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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獨占、單方行為、公平交易法、搭售、忠誠折扣、綑綁折

扣、掠奪性訂價、具同等效率競爭者 

一、研究緣起 

事業透過效能競爭，於市場中取得相當市場地位及商業利潤，不僅是

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下所容許，更是激勵廠商持續進行有利於提升整體福利

效果市場競爭的一項重要機制。但不可諱言的，廠商於取得獨、寡占地位

後，亦有濫用其市場力量，以維持或擴張既有市場地位的反競爭誘因。

獨、寡占廠商可能要求交易相對人接受其單方所設定之價格或非價格交易

條件，一方面獲取超額利潤，另一方面限制競爭對手的交易機會，進而排

除或阻礙其等參與市場競爭。針對此一問題，競爭法的目標即在於如何在

二項市場效果間取得最適的平衡點。隨著科技高度發展所帶動新經濟時代

的來臨，競爭主管機關於實現該目標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也將更形嚴峻。

若能從學理與實務的角度，分析整理競爭法處理事業濫用市場地位之基本

原則及具體作法，將有助於提升競爭主管機關之執法效能與事業對法規之

明確性與可預測性要求。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計畫以法律之比較分析研究為主，輔以經濟理論之運用。除完整整

理其他國家之執法經驗外，也將配合經濟理論，評估相關案例之利弊得

失。計畫最後綜合研究結論，提出對我國執法與制定相關政策之具體可行

建議。在進行步驟上，將先廣泛的收集、綜覽、分析國內外相關的文獻、

資料、案例，並匯整國內相關案例，建構詳盡完整的大綱與細目。次再依

所訂之研究架構，分門別類整理、分析、與勾勒研究內容，並進行初步撰

寫與修訂。期中報告後，將再依委託單位及評審委員之修正建議，著手撰

搞完成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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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發現 

綜合學理之分析發現，三類單方行為之違法性，主要來自於其實質或

潛在的封鎖與排除競爭的效果，讓獨占廠商得以延伸其市場力量至其他的

市場。在濫用市場力的過程中，晚近更有學者指出獨占廠商可透過各項安

排，同時對消費者進行差別取價，剝奪更多的消費者剩餘。不過，學理上

仍有不同意見的論辯，特別是針對新理論於實務上操作所可能產生的「誤

判」與大幅增加執法成本的問題，讓這些新理論的實用性受到質疑。在忠

誠與捆綁折扣部分，由於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折扣低價對消費者有利，故

法院傾向於將其視為是有利競爭的商業行為; 至於在何種情況下，獨占者

的折扣計畫將有反競爭的可能，在忠誠折扣部分，法院主要是運用「掠奪

性訂價」的分析架構來進行檢視，故重心置於折扣後每單位產品價格是否

低於成本，以及回收損失的可能性。捆綁折扣，則除了「掠奪性訂價」

外，實務上也論及了獨占廠商可如何利用折扣，來讓產品種類沒有獨占者

多的競爭者的競爭成本增加，或建構市場的參進障礙，而排除具同時或更

具效率競爭者的競爭。 

至於在歐盟法部分，歐盟競爭主管機關對於企業之單方行為，只有當

企業具有市場優勢地位時，始落入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之檢視範圍。故

於判斷系爭企業之單方行為是否違法之虞時，首要步驟即先斷定市場支配

地位之有無，雖然歐盟運作條約下對此並無明確之規範，但於「82 條指

南中」指出若系爭企業之市占率未達 40%時，較無可能認定其具有市場

優勢地位。就搭售行為而言，近年來實務上引發較大爭議者，乃關於科技

產品與搭售產品是否是可分產品的認定問題。就忠誠折扣而言，從相關案

件可知，歐盟逐漸轉換對於忠誠折扣之審理態度，從早期之當然違法原

則，改採較為謹慎之合理原則分析，放棄過往認為忠誠折扣具有高違法性

之觀點，以效果影響原則作為主要之評估工具，運用同等效率競爭者之測

試方法，判斷忠誠折扣排除市場競爭之效果。在綑綁折扣部分，歐盟則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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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於以類似搭售之分析模式，將該類行為視為是企業將複數產品作綑綁而

一併銷售於消費者。  

四、主要建議事項 

公平會除了應強化對「相關市場」及「市場力量」的論述外，對於搭

售、忠誠折扣、及捆綁折扣之競爭法分析，不應再單純以行為對交易當事

人相對於具市場地位者，乃交易弱勢的一方，故難以於契約關係成立後，

自由選擇轉換交易對象，或是折扣對買方將產生不公平的「利誘」，讓競

爭對手吸引消費者青睞的成本提高等過於強調「行為面」與「商業公平

性」的主觀價值衡量，作為處分行為人之理由。這些公平會所關心的剝奪

消費者利益，及市場排除競爭的效果，應從行為是否具有「掠奪訂價」及

排除「同等效率競爭者」等上位概念出發，分析價格-成本間之關係，以

及市場參進障礙高低或競爭者採行抗衡策略的可行性等「市場結構」面因

素，如此，方能讓公平法的執行更具客觀與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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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標 

 

事業透過效能競爭，於市場中取得相當市場地位及商業利潤，不僅是

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下所容許，更是激勵廠商持續進行有利於提升整體福利

效果市場競爭的一項重要機制。但不可諱言的，廠商於取得獨、寡占地位

後，亦有濫用其市場力量，以維持或擴張既有市場地位的反競爭誘因。

獨、寡占廠商可能要求交易相對人接受其單方所設定之價格或非價格交易

條件，一方面獲取超額利潤，另一方面限制競爭對手的交易機會，進而排

除或阻礙其等參與市場競爭。針對此一問題，競爭法的目標即在於如何在

二項市場效果間取得最適的平衡點。隨著科技高度發展所帶動新經濟時代

的來臨，競爭主管機關於實現該目標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也將更形嚴峻。

若能從學理與實務的角度，分析整理競爭法處理事業濫用市場地位之基本

原則及具體作法，將有助於提升競爭主管機關之執法效能與事業對法規之

明確性與可預測性要求。 

基於上述考量，本研究計畫試圖從介紹與分析執法先進國家對此議題

之法規與執法經驗著手，輔以經濟理論，從執法成本與制度設計等角度，

評估相關具體規範原則之利弊得失，並檢視我國目前的執法現況及相關問

題。計畫將先歸納說明於我國市場中較常出現之獨、寡占及具市場優勢地

位事業單方行為類型，計畫將以搭售(tying)及忠誠與捆綁折扣(loyalty and 

bundled discounts)二大交易類型為研究的重點。先從經濟分析觀點，檢視

二大行為類型對市場之正面效果(如實現規模經濟或降低交易成本)，以及

實質或潛在之負面效果(如市場封鎖等排除競爭的效果)。再從比較法的觀

點，蒐集整理美國及歐盟之法規與案例，並嘗試歸納與分析其與經濟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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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關聯性，進一步從中匯整出可資我國執法參考的一般性理論原則。計

畫最後再依據上述初步研究結論，針對國內獨、寡占型市場型態之經濟環

境，評估執法尺度及對市場之限制競爭效果的關鍵認定因素，並提出執法

建議與參考。 

 

第二節 基本研究背景分析 

 

從 20 世紀末美國司法部著手調查並制裁 Microsoft 公司相關軟體授

權行為開始，一直到最近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及歐盟執委會對 Intel 授權行為表達關切，並於發動調查後，分別與

Intel 達成和解或處以高額罰鍰為止， 1「搭售」與「忠誠及捆綁折扣」無

疑是近十餘年來最受矚目的單方行為案件類型。綜合而言，絕大多數之案

例類型，均在「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下進行檢視，一方面就行為對

市場之負面效果為詳細的市場分析，另一方面也兼顧搭售或忠誠折扣行為

所具有的正面效果，如確保產品品質、實現規模經濟、降低交易成本等。

但科技高度發展帶動新經濟時代來臨的同時，對競爭主管機關調查此類型

案件，也形成更嚴峻的挑戰，並反應在以下二個面相。其一，評估市場力

量所需考量的因素更為多元複雜，除傳統市占率標準外，學界與實務界也

開始討論因市場不完美性使市場力擴大的可能性。其二、新經濟制度下，

搭售與折扣行為對實現效率之必要性判斷，其所需之資訊將更為專業，連

帶地增加競爭機關之執法負擔。因此，如何建立更客觀具體的競爭法評估

標準，成為各國處理具市場地位廠商單方行為的當務之急。 

1 FTC Settles Charges of Anticompetitive Conduct Against Intel,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opa/2010/08/intel.shtm; Antitrust: Commission imposes fine of €1.06 
bn on Intel for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orders Intel to cease illegal practices,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09/745&format=HTML&age
d=1&language=EN&guiLanguage=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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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經濟的效果來看，搭售與忠誠或捆綁折扣之負面效果，在於其等可

能封鎖了競爭對手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而使行為廠商得以擴張其市場力

至被封鎖的市場，剝奪消費者原本所可享有之競爭利益。另外，二者均有

可能是廠商用以遂行差別取價(price discrimination)，減損消費者福利或

提高競爭對手成本的策略性競爭行為。 2至於在促進競爭效果方面，搭售

契約往往具有確保產品品質，避免搭便車，分散產品或服務行銷風險、及

降低交易成本等正面功能。忠誠或捆綁折扣最立即的正面效果，則在於可

降低買方之購貨成本。另外，折扣安排也可視為是另一類提供買方進行促

銷產品誘因的契約機制。當促銷努力難以具體事先約定，或有很高的事後

監督成本時，折扣約定也可強化買方銷售賣方產品的意願，且其對競爭的

限制程度，通常也較獨家交易要來得低。 3 

在法規範部分，美國法主要為修曼法(Sherman Act)第 2 條關於獨占

或意圖獨占，以及克雷頓法(Clayton Act)第 3 條關於商品(commodities)搭

售及獨家交易行為之規定。當然，更重要的是美國法院，特別是聯邦最高

法院，長期在個案中所建立與累積之審查標準。雖然在形式上，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仍依「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原則審理搭售案件，但若就判

決內容的論理觀之，其分析之深度實與「合理原則」無異。其中最值得注

意者，乃「市場力量」(market power)的認定，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1992

年的 Kodak 案後， 4將市場的不完美性，如買賣雙方資訊地位不對等，引

入傳統以「市占率」為主的市場力量衡量方法中。此判決引發廣泛的討

論，後續的發展也值得進一步關注。在忠誠與捆綁折扣部分，誠如

2 P. Greenlee, DS Reitman, & DS Sibley, An Antitrust Analysis of Bundled Loyalty 
Discounts, DOJ Antitrust Division’s Economic Analysis Group Discussion Paper No. 04-
13 (October 2004) 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600799 ;Barry Nalebuff, 
Exclusionary Bundling, 50 Antitrust Bull. 321 (2005). 
3 EINERELHAUGE& DAMIEN GERADIN, GLOBAL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 579 
(2007).  
4Eastman Kodak v.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504 U.S. 451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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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eda 教授所言，「折扣」基本上應先被推定為對競爭有利，除非實施

折扣的廠商具有實質的市場力量，且有已被證明的反競爭效果。 5捆綁折

扣讓企業得以實現規模經濟、降低交易成本、讓買方有機會嘗試新產品或

服務、並提供零售商有促銷品牌的誘因。不具市場力之廠商亦可透過捆綁

折扣，來對產品或服務進行對整體市場產出及消費者福利均有利之差別取

價安排。 6至於具市場力量廠商所為之捆綁折扣，論者所較常提及之反競

爭效果之一，即折扣後之價格若低於產品之平均成本，則捆綁折扣有可能

是廠商遂行「掠奪性訂價」的一項手段。另外一項常被論及的效果，則是

與搭售類似，捆綁折扣安排將排除具「同等效率競爭者」 (as-efficient 

competitor, equally efficient rivals)之潛在負面效果，特別是當具同等效率

競爭者只專就捆綁產品中之一項進行競爭，但其價格無法與捆綁產品整體

折扣後的價格進行有效競爭時，則即便折扣後的價格仍在成本之上，但仍

可能產生不利於市場競爭之效果。 7 

至於在忠誠折扣方面，論者有主張其有助於製造商用以激勵零售商支

持其品牌，而賣方也可以利用此一方式，爭取優質買方的青睞。當然，當

具市場地位廠商使用此一折扣方式，而折扣後價格出現低於成本的疑慮

時，忠誠折扣也可能成為「掠奪性訂價」的手段之一。另外，學者亦有提

及，當具支配地位的廠商，要求買方須購買一定數量之產品，再以忠誠折

扣方式適用於額外購買的產品數量時，縱使折扣後每單位價格仍高於成

本，但支配廠商仍有可能利用此一方式來達成全部或部分排除競爭對手的

目的。 8相較於捆綁折扣，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也仍未就忠誠折扣議題作出

判決，相關的聯邦下級法院判決與學者論述也較少。在少數幾個聯邦上訴

5 PHILLIP E. AREEDA&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LAW § 749b, 245 (SUPP. 2007)。 
6Id. § 749b2, at 263-64. 
7Brief for the United States at Amicus Curiae at 13, 3M v. LePage’s Inc., 542 U.S. 953 
(2004) (No. 02-1865)。 
8Willard K. Tom et al., Anticompetitive Aspects of Market-Share Discounts and Other 
Incentivesto Exclusive Dealing, 67 Antitrust L.J. 615, 627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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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迴法院的判決中，法官似乎是較傾向於以「價格-成本」比較作為審查

的基礎; 9不過，對於「成本」的概念為何，這些判決彼此的看法並非完全

一致。特別提得一提者，乃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在調查 Intel 涉及以忠誠

折扣排除競爭時，其對 Intel 折扣價格與成本的比較，似明顯與法院傳統

上所採行者不同， 10此亦將在計畫中探討之。 

  歐盟規範單方行為的主要法律依據，乃「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及

102 條之規定。在搭售部分，其有可能構成上、下游業者間之聯合行為，

而落入第 101 條之規範射程內。其同時也可能構成具市場支配地位廠商濫

用獨占力排除競爭，而構成 102 條所可管轄之行為類型。不過與美國法不

同者，乃依歐盟所頒佈關於垂直交易限制之規則， 11被告於相關市場中之

市占率若低於 30%, 則可主張落入規則中之「安全港」(safe harbor)範

圍，而推定為不違反第 101 條第 1 項之規定。另外，條約 101 條第 3 項允

許被告得針對聯合行為或濫用支配力行為的調查，提出搭售行為的效率抗

辯。 

       至於在捆綁或忠誠折扣，歐盟初步將其視為是對競爭有利之行為，除

非該行為剝奪了消費者就剩餘需求選擇的可能。在忠誠折扣部分，歐盟所

關切者，乃折扣是否會套牢(hold-up, lock in)消費者，限制了競爭對手的

交易機會。具體而言，被告產品愈是屬於市場中所難以取代，或是競爭對

手愈難在公平基礎上進行競爭者，其違法性就愈高。另外，歐盟認為，

「個別化」的忠誠折扣約定，例如以個別買方購買所需之一定比例或是一

9 See Barry Wright Corp. v. ITT Grinnell Corp, 724 F.2d 227 (1st Cir. 1983); Concord 
Boat Corp. v. Brunswick Corp., 207 F.3d 1039 (8th Cir. 2000); Virgin Atlantic Airways 
Ltd. v. British Airways PLC, 69 F. Supp. 2d 571 (S.D.N.Y 1999), aff’d, 257 F.3d 256 (2d 
Cir. 2001). 關 於 學 者 之 見 解 ， 參 考 Dennis W. Carlton, A General Analysis of 
Exclusionary Conduct and Refusal to Deal—Why Aspen and Kodak Are Misguided, 68 
Antitrust L. J. 659, 664 (2001).   
10Jarod M. Bona, Loyalty Discounts and the FTC’s Lawsuit against Intel, 19 The Journal 
of Antitrust and Unfair Competition Section of the State Bar of California 6, 22 (2010). 
11Commission Regulation No. 330/2010 of 20 Apri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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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數量作為折扣依據，因其可以讓被告依個別買方之需求狀況，設定讓買

方更難以轉換交易相對人之折扣條件，故其違法性高於「一般化」的忠誠

折扣約定。在競爭者競爭的可能性上，歐盟也採行類似於美國的「同等效

率競爭者」原則。在具體操作此一原則時，執委會將特別考量競爭廠商用

以補償買方放棄折扣優惠所需提出之出價水平。 12該價格水平愈低，其所

反應的，乃折扣約定之強化忠誠效果愈高，但只要該價格水平仍高於支配

廠 商 之 「 長 期 平 均 增 支 成 本 」 (long-run average incremental cost; 

LRAIC)，折扣應不致於產生排除同等效率競爭者的效果; 反之，若該價格

水平低於其平均變動成本(average variable cost; AVC)或平均可避免成本

(average avoidable cost; AAC)時，則排除的可能性也將增加。 13 

   從 1979 年的 Hoffmann-La-Roche v. Commission 一案，歐洲法院確立

了忠誠折扣有可能違反歐盟競爭法開始，到 2009 年執委會重罰 Intel 為

止，這 30 年來，歐盟已有一定具代表性的案例，值得我國從中吸取經

驗。另外，2009 年執委會對外頒佈了關於適用條約第 82 條至排除行為之

執法優先順序指南， 14其中對於忠誠折扣部分也有相關之規範說明，將一

併於計畫中討論之。 

       捆綁折扣的分析類似忠誠折扣，執委會主要將研析被具支配地位廠商

綁入的產品，若其增支價格(incremental price)仍在 LRAIC 上時，執委會

原則上不會介入，因為該折扣安排將不具排除具同等效率競爭者的效果。

當競爭者也同樣採行捆綁銷售時，則執委會將以捆綁產品整體價格是否構

成掠奪訂價來判斷行為的違法性。 15 

   在我國，單方行為除了有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規定外，搭售

12OECD Policy Roundtables: Fidelity and Bundled Rebates and Discounts 145 (2008).  
13Id., at 146. 
14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Guidance on the Commission's enforcement 
priorities inapplying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to abusive exclusionary conduct by 
dominant undertakings, 2009/C 45/02.  
15Supra note 12, at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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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忠誠及捆綁折扣也是同法第 19 條所可能規範之行為類型。前者受該條

第 6 款「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規定之約束，而在公平會

實務運作上，搭售是否違法，會考量搭售行為人於市場中之地位，所屬市

場結構、商品特性、當事人之意圖、目的，以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

響等因素(見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之規定)。另外，搭售所具有之促進

競爭效果，如控制產品或服務品質、降低交易成本等，也是公平會於個案

中所會加以審酌者。 

  與歐美經驗不同者，乃我國在忠誠與捆綁折扣部分，實務上仍多以公

平法中關於「不公平競爭」(unfair competition)的規定來處理，而案件類

型也多集中在通信事業與有線電視產業。依公平會所頒佈之「公平交易法

對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電信事業如透過忠誠折扣方式，禁止用戶轉換

交易對象，或針對可能轉換交易對象之用戶給予大幅折扣優惠，藉以防止

其轉換交易對象之情形，由於此將造成事業「鎖定」用戶，妨礙競爭者爭

取交易機會，故有違反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以利誘方式，使競爭者之

交易相對人與自已交易之行為」規定之虞。公平會在個案判斷中，將會考

量：(１)用戶在簽約前是否有足夠的選擇空間。(２)契約期間的長短。(３)

電信事業為提供服務而發生的成本。(４)在契約期間內前述成本可以被回

收的範圍。(５)退出償付的額度是否超過用戶退出前已獲得折扣優惠的額

度。(６)是否會造成市場封鎖的結果。(７)除前述考量外，仍需視具體個

案事實，綜合行為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

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依據「合理原則」判斷之。 

 

第三節 研究方法、步驟與範圍 

 

  本計畫以法律之比較分析研究為主，輔以經濟理論之運用。除完整整

理其他國家之執法經驗外，也將配合經濟理論，評估相關案例之利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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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計畫最後綜合研究結論，提出對我國執法與制定相關政策之具體可行

建議。在進行步驟上，將先廣泛的收集、綜覽、分析國內外相關的文獻、

資料、案例，並匯整國內相關案例，建構詳盡完整的大綱與細目。次再依

所訂之研究架構，分門別類整理、分析、與勾勒研究內容，並進行初步撰

寫與修訂。期中報告後，將再依委託單位及評審委員之修正建議，著手撰

搞完成成本計畫。綜言之，本計畫具體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章首先定性計

畫研究主題及其類型; 第三章從經濟分析之角度，分析搭售、綑綁及忠誠

折扣之競爭效果; 第四、五章則分別介紹美國及歐盟在研究議題上之現況

及學理上的問題; 第六章分析我國之執法現況及問題; 第七章綜合前面章

節之初步研究結論，對我國規範搭售、綑綁及忠誠折扣之政策啟示;第八

章總結本計畫。 

       就研究範圍而言，「單方」一語乃在於強調競爭行為非出於事業體間

共同所為之決定，而係由單一競爭者基於自身考量所單方面實施之交易安

排。其可能的類型繁多，若依傳統競爭法對行為是否涉及對市場價格限制

之定性標準來看，則可大致將其區分為價格之單方行為與非價格的單方行

為。從形式上來看，前者如我國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規定，具市場地

位之事業不得濫用其地位不當決定或變更價格。其中較具代表性之行為，

如差別取價、掠奪性訂價(predatory pricing)、限制訂價(limit pricing)、以

及超額訂價(excessive pricing)等。至於在實務上較常被論及之非價格單方

行為，主要著眼於可能創造出排除競爭效果之非價格交易安排為主，例如

獨占廠商之拒絕交易(refusal to deal)、各類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約定，如

搭售、經銷區域劃分、獨家交易等。不過，如果從交易安排對市場競爭效

果的可能影響來看，價格-非價格的區分，往往並不是那麼的涇渭分明。

以本計畫所涉及之忠誠與捆綁折扣而言，從交易約定之形式來看，其乃

「非價格」的單方行為類型; 但從競爭法主要在關心其所具有之市場價格

掠奪，以及折扣是否過低，而使同等效率之競爭者無法參與市場中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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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的角度來看，約定的本質似較偏向於「價格」的單方行為。本計畫將

聚焦於搭售、忠誠與捆綁折扣，而不論及其他單方行為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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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主題之法律定性與類型 
 

 

  「定性」(characterization)是法學研究中常見之一項前提基礎，其不

僅涉及了研究對象意義之確定，也同時框架了研究範圍與論證發展的方

向。法律定性雖有不同之方法可採行，但本計畫認為，定性無法與研究所

擬解決的問題本質脫勾處理。故在確定研究主題之實質內涵時，除以在現

實環境中研究主題具體可觀察之態樣類型外，更應輔以問題意識導向之功

能性考量，作為開展「定性」分析之「原動力」(impetus)。 1就本計畫之

問題本質而言，既在於探討單方行為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則行為之「競爭

效果」，也應融入於定性過程，作為檢視主題內容之參考標準之一。本章

將在此一原則下，先介紹競爭法與學理如何定性「單方行為」，再歸納說

明搭售、綑綁及忠誠折扣的類型。 

 

第一節 「單方」行為之定性 

 

  法律上之所以區分不同行為類型，並給予不同之法評價，主要乃建立

在不同行為類型在違反保護法益程度上之不同。同理，競爭法中將違法行

為區分為「雙方」(bilateral)及「單方」 (unilateral)行為，主要也著眼於

二類行為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程度不同，雙方行為由於對競爭之限制效果較

立即與直接，故通常應適用較為嚴格之法律審查標準。這種分類思維，甚

至於反應到認定行為究屬「單方」或「雙方」的判斷過程中，特別是當涉

案行為同時出現單方與雙方行為之屬性時。 

 

1 Laura E. Little, Characterization and Legal Discourse, 6 J. of the Association of Legal 
Writing Directors 121, 13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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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競爭法區分「單方」與「雙方」行為之理由 

 

  整體而言，反托拉斯法對於事業單方所為之市場行為，要較事業間彼

此透過協議合作所共同採行者，要來得寬鬆。單方行為通常適用「合理原

則」，而雙方行為有不少係屬於「當然違法」的類型。綜合學理上的探

討，法律上作此一區分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幾點。 2 

   1.1.行為之常態性與違法發現成本 

  事業依本身之成本與收益考量，自我決定產出與價格水平、是否進行

產品研發、以及產品或服務之銷售手段，如直營或透過經銷商等，在大部

分的情況下，係屬市場中的常態行為，多數均不至於引發競爭法上的疑

慮。再者，也由於事業單獨進行相關商業決策行為的常態性，連帶提高了

主管機關或法院發現具反競爭效果單方行為的成本，並提高因誤判所導致

對事業創新等誘因之抑制效果。相較於單方行為，二個以上事業的合作與

約束彼此行為之協議，較屬於市場上的例外行為。雖然秘密卡特爾是近年

來各國競爭主管機關最主要的執法重點，但整體而言，事業間之合作行為

計畫於市場中曝光的機率仍高於單方行為。 

   1.2.擴大事業於相關市場中市場力的可能性 

比較而言，事業想利用單方行為擴大市場力之困難度高於雙方行為。

誠如 Hovenkamp 教授所言:「當單一事業擬以摧毀(destroy)其對手的方

式，來成為獨占者時，必定會面臨抗拒(resistance)、報復(retaliation)、以

及反托拉斯主管機關的注意。」 3相對的，事業以加入雙方或多方合作協

議，而非以摧毀對手的方式來獲取更大的市場力，其所面對的挑戰與阻力

要小得許多。就擴大市場力的時程而言，雙方行為也較單方行為來得更為

2SEE HERBERT HOVENKAMP, THE ANTITRUST ENTERPRISE: PRINCIPLE AND EXECUTION 108-
111 (2008).  
3Id., at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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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事業利用一己之力試圖取得市場獨占地位，往往需投入相當事業內

部資源，長期的進行諸如掠奪性訂價或差別取價等行為，方有可能產生預

期的效果。而在對手有較為強烈對抗誘因的情況下，能否成功取得獨占地

位所面臨的風險也較高。在雙方行為的情況下，競爭者得以非常迅速的價

格或非價格的聯合協議，直接減少了市場中之實質競爭人數，並限制與消

滅市場上的競爭。 

   1.3.違法行為設計救濟手段之成本 

區分單方與雙方行為之另一項判斷標準，即是在於當主管機關發現行

為違法時，設計與實施可行救濟手段之難易。從各國實務的經驗來看，設

計單方行為救濟手段之成本，顯然要高於單方行為。為有效打破或控制事

業之獨占地位，主管機關或法院往往需對事業之價格、產出、或交易義務

有相當具體與明確之管制要求，而這些手段均會涉及到複雜的事業成本資

訊之掌握與評估，另外，主管機關也可能因此而變成實質上的產業管制機

關，而要承擔相當高的事後監督成本。對違法的雙方行為而言，法院或主

管機關只需以禁制令要求聯合行為成員不得再從事聯合即可相當程度達到

矯正市場競爭的目的。 4 

 

2. 「單方」行為之定性標準 

 

       由於單方與雙方行為在競爭法上之評價不同，如何區分二者乃一項重

要的執法前提要件。對此問題，學界與實務上的討論多數集中在如何界定

雙方行為，至於不屬於雙方行為者，即屬於單方行為。相關的討論，可更

4當然，主管機關仍有後續監督禁制令是否被遵守的成本; 不過，此一成本在實施單方行
為的救濟手段過程中也一樣會出現。另外，此處的討論建立在行為的違法性已被確認的
前提下，故對於類似在寡占市場中所出現的「自發性平行行為」與聯合行為之認定問
題，也可能會增加主管機關之設計成本，就如同判斷獨占者之降價行為是否已構成市場
「掠奪」時所面臨的困難與成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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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將其歸納為以下三大類型: 一、水平競爭者間之行為定性; 二、垂

直交易關係中之行為定性; 三、具控制從屬關係當事人間之行為定性。 

   2.1.  水平競爭者間之行為定性 

       此部分主要在討論如何界定競爭者間是否有進行勾結之意思聯絡，而

得以認定有進行聯合行為之契約或協議存在。特別是在於寡占市場中常見

之「自發性平行行為」，該如何將競爭者間之互相跟隨行為與「合意」連

結，而將其認定為是卡特爾，更是許多反托拉斯法文獻中所已詳加討論之

議題。 5歸納而言，此一部分之認定深受經濟理論之影響，而著重在是否

存有相關之客觀條件，有利於卡特爾監督成員遵守聯合協議，並協助其在

發現有悖離協議之成員時，得立即施以可信的制裁，以嚇阻成員間之悖離

協議誘因。具體而言，主管機關或法院可依行為所涉及之市場結構、產

品、與交易型態來認定行為是否構成「雙方行為」。例如，市場競爭者人

數之多寡、產品同質性高低、市場參進障礙、以及市場交易之頻率與規律

性等。另外，若卡特爾成員同時採行具有促進卡特爾穩定性之相關配套機

制，如統一的計價公式或價格預告等， 6則競爭者間之平行一致行為較有

可能會被認定為是聯合行為。 

       其中，美國法在聯邦最高法院 1986 年的 Matsushita Electric 

Industrial Co., Ltd. v. Zenith Radio Corp. 7案後，經濟理論與事證所扮演的

角色更形重要。該案涉及美國電視機製造商指控 Matsushita 公司聯合其

5See HOVENKAMP, supra note 2, at 128-140; George J. Stigler, A Theory of Oligopoly, 72 J. 
POL. ECON. 44 (1964); RICHARD A. POSNER, ANTITRUST LAW 69-93 (2nd ed. 2001); James 
A. Rahl, Conspiracy and Anti-trust Laws, 44 ILLINOIS. L. REV.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743 (1950); Donald F. Turner, The Definition of Agreement under the 
Sherman Act: Conscious Parallelism and Refusal to Deal, 75 HARV. L. REV. 655 (1962) 。 
6 See George A. Hay, Facilitating Practices: the Ethyl Casein THE ANTITRUST 
REVOLUTION: ECONOMICS, COMPETITION, AND POLICY 182 (John E. Kwoka Jr. & 
Lawrence J. White eds., 3rd ed. 1999); Severin Borenstein, Rapid Price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The Airline Tariff Publishing Case in THE ANTITRUST REVOLUTION: 
ECONOMICS, COMPETITION, AND POLICY 233 (John E. Kwoka Jr. & Lawrence J. White eds., 
4th ed. 2004).  
7475 U.S. 574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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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日本電視機製造業者，長期在美國市場中進行低價掠奪的行為，違反了

修曼法之規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駁回原告之訴訟判決理由中，特別提

及同業間聯合進行價格聯合行為，會面臨如何控管成員間彼此搭對方便

車，由他方承擔掠奪損失，而自已享有掠奪後市場地位與利潤誘因的問

題，相較於事業單獨所為之掠奪訂價行為，其因此所需投入之監督成本將

更高，而掠奪行為之潛在利益則較低。在本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原

告應有證據足以排除被告之行為非基於個別獨立商業考量所為之決定，始

能要求法院就行為是否構成合意進行審查。 

   2.2. 垂直交易關係中之行為定性 

  競爭法對於上、下游廠商間之互動行為是否為雙方行為，而構成卡特

爾之認定，傳統上較著重於從經銷契約中之文字，找尋有無經銷商表示同

意接受製造商所要求之限制價格或非價格競爭之交易條件來判斷。以美國

法為例，在著名的 Colgate 原則下， 8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即認為 Colgate 公

司對下游經銷商所預告的轉售價格與不供貨政策，純屬公司對於產品價格

與交易對象之個別商業決定，無法從契約本身推論有契約或協議之存在。

9此一原則，往往促使法院過度著力於發現被告落實限制約定之具體手

段，以及更細節與形式化的事實區隔，以作為判斷行為是否違法的依據。 

  此一較形式化的「單方」行為認定標準，在 1977 年的 Sylvania 案

後，有了明顯的改變。 10在 Sylvania 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垂直交易

契約的相關經濟理論為判決基礎，認為垂直經銷區域的劃分，可避免廠商

間進行搭便車行為，促進「不同品牌間之競爭」，故應在「合理原則」下

檢視其違法性。此一經濟分析方法也被引入到 Sylvania 案之後之行為定

8U.S. v. Colgate, 250 U.S. 300 (1919). 
9Id., at 306-307. 
10陳志民著，「To Sylvania and Beyond:  一項分水嶺判決之理論建構與延伸觀點」，公
平交易季刊，第 19 卷第 1 期，頁 20-21 (201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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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案件中。例如在 1984 年的 Monsanto 案中， 11被告 Monsanto 公司，在

收到下游經銷商檢舉另一家經銷商違反 Monsanto 事先宣告的建議價格政

策後，即終止其經銷權。該行為被指為是 Monsanto 與檢舉經銷商間之價

格勾結合意。在判決中，聯邦最高法院指出，Sylvania 案將市場經濟效果

作為反托拉斯法主要關心議題的原則，已讓傳統區分「單方」或「雙方」

行為之形式界線逐漸模糊，因為若從經濟效果的角度來看，「單方」或

「雙方」行為對市場所造成之正、反面競爭效果，在許多情況下是相似或

相同的。以本案事實為例，上、下游業者間交換關於經銷商違反建議價格

的訊息，有助於上游廠商避免下游市場的搭便車行為。基於該項資訊後續

所為之終止經銷權的作法，更有可能是出自於上述考量所為之獨立商業判

斷，未必與價格勾結有關。 12 

   2.3 具控制從屬關係當事人間之行為定性 

  控制與從屬關係可能出現在水平競爭者間及垂直交易關係當事人間。

當具限制競爭疑慮之行為出現在這類型關係中時，其究應被定性為「單

方」或「雙方」之行為，有較為形式面及強調實質功能面的二項看法。從

最形式的觀點而言，控制公司與從屬子公司間仍各自具備法律上獨立的人

格，故成立於二者間之協議，仍屬「雙方」行為。但若從實質功能面來

看，二者乃「經濟上的單一體」，從屬公司之相關商業決定，事實上掌握

在控制公司手中，故是單一企業所為之決策。目前，多數主管機關傾向於

採實質功能理論的見解。 13 

  近來與此議題相關之問題，乃競爭者所共同設立之合作組織，其內部

規則約束競爭者會員對外交易行為過程中所引發之定性爭議。由於這類型

組織通常具有其正面之促進競爭效果，對於產品或服務的提供，有相當的

11 Monsanto Co. v. Spray-rite Service Corp., 465 U.S. 752 (1984).  
12Id., at 762-764. 
13美國法可參考 Copperweld Corp. v. Independence Tube Corp., 467 U.S. 752 (1984);歐
盟法可參考 Case C-73/95 P, Viho Europe BV v. Commission, 1996 ECR I-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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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故當組織成員共同採行並遵守組織之規定時，究應將其行為視為

是組織單方行為，或是競爭者間之聯合協議? 在學理及實務上均出現疑

義。最典型的案例，即美國 2010 年的 American Needle, Inc. v. NFL 14一

案。該案涉及美國職業足球聯盟以獨家授權(exclusive licensing)的方式，

要求旗下所有球隊均只能將其隊徽商標授權給 Reebok International 公司

生產週邊的球隊帽子和相關產品。被排除於授權名單外的 American 

Needle 公司以 NFL 違反修曼法第 1 條禁止聯合行為之規定，提起反托拉

斯法訴訟。NFL 在抗辯中主張，運動聯盟對職業運動有密不可分之關

係，球隊於加入聯盟後，應集體受聯盟關於規則之約束，放任成員自由競

爭長期而言不利於美式足球運動的推展與品質的提升。NFL 主張球隊統

一遵守聯盟的獨家授權安排，即在於反應組織之此一功能，不能將其視為

是球隊間之聯合協議。然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本案表示，並非所有的

聯盟規則均可視為與聯盟運動的發展有不可分割的關聯。比賽規則、球員

資格、或選秀條件等，均與聯盟運動能否有效率的被提供於市場中，及運

動品質能否被確保有直接的關係，將對球隊之相關限制視為是聯盟所為之

單方行為有其合理性。反之，球隊基於個別不同隊徽商標，於市場中爭取

最有利之授權條件與利潤，與確保運動「產品」品質或推展並不必然的關

聯。獨家授權安排，限制了商標授權市場的競爭，本質上應視為是球隊間

之一項共謀協議。 

 

第二節 搭售行為之類型定性 

 

  承接上節所述之單方與雙方行為區分，從競爭法上之法效果來看，搭

售行為可進一步區分為單方搭售 (unilateral tying)與協同搭售 (concerted 

14560 U.S____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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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ing)二個類型。 15前者為本計畫之研究主題，理論上應在「合理原則」

下進行檢視，綜合評估行為之競爭效果，特別是搭售是否具有讓事業得以

進行封鎖、排除競爭的效果，而得以將市場力延伸至他市場，以及搭售所

具有之降低交易成本及確保產品品質等正當商業上考量等。至於協同搭

售，性質上則較屬於雙方的聯合行為，法律上也較傾向於以較嚴格之「當

然違法」原則來檢驗其促進勾結的效果為何。因此，如何定性搭售之類

型，也同樣關係到後續該採行何種分析原則，以及最終可能的法律結論。 

  若從較為形式的角度來判斷，單方搭售意指單一賣方要求買方同時購

買其他搭售產品(tied product)，作為其出售主要產品(tying product)之條

件。反之，協同搭售則指二個以上之賣方共同要買方為強制搭配購買的允

諾。在美國或歐盟法下，協同搭售也可包括買賣雙方彼此透過協商合意所

形成之搭售安排。反之，若依上述關於美國法定性單方或雙方行為之較為

效果面導向的方法來看，則搭售的類型可作進一步的細分。 16單方搭售行

為除了包括賣方強迫買方須同時購買主要及被搭售產品外，賣方也可要求

買方不得向競爭者購買所需之被搭售產品，來實現排除或擴大市場力的目

的。在協同搭售的情形，可更具體細分為以下三項類型。其一、二家以上

同時銷售主要與被搭售產品之競爭廠商，共同合意要求交易買方接受搭售

安排; 其二、主要產品廠商與被搭售產品廠商雙方合意，由主要產品廠商

要求買方須同時購買被搭售產品; 其三、主要產品廠商與另一主要產品廠

商達成協議，以拒絕交易的方式，來協助主要產品廠商落實對買方之搭售

安排。例如影印機品牌廠商要求其零件供貨商，不得銷售零件與獨立維修

商, 以利品牌廠商對影印機使用者實施零件與售後維修服務之搭售安排。 

       我國公平法對聯合行為之定義限於水平競爭者間之協議，故上述協同

15 Christopher R. Leslie, Unilaterally Imposed Tying Arrangements and Antitrust 
Concerted Action Requirement, 60 OHIO ST. L. J. 1773 (1999). 
16See id., at 17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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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售類型中的第二類型，將不構成雙方聯合行為。至於第一類型的協同搭

售，由於其本質上形同競爭者間同意以搭售行為作為聯合分割市場或訂價

之工具，主要目的在創造分割市場與固定價格，故應屬於是聯合行為。較

有爭議者，乃第三類型之搭售。若從當事人之目的在於協助主要產品廠商

延伸市場至其他市場的角度來看，則競爭對手的合意，本質上似可視為是

一項促進該目的實現的工具，故應將其視為是實施搭售行為廠商之單方行

為。但若從實質限制競爭的效果來看，此類型的搭售行為不論是從市場的

排除效果或限縮消費者選擇的角度來看，其程度可能均大於單一廠商單獨

所為之搭售。再者，若從上一節所提及之以設計救濟手段的難易作為競爭

法區分單方與雙方行為之理由，則解決此一類型競爭問題最有效的手段，

應是從打破水平面之拒絕交易聯合協議，透過市場的替代選擇，來抑制廠

商利用搭售實現擴大市場力之目的。 17 

 

第三節 忠誠及捆綁折扣之類型定性 

 

  折扣(discounts, rebates)是市場中相當常見之促銷手段，即使是不具

市場力的廠商，也常以不同之產品價格優惠方式，來吸引消費者對其產品

的青睞。因此，折扣事實上可能只是在反應市場競爭的現實，對消費者而

言，也可因此享有競爭所帶來之低價利益。不過，誠如 Elhauge 及

Geradin 教授所言，「折扣」一詞往往會誤導一般人相信買方必然能以較

低價格取得產品或服務; 事實上，當具市場力廠商基於反競爭意圖而實施

忠誠或捆綁折扣時，買方非但無法享有低價利益，賣方更有可能利用此一

交易安排來剝奪消費者福利。 18自競爭法的角度來看，忠誠或捆綁折扣僅

17Id., at 1790. 
18EINER ELHAUGE& DAMIEN GERADIN, GLOBAL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 570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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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選擇與不選擇折扣安排買方間之價格差異，至於折扣方案本身對市場

競爭之實質與潛在影響，則尚須透過對行為之經濟分析，判斷消費者是否

因折扣安排而實質上需付出較不接受折扣計畫時更高的價格，以及折扣計

畫是否具有排除具同等競爭效率潛在競爭者之效果。 

  雖然在實務與形式上，廠商的「折扣」安排可能會以不同的類型出現

於市場中，但若以折扣計畫內容所涉及之產品數量多寡為標準，則可將其

歸納為「單一產品折扣」(single-product discounts/rebates)與「多數產品

折扣」(multi-product discounts/rebates)二大類型。 19所謂的「單一產品折

扣」乃指具市場力量之賣方，對購買「數量」或「比例」達到或超過一定

門檻要求之買方所給予之價格折扣。若以折扣的適用範圍來看，可進一步

細分為「回溯性折扣」 (retroactive rebates/discounts; roll-back discounts; 

first-dollar discounts; all-units discounts)，即折扣適用於「所有」買方所

購買的產品單位數量，以及折扣只適用於超過門檻之購買單位數的「增量

折扣」(incremental rebates/discounts)。「忠誠折扣」(loyalty rebates)即屬

常見之「單一產品折扣」類型。廠商利用此一價格優惠，期待創造出買方

購買其產品之「忠誠度」。舉例言之，獨占廠商甲以 1000 單位或買方所

需產品數量之 80%作為折扣門檻，買方只要購買超過該門檻，則超過的

部分(「增量折扣」)或所有的購買產品(「回溯性折扣」)均得享有一定的

價格折扣。不過就競爭效果而言，以「量」為門檻之忠誠折扣，由於通常

並未具體限制買方可以和競爭對手交易之比例或數量，其排除及封鎖競爭

的可能性相對較低。實務上，忠誠折扣與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 在

契約內容上或有不同，獨家交易契約通常是以接受獨家購買義務作為契約

成立之前提，買方只有選擇接受或不接受的可能。相對的，在忠誠折扣

下，買方形式上似有較多的選擇。但從實質的競爭效果而言，二者似無太

19OECD Policy Roundtables: Fidelity and Bundled Rebates and Discounts 19-20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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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不同。例如，在反托拉斯法下，二者均是以受該約定影響而被排除於

競爭外之競爭廠商市占率多寡為主要的判斷依據。另外，廠商往往難以精

確估算交易相對人因違反獨家交易約定所受之具體損害，而獨家交易安排

也會因違法反托拉斯法，而在契約法下被認定為無效，而無法請求損害賠

償。因此，廠商用以制裁違約廠商的手段，主要仍是以令違約者喪失未來

交易機會以及原本可享有的折扣利益為主。相對的，廠商也可以將折扣訂

得高於違約所需負擔之損害賠償額，來達到獨家交易的目的。 20 

  至於在「多數產品折扣」部分，常見的類型乃賣方提供同時購買二個

或多項其他產品的買方價格折扣。在捆綁折扣的部分，買方仍同時享有購

買捆綁產品組合中個別產品(separate products)的權利，不過捆綁價格通常

會低於單獨購買組合產品之價格總合，甚或是低於單獨購買主要產品的價

格。舉例言之，若甲廠商是 A 產品的獨占廠商，但於 B 產品市場並無市

場支配力。假設對甲廠商而言，A 產品的最適價格為$100，B 產品的競爭

價格為$50。甲可以透過對二項產品個別價格與組合價格的操縱，提高消

費者願意購買其所生產的 B 產品的意願。最簡單直接的方式，即是提供

買方得以$140 同時購買 A 和 B 的購買選項。另外，甲也可以將 A 的價格

調高至$200，同時以$150 出售 A 和 B 的組合產品.  即使甲將 A 的價格設

在$140，A 和 B 的組合價格設在$150，只要買方因單獨購買 A 所受之不

利益($140-$100=$40)，高於選擇甲所生產而非其競爭者所提供之 B 產品

所需承擔之成本時，買者仍會選擇同時購買 A 和 B。 21據此例示，雖然搭

售與捆綁折扣有類似於忠誠折扣與獨家交易之形式上差別，但就實質的競

爭效果而言，二者並無明顯的不同。 

20ELHAUGE &GERADIN, supra note 18, at 571.  
21Id., at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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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忠誠折扣與捆綁折扣的經濟分析 
 

 

       一般而言，折扣降低價格、促進市場競爭，為競爭主管機關所歡迎。

但「忠誠折扣」或「捆綁折扣」則可能產生一些限制競爭的結果，本章將

對這兩類型折扣進行其「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之經濟分析。 1 

「忠誠折扣」被廣泛的使用於企業行銷，它指的是，只要在一段期間

內，買者所購買的某一產品，達到某一規定數量，就可獲得價格折扣。 2

此一「規定數量」即為「折扣門檻(threshold)」，買者購買該一產品之數

量若超過門檻，折扣優惠就開始生效。 3折扣優惠方式，一般有兩類，一

為「增量折扣」，一為「回溯性折扣」。前者只針對超過折扣門檻的數量

予以折扣，後者則對一買者之所有購買量全部給予折扣。 

       忠誠折扣與普通數量折扣(quantity discounts)有時候並不容易清楚區

別，不過，兩者之主要差異，即在於所謂「忠誠」的行為表現，因此忠誠

折扣往往會設定一個接近或等於買者預期總需求量的高門檻。在實務設計

上，供應商可能給不同的購買者不同的折扣結構，也可能給予所有買者相

同的折扣結構。 4 

所謂「捆綁折扣」是若買者同時買兩種(或多種)產品時，則賣者就給

予折扣，因此，包裹之價格會小於各成分產品拆開分買時的價格總和。這

1 亦可參閱：陳和全，管理經濟與策略，第 18 與 22 章(2011)。由於本研究重點在於近
期歐美廣泛留意的「忠誠折扣」議題，因此本節經濟分析將不包括「搭售」這一老議
題，讀者可參閱陳和全，第 18 章。 
2  「忠誠折扣」之英文，於文獻與檔案上，除了慣用的 royalty discounts 外，尚有
fidelity discounts 及 target discounts 等。折扣一詞，是 discount，也交替使用 rebate；
後者文意雖偏重於事後的回扣，但也都是事前的約定，與前者實質意義相同，故於此一
支文獻上的英文用語，兩者被交替使用，而於中文翻譯上，則一律使用「折扣」一詞。 
3 門檻的設計，有的是規定一個數量，有的是規定達到過去一段時期內銷售量的某一比
例。 
4 前者稱為「個別裁量折扣結構(individualized target rebates)」，後者則為「統一標準
折扣結構(standardized target reb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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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商業應用上，亦相當普遍。捆綁與搭售的差別是，前者包裹內的各

類型產品之比例固定，而後者之數量可以由買者自由決定。單純捆綁銷售

(pure bundling) 並不提供產品拆售的選項，而混合捆綁銷售 (mixed 

bundling)，則同時提供各產品分售的選擇。 

       忠誠折扣與捆綁折扣之本質是類似的。在「忠誠折扣」中，廠商規定

購買某產品「一定數量」方可得到折扣優惠；而在捆綁折扣中，廠商往往

是把其具支配勢力的財貨與其它「一定數量」的競爭財貨綁在一塊行銷，

其價格會較拆開分買時為低，這概念等同於：「買我支配地位的財貨，若

再同時購買我其它競爭財貨達一定數量，則可以得到折扣優惠」，與忠誠

折扣類似。 

       忠誠折扣與捆綁折扣，有其促進競爭的效果，但也有一些可能產生的

限制競爭效果，本章將逐一分析之。尤其，忠誠折扣所產生的競爭關係變

化，值得仔細了解，故特別將其詳述於第一節。 

 

第一節 忠誠折扣之競爭者誘因 5 

 

忠誠折扣最直接涉及的問題，就是購買者「轉檯成本 (switching 

cost)」的增加。假設，乙零售商去年平均每月購買某產品 100 單位(故去

年全年該產品之購買總量為 1200 單位)。甲製造商於是單方面提供承諾給

乙零售商，只要乙於今年度內，向其購買之產品總數達 1200 單位，則全

部數量的每一單位都將折價 50%。(亦即，返還先前已付的價金 50%)。於

是，當乙零售商之購買數量愈來愈大(靠近優惠折扣門檻愈來愈近)，則此

時它若轉向其它供應商購買產品，其損失(即向它廠購買的邊際成本)將隨

之愈大，亦即其轉檯成本將隨之愈高。因此，忠誠折扣的設計，將會使得

5 本節之誘因分析，參照陳和全，同註 1 ，第 2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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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零售商在某種程度上為甲製造商所套牢，導致市場購買數量之流動性減

少，如果其它競爭廠難以推出類似的折扣策略以為競逐，則此購買數量流

動性的降低，即意味著市場競爭程度的被削弱。 

       假設廠商 A 提供了如下的承諾：「於某一定期間內，若買者向其所購

買的產品數量不大於 qT，則每一單位訂價 PA；若購買數量大於 qT，則全

部所購的每一單位都將回溯給予折扣，價格變為 PA-dA。」這裏的 qT即為

「折扣門檻」，而 dA 則為折扣優惠。為了分析忠誠折扣所產生的強烈誘

因，我們假設目前某一買者之總需求量為 Q = qT + q′單位，其中 q′為不

屬於門檻的數量；同時假設，市場上存在(或潛在)一個具有相同生產效率

的 B 廠商，其生產邊際成本與廠商 A 相同(都是 m)。我們想要分析，它廠

商 B 若要誘離此一買者原先打算向 A 購買的部分數量，則在 A 採行「忠

誠折扣」策略之下，B 廠成功誘離買者轉檯購買其產品的價格該如何訂

定。 

基本上，它廠商 B 想要吸引該買者轉而向其購買，它必須要能提供

出更為便宜的購買價格。我們可以進行如下的誘因分析： 

 

 當該買者全數需求量都跟 A 廠購買，則其所支付總額為：C1 = (PA – 

dA )Q。 

 當 B 廠僅成功誘使買者少量(qB)轉購，設 qB ≤ q′。則該買者所支付之

購買總額為：C2 = (PA – dA )(Q - qB) + qBPB = C1 - (PA – dA - PB)。故

要成功誘使該買者轉向 B 廠購買小量，必需 C2 ≤ C1，亦即 PB ≤ PA – 

dA。 

 當 B 廠成功的誘使買者大量(qB)轉購，使得 qB > q′。則該買者所支付

之購買總額變成：C3 = PA(qT + q′ - qB) + qBPB = C1 + dA (qT + q′) – 

(PA – PB)qB。 故要成功誘使該買者轉向 B 廠購買較大數量，必需 C3 

≤ C1，亦即 *)( PqQdPP BAA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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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數學，可以完全從經濟意涵上解讀。當僅有小數量被誘離轉向

B 廠時，因為並未使得該買者喪失在 A 廠所享有的折扣優惠，因此，B 廠

想要拉攏這些小數量的轉枱，其所面對的 A 廠競爭價格是 PA-dA，亦即，

B 廠只要開出的價格不大於 A 廠該折扣優惠價格，就可以有效吸引該買者

向其轉購「少量」。由於 B 廠與 A 廠假設是具有相同的生產效率，因此

B 廠具有開出此一價格的能力，這時所形成的價格競爭，增進了市場效

率。 

       但是，當 B 廠想要誘使該買者向其轉購更大數量時，因為這會使得該

買者向 A 廠購買數量變得小於折扣門檻(qT)，而無法再享有 A 廠所提供折

扣價格(此時必需支付 A 廠購買單價為 PA)，B 廠若想要拉攏該買者做出這

樣的決定，就得先行補貼該買者因為轉枱而所損失從 A 廠處所得的優

惠，其大小就是等於原先購買者所可享有的折扣優惠總額，亦即為 dAQ。 

       如果 B 廠能夠給付該買者 dAQ 作為補貼，則只要訂價不大於廠商 A

的價格(PA)，就可以有效拉攏該買者之轉購。假設，誘離轉購數量為 qB，

則廠商 B 在成功吸引買者轉購後的最大可能淨收益(net revenue)為 qBPA - 

dAQ, 而每單位的平均最大可能淨收益則為 PA - dAQ/qB，定義這個值為

P*。也就是說，廠商 B 要能成功誘離原向 A 廠購買的數量 qB，則其每單

位平均訂價 PB，不得大於 P*。這裏，P*即為所謂的有效價格(effective 

price)，本文稱其為「最大可能誘離價格(maximum inducing price)」。 

        事實上，這等「補貼」，如同兩段訂價(two-part tariff)中的定額給

付 ， 也 類 似 於 廠 商 投 資 時 所 必 需 先 行 付 出 的 固 定 成 本 (ex ante 

investment)。B 廠要想有機會成功誘離 A 廠的原買者或數量，大到 qB > 

q′，則它就必須先行付出固定成本 dAQ。由於平均固定成本，會隨著規模

愈大而遞減，也就是，它會隨著誘離轉購數量愈大而愈小，因此一旦 B

廠給付了固定成本，則它勢必要想辦法達到最大可能的誘離數量，如此才

可以提增淨收益，其所開出的實質價格(PB)也就可以相對較高。 

 
 

24 



 

       由於實質平均誘離價格(PB)一定不大於最大可能誘離價格(P*)，依前

述之分析，我們知道，最大可能誘離價格(P*)會是一條非線性結構訂價。

這一條結構訂價曲線繪於圖一，同時，我們於表一呈列了兩組不同折扣門

檻的數值模擬。圖一所示，當成功誘離的數量尚未使得願購者失去 A 廠

折扣優惠時(即 qB < q′)，其最大可能誘離價格為 PA – dA。但是，如果 B

廠所能誘離的只是 q′+1，此時要付出的代價最大，因為剛跨過門檻，固

定成本之攤分最小，誘使買者轉檯的最大可能誘離價格最小 (PA – 

dAQ/(q′+1))，甚至有可能會小於零。此後，隨著誘離數量漸增，最大可

能誘離價格也隨之漸增。當成功誘離的數量增加到該買者全部總需求量

(Q)時，則廠商 B 所需開出的價格，也只要是不大於 PA – dA 就可以。 

       因此，面對 A 廠的忠誠折扣，它廠若無法成功誘離夠大的數量，其誘

離訂價就得相對低許多， 6結果就很可能出現誘離訂價必需小於邊際成本

m 的現象。 7如圖一所顯示，除非 B 廠能夠誘離高達 qm的數量，否則其誘

離訂價就得小於邊際成本 m。而於表一的案例模擬中，顯示廠商 B 必需

挖取 60%(即 720 單位)的數量，其最大可能誘離價格才會等於其邊際成

本，一旦小於 720 單位，則其最大誘離價格只能小於邊際成本，亦即「賠

本誘離」。由我們假設廠商 A 與它廠 B 具有相同的生產效率，而 B 廠若

無法從忠誠折扣廠(A)處誘離出夠大的數量，則它的最大可能誘離價格就

6 這一論點亦正是歐盟委員會在 Virgin 航空公司控告英國航空公司一案中，顯著明示的
論點，也是其據以判斷英航違法的主要論據。歐盟委員會提到：「Conversely a 
competitor of BA who wishes to give a travel agent an incentive to divert some sales from 
BA to the competing airline will have to pay a much higher rate of commission than BA 
on all of the tickets sold by it to overcome the effect」。請參考 European Commission 
(1999)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4 July 1999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IV/D-2/34.780 – Virgin/British Airways) (2000/74/EC),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ities, L. 30/1 (Fegruary 4, 2000). 
7 本文假設兩家廠商之邊際成本相等，亦即是具「等同效率」的兩家廠商。一般而言，
採用忠誠折扣的廠商都是市場中具較大規模的廠商，若此等廠商採行忠誠折扣都已足以
導致「等同效率」的競爭廠商無法繼續經營，則其它「較差效率」的競爭廠商更是無法
生存，故分析「等同效率」廠商受到衝擊的大小，是一個足以做為評判忠誠折扣的比較
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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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小於其邊際成本。顯然的，因為 A 廠採用之「忠誠折扣」，競爭對

手 B 廠之競爭空間因而受到了嚴重排擠，可能傷害市場競爭。 

       另外，如果 A 廠的折扣太大，以致於折扣價格小於了邊際成本，加

上忠誠折扣所造成的轉檯高成本，將使對手廠商或者潛在廠商被排除於市

場之外，這也可能涉及了「掠奪訂價」違法行為。另外，搭配「搭售」策

略，可以把其所構築的高轉檯成本延申至另一產品市場上，傷害另一市場

之競爭程度。這些可能引發的違反公平法行為，將逐一列述於後。

 

PA - dA 

q′  Q  qB  

P*  

說明：(1)要成功誘離數量 qB，誘離價格必需 PB ≤ P*；(2) Q = qT + q′;  
           (3) qm = dAQ/(pA-m) 

P 

圖一競爭者之最大可能誘離價格 

m  

PA – dAQ/(q′+1)  

0  

P*  

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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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競爭者之最大可能誘離價格模擬 
A 廠原價(PA)=100，折扣(dA)=30，買者預期總需求(Q)=1200， 
兩廠邊際成本(m)=50, Q = qT + q′ 

折扣門檻(qT) = 960 (即 90%Q)  折扣門檻(qT) = 1200 (即 100%Q) 
誘 離 數 量

(qB) 
最大可能誘離價格

(p*) 
 誘 離 數 量

(qB) 
最大可能誘離價格

(p*) 
1 70  1 -35900 
100 70  100 -260 
150 70  150 -140 
200 70  200 -80 
241 -49.38  241 -49.38 
300 -20  300 -20 
350 -2.86  350 -2.86 
400 10  400 10 
500 28  500 28 
600 40  600 40 
700 48.57  700 48.57 
720 50  720 50 
800 55  800 55 
900 60  900 60 
1000 64  1000 64 
1100 67.27  1100 67.27 
1200 70  1200 70 

 

 

第二節 忠誠折扣之「限制競爭」 

 

在前述的誘因分析中，我們知道，如果它廠無法從實施忠誠折扣的廠

商手中挖走客戶的某一水準大量購買數，則其誘離訂價就可能要小於邊際

成本才能奏效，因此導致顧客被大廠壟斷套牢，市場數量流動性大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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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競爭受到壓抑、市場競爭效率不復存在。 

在此提醒讀者，當一個廠商採行忠誠折扣時，或許它可以限制競爭對

手或潛在競爭者的競爭力量，但是否足以傷害市場競爭，猶需仔細探索。

尤其必須留意，使用忠誠折扣的廠商： 

 其原來市場力量是否夠大； 

 市場中同時採用忠誠折扣策略的廠商數目是否很多； 

 同時，是否存在顯著的規模效益(economies of scale)、網路外部性、

與買者轉檯成本。 

 

1.顯著不對稱優勢 

 

競爭廠商挖不走實施忠誠折扣廠商之某一水準數量，是可能實際存在

於市場的。一些廠商儘管身處多家競爭者的市場，但因可能具有顯著不對

稱(significant asymmetry)地位， 8而使其忠誠客戶之購買量不易被挖走，

因而壓縮市場的購買量流動性，限制了市場可競爭性，廠商數目也可能因

而減少。 

這一顯著不對稱地位，可能來自於廠商品牌聲譽所建構的「品牌忠

誠」，或由於該品牌本身品質較好、或者由於它是市場慣用的先驅產品、

消費者在過去就比較長期偏好使用它。因此，零售商對此產品之進貨會設

定一個比較大量的「必需存貨(must stock; must have; must buy)」，這一

部分的數量，基本上是它廠商所誘離不走的部分，屬於市場上不可競爭

(non-contestable)的需求量。不可競爭的數量愈大，則在忠誠折扣下，可

以被它廠挖走的數量就會愈小，即市場中的可競爭 (contestable)數量愈

小。在這樣的狀況下，它廠商為了誘離忠誠折扣下的客戶與數量，其所須

8 OECD Policy Roundtables: Loyalty and Fidelity Discounts and Rebates. DAFFE/COMP 
2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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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出的誘離價格相對就要更低，甚至得低於其邊際成本。此時，它廠商儘

管具有與實施忠誠折扣廠等同的生產效率，也不足與該廠競爭，導致競爭

廠商被擠壓，甚至導致競爭廠商退出市場、具等同效率的新廠無法進場競

爭、市場競爭程度減少。 

前述的判斷，正是歐盟委員會採用「價格成本判斷(price-cost test)」

中的判斷依據。 9不過理論分析上的邊際成本，於實務上往往不可取得，

因此歐盟之判斷法中的成本標準，採用的是「平均可避免成本(AAC)」或

者是「長期平均增支成本(LRAIC)」， 10在美國則主要採用「平均變動成

本(AVC)」。所謂「平均可避免成本」指的是，當廠商關門時即不會產生

的成本，而「平均變動成本」則是，廠商營運後隨著生產而所帶來的成

本。平均變動成本不會大於平均可避免成本，因為後者包含了一部分可回

收的固定成本。「增支成本」的相關概念，在歐盟主要是用於複雜的電信

事業之成本計算。由於電信事業，網路平台交通連結服務非常複雜，提供

者與新舊連接著都共同使用這樣的網路服務，在成本切割上非常困難。因

此在計算上，都是針對某一個案或群體來看，因此「增支成本」係指電信

事業，於某一個案中為了增加某項特定服務(包含產品與數量)，而直接或

間接可歸屬於該個案的成本。 11 

在歐盟判斷法則下，只要具同等效率的它廠，其最大誘離價格小於平

均可避免成本，一般而言，該案會被認為具傷害市場競爭之結果；若最大

誘離價格大於長期平均增支成本，則該案不被認為具有傷害市場競爭之後

果；若是最大誘離價格介於這兩個成本衡量標準中，則必須進一步考慮其

它相關因素後審慎評量。 

9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Guidance on the Commission’s Enforcement 
Priorities in Applying Article 82 EC Treaty to Abusive Exclusionary Conduct by 
Dominant Undertakings, 2009/C 45/02, 24 February 2009, §23. 
10同前註。 
11陳和全，同註 1，第 2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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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路外部性 

 

不可競爭數量的部分，不僅只是因為品牌忠誠的原因所致。在現代許

多具有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的產業中(如電腦軟體產業)，由

於廠商之規模愈大，則其使用者之效用就會呈現 convex 遞增，因此，想

要誘離這類型產業中的大廠數量，所需開出的誘離價格自然要較低。若這

類型大廠再行使用「忠誠折扣」優惠策略，則其它廠商想要大量挖走數

量，更是難上加難。 12這樣的產業中，一個僅僅領先小幅銷售量的廠商，

利用忠誠折扣為手段，就可以轉化為長期的優勢。市場中，若存在一些這

樣的廠商，同時利用這樣的手段，則一些原本銷售量僅小幅落後的廠商，

就會失去市場競爭能力。 

在具有網路外部性的產業中，一個產量領先的廠商，儘管面對市場中

其它同等效率廠商的競爭，在沒有採用「忠誠折扣」下，網路外部性的效

果，可能已經足以促成其快速擴張市場占有。若這類產量領先的廠商，再

同時採用「忠誠折扣」，便能為加速擴張效果。因此，要判斷忠誠折扣是

否是造成「排除競爭」之主要因素，而予以禁制，就必須審慎分離「網路

外部性」與「忠誠折扣」各自的作用大小。基本上，網路外部性的存在，

增加廠商的壟斷力，促長價格；但是，忠誠折扣的使用，會導致價格下

跌。在判斷具網路外部性產業時，事實上，忠誠折扣可以促進競爭、也可

能壓制競爭，必須仔細分析研判。 

不論如何，忠誠折扣會發生限制市場競爭之結果，只有在於實施者是

市場上的大廠，或者是市場上具優勢地位的廠商。只要市場上仍然存有不

12稱此類型市場為「 tippy markets」，因市場數量會快速傾斜匯聚於某一 (些 )大廠。
OECD，supra not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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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未採用忠誠折扣策略的廠商或潛在廠商，則一般而言，忠誠折扣策略的

使用並不致於傷害市場之總體競爭程度。 

 

3.勾結聯合 

 

如果兩家廠商同時採用忠誠折扣，則因客戶或購買數量流動變低、轉

檯成本變高，因此各廠可以更為有效的綁住各自客戶與購買量，加強了勾

結(collusion)的穩定性。 

若某廠商欺騙，它就必須很大幅的降價，才足以誘離對方的客戶與購

買量，一者，此等大幅降價可能不符合成本，不易採行；二者，挖走採用

忠誠折扣廠商的客戶或購買量，必需誘離大量才能夠使得誘離價格不致低

於成本，此一誘離的大數量，很容易就被對方查覺，因此欺騙行為不易遂

行。此二者，都使得既有的勾結容易有效的持續。 

  

4.差別價格 

 

在忠誠折扣策略下，顯然的，對於同一買者，其給付價格是非線性

的，未達門檻數量以前，單價較高，達到門檻後，價格較低，這是對同一

買者不同購買數量但相同生產成本的產品，訂定不同價格，是差別訂價的

呈現。另外，廠商也可能對不同的買者訂定不同的門檻數量水準，甚至是

不同的折扣水準，這也都構成了差別訂價。尤其是後者，對於市場不同零

售商訂定不同的門檻數量水準或折扣水準，可能導致零售市場競爭受到傷

害。這一議題，可以回歸到單純的差別訂價，來分析零售市場的競爭發展

是否因此而受到了限制。 

差別訂價的利弊，需依個案分析。一般而言，差別訂價之下的社會福

利要有所增加，其必要條件是市場上的總產量得要增加，這是一個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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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準則。因為，在不同訂價下，買者的需求面上會出現配置不效率(配

銷不效率)，為了使得社會福利增加，則這一配置不效率必須有效的被總

產量的增加所抵銷。忠誠折扣在這一方面的問題，也是雷同：一者，給不

同買者不同忠誠折扣設計，是有可能增加總體市場產銷量的；二者，給予

個別不同忠誠折扣勢必仍然無法達到配置效率，因為個別的需求無法精確

估計。審視時，必須同時考慮這兩個效應之大小。例如，在 1999 年

Virgin 航空控告英國航空一案中，歐盟委員會對於英航對旅行社所提供的

「忠誠折扣」機制，認為同時違反了「價格差異」規定。 13 

另外透過複雜包裝的忠誠折扣，可以使客戶之間難以精確比較購買價

格，增進客戶間轉售的交易價格(transaction cost)，可以有效降低轉售之

可能性，增加價格差異的穩健存在。 

 

5.價格透明度 

 

價格透明度(price transparency)對於市場競爭而言，或許有其促進競

爭的重要性。然而，價格透明也有可能造成反競爭效果，例如，價格透明

可以有效促進勾結穩健；同時，價格不透明也同樣可能引發限制競爭。因

為買者之間無從比較價格差異，這使得賣方廠商進行價格競爭的誘因下

降。忠誠折扣策略，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這樣的功能。 

       在忠誠折扣下之買者價格，基本上呈現出不確定性，因為，折扣策略

是建立於買者未來一定期間(如一年)的預估銷售量之上，買者基本上是難

以確定能否於這一段期間內達到門檻標準。因此，其價格之預估也只能侷

限於平均值，而少了實質意義，價格比較也就不容易進行，這使得賣方廠

商降低了市場競爭的誘因。 

13 European Commission,supra not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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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獨家交易 

 

當忠誠折扣的門檻數量等於買者一定期間內的預期總需求量時，此時

即可能構成獨家交易行為，亦即圖一中，qT = Q, q′ = 0。一般而言，買者

是比較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安排，因為獨賣一家品牌可能無法吸引充分的消

費量，同時面臨的經營風險也相對較大，因此，涉及獨家交易，賣者於忠

誠折扣之安排上，往往會在實質上或法律上明顯要求。 

一如其它許多文獻的分析，獨家交易最主要傷害市場競爭的因素，在

於它限制了競爭對手或潛在競爭者的行銷管道。不過，如果不是市場優勢

廠商(dominant firm)或者大多數廠商採用獨家交易策略，僅管少數競爭對

手或潛在競爭者之行銷管道受限，仍不一定足以構成對整個市場競爭程度

的限制。 

如果競爭對手經營效率本來就很差，或者市場本來就存在著很高的入

場阻礙(barriers to entry)，僅管獨家交易對於限縮競爭對手之競爭力量有

所作用，但仍不足以斷定該策略對總體市場競爭程度有顯著的影響。這是

因為市場之不具競爭程度，在獨家交易策略採用前就已經存在，因此，在

這一市場中，我們必須審慎析離「獨家交易」本身對市場競爭的加乘效

用，才可斷定這一策略是否顯著影響市場競爭。 

歐盟委員會 1999 年於 Virgin 航空控告英國航空一案中，就曾判決英

航對旅行社所提供的「忠誠折扣」機制，違反了「獨家交易」規定。 

 

7.掠奪價格 

 

掠奪訂價策略，意指透過很低的價格，逼使競爭廠商面臨無利可圖，

而退出市場或不敢進入市場。理論上，兩家完全一致的廠商，若一廠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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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訂價而忍受負利潤，其虧本額度會遠比被掠奪者還大。因此，掠奪要

能成功，該廠必須在市場上具有「顯者不對稱」的優勢。 

一般而言，掠奪訂價呈現出的實務現象有兩個。一方面，掠奪者現在

呈現價格小於成本，另一方面，掠奪者訂價未來有可能回升至高水準價

格。若判斷結果明顯的可能符合這兩項要件，則該廠商就很可能正在採行

「掠奪價格」。 14 

然而企圖「掠奪訂價」的廠商，可以透過「忠誠折扣」的搭配，達到

掠奪訂價的結果，卻沒有掠奪訂價的顯然現象。因為「忠誠折扣」的採

行，可以讓該廠不必訂定低於成本的價格，就能擠壓競爭者的生存空間。

只要優惠價格夠低(但仍大於成本)，競爭者的最大可能誘離價格就可能小

於成本，使得競爭者在面臨不足的殘餘需求下，可能無利可圖而退出市

場，達到掠奪訂價所要的目的。 

事實上，以「忠誠折扣」進行掠奪，很少需要降價到小於成本的地

步，因此，在公平法審議上，很難判斷「掠奪」之成立。這正是執法單位

必需更為謹慎仔細分析之處。 

2001 年 Virgin 航空公司於美國控告英國航空公司之「忠誠折扣」, 涉

及企圖掠奪其飛行倫敦與美國五大城市之航線(紐約、華盛頓、芝加哥、

洛杉磯、與三藩市)。Virgin 航空認為英航透過這樣的手段，遂行掠奪或

反競爭行為，企圖壟斷市場，獲取市場力量。由於判斷「掠奪」訂價的兩

個基本要素，一是該廠商於該產品市場負利潤，二是該廠商透過壟斷力量

可能於未來調高價格。基於此，美國法院認為 Virgin 所主張的論點有兩

個。第一，英航飛行倫敦與美國五城的價格低於成本。第二，英航同時調

高其它壟斷航線的捆綁銷售機票，以從中立即回收掠奪的損失。 

14  這兩個基本準則也是美國法院於 Virgin v. BA 一案中所強調的。請參見 Virgin 
Atlantic Airways Limited, Plaintiff-Appellant, v. British Airways Plc, Defendant-
Appellee., 257 F.3d 256 (2nd Cir. 2001), Docket Number: 99-9402. Linked as: 
http://federal-circuits.vlex.com/vid/virgin-airways-british-plc-1852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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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忠誠折扣的基本理論，Virgin 要從英航實施「忠誠折扣」策略手

中搶回客戶或購買量，其訂價就得小於成本。從營運實務而言，小於成本

的訂價不可行，而 Virgin 又不具有英航如此規模龐的的路線網絡做為綑

綁工具，因此，Virgin 在倫敦與美國五城的航線上，處於被排擠的不公平

狀態。 

不過，美國法院最終判決英航並不違法。因為，沒有證據顯示英航在

倫敦與美五城航線上，價格低於成本；也沒有充分證據顯示，英航的「忠

誠折扣」策略，實質迫使大量旅客不購買 Virgin 航空的機票。 15 

 

8.基本判斷準則 

 

一般性折扣是價格偏低而有利於買者的，忠誠折扣亦有此現象。因此

判斷忠誠折扣是否可能限制了市場競爭，其基本準則在於檢視市場之長期

價格是否變高。若有，則代表著忠誠折扣可能造成廠商壟斷力提升、市場

競爭減弱，故而增高價格。判斷是否存在這一現象，可以由底下幾個面向

著手： 16 

 

一、價格透明度確實降低。 

二、既存或潛在的競爭者確實受到排擠，因而容易出現限制競爭的合作行

為，或者創造(加強)了廠商優勢地位。若觀察到這一現象，還必須更進一

步配合底下各面向研判。若底下這些面向都被符合，則長期的市場競爭傷

害就很可能已經發生： 

 

 沒有既存或潛在競爭者具有能力，可以提出相同的忠誠折扣來競奪多

15 同前註 
16 OECD，supra not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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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買者的大部分購買量。 

 既存競爭者的產量被迫減少。 

 如果既存與潛在競爭者所受的限制減少，則實施忠誠折扣的廠商，提

高價格可以獲取更高利潤(假設成本不變)。 

 買者沒有反制力量，以促使價格維持於或低於實施忠誠折扣策略之前

的市場價格。 

 當市場長期價格上升超過實施忠誠折扣前的水準，廠商不可能進入或

重新進入市場、或者擴充市場占有率。 

 買者因忠誠折扣而獲得之利益，小於後來價格高於折扣策略前水準時

的損失。  

 

基於忠誠折扣所引發的反競爭效果，其大小幅度與發生可能性，皆具

不確定性，因此在適用公平交易法時，必須採個案分析，依不同折扣類型

方式及相關市場特徵，進行審慎的檢視。 

 

第三節 捆綁折扣之競爭者誘因 

 

在單一產品的「忠誠折扣」中，廠商規定購買某產品「一定數量」方

可得到折扣優惠。事實上，捆綁折扣的本質，也極為類似於這樣的設計。 

廠商 A 把其名下的多個財貨捆綁銷售，其中有一個(或一些)財貨是具

有市場優勢的產品，而一些財貨則是處於競爭市場的產品。假設廠商 B

生產銷售的產品，只是廠商 A 捆綁財貨中的一部分，都是競爭市場產

品。 

捆綁銷售的特色，是買固定數量的壟斷財貨，一定要同時購買固定比

例的競爭財貨，不這樣做而想分開採買，就得付出相對較高的總和價格。

也就是說，廠商 A 事實上是規定，買者要同時採買某一固定水準數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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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產品，才能獲得較低價格(即折扣)。換句話說，買者要購買某固定數

量的壟斷財貨，就必須同時購買其競爭財貨達到「一定數量」，才能享有

折扣優惠。這裏，包裏中「壟斷財貨」的數量，因為是壟斷，因此成為買

者必買的數量，是屬於單一產品忠誠折扣中所謂的「不可競爭」部分；而

包裹中，競爭財貨必須達到規定的「一定數量」，即為單一產品忠誠折扣

中的「門檻」水準。 

準此而言，事實上，捆綁折扣可以視為單一產品忠誠折扣的一種變化

型式，因此，忠誠折扣中的「誘因」分析，當可類推於此。也就是說，競

爭廠商 B 想要由廠商 A(實施捆綁折扣者)手中成功誘離買者，其最大可能

誘離價格，仍然如圖一形式的非線性曲線，它仍然得用相對很低的價格，

才足以成功誘離廠 A 的原購買者，甚至得低於其邊際成本而不可行。 

所以，捆綁折扣，同單一產品忠誠折扣一樣，大為增加買者轉檯成

本、減少市場上買者流動性、排擠競爭對手，甚至傷害市場競爭。故於市

場競爭之分析上，大抵與上一節所述類似。 

不過，競爭主管機關之適法分析上，會相形更為複雜。如單一產品忠

誠折扣之分析，競爭者的最大可能誘離價格，受到採用忠誠折扣廠的折扣

大小所影響，折扣愈大(小)，則競爭者的最大可能誘離價格就愈小(大)。

然而，大廠的捆綁折扣是針對整個包裹而定，但競爭者只與大廠捆綁包裹

中的某一項(部分)產品競爭，該項競爭產品到底實質折扣多大，無法明確

切割，因此無法明確計算競爭者最大可能誘離價格，也就無法明確判斷競

爭者受到的壓制大小。實務適法上，如何把折扣優惠恰當的拆分(discount 

allocation)於包裹中各成分產品，是判斷上的一個棘手問題。 

上面的例子中，如果市場上的競爭對手，有能力可以推出與廠商 A

同成分的捆綁品，不論是單一競爭廠所推出、或者是廠商於市場中策略聯

盟而推出，則意味著，捆綁包裹在市場中存在著相同產品的競爭者

(bundle-to-bundle)，此時，競爭者的最大可能誘離價格，就可比照單一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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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忠誠折扣下的方式計算，判斷上不會有問題。 

 

第四節 捆綁折扣之「限制競爭」 

 

1.排除競爭 

 

Microsoft 於 2000 年在美國被控告違反反托拉斯法，其中一項就是

Windows 內建搭售新推出之 IE 網路瀏覽器。一般認定，透過其壟斷的

Windows 作業系統，Microsoft 可以甫一推出新品 IE，就可以攻佔瀏覽器

市場，結果，原先瀏覽器市場領先品牌 Netscape，在短短兩年由市占率

2/3 降至約 1/5，最後被收購。這也是搭售往往容易違法最重要的一點。 

捆綁折扣，在巧妙運用下，可以透過壟斷財貨之力量，提升甚至支配

了競爭財貨的市場力量，展現出「搭售」的相同結果。若果真如此，則此

時必須以「搭售」予以看待。而評定「搭售」，最主要的當然就在於其

「掠奪」的行為分析。 

透過多個產品的捆綁，以其中一個或數個具市場支配力量的產品，搭

配其它競爭財貨，廠商就可以護航其競爭產品，擠壓甚或掠奪市場上其它

販售單品(或僅部分競爭產品)的競爭品牌。同時，因捆綁中的成分產品，

品牌間進行交叉補貼，成本不易分析，若果真該廠之企圖在於「掠奪」，

也很難判斷出訂價低於成本的表徵準則。因此，大廠的捆綁折扣，可以成

為一個有效排除競爭者的利器。然而在公平法的判斷上，它最大的難處，

是「訂價低於成本」的表徵被掩蓋，因此判斷上仍需仔細析離「捆綁折

扣」的單獨效應。 

我們以美國 SmithKline Corp v. Eli Lilly &Co.一案為例。 17 在

17 427 F. Supp. 1089 (E.D. Pa. 1976), aff ’d. 575 F.2d 1056 (3d Cir.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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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Kline 進入市場之前，Lilly 已利用折扣行銷其名下的四種專利

cephalosporins 抗生素至醫院，並且具有市場壟斷地位。SmithKline 由國

外廠商授權，於美國境內販賣另一種抗生素 Ancef，形成國內第五個

cephalosporins 抗生素品牌，並與 Lilly 名下的一種抗生素品牌 Keflin 形

成競爭。因應競爭，Lilly 就把品牌 Keflin 授權製造，並改名 Kefzol，且

重新調整其原有折扣策略。它把原有的折扣再調降 3%，而且如果醫院購

買其中三個品牌(含 Kefzol)同時各達到一定數量，則再給予額外的 3%折

扣做為紅利。Lilly 事實上預期，包裹中除了 Kefzol 外的另兩個品牌，因

為是優勢品牌，要達到規定的最小數量，應該是沒問題，因此醫院為了獲

得額外 3%折扣的紅利，就必須購買其競爭品牌 Kefzo(與新廠 SmithKline

之推出品牌相競爭)，達到要求數量。 

因此，估計 SmithKline 必須於其產品價格折扣 20%，方能有機會誘

離 Lilly 的購買數量。僅管 SmithKline 能夠降低其生產成本，而達到與

Lilly 等同的生產效率，折扣 20%的低價格，仍然是無法於競爭市場中獲

利利潤。Lilly 透過兩個壟斷財捆綁一個競爭財並予以折扣，逼得甚至是

等同生產效率的 SmithKline 也被排除於市場競爭之外，法院裁定違法。 

這是一個典型的捆綁折扣。於這一案例中，我們知道會構成違法的

「捆綁折扣」，有一些必要條件： 

 

 推出捆綁折扣的大廠，其成分產品項中，必須有一項(或一些)具有市

場壟斷地位。 

 競爭者僅能推出包裹中的一項(或少部分)產品於市場中競爭。 

 當競爭者處於同等效率的假設下，其競爭產品依舊無法獲取正常利

潤。 

 

這種「排它性競爭」的產生，就非常的接近「搭售」的本質，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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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適法分析上，可以採用針對「搭售」的方法進行。 

 

2.差別價格 

 

廠商可以依據不同購買者對各產品的不同願付價格，訂定一個單一的

包裹價格，可以剝削到相對較大的消費者剩餘。此時，市場之總銷售量可

能是增加的，而且平均的生產與配銷成本，可能是下降的。基本上，這很

可能促成社會福利增加。因此，只要捆綁折扣不涉及「排除他廠競爭」，

則此等差別訂價就不會產生違法性問題。 

 

3.掠奪訂價 

 

當市場上存在有相同成分的包裹對包裹競爭時，則回歸到一般市場競

爭的判斷法則，是否存在掠奪訂價，以包裹之總成本為比較基準。但是，

如果市場上的其它競爭者，僅擁有包裹中的一項(或部分)產品，如同第三

節所述，買者可能因為其中的壟斷財貨是必須購買的項目，因而不得不向

此一推出包裹的大廠購買，而使得競爭者無法生存。 

往往一家具多樣化產品的大廠商，透過多種產品的包裝組合，推出捆

綁折扣，可以有效的於多種產品市場間進行交叉補貼，使其在所欲競奪的

產品市場中，具有更高競爭能力，甚或更高的驅逐或掠奪能力。 

在這樣的狀況下，要判斷推行捆綁折扣策略的廠商，是否涉及掠奪訂

價，就必須先進行包裹中該競爭產品的折扣拆分，據此計算出該競爭產品

的設算價格(imputed price)，以此拆分後設算價格與其成本進行比較，以

確認是否廠商有進行掠奪訂價。 

判斷一廠商之捆綁折扣策略，是否涉及掠奪訂價，其基本必要準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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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8 

 

 該競爭產品是否拆分後，設算價格小於生產該產品之增支成本 

(incremental cost)。 

 該廠商是否可能回收因掠奪而承受的短期損失。 

 該捆綁折扣策略是否已經造成或可能造成市場競爭的負面影響。 

 

AMC (Antitrust Modernization Commission)所建議的「折扣拆分安全

港(discount-allocation safe harbor)」這一概念，即是以拆分後設算價格來

與生產成本衡量之間做比較。設算價格大於生產成本，則在安全港之內，

則沒有掠奪之嫌。如果設算價格落於安全港之外，並不能當然視此策略

「限制競爭」，而必須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尤其，採行捆綁折扣具多種

產品的大廠，若其設算價格落於安全港外，我們只能說，這代表著一家僅

僅生產包裹中的單一(或部分)產品之廠商，被逼得無能與這一大廠競爭那

些同時購買壟斷財與競爭財的買者，但這並不代表捆綁折扣一定傷害了消

費者、市場競爭、或社會福利。 

 

第五節 忠誠折扣與捆綁折扣之「促進競爭」 

 

「折扣」之本質，是有利於市場競爭、降低市場價格的，只是在「忠

誠折扣」或「捆綁折扣」的策略運用下，可能產生一些傷害競爭的效果而

不得不防，因此，本章之敘述，是先行說明這些策略可能導致的負面效

果。然後，在本節，我們再針對這兩個策略，對市場競爭或社會福利所具

有的正面貢獻，逐一介紹。 

18 Antitrust Modernization Commission ,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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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忠誠折扣之「促進競爭」 

 

   1.1.配置效率與技術效率 

競爭市場中，當有多家廠商採用忠誠折扣時，市場價格會更趨近於邊

際成本，因此在「搶量」的競爭中，廠商會更為重視較具效率的零售商，

而以更大量並且更優惠的價格供給，結果，市場中效率零售商將獲得更多

量與更低價的進貨來源，促成市場更具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與

技術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 19 

忠誠折扣之於配置效率與技術效率之增進，可以展現在底下的一些效

果之上： 

 增進供應商(或製造商)之銷售穩定性，減少市場波動所導致的銷售量

波動，因而減少存貨成本。 

 由於供應商會因此策略而取得較大產量，因此會有規模經濟效益，而

買者也會有交易成本的節省。 

 當一買者比較會把折扣優惠轉移至對最終消費者的降價，以圖取更大

銷售量時，這類零售買者的彈性較大，其需求購買量就會較大。透過

忠誠折扣，供應商可以較低價格供應給該買者，結果是，需求彈性大

者獲得較大供應量而且較低價格，市場交易變得更有效率，而且不會

傷及其它購買者。 

   1.2.提升銷售投入 

由於一家經銷商只能販賣一個品牌，因此個別經銷商之內不會有多種

品牌的競爭，但是這樣的設計也同時排除了不同品牌間「搭便車(free-

19 「配置效率」意指，高效率的廠商生產多、而低效率的廠商生產少，因此市場中的
「無謂損失 (deadweight loss)」相對被減少。「技術效率」則指，在 inputs 轉化成
outputs 的生產或配銷過程中，達到資源最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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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ing)」的現象，使得製造商願意投入更多的促銷與服務，從而提增了市

場內不同品牌間的競爭。例如，當某製造商打起廣造全面促銷，因而吸引

了更多的消費者走進經銷商參觀詢問，如果該經銷商同時經銷其它(不花

成本廣告促銷)的品牌，該經銷商可能會因為它品牌利潤空間大，而誘使

參觀詢問的顧客改買它品牌。拒絕經銷商這等投機行為，就是採用獨家交

易，如此製造商可以放心且大量的投入促銷，進而帶動起製造商(品牌)間

的高度競爭。 

另外，零售場的「上架費(slotting allowance)」可視為一種「忠誠折

扣」的變化型態。零售場承諾替某一(些)供應商保留部分上架空間、或保

留特別區位上架，並向該供應商索取該特權的入場費(或上架費)。對於該

供應商而言，這等於是一個負向的忠誠折扣，因為想要零售場替其保留更

大空間，則其付費就要愈高。這個負向的忠誠折扣有兩個意義，第一，確

保新品牌的推出，可以有管道上市；第二，轉移部分新品牌的行銷風險至

供應商本身，而供應商本身對其所推出的新品牌本來就具有較高程度的市

場分析與掌握，故更能承擔風險。因此，當廠商有新品牌推出時，「上架

費」變成提高新品牌市場競爭程度的一個工具。 

 

2.捆綁折扣之「促進競爭」 

 

實務上，捆綁折扣策略使用亦相當之多，因為它提供了買者許多好

處： 

 

 買者能以較低價格購買。 

 買者可以節省搜尋成本及訊息收集成本。 

 有利於新產品之引進推出，促進既存廠商間的競爭。 

 有利於買賣雙方廠商達到規模經濟效溢與範疇經濟效率，降低生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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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配銷成本、與存貨成本。 

 可以把具整合性質或高相容互補的產品包裹出售，更有利於買者。 

 製造商若要擴充其市場占有，它亟需經銷商(零售商)積極投入促銷心

力、甚或配合其銷售時點情報系統(point of sale services; POS)之運

用。 20製造商利用捆綁品忠誠折扣，讓零售商必須同時購買其所生產

的其它競爭品牌來銷售，減少零售商鼓勵勸誘參觀詢價的買者轉購它

廠商品牌，可以有效的沖淡零售商因「搭便車」利便而降低促銷意願

的問題。 

 確保製造商於一定期間內各項產品的一定銷售數量，減少零售商突然

轉檯的風險，因此，製造商可以放心投入生產或研發的特殊性期前投

資(ex ant specific-investment)；同時，零售商也因貨源穩定，而可以

放心的投入銷售促賣軟硬體之期前投資或建設，雙方期前投資因買賣

中斷而浪費或「套牢」的恐懼與風險因而下降。因此，綑綁折扣有助

於解決雙方的套牢問題。 

 

第六節 小結 

 

「折扣」策略於實務商業中廣泛被運用，一般而言，廣泛的被一些不

具市場力的小廠商所採用，因此它並沒有排除競爭的能力。不僅如此，市

場買賣雙方容易獲致效率規模與範疇，因此有能力將此成本下降的好處，

轉移至消費者身上。它還有可以有效降低需求波動風險與存貨成本、促進

期前投資、並且促使零售廠更有意願促銷產品，形成市場更高度的競爭，

同時提升服務品質。 

20 POS 主要功能在於透過銷售端點的電腦連線系統，即時統計整個市場中商品的銷售、
庫存與顧客購買行為。業者可以透過此系統有效提升經營效率，是現代零售業經營上不
可或缺的必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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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折扣策略的巧妙運用，也可能產生排除競爭的結果。當一個廠

商在其產品(一項或多項)具有市場壟斷力時，忠誠折扣或捆綁折扣的策

略，就很可能迫使競爭者無法競爭而退出市場。市場競爭就受到顯著的負

面影響。 

不論是忠誠折扣抑或捆綁折扣，它可能負面影響市場競爭的主要原

因，在於買者被鎖死，轉檯成本變成很高，購買流動性變得很低，也就

是，其它競爭者想要挖取一些數量，就必須給予極低的價格才有機會成

功。面對大廠的不對稱優勢，其它競爭者無法全盤挖取大廠數量的狀況

下，其挖取成本變得很高，即所開出的誘離價格要相當的低，甚至低於成

本，即便是其成本與此一大廠相同。如此，一個具等同效率的競爭廠商，

將因大廠的忠誠折扣或捆綁折扣而被排除予競爭之列。 

競爭主管機關於此議題上，主要的著眼點當在於，一個與採用前述策

略的大廠具有相同成本的競爭廠商，其成功誘離大廠部分數量的誘離價

格，是否得低於其成本。若高於成本，則代表市場的競爭性仍然存在；若

低於成本，則代表該競爭廠被排除競爭，但整體市場之競爭是否因而受到

限制，猶需進一步深入分析。 

不論是單一產品忠誠折扣或者多項產品的捆綁折扣，基本上，要構成

限制市場競爭的必要條件，就是採用該策略的廠商，必須具有市場優勢支

配地位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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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國競爭法規之規範研析 
 

 

美國反托拉斯法規對於事業單方行為的主要規範法規乃修曼法第 1 條

關於以搭售來達到限制交易目的的手段，以及第 2 條禁止事業濫用其市場

地位以達維持或擴大其市場力量之目的。 1 另外，搭售、忠誠折扣、及捆

綁折扣安排若有排除競爭之疑慮，且符合克雷頓法第三條之構成要件(如

限於「商品」交易)時，該法亦有適用之可能。 2另外，從 2009 年美國聯

邦交易委員會調查 Intel 相關授權行為的趨勢看來， 3規範「不公平競爭」

的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FTC Act)

也有可能在未來成為美國競爭主管機關調查忠誠或捆綁折扣相關行為之條

文依據。 

整體而言，美國反托拉斯法對單方行為的規範原則乃市場力量本身並

不當然構成違法，而只有在獨占事業採行特定類型之反競爭行為以維持其

市場力量或排除競爭對手的競爭時，才有違法的可能。但實務上對主管機

關或法院最大的挑戰在於，該如何區分對競爭有利與有妨礙競爭之行為。

誠如美國反托拉斯法法官學者 Easterbrook 所言，事業透過效能競爭取得

市場地位與利潤，乃市場競爭的本質，理應為法律所允許及鼓勵; 反之，

侵略與具排他效果之行為對消費者有害，法院應禁止之。問題是，競爭與

排他行為二者往往相當類似，難以明顯的區分。 4 本章以下整理與分析美

國反托拉斯法對於搭售、忠誠折扣與捆綁折扣之規範、案例說明與學理上

對於相關問題之評析。 

115 U.S.C. §2 (2000). 
215 U.S.C. §14(2000). 
3 See Complaint, In the Matter of Intel Corporation, FTC Docket No. 9341 (Dec. 16,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os/adjpro/d9341/091216intelcompt.pdf 
4 Frank H. Easterbrook, When Is It Worthwhile to Use Courts to Search for Exclusionary 
Conduct?, 2003 COLUM. BUS. L. REV. 345, 345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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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美國反托拉斯法對搭售行為之規範 

 

雖然搭售安排仍被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是「當然違法」之行為，但

綜合相關之案例發展，法院於審理個案時，仍會就市場結構與競爭效果

等，進行實質上是「合理原則」的反托拉斯法分析。綜合法院相關之判

決，檢驗搭售之法律要件大致有以下幾點: 1. 涉案行為須包括二項個別產

品;  2. 涉案事業須在主要產品市場中享有市場力量; 3.有事證證明買方確

因被脅迫而接受搭售安排; 4. 搭售將影響被搭售產品市場中相當數量之州

際交易; 5. 搭售對被搭售產品市場產生了反競爭效果。 5以下除了從法院

判決理由說明相關要件外，並將搭配學理說明搭售所可能具有之促進競爭

功能。 

 

1. 「個別產品」要件 

 

搭售之所以產生競爭法上之疑義，乃在於賣方要求買方同時購買其原

本可分別並單獨購買之他產品，作為出售買方所需主要產品的條件，而剝

奪了競爭者交易機會與參與競爭的可能性。因此，涉案之產品或服務必須

是性質上買方可分別購買者，始有構成「搭」售之可能。換言之，若二項

產品服務使用上無法分離，或是被搭售產品實質上是主要產品的一部分，

則二者應屬單一產品。例如買方不得主張要分開購買汽車與方向盤。實務

上，美國法院一向以「需求特徵」(character of demand)理論，視組合產

品於交易過程中，是否普遍存在著個別獨立的需求來判斷，例如市場過去

針對組合產品交易的型態，如買方同時及接續購買二項產品的比例差異為

5HERBERT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351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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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或是交易計價是否是二項產品分別計價等。 6殊值一提者，乃組合產

品即便從需求特徵來看屬於個別產品，但二者合併使用若可提高使用效

能，或是為有效率行銷產品所必須時，能否基於「功能」的考量，而將二

者視為是單一產品? 部分論者持肯定的見解。例如 O’Connor 大法官在

Jefferson Parish 案之協同意見書即指出，當產品組合銷售具有實質經濟

利益(economic advantages)時，將產品視為是個別產品即屬不恰當。 7 另

外，在部分垂直行銷安排類型，如加盟(franchise)契約，品牌商標的授權

搭配產品的購買義務，對於建立產品品牌形象與商譽有相當程度的必要性

與關聯性，故部分美國法院將二者視為是單一產品，而不構成搭售。 8 

 

2.「市場力量」要件 

 

事業必須於相關市場中具有一定的市場力量，始有可能成功地實施具

反競爭效果之單方行為。以搭售為例，事業若在主要產品市場不具市場力

量，則不願受制於搭售安排之買方，得以拒絕賣方之要求，另覓其他的替

代交易對象，使搭售計畫無法成功。然而，即便從經濟的觀點來看，上述

論點不言可喻，但綜觀美國判例，反托拉斯法院對於「市場力量」要件該

不該成為搭售之要件之一，以及該如何界定市場力量等相關問題，並非一

開始即有明確的答案，而學理上的辯論也未曾稍息。相關的討論大致可歸

納為以下二點: 其一、「市場力量」的門檻應設在何處? 其二、如何判斷

市場力量是否存在及其程度如何?  

   2.1 「市場力量」門檻 

在 1953 年的 Times-Picayune Pub. Co. v. U.S. 9案中，Clark 大法官針

6Jefferson Parish Hosp. Dist. v. Hyde, 466 U.S. 2, 22-24 (1984).  
7Id., at 40-41. 
8HOVENKAMP, supra note 5, at 368.  
9345 U.S. 594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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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報社要求廣告托播商須同時購買其早報及晚報廣告版面的要求，試圖建

立修曼法及克雷頓法在審理「市場力量」時的不同法律門檻。Clark 認

為，克雷頓法應較修曼法關於「市場力量」要件之門檻規定要來得低，否

則克雷頓法即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例如，修曼法第 1 條適用於會產生

「限制交易」(in restraint of trade) 的行為，相對的，搭售行為只要會產

生「實質影響市場競爭」之效果，克雷頓法即有適用之可能。據此，

Clark 大法官作出進一步的區分標準: 原告若能證明被告在主要產品市場

具有相當市場力量，且搭售安排限制了被搭售產品市場中相當數量的競爭

時，則原告即可主張搭售已構成修曼法第 1 條「當然違法」的行為。反

之，若原告只能證明其中之一，則行為仍可依克雷頓法，依「合理原則」

進行檢視。 10這樣的區分標準，讓部分在主要產品市場內不具市場力量廠

商之搭售安排，也有違反反托拉斯法的風險。相對的，具有市場力之廠

商，只要其搭售安排足以在被搭售產品市場產生實質之排除競爭效果時，

即會被認定為當然違法，不得提出相關的效率抗辯。 11 不過，此一二分

法並未在後續案件中為下級法院所採，總體而言，不論是修曼法或克雷頓

法，已少有法院於搭售案件中不審視被告於主要產品市場中是否有一定之

市場力。 

較值探討者，乃「市場力量」門檻高低的設定問題。對此，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從未表示違法搭售之具體市場力量門檻為何。美國早期較受矚目

的搭售案件有不少均涉及不當利用專利權強迫被授權人接受搭售條件的問

題，聯邦最高法院在審理這類型案件時，較傾向於將其視為是「專利濫

用」之行為，「市場力量」並非審理之重點; 即使部分法院注意到了「市

場力量」的問題，但基本上均認為，「專利權」等同於「獨占」，而並未

進一步就專利所涉及之相關市場範圍及市占率高低等加以分析。當然，將

10Id., at 608-09. 
11HOVENKAMP, supra note 5, at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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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智財權與獨占力等同視之的觀點，在 1988 年美國國會修改專利法

(Patent Act),  以及聯邦最高法院 2006 年 Illinois ToolWorks Inc.v. 

Independent Ink., Inc.案後， 12 已不再為法院所適用。但聯邦最高法院在

U.S. Steel Corp. v. Fortner Enterprises (Fortner II)案 13之前，對於值得發

動反托拉斯法進行調查的「市場力量」門檻，仍多以抽象之概念來界定，

如賣方是否在主要產品市場中具有「支配」力量， 14或是控制了相當數量

之主要產品，而讓賣方“享有足夠的經濟力量，而得以對被搭售產品市場

的自由競爭施加可觀的限制。” 15甚至於在 Fortner Enterprises v. U.S. 

Steel Corp.(Fortner I)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更以被告以較優惠的房

貸條件，吸引買方必須同時購買其價格較同業為高之房屋，該房貸條件對

買方所創造出之「獨特」(unique)經濟利益，已足以推論出賣方在主要產

品市場已具有市場力量。 16Fortner II 推翻了 FortnerI 的見解，認為產品

的「獨特性」本身，尚不足以構成市場力量，除非另有事證證明獨特性的

確可以創造市場力量。如果優惠房貸僅在反應賣方比競爭對手更有意願接

受較低的利潤，或承擔較高的風險，則法院常無法從所謂的「獨特性」，

推論出賣方有較具優勢的經濟力量。 17這種不再只依賴抽象概念描述市場

力量的界定方法，更具體的反映在 Jefferson Parish 案中。對於該案所涉

及醫院搭售醫療手術與麻醉服務，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被告醫院在

「手術服務」主要產品市場中約 30% 的市占率，非修曼法下之具市場支

配地位的廠商，因為消費者尚有 70%的替代手術醫療選擇存在。 18 

殊值一提者，乃原告於本案中提出「市占率」無法精確反應出被告市

12547 U.S. 28 (2006). 
13429 U.S. 610 (1977). 
14345 U.S. 611. (Time-Picayune) 
15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v. United States, 356 U.S. 1, 6-8, 11 (1958). 
16394 U.S. 495, 505 (1969). 
17429 U.S. 622. 
18466 U.S. 26-27. 

 
 

50 

                                                 



 

場地位，因為醫療服務本身高度的專業性，使得消費者無從判斷醫療品質

與價格間之關係，而醫療保險給付，也會讓消費者不具有比價的誘因。對

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若「資訊不對等」與「第三人給付」真的會

限制消費者進行替代選擇，則有無搭售安排，對於消費者的選擇結果並無

任何影響，也不會擴大或減少被告醫院於相關市場中的市占率及市場力

量。 19 

   2.2. 「市場力量」之衡量 

對於反托拉斯法如何衡量廠商市場力量，經濟理論已有相當的討論。

例如，著名的「拉納指數」(Lerner’s Index)，以廠商訂價與邊際成本之差

距，以及該差距與訂價間之比率作為市場力之指標。另外，也有以事業是

否有能力長期獲取超額利潤，或是否有能力進行差別取價等事實，作為推

論市場力量存在之依據。實務上，普遍為各國所採行之衡量方法，乃首先

透過所謂的 SSNIP(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of 

price)法則，運用經濟學上產品或服務之需求價格交叉彈性( price cross-

elasticity of demand)理論，觀察產品或競爭區域間之替代可能性，界定個

案所涉及之「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再判斷涉案被告於該相關市

場內之實際市場占有率為何。簡言之，「市占率」高低，乃反托拉斯法院

及競爭主管機關判斷事業是否有市場力的初步也可能是最主要的標準。 

上述 SSNIP 界定方法從出現之初即受到不少的批評。 20哈佛大學法

學院教授 Louis Kaplow 更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對市場界定的缺失與必

要性作全面性的批評。 21其認為該法則將導致執法者專注於「個別」與

「特定」產品間之替代關係，而漠視了「市場整體」之替代彈性，故此方

法所得出之市場力量將隨檢測者主觀所選定之比較產品市場，而缺乏一致

19Id., at 27-28. 
20相關批評的整理簡介，可參考 Louis Kaplow, Why (ever) Define Market, 124 HARV. L. 
REV. 437, 476-79 n. 78, 79, & 80 (2010).  
21See generally Kaplow,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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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故當有證據得以直接證明廠商行為之反競爭效果時， 22 如行為導致

市場整體產出減少，則不需界定「相關市場」與「市占率」，仍可得出事

業具市場力之事實。 

另一項對 SSNIP 的批評，在於「市占率」往往無法真實反應賣方因

「市場的不完美性」(market imperfection)所得進一步取得對買方之交易

優勢。就搭售安排而言，最有名的案例，當屬 1992 年的 Eastman Kodak 

v. Image Technical Service 23一案。Kodak 公司遭 Kodak 影印機獨立維修

商起訴，主張該公司自 1985 年開，只將維修零件售予同時使用 Kodak 公

司所提供之維修服務的使用者，並同時嚴格管控零件之流向，使獨立維修

商難以取得零件以進行維修服務。獨立維修商主張，Kodak 的搭售案安

排，讓 Kodak 公司得以排除維修市場之競爭，並取得獨占地位，違反修

曼法第 2 條之規定。 24Kodak 則辯稱，美國影印機市場是屬於競爭市場，

因此，任何 Kodak 可以藉由搭售而在被搭售產品市場(維修服務)所增加的

利潤，均會被影印機市場所減少的需求損失所抵銷，也不可能因此而得以

擴大其在維修服務市場的市場力量。 25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判決中否決了 Kodak 關於市場力量的抗辯。法

院指出，Kodak 的論述建立在完美市場假設之上; 但對於像影印機這種複

雜的耐久財，使用者與廠商間對於產品有一定程度的資訊不對等。買方無

法於決定購買何種品牌影印機之初，正確估算購買後維修之頻率與成本，

以判斷購買 Kodak 影印機是否對其有利。而一旦買方因資訊上的落差而

作出錯誤的消費決定，將因此而被套牢於與 Kodak 的售後維修服務關

係，或需承擔一定的轉換成本，始得脫離該關係。 

22See Eric L. Cramer & Daniel Berger, The Superiority of Direct Proof of MonopolyPower 
and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in Antitrust Cases Involving Delayed Entry of GenericDrugs, 
39 U.S.F. L. REV. 81, 100 (2004). 
23504 U.S. 451 (1992). 
24Id., at 458-59. 
25Id., at 4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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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該案判決仍有 4 位大法官持不同的意見，認為資訊不對等的問

題，有可能可以透過較為市場導向的方法來加解決，消費者並非如多數意

見所想像的那麼無助。反對意見認為，消費者在取得與運用資訊的能力上

並非完全一致。較專業的買方得提供關於影印機品質與相關維修資訊予較

弱勢之買方，以協助其改善資訊不對等的問題。另外，若資訊是消費者所

需，則競爭對手也有提供正確資訊，以爭取其等青睞的誘因。再者，誠如

Jefferson Parish 案所言，搭售與否並無法解決法院所關切的資訊不對

等，以及 Kodak 因此而得維持或擴大其既有的市場力量等問題。 

 

3. 「脅迫」(coercion)要件 

 

違法搭售安排必須要具有脅迫買方同時購買被搭售產品的效果，且該

項脅迫足以影響買方最終之消費選擇。美國法院對於搭售契約中之「脅

迫」要件具體內容為何，有不同的判斷標準，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四種主要

見解: 26 一、買方是否被強迫須購買被搭售產品才能取得主要產品，或是

買方有無單獨購買主要產品的可能; 二、賣方被告是否在主要產品市場中

有市場力量; 三、買方是否本來即會購買被搭售產品，故強迫其同時購

買，並不會對造成損害; 四、若沒有搭售要求，是否買方替代選擇的機會

就不會被剝奪。從 Jefferson Parish 的判決理由來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似乎融合這四項見解。例如，最高法院指出，當賣方享有足夠的市場力

量，可以要求買方從事其在“一個競爭市場中將不會採行的行為”時，搭售

行為才有違法的可能; 同理，若賣方可以強迫買方購買的方式，來限制市

場中有價值的競爭，則制裁搭售安排，也具有正當性。 27 

於判斷搭售安排是否具「脅迫」效果時，被告於主要產品市場中是否

26HOVENKAMP, supra note 5, at 364. 
27Id., at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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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市場力量，仍應是上述四項標準所共通之前提要件，故需優先界定。

再者，「脅迫」要件不能單獨成為認定行為違法之要件，尚需與行為對相

關市場所可能產生之競爭效果，特別是搭售所具有的潛在促進競爭效果加

以平衡。 

 

4. 影響被搭售產品市場中相當數量之州際間交易 

 

此一要件的主要目的，在確認被告得利用搭售來排除被搭售市場競爭

的程度，及延伸市場力的可能，故所謂的「相當數量的交易」(substantial 

amount of commerce) ，理論上應以競爭者因搭售而被排除於相關市場中

競爭的「比例」(percentage)為標準。不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傾向於以被

告於被搭售產品市場中之銷售金額作為標準。 28 

 

5. 搭售之反競爭效果 

 

綜合學理上的討論，搭售的反競爭效果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搭售與

市場力之延伸; 二、搭售與市場參進障礙; 三、搭售作為規避市場管制法

規之手段; 四、搭售與差別取價。 

    5.1 搭售與市場力之延伸 

於主要產品市場中具市場力之廠商，可利用搭售來排除被搭售產品競

爭者之競爭，進而將其市場力量由主要產品市場擴大到被搭售產品市場，

此乃學理上所稱之搭售的「槓桿 -排除」 (leverage-foreclosure)效果。 29

28例如在 United States v. Loew’s, Inc.一案中，認定被告之銷售金額超過$60,000，已足
以影響相當市場交易量。371 U.S. 38, 48 (1962).  
29See Ward S. Bowman, Tying Arrangements and the Leverage Problem, 67 YALE L. J. 19 
(1957); Richard S. Markovits, Tie-ins, Leverage, and American Antitrust Laws, 80 YALE L. 
J. 195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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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桿-排除」理論最常受到的批評，乃具市場力量的廠商並無法利用搭

售來擴大自已的「獨占利潤」，因為購買被搭售產品所額外付出之價格，

實質上等同於購買主要產品所需負擔的額外成本，而會減少買方對主要產

品之需求，簡言之，獨占廠商所得獲取的最大利潤是單一且固定的，受限

於其所面對之市場需求與自已之成本結構。 30 

對於上述「單一利潤」(single profit)理論的質疑，也有部分支持市場

力延伸之學者提出反批評。其等認為，「單一利潤」理論建立在幾項關鍵

的前提假設，例如主要產品與被搭售產品二者有需求面的正向關聯，且二

者的使用方式是固定比例(fixed proportion); 另外，「單一利潤」理論假

設主要產品與被搭售產品市場的競爭態樣是競爭與獨占二個極端市場類

型，但現實中實施搭售的市場可能是界於二者之間的寡占或獨占式競爭。

當上述相關前提改變後，搭售可以被有效的運用作為廠商實施差別取價的

工具，而擴大其利潤與市場力。 31 

   5.2. 搭售與市場參進障礙 

搭售安排限制了被搭售產品市場中潛在競爭者之交易機會，使競爭者

對於是否進入市場有所顧慮。特別是當被搭售產品市場有規模經濟的要求

時，潛在競爭者將因既存廠商的搭售安排，而無法有足夠數量的買方來降

低其銷售成本，而處於競爭上的劣勢。 

   5.3. 搭售作為規避市場管制法規之手段 

對受管制產業而言，搭售亦有可能被運用於規避價格管制，實現最適

訂價目的工具。假設產業管制法規所設定之價格低於被管制者之最適價格

時，受管制者，得以搭售方式，要消費者以較高價格購買被搭售產品，使

30RICHARD A.POSNER, ANTITRUST LAW 197–99 (2D ED. 2001); ROBERT A. BORK, 
THE ANTITRUST PARADOX 372–75, 380–81 (1978); Aaron Director & Edward H. Levi, 
Law and the Future: Trade Regulation, 51 NW. U. L. REV. 281, 290–92 (1956).  
31See Einer Elhauge, Tying, Bundled Discounts, and the Death of the Single Monopoly 
Profit Theory, 123 HARV. L. REV. 397, 403-0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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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搭售產品組合的價格等同於未受管制時的最適價格。反之，若管制價格

高於受管制者的最適價格，如過去美國政府對民航市場費率之管制，則受

管制航空公司得以多出的利潤來補貼其所額外提供，但與管制目的未必相

符的產品或服務。 32 

    5.4. 搭售與差別取價 

差別取價是另一項常被論及之搭售反競爭效果。就理論而言，具市場

力廠商能否成功實施差別取價，取決於幾項因素。首先，法規上的限制。

差別取價在符合一定構成要件時，有違反美國 Robinson-Patman 法的風

險。再者，廠商要有能力區隔出收取高價與低價的消費群組，此又涉及到

對不同屬性消費者賦予搭售產品價值高低資訊的掌握。最後，廠商也要有

能力避免低價購買產品廠商，再將產品轉售與高價買方的套利(arbitrage)

行為。搭售安排在一定程度內可以解決這些差別取價之障礙。以影印機及

碳粉的搭售為例。影印機廠商需有能力區分不同消費者所願意支付的最高

價格，才有可能成功地實施差別取價，但對不同的消費者以不同的價格出

售相同的產品，除非業者有正當理由，否則很明顯地將違反差別取價的法

規。另外，低價取得影印機的買方，也有誘因將設備轉售予願意以高價購

買影印機之買方。相對的，廠商也可以以統一的價格出售影印機與碳粉，

但要求買方須同時購買。因價格統一，故從法的形式上來看，並無差別取

價之情事，而由於價格統一，買方彼此間也無進行套利的誘因。更重要的

是，由於我們可以合理推論願意以高價購買影印機的買方，通常也是使用

頻率較高的買方，故其購買碳粉的頻率也高於低價買方。搭售的實質效果

是讓廠商可以從高價買方獲得高於低價買方的利潤。 

殊值一提者，從經濟的福利效果來看，差別取價並非全然是降低整體

福利效果的行為。事實上，完全差別取價(perfect price discrimination)的

32HOVENKAMP, supra note 5, at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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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效果與完全競爭市場相同，只是福利的分配方向不同。此突顯了法律

與經濟在看待單方排除行為時，可能會有相當不同的角度與規範結論。其

對搭售安排的啟示，即在於全然依賴法形式構成要件來認定搭售在競爭法

下之評價，恐有不足之處，而應同時納入行為所可能具有之促進競爭功能

的考量。 

 

6. 搭售之促進競爭功能 

 

除上述之反競爭效果外，部分反托拉斯法學者也提出了事業使用搭售

安排之正當理由 ，分述如下。 33 

   6.1. 搭售與生產效率的提昇 

搭售與垂直整合在解決上、下游市場所可能出現之無效率生產要素組

合問題上，二者往往具有替代之關係。如 Blair & Kaserman 即指出，當

下游市場之生產技術屬於可變動比例(variable proportions)時，要素之獨

占者可以搭售其他非獨占生產要素，並以操控二要素價格比例的方式，避

免下游廠商使用過多之非獨占生產要素，與過少之獨占要素，而出現非最

適之生產要素組合。另外，搭售往往也是廠商提高生產效率考量下之產

物，除可降低製造商之交易成本外，也可節省消費者之搜尋成本。 

   6.2. 搭售與差別取價 

主張「差別取價」是搭售之“促進競爭” 效果者，主要著眼於差別取

價之擴大市場產出功能。換言之，差別取價使原本在一獨占價格下，不願

購買產品之消費者，有機會以較低價格取得產品，進而降低獨占之無謂損

失(deadweight loss). 固然，搭售將使部分消費者必須支付較搭售實施前更

33 以下分析，乃參考陳志民，論美國反托拉斯法對搭售安排「個別產品」要件之認定標
準，第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77，489-494 (199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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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之價格，而產生不公平之現象; 但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此部分純屬利益

之移轉，對整體社會福利而言，並無影響。 

    6.3. 搭售與控制產品品質 

另一項常被論及關於搭售促進競爭效果者，乃搭售係廠商控制產品品

質之手段。特別是在加盟連鎖業中，常見授權廠商要求下游加盟店須同時

向其或其所指定之供應商購買生產加盟產品所需之原料或設備，作為授權

加盟之條件。其主要目的，在於控管加盟業者因未能遵守相關之品管要

求，而導致產品品質降低，而連帶影響了其他遵守品管要求加盟店之銷售

利益，並傷害加盟事業之整體企業形象。 

   6.4. 搭售與風險分擔理論 

於垂直交易關係形成過程中，當所涉及之產品或銷售區域是新產品或

新市場時，下游市場之不確定性是廠商於締約前所需考量之重要因素之

一。上游廠商對於下游廠商是否具有成功促銷產品能力，可能所知有限。

相對的，對下游廠商而言，由於對於市場需求未能準確預估，也可能無從

得知引入新產品是否能獲利。學者認為，搭售安排可讓上、下游業者得以

透過契約合理將市場不確定性風險分配與締約雙方，增加交易關係形成之

機率及擴大產品銷售量。 

 

第二節 美國反托拉斯法對忠誠折扣行為之規範 

 

1. 美國反托拉斯法之規範原則 

 

於美國反托拉斯法下，忠誠折扣主要指的是「回溯性折扣」，且相較

於搭售或捆綁折扣，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尚未就忠誠折扣作出判決，而少數

上訴至聯邦上訴法院之案例，也都是民事訴訟。雖然 2009 年的 Intel 案相

當程度反映出美國競爭主管機關已開始重視此一議題，但整體而言，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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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與法院仍較傾向於接受忠誠折扣在多數的情況下對競爭與消費者是有

利的，例如，製造商可用此類型折扣來提供零售商支持其品牌的意願，或

是作為競爭爭取顧客之手段。 34 持較保留態度者則認為，當回溯性折扣

使得產品每一單位價格低於廠商之成本時，則忠誠折扣等同於獨占者之掠

奪性訂價行為。近來，更有論者認為，即便折扣後之價格仍高於成本，但

理論上若實施折扣廠商為市場之獨占與領導廠商，消費者對其產品在一定

數量範圍內的需求彈性極低時，則獨占者可利用忠誠折扣的方式，來誘使

買方進一步購買超出該無彈性部分之全部或接近全部之需求，達到封鎖與

排除競爭者的目的。 35故歸納來講，有競爭疑慮之忠誠折扣，在美國法下

可循獨占者的「掠奪性訂價」與類似獨定交易安排之「槓桿-排除」理論

等二項架構下進行研析。 

綜合相關判決，美國法院審理與「折扣」相關案件的具體架構大致可

歸納如下。 36法院首先判斷涉案被告是否於相關市場中具有市場力量。對

於依「排除」理論審查的忠誠折扣案件，誠如本章以上關於搭售行為之分

析，市場力量是排除策略能否成功的前提條件。對於具「掠奪性訂價」效

果的忠誠折扣，市場力量的判斷，同樣關係到掠奪者能否在後掠奪時期回

收掠奪損失，而得以透過忠誠折扣來維持、擴大或取得獨占力量。一旦被

告符合市場力量門檻後，法院接下來需判斷涉案行為是否為單一產品折

扣，或是涉及複數產品之捆綁折扣，是屬於數量(volume)或是比例(或稱

市場比例)類型的忠誠折扣，最後再依判斷類型，進行競爭效果(掠奪訂價

34 OECD POLICY ROUNDTABLES: FIDELITY AND BUNDLED REBATES AND DISCOUNTS 137 
(June 2008)(U.S. submission). See also Joshua D. Wright,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to Exclusive Dealing ad Loyalty Discounts, GLOBAL COMPETITION POLICY 1, 6 (July 
2009).   
35  Will K. Tom, David A. Balto& Neil W. Averitt, Anticompetitive Aspects of Market-
Share Discounts and Other Incentives to Exclusive Dealing, 67 ANTITRUST L. J. 615, 627 
(2000).  
36Jarod M. Bona, Loyalty Discounts and the FTC’s Lawsuit Against Intel, 19 The Journal 
of the Antitrust and Unfair Competition Law Section of the States Bar of California 6, 7-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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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排除競爭)的分析。 

 

2. 相關案例介紹 

 

如上所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尚未審理過忠誠折扣案件，故並無統一

的法律原則可資下級法院遵循。然而，歸納以下三件上訴至聯邦巡迴上訴

法院的案件，法院審理的重點均是在「掠奪性訂價」的架構下，分析被告

折扣計畫下產品價格與成本間的關係。 

   2.1. Barry Wright Corp. v. ITT Grinnell Corp. 37 

Pacific Scientific 公司是案發當時美國最大的「避震器」(snubbers)供

應商，市場率超過 80%，該產品主要用於核能電廠。Grinnell 公司則是

Pacific Scientific 的主要買方，約占 Pacific Scientific 銷售量的一半。原

告 Barry Wright 則是 Grinnell 公司所特意協助的另一家「避震器」供應

商，雙方締約由 Grinnell 提供部分的資金予 Barry Wright 建立生產線，希

望能藉此分散供貨的來源。 38Pacific Scientific 知悉後，向 Grinnell 提出

非常優惠的量購折扣，在該折扣計畫下，幾乎 Grinnell 在未來二年內的

「避震器」需求，均由 Pacific Scientific 來供應。 39 Barry Wright 最後退

出市場，並依修曼法第二條對 Pacific Scientific 等公司提起反托拉斯訴

訟。Barry Wright 認為雖然該折扣計畫並未讓 Pacific Scientific 的最終價

格低於其生產成本 (不論用何種方法計算皆同 )，但其仍認為 Pacific 

Scientific 的折扣後價格不合理的低，將排除市場競爭者的競爭。 

當時擔任上訴法院法官的 Breyer 大法官，在判決中否決了原告所主

張的成本上之價格掠奪理論，認為儘然被告之產品價格在成本之上，該項

37724 F.2d 227 (1st Cir. 1983). 
38Id., at 229. 
39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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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即非屬掠奪價格。即使在理論上成本上之訂價仍有可能潛藏著反競爭

的效果，但經濟學不同的地方在於，法律是一套管理系統(administrative 

system)，它的效果如何只取決於法規內容與判例為法院和陪審團於法庭

中適用，或律師提供當事人相關建議的過程中。故法規如果嘗試要將所有

經濟上的複雜性和條件均內化為其內容，則結果將適得其反。法院應關心

特別針對某一類可能不利競爭的訂價行為所制定的規定，會不會反而阻礙

了合法價格競爭行為的出現。 40Breyer 大法官除重申高於增支及平均成本

之售價不構成違法訂價行為外，其也指出折扣計畫可使 Pacific Scientific

從事更有效率的生產，因為未來預定的購買量，可預讓其使用過剩的產

能。 41 

   2.2. Concord Boat Corp. v. Brunswick Corp. 42 

被告 Brunswick 公司是美國最主要之休閒船舶引擎製造商，至 1983

年為止，其市占率約 75%。 43 在投資顧問的建議下，Brunswick 從 1984

年起開始推出購買比率折扣(market-share discounts)，買方只要在一定期

間內向 Brunswick 公司購買引擎總需求之 80%，即可享有所有購買單位

3%的折扣，購買 70%者，則有 2%折扣，購買 60%者，折扣數為 1%。 44

折扣方案不具強制力，且同一時期 Brunswick 公司的競爭者，像 Volvo 及

OMC 均有推出類似的折扣計畫，且計畫實施期間，Brunswick 的市占率

曾一度因競爭者推出新產品而下滑至約 50%。 

於判決被告勝訴的判決中，法院首先強調 Brunswick 折扣價格仍高於

其成本，而價格與成本間之利差，將吸引競爭者以推出類似或更優惠價格

加入競爭。 45再者，Brunswick 公司的折扣並不具獨家交易之排除競爭效

40Id., at 234. 
41Id., at 236. 
42 207 F.3d 1039 (8th Cir. 2000) 
43Id., at 1044. 
44Id. 
45Id., at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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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因為買方仍可向其他競爭者以更優惠的折扣購買 40%的需求。 46 

   2.3. Virgin Atlantic Airway Ltd. V. British Airway. 47 

至 1997 年止，British Airway 是英國 Heathrow 機場最主要的航空公

司，擁有該機場最多約 39%的起降時間帶(slot)。 48 為因應包括 Virgin 

Atlantic 航空在內競爭空公司的競爭，British Airway 向公司客戶及旅行社

推出折扣及佣金方案，當 BritishAirway 機票購買量及銷售量超過一定數

量時，則所有購買的單位均得享有折扣。Virgin Atlantic 起訴主張 British 

Airway 折扣已構成掠奪性訂價，意圖要獨占由 Heathrow 到美國各城市的

航線市場。 49 

美國第八巡迴上訴法院在「掠奪性訂價」的架構下審理本案涉及修曼

法第 2 條之指控。首先關於價格是否低於成本的爭議，原告經濟專家證人

指出，被告之折扣計畫吸引了原本不會選擇 British Airway 的乘客和旅行

社，就該增支需求部分, 其增支成本包括適用折扣計畫所增加之支出，以

及被告因提供額外航班所增加之變動成本。專家證人發現二項成本之總和

與 British Airway 因折扣計畫所增加之營收(incremental revenue)間之比例

大於 1，其認為顯然折扣計畫本身乃「非補償性」(noncompensatory)的價

格。競爭對手必須以更低於其本身成本及被告成本的價格，方有可能進入

此一市場。 50但法院認為 Virgin Atlantic 公司所提出之數據與事證當不足

說服法院，特別是其無法說明，被告所增加的航班與旅客人數，確是導因

於涉案之折扣計畫。 51另外，從市場發展來看，Virgin Atlantic 非但沒有

退出市場，反而在美國幾個大城市航線中有大幅度的成長，足以與被告相

抗衡，此也顯示折扣計畫並不具有掠奪的效果。 

46Id., at 1062-63. 
47 69 F. Supp.2d 571 (S.D.N.Y. 1999), aff ’d257 F.3d 256 (2nd Cir. 2001).  
48257 F.3d 261. 
49Id., at 265. 
50Id., at 267. 
51Id., at 268. 

 
 

62 

                                                 



 

   2.4. Intel 案 

2009 年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依限制市場競爭及意圖維持其獨占地位

為由，起訴 Intel。 FTC 認為 Intel 利用其在個人電腦「中央處理器」

(CPU)市場的市場力量，以一系列的相關行為阻礙其競爭對手與電腦製造

商進行交易。其中，忠誠折扣是起訴 Intel 的重要理由之一。FTC 指出，

為防止電腦 OEM 廠使用其他競爭者，如 AMD 或 Via 公司的 CPU, Intel

一方面對於使用競爭者產品的電腦商，終止對其的產品及技術合作，中斷

供應，並減少對其的行銷協助。另一方面，對於向 Intel 採購 100%或接

近 100%公司所需的廠商，Intel 則確保其於缺貨時貨源不會中斷，免除其

智財權訴訟的責任，或提供其財務支援用以和使用非 Intel 產品之 OEM

廠商競標等。 52 再者，Intel 的市場比率及數量折扣對 OEM 廠商而言有相

當大的吸引力，所有追求經濟利益的廠商均很難拒絕 Intel 的折扣條件，

而對競爭者產生幾近全部的排除效果。 53 至於 Intel 折扣後的價格與成本

間之關係，FTC 並未採「增支成本」的標準來衡量，而是以 “平均變動成

本加上適當分配比例之沉沒成本”(average variable cost plus an appropriate 

contribution to sunk costs)。 54 以 Intel 在 CPU 市場的獨占力，FTC 認為

Intel 有能力回收其任何因低於成本訂價所受之損失。 

本案特別之處在於，FTC 是依 FTC Act 第 5 條關於不公平競爭的規

定來起訴，其構成要件相較於修曼法要來得寬鬆許多。雖然美國聯邦最高

法院曾表示，違反修曼法的行為，FTC Act 也具有管轄權，不過從上述法

院的判決看來，FTC 處理本案的方式，實屬創舉。特別是在先前法院判

決中所強調的折扣本質上是一項競爭的手段，任意制裁忠誠折扣，恐會產

生執法錯誤，而讓消費者喪失享受低價的立論，FTC 則認為忠誠折扣是

52 Complaint, supra note 3,at paragraph 6  
53Id., at paragraph 7. 
54Id., at paragraph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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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接受折扣計畫者的「懲罰」。雖然本案最後以和解收場，但美國學界

也開始質疑其是否與法院建立之法律原則與美國反托拉斯法基本精神相

悖。 55 

 

3. 學理評析  

 

相較於美國實務判決，部分反托拉斯法學者對於忠誠折扣的競爭效

果，則有較為保留的看法。總結相關經濟理論，其等所關切者，在於忠誠

折扣剝奪「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以及具市場地位廠商濫用

忠誠折扣以排除市場既存或潛在競爭等二項問題。 56 

   3.1. 忠誠折扣之剝奪「消費者剩餘」效果 

主張忠誠折扣對消費者有利者，往往是建立在「當有折扣計畫」時，

接受與不接受折扣時單價的比較; 但正確的比較對象應是折扣計畫下之價

格(接受與不接受計畫)，與「當無折扣計畫」時之價格間之比較。 57 故忠

誠折扣，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可將視為是不忠誠的「處罰」。事實上，

當獨占者推出忠誠折扣的同時，其也可以將不接受購買折扣要求之產品每

單位的價格拉高，而讓在忠誠折扣計畫下之產品單位價格高於若沒有忠誠

折扣計畫時之價格。 58 假設在沒有忠誠折扣計畫下，產品之每單位成本

為$150，而具支配力廠商將價格訂在$250。獨占廠商在實施忠誠折扣計

畫後，可以將不接受計畫者的產品單位價格提高至$300，另外對於折扣

55See Keith N. Hylton, Intel and the Death of U.S. Antitrust Law, 2 The CPI Antitrust 
Journal 2 (February 2010).  
56 See Nicholas Economides, Tying, Bundling, and Loyalty/Requirement Rebates 1, 18-27 
(Draft revised February 2011), forthcoming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THE ECONOMICS 
OF ANTITRUST LAW (Einer Elhauge ed.), available at 
http://www.stern.nyu.edu/networks/Economides_Tying_Bundling_and_Loyalty_Requirem
ent_Rebates.pdf (last visited October 19, 2011).  
57 Id., at 19.  
58 Id., at 20; Elhauge, supra note 31,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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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仍以每單位$250 出售該產品。此一價格操縱，可讓獨占廠商提高或

至少維持價格在獨占水平，而在落實忠誠折扣計畫以擴大本身市占率的過

程中，也可能不用承擔利潤損失。 59 更重要的是，縱使買方知悉接受忠

誠折扣計畫，將使賣方得以擴大其市占率及市場力，而讓賣方更有能力於

未來提高產品單價，故不選擇忠誠折扣計畫對買方長期而言是較有利之交

易策略，但這建立在買方彼此間有相同的共識，若買方之其他競爭對手選

擇忠誠折扣計畫，則不加入之買方將因此而處於競爭上的劣勢，若買方無

法於事業進行意見的整合，則對個別買方而言，其最適的策略將是選擇加

入折扣計畫，而出現類似「囚犯二難」(prisoner’s dilemma)的困境! 60 此

一困境，在買方是產品的中間商，而得以將因高價所生之成本轉嫁下游消

費者時更為明顯。 61 

   3.2. 忠誠折扣之排除競爭效果 

從對市場競爭之排除與封鎖效果來看，忠誠折扣與搭售或綑綁折扣是

可以在相同的分析架構下進行檢視。在忠誠折扣的情形，我們可以在概念

上折扣計 畫視為是獨占或具市場地位之賣方，以同時購買若無折扣計畫

時買方不會購買之產品的量或比例等「可競爭之需求部分」(contestable 

portion of demand)， 作為賣方出售買方一定會購買的量或比例等「不可

競爭之需求部分」 (incontestable portion of demand)之強制或選擇性條

件。據此，學理上可進一步探討，忠誠折扣是否可以讓獨占者將其在「可

檢視」需求市場之市場力，延伸至「不可檢視」市場。此與法院或主管機

關運用「槓桿-封鎖」理論，關心搭售或捆綁折扣是否會讓廠商將在特定

市場中市場力，擴張至其他產品市場的情形相同。 

具體而言，學者有認為忠誠折扣將會使事業間之競爭由「單位」(unit)

59 Economides, id. 
60 Id., at 21.  
61 Elhauge, supra note 31, at 456. Einer Elhauge, How Loyalty Discounts Can Perversely 
Discourage Discounting, 5 J. COMP. L. & ECON.189, 190-9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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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轉為「區塊」(chunks)的競爭。 62 由於買方基於符合忠誠折扣之購買

量或比例的要求，勢必得將部分原購自於其他競爭賣方之需求轉移至獨占

賣方，此對於賣方市場之競爭往往有負面的影響。不可競爭的數量愈大，

則在忠誠折扣下，可以被它廠挖走的數量就會愈小，即市場中的可競爭

(contestable)數量愈小。在這樣的狀況下，它廠商為了誘離忠誠折扣下的

客戶與數量，其所須開出的誘離價格相對就要更低，甚至得低於其邊際成

本。此時，它廠商儘管具有與實施忠誠折扣廠等同的生產效率，也不足與

該廠競爭，導致競爭廠商被擠壓，甚至導致競爭廠商退出市場、具等同效

率的新廠無法進場競爭、市場競爭程度減少。舉例言之，假設在沒有折扣

計畫下，買方對獨占者及其競爭者之總需求為 100 個單位。若獨占的忠誠

折扣計畫，將折扣門檻訂在 90 個單位，則不僅原先向獨占者購買 89 單位

的買方會多購買一單位來符合折扣資格，原先購買 80 個單位的買方也很

有可能會因此而被吸引，而減少向其他競爭賣方所購買的 10 個單位產

品，以期享受較低的產品價格。在此情況下，賣方市場的競爭，不再是

「最後一單位」(last unit，即第 81 需求產品單位)的競爭，而是從第 81

單位到 90 單位的此一「需求區塊」(chunks of the demand)的競爭。 63 這

對獨占者的競爭對手而言，將創造出比當市場中無忠誠折扣時更為實質的

封鎖效果。另外，當事業已習慣於向單一特定賣方取得絕大部分的需求

時，基於新產品所需之人員訓練、相容性問題、互補產品的必要投資等因

素考量，也會降低其向其他競爭賣方購買剩餘需求的可能性。據此，學者

有認為忠誠折扣的實質封鎖效果可能要高於購買門檻所反映的程度。 64 

基於上述之效果，我們也不難看出，忠誠折扣將降低獨占者競爭對手

62 Nicholas Economides, Loyalty/requirement Rebates and the Antitrust Mondernization 
Commission: What is the Appropriate Lliability Standard? 54 ANTITRUST BULL. 259, 265 
(2009).   
63 Id.  
64 Economides, supra note 56, a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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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機會，在具高固定成本市場中，將連帶使競爭者之單位成本增加，

無法實現規模經濟的要求。而潛在的競爭者，在面對「需求區塊」的競爭

時，其所必須降低產品價格的幅度，也將較市場中無折扣計畫時要來得更

大，始有可能吸引買方放棄折扣優惠，而形成對潛在競爭者更高的參進成

本。 65 另外，一旦獨占廠商實施忠誠折扣後，其降價以爭取「不忠誠」

買方的誘因也將大幅降低，原因在於一旦對不接受折扣計畫的買方降價

後，其也必須一體適用於遵守折扣計畫的買方，連帶的，也降低了潛在競

爭者降價競爭的必要性。忠誠折扣計畫實施的結果，可能讓市場的整體價

格上揚，甚至於出現水平競爭者彼此分割市場的結果。 66 

 

第三節 美國反托拉斯法對捆綁折扣行為之規範 

 

1. 捆綁折扣之競爭效果 

 

如上所述，捆綁折扣為複數產品折扣的一種類型，泛指賣方針對同時

購買主要產品外其他一項或多項產品的買方，給予一定比例的價格折扣。

捆綁折扣於美國市場中相當普遍，而在多數的情形下，消費者也確實能享

有低價的利益。不過，從學理上來看，捆綁折扣在一定的市場條件下，仍

有競爭上的疑慮。 67 

綜合學理上的探討，捆綁折扣和忠誠折扣類似，可能會被獨占者運用

作為掠奪性訂價的手段，唯一的不同在於捆綁折扣涉及多項產品，而傳統

65 Economides, supra note 62, at 265-66.  
66 See Einer Elhauge & Abraham L. Wickelgren,  Anti-Competitive Exclusion and Market 
Division Through Loyalty Discounts, 1-2, Discussion Paper No. 707 (September, 
2011),The Harvard John M. Oli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available at 
http://www.law.harvard.edu/faculty/elhauge/pdf/Elhauge-Wickelgren%20Anti-
Competitive%20Exclusion.pdf (last visited October 20, 2011).  
67 See Patrick Greenlee, DS Reitman, & DS Sibley, An Antitrust Analysis of Bundled 
Loyalty Discounts, 26 Int’l J. Indus. Org. 1132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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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掠奪性訂價往往只涉及一項產品。在此一理論下，審查捆綁折扣的重點

仍在於折扣後的產品價格是否低於獨占者的成本，而會讓競爭者被迫退出

市場，獨占者可以在後掠奪時期以超額訂價，獲取更多的獨占利潤。 

第二項關於捆綁搭售的反競爭效果，則是建立在該類折扣可能會排除

具同等或更有效率競爭者競爭的效果，而該反競爭效果並不掠奪價格作為

其前提。舉例言之， 68假設Ａ公司是潤髮乳的獨占廠商，A 和 B 則是洗髮

精市場中的競爭者，而消費者必須同時使用二個產品。A 生產潤髮乳的平

均變動成本為$2.50，生產洗髮精的平均變動成本為$1.50，而 B 生產洗髮

精的來均變動成本為$1.25。假設 A 將分別購買的價格設在$5.0 (潤髮乳)

及 3.0(洗髮精)，但捆綁價格則為$5.25。由於捆綁價格並未低於 A 之總平

均變動成本($4.0)，所以並未構成掠奪性訂價。但對 B 而言，若其擬持續

於市場與 A 競爭，則必須讓消費者有意願在購買其洗髮精後，還願意再

花$5.0 購買 A 公司是潤髮乳。換言之，B 公司洗髮精的價格最高不得超

過$0.25。此價格實質上已低於 A 和 B 生產洗髮精的價格。 

當然，如同搭售所具有的正面促進效果，捆綁折扣有利於廠商實現生

產或交易的規模或範疇經濟、讓買方有機會體驗新產品或服務、並讓下游

經銷商有意原進行產品或服務的促銷等。 69 

 

2. 相關案例介紹 

 

如同忠誠折扣，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目前尚未審理過捆綁折扣之反托拉

68  COMPETITION AND MONOPOLY: SINGLE-FIRM CONDUCT UNDER SECTION 2 OF THE 
SHERMAN ACT 96 (issued by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September 2008) (該處理原則，
在歐巴馬總統就任並任命新的反托拉斯署署長後，已被廢止。但其內容涉及美國法實務
案例的介紹與分析說明部分，仍具相當參考價值。) 
69 Id. See also Daniel A. Crane, Multiproduct Discounting: A Myth of Nonprice Predation, 
72 U. CHI. L. REV. 27, 40 (2005); David S. Evans & Michael Salinger, Why Do Firms 
Bundle and Tie? Evidence from Competitive Market and Implications for Tying Law, 22 
YALE J. ON REG. 37, 4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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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案件，而在少數幾個聯邦下級法院的判決中，法院所採納之分析架構與

理由也未見一致。大部分的法院仍以「價格-成本」關係作為分析的起

點，差別在於「價格」與「成本」的界定方式是否該與傳統只涉及單一產

品的掠奪性訂價行為相同。也有少數法院不採「價格-成本」檢視法，而

以原告是否因捆綁折扣而讓其面臨更高的市場參進障礙作為推論行為具反

競爭效果的標準。 

   2.1. SmithKlein Corp. v. Eli Lily & Co. 70 

在 SmithKlein 進入市場之前，Eli Lily 藥廠商以量購折扣的方式銷售

其四種專利抗生素給非營利性醫院。面對 SmithKlein 的市場參進及其所

推出的新藥，Eli Lily 也以推出新專利藥品 Kefzol 來因應。 71 另外，Eli 

Lily 也重新調整其折扣計畫，除將原先的折扣比例調降約 3%外，再配合

推出「獎金紅利」(bonus dividend)方案，醫院只要同時購買 Lily 一定數

量之三種專利抗生素，就可享有 3%折扣。 72Lily 公司預期，為了符合

3%的折扣，醫院除會購買一定數量的二種其具市場支配力的藥外，也會

同時購買 Kefzol。 

法院於審理後發現，為因應 Lily 的折扣計畫，SmithKlein 必須將其

藥品價格調降 20%以上。 73SmithKlein 雖有能力可以將其成本降至與 Lily

相同，但如此一來，其獲利將不足以讓其有誘因繼續參與市場中之競爭。

74 法院認為 Lily 公司的折扣計畫將排除「具同等效率生產者」(equally 

efficient producer)之競爭機會，也違反了修曼法第 2 條之規定。 75法院並

未論及本案 Lily 各項產品的價格是否高於其平均成本的問題。 

70 427 F.Supp. 1089 (E.D. Pa. 1976), aff ’d, 575 F.2d 1056 (3rd Cir. 1978).  
71Id., at 1093-94. 
72Id., at 1105. 
73Id., at 1106. 
74Id., at 1108-09. 
75Id., at 11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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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Ortho Diagnostic Systems Inc. v. Abbott Labs 76 

本案事實與 SmithKlein 案類似，承審法院也運用了類似的「具同等

效率競爭者」之標準來檢視本案，但卻得到不同的法律結論。本案涉及捐

血中心 (blood donor center)檢測病毒的五種試劑 (assays)採購。只有

Abbott 公司同時生產這五種試劑，其中四種試劑的銷售量市占率更達

70%到 90%。 77 Abbott 在得標的採購合約中，對於同時購買五種試劑的

捐血中心，每一種試劑均享有相當的價格折扣。 78 原告 Ortho 指出，

Abbott 的折扣計畫，讓捐血中心至少必須要買二種試劑，事實上，所有

的中心均因此而有強烈的意願會全數購買 Abbott 試劑。 

法院於判決中指出，本案主要的爭議點乃一個對群組產品中部分產品

享有市場力，而在另外群組產品市場中面臨競爭的廠商，有無可能將每一

項群組產品的價格均訂在平均變動成本之上，而還有能力將具同等效率之

競爭者建出市場之外。 79 據此，原告應證明 (1), 獨占者的價格低於其平

均變動成本; 或(2), 原告就競爭產品而言，至少是和被告具同等效率之生

產者，但因為原告之折扣價格，使原告無利可圖而無法繼續提供競爭產

品，Ortho 並無法證明其是因為 Abbott 的折扣計畫，才無法於相關市場中

提供產品。 80 

   2.3. LePage’s Inc. v. 3M 81 

本案之所以廣受討論，乃在於第三巡迴上訴法院採取了不同於前述各

案以「價格 -成本」為基礎的檢視法。LePage’s 是一家生產自營品牌

(private label) 透明膠帶的供應商。其起訴主張 3M 公司對同時購買 3M 透

76 920 F. Supp. 455 (S.D.N.Y. 1996) 
77Id., at 459. 
78Id., at 459-60. 
79Id., at 467. 
80Id., at 469-70. 
81 324 F.3d 141 (3rd Cir. 2003)(en b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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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膠帶及其他產品，如家庭醫療用品或文具等的大型零售店提供折扣。 82 

為求競爭，LePage’不但要補償其顧客所喪失之透明膠帶折扣，也要包括

其等在 3M 其他產品市場中所無法享受折扣。 83LePage’s 認為該捆綁折扣

讓其流失顧客，3M 也藉由此一策略，維持其在透明膠帶市場中的獨占

力，違反修曼法第 2 條之規定。 84承審法院於本案中並未要求 LePage’s

證明具同等效率的競爭者若非將價格低於成本面，將很難於市場中競爭; 

相反的，第三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只要折扣將“讓競爭者很難或不可能從

事公平競爭”，即有違法修曼法第 2 條之可能。 85 特別是本案原告並不像

3M 有多樣的品牌產品可以來進行價格的搭配與競爭，故除非折扣廠商得

證明折扣計畫存有正當的商業理由，否則，當被捆綁的產品是競爭廠商所

未提供者，則行為應被初步推定為具有排除競爭的效果。 

LePage’s 案一出，即受到不少的批評。實務及學界普遍認為該案理由

過於模糊，並未提供具體關於適用修曼法第二條的標準，甚至於會限制合

法對競爭有利之價格折扣。 86  後續也有其他聯邦下級法院不採或批評

LePage’s 的判決理由，而回歸到以成本為基礎的原則。 87 

   2.4. Cascade Health Solutions v. PeaceHealth 88 

PeaceHealth 及 McKenzie(Cascade Health Solutions 的前身)是二家在

一級與二級重症照護醫院服務(primary and secondary acute-care hospital 

services)市場的競爭者。PeaceHealth 同時也提供第三級(tertiary)重症照護

服務，並於該市場享有極高的市占率; 但 McKenzie 並未進入該市場。

82Id., at 157, 160-61. 
83Id., at 161. 
84Id., at 163. 
85Id., at 168. 
86 Daniel L. Rubinfeld, 3M’s Bundled Rebates: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72 U. CHI. L. 
REV. 243, 250-51 (2005) 
87相關案例之介紹，請參考前註 68，頁 94。 
88515 F.3d 883 (9th Ci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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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McKenzie 認為自已有能力可以以低於 PeachHealth 的成本提供第一及

第二級重症照護，但卻因 PeaceHealth 對其客戶(保險公司)提供捆綁折扣

計畫，若客戶只向 PeachHealth 購買第一、二、及第三級照護服務，則所

有的購買服務均享有折扣優惠， 90 而無法有效與 PeaceHealth 競爭，進而

提出本訴訟。 

第八巡迴上訴法院於本案不採 LePage’s 的非成本基礎的審理標準，

並認為該判決主要問題在於其將使獨占者的折扣方案，將因競爭者無法提

供同等多樣的產品線，而被認定為是濫用濫占力行為，也未考量到折扣之

促進競爭效果。 91 法院歸納聯邦最高法院過去對掠奪性訂價行為所作之

判決發現，最高法院強烈的建議法院不應制裁價格高於增支成本之訂價行

為。法院在檢視不同的價格-成本檢視法則後，於本案中採用「折扣分

攤」(discount attribution)法，以捆綁折扣總金額分攤到競爭產品後，其價

格是否高於被告生產競爭產品之增支成本作為檢視基準。 92 

 

3. 學理評析  

 

如上所述，從經濟效果來看，忠誠與捆綁折扣是可以納入在相同的分

析架構下進行檢視。換言之，捆綁折扣讓折扣廠商得將其市場力延伸至他

項產品市場; 同理，而忠誠折扣剝奪消費者剩餘的可能性，亦可能出現在

折扣廠商利用捆綁產品間的價格操縱來進行。至於美國司法實務上所論及

之「掠奪性訂價」及「排除具同等效率競爭者」的問題，實質上即是捆綁

折扣廣義「排除競爭」效果的二種類型。再者，由於該折扣類型將迫使新

進競爭者必須同時提供銷售獨占廠商折扣計畫中的所有產品，才有可能進

89Id., at 891. 
90Id., at 892. 
91Id., at 899. 
92Id., at 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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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市場競爭。若折扣計畫所設定之量等於潛在競爭者的產品銷售總量，且

潛在競爭者無法在有利可圖的前提下推出足以和獨占者抗衡的捆綁計畫

時，則捆綁折扣即可能創造實質的市場的參進障礙，讓潛在競爭者難以進

入相關市場。 93 

從上述關於美國法案例的介紹可看出，競爭主管機關或法院對於捆綁

折扣似尚未有一致之法律審查標準。對此一問題，Lambert 教授綜合學理

上之分析，歸納出以下幾種可能採行之審查原則. 94  

   3.1. 當折扣後之單位價格高於成本時，捆綁折扣應當然合法(per se legal) 

採取此一見解者主張，當折扣後的價格高於捆綁產品之成本加總時，

計畫應被視為是合法的行為。 95 此一見解雖建立在折扣計畫「掠奪性訂

價」的分析架構下，但主張的學者並非全然漠視學理上「成本上訂價」排

除競爭的可能性，而是出於對 Breyer 大法官在 Barry Wright 案中所提出

的執法錯誤成本問題的考量。固然採此一原則，可能會讓競爭法出現「嚇

阻不足」的問題，但由於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成本上的折扣對消費者有

利，其出現排除競爭的可能性是少數的例外，故適用此一原則應不致於出

現高於買方所得享受之低價利益的「錯放」成本。 96 

   3.2. 「不當提高競爭對手成本」的審理原則 

此一原則即在反映本章先前所介紹關於忠誠或捆綁折扣，可能是獨占

者用於建構市場參進障礙，提高潛在競爭者參進成本，進而排除具同等或

更佳競爭效率競爭者之競爭。故此一原則將不特別強調折扣後之主要產品

價格是否高於成本; 反之，誠如 Elhauge 教授所強調的，即便價格在成本

上，只要折扣後的價格，在「若沒有」(but for)折扣計畫時之主要產品價

93 Rubinfeld, supra note 86, at 257-58.  
94 See Thomas A. Lambert, Viewpoint: Antitrust Analysis of Bundled Discounts, eSapience 
Center for Competition Policy 5(November, 2006).   
95HERBERT HOVENKAMP, THE ANTITRUST ENTERPRISE: PRINCIPLE AND EXECUTION 172-73 
(2008) 
96 Id., at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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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之上，則所謂的折扣，實質上是買方避免因不搭配購買時可能的懲罰，

其具有減損消費者剩餘及排除有效率競爭者在主要產品及被捆綁產品競爭

的可能性，主管機關不應忽略之。 97在此一基礎上，Elhauge 提出一項較

為具體的法律判斷原則 : 當在折扣計畫下，主要產品之單買價格高於若沒

有捆綁折扣計畫之價格 (but-for price)時，則捆綁折扣應被視為是「搭

售」，而在搭售的相關原則下進行檢視; 主管機關應審查實施折扣廠商是

否於主要產品市場中有市場力量，以及捆綁計畫是否會影響被捆綁市場中

相當實質的交易量。當價格未超過，而無法在搭售架構進行檢視時，應以

捆綁折扣對被捆綁市場之封鎖與排除程度來判斷行為的合法性。 98 

相較於上述之「當然合法」原則，「不當提高競爭對手成本」原則乃

處於管制光譜上的另一個極端。其優點乃在於可避免出現「嚇阻不足」的

問題，但其缺點則是「當然合法」所關切的實務操作的困難及因此所衍生

的錯誤成本問題。Lambert 教授指出了此一原則的二項問題 :  

一、以折扣後與若無折扣計畫時之主要產品價格作為比較基準，忽略了捆

綁折扣對消費者的利益，這不是美國反托斯法所追求的執法原則。

Lambert 認為廠商之所以實施捆綁折扣，在某些情況下是將其因共同銷售

二種產品所生之範疇經濟利益部分移轉給消費者。故只要「組合產品」折

扣後之價格低於若沒有折扣計畫時產品個別銷售價格的加總時，捆綁即可

對消費者產生立即而直接的利益。在 Elhauge 的判準下，法院或主管機關

將無法篩選出此一消費者原可享有之利益。 99 

二、「不當提高競爭對手成本」原則將大幅增加實務的執法成本，與企業

的應訴成本，而出現過度嚇阻的情形。其中最明顯的是，法院該如何決定

97 Elhauge, supra note 31, at 468. 
98 Id. 
99 Thomas A. Lambert, Appropriate Liability Rules for Tying and Bundled Discounting: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Elhauge 1, 63-64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chool of Law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2011-04, July 09, 2011), 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1781130 (last visited October 26,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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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沒有折扣計畫」時，主要產品會出現的價格? 依 Elhauge 的看法，其

所謂的 but-for 價格，並不是獨占賣方於實施捆綁折扣前之售價，因為該

價格有可能高於捆綁折扣實施後，分別購買之主要產品價格，因為獨占者

之成本下降，或其獨占力正逐漸式微中。另外，以計畫實施前售價為標

準，讓獨占者可刻意的提高計畫實施前的售價，來規避可能的法律責任。

100Elhauge 建議法院應從事業之內部文件，或是利用經濟模型的迴歸分

析，來尋求合理的 but-for 價格。 101其進一步認為，當被告無法證明捆綁

有利於效率的提升時，法院可初步推定主要產品的折扣價格高於 but-for

價格。Lambert 認為，這樣的審理原則，除了給原告有不斷要求法院進行

證據發現的程序，期能找到足以證明原告擬提高單買價格以強迫買方接受

捆綁銷售條件外，也可能大幅提高另尋專家證人以因應原告利用統計方法

計算 but-for 價格之結論。另外，被告為推翻違法推定，法院因而須判斷

除捆綁折扣外，其他的折扣金額均不足以吸引足夠的捆綁的購買量，以實

現範疇經濟所創造之生產與行銷效率，此實質上將讓反托拉斯法院成為價

格的管制者，讓法院必須承擔其無能力負荷的司法負擔， 102亦可能最後

會迫使獨占者放棄對消費者有利之捆綁折扣計畫。 103 

   3.3. LePage’s 案之審理原則 

第三種可能的原則，即是以上述的 LePage 案，不探究與成本的關

係，只要折扣計畫足以讓競爭對手面臨更高的參進門檻，如競爭者並無獨

占者的多項品牌產品，得以進行具抗衡效果的折扣計畫時，行為即有違法

的可能。但此一原則只著眼於折扣計畫對競爭者加入競爭難易程度的影

響，很容易讓較無效率的競爭者以此為由，來避免掉捆綁折扣所帶動的價

100 Elhauge, supra note 31, at 468. 
101 Id. 
102 Lambert, supra note 94, at 9. 
103 Lambert, supra note 99, at 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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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競爭，而形成對該類競爭者的價格保護傘(price umbrella). 104 再者，此

一原則的運用，將讓諸多捆綁折扣原可創造的效率無法出現。論者有認

為，效率的部分應可納入在法院所建立的「正當商業理由」的抗辯原則下

進行審視; 但就實務而言，此將大幅增加被告的舉證成本，而可能不當的

迫使其放棄有效率的折扣計畫。Lambert 認為，成本上的折扣在大部分情

形下均具有將價格壓低接近成本的效果，對消費者而言，至少在短期內也

可享有立即的低價利益，故應由原告證明被告折扣計畫並無所聲稱之效率

存在。 105 

   3.4. 「同等效率競爭者」審查原則 

此一方法雖可避免 LePage’s 可能保護了無效率競爭者的問題，但其

本身也存在著操作不易的成本。在該原則下，原告須同時提出並比較自已

及獨占被告之單位成本，始能比較得知原告是否為具同等效率之競爭者。

相較於掠奪性訂價之成本與價格之比較，成本間的比較較難以確定，特別

是在捆綁折扣計畫下，所謂的「成本」有部分是包含主要與被捆綁產品間

之「共同成本」(joint costs)，難以作明確的區分計算。 106  

   3.5. Areeda-Hovenkamp 的假設性(hypothetical)「同等效率競爭者」審

查原則 

相對於成本間的比較，Areeda 及 Hovenkamp 則提出以一個「假設」

具同等效率競爭者，而非特定個案原告作為比較與審查的標準。其等將捆

綁折扣視為事實上的搭售行為，行為是否會排除效率競爭，則視其是否符

合搭售中的「脅迫」要件。法院應將捆綁組合產品之所有折扣，分攤

(attribute)到原告所主張排除之產品，若價格低於被告之成本，則一個假

設具同等效率的競爭者即有可能會因此而無法與被告競爭，「脅迫」之要

104 Lambert, supra note 94, at 12.  
105 Id., at 13-14.  
106 Id., at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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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即有成立之可能性，但特別要注意的是，若市場中存有提供相同折扣計

畫且足以和獨占者抗衡的競爭廠商時，則縱使價格低於被告成本，但因市

場中仍存在著「捆綁計畫」間的替代競爭，買方應無「脅迫」的可能，故

行為應視為是合法的行為。 107  

於認定「脅迫」的要件有可能成立後，Areeda 與 Hovenkamp 認為，

法院接下來應從市場結構面進行類似「搭售」或「獨家交易」之「合理原

則」分析。法院應進一步判斷，涉案市場之結構是否有利於被告實現獨占

的目的。故當市場參進障礙低時，非競爭價格不可能長期存在於這類型的

市場中，故不應科以被告反托拉斯法責任。另外，若市場結構有利於具被

排除風險競爭者間之合作推出競爭折扣計畫時，法院也應將此一制衡力量

列入考量。當然，在「合理原則」下，法院也應考慮折扣計畫是否具有實

現範疇經濟、產品品質控制、以及擴大產出等正當商業理由。 108 

   3.6. Lambert 之審理原則 

綜合上述之學理審理原則， Lambert 認為在「實務上操作可行」的前

提下，捆綁折扣的審理原則，應考量到以下三項競爭效果: 109 一、被排除

的競爭者已窮盡了其他競爭選項; 二、被排除的競爭對手至少是和被告具

同等競爭效率者; 三、被封鎖的市場，結構上是有利於被告遂行獨占目的

者。綜言之，其應能在允許將「成本上折扣」推定為合法的同時，也能讓

原告有機會，得以在實務上具體可操作的事實證據下，推翻上述推定。據

此，Lambert 提出了以下二階段判斷原則: 110 

一、當被告折扣後之價格高於折扣計畫之成本時，除非原告因產品類型較

少，無法因應獨占者之折扣競爭，且具有以下情形，否則應視為是合法的

107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LAW ¶ 749, AT 334-36 (2006 
SUPPLEMENT); 轉引自 Lambert, id., at 19.   
108 AREEDA & HOVENKAMP, id., at 336, 337-38, 339-42; 轉引自 Lambert, id., at 20.   
109 Lambert, id., at 21-22.  
110 Id., at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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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一)、在「被捆綁產品」及「原告尚未進入的產品」市場中，均存

在有市場的參進障礙。(二)、原告無法與其他廠商合作推出競爭的捆綁折

扣計畫; 以及(三)、原告曾基於善意要求成為折扣商之供應商，但被拒

絕。此一要求背後的理由乃，若原告真的較被告更有效率，當其願以較低

的價格成為被告的供貨商時，被告理應會接受該項要約。被告的拒絕，可

作為原告已「窮盡其他競爭選項」的參考事證之一。 111 

二、於原告初步證明了上述相關事實後，被告得以反證來證明原告並非是

「具同等效率」的競爭者。例如，原告可提出事證證明其所以拒絕原告作

為其供貨商，是因為原告之價格高於被告生產該產品的成本，或是原告之

產品品質不如被告等。 

從上述的學理分析不難看出，美國反托拉斯學界對於捆綁折扣之可能

審理原則仍未有一致的看法，未來仍需視法院在具體個案中的採納與運用

情形，方能逐漸形成較清晰的管制架構。不過，不論採行何項理論，美國

法院仍以市場「競爭」是否受有限制，作為適用修曼法的標竿，而不考量

方法之選擇是否受到限制，除非選擇受限確實造成市場競爭的受損。這可

以在 2011 年 6 月美國第 9 巡迴上訴法院在 Brantley v. NBC Universal, Inc.

案 112的判決得到進一步的支持。該案是由有線電視收視戶以集體訴訟的

方式向頻道業者以及系統業者所提出之修曼法第 1 條私人訴訟。其主要的

目的，在要求被告須允許原告消費者得以分別購買所需之頻道，而不應採

行現行的捆綁銷售方式。原告主張捆綁銷售限制了系統業者競爭的方式，

降低消費者選擇，並導致市場價格上漲。但美國第九上訴巡迴法院認為，

這些理由尚不足以構成違反反托拉斯法之事證; 雖然原告被要求購買其所

不需要的頻道，但反托拉斯法允許事業在未造成競爭損害之前提下，從以

111 Id., at 23 n.45.  
112 Available at http://www.ca9.uscourts.gov/datastore/opinions/2011/06/03/09-56785.pdf 
(last visited October 2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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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安排其營業模式。故原告應進一步舉證證明捆綁折扣對競爭的傷害程

度，特別是捆綁銷售對其他競爭頻道商在成本與服務品質上的影響程度。 

 

第四節 小結 

 

本章介紹美國反托拉斯法規範搭售及忠誠與捆綁折扣之法律原則與司

法判決，並歸納整理學理之分析。綜合學理而論，這三項行為類型在競爭

法上的問題，主要來自於其實質或潛在的封鎖與排除競爭的效果，讓獨占

廠商得以延伸其市場力量至其他的市場。在濫用市場力的過程中，晚近更

有學者指出獨占廠商可透過各項安排，同時對消費者進行差別取價，剝奪

更多的消費者剩餘。不過，學理上仍有不同意見的論辯，特別是針對新理

論於實務上操作所可能產生的「誤判」與大幅增加執法成本的問題，讓這

些新理論的實用性受到質疑。至於在具體法律原則部分，三類行為類型違

法的共同基本前提乃行為人須有一定的市場力量。在搭售部分，美國法院

將首先判斷涉案產品彼此間是否為個別產品，以及搭售安排是否讓買方無

選擇交易對象的機會，而與法律上的「脅迫」要件該當後，再進一步衡量

搭售是否因其相關之反競爭效果，而影響被搭售產品市場中相當數量之州

際間交易。雖然實務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仍未修正搭售是「當然違法」

的原則，但學理上對於搭售所具有之提昇生產效率、確保產品品質與風險

分擔等正面功能，已有相當多的討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無可能受這些

學理探討的影響而於未來將搭售行為改採「合理原則」，值得觀察。 

至於在忠誠與捆綁折扣部分，由於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折扣低價對消

費者有利，故法院傾向於將其視為是有利競爭的商業行為; 至於在何種情

況下，獨占者的折扣計畫將有反競爭的可能，在忠誠折扣部分，法院主要

是運用「掠奪性訂價」的分析架構來進行檢視，故重心置於折扣後每單位

產品價格是否低於成本，以及回收損失的可能性。一般而言，回溯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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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性的忠誠折扣可能的反競爭效果較強，不過，關鍵之一仍在於如何計

算產品之成本為何。捆綁折扣，則除了「掠奪性訂價」外，實務上也論及

了獨占廠商可如何利用折扣，來讓產品種類沒有獨占者多的競爭者的競爭

成本增加，或建構市場的參進障礙，而排除具同時或更具效率競爭者的競

爭。不過本章上述的說明不難看出，反托拉斯理論對於獨占廠商之「折

扣」行為與競爭間之關係，目前仍處於多元學說並存的情況，有待未來美

國法院在個案中歸納出較為妥適與具體的審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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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歐盟競爭法規之規範分析 
 

 

歐盟法對於企業試圖以「搭售」策略，來強化其市場地位，而有違法

之虞時，其可能構成上、下游業者間之聯合行為，而落入「歐盟運作條

約」第 101 條的規範射程內，但依歐盟所頒布之垂直交易限制規則，若被

告之市占率不及 30%時，即可落入安全港之範圍，推定不違反第 101 條

第 1 項之規定； 1另外，該行為同時亦有可能為企業濫用市場力量之結

果，而構成「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規範之行為類型。再者，近年來受

到學界、實務間熱烈討論之「忠誠及綑綁折扣」，即為一具市場力量之企

業在一定條件下提供產品折扣，利誘交易相對人之購買，排除競爭者之交

易機會，當其對於市場競爭之不利效果，已有妨礙市場競爭秩序之虞時，

將落入 102 條規範之檢視。 

下面將針對上述行為作一詳細之闡釋，並輔以實務個案之處理原則及

運作情況，挑選其中具代表性之案例，彙整其共通之處，並以學理就個案

衍生問題作一探討。 

 

第一節 歐盟反托拉斯法對搭售行為之規範 

 

 

執委會曾於「歐盟執委會關於適用歐洲共同體法第 82 條查處優勢企

業排他性濫用行為的執法重點指南」 2 (以下簡稱『82 條指南』)中說明，

所謂之「搭售」乃指顧客於購買一項產品之時，被要求亦須購買另一項產

1Commission Regulation No.330/2010 of 20 April 2010 
2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Guidance on the Commission’s enforcement 
priorities in applying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to abusive exclusionary conduct by 
dominant undertakings,2009/C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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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此兩項產品可能是基於技術性或契約性之基礎而發生。 3 

而歐盟於判斷搭售行為是否有違法之虞時，乃考慮下列因素： 4 

一、主要產品與被搭售產品為可分之產品 

所謂之搭售，顧名思義，即指企業將兩種以上之產品組合而一併銷售

之意，故於主要產品與被搭售產品為同一產品時，當然無搭售之可能。而

在判斷搭售行為下之產品是否可分之時，將視消費者之需求予以認定，當

市場上並未存在搭售行為時，大多數之消費者將僅向同一供應者購買主要

產品，而不會亦同時向其購買被搭售產品，即代表該供應者之主要產品在

市場上占有相當之市場力量，無論有無搭售之情形，多數消費者本就有意

願購買；相較於被搭售產品而言，多數消費者原本毫無購買之意願，乃因

欲購買主要產品之緣故被迫隨同購買而已，於此情形下，即可將主要產品

與被搭售產品視為不同產品。而執委會亦提出三項證據證明系爭產品乃分

屬不同產品： 

(一) 直接證據：當顧客有選擇機會時，將分別自不同之供應方購買主要及

被搭售產品。 

(二) 間接證據：市場上存在僅專門製造或銷售被搭售產品之企業，或該事

業僅製造或銷售由具優勢地位之事業搭售產品中之一種 

(三) 在競爭激烈之市場下，僅擁有少許市場力量之企業，傾向不搭售上述

產品。 

二、在主要產品市場或被搭售產品市場產生反競爭之閉鎖效果 

在確認搭售行為下之產品為可分產品後，緊接著即須判斷該搭售行為

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而此處所謂之「市場」包括主要產品市場與被搭售

3技術性搭售(technical tying)：因產品自身設計緣故，將導致主要產品僅與被搭售產品
搭配時，始能適當地運作(若與競爭者所提供之替代品結合時，則無法共同良好地運
作)；契約性搭售(contractual tying)：乃購買主要產品之顧客契約上承諾亦會購買被搭
售產品時。 
4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2 ,at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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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市場。傳統上多以槓桿理論作為非難搭售行為之基礎，透過主要產品

市場力量延伸至被搭售產品市場上，將可能搗亂被搭售產品市場之競爭，

故對於搭售行為反競爭效果之評估，多著重於被搭售產品市場上，且由於

主要產品之市場並未受到外在市場力量之干擾，故較無反競爭之疑慮。但

實際上並未如此，若仔細推敲搭售行為對於競爭之不利效果，可發現主要

產品市場於某些情況下，亦可能受有相當程度之影響。 

執委會於 82 條指南中指出得以下列因素，初步判斷濫用市場地位之

反競爭影響： 5 

(一) 企業市場優勢地位之穩固 

(二) 相關市場條件 

(三) 具優勢地位企業之競爭者之地位 

(四) 顧客或輸入供應商之地位。 

(五) 系爭濫用行為之程度 

(六) 實際封鎖的可能證據 

(七) 任何排除策略之直接證據 

在進行個案評估時，執委會將詳細分析上述因素，並同時考量關於搭

售之排除行為較具體之因素及其他任何可能之因素。通常將會比較在相關

市場上實際或可能發生之未來情況，以及一個適切之反事實假設或考慮到

既定商業實務之實際替代情形。 

而下列因素，對於判斷搭售個案中可能或實際之反競爭效果，具有特

殊之重要性： 6 

 當企業長期採取搭售策略時，導致市場不利競爭之風險將更嚴重。 

 於搭售策略下，若企業擁有市場優勢地位之產品越多時，可能之反競

爭效果越強，尤其當競爭者無法複製該搭售內容時。 

5Id.,at 7-8 
6Id.,at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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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有意購買被搭售產品之顧客，搭售行為可能導致較少之競爭，因

為若沒有足夠數量之買家願意單獨購買被搭售產品，以支持被搭售產

品市場上具優勢地位企業之競爭者時，顧客將面臨更高之產品價格。 

 若主要產品與被搭售產品得以變動其組成比例，顧客可能會藉由增加

其對被搭售產品之需求且同時減少對主要產品需求之方式，因應主要

產品之漲價。透過將前開二項產品搭售之方式，具優勢地位之企業即

必須儘可能避免此種替代效果之發生，並因此提高該產品之出售價

格。 

 如果具優勢地位之企業在主要產品市場上之價格受到管制，搭售行為

可能讓具市場優勢地位之企業，得以提高被搭售產品市場上的價格，

以便補償主要產品市場價格管制所導致之收益損失。 

 若被搭售產品對於主要產品之顧客而言，乃一重要之互補產品時，則

被搭售產品替代供應商的減少，將導致被搭售產品取得之可能性下

降，可能使得獨自進入主要產品市場一事變得更困難。 

 82 條指南中亦承認搭售行為對於市場競爭之助益，基本上並未嚴格

禁止搭售行為之發生。即主管機關並不在意企業擁有優勢地位，所關注者

乃企業濫用優勢地位所為之行為。由此可推論出，若企業可能對被搭售產

品市場產生相當之不利影響，似應代表著其於主要產品之市場力量不容小

覷，即達到執委會所稱之優勢地位。下面將就搭售行為之主體市場力量之

認定作一探討： 

 

1. 搭售行為之主體類型 

 

   1.1.具高市占率之企業 

一般而言，企業於相關產品市場具有高市占率，即代表企業於該市場

內具有相當之市場力量，故當系爭企業採取之搭售行為，將迫使消費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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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從其策略，因為主要產品市場並未存有足夠之競爭，消費者無從替代選

擇，故將對於被搭售產品市場產生不利影響之效果，而有違反歐盟運作條

約 102 條(d)款：「以交易相對人接受附帶義務作為締約條件，而該附帶

義務之性質與商業用途均與該契約毫無關聯。」之可能。 

然而在此必須強調，雖然市占率不是確定市場優勢地位唯一依據，但

持續長時間擁有高市占率之企業，原則上即可認定其為具有優勢地位之企

業；但具優勢地位之企業卻不見得屬於高市占率之企業，因為歐盟執委會

乃是以企業間市場地位之比較作為主要判斷工具。 

   1.2. 具市場優勢地位之企業 7 

歐盟競爭法下多以「Dominant position」一詞代表系爭企業擁有相當

之市場力量，而我國有譯作：控制地位、 8支配地位、優勢地位 9等。惟

歐盟執委會於判斷市場地位之時，著重的並非是僅以享有高比例之市場占

有即認定擁有市場優勢力量，而是重視企業市占率間之相對比較，在

British Airlines 案中被處分人即未具備過半以上之市場占有率，但仍被主

管機關認定具有優勢地位，故稱為「優勢地位」應較為符合歐盟競爭法下

之意義。 10本文認為就結果觀之，支配地位或優勢地位兩者皆能體現系爭

企業之市場力量，市場上競爭者間市場力量之比較，僅是推論之過程，硬

要區分無太大實益。 

在歐盟運作條約下，所謂之優勢，乃一企業所享有之經濟力量的地

位；該種地位藉由賦予該企業得獨立於其競爭者、顧客(且最終得獨立於

消費者)而為所欲為之力量，使該企業能妨礙相關市場中的有效競爭。 11

7Id，at 4-6 
8何之邁，「歐洲共同體競爭法」，三民書局，頁 119(1999 年 5 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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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
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頁 144(1999 年 11 月) 
10鄭嘉瑩，「Microsoft 於歐盟濫用市場優勢地位一案之研究」，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
學系碩士班論文，頁 13(2009 年) 
11Case 85/76 Hoffmann-La Roche & Co. v Commission [1979] ECR 461, at paragraph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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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意味著企業之決策不易受競爭者、顧客之影響，此情形下執委會可能

認定該企業缺乏競爭之約束。當然企業優勢地位之認定，仍需綜合多種因

素予以判斷，個別之因素皆無法獨立作為認定之依據。 

一般而言，若企業於相當期間內提升其產品價格至高於競爭水準之程

度，而仍得獲利之情形下，執委會通常將認定該企業具有支配地位。而執

委會亦指出於評估企業是否存在支配地位時，將會考慮市場之競爭結構，

特別是以下因素： 12 

一、具支配地位之事業及其競爭者之市場地位 

通常於判斷市場地位時，執委會根據相關市場條件解釋之企業系爭產

品之市占率即為一有用之指標，且處理經驗顯現當企業於相關市場之市占

率低於 40%時，則支配地位可能不存在。當然亦可能存有少數例外個

案，例如競爭者能力之限制，將導致其無法有效與系爭企業抗衡。 

二、擴張及進入 

由於競爭是動態的，故於評估優勢地位之有無時，亦須考慮現存競爭

者或潛在競爭者之威脅，即當擴張或進入市場係可能、及時且充分地發

生，系爭企業將受其競爭約束。 

(一) 可能:執委會以競爭者或新參進市場者必須有足夠的獲利為基礎，認

定擴張或進入市場乃可能發生，且將會考慮擴張或進入市場的障礙、

系爭之具優勢地位之事業及其他競爭者的可能反應、失敗的風險及成

本予以認定。 

(二) 即時:擴張或進入市場之行為必須充分迅速地進行，以遏止或破壞重

要市場力量之行使。 

(三) 充分:不可以僅是小規模的(例如進入利基市場[market niche] 13)，反而

12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2 ,at 5-7 
13 Niche Market，即指那些被市場統治者或有絕對優勢之企業所忽略之某些細分市場，
利基市場指的是企業選定一個很小的產品或服務領域，集中力量進入該市場並成為領先
者，從當地市場發跡，逐漸形成持久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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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具有相當重大的規模，因而能遏止受推定為具優勢地位之事業在

相關市場上所作出的價格提升企圖。 

三、顧客之議價能力所施加之約束 

企業對於市場之影響力，通常會因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之壓力，而無

法恣意行使，然而有時顧客仍得對企業產生競爭約束之制衡力量，故縱使

一個擁有高市占率的企業，亦可能無法相當地獨立於擁有充足議價能力之

顧客而不受影響。 14而顧客之力量可能源於顧客之規模或其對於具優勢地

位之事業之商業重要性，亦可能來自於其得迅速轉換競爭供應商、促進新

參進者或垂直結合之能力以及可能做出以上行為所造成的威脅。當顧客有

足夠之對抗力量，即可能遏止或破壞事業提升價格以獲利之企圖。 

明顯地，當企業欲採行搭售行為，拓展其事業規模、爭取交易機會

時，該企業必須於主要產品市場擁有相當之市場力量，始有可能成功實行

搭售行為。而支配地位之形成，可能透過多種方式達到，例如： 

(一)企業自身優勢： 

企業本身於主要產品市場上，即可能因為技術領先、法規範之保障、

價格低廉、產品品質等因素，取得消費者之青睞，進而排除競爭者之交易

機會，而獲得相對大比例之市占率，達到市場支配地位。 

(二)結合： 

當一企業並未有上列先天或後天之因素輔助，而享有競爭上之優勢

時，亦有可能透過結合之方式，提升其市場力量，而水平結合之方式，乃

最直接、迅速之方式，藉由同一市場內與競爭者之結合，達到市場地位成

長之目的。 

相較於水平結合，企業有時亦可能透過垂直或多角化之結合 15擴展

14Case T-228/97 Irish Sugar v Commission [1999] ECR II-2969 ,para 97-104。初審法院
於判斷優勢地位時，考慮是否應將該企業對於其顧客所據稱之獨立性欠缺看作一個例外
狀況；儘管該企業在愛爾蘭工業用糖市場上所記載之出售額佔有相當大的一部分。 
15 Ge 與 Honeywell 之結合案即為一例，兩企業之結合將在多樣產品市場內形成市場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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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市場力量，雖然並未直接強化結合實體於主要產品市場之市場力量，但

市場優勢地位之判斷，本即非僅以市場占有率為唯一判准，乃綜合上述提

及之多種相關因素判斷之。 

而企業要求顧客必須接受其將產品組合販賣之策略，將落入歐盟運作

條約第 102 條之規範：「在歐洲共同體共同市場內或某個重要區域，一個

或數個事業濫用其優勢市場地位之行為，係足以影響歐洲共同體會員國間

交易，與共同市場不相容，應予禁止：（d）款以交易相對人接受附帶義

務作為締約條件，而該附帶義務之性質與商業用途均與該契約毫無關聯」

由條文觀之，可發現執委會於認定搭售構成違法時，除包括上述提及之市

場優勢地位之認定、分別產品、反競爭效果之外、亦必須判斷是否系爭搭

售行為有影響歐洲共同體會員國間交易之虞、有無任何合理正當之理由而

採行搭售之策略。 

綜合上述要件，執委會將依此判斷系爭企業採行搭售策略所產生之效

果，是否未具正當理由且嚴重影響市場之正常運作或造成市場之損害，而

認定違反第 102 條 (d)款之規範。 

 

2. 相關案例 

 

   2.1.Hilti 案 16 

Hilti 公司乃全歐洲最大之釘槍、釘子及釘槍匣之生產者，將其產品

整合為火藥擊釘系統 (Powder Activated Fastening System 簡稱 PAF 系

統)，而 Eurifix 及 Bauco 公司為另兩家僅生產釘子之公司，其生產釘子之

規格亦相容於 Hilti 公司之釘槍，由於 Hilti 公司擁有釘槍匣之專利，故挾

勢地位。 
1688/138/EEC: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2 December 1987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86 of the EEC Treaty (IV/30.787 and 31.488 - Eurofix-Bauco v. Hi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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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市場優勢地位搭售其所生產之釘子，要求顧客於購買釘槍匣時，亦需併

同購買其所生產之釘子，造成釘子市場上 Eurifix 及 Bauco 公司之銷售影

響。故 Eurifix 及 Bauco 公司向歐盟執委會指控，Hilti 公司濫用市場優勢

地位，阻礙或排除生產相容於 Hilti 公司設備之釘子市場之競爭者，違反

歐洲共同體法 82 條之規範。 

適用 82 條之先決條件，即是對於企業是否具有優勢地位進行判斷，

而第一步驟即為事先劃定相關市場。本案中，執委會認為釘槍、釘槍匣乃

分屬個別之市場， 17並運用槓桿理論對相關市場效果進行分析，由於

Hilti 公司在釘槍匣市場上具有優勢地位，故其搭售釘子之行為，將產生

其在釘槍匣市場上之市場優勢力量影響釘子市場之效果，否決 Hilti 公司

主張釘槍、釘子及釘槍匣應被視為單一市場之抗辯。而就 Hilti 公司所提

出之基於安全性之抗辯，執委會經調查後發現，如果 Hilti 公司擔心其產

品之安全問題，即應向有關當局提及其產品之危險性，且事實上亦未發生

以 Hilti 公司所生產之釘槍匣使用其他企業所生產之釘子將會導致不安全

之結果。因此認定 Hilti 公司之搭售行為構成濫用市場優勢地位，阻礙或

限制了獨立製造商進入市場，破壞釘子市場之競爭，故違反 82 條(現為

102 條)之規定。  

而後 Hilti 公司不服提起上訴， 18主張執委會錯誤界定相關市場，

Hilti 公司所生產之釘槍、釘槍匣及釘子產品並非三個獨立之市場，應被

視為單一市場下不可分割之整體(即 PAF 系統)，然法院較認同執委會之觀

點，且提出自 1960 年代開始，即有獨立廠商專門生產相容於 Hilti 公司設

備之釘子， 19故應可認為個別獨立之市場。 

17 Id., at paragraph 55-56 
18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Second Chamber) of 12 December 1991. - 
Hilti AG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 Competition - Nails for nail guns 
- Relevant market - Dominant position - Abuse - Product liability - Fine. - Case T-30/89. 
19 Id., at paragraph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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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初審法院認定 Hilti 公司仍構成濫用市場優勢地位之行為，駁

回上訴，雖然 Hilti 公司再上訴歐洲法院， 20但仍遭駁回告結。 

   2.2.Tetra Pak II 案 21 

Tetra Pak 公司是生產包裝食用液體、半液體之無菌及非無菌紙盒，

與填裝紙盒機器之世界大廠之ㄧ，而 Tetra Pak 公司生產之紙盒(俗稱「利

樂包」)，主要是用來包裝牛奶。 

於 1985 年占有歐盟市場大約 78%之市占率， 22而 Tetra Pak 公司要求

購買或租賃其填裝紙盒設備之顧客，必須同時購買其包裝紙盒，且僅能由

Tetra Pak 公司提供產品之保養、維修及供給零件之服務，故其競爭對手

Elopak 指出 Tetra Pak 公司之上述行為將導致其退出義大利牛奶包裝市

場，遂向執委會指控 Tetra Pak 公司之搭售策略，有違反 82 條之虞。 

執委會藉由牛奶作為相關產品，判斷系爭企業之相關市場，將 Tetra 

Pak 公司之產品分為四個獨立之市場，連結成為兩個不同之市場： 

一、無菌包裝市場 

 食用液體無菌紙盒填裝設備：92% 

 食用液體無菌紙盒：89% 

由上可見，Tetra Pak 公司於無菌紙盒及其填裝設備市場擁有極高之

市場占有率，且市場上唯一之競爭者為僅具市占率 5%-10%間之 PKL 公

司。而上述市場由於技術要求，故參進障礙極高。 23 

二、非無菌包裝市場 

 食用液體非無菌紙盒填裝設備：52% 

 食用液體非無菌紙盒：48% 

20 Hilti AG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53/92 P)[1994] 
21 92/163/EEC,Commission Decision of 24 July 1991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pursuant to 
Article 86 of the EEC Treaty(IV/31043 - Tetra Pak II) 
22 Id., at paragraph 103 
23 Id., at paragraph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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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市場上僅有 Elopak 公司 (27%)及 PKL 公司(11%)，於市占率相

較之下， Tetra Pak 公司於此市場上仍居於領先地位。 

執委會認為 Tetra Pak 公司上述之搭售行為，要求顧客一併購買之義

務與契約本身之目的並無關聯，基本上違反了 82 條之規範。但 Tetra Pak

公司對於執委會之認定提出下列抗辯，主張系爭行為應未違反規定： 24 

(一) Tetra Pak 公司並非填裝設備及容器之供應者，而是供人消費之液

體、半液體食品之「整合分銷系統」之供應者。該系統包含專有技

術、設備、容器、服務及培訓。 

(二) 規模經濟、節省成本、穩定與顧客之關係 

(三) 技術考量 

(四) 產品責任和大眾健康之考量 

(五) Tetra Pak 公司名譽之保護 

(六) 商業習慣 

首先，執委會就技術考量之抗辯，認為若真如 Tetra Pak 公司所說，

在填裝設備上僅能使用其紙盒時，將必然成為技術搭售，而無約定義務之

必要。而就商業習慣之抗辯，初審法院指出，縱然搭售可能是商業上習慣

或具有某種商業上之實質關聯性，但仍不足以正當化具支配地位之企業採

行搭售行為， 25故駁回 Tetra Pak 公司之抗辯。 

而就確保衛生安全，確保公眾健康之抗辯，法院認為具有市場優勢地

位之企業不負有主動排除其認為有危險性之任務，且 Tetra Pak 公司亦可

藉由向購買者揭露相關產品資訊以避免危害。 

Tetra Pak 公司所提出之抗辯皆無法取得認同，該案執委會認定 Tetra 

Pak 公司，違反第 82 條規範之決定，經被處分人上訴後，委員會之決定

24 Id., at paragraph 118 
25Case T-83/91  Tetra Pak International SA v. Commission(6 October 1994), at paragraph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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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得到初審法院、歐洲法院 26充分之支持。 

   2.3.Microsoft 案 27 

Microsoft 公司乃個人電腦作業系統之大廠，其營運範圍擴及全球市

場，並占有 90%之市占率， 28而於其販售個人電腦作業系統 (Windows 

OS) 時，搭售其所生產之影音播放軟體 Windows Media Player(簡稱

WMP)，使消費者無法在市場上購買到不含該影音播放軟體之個人電腦作

業系統。 

執委會認為雖然 Windows OS 搭售媒體播放功能已有一段時間，但市

場上仍存有對於兩產品，僅有個別需求之消費者，且市場上亦存有單獨販

賣此兩產品之原來設備製造商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簡稱

OE)。且 Microsoft 公司在個人作業系統市場上之競爭者，皆未將媒體播

放程式與作業系統搭售，故 Windows OS 及 WMP 應屬個別獨立之市場。 

執委會主張 Microsoft 公司要求 OEM 僅得販售附有 WMP 產品之

Windows OS，強制消費者接受此種 Windows OS，將使消費者無從選擇

其中一項產品，並妨礙非 Microsoft 公司生產之影音播放軟體之適用，將

於媒體播放程式市場產生相當之排擠效應，更由於網路效應 29進一步擴

張 Microsoft 公司於該市場之市場占有率，違反歐洲共同體法第 82 條之

規定。 

但 Microsoft 公司對此一認定不服，遂提起上訴，主張 WMP 與

Windows OS 乃科技整合之產品，對於數位媒體領域是一卓越之進步，使

26Case C-333/94 , Tetra Pak International SA v. Commission(14 Nov 1996) 
27Commission Decision of 24 March 2004 in case COMP/C-3/37.792 
28Id ,at  paragraph 432 
29 網路效應係指某特定產品對於個別使用者所具有的價值，乃是取決於總使用人數之多
寡，亦即個別消費者使用某一產品之效用會隨著其他使用同一產品之消費者數量之增加
而遞增。例如電話，當只有一個人使用電話時，電話不具任何價值，但隨著電話使用者
之增加，通話節點越多，電話為使用者所帶來之效用便越大，對消費者更具吸引力，從
而增加購買之誘因，同時也增加整個通信網路之總價值。參見楊宏暉，「新經濟時代的
反托拉斯法挑戰－網路效應與微軟案之初探」，政大法學評論，第 77 期，頁 207(200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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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設計者與網站建立者，能有效利用穩定且定義明確之視窗平台，並主

張若將 WMP 移除，將導致 Windows OS 某些功能無法正常運作。 

法院認為應依消費者需求決定 WMP 及 Windows OS 是否為個別產

品，從產品功能性來看，Windows OS 為「系統軟體」；WMP 即屬於

「應用軟體」，且實際上，在設計銷售此兩種類型之產品時，皆獨立運

作。 30再者於 Microsoft 公司之網頁上亦開放 WMP 單獨之下載。 31基於

上述因素，根據市場消費者之購買現象，顯現作業系統提供者與媒體播放

程式提供者乃分屬不同之事業。故法院認為 WMP 與 Windows OS 為分別

之產品。 

而初審法院支持執委會之決定，認為若 Microsoft 公司事先安裝

WMP 於 Windows OS 之時，將造成使用者，不再另行考慮其他之媒體播

放程式。再者 Microsoft 公司要求 OEM 公司不得安裝它牌之媒體播放程

式，亦會產生排除效果。故駁回 Microsoft 公司之上訴。 

 

3.案例評析 

 

   3.1.判斷原則之轉換 

一般而言，對於反競爭之行為大致上可區分為兩種分析方法，「當然

違法」及「合理原則」，所謂之當然違法原則即指法院從過去執法經驗之

累積可知，某特定之行為極有可能對於市場競爭產生不利之影響，此時僅

要法院認定該行為存在，即得認定違法，無需進行深入之經濟分析，亦無

需考慮被告之抗辯事由，具有訴訟經濟之優點。 

於 Hilti 案中執委會及法院並未對被處分人之搭售行為所可能產生之

30蘋果電腦在市場上即分別提供 OS 及 Quick Time 媒體播放程式；再者，Microsoft 公
司於媒體播放程式最大之競爭者 RealNetwork 亦未曾研發或設計 OS 系統。Case T-
201/04 Microsoft Corp v. Commission (2007) E.C.R-II-0000, at paragraph 926-927。 
31Id., at paragraph 92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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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進行分析，而直接駁回被處分人公眾安全、消費者健康之抗辯，僅以

被處分人具有市場優勢地位而實行搭售之行為具以認定違法，處分案中並

未對搭售行為之反面效果或效率之增加進行探討。明顯地，此一判斷過程

迅速認定違法之決定應是以當然違法原則為審理之分析。 

對於搭售行為之分析早期受到古典學派之影響，認為是企業運用其於

主要產品之市場力量迫使消費者併同購買被搭售產品，即運用槓桿理論延

伸市場力量至被搭售產品市場，進而排除競爭者、獲取利潤。然而由於經

濟理論之發展，芝加哥學派、 32後芝加哥學派 33之崛起，古典學派之理念

漸漸受到質疑，而認為搭售行為必非對於市場皆產生相當程度之不利影

響，亦有可能帶來效率之正面效果，運用當然違法原則進行審理時可能排

除實質上有效率之搭售行為，對於市場經濟反而帶來不利，由過去執法經

驗觀之，多數之競爭手段皆有其正反面效果，一味採行當然違法原則似乎

太過果斷，故可發現合理原則的適用範圍漸漸擴大，而屬當然違法原則之

領域正逐步縮小。 

雖然，本質上歐盟對於此些搭售案件之處理過程仍是以當然違法為主

要分析基礎，然而其實由 Hilti、Tetra Pak 案中之審理過程中，不難發現

原告對於被告市場力量之證明、搭售行為之反競爭影響、及考量被告所提

出之抗辯理由觀之，實質上已超脫嚴格之當然違法原則，此些案件對於搭

售行為之分析方法帶有部分合理原則之色彩，故有學者稱之為「修正之當

然違法原則」。尤其在 Microsoft 案清楚可見上述原則之適用，而在近期

歐盟所提出之「82 條指南」中亦明確指出，主管機關於調查搭售行為

32 芝加哥學派提出”單一獨占理論”(The Single Monpoly Theory)認為獨占將其市場力量
延伸至被搭售產品市場時，並無法獲得利益，因為它在產品市場之獨占地為已可使其獲
得全部之利潤。並認為獨占利潤是固定的，企業必須考慮搭售產品之價格提升將導致需
求之減少，利潤因而不升反降。故該學派認為於被搭售產品市場之獨占將不會被創造出
來且槓桿理論並不會發生。得參閱 EKATERINA ROUSSEVA ,RETHINKING EXCLUSIONARY 
ABUSES IN EU COMPETITION LAW , 239(2010) 
33 Id.,at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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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允許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之企業得依據其行為具客觀必要性或產生之效

益大於其所導致之損害抗辯其行為具有合理正當之理由，免除第 102 條之

規範。 34 

   3.2.產品可分之認定 

搭售行為相較於其它之濫用市場優勢地位行為而言，其特點即在於將

數項產品併同販賣，乃要求顧客於買一項產品之時，亦須購買另一項產

品，即強迫顧客購買兩種以上之產品，故於判斷企業系爭競爭手段是否屬

於搭售行為之時，首先即須針對搭售行為下之產品是否可分作探討，往昔

於此階段之判斷一直未有太大之爭議，傳統上皆以客觀上產品是否得以分

開購買為判斷標準，故僅要客觀上具有獨立性之特質，即客觀上物理可分

之產品，皆得視為個別之產品，此之標準對於一般人而言皆為極容易判斷

之事，故以往主管機關皆直覺地判斷產品之可分性，缺乏此一階段之分析

及研究。而後亦發展出以產品功能關係作為判斷之標準，即依據消費者、

賣方之觀點及產品本身之功能關係作為認定產品是否可分之依據，惟此標

準本身亦受到相當之批評。 

然而由於科學技術之創新，尤其電腦軟體、程式等客觀上不具有實質

形體之虛擬物質出現，衝擊傳統上對於產品之定義，而超脫往昔客觀上物

理可見之認定，而有了新一層之意義，以往認定產品是否可分之標準已不

能合理客觀地判斷。    

一般而言，企業面臨歐盟執委會違法搭售之審查時，皆廣泛運用產品

整合作為抗辯之依據，如上述之 Hilti 公司即主張釘子、釘槍匣、釘槍組

成 PAF 系統之整合產品；Tetra Pak 公司主張填裝紙盒機器與紙盒乃一整

合產品，應視為單獨一物，而無搭售之可能。實質上，針對上述抗辯，主

管機關仍具有相當之經驗與能力得以判斷系爭產品間可分性之存否。 

34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2，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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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整合產品之抗辯，尤其被運用於科技業中，上述之微軟案即為一代

表性案例，此案中微軟公司即抗辯 WMP 與 Windows OS 為科技整合之產

品，非執委會所認定屬於分別之兩產品，應視為同一產品。此案複雜之

處，即在於雖然企業同是以整合產品作為抗辯依據，但先前案例中各整合

產品主張下之個別構成部分，仍為物理上可見。然而微軟案中系爭之

WMP 與 Windows OS 兩軟體皆為一系列之程式碼所組成，客觀上並無任

何形體呈現，整合之後仍然只是程式碼之數量增加，根本無法察覺任何物

理上之變化，從而加深主管機關判斷上之困難。 

針對整合產品之抗辯，執委會及法院皆認為辨別產品是否單獨可分之

依據，應視市場消費者之需求為判斷，即當市場上並未存有搭售行為之

時，消費者將不會從同一銷售者購買主要產品及被搭售產品。執委會指出

市場上仍存有對 WMP 與 Windows OS 僅有單一需求之消費者，且並非所

有之消費者皆需要媒體播放程式。再者，OEM 廠商亦表示，縱使消費者

對於媒體播放程式有所需要，並不表示其所需求即代表微軟公司之 WMP

產品。甚至法院亦從產品之功能面著手，區分系統軟體及應用軟體，辨別

其中產品之獨立性。而於近期之「82 條指南」中亦明確採用以消費者需

求作為判斷之準則。競爭法向來即十分重視消費者之需求，畢竟企業進行

之種種競爭手段即以取得消費者之青睞為其最終目的，故以消費者需求取

向判斷系爭產品之可分性有其意義存在。目前於判斷產品可分性時，多數

國家之主管機關皆以消費者需求為主要測試方法，再輔以交易習慣或交易

性質來做判斷。 

整合性產品之出現，意味著產品一定程度之創新，企業透過技術之研

發將本屬個別產品之物件結合，例如將手機與照相機或 MP3 結合，使手

機亦有拍照、聽音樂之功能；將影印機、掃瞄機、傳真機結合成三合一之

事務機；將錄影機與照相機結合等等，皆為整合性產品之一種，其出現無

疑地帶給社會及消費者使用之便利、成本之降低，更促進市場競爭、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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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帶動經濟之成長，本質上整合性產品存在著相當之正面效率。 

對於被告以整合性產品作為抗辯系爭搭售產品為單一產品之時，法院

將面臨產品整合程度之判斷及以需求特徵理論判斷之適用性問題： 

一、產品整合程度之判斷 

從現今社會對於電腦極度仰賴之情形觀之，電腦功能之涵蓋範圍，舉

凡繪圖、 35計算、 36媒體播放、網頁瀏覽功能、 37線上通訊等等，皆為一

般大眾對於電腦產品之印象，無論實際上是否對於上述功能有所需求，惟

此些功能已然成為電腦作業系統之必備。 雖然微軟案爆發之初未如同現

今社會對於電腦之倚重，但亦是由於微軟公司對於作業系統持續加入新功

能之努入，提高電腦使用之便利性，才有今日普及之成果。 

在該案中，若主管機關欲將媒體播放程式與作業系統作一區隔，亦應

將上述之繪圖、計算功能一併視為個別之產品，該程式與媒體播放程式本

質上並未有所差別，皆為一系列之程式碼所組成，何以繪圖功能得以視作

組成作業軟體之成分，而將媒體播放、網頁瀏覽功能視為個別之產品，而

認定有搭售之嫌，此部分可能涉及產品整合之程度，究竟產品需達到何種

程度之整合，始得被視作同一產品。關鍵在於歐盟對於作業系統之定義，

若認定其乃提供電腦軟體運作之平台，即應說明同樣皆為程式碼組成之個

別功能，何以得出不同之認定結果。 

產品之整合往往代表著產品功能上之進步，對於社會或消費者皆產生

35 即大家所熟知之小畫家，一個簡單的影像繪畫程式，乃微軟公司 Windows 作業系統
的預載軟體之一。自從發佈以來，大部份的 Windows 作業系統都內建了這個軟體。它
的外號通常是 MS Paint 或者 Microsoft Pain。參閱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B%E5%9B%BEt (最後瀏覽日 2011/07/27) 
36即小算盤是 Microsoft Windows 內置的其中一款應用程式，可進行簡單的四則運算
（加法、減法、乘法，以及除法），與一些低階的入門計算機接近。 
參閱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7%AE%97%E7%9B%A4 
(最後瀏覽日 2011/07/27) 
37  Windows Internet Explorer （ 舊 稱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 簡 稱 Internet 
Explorer，縮寫 IE），是微軟公司推出的一款網頁瀏覽器。此一安裝 OS 系統之程式於
1998 年 亦 使 Microsoft 受 到 美 國 司 法 部 搭 售 之 指 控 。 參 閱 維 基 百 科 ，
http://zh.wikipedia.org/wiki/Internet_Explorer (最後瀏覽日 2011/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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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Internet_Explorer


 

正面之效益，但若主管機關未能清楚說明產品整合之程度，將使企業怯於

產品新功能之開發，因其無從判斷產品功能之提升是否有違法之虞，若主

管機關認定其所推出之產品非為同一產品之時，即可能存有變相搭售之危

險，故降低企業推出功能提升產品之誘因，無異限制技術上之創新。 

遺憾的是，歐盟執委會及法院並未對上述問題有深入之分析，微軟公

司亦曾就此抗辯美國主管機關從未對 WMP 與 Windows OS 認定有搭售之

嫌，故應將系爭產品視為同一產品，而撤銷違法之認定。然上述整合性產

品程度之判斷始終未得到歐盟官方之正面回應，顯現出此一問題實有探討

之必要性。 

二、 以需求特徵理論判斷之適用性 

雖然以需求特徵理論測試產品是否可分乃現今多數主管機關判斷之主

要依據，給予主管機關較明確、客觀之分析方向，但本文仍質疑單純以此

理論作唯一判準之適當性，需求特徵理論之最大缺失，乃在於過於強調需

求面之分析，而忽略了對供給面因素之平衡考量。 38尤其，於適用於創新

整合產品之時，可能未能獲得一適當合理之結論，不利於推出創新整合產

品之企業。 

由於該需求理論乃是回顧過去消費者對於系爭產品之需求予以認定，

即以整合產品未出現以前之事證判斷，未必得以符合審判當下消費者之需

求變動。然而產品整合多涉及創新，其需求之判斷乃浮現於未來，可能成

為交易之習慣，故以過去之事證探討未來之需求取向，判斷上存有相當之

矛盾，遂而產生適用上之疑慮。 

對於整合性產品之認定，其困難及爭議之處即在於存有時間因素，有

學者指出：「我們不應對於一個包含『時間變項』之要件認定標準，在不

38 陳志民， 論美國反托拉斯法對搭售安排『個別產品』要件之認定標準，第五屆競爭
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04(1999 年 11 月) 

98 
 

                                                 



 

同時間可能做出不同『結論』，而質疑該標準『本身』之適用性」， 39然

而本文認為就微軟公司將 WMP 功能置於 Windows OS 之作業系統下之作

法，運用需求特徵理論判斷將抹殺此科技上之創新，對於一個全新之產品

而言，需要經過一段時間始能顯現是否該產品將創造新的市場需求，故有

高程度之未來預測，難以運用單一之標準予以判斷。 單純適用需求特徵

理論測試，難以負荷複雜、變化迅速之經濟環境，無法給予系爭企業一公

平之機會抗辯其搭售之效率，故亦應考量產品整合創新之因素，嘗試以多

元之面向判斷產品之可分性。 

   3.3.消費者選擇自由限制之疑慮 

由過去之執法經驗觀之，搭售行為對於市場所產生之不利效果，乃剝

奪或限制交易相對人之選擇自由，而使競爭對手無法取得交易機會，進而

被排除於市場之外。由上述分析可知，企業採行之搭售行為對於市場不利

效果之影響，關鍵即在於交易相對人選擇自由是否受到相當之限制，導致

其轉換交易相對人之成本提高至相當之程度而無意願轉換購買，致使競爭

者無法獲得利潤。 

在微軟案中，執委會及法院皆認為微軟公司要求 OEM 廠商僅得提供

附有 WMP 程式之 OS 予消費者，導致消費者無從選擇安裝其他品牌之媒

體播放程式於微軟公司之 OS 系統之上，依此理由認定微軟公司對於消費

者之選擇自由造成強迫之影響。 

然自微軟公司所提出之證據顯示，終端消費者雖然僅得購買到附有

WMP 之 OS 系統，但此 OS 系統並未限定僅有 WMP 程式始得正常運作，

乃提供軟體程式之共通平台，消費者仍得安裝其他廠牌之媒體播放程式於

OS 系統之上，且微軟公司亦主張 WMP 程式乃免費內建於 OS 系統之

上，消費者實際上無需額外支付 WMP 之費用，應無造成消費者轉換之困

39 張維中，美國微軟案作業系統軟體搭售問題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2
期，頁 150(200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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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於此情形下，消費者之選擇自由是否受到搭售之影響，即不無疑問。

若真如微軟公司之免費提供 WMP 之抗辯，其搭售行為並未增加消費者之

轉換成本，似乎意味著消費者仍擁有選擇媒體播放程式之自由，但此部份

之疑慮，執委會及法院認定 WMP 之價格實際上已包含於 OS 系統之內，

屬隱藏性搭售，故仍構成違法之搭售。本文認為執委會及法院應進一步調

查 OS 系統及 WMP 程式之成本、售價，提出其認定 WMP 與 OS 系統之

搭售屬於隱藏式搭售之依據，較得以令人信服。再者，就微軟公司所提出

消費者得以安裝其他廠牌之媒體播放程式於 OS 系統之抗辯，實際上是否

嚴重影響消費者選擇自由之判斷，執委會及法院亦未有相當之經濟分析，

僅以微軟公司未提供純粹之 OS 系統即認定消費者選擇自由受限，亦有進

一步探討的必要。 

      

第二節 歐盟反托拉斯法對忠誠折扣行為之規範 

 

 

「忠誠折扣」及「綑綁折扣」，乃近年來受到各國熱烈關注之廠商競

爭手段。也由於在學界、實務間存有高度之爭議，故現今競爭主管機關仍

未有統一之審理。然而執委會透過處理實際案例經驗的累積，已建立起基

本之規範雛形。 

 

1. .歐盟反托拉斯法之規範原則 

 

一般而言，消費者對於產品之價格變動是最敏感的，故「折扣」本身

對於消費者有極大之吸引力，企業時常運行折扣之手段，促進產品之銷

售。當然折扣對於市場競爭、消費者利益皆有其助益，故原則上不會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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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主關機關之關注，然而折扣有時亦有可能產生不利市場競爭之負面效

果。就性質而言，折扣本身大致可分為「有償」或「無償」兩種，        

而忠誠折扣即屬於有償折扣之一種，企業與消費者約定，其必須承擔一定

程度之義務，而當條件履行後，始得換取企業產品之折扣。雖然忠誠折扣

之名詞乃近年來始出現於競爭主管機關之間，惟此種競爭態樣早就充斥於

市場之上，企業並未如以往直接於產品價格上作競賽，而是透過與顧客約

定在某種條件達到之情形下，提供顧客折扣之優惠，藉以誘使顧客之購

買。 

雖然於現行競爭法規下並未對忠誠折扣有明確之規範，然而就第 102

條第 1 項規範(昔為 82 條)觀之，條文本身並未具體針對某事件而予以規

範，僅是以較寬鬆、概略之文字形成，似隱含著立法者於立法之初即考慮

到市場競爭發展之迅速及複雜，非一時之間得以預見未來之動向，未免競

爭法無法跟上市場變動之腳步，故採取此種方式描繪其所欲規範之競爭形

態，由此推知，縱使忠誠折扣乃新生之議題，實質上第 102 條第 1 項已將

忠誠折扣納入其規範射程內。 40再此必須重申，歐盟競爭法規並不禁止企

業具有優勢地位，而是禁止企業濫用市場地位，故歐盟對於忠誠折扣並非

採取全面之否定，當不具優勢地位之企業採取忠誠折扣之銷售策略時，主

管機關將不會介入，然而當企業以忠誠折扣濫用其市場力量時，可能帶給

市場競爭不利之影響，而有管制之必要。 

歐盟在「82 條指南」中提及忠誠折扣是企業於顧客達成到一定條件

下之折扣，故又稱為「條件式折扣」，而在「關於忠實折扣與捆綁折扣的

圓桌會議報告」中初步將折扣分為兩大類型：單一產品、複數產品之折

扣， 41而忠誠折扣即屬於單一產品折扣種類，即消費者向企業購買單一產

40  European Commission, Roundtable on Bundled and Loyalty Discounts and Rebates, 
DAF/COMP/WP3/WD,(2008)48 (Jul. 2008) ,at 2 
41Id ,at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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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並在一定時間內達到企業要求之門檻所得到之折扣。由於忠誠折扣乃

企業對於忠誠之顧客優惠之行銷策略，故亦有學者指出，其本質乃對於”

忠誠顧客”和”不忠誠顧客”實施「價格歧視」。 42 

由此可知，忠誠折扣實質上隱含「獨家交易」及「價格歧視」之性

質，且既然忠誠折扣涉及價格之問題，亦必須探討折扣後之產品價格是否

低於成本，而有掠奪性訂價之虞。 

而在上述歐盟報告中，將忠誠折扣細分為兩種類型: 43 

一、回溯性折扣，乃企業針對顧客全部之購買量提供折扣，例如在 Intel

案中，英特爾公司即對顧客所購買之 CPU 總量給予折扣。如果顧客將少

量需求移轉至其他供應商之行為會導致顧客損失回溯性折扣時，可能使企

業更能鎖定顧客，故此類折扣更容易增強顧客之“忠誠度效果”，導致市場

封鎖效果。 

二、增量折扣，乃企業設置購買量門檻，當顧客超過此一門檻時，企業僅

針對顧客超出門檻之購買量提供優惠，例如 British Airlines 案，企業對於

旅行社設置營業額標準，倘若超過此一門檻，其超過部分即得獲得折扣。 

而 82 條指南中亦指出企業既然會對忠誠折扣設立門檻，並依此標準

提供折扣，故亦可依照門檻之設立，分成如下： 44 

一、個別門檻：乃基於顧客總需求之一定比例或個體數量目標，讓具優勢

地位之企業在如此水準上設立門檻，而使得顧客難以變換供應商；藉此，

創造一個最低的忠誠度提升效果。 

二、標準門檻：即不論顧客之特性、種類，設立一體適用之標準，故可能

導致對於需求大之顧客容易達到門檻，相較之下，對於需求較小之顧客門

檻可能設置過高，故均無法產生忠誠度提升之效果。然而，若標準化數量

42 EINER ELHAUGE &DAMIEN GERADIN, GLOBAL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 
570(2007) 
43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2 , at 13 
44 Id., 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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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可確定近似於顧客之一個相當比例的需求，則回扣的標準化制度可能

會產生反競爭封鎖效果。 

縱上述而論，可得知「回溯性折扣」及「個別門檻」對於市場較有可

能產生不利之影響。基於上述對於忠誠折扣之定義分析，下面我們也將開

始研究歐盟執委會對於忠誠折扣之立場及審查準則。 

就忠誠折扣本身性質來看，我們可將忠誠折扣分為「忠誠」、「折

扣」兩部分來看，忠誠部分即要求顧客需以忠誠度換取企業之折扣，實質

上具有獨家交易之性質，可能造成消費者鎖定而排除競爭者之交易機會，

封鎖市場；而折扣部分，可能有訂價妥當與否之疑慮，凡是與價格有關之

競爭行為皆涉及掠奪性訂價之考量。 

故執委會在「82 條指南」、「關於忠實折扣與捆綁折扣的圓桌會議

報告」提及對於忠誠折扣具體案件之審查，主要是以「同等效率競爭者測

試」(Equally Efficient Competitor Test)去探討忠誠折扣個案之違法有無： 

忠誠折扣乃以價格為基礎之行為，於此情形下，執委會採取同等效率

競爭者測試方法去判斷忠誠折扣對於市場之不利影響。所謂之同等效率競

爭者，即假設市場上存在與系爭企業同等效率之競爭者，評估該競爭者是

否得與系爭公司提供相同之折扣，是否當該同等效率競爭者採取同系爭企

業折扣水平之銷售策略時，將導致該競爭者無利可圖。通常，在市場上並

無可行之替代產品或競爭者無法提供相同條件給每一個別消費者全部需求

之情形下，有較高之反競爭封鎖之可能。具優勢地位之企業可能將以每一

顧客需求之「不可競爭部分」(即指顧客只願購買優勢地位企業之產品)作

為一槓桿去減少顧客需求「可競爭部分」(即指顧客可能偏愛或有能力找

到替代品)所支付之價金，較低之價金將誘使顧客仍與具優勢地位之企業

交易，進而增強顧客之忠誠度。 

然而，執委會亦承認在某些情形，較無效率的競爭者亦可能產生約束

的力量而應被納入考量。有鑑於在欠缺濫用行為的情形，上開競爭者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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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與需求有關的有利條件(例如網路及學習效應，且這些好處將有助於增

加其效率)中獲益，故將以功能性的觀點來看待此約束力量。 45 

為了判斷是否同等效率競爭者將受到優勢地位企業之封鎖，執委會將

檢驗與成本及出售價格有關的資料，特別是將調查具優勢地位之事業是否

從事低於成本的訂價活動。但掠奪性訂價之判斷是以系爭企業之成本與售

價資料為其依據，在無法取得該些資料時，執委會可能會使用競爭者之成

本資料或其他可比較之可靠資料。此時亦給與優勢企業誘因提供資料，以

避免執委會將以較無效率競爭者之「平均可避免成本」 (AAC) 46或「長

期平均增支成本」(LRAIC)之成本資料予以判斷。 

在適用此一準則時，執委會將特別考量競爭廠商用以補償買方放棄折

扣優惠而轉換賣方所提出之出價水平，即競爭者必須在正常價格減去顧客

轉換賣方所損失之折扣上，提供一個能與系爭企業抗衡之「有效價格」，

然而有效價格不等同於優勢地位企業的平均價格，而是優勢地位企業之訂

價減去顧客因轉移購買所致的折扣損失。而當該價格水平越低時，即代表

折扣約定之強化忠誠效果越強，但基本上只要該價格水平仍高於優勢企業

之「長期平均增支成本」(LRAIC)，折扣應不至於產生排除同等效率競爭

者之效果，因該競爭者仍得於市場競爭中獲得利潤；反之，若該價格水平

低於其平均變動成本(AVC)或平均可避免成本(AAC)時，則排除之可能性

也將增加，因為在一般情形下，並無經濟上合理之說法，得以正當化企業

此等行為；而當有效價格介於 AAC 與 LRAIC 之間時，就有必要調查是

否存有其它因素指出「同等效率競爭者」之參進或擴張可能受到影響之結

論。 47當然在進行上開計算時，必須參考有關時期內相關之銷售範圍。一

45 Id., at 9 
46平均可避免成本，係指若公司從未生產一明顯數量之(額外)產品，則原本可被避免支
出之成本的平均值；在此情形，所據稱之額外數量，即是濫用行為之對象。在大多數情
形，平均可避成本及平均變動成本將是相同的，蓋通常僅有變動成本可以獲得避免。 
47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2 ,at 14-15；OECD Policy Roundtables : Fidelity 
and Bundled Rebates and Discounts, at 146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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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而言，若同等效率競爭者可有效地與具優勢地位事業之訂價競爭，原則

上即得推論具優勢地位之事業之訂價行為不可能會對競爭產生不利之影

響，而無介入之必要。 

而執委會於「關於忠實折扣與捆綁折扣的圓桌會議報告」中明白表

示，忠誠折扣之檢視，將運用「效果影響原則」(effect-based approach)之

方法評估， 48故即使已初步認定具優勢地位企業之忠誠折扣行為可能導致

市場之不利影響，但上述曾提及，多數之競爭手段皆為兩面刃，有其正面

的功能，亦有其破壞之功能，故於最終認定系爭行為是否違法之際，仍需

評估具優勢地位企業之經濟效率或正當合理之抗辯，衡量忠誠折扣所產生

之利益與不利益之比重，判斷該忠誠折扣行為是否實質減損競爭。 

 

2.相關案例 

 

   2.1.Hoffmann-La Roche 案 49 

Hoffmann-La Roche 公司(以下簡稱 Roche)是成立於 1896 年的瑞士藥

品公司，乃世界上最大之散裝維他命製造商，1974 年 Roche 公司在歐洲

共同體的維他命(僅販售 8 種維他命)銷售額占全球銷售量的 65％。 50而

Roche 公司與部分公司簽訂「忠誠折扣」契約，由這些公司大量地購買

Roche 公司生產之維他命。執委會通過調查發現，該公司在歐洲共同體以

下產品之市占率： 

維他命 A：47％，市場第二大之生產商僅高於 47%之ㄧ半 

維他命 B2：86％  

維他命 B3：64％  

48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40, at 3 
49 Case 85/76, Hoffmann-La Roche v. Commission(1979) E.C.R 
50 Id., at paragraph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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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他命 B6：95％  

維他命 C：68％  

維他命 E：70％  

維他命 H：95％  

        上述指標中，除維他命 A 以外的產品市場，其他之維他命種類皆具

有高百分比之市場占有率，法院指出︰「以市場高占有率作為優勢地位存

在之證據並非永久不變的因素，雖然市場占有率的重要性得因不同的市場

結構而有所差異，但除非在某些特殊情況外，非常巨大之市場占有率，即

足以構成優勢地位存在之證據，此點認定優勢地位見解仍屬妥當。」 51故

僅憑這樣高百分比的市場占有率即可認定 Roche 公司擁有市場優勢地

位，基本上其決策不受市場變化的影響，故法院就上述 Roche 公司之市

場占有率，並基於下列因素認定 Roche 公司具有市場優勢地位： 52 

 Roche 公司之市場占有率不僅高，且和競爭者之市占率亦有相當大之

差距。 

 Roche 公司相較於其競爭者，生產之維他命種類較廣。 

 維他命之銷售營業額超過所有其他生產者 

 生產維他命之技術領先其競爭者 

 擁有廣泛且專業之銷售網路 

 市場上未存有潛在競爭者 

而就 Roche 公司與顧客簽訂之「忠誠折扣」，即若顧客自 Roche 公

司自行生產之維他命種類購買其所需求之大部分或全部，Roche 公司將根

據顧客全部購買量給予折扣。法院認為 Roche 公司之「忠誠折扣」並非

根據負擔與利益相對等之經濟交易習慣，而是用來剝奪或限制消費者之選

51 Id., at paragraph 40-41 
52 Id., at paragraph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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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自由， 53即對產品供給來源之選擇性，排除競爭者之交易機會，並妨礙

其他生產者進入此市場、且乃依據顧客之忠誠實行價格之差別待遇，並非

因成本較低而給予數量上的折扣。 

故法院根據下述理由認為此舉扭曲了競爭秩序： 

一、 透過賦予商業上之利益來避免顧客自其他競爭者處取得供給 

二、 根據客戶「忠誠」的程度實行差別待遇 

三、 非根據商業影響力之競爭型態之手段來拓展支配力量。 

認定 Roche 公司之行為已構成優勢地位之濫用，違法第 86 條之規

定。 

   2.2 British Airlines 案 54 

British Airlines(BA)公司(以下簡稱英航)是英國最大的航空公司，提

供廣泛之國內及國際之定期航班及包機服務，英航公司與國內的旅行社

(僅限於屬 IATA 之旅行社)達成三種不同的獎勵機制，前兩種協議僅針對

符合一定資格之旅行社，而績效獎勵制度則適用於全部之旅行社。 

一、銷售協議(MAs)：英航公司與年銷售額超過 50 萬英鎊的旅行社簽訂

銷售協議並規定此些旅行社除了基本佣金之外，還可依據旅行社所增加之

英航公司航票之銷售價值，以及各年間增加的銷售額取得額外報酬。 55 

二、全球協議： 56此協議乃是以旅行社就英航公司航票於全球銷售之成長

量為基礎，給予額外之佣金 

三、績效獎勵制度(PRS)： 57英航公司實行新的績效獎勵機制將所有英航

公司機票銷售之基本佣金比例降至 7%。惟各旅行社還可按國際機票之銷

售數額取得 3%以內的額外佣金，按國內機票銷售數額取得 1%以內的額

53 Id., at paragraph 90 
54  2000/74/EC: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4 July 1999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IV/D-2/34.780 - Virgin/British Airways) 
55 Id., at paragraph 11 
56 Id., at paragraph 20 
57 Id., at paragraph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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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佣金。而績效獎勵之計算方式乃將旅行社於某月就英航機票銷售收入與

前一年度同一月份之銷售收入作比較。 

執委會認為英航公司控制的每一條航線都是一個獨立的航空運輸服務

市場，航空運輸的相關地理市場是英國；調查結果顯示 1998 年英航公司

透過旅行社銷售英國市場之機票達市占率 39.7%，而最接近其之競爭者

Virgin 公司，僅占據 5.5%，甚至英航公司之市占率為同一市場其他前四

大競爭者市占率總和之 2.2 倍以上，且維持多年。 58 

執委會並提及在 Hoffmann-La Roche 及 Michelin 案中，建立了具支

配地位之供應者僅得基於效率給予折扣此一共通之原則，即指對於大型訂

單給予折扣，但不得藉由給予折扣或誘因去鼓勵忠誠。 59 

故認為英航公司在國內機票銷售代理服務市場處於支配地位，卻透過

獎勵機制，濫用其在英國旅行社服務市場的市場優勢地位，以換取佣金給

與旅行社多銷售英航機票之誘因，影響英國其他航空公司機票之銷售，排

除英國國內航空運輸市場其他競爭者，違反了歐洲共同體法第 82 條之規

定。 

但英航空司提起上訴，初審法院主張本案需判斷上述獎勵機制是否對

英國的旅行社有「建立忠誠」 (fidelity-building)的影響，並考量是否為經

濟上合理之考量： 60 

初審法院認為上述獎勵機制具有累進性質，對於利潤有顯著之影響，

隨著時間變化，佣金比率能夠成倍上升，應有構築忠誠之可能。 61雖然英

航公司曾抗辯此獎勵佣金機制並未阻止競爭者與英國旅行社簽訂類似的協

定。但由於其他競爭者在英國市場內並未具有充足之資源以建立相當之佣

金機制，故未被採納。  

58 Id., at paragraph 88 
59 Id., at paragraph 101 
60 Case 219/99 British Airways v Commission [2003] ECR II-5917, at paragraph 271 
61 Id., at paragraph 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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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由於英國旅行社一旦達到英航機票銷售額成長之目標後，即可

適用更高的佣金比例。此些旅行社報酬之增加與額外銷售英航機票帶來的

酬金並未有客觀聯繫。 62因此，獎勵佣金機制被認為乃增強英國旅行社對

英航公司之忠誠度，妨礙競爭者進入英國航空銷售市場或妨礙競爭者在英

國旅行社服務市場的發展。 

由於英航公司無法提出有效之抗辯，故综上述調查，初審法院認為獎

勵佣金機制“可能”對英國銷售代理服務市場和航空運輸市場造成限制影

響，違反歐洲共同體法第 82 條之規定。 

基於上述分析，初審法院駁回英航的上訴。而後歐洲法院亦維持初審

法院的判決。 63 

   2.3. Prokent/Tomra 案 64 

Tomra 公司於 1972 年成立於挪威，在 50 多個國家開展其飲料容器回

收 再 利 用 之 業 務 ， 生 產 自 動 退 瓶 設 備 RVMs （ Reverse Vending 

Machines） 65及提供其維修、保養服務，多數安裝於食品零售店，即各種

規模之超市，主要客戶乃大型零售集團。 

1998 年以來，Tomra 公司在多數國家之自動退瓶機市場上占有 75%

以上之市占率， 66乃一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之企業。 2001 年， Tomra 公司

遭指控利用獨家交易、個別化之數量折扣、回溯性折扣等手段排擠競爭對

手： 67 

62 Id., at paragraph 282-283 
63 Case C-95/04 British Airways Plc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7] 
ECR I 2331 
64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9 March 2006  relating to proceedings under Article 82 of 
the Treatyand Article 54 of the EEA Agreement Case COMP/E-1/38.113 – Prokent-Tomra  
65 RVMs（Reverse Vending Machines）的飲料容器回收機、回收寶特瓶並粉碎後將其容
積壓縮至八分之一，以便於搬運和再生的回收再利用業務。通過引進此系統，自動回收
機可以通過機器內部的感應器自動辨別寶特瓶和塑膠容器、易開罐等，所以消除了分類
作業的勞力和時間。See Id.,  at paragraph 13 
66 Id., at paragraph 84 
67 Id., at paragraph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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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獨家交易協議：Tomra 公司與數家零售店顧客約定，若欲購買此等瓶

裝容器之回收裝置，Tomra 公司將為顧客唯一或首選之供應者。而當顧客

購買 Tomra 公司之產品時，亦受得到折扣或其他獎勵，但若顧客購買

Tomra 公司競爭者之產品時，即必須償還所收到之折扣。 

二、數量承諾：Tomra 公司設置購買門檻，通常符合顧客於一定期間內之

全部或大部分之需求，若顧客同意 Tomra 公司之數量要求，即得獲得較

低之價格，而此之門檻乃個別地依顧客設置。 

三、回溯性折扣：當顧客在一定時間結束後，達到企業所設置之購買門檻

時，即得獲得回溯性折扣或獎勵，而此之門檻如數量承諾一樣，皆為個別

化之門檻，且乃依據顧客之需求或過去之購買量設置。 

執委會發現 Tomra 公司上述行銷策略可能限制市場之參進、妨礙及

影響 RVMs 之市場。且證據顯示 Tomra 公司亦在許多場合、文件中明確

表示其欲排除競爭者之強烈意圖。雖然 Tomra 公司曾抗辯乃基於節省成

本、折扣乃顧客要求等，但卻無法提供其行為之必要性及所能帶來之效率

之證據。故於 2006 年執委會裁定 Tomra 公司於濫用其市場優勢地位，違

反歐洲共同體法 82 條之規範。 

   2.4.Intel 案 68 

Intel 公司於 1968 年成立於美國，為世界最大之半導體晶片製造商，

銷售運範圍擴及世界各處，產品包括晶片、電路板、其他半導體元件皆為

組成電腦之必備零件，亦生產伺服器、網路及通信產品。 

AMD 向執委會指控 Intel 公司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有違反 82 條之

虞，而展開調查。而據執委會調查結果，經過 6 年之觀察期間發現 Intel

公司在全部 X86 69之 CPU 70市場上占有 80%之市占率， 71而根據判例法，

68Commissoin Decision of 13 May.2009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and Article 54 of the EEA Agreement (COMP/C-3 /37.990 - Intel) 
69 X86 乃 Intel 公司首先開發製造的一種微處理器體系結構的泛稱，該系列較早期的處
理器名稱是以數字來表示，並以「86」作為結尾，因此其架構被稱為「x86」。Id.,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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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企業之市占率在 70-80%之間時，將被認為是市場支配地位存在之明確

指標，當然仍須考慮相關因素始可認定市場支配地位之存在，而在 X86 

CPU 市場上存有三個重要之市場擴張和參進之障礙，研究和開發之沉默

投資、生產設施，且現在仍存於該市場上之 Intel 公司之競爭者，除了

AMD 公司以外，大多已退出市場或僅具有微小之市占率。故執委會認定

Intel 公司具有市場優勢地位。 

但 Intel 公司認為執委會錯誤地認定市場優勢地位，因為在判例法

下，執委會應該證明 Intel 公司得無視競爭者、消費者，而擁有行動之自

由。故主要提出兩大主張抗辯： 

一、該市場上買方之購買力量，使 Intel 公司無法無視顧客。 

二、Intel 公司之 CPU 價格近幾年大幅度之下滑。 

因為買方將運用協商威脅 Intel 公司其有能力轉換交易對象，向 AMD

公司購買所需產品，而要求折扣，故 Intel 公司所提供之折扣即為 OEMs

施加競爭壓力之結果。 

但執委會認為 Intel 公司忽略了其與 OEMs 關係間之基本要素，即事

實上 Intel 公司對於 OEMs 來說是不可或缺之交易對象，因為 Intel 公司之

產品是他們電腦最重要的硬體零件，市場上亦未有其他之 X86 CPU 之製

造商得以專門提供全部 OEMs 之需求，且由於 Intel 公司在市場行銷之大

量努力，建立其品牌知名度，導致 OEMs 之顧客對於 Intel 公司 CPU 之偏

好或要求，因此 OEMs 並不擁有或有足夠之購買力量。 

產品價格之下降並不表示 Intel 公司不具市場支配地位，可能是種種

原因導致價格之下降，並不能依此否定市場支配地位。故綜合上述 Intel

公司長期擁有高市占率及相關因素判斷，執委會認定 Intel 公司具有市場

paragraph 121 
70 中央處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簡稱 CPU），乃電腦的主要裝置之一。其功
能主要是解釋電腦指令以及處理電腦軟體中的資料。Id., at paragraph 107 
71 Id., at paragraph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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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地位。 

而 Intel 公司在本案中採行多種違法之銷售策略，在此僅就忠誠折扣

部分闡述: 

 與 Dell 公司簽訂 MCP 協定，要求 Dell 公司就其所需之 CPU 數量，

僅得向 Intel 公司購買，而獲得 MCP 折扣。 

 要求 HP 公司就企業桌上型電腦之 CPU，必須從 Intel 公司採購其所

需部分之 95%，若 HP 公司達到此一門檻即給予折扣 

 要求 NEC 公司就其全球客戶電腦內之 CPU，必須從 Intel 公司採購

其所需部分之 80%，NEC 公司達到此一門檻即給予折扣。 

 要求 Lenovo 公司就其筆記型電腦所需之 CPU，必須 100%從 Intel 公

司買進。 

 要求 MSH 公司僅得專門販賣以 Intel 公司之 CPU 組裝之電腦，並給

予 MSH 公司折扣。 

執委會運用「同等效率競爭者測試」判斷 Intel 公司之忠誠折扣計

畫，發現該同等效率之競爭者須將其產品之售價低於其平均可避免成本

(AAC)時，始得與 Intel 公司所提供之折扣相較勁，而對於 MSH 公司為了

與 Intel 公司競賽則必須提供補償，將導致淨價格低於平均可避免成本

(AAC)。上述分析即代表 Intel 公司之忠誠折扣有能力或有可能對於市場

產生反競爭之效果，因為就連同等效率之競爭者都將於市場上被排除。 

而 Intel 公司亦提出抗辯，主要提出兩大主張證明其折扣策略正當合

理： 

一、 Intel 使用忠誠折扣，僅是回應對手之價格競爭，且因此達到競爭效

果。 

二、 Intel 針對每一個別之 OEMs 廠商訂定忠誠折扣有其必要性，因為

將在與 X86 CPU 企業有關之市場上實現重大之效率。 

但因 Intel 公司無法對上述抗辯提出有效之證明，故執委會認定 In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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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忠誠折扣行為將危害市場競爭及顧客之利益、顧客選擇之減少、排

除競爭者之交易機會，進而封鎖市場等不利效果，違反歐洲共同體法 82

條之規範。 

 

3.案例評析 

 

   3.1.審理原則之轉換 

企業採行折扣手段爭取銷售，自古以來即是競爭手段中最直接有效之

方法，利用消費者對於產品價格之敏銳特性，將產品價格降低以誘使消費

者購買。本質上，企業間之價格競爭即為社會所樂見之市場現象，不但有

利於消費者，且亦能促進市場之競爭，對經濟之發展有所助益，而不會受

到反競爭主管機關介入禁止。 

自早期歐盟判例觀之，主管機關對於企業之折扣，將數量折扣及忠誠

折扣作一區分，認為忠誠折扣是企業所設計出來，為阻止消費者從其競爭

者中得到所需求之產品數量，而給予之金融上優勢，並不同於單純與消費

者自生產者購買數量連結之數量折扣，故認定原則上忠誠折扣乃違法，可

能造成消費者之鎖定，不利於市場競爭。故可發現在早期之案例中，如上

述之 Hoffmann-La Roche、 British Airlines 案，歐盟執委會對於忠誠折扣

之分析方法，乃運用當然違法原則，僅要具市場優勢地位之企業採用忠誠

折扣之競爭手段，可能影響市場之競爭，即可能構成濫用是市場優勢地

位。 

然而就競爭目的之本質來看，無論企業採行之競爭手段正當與否，皆

以排除競爭對手為最終目的，區分上本即有相當之難度。再者，忠誠折扣

亦具有其對於市場之正面效果，如同單純之折扣給予消費者以較低之成本

獲取同質之產品之利益。若主管機關僅專注於忠誠折扣對於市場不利競爭

之效果，而以當然違法原則作分析時，有可能排除實質上有益於競爭之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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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反倒限制市場競爭之強化，且上述曾提及，市場最樂見之競爭手段即

為企業間之價格競爭，反競爭法之出現，有很大意義即是為保護此種價格

競爭現象，由於忠誠折扣擁有可能促進價格競爭之正面特質，而非必然造

成市場不利影響，故應採行較為寬鬆之審理態度。 

於 2005 年歐盟所發布之「對於排他性濫用行為適用條約第 82 條之討

論稿」中即表示對於企業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執委會在適用 82 條之規

範時，將採取以行為在市場上之可能效果為基礎之分析方法，判斷系爭行

為是否構成違法， 72摒棄過去對於數量折扣及忠誠折扣之形式上區分。而

於稍後公布之「關於忠實折扣與捆綁折扣的圓桌會議報告」、「82 條指

南」中皆明示以效果影響原則為主要判斷依據，運用同等效率競爭者測

試、比對價格成本關係等經濟分析工具，判斷忠誠折扣之反競爭效果。 

由於 Tomra 案是執委會公佈 82 條指南討論稿後之第一個案例，一般

而言，學界皆認為 Tomra 案之審理過程運用大量之經濟分析做判斷之基

礎，可視為歐洲共同體法第 82 條濫用行為適用改革之重要里程， 73在該

案中可看出某程度上執委會已採行效果影響原則作為判斷依據。 74而在近

期之 Intel 案中，執委會已明確運用同等效率競爭者、價格-成本測試方

法，進行忠誠折扣違法性之探討。 

   3.2.判斷標準之經濟化 

由於競爭法乃市場經濟下之產物，故與經濟息息相關，於審理過程中

不乏經濟理論之運用，藉由此些理論之推理，判斷系爭行為之合法性與

否，甚至必須評估系爭行為之預期效果，對於市場之影響，一直以來皆是

72 DG Competition, Discussion paper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2 of the Treaty to 
exclusionary abuses, (December 2005). at  4-5. 
73 Frank MAIER-RIGAUD and Dovile VAIGAUSKAITE ,Prokent/Tomra, a textbook case? 
Abuse of dominance under perfect information ,DG COMP Competition Newsletter, No 
2,19-24 (2006) 
74 惟亦有學者持保留態度，認為就該案之裁決而言，執委會對效果影響原則的適用程度
以及不予採信托姆勒公司經濟抗辯之理由仍較偏向於以往之形式主義。RBB，Tomra: 
rolling back form-based analysis of rebates ? Economics ,Brief 21, at 4(Feb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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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競爭主管機關運行之模式。當然理論之運用，並未如同客觀證據如此

明確，本身即具有不確定之因素存在，故亦有相當程度之錯誤成本，但競

爭法本身即具有處罰行為預期效果之特質存在，縱使經濟理論並未能百分

之百明確判斷系爭行為所可能產生之結果，亦不可否認經濟理論帶給執法

機關判斷上之貢獻。 

而在經濟活動高度發展之市場下，經濟理論亦隨之蓬勃，當然預測行

為之效果亦逐漸精確，亦改變以往認定部分行為應運用當然違法原則分析

之觀點，改採較為寬鬆之分析態度，可看出執委會於競爭法案件之審理過

程中，對於經濟理論之信任，故仰賴程度亦日益加深。 

一般而言，競爭手段對於市場之影響皆具有正反面之效果，判斷一行

為之違法與否本即有相當之難度，且競爭對手之排除，並不當然代表企業

之競爭手段造成不公平之現象導致競爭者被迫退出市場，亦有可能乃效能

競爭之結果，不具有足夠效率之企業被排除於市場之外，本即競爭過程中

過濾、淘汰之本質，故執委會如何運用經濟分析工具評估系爭競爭手法 

即為一大考驗。 

由於早期執委會對於忠誠折扣乃以當然違法原則作為分析方法，認定

其可能限制或剝奪消費者選擇自由、排除競爭者等負面效果，故當具有市

場優勢地位之企業採行忠誠折扣時，並未運用詳細之經濟分析工具，即認

定企業濫用市場優勢地位，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之規定。 所幸近期

執委會受到經濟理論之衝擊，對於以往認定屬當然違法原則分析之競爭手

段有所質疑，改變以往對於忠誠折扣之看法，改採較嚴謹之分析態度，審

慎評估其對於市場之效果， 

雖然存續於市場之競爭手段繁多，但無論何種競爭手段皆具有相同之

特質，即當一競爭手段得以排除競爭對手之時，即意味著競爭者無法複製

雷同之手法或程度與系爭企業抗衡。而於指南中執委會所提出對於忠誠折

扣將運用「同等效率競爭者」之測試方法即帶有上述之概念，且此一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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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亦排除主管機關判斷錯誤而處罰實質上有效率企業之可能，更進一步

比對產品之成本價格關係，深入分析系爭行為之排它效果，相較於傳統上

粗略之違法認定，大為進步，應值得肯定。 

   3.3.經濟抗辯之缺乏 

由忠誠折扣案件之審理過程觀之，執委會及法院雖然接受企業得以提

出其採行忠誠折扣之經濟正當理由用以抗辯違法之認定，例如規模經濟、

降低交易成本等，但都不被主管機關所承認，皆以未提供足夠證據之理由

予以駁回。至今為止，仍未有任何採行忠誠折扣之具市場優勢地位企業，

得藉由提出合理之經濟上抗辯 ，正當化其忠誠折扣之行為。究其原因可

能為主管機關對於忠誠折扣之偏見所導致。 

早期忠誠折扣之判決過程，歐盟將數量折扣及忠誠折扣作一區分，認

定前者大體上合法，後者即原則上違法，但歐盟對於兩者區分之基礎未交

代清楚，且認定本身即存有問題，此一形式上之區分最終走向瓦解，但就

上述案例中隱約可見，雖然歐盟已未對數量折扣如同以往之信任，但對於

忠誠折扣仍抱有相當之敵意，仍難以接受忠誠折扣亦有可能不具違法性。

故有學者主張被告之所以無法對於系爭忠誠折扣行為建立起經濟上之正當

性，並非無法提出足夠之證據輔佐，而是因為競爭主管機關對於經濟正當

理由之概念過於狹隘，即認定僅有當購買量逐漸或比例增加而節省具體交

易成本時，始屬經濟上之正當理由。 75 

綜上可知，競爭主管機關對於企業所提出之經濟正當性之抗辯認定過

於狹隘，以至於企業無法正當化其忠誠折扣行為。雖然已採行合理原則之

審理架構，但若對於企業之抗辨無一適當之認定，實質上與當然違法原則

大同小異，故此一部分仍有相當之進步空間。 

 

75 EKATERINA ROUSSEVA, supra note 32 , at 199 

116 
 

                                                 



 

第三節 歐盟反托拉斯法對綑綁折扣行為之規範 

 

1. 歐盟反托拉斯法之規範原則 

 

通常，執委會將搭售與綑綁行為併同討論，因其性質十分雷同，本章

曾於第一節對搭售行為有一清楚之解釋，即企業要求消費者購買一產品

時，需一同購買另一產品，相較於綑綁而言，乃企業將多數產品組合一次

銷售，故亦有學者稱為「綑綁銷售」，從其所表現之客觀形態看來，兩者

並無實質之差異。而此一行為乃企業時常使用之競爭手段，如化妝品組

合、水果禮盒、套餐等，皆屬綑綁銷售之模式。 

執委會於「關於忠實折扣與捆綁折扣的圓桌會議報告」，將綑綁分為

兩大類型： 76 

一、純粹綑綁：此型態之綑綁，乃企業僅就多樣產品依一定比例共同地銷

售，而不分別單獨販賣。 

二、混合綑綁：所謂之混合綑綁，不同於純粹綑綁之處，即其綑綁組合內

之產品，消費者可單獨地購買，非必要一次購買，但單獨購買此些綑綁組

合內之多樣產品之總價，高於一次購賣之費用。(即具市場支配地位之企

業提供複數產品折扣)。 

由上述分類可得知，競爭法上之搭售行為即屬純粹綑綁之類型，並不

提供消費者單獨購買之機會，僅提供組合產品販賣，若消費者不欲接受企

業併同販賣之要求，即無法購得其所需產品；相較於混合綑綁，提供消費

者單獨購買產品之機會，惟購買產品組合之價格低於產品單獨購買之總

價，客觀上雖然消費者仍有選擇之自由，但當組合價格與單獨購買價格顯

不相當時，實際上，就一般常理觀之，縱使消費者對於混合綑綁內之它產

76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40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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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本即無購買之意願，仍會選擇購買綑綁組合，實質上消費者選擇之自

由仍受到限制，同時亦可能造成資源之浪費與無效率。 

而本節之重心，即為上述之混合綑綁，又稱綑綁折扣，如上述忠誠折

扣章節所提及，執委會將折扣類型，分為單一產品及複數產品折扣，而此

處所欲討論者，乃屬複數產品折扣之綑綁折扣，即當具市場優勢地位之企

業以多樣產品一次購買之總價低於單獨購買之價格為其競爭手段時，是否

對於市場產生不利之影響，而有違反歐洲共同體法第 82 條之虞。 

就綑綁折扣本質來看，我們將其分為綑綁及折扣兩部分來看 

一、「綑綁」：綑綁之行為模式即為企業以某項具優勢地位之產品與它產

品一同販賣，而當其綑綁內具優勢地位之產品越多時，對於市場之反競爭

效果即可能隨之增強。由於綑綁與搭售本質上並未存有實質之差異，對於

市場競爭之正反面效果亦如出一轍，故執委會在判斷綑綁之時，其審理基

準乃參照搭售行為要件，綑綁組合內之產品須為可分，即屬不同之產品、

對於市場產生之反競爭封鎖效果下做詳細之探討，可參閱本章第一節搭售

行為。 

二、「折扣」：企業以單獨購買價格高於套裝價格之訂價方式，提供消費

者兩種購買模式，與搭售行為要求一併購買之型態有所不同，雖然表面上

消費者仍得依其自由意思決定購買，惟此種套裝價格低於單獨購買總價之

情形，實際上對於消費者之選擇產生相當之箝制。  

而就上述行為是否違法，即必須探討綑綁折扣是否足以限制消費者之

選擇自由，排除競爭者之交易機會。故在此之檢驗方法，採與忠誠折扣同

樣之「同等效率競爭者測試」予以評估。 

執委會於具體處理個案時，若同等效率競爭者無法推出類似之綑綁

時，大多數情形下將使用增支價格，來做為一個合適的代理指標。如果顧

客對於具優勢地位之企業在綑綁內之每一項產品所支付的增加價格，係高

於具市場優勢地位之企業將前開綑綁內產品算入之下所產生的長期增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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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一個僅有一項產品而具同等效率之競爭者，原則上應仍得與上開綑

綁型態競爭並獲利；相反地若當增支價格低於長期增支成本時，可能導致

該同等效率競爭者之排除，而有介入之必要。但若同等效率之競爭者有能

力且得以及時推出綑綁產品而不會遭到可能額外增加的成本所遏止之情形

下，則執委會通常將此情形當作能與具市場優勢地位之企業之包裹競爭

者，即必須探討綑綁折扣之幅度，是否具優勢地位之企業就其綑綁折扣後

之價格產生掠奪之議題。 77 

  

2.相關案例 

 

   2.1.Hoffmann-La Roche 案 

此案於本章第二節 2.1.忠誠折扣部份已有所提及，Hoffmann-La-

Roche 為一大型之維他命製造商，共生產 8 種類型之維他命，而其相互間

分別用於不同的目的且不具有替換之可能，故皆構成個別獨立之產品市

場，而 Hoffmann-La-Roche 在其中 7 個獨立之相關市場中具有市場優勢

地位(分別是 VITAMINS A , B2 , B3 , B6 , C , E AND H .)。 

Hoffmann-La-Roche 與顧客約定，若顧客願意從 Hoffmann-La-Roche

公司其所需求之全系列維他命產品時，即意指顧客若購買分屬於不同產品

市場之維他命，即給予相當之折扣。惟此種折扣行為可能會同時對不同市

場產生排他之效果，而有違反第八十六條(d)款之虞。 

執委會針對 Hoffmann-La-Roche 所提供之折扣，主張該行為將導致

顧客拒絕自其他維生命生產商購買所需，因為顧客在不願意失去利益之

下，將有強烈之誘因持續自 Hoffmann-La-Roche 購買所需之維他命。因

此該折扣制度應屬濫用市場優勢地位之行為，而違反第八十六條(d)款之

77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2 ,at 18-19；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40, 
at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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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3.案例評析 

 

相較於美國主管機關對於綑綁折扣之處理經驗，歐盟之實務案例卻相

當少見，雖然於 82 條指南中對於有詳細之介紹，惟 Hoffmann-La Roche

案屬較早期之案例，而近年來又苦無綑綁折扣之案例，故至今為止仍無機

會驗證指南中對於綑綁折扣所採取之判斷方法之可行性。 

   3.1.處理原則之轉換 

由於經濟理念之抬頭促使主管機會意識到競爭行為對於市場之兩面效

果，未必定是對於市場產生不利競爭之效果，亦有節省成本、保護公眾安

全之效果存在。而從前之當然違法原則乃是累積過去之執法經驗，歸納對

於競爭有相當損害可能之行為，直接予以認定違法之作法，可能已無法適

切符合於現今經濟情勢變化萬千之情形，數年來經濟環境之轉換從未停

歇，故與整體經濟環境有密切關係之法規或原則亦應隨同轉換。 

雖然就上述 Hoffmann-La-Roche 案件之處理流程及相關分析來看，

即可推知該案乃以當然違法原則作為主要之分析準則，姑且不論執委會結

論之正確與否，惟過於靜態、果斷之處理原則，可能產生處分實質上有效

率之競爭行為，而抹殺消費者之受益機會。 

近年來歐盟主管機關深受後芝加哥學派之影響，針對具市場優勢地位

企業之此類行為，改採較周密、謹慎之審理原則，即以效果影響原則作為

主要之分析原則，同忠誠折扣適用”同等效率競爭者測試”評估企業之增支

成本，並與相關成本基準作一比較，當增支成本低於長期增支成本之時，

即有可能使具同等效率之競爭者被妨礙或難以進入市場之危險。若有干涉

之必要時，執委會即須判斷係爭行為是否有其正當理由或增進效率之可

能，故給予系爭案件當事人抗辯系爭行為對於消費者所帶來之效率利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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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反競爭效果之機會，以免卻歐洲共同體法第 82 條之違反。 

   3.2.分析過程之缺失 

所謂之綑綁折扣，已如上述，即為企業提供一產品之綑綁組合，於組

合內之產品，消費者可單獨地購買，非必要一次購買，但單獨購買此些綑

綁組合內之多樣產品之總價，高於購買綑綁組合之費用。雖然綑綁折扣並

不如同搭售行為強迫消費者於購買一產品時，另需購買另一產品，而不分

別販賣。但就其行為模式觀之，綑綁折扣與搭售皆為企業將分屬不同市場

之產品作一捆綁銷售，對於市場之不利競爭亦生相同之效果，由於本質上

之相似，故常見執委會將兩者併同討論。 

一般而言，對於搭售行為反競爭效果之判斷，多以槓桿理論作為主要

之分析工具，企業以具高市率之主要產品搭配被搭售產品共同販賣，期運

用主要產品之市場力量延伸至被搭售產品市場，進而達到被搭售產品市場

之排除或妨礙競爭之效果。就此點來看綑綁折扣之行為亦可運用此一理

論，以綑綁產品中具高市占率之產品延伸其市場力量至其他綑綁組合內之

產品，達到市場力量之延伸，以破壞其它市場之競爭秩序。 

然就上述 Hoffmann-La-Roche 案要求消費者於購買全部維他命種類

時，始給予折扣，亦隱含延伸市場力量至綑綁組合內其他產品之意圖。惟

於該案中執委會將此處之綑綁折扣行為合併於忠誠折扣下，而聚焦於忠誠

折扣之探討，對企業與消費者約定同意購買綑綁組合以換取折扣之行為，

並未有深入之分析，實屬可惜。 

 

第四節 小結 

 

由本章上述分析可知，歐盟競爭主管機關對於企業之單方行為，只有

當企業具有市場優勢地位時，始落入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之檢視。故於

判斷系爭企業之單方行為是否違法之虞時，首要步驟即先斷定市場支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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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有無，雖然歐盟運作條約下對此並無明確之規範，但於「82 條指南

中」指出若系爭企業之市占率未達 40%時，較無可能認定其具有市場優

勢地位。就執委會與法院往昔之判決可以看出，企業之市場占有率對於優

勢地位之判斷具有重要之意義，當然一企業具有越高比例之市占率時即越

有可能認定其具有優勢地位，然而可惜的是執委會並無明確指明比例高低

程度，仍需透過其他市場因素綜合判斷，始得予以認定市場優勢地位之有

無。 

首先就搭售行為而論，針對此一行為，歐盟透過相當之學理研究及案

例經驗已具有豐富之處理經驗，於上述案例中皆可看出，企業時常以系爭

產品應視為單一作為抗辯理由，顯現出產品可分性之判斷，近年來產生不

小之爭議，而有詳加探討之必要。再者，若認定搭售產品係屬個別產品之

時，微軟公司以免費提供 WMP 程式作為搭售行為之抗辯亦衍伸出另一問

題，即免費之被搭售產品是否仍應受到搭售行為之檢視，亦或應將其視為

贈品之性質，由產品價格之觀點著手。  

一、需求特徵理論之疑慮 

就產品可分性而言，歐盟乃採需求特徵理論進行分析，雖然現今多數

國家之主管機關皆採行此一理論做為判斷依據，但是否適切於各種情形之

下，存有疑問。於上述提及之微軟案中即突顯出此一理論適用於整合性產

品判斷之缺失，並未能給予微軟公司一公平之機會提出抗辯，單以需求特

徵理論作為判斷之唯一準則，可能未必貼近真實之市場需求變動情況，過

去之產品購買或銷售模式雖然能體現消費者對於產品之認識，但卻僅是依

當時可得資訊所為之判斷，忽略了整合性產品之推出可能創造新的市場需

求，改變消費者對於產品屬性之看法。 

無庸置疑，企業推出產品乃以獲取消費者之選擇為其主要目的，此乃

企業於市場競爭之原動力，必須承認企業創新之誘因並非存有偉大之抱

負，多數為產品投入大量研究資金之企業僅是為了使整合產品之出現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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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爭取大量之交易機會，進而擴大利潤。縱然如此，我們仍樂見企業進行

產品之研發，畢竟競爭之本質即是如此，智財法之出現即為最佳之例證。

然而有時新興產品之出現未必能即時獲得消費者之需求，亦需要時間向消

費者推廣新之銷售方式，但若法院貿然認定系爭產品乃個別之單一產品，

而作出違法之決定時，無異是抹殺企業創新之誘因。舉例而言，若企業首

先於市場上推出其將兩產品整合之產品，但消費者過去對於此兩產品皆有

相當程度之需求，此時若依據需求特徵理論判斷，法院即得認定系爭產品

為兩產品，然而若推出整合產品之企業不幸地擁有高市占率時，即可能被

推論出違法搭售之結論。對於企業而言，法院一意孤行之結果可能使得企

業產品創新之卻步、排除整合產品之正面效果。 

雖然從現今電腦普及之社會來看，多數消費者或許已將 WMP 視為

OS 作業系統功能之ㄧ部分，回顧微軟案當時之判決也許無法苟同。但這

就是反托拉斯法執行之困難之處，時常必須預測系爭行為之未來效果，存

在相當程度之錯誤風險。故本文認為未避免阻礙未來市場效率之發生、剝

奪消費者享受高品質產品或服務之機會，應僅將需求特徵理論作為個別產

品判斷之要素之ㄧ，或許亦可將產品功能關係納入考量，以免過度依賴過

去資料判斷，忽略對市場可能產生之正面效果。 78 

二、搭售與贈品之區分 

就搭售行為之定義觀之，乃企業要求交易相對人購買主要產品時，亦

要求其必須購買被搭售產品。就上述文義觀之，無論是主要產品或被搭售

產品，消費者皆需付出一定之代價以取得。於探討上述問題時，需與隱藏

性搭售作一區隔，雖然客觀來看，消費者對於被搭售產品無需另行支出額

外之費用，然實質上企業已將被搭售產品之價格內化於主要產品之中，而

以表面上免費提供被搭售產品之形式出售。 

78 陳志民，同註 38，頁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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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若被搭售產品乃免費提供予交易相對人之時，實際上該被搭售產品

並非要求消費者出資購買，而是較相近於贈品之性質，似乎應將此銷售策

略視為購買主要產品之附加利益，藉以誘使交易相對人購買主要產品。 

此時該免費贈送之被搭售產品，是否仍應以搭售行為審查，不無疑

問。有認為，倘若影片生產者銷售其影片並搭配免費之運送服務，但如果

不需運送服務時，並不影響影片之價格，亦即被搭售產品為 100%之折

扣，主張於免費贈送之被搭售產品情形下，仍應被解釋為搭售行為。 79如

前述提及之微軟案中，微軟公司雖提出免費提供 WMP 之抗辯，但執委會

及法院並未針對產品之成本價格分析，即認定 WMP 之價格實際上已包含

於 OS 系統之內，構成搭售之行為，可見被搭售產品之免費與否，根本不

影響搭售之認定。 

就忠誠折扣而言，就上述案件之歷程可發現，歐盟逐漸轉換對於忠誠

折扣之審理態度，自早期之當然違法原則，改採較為謹慎之合理原則分

析，放棄過往認為忠誠折扣具有高違法性之觀點，以效果影響原則作為主

要之評估工具，運用同等效率競爭者之測試方法，判斷忠誠折扣排除市場

競爭之效果，此轉變值得肯定。 

就折扣本質而論，市場上常見企業以產品折扣之方式促進銷售量之提

升，當消費者購買至一定門檻時，企業即給予折扣，使消費者得以較便宜

之價格獲得同等之產品。就客觀結果而言，折扣實質上等同於企業降低產

品之價格，有利於整體競爭與消費者之福利。原則上此種折扣行為將不會

受到競爭主管機關之關切，因為競爭法之出現即為保護此市場競爭最原

始、也是最終之競爭型態即為企業間之價格競賽。產品之價格一直是市場

競爭上敏感之資訊，關係整體市場之動態，影響程度不容小覷。絕大多數

之消費者，對於產品之相關資訊，首要著重於產品之價格，亦為被運用於

79 鄭茜純，搭售行為之分析，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論文，頁 29(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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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相關市場之需求替代理論之核心基礎。由此可見，競爭主管機關對於

關係企業產品價格之競爭手段較為關注之原因。 

但忠誠折扣不同於一般之折扣，差別之處即在於企業給予折扣之前提

乃要求消費者必須負擔某程度之義務，而此義務即為忠誠折扣受反托拉斯

法非議之處，即以交易相對人之“忠誠”為條件，要求消費者大量購買達到

企業所指定之購買門檻。基本上，折扣乃變向之產品降價，為競爭主管機

關歡迎企業採行之競爭手段，其可能引發企業間之價格競爭，給予消費者

有機會以較低之價格獲取同質之產品、加強企業間之競爭，間接促進企業

創新之動力，具有多重之正面效果，原則上僅要折扣後之價格未低於成

本，將不會違反歐盟運作條約之規定。故可發現歐盟對於忠誠折扣所關注

的並非折扣本身，而是加諸於折扣上之條件。 

歐盟執委會對於忠誠折扣之看法，早期案例中較偏向價格歧視之性

質，即將忠誠折扣視為價格上之差別待遇，認為企業之忠誠折扣將消費者

之忠誠程度作一區分，針對較為忠誠之顧客給予較優惠之價格取得產品或

服務，客觀上的確導致顧客取得相同質量產品之價格不一致之現象。但就

忠誠折扣與差別待遇之效果觀之，忠誠折扣對於市場之反面效果，乃排除

企業之競爭者，而封鎖市場；相反地，差別待遇所侵害的卻是交易相對人

間之競爭關係，由於「忠誠顧客」得以較低之成本取得產品，將使「不忠

誠顧客」無法與之抗衡，而被排除市場之外。可以得知，忠誠折扣與差別

待遇之性質，雖然表面上似乎雷同，但實質上卻並非如此，若以價格歧視

之角度出發，可能未必達到回復市場競爭之目的。 

隨著執委會處理經驗之增加、經濟論點之精進，歐盟近年來對於忠誠

折扣之觀點，改以較偏向於獨家交易之性質，於「82 條指南」中即將忠

誠折扣置於獨家交易下討論，視為獨家交易之表現型態之ㄧ， 80而兩者對

80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2 ,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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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市場之反面效果較為一致，皆為企業要求消費者大量或僅得購買自身產

品，即顧客需以對於產品之「忠誠度」換取企業之優惠，同樣地皆可能導

致競爭者無利益從事有效競爭，進而退出市場。 

雖然於歐盟運作條約內並未有條文明確規範忠誠折扣之行為，但歐盟

執委會仍將其納入第 102 條濫用市場優勢地位之適用，目前歐盟對於忠誠

折扣之性質有較明確之方向呈現，亦逐步放寬其違法認定之推論，然而仍

未出現企業成功以經濟上正當之理由抗辯違法之認定，對於高市占率之企

業而言，忠誠折扣之採行仍存有相當之風險。所幸歐盟於「82 條指南」

中提出兩大指標，可給予欲實施忠誠折扣之企業基礎之安全範圍。 

首先針對市占率之問題，指南中清楚說明就歐盟執委會歷年來之審理

經驗評估，若企業於相關市場內市占率未達 40%時，較無可能被認定為

具有市場之優勢地位，當然也就無後續違法之認定。再者，就忠誠折扣部

份，由於將同等效率競爭者納入判斷工具之ㄧ，而比對產品之價格成本關

係，當價格水平仍高於市場優勢企業之「長期平均增支成本」(LRAIC)

時，此折扣不至於產生排除同等效率競爭者之效果，競爭者仍得於市場中

獲得利潤繼續競爭，故原則上乃市場容許之競爭手段。 

就綑綁折扣本身而言，類似於搭售行為之模式，乃企業將複數產品作

綑綁而一併銷售於消費者，惟不同的是並未如同搭售行為要求消費者必須

併同購買組合產品，而是給予消費者單獨購買之機會，就併同購買組合產

品之消費者給予折扣。行為態樣乃搭售行為加上產品之折扣，由於性質上

之相近，故其判斷要件可發現亦有兩行為之色彩，而隨著前述行為之審理

原則之轉換，綑綁折扣之判斷準則亦擺脫過去當然違法之原則，而改採較

符合現今經濟環境之效果影響原則，就綑綁折扣行為本身，可將之區分為

兩部份分析: 

一、就綑綁部分:此部分之性質同搭售行為，故首先即須判斷綑綁本身是

否為分別產品之組合，再來即觀察是否於主要產品市場上具有市場優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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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存在。 

二、就折扣部份:當綑綁部份之要件皆符合時，即進入折扣階段之探討，

此部份乃同忠誠折扣運用同等效率競爭者測試、價格-成本測試，以判斷

系爭行為之適當性。 

就上述觀之，企業之綑綁折扣之成功與否乃觀諸兩大重點，第一，提

供綑綁折扣之企業須在相關產品市場上具有市場優勢地位，如此始有辦法

延伸市場力量至綑綁組合內之其他產品市場。第二，綑綁折扣之訂定，若

企業提供予消費者單獨購買產品與購買綑綁組合之價格無明顯之落差，即

無法誘惑消費者而剝奪其選擇之自由，故執委會於判斷綑綁折扣時，運用

價格-成本測試、同等效率競爭者測試之分析方法，以增支成本及長期平

均增支成本作一比較，當增支成本低於長期平均增支成本之情況下，同等

效率競爭者即無法在獲得利潤之基礎下繼續競爭，導致市場競爭之失調，

而有執委會干涉之必要。     

綜合本章可知，自 2005 年討論稿發布後，執委會即廣收多方學者之

批評及見解，而後於 2009 年發布「歐盟執委會關於適用歐洲共同體法第

82 條查處優勢企業排他性濫用行為的執法重點指南」，雖然對於歐洲法

院及初審法院並未有拘束力，但此一指南之發布使得實務執法上就相關問

題之分析架構透明化，一方面有助於執法機關澄清、減少同一問題在法律

或經濟上之差異， 81另一方面亦有助於企業在擬定競爭策略時，得以清楚

知悉其競爭策略有無違法之疑慮，而得更適當地評估競爭策略之可行性。 

而就執委會就單方行為之審理立場觀之，可發現歐盟於反托拉斯法之

目的上，重視消費者之福利與資源配置之效率，而為達成上述目的之手段

即為效率競爭之保護， 82若能使企業間保持有效率之競爭過程，競爭之

下，即得確保消費者成為最終之受益者。而就審理原則轉換之過程亦可發

81 OECD ,supra note 47 ,at 11 
82 EKATERINA ROUSSEVA , supra note 32 , at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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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歐盟對於上述目的之重視，就搭售、忠誠及綑綁折扣而言，皆已脫離當

然違法原則而改以較謹慎、周詳之審理原則進行分析。 

但就上述 Microsoft 案例觀之，執委會於該案之執行面上卻似乎較重

視競爭者之保護， 83有時可能為了市場上競爭者之存續，而忽略實質上有

效率之競爭。或許此現象之出現，與其時代背景有相當之關系，由於歐盟

之核心概念即為促進歐洲國家之整合，建立起歐洲共同之市場，提升自身

地位為目的。然而歐盟之組成，畢竟是由各別獨立之歐洲國家所結合而成

立，為了維護各國之平等地位，使得歐盟底下之法令無不受到整合概念之

影響。各國間競爭政策之不同，可能導致截然不同之結果產生。這對跨國

企業之經營將創造出不少的不確定性與成本，值得各會員國與歐盟深思。 

         

         

83  Department of Justice,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FOR ANTITRUST, 
THOMAS O. BARNETT,ISSUES STATEMENT ON EUROPEAN MICROSOFT 
DECISION(Sep 17,2007) , 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press_releases/2007/226070.pdf； 
Matt Asay，EU's $1.35 billion fine on Microsoft to do any good(Feb 27,2008)，available 
at http://news.cnet.com/8301-13505_3-9880267-16.html 

128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press_releases/2007/226070.pdf
http://news.cnet.com/8301-13505_3-9880267-16.html


 

第六章 我國公平交易法之規範分析 
 

 

於我國公平法之架構下，企業之單方行為除有可能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獨占力濫用之規定外，搭售、忠誠及捆綁折扣等行為亦有可能落入第

19 條之規範，而當前兩條文皆無法規範之時，更有可能落入第 24 條「顯

失公平」之規定。本章將針對企業單方行為之構成要件及實務上公平會個

案判斷之標準，作一討論，並整理我國過去代表性案例輔以說明，再進一

步延伸個案中所呈現之問題。 

 

第一節 公平交易法對搭售行為之規範 

 

就搭售行為而論，我國公平會曾說明，所謂搭售是指買受人要購買甲

產品(或服務)時，出賣人要求買受人也必須一併購買乙產品(或服務)，否

則拒絕單獨出售甲產品給買受人之行為， 1此搭售策略常見於企業之競爭

手段之中，舉凡食品、化妝品、書籍等產品之套裝組合不勝繁舉，當然此

些搭售策略未必皆為反競爭之行為。而此搭售行為之規範依據，於公平法

施行細則第 27 條明確規定，搭售行為應受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六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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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之約束，然而搭售行為本身具有促進競爭與反競爭之雙面效果，雖其不當

限制交易相對人選擇產品之自由、藉主要產品之市場支配力延伸至被搭售

之產品(即所謂之槓桿理論)，以排除被搭售產品之競爭者等之反競爭效果

外，但對於市場競爭亦有助益之方面，如穩定產品品質、維護商譽、降低

交易成本、協助被搭售之產品迅速進入市場等， 2為顧及廠商有其經濟上

1行政院公平交易執委會，「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九版，頁 210(2002 年 9 月) 
2參照黃營杉、范建得，「事業垂直限制行為之公平法適用問題研究-以非價格垂直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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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理由採行此類銷售模式，在我國公平法之立法目的上，是以確保競

爭、維護交易秩序原則，故當搭售行為之正面效果對於整體市場較有助益

時，亦會例外許可廠商進行搭售行為，故公平法並非全然禁止企業採行產

品搭售之銷售策略，實務上於公平會處理搭售行為是否違法之時，皆會

對於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履

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 3 

針對搭售行為是否違反公平法之判斷時，公平會曾以公研釋 045 號解

釋，可考慮下列因素: 

一、判斷是否符合搭售之構成要件，應考慮以下因素  

(一) 
 
 
 
 
 
 
 
 
 

至少存在二種可分的產品(服務)： 
在分析任何搭售契約時，首先必須確立者為必須存在二種可分的產品

(或服務)，至於如何判斷其是否可分，則可考慮下述因素︰ 

   同類產業之交易慣例； 
   該二產品(或服務)分離是否仍有效用價值； 
   該二產品(或服務)合併包裝、販賣是否能節省成本； 
   出賣人是否對該二產品(或服務)分別指訂價錢； 
   出賣人是否曾分別販賣該二產品(或服務)； 

  
(二) 須存在明示或默示之約定買受人無法自由選擇是否向出賣人同時購買

主要與被搭售產品。 

二、判斷搭售是否違法，應考慮以下因素 

(一). 出賣人在搭售產品是否擁有一定程度的市場力 

(二). 有無妨礙被搭售產品市場競爭之虞 

(三). 是否具有正當理由 

限制為核心」，第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00-401(1999 年
11 月 )；楊宏輝，「搭售行為之法律分析」，公平交易季刊，12 卷 1 期，頁 103-
111(2004 年 1 月) 
3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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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企業之搭售行為符合構成要件時，首先即應對搭售廠商之市場地位

進行調查，若主要產品本身不具足夠之市場支配力，即表示市場仍存在許

多可供消費者替代選擇之產品，故當其推動搭售策略時，消費者不至於受

其搭售行為之拘束，而得自由選擇其他競爭者之產品，對於市場競爭產生

之不利影響十分有限。故以邏輯上推論，實行搭售行為之企業應多居於獨

占或寡占地位，始有足夠之市場支配力行使搭售行為。當然於主要產品之

市場力量延伸至被搭售產品之市場時，縱擁有極大之市場支配力，亦不代

表搭售行為即會對於被搭售產品市場產生相稱之不利影響，其於被搭售產

品市場所產生之吸入效果必定僅小於或等於其主要產品之市場支配力。但

一定程度之市場力甚為抽象，是否僅有獨占或寡占地位之廠商，才會受到

違法搭售之關切，實則不然。於美華影視股份有限公司案中， 4被處分人

之市占率僅占 17.8%，甚至還曾出現更低市占率之處罰案例， 5顯見非居

於獨占或寡占地位之企業，依然有可能被認定具有足夠之市場力量，過去

公平會針對相關案例之處理經驗上，曾以百分之十之市占率為門檻，通過

此門檻之企業，始進一步討探其有無違法之虞。接下來將以實施搭售行為

之企業主體市場力量作一區分標準，分為 1.具獨占地位之廠商 2.不具獨

占地位之廠商。 

 

1.搭售主體之類型 

 

   1.1 具獨占地位之廠商 

所謂之獨占依我國公平法第 5 條之規定，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

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或二以上事業，實際上

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視為獨

4公平會公處字第一四九號 
5公平會公處字第一六八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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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而關於獨占之認定依公平法第 5-1 條：「事業無左列各款情形者，不

列入前條獨占事業認定範圍： 

一、一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二分之一。 

二、二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二。 

三、三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 

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其個別事業在該特定市場占有率未達十分之一

或上一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未達新臺幣十億元者，該事業不列入獨占

事業之認定範圍。 

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特定市場，受法令、技術

之限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雖有前二項

不列入認定範圍之情形，中央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 

搭售行為之態樣即為利用主要產品之市場支配力不當延伸至被搭售之

產品，進而導致市場競爭不利之影響，故當廠商居於獨占地位時，即為象

徵其具有市場力量。然獨占本身並非公平法所要處罰之對象，事業若能以

其價格、品質等優點，獲取消費者認同，並逐一淘汰競爭者，因而擁有獨

占地位，此即代表其為一有效率之企業，應肯定其存在之價值。 6但倘若

企業利用其獨占地位，而遂行搭售行為，迫使競爭者退出或阻礙其進入市

場，並妨礙交易相對人之選擇自由，即屬濫用其市場力量之行為態樣，將

受到我國公平法第 10 條第 4 款關於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規範。 

   1.2 不具獨占地位之廠商 

就不具獨占地位之企業而言，並非其所實行之搭售行為即必定不會產

生反競爭之效果，僅是若主要產品之市場無足夠支配力時，即難以成功實

行其搭售策略。故首先就出賣人是否具有一定程度之市場力量加以判斷，

所謂之一定程度之市場力乃相當於美國法概念所謂之「充分之經濟力」，

6黃銘傑，「公平交易執委會搭售規範之弔詭 (上 ) 」，月旦法學雜誌，109 期，頁
175(200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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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以達到「獨占性」或「控制性」為必要。 7針對不具獨占地位之企業

所遂行之搭售行為，即落入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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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國過去對

於第 19 條 6 款之違法判斷標準，即設定行為主體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須

具有百分之十之市占率為門檻，符合門檻後始進一步探討後續違法認定之

要件。 

而針對未符合百分之十門檻之企業，公平會則於實務上處分過程中引

入依賴性理論， 8認定該實施搭售行為之企業亦具有相當程度之市場力量

得以成功實行搭售策略，而有反競爭之虞。但就第 19 條第 6 款中限制交

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之文義觀之，似該條款僅限於交易相對人屬於事業

時，始得以適用。故當搭售行為主體非具獨占地位，而其交易對象亦非為

事業之時，即無法適用第 10 條第 4 款或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而須以

第 24 條顯失公平之規定予以論處。 9 

 

2. 案例討論 

 

   2.1 台灣電視股份公司； 10中華電視股份公司； 11中國電視股份公司搭

售案 12 

被處分人要求廣告主託播高收視率節目廣告時必須同時購買低收視率

7公平交易執委會第二處，「我國公平交易法垂直限制行為執法實務之檢討-兼論歐盟、
法、美、日重直限制規範」，第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26(1999 年 6 月) 
8所謂之依賴性理論，即指對於市場占有率不高之事業，倘其他事業之營運必須依賴該
事業維持競爭條件，而缺乏足夠且可期待之偏離可能性時，該事業具有相對優勢地位。
參閱吳秀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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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頁 143-203(1999 年 11 月) 
9黃銘傑，同註 6，頁 176-177 
10公平會公處字第○五六號 
11公平會公處字第○五八號 
12公平會公處字第○五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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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廣告時間之情形，其雖辯稱僅有在託播高收視率節目廣告時贈送低收

視率節目廣告時間之事，然實際上係以先向被處分人購買高收視率節目廣

告時間為條件，而被處分人亦不單獨出售高收視率節目廣告時間，而皆有

附帶贈送低收視率節目廣告時間之情形，此種有條件贈送低收視率節目廣

告時間之行為，雖名為贈送，實為搭售。 

被處分人之搭售行為尚非為確保其商譽及服務品質所必需，故其搭售

顯無正當理由，又被處分人為為電視市場獨占事業，其對電視市場自有支

配性之影響，故其搭售不但使交易相對人（廣告主）失去選擇電視節目廣

告時間之自由時間之搭售行為，且使以電視節目之製作為事業者間之競爭

關係受到扭曲，該當違法之搭售行為。 

   2.2 樺陽車業股份有限公司搭售案 13 

被處分人係三陽機車台北市地區唯一之總經銷，而三陽機車於全國之

市占率為百分之三十四‧七，而既被處分人為台北地區唯一之總經銷，故

其市占率應與全國之市占率相同，該案被處分人規定，台北市地區所銷售

之三陽機車新機車一律必須統一由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二年機

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並不允許消費者自行決定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以外之保險公司。 

被處分人抗辯鑑於大部分機車買受人，對於保險公司及投保手續並不

熟悉，因此，對於經銷商主動提供之代辦服務並無特別意見，爰該公司基

於服務客戶，以及方便手續辦理之考量，方決定統一交由華南產物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承保。 

然公平會認為縱令其目的在提供一貫性服務，爭取車主交易機會，甚

或賺取週邊利益〈如保費佣金〉，卻係倚恃消費者對保險法之無知及對其

之依賴，甚而視消費者之交易選擇權為其交易籌碼，進而據以與華南產物

13公平會公處字第○三八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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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價金談判之基礎，其侵犯消費者權益甚劇，並對市

場上其他競爭之保險代理人及經紀人產生排除競爭之效果，扭曲機車強制

汽車責任險市場上之競爭秩序，核屬非具正當性之限制行為，違反我國公

平法第十九條第六款之規定。 

   2.3 學者有限公司； 14元寶利影視有限公司； 15富康興業有限公司； 16

協和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17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搭售案 18 

被處分人要求買受人業者不得單獨挑片、亦不能選擇數量，僅得接受

其所提供之配套銷售，而於配套銷售中參雜不賣座或老舊之影片，以此法

進行搭售之策略。 

然按 VCD、DVD、錄影帶等影音產品具有著作權物之不可替代之商

品特性，且在現行實務上，影音產品發行業者多係取得上游片商之獨家代

理權，出租業者除與發行業者或其代理商、經銷商交易外，尚難透過其他

合法管道取得完整充足之片源，因此發行業者相對於出租業者而言，係擁

有排他之強勢經濟能力，雙方市場力量並不對等。若發行業者挾其優勢之

競爭能力及市場地位，於出租業者欲購買某些影音產品時，要求必須同時

購買其他產品、而禁止出租業者選擇影片內容或數量，否則即拒絕交易，

可能造成出租業者在顧及片源完整性、迎合消費者需求之壓力下，被迫購

買不需要之影片並增加營運成本負擔，因而降低向其他錄影帶發行業進購

錄影帶轉租之能力，此不但顯已影響出租業者依影片上映情況之叫座與否

為決定進購院線片錄影帶之衡量標準，並使錄影帶發行業之競爭活動產生

抑制與妨礙，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之規定。 

   2.4 松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搭售案 19 

14公平會公處字第○二一號 
15公平會公處字第○九二○三二號 
16公平會公處字第○九二○三一號 
17公平會公處字第一三三號 
18公平會公處字第○七八號 
19公平會公處字第○九一○二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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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與顧客約定，由戰略公司向松崗公司購買所需電腦遊戲軟體

之所有權、公開播放權及使用權等事宜，惟當戰略公司依約向松崗公司洽

購個別產品時，竟遭松崗公司拒絕且以口頭方式告知，系爭合約書中附件

所列之電腦休閒遊戲軟體，乃戰略公司應全部購買之產品，不得自由任意

選購。 

而松崗公司為國內網路咖啡（下稱網咖）遊戲軟體授權之龍頭，其於

八十九年之營業收入占我國遊戲軟體下游產業（即通路商）產值為十四．

三五％左右，且我國約有 2500 至 3500 家規模不等之網咖業者中，有

1500 家網咖業者與之簽約，即約有四二％至六Ｏ％網咖業者與被處分人

簽約，但該公司卻利用遊戲軟體享有著作權物之獨家排他性及消費者對遊

戲軟體之偏好性等商品特性，將暢銷與非暢銷遊戲軟體商品成套搭售且拒

絕提供單一產品報價，並於合約中訂定各種不平等之條款限制，迫使網咖

業者在顧及遊戲軟體完整性之壓力下，必須成套購買松崗公司所提供之十

套遊戲軟體，而無法自由選購單項遊戲軟體，且其中有半數以上遊戲軟體

於簽約時並未上市，也無產品報價，其搭售意圖明顯，剝奪網咖業者之交

易選擇自由，將構成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搭售行為。 

對於網咖業者而言，提供最受歡迎電腦遊戲軟體乃成為其吸引顧客上

門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遊戲軟體發行商或通路商相對於其交易相對人

（即網咖業者）而言，多係擁有排他之強勢經濟能力，雙方市場力量並不

對等。若發行商或通路商挾其優勢之競爭能力及市場地位，於遊戲軟體業

者欲購買某些受歡迎軟體產品時，要求必須同時購買其他冷門（即消費者

根本不會去消費的軟體）產品、禁止單買，否則拒絕交易，可能造成網咖

業者為迎合消費者對熱門遊戲軟體需求之壓力下，被迫購買不需要之遊戲

軟體，增加營運成本負擔並佔據硬碟大量空間，不但剝奪網咖業者之交易

選擇自由，也對其他發行商造成不公平競爭之情事，將構成妨礙公平競爭

之虞之搭售行為，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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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搭售案 20 

被處分人實施客戶購買新菸品始可優先獎勵購買長壽菸之措施，經查

被處分人為唯一之國產菸製造商，於 91 年至 94 年間其市占率，若依銷量

計算在 40%-50%之間，若以銷售值計算則若在 34.16%-41.67%之間，顯

見被處分人有一定程度之市場力量，而新、舊菸品間各具獨立經濟價值，

乃獨立可分之商品，無同時銷售或購買之正當理由。被處分人雖辯稱其無

強制客戶購買新產品、即使未購買亦不影響原先客戶之菸品配額。惟查菸

酒公司之「長壽」菸品系列，長期以來具有相當的品牌知名度及競爭優

勢，在菸品市場上具有一定程度之影響力，菸酒公司利用舊產品的暢銷優

勢，以購買新菸品作為交易相對人優先獎購舊菸品條件，藉搭售行為促銷

新上市菸品，搭售行為並不具正當理由，且有妨礙菸品市場公平競爭之

虞，認定違反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 

 

3. 相關案例檢討與分析 

 

大體上，經由上列公平會針對搭售實務案例之處分歷程，主要有三大

問題需重新檢視: 

   3.1 法規適用之疑慮 

於台灣電視股份公司、中華電視股份公司、中國電視股份公司案中即

初步揭示了公平法第 10 條第 4 款與 19 條第 6 款之適用先後疑慮，雖然

搭售行為於公平法施行細則中明定受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垂直非價

格限制之規範，但被處分人皆為獨占企業，似應以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獨占力濫用作為依據。本質上搭售行為即屬於獨占力濫用模式之一

種，故搭售行為在邏輯上之推論，應先探討企業是否具有獨占地位，若具

20公平會公處字○九五一四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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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獨占地位之時，即適用第 10 條第 4 款之規定，若不具獨占地位，即以

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進行分析。 21而公平會在該案中表示：「衡諸事業

獨占地位之認定，必須以行為當時之市場地位為依據，本案若引用公平交

易法第十條第四款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處分之，勢須重新調查被

處分人行為當時之市場地位，曠日費時，為達及時匡正被處分人電視節目

廣告時間之搭售行為，經審酌認以引用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予以處

分」，由上開說明可觀之，公平會之作法原則上認同上述之見解，惟該案

公平會以及時匡正違法搭售行為之理由，而逕予適用第 19 條之規定， 22

此作法受到學者之質疑， 23亦衍生對於及時之認定問題，若認定過於寬

鬆，易導致實務上面對此一情形時，皆以此理由規避繁複之調查工作。再

按公平法 35、36 條之規定，企業於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或 19 條規定時，

皆得以第 41 條規定限期命違法之企業停止、改正其行為，但公平法 35、

36 條規定對於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

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之處罰刑度並不相當，顯見違反第 10 條獨

占力濫用之規定者，其可非難性較高，若第 10 條與第 19 條規定得以任意

之交替適用，將破壞法律整體架構及適用之確定性並導致後續適用之困

難。 

而於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之搭售案中，被處分人之交易對象乃個別

之零售商，適用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當然合法。惟若當企業搭售行為

之交易對象僅為一般消費者時，於上述第 1.2 曾提及，此時即應適用第

24 條之規定論處，以補充第 19 條第 6 款規範疏漏之處。進一步而言，若

21范建得、莊春發「公平交易法第二冊-不公平競爭」，二版，頁 151(1994 年 5 月) 
22認同公平會之作法，主張為避免發生正義遲來之情形，有必要先行適用第十九條第六
款及四十一條之規定。參照黃茂榮，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自刊，初版，頁
113(1993 年 10 月) 
23該案於調查時，僅距離公告獨占不滿兩個月，除能證明市場發生重大變化，才有重新
調查之必要。推論乃因當時公平法第十條規定，違反者需負刑事責任，對於行為主體未
免過重，故公平會以第 19 條第 6 款論處。參照廖義男，獨占法規與實務之檢討，公平
交易季刊，3 卷 1 期，頁 7-8(1995 年 1 月) 

138 
 

                                                 



 

當企業之交易相對人包括企業與單純之消費者時，此時法規之適用即生疑

慮，本文認為於此情形下，因就第 19 條 6 款條文本身觀之，似僅限縮於

交易相對人為企業時，始得適用，然第 24 條之規定性質上乃扮演概括條

款功能之角色，故就交易相對人為單純消費者之部分，即得另適用本條之

規定。故於企業及非企業之交易相對人參雜之時，應併同適用第 19 及 24

條之規定，於法理上較為精確、妥當。 24 

   3.2 市場力量之認定 

由上述案例觀之，搭售行為以獨占力濫用之規定處分之數量甚少，多

半仍以第 19 條第 6 款為主要規範依據，就企業市場力量之認定，過往皆

以百分之十為門檻，而我國實務上搭售行為經常出現於影片、歌曲伴唱

帶、遊戲軟體等具有著作權性質產品之上，利用著作權物不可替代之商品

特性、買受人必須顧及產品之完整性、顧客之偏好性等因素，出賣人僅提

供配套銷售方式，並拒絕單獨銷售，強迫買受人僅能接受出賣人之搭售策

略，實為對買受人自由選擇權利之剝奪並浪費交易成本。 

該些案件中公平會就市場地位之認定，並未對被處分人之市占率著

墨，僅表示發行業者相對於出租業者而言，係擁有排他之強勢經濟能力，

雙方市場力量並不對等。若發行業者挾其優勢之競爭能力及市場地位將迫

使出租業者接受其搭售策略等語，將依賴性理論引入作為判斷市場力有無

之標準， 25非僅侷限於以單純之市占率判斷。出租業者在考量無其他

合法管道得取得充份片源之情況下，為迎合消費者之因素被迫購買不

需要之被搭售影片，於此情形下，認定發行業者具有相對優勢地位，

而具有一定程度之市場力量，在下述提到之葳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搭

售案 26中，被處分人市占率僅五．三％，仍被公平會認定具有一定程度

24 梁哲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範定位與要件之淺析，公平交易季刊，第九卷第三
期，頁 56(2001 年 7 月) 
25吳秀明，同註 8，頁 187  
26公平會公處字第○七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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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市場力量，此案即為公平會適用依賴性理論之適例。該理論之適用，

擴大了市場力認定之範圍，降低執法上錯放之可能，將不符合市占率

門檻之企業，再次考慮其與交易相對人間是否存在依賴關係，而認定

該企業是否具有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實質上享有一定程度之市場力

量，得以遂行限制競爭之行為，而受到公平法之規範。  

   3.3 反競爭效果之評估 

一般而言，要評估行為之反競爭效果，首先即需界定相關市場。就搭

售行為而言，皆認其為以槓桿作用藉主要產品市場力量延伸至被搭售產品

市場，以使被搭售產品亦享有市場力量，而破壞被搭售產品之市場競爭自

由，遂行評估市場之不利影響。概念上，主要產品與被搭售產品應分屬兩

個別之市場。但在上述受著作權保護之產品搭售案件中，公平會將每一影

音產品因其著作權不可替代性及發行業者多為獨家代理之故，認定皆為獨

立之產品，而各具有其獨立之市場，此將導致每部影片皆成立個別之獨立

市場且不論主要或被搭售之產品皆具完全之市場力量，如此之相關市場界

定不無疑問。 

本文認為於此些受著作權保護之產品搭售案件中，著作權之不可替代

性之用語，於著作權法上是為保護每一著作之獨特性而生，但於公平法之

適用上，其應非意味產品不具替代性而擁有完全之市場力量，實際上對於

交易相對人來說，有無替代關係，仍應視當產品提供者試圖提高價格擴大

利潤時，消費者選擇其他影片的比例高低，及其對廠商獲利的影響程度為

何來加以判斷。再從搭售行為之促進勾結之效果來看，企業採行搭售安排

的目的，在排除市場上之競爭者，導致市場競爭趨於集中，而市場上存續

之競爭者，為獲取最大之利潤，即越有可能形成勾結。而無論主要產品與

被搭售產品是否存於同一市場內，皆將發生此一效果。故當主要產品與被

搭售產品分屬不同市場時，搭售行為將導致被搭售產品市場之競爭者減

少，有促進勾結之效果；而當主要產品與被搭售產品存續於同一市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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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售行為仍將排除該市場內之競爭者，市場競爭趨於集中，增加勾結形成

之可能。 

  

第二節 公平交易法對忠誠折扣行為之規範 

  

本質上，市場上之競爭行為，最原始之手段即為價格之競賽，隨著經

濟起飛，交易數量之增加，競爭手段亦趨多元化，於交易習慣上，企業以

贈品或折扣等利益吸引顧客，為常見之競爭手段，雖然此些手段將帶給消

費者利益，似無處分之必要。惟其中公平法所關注者乃折扣行為本身是否

對於市場競爭有反面之效果，而必須加以規範。 

對於忠誠及捆綁折扣部份，我國之實務上針對此類型態多以不公平競

爭之規定處理，案件類型亦集中於電信事業與有線電視產業；相較於歐盟

與美國，其多以市場支配力濫用之相關規定(修曼法第 2 條、歐盟運作條

約第 102 條)予以論處，雖然歐盟與美國針對忠誠及綑綁折扣至今似仍未

有一致之判斷準則出現，但對於我國公平會仍有相當參考的價值。 

 

1. 公平交易法之規範原則 

 

於忠誠折扣部份，依公平會所頒布之「公平交易法對電信事業之規範

說明」中，說明忠誠折扣即給予用戶之折扣優惠，係附隨於禁止用戶轉換

交易對象之約定，或針對可能轉換交易對象之用戶給予大幅折扣優惠，藉

以防止其轉換交易對象之情形。由於該類折扣之實施，將造成用戶為特定

事業「鎖定」，妨礙競爭者爭取交易機會。故有違反公平法第 19 第 3

款：「以利誘方式，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規定之

虞，而公平會於個案中，對於忠誠折扣之合理性判斷，將會考量：(１)用

戶在簽約前是否有足夠的選擇空間。(２)契約期間的長短。(３)電信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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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服務而發生的成本。(４)在契約期間內前述成本可以被回收的範

圍。(５)退出償付的額度是否超過用戶退出前已獲得折扣優惠的額度。

(６)是否會造成市場封鎖的結果。(７)除前述考量外，仍須視具體個案事

實，綜合行為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履

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依據「合理原則」判斷。 

 

2. 案例討論 

  

   2.1.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案 27 

被處分人於相關市場中占有約 91%之市占率，於 92 年 1 月推出「通

關網路服務優惠方案」，其中「B 方案」為優惠期間內承諾 100﹪使用被

處分人通關網路服務，即享有原費率打 6 折的優惠，使得原本已與汎宇電

商公司之連線客戶，因此拒絕再與汎宇電商公司連線。惟參加廠商若未能

遵守承諾，被處分人有權中止本項優惠方案，並收取已給付之優惠金額與

原價之差額。被處分人要求用戶須承諾 100%使用被處分人之服務，即有

明顯意圖限制用戶轉換交易對象、鎖定既有用戶，並有封鎖競爭者之反競

爭效果。 

被處分人雖抗辯其乃提供「A 方案」、「B 方案」供顧客自由選擇，

且對於違反方案條件之顧客並無實質之處罰，但經查兩方案之收費有相當

之差距，顧客並無誘因選擇「A 方案」或不參加優惠活動，且縱被處分人

以折扣吸引顧客消費，但並無必要限制 100%使用被處分人服務，蓋要求

100%使用即有「鎖定」用戶並封鎖市場之意圖，依被處分人之高市場占

有率即非屬恰當。再者，被處分人縱未實質處罰違反方案約定之顧客，但

仍對於欲違反之顧客產生嚇阻作用，且當被處分人知悉顧客違反約定之情

27公平會公處字第0940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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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均要求顧客改採「A 方案」，本質上仍屬處罰手段之一種。 

被處分人「通關網路服務優惠方案」之「B 方案」，明顯係以限制或

排除其他競爭者作為目的，而確實亦造成超過該公司 80%既有用戶無法

轉換交易對象之效果，形成通關網路市場人為因素之參進障礙，業已構成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1 款規定︰「以不公平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

他事業參與競爭。」 

   2.2.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案 28 

中華電信在行動電話市場的占有率超過五○％，而其所提供之新資費

中的經濟型月費兩百元、區域型月費四百二十元，以及老客戶、大客戶月

租費打六到八折等三項配套優惠方案，中華電信推出所謂之經濟型方案，

比現有收費平均降幅更達三○％。再利用老客戶、大客戶最低折扣月租費

六折，更是巧立名目變相再降價。中華電信老客戶的定義從使用一年開

始，佔七○％以上，即給予月租費八折優惠，一次申請三個門號的大客戶

也給予八折的優惠，條件之寬鬆已完全超出合理鼓勵忠誠的範圍，反觀所

有的民營公司，由於開放只有一年左右，全部的客戶幾乎都在一年以內，

並沒有所謂老客戶的存在，故中華電信所提供之上開老客戶、大客戶方案

有違反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虞。 

 

3.相關案例之分析與探討 

 

我國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所規範之以不當爭取交易機會與第 10 條第

1 款市場阻隔有關，故當被處分人為獨占地位之廠商時，應檢視第 10 條

第 1 款之關係， 29故上述關貿網路公司之案例，因其符合我國公平法第 5

28工商時報，科技版，民國 88 年 1 月 28 日
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cable/change/880128d8.htm(最後瀏覽日 2011/11/10) 
29范建得、陳丁章，「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第十
九條，頁 182(200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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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獨占之認定，故以第 10 條第 1 款予以論處。 

雖我國「公平交易法對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中，明確指出忠誠折扣

受到我國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規範:「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

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者。」，故本款之構成要件主要分為三大項 

一、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 

忠誠折扣之運作方式，即以低價誘使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銷售策

略，本質上低價策略較屬於利誘之行為態樣。而於此類折扣之個案判斷

上，歐美國家多以掠奪性訂價之審查原理進行判斷，而就我國「公平交易

法對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觀之，可得知判斷上亦有採取掠奪性訂價之審

查標準，對於市場地位及成本與價格之關係、回收可能性作一探討，然忠

誠折扣未必如掠奪性訂價將價格低於成本(此之成本為可變動成本)之下，

具市場力量之廠商仍有可能以高於成本之價格遂行反競爭之行為，而受到

公平法之管制，相較於掠奪性訂價其審查上更為謹慎，然這裡不禁疑問，

當企業以忠誠折扣為其競爭手段時，若其折扣後之價格低於成本，無疑

地，應有利誘之可能，但若折扣後之價格仍高於成本之時，客觀來看，其

與一般企業採行折扣促銷之活動並無不同，折扣本就為企業競爭之常見手

段之一，且若企業能以高於成本之折扣價格販賣其產品之時，不也意味著

其為市場上有效率之企業，似無處罰之依據，且若對此等效率企業予以懲

處，而保護較無效率之企業繼續存續於市場當中，公權力之介入豈不破壞

市場自由運作之機制。綜觀之前關於美國與歐盟法的介紹可知，在產品價

格仍在成本上之折扣行為，競爭法的審查重點在於，是否將使具同等或更

具效率的競爭者，因此而須面對更高的參進障礙，而無法參與市場競爭。

簡言之，折扣的「利誘」效果，應從其對市場整體「競爭」的影響來考

量，而非專注於折扣低價對於特定「競爭者」將產生何種不利其競爭的實

質或潛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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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曾以公研釋○○五號就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三款所稱之利誘

作一說明，即係指事業不以品質、價格及服務爭取顧客，而利用顧客之射

倖、暴利心理，以利益影響顧客對商品或服務為正常之選擇，從而誘使顧

客與自己為交易行為，故單純以低價作為競爭手段，尚難謂為利誘。然而

上述說法仍過於抽象，無法有一明確指示，而後雖公平會亦再研擬「行

政院公平交易執委會對於贈品贈獎促銷額度案件之處理原則」以資適

用。但此乃針對贈品之利誘判斷，仍未對於單純以價格折扣之利誘作一說

明，且過度強調折扣低價對誘導消費者作出非基於品質或服務考量之錯誤

消費決定，與美國或歐盟之執法原則有相當的不同。例如，在關貿網路公

司案中，可見到公平會並未對被處分人之成本及回收可能進行審查，僅就

當企業具市場地位時，對於交易相對人選擇自由之妨礙與市場封鎖之效果

著墨，顯見實務上公平會忽略折扣後之價格是否低於成本之議題，針對此

一行為僅側重考量交易相對人之選擇自由、具市場地位之企業行為所產生

之妨礙及市場封鎖之效果。惟企業取得相當市場力量之結果，可能是憑藉

自身產品之品質或生產效能之優勢所致，此為市場競爭所樂見之情形，無

處罰之正當理由。故無論公平會以第 10 條第 1 款或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作

為忠誠折扣之處罰依據，理應證明企業於爭取交易機會時，有以利誘或不

正當之方法使交易相對人與己交易，而造成市場競爭之阻礙或限制。忠誠

折扣之價格低於成本且企業居獨占地位時，適用第 10 條第 1 款之規定較

無疑義，若不具獨占地位時，即得適用第 19 條第 3 款之規定，然當忠誠

折扣後之價格仍於成本之上時，公平會即須證明企業有利誘或不正當方法

之存在，始得適用相關法規予以論處。 

二、爭取交易相對人 

規範說明中對於忠誠折扣之定義「禁止用戶轉換交易對象，或針對可

能轉換交易對象之用戶給予大幅折扣」，與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

「……，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似有所衝突，所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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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相對人，依公平法第 3 條之規定：「與事業進行或成立交易之供給者

或需求者」，故不包括未與事業進行或成立交易之潛在交易相對人，是以

得作為第 19 條第 3 款適格之關係，自然須為交易之進行式或完成式，不

包括觀望或考慮之消費者， 30就忠誠折扣之解釋文義觀之，其「用戶」之

用語，似將交易相對人侷限於原本即屬自身企業之交易對象，而予以大幅

度之優惠，禁止其轉換購買。而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就文義觀之，似僅

侷限於該交易相對人原屬競爭者之交易對象，若以此條款之規定相繩於忠

誠折扣上，其法規之適用上似有未妥。忠誠折扣之所以必須加以規範，乃

為防範企業禁止用戶轉換對象或妨礙競爭者爭取交易機會而生，若僅將交

易相對人限縮於僅屬原有顧客或競爭者之顧客，未免過於狹隘。在關貿案

中被處分人忠誠折扣之行使對象，即為本屬自身顧客之交易相對人，但由

上述分析忠誠折扣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觀之，似應將交易相對人之範圍擴

大，故忠誠折扣之行使對象應不論交易相對人是否原屬自己或競爭者之交

易對象，甚應包括潛在之交易相對人。 

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忠誠折扣之銷售方式乃以顧客之忠誠，不轉換交易對象以換取較低之

產品（或服務）價格，故折扣之同時伴隨著禁止轉換交易對象之約定，並

對背離約定之顧客加以懲處，嚴厲之懲處手段足以增加顧客之轉換成本，

使其僅能接受現有之約定。惟依經濟理論觀之，無論何人皆以自利心態自

居以從事交易行為，故不論銷售者或消費者皆以獲得自身最大利益為考

量，但忠誠折扣之前提，即為禁止轉換交易對象，限制了消費者選擇之自

由，使其無法於契約期間內追求更有利之銷售條件，導致更有效率之競爭

者無法進入市場或無法於市場內持續競爭，藉由鎖定顧客，封鎖市場。實

行忠誠折扣之企業，本來即具有相當之市場力量，因當企業握有市場力量

30前揭註，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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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始有本錢於現階段提供比競爭者更優渥之條件，以趕走競爭者，遂行

獨占。故若成功實行忠誠折扣，將使競爭者無利可圖而退出市場，亦對潛

在競爭者產生嚇阻作用，進而使企業取得更大之市場力量，無疑地，此銷

售策略，將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之競爭之可能。 

 

第三節 公平交易法對綑綁折扣行為之規範 

 

1.公平交易法之規範原則 

 

所謂之綑綁折扣，乃屬廣義之搭售行為，即企業將其多項產品綁在一

起出售予交易相對人，給予交易相對人看似較優惠之總體價格，其行為類

型即為企業提供單獨產品與套裝產品之個別價格，而於套裝價格上給予交

易相對人優惠(即所謂之折扣)。而我國在「公平交易法對有線電視相關事

業規範說明」中指出，若有線電視頻道供應商透過多數頻道節目整批交易 

(Bundling) ，使其市場力得以不當延伸或擴張；使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喪

失合理選擇單一頻道節目之機會，不當剝奪買方剩餘，可能構成公平交易

法第十九條第六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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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若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除提供「套裝價格」外，亦提供「個別單

價」之購買，此時則應就客觀上探討，套裝價格是否足以遏制有線電視系

統經營者選擇購買單一頻道節目之意願，迫使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購買套

裝頻道節目，仍可能構成強制搭售頻道節目行為，而有違反第 19 條第 6

款之虞。此行為原於搭售規範下審視，即所謂之「分開訂價方式卻實質上

導致強制搭售之效果」，但既現已出現綑綁折扣之用語，即應將其與搭售

作一區隔。而實務上公平會處理時，即是先依快速審視 (Quick Look) 方

式，先剔除完全無可能形成強制搭售頻道節目之「套裝價格」情形；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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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通過此一審視者，再審酌價格間之對應關係、兩者間是否有可合理節

省成本之事由、套裝頻道之數量及內容、對其他競爭頻道之影響、對交易

相對人選擇空間之影響、及是否有其他合理事由因素，依據合理原則加以

判斷。 

 

2.案例討論 

    

   2.1.年代網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案 31 

被 處 分 人 從 事 「  ERA LIFE 」 、 「  TVBS-G 」 、 「  ERA 

SPORTS」、「 TVBS 」、「 TVBS-N 」等頻道節目之銷售，並訂有頻

道「簽購辦法」，五個付費頻道單購為四十五元，購買二個為六十五元，

購買三個為八十元，購買四個為九十元，全數購買為九十五元；另系統業

者倘符合全數購買、期限前完成合約、預支期票、定頻、不插播廣告等條

件，最多可再享六折之優惠，換算單價應為五十七元。 

被處分人全部五個頻道之實際銷售價格，係以每收視戶約四十五元左

右之條件與系統業者交易。而被處分人所訂定之單一頻道購買價格，既與

購買全部頻道之實際價格相同，任一理性之交易相對人自不可能依自身需

要選擇購買頻道，是該種訂價方式顯有限制系統業者選擇購買頻道之事業

活動。 

被處分人訂定之頻道購買單價與實際交易價格相較，在客觀上足以遏

止系統業者選擇購買頻道節目之事業活動，迫使系統業者購買全數頻道節

目，乃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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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已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之規定。 

   2.2. 家韻傳播製作有限公司案 32 

31公平會公處字第一○八號 
32公平會公處字第一六八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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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為新歌單曲伴唱帶之發行商，其提供之單曲伴唱帶每卷訂價

新台幣 3600 元整，為優待加盟客戶。凡一次訂購五套（全六十首單曲為

一套）以上，且款項一次繳清者，每套優待為新台幣 72000 元整。被處

分人今年單支訂價提高為 3600 元，與目前單支平均售價 1100 元之市場行

情比較，顯然過高。又其調整後之訂價，較一次訂購五套以上，款項一次

付清之單曲伴唱帶價格 1200 元，顯不相當，被處分人以大幅調高單支訂

價之手段，使交易相對人無法自由合理選購單支單曲伴唱帶，被處分人欲

以六十首單曲伴唱帶成套搭售之意圖至為明顯。 

據調查被處人之市占率約為五．三％，但因單曲伴唱帶係享有著作權

獨家排他性之商品，且該公司為主要發行代理商之一，對單曲伴唱帶擁有

一定程度之市場力。被處分人利用交易相對人顧及歌曲選擇完整性之經營

壓力下，以大幅調高單支訂價之手段，使交易相對人無法自由合理選購單

支單曲伴唱帶，有妨礙單曲伴唱帶市場公平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十九條第六款之規定。 

 

3.相關案例檢討與分析 

 

綑綁折扣即為一廣義之搭售行為，透過整批交易之方式，要求買受人

購買其所綑綁之產品，其提供之方式與傳統搭售行為拒絕單獨購買之特性

不同，如上述曾提及之松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案、學者有限公司等影片發

行業者案等，綑綁折扣亦提供產品單獨購買之銷售方式，而與搭售行為作

一區隔。而案中被處分人雖提供產品單獨購買之機會，惟其所提供單獨購

買之價格與套裝價格相比，皆為不合理地高。被處分人藉提高產品單價，

致使買受人於購買個別產品與套裝產品間成本相當之情形下，僅能接受套

裝產品之整批銷售模式，雖形式上買受人仍有單獨購買之機會，但相信基

於自利之心理，於個別與套裝購買之付出成本相當之時，應無購買單獨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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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之可能，故實質上買受人已喪失其單獨選擇產品之自由，足以使任一理

性之買受人無選擇購買單一頻道之意願，而此一行為多受到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 

故於判斷上即就「套裝價格」與「單獨價格」作一比較，觀其是否構

成強制搭售之「套裝價格」，大體上與搭售之審查基準雷同。然狹義之搭

售行為未必提供單獨購買產品之機會，故於審查階段未將價格作為探討重

點，而綑綁折扣主要是透過價格上之對比，遂行搭售之行為，藉由提供套

裝價格與單獨購買價格予交易相對人，表面上供其自由選擇購買，然套裝

價格與單獨價格顯不相當，客觀上使交易相對人根本無從選擇單獨購買

時，即構成強制搭售之銷售模式，甚至當綑綁折扣後之價格低於成本時亦

有可能成為掠奪性訂價之手段，故綑綁折扣亦採傳統對掠奪性訂價之檢視

標準，而當折扣後之價格未低於成本時，其審查基準大致與搭售行為相

同，依合理原則判斷系爭企業之綑綁折扣行為，而依第 19 條第 6 款處

斷。 

 

第四節 小結 

 

本章主要就搭售、忠誠及綑綁折扣等單方行為之個別案例作一分析，

於個案中可發現，除搭售案件外，公平會由於處理忠誠及捆綁折扣的經驗

不多，故尚未形成較為一致且以維持市場競爭序為導向之審理原則。有鑑

於近來外國學界及實務界對於忠誠及綑綁折扣行為之討論愈趨重要，國內

學界及公平會也應開始正視此一問題。公平會過往的處分，往往過於強調

折扣本身對競爭對手所可造會競爭上的「不便」為其主要理由，未必與折

扣行為是否具有市場掠奪與排除競爭等效果有關; 特別是公平法第 19 條

第 3 款「利誘」的規定及其與忠誠或捆綁折扣之關係，實有必要從經濟學

理及國外執法經驗，來重新詮釋其意義與適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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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發現對我國執法與政策制定之啟示與建議 
 

從本計畫前述各章的介紹與分析可知，搭售、忠誠與捆綁折扣，乃係

與經濟理論息息相關之廠商單方行為類型。雖然學理上的爭辯仍持續進

行，而法理上的審查原則也正處於探索階段，但從各國的經驗，我們仍可

歸納出幾項對公平法之政策上啟示與建議。 

 

第一節 市場力量作為規範單方行為的前提要件 

 

從美國與歐盟法的相關案例可知，不論是搭售、忠誠、或捆綁折扣，

均應以實施廠商於相關市場中有一定市場力量為前提。除市占率外，美國

法上也引入了因資訊不對等所生之市場不完美性，而讓獨占廠商得以藉此

提高消費者的轉換成本，連帶提高競爭者競爭成本等非市占率的市場衡量

因素。公平會在此一議題上採依案件屬性，也即就限制競爭和不公平競爭

行為類型，而適用不同市場力量標準。在公平法第 10 條的案件，由於法

律已有明確的判斷標準，理應較無適用上的疑慮。不過，這一部分案件較

大的問題，仍在於相關市場的界定上，公平會一向較少有深入的論述。也

因此，縱使於個案中能得出一具體的市占率與市場力量數據，但仍不免引

發爭議。此一問題有賴公平會未來能強化對市場產業資訊的蒐集與資料庫

的建立。另外，未來會內之「經濟分析室」成立後，應能讓個案中對市場

力之衡量有較客觀與說明力之分析。 

相關市場與市場力衡量較大的問題，乃在於不公平競爭行為部分。即

便學界與實務界普遍認為第 19 條第 6 款的規定，應包含市場力量的評

估，但綜觀公平會關於搭售在內的第 6 款相關案件，其對被處分事業是否

有足夠的市場力以影響市場效能競爭的論述，仍具相當的「個案」色彩，

缺乏一致的架構，且往往會不自覺的陷入專注在行為本身對競爭對手所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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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產生的競爭上「威脅」，而忽略了市場結構與相關條件對「威脅」出

現的機率的制衡效果。而誠如本計畫之前所述，這樣的問題在適用第 19

條第 3 款關於「利誘」的規定規範折扣案件時，更為明顯。雖然公平會內

部認為第 19 條中關於行為是否具限制競爭或妨礙市場競爭之虞的要件，

須符合 10%市占率的門檻，但對於第 3 款的規定，向來均傾向於將其歸

類為是屬於「行為不法」的類型，而不論述實施利誘折扣的事業，是否有

足夠的市場經濟實力來遂行利誘排除行為。至於在適用第 24 條的案件類

型，此一情形更加明顯。或許是有感於過度強調行為本身之可非難性，將

使公平法及其他具間接規範市場交易行為效果之法規，如民法或消費者保

護法，產生管制重疊與衝突的問題，公平法近年來在「不公平競爭」案件

中，廣泛的引入「相對優勢地位」或「依賴性」理論作為其立論研析的主

軸，嘗試維持公平法以「市場」及「競爭」為出發點的法規特色。但從學

理而言，除了傳統的市場界定與市場力衡量方法已能吸納「相對優勢地

位」理論所關切的問題點外，若所謂的相對優勢地位指的是交易當事人之

一方，相對於他方交易當事人，因特定交易關係中所實質或潛存之產品特

色、交易習慣、依賴程度等因素之比較，則公平會的處分案件，將很難擺

脫與「個案」色彩之糾葛。 1 

參酌外國經驗，公平會應可考量不論是在「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

爭」的規定下審理搭售或折扣案件，行為實施廠商是否有能力藉由涉案行

為，來達到進一步擴大或維持其市場力量之目的。基於不同的立法政策考

量，「不公平競爭」可以有較低的市場力量門檻要件，但不應將「不公平

競爭」解讀為只需審酌行為本身在競爭倫理上的非難可能性即可。在法的

適用上，當企業具有獨占力量之時，應優先適用第 10 條各款之規定，若

1可參考陳志民著，「經濟分析適用於公平交易法之價值、例示與釋疑」，財產法暨經
濟法，第 27 期，頁 47，67-69 (2011 年 9 月); 陳志民著，「To Sylvania and Beyond!: 
一項分水嶺判決之理論建構及延伸觀點」，公平交易季刊，19 卷第 1 期，頁 1，51-54 
(201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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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時，再行適用第 19 條各款之規定，探討是否有違法之可能，若皆

未能適用之時，最後一步始探討有無第 24 條顯失公平之可能，如此於法

之適用上，才不會導致第 10 條獨占力濫用條款之架空化或第 19 條各款所

未能規範之疏漏之處。 

 

第二節 搭售行為 

 

相較於折扣案件，公平會處理搭售案件已有相當經驗，也有較明確可

循的審理原則，值得進一步改善之處，仍是如何於個案中落實相關審理原

則，並提高案件審理之品質及細緻度。就公平會過去的執法經驗來看，其

主要的案例類型多數與著作權之搭售有關。從個該案件的處分理由看來，

公平會仍傾向於從著作權法的角度，強調每一著作物本身與其他著作物間

均具有一定程度的差異，而有可能成為一獨立的相關市場。但這種看法與

競爭法關於相關市場與市場力的判斷原則有間。智財權雖是一項排他權

利，但如果不同的著作物對利用者所創造的使用效益相同，而具替代使用

關係，或是相同的產品得透過不同的技術專利來生產，則對競爭有意義的

相關市場均不應侷限在單一的著作物。而也因為公平會此一市場界定方

法，使得在後續關於搭售反競爭效果評估時，少見有深入針對搭售是否出

現了學理上「槓桿-封鎖」效果，而有利於獨占者將市場力延伸至其他市

場的經濟分析。處分理由仍多強調著作物本身的不可取代性，使得著作權

人相對於被授權人有交易上的經濟優勢地位，而被授權人通常也無法從其

他管道取得著作物，故被處分人相對於被授權人而言，具有令後者產生依

賴與不可偏離的優勢。基於此一認定，公平會即認為，搭售必然會封鎖被

搭售產品市場的競爭，進而讓著作權人得以擴大其市場力。從計畫中對美

國法或歐盟法的介紹可知，這樣的論述過程略嫌倉促。 

    

153 
 



 

第三節 忠誠折扣 

 

由上述各章之說明可知，忠誠折扣對各國競爭主管機關而言，乃一新

興的議題。本節以下嘗試歸納學理與實務見解，提出初步可供我國參考之

執法與法政策制定依據。 

 

1.檢視忠誠折扣適法性之基本標準 

 

從經濟的觀點來看，忠誠折扣主要的問題在其可能是具市場支配地位

者掠奪市場，用以排除效率競爭之手段。此一潛在反競爭效果，可從

1993 年英國的 Virgin Atlantic Airways (Virgin)向歐盟控告 British Airways 

(BA)之忠誠折扣計畫違反競爭法的理由中看出。Virgin 公司認為「BA 利

用掠奪誘因契約，以價格低於其增支成本的一些特定路線之機票，創造出

一個強而有力的吸引購買者機制，誘使一些旅行業與企業客戶，對於原本

應該是分離考慮選購的 BA 路線，視為捆綁產品而整體考慮。」「由於

Virgin 只是小公司，只有在部分航線上與英航相互競爭，其它航線幾乎是

英航獨占；同時，英航 Heathrow 國際機場之高度參進阻礙，其它競爭者

根本無法擁有或漸近於英航龐大的航線網路，因此，英航具掠奪性誘因機

制，迫使 Virgin 在與英航的競爭航線上，無法成功誘使英航客戶折開分

買其路線機票，轉而向 Virgin 購買部分航線，除非 Virgin 把價格調降到

低於 BA 的成本。如此，就算 Virgin 具有與英航同等或更高的效率，也無

法與忠誠折扣下的英航競爭。」 「因為英航的這個掠奪誘因契約，誘使

許多客戶視 BA 的整個航線網路為一包裹產品，而非單一路線的分開買

賣，因此，對於那一些只有一小部分航線是跟英航可以競爭的競爭者(含

Virgin)，英航足以搶食其一大部分利潤，拖緩阻礙了 Virgin 在英美一些

航線上的進入與擴張。由於 Virgin 是一家價格相對較低、品質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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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其進入又足以迫使英航降價並改善品質，因此，它的進入與擴張

被阻緩，對消費者是一種傷害。事實上，在英航掠奪誘因下，消費者被迫

付出的價格反而相對高於競爭價，卻享受到相對較低的服務品質。總而言

之，BA 的掠奪行為，利用其它航線的壟斷力，閉鎖了一些競爭航線市場

的競爭，造成消費者巨大損失。」另外，歐盟在調查中，同時也發現差別

待遇的存在。它發現，兩家相同的旅行業者，銷售相同數量的機票與服

務，卻得到不同的折扣優惠，這是因為這兩家業者，做為比較基準點的

「去年業績」不同。相反的，不同數量的機票銷售與服務，卻可以得到相

同的折扣優惠，因為忠誠折扣的設計，可以是根據今年對去年的成長率而

做設定。 

基於英航一案的經驗，歐盟於 1999 年公告了航空業關於折扣的指導

原則，其主要內容有：一、折扣優惠不同，必須具有成本的合理性;二、

規定達成門檻的期間，必須小於 6 個月;三、門檻的設計不能建立在「超

過去年銷售量」的基礎上; 四、超過門檻後的支付，都必須依線性成長;

五、對於任一固定旅行業者，折扣優惠的增加，不能套用於其所銷售的全

部的機票; 六、旅行業可以自由的銷售所有航空公司的機票。 

歸納美國及歐盟相關重要案例，我們可初步歸納出以下幾點競爭主管

機關於檢視忠誠折扣計畫時的基本要件:  

(一) 實施折扣策略者，是否具有市場的優勢支配地位？是否在某些產品

上，具有優勢支配地位？是否是下游買者不可或缺的交易對象？ 

(二) 競爭對手，是否能夠從市場它處取得足夠生存的貨源？是否必須訂定

低於成本的價格，方能足以吸引實施折扣策略廠的客戶，轉而向其購

買？ 

(三) 實施折扣策略者，是否在競爭產品上，價格低於成本？ 

(四) 競爭對手之效率，是否本身就是市場上相對不效率的廠商？ 

(五) 實施折扣策略者，其折扣優惠是否是基於效率的理由，所做的回饋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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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六) 市場是否存在很高的參進障礙？ 

(七) 實施折扣策略者，給予不同購買量之下游買者相同折扣，或者給予相

同購買量之下游買者不同折扣，或者以過去一段時間之購買量為參考

標準而設定其折扣門檻機制，又或者是規定一段相對較長時間內達到

較高門檻，是否因此等機制所引起的差別待遇，已經導致買方市場不

公平競爭？  

(八) 實施折扣策略者，其門檻數量計量，是否包含所有成分產品混合計

算？ 

 

2.「價格-成本」關係檢視及其他可能違法類型 

 

不論是「忠誠折扣」或「捆綁折扣」，基本上是市場折價競爭的一種

模式，大多數時候，可以促進市場競爭、增益消費者福利。惟一些要件符

合時，這些競爭模式可能轉而排抑競爭廠商、甚或傷害市場總體競爭水

準。總合而論，忠誠折扣或捆綁折扣，其最大特徵在於「套牢」客戶，當

一策略造成客戶購買數量被鎖住的部分過大時，就很容易造成排抑競爭廠

商或傷害市場競爭。而可以鎖住大量客戶購買量的折扣策略，主要是因為

使用該策略者，具有較為強勢的「不對稱地位」或者折扣成數過大。 

學理上，最核心的判斷，當在於「不可競爭」或「不可檢視」的數量

部分，是否夠大。不可競爭的數量愈大，則忠誠折扣之排抑競爭效果就會

愈大，因為，它將使得競爭廠商必須更大幅降價，才有辦法誘離挖走對方

的客戶或數量，甚至很容易的就可以使得「具同等效率」的競爭廠商，必

須使用低於成本的價格，方能成功誘離。這樣的狀況，就顯然的造會市場

競爭之排抑。準此而言，7-11 便利商慣用的「第二件五折」銷售手法，

並未構成「忠誠折扣」之要件，原因是，其約定的門檻數量中，既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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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競爭」部分、也不占有購買者總購買量中的大部分，因此，此一銷

售方法對購買者並未產生限制轉購的功能。 

上述之經濟原理，正是實務適法分析上，必須掌握的核心。而其中最

具體的問題，即是折扣後價格與成本間的關係，以及其在競爭法上的意涵

為何。另外，從學理上的討論可知，忠誠折扣也可能出現價格掠奪外之其

他反競爭效果，分述如下。 

   2.1「價格-成本」檢視 

一、平均價格低於成本時 

一般在忠誠折扣的檢視上，最顯著的標準，就是其折扣後平均價格是

否低於一個適當衡量的成本(平均變動成本或其他類型之成本標準)，這是

因為「折扣」的本質，就是一種降價行為。故如果平均價格小於成本，則

基於廠商追求利潤極大的前提假設下，主管機關有較強的理由，可以質疑

折扣計畫已涉及價格掠奪行為。不過，除了價格與成本間的判斷外，另一

項更重要的違法性判斷要件，即是廠商有無能力在折扣計畫成功掠奪市場

後，回收(recoup)其因掠奪所受之損失。此一部分的判斷，與市場結構面

的因素，如市占率、市場參進障礙、產品同質性高低等有密切的關係。依

美國法目前的實務作法，廠商若未能於後掠奪期間回收其損失，行為將被

認定為不違法。 

二、平均價格高於成本時 

當平均價格高於成本時，雖然沒有直接涉及「掠奪」之可能性，但學

理上仍有文獻支持其潛在的排除競爭效果。例如在美國法的介紹部分所提

及之利用忠誠折扣，進一步剝奪消費者剩餘，並讓競爭轉換成產品的「區

塊」競爭，並增加競爭者參與市場競爭的成本。這過程中，折扣後的產品

價格，可能均在成本之上。簡言之，此一理論所強調的是折扣行為的「提

高競爭對手成本」的效果。雖然學理上對此仍有不少的爭議，但若競爭主

管機關擬從此一理論，介入忠誠折扣計畫之審查時，其首先應檢視之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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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證，乃獨占廠商，是否享有很大的「不可競爭數量」部分。獨占廠商採

用忠誠折扣後，雖然平均價格仍舊高於成本，但因獨占地位所造成的「不

可競爭」數量比例太大，競爭廠商很難以高於成本的價格，從該廠中挖走

足夠供其生存的數量。再者，忠誠折扣吸引買者購買量是否已幾近於其需

求總量，也是可列入考量之另一重要事證。  

   2.2 勾結行為 

當兩家廠商同時採用忠誠折扣，其目的可能在於加強彼此互不搶挖客

戶默契，功能有如「最惠條款 (most-favored clause)」與「比價競爭

(meeting competition) 」，本質上為聯合行為的便利機制 (facilitating 

mechanisms)。如果這兩家廠商合計而達公平法所規範之獨占，則市場上

之小廠必然無法與其競爭。一者，市場大廠競爭消失，二者，小廠競爭被

排抑，三者，新廠進入成本大幅提高，總體而言，不利於市場競爭。這等

行為可以公平法第十四條「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予以檢視之。 

當這兩家廠商合計而未達公平法之獨占地位，且市場上並未存在任何

獨占地位之廠商時，折扣行為可被推定為對市場競爭之影響較小。惟仍應

注意其對市場參進的阻礙力量大小。因為，兩家廠商同時採用忠誠折扣，

畢竟幾乎等於這兩家廠商合併的購買量，是屬於非常低度流動的消費數

量，對新廠而言，一者存在進入成本、二者市場流動需求變小，其參進誘

因自然會下降。檢視此等阻礙參進的力量是否夠大，也是公平會需要留意

之處。 

綜言之，這一方面議題，競爭機關需進一步審視： 

一、 同時採行忠誠折扣之廠商合併計算市占率，是否達到獨占地位。 

二、 若達到獨占地位，就很可能違反公平法第十四條。 

三、 若未達獨占地位，則需再進一步分析對市場參進之阻礙程度。 

   2.3 差別待遇 

統一標準的忠誠折扣，可能導致下游市場上小廠不易獲得折扣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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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於給予下游大廠與小廠之平均價格不同，排除下游小廠，進而降低了

下游市場之競爭程度。依下游大小廠給予不同之折扣結構，大廠門檻高但

給予高折扣，小廠門檻低而給予低折扣，基本上也是差別訂價的模式，還

是有利於下游大廠，而不利於小廠。 

忠誠折扣之有別於一般性折扣，在於其它競爭廠商得要用相對低很多

的價格，才足以誘離大廠客戶轉購，因此，忠誠折扣所導致的差別訂價，

有其不易變動的持久性，小廠因而容易處於長期的不利地位，對長期市場

而言，勢必導致大者愈大、而小者愈小，競爭程度因而減弱。具此效果之

折扣，除有可能構成公平法第 10 條第 2、4 款之違法行為類型外，另公平

會也可檢視是否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無正當理由，對他事

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之可能。具體的審查標準，可從一、採用忠誠折

扣之廠商，其市場力量是否夠大？以及二、銷售給大小廠之產品，是否不

可能轉售二個角度著手。 

   2.4 獨家交易 

當忠誠折扣的門檻數量幾乎等於買者一定期間內的預期總需求量時，

等於是強迫買者不得採買銷售其它廠牌產品，除第 10 條第 4 款外，也可

能涉及違反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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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交易對市場競爭之主要傷害，在於它

限制了競爭對手或潛在競爭者的行銷管道。一般而言，當市場優勢廠商或

者大多數廠商採用獨家交易策略時，其它少數廠商或者新進入廠商，將很

難覓得產品的銷售管道，致使行銷困難，此時，不僅是既存的少數小廠受

到排抑，市場參進亦受到閉鎖，不利整體市場之發展與競爭。 

殊值一提者，乃在分析忠誠折扣對市場衝擊程度時，必須先行了解在

實施之前的市場狀況，例如競爭對手經營效率本來就很差，或者市場本來

就存在著很高的入場阻礙，則後來出現的對手廠商競爭力被壓縮、新廠參

進之困難，就不能完全歸責於忠誠折扣策略。也因此，在判斷忠誠折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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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涉及排它交易之可能時，可具體從以下幾個角度來探討：一、忠誠折扣

之門檻是否很高，甚至幾乎達到買者之預期需求量; 二、實施者是否具有

很高的市場力量;三、市場中是否尚有一些廠商同時採行此一策略;四、此

一策略之前的市場競爭狀態與參進阻礙如何。 

       

第四節 捆綁折扣 

 

如上所述，由於從經濟效果的角度來看，「忠誠」與「捆綁」折扣可

在同一競爭分析架構下來進行檢視，故該行為所可能引發之競爭疑慮，主

要仍在於其所潛藏的市場價格掠奪及排除同等效率競爭效果。而由於捆綁

折扣在概念與市場效果上與搭售行為類似，計畫中所討論之相關排除競爭

理論，可視為是在呼應美國法關於搭售規定之「脅迫」可能性，以及行為

對市場交易量之影響程度二項要件。 

 

1.檢視捆綁折扣之基本標準 

 

就檢視捆綁折扣之基本標準而言，公平會應可依下列原則作為檢視個

案的主軸方向: 

一、 實施捆綁折扣者，其競爭對手，是否能夠獨立或合力推出相同的捆

綁包裹於市場中競爭？若可，則可考慮以包裹品為單一產品而以忠

誠折扣分析之。 

二、 實施捆綁折扣者，若是以具獨占力之產品綁競爭產品，其是否已導

致大多數的市場消費者皆選購了捆綁產品？ 

三、 實施捆綁折扣者，包裹價格是否低於成本？若是以獨占產品綁競爭

產品，則其成分產品之拆分後，設算價格是否低於各產品成本？  

四、 實施捆綁折扣者，包裹價格若高於成本，是否競爭對手仍因誘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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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太低而無法吸引客戶轉移購買的對象，致競爭廠商仍然受到排

除？是否是因為包裹內獨占財貨的槓桿作用所致？ 

 

2.可能之違法類型 

 

就捆綁折扣之反競爭效果來看，其具體可能的違法類型如下。 

   2.1 差別取價 

於判斷捆綁中的各產品，是否對不同的買者取行不同的價格，因而導

致下游小廠面臨較高進貨價格，而不當提高其參與競爭的成本，必須先行

進行包裹中各產品的折扣拆分，計算出各產品的設算價格。 

競爭主管機關於檢視廠商之捆綁折扣策略，是否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

第 2 款或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時，應特別注意以下二項因素: 

一、折扣優惠措施，是否因為小廠購買量少，而進貨平均價格較高？ 

二、折扣優惠措施，是否因為過去一段時間之購買數量不同，而有不同？ 

   2.2 掠奪訂價 

大廠商透過既有的獨占財貨與競爭財貨之包裝組合，推出捆綁折扣，

可以有效的於多種產品市場間進行交叉補貼，並藉助於獨占財貨之不可或

缺性，吸引更多買者採購，進而使其在所欲競奪的產品市場中，具有更高

競爭能力，甚或更高的驅逐或掠奪能力。在這樣的狀況下，要判斷推行捆

綁折扣策略的廠商，是否涉及公平法第 10 條第 2、4 款，或是第 19 條第

3 款之掠奪訂價，還是得進行包裹中各產品的折扣拆分，並計算競爭產品

的設算價格，以此拆分後設算價格與其成本進行比較，以確認是否廠商有

進行掠奪訂價。競爭主管機關於判斷此一捆綁折扣策略時，應特別注意： 

一、 競爭產品之拆分後設算價格，是否小於生產該產品之增支成本？ 

二、 實施捆綁折扣之廠商，是否能利用成分產品中的獨占產品之價格提

高，而回收掠奪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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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該捆綁折扣策略，是否已經造成或可能造成市場競爭的負面影響。 

   2.3 成本上之價格掠奪 

僅管捆綁折扣推出之同時，仍然允許買者於市場中分開選購，但往往

廠商會把其具市場支配力量的產品，與其它競爭財貨互相捆綁，使得買者

分開選購的意願不大，藉此該策略實施的大廠，就可以利用其獨占財貨護

航其競爭產品，擠壓市場上其它販售單品(或僅部分競爭產品)的競爭品

牌。最終的目的在於將具同等競爭效率，但不具備像獨占者多樣品牌產品

之競爭者排除於市場之外。類此之捆綁折扣策略，不僅理論上可以成為一

個有效排除競爭者的利器，實務上由於折扣策略下的設算價格有可能均在

成本之上，在傳統對於掠奪性訂價的檢視原則下，這類行為即可能會被認

定為 不違法。故競爭主管機關若擬運用此一理論處理捆綁折扣案件時，

則除了估算各成分產品的「設算價格」及成本外，尚須面對僅管捆綁折扣

之大廠，其平均價格仍然大於成本，但具同等效率的競爭者，是否仍然無

法以高於成本的價格，誘轉足夠維持生存的客戶數量的問題。 

 

3.法律審理原則之建立 

 

縱使經濟學理提供了諸多捆綁折扣的可能反競爭效果，但誠如本計畫

於第四章美國法的分析部分所論及，部分理論若欲於實務上落實，可能會

出現難以克服的執法與錯誤成本。例如像「成本上掠奪」理論，以及後續

所衍生之如何判斷被排除之競爭者，究否與折扣實施廠商具同等或更高效

率的評估問題等。從計畫研究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國外法學者目前對此議

題的研究重心，乃在於建立一項在實務上較可行的法律審理原則，而得以

讓法院或主管機關，在面對專業與執法資源的有限性下，仍能儘可能的融

入相關經濟理論。因此，計畫第四章中所歸納之不同捆綁折扣審理原則，

雖然均有過與不及之問題，但頗值公平會參考。公平會可以於未來，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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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實務上一般案件證據取得的難易程度，來決定採行以何種原則作審查

的基準。當然，在累積一定的案件量與執法經驗後，也可考量「美國反托

拉斯現代化委員會」所提之捆綁折扣「安全港」概念。依 AMC 之建議，

競爭主管機關得以拆分後設算價格來與生產成本衡量之間做比較，若拆分

後設算價格大於生產成本，則在安全港之內，沒有掠奪之嫌。反之， 拆

分後設算價格落於安全港之外，並不能當然視此策略「限制競爭」，而必

須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至於多產品捆綁折扣的大廠，若其拆分後設算價

格落於安全港外，我們只能說，該策略逼使一家僅僅生產包裹中單一(或

部分)競爭產品之廠商，無法與其競爭，但並不代表，捆綁折扣一定傷害

了消費者、市場競爭、或社會福利。 2      

 

第五節 小結 

 

 本章針對忠誠折扣在實務執法上所可能面對的問題與原則進行闡述

與建議，惟因此一議題於學理上仍多有爭辯，法理上的審查也必當處探索

試行時期，因此，本章所提之檢視原則，於實務應用上，仍須更進一步的

依賴定量分析。本節則將實務執法上對於忠誠折扣之定性檢視原則，再依

類型整理於後，方便檢閱。  

忠誠折扣於執法上的定性檢視原則，可依底下各項進行： 

一、 優勢地位檢視 

(一) 實施折扣策略者，是否具有市場的優勢支配地位？是否具有很

高的市場力量？ 

(二) 實施折扣策略者，是否在某些產品具有優勢支配地位？ 

(三) 實施折扣策略者，是否是下游買者不可或缺的交易對象？ 

2 Antitrust Modernization Commission ,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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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市場中是否尚有一些廠商可以採行此一類似策略？ 

(五) 若是捆綁折扣，則競爭對手是否能夠獨立或合力推出相同的捆

綁包裹於市場中競爭？若可，則可以包裹品為單一產品忠誠折

扣分析之。 

(六) 捆綁折扣若是以具獨占力之產品綁競爭產品，則是否已導致大

多數的市場消費者皆選購了捆綁產品？ 

(七) 實施捆綁折扣者，是否能利用成分產品中的獨占產品之價格提

高，而回收掠奪損失？ 

二、成本檢視 

(一) 競爭對手是否能夠從市場它處取得足夠生存的貨源？ 

(二) 競爭對手是否必須訂定低於成本的價格，方能足以吸引實施折

扣策略廠的客戶，轉而向其購買？ 

(三) 實施折扣策略者，是否在競爭產品上，價格低於成本？ 

(四) 捆綁折扣之包裹價格是否低於成本？ 

(五) 捆綁折扣若是以獨占產品綁搭競爭產品，則成分產品之折扣拆

分後，設算價格是否低於各產品成本？  

(六) 捆綁折扣之包裹價格若高於成本，競爭對手是否仍因誘轉價格

太低而無法吸引客戶轉移購買，而仍然受到排除？ 

(七) 若有前一現象，則它是否是因為包裹內獨占財貨的槓桿作用所

致？ 

三、效率檢視 

(一) 競爭對手是否本身就是市場上相對不效率的廠商？  

(二) 實施折扣策略者，其折扣優惠是否是基於效率理所做的回饋措

施？ 

四、參進檢視 

(一) 市場是否存在很高的參進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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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折扣結構檢視 

(一) 折扣策略給予不同購買量之下游買者相同折扣，或者給予相同

購買量之下游買者不同折扣，或者以過去一段時間之購買量為

參考標準而設定其折扣門檻機制，又或者是規定一段相對較長

時間內達到較高門檻，是否因此等機制所引起的差別待遇，已

經導致買方市場不公平競爭？  

(二) 折扣門檻數量計量，是否包含所有成分產品混合計算？ 

(三) 折扣門檻是否很高，甚至幾乎達到買者之預期需求量？ 

(四) 折扣優惠措施，是否因為小廠購買量少，而進貨平均價格較

高？ 

(五) 折扣優惠措施，是否因為過去一段時間之購買數量不同，而有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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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 
 

 

本計畫以法律之比較分析研究為主，輔以經濟理論之運用。除完整整

理其他國家之執法經驗外，也配合經濟理論，評估相關案例之利弊得失。

計畫最後綜合研究結論，提出對我國執法與制定相關政策之具體可行建

議。 第二章首先定性計畫研究主題及其類型。在「單方」行為的部分，

可從「水平競爭者間之行為」、「垂直交易關係中之行為」、以及從「具

控制從屬關係當事人間之行為」三個角度來加以定義之。搭售契約則可進

一步分區分為單方搭售與協同搭售二個類型。單方搭售意指單一賣方要求

買方同時購買其他搭售產品，作為其出售主要產品之條件。反之，協同搭

售則指二個以上之賣方共同要買方為強制搭配購買的允諾。雖然在實務與

形式上，廠商的「折扣」安排可能會以不同的類型出現於市場中，但若以

折扣計畫內容所涉及之產品數量多寡為標準，則可將其歸納為「單一產品

折扣」與「多數產品折扣」二大類型。「忠誠折扣」即屬常見之「單一產

品折扣」類型。廠商利用此一價格優惠，期待創造出買方購買其產品之

「忠誠度」。至於在「多數產品折扣」部分，常見的類型乃賣方提供同時

購買二個或多項其他產品的買方價格折扣，「捆綁折扣」屬於其中常見之

折扣類型。第三章從經濟分析之角度，分析搭售、綑綁及忠誠折扣之競爭

效果. 綜言之，不論是忠誠折扣抑或捆綁折扣，它可能負面影響市場競爭

的主要原因，在於買者被套牢，轉換成本變高，購買流動性變低，也就

是，其它競爭者想要挖取一些數量，就必須給予極低的價格才有機會成

功。如此，一個具等同效率的競爭廠商，將因大廠的忠誠折扣或捆綁折扣

而被排除予競爭之列。  

第四、五章則分別介紹美國及歐盟在研究議題上之現況及學理上的問

題。在美國法部分，綜合學理而論，這三項行為類型在競爭法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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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來自於其實質或潛在的封鎖與排除競爭的效果，讓獨占廠商得以延伸

其市場力量至其他的市場。在濫用市場力的過程中，晚近更有學者指出獨

占廠商可透過各項安排，同時對消費者進行差別取價，剝奪更多的消費者

剩餘。不過，學理上仍有不同意見的論辯，特別是針對新理論於實務上操

作所可能產生的「誤判」與大幅增加執法成本的問題，讓這些新理論的實

用性受到質疑。至於在具體法律原則部分，三類行為類型違法的共同基本

前提乃行為人須有一定的市場力量。在搭售部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雖仍

未修正搭售是「當然違法」的審理原則，但學理上對於搭售所具有之提昇

生產效率、確保產品品質與風險分擔等正面功能，已有相當多的討論。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有無可能受這些學理探討的影響而於未來將搭售行為改採

「合理原則」，值得觀察。至於在忠誠與捆綁折扣部分，由於在大部分的

情況下，折扣低價對消費者有利，故法院傾向於將其視為是有利競爭的商

業行為; 至於在何種情況下，獨占者的折扣計畫將有反競爭的可能，在忠

誠折扣部分，法院主要是運用「掠奪性訂價」的分析架構來進行檢視，故

重心置於折扣後每單位產品價格是否低於成本，以及回收損失的可能性。

一般而言，回溯性以及比例性的忠誠折扣可能的反競爭效果較強，不過，

關鍵之一仍在於如何計算產品之成本為何。捆綁折扣，則除了「掠奪性訂

價」外，實務上也論及了獨占廠商可如何利用折扣，來讓產品種類沒有獨

占者多的競爭者的競爭成本增加，或建構市場的參進障礙，而排除具同時

或更具效率競爭者的競爭。不過，整體而言，反托拉斯理論對於獨占廠商

之「折扣」行為與競爭間之關係，目前仍處於多元學說並存的情況，有待

未來美國法院在個案中歸納出較為妥適與具體的審理原則。在歐盟法部

分，歐盟競爭主管機關對於企業之單方行為，只有當企業具有市場優勢地

位時，始落入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之檢視範圍。故於判斷系爭企業之單

方行為是否違法之虞時，首要步驟即先斷定市場支配地位之有無，雖然歐

盟運作條約下對此並無明確之規範，但於「82 條指南中」指出若系爭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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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市占率未達 40%時，較無可能認定其具有市場優勢地位。就搭售行

為而言，由相關的案例分析可看出歐盟已具有豐富之處理經驗。其法律上

之處理原則與美國法大致相同。近年來實務上引發較大爭議者，乃關於科

技產品與搭售產品是否是可分產品的認定問題。就忠誠折扣而言，從相關

案件可知，歐盟逐漸轉換對於忠誠折扣之審理態度，從早期之當然違法原

則，改採較為謹慎之合理原則分析，放棄過往認為忠誠折扣具有高違法性

之觀點，以效果影響原則作為主要之評估工具，運用同等效率競爭者之測

試方法，判斷忠誠折扣排除市場競爭之效果。在綑綁折扣部分，歐盟則傾

向於以類似搭售之分析模式，將該類行為視為是企業將複數產品作綑綁而

一併銷售於消費者。不同的是，獨占者並未如同搭售行為要求消費者必須

併同購買組合產品，而是給予消費者單獨購買之機會，就併同購買組合產

品之消費者給予折扣。行為態樣乃搭售行為加上產品之折扣，由於性質上

之相近，故其判斷要件可發現亦有兩行為之色彩，而隨著前述行為之審理

原則之轉換，綑綁折扣之判斷準則亦擺脫過去當然違法之原則，而改採較

符合現今經濟環境之效果影響原則。 

第六、七章分析我國之執法現況及問題，並借助經濟理論及外國法經

驗，提出對我國未來以公平法規範相關單方行為之執法建議。總言之，公

平會除了應強化對「相關市場」及「市場力量」的論述外，對於搭售、忠

誠折扣、及捆綁折扣之競爭法分析，不應再單純以行為對交易當事人相對

於具市場地位者，乃交易弱勢的一方，故難以於契約關係成立後，自由選

擇轉換交易對象，或是折扣對買方將產生不公平的「利誘」，讓競爭對手

吸引消費者青睞的成本提高等過於強調「行為面」與「商業公平性」的主

觀價值衡量，作為處分行為人之理由。這些公平會所關心的剝奪消費者利

益，及市場排除競爭的效果，應從行為是否具有「掠奪訂價」及排除「同

等效率競爭者」等上位概念出發，分析價格-成本間之關係，以及市場參

進障高低或競爭者採行抗衡策略的可行性等「市場結構」面因素，如此，

168 
 



 

方能讓公平法的執行更具客觀與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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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  獨占、單方行為、公平交易法、搭售、忠誠折扣、綑綁折扣、掠

奪性訂價、同等效率競爭者 

 

        事業透過效能競爭，於市場中取得相當市場地位及商業利潤，不僅

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下所容許，更是激勵廠商持續進行有利於提升整體福

利效果市場競爭的一項重要機制。但不可諱言的，廠商於取得獨、寡占地

位後，亦有濫用其市場力量，以維持或擴張既有市場地位的反競爭誘因。

獨、寡占廠商可能要求交易相對人接受其單方所設定之價格或非價格交易

條件，一方面獲取超額利潤，另一方面限制競爭對手的交易機會，進而排

除或阻礙其等參與市場競爭。針對此一問題，競爭法的目標即在於如何在

二項市場效果間取得最適的平衡點。隨著科技高度發展所帶動新經濟時代

的來臨，競爭主管機關於實現該目標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也將更形嚴峻。

若能從學理與實務的角度，分析整理競爭法處理事業濫用市場地位之基本

原則及具體作法，將有助於提升競爭主管機關之執法效能與事業對法規之

明確性與可預測性要求。 
        本計畫以法律之比較分析研究為主，輔以經濟理論之運用。除完整

整理其他國家之執法經驗外，也將配合經濟理論，評估相關案例之利弊得

失。計畫最後綜合研究結論，提出對我國執法與制定相關政策之具體可行

建議。在進行步驟上，將先廣泛的收集、綜覽、分析國內外相關的文獻、

資料、案例，並匯整國內相關案例，建構詳盡完整的大綱與細目。次再依

所訂之研究架構，分門別類整理、分析、與勾勒研究內容，並進行初步撰

寫與修訂。期中報告後，將再依委託單位及評審委員之修正建議，著手撰

搞完成成本計畫。綜言之，本計劃具體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章首先定性計

劃研究主題及其類型；第三章從經濟分析之角度，分析搭售、綑綁及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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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之競爭效果；第四、五章則分別介紹美國及歐盟在研究議題上之現況

及學理上的問題；第六章分析我國之執法現況及問題; 第七章綜合前面章

節之初步研究結論，對我國規範搭售、綑綁及忠誠折扣之政策啟示。第八

章總結本計畫。 

        綜合學理之分析發現，美國法認為三類單方行為之違法性，主要來

自於其實質或潛在的封鎖與排除競爭的效果，讓獨占廠商得以延伸其市場

力量至其他的市場。在濫用市場力的過程中，晚近更有學者指出獨占廠商

可透過各項安排，同時對消費者進行差別取價，剝奪更多的消費者剩餘。

不過，學理上仍有不同意見的論辯，特別是針對新理論於實務上操作所可

能產生的「誤判」與大幅增加執法成本的問題，讓這些新理論的實用性受

到質疑。至於在具體法律原則部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雖仍未修正搭售是

「當然違法」的審理原則，但學理上對於搭售所具有之提昇生產效率、確

保產品品質與風險分擔等正面功能，已有相當多的討論。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有無可能受這些學理探討的影響而於未來將搭售行為改採「合理原

則」，值得觀察。至於在忠誠與捆綁折扣部分，由於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折扣低價對消費者有利，故法院傾向於將其視為是有利競爭的商業行為；

至於在何種情況下，獨占者的折扣計劃將有反競爭的可能，在忠誠折扣部

分，法院主要是運用「掠奪性訂價」的分析架構來進行檢視，故重心置於

折扣後每單位產品價格是否低於成本，以及回收損失的可能性。一般而

言，回溯性以及比例性的忠誠折扣可能的反競爭效果較強，不過，關鍵之

一仍在於如何計算產品之成本為何。捆綁折扣，則除了「掠奪性訂價」

外，實務上也論及了獨占廠商可如何利用折扣，來讓產品種類沒有獨占者

多的競爭者的競爭成本增加，或建構市場的參進障礙，而排除具同時或更

具效率競爭者的競爭。 

        至於在歐盟法部分，歐盟競爭主管機關對於企業之單方行為，只有

當企業具有市場優勢地位時，始落入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之檢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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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於判斷系爭企業之單方行為是否違法之虞時，首要步驟即先斷定市場支

配地位之有無，雖然歐洲共同體法下對此並無明確之規範，但於「82 條

指南中」指出若系爭企業之市占率未達 40%時，較無可能認定其具有市

場優勢地位。就搭售行為而言，由相關的案例分析可看出歐盟已具有豐富

之處理經驗。其法律上之處理原則與美國法大致相同。近年來實務上引發

較大爭議者，乃關於科技產品與搭售產品是否是可分產品的認定問題。就

忠誠折扣而言，從相關案件可知，歐盟逐漸轉換對於忠誠折扣之審理態

度，從早期之當然違法原則，改採較為謹慎之合理原則分析，放棄過往認

為忠誠折扣具有高違法性之觀點，以效果影響原則作為主要之評估工具，

運用同等效率競爭者之測試方法，判斷忠誠折扣排除市場競爭之效果。在

綑綁折扣部分，歐盟則傾向於以類似搭售之分析模式，將該類行為視為是

企業將複數產品作綑綁而一併銷售於消費者。不同的是，獨占者並未如同

搭售行為要求消費者必須併同購買組合產品，而是給予消費者單獨購買之

機會，就併同購買組合產品之消費者給予折扣。行為態樣乃搭售行為加上

產品之折扣，由於性質上之相近，故其判斷要件可發現亦有兩行為之色

彩，而隨著前述行為之審理原則之轉換，綑綁折扣之判斷準則亦擺脫過去

當然違法之原則，而改採較符合現今經濟環境之效果影響原則。 

        綜言之，公平會應強化對「相關市場」及「市場力量」的論述，並

不應再以個案交易當事人難以於契約關係成立後，自由選擇轉換交易對

象，或是折扣對買方將產生不公平的「利誘」，讓競爭對手吸引消費者青

睞的成本提高等過於強調「行為面」與「商業公平性」的主觀價值衡量，

作為處分行為人之理由。相對的，應從行為是否具有「掠奪訂價」及排除

「同等效率競爭者」等上位概念出發，分析「價格-成本」間之關係，以

及市場參進障高低或競爭者採行抗衡策略的可行性等「市場結構」面因

素，讓公平法的執行更具客觀與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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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更具體的檢視忠誠折扣於執法上的定性檢視原則，可依底下各

項進行： 

 1、優勢地位檢視 

(1) 實施折扣策略者，是否具有市場的優勢支配地位？是否具有很高

的市場力量？ 

(2) 實施折扣策略者，是否在某些產品具有優勢支配地位？ 

(3) 實施折扣策略者，是否是下游買者不可或缺的交易對象？ 

(4) 市場中是否尚有一些廠商可以採行此一類似策略？ 

(5) 若是捆綁折扣，則競爭對手是否能夠獨立或合力推出相同的捆綁

包裹於市場中競爭？若可，則可以包裹品為單一產品忠誠折扣分

析之。 

(6) 捆綁折扣若是以具獨占力之產品綁競爭產品，則是否已導致大多

數的市場消費者皆選購了捆綁產品？ 

(7) 實施捆綁折扣者，是否能利用成分產品中的獨占產品之價格提

高，而回收掠奪損失？ 

2、成本檢視 

(1) 競爭對手是否能夠從市場它處取得足夠生存的貨源？ 

(2) 競爭對手是否必須訂定低於成本的價格，方能足以吸引實施折扣

策略廠的客戶，轉而向其購買？ 

(3) 實施折扣策略者，是否在競爭產品上，價格低於成本？ 

(4) 捆綁折扣之包裹價格是否低於成本？ 

(5) 捆綁折扣若是以獨占產品綁搭競爭產品，則成分產品之折扣拆分

後，設算價格是否低於各產品成本？  

(6) 捆綁折扣之包裹價格若高於成本，競爭對手是否仍因誘轉價格太

低而無法吸引客戶轉移購買，而仍然受到排除？ 

(7) 若有前一現象，則它是否是因為包裹內獨占財貨的槓桿作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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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3、效率檢視 

(1) 競爭對手是否本身就是市場上相對不效率的廠商？  

(2) 實施折扣策略者，其折扣優惠是否是基於效率理所做的回饋措

施？ 

4、參進檢視 

(1) 市場是否存在很高的參進障礙？ 

5、折扣結構檢視 

(1) 折扣策略給予不同購買量之下游買者相同折扣，或者給予相同購

買量之下游買者不同折扣，或者以過去一段時間之購買量為參考

標準而設定其折扣門檻機制，又或者是規定一段相對較長時間內

達到較高門檻，是否因此等機制所引起的差別待遇，已經導致買

方市場不公平競爭？  

(2) 折扣門檻數量計量，是否包含所有成分產品混合計算？ 

(3) 折扣門檻是否很高，甚至幾乎達到買者之預期需求量？ 

(4) 折扣優惠措施，是否因為小廠購買量少，而進貨平均價格較高？ 

(5) 折扣優惠措施，是否因為過去一段時間之購買數量不同，而有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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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monopoly, unilateral practice, Fair Trade Law, tying, loyalty 

discount, bundled discounts, predatory pricing, equally efficient competitors 

 

       For a firm to obtain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and business profits 

through efficient competition are not only acceptable under free-market 

economy, but also a mechanism for stimulating continuous competition 

necessar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overall social welfare. However, it is also 

undeniable that a firm would have stronger incentive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o use abusive unilateral practices to maintain or expand its 

market power.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this project 

introduces and investigates how current competition law is applied to 

review tying arrangements and loyalty and bundled discounts. We then 

propose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initial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is project. In sum, we suggest that the current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TFTC focuses unduly on the asymmetrical bargaining position between 

parties in a specific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to determine the legality of 

those three types of unilateral practice. In contrast, a more appropriate 

reviewing standard would be to evaluate their market impacts by 

incorporating and considering market-structure factors such as market 

power within the relevant market, entry barriers, price-cost relationship, and 

the excluded competitors’ ability to compete more or equally efficiently.  

       More specifically for discount cases, we suggest in this project the 

following reviewing criteria.  

1. Market power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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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 this test, the enforcement agency could review whether the 

discounters have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relevant markets, whether they 

are the indispensable trading counterparts for downstream firms, whether 

similar discount strategies could be adopted by competitors, whether the 

strategies have in effect foreclosed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market,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recouping predatory losses.  

2. Cost test. 

       Under this test, the agency could review whether competitors could 

secure sufficient products to meet competition, whether they are forced to 

adopt below-cost pricing to attract customers from firms practicing discount 

strategies, whether the discounters are pricing below their costs, whether 

the imputed prices for individual products in bundled packages are below 

their costs, and whether the competitors are still unable to attract sufficient 

customers given that the package prices are above their costs.     

3. Efficiency test 

       Under this test, the agency should review whether the competitors are 

relatively inefficient firms in the markets and whether the discounts are 

simply feedbacks to consumers from discounters’ efficient gains.   

4. Entry test 

       The agency should examine whether there are high entry barriers in the 

market to prevent potential competitors from competing with the 

incumbents.  

5. Discount schemes test 

       Under this test, the agency should review whether the discounters are 

offering same discounts to purchasers with different amounts purchased or 

are offering different discounts to buyers who purchase the same amou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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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ounted products. Also, the agency might examine whether the 

thresholds for discounts are set based upon the consideration of quantities 

of purchase within a specific period of time in the past. Equally important is 

the evaluation of whether the discount schemes have resulted in 

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and led to unfair competition. Finally, the agency 

should evaluate whether the quantities for discounts are calculated on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heme, whether the thresholds have been set 

so high that they in effect are equivalent to the total expected demands of 

the purchasers, whether smaller buyers would be disadvantaged by higher 

average costs due to lower purchased qua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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