業者配送，以能達到供應

鏈的管理效率。此一由大型流通業者對供貨商指定物流配送之交易安排，

本研究亦歸納於獨家交易安排之列。  

若下游流通業者為其零售市場競爭之差異化需求，委託製造商代為製

造「自有品牌」，彼此訂立長期交易契約，亦屬於獨家交易範圍，但此一情

況下，欲加入新市場之製造商反而能突破市場障礙而得以進入市場。  

 

2. 搭買：  

具有市場力之買方，以賣方亦售予其他項商品，始願意購買此項產品，

而賣方原本不欲售予該項產品，或欲售予第三人，此種搭買產品與被搭買

產品之組合稱為搭買 48。此時，買方所欲購買的產品謂之搭買產品(tying 

product)，而買方要求同時買下的產品謂之被搭買產品(tied product)。  

搭買產品市場，買方具市場力，被搭買產品市場買方不具市場力，所

以在有兩項商品的時候，顯然買方必須對於其中一項商品具有市場力，對

另一項商品不具市場力，才能將槓桿力延伸至被搭買產品市場，其目的在

阻礙同業流通業競爭者取得被搭買商品，即競爭對手或其他流通業者無法

購買該項被搭買之產品。搭買是否違法，則有四項判斷要件，即兩產品、

買方具有相當的市場力、相當數量之交易受影響、受壓迫。  

 

3. 地域限制：  

                                                 
47 Thomas A. Piraino, Jr.,Antitrust Approach to the Conduct of Retailers, Dealers, and other 

Resellers,73 Washington Law Review 812(1998) 
48 劉俊儀，2002，「公平交易法垂直交易限制之研究－以美國、歐盟垂直交易限制規範

為中心」，台北大學法學系未出版博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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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地域限制（territorial restriction）係指劃定一銷售區域，限定其交

易相對人僅能於該特定區域內銷售，不得越區銷售之限制交易行為。大型

流通業者對供應商的商品銷售區域之限制，通常附隨有顧客限制(customer 

restriction)之效果。若以地區上經銷商之數目而言，有僅於同區內要求單

設一經銷商者，此稱為「閉鎖性地區授權制(closed territorial restriction)」；

亦有於同區內設立數家經銷商者，則稱為「開放性地區授權制 (open 

territorial restriction)」。  

依限制之程度，又可分下列數類型：(1)嚴格地區授權(strict territorial 

restriction) ：即全面禁止越區銷售； (2) 排他性地區授權制 (exclusive 

territorial restriction)：即禁止在授權地區外，積極從事銷售；(3)限制銷售

據點制(location clause)：乃限制其營業場所之設立地點；(4)責任地區授權

制(area of primary responsibility)：即於授權區域上，課以其銷售量須達一

定水準之義務。  

 

4. 顧客限制  

顧客限制是限制交易相對人僅得將產品售予，或不售予特定第三人行

為。例如，大型流通業者對供貨廠商要求，不得將某一交易商品售予其他

競爭對手。例如，國內百貨超市業界盛行對供貨廠商要求不得將商品販售

給同類競爭業者之情況，即屬於對供應商之顧客限制。  

此類下游流通業對上游廠商限制供貨廠商的行為，與上述的地域限制

有所不同，地域限制係以「區域」為限制對象，而顧客限制則範圍更廣，

限制的幅度也較為彈性，可針對特定業者或某一類的業者，更可能限制水

平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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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垂直交易限制之非價格限制類型  

類型  內容說明  
獨家安排  係指下游流通業者限制其供應商將某一商品之銷售，指定獨家流通業者

販售。當買方為獨買，而賣方為競爭市場之結構，如具獨買力之一方拒

絕向賣方購買，賣方被排除市場之外。  
搭買  1. 定義：具有市場力之買方，以賣方亦售予其他項商品，始願意購買此

項產品，而該項產品賣方原本不預售之，或欲售予第三人，此種搭買

產品與被搭買產品之組合稱為搭買。  
2. 標的物：買方所欲購賣的產品謂之主產品 (tying product)，而買方被要

求同時買下的產品謂之搭售產品 (tied product)。  
3. 目的：搭買品市場，買方具市場力，被搭買品市場賣方不具市場力，

買方在兩個產品中必須有一項商品具有市場力，對另一項商品不具市

場力，才能將槓桿力延伸至搭買品市場，阻礙競爭者進入被搭買商品

的管道。  
4. 搭買是否違法的判斷要件：兩項產品、買方具有相當的市場力、相當

數量之交易受影響、受壓迫。  
地區限制  
（ territorial 
restriction）  

1. 定義：劃定一銷售區域，限定其交易相對人僅能於該特定區域內銷售，

不得越區銷售之限制交易行為。即為流通業者對供應商銷售區域之限

制，且通常附隨有顧客限制 (customer restriction)之效果。  
2. 依經銷商數目分類：僅於同區內要求單設一經銷商者，此稱為「閉鎖

性地區授權制 (closed territorial restriction)」；亦有於同區內設立數家經

銷商者，則稱為「開放性地區授權制 (open territorial restriction)」。  
3. 依限制程度分類：(1)嚴格地區授權(strict territorial restriction)：即全面

禁止越區銷售； (2)排他性地區授權制 (exclusive territorial restriction)：
即禁止在授權地區外，積極從事銷售； (3)限制銷售據點制(location 
clause)：乃限制其營業場所之設立地點； (4)責任地區授權制 (area of 
primary responsibility)：即於授權區域上，課以其銷售量須達一定水準

之義務。  
顧客限制  顧客限制是限制交易相對人僅得將產品售予，或不售予特定等三人行

為，可針對特定業者或某一類的業者，更可能限制水平的競爭。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垂直交易限制對競爭的影響  

垂直限制常具有促進競爭效果，若公司不具有市場力，促進製造商或

經銷商營運過程，得增進其利潤，垂直限制得以解決搭便車、利於進入新

市場、在不同市場不同行銷策略、套牢（hold up）、行銷規模經濟、資本

市場不完全、統一及質之標準問題，以下就各類型垂直交易限制及對競爭

正負面效果分述之。  

(一)不競業條款  

供應商間搭便車情形，例如不具特定品牌之產品，有一家供應商在買

方店面從事促銷，吸引客戶前來，客戶亦會購買競爭品，不競業條款可以

解決此問題。在需要一方大量投資、技術移轉或貸予款項時，如未能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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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回報，必不願意為之，因此供應商加諸經銷商不競業條款，始願為之。 

 

(二)全系列購買  

在需要一方大量投資、貸款時，如未能獲得確定回報，供應商必不願

意這麼做，但有時卻不得不，因為零售商要求供應商要全系列銷售給此零

售商。但製造商在無法獲得經濟規模的情況下，零售商的全系列購買，又

要求供應商給予最低購買量。  

 

(三)獨家經銷、獨家客戶分配、獨家供應  

賣方如要賣產品給買方，必須賣所有產品給買方，與在上游對下游加

諸限制時之獨家交易適相反，上述傳統之獨家交易係買方必須購買賣方所

有產品。獨家經銷或類似限制得避免搭便車情事，此種問題常見諸於批發

及零售階段。為進入新市場，需誘使經銷商投資，必須予以地區保障，使

其在短期內得獲高價利潤，以回收該項投資，因此限定其他地區經銷商在

一定期間內不得對該區域銷售。  

針對獨家交易的案例，以國內外之案例來說明。  

1. 國內獨家交易案例－以中油案例與統一超商為例，說明如下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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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國內下游企業對上游企業獨家交易之案例  

案例  年代  市場力之有無  
(市場地位、市場

結構、產品特性)

履行情況對市場

競爭之影響(負面

效果、正負效果)

抗辯理由  判決結果及主

要理由  

中國石油

公司   
1995 1. 加 油 站 市 占

率為 99.53%。

2. 潤 滑 油 市 占

率 63.15%。  
3. 汽 機 車 用 潤

滑 油 市 占 率

44.67% 
4. 汽 機 車 用 潤

滑油透過加油

站管道販售之

比 例 為

20.47%。  
5. 汽 車 潤 滑 油

之經銷市場具

影響力。  
6. 汽 機 車 潤 滑

油脂係以不同

等級滿足消費

者 不 同 的 需

要，屬多樣少量

之交易型態。國

光牌潤滑油脂

未必能滿足所

有汽機車使用

者所需之等級。

負面效果：  
1. 阻礙加油站市

場之效能競爭。

2. 妨礙汽機車潤

滑油脂之公平競

爭。  
 

1. 國光牌潤滑

油脂適合台灣

地區天氣、地

理情況、環境

條件等，為維

護品質，確保

消費者權益並

保障該公司商

標之信譽。  
2. 市面上偽造

仿造之潤滑油

不易辦識，冒

然銷售未經註

冊之其他牌潤

滑脂恐有違法

之虞。(以上均

不為公平會所

採納。) 

(處分) 
1. 以 市 場 力

為 主 要 違 法

判定關鍵。  
2. 中 油 公 司

所 提 基 於 品

質 理 由 為 限

制，因其濫用

獨 佔 力 之 意

圖明顯，且並

未 提 出 任 何

具 公 信 力 之

證 明 其 所

言：國光牌潤

滑 油 脂 確 實

比 其 他 廠 牌

合 於 國 內 市

場，故尚難視

為正當理由。

統一超商  2000 1. 統 一 超 商 之

市占率達 39%。

2. 代 收 筆 數 占

5.1%。  
3. 簽 約 之 電 信

業 者 市 場 涵 蓋

比率 13%。  

負面效果：  
1. 民營電信業者

(中華電信外 )委
託代收電信資費

帳單之營業活動

自由限制。  
2. 其他超商被預

先排除於民營電

信 代 收 市 場 之

外。  
3. 有礙其他超商

相關設備及人力

之利用，致無法

降低平均經營成

無。  (不處分) 
1. 契 約 期 限

僅一年。  
2. 代 收 比 數

僅占 5.1%。

3. 簽 約 之 電

信 業 者 市 場

涵 蓋 率 僅

13%。  
4. 代 收 業 務

非 超 商 之 主

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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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4. 減損民營電信

戶繳費便利性。

5. 增加用戶繳費

據 點 之 蒐 尋 成

本。  

正面效果：  
1. 有助於統一超

商實施特定資產

之投資。  
2. 新增民營電信

用戶繳費途徑。

3. 有利統一超商

事先擬定最具效

率之營運計劃，

節省行政、管理

成本。  
4. 降低民營電信

業者委託代收成

本。  
5. 有助於訊息性

廣告增加。  

資料來源：黃永勳（2002）。  

2.國外獨家交易案例－以反斗城為例。  

在美國反斗城有六百家分店，在國外有三百家分店，係美國最大玩具

零售業者，銷售商品為玩具、幼兒用品、運動用品，1995 年銷售額約 94

億美元。倉儲俱樂部係採會員制之零售業者，銷售與反斗城相同之各種商

品，係零售業中最廉價商家，反斗城濫用其購買力，1993 年之後，與供應

商協議，限制供應倉儲俱樂部玩具之種類。  

聯邦交易委員會認為製造商應大型零售商之要求，足以證明大型零售

商有買方市場力，於 1997 年 9 月 25 日，聯邦交易委員會先採 Northwest 

Wolesale Stationers v. Pacific Stationery 一案原則分析：(一)集體杯葛目的

在於反競爭，亦即欲對參與者之競爭對手不利。(二)參與者在市場上具優

勢地位。(三)杯葛切斷杯葛公司獲得產品以為有效競爭之管道。(四)該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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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具有促進競爭之正當事由。雖然無證據證明製造商間彼此有水平協議，

惟反斗城誘引或壓迫個別製造商，即構成與彼等垂直協議，且與反斗城協

議之製造商居玩具市場占有率 40%，如遭閉鎖，無其他零售業者能逼迫反

斗城降價，因而認為反斗城與製造商間行為違反休曼法第一條及聯邦交易

法第五條。  

反斗城不服上訴，法院贊同聯邦交易委員會意見，認為反斗城延伸其

槓桿力，槓桿力意指製造商不能獲得替代之買方市場，零售商行為足生反

競爭效果之前提有三：(1)具難以取代之行銷技能或便利性(2)複數產品之零

售商是否以停購買某產品，利用他產品廠商的獲利相要脅(3)供應商如遭停

止採購，為該大供貨量另覓出路即遭遇因擾，因此維繫目前報怨之小零售

商通路問題較小。反斗城市場占有率達 30%，雖未達獨占地位，惟實際上

在玩具業之買方市場、賣方市場均享有優勢地位，供應商仰賴反斗城，反

斗城選擇不同之製造商及供應商，一旦反斗城終止契約，製造商無法找到

其它能替代反斗城之客戶，反斗城對製造商施展其槓桿力，使其蒙受重大

財務損失。  

 

(四)選擇經銷、加盟經營  

選擇經銷利於新產品進入市場，因為其重在品質服務，所建立之聲譽，

適足以銷售經驗產品或複雜產品。為獲得行銷經濟規模，亦有必要採選擇

經銷。為求產品之統一及品質標準化，得採選擇經銷或加盟經營。為獲得

行銷經濟規模，有必要在選擇經銷條款中加進最小採購量之要件或獨家採

購條件。  

 

(五)以減少採購控制價格  

如同賣方具市場時，得以減少供應量，提高或控制售價，買方具市場

力時，亦得為相反操作，以減少購買量，降低或控制購買價格，如買方市

場力係由數買者共同形成，例如聯合採購情形，此時買方間就買價彼此不

競爭，是否得與賣方間水平固定價格同視，有認為因係限制購買量，屬於

當然違法，有認為買方購買之後，尚為銷售，於銷售時得具有補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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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當然違法。  

 

(六)搭買   

  具買方市場力之買者，以賣方亦售予他項產品，始願購買此項產品，

稱為搭買。搭買品市場，買方具市場力，被搭買品市場買方不具市場力，

是以必須有二不同產品，買方對於其一具市場力，對另一不具市場力。  

 

(七)選擇供應商  

  獨占者如拒絕供貨，因買方無替代供應管道，將被排除於市場。反之，

在買方為獨買，而賣方為競爭市場之市場結構，如具獨買力之一方拒絕向

賣方購買，賣方將被排除市場之外。  

 

除此以外，本研究針對獨家交易、搭買、地域限制等三項，在於對製

造商或經銷商的正面評價與負面評價，如下表 2-10 所示。  

 

表 2-10 非價格垂直交易限制的正負面評價  

類型  正面評價  負面評價  

獨家交易  1. 激勵零售商之忠誠。  
2. 激勵零售商對於製造商及產

品投資。  
3. 降低產銷間的交易成本。  
4. 有助於新產品進入市場。  
5. 保護上游廠商的創新和營業

秘密。  
6. 品質管制。  
7. 有助於零售商實施特定資產

的投資或長期的營運計劃。

1. 限制製造商之營業自由。

2. 排除競爭者。  
3. 助長製造商共謀。  
4. 限制消費者的購買選擇自

由。  
5. 不符合經濟效益。  

搭買  1. 維護本身之信譽。  
2. 新產品進入市場之捷徑。  
3. 同時銷售兩種產品之經濟效

益。  
4. 從事差別取價。  

1. 阻礙被搭買產品市場之公

平競爭。  
2. 市場閉鎖之負面效果。  
3. 剝奪賣方之販售自由。  
 

地域限制  1. 可以激勵零售商之投資意

願。  
1. 限制製造商之銷售區域。

2. 削弱品牌內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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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避免搭便車行為以促進競

爭。  
3. 從事差別取價。  
4. 有助於追蹤瑕庛產品。  
5. 擴大市場涵蓋範圍。  

3. 剝奪消費者之購買自由。

4. 助長製銷商間之共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此可知，若下游流通業者對上游製造商採上述之三種手段時，對於

製造商的傷害是較大的，但對於流通業者而言，則能取得獨特的商品來銷

售，若在流通業者能對製造商的特別投資多一點時，對於製造商而言，才

會減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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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流通產業發展現況分析 

第一節 流通市場概況  

行政院主計處九十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資料指出，若以擁有專屬物流

中心之百貨公司業、超級市場業、連鎖式便利商店業、零售式量販業及儲

配運輸物流業為「新興流通業」主要範疇，觀察五年來發展趨勢如下表 3-1，

則其場所家數由八十五年底之 4,556 家增至 7,154(或增加 57.0%)，生產總

額擴增 67.9%；反觀從業員工僅一人之商店及攤商，五年來則減少 3 萬 5

千家，占全體商業之比重下滑 10 個百分點。  

表 3-1 新興流通業經營概況  

年底場所單位數(家) 企業全年生產總額(十億元) 
行業別  

九十年  八十五年  九  十  年  八十五年  

總計  7,154 4,556 125.9 75.0 

百貨公司業  176 246 34.3 32.8 

超級市場業  1,210 1,082 15.5 14.0 

連鎖式便利商店業 5,542 3,113 38.2 16.3 

零售式量販業  124 95 27.2 8.7 

儲配運輸物流業  102 20 10.7 3.2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九十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在現代連鎖通路系統的擴張之下，通路商彼此之間亦形成業態間競爭

與排擠效果。2002 年商業（批發業、零售業、國際貿易業及餐飲業）營業

額為 8 兆 5,136 億元，較 2001 年成長 5.4%，除餐飲業微幅下降 0.24%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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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皆成長，如表 3-2。其中零售業營業額為 3 兆 2,177 億元，較去年提高

了 5.47%。而綜合商品零售業（包括百貨公司、超級市場、便利商店、量

販店）的整體營業額，則較 2001 年增加了 5.81%。  

 

表 3-2  2000-2002 年商業及工商服務業營業額變動  
                  單位：百萬元  

 年度  
行業別  2000 2001 2002 

商業  8,649,850 8,077,196 
（-6.62%）  

8,513,639 
（+5.4%）  

批發業  1,905,054 1,809,728 
（-5%）  

1,903,000 
（+5.15%）  

零售業  3,129,616 3,050,657 
（-2.52%）  

3,217,661 
（+5.47%）  

國際貿易業
3,360,721 2,993,954 

（-10.91%）  
3,170,661 

（+5.90%）  

餐飲業  254,459 222,858 
（-12.42%）  

222,334 
（-0.24%）  

工商服務業  304,430 270,973 
（-10.99%）  

287,600 
（+  6.13 %）  

備註：1.商業包括批發業、零售業、國際貿易業、餐飲業。  
2.工商服務業包括商品經紀業、顧問服務業、資訊服務業、廣告

業、設計業、租賃業、影印業。  
3.（）表示較上一年度增減百分比。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商業動態調查（2003）  

 

綜合商品零售業（包括百貨公司、超級市場、便利商店、量販店），

百貨公司、連鎖便利商店與量販店等行業均屬於正成長，而超級市場則負

成長。百貨公司（含購物中心）累計營業額較去年增加了 11.42%。超級市

場的累計營業額則較去年減少 1.47%。連鎖便利商店累計營業額增加

10.69%。量販店營業額則較去年提高 13.25%。其他綜合商品零售業累計營

業額則較上一年度減少 5.79%。見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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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2002 年綜合商品零售業營業額變動  

行業別  91 年 12 月份營業

額（億元）  

本月較上年同月

增減（%）  

1 至 12 月累計較上

年同期增減（%）

綜合商品零售業  580 4.97 5.81 

百貨公司  203 9.96 11.42 

超級市場  66 0.56 -1.47 

連鎖式便利商店  113 8.61 10.69 

量販店  147 2.51 3.66 

其他  51 -6.25 -5.79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商業動態調查（2003）。  

根據台灣連鎖暨加盟協會初估，如表 3-4，2002 年連鎖店產值約 1

兆 819 億元，其中綜合商品零售業（百貨公司、超級市場、連鎖便利商店、

量販店、其他）約為 6,568 億元，餐飲為 2,223 億元，其他連鎖服務業為

2,028 億元，連鎖化佔比為 33.62%。  

表 3- 4   2 0 0 0 - 2 0 02 年 流 通 及 連 鎖 店 產 值 比 較 表  

年份  零售產值  連鎖店產值  佔比  
2000 年  3 兆 1,296 億  1 兆 82 億  32.22 % 
2001 年  3 兆 507 億  1 兆 282 億  33.7% 
2002 年  3 兆 2,177 億  1 兆 819 億  33.62 % 

資料來源：2002 年連鎖年鑑。  

2002 年連鎖店家數共有 674 家，總店數達 56,517 家門市，其中直營

店數為 13,403 家門市，加盟店為 38,923 家門市，專櫃數為 4,194。相較於

2001 年，連鎖企業家數增加了 6 家，店數增加了 1,531 店，增加比率為

24.59%。整體上一般零售業成長為 5.47%，餐飲服務為 13.4%成長最大，

而綜合零售成長 5.5%，生活服務成長為 13.0%幅度大。表 3-5 為歷年店舖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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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歷年店舖數比較  

年  度  家數  總店數 直營店 加盟店 專櫃  
2000 年  658 53,122 14,591 34,782 3,749 
2001 年  668 54,994 13,053 37,143 4,788 
2002 年  674 56,517 13,403 38,923 4,194 

資料來源：2002 年連鎖年鑑。  

零售通路的發展與一般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除了反應消費者習慣購

買的通路消長之外，也反應了整體消費需求的變化。由表 3-6 綜合商品零

售業商品結構來看，食品雜貨仍是高居消費的第一位，所佔比率為 53.42%。 

表 3-7 為近年來主要的零售業態成長率與營業額，百貨公司業態在台

灣一直佔有重要的地位，除 1998 年負成長之外，其餘均屬於正成長，在

2002 年，更凌駕新興便利商店業態，超過 2 位數的成長比率；而便利商店

的成長則漸趨穩定，成長比率雖稍有下降，但是維持是在 2 位數以上；超

級市場業態是近年成長比率變化最大的零售業態，2002 年受到量販店與便

利商店競爭的影響，更呈現負成長，主要是因為超級市場在市場競爭的定

位上無法與量販店及便利商店充分的差異化，因而失去市場的競爭力；而

量販店在 1999 年以前快速發展後，近年來雖有成長，但目前則已經趨緩。 

 

表 3-6  2002 年 1 至 12 月綜合商品零售業商品結構  

商品別  結構比

(%) 
商品別  結構比(%)

合計  100.00 5.家庭五金及日常用品  4.17 
1.食品雜貨  53.42 6.餐飲  3.97 
2.紡織品及衣著服飾品  22.61 7.文具及玩具工藝品  3.54 
3.家庭用電器及器材  4.68 8.藥品  1.16 
4.家具及家庭裝設品  4.54 9.其他  1.91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商業動態調查（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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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零售業近年來之營業額與成長率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百貨公司  超級市場  便利商店  量販店  
產業別  

營業額 成長率  營業額 成長率 營業額 成長率 營業額  成長率

1997 年  157,034 8.25 66,270 7.89 71,164 19.21 89,830 15.91 

1998 年  156,691 -0.22 72,236 9.00 84,805 19.17 108,198 20.45 

1999 年  170,882 9.06 75,719 4.82 101,129 19.25 129,336 19.54 

2000 年  185,733 8.69 75,682 -0.05 110,489 9.26 151,230 16.93 

2001 年  193,111 3.97 78,265 3.41 122,987 11.31 160,070 5.85 

2002 年  215,156 11.42 77,114 -1.47 136,137 10.69 165,935 3.66 

資料來源：經濟部工商業生產統計。  

 

針對上述這四個主流的零售業態，如下說明，近年發展以及各業態的

特色。  

一、百貨公司  

      根據Burnett et al.(1981) 49指出百貨公司具有六項產業特性，如下說

明：  

1. 商品結構：  

百貨商品、服飾為主，百貨公司的商品線有服飾、食品、家庭用品等

三類；這當中尤以服飾為大宗，它除了佔商品分類的比重 65%外，更領導

著流行時尚與趨勢。因此，百貨公司亦透過其內部規劃及管理，讓百貨公

司各樓層具有協調性，以及在動線的規劃、公共設施的配置都是要投入相

當的心力，而這對於專櫃廠商而言，只是在現成的商場內販售其商品，根

                                                 
49  Burnett,J.J.,R.D.Amason & S.D.Hunt," Feminism:Implications For Department Store 

Strategy and Salesclerk Behavior,"Journal of Retailing, vol.57, no.4 ,Winter（1981）,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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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不大需要他們投入大量的人力及財力；對百貨業的影響主要集中在名

品、珠寶等奢侈品部分，由於百貨公司商品結構中有 60%屬於生活必需品，

40%屬於流行商品，生活必需品較不易受大環境衰退影響，對於股市下挫

的衝擊相對減輕。  

2. 以專櫃制度為主的經營方式：  

專櫃經營方式是由百貨公司規劃賣場、環境設計、招商設櫃，之後依

營業額抽成；而廠商則負責貨源、裝潢佈置、人員薪資及商品存貨等由廠

商自行負責。因為專櫃經營，可以透過招覽各式各樣的業種，能提供完整

的商品以提供一次購足的便利。  

3. 流行產業、中高等級的客層：  

由於國內百貨公司的女性顧客佔七成以上，而一般女性重視「品質與

品味」，又強調「品牌與流行性」。由於流行商品的生命週期短，廣告促

銷活動頻繁，其目標客層多鎖定在中高階層的顧客群，而現在亦有針對年

輕上班族及學生族群設立較年輕系列的產品，因此，提供休閒的好去處。  

4. 軟硬體齊全、創造舒適的購物環境：  

百貨公司是典型的立地產業，特別重視硬體設施、提供舒適的購物環

境，且經常改裝使顧客能賞心悅目，達到喜歡來店、提高購買頻率、延長

停留時間、進而提高成交率及客單價；且對於空間寬敞、視覺明亮、主題

明顯、公共設施、消防安全等周邊設施特別注重；而這對於名品廠商進駐

都能提升形象及增加銷售機會。  

5. 人員面銷、態度是關鍵：  

百貨公司透過人員一對一面銷方式，以提升商品的附加價值。但，由

於台灣百貨業晉用大量兼職人員及專櫃店員，前者訓練不足，後者受雇於

專櫃廠商，為了要維護百貨公司各樓層的一致性及服務人員的品質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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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貨公司雇用樓管人員，以提高服務品質，而這對於專櫃廠商而言，亦能

協助其督導專櫃服務人員。  

6. 重視再惠顧率、強調售後服務：  

百貨公司透過各種週年慶、金卡、銀卡等認同卡來鞏固顧源，而在無

形中亦替專櫃帶來大量的人潮與錢潮。  

百貨業在 2002 年整體的營業額為 20,180 億元，整體較 2001 年成長了

11.42%。在購物中心加入百貨業的競爭之下，目前國內百貨市場確實已朝

向大型化或多店化的集團經營發展，即由新光三越、太平洋崇光及遠東等

三大集團瓜分百貨市場大餅，成為三強鼎立之局面，同時三大百貨集團的

競爭也跨出大台北地區之外，戰線己由台北地區延伸到桃園、中壢、新竹、

台中、台南及高雄等地區，相互爭奪在百貨業之市場龍頭地位為目標。  

2002 年百貨業界變化最大的莫過於遠東集團收購太平洋 SOGO 百

貨，使得遠東集團旗下所掌握的店舖數達 16 家，已經超越新光三越百貨

所擁有的店舖數，威脅新光三越百貨的龍頭地位。位於遠東百貨之後的連

鎖百貨有中興與衣蝶，目前衣蝶在台灣有 4 家分店，中興則有 3 家分店，

以差異化的行銷策略，訴求品味生活的經營型態，堪稱「小而美的」的百

貨業者，以特色訴求，在面對大型連鎖百貨的競爭壓力下，仍然有不錯的

業績表現。  

整體而言，2002 年百貨業的發展情形(如下表 3-8 所示)，在店數規模

較小的業者鎖定特定消費市場區隔進行差異化行銷；而店舖數規模較大的

百貨業者則進行擴充店舖數與經營面積的競爭，以企業間的整併達到一定

的店舖數規模化的目標，加上新展店的百貨公司在經營面積上傾向擴大

化，以對抗購物中心業態的競爭。  

在 2003 年時，由遠東集團增資購併太平洋 SOGO 百貨後，即將展開

人事新佈局與架構重整，重振 SOGO 聲威；另一方面，SOGO 最大對手新

光三越日前也與法商 Fnac 結盟，拓展百貨新領域，發展新商機；而視 S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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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大勁敵的三僑微風，更積極著手二館的九家餐飲賣場建設，爭取更大

客源；加上台北 101、統一大葉高島屋等將陸續加入市場，台灣百貨業爭

霸火線有一觸即發之勢。   

經過風雨飄搖一年的太平洋 SOGO 百貨，日前 SOGO 高階主管表示，

2002 年 SOGO 營業績效約為二百六十餘億元，SOGO 股權風波除了財務危

機外，去年一年還引發二百多位員工離職效應，企業一度面臨存亡危機。

但在遠東接手進駐後，目前財務面已經穩定下來。   

新光三越，目前仍是台灣百貨第一品牌，面對遠東集團以增資手法，

購併太平洋 SOGO 百貨成為台灣百貨業第一大集團的挑戰，新光三越反應

仍維持一貫照表操課、審慎求發展態度。2003 年即與法商 Fnac 締約合作

成立新公司，對於新光以投資三億拓展新事業做法，不少老百貨人認為是

一項高招，而新光在 2003 年的營業目標渴望可達到 405 億元。  

表 3-8  2002 台灣主要百貨公司營業表  

年度營收狀況(單位/億) 
公司名稱  現有店數  2001 2002 2003 目

標  
2002 新開店  備註  

新光三越  10 370.4 406 450 
信義 A8 館  
台南新天地  

2004/1 
再開義 A9

太 平 洋

SoGo 
5 267.9 260 持平  

  

遠東  9 158.8 166.84 203 新竹遠百  今年改裝

衣蝶  4 - 63.2 93.2 桃園店  5 月中開

統領  1 23.4 22 持平    
大葉高島屋  1 55.7 56 60   
中友  1 70.3 72.7 75   
廣 三

SoGo 
1 70.4 69.3 72 

  

漢神  2 60.3 62.47 -   

資料來源：2002 年連鎖年鑑。  

 

結合表 3-7 與表 3-8，計算整理出前三大百貨公司之市場佔有率，如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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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前三大百貨公司之市場佔有率  

店舖數  營業額(占有率)  單位：億百貨公司  

2000 2001 2002 2000 2001 2002 

新光三越  8 9 10 
297 

(15.99) 

370.4 

(19.18) 

406 

(18.87) 

太平洋 SoGo 8 7 5 
264 

(14.22) 

267.9 

(13.87) 

260 

(12.08) 

遠東百貨  9 10 9 
180.5 

(9.72) 

158.8 

(8.22) 

166.8 

(7.75) 

總計  

(占全部%) 

51.02 

(25/49) 

53.06 

(26/49) 

46.15 

(24/52) 

39.93 

(741.5/1857)

41.27 

(797.1/1931) 

38.7 

(832.8/2152)

資料來源：本研究根據流通快訊雜誌（2001、2003）、連鎖店年鑑（2001、2002）與 2002
年流通產業研究報告整理。  

 

二、量販店  

零售業競爭激烈，業者在謀求市場發展空間之前提下，紛紛改採價格

競爭策略，以求維持競爭力，擴展消費客層，進而為求降低成本而調整經

營方向，這亦是目前量販店形成的原因，而量販店所具有的特色包括下列

幾點。  

1. 採用大量銷售方式，讓消費者有一次購足的便利，而提供的商品類型

包括百貨商品、生鮮蔬果、日常用品、食品等，可說是多個超市的集

合體。  

2. 是一種以量制價的經營型態，除了少數商品（如蔬果、鮮食）是採用

祼買或零賣外，其它商品多以包裝或組合性銷售，價格優惠。因此，

量販店在進貨的同時，亦會要求供應商要提供較便宜的貨品。  

3. 對於商品週轉率的重視，遠高於毛利率，是一種薄利多銷的經營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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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時常透過促銷活動或廣告來吸引消費者購買，另外又借由開立

多個據點的方式，來達到規模經濟。而亦可能要求供應商配合其促銷

檔期或提供某些支援。  

4. 提供消費者免費的停車空間，且兼具休間與購物空間，彙集多樣且豐

富的商品，提供消費者購物便利與喜悅，增加購物人潮。  

由此可知，因為量販店是以低價作為吸引消費者為前題，且以自助式

採購方式，以達到服務人員的人力縮減，另一方面，則要求供應商配合舉

辦促銷活動，或者透過收取所謂的上架費，而上架費的多寡可能要視供應

廠商的與零售商間的談判能力、交誼、及商品陳列位置、供應商的商品競

爭性、零售商的量販店規模、供應商品牌知名度、供應商的商品迴轉率等

因素來判別。  

台灣量販店市場經過 17 年來的發展，達到 108 家店以上、整體營業額

約 1,200 億元的規模，主要地區如高雄、台南、台中、桃園等地，已出現

飽和現象、成為廝殺慘烈的一級戰區。如果不是靠新開店挹注營收，既有

量販店業績普遍呈現衰退現象，同業間的整合、策略聯盟勢必更頻繁。進

入都會區，朝精緻化、便利性發展，也是必然的趨勢。量販業者認為，萬

客隆退出市場，雖然暴露出這個產業的經營壓力與危機，但因萬客隆近幾

年來逐漸退出市場主流之列，再加上整個產業朝大者恆大的趨勢發展，不

但不致產生所謂的崩盤的骨牌效應，反而等於讓某些競爭白熱化的地區，

多了一些市場空間（總計約 100 億元的市場）。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的資料顯示，我國量販店的營業額在 1998 年為

1,081.98 億元，成長率為 20.45%，2002 年量販店整體的營業額為 (如表

3-10)，成長率僅為 3.66%。受景氣不佳影響，量販店營業額雖有增加，但

成長已經趨緩相當多。在店舖數上，根據中衛發展中心的估計，台灣量販

業市場約有 150 至 170 家的市場胃納量，目前僅 108 家(各家每年開店情況

如下表 3-11 所示)，顯然還有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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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歷年量販店營業額與年增率  
                                                       單位 :億  

項目\年度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營業額  1,081.98 1,293.36 1,512.30 1,600.70 1660 
年增率  20.45% 19.54% 16.93% 5.85% 3.66% 

資料來源：2002 年連鎖年鑑。  

 

表 3-11 歷年量販店店舖數變動  
單位：家  

年度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家樂福  20 23 24 26 28 
大潤發  13 14 16 21 21 

愛買吉安  5 9 10 13 13 
高峰  8 7 8 9 9 

萬客隆  7 9 8 8 8(停業) 
萬家福  4 4 4 6 6 
全買  -- -- -- -- 5 
大樂  3 3 3 3 4 
千暉  -- -- -- -- 4 

特易購  0 0 1 2 3 
好市多  1 2 3 3 3 
台糖  0 0 0 1 2 

中興倉儲  2 2 2 2 2 
合計  70 73 79 108 114 

資料來源：2002 年連鎖年鑑。  

而名列第四位的萬客隆從 2000 年以來，店舖數則持平，不再拓展新

的店舖，甚至已經在 2003 年 2 月無預警式宣佈停止營業，令緩慢成長的

台灣量販業發展，增添一股沉重的氣氛，這家台灣量販店的始祖已經走入

歷史，而現有的倉儲批發類型量販店，就僅存一家美商 Costco(好市多)而

已了。  

2002 年，量販店的店舖發展在立地選擇上重新佈局，家樂福與大潤

發，2002 年年底，家樂福就以投資 20 億元的大手筆，在桃園內壢開設了

號稱亞洲最大的量販賣場，營業面積達 101 萬坪，採歐陸的量販店概念經

營，結合了商店街、美食廣場的經營，大幅縮減量販店面積，僅佔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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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主要以強化賣場的舒適性與質感。未來，量販店的競爭更走向多元化

發展，結合異業態以滿足消費者多方面的需求與一次購足的便利。  

量販業者在展店上，全國性與地區性業者有不同的做法，全國性量販

業者傾向多元化發展，而高雄區的量販霸主大樂量販店，維持 3 家小而美

的經營規模，在南部地區也有亮麗的成績，營業額約為 60 億，收益 14%

（約 8.4 億）。顯然，大規模的經營坪數並非量販店的競爭優勢來源，小

而美也能保有一定的市場。  

台灣量販市場漸趨穩定，展店已經不是業者的競爭首選策略，而是在

於行銷策略上的創新與整合，藉由商品促銷以刺激顧客來店率、以顧客關

係管理增加顧客忠誠度，整合企業的資源，強調行銷策略的因地制宜，以

強化經營能力。  

大型連鎖或區域量販業者，也因此有了瓜分擴張的機會，同業在惋惜

之餘，多少也鬆了一口氣。隨著競爭者增加，經營環境及消費需求轉變，

原本為市場始祖的萬客隆，由盛而衰，逐漸退出市場主流之列。反而，家

樂福、大潤發、愛買等逐漸居於領先地位，總計這前三大系統的營收，就

占整體市場八成。因此業界認為，萬客隆的退出市場，對市場衝擊其實有

限，但量販業集中化、大型化的效應會更明顯，區域型量販業，除非能建

立自有特色、轉型或與大型連鎖策略聯盟合作，否則難免步萬客隆後塵，

走上淘汰或被合併之途。大潤發看好都會型量販店的未來，因應消費習性

的轉變，積極調整商品結構，一方面增加熟食、烘焙商品的比重，一方面

與異業結盟，雙管齊下朝精緻化、便利性發展。  

彙總表 3-7 與表 3-10、3-11，計算整理出前三大量販店之市場佔有率，

如表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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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前三大量販店之市場佔有率  

店舖數  營業額(占有率)  單位：億量販店  
2000 2001 2002 2000 2001 2002 

家樂福  24 26 28 410 
(27.12)

420 
(26.23) 

450 
(27.12) 

大潤發  16 21 21 320 
(21.18)

350 
(21.86) 

380 
(22.91) 

愛買吉安  10 13 13 131 
(8.66) 

170 
(10.62) 

200 
(12.06) 

總計  
(占全部

%) 

63.29 
(50/79) 

55.56 
(60/108)

54.39 
(62/114) 

56.96 
(861/1512)

58.71 
(940/1601) 

62.09 
(1030/1659)

資料來源：本研究根據流通快訊雜誌（2001、2003）、連鎖店年鑑（2001、2002）與 2002
年流通產業研究報告整理。  

 

三、超級市場  

消費者雖然可以到量販店一次購足大量的乾貨，但不可能一星期才去

量販店消費一次生鮮商品，因此在這個利基上，超市比量販店更具競爭優

勢。在十幾年前，超市的最大競爭對手，是傳統市場，菜籃族在購買新鮮

雞、鴨、魚肉時，傳統菜市場還是他們習慣的第一選擇。因此，許多超市

以乾貨作為主要的經營項目，但事實上，近年來，面對便利商店和量販店

的雙重威脅下，超市業者投入生鮮商品。連鎖超市在面臨其他業態的競爭，

為了提升競爭力以及吸引顧客來店消費，必須從「商品多樣」、「便利性」、

「價格」三方面來著手。  

根據經濟部公佈的『商業動態統基資料』 顯示，超市整體的營業額較

2001 年衰退 1.66 %，繼 2000 年來第二次呈現衰退的情況。面對市場的成

熟化，在經營困難之下，有些業者被迫退出市場，業者間的購併案也頻傳。

超級市場店舖數概況與營業額的變化，請參見表 3-13、3-14。  

不僅要面對同超市業態的競爭，還又面對來自異業態，如傳統市場、

百貨公司超市、量販店的競爭，使得超市的經營更加困難。企業間面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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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與購併的壓力，如，中部地區的彰吉、潭興及美村超市，惠康超市購併

北部的易利購與惠陽等，超市間的整併，使得市場進入大者恆大的競爭局

面，如頂好惠康，在收購惠陽超市之後，店舖數已經超過 140 家，而第二

名僅 73 家（松青+丸九），店舖數足足多二倍，在競爭態勢上明顯趨於弱

勢。且整合後的超市業者，更有採購議價力，整體的經營成本控管也更能

發揮效率。  

表 3-13  超級市場店舖數成長變動  

    年度  
公司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頂好  96 95 105 112 122 
松青  24 28 34 32 40 
丸九  14 17 20 31 33 
惠陽  17 17 21 19 21 
興農  17 15 18 25 27 

台北農產  17 18 18 19 20 
熊威  6 7 8 8 10 
上青  6 7 10 10 11 

易利購  7 6 6 5 10 併入惠康  
善美的  5 5 5 5 6 
裕毛屋  8 8 9 9 8 
全日青  -- 1 5 7 8 
愛國  7 6 6 7 7 

農會超市  90 80 80 80 80 
全聯社  71 71 75 105 160 
小計  385 381 420 474 563 

            資料來源：2002 連鎖店年鑑。  
 

表 3-14  超級市場營業狀況變動  

年  度  營業額(億) 同期成長(%) 
1998 722 9.00 
1999 757 4.82 
2000 756 -0.05 
2001 782 3.41 
2002 771 -1.47 

資料來源：2002 連鎖店年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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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總表 3-7 與表 3-13、3-14，計算整理出前三大超級市場之市場佔有

率，如表 3-15。  

表 3-15 前三大超級市場之市場佔有率  

店舖數  營業額(占有率)   單位：億超級市場  
2000 2001 2002 2000 2001 2002 

惠康  105 112 122 96 
(12.68) 

103 
(12.15) 

120 
(15.56) 

松青  34 32 40 35.7 
(4.72) 

36.8 
(4.70) 

38 
(4.93) 

丸九  20 31 33 13.6 
(1.80) 

13.3 
(1.70) 

18 
(2.33) 

全聯社  75 105 160 120 
(15.85) 

135 
(17.2) 

156 
(20.23) 

總計  
(占全部%) 

55.71 
(234/420) 

56.96 
(270/474)

63.06 
(355/563)

35.05 
(265.3/757)

36.89 
(288.8/783) 

43.06 
(332/771) 

資料來源：本研究根據流通快訊雜誌（2001、2003）、連鎖店年鑑（2001、2002）與 2002
年流通產業研究報告整理。  

四、便利商店  

台灣的便利商店業態隨著各連鎖系統的擴張，已經逐漸進入市場飽和

期，呈現緩慢成長的趨勢。目前仍是 7-11 居於市場龍頭地位，年營業額以

超過 700 億的成績名列第一位，在店舖數上也已經突破 3,000 家的里程碑。

2002 年整體連鎖便利商店所增加的店舖數為 588 家，其中前五大連鎖便利

商店系統即佔了 592 家，詳細連鎖便利商店的營業額與店舖數請見表

3-16、3-17。自 1998 年至 2001 年，連鎖便利商店的店舖數成長，每年幾

乎呈現二位數的快速成長，而 2002 年成長趨緩，某些中小型連鎖便利商店

系統，如翁財記、界揚的店舖數均下滑，其中，翁財記與界揚店舖數均減

少有 30 家之多。請參見表 3-17。  

表 3-16  2002 年連鎖便利商店營業額變動  
                                                    單位 :億  

  公司  
年度  

7-11 全家  萊爾富 OK 福客多 中日 蜜鄰 界揚  翁財記

2001 647 182 120 87 40.5 7 4.61 1.5 0.96 
2002 720 218 140 100 46 8-10 10 1.75 0.36 

資料來源：2002 連鎖店年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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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  近年便利商店店舖數變動  
                                                         單位：家  

年度  
公司  1999 2000 2001 2002 

7-11 2248 2641 2908 3183 
全家  811 1011 1161 1302 

萊爾富  612 712 735 820 
OK 481 608 609 680 

福客多  288 302 300 320 
中日  235 280 231 250 
界揚   210 234 204 
蜜鄰    78 122 

翁財記   261 95 65 
資料來源：2002 連鎖店年鑑。  

台灣主要的前 10 家連鎖便利商店業者所擁有的總店舖數已經超過

6,851 家店，以台灣 2,300 萬人口來計算，平均每 3,357 人就擁有一家連鎖

便利商店，這樣的數據已經讓台灣成為世界便利商店密度最高的地區。對

消費者而言，遍佈的便利商店為消費者提供了更便利的服務，但是店舖的

密集也使得商店間的競爭更加激烈，不良店淘汰的速度更快。  

便利商店面臨激烈同業競爭之餘，競爭的戰火已經延燒到商品研發

上，各便利商店 2002 年在低溫鮮食產品上也絞盡腦汁地推陳出新，如微波

便當、飯糰等商品，在便利商店業者以低價競爭推出新商品之下，也已經

威脅傳統餐飲業，吸引了部分的外食人口，並侵蝕速食業市場，2002 年鮮

食產品的競爭，7-11 與全家兩大便利商店系統激烈競爭，全家便利商店系

統在此一爭戰中，也提昇了商店品牌的知名度，建立部分的忠誠顧客，故

此次的鮮食戰役，可謂連鎖便利商店業者的市場地位的保衛戰。而 7-11 快

速且多樣的產品創新能力，則為其體系捍衛了市場的地位。  

7-Eleven 獨霸超商市場，「全家」、「萊爾富」、「OK」及「福客多」

策略聯盟，兩大勢力相互抗衡。早期國內便利商店多為單店經營，在汰弱

留強競爭後，目前便利商店主要有五大連鎖系統，總計市佔率在 2002 年即

超過 91%，由於大型連鎖便利店具有聯合議價的優勢，使小型便利商難以

生存。國內目前主要五大連鎖便利商店系統包括「統一超商（7-El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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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萊爾富」、「OK 便利商店」及「福客多」等，2002 年以統

一超商的總店數 3,141 家，市佔率 46.5%居冠。其次為「全家」，2002 年

總店數為 1,262 家，為統一超商總店數的 3 成左右。而「全家」、「萊爾

富」、「OK」及「福客多」等加盟店總數約 3,040 家，總數方能與「統一

超商」相當。為與「統一超商」相抗衡，各家開始策略聯盟，共同成立「便

利達康公司」，分別在宅配業務，及鮮食、代收服務、電子商務、ATM 設

置等提升坪效的業務做整合，目前國內便利商店市場已形成兩大勢力相互

抗衡的局面。  

仍以「統一超商」與「全家」的毛利率最高約 28%，而平均 PSD（單

日單店營業額）達 6.4 萬元，亦遠較同業平均 4.8 萬元為高。在整體經營

獲利表現上，「統一超商」2002 年稅前盈餘約 30 億元，亦大幅超越「全

家」、「萊爾富」、「OK」及「福客多」等整體「便利達康聯盟」。由此

可見「統一超商」目前的狀態在台灣的便利商店領域其龍頭地位不易撼動。 

彙總表 3-7 與表 3-16、3-17，計算整理出前三大便利商店之市場佔有

率，如表 3-18。  

表 3-18 前三大便利商店之市場佔有率  

店舖數  營業額(占有率)  單位：億便利商店  
2000 2001 2002 2000 2001 2002 

7-11 2641 2908 3183 573 
(37.90)

647 
(40.41) 

720 
(43.40) 

全家  1011 1161 1302 157 
(14.21)

182 
(11.37) 

218 
(13.14) 

萊爾富  712 735 820 80 
(7.24) 

120 
(7.50) 

140 
(8.44) 

總計  
(占全部%) 

72.43 
(4364/6025) 

68.52 
(4804/6852)

76.34 
(5305/6949)

53.57 
(810/1512)

59.28 
(949/1601) 

64.98 
(1078/1659)

資料來源：本研究根據流通快訊雜誌（2001、2003）、連鎖店年鑑（2001、2002）與 2002
年流通產業研究報告整理。  

 

五、  四大業態之商品結構  

透過便利抽樣，訪談四大業態之代表性企業 50，歸納整理如表 3-19 之

業態別商品結構表。由表 3-19 可看出各業態之商品分類略有差異，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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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公司在零售分類上屬於非食品零售商，而量販店、超級市場、便利商店

屬於食品零售商，所以在主要商品上，百貨公司與其他三種業態是不同的，

所交易的供應商類型也就有差異，百貨公司以精品、服飾為主，而其他三

種業態則以食品、日用品供應商為主。  

 

表 3-19 四大業態之商品結構  
業  態  商品結構  比率  

服裝、飾品(以女裝、飾品迴轉率高) 30% 
化妝品(迴轉率高) 15% 
鞋類  15% 
家具、電器、文具及寢具  15~20% 
食品與超市  10% 
玩具  5~10% 

百貨公司  

其它  7~10% 
日用品  30% 
家電  15% 
餅乾、零食  15~20% 
牛奶、飲料  10~15% 
冷凍食品  5~7% 
蔬果  5% 

量販店  

生鮮(魚、肉) 3~5% 
食品、果子(罐頭、飲料、餅乾、糖果) 25%~30% 
日配：牛奶、果汁、泠凍品(保存期限較短) 20~28% 
農產：蔬菜+水果  12~18% 
百貨用品(雜貨：日用品、清潔用品、雜貨) 15% 
水產：魚類產品+壽司+豆腐+火鍋料  7~10% 
畜產：肉類  9~13% 
免稅品(煙酒) 7~10% 

超級市場  

熟食+麵包  1~3% 
菸酒  27.52% 
低溫商品  23.69% 
顧客服務  18.05% 
熟食  13.81% 
一般食品  11.98% 

便利商店  

用品  4.95% 
 
                                                                                                                                            

50基於保密原則，不公開企業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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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料分析：垂直交易限制之實務觀點 

一、訪談資料分析  

本研究進行實地深度訪談，而由於垂直交易限制議題過於敏感，供貨

廠商則針對各業態之主要商品類別，以立意抽樣的方式選取願意接受訪談

的供貨廠商，包括百貨公司中的精品專櫃廠商，居量販店與超級市場主力

的一般食品及日常用品廠商，以及煙草公司，共四家廠商，受訪人員皆為

實際負責通路業務之公司高階主管，如表 3-20。同時，針對本研究之主要

大型流通業者，訪談對象包括百貨公司、量販店、超級市場、便利商店各

一家廠商，如表 3-21 所示。  

表 3-20 供貨廠商之特徵  

廠商  
特徵  

M1 廠商  M2 廠商  M3 廠商  M4 廠商  

主要商

品結構  
乳品 30% 
飲料 22% 
泡麵 19% 

清潔用品、家

居用品、嬰兒

用品  

精品  煙草製成的捲

煙  

主要  
通路  

量販店 75~78% 
CVS10% 

量販店

30~35% 
軍公教 30% 
藥妝店、超

市、傳統通路

40% 
CVS10% 

百貨公司、購物

中心  
五大便利商店

(CVS) 

受訪者

職稱  總經理、特助  經理  經理  經理  

訪談  
時間  

2 小時  1.5 小時  1.5 小時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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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大型流通業者之特徵  

廠商  
特徵  

R1 廠商  R2 廠商  R3 廠商  R4 廠商  

業態  百貨公司  量販店  便利商店  超級市場  
商品品項  約 35,000 種  

以服飾為大宗

約 22,000 種

以日用品為主

2,000-2,500 種  
菸酒佔大宗  

約 4,000~6,000 種

食品  
交易廠商數  約 525 家(專櫃)

約 300 家(自營)
約 600 家  約 500 家  約 450 家  

平均單店銷

售額  大  大  小  中  

受訪者職稱  副總  店長  行銷群經理  總經理  

訪談  
時間  

3 小時  3 小時  2 小時  2 小時  

 

（一）垂直交易限制之狀況－通路商觀點  

近年來，產品生產過剩，供給大於需求，過多的商品追求有限的架位，

提高了下游通路商的籌碼。尤其是大型流通業者，在大型化、連鎖化發展

之下，有的是整體連鎖系統營業額大，有的是單店營業額高，而取得與供

貨廠商之間有利的議價空間。下游流通業者不僅在各自的經營型態內進行

激烈競爭，同時也得面對異業態的競爭，例如，超級市場所販賣的生鮮食

品，在量販店也可以買到，且台灣許多的量販店往都市地區設點，所以對

超級市場而言，除了必須面對同地區的超級市場業者的競爭之外，也必須

在策略上與量販店進行差異化競爭，才能生存。  

事實上，並非僅有超級市場有這樣的壓力，零售業態之間水平的競爭，

本身就非常激烈，台灣平均每 3,357 人就擁有一家便利商店，密度居世界

第一；量販店有時甚至相隔不到 100 公尺；根據天下雜誌五百大服務業的

調查，百貨批發零售業的平均獲利僅 0.99﹪，表 3-22 為主要通路商的獲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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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所以各家業者均發展出一套生存法則，例如，以會員制、低價經營為

主的量販店，如，好市多，本身商品的銷售毛利很低，其收入的主要來源

即為會員年費(正卡年費約 1,200 元，副卡 300 元)與供貨廠商的上架費。  

表 3-22  2002 年前 20 大百貨批發零售商的獲利率  

排名  公司名稱  營業額（億） 成長率（%） 獲利率（%）

1 統一超商  720.15 11.15 3.6 
2 家樂福  479.93 6.65 -- 
3 新光三越百貨  406.08 14.85 4.71 
4 太平洋崇光百貨  257.67 -1.11 -14.32 
5 全家便利商店  218.4 218.37 1.88 
6 遠東百貨  165.69 -2.12 -3.32 
7 遠百企業  154.49 6.32 -- 
8 燦坤實業  140.4 39.74 6.07 
9 萊爾富國際  112.81 12.79 -- 

10 亞太開發  109.71 42.24 1.63 
11 大潤發流通  105.9 10.65 3.62 
12 富群超商  98.06 12.65 -- 
13 中國力霸  94.21 12.12 -- 
14 三商行  83.55 -0.76 4.17 
15 特力翠豐  80.20 28.88 4.20 
16 東森得易購  70.72 156.98 0.57 
17 全國電子  70.11 13.67 1.46 
18 中友百貨  65.71 -3.14 -18.61 
19 漢神名店百貨  59.25 3.6 0.88 
20 順發電腦  56.20 31.86 2.58 

資料來源：天下雜誌 (2003)。  

因此，當大型流通業者在零售市場端競爭激烈，採用低價促銷做為競

爭方式時，通路商就必須降低經營成本，而可能有兩項做法，一是利用大

量進貨壓低進貨價格，以求達成低價銷售的競爭目的；二是某些商品以低

於成本的方式銷售，達到吸引顧客來店購買的目的，犧牲毛利當作促銷費

用。但是，所犧牲的部分由於此活動能帶來更多的人潮而達到提高營業額

目的，因而更增強了大型流通業者與供貨廠商的談判籌碼，使得有限的貨

架更顯珍貴，而能進一步向供貨廠商要求更高的上架費，或其他更優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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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交易條件，例如，延長付款期限等，以彌補所犧牲的銷售毛利。在非

價格的交易條件上，例如新產品在其通路優先上市權。但是就百貨公司來

看，不同產品類別狀況不同，百貨業者表示，近年來零售據點增多，環境

競爭之下，對百貨公司而言，招商不易，供貨廠商也會評估是否有獲利才

會進駐。  

便利商店業者也表示，「便利商店具有銷售點多、各區域普及的特性，

對一般民生消費商品(如零食、飲料等)具有絕佳的廣告效果，若 NB 商品

無法鋪貨於 CVS，則消費者對該品牌的認知將大打折扣，商品成功機率相

對降低。故廠商視商品能在 CVS 上架為一重要指標，相對 CVS 的談判優

勢也因此產生」。所以，新型零售業態的通路權勢，一般廠商都是認同的，

而且相當重視，因而更加造就大型通路商的商品採購談判力。  

通路商表示，由於所需面對的供貨商為數眾多，針對中小型供貨廠商，

一般採用定型化契約進行交易，以百貨公司為例，其中，第三條即針對供

貨廠商在賣場內之營業項目與促銷方針，第四條結帳付款方式，第五條陳

列廣告費。一般交易雙方均訂立定型化契約，根據商品屬性、銷售量、品

牌會有所不同。如下表 3-23 所示，流通業者與供貨廠商的交易條件。  

表 3-23  流通業者與供貨廠商的交易條件－流通業者觀點  

交易條件  業   態  說    明  
百貨  一年一約  
量販  大多一年  
超市  約一年  

契約期限  

便利商店  年度交易合約書  
百貨   專櫃經營為主，沒有進貨價格問題。  

 一般進口服飾約 25%，國內品牌抽成 28~30%，精

品服飾比率為 23%，一般皮件 23%，整體毛利約

為 22%左右。  
量販   由採購部門決定抽成比率，訂立制式合約。  

 主要是參考競爭者的價格來訂定價格，因為每家

量販店都希望自己最低價。  

價格  

超市   制式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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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便利商店  各類型廠商均相同，無最優惠價格  
百貨   不能缺貨、配合促銷檔期  
量販   小廠商為了進入量販店，採用在某期間內，保証

銷售多少量(固定數量)的方式，但有時則會在約定

期間內，當無法銷售這樣多量時，則供應商自己

拿現金來買貨，但貨卻不帶走，還將貨放在賣場。

因此，這筆錢就免費提供給量販店(如同上架費)。
 新品評估期間在 3 個月內，但如果銷售量不佳，

供應商會自己來買貨，以符合先前的規定。例如：

給他一個端架，來買貨，成為量販店的額外收入，

量販店則會多給其一個端架。  
超市   安全庫存  

 配合促銷  
 不斷貨  

供貨數量  

便利商店  原則上不能缺貨，或少於協議好的數量，若非協議

限量商品，則供貨商應充分滿足門市販賣及庫存所

需。  
百貨   契約簽定僅能促銷某些產品，或不能促銷某些產

品，一般，同品牌在不同百貨公司不能有不相同

的促銷活動，一般在簽約時即進行協商。  
 產品有問題由廠商負責  

量販  專櫃品牌盡量差異化；例如家樂福與 Addida 合作，

大樂就找 Nike。  
超市   保存期限，過期商品回收處置  

非價格要

求  

便利商店   各類型廠商情況均相同。  
 依通路的需求(如 CVS)，會要求廠商提供特定的品

牌、品質、規格的商品。  
百貨  
量販  
超市  

 
廠商自行處理  
 

配送  

便利商店  除某些特殊商品外，經由特定配送中心統一配送。

最大爭議

點  
百貨   位置、坪數。  

 當專櫃廠商到其他百貨設點時，而造成業績下降

15%，才需進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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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販   競爭者的促銷價格，供應商不認帳，不與同業相

同來壓低價格。  
 促銷期間：每一期(兩星期)200-400 品項。  
 退貨：食品，有效期限等，影響廠商的管銷費用，

量販店則會強制要退貨，但廠商沒有辦法，雖然

合約說不能退，但小廠後來還是會退貨，一般廠

商都是會接受的，不然可能會受到量販店的報

復，如縮小陳列面。  
超市   過期商品退貨的處理  

 促銷活動缺貨  
 偽造保存期限  

 

便利商店   廠商誠信問題：協議領先上市、獨賣商品，廠商

違反協議於其他通路上架或以相同概念推出類似

商品。  
 違反商業誠信視為嚴重影響與公司關係之行為，

對此情形一般商品將不予上架或將既有商品予以

下架懲罰。  
百貨  
量販  
超市  

繼續交易

的條件  

便利商店  

 
績效為主，其次是人情。  

百貨  精品大廠反而要求百貨公司做市場區隔，將不相容

的櫃位撤掉，或引進同質的競爭品牌。  
量販  大型供應商規定零售商每次要進 300 箱，但會自行

提供價格折扣（最低進貨量）  
超市  好的位置，同類商品愈少愈好  

供貨廠商

對流通業

者的要求

或合作態

勢  
便利商店  中小型廠商，有時因本身設備或資金的考量，加上

經營心態有時較為保守，故在合作評估上有時較為

謹慎。  

資料來源：本研究根據訪談內容整理。  

量販業者表示，「大廠有自己的策略在，例如 P&G，淘汰小廠商，年

度策略影響，會影響量販店的庫存，以大型通路為主，規定零售商每次要

進 300 箱，而小的零售商則透過聯合採購，才有辦法購買大廠的產品，但

供應商會將其購買價格壓低，使零售商可以接受大量進貨；而供應商也將

節省的倉儲、運送費用回饋給零售商；如果零售商要求供應商，需要提高

年度回扣、增加配送次數、減少運送量，則價格可能較大量進貨的情況高」。

由此看來，大型通路商在與大型供貨商交易時，勢均力敵，合乎商業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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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質，對於中小型供貨商則較為不利。  

歸納而言，供貨廠商的商品被流通業者下架，其原因可能如下：  

1.商品的貢獻度太差。  

2.商品的品質發生嚴重瑕疵。  

3.業者無法配合促活動或販促宣傳要求。  

4.供貨/配送不正常。  

5.無法配合某些特殊的交易條件。  

6.同質性高，受到其他品牌之排擠。  

7.商品特性無法配合業者/門市店的營運，例如輕巧易失竊、包裝不良造成

顧客傷害等。  

8.因季節性/流行因素停售。  

但是，量販店業者也表示，「小廠商把賣場當作廣告牌面，對大廠有利

可圖，但小廠幾乎無利可圖。大廠有不錯的利潤，而小廠在量販店內只能

當作是行銷費用。各有不同目的，才在這裡陳列，大廠是要擴展據點，小

廠則是提升知名度」。所以，不論交易條件如何，若基於雙方合意，不論對

供貨廠商有無獲利，均屬合理之契約條件。  

一般而言，市場上對於新型零售業態與供貨廠商的交易，如量販店業

者所云，「一般在契約的部份大多白紙黑字，若有爭議則採用法律、傳統、

習慣為主；一  般的交易條件，供應商都是可以接受，例如上架費、新開店

扣 5%的貨款。現在在這個行業裡頭都已成習慣」。  

另外，通路商與供貨廠商並非一直處於對立的狀態，而通路權力更非

單方面行為的結果，有時甚至是流通業者與供貨廠商共同創造的結果。如

便利商店業者所言，「有讓廠商賺錢的規劃與行銷能力通路的 Power，不完

全建立在因店數所產生的採購力上，通路透過 POS 掌握銷售情報，掌握了

第一手的顧客需求，如何將這些情報，轉化為商機，再透過與廠商的合作

來開發及滿足顧客的需求，讓通路與生產商均能夠從中獲利，一旦廠商發

現與通路密切合作，就能賺錢，通路的 Power 與價值自然就產生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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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通路商而言，成本的降低不僅止於與供貨廠商的交易考量而已，是

一種全面性的，如量販店業者所指，「目前為了降低成本，持續再要求，可

以說是以榨取的方式，向廠商、內部員工，在營運的成本、人員、能源、

行銷費用部份去節省。當量販店的業績下降，什麼問題都來了；若是業績

成長就沒有問題，但業績衰退時，不是問題的都變成問題。因為成長時，

大家都很高興，認為支出的費用都是應該的；若是量販店沒有賺，還要再

要求廠商時，供應商就會翻臉；因此，維持量販店不斷的成長，是很重要

的」。所以，若無法維持流通市場的競爭，短期間看似公平合理，但是長期

而言，未必有利於整體社會福利。  

 

（二）垂直交易限制之狀況－供貨廠商觀點  

供貨廠商對於實際市場狀況的認知，認為「連鎖有集體的力量，這些

量販店規模大，結果整個權力較大，如家樂福和大潤發量販店的權力較大；

再來則是單店；雙方在交易條件上，每個通路的強勢都差不多，但特別是

有做行銷或廣告的，以及作廣告的流通業者力量會更大，因為它對顧客產

生保證」。  

通常零售商的售價是供應商較無法強制要求的，，特別是在促銷期間。

若是零售商有打廣告時(如：家樂福天天最便宜)，則供應商會給予零售商

最優惠的條件，但供應商還是會注意到零售商的進價，以讓自己的損失最

小。  

實際上，最讓供貨廠商感到困擾的並非在於雙方所簽訂的契約內容

上，而是與銷售量大的單店交易條件交涉談判，且這些條件並不一定有契

約規範。業者就指稱，「除了一些例行性的契約訂定，對供應商而言，也會

透過與各別的單店談判，而這部份就不會列入合約(例如五間店，只有二家

店有能力訂貨量達到某程度)。流通業者不希望列入制式化，反而希望列為

單店收入，用來作為其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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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具規模的通路商對供應商間會有不公平的行為，供貨廠商指稱：

「例如：賣場空間多出來，可能會給聯合利華，因為是第一品牌。還是回

歸到零售商，通常 DM 有刊登的產品，賣場就要有產品，換一次，多印一

本 DM 時，就會多很多成本，若是臨時變動，對供應商來說，就會增加變

動成本。賣場有 DM 促銷，公司的產品就一定要上，不然別的供應商就會

犠牲自己的商品，而刊登在 DM 上」。這也成為大型流通業者能操作槓桿

原理的地方，使得在賣場以 DM 促銷時，若供貨廠商不跟進，則同業競爭

者將佔有較大的版面，對廠商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形象有負面影響。對一般

廠商而言，基於與大型流通業者長期交易之考量，雖然會增加公司的成本，

在現實考量下，一般較大型的供貨廠商也不得不參與 DM 上的廣告與促銷

活動，若流通業者無規劃性地且頻繁地進行此類的活動，對供貨廠商而言

無法預期的成本自然增加了，對中小型廠商則更可能無法負荷。  

大型流通業者導入資訊系統，對供貨廠商的影響上，有一業者表示：「零

售商推展共同的庫存管理系統，透過系統的配合，使雙方在倉儲、補貨等

功能都加強新的合作關係」。但，對於中小型供貨廠商而言，業者也認為：

「長期而言，透過合作的方式，共同發展系統，對彼此是有利的，至少公

司間關係會形成合作趨勢；對於小供應商而言，則較為不利，因為他們沒

有廣告、沒有資源，沒有知名的品牌，所以小供應商會越來越吃虧，只能

依賴零售商協助其促銷或者是聯合小供應商集中力量」。  

表 3-24，整理流通業者對強弱勢供貨廠商交易條件之異同；表 3-25，

整理流通業者對供貨廠商的交易限制。  

 

表 3-24  流通業者對強弱勢供貨廠商交易條件之異同  

項目  小型弱勢廠商  大型強勢廠商  

契約  定型化契約  設定某幾個條件  

年度退佣比例  7~10% 1~3% 

上架費(固定費用) 

(單品/單店) 
8,000~12,000 元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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零售商可獲得的毛利  高  低  

契約內容  不可以談，沒有談判權  可以談  

商品貢獻度  低  高  

人員協助  自行派員工排貨  自行派員工排貨  

盤點  自行派員工盤點  品項過多，不會派人去  

品牌  市場接受度低－條件差  市場接受度高－條件佳  

零售商付款方式  期間較長  期間較短（多為一個月內）

新商品推廣機會  低  高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3-25  流通業者對供貨廠商的交易限制  

交易條件  說    明  
價格   優惠價格  

 促銷條件很多，如配合短期間或一年二次促銷案等  
 進貨折扣、銷售折扣  
 賣場改裝時，則要求供應商要負擔部份費用  
 收取附加費用（上架費、下架費等，）  
 缺貨罰款  

 
非價格   區域限制  

 限制交易對象  
 到新地點設櫃  
 要求不同包裝  
 配送頻率、指定物流中心  
 商品專賣  
 加入共同的資訊系統  
 新商品優先上架  
 買斷可退貨  
 過期商品可退貨  
 要求供應商派人去支援，例如幫忙排貨、配合盤點時間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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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際訪談資料整理得知，國內很少發生搭買產品的情況，反而是供

貨廠商以搭售的方式交換給予流通業者某些優惠條件或承擔流通業者所提

出的諸多名目附加費用。而一般搭買情況較少見，主要是流通業者進貨商

品種類多，且貨架或櫃位空間有限。換言之，在有較多的商品追逐較少的

貨架空間的情況下，從經濟觀點來看，可促進行銷之效率性。  

不過，業者表示，具有連鎖品牌力的大型流通業者，例如，百貨公司

要到其他地區設立新據點時，通常會希望現在合作的供貨廠商與專櫃，也

能一起到這些新的地點設櫃，以解決招商困難的問題。但若新的地點供貨

廠商評估不樂觀，有時亦不得不配合連鎖大型流通業者的要求，以換取長

期的繼續交易或不較差的交易條件。  

對流通業者而言，開發新商圈是其追求成長的方向之一，而新商圈若

非極佳之地點，通常非一朝一夕就能出現成效，流通業者也需要供貨廠商

的配合貢獻，塑造流通業者一致的整體形象。在經濟效果上，可確保通路

階段的服務品質，進而維持商譽。且若供貨廠商與通路商從零星交易轉換

為長期性的交易關係，如前所述，在長期性、持續性交易的情況下，承認

「相對優勢地位」存在下，供貨廠商面對大型連鎖流通業者的要求，供貨

廠商抱持對未來長期交易的期待之下，在進入新商圈設點的招商邀請下，

通常傾向樂觀評估，同意與大型連鎖流通業者共同經營新商圈，部分的原

因來自於「關係專屬性投資」（relation-specific investment）。但是，雖然這

項投資在成為沉沒成本之後，可能使供貨廠商因而被「鎖住」（ lock-in），

其正面效果可節省雙方的交易成本，同時可視為關係投資者所發出的一種

訊息，可提高交易雙方彼此的信任關係，強化關係行銷的正面效果。  

雖說單方行使關係性投資，可能會使優勢的一方做出事後的投機舉

動，但是，對於大型通路商所發揮的市場力量，供貨廠商也並非完全無法

抗衡，例如，業者指稱「零售商如果將供應商的第一品牌在價格訂太低的

價格時，供應商則可能停貨、或用非第一品牌、較差、較低價的同類商品

取代；零售商只好宣稱第一品牌的產品缺貨，但是若供應商與零售商間的

關係，因為零售商將供應商的產品價格壓低時，供應商與其產生衝突(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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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收回…)，可能在下次供應商想要促銷自己的產品時，零售商就不理

會，因此彼此間產生策略不一致問題」。換言之，供貨廠商在面對流通業者

的壓力之下，的確是有以限制供應的方式回應 51，但最後可能造成的是兩

敗俱傷的結果。同時，專櫃廠商也表示如果配合設櫃長期沒有獲利，供貨

廠商也沒有能力繼續配合，只好退出此一賣場。  

整體而言，供貨廠商對目前大型通路的看法，多為持平的看法，雖然

不願意受到大型通路的壓迫，但這些通路對於公司整體來說是有益的，有

一供貨廠商就說到，「像宏基這麼大的公司都怕通路商了，更何況是一般的

小廠。因為零售商具有通路的銷售點，對供應商而言，是比較好的，對零

售商也是比較好的，只要零售商不要侵犯過多供應商的利益，且零售商對

供應商的要求是供應商可以接受的範圍內時，即使零售商具有通路權勢也

是必須要接受的現實」。  

 

二、問卷資料分析  

(一) 問卷抽樣情形  

本研究透過立意抽樣方式請廠商協助，藉由郵寄方式直接寄給廠商，

共發放 100 份問卷，實際回收 41 份，回收率為 41%。  

(二) 分析結果  

本研究透過次數統計後，獲得的分析結果如下說明：  

1.供貨廠商的類型  

   本次主要調查的廠商從事的行業以食品業者為主佔 61%，其次是藥品

及清潔用品佔 19.8%，符合目前四大業態主要的交易對象類型。參見表

3-26。  

 

                                                 
51實務上，從宏碁電腦與燦坤之間的爭端也可得知。供貨廠商指出，有一次家樂福把伯

朗咖啡的價格破盤時，伯朗就將這些貨品買回，或者供應商會停止出貨，請流通業者將

商品價格調回來。而且供應商會依據訂單的量，來控制商品供貨的情況，而供應商在 3~6

個月內則不會排促銷，但是只要供應商在零售商店內停止供貨某項產品時，則零售商會

將供應商的商品下架 10 項，予以報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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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6 廠商的業態分佈  

項目  百分比 /次  項目  百分比 /次 項目  百分比 /次

農、畜、水產

品  
12.2/5 藥品、化粧品及

清絜用品  
19.5/8 建材、居家用

品  
2.4/1 

食品什貨  61/25 首飾、貴金屬 0 鐘錶、眼鏡  2.4/1 
布、衣著、服

飾品  
0 汽機車及零配

件用品  
2.4/1 其它  7.3/3 

家庭電器、設

備用品  
9.8/8 文教、育樂用品 7.3/3   

 

2.商品的銷售情況  

   本次調查的廠商在本研究之四種業態的銷售，以便利商店及量販店居

多。其次，則以全聯社及軍公教福利中心銷售較多。  

另外供貨廠商選擇流通業者的主要考量因素是據點的問題，佔本回收

樣本的 87.8%，其次是知名度高(65.9%)與企業規模大(58.1%)。  

此外，當供貨廠商加入規模較大、據點較多的流通體系統後，在市場

佔有率通常能夠大幅提升，而且銷售額及淨利皆會增加。其中，又以加入

量販店體系在銷售額上會增加最明顯。然而，與便利商店業者交易，在成

本支出上會較多，但獲利率也較大。參見表 3-27。  

表 3-27 廠商的銷售情況  

項目  百分比/次  項目  百分比/次 項目  百分比/次

銷售額比例   績效   增加銷售額   

□便利商店  26.9 市場佔有率  □量販店  29.3/12 

□百貨公司  17.7   上升  92.7/38 □便利商店  24.2/10 

□超級市場  15.9   下降   □百貨公司  22/9 

□量販店  14.5   沒有影響 7.3/3 □超級市場  9.8/4 

□其它  29.0 銷售額   □其它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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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因素    上升  95.1/39 增加成本  

□據點多  87.8/36   下降   □便利商店  53.7/22 

□高知名度  65.9/27   沒有影響 4.9/2 □量販店  22/9 

□企業規模大  58.5/24 淨利   □百貨公司  19.5/8 

□交易條件佳  51.2/21   上升  53.7/22 □超級市場  2.4/1 

□具成長潛力  51.2/21   下降  34.1/14   

□立地條件佳  48.8/20   沒有影響 12.2/5 獲利高   

□容易進入  34.1/14 成本   □便利商店  36.6/15 

□獲利性高  29.3/12   上升  43.9/18 □超級市場  29.3/12 

□其它  12.1/5   下降  41.5/17 □量販店  9.8/4 

    沒有影響 14.6/6 □百貨公司  2.4/1 

    □其它  2.4/1 

 

3.交易條件  

  就本研究的問卷調查結果，如表 3-28 所示，有近三分之一的廠商認為

在百貨公司方面以遠東百貨最為強勢，所開出的條件最為嚴苛。這與訪談

的結果有所不同，主要的原因是，此次問卷發放的對象主要以食品雜貨業

者為主，回收樣本中有六成以上均為此類廠商。因此，在供貨廠商的特性

上，並不符合大部分實際與百貨公司交易的專櫃廠商，而是與百貨公司超

級市場部的供貨廠商意見。由於遠東百貨的超級市場的經營，主要是自營，

所販賣的許多商品均是自行進口的商品，僅某部分依賴國內供貨廠商，對

國內供貨來源的依賴度相對較低，一般供貨廠商對遠東百貨的觀感是可以

合理解釋的。  

在量販店方面，則是有八成的供貨廠商認為目前的龍頭老大家樂福最

為強勢。廠商所認為的強勢通路，在超市與便利商店方面，亦皆由目前各

業態主要地位的流通業者拔得頭籌，如超級市場的惠康超市、便利商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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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當廠商的產品品質佳、企業形象佳、產品具差異性、品牌高知名度時，

廠商才會具有較大的談判優勢，否則只得配合流通業者的要求了。  

表 3-28 廠商的交易條件與談判優勢  

項目  百分比  項目  百分比 項目  百分比

交易條件嚴苛  談判優勢  

百貨公司   超級市場   □產品品質  70.7/29

  新光三越  19.5/8   惠康  58.5/24 □企業形象佳  51.2/21

  遠東百貨  31.7/13   全聯社  34.1/14 □產品差異性  51.2/21

  太平洋  4.9/2   松青  9.8/4 □品牌高知名度  48.8/20

量販店     丸九  2.4/1 □獨家銷售代理  29.3/12

  家樂福  80/32  便利商店   □具有多樣通路  29.3/12

  大潤發  21.9/9   7-11   60/25 □產品多樣性  29.3/12

  愛買吉安  4.9/2   全家  41.5/16 □熱門產品  26.8/11

    OK 超商  4.9/2 □價格低  22/9 

    萊爾富  0 □其它  2.4/1 

 

4.交易限制  

  目前流通業者對於廠商在交易條件上的要求，如表 3-29 所示，以附加

費用、優惠採購價格、領先上市、獨賣等要求較多，特別是有七成以上的

廠商反應出流通業者對於廠商收取附加費用的要求實在很高。另外，要求

廠商能提供最優惠的採購價格，讓他們能夠提供低價給消費者，吸引消費

者上門，但卻因此透過壓榨的方式來要求廠商能給予優勢的採購價格；而

在這些要求下，廠商最不能忍受的是流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以及要求獨

賣，這麼一來對於廠商而言，不但增加成本，可能因為由某通路商獨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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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造成廠商的商品從此無法在市場上生存。  

  若是廠商提供商品讓流通業者獨賣時，一般所訂定的時間以 1 個月、1

季、1 年最多，而這也必須考慮到廠商所提供的商品類型而定。另外，一

般而言，廠商可能提供獨家代理的品項，會因為公司政策有所差異，本次

的調查結果顯示，有五成以上的廠商約有 11~50 種的商品是獨家代理，只

有少數幾家願意投入資本讓廠商有上百種產品是讓其獨家代理銷售。  

 

表 3-29 流通業者對於廠商在交易條件上的要求  

項目  百分比  項目  百分比 項目  百分比

交易條件要求   無法接受的條件  獨家交易時間   

□附加費用  73.2/30 □附加費用  36.6/15 2 週  0 

□優惠採購價格 61/25 □獨賣  26.8/11 1 個月  22/9 

□領先上市  41.5/17 □限制供貨對象 17.1/7 2 個月  9.8/4 

□獨賣  34.1/14 □優惠採購價格 17/7 1 季  22/9 

□固定採購價格 22/9 □限制供貨區  14.6/6 半年  19.8/8 

□指定配送廠商 22/9 □搭買  14.6/6 7 個月~1 年  2.4/1 

□最低採購數量 17.1/7 □固定採購價格 12.2/5 1 年以上  22/9 

□限制供貨對象 14.6/6 □最高採購價格 7.3/3 獨家代理品項   

□最高採購價格 9.8/4 □最高採購數量 7.3/3 沒有   

□最高採購數量 9.8/4 □最低採購數量 7.3/3 10 種以下  14.6/6 

□限制供貨區  9.8/4 □指定配送廠商 7.3/3 11~30 種  34.1/14

□搭買  9.8/4 □其它  4.9/2 31~50 種  24.4/10

□其它  4.9/2 □領先上市  2.4/1 51~80 種  12.2/5 

    81~120 種  4.9/2 

    121 種以上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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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契約內容與實質不合理對待  

  一般供貨廠商與流通業者在非價格契約的部份，有一半以上的廠商指

出大多數是有簽定契約的，只有少數的廠商與流通業者間是透過口頭或默

契的方式來實行非價格的交易條件；而且廠商認為流通業者是不會強制對

他們收取費用，但還是有超過三成的廠商認為流通業者是有強制收取費用

的狀況，亦有超過四成的廠商認為流通業者有單方面在非價格上的要求。  

  而且，有超過七成以上的廠商認為有遭到流通業者不合理的對待，最

常發生的就是停止進貨、被迫商品下架、縮減陳列排面，因此對於供貨廠

商而言，這些損失可不小；加上目前流通業者向廠商收取的名目費用很高，

多則佔總銷售額的 16~20%，少則 4~6%，因此造成小型廠商可能因此無法

生存。請參見表 3-30。  

 

表 3-30 契約內容與實質不合理對待  

項目  百分比/次  項目  百分比/次 項目  百分比/次

非價格契約   更新契約時間  名目費用   

大多數有  56.1/23 每季  7.3/3 1% 9.8/4 

少數有  24.4/10 每半年  9.8/4 2~3% 7.3/3 

沒有  12.2/5 每年  80.5/33 4~6% 24.4/10 

其它  7.3/3 不合理對待   7~10% 17.1/7 

強制收附加

費  

 停止進貨  46.3/19 11~15% 4.9/2 

沒有  63.4/26 被迫商品下架 41.5/17 16~20% 22/9 

有  36.6/15 縮減陳列排面 31.7/13 21%以上  12.2/5 

單方面非價

格要求  

 變動商品陳列位

置  

19.5/8 遭受不合理

對待  

 

沒有  53.7/22 其它  4.9/2 有  73.2/30 

有  43.9/18   沒有  2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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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基本資料  

近四成的廠商其銷售的品項數大多在 50 項以下，其次則是在 51~100

項之間；員工人數以 6~30 人居多。其次則是介於 60~200 人之間的供貨廠

商，有近四分之一的廠商屬於小型企業，因此與本研究所欲了解之中小型

供貨廠商吻合。另外，在銷售區域部份，超過七成的廠商是以全省銷售為

主，只有少數幾個廠商是以北部及中部為主；最後，在營業額的部份以 1~5

億元的廠商最多，其次則是介於 5~30 億元之間。參見表 3-31。  

 

表 3-31  廠商的基本資料  

項目  百分比  項目  百分比 項目  百分比

品項數   員工人數   營業額   

50 項以下  39/16 5 人以下  0 1000 萬元以下  12.2/5 

51~100 項  36.6/15 6~30 人  24.4/10 1001~5000 萬元  9.8/4 

101~300 項  9.8/4 31~60 人  12.2/5 5001 萬~1 億元  4.9/2 

301~600 項  9.8/4 61~100 人  19.5/8 1~5 億元  24.4/10

601~1000 項  2.4/1 101~200 人  19.5/8 5~10 億元  19.5/8 

1001 項以上  2.4/1 201~500 人  19.5/8 10~30 億元  19.8/8 

銷售區域    501~1000 人  2.4/1 30~50 億元  4.9/2 

北部  2.4/1 1001~5000 人  2.4/1 50 億元以上  4.9/2 

中部  7.3/3 5000 人以上  0   

全省  73.2/30     

外島區與全省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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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下游對上游垂直交易限制之實際案例 

本研究透過公平會網站公報取得與本研究相關案例資料，根據違法行

為整理如下表 3-32。進一步再根據價格與非價格交易限制將案例彙總整理

如下表 3-33，計獨家代收有統一超商涉及的案例 1 件，區域限制有遠東百

貨所涉及的 1 件，顧客限制 3 件，電子供應使用契約 3 件，其餘大多涉及

附加費用的約有 10 件，違約罰款 1 件案例。換言之，截至目前為止，在公

平會經判定的案例中，涉及流通業之價格垂直交易限制者有 11 件，而涉及

非價格垂直交易限制者有 8 件，共計 19 件。  

表 3-32  公平會執行下游對上游垂直交易限制處分案件統計  

－按違法行為分別  

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 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 聯合行為  條文  

年度  第 19 條之一  第 19 條之六 第 24 條  第 14 條  

84 年  1 -- -- -- 

85 年  1 -- -- -- 

86 年  -- -- 1 -- 

87 年  -- -- -- -- 

88 年  -- -- -- 1 

89 年  -- 1 1 -- 

90 年  -- -- 6 -- 

91 年  -- 2 5 -- 

92 年  -- -- -- -- 

總計  2 3 13 1 

資料來源：公平交易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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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國內下游對上游垂直交易限制相關案例彙總  

限制類型  年度 行為主體  業態 原   因  結果

附加

費用  
86 統一超商股

份有限公司

便利

商店

公 24 新開店數滿百整數時，除收

取「新開店」之附加費用外，

並重覆收取「百店」附加費

用。  

處分

附加

費用  
89 家福股份有

限公司  
量販 公 24 濫用相對優勢地位，向供貨

廠商重複收取附加費用  
處分

附加

費用  
90 福客多商店

股份有限公

司  

便利

商店

公 24 被檢舉利用優勢市場地位，

向供貨廠商強制重複收取附

加費用。  

處分

附加

費用  
90 萊爾富國際

股份有限公

司  

便利

商店

公 24 同上。  處分

附加

費用  
90 惠康百貨股

份有限公司

超市 公 24 濫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向

供貨廠商不當收取附加費

用。  

處分

附加

費用  
90 家福股份有

限公司  
量販 公 24 同上。  處分

附加

費用  
90 全聯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超市 公 24 不當收取附加費用。  處分

附加

費用  
91 全聯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超市 公 24 不當收取附加費用。  處分

附加

費用  
91 富群超商  便利

商店

公 24 濫用市場優勢地位，不當壓

抑交易相對人，不當收取附

加費用。(00540 次會議) 

不 處

分  
 

附加

費用  
91 富群超商  便利

商店

公 24 不當收取附加費用及下架條

件未透明化。(00577 次會議) 
處分

 

 
 
 
 
 
 
 

價  
 
 

格  

違約

罰款  
91 喜威世流通

股份有限公

司  

物流 公 24 在供銷契書中訂定顯失公平

之缺貨違約罰款條文。  
處分

顧客

限制  
84 遠東百貨  百貨 公  

19-1
被檢舉涉及唆使專櫃廠商對

該中國力霸百貨之專櫃廠商

斷絕供給商品。  

不 處

分  

顧客

限制  
85 新光三越百

貨股份有限

公司  

百貨 公  
19-1

被檢舉涉及唆使專櫃廠商對

該中國力霸百貨之專櫃廠商

斷絕供給商品及杯葛新設事

業案。  

不 處

分  

 
 
 
 
 
 

 
非  
價  
格  

顧客

限制  
88 宜蘭超市聯

盟(喜互惠、

農民、萬客

來) 

超市 公 14
 

被檢舉涉及壟斷市場及杯葛

新設事業案。要求供貨廠商

不得供貨給某一新設超市  
（聯合行為）  

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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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

代收  
(獨家

交易

安排) 

89 統一超商股

份有限公司

便利

商店

公

19-6
被檢舉壟斷超商代收民營電

信資費。  
 

處分

90 惠陽百貨股

份有限公司

超市 公 24 強迫各代送及供貨廠商加入

流通商務網之行為，涉有違

反公平交易法規定案。  

處分

91 家福股份有

限公司  
量販 公 24 被處分人改採電子化訂單交

易，要求供應商向英豐侖資

訊股分有限公司購買 Web 
EDI 系統使用點數，並設限

停止傳真訂單之使用。  

處分

 
 
 
 
 

電子

供應

使用

契約  
91 屈臣氏百佳

股份有限公

司  

藥妝

店（專

賣店）

公  
19-6

強制供應廠商簽立「電子供

應使用合約書」，並負擔系統

使用費。  

處分

 

區域

限制  
91 太平洋崇光

百貨股份有

限公司  

百貨 公

19-6
被處分人於其單方制定之專

櫃廠商合約書中，增訂營業

區域限制條文，構成以不正

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

動為條件而與其交易之行

為，有限制競爭之虞。  

處分

資料來源：整理自公平交易委員會網站公報。 

由上表 3-33，可發現，下游流通業者對上游供貨廠商之交易限制行為，

在價格方面，幾乎以附加費用之相關問題為主，再深入了解其附加費用的

相關項目，不難發現有些是屬於直接與價格有關的垂直交易限制，例如，

商品折扣，一般供貨廠商亦等同列入附加費用一併處理。根據訪談的結果，

供貨廠商亦將此一類或相關的價格折扣均歸屬於附加費用，所以，下游對

上游的垂直交易限制在價格限制上應該鎖定附加費用的相關規範。  

由表 3-34，我們也可以發現，以目前發生的實際案例來看，不同流通

業態可能發生違反公平交易法的垂直交易限制類型不同，必須回歸到不同

流通業者在經營上的本身價值創造（獲利）的方法不同來看，台灣的百貨

公司多以出租專櫃的方式經營，最常見的限制項目是區域與顧客限制。以

低價為競爭手段的量販店與超市業者，會將價格反應到一般的消費價格

上，而這些價格上的優惠就成為供貨廠商必須負擔的附加費用。新興的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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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業態－便利商店，同樣以附加費用的爭議為最多，不過可以發現都集中

在 90 年度，除了因為是較慢崛起的流通業外，如此集中發生的情況，還顯

現出附加費用的問題是一般業界普遍的現象，如表 3-35 之次數分配表。而

便利商店業者之所以發生與量販業者同樣的附加費用問題，雖然附加費用

的項目不同，但顯示出國內流通業者一般對此一公平競爭議題不甚了解，

在援用業者一般的交易行為時，不免發生過而無不及之情事。  

 

表 3-34  不同業態實際案例發生限制類型  

流通業態  
交易限制類型  

百貨公司 量販店  超市  便利商店  

價

格  附加費用  ◎  ◎  ◎  ◎  

獨家交易  -- -- -- ◎  
區域/顧客限制  ◎  -- -- -- 
搭買  -- -- -- -- 

 
非

價

格  電子供應契約  -- ◎  ◎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3-35  交易限制類型之次數分配表  

0

2

4

6

8

10

12

附加費用 違約罰款 顧客限制 獨家代收 電子契約 區域限制

件數 垂直交易限制

件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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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內發生實際案例之處分書，我們可整理出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之

理由：  

（一）違反公平交易法之論點：  

流通事業向供貨廠商收取附加費用，如係基於相對於供貨廠商具有交

易上相對優勢地位，以單方制定不合理之附加費用收費項目，而使供貨廠

商縱使對其本身造成顯著不利益之影響，並有礙其進行效能競爭，亦不得

不接受該項交易條件時，則該流通事業相對於供貨廠商即具有不當壓抑之

意圖，而有侵害競爭秩序所欲實現資源分配之效率性，以及競爭行為賴以

存立之健全交易社會，甚且有妨礙供貨廠商成為有效之競爭主體之虞，構

成顯失公平行為。  

流通事業是否具有相對優勢地位，尚無須以該流通事業是否具市場支

配地位為前提，僅以其與有爭議行為所涉及之特定交易相對人之關係上，

是否居於相對優勢地位，即為已足。至於此種相對優勢地位之審酌，應斟

酌考量供貨業者對流通事業交易上之依賴程度（如：該流通業是否為主要

零售通路之相對於供貨廠商而言，該流通事業是否為重要之交易相對人

等）、相關流通業者於市場上所擁有之地位（如：市場占有率或總開店數

等）、該流通業者相對於該供貨廠商之營業規模及市場占有率、供貨廠商變

更其交易相對人之可能性，以及該當商品的供需關係等各項要素，予以綜

合判斷之。  

流通業者向供應商針對同一事項重複收取附加費用，且該重複收取與

促進商品販售並無直接關係，此種強制重複收費情形，屬違反一般商業倫

理對交易相對人為不當壓抑，即利用市場優勢地位，強迫交易相對人接受

不公平交易條款的行為，並已足以侵害公平競爭與效能競爭，損及市場正

當合理之交易秩序，將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二）未違反公平交易法之論點  

市場經濟之從事者，透過競爭機制經營商業，利害盈虧，世所恆有，

亦為市場經濟制度下之常態，商業自由為現代經濟法之重要基本原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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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易法之目的在競爭制度之維護，而非在照顧經營利潤減少之經濟上弱

者，所以必須明瞭與競爭法無關之「壓抑」、「強迫」，非公平交易法所欲規

範的範圍，亦非公平交易法所能涉入者。事實上，類似如經濟上弱者之保

護，契約自由濫用之防止，民法及消費者保護法等均有明文之規定，事業

於交易過程中，若有商業利益之損害，即可依前述相關法律規定尋求救濟，

始為正途；而供應商與流通業者間的關係，可由下列四個觀點來說明。  

A.互利才相依賴本質   

流通業者因獲利才得以永續經營，供貨廠商藉由流通業者之商店銷

售，目的亦在獲利。雙方求利之目標一致，唇齒相依。故單方面論析供貨

廠商對流通業者之依賴度，而為斟酌流通業者具相對優勢地位否，並不十

分貼切。何況供貨廠商對流通業者之淨銷貨收入（銷貨減退貨）佔供貨廠

商年度淨銷貨收入之比率不高，若就此認為供貨廠商對流通業者有極深之

依賴程度，確待商榷。企業經營本於具互利性，供貨廠商欲利用流通業者

所建立之商店銷售，自須分攤流通業者之投資風險。而分攤的型式之一即

為供貨廠商之商品對流通業者之銷售貢獻。「利用相對優勢」、「單方制定定

型化合約」、「強制」、「重複收取附加費用」之論析基礎，所謂定型化合約

乃「業務協商」，為買賣雙方議定之相關折扣與贊助金等交易條件。既然是

雙方自由合意議定，「單方制定定型化合約」及「強制」之說能不有斟酌之

餘地。   

若銷售貢獻不佳，互利基礎趨薄，自然不易維持互賴關係。若供貨廠

商百分之八十之銷貨收入來自「末端通路」，推論流通業者為供貨廠商之重

要交易相對人，未免過度提高流通業者之地位。   

B.相對優勢之非罪化   

例如在八十九年底，福客多與萊爾富之店數分別佔全國便利商店數之

4.1%及 11.2%。兩家業者之便利商店總數亦不過約為統一超商之三分之

一。又若較以八十八年之銷貨收入，該兩業者之和尚不及統一超商之四分

之一。再者，八十八年，兩家業者之經營結果均為虧損；而供貨廠商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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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由此以觀，謂福客多與萊爾富具相對優勢地位，實仍有斟酌餘地。

縱曰兩家業者具相對優勢地位，難道其有義務不能排斥銷售貢獻低的供貨

廠商？若因其不接納而被認係利用相對優勢地位，行不當壓抑，致「強制」

重複收取附加費用加諸其身，難道此乃流通業者之原罪？  

由商業實務以觀，流通業者並無法對全部供貨廠商均以相對優勢相

待。所謂「單方制定之定型化合約」，對某些供貨廠商言，流通業者恐無主

張附加費用之名目與比率之能力。由於附加費用收取是流通業者轉嫁經營

風險之型式之一。故相對優勢地位若被濫用於流通業者對單一供貨廠商，

恐將形成流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之上限，而迫使流通業者為有上限無下限

之經營。此舉可能造成行公平交易裁判反製造不公平的現象。因故，不宜

因具相對優勢地位而逕行負面推論，應以具體事證為整體經營或總體經濟

之考量較為適切。  

C.強制重複之因果性   

分攤投資風險之另一型式為附加費用之支付，如福客多及萊爾富涉及

「百店」及「新開店」之贊助附加費用，誠有可論性；然買賣雙方事先同

意附加費用項目與金額，何來「強制」。若係優勢地位作祟，難免扭曲契約

自由合意之本旨。在福客多及萊爾富所收取之附加費用分別高達供貨廠商

供貨之百分之十七及五十六。並謂供貨廠商接受此條件乃兩業者具相對優

勢地位所致。然睽諸附加費用比率計算乃附加費用除以供貨廠商供貨額。

若供貨廠商之商品銷售不佳，比率自然高。況附加費用又分固定金額費用

及變動比率費用兩類。處分理由逕以表面比率論析，因果恐將顛倒。重複

收取附加費用誠有可議，然業者極易將其百店贊助攤入新開店贊助，以避

開「重複收費」之處分，且供貨廠商亦不難接受（以福客多為例，新開店

協贊費由 1,000 元調整為每店 1,150 元即可），但此對規範公平之市場交易

秩序顯無助益。故若欲藉消除重複收費促成供銷垂直體系之公平行為，恐

仍須深入了解附加費用之合理性。   

D.風險轉嫁的合理性(附加費用合理化審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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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通業者設計項目繁多的附加費用，有益與供貨廠商議價之條件爭

取。但對供貨廠商而言，其關心者為總負擔之多寡，不在名目為何。故欲

伸張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精神，促成供銷垂直體系之公平合作，自須

深入審度附加費用的合理性，亦即評估流通業者是否藉附加費用收取之

名，行經營風險之過度轉嫁之實。  

實際上，近年來由於流通業者本身激烈競爭之下，也凸顯了一些原本

在上下游廠商間的協議問題所引發的不公平競爭之疑慮，例如，民國 91

年 2 月 26 日，微風廣場就以太平洋SOGO百貨「不正當限制交易」行為，

向公平交易委員會檢舉，指出太平洋SOGO百貨以其優勢市場地位，限制

專櫃廠商在其他百貨賣場的設櫃行為，在業界形成所謂的「微風條款」。另

外，台北力霸百貨與遠東百貨之爭，最後也以不成立收場。其他未公開的

案件也相當多 52。  

另外，大型流通業經常扮演各業態零售市場之龍頭角色，在競爭之下，

紛紛希望透過創新取得競爭優勢，進而維持市場地位，往往會引進具新穎

性的商品，或開發專屬其通路的商品品項。如此的競爭的結果，大型流通

業者運用其對市場的地位，針對極具消費市場潛力的商品，便希望能夠取

得獨家銷售權或者與供貨廠商共同開發通路專屬商品，一方面提高銷售，

一方面可強化商店的形象。因此，在通路商逐漸壯大，擁有商品採購力下，

其對供貨商的談判力就提高了，經常透過「互惠的」協調方式，取得商品

的獨家銷售。  

而由於大型流通業者接近市場，在現代資訊技術的協助下，更能及時

掌握消費者消費趨勢的變化，透過其累積的市場知識，使得大型流通業者

不再侷限於傳統的商品銷售者而已，大型流通業者在某一程度上扮演了商

品開發的角色，開發專屬通路的商品。這些大型流通業者，尤其本身就具

有商品開發能力的大型流通業者，若供貨廠商不配合這些大型流通業者的

要求，大型流通業者也會自行尋求其他供貨廠商之協助，進行同類商品的

                                                 
52 類似「微風條款」的案例在百貨界行之有年，例如，台北 SOGO 百貨在開幕之初，

與中興百貨也曾暗中較勁；台北南京商圈的衣蝶百貨與新光三越百貨也曾相互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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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創新與速度，是流通業維繫市場地位非常重要的因素。  

從目前發生的案例來看，顯然目前公平交易委員會所受理的相關案件

雖不多，但實務上相關的競爭行為卻時有所聞。尤其在流通業已經形成系

統間的競爭，例如，在便利商店業態，凡與統一企業之商品有敵對關係的

競爭產品，勢必難在 7-Eleven 上架，同樣地，在光泉集團所經營的萊爾富

系統也買不到統一的競爭性商品。  

國內大型流通業者經過多年發展，業已掌握零售市場之通路命脈，藉

由採購部門向供貨廠商提出增加附加費用之要求。對於供貨廠商而言，由

於在商品銷售上，一方面仰賴流通業者的通路進行銷售；另一方面，由於

大型流通業者具有市場知識力，雙方良好的夥伴互動關係，將能夠提供供

貨廠商在商品上的創新，有助於供貨廠商本身的持續創新。所以，供貨廠

商普遍處於期待維持業務往來之壓力下，多數中小企業廠商皆難抗拒其要

求。  

但是，流通業者與供貨廠商倘基於交易相對人之自由意思即雙方互利

互惠原則，共同進行產品創新研發，整合物流配送作業即共同辦理商品廣

告及促銷活動等，則附加費用之產生並非全然不利於整體經濟發展。然而，

大型流通業部分新增附加費用係基於本身經營之考量而單方面訂立之收費

項目，而非源於大型流通業者與供貨廠商所合作辦理之研發投資或促銷方

案，供貨廠商卻被要求分擔相關營業費用、研發或設備投資成本。因此，

倘零售業者基於其優勢地位，以單方立場對供貨廠商為此種要求，即很容

易對供貨廠商不當地帶來不利益，自易發生零售業者濫用優勢地位問題。  

且，目前國內大型流通業者向供貨廠商所收取之附加費用，多採直接

扣減其貨款價金之方式。部分流通業者甚至未事先詳列其應付貨款金額及

附加費用等報表資料，即逕自扣減其應付予供貨廠商之貨款金額，極易造

成供貨廠商對貨款入帳及相關帳務處理之困擾，乃供貨廠商普遍反應之問

題，需要設計適當的機制與規範進行對於流通業與供貨廠商間垂直交易條

件之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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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目前實際發生之案例，加上實務上極具爭議性話題的案例，可發現

新型流通業態對市場的主導力愈增，例如，便利商店業與其關係企業形成

單一系統與其他便利商店與製造商系統間的競爭，以及各類專賣店，例如，

3C賣場 53、藥妝連鎖、連鎖藥局等。  

對此類連鎖化之大型流通業者，所涉及之產業之供貨廠商性質不同，

且其商店經營屬於產品線深度的經營，需要多樣化的商品，例如，藥妝店

的商品以一般藥品、化妝品、日用品為主，且單一產品在店內通常有不同

價格、不同規格、不同包裝的產品可供消費者選擇，在流通業中處於差異

化經營的經營策略型態，所涉及的供貨廠商傾向同一類型，而此類型的供

貨廠商對此一類型之通路之依賴也日益增加，若此類連鎖專賣通路商之競

爭愈加激烈，則會形成價格競爭 54，一定會對供貨廠商有所影響，將來勢

必引發垂直交易限制行為之爭議。對此，公平會同樣應注意此類流通業者

可能發生之垂直交易類型，以事前之宣導防範可能之違法行為。  

                                                 
53近期最為著名之案例為燦坤 3C 賣場與宏碁電腦與全國電子之事件，據 2003 年 8 月「商

業周刊」報導，燦坤賤賣宏碁電腦，是繼燦坤超低價店販賣韓商 LG 電漿電視之後，搶

奪市場之舉。此一事件起因於宏碁在民國 89 年即購入全國電子三成的股權，乃一品牌

製造商投資通路商，且於民國 92 年 8 月 6 日，宏碁總經理宣稱全國為宏碁最大通路商，

遂使燦坤以宏碁有洩漏客戶機密之嫌，做出低價促銷之決策予以反制。燦坤向以價格競

爭為其擅長，以低價吸引消費者，達到購買其他產品的目的，同時，此一做法透過向供

貨商收取上架費、回饋金等附加費用，也壓低了供應商的獲利。對於燦坤低價銷售宏碁

電腦，對宏碁而言，一般的看法有二，第一，宏碁若出面將所有通路商的貨全部下架，

並且斷燦坤的貨，讓消費者買不到商品，過一段時間就沒事了，經過重新改裝後，再舖

回通路即可，對宏碁的損傷不大；第二，若一旦讓消費者認為宏碁電腦還有降價空間的

印象，不僅影響宏碁品牌形象，其他品牌廠商也會遭受池魚之殃，影響消費者在當期購

買電腦的意願。對宏碁而言，同樣面臨兩難，若向燦坤等大型通路商低頭，則會影響未

來其他通路商的支持度。所以，即便是宏碁這樣的電腦大廠，面對大型通路商，都得特

別小心處理通路衝突的問題，由此一事件也可更加了解到，大型通路商已經扭轉過去以

供貨廠商主導消費通路的現象。  
54 目前以有有屈臣氏等藥妝業者，提出買貴退錢、最低價等宣傳口號，足見市場競爭已

較過去激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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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內外公平交易法相關規範 

本章目的主要在於簡要檢討其他國家法制有關下游優勢事業對上游事

業實施限制競爭行為之規範，並以日本實務案例為例，說明外國法制針對

相關限制競爭行為之運作方式。其後，再就我國現行有關該當限制競爭行

為的實務運作，加以概觀。最後，則以上述二者為基礎，概述未來我國公

平交易法於有關此等規範時，可以採取的規範方式。  

第一節   國外法制之規範概觀  

一、主要國家立法例簡介  

本節目的並不在於詳細述說各國法制對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內容，而

僅是針對現行有明文規範之主要國家法制，其內容大要及沿革，做一敘述。

希望藉此摸索出一定的規範發展方向，並與前述相對優勢地位規範應有之

理念相互對照，釐清現行法制對相對優勢地位規範的特質及問題點。  

（一）美國  

美國有關相對優勢地位規範最重要之法律，當推一九三六制定之羅賓

遜─波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本法立法目的主要係為修正一九一

四年制定之克萊登法（Clayton Act）第二條有關價格差別待遇之規定。從

其立法過程及沿革來看，羅賓遜─波特曼法原始立法目的乃是為對抗當時

興起的大型零售業者，防止其利用優勢的購買力量，要求製造商以低廉的

價格供應商品，而導致一般無法要求此種低廉供貨價格的中小零售業者遭

受傷害，此由該法草案名稱原為「批發商保護法」（Wholesale Grocers’ 

Protection Act），亦可窺知 55。職是之故，修正後的克萊登法第二條第六項

                                                 
55 See generally Frederick M. Rowe, Price Discrimination Under the Robinson

-Patman Act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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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即禁止，購買者不得「故意引誘或收受本條規定所禁止之差別價格」

56。依據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於相關判決中所做出之解釋，本項規定之買方

責任乃以賣方差別價格行為的違法性為前提 57，從而賣方所為價格差別待

遇是否為本法所禁止之違法的差別價格，就成為問題癥結所在。  

歷來，有關此一問題之爭議，大致可以分為二種不同對立的見解。一

種見解認為，有關羅賓遜─波特曼法之解釋，亦應與其他反托拉斯法規定

一樣，只有在對市場競爭本身產生不當的限制之情形下，價格差別待遇方

始為反托拉斯法上的違反行為；相對於此，另一種見解則從該法之立法過

程及沿革著眼，主張從該法制定乃源於為保護中小零售商免受大規模零售

商之侵蝕來看，其立法目的主要係為救濟競爭者而非競爭，故而該法之違

法行為並不以對競爭產生限制效果為限，只要競爭者因差別價格行為而受

到傷害，違法性即告成立 58。實務判決上，有關此一問題，至今尚難謂有

統一的見解，惟最近判決似有採用後者見解之傾向 59。  

不論如何，從此一南轅北轍的見解對立情況中，吾人亦可窺知，羅賓

遜─波特曼法不僅於立法過程時，即存有相當大的爭議；在後來的實務運

作過程中，亦時與整體反托拉斯法制的規範理念發生不少衝突景況，學界

一般對其存在意義與規制效果，評價並不高 60。美國律師協會（American 

                                                 
56 雖然，羅賓遜─波特曼法制定之原意係為管制擁有優勢購買力量之買方濫用其地位，

但成立之法條內容卻以禁止賣方的價格差別待遇行為為主，從而第二條第一項至第五項

規定之內容，全部為有關賣方不得提供相關差別價格之規制。且須注意者，由於克萊登

法第二條第六項的規範對象僅限於有關價格的差別待遇行為，因此無關價格的其他交易

條件之差別待遇，如廣告費用補貼、贊助金等，就由聯邦交易委員會（Federal Trade C
ommission, FTC）以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五條，予以補充規範。  
57 Great Atlantic & Pacific Tea Co. v. FTC, 440 U.S. 69 (1979). 
58 有關此等見解，參照 Stephen F. Ross, Principles of Antitrust Law ch. 7 (1993)。  
59 參照松下滿雄，〈最近の價格差別に關する米反トラスト法の判例動向〉，國際商事法

務，第二十六卷第一號（1998）。  
60 See Herbert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ch. 12 (1994); Ross, supra note 59; F. M. Scherer and David Ross, Ind
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h. 13 (1990); Dennis W. 

Carlton and Jeffrey M. Perloff, Moder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840-41 (2nd 

ed., 1994); Stephen Martin, Industrial Ecoinomics─ Economic Analysis and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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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 Association）於一九八○年的研究中，更指出該法之存在產生了下列五

項弊端：（1）導致價格變動的僵硬性，使事業躊躇於降價舉動；（2）助長

寡占市場中的價格協同行為之發生；（3）阻礙事業進入該當市場的決心；（4）

促使沒有效率的產品差別化之舉動發生；（5）強加事業負擔不當的管制費

用 61。  

由此可知，羅賓遜─波特曼法其實只是一部利益團體壓力政治下的產

物，其不僅無助於反托拉斯法規範目的之達成，並時時與之衝突，減損反

托拉斯法規範之實效性。或因此故，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最近有關羅賓遜

─波特曼法之運用，有日漸趨於消極之傾向 62，絕大多數有關此法之案件，

都係私人向法院逕行提起訴訟之案件 63。  

（二）德國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相對優勢事業不得直

接或間接以不公平之方式阻礙他事業從事其同類事業通常可從事之交易，

亦不得在沒有實質的正當事由下，直接或間接對他事業為與其同類事業不

同的差別待遇。本項規範有一特色，即得依據本項規定請求救濟之主體，

                                                                                                                                            
ublic Policy ch. 15 (2nd ed., 1994). 
61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Monograph No. 4, The Ronbinson─Patman Act:

 Policy and Law 27-37 (1980). 
62 參照村上政博，〈獨占禁止法の日米比較（上）─政策、法制、運用の相違〉，頁 237
-240，弘文堂，（1991）。  
63 除此之外，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亦可依據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五條規定對有關附加費

用收取行為進行規範。有關於此，最重要者厥為該會所制定之「Guides for Advertising 
Allowances and Other Merchandising Payments and Services」。根據該規則第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事業明知或可得而知其經由服務或津貼之收受所取得之差別價格，並不同等比

例地為其他競爭事業所取得時，此種收受服務或津貼之行為，違法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

五條規定。同時，該項規定並指出，前述之差別待遇行為可能因金錢支付或服務提供而

直接發生，亦可能透過買賣發票上的折扣等方法而間接發生。See 16 CFR 240.1, available 
at<http://www.ftc.gov/bc/docs/16cfr240.htm>.又，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於最近（2003 年

11 月 14 日）公布由其人員所調查、撰寫有關麵包、熱狗、冰淇淋、通心粉及沙拉醬等

五項產品之上架費實際運作狀態的報告，分析上架費於此五項產品流通過程中所扮演之

角色。See 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lotting Allowances in the Retail Grocery 
Industry: Selected Case Studies in Five Product Categories, available 
at<http://www.ftc.gov/os/2003/11/slottingallowancerpt0311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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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於中小企業 64。本項規定係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於一九七三年第三次

修正時，將不得為差別待遇之主體，由原先的絕對優勢事業，擴展至相對

優勢事業；一九八○年該法第四次修正時，再於當時的法第二十六條第二

項追加一句有關買方相對優勢地位之推定規定，曰：「特定商品或服務之需

求者，自其供給者處除獲得交易上一般之折扣或其他給付報酬外，更經常

得到其他同類需求者所未能獲得之特別優惠」時，該需求者在與其商品或

服務的供給者之關連上，便推定其具有相對優勢地位；而於一九八九年的

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五次修正中，將原先對請求主體不設限的作法，更

改為僅有中小企業始能依據本項規定進行請求；最後，一九九九年一月一

日起生效之第六次修法中，除在未對條文內容進行修改的情況下，將原規

定由第二十六條第二項調整至第二十條第二項外 65，最重要的變革當是，

為了促進該項規定規範的實效性，新法特於第七十條規定，配合該法第五

十四條第一項規定，令聯邦卡特爾署對檢舉人之姓名得以實施保密措施，

以免因其懼怕因自己姓名曝光，遭致相對優勢事業的報復，而不敢進行檢

舉。  

由上可知，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有關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愈來

愈趨嚴密而細緻，一九八○年追加的推定規定、一九九九年成立的匿名保

護規定，似乎顯示出德國立法者認為有必要對相對優勢地位，施予更為嚴

格的管制。雖然有見解認為，有關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之規定，為德國營業

競爭限制防止法實務上最重要的條文之一 66；但德國聯邦卡特爾署官員曾

在競爭法制會議上表示，至今為止，有關此之案件並不多，其規範成效亦

僅限於個別案例 67。此種對於法律實務運作成果迴然對立的認識，當出於

                                                 
64 有關此一限定之理由及其實際運用狀況，參照單驥、何之邁、吳秀明，《從依賴性理

論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以公平法立場之研析適用》，頁 39-41，八十八年度行政院公

平交易委員會合作研究計畫六（1999）。  
65 以上修正沿革之概要，同前註，頁 29-30。  
66 同前註，頁 5。  
67 參照 Claus Dierter Ehlermann and Laraine L. Laudati (eds), Proceedings of the 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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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係有關民事訴訟程序之運用成果，而後者則從行政管制的運用結果出

發。然則，為何二者間會出現如此歧異的看法？論者解讀為，由於相對優

勢地位規範主要係為保護競爭者，而非競爭制度，其與現行競爭法規範理

念相互抵觸，從而以維護競爭機制本身為職志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就鮮有

意願要去積極地執行此一條文規定了 68。若此，則吾人是否能以德國法有

關此之民事訴訟上的成果，給予過度正面的評價，並以此做為我國公平會

實務運作之參酌 69，就值得再三深思了。  

（三）法國  

法國法繼受德國法之規範，於「一九八六年十二月一日八六─一二四

三號價格與競爭之自由命令」第八條規定中，對相對優勢地位濫用有相當

嚴格的規制。依據該號命令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事業或事業團體之

交易相對人，若無其他可資替代的交易選擇對象，致對該當事業或事業團

體產生經濟依賴狀態時，則有相對優勢地位的存在，擁有此種地位之事業，

不得實施濫用其地位之行為。同條第二項例示出具體的濫用行為類型，包

括拒絕交易、搭售、差別待遇等 70。但由於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適用

時，除需滿足「相對優勢事業」「濫用」其地位之要件外，尚必須因此濫用

行為而對市場競爭產生不當影響（distortion of competition）；雖然，此一

最後的市場效果之要件，與競爭法之規範理念相互契合，但卻也因其存在，

導致該款規定幾乎完全喪失其規範的實效性。因為，在具體的事案中，若

交易相對人其事業具有相當的規模，則「經濟依賴」要件無法滿足；而若

規模很小，則雖產生了「經濟依賴」狀態，但卻無法認為其損害等同於市

                                                                                                                                            
opean Competition Forum 173-174 (1999)中，Christian Dobler 氏之發言。 
68 Gary Hewitt, Background Note─Buying Power of Multiproduct Retailers，in OECD,
 supra note 68, at 131. 
69 吳秀明，前揭註 64 之文獻，似乎就隱藏著此一意涵。  
70 參照何之邁，「法國競爭法新探─八六 -一二四三號命令之研究」，收錄於氏著，《公平

交易法專論》，頁 546-554，初版，台北（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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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競爭整體受到不當影響 71。  

為了解決此種兩難困境，增進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之實效性，法國政府

乃於一九九六年七月一日修正法令，在第三十六條第一項規定中，針對以

提供利益為前提始行交易、以斷絕交易關係脅迫交易相對人接受不當的交

易條件、在沒有適當的事前通知下突然中斷長期的交易關係等三種行為

72，在無須證明該當行為對市場競爭有產生不當影響的情形下，相對優勢

事業就必須對相關事業負民事責任 73。且為了避免發生類似德國卡特爾

署，在以保護競爭機制之觀點下，對有關相對優勢地位規定之執行顯示出

消極的態度之情形，法國立法者特將此三種類型的濫用行為納入於第三十

六條規定中，由一般法院獨占地負責此等行為規範之執行 74。  

由上可知，法國法有關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於一九九六年七月之後，

進入一個全新的時期，當市場效果要件不再是違法性成立的前提條件後，

有關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其重心就不再是競爭機制本身有否受到影響，

而是在當事人間的交易是否公平之問題上。此種逐漸背離競爭法規範理念

                                                 
71 See Christian Babusiaux, Supplier’s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Dependence On Lar
ge Distribution Groups, in: Ehlermann and Laudati (eds), supra note 68, at 195-97. 
72 此等規定之英文翻譯如下：Any producer, trader, industrialist or artisan sha-ll assu
me liability for and shall be under an obligation to pay damages for the prejudice ca
used by the following: 
  3. Obtaining or attempting to obtain any advantage as a precondition for issuing or
ders, unless it be accompanied by a written commitment on a proportionate volume o
f purchases and, if applicable, by a service requested by the supplier and having bee
n set out in a written agreement; 
  4. Obtaining or attempting to obtain, under the threat of a sudden break in comme
rcial relations, any price, time periods for payment, terms of sale or conditions of co
mmercial co-operation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conditions of sale; 
  5. Sudden termination, even in part, of an established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with
out prior notice in writing taking account of the previous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or
 practices recognized by inter-industry agreements. The above provisions shall not be
 relied on to prevent the entitlement to termination without notice in the event of fai
lure of the other party to perform its obligations or in the case of force majeure. 
   Cited from Louis Vogel, Competition Law and Buying Power: The Case for a Ne
w Approach in Europe,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Review Vol. 19 Issue 1, at 9 n.3
0 (1998). 
73 惟須注意者，與第八條不同，事業依據第三十六條第一項各款請求民事救濟時，亦無

須舉證經濟依賴狀態的存在。See Vogel, supra note 73, at 9 n. 30.。  
74 Id. at 9 n.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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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立法，其未來發展如何，有待持續觀察。  

（四）葡萄牙  

從條文形式內容看起來，葡萄牙有關相對優勢地位濫用之規範，較諸

前述德、法二國法制，更為嚴格。在一九九三年十月二十九日九三─三七

一號的法律中 75，第四條規定禁止具有相對優勢地位之事業，濫用其地位，

此種濫用行為包括搭售、差別待遇及拒絕交易等行為。與法國一九八六年

法不同的是，此種濫用行為之成立並不以對市場競爭造成不當影響為要

件。雖然如此，在一九九六年當時，葡萄牙競爭法主管機關仍以為如何認

定相對優勢地位所需之「經濟依賴」狀態，實為本條規定適用時最大的困

難點，導致至當時為止，並無有關該條規定之案件產生。  

有鑑於此，葡萄牙政府乃於一九九八年五月修正其競爭法（Decree Law 

370/93）規定，修正後的第四A條規定 76，禁止買方從供給者處取得與其

一般銷售條件相較之下，過分不當（exorbitant）的售價、付款條件、交易

條件或商業合作條件；而所謂的「過分不當」係指，各該交易條件、付款

條件、價格等，給予買方與其購買數量不成比例的高額利益。在法律性質

上，這些行為被定位為當然（per se）禁止之行為類型，當事人不必舉證此

等行為是由相對優勢事業所實施，亦即免除了前述九三─三七一號法中，

最令競爭法主管機關頭疼的「經濟依賴」狀態之認定。但也因此，此類行

為就幾乎完全喪失其與競爭法規範間的關連性，從而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此

等行為類型亦無管轄權，而由所謂的「貿易競爭署」（Directorate General of 

                                                 
75 有關本法對相對優勢地位濫用之規範內容的英文資料，可參照 OECD Best Practice 
Roundtables─Abuse of Dominance and Monopolisation （OECD/GD(96)131）中，葡萄

牙代表所提出之資料，本項資料可自下列網站取得 :<http://www.oecd.org/daf/clp/Roundt
ables/abs10.htm>。  
76有關本條規定內容之英文資料，可參照 OECD Best Practice Roundtables─  Buying P
ower of Multiproduct Retailers（DAFFE/CLP(99)21）中，葡萄牙代表所提出之資料，本

項資料可自下列網站取得 :< http://www.oecd.org/daf/clp/Roundtables/buying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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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Competition）擔當本條規定之執行機關。  

與法國法相同，當有關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逐漸背離競爭法原有之規

範理念時，相關條文的主要執行機關就由原有的競爭法主管機關，移轉到

其他司法或與產業政策有關之部門。此亦屬當然之舉，因為有關社會政策、

所得分配政策或產業政策並非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專業分工事項，由其來實

施此種法律規定，或將使該項規定之立法目的無法充分伸張，或將使原本

的競爭法執行實務受到不當拖累，二者交互作用，最終結果，或將使競爭

法主管機關變成一個四不像的部門。法、葡二國的立法經驗之意涵，值得

吾人深思。  

（五）日本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二條第九項第五款規定，不當利用自己交易上之地

位與對方交易，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為不公平交易方法之一。承受

本款規定所訂定之不公平交易方法一般指定第十四項，在「優勢地位濫用」

的標題下，更詳細規定出優勢地位濫用的要件及行為類型，其謂：「利用自

己於交易關係上所享有之優勢地位，對照於正常商業慣習，不當從事下列

各款行為之一者：  

1. 對於與自己持續進行交易之相對人，令其購買與該當商品或服務

交易無關之商品或服務；  

2. 對於與自己持續進行交易之相對人，令其提供自己金錢、服務及

其他經濟上之利益；  

3. 訂定或變更成不利於相對人之交易條件；  

4. 除該當於前三款之行為外，在有關交易條件的設定或實施上，做

出不利於交易相對人之情事；  

5. 對於交易相對人之公司，要求其公司負責人的選任，應依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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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的指示，或事前應得到自己的同意。」  

一般認為本項規定之「優勢地位」，並無須達到絕對優勢的程度，只要

有相對優勢即已足。另外，因應日本特有的「生產系列」之產品製造方式

所發生之上下游製造商間承包關係，日本政府特於一九六五年制定「承包

價金給付遲延等防止法」，禁止大規模製造商不當利用其相對優勢地位，對

其零件承包商的中小企業設定不利的交易條件。此一法律所針對者，實為

長期性、持續性的交易關係中所產生之相對優勢地位，其立法目的與預防

「hold-up」之規範理念，有諸多不謀而合之處。  

無論如何，獨占禁止法第二條第九項第五款有關相對優勢地位之規

範，自其制定以來，即迭受爭議，至今未休。爭論之癥結點在於，與市場

自由競爭及競爭手段之公平性無直接關連的相對優勢地位濫用之規範，如

何與以維護自由且公平的競爭秩序為目的之獨占禁止法規範體系，有效地

整合為一體。多數說經由巧妙的解釋，認為事業自主、自由的選擇交易對

象、內容等自由決定權，乃自由競爭得以存立之基礎；然而，相對優勢地

位的濫用行為侵害了事業此一自由決定權，從而對此濫用行為之規範，實

為確保事業之自由決定權，令自由競爭得以繼續存立 77。在此解釋下，相

對優勢地位濫用之規範，當然不必以其對市場競爭直接產生不當影響為前

提，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亦在此種認識下，從事該當規範之執行實務。惟

鑑於相對優勢地位規範在整體競爭法規範中，所擁有如此之特殊、例外性

質，不少論者倡言，有關此一規範之執行，應該審慎為之，不應過分擴張

其規範強度與範圍 78。  

                                                 
77 以上，參照厚谷襄兒等編，《條解獨占禁止法》，頁 206-212（谷原修身執筆），弘文堂

（1997）。  
78 參照松下滿雄，《經濟法概說》，頁 175，東京大學出版會（1986）；來新生，《經濟活

動と法─市場における自由の確保と法規制》，頁 131-133，放送大學教材（1987）；村

上正博，《獨占禁止法》，頁 93，弘文堂（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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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敘述，可以窺知，在有了相對優勢地位濫用之規範後，各國政

府似乎就傾向於將其規範修正的更為嚴格，有時甚至不惜背離競爭法制原

有之規範理念。此一趨勢或肇因於最近各主要國家中，大規模流通業者蓬

勃發展、購買力逐漸增強，對上游供貨業者與其他中小規模流通業者，造

成莫大的威脅，導致立法者受到此等業者政治壓力，紛紛強化其相關規範。

雖然，立法者有時不得不承認此等大規模流通業者，在與生產者之關係上，

可以扮演著「對抗力量」（countervailing power），尤其是當上游生產市場

呈現寡占結構局面時，此一對抗力量將可抑制生產者市場支配力的行使，

令消費者受益。然而，對立法者而言，救濟在相對優勢地位關係中，處於

弱勢地位的依賴事業，似乎就是天經地義，而且在政治上更具有號召力。

吾人雖不否認，對弱勢團體之扶助有其必要性，但此等政策之施行實為社

會福利或中小企業政策之職權，在以客觀的競爭機制本身為其保護法益的

競爭法制中，摻入此類異質要素，將使得二者規範目的之實現，相互抵減。

此或為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有關相對優勢地位規範執行成效不彰之原

因，更因此故，部份國家的立法者乾脆將此等規範之執行，不再交由競爭

法主管機關來做，而專門交由法院等部門執行。此舉亦顯示出，相對優勢

地位規範與競爭法規範理念間之緊張、對立關係。此等經驗，足供我國公

平會詳加參酌。  

二、日本有關下游對上游垂直競爭限制之實務案例  

囿於研究人員留學國別及語文上的限制，本研究在有關外國下游事業

對其上游事業所為之垂直競爭限制，將僅限於日本有關於此的實務案例。

雖然，日本法有關相對優勢地位濫用之規範，已有五十餘年的歷史；然而，

實務運作上，除前述「承包價金給付遲延等防止法」對於上游轉包商不當

濫用其優勢地位行為，有積極適用而產生諸多案例外，其他優勢地位濫用

之處分案例並不多見，尤其是下游優勢事業對上游事業濫用其優勢地位之

事例更少，至今為止，可見者僅有三例。分別是三越百貨公司案、羅森連

鎖便利超商案以及日硝公司案。以下分別介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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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越百貨公司案 79 

本案之起因，係因日本著名老牌百貨公司三越股份有限公司，其於

1977 年之總營業額居日本百貨業界第一位 80，零售業全體中的第二位。對

零售業的上游供貨廠商來說，三越是相當重要的流通業者，上游廠商莫不

強烈期待與三越為交易以利於物品的銷售。因此，三越公司向來便透過其

營業人員於業務上或私人的關係上，在店鋪以外從事積極的銷售行為，而

這些銷售行為其不少銷售對象便是上游廠商。三越公司以此利用其對上游

廠商的優勢交易地位，強迫上游廠商購買其部分促銷商品。此等不當濫用

優勢地位之行為，包括：  

1. 自 1975 年開始，以「促銷」為名，強迫上游廠商購買三越本身開

發或自己進口的商品，而這些商品，相較於一般商品而言，為高利

潤、高附加價值的高價格商品。  

2. 1978 年 8 月，三越販賣其所出資的電影之預售票，要求上游廠商認

購 60 萬張預售票當中的 1 萬 5 千張。  

3. 三越公司於 1978 年所舉辦的煙火大會，其入場券〈一張 2 至 4 萬

日圓〉之相當部分，係由上游廠商認購，且並非在後者自願的情況

下，強迫銷售。  

4. 三越公司所販賣的海外旅遊行程中，1975 年 5、6 月間的「三越 7

週年紀念巴里島之旅」等特定行程，強迫要求相當數量的上游廠商

購買之。被要求購買以上商品或服務的上游廠商，於與三越維持繼

續交易關係的考量下，接受三越的要求。  

5. 三越自己店舖及賣場的改裝費用，無合理的理由亦無會計上根據，

要求上游廠商負擔部分甚至全部費用，而上游廠商亦在繼續交易關

係的考量之下，不得不應允其要求。  

                                                 
79
公取委昭 57 年 6 月 1 日同意裁定〈昭和 54 年〈判〉第 1 號三越事件〉〈審決集 29 卷

31 頁〉。  
80 昭和 52 年，為利於理解，以下皆以西元年為紀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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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三越所舉行或參加的特定商品的販賣大會中，其中與該特定商品並

無直接關係的促銷費用，並無合理的理由便要求上游廠商負擔該費

用之全部或一部，上游廠商亦因與三越之間的套牢關係而接受其要

求。  

    對於上述行為，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上述事實明白顯示，三越公

司上述各項行為，該當於「利用自己在交易上相較於上游廠商之優勢地位，

採用與正常不符之商業習慣的方式，不當地以不利益的交易條件與上游廠

商進行交易，該當於不公平交易方法一般指定第 10 項之規定 81，從而違

反獨占禁止法第 19 條之規定」。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因此乃令三越公司，

未來（1）不得於其店鋪外，以組織性及有計畫或其他類似的交易方式，利

用其與上游廠商之交易關係，要求後者購買商品或服務；（2）有關賣場改

裝費或特定商品促銷會的商品銷售費用，要求上游廠商負擔者，其費用金

額須在合理範圍內，且上游廠商對該費用之負擔，應有明示之同意；（3）

與特定商品的販賣無直接相關的促銷商品的費用，除正常的商業習慣所容

許者外，不得要求上游廠商負擔之。  

（二） 羅森連鎖便利超商案  

    1999 年的羅森案，被認為是不公平交易方式一般指定第 14 項優

越地位的濫用的典型案例，尤其是就下游流通業者對上游廠商的垂直交易

限制而言，有關本案爭議之日本學界與實務解的見解，實有相當參考之價

值。  

羅森〈Lawson〉是一家連鎖便利超商，其店舖數至 1998 年二月底為

止，直營店與加盟店總數為 6,694 家，為日本第二大連鎖便利超商，其營

業額在連鎖便利超商市場亦佔第二位，日常用品零售市場的第五位。  

本案中，羅森總公司與於其直營店、加盟店內架櫃上所陳列販售之日

                                                 
81 1953 年公正取引委員會公告第 11 號，一般稱為「舊一般指定」，與 1982 年公佈之「不

公平交易方法一般指定」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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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品的製造商或批發商〈以下稱為上游廠商〉間，所訂定的交易契約中

採購價格等交易條件，效力及於羅森的所有加盟店；易言之，該當交易契

約為一定型化契約。  

於此契約中，羅森公司對與其具持續性交易關係的日用品大約 100 家

上游廠商，設定以採購總額與採購數量為基準的採購回饋金制度，根據其

規定，回饋金約定分 A、B 二種約定。A 契約為根據年採購金額或採購數

量的約定達成率或採購總額的一定比率，計算其回饋金；B 契約則以約定

期間在三個月內的季節商品或期間限定的重點促銷產品為交易對象，其計

算方式則與 A 契約相同。羅森不論在店舖數量，或者是銷售數量，相對於

上由廠商，均佔有極大的交易優勢。此外，在對通路商高度信賴的消費者

消費習慣下，上游廠商對大型流通業者羅森亦具有相當程度的依賴。除產

品的採購價格外，羅森的各種不屬交易本身的要求，上游廠商幾乎可以說

是不得不配合。  

不僅如此，羅森公司更在契約的執行，做出不當行為。申言之，羅森

公司其實在年度營運計畫訂定時，便已經規劃好收取回饋金總額的年度目

標，尤其是 B 契約的應收取回饋金金額。由於所謂季節商品的認定或重點

促銷期間的認定，其「季節」、「期間」的認定並無明確標準，而給予羅森

公司很大的操作、裁量空間。為了達成年度計畫目標金額，根據 A 契約收

取不足額的部分，羅森公司經常會利用 B 契約中「季節」、「期間」的操作，

增加依據 B 契約所可收取之回饋金。該公司並曾依此於 1998 年二月，對

主要的上游廠商收取原計算根據以外的金錢。  

此外，羅森公司為提高營業額，以交易優先度較高為名選定「標準架

櫃商品」的統一陳列，對約 70 家上游廠商要求應給予該公司一定數量的無

償採購。此外，該公司並於會計上以「一塊日圓採購」的記帳方式，對「標

準架櫃商品」以外之商品，實質上要求相關庫存處理費用由上游供貨廠商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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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羅森公司上述的行為，日本公平取引委員會認定，「羅森公司利用自

己相對於上游廠商交易上之優勢地位，對照於正常商業習慣，顯有不當強

迫上游廠商提供金錢，並且強迫以一円採購為名，要求上游廠商提供經濟

上的利益行為，此等行為……已該當於一般指定第 14 項第 2 款規定之行

為，因而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19 條之規定」，並據此作出如下之處分：  

「羅森公司對下列第 1 項與第 2 項之日常用品之上游廠商，以及公司

內負責第 2 項商品採購之事務營業人員，必須徹底使其知道下列情事：  

1.羅森公司過去對與上游廠商間之契約內所謂的特別時期之際算，其

實並無任何合理根據，且其對上游廠商要求提供金錢的行為，亦無合理的

理由，同樣地，以一円代價採購日用品之行為，亦復如此。該公司未來將

不再為此類行為。  

2、今後，羅森公司對上游廠商，將不再以前述第 1 項方式，強迫其提

供經濟上利益。」  

（三） 日硝公司案 82 

    優勢地位的濫用，不僅可能構成日本獨占禁止法上的不公平交易方

法，亦有該當於獨占行為規範的可能性，日硝公司案正是最近突顯出此一

法律適用方式之案例。  

    本案中，相關市場被界定為製造保存注射液的容器安涪 83的原料與玻

璃管市場。日本電器硝子公司所製造的安涪玻璃管，在製藥業界當中擁有

相當高的評價，製藥業界幾乎沒有不指定以日本電氣硝子的玻璃管製造的

安涪者 84。因此，西日本的安涪製造商，幾乎沒有選擇餘地而必須與擁有

日本電氣硝子公司在西日本地區獨家代理權的「日硝」公司進行交易，透

過該公司銷售至相關消費業界。西日本的安涪製造商內外硝子工業股份有

                                                 
82 平成 12 年〈2000 年〉3 月 17 日，審決集 46 卷。  
83 原文是 ampoule，為醫學專用名詞  
84 日本的製造業，尤其是產品端，時常對其器材供應商指定採用某家上游原料商的原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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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其子公司「內外」公司負責其採購業務〉，除向外國廠商採購安涪

玻璃管外，亦必須與日硝公司為交易。惟日硝並不以此為滿足，因為不滿

「內外」公司自行自外國採購玻璃管，因此乃特別針對「內外」公司採取

報復性漲價的舉動。  

    對於上述行為，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認定，日硝公司在玻璃管市場中，

企圖排除「內外」公司之行為，導致該當市場上之競爭受到實質的限制，

已構成獨占禁止法上之不當獨占行為。雖然，事實上，日硝公司乃是對於

與自己於玻璃管市場上具有競爭關係之外國玻璃管公司進行交易之內外公

司實施報復，其行為實際上亦該當於排他性 (exclusive)交易；然而，日本

公平交易委員會於此並未論及日硝公司的該當行為可能造成相關外國玻璃

管公司事業推動的困擾，而僅談及對玻璃管之需求者的日硝公司的「排除」

行為。若此，則既然處分之行為，並非是因其對該當外國競爭事業的排除

行為，而係對於此自己有交易之他方相對人的「排除」行為，從而此一行

為實質上實屬對交易相對人的優勢地位濫用行為。最為特殊者乃是，日本

公平交易委員會將此一行為，認定為企圖獨占行為或獨占行為。  

    從以上三件案例之說明，大略可以知悉，下游事業對上游事業的垂直

競爭限制行為，之所以被視為違法，雖亦因為下游事業於其市場上具有相

當程度之市場地位，但更重要的是上游事業因各種因素而不得不依賴下游

事業之行銷能力，使得下游事業因此可以對上游事業予取予求，進而做出

對照於「正常的商業習慣」，實屬不當之行為。於此，於論及相關行為之違

法性時，重心多不在於其對下游市場帶來何種的不當競爭限制（縱使是以

獨占行為論其違法之日硝公司案，亦復如此），而係在於該當行為對照於當

時的正常商業習慣時之不當性，此實亦為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之特殊性。此

一規範，在羅森公司案中，可以明顯的窺見。  

該案中，雖然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羅森公司對上游供貨廠商所具

有的相對優勢地位，可以說是毋庸置疑，然而究竟實際上，二者間的相對

優勢地位乃是何種程度與態樣之依存關係，則未明確說明。日本公平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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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僅以上游廠商「強烈地期待」或者是產生「重大的影響」、「陷於經

營困難」等形容上游廠商與羅森公司間，具有交易上的經濟依存性；惟正

如日本一般獨占禁止法學界之共識，廠商能否繼續經營，實際上並非獨占

禁止法所關心之課題；從競爭法之角度而言，所謂的「若不與羅森公司繼

續交易，交易相對人將無法繼續經營」此一要件，於獨占禁止法的適用上，

不應過份凸顯其重要性。該案中，羅森公司之所以違法，癥結點實在於對

照於一般正常的商業習慣，羅森公司強行實施一元採購、要求贊助金等等

行為，實屬不當，而被認為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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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公平交易法的下游對上游垂直交易限制之規範  

在理解公平法對相對優勢地位規範應有之理念及各國有關此規範之實

際狀態後，接著必須探討的是，究竟我國公平法整體規範架構是否有提供

此種規範的條文、公平會實務運作上又如何執行、未來對相對優勢地位應

該採取何種規範方式等問題。本節首先針對前二項問題，加以說明，第三

項問題則留待次節，再行敘述。  

一、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與相對優勢地位規範  

由於典型的相對優勢地位濫用行為，如拒絕交易、差別待遇、搭售等，

皆為公平法第十九條之規範對象，從而該條各款規定是否可以做為管制相

對優勢地位濫用行為之法律依據，就成為首要檢討課題了。  

吳秀明教授指出，在公平法第十九條各款規定與相對優勢地位濫用規

範之關連上，有直接關係者，當為第二款與第六款有關「市場不法」之規

定 85。申言之，在與公平法第十九條規範的關連上，相對優勢地位濫用行

為之所以應該受到管制，並非因其手段本身具有商業倫理道德的可非難

性，而係因該當行為對市場競爭造成不當影響所致，就現行公平法第十九

條規定之用語而言，就是其有「限制競爭」之虞。然而，也正如吳教授所

指出的，相關行為是否有造成限制市場競爭的效果，行為人之市場佔有率

通常成為法律適用的門檻要件，在公平會實務運作上，此一市場佔有率的

門檻要件一般被設定為百分之十；易言之，擁有百分之十以上市場佔有率

                                                 
85參照單驥、何之邁、吳秀明，《從依賴性理論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以公平法立場之

研析適用》，頁 78-80，八十八年度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合作研究計畫六（1999）。「市

場不法」者，乃相對於「行為不法」之概念，前者係指，相關行為之所以在公平法上受

到非難而遭禁止，並非因其行為本身所具有之反商業道德倫理性，而係因其對市場競爭

秩序帶來一定程度的不當影響，從而其是否違法，乃就其與市場整體競爭秩序間之關連

而作判斷；相對於此，「行為不法」者，之所以受到公平法的禁止，實因該行為本身所

具有之商業倫理道德的可非難性，而與市場競爭秩序是否受到影響，無直接關連，故而

其是否違法，乃就行為本身判斷之，無庸探討其與市場整體競爭秩序間之關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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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業，其所為拒絕交易、搭售、差別待遇等行為，才會造成限制市場競

爭之結果 86。但是，對此我們不免質疑，既然市場佔有率超過百分之十，

且形式上其行為該當於第十九條第二、六款規範之行為類型時，當然就可

以直接適用以各款規定，以為規範，實無必要特別創造出相對優勢地位的

概念，做為規範之基礎。  

或有鑑於可能會產生此種質疑，吳教授乃續而主張，相對優勢地位可

以扮演一種補充規範的角色，亦即當行為人市場佔有率低於百分之十時，

為求仍能適用公平法第十九條規定，只要認定當事人間具有相對優勢地位

關係，則無須舉證其市場佔有率在百分之十以上。此時，適用方式可做如

此設計：「行為人之市場佔有率低於百分之十者，無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

爭之虞，但當事人間具有依賴關係者，不在此限」 87。然而，對此我們必

須再度質疑，既然如吳教授所言，此時已無「限制競爭之虞」，則公平法第

十九條中有關市場不法之規定，其違反前提之實質要件就未被滿足，當無

任何違反該條規定行為之存在。縱使此時當事人間具有相對優勢地位關

係，亦不會因此而產生限制競爭之虞；若堅持於此種情形，仍適用第十九

條相關規定，則不啻放棄相對優勢地位濫用規範與「市場不法」間之關連，

而將之推向與美、法、葡法制相同的「行為不法」之類型，惟此種規範型

式的變更實有違我國公平法現行規範架構之設計。  

                                                 
86 吳秀明教授以此百分之十的市場佔有率之門檻要件為「微小不罰」之識別基準，參照

前揭註 85，頁 82-83。然而，所謂「微小不罰」，在行為本質上，終究屬於違法行為，

或許公平會基於本身人力、物力等資源限制的考量，不對此類行為予以調查、處分，但

仍不妨礙一般私人或事業可以依公平法第三十至三十二條規定，向法院請求民事救濟。

若此，則縱使僅有微薄的市場佔有率之事業，亦必須惶惶終日，不知其為拓展市場而新

開發之營業方式，是否會抵觸公平法規定，但由前面美國判例有關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

競爭之敘述，亦可得知，不少被認為屬於公平法第十九條規範對象之行為，實際上有助

於整體市場競爭秩序之發展，而不應視為違法行為。為祛除新進事業的疑慮，且為提昇

市場整體競爭之機能，本報告以為百分之十的市場佔有率門檻，並非為所謂「微小不罰」

之基準，而是低於此一市場佔有率者，其所為行為形式上雖然屬於公平法第十九條規範

之對象，但實質上由於並未對市場競爭產生限制效果，故而不為第十九條規定之違法行

為，法院縱使受理此類請求，亦應遵循此一論理，駁回該當請求。否則，吾人一般所認

為的「市場不法」之行為類型，就變質為無須考慮市場效果的「行為不法」類型。  
87 參照吳秀明，前揭註 85，頁 83。本報告引號內之敘述，依照吳教授原文略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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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本報告以為，在與公平法第十九條規定適用的關連上，實

無特別提出相對優勢地位概念的必要性。相對優勢地位概念之所以必要，

在於雖未滿足第十九條適用前提的百分之十之市場佔有率，或濫用行為不

屬第十九條第二、六款規定之行為類型，但對照於前述有關相對優勢地位

之規範理念，仍有需要予以規範時，方有引出相對優勢地位概念之必要。

此時，可資運用之公平法條文，當屬俗稱「帝王條款」的第二十四條規定

了。  

二、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與相對優勢地位規範  

依據公平會所訂定之「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原則」四（一）2

規定，「對交易相對人為不當壓抑，亦即妨礙交易相對人自由決定是否交易

及交易條款」者，是為對交易相對人之顯失公平行為，其後在四（一）2

（2）更具體地將「對交易相對人濫用優勢地位」之行為，列為二種常見的

顯失公平行為類型之一，曰：「所謂對交易相對人濫用優勢地位係指強迫交

易相對人接受不公平交易條款」 88。雖然，該「適用原則」中，並未對「優

勢地位」的概念內容有所著墨，但從公平會過去內部研究報告中，似可窺

得，公平會認為所謂「優勢地位」乃指，「主管機關於衡量事業市場力以決

定是否適用競爭法規時，對於市場佔有率不高之事業，倘他事業之營運必

須『不可偏離（或無可取代）地依賴』該事業，則該事業即具有相對市場

優勢地位，得列入競爭法之規範」89。由此可知，在公平會的執法實務上，

肯定對市場佔有率不高之事業，得依據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藉由相對

優勢地位之概念，規範其濫用行為。  

然則，由於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的適用前提必須是「足以影響交易

                                                 
88 參照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編，《公平交易法相關行為處理原則》，頁 36-37，增訂二

版，台北（1997）。  
89 引自吳秀明，前揭註 85，頁 72。惟須注意者，此一研究報告並非針對公平法第二十

四條之規定而為，而係在與公平法第十九條的關連上，所進行之研究。  



 118

秩序」之顯示公平行為，從而有關「交易秩序」此一市場效果要件，就有

加以釐清之必要。根據前述「適用原則」三之規定，「交易秩序，係指符合

社會倫理及效能競爭原則之交易秩序，包括了交易相對人間不為欺罔及不

當壓抑的交易秩序，以及不阻礙競爭者為公平競爭的交易秩序」 90。依此

文言作反對解釋，則從事「不當壓抑」者，即「足以影響交易秩序」；而如

同前述，所謂的「不當壓抑」本身，即構成「顯失公平」行為。若此，則

依公平會之推理，「顯失公平」與「足以影響交易秩序」不過是一事之兩面，

只要是「顯失公平」的行為，不問其對市場競爭有無不當影響，立即受到

公平法規制，成為一種「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之行為類型。甚者，

當公平會在前述「適用原則」四（一）2 規定中，將「顯失公平」等同於

「妨礙交易相對人自由決定是否交易及交易條款」，且鑑於「經濟依賴」或

「不可偏離」概念本身即蘊含著「交易相對人自由決定是否交易」一事受

到一定程度的妨礙；在此情況下，從「適用原則」之論理而言，相對優勢

地位存在的本身即有可能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當然，我們不相信公平會在實務運作時，會如此拘泥不化，將市場地

位本身，而非其行為，視為公平法第二十四條的規範對象。然而，卻也由

此可以窺知，公平會對於相對優勢地位的存在，似乎懷著一種敵視或不信

任的態度，以至於在前述「適用原則」的敘述上，會出現如此違反公平法

規範理念之結果。惟證諸前述主要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在競爭法中

積極執行相對優勢地位規範的審慎態度，吾人不免對公平會此種敵視態度

的合理性，表示懷疑。  

無論如何，在相信公平會會謹守公平法第二十四條「行為規範」之信

念下，於適用本條規定於相對優勢地位濫用行為時，其應會將重心鎖定在

相對優勢事業「強迫交易相對人接受不公平交易條款」一事上。此時，適

                                                 
90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編，前揭註 88，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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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對象不僅可能及於拒絕交易、差別待遇、搭售等形式上屬公平法第十九

條規範之行為類型，但因市場佔有率低於百分之十而無法滿足「限制競爭」

之實質要件者，依公平會實務之見解，亦可能及於交易條件明顯對依賴事

業不公平者，如大型超商對所有供貨業者統一收取上架費、開店費、贊助

金等附加費用之行為。原則上，我們承認在與相對優勢地位規範的關連上，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對此二類行為，有適用可能性，但在實務運作上，適用

的必要性是否存在，就必須審慎檢討了。理由有二。  

首先，針對未能滿足公平法第十九條有關「限制競爭」之實質要件的

差別待遇等行為，雖然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是一種概括條款的規定，但並非

所有在其他實體規範下的「落網之魚？」，就一定要動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予以規範。否則，其他實體規範苦心設計出的構成要件之嚴謹性、一般人

民對法律規範之預期可能性、法律適用的安定性，將會喪失殆盡，各該實

體規範亦將因此而失去其存在意義。因此，對於公平法第十九條所未能規

範的搭售、差別待遇等行為，公平會必須嚴格對照前述第三節中，有關自

由競爭與公平競爭對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理念，只有在有證據顯示其已不

符自由競爭或公平競爭所欲保護之法益時，始得加以管制。切忌將相對優

勢事業之行為視為當然違法行為，而完全不問其對市場競爭產生何種影

響，即予以禁止。  

其次，在有關附加費用收取等行為類型上，如同本報告一再強調地，

公平法規範目的乃在建構一自由、公平的競爭環境，從而以限制競爭手法

或以不公平競爭手段，擾亂自由、公平的競爭秩序進行時，公平法方始介

入，藉由對此等不當競爭行為之禁止，回復健全的競爭環境。在此理念下，

公平法原則上並不介入當事人間所得分配公平、不公平的問題，此種主觀

上的所得分配公平之問題，或為其他社會福利法制或中小企業保護法制之

課題，但不應當是以維護客觀的競爭機制為目的之公平法，所應介入之事



 120

項。附加費用之收取，其實就包含著所得分配的公平性問題，公平法原則

上不應介入。但例外在有證據顯示，附加費用等之收取可能導致依賴事業

在未來進行有益於整體交易效率提昇之投資時，會產生類似「hold-up」的

行為，公平法方應介入，避免因此而對資源分配的效率性造成不當損害。  

在此認識下，我們可以嘗試評析公平會過去利用相對優勢地位濫用之

概念，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下，做出行業導正及處分之事例。  

三、公平交易法對流通事業之規範  

    公平會現行有關下游事業優勢地位濫用行為的最重要規範基準，乃是

「公平交易法對流通事業之規範」。於此處理原則中，公平會清楚地認識

到，現今流通業「不再僅是扮演居於製造業者與最終消費者間之仲介角色，

其時而利用各種促銷活動刺激消費，時而運用精密細緻的流通技術（包括

ｅ化的供應鏈管理模式及客戶關係管理模式），控制、掌握商品的銷售數

量、地區、時點及範圍，」主導著商品之銷售。結果使得商品製造商愈來

愈依賴此等流通事業的行銷能力，流通事業並因此而可能實施各種限制競

爭或不公平競爭行為，導致效能競爭理念，受到不當危害，從而乃有必要

加以規範。於此認識下，公平會認為流通事業可能實施的反競爭行為，包

括結合行為、聯合行為、公平法第十九條各款的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行

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廣告或標示行為以及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

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 91。雖然，本處理原則幾乎將所有公平法的實體規範

                                                 
91 最近，公平會基於過去之執法經驗，乃著手修正此一規範說明，其主要修正點包括：

（1）增列流通事業限制交易相對人營業區域及交易對象等行為態樣：公平會表示，流

通事業如有限制其交易相對人之營業區域，不僅阻斷同業競爭者之交易選擇機會，造成

參進障礙，也使該交易相對人無法成為有效之競爭主體，減損市場競爭；又或流通事業

為減損其同業競爭者之競爭力以維持或增加自己之競爭優勢，不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特

定產品只能在其指定之通路銷售，皆有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規定之虞。

（2）基於「資訊透明化原則」，要求流通事業就下架、撤櫃、缺貨、退貨等情事應事先

與交易相對人協商，並以書面約定及揭露相關佐證資料：公平會表示，流通事業倘利用

其市場資訊優勢地位，對於影響交易相對人權益之重要交易條件，例如下架或撤櫃、缺

貨、退貨等，不予充分揭露，將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3）增列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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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納進來了，但從其內容來看，最重要之規範依據，仍是第十九條第六款

與第二十四條二者之規定。  

    在與其他產業相較，特別是針對流通事業有其特別意義之足以影響交

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的行為態樣上，本處理原則於三（五）2 中，特

別列出（1）不當收取附加費用、（2）要求供貨廠商給予最優惠價格、（3）

下架條件未透明化、（4）未明確訂定缺貨責任之歸屬、（5）不當計算缺貨

罰款等五種不當行為類型。且在有關不當收取附加費用問題上，公平會尚

有「關於流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案件處理原則」，依據該原則第七點規定，

下列各款行為屬不當收取附加費用行為：  

1. 就促進商品販售無直接關係之費用，要求供貨廠商負擔該項費用

支出。  

2. 相關設備投資、研發作業或促銷活動等雖有益於供貨廠商促銷商

品或降低作業成本，惟要求供貨廠商負擔之金額，已超過供貨廠

商可直接獲得之利益。  

3. 完全基於達成本身年度獲利目標等會計決算之因素，而要求供貨

廠商負擔附加費用之行為。  

4. 在供貨廠商無任何義務情形下，卻於其提供商品後，要求減少商

品之進貨價格。  

5. 其他違反一般合理交易習慣或商業倫理之不當收取附加費用行

為。  

    而依據該當處理原則第八點之規定，有前述不當收取附加費用行為

者，將有違反公平法第十九條第六款或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特別值得注

意的是，該當處理原則第七點第五款在歸納、補遺前面四款之意旨下，將

                                                                                                                                            
事業不當退貨之行為態樣：公平會表示，參考我國產業現況及日本與韓國立法例，增訂

下列四種不當退貨行為：一、如造成商品污染、毀損或過期係不可歸責於交易相對人將

商品退貨；二、無正當理由以調整庫存、賣場改裝或更換貨架將商品退貨；三、促銷期

間大量進貨後無正當理由再將所餘商品以正常價退貨；四、其他無正當理由將商品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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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當的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之違法性，定位在「違反一般合理交易習慣或商

業倫理」上，與前述日本法的適用方式，有著同樣的思考邏輯。  

四、統一超商收取附加費用遭處分事例之評析  

實務上，下游事業濫用其優勢地位最頻繁的事例，乃是連鎖便利超商

向其供貨廠商收取上架費、開店費‧‧‧‧等各種名義之附加費用，而被

公平會處分之事例。因此，在實務案例之檢討上，本報告就以統一超商重

複收取開店費及百店費之處分事例，分析公平會在適用公平法時可能出現

之問題點。  

本件處分肇因於統一超商除於新加盟店開張時，即對各供貨廠商收取

「新開店費」外，並於加盟店店數滿百數時，同時加收「百店費」；對此，

公平會認為統一超商如此重複收取「新開店費」與「百店費」之行為，實

為一種「不當壓抑」交易相對人之作為，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規範之精

神，進而依據該條規定，予以處分 92。本件處分問題之焦點在於，「新開

店費」及「百店費」在統一超商與其供貨業者整體交易間，扮演著何種角

色，公平會又以何種理由，認定其行為違法。  

根據統一超商本身之說明，新開店費等係因商品進入統一超商的行銷

管道，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乃向供貨廠商收取此等費用。而所謂百店費

者，係新開店費外另外之收費，其目的乃為用於廣告、促銷、慶祝‧‧‧

等全國性造勢活動。依據該公司之說詞，其原本希望廢除此等附加費用之

收取，而以降低進貨成本方式取代，惟供貨廠商因各種因素不願配合，導

致此種附加費用慣行持續存在。對統一超商上述事實說明，公平會調查後

並未有所反駁，基本上可承認其證據力。  

                                                 
92 參照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公報，第六卷第三期，頁 35 以下（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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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此，則可以得知，此等附加費用在整體統一超商與其供貨廠商之交

易間，實扮演著降低交易成本、促進交易效率之誘因。如同前述，當交易

當事人間自主交涉可能時，經由其間自主交涉的結果，有助於柏瑞圖效率

或柏瑞圖改善之達成。本案中，供貨廠商可以選擇繳付附加費用或降低進

貨成本二種方式，然在其自主考慮下，其選擇繳付附加費用一途，顯然選

擇此種方式，對其更為有利。若於此時，第三人機關一味地以所謂公平、

正義之考量，介入此一交涉結果，禁止此種費用之收取，則勢將導致供貨

廠商被迫必須選擇其原先認為較為不利而不願選擇的降低進貨成本之方

式。此種強制介入的合理性，實屬可疑。  

本案中，公平會首先認為「以目前被處分人擁有約一千三百家的連鎖

加盟店及便利商店市場之市場占有率觀之，其對供貨廠商而言，難謂不具

優勢地位」 93。然而，如同前述，公平會若欲以依賴性理論為相對優勢地

位之成立基礎，而認定統一超商具有相對優勢地位，理論上則應從供貨廠

商「不可偏離（或無可取代）地依賴」於統一超商之事實舉證著手，但實

際上公平會並無此認定，而且也在沒有舉出市場佔有率具體數字的情況

下，認定統一超商具有相對優勢地位。  

無論如何，公平會在如此認定統一超商具有相對優勢地位後，更詳細

說明，為何其認為收取附加費用不合乎公平法規範理念之原因：  

「統一超商「增加新店的目的，莫不是在增加營收擴大市場占有率，

此種為其本身利益之商業行為，其成本竟要由廠商支付，不無剝削廠商

之嫌，要難有正當理由。在經濟體系中供需法則所產生之經濟利益，若

能完全回饋至消費者身上，才能落實本法亦兼顧消費者之立法宗旨，以

本案而言，特殊費用由廠商支付予被處分人，經濟利益自然降低或消

                                                 
93 同前註，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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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對消費者利益有負面影響。以嚴格角度而言，流通業本無任何理由

向廠商收取特殊費用，其營業利益應是由銷售商品而來，其欲謀求高獲

利，應由調高零售價或降低進貨成本，怎可以收取不當費用方式為之，

此種方式對經濟效益而言全然無助。」 94 

    由於公平會將此等附加費用視為「不當費用」時，毫無疑問地其當

然會對經濟效益全然無所助益。而此等費用之所以「不當」，乃是因為統

一超商擴大營運之成本，竟由供貨廠商支付，使得供貨廠商原本應回饋

給消費者之經濟利益，被統一超商從中攫取，對消費者利益造成負面影

響。然而，此種論理，可能忽略了該當行為可能有的正面利益。  

首先，當公平會指稱此等附加費用的收取會對消費者利益造成負面

影響時，並未提出任何事實、甚或學理說明消費者利益乃因為何種機制

受到不當影響；反而是當公平會很弔詭地建議流通業者若欲牟取高獲

利，可由調高零售價方式為之時，消費者利益會因此而受到負面影響。  

其次，縱使統一超商不從中攫取此一利益，公平會似乎也很難保證，

供貨廠商會將此利益藉由降低價格，回饋至消費者身上，恐怕很多人不

會相信供貨廠商會如此具有社會責任感。  

再者，如同前面所述，如果第三人機關意欲介入當事人間的契約自

由，其前提必須是該當契約欠缺「社會妥當性」，而對契約當事人以外的

第三人利益產生不當影響。此理對於以維護競爭公益為目的之公平法，

自有適用。因此，公平會如果想要利用公平法規定，禁止附加費用收取

行為，應該更進一步好好地舉證出該當行為對消費者利益帶來不當影

響，但很可惜地，公平會並未善盡此一舉證責任。  

                                                 
94 參照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公報，前揭註 80，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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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如同本報告一再強調地，公平法之規範目的係為確保一客觀、

自由且公平的競爭機制，而消費者利益之所以受到維護，係因此一競爭

機制受到充分保障，若要求所有經濟利益必須完全回饋到消費者身上，

可能並非公平法原本應有之規範理念。理由在於，競爭機制僅是在各該

時候的市場結構及資源分配狀況下，防止各種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

行為之發生，其並非強行重新調整資源分配令市場結構處於完全競爭狀

態，故而實際上在市場上有不少寡占、甚或獨占結構的存在，此種市場

支配力的存在，導致「經濟體系中供需法則所產生之經濟利益」，無法完

全回饋至消費者身上；但只要此類寡占或獨占事業其市場支配地位之取

得，並非以反競爭手段為之，而係依靠自身努力的話，則不應予以非難。

從而，所謂經濟利益「若能完全回饋至消費者身上，才能落實本法亦兼

顧消費者之立法宗旨」云云，做為學理主觀期待的言語或可，但做為公

平法的執法機關，實不應以此理想的期待做為處分事業之根據。  

或許也就是在此等想法下，外國法制於最近乃有將類似此等濫用相

對優勢地位行為之規範，回歸於傳統司法機關規範權責之趨勢，而非交

由負責維護競爭秩序的競爭法主管機關為之。實際上，如果從另一種角

度來看，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亦非全然只是像本案處分理由所言，只有

壞處而沒有好處。因為，附加費用收取行為於此帶有一種懲罰機制之性

格，對不願自主改善進貨效率的廠商，形成一股壓力，促其積極改進供

貨效率；且由於對消費者之最終零售價格控制於統一超商手上，供貨廠

商並無法因為必須負擔此一附加費用，即可調高對消費者之零售價格，

從而若欲抵銷因附加費用所升高之成本，供貨廠商就必須在提高生產、

經營效率方面著手。不論是供貨效率的改善，抑或是生產、經營效率的

提昇，胥皆對社會整體經濟資源的利用效率，有正面影響。過分執著於

當事人間所得分配的公平、不公平問題，使得公平會忽略了本案中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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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可能發揮之正面效果，結果不僅導致其於法律適用論理上蘊藏著不

少問題點，並可能因此阻礙有利於經濟效率提昇行為之實施，違反公平

法規範之理念。  

所幸，本案中（統一超商收取附加費用遭處分事例），公平會僅對同

時收取「新開店費」與「百店費」之行為，予以處分，而非禁止所有附

加費用收取行為，令有助於經濟效率提昇的附加費用仍有運用空間。然

而，瑜不能掩瑕，公平會在上述處分理由中，所呈現出各種論理上的矛

盾，實有迫切改進之必要。  

五、非價格垂直交易限制與公平交易法之規範  

如同本報告前面所述，下游流通事業對上游供貨廠商可能施加的限制

競爭行為，除前述上架費等有關價格之行為外，亦可能有獨家交易、搭買、

地域限制、顧客限制、甚或杯葛等非屬價格之限制競爭行為。對於此等價

格以外之限制競爭行為，是否必須特別探討其規範方式或技術，實有探討

之空間。由於上述各項行為多屬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二款或第六款規範

之對象，如同前述（參照第四章第二節一），依本報告之立場並不認為於有

關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二款、第六款之規範時，必須特別提出相對優勢

地位濫用的規範理論，來加以因應。蓋該二款規定之適用前提，乃是行為

人之市場佔有率必須超過百分之十，既然對擁有如此市場地位之行為人，

已可明確地利用第十九條第二款或第六款規定，予以規範，就毋庸特別請

出相對優勢地位濫用的規範理論了。較有問題者，厥為公平交易法第十九

條第一款的杯葛規定，是否必須要求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市場地位。  

如同最近太平洋 SOGO 百貨之「微風條款」所顯示出的，不少流通業

者為排除其他競爭事業，多有要求其交易相對人不得與該他競爭事業進行

交易。如此行為，實際上已構成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杯葛行為，此時該當行

為違法之前提，是否以行為人具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市場佔有率為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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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見解以為，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款的杯葛行為乃係以損害特定事業

為目的，「本質上即違反效能競爭，其行為本身即具高度之可非難性，乃典

型之妨礙公平競爭行為，無須另外考量行為人是否具有市場地位再予以判

斷是否有礙公平競爭之虞」 95。依此見解，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之

違反，乃係因其行為或手段本身的不公平性上，且因本款規定並未有如第

二款至第六款規定中，有「無正當理由」、「不正當」等用語，從而本款規

定之違反，一般被認為是當然違法類型，難能阻卻其違法。相對於此，亦

有見解認為，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之違反，並非在其手段的不公平

性上，而係其可能導致「自由競爭」遭到破壞，故而其違法前提，仍以行

為人擁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市場佔有率為要件 96。如果採取前項之見解，由

於不以一定以上的市場佔有率為前提，若使行為人之市場佔有率低於百分

之十，但仍能夠要求其交易相對人不得與其競爭事業進行交易，於此該當

行為人與其交易相對人實處於相對優勢關係，致使交易相對人不得不聽從

行為人之要求，而斷絕與特定事業之交易，屬典型的相對優勢地位之濫用

規範。  

於公平會有關此一杯葛行為之實務運作上，上述二種不同看法也可能

會有二種不同的處分方式。當公平會所依據之處分理由，乃是相對人間因

存在著相對優勢地位關係，導致受話人不得不依教唆人之要求，進行杯葛

行為時，此際由於受話人本身乃是受害人，因此公平會處分之對象，就限

定於發話人，亦即下游流通事業上。相對於此，若使公平會之處分依據乃

是因為教唆人擁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市場佔有率，其所為間接杯葛行為之所

以違反，乃是因為對教唆人所處市場之競爭產生影響，則此時受處分對象，

除教唆人外，尚應有受教唆人唆使而實際上進行杯葛行為之受話人。將受

                                                 
95 參照廖義男，從行政法院裁判看公平交易法實務之發展（上），月旦法學，第六十九

期，頁 27（2001）。  
96 參照李憲佐  吳翠鳳  沈麗玉，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規範之檢討─以「有限制競爭或妨

礙公平競爭之虞」為中心，公平交易季刊第十卷第二期（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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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人列為被處分對象，乍看似對其不公平，但實際上卻是給予其未來可以

拒絕教唆人要求其再為杯葛行為之保護傘。蓋當公平會要求受話人未來不

得再為類似的無故之杯葛行為時，若受話人無視此一要求而仍接受教唆人

的建議，進行杯葛行為的話，其將因此而負有刑事責任。因此，上游供貨

事業如果因此而遭公平會處分，其未來當可以可能蒙受刑事責任為理由，

拒絕流通事業所要求的杯葛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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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下游對上游垂直交易限制應有規範之道 

由以上敘述可知，或由於相對優勢地位規範對照於整體公平法規範

之特異性，或由於至今為止我們關於相對優勢地位對整體經濟效率之影

響的理解，仍未能夠深入到可以得出一定的規範意涵，導致不僅各國競

爭法制在有關此之規範上，出現相當大的歧異，就連我國公平法的運作

實務，也有可能在不正確的理解下，做出錯誤的解釋與處分。一般而言，

公權力強制介入當事人間的契約自由，之所以能夠正當化，乃是在自律、

自主的情況下，該當契約無法實現社會一般所能滿意的結果，期待經由

此一介入，朝向更令人滿意的狀態邁進。但在相對優勢地位規範意涵不

確定的情狀下，公平法或公平會應以何種方式或態度介入，就成為一項

相當困難的課題了。本報告以為，在有關下游對上游的垂直競爭限制的

規範上，自律規範應重於法律規範，程序規範應重於實體規範，結構（結

合）規範應重於行為規範。以下，分述之。  

一、自律規範 v.法律規範  

為了防止相對優勢事業之濫用行為，動輒以法律規範強行介入，或

許可以立即得到依賴事業的喝采，但其合理性及實效性，卻經常會受到

相當程度的質疑。蓋，法律規範性質上必須具備安定性與可預期性，為

此目的其時而不得不做出一律性或固定性的規範內容，導致規範僵化，

此種僵化將會產生規範過多或不足的結果；況且，關於更換交易相對人

的可能性、對該當交易之依賴程度等判定相對優勢地位存在二項基準，

較諸當事人，政府僅能擁有部份的資訊，在此情況下，其貿然介入，經

常是管制失靈的事例之一。當然，於此並非否定法律規範完全無用武之

地。由於相對優勢地位濫用主要發生於依賴事業被「 lock-in」後，無法

再以平等地位，與相對優勢事業進行交涉，而可能蒙受事後投機行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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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來的不利益；因此，法律規範目的應是禁止此種事後投機行動的發生，

促進當事人間事後交涉的進行。惟鑑於法律規範所可能產生上述管制失

靈的不當結果，吾人以為，法律規範應該只有在自律規範無法有效運作

的情形下，方有介入餘地。此時，自律規範的重要形式之一，乃一般所

謂「聲譽」（reputation）機制 97。  

只要事業具有永續經營的企業理念，則縱使不是在長期交易關係或

與諸多企業具有交易關係之情況下，其仍有維持企業良好形象或聲譽，

自我克制濫用行為之誘因。蓋，一旦該當企業行使濫用行為為業界中其

他事業所知，則其他事業或可能沒有意願與此企業進行交易，或縱使進

入交易關係也會要求較諸一般契約更為嚴苛的交易條件，或根本不會進

行任何關係專屬性投資，結果都將使得該當企業營運成本升高 98。故而，

在整體企業營運績效之考量下，正常的事業應該會努力維護其良好聲

譽，免得因貪圖一時小利而得不償失。當然，在某些例外情況下，例如

相對優勢事業預測未來交易利益並不大時，就不會在乎於市場上的形

象，而有可能採取事後投機舉動，濫用其優勢地位。對此例外舉動，公

平法當然可以介入，予以管制。  

綜上所論，在一般情況下，「聲譽」機制當可正常運作，發揮其抑制

相對優勢地位濫用行為之功效，惟於例外情況「聲譽」機制無法正常運

作時，法律規範可以補充性地介入當事人間之交易關係，實現公益需求。 

                                                 
97 有關此種「聲譽」機制之內容及其抑制效果，參照 Paul Milgrom and John Roberts, 
Economics,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259-69 (1992)。  
98 在日本，汽車製造商與其有所謂「系列」關係的長期零件承包業者，一般被認為具有

相對優勢事業與依賴事業之關係，而曾有過汽車製造商因為在日圓升值時，為將其所產

生的不利益，轉嫁給零件承包業者，乃課以非常嚴苛之交易條件，使得「聲譽」大跌，

導致其後在景氣回穩、需求增加時，其他零件承包業者亦拒絕與其維持如過去般的密切

合作關係，嚴重影響到其擴大生產規模之計畫。參照伊藤元重、加賀見一彰，〈企業間

取引と優越的地位の濫用〉，收錄於三輪芳郎、神田秀樹、柳川範之編，《會社法の經濟

學》，頁 402 註 10，東京大學出版會（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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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序規範 v.實體規範  

在承認法律規範可以在例外情況，強行介入當事人間的交易關係

時，尚必須考慮以何種法律規範方式介入較佳。一般而言，於此可資考

慮的法律規範方式有程序規範與實體規範二種方式。實體規範直接介入

契約內容，限制或禁止當事人的行為，前述法律規範僵硬化及其所可能

引發的不當結果，最可能發生在此一實體規範形式上。相對於此，程序

規範一般並不直接介入當事人間的契約行為，不去對其契約內容或法律

行為的當與不當做實體判斷，僅是要求當事人間在契約締結前後，必須

履踐一定的程序或說明義務。  

如同本報告一再重複地，在與相對優勢地位規範的關連上，法律規

範之目的應該是儘量避免當事人間的契約因資訊不對稱或不完全，導致

事後投機行動的發生。從而，程序規範的重心就在於如何促使具有相對

優勢地位關係之當事人，於契約簽訂前或執行中，能儘量將與契約相關

之資訊予以徹底揭露。如此，一方面既可以避免第三人機關因為資訊不

足而強行介入所導致的管制失靈之問題，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相當程度上

補充契約的不完全性，使得當事人能夠在契約保障下，安心地從事關係

專屬性投資，促進交易效率的達成，而不會有躊躇不前、「hold-up」行

為之發生。  

綜合上述，在對相對優勢事業施予法律規範時，吾人應該以預防勝

於治療之理念，儘量擴充程序規範的適用範圍，觀諸公平會最近所頒佈

的「加盟業主資訊揭露之規範」 99，可知公平會對於此種規範方式已有

相當深的體認。  

                                                 
99 參照「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加盟業主資訊揭露之規範」，此一規範內容可於下列

網站取得：< http://www.ftc.gov.tw/framec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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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構規範 v.行為規範  

雖然，結構規範或結合規範主要係針對絕對優勢地位的產生，而非

相對優勢地位的形成，施加規範。但鑑諸最近世界各國，對相對優勢地

位規範之所以比以前更加關心，主要原因在於各國生產、流通結構，因

為各種大型賣場或加盟連鎖超商的蓬勃發展，而發生逆轉情勢。過去，

經濟上一般所擔心者，乃係在規模經濟下所形成的獨占或寡占製造商，

是否會利用其市場支配地位，攫取不當利益。然而，邇來因為各種資訊

科技的運用、消費習慣的改變等因素，流通產業結構漸形集中，如今我

們所擔心者，則為此等大型流通業者是否會利用其強大購買力量，壓迫

其交易相對人的製造商 100。相對優勢地位或經濟依賴狀態之規範，於此

乃成為許多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注目之所在。  

在OECD最近有關大型流通業者購買力量規範方式的研討會中，大

多數國家認為，對於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若採取行為規範方式，直接

針對其行為內容予以規範的話，從許多擁有此類法律規範的國家其施行

經驗來看，實並不成功，且有可能受到國內相關利益團體的壓力，流於

「當然違法」之規範方式，結果將會阻礙流通業界的競爭，損害消費者

權益 101。或因此故，不少國家的競爭法主管機關認為，應該從根本解決

此一問題，亦即利用結合管制，在一開始的時候，就防止此種相對優勢

地位的發生。惟由於結合規範傳統上乃係針對絕對優勢地位而發，故縱

使競爭法主管機關依相對優勢地位概念，實施結合管制，但在法院訴訟

階段，經常無法受到法院的支持，導致結合管制成效亦不彰 102。雖然如

此，徵諸行為規範與競爭法規範理念不合、可能導致限制競爭等結果，

                                                 
100 OECD, Buying Power of Multiproduct Retailers, OECD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
w and Policy, Vol. 2 No. 1, at 93-96 (2000)。  
101 Id. at 92. 
102 Id. at 1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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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規範以維持市場競爭結構之觀點，從事管制的規範方式，更契合競

爭法之規範理念 103。  

四、規範技術  

由於相對優勢關係所產生的交易地位不對等，經常導致上游供貨廠商

縱使被迫接受不公平且可能違反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的交易條件，但卻敢

怒不敢言，甚至於公平會進行有關於此之調查過程中，亦不敢作證或提出

相關證據，導致公平會有關於此之調查產生重大的證據蒐集上之困難。另

一方面，對於流通事業而言，其有時亦非故意要違反公平法規定，而是公

平法有關於此之規範尚不明確，導致其行為可能遊走於違法邊緣而不自

知，對此公平會亦有必要協助此等無心之過的事業，免於違法之困境。於

此看法下，本報告認為，對於第一項問題，公平會有必要以合理的推論方

式，轉換舉證責任；對於第二項問題，本報告則主張，公平會或可藉由協

助業者建立「遵法守則」（Compliance Manual），預防其違法行為之發生。

以下，分述之。  

（一）證明方式  

公平法規範乃是有關事業之經濟或商業行為之規範，於市場經濟體制

下活動之競爭單位，無論其係屬個人事業、抑或法人事業，皆是一追求自

己效用最大化的合理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因此，吾人可以合

理的推論，事業所為之任何行為應當都有其合理的根據和目的，縱令其所

為者是一般所認為與經濟或商業無關之慈善活動，實際上亦是為提升其企

業形象、進而增加其商品銷售而為。過去，在美國反托拉斯法之實務運作

中，曾經認為上游事業以獨家交易或獨家代理之方式，於特定地區中僅容

許一家事業販賣其商品，且該當下游流通業者不得再另外販賣其他商品，

此類非價格的垂直交易限制，被認為是不合理的，屬當然違法之行為。然

                                                 
103 Vogel 認為，現行結合規範成效不彰之原因，乃是因為過去有關結合規範之學理研究

及執法實務，多側重於賣方的結合側面，鮮有針對買方結合詳細研究者，結果導致現行

法制並未針對買方結合的特性，予以特別規範。在此理解下，氏認為，若欲依現行法制

有效規範流通業界之結合，不應將之視為買方結合，而亦應將之視為賣方（供給者）結

合；於此，流通業界所供給者，乃是銷售的服務或空間。在此逆向思考向下，我們將能

充分利用原有的結合規範研究與經驗，有效對流通業界的結合潮流予以適當管制。Loui
s Vogel, Competition Law and Buying Power: The Case for a New Approach in Euro
pe,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Review Vol. 19 Issue 1, at 11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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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和法律學者對此提出質疑，合理的事業其合理之作

為應當是讓更多的下游事業都可以販賣其商品，進而增加其商品整體之銷

售量。上游事業不作此圖，反而要主動限制可以販賣其商品之下游事業數

量，其中定有合理目的和事由的存在，也因此才開創了現今我們所熟知的

「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競爭」的比較法則，把非價格的垂直交易限制

之違法性判斷原則從原先的「當然違法」，修正為今日的「合理原則」之判

斷方式。  

由此經驗可知，合理的上游供貨事業若是想要販售更多的商品、獲取

更多的利益，則其合理的舉動應當是建立更多的銷售據點，儘量在各個流

通業種和業者間，擁有其銷售點。如果上游供貨事業不實施如此行為模式，

反而僅跟一家流通事業進行交易，由於該當流通事業尚有銷售其他和該當

上游事業之商品處於競爭關係之商品，從而原則上實無前述為促進品牌間

競爭而設立獨家交易的合理性。於此認識下，除非於極端例外的情形，可

以證明出上游供貨商不與其他下游流通事業進行交易，乃是基於品牌間競

爭之考量，否則當可合理推論出，上游供貨商如此不合理之行動，乃是因

其受到特定下游流通事業的不得與其他事業進行交易之要求。  

若上述推論屬合理之推論，則未來公平會於處理此類案件時，當可進

行一種舉證責任的轉換。申言之，於相關案件中，公平會所應該作的乃是，

調查上游供貨商不與其他下游流通事業進行交易，乃是基於品牌間競爭等

合理的考量；若公平會依各種證據顯示，實際上並無任何合理事由，可以

顯示出上游供貨商的拒絕交易情事，係屬合理之行為，則當可推論出上游

供貨商之所以有如此不合理的舉動，乃是因為為繼續維持與現行交易之下

游流通事業的交易關係，而被後者要求其必須不得與其他事業進行交易。

此時，要推翻如此合理推論的責任，就落在上游供貨商和現時與其有交易

關係之流通事業上了，公平會於此應要求二者提出合理的說明。此際，若

公平會可以進一步取得類似「如果你並沒有要求上游供貨商不得與其他流

通事業進行交易的話，那未來當該當上游供貨商與其他流通事業進行交

易，你會不會停止與他交易」等證言的話，則此類證言未來當具有類似「禁

反言」（estoppel）的效果，令流通業者於未來意欲停止與供貨商之交易時，

會有所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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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遵法守則  

雖然，公平會在其所公布的「公平交易法對流通事業之規範說明」中，

詳細地列出流通事業的各種行為可能違法公平法規定的各種類行，惟對於

不少流通事業而言，此一規範說明依舊無法完全去除其疑慮。蓋因為懼怕

過份的具體，可能會使得該當規範說明於適用上，過份僵化。因此，上述

規範說明於某種程度上，就不得不以較為抽象、概括的方式，加以敘述。

結果導致出現不少灰色地帶，使得流通事業於事業活動的推動上，或可能

因為懼怕觸法而過份謹慎，不當阻礙創新事業活動之推展。在規範說明不

得不有某種程度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事業又希望公平法規範能夠具體、

明確的雙重要求下，公平會或可以過去曾經協助過部分企業建立其「遵法

守則」的模式，挑選一、二家制度健全，足為業界代表的流通事業，協助

其建立其流通事業的「遵法守則」。並可依此成果，辦理成果說明會，將此

「遵法守則」的規範精神、理念和內容，推廣至其他流通事業，避免未來

不小心的違法行為之發生。一方面保護意欲守法之流通事業，另一方面則

可節約公平會有關於此之調查、處分等行政資源，將公平會的人力、物力

作最有效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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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供貨廠商與流通業者的關係可說是唇齒相依的，供貨商需要好的銷售

通路進行販賣，而流通業者也同樣需要供貨廠商提供好的商品來販賣。當

然，在雙方處於互相依賴的情況下，若是供貨商與流通業者之間規模旗鼓

相當，則大型供貨商對於大型通路商所採行的價格戰較有能力因應。例如，

家樂福、大潤發以洋酒禮盒進行價格戰，許多洋酒商則採限量供應的方式

加以反制 104，但是，供貨商也指出，大賣場具有品牌曝光優勢，廠商僅能

減少銷售，無法完全退出。  

原則上，供貨商與流通業者如果是處於不對稱的關係，即一方強一方

弱，則不會產生通路衝突。但這並不表示符合公平交易或競爭的原則。若

流通業者恃其相對優勢地位，單方制定定型化之年度供貨合約，並據以收

取補充固定退佣（機密退佣）之附加費用，利用供貨廠商普遍處於期待維

持既有業務關係之壓力下，迫使供貨廠商負擔該項附加費用，而使市場競

爭本質受到傷害，其行為則有商業競爭倫理之非難性，足以影響市場交易

秩序。換言之，若下游流通業者單方面為之，則違反商業競爭倫理，例如，

富群超商單方面逕行自物流商應請款項中扣除，物流商再從各供貨商貨款

中扣除，倘各供貨商貨款不夠扣除，則由物流商自行承擔損失，且均無任

何合約約定，則依公平會的決議，當然違法。  

國內供貨廠商之所以對此類大型連鎖量販店依賴日深，主要的原

因，來自於這些供貨廠商多屬於以內銷市場為主之中小企業廠商，加以在

                                                 
104 量販通路商－家樂福與大潤發，以洋酒禮盒進行低價促銷，包括軒尼詩、人頭馬、起

瓦士等市場主要品牌的在台公司，均對於量販通路的低價促銷以限量供應進行反制。人

頭馬寰盛洋酒公司甚至計劃逐步調整量販通路的比重；而酩悅亞太台灣分公司則以新包

裝進行產品區隔，以彌補通路損失；台灣最大的菸酒連鎖通路商橡木桶，則採價格跟隨

策略，同時以媒體進行反制，以挽回市場；康齡酒藏更是有魄力地表示，寧可不賣，堅

持以專業和服務，獲取中高層消費群。對於這些大型洋酒供貨廠商而言，品牌形象是極

為重要的，同時，面對某一通路的低價促銷，除了促銷可能影響品牌之外，對其他通路

而言，也是一種傷害，供應商還得安撫其他通路商，所以，對於大型通路商的低價銷售，

大部分採用柔性限量供應，即降低此類通路的銷售比重。但是，供貨商也指出，大賣場

具有具有品牌曝光優勢，廠商僅能減少銷售，無法完全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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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開放競爭之下，多數中小企業承擔經營風險之應變能力相對薄弱；且

國內目前對於流通業者所經營之商品項目，本身能夠取得替代性商品的管

道非常多元，進口的商品種類更多，有時成本更低，又能對流通業者的經

營有正面助益，國內供貨廠商自然必須面對更大的競爭壓力，對其正常業

務經營帶來相當程度之困境。  

原則上，正常市場環境下各種費用的收取都應該在合理範圍之內，供

貨廠商關係的調節也應該由市場決定，但如果費用的收取嚴重到影響正常

供貨廠商關係的平衡，造成強勢的供應商才能生存。一方面，作為流通業

者的通路費也許是收得越高越好，但從長遠來看，弊端太大。比如廠家在

被收取高額通路費後還要保本或盈利，便只能提高商品價格，或降低商品

品質，來降低成本，受害的最終是消費者。  

流通事業與供貨廠商究竟要以何種條件進行交易，即應訴諸於交易當

事人間之自主判斷，對供貨廠商而言，「商品」本身就是製造商與消費者

接觸的媒介，所以，對於供貨商而言，應該強化商品的競爭力，例如，建

立品牌資產、差異化、產品創新等等。當然，在通路策略上，應避免單一

通路，採多重通路配銷，以避免被單一通路商下架，而蒙受極大的損失。  

事實上，流通業者也可以在與供貨廠商保持良好關係上創造獲利，仿

造國外成功案例，例如，全球最大零售商－Wal-mart 則與大型供貨商，例

如 P&G 等廠商，建立供應鏈夥伴關係，降低成本，同樣達到低價的目標。 

有 關 垂 直 交 易 之 限 制 ， 美 國 聯 邦 最 高 法 院 曾 於 一 九 七 七 年  

Continental T.V., Inc. v. GTE Sylvania Inc.一案中變更之前判例之見解，認

為所有非關價格之垂直限制約款，均不應認為係當然違法（  per se illegal）

之行為，而應以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來評價其是否有競爭上之正當

原因，並評估其對市場競爭之實質影響。依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之見解，垂

直限制所造成對市場之影響是非常複雜的，因為它們可能同時造成品牌內

競爭（ Intrabrand competition）的減低，以及品牌間競爭（ Inter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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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的增加。垂直限制約款可以刺激品牌間的競爭，因為製造商

可以在銷售產品時增進其銷售之效率（按：可避免搭便車之情形等）。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對於流通業者與供貨廠商之間的交易契約行為，公平法的介入必須符

合競爭規範上的意義。例如，富群超商在 90 年與物流廠商就「商品折讓單」

之爭議而言，係屬帳務處理程序，乃私權糾紛，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易

糾紛，則應尋求民事救濟，與公平交易法規範之範疇無涉。  

若依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二及第六款規定，須以具市場力量者

始有違法之可能，故除實質違法要件外，尚有具市場力量之門檻要件，以

排除未具實質限制競爭能力者之規範，至於市場力量之認定，公平會現行

實務作法，係以市場占有率百分之十為門檻要件。目前，以流通業之四大

業態來看，前三大百貨公司中之營業額佔有率，以新光三越、太平洋 SOGO

達到此一標準，量販店中前三大之家樂福、大潤發、愛買吉安均已超過，

而家樂福更是自 2000 年以來，始終維持 27%的市場佔有率；超級市場業

者松青、丸九系統合併來看在營業額佔有率上僅 7%左右，而近年來持續

發展的全聯社，營業額佔有率在 2002 年也已經超過 20%；便利商店則以

7-11 佔有率最高，2002 年為 43.4%，與第二大的全家便利商店 13.14%，彼

此的差距已經拉大。  

以此一市場狀態來看，這些業者均符合市場力量之門檻要件，若再有

實質違法要件，則可能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二及第六款之規定。

具有市場力量並不違法，但流通業者的實際作為極易陷入違法之要件，故

建請公平會可函請各家業者確實了解可能觸法之情事，以避免社會不必要

的爭端，並就目前之交易行為，做一通盤考量，檢視是否需要修正之處。

針對供貨商普遍抱怨流通業者經常性之業務干擾行為，例如，當地區某一

家業者就某一產品進行促銷，便要求廠商必須一視同仁，同樣給予促銷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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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問促銷是否是流通業者之單方行為，對此，大型流通業者放任單店之自

主經營，應建請流通業者進行內部管理，檢討內部的績效制度，勿放任單

店經理為追求業績而逕自向供貨廠商要求，而陷入濫用市場優勢地位之不

義之名。  

以目前發生案例來看，適用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二與第六款之規

定，其必要條件必須具備百分之十以上之市場力，而公平法介入之充分條

件，並非交易當事人之雙邊交易爭議，而係考量是否受交易限制之一方，

例如與大型流通業者交易之供貨廠商，是否係因欲與流通業者繼續交易之

壓力下而接受不合理之契約，乃係對整體交易供貨廠商之違法行為，而非

對單一供貨廠商之違法行為。而不合理契約之認定，乃係契約是否基於單

方行為，而非全然契約之內容條款。  

就供貨廠商所反應的缺貨罰款問題，某業者指稱，前一年度供貨合約

之缺貨罰款是按進貨成本成以百分之五計算，本年度則以進貨成本的百分

之五十計算，以定型化契約規範。關於這樣的情況，可有兩種觀點。第一，

若流通業者無特殊原因，針對所以供貨廠商單方為之，則使視為不合理之

缺貨罰款條件。第二，倘若係供貨廠商過去行為的結果，導致流通業者以

此類似懲罰性條款予以個別約束，只要雙方簽定合約條件，則不應認為違

法。因為，若供貨廠商經常性地或意圖性地缺貨，流通業者因直接面對消

費者，消費者在此通路買不到商品，因而責怪通路商而不是供貨廠商，可

能影響通路商的聲望，而不再到此通路商購買。換言之，消費者要買某項

商品時，就根本不考慮此一通路業者，不納入商店選擇的考慮集當中。而

若流通業者自絕於某一供貨商之商品之外，例如，將某一供貨廠商的產品

下架或不進貨 105，當消費者要買這些商品時，就自然而然不會到此一通路

                                                 

105
著名的例子，包括在 7-11 買不到光泉牛奶、康師傅泡麵等。 



 140

購買，而就通路商而言，也就失去了這些消費者，對通路商而言，也是某

一程度上的傷害。  

流通業者的獲利模式來自消費者導向，因為消費者重視價格，而造就

了量販店的興起，所以，流通業的發展在某一部份實際反應了消費者的需

求，因此，流通業者的公平競爭應與以保障，而不是限制流通業者在經營

上的選擇，限制一定要與哪些廠商交易，公平會應予以尊重，市場機制自

然能夠發揮最好的篩選機制。消費者希望買到的商品，流通業者若基於某

些因素而不販賣，則必須承擔獲利損失，長久下來，必不利於流通業者的

市場地位。  

就供貨廠商而言，尤其中小型供貨廠商，雖然與大型流通業者的交易

上必然處於弱勢地位，但這是必然的事實，對此有二種解決的方向，一是

成立聯盟，自行發展流通業，減少透過一般大型通路商的費用剝削，將獲

利直接歸屬於供貨廠商本身。但此一做法不符合現代社會分工的概念。另

一是，專注於商品的發展，調整產品屬性，透過工會以多產品線統一配銷，

以提高與通路商的議價空間。  

即便如此，這些亦不屬於公平會所管轄的範疇。就公平交易委員會所

欲保障的公平交易競爭環境而言，透明、公開，且是雙方正常意志的交易

條件的保障，交易雙方享有締約的自由，公平會不宜介入契約內容之擬定，

但目前可以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二款加以規範－無正當理由，對他事業

給予差別待遇之行為。  

另外，就委託代工（OEM）的自有品牌商品，對流通業者而言，OEM

商品的生存必須符合幾項要件：（1）低價或消費者對價格敏感性高（2）

消費品（3）市場上已經有知名全國性品牌（4）替代彈性大等。這類商品，

流通業者通常不需再投入行銷資源，而是必須依賴全國性品牌才能生存，

所以，一般流通業者不會將全國性品牌下架，而是將這類自有品牌商品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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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性商品的旁邊，是一種寄生的行銷手法。受到影響的可能就是不知

名的次品牌供貨廠商的產品將被排擠，但這仍然不能視為不公平競爭。  

第三節  公平法介入空間  

本報告以為，在有關下游對上游的垂直競爭限制的規範上，自律規

範應重於法律規範，程序規範應重於實體規範，結構（結合）規範應重

於行為規範。為了防止相對優勢事業之濫用行為，動輒以法律規範強行

介入，或許可以立即得到依賴事業的喝采，但其合理性及實效性，卻經

常會受到相當程度的質疑。鑑於法律規範所可能產生管制失靈的不當結

果，法律規範應該只有在自律規範無法有效運作的情形下，方有介入餘

地。此時，自律規範的重要形式之一，乃一般所謂「聲譽」（reputation）

機制。  

在整體企業營運績效之考量下，正常的事業應該會努力維護其良好

聲譽，免得因貪圖一時小利而得不償失。當然，在某些例外情況下，例

如相對優勢事業預測未來交易利益並不大時，就不會在乎於市場上的形

象，而有可能採取事後投機舉動，濫用其優勢地位。對此例外舉動，公

平法當然可以介入，予以管制。  

在承認法律規範可以在例外情況，強行介入當事人間的交易關係

時，尚必須考慮以何種法律規範方式介入較佳。一般而言，於此可資考

慮的法律規範方式有程序規範與實體規範二種方式。實體規範直接介入

契約內容，限制或禁止當事人的行為，前述法律規範僵硬化及其所可能

引發的不當結果，最可能發生在此一實體規範形式上。相對於此，程序

規範一般並不直接介入當事人間的契約行為，不去對其契約內容或法律

行為的當與不當做實體判斷，僅是要求當事人間在契約締結前後，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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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踐一定的程序或說明義務。  

不少國家的競爭法主管機關認為，應該利用結合管制，在一開始的

時候，就防止相對優勢地位的發生。惟由於結合規範傳統上乃係針對絕

對優勢地位而發，故縱使競爭法主管機關依相對優勢地位概念，實施結

合管制，但在法院訴訟階段，經常無法受到法院的支持，導致結合管制

成效亦不彰。雖然如此，徵諸行為規範與競爭法規範理念不合、可能導

致限制競爭等結果，結合規範以維持市場競爭結構之觀點，從事管制的

規範方式，更契合競爭法之規範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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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商品供應商企業訪談紀錄 

 

供應商：食品供應商（M1）  

受訪者：李總經理等三人  

時間:92 年 8 月 6 日  

地點:高雄  

 

許教授英傑：請問 貴公司目前銷售哪些主要產品品類？各商品佔公司營

業額的比重為何? 以及商品的通路策略為何? 

李總經理：食品(泡麵)、健康(雞精、奶茶)、醬品(醬油、麵筋)、油脂(清

潔、油)、飲料。銷售佔比：乳品(冷藏、保久乳)30%、飲料 22%、泡麵 19%。

通路策略以包裝別在通路上區隔，CVS 單一包裝/中包裝/6 入裝；量販店：

大包裝。 

 

許教授英傑：請問 貴公司的產品主要銷售給哪些大型零售商?比例為何？ 

李總經理：量販店：75~78%，CVS(全家、萊爾富) 10%；分別是北區部份

較平均，超市較 CVS 的佔比多；另外，CVS(全家、萊爾富)店多，但量不大。 

 

許教授英傑：請問貴公司的產品是否曾被要求專門供應給某家大型零售

商？ 

李總經理：供應商面對同一通路時，會運用不同檔次，透過帶同一公司的

產品(搭賣)，而這表示供應商與零售商談條件時，在銷售第一線產品時，

會搭配第二線產品，如飲料+健康食品。 

供應商會堅持第一線產品要具有利潤，所以當零售商於要求供應商的

商品價格出現衝突時，則會拒絕銷售，因為這是為了要維持第一品牌的地

位，而不輕易降價。目前市場成熟，通路商的要求通常要了解，供應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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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要使零售商覺得自己很難纏，且供應商會契而不捨堅持到底。當供應商

的商品很強勢時，零售商自然就比較不容易要求供應商太多。另一方面，

交情很重要(特別是公共關係)，廠商的態度不好時，零售商也知道供應商

的態度。當零售商需要供應商的產品時，且供應商具有強勢產品，則大廠

商將具有較強的談判力。 

實際上，通路商希望品類管理，而製造商希望廠商別管理，這對大廠

有利，但對小廠商不利。小廠商則希望以品類的方式來管理，因為可以與

其它品牌擺放於同一個貨架位置。另外，在冷藏部分，廠商多付出租金，

原本廠商間差異不大，原本品類的擺放無法差異化，選擇廠商別就不明顯。 

小廠商會跟隨大廠商的行銷手法，例如在包裝，同品類部份做改變；

加上同品類的擺放，會影響消費者選購的便利性，因為產品太相像；因為

小廠商會模仿大廠，要當老二、老三都是很容易，在包裝上都一樣，消費

者很難真正找到他想要有品牌產品。 

所有的量販店目前都是採品類管理，除了單店同意依廠商陳列的目的

是為了多收一點錢。但此種作法總部是不同意，因為量販店內的擺設位置

都是由總部規定好的，所以單店行為是違反總公司的管理要求。 

現在量販店的人力縮減，因此，要求供應商派人去排貨，而廠商自己

去排貨時，可能將自己的排面擴大。而每個零售商店的貨架位置有限，所

以上架費是一定要的啦！ 

彭助理：零售商如果將供應商的第一品牌在價格部份訂過於低的價格時，

供應商則可能停貨、或用非第一品牌、較差、較低價的同類商品取代；零

售商只好宣稱第一品牌的產品缺貨，但是若供應商與零售商間的關係，因

為零售商將供應商的產品壓低時，供應商與其產生衝突(如將貨品收

回…)，可能在下次供應商想要促銷自己的產品時，零售商就不理會，因此

彼此間產生策略不一致問題。 

例如：在大樂的賣場部份，自己的員工負責商品排貨較少，廠商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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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進駐負責商品在店內的排貨，因此會產生偷移位置的情況；而量販店

賣場人員只排自營的貨，如毛利高、進口的商品。 

在專賣方面(例子很少，大多在新品、或量身定作)，產品價格，成本、

內容物、包材問題，委託代工的部分，例如：麥香(紅茶、奶茶)被削價競

爭，為維持市場價格秩序，統一為家樂福特別量身訂作紅茶、奶茶，一開

始掛統一紅茶、奶茶，且內容物相同，這是統一替家樂福量身訂造的品牌，

比統一麥香紅茶、奶茶的價格低，但統一是代表品質，所以銷售情況還不

錯。這樣對供應商也有好處，因此在賣場又會多一個品牌，但若是等到此

產品的量大之後，才可能發展到商店品牌。 

李總經理：醬油類龜甲萬醬油甘純，家樂福真釀、大潤發的尊釀，這都是

屬於龜甲萬醬油的同一類。而公司還是維持原品牌的銷售，但原產品的促

銷會慢慢減少；但也有可能自己原有的品牌退出，因為另一支產品在賣場，

因為這樣削價下去對賣場及供應商都沒有好處，長期來說是賣場與廠商而

言，就成了製販同盟。長期下來，對供應商而言，利潤是增加的，主要是

因為賣場多了一個產品，且供應商不需要經營此商品，交由賣場負責行銷，

供應商搭便車(節省行銷費用)，兩方都有利益。也就是說，這樣的作法是

賣場與廠商的製販同盟，彼此的總利潤會提昇。 

目前零售商也有要求本公司和他們 OEM，所以公司也在考慮用 OEM 的

方式是否合適，也就是幫零售商代理產品製造，未來可能成為公司的政策，

但我們也在考慮這樣會不會偒害公司的品牌形象；例如：家樂福的自有品

牌對 P & G 的品牌可能造成傷害，因此供應商要作到何種程度也是目前還

在考慮的。 

 

許教授英傑：請問貴公司在與大型零售商簽訂供貨契約時是否具有談判優

勢？而大小廠商間又有何不同？原因為何？ 

劉助理：賣場的業績好，零售商保有業績的主要來源，利潤較好； 

1. 品牌：市場品牌接受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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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場佔有率高； 

3. 品質有信心、消費者接受程度高； 

4. 產品線(廣)多樣化。 

因廠商的不同，與其定訂的契約條件不同 

 

項目 小型廠商 大型廠商 

契約 定型化契約 設定某幾個條件 

年度退佣比例 7~10% 1~3% 

上架費(固定費用) 

(單品/單店) 
8,000~12,000 元 5,000 元 

零售商 

可獲得的毛利 
高 低 

契約內容 不可以談，沒有談判權 可以談 

商品貢獻度 低 高 

 

許教授英傑：請問貴公司在與大型零售商簽訂供貨契約的內容為何？ 

彭助理：在 CVS 有獨賣的情況，一般契約為 1~2 個月，但一般新商品要排

很久，且下架時間很快。量販店以前對於新產品的態度是讓別人先賣看看，

但現在只要便利商店(7-11)有在賣時，則會考慮上架。對 CVS 的同業作規

範，會先評估效益與上架費高低，如果總部可以接受時，可會考慮哪一家

CVS。 

 

許教授英傑：請問何種型態的大型零售商對公司的成本影響較大?獲利如

何？ 

李總經理：成本順序：CVS、量販店、超級市場、百貨公司。獲利順序：

百貨公司(2%)、超級市場(5~6%)、量販店(75%)、CVS(`20%)。銷售量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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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販店、CVS、超級市場、百貨公司。 

 

許教授英傑：請問哪一通路對貴公司產品而言獲利最高? 

彭助理：百貨超市獲利較高，但量小，毛利率較高。百貨超市業績貢獻度

最低。生鮮超市 5-6%。CVS 業績好，毛利較低，但不能不賣。因為 CVS 就

好像是媒體效應(當作在作廣告)，投資觀點，是一個面，能見度高、銷售

未端、上架費很高。量販店新品效益，體系不同，上架費不同，品類別不

同；但飲料、泡麵較為有利。而我們目前在四大業態的成本效益不同，目

標不同，定價不同，但卻同時要去經營。 

統一進貨，銷售給量販店，因此應付這四個業態都已經摸索出一些方

法與規則。目前在製造商生產方面，統一製造商是有獲利，若是批發通路

商獲利較低；例如大潤發會認為統一與家樂福是關係企業，所以亦把統一

當作是競爭對手，我們要和大潤發談判，則較不利；但是我們無論與超商

或家樂福，其對供應商亦一視同仁，只是大家都隨著總公司政策而執行而

已。 

 

許教授英傑：請問 貴公司與大型零售商之間，除了所簽定的書面契約內

容外，是否有其他口頭、默契、行規存在? 

彭助理：目前都是以年度或季的契約為主；以全產品來談判；大多會列在

契約中，附加費也會列在契約中。除了一些例行性的契約訂定，對供應商

而言，也會透過與各別的單店談判，而這部份就不會列入合約(例如五間

店，只有二家店有能力訂貨量達到某程度)。不希望列入制式化，列為單店

收入，用來作為其他費用。 

 

許教授英傑：請問大型零售商對 貴公司的要求，是否曾發生與 貴公司的

市場策略相衝突的情況，而公司採取哪些回應行動？(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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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來說明) 

李總經理：案例一：以支付總公司在店內的廣告費用：因廣告費用都是總

公司在拿，所以有時單店不照著總部的規定來執行。 

透過支付廣告費給總部，要求各店陳列位置要加大，但單店可能會縮

減排面(10 變 6、變 4)，形成執行上衝突。因為單店通路會很強勢，雖總

部收費用，單店可以不配合，以單店運作為主。例如，家樂福管理機制，

單店總經理可以自己決定單店的作業情形。因此，供應商應該採用柔和的

手法，協調機制，用提醒的方式請總部告知，讓單店店長不以為供應商去

打小報告，作為長期合作的方式，避免彼此間產生衝突。身為供應商，雖

為支付費用的人，但必須要了解如何化解總部與單店間策略問題，以及執

行配合的落差。 

案例二：零售商將供應商的第一線產品任意進行促銷(價格崩盤，針

對包裝、調整產品線改變)，則供應商會有什麼樣的反應？供應商就採用控

貨的方式，將還沒出貨部份，就先不要出貨；並會請他們調回來，但是零

售商 DM 已經刊出去了，消費者也不會放過他們；因此供應商則以其他更便

宜的品牌取代，而零售商也會以供貨不足為由，或者是以刊登錯誤的方式，

不然就是要更改 DM。如此一來，日後零售商可能會採取報復的手段，只要

供應商有事要請零售商幫忙時，零售商就不予理會；因為供應商還是有商

品需要促銷，作策略性的調整，但此時零售商就不會配合，使供應商無法

順利執行工作。 

另外，供應商會立即去收貨回去，拿現金去把貨買回來，例如有一次

家樂福把伯朗咖啡的價格破盤時，就將這些貨品買回；或者供應商會停止

出貨，請他們將商品價格調回來。而且供應商會依據訂單的量，來控制商

品供貨的情況，而供應商在 3~6 個月內則不會排促銷；但是只要供應商在

零售商店內停止供貨某項產品時，則零售商會將供應商的商品下架 10 項。 

因此，當雙方發生價格、數量等問題時，則雙方可能透過協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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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零售商以舊售價違法規範來管理賣場的價格，讓產品在賣場有最好的

銷售業績，但供應商又不能限制零售商在售價的底線。因此，供應商只好

與零售商達成協議，賣場主要目的是市場最高的業績、最低的價格，依據

訂單量來控管貨品的數量，但雙方的關係可能會有影響，供應商可能停止

供貨，但零售商就把你的產品下架。 

案例三：民國 83 年，萬客隆將統一產品 85 折事件，以及在 2002 年

的新上任總經理新措施，以致於破壞雙方的合作情況。當發生萬客隆將統

一產品任意打折時，統一馬上要求將賣場的商品下架，過了一個月之後；

因為雙方有共同的合作者(廣告商)，藉由其遊說才化解雙方問題。 

幾年前，萬客隆的銷售情況也造成排隊風潮，但因其定位不佳，主要

目標市場則以批發倉儲為主，但卻忽略原本有八成的業績是來自獨立消費

者，加上萬客隆當時還向供應商要求他們要降低售價 10%，因原本銷售給

量販店的價格就很低了，怎可能再降 10%；因此，統一就決定全部收回，

但萬客隆後來就要求統一再留二十支產品，雖然統一不願意，但最後還是

留下幾支國際品牌的產品。而現在消費者很精明，到處比價，加上現在消

費者衝動性購買降低，停留在賣場時間由 1~2 小時縮至 30~40 分。 

 

許教授英傑：請問 貴公司除了支付給大型零售商某些巧立名目費用之

外，大型零售商對您還有哪些要求或需要配合的事項?這些情況是否

有不合理之處？ 

劉助理：除了許多有關巧立名目的費用外，零售商還會要求供應商派人去

支援，導致人事成本增力，例如幫忙排貨、配合盤點時間；但統一只會派

人去排貨，因為對公司而言，是較有利的，但在盤點部份會用很多理由去

塘塞說沒時間去盤，而零售商也拿統一沒辦法，而這一點亦是統一是不能

輕易答應、退讓的地方；但小公司則因為品類少，所以可能會支援排貨、

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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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量部份，是涉及毛利，可能是不賺錢的商品、或者促銷時才會用限

制的方式，若是賺錢的商品是不會限制的；有時單店會與供應商談判，幫

供應商衝量，而要求供應商要吸收負毛利的部分，可是賠錢的生意哪有人

會做。 

 

許教授英傑：請問貴公司是否會因沒有配合大型零售商政策要求，而受到

不合理的對待？ 

李總經理：大型供應商是較不會受到要求，但還是有，例如新產品上市，

零售商要求只能用他們公司的 logo 打廣告，而其它零售商則不行用此產品

打廣告。另外，中小型會比較受到影響，且會特別要求小廠商。 

 

許教授英傑：請問大型零售商的要求下，是否影響 貴公司在零售市場的

競爭力？如果有，請詳加說明。 

劉助理：當第一品牌在作促銷時，自有品牌就放在旁邊，有搭便車的好處，

因此商品的價格會被消費者認為價格往下降，而降低品牌形象，廠商必須

維持價格，消費者會比價。 

當零售商向第一品牌要求作促銷時，因為量大，但有時則會告知某產

品的促銷檔期已排滿，換另一支產品；不然零售商可能會去找第二品牌的

產品來作促銷，這樣是使原本第一品牌在零售的業績降低。因此，透過品

項調整，讓第一品牌避免直接的價格戰，並想辦法不要讓第二品牌進來。

大廠商對量販店來說，還是有談判的力量。 

 

許教授英傑：請問就您的觀察大型零售商是否擁有通路權勢？如果有，對

公司經營績效有何正負面影響？(請以市占率、成長率、成

本、利潤說明)  

劉助理：只有在 CVS 這個通路才會發現他們比較有通路權勢，但台灣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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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費者還是認定製造商才是品牌，所以在大型量販店是沒有通路權勢，

但有銷售優勢，因為主要是以低價格為主，在家樂福、大潤發亦是如此；

相對於 CVS 的部份，因其商品多樣化，不同於 CVS 自營的商品(茶葉蛋、便

當、熟食)才能衝業績。因為目前 CVS 的自有商品多，通路權力強，消費者

信任，加上店數多，又有廣告支持，自然通路力量較大。 

李總經理：量販店是擁有通路優勢，雖然可能在某些方面要求不合理，但

雙方是合作關係，賣場爭取業績好的陳列，對廠商而言，只要能創造業績

獲利，彼此便會相互配合，反而是消費者得利。 

 

 

 

 

 

 

某部分有不合理，量販店所擁有的優勢，還是要看廠商願不願意配合，

若大廠占其營業額很大時，對供應商還是無法要太多，但對某一部份的小

廠商還是必須依賴某些大零售商得以而生存。 

未來，還是以 CVS 為主。而 CVS 和量販店本質上還是有很大的差異。

例如：大樂現在不但重新裝潢，而且將商品上層改變為大包裝來吸引過去

萬客隆的顧客；而家樂福在鼎山商圈開幕，而在哪個區域內已有四家量販

店，十分競爭。過去 15 萬人才能支持一家量販店，但現在不大一樣了，因

為目前消費者還是講求便利，若量販業者可以節省消費者結帳時間，將賣

場的動線作改變，這樣一來，可以拉近結帳與停車位置，則可能使消費者

更有消費意願。 

彭助理：目前量販店的發展已打破過去的商圈區隔的競爭，因為 2~3 公里

內就有一家量販店；過去有人提出要將量販店集中，讓各店拼管理、行銷。

供應商

量販店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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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販店除了低價格外，還要增加便利性，提供良好的服務，才有辦法留住

顧客。 

 

供應商：日用品供貨廠商（M2） 

受訪者：二位經理 

時間：92 年 8 月 10 日 

地點：台北 

 

許教授英傑：請您敘述一下貴公司目前的經營狀況，包括商品結構與主要

通路。 

侯經理：這幾年，像 P & G 在美國、聯合利華在歐洲，他們已發展很多套

的合作技巧，而這個技巧在日本很少見。因為對日本流通業來說，沒有一

家流通業的營業額能夠超過供應商營業額的 5%，但在台灣，光是一個家樂

福可超過供應商營業額的 10%。 

主要銷售商品：清潔用品，包括洗髮乳、洗面乳、衛生棉、沐浴乳、

嬰兒用品、家居用品、洗衣粉，產品從頭到腳，家裡要用的都有。 

銷售通路：皮膚用品主要屈臣氐，另外，家庭用品主要在量販店(家樂

福、軍公教)。通路占比：量販店佔 30~35%，軍公教(本公司社、福利中心)

佔 30%，藥妝店、超市、傳統通路約占 40%，其它(如 CVS)約占 10%。 

 

許教授英傑：請問貴公司是否會受到連鎖或單店的影響，影響的情況是如

何？ 

侯經理：當然，連鎖有集體的力量，這些量販店規模大，結果就會整個權

力較大，如家樂福和大潤發量販店的權力較大；再來則是單店。 

雙方在交易條件上，每個通路的強勢都差不多，但特別是有做行銷或

廣告的，以及作廣告的流通業者力量會更大，因為它對顧客產生保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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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上電視廣告的流通業者，大多是資金較少或較小公司。所以現在很多

流通業者都會透過電視廣告來打自己的知名度。 

對公司的貢獻度：公司是依據各種通路對公司的貢獻度高低，並依據

銷售量進行區別，依據通路在哪些產品的銷售量、利潤較高時，則公司會

給予較多的量數，特別是量販店會給予較佳的銷售供應，公司藉由產品的

銷售類型將通路進行區隔。 

通常在量販店都是衝銷售量，所以有時候公司即使虧損也會給予較佳

的條件，因為這個通路對公司很重要，所以自己損失一點沒有關係，特別

是量販店，前幾大的量販店；而其它(超市、藥妝店、CVS)通路則較不會。

另外也會有搭買、搭賣的現象，造成公司決策上的變動。有時為了現金流

量、增加營業額，或為了某些費用、固定成本、資金要週轉有時是必要兼

顧一些銷售情況沒有哪麼好的產品，而產生些許的損失。 

有些在台灣市場操作的手法，還是以日本為主，但為了生存，還是必

須要調整，特別是在觀念，如廣告形象，不可太花俏等。會設定交易期間，

無論是何種類型的通路。 

 

許教授英傑：請問通常零售商會對供應商有哪些要求？ 

侯經理：沒有這樣的要求，但會在包裝上要求不同；但大型零售商會要求

促銷條件很多，如配合短期間或一年作二次促銷等，而在進行促銷活動時

亦會與供應商們商量，而其它要求包括進貨折扣、送貨次數增加。 

 

許教授英傑：請問供應商的優勢有哪些?是否有讓零售商獨賣的現象，對

成本的影響如何？而貴公司在哪些通路上獲利較高？ 

侯經理：若供應商本身有很多產品在市場上是第一名，並且具有後勤供應

鍊系統、Know-how 的提供(專案)，供應商就會具有很多優勢；例如流通業

者執行 ECR 系統，需要供應商來配合，看供應商發展的程度與其配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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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由供應商提供現金支援，投資賣場改善規劃，變成最大的籌碼。 

當遇到較強勢的零售業者，被要求提供專賣的商品，可能也要配合，

例如前一、兩年推出家居(衣架)用品讓零售商專賣。雖然零售商與供應商

間具有很多衝突點，但會藉由溝通，降低這些問題。零售商會以固定費用(依

營業額)提高供應商的成本。對公司獲利較高的通路類型：軍公教、屈臣氏；

而獲利高低與產品屬性有關。 

 

許教授英傑：請問零售商是否有不成文的要求，有哪些？ 

侯經理：在具規模的零售商較不會有這種情況，但有些零售商對供應商在

費用上的要求、陳列位置、陳列的人員等，假如供應商有派人至賣場排貨，

價格就會不一樣；另外具規模的零售商對供應商間會有不公平的行為，例

如：賣場空間多出來，可能會給聯合利華，因為他是第一品牌。還是回歸

到零售商，通常 DM 有刊登的產品，賣場就要有產品，換一次，多印一本

DM 時，就會多很多成本，若是臨時變動，對供應商來說，就會增加變動成

本。有 DM 公司一定要上，不然別的供應商就會犠牲自己的商品，而刊登在

DM 上。 

 

許教授英傑：請問公司要求產品的市場會有怎麼樣的回應？ 

侯經理：在品牌策略上較不會讓步，因為品牌是供應商的生命，而品牌的

形象很重要，因此在販賣條件讓步的機會不高，剛開始可以採某些特別條

件，有自己的想法，如陳列位置與銷售價格，我們都會對零售商強烈要求。 

供應商就要配合零售商，主要是因為供應商只管進價，以及數量的多

寡(可分為三級)。在較大的零售商，對於賣場的價格是較無法控制的，特

別是在促銷期間。若是零售商有打廣告時(如：家樂福天天最便宜)，則供

應商會給予零售商最優惠的條件，但供應商還是會注意到零售商的進價，

以讓自己的損失最小。因此，零售商的售價是供應商較無法強制要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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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員配合、促銷獨特性與 Demo 部份，則由零售商來執行。當零售商不認

為供應商具有品牌優勢時，則會要求供應商給予最低的進價。 

零售商對於供應商的要求，當供應商的商品出現在別家零售商的促銷

DM 上，則供應商就被迫只能與被指明的零售商停止交易。在不合理的情況

下，零售商對於供應商的費用要求的太多時，供應商會拿不出來，而此時

供應商將面臨無利可圖的情況。另外，零售商還有一些不平衡的要求，例

如在資源投入方面，當零售商賣場改裝時，則要求供應商要負擔部份費用。 

國內大型零售商會找中小型供應商來協助其產品代工，例如九峰協助

開發衛生紙的自有品牌，但敝公司是不幫人家作，因為有自己的品牌；但

像台化可能透過代工協助零售商開創自有品牌。在未來零售商的自有品牌

對供應商而言，現在沒有什麼影響，未來一定會造成傷害。因為零售商有

保護政策，會將自己的產品擺放在較佳的位置，且以超低價來吸引消費者。

例如 Tesco 以自有品牌為主，強調低價。對供應商而言，要以技術創新、

Know-How、品牌強、商品的獨特性，才能在強烈的競爭下維持市場地位。 

 

許教授英傑：請問貴公司與零售商的合作情況如何？  

侯經理：若零售商找到可替代的供應商，則零售商就會堅持要求供應商要

配合他們的條件，不然就換供應商，所以對零售商而言，不是第一品牌，

就採用第二品牌。 

零售商推展 CMI、VMI 共同的庫存管理系統，透過系統的配合，無論

使雙方在倉儲、補貨等功能都加強新的合作關係。但實際上，對供應商而

言，促銷時銷售量就很大，當供應商可能設定銷售價格為 150 元，但在促

銷期間則會賣 100 元，零售商就要訂 1000 箱，但可以賣 3 個月；而之後購

買時則會以促銷價來購買。 

在長期而言，透過合作的方式，共同發展系統，對彼此是有利的，但

至少公司間關係會形成合作趨勢；對於小供應商而言，則較為不利，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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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廣告、沒有資源，沒有知名的品牌，所以小供應商會越來越吃虧，

只能依賴零售商協助其促銷或者是聯合小供應商集中力量。 

 

許教授英傑：請問大型零售商是否具有通路優勢？ 

侯經理：絕對是有的，而且很明顯，像宏基這麼大的公司都怕通路商了，

更何況是一般的小廠。因為零售商具有通路的銷售點，對供應商而言，也

是比較好的，對零售商也是比較好的，只要零售商不要侵犯過多供應商的

利益，且零售商對供應商的要求是供應商可以接受的範圍時，即使零售商

具有通路權勢也是必須要接受的。 

石經理：供應商會受同業競爭影響，假使供應商的商品替代性很高，則零

售商可能選擇前幾名的品牌，對供應商而言，有時即使沒有利潤，也是要

卡位。因此，零售商具有權勢可以選擇供應商。 

侯經理：對於零售商不合理要求時，同業間卻沒有聯合行動一起抵制零售

商，因為每家公司在策略的考慮都不同。因此，無法聯合起來對抗零售商。

另一方面，因為供應商不能沒有零售商，所以才使零售商的權勢增加。但

當廠商在國外設點時，情況可能不太一樣，例如台商在大陸經營，大家就

會聯合起來產生較大的力量，一起來對抗零售商。另一方面，像花王是跨

國企業，在很多地方都有設點，因此，不太可能與其它供應商達成協議。

目前供應商逐漸往大陸地區發展，即使台灣的消費力再強，也強不過大陸

市場。 

在家樂福量販店，因為對於供應商的條件或要求過多，也有廠商退出

此量販店；另一方面當供應商所銷售的產品是消費性產品時，則須要進駐

更多的銷售點，才能與顧客接觸。但在便利商店會針對日用品的領導品牌，

而其它的東西他也不賣。 

敝公司主要還是以大賣場、便利型超市為主要銷售處；在便利型超市

的交易條件是可以接受，而且獲利還不錯。一般超市所銷售的品類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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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藥妝店則為了滿足消費者，可能以產品多樣化為主。在藥妝店會依退

費標準，還是會退差額。 

 

供應商：精品（M3） 

受訪者：詹經理 

時間：92 年 8 月 10 日 

地點：台北 

 

許教授英傑：請問目前您所代理精品發展情況為何?請詳細說明。 

詹經理：我們主要經營的商品以精品、化粧品為主。銷售點則以 SOGO、新

光三越百貨公司為通路。另外，透過商品設計，如以服飾、手錶主要以議

題、舞會、雅皮族設計，與藝術結合；在 Guess 的品牌則由天心作代言。

我們合作對象，以國泰銀行為主，當消費者刷卡達某個價格則送香水。因

為精品有特定族群人，不須將客群的範圍放得很廣，且單價很高。例如在

劇場方面，找越新鮮的事務，記者越喜歡，然後創造出有特色的商品，創

意至執行，找大眾銀行合作。 

 

許教授英傑：請問晶華酒店的內的麗晶酒店的精品情形？ 

詹經理：例如要進入麗晶酒店 B1，主要是要業績高，且抽成較高外，其它

使用空間也付費之下，廠商要在酒店作活動時，還要支付贊助費，這麼刻

的條件下，廠商刖搬移到麗晶酒店的四週，開起自己專賣店，如 LV；而一

些較不具規模、產品較少、沒有特定顧客者就沒有辦法在四週開專賣店，

像春天百貨全部採用旗鑑店；就像 LV 可以開專賣店、其他品牌的就沒有辦

法。 

 

許教授英傑：請問百貨公司較強勢者有哪些？ 



 158

詹經理：如 SOGO、新光台南店草圖出來後就招商，所有的裝潢全部都是來

自於國外，所有的材質都是進口，百貨公司裡面的裝潢，Hermans 的投資

庫存量價格都很高，有的都要配合總部，例如環亞百貨，不惜支付半年租

金，空在哪等 Hermans 來，結果半年都空在哪，而小廠商就沒有辦法進去。 

而遠企很可惜，剛開幕時，相關高品牌都很齊全，但生意不好的時候，

經營精品要能比較能夠支持下去，原本五樓很多大品牌都不打折，引進小

品牌就打折，但精品講求質感，很少打扣，反而使次檔貨的品牌進來，與

百貨公司原來的目標定位不對，所以知名品牌就相繼離開遠企。反倒是，

現在漢神百貨的精品就很齊全。 

 

許教授英傑：請問買賣雙方在交易談判時的重點為何? 

詹經理：一般的選擇條件是很複雜的，例如微風在招商時，SOGO 攻擊他，

當時只要能在 SOGO 銷售的廠商，生意都會很好，即使是花車生意都不錯。

因此，SOGO 告訴廠商，如果要到微風，則要離開 SOGO。導致微風廣場在化

粧品專櫃大多是引進次級品牌，而這些次級品牌也進不了 SOGO，所以就選

擇進入微風。 

另外，在位置、坪數的選擇上，是廠商比較重視的，其次則是關係，

雖然關係很重要，但百貨公司大多看營業額，所以關係已不是哪麼重要，

當業績不佳時，則換位置。站在廠商的立場，在談判時，只有大廠比較占

優勢，小廠可能會被欺負，會比較不同意百貨公司給的條件，且無力來要

求某一家百貨公司，應提供哪些優惠給他，例如樓管人員告知小廠今年 9

月有機會或可以撥出一個空間給予設櫃，因此，小廠就開始規劃設計專櫃，

進貨、準備商品上市等工作，但在了 9 月時，有更大牌的廠商要進駐，因

此小廠就不能進駐，使得小廠商白忙一場。 

 

許教授英傑：請問百貨公司是否有採取不合理的方式來收取專櫃廠商的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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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若彼此發生衝突時是否會影響品牌或百貨公司的信

譽？ 

詹經理：百貨公司也常常利用裝潢費，向專櫃收取費用。一般而言，精品

大廠商與百貨公司間所發生的衝突，對品牌、公司信譽產生傷害效果不大。

若廠商被百貨公司欺負，可能也僅能自認倒霉；如有上法庭的情況，則可

能是因為發生債務糾紛，或有倒帳的情況。 

 

許教授英傑：請問國內外收取租金方式有何不同？哪些家的百貨公司在精

品的銷售上較佳？ 

詹經理：所謂 Mall 和百貨公司不同，在租金方面。大多的百貨公司都是

採用抽成的方式，但有些則像美國的經營方式，以坪來計算租金，而不是

像 SOGO、新光三越是採用抽成，採用單一結帳，全部由百貨公司收款。台

灣百貨的經營模式並不像美國。美國的經營方式是每一個櫃都有一個結帳

區，再以月結的方式，國內像麗晶則是採用獨立的收銀機，以坪數收租金

的方式。 

精品較好的百貨公司：新三光越台中店、早期的中興百貨、麗晶酒店、

SOGO、漢神。例如 SOGO 的老闆娘，自營代理日本牌，雖坪效不高，為何可

以占這麼大的面積，主要是因為本身的權力。 

 

許教授英傑：請問精品進駐百貨公司所考慮的條件有何不同? 

詹經理：主要的是以業績為主，看生意、看百貨公司作出自己的風格，有

些則是以 Local 為主，像是之前的來來、明曜、以及天母的高島屋等主要

是以當地品牌為主，類似社區型百貨公司。一般而言，大部份的品牌還是

以國際性為主，一方面也會看百貨公司的定位，雖然百貨公司也會比較自

己的廠商是否有到其他百貨公司經營，或者廠商間亦會比較他們會到哪些

百貨公司設櫃，但是還是要以百貨公司自己的定位風格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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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台中 SOGO 內的 Tiffiny，卻沒有選擇進駐新光三越。當時新三光

越無論是空間設計或整體的表現都很好；但主要是因為台中 SOGO 的二廣主

要是以精品為主，另外一方面，則是因為 SOGO 具有連鎖力，規模的大，成

為談判的籌碼，雖然目前 SOGO 台中店已經在衰退，但這 Tiffiny 則可以到

台北，而且還要到中壢、永和，雖然非都會地區的生意不好，但還在進駐；

而 SOGO 也要爭取到好的品牌，因此，較強勢的百貨公司，因為具有連鎖力，

所以要求廠商採用搭配的方式，要至比較沒有利潤的地方設櫃。但相對地，

SOGO 會提供 Tiffiny 更多的優惠條件，配合廠商的需求，例如讓他們採用

樓中樓的方式設櫃，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另外，高雄漢神百貨為了吸引較

高檔的品牌讓他們採用中島店的方式設櫃，改變過去只採用四週圍的場

地，但現在空間利用率高，則提供大品牌較好的場地、或全程讓我們規劃

走秀的方式，讓大廠願意來設櫃。 

 

許教授英傑：請問當供應商對百貨公司不滿時，會如何反應？ 

詹經理：是有些精品供貨商會不滿，但是也沒有辦法。因此，大廠對於百

貨公司而言，還是有一定的權力；大型百貨公司生意越好、點越多；如果

你的業績越好，就能要求廠商多，如抽成提高、週年慶配合、除非廠商自

己的生意不好，約到期自己看著辦。現在因為過於競爭，SOGO 每個樓管，

原本都很強勢，態度很差，現在賣場的管理人員的態度變好，因此廠商與

樓層管理透過互動的方式，兩家都要辦促銷，要看哪邊的業績較好，可能

先作，但一般都會同時作，百貨公司也准許廠商同時作促銷；但 SOGO 與微

風間，因為太靠近，所以會要求廠商不准同時進入兩家。 

雖然不同家百貨公司，但可能產生品牌重複性過高，而這種情況在衣

蝶，因為衣蝶是屬於個自設計師與其它百貨公司較具差異性；但在百貨公

司可能會因為廠商同時在多個不同的地方設櫃，除非百貨公司具有相當的

權力，廠商透過效益評估，可能要增加坪數，考慮在這一家是否會取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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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效益，所以一般百貨公司是不會特別要求廠商不要到別家，只有在微風

與 SOGO 間有發生這樣的問題；當時 SOGO 封鎖全部一樓的化粧品，都要求

他們不准到微風，限制全部的化粧品廠商，若是廠商可以創造很高的效益

時，可能不管 SOGO，到其它百貨公司設櫃，例如 SKII 對 SOGO 有很大的績

效貢獻時，SOGO 就會予更多的優惠條件。 

目前的購物中心對於百貨公司的影響並不大，雖然遠東與 SOGO 合併，

但採購系統還是各自獨立。 

 

許教授英傑：請問目前百貨公司對精品廠商的要求是否合理？ 

詹經理：有的合理，有的不合理；百貨公司會要求裝潢整體性，什麼不可

作、不可掛自己的 POP 等，但若對廠商一視同仁時，衝突就較不會產生。

其實我們也知道百貨公司與廠商在簽約時，雖然抬面上的條件大家都知

道，但抬面下可能有很多其它條件差異很大。 

 

供應商：煙草供應商（M4） 

受訪者：區域通路經理 

時間：92 年 11 月 18 日 

地點：高雄 

 

許教授英傑：請問貴公司目前銷售哪些商品品類？ 

鄭經理：本公司主要銷售的商品是利用煙草製成捲煙，包括的品牌有三 5、

Cartier、Dunhill、肯特等高價煙；另外採用策略性的方式開發寶馬的低

價煙，來因應顧客需求，讓其成國際性品牌。 

 

許教授英傑：一般而言，每類產品都銷售給多少位零售商?貴公司的商品

是否有獨家代理的情形？是哪種品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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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經理：在台灣主要藉由五大便利商店(7-11、Family、Hi-life、OK、福

客多)成為主要銷售通路；其次是一般通路，是透過 CTC(協合公司)代理，

涵蓋 75,000 個據點，例如量販店、檳榔攤、雜貨店、超商(如界揚)、中型

超級市場(如連鎖系統的惠康、松青等)、區域性的百貨(如大統)。 

例如：在二年前，三 5 這款香煙在台灣換新包裝上市，當時東南亞一

帶是沒有此種包裝，但在英國就有。也將這款三 5 的產品，當全家便利商

店與我方協定，希望能與全家便利商店合作簽定契約 6 個月，也就是產品

上市前 6 個月讓全家便利商店獨賣。但一個月後，才發現這是一個錯誤的

決定，因為當消費者想要買這款煙時，其它地方都買不到，只有全家便利

商店才能買到，而煙草公司對於契約是非常遵崇的，所以還是讓全家續繼

專賣。 

然而，顧客希望的便利性購買需求未能滿足，導致顧客對於此品牌的

香煙感到反感，6 個月後，這支產品也撤出台灣。未來若還有流通業這樣

要求的話，是不可能再與其契約。但若由食品來看可能性就很高，例如雀

巢可針對某個藥局，在國外尋找特殊的嬰兒奶粉，僅供其販售，即使貨架

空間只有一至二個位置。主要是雀巢在國外有許多種類的產品，所以很容

易獲取新的商品。 

 

許教授英傑：貴公司具有何種優勢，使得零售商願意與貴公司合作？ 

鄭經理：一般而言，香煙對零售業是個重要的品類，但其優勢優於其它食

品。若是要具有談判優勢，須與同業相比較，若其市場佔有率高，越具有

談判優勢。另外，當商品具有某種知名度時，供應商就會有比較多的優勢，

或者是此產品的銷售量佳，零售商就會願意與我合作。 

本公司跟據人口統計變數，引進不同香煙，但最主要還是主打 20~30

歲，如 Dunhill 主要鎖定年輕的消費族群，和 7-11 的客群非常相似，所以

便利商店也需要我們的產品；另一方面，我們也針對產品不只投資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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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建立年輕人的意識型態，強調商品的附加價值，來吸引年輕族群。 

 

許教授英傑：貴公司最主要的通路有哪些?在各通路銷售額是占公司營業

額的多少%?(可依不同品類或商品組合來回答) 

鄭經理：如之前所述，本公司主要的通路是在五大便利商店，煙的所有品

類對便利商店的貢獻度達到 35%。香煙所佔的空間小，是有絕對的優勢。

而各據點的比重以檳榔攤所佔比率 35%，因此只取業績較好的前 20%的檳榔

攤。 

便利商店佔本公司營業額的 30%以上；而量販店則不到 10%，主要是

採用整條的方式銷售，不像便利商店或檳榔攤都是以零賣為主。當然我們

公司的產值沒有公賣局這麼高，但我們也很努力來促銷自己的品牌。而香

煙並非是衝動性購買，除非是新產品上市，不然大多是理性購買，或是習

慣性購買。 

在台灣，目前以 Mild seven 的市場佔有率最高為 37%，而低價品牌藍

星亦從 5%成長為 7.6%，反倒是 Davidoff（大衛杜夫）現在的佔有率只有

4.3~4.5%之間。  

 

許教授英傑：何種型態的通路造成公司付出的成本最大，何種型態的通路

對公司而言，獲利最高? 

鄭經理：對公司而言，五大便利商店的成本負擔較大，例如進貨成本便利

商店與代理商相較之下，代理商的進貨成本低 2~3%；因為五大便利商相對

於其它通路商所收取的費用還要高，投資費用大於一般通路；主要是因為

必須支付五大通路商上架費、DM 廣告費、贊助年節慶費用…等。 

因此，公司提供給大型通路商的附加費用佔總銷售額的 15~20%；大型

通路比一般通路的進貨成本大於 5%。若從五大通路來看，單一包香煙的利

潤最低依序為 7-11、全家、OK、Hi-life、福客多。但若由貢獻度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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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是 7-11 的貢獻度最高，主要是因為其店數較多，銷售量隨之提升。例

如 Mild seven 是最大的品牌，若由整體銷售量來看，即使投資較多，只要

最後具有獲利性，就值得了。 

對於大型通路商而言，供應商所支付的附加費用都足以支付其人事成

本，因此他們的獲得很可觀。公司已支付大筆的費用給大型通路商，若其

還對我方有所要求時，則不會遵從，因為雙方已簽定合約；只有可能是突

發或變動的活動；但對於較小型通路商就有可能還會要求我方支付其它費

用，但因為大家的談判條件、技能都已成熟，所以會透過交換性的方式，

來滿足彼此的需求，而不是一昧任通路商剝削；另外，若供應商想瞭解其

銷售情況、主要客群時，則要向通路商購買 POS 系統的資料，一年一次，

以瞭解進、銷、存在各地區各銷售點的銷售情況，有利於全年的費用計算，

而這也算是知訊交換的一種合作方式。在五大便利商店中，以 7-11、全家、

OK 最具有掌握資的權力。 

 

許教授英傑：請問貴公司與下游廠商(零售商)間所簽定的合約內容有哪些? 

貴公司是否發現(察覺)零售商對您產生什麼樣的影響? 

鄭經理：一般契約內容，包括所要支付的附加費用有哪些、進出貨應注意

的事項、達到某種水準的營業額、配送方式等。而目前 7-11 中南部有捷盟

物流，因此台北總部會根據各區的進貨量加以整合，下單至捷盟物流，我

方則直接與物流公司接洽，得知進貨量，然後直接送到捷盟物流，由捷盟

物流儲存、配送至單店。 

 

許教授英傑：零售商對貴公司的要求，是否與公司的經營策略產生衝突，

而公司會進行哪些調整？(可以案例來說明) 

鄭經理：一般而言，大型流通業者若有不成文的規定，除非這些大型通路

商在這個檔期的促銷活動沒有在年度計劃中，或者是擴大競爭需求一定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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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才不會與大型通路商間產生衝突。和市場策略相衝突時，不是真正衝

突，其實是彼此的認知差異，例如通路商希望可以銷售 10 包，但事實上只

銷售 5 包，但供應商認為很好，其實對通路商而言，他會覺得這個商品銷

售量不佳，因此想將這些產品下架；另一方面還要看供應商對此品牌的策

略(例如長期投資)。而這和通路商的政策相違背，且供應商還需要瞭解怎

麼配合品牌的要求。而有些額外的費用是沒有列在年度計劃或是無法表現

在會計科目上，如附加費已佔總銷售額的 15~20%。 

 

許教授英傑：貴公司是否會因沒有配合零售商要求，而受到不尋常的對

待？ 

鄭經理：例如：7-11 後面煙架的招牌，收費十分高，結果由某家煙商花

500 萬將全省的 7-11 的店舖都買下來作廣告，因此會提高此煙商的形象。

若是這樣其它煙商就沒有機會與 7-11 合作，影響銷售額。 

合約是很重要的依據，合約須透過公司的法律、財務來考慮；在書面上看

不到的，則視公司間與個人間的關係，剛才的個案中無法事先做協商，因

為已超過購買者的範圍是彼此的合作。很難提到公平性，因為公司有這個

權力，可獲得較佳的合約內容的談判優勢，都是有原因的，無所謂公不公

平。 

若與大型通路商合作，若供應商沒有配合，則可能將原來的貨架位置，

從明顯的位置移到角落，無法讓消費一眼就看到此商品，導致品牌形象受

損；雖然對於消費者而言，可能已經習慣某個品牌的口味約佔六成，但有

四成的人可能想嘗試其它品牌，造成公司品牌的銷售機會降低。另外，大

型零售商還可以將公司的產品直接下架。 

 

許教授英傑：零售商的過度要求(如收取額外費用)，對公司而言是否會形

成進入某一品類或某一市場的障礙？ 



 166

鄭經理：若是大型通路商有過度的要求，會造成供應商虧本，短期間我們

還能接受，但長期而言，我們只好退出這個通路商的賣場。 

 

許教授英傑：請問這種不合理要求或不尋常的交易手段？造成貴公司額外

的費用支出，約是多少錢？佔總營業額的多少%? 

鄭經理：對於雙方來說，都不太合理，若以食品來說，和大樂談年度合約

時，大樂就要求要繳交 5%的進貨成本，若是公司年度預算只有 2~3%，此時

大樂就會將公司全部的商品下架，逼迫公司答應。另外，雀巢就常發生被

大型通路商下架的情況，因為雀巢沒有配合其活動，所以被下架，但另一

個原因是大型通路可以找代替代的品牌，也就會說沒有雀巢，還有桂格，

沒有桂格，還有安佳等品牌。所以說，在食品業經常發生，而量販店也經

常採用下架的方式來脅迫供應商要答其要求，並配合量販店的各項活動。

若是新商品要在便利商店內銷售，若三個月內的銷售成績不佳，就會被下

架；假使還要上架，則還要付另外再繳一次費用。 

目前地區性大樂量販店與家樂福彼此相互競爭，造成供應商都給予最

低價給雙方，造成重大壓迫。現在公司也針對不同通路型能的業態，來編

列費用，以及採何種因應方式，就是要求大型通路商採用交換的方式，對

我們而言，才會比較公平，雖然彼此都不是最滿意的，但起碼會比較公平，

因此透過此種＂Take and give＂的方式來取得平衡。敞若大型通路商的需

求很大，此時大家就要坐下來談，以達到雙方都能滿意的結果。 

假設公司先答應通路商的要求，則公司需要將與通路商分享部份的資

源，約 10%。而每個大型通路商所支配的資源有多少是很難確定的，因此

資訊沒有公開，通常購買者和通路商不會公開契約內的內容，因為會造成

供應商間或競爭對手間的要求；但有部份的內容若每個供應商都一樣時，

則可公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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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教授英傑：請問您認為哪些通路類型具有通路權勢? 

鄭經理：對香煙而言，五大通路佔公司的營業額達 35%，若從零售業的本

身來看，因為零售通路每個的組合不同，因此只要某家大型通路商超過公

司營業額的 10%，哪個通路就具有通路權勢。當然具有通路權勢的通路商

對公司而言的重要程度很高，因此從公司來看是全產品線與通路商進入溝

通；但就通路商的角度來看，則是以品項來與供應商談，在這種情況下，

彼此是不會產生太大的衝突，因為總體銷售額就是這麼多。通路商會要求

供應商賣給他某一種商品就好，但此時公司就必須考慮到是否要對此品項

做投資，或者找替代性品牌來替補，但這一切還是要看公司的政策而定。

除非某個品項銷售得很好，供應商才會單獨以這個品項和大型通路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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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流通業企業訪談紀錄 

 

零售業者：百貨公司（R1） 

受訪者：副總經理 

時間：2002 年 8 月 9 日 

地點：高雄 

 

許教授英傑：請說明目前本公司百貨的經營情況如何？ 

副總：單店目前在高雄的市場佔為 30%~32%，年營業額為 62.5 億，而整個

市場 200 億，目前在高雄是以單店為主。就規模來看，整個貢獻度是很高

的，未來不排除副品牌的擴展。客層特質：高收入、高層次。精品部分：

初期以伊勢丹、新光三越五樓都是以精品為主。精品的內容，越充實，越

吸引消費者。從條件面來看，目前本公司的優勢是結合飯店，有別於其他

百貨。目前在名品部份目前亦比初期好，初期經營市場的品類不齊全，精

品還處於剛開始階段。而本公司在精品部份主要以頂級精品為主，在剛開

始其它百貨公司都怕價格差異太大會有問題。因此讓本公司和其他市場有

所區隔，目的是要拉到與世界同步，並且考量營業額，藉由品牌知名度建

立及拉高形象，以奠定市場地位。 

目前每一層樓(如 1 樓~5 樓)的貢獻度幾乎是都不錯，在毛利、坪效部

份都很好。透過百貨公司與廠商溝通(軟、硬體部份)，在商品部份加強；

因為初期在精品部份很弱勢，經由顧客、廠商反映後，與廠商間關係較為

平等。除少數廠商覺得有加分效果的外，其它的品牌則有降低條件的地方，

並沒有極力拉攏他們，而是採用吸引他們的領導者進駐方式，讓其它同類

品牌跟進，以目前的商場來看，還是有受到政治的影響。因為環境過於競

爭，零售商的數目不斷增加。先前，零售商較少時是較容易招商，但現在

廠商也多了，招商也較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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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條件與其他市場差異不大，照一般市場條件來執行。在美國一個

Group 內都有一、兩個領導者，因此，對領導者的要求與條件都會比較寬

鬆。過去精品在國外是獨立店(專門店)，國外百貨是屬於二級的商場，國

外一級的是 Shopping mal，而他們則會進入 Shopping mall。 

本公司現在約有 50 個品牌精品，分布一、二、三樓，依照公司品類

的分類將商品陳列於不同樓層，因此公司確切將自己定位為高檔商品的商

店。現在大環境不好，為了要生存，所以本公司百貨的市場區隔必須更明

顯。例如分為二階段來做，(1)87 年 3 月，第一階段，(2)最近是第二階段。 

 

許教授英傑：請問目前本公司雖然已經到達某個程度，為什麼不作一般

品？ 

副總：因為不見得具貢獻度，例如這個品牌公司可以作一些區隔。一般品

較難做市場區隔，等於就是說明，這個品牌在長期而言，就變得沒有特色，

只能是短期獲利。 

目前本公司在品牌策略方面：在精品部份不是做壟斷，但也很難壟斷

市場，這樣對市場本身也有利；因此並不作壟斷，不對廠商的限制，讓市

場區隔自動將廠商分類。有些廠商則會主動保證自己可以達到某種業績，

才可以進入本公司。一般而言，只要本公司開口要求廠商進駐，廠商都會

進駐，但因為都是看營業額，必須符合公司要求。 

有些進駐的品牌，後來轉換，有些則持續留在這裡。當公司沒有區隔

時，反而是專櫃廠商會自己提出要求，希望百貨公司可以將商品區隔，撤

掉其他不相容的櫃，達到經營的優勢。目前我們關心的是你進來之後，能

創造多少營業額，必須符合標準，才能繼續留下來。 

 

許教授英傑：請問精品中，如何分類，而哪些種類的營業額較強?並說明

這些專櫃與本公司百貨的合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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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一是流行服飾商品，二是皮件(部份品牌貢獻度不高)，三是珠寶。

2002 年精品(三項)營業額為 16 億元左右，今年再加 10 億元的成長；部分

品牌的貢獻度，因為品質佳，所以亦有不錯效益，如：LV 是以皮件為主力

商品，年營業額有 4 億元，整體而言，皮件大約占整體的 40-50%左右。服

飾品牌部分：GUCCI 較為突出，BURREURY 年度營業額為 6~7 千萬元。珠寶：

成長最高，例如較佳的品牌的年營業額可達 9.3 千-1 億元；珠寶最具有保

值的效益。 

當一廠商有多個品牌時，百貨公司也希望廠商能以一組的品牌和百貨

公司談，因此要針對廠商在品牌上的溝通，採用一組式的包裝銷售，且由

母雞帶小雞的方式進入百貨公司，例如，LV 則會帶其他小牌，而造成搭賣

的現象。而彼此對雙方在品牌的選擇，都是希望要符合百貨公司自己的定

位。 

當同一個專櫃擁有好幾個品牌時，則透過一次談的方式，並且發行認

同卡；當廠商持有大品牌時，百貨公司則選擇需要的品牌與廠商洽談。搭

買的情況在百貨公司內是會有品牌和品牌間相互調動的情形產生，但這種

情況是較不常的。 

 

許教授英傑：請問哪些品牌較為強勢? 

副總：百貨公司認為品牌會吸引顧客，但廠商認為是因為商品而吸引顧

客。較強勢的品牌，例如：LV、香納兒、Gucci、Hermans、Heir、Burban；

而這些精品的廠商都是國際品牌，只有 Burban 是採用代理商，其它皆以子

公司的方式在經營。一般專櫃與公司並沒有明文規定，但有些品牌會尋找

和他們同一等級的品牌進駐同一家百貨公司。 

 

許教授英傑：請問零售商與供應商雙方的強弱勢，廠商有沒有其他排他性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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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情況有些不同，這些品牌，例如微風，極力爭取一些品牌，不到一

年談了 Channel ，雖然 Channel 沒有排斥，還不到 OK 的階段，而微風也

願意讓他們宣稱 Channel 要進駐微風，但可能會附帶一些其他品牌（搭

賣）；相同地，百貨公司的招商部會要求同等級的品牌來設櫃，否則不予以

設櫃。一般的專櫃大多還會在去其它的百貨公司設店，但要看市場規模。 

 

許教授英傑：請問廠商寧可不要去他處，僅在此處設櫃? 

副總：會有，但要看他的品牌，及以佈點的計劃，而目前反而是高雄走在

前面，在台北部份只有晶華酒店因位於百貨公司、復興南路金雞廣場、SOGO

敦南店。而且目前品牌間搶位置很凶(像是精品間會產生搶位置的問題)，

而這是我們目前面臨大最到的困難。而較強勢的品牌，就比較有 Power。

本公司百貨在看品牌時，注重它的長期性，不要只重視短期貢獻度要很高，

若長期可能沒有辦法持續達到某種程度業績時，可能不是我們想要的品

牌。另一方面，藉由整個 Group 來看，尋找較具潛力、長期性的品牌。這

就是非價值的權力，如排他性。 

 

許教授英傑：請問百貨公司具有哪些權力? 

副總：當多個品牌選擇在同一的位置時，這時百貨公司就要有權決定哪個

品牌在這個位置，哪個品牌最需要，這也必須要有好幾個構面來篩選，如

要看商品類型（百貨公司比較弱勢）、屬性（是否可獨佔整個規模）、貢獻

度等，可用不同的角度來看；例如：百貨公司改裝後，在珠寶部份，則要

在流行與復古之間選擇，一般本公司都會考慮穩定收入的廠商。一般廠商

換位置的成本很高，所以考慮具有穩定收入的品牌以及與商店概念(Store 

Concept)相符合的。 

 

許教授英傑：請問貴公司的經營策略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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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經營者本身一定要有這個觀念不一定要盲從市場導向，跟隨市場導

向，在表面上看來，好像是對的，但並不是一定要看哪個品牌知名度高，

百貨公司就要巴結此專櫃，或是哪個品牌在未來會竄起就搶著要它，而必

須依據公司的定位。 

而抽成是以櫃位作為計算單位，以品牌來劃分櫃位。透過品牌來經營，

而抽成則依大小品牌、業種、業態有所差異，但沒有每家都有明文規定。

一般進口服飾抽成約為 25%，而國內品牌抽成 28~30%，因為國內沒有關稅

及太大的管理問題，所以較高。另外，在精品部份，銷售量較佳的部份是

在服裝方面，而抽成比率為 23%，且皮件抽成的比率也大約在 23%上下，只

有少數幾個品牌(較高級的品牌)會降至 15%。而一般百貨公司整體而言，

毛利在 22%上下，而這不含促銷費用、折扣(贈品、打折)，在本公司百貨

大約為 20%。 

契約時間一年一約，比較大的品牌契約時間較長約為 3 年，有時廠商

會要求較長。一般百貨公司花錢裝潢的不多，大多是個案而已。則會依據

投資額較大的專櫃先行改裝，例如，Diro 大約 500 萬，主要是要條件比較

好，可吸引較佳的品牌進駐。 

產生個別情況的，大多是因為較強勢，例如，化妝品，市場有一定的

規則，具較穩定，除非有些比較特例的案子出來，或是較弱勢的百貨公司

才有可能有差異。 

 

許教授英傑：請問百貨公司提出哪些條件能達到雙方合作的目的？ 

副總：主要看品牌的貢獻，以及品牌的附加價值、整體形象是否可以帶動

或引進其他品牌，且貢獻度高的品牌，公司會提供較佳的優惠給這些品牌；

目前本公司對每一櫃都重視，綜效很難衡量，而每一個百貨公司的定位不

同，有些專櫃可能會創造額外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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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教授英傑：請問單店有沒有評估，怎麼情況下的成本效益較佳?  

副總：本公司會進行商店評估，而這通常不會發生在精品，因為精品很穩

定的；業種好壞不會產生太大的排斥性。在一般產品的新品，很少會出現

這種情況，例如：化粧品 Lush，初期在微風，風平、業績都不錯，展店初

期很強勢，但到了中南部，如到大統新世紀，因為品牌關係，又進到大立

百貨，當時要求大立百貨公司要替其支付裝潢費用，初期一~二個月當紅，

業績很好，但第三個月後業績下降，此時要進來本公司百貨公司，則百貨

公司本身就要考慮。 

 

許教授英傑：請問貴公司在引進類似的商品時，是如何選擇？ 

副總：一般百貨公司都會將商品看成 Group，然後陳列在同一樓，例如

Bodyshop、Original，是排列在同一樓，但有些品牌可能不適合，一年多

業績就下降。目前百貨公司對文化相關產業的經營較為低調。 

連鎖產業會較強勢，例如：新光三越比較強勢。當時初期在設立第五、

第六個點時，績效不錯，但後來因為急速擴展，反而造成品類的高檔

(Popular 的商品)與低檔間的落差，加上佈點不佳的關係，使得商品陳列

面積過大，效益降低。像在台北的信義二館、西門店、新竹店。新光三越

新竹店的位置不佳，比起 SOGO 的業績還差，因此廠商的投資就會產生赤字

經營，所以廠商就會考慮整體績效，才決定是否要持續與此系統合作，因

此會減弱新光三越的談判力，所以他們就會透過溝通來達到雙方的利益。

還有在台中店營業面積過大，商品的 Range 過大，導致廠商的壓力過大，

必須增加營業額才能維持一家店的成長，相對的百貨公司的業績的下降了。 

 

許教授英傑：請問百貨公司對供應商的要求，不被廠商接受的有哪些? 

副總：一般而言，透過溝通後，很少不能接受的，也很少有在價格部分的

爭議；但最大的爭議主要是在位置、坪數方面；因此百貨公司會透過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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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種經理來瞭解廠商的需求以及讓他們如何和我們配合。在精品與化粧品

是本公司百貨最主要的業績來源，所以與他們的溝通也會比較頻繁。例如

今年 9 月中時，要增加化粧品彩粧的部份，因此會在位置上作調整，可能

會導致某些廠商要與我們解除合約，而我們安排的時間，也大多與簽約時

間差距不大。 

決定去留廠商的條件，主要還是以績效為主，其次可能會是人情壓力

的部份，但人情的部份較不會公開。廠商對百貨公司在非價格上的要求，

例如當廠商與百貨公司簽定促銷上只能促銷某些產品，或不能促銷某些產

品。一般而言，同品牌在不同百貨公司銷售時，是不能有不同的促銷活動。

某些產品因為進貨的關係，百貨公司會要求專櫃做促銷，所以要求在這種

情況下，要達到某個業績，而且其它百貨公司也可能會要求，而廠商則可

能讓其促銷別人沒有促銷的別組商品。但一般而言，大多在簽約時就會注

意哪些商品是否可以作促銷。 

本公司主要經營的品項以穩定為主，例如不到十天的促銷活動，以滿

千送兩百的活動為主，在同樣的商品，我們提供的回饋更大，當時我們在

考慮是否要全館都做，形成一個很大的問題點，因為當時我們在前一個星

期的業績都還不錯；若是最後幾天作不好，影響全年業績很大，因為週年

慶對百貨公司來說很重要，若業績無法達成，可能會造成全年業績無法達

成；最後，還是沒有跟，一方面因為不知道會有多少人退貨，且會產生很

多營業成本，但若不作可能會使顧客轉移到別的百貨公司；因此本公司百

貨公司就在星期六與星期日這幾天，採用折扣方式，以打八折及現金回饋

的方式來吸引消費者。而有些品牌(知名度高、高單價)不願打折，例如在

家電、化粧品則沒有採用打折的方式。 

 

許教授英傑：請問百貨公司的權力，例如新光與廠商的要求還是強勢嗎?

哪百貨公司具有哪些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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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整個市場經營百分比，在商業行為中，百貨市場的佔有率，大約有

三成，比起其他業態還要大。百貨與服裝門市的競爭，服裝門市較小，則

Power 就會較小。目前流通業態市場是具有權力的，而百貨公司與量販店、

便利商店所接觸的層面不同，而百貨公司最主要是在專櫃部份。 

目前量販店及便利商店還是具有很高的權勢，其服裝方面，並不是銷

售的最大宗，而量販店內亦有銷售一般的服飾，其議價能力卻也不小，主

要是因為連鎖力。 

另外，百貨公司的優勢：(1)集客力：形成了主要的銷售據點；(2)軟

硬體：軟體部份則以促銷，商品規劃，這樣一來廠商可以節省規劃的時間

與人力，只要支付部份費用就好了，在硬體部份則是一個既有的賣場，且

具有某個程度的吸引力。 

百貨公司權力較大的是 SOGO，最近則是新光三越百貨。因此，他們可

以獲取較高的利潤、抽成較高、成本較低、可做局部的壟斷；也因為他們

有權力所以在業績上是有成長的，可對廠商作限制或要求；一般來說，短

期內是最明顯的，因為過於競爭，也有可能造成廠商間的傷害，如 SOGO、

微風、舊來來、廣三 SOGO、建台大丸。 

店和店之間的競爭最明顯，其次在商圈與商圈間的競爭亦是很激烈

的，對公司而言不見得是害處，因為他們都是形成一個商圈；若商圈小，

如在廣三 SOGO 與建台大丸百貨，通常是會受傷害，因為廠商有包袱存在。

例如高雄市場，商圈間的競爭，以三多、五福、和平等商圈最為激烈。商

圈競爭時，例如：廣三與大丸，連臨時專櫃都抵制其設櫃地點。 

若是廠商可以拿出證據時，依據公平交易法，指出 SOGO 已對微風造成

壟斷，商圈競爭形成殺傷力，導致微風受抵制，因此在忠孝復興商圈，被

取代的機會很小，只是短期具有抵制效果。 

站在百貨公司的立場，自由競爭是應該的，若百貨公司要求廠商只能

在我的百貨公司銷售，其實原本的行為是合理，因為廠商可以選擇離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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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百貨公司，不然就會要配合此百貨公司。 

但是廠商的反應，可能覺得不合理，但廠商還願意與其合作時，表示

廠商一定是有利可圖。一般而言，可以分階段來說，首先是對廠商只是確

保目前的營業額，第二階段提供較佳利益，此時百貨公司會限制廠商不要

去其它百貨公司，將會提供較低的抽成率，對廠商而言，是有獲利空間，

但若再設立於其它百貨公司可能會有更佳的收益，所以他們覺得百貨公司

的要求不合理。但對百貨公司而言，也不因為廠商進駐同業後，導致衰退，

但我們也會不作壟斷的動作。 

市場是公開競爭的市場，專櫃型態的競爭，可加速商品的更新，但若

只是針對商品一定要維持某種程度的績效，可能不夠前瞻。當專櫃廠商到

其它百貨公司設櫃時，導致業績下降 15%，才需進行處份或限制。目前零

售商導入創新的想法，採用新商品開發來影響廠商，導入新的品牌與商品

來突顯公司的經營方式創新，增加公司的集客力。 

 

許教授英傑：請問目前本公司經營的不錯，是否有打算到台北開分店？ 

副總：目前在忠孝復興 SOGO 的斜對面有協助管理，但短期內不作投資。

在越競爭的商圈內，會產生競爭壓力，因此，百貨公司還有很大的市場有

待開發；而這就會導致百貨公司的的權力存在。以策略來看，把中等的品

牌當作是好的，好的部份可能要求條件較高，抽成的比率較低，整體的績

效與中等品牌產生的效益差異不大。 

目前遠東並不代表 SOGO，因為只有擁有產品經營才算是握有實權，以

及控制力。引進品牌的構想與成本：例如 LV 來說，首先評估 LV 的進駐，

從目前看來，若由經營效率來看，半年的效益 4 億元，貢獻度與營業額是

足夠的，主要是因為在百貨公司的消費者，大多是領導者或追隨 LV 產品，

但 LV 的價格的 Range 很大，所以客層比較廣，可帶動很多的來店人潮。因

此，不只是營業額，現在不需要靠某一個品牌拉品牌，而是需要靠品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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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客人。 

目前在營業已提高 15%，多了 5 億多元；而客單價也從之前在 1,500

元提高至目前客單價為 1,600 元。在提高坪效的部份，還有來自於品項比

較低的樓層，例如在 B3 小吃衰退，但是 B2 的食品移入 B3，促使整體 B3

提高。另外，百貨公司走流行走向，讓 LV 的顧客，不只是一次購買，還會

來第二次與第三次，並透過全館商品串聯產生綜效，所以消費者不容易流

失。例如，在男裝與女裝部份，流行品牌透過樓層的管理改善，進行垂直

整合，讓消費者可以同時購買到彼此需要的產品。自營的部分，由業績來

看是集中在化妝品，現在有兩種方式在走，一方為直營進貨，由廠商派小

姐負責經營管理；再者是以買斷、進貨為主。最後在超市自營部份，則純

粹完全是向供應商進貨。 

 

零售業者：量販店（R2） 

受訪者：店長 

時間：92 年 8 月 6 日 

地點：高雄 

 

許教授英傑：請您說明目前 貴公司的經營情況。 

店長：倉儲量販：3 家(民族、光華店、屏東店)；目前民族店已轉型為 mall

的經營型態。超市：4 間。民族店於 5~6 月間改裝，兩層一起動工，每一

層樓分三區，耗資 1 億元；目前提高商店格調，改變消費族群，放棄過去

的「磁石」理論，不要引導消費者，以主動線、主幹道為主，每一區不超

過三個彎，讓消費者自由選購。每一區都用三個形容詞(如嬰兒區-友善、

品項齊全)，請設計師規劃。 

品類數：民族店 22,000 項品項(如家庭用品、DIY 家俱區、文具運動、

塑膠用品)、90 家專櫃(服飾)；屏東店 12,000 品項。廠商數：600 家，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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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食品部份，有 15 家右左是大廠(這些供應商約佔 10%，如金車、義美

等，但佔量販店營業額 50%以上)、150 家以上是地區性廠商。 

營業額佔比：專櫃佔 35%，自營佔 65%(食品佔 55%；百貨 45%：家庭

用品(洗衣精、洗髮精)20%、DIY 家俱 5~6%、文具用品 10%、家庭紡織品 5%、

塑膠用品 10%、服飾 10%)；以家庭用品最大宗，而家電用品委外處理。 

 

許教授英傑：請問您是如何決定專櫃是否可在貴店經營。 

店長：專櫃經營以營業額抽成為主，沒有租金，視 1~2 個月的營業額決定

讓其在店內經營與否。員工薪資第一階段，除了領導幹部以月薪為主，但

其它人皆以計時為主；第二階段連幹部都要用工時制；整體人事成本降低，

可增加個人收入，能力強、願意工作者薪水高；且透過人力控管(利用 PMS

來計算需要多少人)，可使人力成本節省 10%。服務品質有影響，但並不是

很明顯，因為顧客的期望提高了，造成滿意度下降。目前我們邁向購物中

心，依地區作從新分配，所以自營部份佔比下降。 

改裝後，顧客期望變高了，目前顧客不滿意的部份：(1)員工太忙，

忽略顧客的需求；(2)顧客找不到東西，問賣場人員也不清楚；(3)廁所太

髒。品類沒有變少，但縮小庫存區，改以八個倉庫作為儲存空間，且進貨

的次數增加，補貨時間也增加了。  

 

許教授英傑：請問貴公司與供應商是否簽訂合約?或有其他的方式? 

店長：大型均為制式合約，品類一律由採購部門來決定抽成比率。契約訂

定依據：商品屬性、銷售量、品牌，例如，引進知名廠商(如麥當勞、Nike)

以極低抽成比率來吸引廠商進駐，主要是為了維持商店形象，符合年輕家

庭，給他很好的位置，因為大廠反而要自己設計自己的賣場，量販店只有

負擔公設，自設部份則由其設計師來設計。因為大廠可能還有自己的

image，希望屬於自己的賣場能由自己來設計；但小廠則希望量販店在公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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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或賣場部份的裝潢都能替其規劃。 

區隔市場：量販店經由對市場進行顧客區隔，來決定廠商進駐的

條件。契約條件的差異：一般而言，供應商與量販店間訂定契約，且

契約內容清楚，用口頭或默契的方式較少。因為合作廠商多，但公司

內的採購人員換來換去，因此，契約幾乎都是明文規定。 

 

許教授英傑：請問貴公司是如何要求供應商? 

店長：採購價格談判的依據：供應商目前在哪些點有銷售，如進駐競爭者、

或其它通路在進價、促銷價、促銷檔期、非促銷價格；並且透過量販店的

市調以及的員工自行到競爭店觀察，並瞭解此產品的銷售情況等作為價格

談判依據。量販店希望自己取得最低價。最主要是參考競爭者的價格來訂

定價格，因為每家量販店都希望自己最低價。 

吸引廠商方式，量販店提供端架、促銷區給幾次、庫存區幫其存貨、

最小的量、或進貨次數等條件來吸引供應商給予低價，讓其可以接受。品

類管理，要求供應商，若不給予低價時，則需進貨次數增加，進貨量減少

等；而目前的品類管理，每項皆由一家供應商作代表，而這家供應商讓其

在賣場可以垂直陳列，由此供應商到賣場作品類管理；因為，提供此供應

商較特殊的待遇(因為垂直陳列，可讓消費清楚看到)。 

在賣場內有很多地方可以彈性運用的，無論大小廠都可用，如陳列空

間、燈箱，若進貨高的廠商要求其買一個燈箱；若進價低的供應商可送其

一個燈箱。契約時間：大多是 1 年。小廠商為了進入量販店，採用在某期

間內，保証銷售多少量(固定數量)的方式，但有時則會在約定期間內，當

無法銷售這樣多量時，則供應商自己拿現金來買貨，但貨卻不帶走，還將

貨放在賣場。因此，這筆錢就免費提供給量販店(如同上架費)。 

新品評估期間在 3 個月內，但如果銷售量不佳，供應商會自己來買貨，

以符合先前的規定。例如：給他一個端架，來買貨，成為量販店的額外收



 180

入，量販店則會多給其一個端架。 

合約是由採購談的，但賣場和供應商原本就存在商業行為，依據供應

商在賣場內的銷售業績，請其提供上架費；而供應商將其費用提撥部份行

銷費用，用來支付此種費用，當作是廣告費用，但這些交易行為卻沒有在

契約內規定；而供應商則按行內規定來，是一種常態，但不同通路供應商

要支付的價格不同。此種廣告費用的收取方式：則以過去經驗來收取。 

 

許教授英傑：請問貴公司對於供應商有哪些非價格的要求? 

店長：專櫃品牌盡量差異化；例如家樂福與 Addida 合作，我們就找 Nike。 

 

許教授英傑：請問供貨商不能接受的條件為何?有哪些爭議? 

店長：競爭者的促銷價格：供應商不認帳，不與同業相同來壓低價格。量

販店向供應商要求比目前同類品項的供應商在價格上還要更低。促銷期

間：每一期(兩星期)200-400 品項。退貨：食品，有效期限等，影響廠商

的管銷費用，量販店則會強制要退貨，但廠商沒有辦法，雖然合約說不能

退，但小廠後來還是會退貨，一般廠商都是會接受的，不然可能會受到量

販店的報復，如縮小陳列面。 

 

許教授英傑：請問難配合的供應商有哪些?有哪些特質? 

店長：不聽話的是大廠商，量販店佔其業績不大，若其業績必須來自量販

店就較聽話。小廠商把賣場當作廣告牌面，對大廠有利可圖，但小廠幾乎

無利可圖。大廠有不錯的利潤，而小廠在量販店內只能當作是行銷費用。

各有不同目的，才在這裡陳列，大廠是要擴展據點，小廠則是提升知名度。

且具有排他性。 

 

許教授英傑：請問哪一類型的供應商最難纏? 



 181

店長：大廠有自己的策略在，所以大廠協議最難，例如 P&G，淘汰小廠商，

年度策略影響，會影響量販店的庫存，以大型通路為主，規定零售商每次

要進 300 箱，而小的零售商則透過聯合採購，才有辦法購買大廠的產品，

但供應商會將其購買價格壓低，使零售商可以接受大量進貨；而供應商也

將節省的倉儲、運送費用回饋給零售商；但如果零售商要求供應商，需要

提高年度回扣、增加配送次數、減少運送量，但價格可能較大量進貨的情

況高。難談的排序：(1)食品：義美、統一、味全(為了擴展通路較好談)；

(2)家用品：P & G、花王。(3)零售商：家樂福。 

 

許教授英傑：請問零售商與供貨商間的合作是否有值得一提的事件，請說

明之。 

店長：因為一般在契約的部份大多白紙黑字，若有爭議則採用法律、傳統、

習慣(平常是如何處理)為主。目前量販店在台灣發展已有十二、三年，所

以一般的供應商都是可以接受；例如上架費、新開店扣 5%的貨款。但現在

在這個行業裡頭都已成習慣。 

 

許教授英傑：請問量販店的採購力如何? 

店長：進貨大，進貨量的比重為何。其實無論佔多少比重都會很重視。目

前都是以合作的方式，來取代以前鬥爭的方式，現在以溝通協調雙贏的方

式。若供應商不願供貨時，量販店可能用水貨來對抗。當量販店的來客數

與業績很高時，要什麼有什麼；例如：要求統一要長期派駐人員來管理賣

場；或 Nest Coffee 會選擇業績高的賣場作免費的促銷、提供顧客服務。 

 

許教授英傑：請問您認為供應商與零售商間的條件談判合不合理？ 

店長：目前還算是合理，因為量販店替供應商銷售的量大、業績高，所以

供應商應將利潤要回饋，降低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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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教授英傑：請問目前哪一家零售商發揮談判力，且是最強的？ 

店長：最具談判力為家樂福；主要是店數多。其次為大潤發，因其採用策

略聯盟方式(結合大買家、亞太)，以 2%的費用作為回饋，商品群就會趨同。

而這是大樂目前並不想加入其它集團，主要是為了要差異化，且目前大樂

亦達到一定規模。 

 

許教授英傑：請問通路權勢最強的業態為何？ 

店長：最強的是量販：價格、促銷；而反倒是便利商店拿到的價格最低。

便利商店進貨價格最低，因為不為壓低價格，不做價格破壞，所以供應商

會給他們較優惠的價格。 

 

許教授英傑：請問目前貴公司的獲利情形如何? 

店長：低成本營運，才能反映到業績，才有採購力。顧客的期望改變，進

而影響公司的定位與策略。目前可以說進入了零售輪迴的階段，以新的大

樂取代舊的大樂；而我們認為公司的生命週期是因為採用不同的行銷策略

才到某個時期。因此，我們才採取這樣的策略，透過改裝、調整賣場及客

群的方式(如增加來客數)，使公司進入零售輪迴，以延長成熟期。 

 

許教授英傑：請問貴公司如何降低成本經營？ 

店長：目前為了降低成本，持續再要求，可以說是以榨取的方式，向廠商、

內部員工，在營運的成本、人員、能源、行銷費用部份去節省。當量販店

的業績下降，什麼問題都來了；若是業績成長就沒有問題，但業績衰退時，

不是問題的都變成問題。因為成長時，大家都很高興，認為支出的費用都

是應該的；若是量販店沒有賺，還要再要求廠商時，供應商就會翻臉；因

此，維持量販店不斷的成長，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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零售業者：便利商店（R3） 

受訪者：經理 

時間：92 年 8 月 6 日 

地點：台北 

 

許教授英傑：貴公司與供貨廠商之間在有關商品採購價格上的優惠為何?  

經理：所謂採購的優惠包括(1)較低商品成本(2)較佳固定數量折扣優惠(3)

條件較佳之年度回扣，基於集團長期利益考量，對關係企業供貨商，在商

品成本上有時會給予較優惠之待遇。 

 

許教授英傑：請問貴公司有無最優惠價格之條件? 

經理：無特殊條件，因公司具很多的銷售點，採購量龐大，在價格談判時

也具有優勢，故公司也會要求廠商給予最優惠的價格。 

 

許教授英傑：請問貴公司對於供貨數量的要求如何? 

經理：各類類型廠商均相同，但原則為不能缺貨或少於協議好的數量，若

非協議限量商品，則供應商應充分滿足門市販賣及庫存所需(雙方另簽訂供

應合約書及缺貨罰款)，但某些短期(如季節性、專案性)商品，則會事先與

廠商協議供貨數量。 

 

許教授英傑：請問貴公司有無最低供貨量的要求？ 

經理：如為短期操作商品，會事先與廠商協議供貨數量。正常新品上市時

會要求廠商全力滿足銷售需求，但特殊情形時，經雙方協議可訂定上市初

期最低供貨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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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教授英傑：請問貴公司對於供應商有無數量折扣的訂定？如採購多少數

量,有多少折扣等。又受到什麼因素影響？ 

經理：有，各類型廠商均相同。數量折扣於年度交易合約書中訂定，折扣

包含:(1)固定數量折扣(每月固定%依交易額收取)(2)目標達成獎勵(依年

度交易額達成狀況協議之交易額檻數%，回饋獎勵金)。當與廠商交易額於

當年有所提昇時，因交易量提昇，則於次年合約中調整達成獎勵及固定數

量折扣。 

 

許教授英傑：請問貴公司是否要求供貨商將商品獨家販售？或限制供應給

其他競爭對手？ 

經理：各類型廠商情況均相同。如為 NB 商品，通路並不要求獨家販賣，

但如雙方認為獨賣可為雙雙獲得最大利益時，雙方有時會協議獨賣。NB 商

品在雙方認為有利的情下，廠商會同意通路領先上市的要求。如為通路與

廠商製販同盟之商品，則當然限制獨家銷售。 

  

許教授英傑：請問貴公司有沒有像供貨廠商要求一定要買某一商品？ 

經理：各類型廠商情況均相同。依通路的需求(如 CVS)，會要求廠商提供

特定的品牌、品質、規格的商品。本公司與廠商合作希望能建立長期的合

作關係，故交易並非僅針對交易品項，同時會對廠商的商品庫進行了解，

尋找其他具有商機的商品，除此亦會評估廠商的強弱勢，做為日後是否共

同開發商品的依據。 

 

許教授英傑：對前述的要求，一般供貨商的反應為何？ 

經理：絕大多數廠商對於能與公司有更多商品交易或進一步合作開發商品

多積極配合。中小型廠商，有時因本身設備或資金的考量，加上經營心態

有時較為保守，故在合作評估上有時較為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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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教授英傑：與廠商的採購交易，最常出現的交易條件爭端為何？如何解

決？ 

經理：(1)廠商誠信問題：協議領先上市、獨賣商品，廠商違反協議於其

他通路上架或以相同概念推出類似商品。 

  (2)違反商業誠信視為嚴重影響與本公司關係之行為，對此情形一般

商品將不予上架或將既有商品予以下架懲罰。 

 

許教授英傑：就您認為，連鎖便利商店是否具有通路 power？若有，如何

影響交易條件？ 

經理：便利商店因銷售點多，所伴隨產生的商品銷售力、商品廣告力及採

購力是必然的結果。當採購數量多時相對的對廠商成本則有較大的談判空

間，廠商端也因為通路的廣告力及銷售力所帶來的附加價值(如廣告宣傳

效果、生產成本降低)，願意且有空間降低商品成本來達到其希望商品成

功的目的。 

 

許教授英傑：便利商店的通路 power 對便利商店的影響為何?其優勢何在？

可能受到哪些因素而有所增減？ 

經理：便利商店具有銷售點多、各區域普及的特性，對一般民生消費商品

(如零食、飲料等)具有絕佳的廣告效果，若 NB 商品無法鋪貨於 CVS，則消

費者對該品牌的認知將大打折扣，商品成功機率相對降低。故廠商視商品

能在 CVS 上架為一重要指標，相對 CVS 的談判優勢也因此產生。 

通路掌握情報：通路的另一項優勢來自掌握銷售數字，擁有銷售的情

報，即時掌握顧客的需求與轉變，這是通路的一項優勢與價值。也是生產

供應商所缺乏的。但此優勢並非所有 CVS 均相同，可能有會受到下列因素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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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店數：影響採購力及談判力 

b.行銷與規劃能力：CVS 總部行銷人員行銷與規劃的能力，將直接影響

商品於門市端是否充分溝通與 promote，影響商品於門市的銷售力。 

c.不同通路經營績效：不同通路門市經營能力有所差異，將影響商品於

門市端的銷售力(如陳列、庫存管理等能力) 

 

許教授英傑：便利商店如何建立本身的通路 power？ 

店長：(1)加強單店經營能力：門市為 CVS 的根本，加強門市的經營管理，

提昇單店的績營績效，對商品銷售將產生很大的影響，有了優質的門市銷

售力也才能持續通路的競爭優勢。(2)具有讓廠商賺錢的規劃與行銷能力通

路的 Power 不完全建立在因店數所產生的採購力，通路透過 POS 掌握銷售

情報，掌握了第一手的顧客需求，如何將這些情報，轉化為商機，再透過

與廠商的合作來開發及滿足顧客的需求，讓通路與生產商均能夠從中獲

利，一旦廠商發現與通路密切合作，就能賺錢，通路的 Power 與價值自然

就產生了。 

 

許教授英傑：與廠商之間的關係如何維繫？用哪些方式管理協調的成本？ 

經理： (1)與廠商秉持公平、互惠、互利的原則與之交易，以站在夥伴關

係的角度，提供廠商可以「獲利」的方法，與具有潛力廠商，可以進一步

共同討論、共同開發商品，以這種態度與做法，關係自然可長可久。(2)

站在『如何讓商品賣的好』的角度出發來訴求廠商：在『商品力夠』情況

下，成本如果更具有競爭力，則門市將更有意願去 promote 商品，則商品

有較高的成功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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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路商：超市（R4） 

受訪者：總經理 

時間：92 年 11 月 12 日 

地點：台北 

 

許教授英傑：為何介入通路？ 

總經理：介入通路是因為董事長在中小企銀上班，兄弟從事建設，退伍後

轉建設負責財務，由於一直對銀行工作很有感情，之後又因為銀行理事之

邀選理事，成為理事長，之後回到二信合作社，將合作社改制為華泰銀行。

這個通路是因為員工看到我們兄弟與員工相處都是把員工擺為第一，二信

這個團體與合作社，看我們待員工非常好，那時本公司社時代整個任務要

結束，如何延續，一千多個員工怎麼辦，他們一直在觀察，要找誰來承接？

所以就說要找董事長－林敏雄來，拜託他來接這條通路。董事長認為不懂

通路，與企業界朋友相談，別的通路要來接的話，所有員工要解散，在理

念不合之下，消費合作社理事拱著董事長一定要來接這條通路。現在經營

微風廣場的廖偉志本來是要來經營這條通路的，但是，董事長原本只要做

快樂的投資者。但是，在整個承接的過程，承接是董事長簽的，承接後，

微風廖偉志在交接這一段大家有一點意見，就反悔了。所以，董事長就成

了「門外漢進入通路」就是這個原因。 

 

許教授英傑：員工的安排呢？員工有沒有離職的？ 

總經理：員工還是老的好，員工對公司的向心力，這條通路非常強，團隊

精神不可抹滅，從我們不懂，重新開始學習，而後自行去了解，藉著企業

的經營理念進來，過去是公家機構，要怎麼轉型與外面的民營企業競爭，

目前這種型態去經營，員工非常的配合公司政策。沒有遣散，除非自動離

職。 



 188

協理：企業不斷在成長，我們需要更多的人才，培育都來不及，不可能把

他請走，真是林董下來，給員工找到自我發展的舞台，跟整個到現在的升

遷，這是本公司社時代不可能的，年資整個都延續，員工工作非常安靜，

林董不只是照顧員工，還包括相關體系代送商，那些全部都相關聯。其實

不只是這一千多名員工，也包括了本公司社留下來的產業相關人員。 

總經理：所以承接第一年虧損，第二年轉盈餘。第一年與第二年我們注重

的是教育訓練，從過去公家機構的團體，面對整個通路競爭，整個心態要

怎麼調整過來，前兩年是注重教育與培訓人才。第三年認為這條通路一定

要跨出去，不然所有通路的競爭一定會萎縮，因為我們是建築行業，所以

說藉助建設開發部的人才，將開發部與工程部拉到本公司來展店，發動整

體員工，找據點。教育訓練在這兩年也培訓不少人才，才跨出去開始展店，

所有整個團隊精神，一直提升上來。也有藉助外面通路專家的一些經驗，

傳授我們不少的經驗。這條通路的定位是從國防部，延續到現在，過去是

屬於軍公教福利品，我們經營的理念是要維持物價，所以本公司整個營業

額今年已經突破 180 億元，對物價的穩定功能一定要保持下去。所以，壓

低自己的管銷費用與所有一切成本，還一直維持國防部福利總處的價格水

準。現在量大，反而比過去軍公教福利品的價格還便宜。 

 

許教授英傑：國防部福利品部？ 

經理：現在還在，大概還有 40 幾家店，獨立經營，軍公教切開，只管軍

方的部分。 

總經理：整個本公司剛接的時候才 67 家營業所。從第三年這一兩年幾乎

沒有展店，因為 921，中部地區還有復建，等整個教育訓練，人員培訓完

成後，才開始展店，藉助建設的人才，建設這幾年不景氣，有錢就可以買

到，不必再開發，所以，調開發部人才過來，工程部撥了一半，所以在短

短二年間開了 100 多個據點，包括原本的 68 個點，設備的更新。還有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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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在市場中三、四樓的點，根本不能對外競爭的據點關掉。過去沒有競爭

下，生意還是可以很好，借卡也要借來買，還要排隊。在激烈競爭下，大

賣場興起，要對所有員工交代的話，就要跨出去。所以本公司是靠團隊的

精神，不是說哪個特別好，是靠整個團隊的力量，其實我們女性員工佔了

大概百分之九十幾，中階主管也是女性較多，非常繁瑣的工作性質，所以

女性較能負擔。 

 

許教授英傑：這與一般業界的現象不同，承接以前公司舊有的員工結構。 

總經理：其實，我們也曾經借助其他通路的專業人才，例如第一個謝副總，

來自萬客隆天下第一大店－內湖店，但是通路的理念完全不同，他認為做

生意一定要賺錢，為什麼要賣的那麼便宜，做一些行銷手法就好了，董事

長介入通路後，才深深了解到台灣的傳統產業已經空洞化，外商家用品廠

商佔有台灣的市場，拿世界的資源，很快取得台灣市場，台灣消費者又被

廣告牽著走，所以全被外商所佔據。這一塊只有地方食品在爭，深入了解

所有通路也都是外商，例如，大潤發賣給歐尚、愛買與法商吉安………，

唯一算的上的松青，現在日本資金也介入了。所以，我們的理念就是要結

合本土廠商，共同經營這個通路，大家理念能夠認同，因為我們相較其他

的大型通路不同，因為我們沒有其他的費用，我們沒有小花招，銷貨付款，

月結現金方式。考量了員工、廠商、消費者，而不是股東權益的極大化。 

 

許教授英傑：財務控管如何？ 

總經理：整個毛利結構很低，不到 05.%，這要靠管理，一有不慎，就會有

虧損，所以團隊精神很好，日清日結的財務，銀行經營的關係，控管人事

成本，忙時間過得很快，若在人事上因為缺乏人手就增加員工，可能員工

服務無法兼顧，若一家店增加一人，200 店就有 200 人，相關的費用、保

險、退休資金就增加了，每家營業所還有管理獎金，現在都維持三節獎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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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費用，經營者來說，就無法放手一搏說要增加人手就增加。 

 

許教授英傑：此次的二百店慶？ 

總經理：為了提昇士氣，員工說我們本公司已經 200 店了，都沒有人知道，

我們一定會把業績衝上來，一定會補會來。加上所有廠商都一直拱我，說

我們一起來做，他每說進價配合 1%，說一起來做促銷，說一年做二次都沒

關係，所以在 200 店就擴大宣傳慶祝。 

 

許教授英傑：如何壓低成本，控制管銷費用 

總經理：第一，董事長不支薪，費用控制在 10%，第二，加上房價與租金

在不景氣下下跌，因而能夠大規模快速展店。 

 

許教授英傑：採購權呢？ 

總經理： 總經理親自負責談。但是後續進貨、銷貨、存貨、退貨的相關

事宜，則由員工與廠商負責溝通。 

 

許教授英傑：經營的方式聽說是寄賣的方式？可否說明 

總經理：寄賣就是銷貨付款，賣多少付多少錢，看的是實際的銷售數量。

不像外商流通業，銷貨多少結帳時卻先預扣某些費用，或是促銷價大量進

貨，正常價格退貨。也就是說，商品的所有權歸製造商、供貨廠商，而我

們負擔保管、管理的責任，盤損則由通路商負責。而商品的配送由製造商

所屬的物流業者、配送車隊所自行負責。目前公司在關貿網平台之下，已

經導入第一階段與供貨廠商之間的 b2b 平台資訊系統，資訊公開，可清楚

了解在每家店內商品的庫存與銷貨情況，不過還是由店內訂貨，目前，導

入初期還不習慣，還是會用電話的補助方式。預計在第二階段導入與配送

商的資訊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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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問卷 

 

 

 

 

 

 

 

一、  貴公司產品通路概況 

1. 請問 貴公司目前銷售的品類有哪些?(可複選) 

 □農、畜、水產品   □食品什貨  □布、衣著、服飾品  □家庭電器、設備及用

品    

□藥品、化妝品及清潔用品      □首飾、貴金屬       □汽機車及零配件用品

□文教、育樂用品   □建材、居家用品     □鐘錶、眼鏡    □其它(請說明)     

2. 請問 貴公司產品在以下大型零售商的銷售比重? 

 便利商店       %                 超級市場        %  

量販店         %                 百貨公司        %     

□其它                % 

3. 請問 貴公司進入大型零售商後，對 貴公司的經營績效影響為何？ 

 ․市場佔有率     □上升      □下降      □沒有影響 

 ․銷售額         □上升      □下降      □沒有影響 

 ․淨利           □上升      □下降      □沒有影響 

 ․成本           □上升      □下降      □沒有影響 

4. 請問 貴公司在選擇大型零售商時，重視哪些因素?(可複選) 

 □據點多   □企業規模大    □交易條件佳   □高知名度   □立地條件

佳 

 □容易進入 □具成長潛力    □獲利性佳     □其它               

          鈞鑒：   
    本研究主要探討「大型零售商對供貨廠商之交易限制條件」，目的在瞭解

當前大型零售商對供貨廠商是否有濫用市場優勢地位之傾向，您的寶貴意見

將對此一學術研究有重大貢獻。本問卷以匿名方式進行調查，您的意見和資

料絕不對外發表，敬請放心填答。填妥後，請於一星期內將問卷寄回，再次

感謝您的協助。  
  敬頌            

商祺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行銷與流通管理研究所

副教授：許英傑   博士

聯絡電話：07-6011000#4219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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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問 貴公司未來最希望增加哪種大型零售商的銷售額?  

 □便利商店    □超級市場        □量販店          □百貨公司 

6. 請問對 貴公司而言，進入何種大型零售商所需的成本最高？ 

 □便利商店    □超級市場        □量販店          □百貨公司 

7. 請問對 貴公司而言，進入何種大型零售商的獲利最高？ 

 □便利商店    □超級市場        □量販店          □百貨公司 

8. 您公司認為國內大型零售商中，何者要求的交易條件較多且嚴苛？ 

 ․百貨公司   □新光三越   □遠東百貨   □太平洋

SOGO  

□其它          

 ․量販店     □家樂福     □大潤發     □愛買吉安  □其它          

 ․超級市場   □惠康   □松青   □丸九    □本公司

社      

□其它          

 ․便利商店   □7-11   □全家   □萊爾富  □OK 超商 □其它          

二、 大型零售商對 貴公司經營策略的影響？ 

1. 請問 貴公司與大型零售商進行交易時， 貴公司具有哪些談判優勢?(可複

選) 

 □企業形象佳   □品牌高知名度     □產品差異性 □產品品質 □熱門

產品   

□獨家銷售代理 □具多樣通路選擇性 □產品多樣性 □價格低   □其它  

2. 請問 貴公司與大型零售商進行交易時，大型零售商對交易條件的要求有哪

些?(可複選) 

 □最高採購價格        □優惠採購價格      □固定採購價格    

 □最高採購數量        □最低採購數量      □附加費用(Ex:週年慶贊助費、上

架費等) 

 □獨賣       □領先上市       □限制供貨區域    □限制供貨對象 

 □搭買(大型零售商要求其它產品搭配銷售)   □指定配送廠商    □其它(請說明)   

2-1 獨家交易契約(獨賣、領先上市等)一般約定的期間有多久？ 

 □2 週   □1 個月   □2 個月  □1 季  □半年  □7 個月~1 年   □1 年

以上 

3. 貴公司對大型零售商所要求的交易條件中，有哪些因無法接受而放棄與其

交易買賣?(可複選) 

 □最高採購價格        □優惠採購價格      □固定採購價格    

 □最高採購數量        □最低採購數量      □附加費用(Ex:週年慶贊助費、上

架費等) 

 □獨賣       □領先上市       □限制供貨區域    □限制供貨對象 

 □搭買(大型零售商要求其它商品搭配銷售)   □指定配送廠商    □其它(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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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問 貴公司獨家代理的商品有多少項? 

 □沒有    □10 種以下    □11~30 種     □31~50 種      □51 種~80

種 

 □81~120 種   □121 種以上   □其它(請說明)                  

5. 請問大型零售商向 貴公司提出非價格交易條件要求時，是否有簽訂書面契

約? 

 □大多數有      □少數有       □沒有     □其它(口頭或默契…等) 

5-1 若有簽訂書面契約，平均多久更新契約內容？ 

 □每季     □每半年       □每年      □不一定(平均為     個月) 

□其它(請說明)                      

6.  貴公司在 2002 年所支付給大型零售商之「名目費用」約佔總營業額的比重?

 □1%    □2~3%    □4~6%   □7~10%    □11~15%    □15~20%    □

21%以上 

7.  貴公司是否曾遭遇未經事先約定，卻被大型零售商單方面強制收取附加費

用之事件？ 

 □沒有      □有(請說明)                                         

8.  貴公司是否曾遇到大型零售商單方面要求配合其非價格交易限制的政策？

 □沒有     □有(請說明)                                          

9.  貴公司是否曾因未配合大型零售商的政策，而遭受不合理對待，進而影響

公司利益。 

 □有(續填第 10 題)     □沒有（跳至第三部份） 

10. 未配合大型零售商政策時，遭受哪些不合理對待?(可複選) 

 □停止進貨         □縮減陳列排面             □變動商品陳列位置  

 □被迫商品下架     □其它（請說明）                            

  

三、 公司基本資料 

1. 請問 貴公司產品之品項數約有多少? 

 □50 項以下             □51~100 項            □101~300 項    

 □301~600 項            □601~1000 項          □1000 項以上 

2. 請問 貴公司產品銷售區域涵蓋範圍?(可複選) 

 □北部(基隆~新竹)      □中部(苗栗~雲林)     □南部(嘉義~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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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部(宜蘭~台東)      □全省                □外島地區 

3. 請問 貴公司的員工人數為多少? 

 □5 人以下    □6~30 人      □31~60 人      □61~100 人  □101~200

人  

 □201~500 人  □501~1000 人  □1001~5000 人  □5000 人以上 

4. 請問 貴公司去年營業額約為多少? 

 □1000 萬元以下   □1001 萬~5000 萬元  □5001 萬~1 億元   □1 億~5 億

元 

 □5~10 億元       □10 億~30 億元      □30~50 億元      □50 億元以

上 

 

 

若  您不介意懇請留下您的聯絡資料，俟日後寄上研究結論。  

公司名稱   

地址   

姓名   

電話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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