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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事務機器與其相關耗材在銷售市場上，實屬於經濟活動相當頻繁、

活絡且普遍之商品，對於市場交易的影響層面甚廣，但由於各類事務機器

產品之差異性及其耗材零件規格之不可替代性等種種因素，使得某些事務

機器廠商相對上對消費大眾取得較優勢地位，造成消費大眾在購買事務機

器之後，幾乎毫無選擇必須使用原廠耗材或組件。本研究依據產品之特

性，將事務機器分為兩大類，並針對其中消費者較具有爭議性之產品：一

為印表機和其耗材；另一則為電梯和其後續的維修保養服務兩大項進行市

場交易態樣及公平交易法詳加探究。 

眾所皆知印表機，幾乎已成為電腦使用者必備的周邊產品之一，根

據研究了解，目前噴墨印表機廠商、經銷商的定價與其行銷競爭策略行動

中低階印表機以低價競爭；中、高階以功能取勝為主，此研究案除我們對

印表機進行市場交易狀況相關研究，如品牌、功能、價格、市佔率、替代

性等，並分類探討不同等級主機與其耗材墨水匣之價格比較；本文之另一

研究範圍是電梯，此產品是一造價相當昂貴又非一般人均能充分了解其整

體結構，但使用上卻是屬於經常性的，又涉及公共安全，人命關天且具有

相當複雜性的商品。然一般消費者對此商品在交易上的認知又屬於頻率

低、資產專屬性高、電梯品牌及整體結構性之涉入極低，常會感到困擾，

是故，文中我們將由電梯設備的介紹開始對此產品的基本構造、功能性及

市場現況等等一一探究，並著重在維修過程上探討。 

惟本研究案例事實所涉及可能違反法律之領域，似介於公平交易法與

消費者保護法之間，參以各國公平交易法之體系亦有與消費者保護法合而

為一，亦有與消費者保護法分別規範個別之事項，故於本研究計劃之末，

實有必要將我國公平交易法與消費者保護法間之分際，作一番分析與釐

清，此外，本文於結論中分析我國公平交易法相關條文，及使用上述條文

檢視本計劃列舉之事實，以說明這些市場交易是否已達違反公平交易法，

希冀提供未來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此等案件時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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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asibility study of Marketing Behavior and 
Fairtrade Law for Printer and Elevator 

 
ABSTRACT 

 
Clerical instruments and their related consumer goods are in great demand in economics 

activities. It also influences the market transactionwidely. As a result of the elements for 

example the difference among brands, no substitution for the specifications of complements 

make the clerical instrument firms obtain a relative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 market. 

For this reason the consumers might buy the consumer goods and components from 

original firms after they bought the clerical instrument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erical instruments, we focus on two aspects: one is printers and ink cartridges; the 

other is elevator and its after-sales service to explore the market transaction an National 

Fair Transaction Rules. 

We found that the inkjet printer firms’ or distributors’ market competition strategies are 

different: low price for low-level printers  , good functions for medium-level and 

high-level printers, and low-level printers are used to be a append gift when they sold the 

computers. Owing to the low-level printers are reduced the price less than $1,000. Two ink 

cartridges can be bought on this price, so that consumers suspect the price the firm made is 

too expensive. Therefore we explore the printers transaction in the market （ex: brands, 

functions, prices, substitutions and so on）, and we also compare the price-ratios in the 

every level printers and their ink cartridges. Simultaneously we focus on elevators. They 

are very costly but popular commodities. We used them frequently, but not all of us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 of elevato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levators confused consumers. 

For this reason, the project not only introduce the elementary elevator equipments but also 

discuss the market of maintain contracts.  

The legal issues which faces in our paper involve , maybe exist in a station between Fair 

-trade Law and Costumer Protection Act. In among foreign legal systems of Fair -trade Law, 

some contain the legal systems of Costumer Protection Act , but some don’t. 

Therefore, our paper will explain if Fair-trade Law of R.O.C has a close relation with 

Costumer Protection Act in our country, and hopes that Fair-trade Committee can deal with 

similar cases according to our suggestion written in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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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現今社會上，電腦設備、傳真機和影印機等事務性器材之需求與使

用已深入大眾的生活，無論是在工作職場上，個人學習乃至日常生活機能

方面，都已相當普及且成為不可或缺的必需品。因此，民眾對於這類設備

器材之主產品及其組件、週邊耗材之需求量日漸廣大。就觀察了解，在事

務機器與其耗材銷售市場上，印表機與墨水匣；傳真機與感熱紙；影印機

與碳粉匣等互補商品之交易型態，實屬於經濟活動相當頻繁、活絡且普遍

之商品，因此，對於市場交易的影響層面甚廣。然而，由於各類事務機器

產品之差異性及其耗材零件之規格及不可替代性等種種因素，使得某些事

務機器廠商相對上對消費者取得優勢地位，造成消費者在購買事務機器之

後，幾乎毫無選擇必須使用原廠耗材或組件。 

一般認為電腦之印表機墨水或墨水匣售價不合理且漲幅過鉅，然依

據公平交易法之條文內涵，為界定獨占寡占之禁制行為，規範事業結合與

聯合行為，定義多層次傳銷行為，禁止不公平競爭行為，以及違反本法規

定之各項罰責與損害賠償事宜，其著眼點係藉市場之公平競爭來維護消費

者權益。因此，個別商品售價的高低，若非因獨占、結合、聯合及不公平

競爭等人為因素操控所致，應非公平交易法所規範之範圍，故對於民眾反

應電腦之印表機墨水或墨水匣售價不合理且帳幅過鉅之行為是否有公平

法適用之餘地，似有再加斟酌研議之必要。經洽詢事務機械商業同業工

會，影印機與其碳粉匣、影印紙；傳真機與其感熱紙等民眾生活上現已為

普遍使用之產品，其間之交易關係及模式均類似。此外，市場上尚有其餘

產品，如行動電話與通信服務及其相關耗材間，其交易關係與模式亦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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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似之情況。 

在上述的存在問題下，本計劃乃從法律及商品的交易行為等銷售管

理層面之觀點，針對電腦印表機、電梯等事務機器上，探討業者對其銷售

主產品與耗材、零組件及維修服務等附屬產品間，市場的效能競爭與交易

行為是否影響消費者權益？是否符合現行之公平交易法？等等，均是本研

究所探究的範圍。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計劃所討論之商品，可依主產品售價之高低與其後續服務性質區

分，例如電腦、傳真機等相關產品為售價較低，其後續之服務著重在更換

零件、周邊設備耗材等之實體服務上；而電梯則為價格昂貴，但其後續之

服務著重在保養維修的虛擬服務之上商品。且經研究小組了解，此類商品

的經銷通路流程與美、日、歐等國基本上並沒有太大的差異，均經由生產

者→經銷商→分銷商等銷售流程，售予消費者。而至於美、日、歐等國對

於此類商品之銷售行為所制定的相關法律規定，亦為本小組所研析的方

向。 

本計劃分為商品之市場交易情況與公平交易法研析兩大部分進行討

論：首先，市場交易調查部份，由於大部份事務機器之主產品與其耗材、

零組件等附屬產品間的互補關係均類似，例如影印機與炭粉匣、傳真機與

感光滾筒、電腦與週邊零件、雷射印表機與炭粉匣、噴墨印表機與墨水匣、

甚至電梯與其耗材零件…等等，其模式均相同，使用者在尚未更新主產品

前，即需更換數次的附屬產品，就研究小組的訪查，雖然大部份的民眾對

其使用之主產品需更換零件，耗材或維修已有共識，唯爭議較大的是噴墨

印表機與所使用之墨水盒之價格比，及電梯與維護公司對維修保養合約二

者之認知上。經研究小組了解，由於市面上充斥低價印表機之廣告（1000

元以下），而墨水匣一般均要 500 元以上，主機與消耗品之價格不成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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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消費者懷疑墨水盒之價格較高，有被欺騙之感受。而後者電梯在消費者

與維修公司之維護合約上的爭議，則起因於電梯本身造價昂貴，亦非一般

使用者均能充分了解其整體結構，但又涉及公共安全，人命關天，通常使

消費者感到困擾的即在叫修過程中，維修零件、合約簽訂內容上，例如，

更換何種耗損零件屬免費維修？由於部份零件並未列於維修合約上，所以

當維修人員提需更換零件時，因有些組件之費用昂貴，但若未更換又涉及

人身安全，所以常造成負責住戶電梯維護之委員困擾。因此，本研究即架

構在此兩大互補商品：噴墨印表機與墨水盒；電梯與其維修服務上之市場

現況，交易行為態樣等，分別做一些了解與探討。 

對於印表機之部份，就研究小組了解，目前市場上以 HP（惠普）、Epson

（愛普生）、Canon（佳能）和 Lexmark（利盟）四大廠牌之印表機最多，

而前三廠之市占率已高達九成(90%)以上，因此，小組將研究範圍僅限制

在此三大廠牌，除研析目前的印表機市場概況，對機器特色做一番了解

外，我們以踩街方式，由商家、網站等地方著手收集，將印表機分為低階、

中階及高階三種層次，分別列出印表機價格（包含規格、特色等）；墨水

盒價格（規格、特色、價格）並展現主產品印表機與耗材墨水盒之價格比。 

而電梯部份，就小組了解，目前市場上亦以永大、崇友、中國菱電、

大同奧的斯四大廠為主，其市占率亦已達九成（90%）以上，而其中大同

公司之產品以手扶梯占大宗，較無一般消費者之爭議，因此，小組之研究

範圍亦鎖定前三廠牌，以產品研究方式針對電梯之結構功能，先做一些了

解，收集電梯維修合約，研究合約內容及條文。另以訪談方式了解消費者

對電梯維修合約之簽定內容、條款，及對電梯維修公司、人員之滿意度做

一番調查。 

另一重點在法律方面，本研究之案例模式，有無受公平交易法規範

之可能有二：一、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三款：「以脅迫、利誘或其他不

正當之方法，使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與自己交易之行為」亦即不當爭取交

 9



易相對人。及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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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不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事業活

動。二、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不得為

其它主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惟考量各國交易情

形的同質性與我國公平交易法訂定時所參照各國立法例之規定，本研究計

畫之法律部份將會把研究重心放在比較各國就本案例之規範情形與我國

國情比較，試研究出本案例情形之適法性與建議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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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 

分析行為類型 

市場結論 市場交易 

與墨水匣 

噴墨印表機 電梯 

 

市場現況 市場現況 

市場結論 

交易態樣 維修合約 

公平法與消費者保護之關係 

美國 德國韓國 日本

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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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電腦印表機之市場現況 

印表機已經是繼數據機後，第二項電腦的必備品，而且現在的印表

機之價格有越來越便宜之趨勢，其列印出來的品質更有卓越的進步，甚至

到了令人嘆為觀止的地步，目前市場供應上及一般民眾接觸使用最多為噴

墨印表機與雷射印表機，因其主機價額之差異，前者之使用更為普遍。經

由小組研究，消費者對於事務機器與其互補品間，最具有爭議性的莫過於

是噴墨印表機與其搭配使用的黑白墨水匣、彩色墨水匣。而對於其他事務

機器，或由於主產品與其耗材、零組件等互補產品之價差不會帶給消費者

有強烈不舒服或者懷疑的感受（如影印機與碳粉匣；雷射印表機與碳粉匣）

或其交易模式與噴墨印表機同。因此，研究小組首先針對噴墨印表機及墨

水匣之銷售市場作一深入探討，其次亦收集整理雷射印表機之市場態樣以

供參考。 

第一節   噴墨印表機市場銷售現況 

眾所皆知印表機幾乎已成為電腦使用者必備的周邊產品之一，各家

廠商莫不在技術、產品的研發上絞盡腦汁，以創造最大的市場佔有率，然

而這些大幅的進步，除了印表機本身技術的提昇之外，眾所皆知墨水的好

壞，也是影響列印品質的關鍵。在普通的家用印表機市場中，噴墨印表機

憑藉其高性能、低成本和不斷完善的彩色輸出繼續佔領著家用印表機市場

的主流地位。因此，各大廠商除了致力於產品的研究開發，對於其產品的

行銷策略莫不更加全力以赴。 

根據小組的研究了解，目前印表機廠商、經銷商的定價與其行銷競

爭策略行動中；低階印表機以低價競爭，中高階以功能取勝為主，這裡所

謂低階、中階、高階機種，一般是以列印的品質區分，主要是依列印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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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度（dpi）及色階及附屬列印效果（如亮度、飽和度）區分。低階入

門機種以低價競爭提高市場占有率，中、高階機種則以功能更多樣化取

勝，而追求更快速列印、提高解析度，與其他數位產品結合、無線傳輸，

都是廠商未來的發展趨勢。 

就目前印表機市場銷售情況來看，低階入門機種其實通常是廠商在

促銷電腦時，搭售的主要機型，然而有許多通路業者將原本搭售的印表

機，單獨拿出來販售，導致市場價格的下滑程度很快，一台入門新機推出

3 個月後，價格可能就落到建議售價的一半左右。由於低階機種的價格降

到最低價 1 千元以下（七月份電腦展甚至出現 99 元機種），比購買 2 個墨

水匣還要便宜，造成消費者普遍認為墨水匣的售價過高，有些民眾在墨水

用光後，就丟棄主機，另外在添購一台新機，以致增加資源浪費與環境污

染，但也間接促使消費者採用填充式或尋找可替代原廠的相容性墨水。 

主機賣的比墨水匣便宜，讓消費者覺得現有墨水匣價格應該可以更

低，因此降低墨水匣等耗材的售價與耗費，是廠商的目標，而低階機種的

合理價位應該是比墨水匣售價略高一些，以減少民眾丟棄主機的浪費。對

列印速度與輸出品質要求不高的民眾而言，買一台低價又好用的低階彩色

噴墨印表機，就可以滿足列印需求，使用的傳輸介面、有無附墨水匣都是

選購時需要注意之處。 

低階機種的價格直直落，部分機種如 Epson COLOR 480、Lexmark Z32 

甚至已到了千元有找，其他機種 HP DJ640、Canon 2100SP、Epson COLOR 

580 也調到 2 千元以下。不僅就機種的價位是如此低價，就連 EPSON 新推

出的 C20，價位也約為 1800 元（2001/7/20），創下今年新推出機種最低

價格的紀錄，使得其他業者也打算跟進，以低於 2 千元價位推出入門機

種。不過，C20 的價格在低階機種中已屬偏高，所以初期並不獲青睬，預

料還有再降價空間。走在電腦賣場中，各家的價格其實都差不多，只有幾

家的價格相對偏低，其中藏有很大的玄機，由於部份不肖業者會將原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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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的墨水匣拆走，而以超低價方式販售，稍一不慎的民眾買回去之後，才

發覺沒有墨水匣，還得再花一筆錢添購。最近部分 3C 賣場以 99 元促銷印

表機時，便是採用不附墨水匣方式，加上銷售人員並未詳盡告知，只以小

小一段文字印在傳單上。因此，民眾要選購超低價產品，一定要詳細問清

楚有無附墨水匣，所附的墨水匣式黑色與彩色各一，還是只有黑色而已。

此外，印表機與電腦之間的傳輸介面是採用 USB 介面、印表機埠或是雙介

面，是民眾選購時的另一個注意重點，許多人因價格低而不明就裡的購買

了 USB 介面的印表機，但家中電腦卻無 USB 埠可用，或 USB 槽已插滿，還

得多支出一筆費用，添加印表機埠轉 USB 的轉接頭，或是 USB 轉接器。現

在市面上的低階機種中，Epson 480 只有 USB 介面，Canon 2100SP 是雙介

面，其他機種則都是只有印表機埠，由於 Epson 480 只有 USB 埠，頗讓使

用者詬病，Epson 便將新機 C20 回歸到只有印表機埠。因此在此呼籲，除

了墨水匣與傳輸介面之外，即使民眾購買的是低階機種，解析度與列印速

度、輸出影像品質，以及墨水等耗材的使用，都是民眾購買的參考指標。 

相對於低階入門機種的低價競爭，針對有較高列印速度與品質需

求，但又不想購買高達萬元以上高階機種的個人、家庭與工作室等族群，

業者更致力推出具備各種不同功能、價格在 7千元左右價位的中階機種。

中階機種的列印速度將是提昇的重點，未來可能達到每分鐘 20 頁以上，

解析度甚至還會再提高，而且印表機不在單純只能列印，他將結合各類數

位產品如數位相機、PDA、手機，增加使用的便利性。 

在低階彩色噴墨印表機只能以低價銷售之餘，中階機種反而成為業

者積極開發的重點，列印速度更快可以達到每分鐘 16 頁，並且強調更方

便使用。目前中階機種的價位約在 7千左右或更低，除了滿足較高品質列

印需求的個人使用之外，也有不少 SOHO 族、小型辦公室與家庭購買，因

此，便利性就成為選購指標，且具備網路卡就能透過網路分享使用，如

HP 的 DJ 990Cxi 與 DJ 970Cxi。雖然列印速度是一般民眾選購時的指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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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但業者提出的列印速度數據，在缺乏評比標準，其實只能做為參考而

已。DJ 990Cxi 號稱可以每分鐘黑白列印 17 頁、利盟 Lexmark Z53 約為

16 頁、Canon S600 達到 15 頁。彩色列印約在每分鐘 7.5 頁左右，S600

則能有 10 頁的快速效率。在列印品質方面，除了 Epson 各中階機種為

2880dpi 解析度，其他品牌都為 2400dpi。而無邊界列印是 Epson 提出的

特色，其中 Photo 790 更訴求搭配 200 年抗光墨水與紙張，即使具有 400

年不退色效果。Canon 標榜各色分離式墨水匣設計，S450 則為 6 色機種。

由於使用者常常為了更換墨水匣的龐大費用而心疼不已，因此，有些業者

已著手推出採用各色分離式墨水盒設計的印表機。當低價印表機充斥市場

時，理性消費者在購買印表機時，別被琳瑯滿目的規格所迷惑，考量後續

的耗材使用成本才是最實際的，如何能夠買的輕鬆用的也輕鬆才是關鍵。 

根據多方了解，目前市場上前三大品牌印表機為 Epson, HP,及 Canon

三大廠牌已瓜分９０%的印表機市場，而此三大廠牌在世界各地區的市場

佔有率方面，卻是互有領先，在我國愛普生（Epson），惠普（HP），佳能

（Canon）幾乎相同。下面經研究小組整理出，三家印表機大廠之差異分

析表：（由於噴墨表機之差異性較大，因此本表主要以噴墨式印表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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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家印表機大廠之差異分析表： 

廠牌 HP（美國） Epson（日本） Cannon（日本）

構造特性 
噴墨頭與墨水盒

結合在一起 

噴墨頭與印表機

結合在一起 

印表機、噴墨

頭、墨水盒各自

分開設計 

行銷策略 

印表機價格較便

宜、墨水盒價格

較高 

印表機價格較

高、墨水盒價格

較便宜 

N/A 

仿冒之難易度 

因上述之構造特

性所以有申請了

40 多項專利權，

技術上要模仿也

比較困難（註一）

墨水盒仿冒容

易，所以市面上

有很多價格較低

之副廠牌墨水盒

（註二） 

墨水盒仿冒容

易，所以市面上

有很多價格較低

之副廠牌墨水盒

（註三） 

墨水盒平均售價 平均 30 美元 平均 20 美元 平均 20 美元 

大陸市場佔有率 30% 50% 10% 

日本市場佔有率 10% 40% 40% 

歐美市場佔有率 50% 30% 10% 

台灣市場佔有率 30% 30% 30% 

資料來源：大陸計算機世界日報、永奧股份有限公司    

 

註一：目前工研院也已經開發出這種技術，並且國內也有廠商在製造這種

墨水盒，但美國市場不接受（其他非英語系國家都接受） 

註二：如果使用他廠牌之墨水盒使印表機之噴墨頭阻塞，Epson 公司絕      

對不幫使用者維修 

註三：Cannon 目前也準備製造成噴墨頭與墨水盒結合之方式 

 

 

第二節 噴墨印表機之墨水匣簡介 
 

當人們買回家一台噴墨印表機使用不久之後，就會發現需更換墨水

匣了。為能充分了解墨水匣對印表機所扮演之角色的重要性，我們先由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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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匣的構造著手介紹，噴墨印表機的耗材主要包括墨盒、墨水和印介質三

部分。墨水匣是由墨水盒和噴嘴頭兩部分構成：墨水盒是用來裝墨水的，

噴嘴頭這裡指的就是噴墨頭，主要作用是將墨水盒裡的墨水噴射到介質

上。目前市面上的墨水匣設計大致可分二種。一般的墨水匣可區分為一體

化墨水匣和分體式墨水匣兩種。一體化墨水匣是將噴嘴頭與墨水做在一

起，其設計為包含噴嘴的黑色墨水匣和包含噴嘴的紅藍黃三顏色共用的墨

水匣，所以印表機只有兩個墨水槽，更換墨匣的動作可以分為黑色更換或

整組三顏色更換，若三顏色的某種顏色的墨水用罄，不管另兩種顏色的墨

水是否還有，很抱歉，還是需要整組更換，以避免在彩色列印時有缺色的

遺憾，至於三顏色的某種顏色用完是否也意味其他兩種顏色大概也用的差

不多呢？那就要考量使用的經驗了，當墨水用盡時需要更換整個墨水匣，

對於普通的家庭用戶來說，有點浪費，因為在更換墨水匣的時候，同時也

把噴嘴頭給捨棄了。但這種墨水匣有個優點就是通過定期對墨水匣的更換

可以有效避免噴頭的堵塞。從而能持續的獲得較好的列印效果，如果你在

經濟上允許的話，無疑這是不錯的選擇。而另一些廠商採用的分體式墨水

匣則將噴嘴頭與墨水分開，噴嘴頭、墨水盒與印表機三部分是相互獨立

的，其設計是紅藍黃黑四顏色的墨水匣和一個共同使用的墨水噴嘴，所以

印表機會有四個墨水槽，其中一個顏色水用罄，只需要更換這種顏色的墨

水盒即可，這種優點是成本較便宜，但若噴嘴頭阻塞或因噴嘴頭損壞需要

更換時，可能會有較高的耗材成本，一般約需再花個四、五千元。因此，

噴嘴頭繼續使用，好像日常的耗材費用要低一些，然而實際情況是國內用

戶有 90％以上是用普通紙列印的，噴嘴頭極度容易粘附著普通紙的雜質

和細小纖維，從而造成印表機噴頭的堵塞，嚴重影響列印質量。這時候，

要不把噴嘴頭拿去清洗維修（據了解市面上清洗行情約一千二百元左

右），要不就須更換噴嘴頭，否則有可能導致整台印表機的報廢，從長遠

來看，是很不划算的。市面上目前另有六色設計的噴墨印表機，一般分成

二個墨水槽，而且是噴嘴和墨水分離，亦即一個墨水匣為紅藍黃三色，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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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墨水匣為黑、淺黑、淺紅三色，某種顏色使用完畢只要更換墨水盒即

可。 

目前各家的噴頭設計方式略有不同，愛普生（Epson）以噴頭固定於

印表機機座為主，墨盒只裝置墨水。惠普（HP）則噴頭固定在墨水匣上即

噴頭與墨水合而為一。另外佳能（Canon）則是噴頭、墨盒、印表機三者

分離。 

“墨水＂是噴墨印表機的另一重要耗材。隨著噴墨列印技術的不斷

發展和人們對輸出品質的不斷追求，噴墨印表機“墨水＂的種類是越來越

多了，質量也在不斷的提升和改進。從最初的單色（黑色）至三色、四色

以及現在的六色、七色墨水。墨水的可謂是非常迅速，而隨著墨水的發展，

噴墨印表機的彩色輸出效果越來越接近自然，接近傳統的照片質量，使列

印技術得到更完美的演繹。同時針對不同的列印應用環境，噴墨印表機的

墨水還具有不同的特性，如全新的顏料墨水可以列印出更加銳利的文字效

果，同時也提高了防水性，適合列印重要文件。而具有 P－POP（普通紙

防水打印）功能的墨水，可以在普通紙上實現優化列印、防水列印。為了

更好的節約印表機的營運成本，一些公司目前正積極開發生產獨立式墨水

盒，可以根據需要，只要單獨更換使用完的一種顏色墨水盒即可，可以充

分利用每一滴墨水。 

接下來要談的就是列印介質了，噴墨印表機技術的進步，還表現在

列印介質的豐富和列印紙張規格的多樣化上。列印介質除了人們常見的普

通紙、光面紙、光面 Photo 紙、彩色噴墨普通紙、高分辨率紙之外，還發

展出了諸如：T－恤轉印介質、燈箱片、高光膠片、透明膠片、纖維織物、

覆膜紙等新的列印介質。而列印的規格從成績單、明信片、信封到專業幻

燈片、A3 海報，甚至大型條幅都能列印，充分滿足不同行業不同人士的

列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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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材的發展依賴於印表機技術的發展，因為印表機技術的每一次進

步都能帶出一大批新的耗材。我們相信，隨著噴墨印表機技術的向前發

展，必將不斷的帶動人們對印表機耗材向更深度，更廣度的開發，從而日

益滿足人們對列印輸出的追求。 

第三節  墨水匣市場現況 

據了解每一部印表機，在使用壽命的有效期內，約可更換使用 60 個

墨水匣，以致各家大廠為了爭取市場佔有率，莫不使出混身解數，以降價

促銷印表機，或是配合主機做贈品等行銷策略，雖然看似賠售印表機，但

事實上是卻創造往後 60 個墨水匣的品牌忠誠度銷售環境，所以實際上在

長久以來，各家印表機大廠從無墨水匣降價的意願與作為。 

在其他電腦周邊設備耗材市場方面，由於研發技術的更新，生產設

備的提升，電腦周邊設備耗材價格幾乎每三個月會跌價一次，或是功能每

一季會三級跳一次，相較電腦周邊設備耗材價格的不穩定與一路走跌，印

表機使用的墨盒其行銷手法與秩序，相對穩定的價格更令人印象深刻。而

就墨水匣之銷售環境而言，目前除去由專門技術人員銷售的電腦設備、耗

材賣場，3C 量販店，網路等，已廣及書店，甚至便利商店 24 小時均可買

的到，因此，民眾可由多方管道購買產品。也由於銷售管道很多，因此銷

售之價格是公開，方便查尋的。 

在印表機所需搭配使用的墨水匣市場方面，由於資訊的發達與技術

能力的提升，可見的將來，印表機的使用者，對於墨水匣的需求，將如個

人電腦的使用者一樣，不再局限於與印表機品牌相同的墨水匣，由於原廠

墨水匣價格長期相對高價，所以市場上除了出現彷冒品外，另有“補填充

墨汁＂及“回收再填充墨水匣＂之產品銷售，前者由於墨汁的易乾不掉特

性，使用者常無法完整補充，造成各種瑕疵與損害。後者通常發生在惠普

（HP）的墨水匣上，因為惠普（HP）的墨水匣不易製造生產，所以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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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再填充墨水匣＂之產品銷售，但是回收品常因回收期間的保存晶片、溫

濕度控制、以及填充墨汁時墨盒內部備壓的控制等技術問題，進而造成各

種瑕疵與損害，亦是常事。也就是說相容墨水匣的市場，在可預見的將來

將急速擴大，但是前提是必須要有等同原廠的品質。相對的相容墨水匣在

技術品質的提升當中，同時亦必須要建立自己的品牌，以區別原廠品牌，

才不致淪為仿冒，侵犯原廠智慧財產權。 

據估計，相容墨水匣或填充式墨水匣，佔整體市場約 1%，而仿冒品

十分嚴重約佔 40%，其中特別是愛普生（Epson）因為墨水匣只裝置墨水，

生產製造困難度不高，更是仿冒嚴重。惠普（HP）因噴頭固定在墨水匣上，

生產過程繁雜，技術門檻高，市場上的仿冒品皆以舊品再填充方式為之，

因為舊品回收來源有限，故仿冒現象不若愛普生（Epson）嚴重。在市場

銷售上，相容墨水匣要以自有品牌銷售，就必須保證 100%的列印品質，

就研究小組目前所收集的資料裡三大廠中在市面上均有相容的墨水匣。小

組整理了原廠與副廠（替代商品）之價格，副廠墨水匣之價格均為原廠價

格的一半至七成（詳見附件 1），由此價格表來看，我們可有兩種解讀：

一為墨水匣的成本，副廠的墨水匣其實並沒有感覺中的較原廠價格來得

低，可能其交易成本與利潤已相差無幾，或可稱為合理。二為墨水匣的品

質，消費者為了品質穩定或考慮維修服務等因素，而副廠牌之相對較低價

格並不足以吸引消費者購買。 

第四節 雷射印表機之市場現況 

在印表機之市場上，除了噴墨印表機外，雷射印表機之使用者亦有

愈來愈多之趨勢，因此廠商所製造的型號與銷售數量也愈來愈多，目前雷

射印表機的使用上，以一般辦公環境最多，而且多以 A4 size 黑白為主；

而此種黑白雷射印表機的定位在噴墨印表機和彩色影印機之間，售價亦介

於兩者之間，多用於辦公環境或是出版社，廣告公司和印刷業、輸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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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價格相較於噴墨印表機而言，高出很多，所以非為一般購買大眾會直接

考量購買的，大部份考慮購買雷射印表機者都有其特殊需求。雷射印表機

是使用高溫高壓的方式將碳粉壓印到紙張上，它的原理跟影印機很類似，

雷射印表機也分成單色與彩色兩種。彩色雷射印表機的價位相當高，大部

分在專業領域才會使用，所以一般使用者大多只能選擇單色雷射印表機。

如果你常常需要列印文件資料，而列印出來的文字需要較高的品質，而且

又不需要彩色的話，低階雷射印表機其實是一個相當值得考慮的選擇。因

為與噴墨相比，雷射印表機的列印品質極佳，一般解析度都在 600 dpi

以上；其次是速度很快，再來是耗材成本便宜，它的單位列印成本比噴墨

印表機所用的墨水匣便宜許多。 

目前雷射印表機市場，大致以單張列印速度來作區隔，單張列印速

度在 6 ppm 以下的雷射印表機，是針對 SOHO 族以小型辦公室而推出，如

HP LaserJET 1100 可選購專屬的影印掃瞄套件，結合列印、影印和掃描

三種功能，價格為 16,000 元左右。另一款 EPSON EPL 5700 具有增強超微

灰階技術，可提供 1200 dpi 的輸出品質，價格為 19,900 元左右，而單張

列印速度在 7~16 ppm 的雷射印表機，適用於中小型企業這個產品以強化

網路功能為主，目前此產品包括了 EPSON EPL-N1610，此款印表機內建

100MHz RISC 微處理器，最大可列印到 A3 尺寸，定價為 49,900 元。而單

張列印速度在 16 ppm 以上的雷射印表機，則適用於大型網路辦公環境，

主要以網路列印功能為主，未來將結合影印機功能，朝一機多用的目標邁

進，目前在這個市場的新產品包括了 HP LaserJet 8100，此款印表機內

建 166MHz 處理器，具備 32 ppm 的高列印速度，並具有分散列印的功能，

大幅節省列印時間，定價為 135,000 元，另一款 EPSON NPL-N4000 則支援

雙面列印及各種網路系統如 Windows 95/98 及 Windows NT4.0 版，定價為

149,000 元，而太克科技亦於日前推出一款可由黑白升級到彩色的雷射印

表機，每分鐘可列印 16 頁，目前售價為 88,000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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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消費者都認為雷射印表機只要訊號連接線(printer cable)接上

以後，再灌上驅動程式後即可，事實上並非如此，由於雷射印表機與影印

機的基礎列印原理與結構是大同小異，其安裝上另需有些較專業的注意事

項：例如 

1. 相容性 

此指印表機內部與 PC 之間溝通的模擬語言是否能支援許多不同系

統，如果不相容則您除了無法順利印出您要的報表還會印出許多奇怪的符

號，浪費許多紙張及碳粉真是賠了夫人又折兵了。 

2. 系統支援軟體的完整性 

除了上述之內部的模擬語言外，因為近年來網路已是市場上的主

流，中小企業採購雷射印表機使用於單機印表與網路印表的比例約 4:6，

所以購買的雷射印表機是否具有中文化的網路/單機上的管理軟體就是一

個越來越受使用者重視的問題了!由於網路印表時，許多人共同使用一部

雷射印表機，每人的操作軟體不同，紙張大小不同，又可能產生夾紙問題，

又可能雷射印表機裝設於二樓而使用會在一樓或三樓，每次只要是有印表

不正常，如缺紙、缺碳粉，夾紙時使用就會要求網路管理員或供應商處理，

使其忙於奔波，不勝其煩！ 

為解決此現實狀況的需求，目前日商京瓷 KYOCERA 提供之網路/單機

管理軟體以使網路管理人員可以輕鬆的在其辦公室就對其企業內的所有

的雷射印表機少從一台多至上百台的印表機瞭若指掌了！網路管理人員

可以在其辦公室內以 PC 在網路上觀看每一台雷射印表機的配件如機種名

稱，機器序號，列印的數量，記憶體的大小，是否靈置其他的紙，雙面列

印設備等，以便於資材管理，又如果過到故障狀態如碳粉不夠了，或夾紙

在雷射印表機的那一個位置都可以一目了然立刻以電話要求前線操作人

員按狀況排除故障，不再疲於奔命，只要用此軟體一切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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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購買雷射印表機時之內外部軟體深切的關係於未來三年的使

用順利與否，不可不慎！ 

由於一般大眾對於雷射印表機之使用成本較不了解，小組特說明如

下；其實雷射印表機的原理與影印機的原理結構相似，也都是以碳粉為主

要的耗材，但除了碳粉匣外，感光滾筒和加熱器單元轉寫滾輪亦是其主要

耗材，以下將其耗材之大約用量，整理如下表： 

耗材 壽命 型號 

碳粉匣 6,000 張紙(註) S050010 

感光滾筒 20,000 張紙(註) S051055 

加熱器單元轉寫滾輪 50,000 張紙(註) 2034289 

【註】：是以每張 5％列印涵蓋率，連續列印 A4/Letter 紙張所測得之

概略張數。 

所以一部雷射印表機的使用成本，應該是一般消費者考慮的重要因

素，以下舉例說明雷射印表機用戶使用三年大約的總成本： 

HP LJ-5000A3 雷射印表機的購機成本約新台幣 50,000 元.碳粉匣每

桶印量 10,000 張(5％覆蓋率)市價約新台幣 4,800 元，每天印量 300 張，

三年維修保固費用約新台幣 10000 元，則可以概算出這台的三年使用成

本： 

碳粉：單張列印成本=碳粉匣單價/列印張數(5％覆蓋率) 

0.48 元/張=4800 元/10000 張，三年碳粉使用費用=單張列印成本*

每日列印張數*每月工作天數*36 個月 

129600 元=0.48 元*300 張*25 天*36 個月(3 年) 

三年總使用成本=購機成本+三年碳粉使用費用+三年維修保固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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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 189600 元=50000 元+129600 元+10000 元 

這是僅列印密度低的英文字符；如果列印的是國人的中文報表則覆

蓋率就必須以 10％或 15％計算，則此三年之碳粉費用至少為新台幣

250000 元以上!!所以用戶可由上述之簡易計算方法知道：碳粉費用是購

機預算的 5 倍以上，不可不精打細算是!! 

如果加上每個月須要再更換價值新台幣 5000 元以上的感光滾筒的

話，每三年又須支出額外的新台幣 60000 元，所以在購買雷射印表機之

前，消費者須向各賣場之經銷商或網站上查詢計算一番!!雖然耗材價格昂

貴，此產品並未出現主機(主產品)之購買價格比耗材價格低的情形，且耗

材更換時間較長，所以一般消費者並未感受到耗材價格不合理的情形。就

研究小組的訪查，一般家用雷射印表機使用者，反映在使用上較為困窘

的，並非器材本身價格，亦非耗材之價格而是“夾紙＂的問題，經與經銷

廠商詢問，其回答為如下：「雷射印表機與影印機的基礎原理與結構是大

同小異的，由於不可能有不會夾紙的影印機，因此亦不能保證其所製造的

雷射印表機不夾紙，因為紙質的良莠不齊是影響印表機失使用狀況，因此

雷射印表機之使用者，對於耗材之一的“紙類＂之要求，當有別於其他印

表機。」 

雷射印表機的銷售量自 1996 年開始快速成長，1997 年全球成長率約

10％。而 1998 年到 2000 年間，現今國內雷射印表機市場每年約有 15％

的成長率，而雷射印表機之市占率，根據了解黑白及彩色 A4 機型的雷射

印表機目前以惠普（HP）、愛普生（Epson）、太克（Tektronix）及利盟

（Lexmark）為主，當然上有許多廠商根據不同需求提供設計各類型之機

種。 

在所有的雷射印表機中，又以 30~45 ppm 的黑白雷射印表機的成長

最被看好，每年成長率可望達 50％。國內在今年方有 27~40 ppm 高速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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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進入市場，目前雖非主流，但仍深具市場潛力。 

至於未來雷射印表機發展趨勢，除了朝更快的列印速度、更低的採

購價格以及單張列印成本之外，並將提供跨平台網路 Solution 及

Internet 整合能力。此外，兼具網路列印、影印、掃描等功能的複合式

雷射印表機也是未來發展重點。 

在 10 ppm(含)以下的黑白雷射印表機市場部分，HP 的 LaserJet 1100

仍是最暢銷的機種，總出貨量超過 8,500 台。在 11-20ppm 的黑白雷射印

表機市場部分，除了 HP 以外，IBM 的 NP-17 也因中油的標案而使得廠商

在這個部分享有不錯的成績。在 21 ppm（含）以上的黑白雷射印表機市

場部分，HP 與 EPSON 以勢均力敵之勢瓜分此塊市場。在彩色雷射印表機

市場部分，太克的 Phaser740 在將價格調降至新台幣 88,800 之後，本季

出貨數量成長了一倍以上，僅次於HP。在A3雷射彩色列印方面，則由EPSON

的 C8000 獨占鰲頭。 

第五節 印表機與墨水匣之價格比調查 

經由前文對印表機與其耗材墨水匣、碳粉匣之簡單的功能、互補性、

銷售及現況等有一些概念後，除了對機器使用的功能外，消費者對此商品

最在意的莫過於「價格」了，而「價格」亦是此類互補商品最有爭議的地

方。由於各大印表機廠商，為爭取廣大的市場佔有率及利益，在定價與行

銷方式上，都有許多配合的策略運用。為能充分了解市面上三大廠牌印表

機與墨水匣之售價，研究小組以踩街方式，首先將噴墨印表機分為低階、

中階與高階三種機型，在三大廠牌下，各尋找至少三種機種，以表列出印

表機之售價、互補墨水匣之售價、再將墨水匣與印表機做價格比（詳見附

件 2），詢價表列整理後，我們發現印表機之價格在 1千元至 1、2 萬元皆

有，甚至更高價，差價頗大，而墨水匣依不同廠牌，其售價就有相對的穩

定性，再觀察墨水匣與印表機之價格比，則很容易可發現低階機種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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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有許多竟然高達五成（50％）以上，也就是說買兩個墨水匣就等於一

台印表機主機的價錢，但中階及高階機種的價格比，則一般維持在 10％

以下。因此，在價格上引起消費者有意見的，乃是低階機種的噴墨印表機

與其耗材墨水匣。 

但在雷射印表機方面，由於其主機價格相當昂貴，一般賣場並不會

擺設，通常是消費者提出購買意願，店家再提供產品目錄供參考，而一般

機關、公司行號所需採購大型的機種時，通常是經過廠商議價，根據不同

需求，提供不同服務、軟體，而有不同之價格差異，不過小組亦努力提供

可搜尋到之主機與碳粉價格表供參考（詳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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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電梯之市場概況 

因為社會環境的變遷，高樓建築林立，人們對於升降裝置的使用越

趨頻繁，而依賴程度也相對倍增。由於電梯是一造價相當昂貴的商品，亦

非一般使用者均能充分了解其整體結構，但其使用卻是屬於經常性的，又

涉及公共安全，人命關天。但一般消費者在此商品之交易認知上又屬於頻

率低、資產專屬性高、電梯品牌之涉入性極低，因而常會使消費者感到困

擾。尤其在維修保養上的爭議性也較大，如零件更換、合約簽訂上的價格

等等，據了解，除某些耗損零件屬於免費維修外，由於部份零件之維護更

換並未列於免費維修的合約上，所以當維修人員提出需更換零件時（尤其

是未達使用期限之情形），因有些組件之費用昂貴，但若未更換又涉及人

身安全，因而常造成住戶電梯維護之管理人員感到毫無選擇的權益。因

此，本章節裡，小組將除針對電梯之設備結構、承建注意事項、管理與安

全防範外，對於維修與保養合約內容將進一步深入探究，並觀察目前電梯

市場的交易態樣。 

第一節 電梯設備簡介 

為了更進一步了解「電梯」，我們先將電梯的基本架構作一番簡單的

介紹，凡是用動力設備將人、貨物自建築物低處升至高處或自建築物高處

降至低處之機器設備，曰升降設備（又稱電梯）。電梯可依動力、速度、

用途等分類，一般消費者依用途可分為：闔家梯、客用電梯、客貨兩用電

梯、電扶梯、汽車升降機、立體停車設備、自動垂直載送系統等等，而電

梯之構造組成係由結構體與電梯機械設備兩部分組成，後者則依其功能，

裝設在結構體之各部分內。結構體又大分為機械室、升降機路、與機坑三

大部分，機器設備則分為 A.控制設備：控制盤、樓層選擇器、B.動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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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C.承載設備、D.安全設備等四大項。因此，電梯之承建的外部工程（業

主或營造單位負責部份）包括：1.昇降路，照明，消防，通風，防水，排

水，出入口門（加鎖及門弓器）等硬體設備；2.電梯電話之配管配線工程；

3.昇降路及坑底周圍之防水工程；4.坑底過深之回填工程；5.出入口框侑

按鈕指示燈完成後周圍壁面，地板之填補及粉光工程；6.動力電源，照明

電源等之配管、配線、接地線、總開關及開關箱工程。7.昇降路內壁內不

得設電梯以外之配管配線等設備；8.提供工作電源等等，除上面所提八大

項必備工程外，承建上尚須依使用需求設計：1.載重量（載重人數）；2.

電梯速度；3.停止樓數；4.裝潢規格（出入口及車廂型式）；5.電梯相關

之建築藍圖；6.電梯配備及功能細目；7.電源、電壓、與周波數等事項。 

一般電梯在興建時，除電梯之設計、安裝工程由電梯公司承包外，

其餘所謂的除外工程，由建築工程或電氣等設備工程之承包商負責，其中

建築工程包含所謂的升降路和機械室、電氣設備之電源配線等。這些施工

設計其實均含直接或間接影響電梯結構體本身未來使用上的安全與便利

性。由上述可知，電梯除構造複雜，施工及設計亦因使用場所、人員、用

途、需求等等不同，而有不同的設計其需求之材料、組件當有所差異，因

此整座電梯產品實非為一規格化的商品。 

第二節 目前電梯的市場現況介紹： 

目前，全球最大的電梯公司有美國奧的斯（OTIS）、瑞士迅達

（Schindler）、芬蘭通力（KONE）、德國蒂森（Thyssen）、日本三菱

（Mitsubishi）、日立（Hitachi）、東芝（Toshiba）、富士達（Fujitec）

等，而我國國內的電梯市場，則形成四家廠商勢均力敵的寡占市場型態，

四家廠分別與國外廠商經由技術合作取得技術支援，永大與日本

Hitachi、崇友與日本 Toshiba、中國菱電與日本 Mitsubishi、大同與美

國 Otis 合作。而國內的產銷通路如下圖： 

 28



 

 

 

圖 1：電梯業者之銷售通路 

生產或進口業

經銷商 

代理商 

施工業

營造業 

消
費
者 

消費者採購電梯事實上可直接經由生產或進口業者（如永大、中國

菱電、崇友等），亦可經由經銷商或代理商（如永豐、吉田等）或直接經

由施工業者或營建業者代為處理。 

研究小組將四家電梯大廠之市佔率整理如表 2， 

表 2：四家電梯大廠之市佔率 

廠牌 永大 崇友 中國菱電 大同 其他 

國外技術

合作 

Hitachi 

日本 

Toshiba 

日本 

Mitsubishi

日本 

Otis 

美 

 

佔有率 26% 26% 26% 22% 

台灣電梯產業市場，約於民國 80~85 年達到最高峰，當時年市場規

模約 1.2 至 1.6 萬台,預估目前年市場規模約 5~6,000 台，衰退的速度非

常快，年衰退率達 10％，產品單價則因為電梯內構品質及微控系統的提

高而維持成長，民國 87 年平均一台電梯售價 168 萬元，88 年成長為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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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目前預估也有 182 萬元的水準，但預計未來國內營建市場將持續下

探，新電梯市場勢銷售情況也將不被看好，而製造電梯廠商的另一重要營

業來源為電梯汰換市場，國內的電梯市場約在民國 70 年開始有較大幅的

成長，以一台電梯平均壽命 15 年，而國人普遍有延後的習慣，則以 20~25

年推估，國內汰換市場的高峰將於民國 95 年出現。 

原本就是國內電梯產前二大的永大、崇友公司，過去國內房地產景

氣熱絡時，這兩家公司加上中國菱電、大同奧的斯，合佔國內約八成的市

佔率，其中永大更高達 25％至 28％間，崇友則約 25％至 26％，不過，因

該產業現已邁入成熟期，且營建業的低迷，在預估未來電梯產業將以 5％

至 10％左右的速度緩步衰退，已使電梯業者紛紛轉向以汰舊換新和售後

的維修市場為主要成長來源，而永大和崇友更是積極向大陸進軍，拓展海

外市場。由於國內電梯市場受營建業不景氣的影響較難有突破的空間，加

上新市場如高鐵、自動倉儲中心等規模不大，需求較零星且分散，將使國

內市場較難發揮，逐漸生產不符經濟效益的情況，所以近幾年積極開拓大

陸市場是公司最重要的營運重心，大陸市場的潛力相當大。整體而言，由

於國內空屋率居高不下，影響建商推案意願，營建景氣持續下探將直接影

響電梯產業未來的成長空間，預計明年新電梯銷售量仍然維持小幅衰退，

預期在民國 92 年仍然會因國內電梯汰換市場的興起而出現轉機，並且預

期會於 95 年再現高峰，大陸市場也因知名度逐漸打開，以及產線的經濟

規模達成，預期 92 年會出現爆發成長的契機。下面圖 3 及圖 4 是整理自

中華民國升降設備安全協會所辦理的由 80 年度製 89 年度檢查發證台數

（參見中華民國升降設備安全協會會訊第 65 期 pp3），由 80 年的竣工台

數 1,856 台迅速升至 84年度的 12,884 台，後又下降至 89年度僅剩 5,231

台次（如圖 3），而申請安全檢查的台數則逐年增加（如圖 4）。而圖 5、

圖 6、圖 7 則節錄自電梯產業報導，觀察這五個圖表，可得知電梯這一產

業以屬於成熟期產業，但相對的背後卻有一廣大的維修保養客戶群。是

故，如何抓住此消費族群不僅是目前此產業的服務重點，也替不久的將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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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面對的電梯更換潮種下一線契機。 

 31



 
圖 3  竣工檢查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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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安全檢查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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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市場分析： 

圖 6.產能分析： 

 

圖 7.價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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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梯管理與維修 

目前國內電梯的管理法規仍未完備。管理電梯企業的政府部門及檢

測機構相當多，發布及尚在制定的管理法規亦多，對電梯企業和製造過程

的管理重複多，而對業主和電梯運行過程則較疏於管理。電梯產品的使用

條件決定了它的運行，可靠性不但取決於良好的設計製造，而更大程度上

則取決於安裝和維修保養。建造初期消費者必須對於電梯品牌、承建公司

做一合適的挑選外，二十年左右的使用期限內，均須做維護保養的工作，

因此，與一般大眾生活上息息相關的應為後續的保養合約簽訂、合約內

容、維修人員保養程序、更換零件等等，而此類商品較具爭議之處即發生

在這些點上。 

一般電梯維修公司均會與顧客簽訂【電梯保養合約書】，其合約內容

依據顧客不同需求設計，議定後具法律效用，在電梯的保養合約簽訂上，

依各不同公司而有不同的作業規範，一般由公司的業務代表依消費者所

須，設計合宜的合約內容，再與消費者洽談、修正、簽訂，電梯保養根據

用途不同，而有不同的電梯保養體檢作業準則，一般的電梯公司會由領有

檢查員證照、技師證照之工程人員負責維修工作，而保養內容通常可區分

為：全責保養，分責保養和所謂勞務保養三種方式；全責保養對於電梯內

部不論何物之維修、更換均免費處理，分責保養則有一部份之消耗品免

費，合約上會有詳細記載，對於合約上沒有記載的則另外收費，而勞務保

養方式則對任何物品之維修均須另外收取費用，當然依不同的服務內容而

有不同的合約價格。就市面上目前的了解，四大廠商電梯公司均設有維修

部門，在講究服務的時代趨勢下，其服務均有一套標準流程也是公司非常

重視的部份，但查詢中華民國升降設備安全協會登記入會的就有一百餘家

公司，其中許多均設有維修服務，而其維修服務電梯廠牌有些並不只限一

品牌，此類維修服務市場其實與汽車市場頗為類似，電梯維修之零件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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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限原廠提供，而是有許多替代性零件，只是因為電梯實屬一特殊的設備

商品，不僅造價昂貴，且涉及人身安全，實不容忽視而對於其內部構造，

又非如汽車一般，那麼容易了解。因此管理人員所考慮的維修保養服務，

安全應是第一考量，價格反而其次。研究小組分別收集了三大電梯廠商之

維修合約書及非三大廠商的一般電梯維修公司之合約書供參考（詳附件

四），以下將某家電梯維修公司簽訂維修保養合約時，所表列的維修方式

及責任範圍細目供參考： 

一、維修方式： 

由乙方（指維修廠商）排定維修日程於上班時間，派遣專業技術人

員針對維修設備，實施每月貳次定期保養檢查，並提供二十四小時故障叫

修服務。 

二、責任範圍： 

1.維修範圍係指維修設備機房專用總開關以下（不含甲方（指電梯

所有權人）機房總開關）之維修設備相關機件，由乙方依前列維修方式實

施定期保養作業含清理、潤滑、點檢、調整、修理等（不含維修設備之裝

飾意匠及附加裝璜表面之清理，如要含括需另計費）。 

2.維修設備之機件在正常操作下損壞時，為維持設備使用安全所需

換修之零組件費、材料費、工資等費用，因下列保養方式之不同分別由甲

方或乙方負擔： 

A.全責保養（MM）： 

除車廂壁板、車廂門板、天井、操作盤、地磚、乘場門板等

之換修，乙方得另行酌收費用外，其餘之換修概由乙方免費施作，

但維修期間設備逾所得稅法第 15 條規定之耐用年數者，乙方得要

求保養費。 

B.半責保養（P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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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列 67 項之零件、材料由乙方免費換修外，其餘換修之零

組件乙方得另行酌收費用： 

捲揚機油、導軌油、黃油、潤滑油、緩衝器油、選擇器用油、

指示燈泡、指示燈罩、指示燈座、日光燈管、日光燈變壓器、點燈

器、插座、照明開關、緊急照明燈泡、主觸器梅花接點片、碳精（機

房發電機、馬達用碳刷除外）、碳精接觸片、保險絲（速斷保險絲

除外）、剎車器固定接點、點燈、坑底照明燈、乘場門開關掛勾襯

套、乘場門開關接點片; 按鈕接點片（電子式除外）、門滑鞋、電

話用乾電池、終點開關、馬達漆、松香水、刷子、氯仿、氖燈、煤

油、鏈條油、安全門檔橡皮、可動瓣彈簧、門馬達皮帶、門馬達阻

檔橡皮、指示器蓋板固定螺絲、墊皮、對講機喇叭、壓著端子、導

軌座盛油皿、火花消除器、波動開關、超載開關、主鋼索張力彈簧、

主鋼索吊桿、廂門馬達碳刷、選擇器馬達碳刷、電驛清潔劑、震動

計記錄紙、DAT300 型可動接觸片、固定接觸片、門溝清掃器、著

床開關凸板、剎車釋放器、馬達把手、砂布、絕緣膠布、擦拭布、

緩衝器彈簧、給油器油蕊、乘場各警告標示貼紙、各種螺絲補充等

共陸拾柒項。 

C.勞務保養（LM）： 

全部乙方得另行酌收費用： 

因此，電梯之維修收費乃根據不同的簽約條件：維修時間、保

養方式、項目等等，而有不同的收費標準，研究小組特將收集的保

養維修合約之內容及價格表列供參考（詳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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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消費行為研究 

本文將主要研究架構在電腦印表機與其互補耗材墨水匣；及電梯與

其維修保養服務兩類商品上，前面兩章節亦已分別對兩類商品做市場交易

行為分析及目前市場的交易現況做一探究整理。而所謂的「交易」，應有

兩方人員才能完成，一為廠商(產品提供者)，另一為消費者(產品購買

者)，而「公平交易」除廠商必須提出一個公平、公開的消費環境外，在

消費者方面其實對消費行為的認知上，亦頗值得探究。因此，本章節分別

針對購買墨水匣之民眾之消費行為分別做一些探討，如此在討論此類商品

的交易行為是否合公平交易原則時，才能有一合理且完整的基礎。 

第一節 消費者行為理論 

一般消費者在執行購買行為決策時，可分為兩種動機因素，或可稱

為內再與外在兩種購買因素，一為消費者購買決策的心理世界；另一為消

費者對產品認知的情形，以下分別描述之。 

（一）消費者購買決策的心理世界： 

1. 個人背景：包括專業教育、角色導向及生活型態 

購買者的決策也受其個人特徵所影響，特別是購買者的年齡、生命週期階

段、職業、經濟狀況、生活型態及人格與自我觀念。 

年齡與生命週期階段（age and life-cycle stage） 

人們在其一生中不斷地改變其所購買的產品和服務。人們在小時候吃嬰兒

食品，長大後吃各種不同的食物，而在年老時則有特定的飲食。此外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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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服飾、傢俱及娛樂的偏好，亦與年齡有關。 

消費也是由家庭生命週期（family life cycle）所塑造。Wells and 

Gubar（1966）, Murphy and Staples（1979）, Derrick and Linfield

（1980）等人在其研究中把家庭生命週期共分為九個階段，並且也列出了

每一階段的財務狀況及其對產品之典型的興趣。因此行銷人員通常依家庭

生命週期來區分他們的目標市場，並發展合適的產品與行銷計劃。 

根據另外一些研究的結果，在現有所謂的心理生命週期階段

（psychological life-cycle stages），它指出了成年人在成長過程中都

會經歷一些轉變（passages）或轉換（transformations）（Lepisto, 

1985）。行銷人員應密切注意消費者生活環境的改變，如離婚、寡居或再

婚等，以及這些改變對消費者行為的影響。 

職業（occupation） 

一個人的消費型態也會受到其職業所影響。例如，藍領工人會購買工

作服、工作鞋、午餐飯盒及保齡球娛樂等。公司的總經理會購買昂貴的西

裝、航空旅遊、鄉存俱樂部會員、及大遊艇等。行銷人員應努力找出對其

產品與服務的興趣比一般人高的職業團體，有些公司甚至可以生產某職業

團體所需的產品。因此，電腦軟體公司可專門設計供品牌經理、工程師、

律師或醫師使用的軟體。 

經濟狀況（economice circumstances） 

有關產品的選擇受到個人的經濟狀況之影響很大。一般而言，人們的

經濟狀況包括其可花費所得（spendable income）、儲蓄與資產、借貸能

力及對花費與儲蓄的態度。對所得敏感（income-sensitive）的產品，其

行銷人員應不斷地注意個人所得、儲蓄及利率的變動趨勢。如果經濟指標

顯示經濟蕭條，則行銷人員可對其產品採重新設計、重新定位及重新訂價

等的措施，以便產品能夠繼續吸引目標顧客。 

生活型態（lifestyle） 

雖然人們可能來自相同的次文化、社會階級，甚至同一職業，淡可能個有

迥然不同的生活型態。一個人的生活型態就是他表現在活動、興趣與意見

上的生活方式。生活型態可揭露人們與週遭環境互動的「整體的人」

（whole person）之表現。行銷人員應找出產品與生活型態二者之間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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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然而，生活型態的區隔絕無一套通用的方式。例如，McCann-Erickson 

London 曾 將 英 國 人 的 生 活 型 態 做 如 下 的 分 類 ： 藝 術 界 先 鋒

（Avant-Gardians）（對變革產生興趣），教宗（Pontificators）（傳統派

人士，非常地英國式），變色龍（Chameleon）（追隨群眾），以及夢遊症者

（Sleepwalkers）（容易滿足的人）。 

人格與自我觀念（personality and self-concept） 

每個人皆有其獨特的人格，並將影響其購買行為。所謂人格

（personality），一指可加以區別的心理特徵，它將導致個人以一致並持

久的方式來因應其週遭的環境。人格通常可以下列的特質（trait）來描

述，諸如自信、優越、自主、順從、社會性、防衛性及適應性等等（Kassarjian 

and Sheffet, 1981）。假如人格型態可以分類，而且各類人格型態與產品

或品牌的選擇之間具有高度的相關，那麼人格將是分析消費者行為之有效

的變數。例如，一家個人電腦公司可能發現許多潛在的顧客皆具有高度的

自信心、優越感及自主性等的人格特質，因此可以建議以購買或擁有電腦

的人都擁有上述特質，作為廣告訴求的重點。 

許多行銷人員利用一種與人格相關的觀念----人格的自我觀念

（self-concept）（或自我形象，self-image），去發展能配合目標市場之

自我形象的品牌形象。 

2. 情報的來源 

行銷人員最感興趣的是，消費者所求助的主要資訊來源，以及這些來源對

往後購買決策所具有的相對影響力。消費者資訊來源可歸類為以下四種： 

 個人來源（personal source）：包括家庭、朋友、鄰居及熟

人。 

 商業來源（commercial source）：包括廣告、銷售人員、經

銷商、包裝及標示。 

 公共來源（public source）：包括大眾傳播媒體、消費者評

鑑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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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來源（experiental source）：包括處理、檢查及使用產

品經驗。 

這些資訊來源的相對數量與影響力，隨者產品種類與購買者的特徵之不同

而有不同。一般而言，消費者從商業來源接收到最多的產品資訊展露

（imformation exposure），此乃行銷人員可以控制的。另一方面，最有

效的資訊展露則來自個人來源。每一種資訊來源對於購買決策的影響力，

皆扮演著不同功能的角色。商業資訊扮演的是告知的功能，個人來源扮演

公正與評鑑的功能（legitimatizing and / or evaluation function）。

例如，醫師常從商業來源知道有關新藥品的資訊，但常求助於其他醫師來

評鑑資訊。 

3. 主動尋求 

一個受激發的消費者很可能會去蒐集更多的資訊。我們可將消費者搜

集資訊的行動區分成二種水準：較溫和（milder）的搜集狀態，成為重點

式注意（heightened attention）。例如，某人只是變得對印表機相關的

資訊較能接受，他開始注意印表機廣告、朋友所購買的印表機，以及與人

談論有關印表機的話題。 

或者，他可能會進入主動資訊搜集（active information search）

的狀態。此時他會閱讀有關印表機的書籍，以電話詢問朋友以及熱心地從

事其他的搜集行動，以學習有關印表機的知識。至於搜集的行動會做到何

種程度，則端視其驅力強度、剛開始時所擁有的資訊數量、獲得額外資訊

的難易、對取得的額外資訊之評價，以及從搜集過程中所得到的滿足等因

素而定。通常消費者搜集活動程度，隨者他從有限的問題解決（limited 

problem solving）情境轉移至廣泛的問題解決（extensive problem 

solving）情境而漸增。 

透過資訊搜集的過程，消費者亦同時知悉市場上的一些競爭品牌與其

特性。Narayana and Markin（1975）在其研究報告中提到了消費者做決

策時所牽涉的連續組合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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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公司必須聚「決策性」的做法，設法使其品牌進入潛在

顧客的知曉組合、考慮組合及選擇組合。如果品牌無法進入這些組合中，

便將失去銷售產品給顧客的機會。此外，公司也需進一步探討哪些品牌仍

留在消費者之選擇組合中，藉此瞭解競爭所在，已計畫品牌的訴求方式以

為因應。 

4. 知覺性的歪曲 

一個受到激勵的人隨時都準備行動，至於他如何行動則由其對情境的

認知而定。兩個處理相同激勵狀態的人，其在客觀的情境下可能有不同的

行動，原因就是他們對於情境的認知（perception）有所差異。 

何以人們對於相同的情境會有不同的認知？首先我們都是經由感覺

（sensations）來理解某刺激物體，亦即資料的流程需經過人的五個感官

（senses）：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與觸覺。每個人皆有其獨特的方法

去組織、詮釋這些感受到的資料。認知可以定義為「個人選擇、組織、解

釋輸入的資訊，藉以對事物產生有意義的過程」（Berelson and Steiner, 

1964）。認知不僅與實體刺激的特性有關，同時也與此刺激週遭的環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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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治療的觀念，the Gestalt idea）及個人的內在狀況有關。 

人們對於相同的刺激個體之所以會有不同的認知，主要是因為下列三

種認知過程所造成的：選擇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選擇性扭曲

（selective distortion）及選擇性記憶（selective retention）。 

選擇性注意： 

每個人每天都曝露在數量龐大的刺激下。單以商業性刺激來說，每個

人每天平均會曝露在 1500 個以上的廣告中。一個人要完全注意到所有的

這些刺激是不可能的，而大部分的刺激皆會被過濾掉。我們真正要研究的

是，如何知道人們將注意到哪些刺激。以下是一些相關的研究發現： 

 人們較可能注意與當前需要有關的刺激 

 人們較可能注意他們所期望的刺激 

 人們較可能注意某些大幅偏離正常狀況的刺激 

選擇性扭曲： 

即使消費者注意到外來的刺激，並不一定保證他已完全接受刺激所要

傳達的企圖。畢竟，每個人都想調和自己現有的心理組合（mind-set）與

外來的資訊（刺激）。選擇性扭曲係指人們有將資訊扭曲成自己想法相同

的傾向。因此，人們習慣於以一種支持其先入為主的觀念來解釋外來的刺

激，而非使他們對自己先入為主的觀念產生懷疑。（例如，Linda 對 HP 印

表機有強烈的偏好，則她可能會扭曲她所聽到的缺點，而認定 HP 印表機

是較佳的印表機） 

選擇性記憶：  

人們對於許多學習過的事物會忘掉，而僅記憶支持他們態度與信念的

資訊。由於選擇性記憶，Linda 很可能會記住有關 HP 印表機的優點，而

遺忘其他競爭品牌的優點。她會記住 HP 的優點是因為她每次考慮要選購

印表機時，就會使她重拾對 HP 的記憶。 

5. 對以前採購的滿意程度 

消費者對產品的滿足或不滿足，將會影響其後續的行為。如果消費者

感到滿足，則她將比較可能再次購買該產品。感到滿足的消費者，也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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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品牌作正面的宣傳。行銷人員也認為：「最佳的廣告就是滿足的顧客。」

（Bavus, 1985） 

一個沒有獲得滿足的消費者，會有完全不同的反應。不滿足的消費者

會試者去降低失調感，因為在其心理內會產生一種驅力：「在個人的知識、

意見與價值觀之間建立內部的和諧及一致性與調和」（Festinger, 

1957）。失調的消費者會採取某些行動，諸如將產品丟棄或退回，以降低

失調感，或者尋找其他的資訊，以證實這項產品有價值（或者規避可能證

實這項產品為低價值的資訊）。不過這類消費者將比較不可能再購買此品

牌的相關產品。 

（二）影響民眾選擇印表機之相關因素： 

探討這些相關因素與消費者選擇印表機之決策的相關性，並且找出使

用這些因素之相關文獻及模式。 

1. 行銷策略 

廠商常會不定期的推出各種產品促銷組合方案，例如，限時特價方

案、各種產品組合銷售、促銷贈送禮品活動等等。所以很多消費者會因為

這些行銷策略或手法買了本來不是她所想要的物品或服務。 

最常見的就是買電腦送印表機、或是只要來店消費滿多少元再加 200 元就

可買到印表機、或者在特定日期內某種廠牌印表機一律七折大特賣等。因

此很多消費者會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買了此種廠牌的印表機可以省下一

筆錢。 

2. 品牌 

對於品牌權益 David Ogilvy 曾給予一個簡單的定義：品牌就是消費

者對產品的想法。Keller（1993）則從消費者的觀點來定義品牌權益，包

括三個重要的概念：一是品牌知識，包括品牌知名度與品牌形象（品牌聯

想的組合）；二是差異化效果，指的是比較消費者面對相同行銷活動但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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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品牌（有品牌對虛擬品牌或對無品牌）在品牌知識的差異；三是消費者

對行銷的反應，指的是對行銷組合活動的認知、偏好和行為。當消費者對

品牌感到熟悉，且在記憶中存有偏好、強烈、獨特的品牌聯想時，以顧客

為基礎的品牌權益變產生了。 

因此當一個消費者在選購印表機時，在其個人認知中就會存在了各種

廠牌印表機的品牌形象、品牌知名度、品質知覺等印象，這些印象在其心

理會有一個優先順序；所以消費者就會選擇品牌印象對其最深刻、口碑最

好的印表機廠牌來購買。有些消費者更是某種品牌印表機的愛用者，每次

購買就只會想要購買此種廠牌的印表機，這就是所謂的品牌忠誠度。 

3. 價格（訂價模式、價格折扣或折讓…） 

價格對大多數的消費者而言是一項不可或缺的重要影響因素，一個人

的收入會影響到他想購買物品或是服務的等級，因此廠商也就把產品區分

為各種等級（主要就是根據訂價和功能來區分），消費者就會依據他個人

之經濟狀況來選購其可負擔的產品。所以有時廠商會以價格折扣或折讓來

吸引潛在的顧客上門購買。 

但傳統上消費者也會有一種一分錢一分貨的預期心態；因此，有時基

於這種理由也可能會多出一些錢去購買他們認定的「價格—品質」相等之

物品。由此可知，廠商的訂價模式對消費者在選購商品時會產生很大的影

響。 

4. 需求因素 

影響購買行為的另一個主要因素就是每個消費者的採購需求，每一個

人在購買印表機時都有會各種不同的需求，也就是其想要印表機能為他提

供何種程度的幫助。所以產品特性如果符合此消費者的需求就有可能會被

選購。例如，一位從事專業數位影像處理的攝影師就會有很多特殊的需

求，他想要購買的印表機可能就要有很高的解析度、能直接與數位相機連

接等特殊功能。而一般的消費者可能一台一兩千元的印表機就可以幫其處

理日常的列印工作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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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種較特殊的需求就是公家機關或公司行號的集體統一採購，此

時要考慮的因素可能會更多，例如，為了能跟以前的設備及系統相容、整

體的美觀等因素，或是某一家廠牌的印表機才符合組織的一些法規條文。

並且與採購承辦人員的個人因素及人際因素等都會影響需求因素。

Webster and Wind 將影響企業購買者決策的因素區分為四類：環境因素

（需求水準、資金成本、技術變革的速率…）、組織因素（目標、政策、

程序、組織結構、制度）、人際因素（權威、地位、感同力、說服力）及

個人因素（年齡、所得、教育、工作職位…）。 

5. 售後服務 

在探討售後服務對購買印表機之影響前，我們先來了解 Kolter 的五

種顧客關係（CR）建立的層次： 

a. 基本型行銷（Basic Marketing）的 CR—銷售人員只是

將產品賣給顧客，沒有其他互動 

b. 反應型行銷（Reactive Marketing）的 CR—賣產品給顧

客後，鼓勵顧客在必要時可聯絡公司 

c. 責任型行銷（Accountable Marketing）的 CR—銷售後，

企業會主動聯絡顧客，詢問 product/service 是否符合

顧客的期望，並請顧客提供建議與抱怨，以來改善

product/service 

d. 主動型行銷（Proactive Marketing）的 CR—經常與顧

客溝通、問好，並向顧客推薦新的 product/service 

e. 合夥型行銷（Partnership Marketing）的 CR—公司持續

位顧客服務，共同發現可為顧客節省成本的有效途徑，

或幫助顧客提高績效 

由以上的分類可看出越後面的類型能為顧客提供更好的售後服務。消

費者對產品的滿足或不滿足，將會影響其後續的行為。如果消費者感到滿

足，則她將比較可能再次購買該產品。感到滿足的消費者，也將會為該品

牌作正面的宣傳。行銷人員也認為：「最佳的廣告就是滿足的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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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vus, 1985）所以售後服務（快速的維修、到服維修、有多個維修服

務中心、完善的客服中心服務等）也是消費者再選擇印表機時的重要因素

之一。 

6. 交易成本理論 

「交易成本」是指『在交易行為發生時，隨同產生的資訊搜尋、條件

談判與交易實施等各方面之成本』（吳思華，民 85）。因此，凡是交易進

行過程中，簽約前與簽約後所發生的各種相關成本，皆屬於交易成本。 

（a） 搜尋成本（Searching Costs） 

為了尋找交易對象所花費的成本。整體而言，交易頻率和交易對象的多

寡、交易標的物的同質或異質、交易資訊的充分或不足等因素皆會影響搜

尋成本的大小。也就是說，消費者在選購印表機時會把其尋找印表機之相

關資訊的時間和成本計算到印表機的成本上。 

（b） 協商成本（Negotiating Costs） 

交易雙方藉由協商或談判消除彼此歧見所產生的成本；最常見的就是消費

者在購買印表機時與廠商討價還價所耗費的時間和成本。 

（c） 訂約成本（Contracting Costs） 

凡交易雙方在合意的基礎下，簽訂契約所投入的成本。 

（d） 監督成本（Monitoring Costs） 

簽約後監督對方是否依約執行的成本，或是知覺可能欺騙情事發生，所付

出之事後偵查成本（scanning costs）。 

（e） 強制執行成本（Enforcement Costs） 

當交易一方違反契約之協議時，另一方為鞭策契約之履行，而訴諸於法律

訴訟、第三者公道人士仲裁所付出之契約強制執行的成本。 

7. 社會因素 

消費者的行為亦受到參考群體（reference groups）、家庭（family）

及社會角色與地位（roles and statuses）等社會因素所影響。 

（a.）參考群體（referenc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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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行為皆會受到許多的群體所影響。所謂參考群體（reference 

groups）係指對人的態度或行為，有直接或間接影響的所有群體。參考群

體影響力的程度，視產品及品牌之不同而異。參考群體的影響力也會隨著

產品在生命週期所處的階段不同而有所改變。對於那些購買者所尊敬的人

其所能看到的產品而言，則參考群體的影響力更大。也就是說當某人要購

買印表機時可能會受到朋友、鄰居及同事等人的影響。 

（b.）家庭（family） 

家庭成員在塑造一位購買者的行為時，是最具影響力的主要參考群體。我

們可將購買者一生所經歷的家庭區分成兩類：一是教導的家庭（family of 

orientation），是由個人的父母所組成（Moschis, 1985）。對日常性購買

行為具有更直接的影響，則為衍生家庭（family of procreation），亦即

包括其配偶與子女的家庭。家庭為社會中最重要的消費者購買組織

（consumer-buying organization），也是被研究最多的一種組織（Spiro, 

1983）。因此當一位消費者在選購印表機時可能會想到要符合家中所有成

員的需求，或是家中其他成員常使用某種品牌之印表機，並也對此品牌深

表贊同。 

（c.）社會角色與地位（roles and statuses） 

一個人一生中都會參與許多團體，如家庭、俱樂部、組織。個人在

團體中的位置可由角色（roles）與地位（status）來界定。通常人們都

會選擇與其在社會中的角色和地位相稱的產品。所以有些消費者可能是為

了炫耀，以至於買了一台很多功能他都用不到但是超貴的印表機。 

第二節 選購印表機消費者態度分析 

研究小組將選購印表機之消費者分為三種類型，第一種為首次購買

印表機的使用者；第二種消費者對於列印品質及速度上有一定的要求；第

三種消費者則為較高階的使用者、美術作業人員或專業影像製作等等，對

於輸出品質相當注重。第一種消費者，由於是第一次購買印表機，對於自

己的需求還不是相當清楚，這樣的消費者是最容易被賣場服務人員所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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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可能會買到不適用的機種；我們常會發現某些使用者的電腦相當高

階，是採買當時頂級的機種，例如：在旁邊配了一台相對頂級的噴墨印表

機，以當時價格來說，這一部印表機的售價可能高達一萬多元，相當昂貴，

可是這位使用者卻只拿來列印一般的文字檔居多，此時，一般 3000 元以

下的低階機種印表機就相當夠用了。另一種情形則恰好相反，由於為首次

購買，加上對印表機功能不熟悉，僅以價格作為購買考量，買回家使用後，

才發覺不適當，此種消費者亦常淪消費冤大頭。 

第二種消費者，對自己的需求相當了解，在乎列印品質及速度表現，

這樣的使用者，相當適合 6000 元左右的中階機種印表機，列印效果有相

當主觀的見解，此類消費者對產品的涉入性較高，不論品牌、功能、機種、

價格等等均以有所認知，因此較不會產生購買糾紛。 

第三種消費者，由於是專業的工作者，通常對輸出品質有相當高的

要求，這樣的使用者，通常不怕東西貴，就怕東西不好；滿肯花錢做投資，

這樣的消費者通常會選用較高階的印表機，只要輸出效果好就好了。 

觀察此三種消費者，消費糾紛最常發生在第一類型之消費者身上，因此，

廠商是否能能提供此類消費者在選購產品時一個公平、公開的交易環境，

合理的交易價格，是值得我們探究的地方。 

 48



第五章  我國公平交易法適用性之探

討 

承續本研究小組市場部分對於市場交易分析之資料，於本章對於廠商

有關上述交易行為是否有我國公平交易法之適用的探討。首先須對於本研

究案之題目作定性，本研究案之題目為「電腦印表機、電梯等事務機器之

主產品與其耗材、零組件及維修服務附屬產品間市場交易行為與公平交易

法適用性之研究」，故在此僅限縮於廠商出售電腦印表機主產品（即主機）

與其耗材（及墨水匣）間之交易行為、廠商出售電梯與維修服務間之交易

行為二者來探討是否有我國公平交易法之適用。而對於電腦廠商是否以搭

售之方式出售印表機、建築物建商是否以搭售之方式出售電梯，則非本研

究案所欲處理的範疇，合先敘明。 

第一節 電腦印表機所涉及之問題 

第一部份先就噴墨印表機部分討論，就研究小組市場調查之資料顯

示，我國噴墨印表機市場目前以 HP（惠普）、Epson（愛普生）、Canon（佳

能）和 Lexmark（利盟）四大廠牌之印表機最多，而前三廠之市占率已高

達九成(90%)以上，單就占有率來看，實係已達寡占的程度，惟印表機市

場又可分為低階、中階、高階，且每一型號的印表機所列印出來之品質、

速度、色階甚至硬體方面是否為 USB 介面，皆提供交易相對人於購買時，

得考量自身之需求而選擇決定的；換言之，包含上開四大廠商在內，印表

機市場上實有數十種不同型號、性能的印表機處於競爭狀態。而我國公平

交易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第一項所稱特定市場，係指事業就一定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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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而此所稱之特定市場，係由兩個

界面所構成，其一為商品（或服務），其二為區域（或範圍），前者應以需

求的交叉彈性來界定，而後者則應著重於「競爭」之角度；而以此方式審

視，印表機市場中的數十種印表機應同時立於競爭之立場，故實無寡占之

問題。 

再就買賣印表機之行為來說，由於大部份事務機器主產品與其耗

材、零組件等附屬產品間之互補關係均類似，例如，影印機與炭粉匣、傳

真機與感光滾筒、電腦與週邊零件、雷射印表機與炭粉匣、噴墨印表機與

墨水匣、甚至電梯與耗材零件…等等，其使用模式均相同，使用者在尚未

更新主機以前，即需更換數次的耗材零件；而所應先討論者，其所出售之

商品，究為何者？換言之，其所出售之產品係僅為印表機本身？抑或是連

同印表機之耗材（如：墨水、墨水匣……等）及其印表機本身，皆為出售

之主要產品？換言之，應就廠商與交易相對人（即指消費者）一併觀之，

究竟購買此印表機商品的買賣當事人對於其合意之標的物，所指為何？ 

就研究小組市場部分的訪查所得資料，發現印表機廠商與消費者皆

有一定程度的共識—亦即所購買之標的物為印表機本身—而對於墨水匣

則當作是另一個買賣行為的標的物，縱使所購買之印表機有部分已附有贈

品性質的墨水匣，惟該贈送之墨水匣容量較單獨購買之墨水匣相比，多有

不到五分之一的情事，更有部份不肖業者會將原本內附的墨水匣拆走，而

以超低價方式販售；換言之，印表機廠商與消費者多認為印表機主機與墨

水匣係可分之商品，則將贈送的墨水匣連同印表機主機一併出售，是否有

搭售行為，是否應屬於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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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範，則頗值探

討。 

再者，就研究小組已作成之市場訪查，雖然大部份的消費者對其使

用印表機主機定期填充耗材（墨水匣）已有共識，但爭議較大的是噴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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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機與所使用之墨水匣，印表機主機本體之價格與適用該機型之墨水匣價

格，比例上顯然有使人認為墨水匣有價格偏高之虞，此種類似印表機主體

以低廉價格出售，先獲取未來服務之客戶，嗣後在於未來的耗材出售價格

較高昂，是否有違反公平交易法之問題？ 

又研究小組發現惠普（HP）廠商對於其印表機噴墨頭與墨水盒結合

在一起之相關製作方式，生產過程繁雜，技術門檻高，且該技術有申請了

40 多項專利權，技術上要模仿也比較困難，市場上的仿冒品皆以舊品再

填充方式為之，實際上造成了一種法律所保障之人為獨占的狀態，此即涉

及專利法與公平交易法衝突的情形，且該廠商銷售印表機之手段即以印表

機價格較便宜、墨水盒價格較高之方式為之，當係本研究所欲探討之部分。 

相對的愛普生（Epson）廠商，亦採用噴墨頭與墨水盒結合在一起之

相關製作方式，但因為墨水匣只裝置墨水，生產製造困難度不高，而其並

無申請專利，且其墨水盒仿冒容易，所以市面上有很多價格較低之副廠牌

墨水盒；惟該廠商銷售印表機之手段則為印表機價格較高、墨水盒價格較

便宜，與前述 HP 廠商不同，實無公平交易法之適用，附此敘明。 

最後，就研究小組目前所收集的資料裡三大廠中在市面上均有相容

的墨水匣，整理了原廠與副廠（替代商品）之價格，副廠墨水匣之價格均

為原廠價格的一半至七成，由此價格表來看，我們對之解讀得出兩個結

論。第一，墨水匣的成本並不低：副廠的墨水匣其實並沒有感覺中的較原

廠價格來得低，可能其交易成本與利潤已相差無幾，或可稱為合理。第二，

印表機廠商製造墨水匣的專業技術、品質之維持以及維修能力之評估：廠

商研發印表機及其相容之墨水匣，將該等研發成本加入銷售價額中，並參

以希冀維持其印表機不致因非原廠墨水匣之墨水影響其列印品質，以及考

慮事後維修能力等因素，相對的副廠之墨水匣雖具有相對較低價格，但未

必足以吸引消費者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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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再就雷射印表機部分討論，就研究小組市場調查之資料顯

示，我國雷射印表機之市場占有率，根據了解黑白及彩色 A4 機型的雷射

印表機目前以惠普（HP）、愛普生（Epson）、太克（Tektronix）及利盟

（Lexmark）為主，當然上有許多廠商根據不同需求提供設計各類型之機

種。故如同噴墨印表機情形，應無被解為已達寡占市場之情事。 

再者，就雷射印表機之購買者來看，多為辦公室業者，一般家庭或

個人使用者，因需求無須達到如此快速、品質，較不會選擇雷射印表機。

且雷射印表機之耗材已經研究小組計算如前（參照第二章第四節），雖價

格昂貴，此該產品並未出現主機之購買價格比耗材價格低的情形，且耗材

更換時間較長，所以購買者（多數為辦公室業者）並未感受到耗材價格不

合理的情形。故於雷射印表機之部分，實無發生有適用公平交易法之情形。 

第二節 電梯所涉及之問題 

就研究小組市場調查之資料顯示，我國電梯市場目前由四家廠商分

別與國外廠商經由技術合作取得技術支援，分別為與日本日立（Hitachi）

技術合作的永大、與日本東芝（Toshiba）技術合作的崇友、與日本三菱

（Mitsubishi）技術合作的中國菱電及、與美國奧的斯（OTIS 技術合作

大同等四家公司，而形成四家廠商勢均力敵的寡占市場型態。而再以我國

公平交易法第五條第三項所稱之特定市場之兩個界面來審視，目前我國電

梯市場中四家廠商卻係同時立於競爭之立場，且此四家廠商之市場占有

率，幾近百分之八十，故實屬寡占無疑。 

其次，於法律權利義務關係上，興建電梯行為與維修電梯行為係屬

兩個不同且可分之法律行為，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 興建電梯行為 

茲因興建電梯行為，多為建築物新建工程時，由承作該建築物

 52



新建工程之承包廠商再行發包與電梯廠商所為之轉包行為，而電梯

廠商與原發包興建工程之業主（多為所有權人）並不存在任何直接

的法律關係，換言之，原建築物之業主並無法向興建電梯廠商直接

請求契約上任何責任，對於興建電梯廠商廠商有契約上請求者，僅

係建築物之承包廠商，而此契約於現行實務上將之定性為承攬契約

（惟有部分學者提及亦可能有買賣契約之性質，故應為買賣與承攬

性質之無名契約）。此外，建築物新建工程之承作包商與建築物業主

間之工程契約性質上亦為承攬契約，可謂雙重之承攬關係。又我國

民法第四百九十二條 1以下即對承攬工作物規定有物之瑕疵擔保責

任，故前述工程契約多約定有建築物（承攬工作物）之保固期限（通

常為三年），於保固期限內建築物有任何因施工之瑕疵所造成之損

害，皆應由承包商無償修復，而電梯工程亦為建築物之一部份，當

然亦為承包商所保固之標的範圍。同此法理，電梯廠商對建築物承

包商亦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且建築物承包商為了要將此瑕疵風

險分攤，必定與電梯廠商所訂定之契約中，約定有關電梯保固期限

                                                 

1 民法第四百九十二條 
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不適於通常或約定

使用之瑕疵。 
民法第四百九十三條 

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 
承攬人不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行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

要之費用。 
如修補所需費用過鉅者，承攬人得拒絕修補，前項規定，不適用之。 

民法第四百九十四條 
承攬人不於前條第一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

瑕疵不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契約或請求減少報酬。但瑕疵非重要，或所承攬之

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定作人不得解除契約。 
民法第四百九十五條 

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除依前二條之規定，請求修

補或解除契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前項情形，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而其瑕疵重大致不能達

使用之目的者，定作人得解除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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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約款，且該期限通常亦與建築物之保固期限（三年）相同，而此

保固期限間，電梯倘有瑕疵係因電梯廠商施作失誤所造成者，電梯

廠商皆應無償修復，然對於日常耗損之零件，則得另行求償，惟對

於求償對象，有建築物業主之情形，亦有建築物承包商之情形，則

視各該契約約定。 

二、 維修電梯行為 

維修電梯行為，則為前述電梯興建工程保固期限之後，電梯使

用者（可能為原建築物所有權人，亦可能為建築物承受人，且多由

受託單位，如管理委員會，代為出面）與電梯維修廠商簽訂電梯維

修契約，而此電梯維修廠商經研究小組查詢中華民國升降設備安全

協會登記入會的雖有一百餘家公司，且其中許多均設有維修服務、

維修服務廠牌有些亦不限於單一廠牌（電梯維修服務市場其實與汽

車市場頗為類似，電梯維修之零件並不只限原廠提供，而是有許多

替代性零件），然電梯實屬特殊設備商品，平日使用即涉及人身安

全，內部構造繁雜不易了解，故無論是電梯使用者一方抑或是電梯

維修人員一方，多以安全為第一考量，而較願意選擇原廠之零件更

換。 

惟此電梯維修行為，實係與電梯興建行為可分且無關之法律行

為，縱使於電梯興建行為與電梯維修行為皆由同一廠商負責，該二

法律行為仍不會產生當然之關聯性，換言之，理論上於私法自治之

原則下，是可能存在著某電梯使用者與興建電梯廠商簽訂電梯維修

契約，並約明使用非原廠商出廠耗材零件以更換之情事（事實上於

市場自由競爭下，是不可能發生的），亦即，電梯維修所生之權利義

務關係，皆立足於電梯維修契約之基礎上，電梯使用者亦經由自身

需求之考量，而就百餘家電梯維修廠商選擇訂約相對人，進而與之

協議契約內容，究係使用原廠零件或副廠零件更換，當然得以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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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於契約內容之中，惟研究小組發現多數電梯維修契約並無維修

廠商應使用何種零件作為更換零件使用之約定，推測其背景考量可

能電梯使用者既信賴該電梯維修廠商而與之訂約，即表彰信賴該廠

商之維修技術，更無須對於使用零件之廠牌加以限制之故。 

再者，經研究小組所收集的電梯維修契約，發現該維修契約多

為每年續約，換言之，倘電梯使用者認為該年度電梯維修廠商之服

務品質不佳，於契約期滿後即得另行選擇締約對象，且若有損害仍

得主張損害賠償。 

此外，再就契約內容審視，電梯維修契約乃約明由維修廠商排

定維修日程於上班時間，派遣專業技術人員針對維修設備，實施每

月二次定期保養檢查，並提供二十四小時故障叫修服務之勞務，而

換取每月每台電梯約四千元至八千元不等之對價。而此價差，繫於

維修契約之類型（通常分全責保養、半責保養及勞務保養三種）、保

養標的電梯的種類（客用、貨用、兩用）、電梯承載大小、昇降路高

低等因素決定；而倘考量我國目前勞力成本來看，此種維修服務之

對價並不算高，且契約中多約明於叫修服務後幾分鐘之內（多為三

十分鐘）未到場緊急處理，即有違約金若干之款項，對於提供維修

之廠商所課予之義務與所得之對價相較，應算衡平。 

又關於更換零件部分，則需視所更換之零件品項而有不同價

格，惟不論更換何種零件，與每台電梯主體之價額多在一百萬元上

下相比，實無顯不相當比例的問題。而電梯使用者一般會認為更換

零件似較昂貴，實因購買電梯之價金附隨於所購買之不動產中（電

梯通常為公共設施），且其產權屬於共有，將該價金分攤於各個建築

物所有人（即電梯使用人）後，購買者多不會感受到電梯價格之高

低，而至於維修電梯所應負擔之維修費用、更換零件之零件費用，

則為建築物所有人購買電梯後，於電梯得以繼續使用之年限內，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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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續以現金支付，將使建築物使用人感受此更換零件費用價格似不

合理。 

綜上所述，此部份電梯維修行為及更換零件行為似無明顯應適

用公平交易法歸責之情狀。附帶一提的是，倘消費者仍認為電梯維

修行為所收取之費用過高，可能朝向消費者保護法中的定型化契約

方向來處理，本文將於最後探討公平交易法與消費者保護法之關係。 

第三節 我國公平交易法如何適用 

於前二節已將本研究案例之問題分為電腦印表機及電梯兩個部分來

處理，並分析出該二案例於我國公平交易法適用時，可能會面臨是否適用

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三款、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以及公平交易法

第二十四條之問題，以下再以比較法之方式，就美國法、日本法、韓國法

及德國法四個外國立法例，研究我國上開法條對於本案例事實應如何適

用，希冀尋求未來處理之方向。 

第一項 美國法立法例 

美國聯邦反托拉斯法主要是由四部不同的法規所組成：分別為薛爾

曼法（the Sherman Act）、克來登法（the Clayton Act）、聯邦貿易委員

會法（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以及羅賓森─派特曼法（the 

Robinson-Patman Act），這些法案大多在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期所

制定的，其立法目的乃在防止大企業之壟斷與不法之限制競爭行為。 

任何二家以上企業所訂立之契約，不論其內容如何，對於商業行為

多少均會有所限制，如果因此而認為其為不法行為，則契約法將不復存

在。因此對於反托拉斯法而言，其重點並不在於某項行為是否有可能限制

商業活動，而在於其是否可能對商業活動做成「不合理」之限制。在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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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此種不合理限制時，美國法院乃利用二種不同之分析方法：「當然

違法原則」（per se illegal）與「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來決定

其是否為反托拉斯所欲禁止之限制行為。 

「合理原則」為反托拉斯法所採用之一般原則，其目的在決定某項

限制是否對商業競爭造成不合理限制，此為美國司法體制「司法造法」之

結果。在適用本原則時，原告必須先舉證某項行為限制競爭，且已屬不合

理限制，否則法院將直接判決原告敗訴；反之，倘原告已盡其舉證責任，

則由被告來說明此種限制為合理限制，無法說明或說明不能使法院認同，

被告將被判敗訴。一旦法院決定適用合理原則之時，法院便必須評估被告

之市場占有率、影響力與市場結構等之概念而決定被告之行為是否有不合

理限制。 

另一「當然違法原則」，則並非美國法院一般所採用之原則，而係例

外狀況下始採用之分析方式。在此原則之下，法院僅需對相關之行為判斷

是否確實存在後，即可直接認定被告之行為違法與否；至於被告之行為實

際所造成損害與否、損害大小與被告行為之理由皆非法院所需探求之範

圍。由於本原則為反托拉斯法適用中之例外原則，因此法院在適用「當然

違法原則」時，必須對被告之行為已有相當之處理經驗，可確信該行為已

無須再經「合理原則」之審視始可。 

美國聯邦反托拉斯法所規範內容與本案例可能適用我國公平交易法

相關規定相似之部分，可分為二部分，以下分述之： 

第一款 克來登法第三條 

克來登法第三條規定：「從事商業之人於從事商業活動中，以在美國

境內、聯邦屬地、哥倫比亞特區內、託管地或美國管轄權下其他地區內使

用、消費或轉售之目的，將無論是否取得專利之貨物、商品、機器、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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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其他物品出租、販賣或訂定上述任一物品之買賣契約，或以承租人或

購買人不使用或不予出租人或出賣人任一之競爭者，就租賃物或購買之物

品進行交易為條件，而就商品為統一價格或為價格之降低或折扣之協議或

諒解，如其結果在特定行業內實質減低競爭或有形成獨占之虞者，係屬違

法。」2本條意旨即在禁止搭售行為，並規範獨家代理、經銷，以及規範

禁止代理商、經銷商同時銷售競爭者貨物之行為。 

（一）搭售行為之禁止 

本研究事實中電腦印表機廠商所為是否為搭售行為禁止所規範之範

圍，需先定性此事實是否屬於搭售行為；對於搭售之定義，觀察相關文獻，

可以發現學者們對搭售的定義不全然相同，但差異不大，綜合多數學者之

看法，將之定義為：「搭售契約為購買者與生產者經由協調而形成的契約；

購買者同意向生產者額外購買不同之產品（被搭售產品），以獲得其所想

要的產品（搭售產品）之銷售。」3。換言之，構成搭售行為的要素為：（一）

存在兩種可分之產品。（二）有強迫消費者購買被搭售產品。而本研究事

實關於電腦印表機主機與墨水匣部分，是否屬於可分之產品，則視交易相

對人購買習慣而有所不同，惟經研究小組所得資料顯示，我國民眾購買電

腦印表機時，並不會將印表機主機與墨水匣當作是不可分之產品，換言

之，於我國消費習慣上，電腦印表機主機與墨水匣實為可分之產品，故倘

電腦印表機廠商推出一台印表機與一個或多個墨水匣一併出售，則有搭售

之問題，惟就研究小組於市場中訪查之結果，並未發現我國印表機廠商目

前有採取此種銷售方式。 

                                                 

2 參見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美國公平交易法相關法規彙編》，民國八十四年一月，

第 6 頁。 
3 參見林國棟，《廠商搭售行為的經濟分析》，國立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論文，

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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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目前生產印表機主機之廠商，僅以呼籲之方式，希望買受印

表機主體之客戶使用原廠之墨水匣，更嚴重者，則係表示倘因客戶自行選

用非原廠之墨水匣，而致使印表機主體損壞時，即使在保固期間，印表機

廠商仍不負維修之責；此種行為是否構成強迫交易相對人購買被搭售產

品，仍有疑問。因搭售行為之原始定義範圍僅指發生於購買被搭售產品之

際，生產者之強迫交易相對人購買搭售產品行為，而本研究事實所得之資

料，僅得以探討購買某廠商印表機主機，於嗣後再行購買墨水匣時，是否

有被強迫購買原廠墨水匣之情形，上開原始定義是否可涵蓋至此，恐有疑

問。 

再就電梯部分，因電梯產品性質使然，購買電梯之情況多發生於購

買建築物之際，被當作公共設施部分，而包含於總價款之內；而選擇設建

何廠商所製造之電梯，皆由建築物承建商或承包商（以下簡稱建商）所決

定，致使最後之住戶，對於已設置完工之電梯，種類、大小、品質……毫

無置喙之餘地。而於建築物保固期限期滿後，對於電梯之保養與維修，電

梯使用者（多為建築物所有權人）顧及本身之安全考量，當然都選擇固定

廠商來加以配合，而在換修所消耗之耗材、零件部分，出於同樣的安全考

量，大多使用原廠商之耗材、零件。而電梯廠商於出賣電梯服務時，並非

將嗣後之保養維修，當作是一併出售之商品；換言之，倘電梯業者於出售

電梯時，即明示或約定，於未來的維修服務，定須由該廠商為之，抑或是

定須使用該廠商之零件，否則不出賣電梯，則將會產生搭售之問題，惟經

研究小組所蒐集之資料，並無顯示目前有廠商如此為之。 

惟在此所應考量的是，出售並興建電梯之廠商，於興建電梯之時，

已與買主（建築物所有權人或建築物承包商）締結後續維修保養之契約，

則電梯主體與保養維修是否可將之分離為兩種可分之商品，仍有疑問；按

電梯之所以能夠安全使用至預定耗損年限（多半為十至十五年間），多有

賴於固定之保養與正確之維修，亦即，保養與維修實與電梯本體應有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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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離之關係，據此，欲以搭售行為之法律規範來加以相繩，恐仍有問題，

但此點仍須回歸市場習慣決定，而我國目前市場確係將電梯興建行為與電

梯維修行為當作是兩種可分離之商品，附此敘明。 

末查，部分電梯保養契約皆未訂明維修廠商應使用何廠商之零件，

而電梯於保養維修之際，將已耗損之零件替換，實為使電梯得安全繼續使

用之必要行為，至於選用原廠商零件、耗損品，則因住戶使用者考量安全

性始自行決定、抑或是由維修廠商專業經驗考量，似與搭售行為意函無涉。 

綜上，參以美國法院處理是否為反托拉斯所欲禁止之限制行為時所

用之「當然違法原則」與「合理原則」來看，本研究案例事實，皆可能發

生搭售之問題。 

（二）獨家供應、銷售 

在商務契約中，如果買方同意僅向特定賣方購買某項產品，或賣方

同意僅於某項產品售予特定買方，此種契約便稱為獨家供應或獨家銷售契

約。美國法院認為這種行為之所以應該限制，乃因在此種獨家供應契約，

將會使與該特定賣方競爭之其他廠商，無法獲得重要客戶，而獨家銷售契

約則可能使與該特定買方競爭之經銷商，無法獲得有效的供貨源，並且此

二種契約將會提高進入市場之困難度；惟另一方面，此種契約亦可促進市

場中貨物之流通，且買方即可避免貨源短缺、貨價不穩，賣方則有固定之

銷售來源，皆可減少營業成本，亦正由於此種契約本身，可同時對於市場

競爭帶來正反二種完全不同之影響，因此造成法院在處理相關案件中特別

謹慎。 

但是，就上述美國法院的做法得知，限制獨家供應、銷售契約，實

因此種契約已達到可能影響市場結構，有產生限制競爭之虞；故美國法院

處理此種案例皆發生於廠商與廠商之間，至於一般消費者與廠商之間所訂

定之獨家供應、銷售契約，是否包含於此部分而受規範，仍有問題！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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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定義之限制獨家供應、銷售契約係針對廠商與廠商間對於未來相同的

商品所作之特別約定，而本研究案例之標的，無論是印表機主體與墨水

匣，抑或是電梯與零件，皆為可分且不同之商品，是否仍受限制獨家供應、

銷售契約相關規定之規範，亦有爭執之空間。退萬步言，本研究事實關於

電腦印表機，印表機廠商對於嗣後購買印表機墨水匣部分，並無與消費者

簽訂此種契約，換言之，縱使印表機主機購買者嗣後再購買其他廠牌之耗

材，僅生保固期間印表機廠商保固與否而已，並不會有違約之情事。而又

縱使果訂有此種契約，僅係存在於一般消費者與廠商之間，應無獨家供應

契約之問題。 

反觀本研究事實電梯部分，則應視購買電梯之建商與出賣電梯之廠

商對於零件部分有無此種約定，倘確實有如此約定，則仍應先討論此種約

定是否即為所謂「獨家供應契約」，換言之，即消費者與廠商之間所訂定

之獨家供應、銷售契約，是否包含於此部分而受規範之問題，筆者在此實

採否定之見解。另尚應討論者係，是否因電梯產品之特性（安全性、技術

性），確有訂立此種契約之必要？換言之，應將「獨家供應契約」作目的

性限縮，而不包含此部份之產品，頗值研究。此外，倘維修電梯業者與交

易相對人訂定類似「獨家供應契約」之長期維修契約，則是否亦應對之加

以規範，抑或是回歸私法自治原則呢？筆者在此認為，原則上應回歸私法

自治原則而肯定長期維修契約，惟在此恐會衍生是否有消費者保護法中定

型化契約之問題。 

第二款 聯邦貿易委員會法第五條 

在美國各項反托拉斯法規之條文中，聯邦貿易委員會法應屬包含範

圍最廣、適用對象最大之條文；依據本條之規定，任何不公平競爭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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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公平或詐欺性商業行為，均被規定為不法行為4。由於美國國會在當初

制定聯邦貿易委員會法時，其目的之一便在以一個概括性條款，將其他各

項反托拉斯法規所無法規定之情況完全予以納入，因此造成本條所可用以

規範之商業行為，遠超過其他相關法規所可以規範者。在實務運作方面，

為因應本條所包含之廣泛範圍，負責執行本條規定之聯邦貿易委員會乃依

本條之規定，更具體的規範出不利於交易相對人之不當商業行為，使本條

除具有防止限制競爭行為之效果外，尚具有保護消費者之作用；因此在某

一程度而言，本條同時具有禁止限制競爭與保護消費者之作用。 

再者，在執行方面，本條之體現乃聯邦貿易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

會）運用行政程序，以調查之方式，決定結果認定有無違反本條之行為，

而頒布停止與終止“cease and desist＂命令，禁止行為人再從事違法之

行為。違反本條並不會受到刑事處罰，亦不會被認定有民事賠償責任，僅

會受到行政罰鍰及禁止命令之行政處罰。在本條之適用，與我國公平交易

委員會認定某廠商行為觸犯公平交易法之情形相似。 

由於本條規定本身之範圍相當廣泛，將美國委員會歷年之解釋、命

令細分，可分析為四大類行為包括於本條之中：（一）同時違反薛爾曼法

或克來登法規定之行為。（二）可能違反薛爾曼法或克來登法規定之行為，

但在違法性方面仍屬輕微或初期仍屬輕微階段。（三）違反薛爾曼法或克

來登法規定之精神（或政策）之行為，但並不一定可以為其文字所涵蓋。

（四）其他對於市場競爭具有嚴重不良影響之行為。將本研究事實套於聯

邦貿易委員會法第五條中，較容易被認定以第（三）或（四）種之類型處

理，以下僅就此二種類型做細步分析： 

                                                 

4 參見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美國公平交易法相關法規彙編》，民國八十四年一月，

第 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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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反托拉斯基本精神相衝突之行為 

聯邦貿易委員會第五條之目的，乃在補充其他反托拉斯法規，填補

各法規所遺留之漏洞，希望透過本條之執行，使各法規之執行較為圓滿，

並有效達成禁止損害市場競爭行為之目的。而審酌美國法院之判決發現，

即使被告之行為並未真正違反其他反托拉斯法規之規定，但如果其行為與

其中鼓勵自由競爭之精神衝突，則亦可被認定違反本條之規定。換言之，

被告之行為雖非薛爾曼法或克來登法禁止之範圍內，但其結果與其他被禁

止之行為的結果相同，如不予以禁止，則有違該法之精神，因此乃依聯邦

貿易委員會第五條之規定予以禁止，認為其為不公平競爭之一種。 

但將本條規定作此種方式之運用是否妥當，美國實務與學界亦引發

相當大的爭議。由法律解釋之立場而言，倘立法者於立法時未認為某行為

應納入禁止之範圍時，則除有明顯證據足認此漏洞為立法疏漏，或是該情

事非立法時所得預測，應於此時做立法解釋，否則應肯認此種行為之合法

性。故委員會近年來對此類型案件之處理明顯改採較為保守之態度。 

承前所述，本研究事實關於電腦印表機部分，印表機廠商將墨水匣

銷售價格訂定較高，僅係私經濟行為中之決定產品售價之行為，實與薛爾

曼法或克來登法所欲維護之市場競爭機能無明確之關係，而是否有違反上

開法規精神之情事，則仍有疑問。 

再者，關於本研究事實關於電梯部分，電梯使用者主觀多認為電梯

零件價格偏高，但實際上卻無客觀資料足以判斷該零件是否確已有價格偏

高之情事；又縱認該零件之價格確有偏高，似仍無關於市場競爭之問題。

再參以美國委員會近年來採取保守處理之態度，可推出本研究事實應非與

反托拉斯基本精神有相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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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市場競爭有嚴重影響之行為 

聯邦貿易委員會法第五條規定之運用，使委員會在實務運作之下，

享有相當程度之保護消費者的權限；並使企業界了解哪些行為在不違反各

反托拉斯法規，且非詐欺性行為之下，仍會被委員會認定為不公平交易之

行為。 

惟聯邦貿易委員會法第五條做此種運用，不可避免的引發了相當的

爭議，使企業界無所適從；原本在處理各違反反托拉斯法規精神之案件

中，至少可以依循反托拉斯法之規定或立法政策予以判斷行為之合法性，

但在本類型之案件中，委員會卻可以為了保障消費者之目的，而自行設立

標準。而嗣後再一九八四年的一項重要案件5中，雖然因為相關市場呈現

寡占之現象，而使委員會認定被告自行卻同時調整價格之行為屬於不公平

競爭之行為，但法院卻持不同之見解；法院認為委員會在認定哪些行為屬

於不公平競爭行為時，享有相當大的權限，但即使在此種呈現寡占之市場

中，如各被告間之行為非共謀行為，則至少必須證明（１）各被告具有傷

害市場競爭之意圖或目的，或（２）各被告之行為不具有正當且獨立之商

業理由，始可認定被告之行為具有不法性。從而，在法院採取此種標準之

後，又使企業界觀念回歸可以依循反托拉斯法之規定或立法政策予以判斷

行為之合法性之情形。 

據此，本研究事實可能被認定為不公平交易行為之機會就降低許

多。而以此檢視本研究事實關於電腦印表機部分，因印表機廠商於我國似

有寡占之嫌疑，仍亦可對之審查印表機廠商是否有上述二種意圖或目的，

而來認定是否有違反聯邦貿易委員會法第五條，而應予禁止。再對本研究

                                                 

5 E.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v. FTC, 1984-1 Transfer Binder (CCH) Para. 65.881, 67, 
706-708 (2d Cir. 1984) 轉載自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與

美、日、德相關規定與執行狀況之比較分析》，民國八十三年五月，第 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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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電梯部分來看，電梯廠商於我國市場確為寡占市場，然就研究小組所

得資料，並無顯示渠等有同時調整價格之行為，僅係讓電梯使用者認為電

梯零件價格偏高之感覺，縱使美國委員會對此事時來審查，亦未必會將之

認定為屬於不公平競爭之行為。又考量美國法院之見解，如各被告間之行

為非共謀行為，則至少必須證明（１）各被告具有傷害市場競爭之意圖或

目的，或（２）各被告之行為不具有正當且獨立之商業理由，始可認定被

告之行為具有不法性；但目前實無資料顯示電梯廠商有傷害市場競爭之意

圖或目的，且其所為之行為似仍符合有正當且獨立之商業理由。 

第三款 美國立法例與我國公平交易法之比較 

我國公平法第十九條，共列出六類禁止事項，規定在其有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時，公平法第二條所稱之「事業」不得為之。而可能適用於本研

究案例事實之類型有第三款與第六款，連同第二十四條之概括條款，供可

分為三種類型： 

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之規定為不當誘使他人進行交易行為，本款

規定主要相當於聯邦貿易委員會法第五條。 

公平法第十九條第六款之規定為不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交易，本款

相當於薛爾曼法第一條6、克來登法第二條7、第三條與聯邦貿易委員會法

第五條。 

                                                 

6 薛爾曼法第一條： 
任何以契約、拖拉斯、或其他方式作成之結合或共謀，用以抑制各州間之貿易或

商業，或抑制州與外國間之貿易或商業者，均屬違法。任何人締結上述違法之契

約或從事違法之結合或共謀者，視為觸犯重罪，若經定罪，處法人一百萬元以下

罰金；其為自然人者，由法院裁量，處自然人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十

萬元以下罰金。 
7 本條已刪除，而由羅賓森─派特曼法反差別待遇法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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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係「事業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

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概括條款與聯邦貿易委員會法第五條規定相

當。 

而由我國公平法與美國各反托拉斯法規比較可以發現，我國公平法

基本上可涵蓋美國各反托拉斯法規之主要條文，因此在適用公平法時，應

可參考美國反托拉斯法之適用情形。又由美國反托拉斯法規之適用情形予

以觀察，由於經濟情況之變化與市場競爭之演變，適用「合理原則」已成

為主要之判斷方向，而「當然違法原則」則為例外。我國公平交易委員會

在適用公平法時，基本上亦係參照「合理原則」之適用，而少有直接認定

「當然違法」之情形，因此本研究事實，亦應可以相同方式來處理。 

第二項 日本法立法例 

 日本關於規範公平交易行為之法規，以「獨占禁止法」與「不正

競爭防止法」兩部法規為主。此外，尚有「不當贈品與不當表示防止法」

等配套規定。 

其中獨占禁止法（以下簡稱獨禁法）第一條規定：「為禁止私的獨占、

不當之交易限制及不公平之交易方法，防止事業支配力之過度集中，排除

依結合、協定等方法所為生產、販賣、價格、技術等之不當限制，及其他

一切事業活動之不當拘束，以促進公平自由之競爭，使事業發揮其創意，

加強事業活動，提高就業及國民實際所得水準，確保一般消費者之利益，

並促進國民經濟之民主的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法。」8本條已明確地表示

出獨禁法的內容與目的。 

                                                 

8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日本公平交易法相關法規彙編》，民國八十五年四月，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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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內容而言，獨禁法包括了「對私人獨占、不當限制交易及不公平

交易方法之禁止以防止事業支配力過度集中」及「對以結合、協定等方法

所為生產、販賣、價格、技術等之不當限制及其他一切事業活動之不當拘

束之排除」；再就目的來說，直接目的為「促進公平自由競爭」及「發揮

事業者之創意、加強事業活動，提高就業及國民實際所得水準」，進而希

冀達到「確保一般消費者之利益」及「促進國民經濟之民主的健全發展」

之間接目的。 

至於不當贈品與不當表示防止法則為防止廠商在商品服務交易上以

不當贈品與不當表示之方式誘引顧客，而依據獨禁法之立法意旨，再加以

更明確的規定，以確保公平競爭與保護一般消費者利益之規範。而不正競

爭防止法乃係禁止企業使用違反道德競爭手段為目的而規範關於營業上

不當競爭行為之禁止。從而，日本立法例中，關於本研究事實可能之相關

規範，即為上述之三部分，以下分述之： 

第一款 獨占禁止法 

首先需說明的是，昭和二十八年修正獨禁法前之舊法時代，規定對

象僅被限定於事業者對自己的競爭者競爭手段之行為，而被以「不公平競

爭方法」之名加以表示；其行為類型，除獨禁法第二條第六項第一至六款

中列舉外，依據第七款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仍可追加指定。但昭和二十

八年修正後，不論任何交易範圍，在以有妨害公平競爭之虞的前提下，皆

成為被廣泛限制之對象，而改稱為「不公平之交易方法」。 

再者，獨禁法第二章「私的獨占及不當的交易限制」與第五章「不

公平之交易方法」所欲規範之情形不同，後者並無須如同前者必須具備「在

一定交易範圍中對於競爭實質限制」之性質；換言之，後者的不公平交易

方法，並不一定以競爭市場中以有市場之支配力為前提。此種分別規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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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與我國公平交易法之規範相同。 

又獨禁法第七十一條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依第二條第九項之規

定，就特定事業指定特定交易方法時，應聽取運用該特定交易方法之事業

與經營者同種事業之意見，並召開公聽會徵求一般意見，做充分之考慮。」

此即所謂特別指定。相對於特別指定，同法第七十二條之告示，即為「一

般指定」，而公平交易委員會於昭和二十八年做出告示第十一號公告所謂

「一般指定」十二個項目9 ，爾後之二十九年間，它都發揮了決定不公平

交易方法之基本規範機能。至昭和五十七年再修改而做出告示第十五號公

告所謂「一般指定」十六個項目10，亦使何種行為屬於「不公平之交易方

法」之行為而有了較明確之規範。以下即就本研究案例事實，可能被第十

五號公告這十六個項目，所規範之情形，分項細述之： 

第一目 欺罔引誘顧客 

一般指定第八項「欺罔引誘顧客」，其指定內容係指：在自己供應之

商品或服務內容或交易條件及其他關於各交易事項上，使顧客誤認比實際

物品或競爭者之物品顯為優良或有利，而不當引誘競爭者之顧客與自己交

易者。此之內容與「不當贈品與不當表示防止法」（以下簡稱贈表法）第

四條關於「不當表示之禁止」極為類似。而本研究事實關於電腦印表機部

分，就研究所得資料顯示，印表機廠商似無使顧客誤認比實際物品或競爭

                                                 

9 該十二項包括：(1)拒絕交易。(2)交易條件等之差別待遇。(3)關於事業團體等之差別

待遇。(4)差別對價。(5)不當廉價、不當高價購入。(6)引誘顧客，強制交易。(7)附排

他條件之交易。(8)附拘束條件之交易。(9)對職員選任之干涉。(10)濫用優越地位。(11)
對競爭者交易之妨害。(12)對競爭公司之內部干涉等。 

10 該十六項包括：(1)共同拒絕交易。(2)其他拒絕交易。(3)差別計價。(4)交易條件等

之差別待遇。(5) 關於事業團體等之差別待遇。(6)不當廉價賣出。(7)不當高價買入。

(8)欺罔引誘顧客。(9)不當利誘顧客。(10)限定搭配銷售。(11)附排他條件之交易。(12)
限制轉售價格。(13)附拘束條件之交易。(14)濫用優勢地位。(15)對競爭者妨害交易。

(16)對競爭公司之內部干涉等。同前註 4，第五十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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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物品顯為優良或有利，而不當引誘競爭者之顧客與自己交易之情事；

但研究小組發現有部分不肖印表機零售商有「將原廠所附之含有少量墨水

之墨水匣取出，而再以更低之價格單獨出售印表機，且不表明不含附贈之

墨水匣，甚至再以此低價與其他零售商附墨水匣印表機售價相比較，而明

顯有較便宜」之行為，則可能受本項之規範。 

其次，對於本研究事實電梯部分，電梯維修廠商依其與電梯使用者

所簽訂之契約，負定期更換零件之責，且所得之對價，似無明顯欺罔顧客

之行為；惟倘有不肖業者，對於未至確需更換年限之零件或其他耗材，趁

定期維修保養之際，強行更換並請求報酬，亦僅生民事上之損害賠償責任

（契約責任、侵權行為責任），與違反公平交易行為無涉；另電梯維修廠

商前往定時保養維修電梯，乃電梯使用者與之訂定契約後所生之義務，確

無引誘顧客之情事。 

第二目 不當利誘顧客 

 一般指定第九項「不當利誘顧客」，其指定內容為：依正常商業習

慣，以不當利益誘使顧客與自己交易者。此是以「正常商業習慣」為基準，

限於超出正常商業習慣者，始規範之。在此，會產生一個前提問題，何謂

「正常商業習慣」？日本的做法通常是指在該業界已被慣行化，也已經社

會所確認，故不能特別在嗣後再將之非難。且從獨禁法的立場來看，以沒

有妨害公平競爭具體危險性的行為，作為引誘顧客而供給應當之利益是可

以被允許的；但是以關於這種意義的正常商業習慣為基準之利益引誘行為

是否有無不當性，則須就個別事件予以判斷。其間，應從該業界習慣及利

益供給的規模、期間等來看，對競爭者有無實質影響，皆應加以考慮。此

外，日本立法例為了彌補此種界線不明之缺點，與部分事業有關之贈品等

相關規範，更在贈表法中有更明確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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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研究事實關於電腦印表機部分，部分印表機廠商11先以低廉之價

格將印表機主體求售，獲得顧客購買，提高市場佔有率後，於墨水匣之售

價之比率與印表機主體相比較，有使部分交易相對人感覺價格較高之情

形，此種行為在印表機業界來說，已可謂眾所週知之事，故應可認定為印

表機行業之「商業習慣」，至於是否正常？亦即是否印表機廠商有降低印

表機主體之價格利潤，作為引誘顧客所為供給利益，是否已達妨害公平競

爭具體危險性？就我國市場來看應該是否定的，詳言之，就研究小組所得

資料僅係HP（惠普）廠商之印表機，有上述之情形，其他廠商並無跟進，

再者，該廠商對其印表機已申請四十餘種專利，其墨水匣之價格當係較

高，但此行為應可認為僅為廠商銷售手段而已。退萬步言，倘將印表機行

業所販售之商品與服務（主機與墨水匣）分析其主要商品來看，將發現印

表機廠商主要販售之商品應為後續墨水匣之填充、更換之銷售與服務，對

於主機銷售部分，僅係獲取顧客與之進行後續填充服務之引誘而已；甚

至，印表機廠商會與電腦廠商簽訂合作契約，在一般民眾購買某電腦廠商

之電腦同時，即可用超低價12來買受印表機主機，更甚者，亦有免費贈送

之情形，皆可推出，印表機廠商所提供之主要產品，實為印表機墨水匣之

銷售服務。而以此低廉印表機主機之銷售，獲得顧客未來締約之機會，應

無所謂不當利誘顧客之情事。 

再者，就本研究事實電梯部分，承前所述，購買電梯主體之建築物

承包商與嗣後付費請求廠商進行保養維修之電梯使用者，實為不同之交易

相對人，殊難想像本規範可適用於前後交易相對人不同之情事；退萬步

言，縱使買受電梯主體之人即為與電梯維修廠商之電梯使用者，而無變動

之情形（如建築物之原始起造人，且自行使用該電梯，並與電梯維修廠商

                                                 

11 就研究小組所得之資料，亦僅有HP（惠普）廠牌之印表機有這種情形，其他廠牌並

無類似此種情形，甚至Espon（愛普生）廠牌之印表機，其印表機主機價格較高、墨

水盒價格較便宜。 
12 如每年資訊展中有所謂買電腦加一元送印表機之銷售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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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訂維修契約），仍應同電腦印表機部分之情形來探討，電梯主體與嗣後

所更換零件間之主副產品之定性；但參酌興建電梯主體價格約新台幣一百

五十萬元左右（見附件五），而每年更換零件耗材之費用約數萬元之比例，

以及電梯耗損年限為十五至二十年，總計算所需更換零件之費用約二百萬

元13左右，可推出電梯主體仍為主產品，耗材零件為副產品，似無問題；

但此二者費用差距甚大，實無以降低電梯主體價格（如降低十萬元）引誘

電梯買受人，而希冀嗣後僅賺取數額相差數百倍（每月僅得獲取數千元）

之零件耗損費用之可能，此外，電梯維修契約多為每年續約，續約主動權

應掌握於電梯使用者中，始得電梯廠商增加未來是否得續約維修契約之變

數，亦可推定電梯廠商並無以降低主體價格以引誘客戶，而換取未來未必

存續之維修電梯利得之必要。 

第三目 附排他條件之交易 

 一般指定第十一項「附排他條件之交易」，其指定內容為：不當地

以交易相對人和競爭者不為交易為條件，與該交易相對人交易，而減少競

爭者交易機會之虞者，此即所謂「間接杯葛」之行為。 

本研究事實關於電腦印表機部分，印表機廠商對其買受印表機主體

之顧客雖告知未來墨水匣之補充，仍應購買原廠耗材，惟此告知並無任何

強制力，顧客仍得不理會其告知而自行購買其他廠商所生產之墨水匣；此

外，印表機廠商出賣主機或墨水匣時，亦無要求顧客現在或將來不得向其

他印表機廠商購買產品，否則即不出賣之情事，故應不屬於「附排他條件

之交易」規範之行為。 

又研究事實關於電梯部分，首先，電梯興建廠商與電梯維修廠商未

                                                 

13 以研究小組所得之資料，電梯維修費用每台每月上限以八千元計算，乘上每年十二

個月，再乘上二十年，得出一百九十二萬元之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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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屬於同一家廠商，倘於二者屬於不同廠商之情形，並無訂定「附排他條

件」約款之可能，再者，於二者屬於同一廠商之情形，電梯廠商對購買電

梯主體之建築物承包商，仍無訂定「附排他條件」約款之必要，乃因電梯

主體嗣後多伴隨著建築物所有權之移轉而隨之移轉，故與電梯廠商接洽保

養維修事宜者，多非原購買電梯之承包商；又考量電梯產品高度要求安全

性之特質，電梯使用者需保養維修電梯時，多找尋原製造廠商來處理之，

電梯廠商根本不需事先訂定「附排他條件」約款之情形即得獲得維修客

戶；綜上，「附排他條件之交易」有關之規範，應不適用。 

第四目 附拘束條件之交易 

一般指定第十三項「附拘束條件之交易」，其指定內容為：前兩項行

為（附排他條件之交易及限制轉售價格之交易）之外，以限制交易相對人

與他人交易及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該交易相對人進行

交易。本項因應其具體狀況，判斷是否有「妨害公平競爭之虞」。若有妨

害公平競爭「之虞」，該行為便被認為係違法。 

本研究事實關於電腦印表機部分，印表機廠商多有「倘於保固期間，

顧客自行向其他廠商買受墨水匣填充，致使主機損壞時，該廠商即不負保

固責任」之聲明，而此種聲明確已對原購買印表機主機之交易相對人於未

來選購墨水匣做成決定時造成影響，是否即屬於本項所應規範之範疇，頗

值探討。承前所述，本項所欲規範者為有「妨害公平競爭之虞」的行為，

而印表機廠商之聲明，亦僅表達其所生產之產品有其特殊之使用方式，且

其原廠墨水匣始得與主機相容，此外，HP（惠普）廠商還對其製作印表機

之技術、產品等申請了四十餘項專利權，亦足以表彰其商品有其專業技術

性，希冀交易相對人於使用時遵守其教導之方式來使用，而交易相對人自

行選購其他廠商之墨水匣加以填充，倘其選購之副廠墨水匣，在製造上、

使用上皆與原廠商之墨水匣相同，可能不會產生立即損壞印表機主機之情

形，換言之，對交易相對人而言，在保固期間內使用原廠商之墨水匣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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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廠商之墨水匣，並無區別；反之，若其他廠商之墨水匣，在製造上、使

用上，確實劣於原廠商之耗材，或是與原廠商之主機不相容，將造成損壞

印表機主機之情事並不難預見，而依據物之使用方式應依正常使用之經驗

法則以及風險自負原則之法理，原廠商在保固期間對於交易相對人與有過

失所造成之印表機主機損壞，應予以減輕責任。綜上，印表機廠商之行為，

實無「妨害公平競爭之虞」而非屬於本項所應規範之範疇。 

而對於本研究事實電梯部分，前已一再敘明，電梯廠商實無必要亦

無可能與購買電梯之建築物承包商訂定任何附條件之契約，故「附拘束條

件之契約」有關規範，亦不適用。 

第五目 濫用優勢地位 

一般指定第十四項「濫用優勢地位」，其指定內容為：利用自己優於

交易相對人之交易地位，依正常商業習慣，不當為下列行為之一者：（１）

要求交易相對人購買交易商品或服務以外之其他商品或服務。……。本項

之優勢地位為相對的，亦即，應評估交易相對人兩造之經濟力來決定何造

相對人擁有優勢地位。再者，有優勢地位之事業者，依這種強過交易相對

人之反慣行交易方法甚至交易條件，使交易相對人處於競爭上不利益之地

位，或使自己占有競爭上有利之地位的行為，實應加以規範。 

惟本研究事實電腦印表機部分，前已強調，並無強迫而僅處於建議、

聲明之情事，且縱使交易相對人自行購買非原廠商之墨水匣，亦不影響其

間早已存在印表機主機之買賣契約關係14。此外，印表機廠商於出售主機

或墨水匣時，亦無要求相對人必定要同時購買相關墨水匣或主機，故此部

份仍非應受本項所規範。 

                                                 

14 法律效果除交付標的物與價金之外，尚有物之瑕疵擔保與權利瑕疵擔保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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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對於本研究事實電梯部分，則因電梯產品之特性，縱使據研究小

組所得資料顯示，我國電梯市場已為寡占市場，電梯廠商相對於交易相對

人來說，確實已達優勢地位，出售電梯之廠商仍無濫用其優勢地位之情事

及必要，故此部份，應不受本項之規範。惟應注意者，倘電梯維修廠商憑

其優勢地位，與交易相對人約明關於訂定電梯維修契約，必須訂定長期契

約始願意為之，而拒絕訂定短期維修契約時，可能即受本項之規範，應予

注意。 

第二款 不當贈品與不當表示防止法 

贈表法第一條15即規定：為防止商品服務交易上之不當贈品與表示以

誘引顧客，依據禁止私的獨占與確保公平交易法律法（獨占禁止法），特

制定本法，以確保公平競爭與保護一般消費者利益之規範。而同法第二條

即對何謂「贈品」、「表示」有較明確之規定。以下再就本法中「贈品」與

「表示」兩大類規範是否適用於本研究事實，而作分析如下： 

第一目 贈品之限制與禁止 

贈表法第二條第一項16將贈品定義為：「謂事業為誘引顧客，以直接、

間接或不論是否以抽獎方式，附隨於其商品或服務之交易所提供與交易相

對人之物品、金錢或其他經濟上利益經公平委員會指定者。」而本研究事

實關於電腦印表機部分，若將印表機主機以低廉價格販售，交易相對人在

購買之當時，即可能獲取與正常價格相差之「差價」，此僅為一種經濟上

利益，故是否可認定為贈品，於日本實務之做法仍須經過日本公平交易委

員會之指定。換言之，必須先經指定為「贈品」後，始有本法第三條有關

                                                 

15 同前註 4，第 66 頁。 
1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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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品之限制與禁止法條規範之適用。惟須注意者，上述說法乃將印表機之

主機硬體與墨水匣視為一體商品時，低廉主機差價始有被認定為「贈品」

之可能，而依我國印表機市場中之交易習慣，是否將相關印表機之產品（包

括主機及墨水匣）當作一體來購買，似採否定見解。換言之，要將此「差

價」認定為「贈品」，恐仍有困難。 

再者，同法第三條17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為防止不當誘引顧客之必

要，得限制贈品價款最高額或其總額、種類或提供之方式及其他有關贈品

之提供事項，亦得禁止贈品之提供。而倘前提先將該「差價」認為係「贈

品」後，再由公平交易委員會決定印表機主體之最低底價為多少，實有遭

質疑過度干涉市場經濟之虞，且在實際操作方面，亦不可能由公平交易委

員會之行政機關對各種印表機甚至其他商品定出最低底價；綜上，本研究

事實絕不適合以「贈品」之方式來處理。 

又本研究事實關於電梯部分與贈品毫無關係，茲不贅述。 

第二目 不當表示之禁止 

贈表法第二條第二項18將表示定義為：「事業為誘引顧客，與其商品、

服務或交易條件相關之交易事項所為之廣告或其他表示，經公平交易委員

會指定者。」，且不當表示之禁止，則規定於同法第四條19中，其規定為：

事業就其營業提供之商品或服務，不得有下列之表示：（１）……。（２）

事業意圖使一般消費者誤認，於其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其他條件，為較其

實際情形或較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顯著優良之表示，至不當誘引顧客而有

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17 同前註。 
18 同前註。 
19 同前註，第 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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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事實關於印表機部分所欲探討者，係綜觀主機價格與墨水匣

價格是否有影響公平交易之虞，故對於第四條之適用可能性並不大；惟倘

印表機廠商於出賣印表機主機時，曾表示其墨水匣亦如同主機價格低廉，

亦或是廠商意圖使交易相對人誤認其印表機主機或墨水匣之價格較其他

競爭者便宜，至不當誘引顧客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時，仍有贈表法第四

條之適用。此外，在前述不肖印表機廠商將原廠印表機所附墨水匣取出，

並以較低之價格出售，而使交易相對人誤認僅需以較低之價格即得買受附

墨水匣之印表機，並與之交易，則將會有本條之適用。 

而關於本研究事實電梯部分，購買電梯主體之建築物承包商，多不

關心嗣後維修勞務對價及更換零件價格之高低，且此等價格之高低確非誘

發電梯主體購買者購買意願之要素，故應無本條之限制適用。 

第三款 不正競爭防止法 

在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二條第一項中已對「不正競爭」下了十二種明

確行為之定義，而與本研究案例事實有關者，為第十款之情形。該條第一

項第十款 20規定：在商品或勞務或其廣告或交易上所使用之書類或通信

上，關於商品的原產地、品質、內容、製造方法、用途或數量或其勞務之

品質、內容、用途或數量為使人發生誤認之表示；或是讓與、交付，或為

讓與或交付而展示、輸出、或是輸入為此表示之商品或是提供為此表示之

勞務之行為。換言之，只要有上述標示不符情形之一者，即為不正競爭，

須受不正競爭防止法第十三條之處罰。 

本研究事實關於電腦印表機部分，印表機廠商若於交易相對人購買

主機時，未表明未來更換印表機墨水匣之費用高低，是否逕可認定屬於本

                                                 

20 同前註，第 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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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規定之不正競爭行為，恐有疑問。本款所規範者，為積極的錯誤表示、

記載行為，而依研究小組訪查之結果，最多僅可能涉及消極的未表明情

形，而此情事，恐不能以相同之情形處理之。易言之，本款所規範之積極

行為，參照與其同樣被認為是不正競爭行為之其他款來看，其所違反公平

交易之程度已不屬於輕微，且違法性較高，而印表機廠商至多僅係消極不

說明行為，實與該等行為有一段明顯的差距，不應以不正競爭防止法歸責

之。 

至於本研究事實電梯部分，無論係電梯主體之購買者，所關心之要

素多為主體價格、性能、安全性……等，與耗材、零件之價格無關，但倘

電梯興建廠商對主體價格、性能、安全性……等因素說明不實或錯誤記載

者可能有本條之適用。 

第四款 日本立法例與我國公平交易法之比較 

前已敘明，日本有關規範公平交易行為之法規範，主要有獨占禁止

法與不正競爭防止法二部；而前者所規範之內容又多與我國公平交易法相

當。簡易整理如下： 

公平交易委員會告示第十五號中所謂一般指定之第八項「欺罔引誘

顧客」與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相當。 

公平交易委員會告示第十五號中所謂一般指定之第九項「不當利誘

顧客」與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相當。 

公平交易委員會告示第十五號中所謂一般指定之第十一項「附排他

條件之交易」與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六款相當。 

公平交易委員會告示第十五號中所謂一般指定之第十三項「附拘束

條件之交易」與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六款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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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告示第十五號中所謂一般指定之第十四項「濫用優

勢地位」與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六款相當。 

贈表法第二條、第三條有關「贈品之限制與禁止」與我國公平交易

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第六款有關。 

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款「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與禁止」與我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有關。 

而由我國公平法與日本獨占禁止法等公平交易法規比較可以發現，

我國公平法基本上可涵蓋日本獨占禁止法之主要條文，但對於日本贈表法

之相關規定，我國公平法則無明文之規定，僅得留待未來修法時，參照日

本贈表法之立法例，以評估是否須將此部分納入規範；惟日本立法例對於

違反公平交易之行為，多以子法或行政解釋，更具體的將違反公平交易或

有違反公平交易之虞者之態樣明文規定或公告之，但對於本研究案例有關

之事實，尋遍日本立法例之規定，亦無明文之處理規範，故僅得現行立法

例之意旨，來參酌考量。此外，參以我國行政程序法於九十年一月一日已

開始施行，未來對於認定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之情形，似可於部分情形仿

照日本立法例中對於「特別指定」之舉辦公聽會方式，以作為判斷之依據，

本研究事實似即適當以此方式辦理。 

第三項 韓國法立法例 

韓國關於規範公平交易行為之法規，以「限制獨占及促進公平交易

法」與「不正競爭防止法」兩部法規為主，前者尚有更具體之施行細則，

後者之立法目的則是為了防止不當使用他人國內知名商標、商號等不當競

爭行為與侵害他人營業秘密行為，以維持健全之交易秩序；於該法第二條

已對「不正競爭行為」有明確之五種行為定義，惟本研究案例事實之行為，

確非此五種定義範圍所涵蓋，故在此不予討論。此外，尚有「公平轉包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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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交易法」母法及其施行細則之規定，惟該法之目的乃在確立轉包契約交

易之秩序，使原廠商與承包商之地位對等，且互補地均衡發展，以促進國

民經濟之健全發展；而此法之規範目的亦與本研究案例事實無關，故以下

僅就「限制獨占及促進公平交易法」中相關本研究事實之部分，作比較法

之探討。 

第一款 韓國公平法暨其相關類型基準 

第一目 限制獨占及促進公平交易法之內容與目的 

限制獨占及促進公平交易法（以下簡稱韓國公平法）第一條規定：「防

止事業人濫用市場支配地位及經濟力過度集中，並限制不當的共同行為及

不公平交易行為，以促進公平和自由競爭，增進創造性之企業活動及保護

消費者，進而謀求國民經濟之均衡發展。」21，韓國公平法就內容而言，

包括了「防止事業人濫用市場支配地位及經濟力過度集中」及「限制不當

的共同行為及不公平交易行為」；就目的來說，直接目的為「促進公平和

自由競爭」、「增進創造性之企業活動」及「保護消費者」，進而促成「謀

求國民經濟之均衡發展」之間接目的達成。應注意的是，保護消費者乃為

韓國公平法之直接目的之一，換言之，在適用本法處理有無違反公平交易

行為之時，仍應同時考量保護消費者之重要性。再者，韓國公平法將禁止

濫用市場支配地位、限制企業結合與抑制經濟力集中、不當共同行為之限

制、不公平交易行為之禁止、維持轉售價格行為之限制以及締結國際契約

之限制等規定，分別規定於不同章節中，使得在適用各章節之條文時，有

其獨立的規範意旨可供遵循。而本研究案例事實僅涉及韓國公平法第五章

                                                 

21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韓國公平交易法相關法規彙編》，民國八十三年三月，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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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不公平交易行為之禁止」部分，故以下僅就此部分再詳細分析討論。 

韓國公平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將「不公平交易行為」定義為六款，

而於同條第二項卻又規定：依第一項規定之不公平交易行為類型及基準，

由公平交易委員會訂定並公告之；再參以韓國公平法施行細則第三十六條

22之規定，可推知韓國公平法與日本公平法之立法例，對「不公平交易行

為」之認定方式相同，皆採取所謂「一般指定」與「特別指定」之方式且

於母法中訂定概括規定，再授權公平交易委員會對二者做出更具體之認

定，且兩國立法例對於「特別指定」之認定，皆認為應事先藉由公聽會（日

本）或聽取相關政府行政機關首長（韓國）之意見，始得為之。換言之，

經過此程序之處理，將可使此「特別指定」更具公信力，更符合社會經濟

背景。 

韓國公平交易委員會公告第九十之七號及第九十之十一號即依上述

之規定，頒布「不公平交易行為之類型與基準」（以下簡稱行為類型基準）

與「關於提供促銷贈品之不公平交易行為之類型及基準」（以下簡稱促銷

贈品類型基準），以下就與本研究事實相關之規範，分項討論： 

第二目 以不當利益誘引顧客（行為類型基準第四條第一款） 

此具體內容為：提供或計劃提供不符一般交易習慣之不合理或超額

利益。換言之，廠商所提供（或計劃提供）之利益，已不合正常交易習慣，

                                                 

22 韓國公交法施行細則第三十六條： 
委員會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指定不公平交易行為之類型或基準，得就

類型或基準之適用分為所有事業或僅適用於特定事業或特定活動。 
前項規定適用於所有事業之不公平交易行為之類型或基準，係指經常或可能發生

於所有事業；適用於特定事業之不公平交易行為之類型或基準，係指發生或可能

發生於特定事業範圍；適用於特定活動之不公平交易行為之類型或基準，係指發

生於提供贈品、特別廉售或其他不公平交易慣行。 
委員會依第一項規定指定僅適用於特定事業之不公平交易行為類型或基準時，應

事先聽取相關政府行政機關首長之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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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應受本款之禁止。而本研究事實有關電腦印表機部分非受本款之限制，

理由請參照日本立法例獨占禁止法有關「不當利誘顧客」章節之敘述。而

本研究事實關於電梯部分，係因電梯產品特質之關係，出賣廠商殊難想像

會以不當利益之方式誘引顧客，換言之，本研究事實皆不受本款之規範。 

第三目 以欺瞞之方法誘引顧客（行為類型基準第四條第二款） 

此具體內容為：已非第八條所規定之陳述或廣告方式，不當誘引競

爭者之顧客與自己交易，而包括就交易相關事項對顧客之誤導，例如使交

易相對人誤信其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較競爭者顯著為佳或競爭者之商品

或服務較其顯著為劣等。應注意的是此款之舉例僅為方便了解之用，並非

僅限於與競爭者比較優劣之誤導，始為本款所欲規範之範圍。 

本研究事實電腦印表機部分，倘印表機廠商於交易相對人欲選購印

表機產品時，並未明確告知未來墨水匣之價格較昂貴之事實，甚至刻意隱

瞞此情狀，是否為本款所規範之對象？在此似得採肯定之見解！為何在此

種情形，在日本立法例中，採否定見解，卻在此韓國立法例中，採肯定之

見解呢？實因韓國公平法第一條已明確表示「保護消費者」為其直接目的

之一，而日本獨禁法卻無如此明確之規定，故於適用該法時，其範圍應較

日本獨禁法之適用範圍廣；惟是否交易相對人於選購印表機商品時，印表

機廠商確應負此完全事實之陳述告知義務？則有賴於韓國實務對此消費

法律關係暨消費習慣之認定了。綜上，於韓國公平法之立法目的體系下，

此部份研究事實，實有受本款規範之可能。 

再就本研究事實電梯部分討論，實際上電梯廠商仍可能作出似本款

所規範之行為，惟前已述及，電梯主體之購買者與嗣後使用電梯之人，通

常為不同之個體；換言之，縱使電梯廠商確有本款之行為，惟購買電梯之

建商於建築物出售完畢後，即無關於本建築物暨電梯之使用關係，建商萬

不可能自行再對電梯廠商追究上述行為之責任，而另一方面，倘嗣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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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住戶欲主張購買當時廠商係以不當誘引競爭者之顧客的手段與爭取

交易機會，一則其非當時之買受顧客，另一則舉證困難。綜上，本款適用

於此部份之機會，應該不大！ 

第四目 搭售或其他強迫交易（行為類型基準第五條第一、三款） 

此具體內容為：供應商品或服務時，依一般交易習慣，不當強迫交

易相對人購買自己或其指定事業之商品或服務之行為。換言之，此強迫購

買行為，仍須違反一般交易習慣，始受本款之禁止。惟本研究事實電腦印

表機部分，印表機廠商對其買受印表機主體之顧客雖告知未來墨水匣之補

充，仍應購買原廠墨水匣，惟此告知並無任何強制力，顧客仍得不理會其

告知而自行購買其他廠商所生產之墨水匣；此外，依印表機行業整體來

看，於我國市場中，此種行為，應以長期存在，且屬於常態，一般消費者

均已知悉之情形，故縱使可認為印表機廠商之告知，實已屬於強迫未來購

買行為，但有無違反一般交易習慣，恐仍有疑問。但若以韓國公平法保障

消費者之目的評估，倘廠商為此種行為，仍有受此本款規範之可能。 

反觀，本研究事實電梯部分，電梯廠商並未要求買受電梯主體之建

築物承包商嗣後於維修之時，仍須使用其原廠之零件，再參以電梯所有權

多於嗣後隨同建築物而移轉於住戶，故電梯廠商顯無要求之實益。再者，

銷售電梯行為更無所謂「搭售」之情事，故此部份之事實並不受本款規定

之規範。 

第五目 強迫購買（行為類型基準第六條第一款） 

此具體內容為：強迫無購買意願之交易相對人購買商品或服務行

為。換言之，倘交易相對人本即有購買之意願，及非本款所禁止之範疇。

惟本研究事實關於印表機部分，印表機主機購買者嗣後向原印表機廠商購

買墨水匣之意願，似有可能因原廠商之告知必須購買其原廠墨水匣，始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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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已而為之，再參以韓國公平法保障消費者之目的一併評估，本研究案例

事實，亦有受此本款規範之可能。 

再就本研究事實關於電梯部分，實因電梯使用者多半考量倘使用其

他廠商之零件或耗材，仍懷疑彼此間之相容性，且恐會影響整個電梯之效

能，甚至危及使用安全性，故多皆自願請求維修廠商使用原廠零件，故實

無強迫購買之情事。 

第六目 其他對交易相對人之不當限制（行為類型基準第七條第三

款 

此具體內容為：以非前款（交易地區、對象之限制）行為之方式，

不當限制交易對象或其事業活動，或以其他方法不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

業活動之交易行為。如前所述，韓國公平法將保障消費者作為保障之主要

目的之一，因此，這裡的不當限制交易對象，當然應包括消費者在內，此

外，對於認定違法性之程度，亦因保障消費者之故，而應降低其標準；換

言之，本研究事實印表機部分，印表機廠商之行為，實已符合本款之「以

其他方式」，不當限制交易對象之活動，至於其結果是否產生受影響之結

果，則於保障消費者之前提下，不予考慮。 

再者，本研究事實關於電梯部分，不論電梯製造廠商甚至維修廠商

皆無對電梯購買者或使用者有任何不當限制交易之行為，縱使如韓國公平

法加重考量保護消費者之目的，亦仍無法想像此部份研究事實應受本款有

關公平法之規範。 

第七目 促銷贈品類型基準之規定 

於促銷贈品類型基準第二條，即對「促銷贈品」作出定義：指事業

者附隨自己所供給的商品或勞務的交易，或即使不附隨於交易而以廣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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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提供經濟上的利益給交易相對人或一般消費者而言。換言之，此之

所謂贈品即為一種經濟上之利益。惟同法第四條23又再對於「經濟上之利

益」下了非常明確且嚴格之定義；而將本研究事實關於電腦印表機部分，

涵攝於該條後，可能得出下列結論： 

一、 交易相對人購買電腦時，附隨於電腦而可低價買受印

表機之情形，一般社會上多認為正常商業習慣之情形。 

二、 交易相對人購買電腦時，縱使印表機聲稱免費贈送，

但因為此二種商品一起販賣亦已成為一種商業習慣，而交易相

對人亦多認為，印表機之對價實已灌入電腦總價之中，並不認

為免費獲得印表機之情形，況且，獲得該品牌之印表機，於將

                                                 

23 韓國促銷贈品類型準則第四條： 
第二條中所稱經濟上之利益，指相當於下列各款之一事項而言。但一般社會上認

為正常的商業習慣，如貨款的削減或降價，售後服務或認定為附隨於相關商品或

勞務原來應有內容之經濟上利益除外： 
一、 物品、金錢、折扣券、商品券及其他有價證券。 
二、 表演、電影、運動競賽或旅行等之招待券。 
三、 提供便利等的勞務。 
四、 其他認定為吸引顧客手段之經濟上利益。 
第一項之經濟上利益包括使事業者無須花費特別費用而可提供之物品，或市面上

沒有販賣之物品，而交易相對人或一般消費者若無支付一般之代價無法取得之情

形。但相當於下列各款之一之情形不在此限： 
一、 對於交易相對人之辛勞之報酬。 
二、 一般社會上認為正常商業習慣之償還一部份所收取貨款。 
第一項但書所稱一般社會上認正常商業習慣之售後服務或附隨於相關商品或勞務

原來應有內容之經濟上利益，指相當於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而言： 
一、 附隨於商品之販賣或使用，或勞務之提供所提供之必要物品或勞務之情形，

一般社會上認為正常商業習慣之情形。 
二、 因為二種以上商品一起販賣之行為成為商業習慣，並不認為免費獲得其中之

一之情形。 
三、 二種以上商品個別標示販賣價格，而交易相對人若僅希望購入其中之一之情

形。 
四、 其他從相關商品或勞務性質或內容來看，一般社會上認為正常商業習慣之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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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恐仍有繼續向該廠商買受墨水匣之可能，更不會認為係免費

獲得印表機之利益。 

三、 若交易相對人將印表機主機與電腦或與該主機適用

之墨水匣，認為二種以上商品個別標示販賣價格，而其僅希望

購入印表機主機之情形，可能即無所謂獲得利益之情事。 

四、 將印表機主體與墨水匣填充服務作為一體之商品來

看，一般社會上認為印表機廠商為了嗣後的墨水匣填充服務之

獲利，而將主機價格壓至最低，仍為正常商業習慣之情形。 

綜上之結論，可以發現，此部份研究事實之情形，實非上開基準之

「促銷贈品」定義內之範疇，當然即無促銷贈品類型基準之相關規範的適

用。 

又本研究事實關於電梯部分並無任何贈品或折扣之行為，當不受本

款之規範。 

第二款 韓國立法例與我國公平交易法之比較 

韓國有關規範公平交易行為之法規範，主要有韓國公平法、不正競

爭防止法及公平轉包契約交易法三部；而有關本研究案例者，僅韓國公平

法而已，惟其所規範之內容亦與我國公平交易法相當。簡易整理如下： 

行為類型基準第四條第一款之「以不當利益誘引顧客」行為與我國

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相當。 

行為類型基準第四條第二款之「以欺瞞之方法誘引顧客」行為與我

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相當。 

行為類型基準第五條第一款之「搭售」與第三款之「其他強迫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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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與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第六款相當。 

行為類型基準第六條第一款之「強迫購買」行為與我國公平交易法

第十九條第一項第六款相當。 

行為類型基準第七條第三款之「其他對交易相對人之不當限制」行

為與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六款相當。 

促銷贈品類型基準之規定有關「促銷贈品」相關規範與我國公平交

易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第六款有關。 

而由我國公平法與韓國公平法等公平交易法規比較24可以發現，韓國

公平法之抑制經濟力集中規定（如大企業集團之關係、企業之間禁止相互

出資、限制出資總額、對關係企業之債務保證限制之規定），我國實規定

於公司法之關係企業專章；又韓國公平法之締結國際契約之限制為我國公

平法所無，而我國公平法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之規定則為韓國公平法所

無，除上述以外，兩不公平法之內容，實係相當相似。最須注意的是，保

護消費者乃為韓國公平法之直接目的之一，反觀我國之法制，保障消費者

亦為我國公平法之目的之一，惟我國除除公平法之外，尚有一消費者保護

法（以下簡稱消保法）來對消費者權益加以保障。換言之，在適用韓國公

平法處理有無違反公平交易行為之時，仍應同時考量保護消費者之重要

性。而回歸我國之適用時，則應先釐清我國公平法與消保法間之關係，以

找出二者法域鄰接案件處理方式，而對於此部份，將於本文後續，再以獨

立章節，做更明確的分析。綜上，本研究案例事實，即為鄰接公平法與消

保法二法域之情形，參照韓國立法例，可由韓國實務與法律規範之作法，

提供我國未來處理此等案件之參考。 

                                                 

24 木卜承雨，《中、韓公平交易法之比較研究》，民國八十六年六月，第 1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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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德國立法例 

德國關於規範公平交易行為之法規，散見於「營業競爭限制防止

法」、「不正競爭防止法」、「贈品法」與「折扣法」等法規中。由於上開法

律各有其體系相互配合之處，以下就論述之方便，而不以該國之法律體系

討論，而以有關本研究案例事實分電腦印表機與電梯部分，德國立法例可

能之處理方式與法如何規範，來作細部之分析： 

第一款 杯葛 

將本研究案例全部涵攝於上述德國關於杯葛法規範中，發現本案例

事實電腦印表機廠商或電梯廠商並無對「特定對象」有杯葛之行為。換言

之，縱使廠商告知交易相對人使用其原廠之墨水匣與零件，將會減少其他

廠商獲得顧客之機會，且二廠商間確有競爭關係，但廠商之告知，並未指

明要求交易相對人「不要向特定廠商」購買。再者，廠商之告知行為，並

未達到「足以影響」交易相對人決定之程度。故實無「直接杯葛」之情事。

此外，本研究事實關於電腦印表機部分，印表機廠商對買受其印表機主體

之顧客，告知於嗣後須補充墨水匣等耗材時，仍須使用該廠牌之產品，可

能有所謂「間接杯葛」之情事。而電梯部分，連間接杯葛之情事皆無，以

下即不就此部分討論。 

而於德國立法例中，對於杯葛定義為：以共同斷絕與該對象之關係

或不與之建立關係為目的，而為一種針對特定對象的、有組織的阻絕行

為。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雖然沒有明文直接規範杯葛之行為，但是學說及

實務一向以其第一條25來處理。此外，新修正的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

                                                 

25 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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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第一項26已明文直接規範杯葛之行為。杯葛之所以被認為是違

反善良風俗之競爭行為，係因其不在於直接提昇自己之效能，而是以阻礙

對手為目的，使其難以或無法在市場上公平競爭。據該法條之意旨推出，

杯葛除了必須將被杯葛人排除於通常交易之外，尚須具備三要件：（一）

杯葛發起人與被杯葛人間必須具備競爭關係。（二）必須有三方當事人之

參與。（三）杯葛發起人之呼籲須足以影響杯葛被發起人之決定。 

惟將本研究事實印表機部分，以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關於杯葛

法規範中，發現本案例事實之印表機廠商並無對「特定對象」有杯葛之行

為。換言之，縱使廠商告知消費者使用其原廠之墨水匣，將會減少其他印

表機墨水匣廠商獲得顧客之機會，且二廠商間確有競爭關係，但印表機廠

商之告知，並未指明要求消費者「不要向特定廠商」購買。再者，印表機

廠商之告知行為，並未達到「足以影響」消費者決定之程度，故依以上分

析，本研究事實電腦印表機部分應不成立所謂「杯葛」行為。 

第二款 獵捕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 

德國立法例關於此部分之規定，實依據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第

七條，以及新修正的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十九條第五項27、第二十一條

                                                                                                                                                     

出於競爭目的，而於營業交易中從事背於善良風俗之行為者，得向其請求不作為

及賠償所生之損害。 
26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企業或企業團體不得意圖不公平損害特定競爭者，而要求他企業或他企業團體對

該競爭者斷絕供給或斷絕購買。 
27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十九條第五項：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具市場控制地位之特定種類商品或營業給付之供給者或需求

者，就其行為為濫用經濟力： 
1. 無實質上之正當理由，以市場上競爭相關之方法，對其他有競爭可能性之企業

加以侵害者。 
2. 所要求之報酬或其他交易條件，與在有效競爭下極有可能導致之報酬或條件不

符合；於此情形，尤應斟酌在其他與之可相比較之市場上，有效競爭存在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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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28、贈品法及折扣法，一般性地規範此種不正競爭之行為，合先敘

明。又就廠商運用手段之不同，亦可分為強制交易相對人與利誘交易相對

人兩部分： 

第一目 強制交易相對人 

效能競爭下之顧客應該再相互競爭的產物間，依據其需要及產品之

價格與品質做理性而自由之選擇。但是事業若以物理或心理之強制手段，

迫使顧客非如其所願地締結交易契約，當然是應該非難的不正競爭行為。

物理的強制手段（如直接使用暴力）在實務上較為少見，其不正當性亦顯

而易見，且與本研究事實皆無關，茲不贅述。而心理上之強制手段，就與

本研究事實有關之部份，僅為有無運用權威壓力之問題，以下分析詳述之： 

一、 事業若使用因其地位、職務或聲望而享有特別之地

位，以此直接或間接行銷商品，以致相對之交易人出於對此等

權威之信賴或畏懼，而在無法依據價格及品質做理性判斷之情

形下，被迫締結契約，仍屬於不正當之競爭行為。反之，權威

地位者基於本身專業之檢定，而客觀推薦某一產品，尚難謂對

相對人造成壓力，而限制其決定之自由。 

二、 本研究事實關於電腦印表機部分，印表機廠商利用其

                                                                                                                                                     

企業行為態樣。 
3. 所要求之報酬或其他交易條件，比在可相較之市場上，具市場控制地位企業對

同等購買者所要求者，更為不利；但其差別若有正當理由者，不在此限。 
4. 具市場控制地位之企業拒絕其他企業，以適當之對價要求共同使用其網路系統

或其他基礎設備者，且基於法律上或事實上理由，其他企業若無法與之共同使

用其設備，即不可能成為市場控制地位企業之競爭對手。但共同使用設備係基

於企業之條件或其他理由而無法達成者，不在此限。 
28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企業或企業團體，不得以恐嚇或施加不利益及承諾或給予他企業利益為手段，驅

使他企業為本法或卡特爾官署根據本法作成之處分，禁止為契約約定標的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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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之地位，於消費者買受其印表機主機時，告知嗣後墨水匣

使用之方式，甚至聲明倘因消費者自行選用其他廠牌之耗材，

致使主體雖於保固期間而損壞，廠商不負保固責任。倘單就前

述告知耗材使用之方式而已，此仍應認為係印表機廠商基於本

身專業之認定，而客觀推薦其廠牌之墨水匣，始與其廠牌之印

表機主體相容；在此部份應不屬於不正當競爭行為；惟後者保

固期間中不負責任之聲明，確已提昇該行為被認定違法之可能

性，但是否已達足認不正當競爭行為，於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

止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一款 29對於以規格或型式統一之建議

不被禁止之規定，似應否定之。 

三、 而本研究事實關於電梯部分，因電梯產品之特性，且

又與使用者之生命身體安全相關；惟在此廠商似僅採取消極之

不作為；換言之，廠商僅無積極地告知嗣後於更換零件時，未

必一定要使用原廠零件等情事，是否即應將之認定為以運用心

理強制手段迫使相對人為交易行為，仍有討論之空間。 

四、 末查，我國有關民法規範體系，多與德國民事法規體

系相似，故我國於未來對於本研究事實之處理，實可參酌德國

立法例有關公平法與民法間之鄰接法域問題處理，而做出各妥

善之決定。 

                                                 

29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一款： 
本條第一項前款之禁止規定，於下列情況不適用之： 
1. 該建議單純以規格或型式之統一適用為標的，且前項第二款規定之要件存在

者，但若該建議係由合理化協會所提出者，得不需具備「明示該建議無拘束力」

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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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利誘交易相對人行為 

在事業採行的各種行銷及廣告之中，最有用亦最可奏效的，即為「利

誘」交易相對人之方式了。利誘之方式可大略分為直接給予利益以及營造

氣氛與環境使消費者覺得有利可圖（如舉辦促銷活動）。而與本研究事實

關於印表機主機部分，乃前者之「直接給予利益」，而對於電梯部分，則

應無本款之情事，故在此僅就「直接給予利益」部分作討論分析。 

事業通常所期約或給予顧客之利益，數以千百種計，包括金錢、贈

品、特殊的附帶給付（購車一年內免費進場保養）、抽獎活動……等。德

國法上規範直接給予利益之規範主要有：贈品法、折扣法、不正競爭防止

法第一條以及新修正的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一、 贈品法 

贈品廣告不僅隱含欺矇商品實際價格之危險，而且將消費者之注意

力引離產品之品質與價格，而導向贈品，以致消費者是為了享受贈品而購

買該產品，凡此均有違效能競爭之本質，故贈品法原則上禁止任何形式的

贈品，而僅列舉了七項例外30之情形。據此，如何界定「贈品」則為關鍵

之處；惟德國法對此卻無明文規定。而德國之一般通說則認為「贈品」有

三個要件：（１）必須是主要商品（或服務）之外的附隨商品（或服務）。

至於此二項商品（或服務）是否為同類商品（或服務）則非所問。（２）

必須在有償購得主要商品（或服務）的情形下，才取得該項附隨商品（或

服務）。（３）並未對該附隨商品另行計價。 

而依贈品法中明文列舉之七項例外允許的贈品中，折扣即為其中之

                                                 

30 七種例外允許之贈品如下：小額贈品、折扣、商業上習見之附帶給付、顧客雜誌、

資訊、建議之提供以及報紙雜誌事業為其訂戶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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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而本研究案例事實中，似可將印表機主體之應售價格與實際出售價

格所差之差價，視為一種折扣。換言之，本案例中印表機廠商之行為，應

仍受德國贈品法以及折扣法之規範。 

二、 折扣法 

德國立法者於一九三二年制定贈品法時，認為沒有必要另外特別規

範事業的折扣行為。但是由於贈品法並不禁止提供折扣，事業遂紛紛以提

供折扣之方式規避贈品法，更已達到不理性且有害國民經濟之地步，致使

德國於一九九三年制定折扣法。然而，隨著德國經濟歐體化，解除管制之

呼聲漸高，再加上歐洲委員會對德國折扣法的指責，德國政府已計畫廢止

折扣法。 

簡單地說，折扣是一種減價行為，亦即顧客所支付之價格低於事業

所要求之價格。其表現之型態或是直接在售價上直接折扣（金錢折扣），

或是給予較多數量之商品（商品折扣）以及其他型態等。提供折扣之行為

本身並無可議之處，但銷售事業若濫用折扣行為，以經濟上不可能承受的

減價行為吸引顧客，則實際上導致的結果，不是先將價格提高再打折，就

是提供較差的商品，而使得交易相對人受到欺罔。故折扣法之立法目的在

於：排除濫用的情形下，將折扣行為限制在適當的範圍內，以保護消費者

及事業之競爭對手。 

折扣法只允許三種折扣： 

１． 支付現金之折扣，但不得超過價格之百分之三。 

２． 數量折扣，但購買之數量及折扣之方式與範圍須符合交易之普

遍慣行。 

３． 特別折扣，限於對職業或營業上之使用人、承購大數量的消費

者及工廠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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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案例關於電腦印表機部分，並無法確知印表機主體的實際價

格31高低，實無法進而認定其折扣是否違反折扣法之規定；再者，承前所

述，德國政府已計劃廢止折扣法，除因上述歐體之原因外，可能已考量到

消費者保護之必要性以及政府不應介入競爭機能過大等因素；換言之，倘

若廠商所為之折扣手法，確已達到欺罔消費者之情事，則以其他相關法歸

來加以規範足以，應無再以折扣法歸責之必要。 

三、 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 

除了上述二種贈品與折扣外，尚有其他直接給予客戶利益而利誘交

易相對人之手段，如搭售、商品之適用……等，德國立法例皆將之納入不

正競爭防止法中規範。此類行為並不當然違反競爭之本質，須審視其具體

情狀，方得認定是否依據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禁止。惟本研究事實中不

論係電腦印表機部分抑或是電梯部分，據研究小組所得之資料，似無「從

事背於善良風俗」之行為，故應不得以本條加以規範。 

四、 新修正的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本條明確表示：企業或企業團體，不得以恐嚇或施加不利益及承諾

或給予他企業利益為手段，驅使他企業為本法或卡特爾官署根據本法作成

之處分，禁止為契約約定標的之行為。 

而本研究事實關於電腦印表機部分，前已敘明，印表機廠商對於主

機銷售價格較低，僅係其銷售手法之選擇，且依研究小組所得之資料，有

印表機主機價格較低，墨水匣價格較高之情形僅有 HP（惠普）一家，且

其印表機主機價格較低，現實上雖係給予交易相對人利益，惟該廠商並無

以此手段驅使交易相對人為任何限制競爭之行為，故應無本項適用之情

                                                 

31 成本加上應有利潤，惟此應有利潤於印表機業界來說，似無固定之比例，更增添無

法確定實際價格之困難度。 

 93



形。 

至於本研究事實關於電梯部分，購買電梯主體之建築物承包商與嗣

後電梯使用人，二者通常為不同之交易相對人，當非本項規範之範疇；而

倘為同一人之情形，電梯廠商亦無為此行為之目的與實益，亦無本項適用

之餘地。 

第三款 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 

就此部分之規範，德國主要係以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十四條、十

六條及十七條所規範。第十四條嚴禁一切契約約定限制交易相對人與第三

人締約自由；第十六條則將限制交易相對人締約及使用自由的契約，至於

卡特爾官署的濫用監督之下；第十七條則禁止在專利有關之授權契約上不

當限制交易相對人。而第十七條之部分，實與本研究事實較無關，以下僅

針對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十四條及第十六條分別論述之： 

第一目 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十四條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十四條32規定：企業間以本法適用之市場

為範圍，共同協議就商品或營業上之給付，限制其與第三人自由決定關於

該供給商品、其他商品或營業上給付之價格或交易條件者，該協議應禁止

之。此部分涉及轉售價格之限制與不當限制交易相對人活動，惟前者與本

研究事實無關，不予討論。 

本條之立法目的乃認為：從事限制之事業，本多係利用其事實上或

                                                 

32 原限制競爭防止法第十五條：「事業間就本法適用範圍內之市場上的商品或服務所

締結之契約，限制契約一造於第三人就所提供之商品或其他商品、服務締約時，決

定價格或其他交易條件之自由者，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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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上較強勢之地位，而侵入其契約相對人之營業或交易行為領域，而此

項領域與原契約之目的毫不相干，故有必要保護契約相對人繼續為其他交

易行為之自由，使其不受到對造濫用其契約自由之限制；此外，倘不禁止

此種限制，其他第三人事業之經濟行為自由，乃至整個競爭制度，將有遭

受限制之虞。 

而契約相對人與任何第三人所締結之契約應不受他人之任何限制；

而第十四條之所以如此規定，主要即在保障契約相對人決定與第三人簽訂

契約內容之自由，且應該以契約相對人原來即有此自由為其適用前提；換

言之，若契約相對人因第一個契約之法律性質，而自始沒有決定再與第三

人訂定契約內容之自由及權限時，則無本條規定適用之餘地。此外，契約

相對人之營業自由必須在法律允許之範圍內方能享有，故若事業限制契約

相對人不得從事違法（特別是違反不正競爭及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之行

為，亦不受到第十四條之禁止。此外，於第十五條第一項33對於出版物之

價格限制，有除外之規定，附此敘明。 

承前所述，本研究事實關於電腦印表機部分，印表機廠商與交易相

對人締結主機購買契約時，告知嗣後所需墨水匣時，應使用原廠墨水匣，

甚至聲明倘因交易相對人自行選用其他廠牌之耗材，致使印表機主體雖於

保固期間而損壞，廠商不負保固責任，是否有強制力？亦即是否符合本條

所規範之「限制行為」？恐仍有疑問！再者，縱使肯定上述問題，此種行

為是否可類推適用德國法中「自我承諾」之法理，來主張交易相對人自願

買受某廠牌之印表機主體，而於嗣後所需之墨水匣，當然仍應選擇具有相

容性之原廠牌耗材始可？亦有解釋的空間！退萬步言，縱使交易相對人於

                                                 

33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十五條第一項： 
企業協議方式，係於法律上或經濟上，限制其出版物購買者之轉售價格，或約定

該購買者應以同樣之轉售價格約款，限制最終消費者，就此等企業間之協議，不

適用前條禁止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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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選擇其他廠牌之墨水匣，亦不影響未來能與原廠牌廠商再簽訂契約

（即另行購買印表機主機）之可能。綜上，此部份，實不應以本條之規範

相繩。 

而本研究事實關於電梯部分，於我國市場中，電梯興建廠商與電梯

維修廠商乃不同之交易主體，且並無明顯之控制從屬或垂直聯盟之經營情

事，而電梯購買者與嗣後電梯使用者多屬不同主體，故於出售電梯主體

時，多無約定未來維修與保養之事宜，故無本條之適用。惟倘係於電梯購

買者即為使用者之場合，如政府機關，而電梯興建廠商倘與該交易相對人

訂定買賣契約時，約明嗣後電梯之維修皆須使用原廠零件，且須由原廠商

進行維修，甚至訂定長期維修契約之情形，除該電梯之設計、技術、需求

有較專業且特別之情事外，應有本條之適用。 

第二目 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十六條 

限制競爭防止法第十六條第一項並未一般性地禁止事業以契約限制

契約相對人為使用限制、排他約定、轉售禁止或搭售契約等行為，而係規

定於此種限制發生以下四種情形時： 

一、 就企

二、 限制

三、 限制

四、 企業

始

業之供給商品、其他商品或營業上給付之使用自由加以限

制者；或 

企業向第三人購買，或向第三人交付其他商品或營業上之

給付者；或 

企業交付第三人供給之商品者；或 

負有義務接受一定商品或營業上給付，且該搭售不符交易

性質上或交易習慣者。 

授權卡特爾官署得宣告該協議無效，並禁止日後同類型限制約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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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惟本條規定自實務上之功能不大，已被其他規定（第十九條至第二

十三條）所取代。 

但相關本研究事實兩部分較重要之規定則為前述限制之「排他約

定」，依據第十六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係指契約一造就其他商品負有

只與另一造進行交易之義務。此種約定可以用正面方式為之（即一造負有

只向另一造購買或銷售之義務），亦可以用負面方式為之（即一造不得與

第三人從事交易活動）。若約定契約一造之全部需求或全部產品將來均只

向另一造購買或銷售（即所謂全部需求契約以及全部供應契約）亦屬於排

他規定。而實務上常出現者有三種：代辦商、獨家經營契約以及授權經銷

商。但本案例事實卻不屬於此三種，且前已一再強調此種排他約定，確有

強制力，與本研究事實電腦印表機部分並無強制力之情形不同，甚至電梯

部分根本無此情事，故本研究事實仍應不屬於本條所規範之範疇中，更不

可能遭卡特爾官署之宣布協議無效。 

第四款 德國立法例與我國公平交易法之比較 

 德國有關規範公平交易行為之法規範，主要有「營業競爭限制防

止法」、「不正競爭防止法」、「贈品法」與「折扣法」等；而有關本研究案

例者，亦皆散見於上述各部法規中，且其所規範之內容與我國公平交易法

比較似更為具體明確。簡易整理如下： 

德國以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來處理有關「杯葛」之行為與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

相當。 

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第七條、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十九條第

五項有關「強制交易相對人」之行為與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

三款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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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品法、折扣法及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有關「利

誘交易相對人」之行為與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相當。 

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六條有關「不正當

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之行為與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

六款相當。 

而由我國公平法與德國公平法等公平交易法規比較可以發現，德國

相當於我國公平法第十九條之規定散見於其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章

及第三章、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第七條、第十七條以及贈品法與折扣

法；由此亦可顯示，我國公平法第十九條雖然在章節的安排上被置於第三

章「不公平競爭」，但是其實帶有強烈的「反限制競爭」之本質。此外，

上開德國法規實較我國更具體明確，可作為我國未來修法或公平會處理如

本研究案例事實時之參考。 

第四節 公平交易法與消費者保護之關

係 

玆因本研究計劃事實有部分似位於公平交易法與消費者保護法之競

合規範之領域，故在直接進入以外國法及我國法比較之前，首先要先釐清

我國公平交易法與消費者保護法間之關係。 

國家處理不公平交易之競爭政策的一項重要考量就是對消費者保護

的立法，因此消費者保護便成為今日公平法的重要執法重點。傳統上，公

平法所處理案件之範疇經常被認為僅限於反托拉斯法、競爭法或貿易法等

領域，但是更廣泛的領域應包涵所有影響市場競爭及消費者保護的政府政

策，其中消費者保護更是廣泛的與有效的公平交易市場競爭政策所不可或

缺之要素。公平法與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之執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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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實質上的互動關係，此二法域所保護目的之間亦具有互補關係，蓋公

平交易政策與消費者保護政策之最終極目標皆係為增進消費者福祉。 

我國始自公平法之制定，消費者保護之相關課題早已為各方所關注

之重點，而此點由立法機關最後決定將「消費者保護」之用語納入公平法

第一條立法目的中，即可得知。然則，單純的文字規定，並不能真正解決

公平交易委員會在執法過程中所面臨的消費者保護問題。自公平法施行之

早期，即有贈獎促銷是否有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即不當爭取交易機會

規定之適用，以及層出不窮的不實廣告案件等問題，均引發「公平交易委

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應扮演何種角色」之熱烈爭議，並引領公平

會走向與其他政府部門合作分工之路。 

其後，隨著消保法的頒行，我國消費者保護亦邁入新的紀元，在立

法的過程雖有將消費者保護部門納入公平交易體系之說，然最終卻架構出

了一個直屬行政院，而屬決策類型機構之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消

保會」），自此，消費者保護之領域即由消保法及消保會來處理規範。然則，

由於消保會欠缺執法能力，縱使現今已增加了消費者保護官之職務來處理

有關消費者保護案件，而民眾對於公平會之信賴依舊；是以，不論在廠商

之贈品贈獎促銷行為、保險招攬、信用卡循環計息方式、電信公司之處理

疑遭竊打國際電話、多層次傳銷、不實廣告、汽車公司成立保險代理人公

司壟斷車險市場行為、隨網路時代之來臨所引發的有線電視爭議甚至本研

究案例事實等，均非公平會，亦非消保會所能單獨處理之問題；近年來，

隨政府組織精簡再造之說，我國再次提出將消保會併入公平會之說，雖此

種說法未達成共識，但我國公平法在消費者保護上所扮演之角色則已較以

往積極，且於法理上亦應然如此。而就理論面言，公平法之目的始終都在

落實對於消費者福祉之維護；惟倘若因此，即將公平法解為維護消費者個

別權益之法規，恐亦非正確之見。 

就公平法第一條之規範意旨來看，交易秩序、消費者利益及公平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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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之維護以促進經濟安定繁榮乃為立法目的，但學理暨實務上皆認為市場

競爭機能之建立與維護，為公平法最主要之規範目的；故實務上多以系爭

行為屬於市場上無重要之競爭上意義行為，而不加以適用。此種觀點表現

最多者為公平法第十九條，該條所謂「有妨害公平競爭之虞」，非指一切

該當該條各款規定內容之行為皆有「妨害公平競爭之虞」，而係應於該當

於該條各款規定內容後，再考慮34是否應對此行為加以規範。再者，對於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概括規定，亦應視具體情況將不公平或濫用市場地位

之行為認為該條所禁止之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之行為。換言之，

除公平法中之規定，在交易習慣上，本來即偏重於消費者或最後購買者之

保護外，公平法有關規定之適用，還是傾向適用於與維護市場競爭機能有

關之競爭關係。 

而消保法第一條第一項已訂明：「為保護消費者權益，促進國民消費

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特制定本法。」，由此可知保護消費

者權益乃消保法惟一之立法目的，促進消費生活安全與提昇消費生活品質

僅為消保法適用之內函與結果而已。換言之，消保法所規範之行為皆須且

限於與消費關係有關。 

綜上，公平法第一條之規定雖亦以維護消費者利益為立法目的之

一，惟具體案件與有關保護消費者利益之市場行為仍以具有競爭意義者為

限。單純之交易而無涉及競爭關係之行為，及非公平法所欲規範之對象。

換言之，倘消費者對此單純交易行為，認為有違法之情事，僅得評估該行

為是否得受消保法或民法之規範，而非公平法得以規範的。 

                                                 

34 在此之考慮，似得參照美國法所謂「合理原則」理論來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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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第一節 我國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檢討 

本章重點在於對第五章所列出之案例事實作法律分析，惟在分析

前，本文擬先就可能涉及公平交易法（以下稱：公平法）相關規定，即第

十九條第三款、第十九條第六款與第二十四條，分項說明如下： 

第

                                                

一項 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之定位 

按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有左列各款行為之一，而有限制競

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不得為之。」。而本條於法條編排上屬於第三

章不公平競爭，本章主要在規範事業於市場上以不當方法取得優勢，第十

九條即是基於此種立法思想而來。 

欲了解第十九條各款之立法精神，則勢必須先尋找為何不准不當交

易之法理基礎。密西根大學經濟學家謝佛德教授於「公共政策與企業」認

為政府的功能在於維護公平合理的交易秩序35，同時亦舉出幾項測度交易

是否公平合理之基本準則，本文摘錄如下36: 

１． 效率：旨在有效運用資源以創造消費者的極大化利

益，包括管理效率與配置效率，假若某事業群係以聯合方式決定

價格數量，即使它不排除其競爭加入，此種行為亦干擾市場機能

運作，損及管理與資源配置之效率。 

 

35 參見湯明輝，《公平交易法研析》，台北：五南書局，民國八十一年四月，第 113 頁。 
36 同前註，第 1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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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技術進步：其作用在提高消費者極大化利益之層次，

也就是站在動態觀點上，將效率化所創造之消費者最大利益，隨

著時間的歷程而不斷地予以提高。 

３． 公平：即指促使經濟利益的分配趨向公平，所謂經濟

利益包涵財富、所得、與機會。 

４． 社會價值：包括選擇的自由、個人自由、個人安全及

文化價值觀。 

在上述四種基本準則指導下，政府為維持合理的交易秩序，透過立

法訂出基準規範，公平法第十九條即負載該功能。 

學者在分析公平法第十九條架構的時候，認為欲認定某一行為該當

於該條所規範之反競爭行為者，必須滿足二項要件：其一為實質要件，即

該當行為有妨礙市場公平競爭之虞的效果；其二為形式要件，該當行為符

合該條各款規定所示之行為類型。37此時「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實質要

件即成為考量重點，但此一不確定之法律概念判斷基準為何？實務與學說

有不同看法： 

<1> 公平會見解：公平會見解區分為「競爭手段違法」與

「競爭結果違法」38, 對於某些手段以刑法是否禁止為判斷標準，

對於「競爭結果違法」則認為必須從其競爭結果是否有增加或減

損市場之自由競爭併同加以認定。在此並不以市場之競爭機能已

實際受到影響為必要，只要認其實施，將可能減損市場之競爭機

能即具可非難性。而在認定其競爭手段能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機

                                                 

37 參見黃銘傑，〈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之規範原理與架構〉，月旦法學雜誌第 69 期，

民國九十年二月，第 66 頁。 
38 參照公平會發布之「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適用考量」選自公平會網站 
http://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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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才再依「合理原則」的經濟分析觀點加以審酌是否構成妨礙

公平競爭之虞的要件。 

<2> 學說：學說則以為公平法第十九條規範之理念，並非

在嚴格要求事業必須遵循公平競爭的法則，公平法第十九條之規

範重心應在於「妨礙」上，而所謂「妨礙」公平競爭乃是對促使

公平競爭狀態得以實現或存在的各種條件，予以破壞之行為39。

據此以言，自由競爭，交易的自由與交易手段的公平三條件，其

本身並非違法性判斷基準，而只是提供吾人於判斷特定行為是否

有違公平法第十九條規定之基本事實狀態。持本見解之學者以為

重點在是否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上述兩說之爭議，由於本章旨在探討本研究小組所得之事實是否已

違反相關規定，因此無法對於實務與學說作深入檢討與分析，但公平會目

前之見解確實得以清楚適用於個案判斷上。蓋自公平法第十九條分析，理

論上確實會得到學者支持之看法，惟實務於操作時是採個案判斷，如果能

尋得較明確之標準有助於適用時便利，據此，公平會將之區分為「手段違

法」與「結果違法」有其必要性。 

再者「手段違法」借助刑法禁止規範來判斷在法理推論上仍站得住

腳，按刑法乃是最低標準之道德規範40，立法者利用刑法說明社會價值規

範最低基礎。而在六法體系中，刑法所規範之行為比公平法規範之行為惡

性尚重大，依「舉重以明輕」41之法學推理，既然是刑法所禁止之行為，

在公平法上亦應為禁止之行為。公平會以「刑法是否禁止」來作為輔助判

斷標準，應可理解。而「結果違法」認定以抽象危險犯標準定之，此一思

                                                 

39 參見黃銘傑，同註 37，第 69 頁。 
40 林山田，《刑法通論(上)》，民國八十九年，六版，第 19 頁。 
41 對此法學推論請參考王澤鑑，〈舉重明輕、衡平原則與類推適用〉收錄於《民法學

說與判例研究》第八冊，第 1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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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邏輯應源自於行政法學上認為「在行政罰中，單純違反禁止規定或作為

義務不以結果或實害之發生為必要者，與刑罰相較為數特多42」故不以發

生實害作判斷。 

第二項 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三款分析 

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之脅迫，依刑法學者定義係指一切使人生恐

怖心為目的，而以將加惡害之意思通知對方之行為43。此雖係刑法上解釋，

亦可供公平法學者於解釋此條時參考。若依上述脅迫定義，典型例子即為

利用黑社會組織迫使其他事業與自己交易或加入自己的陣線44，此已限制

人們自由選擇權。 

而同款規定利誘亦為禁止之行為，所謂利誘在刑法上可解釋為:「以

生計上利害誘使相對人為某種行為。」而生計上利害則是指足以影響一般

生活必須之利害關係，包括經濟上、職業上之利害關係45。惟公平會不採

刑法上解釋，其曾提出一判斷標準:「所謂利誘，係指事業不以品質、價

格及服務爭取顧客，而利用顧客之射悻、暴利之心理，以利益影響顧客對

商品或服務為正當之選擇，從而利誘顧客與自己為交易行為」46，此規定

旨在建立公平交易社會，實值採納。 

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除列舉脅迫、利誘外，尚以「其他不當方法」

作為概括規定，此舉旨在填補法律規範之不足，所謂「其他不當方法」則

可以民法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二條與民法第七十四條暴利行為例加以說

                                                 

42 參見廖義男，《行政不法行為制裁規定之研究》，台北：行政院經建會，民國七十九

年 附錄二，第 405 頁以下，轉錄自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七版，第 447 頁。 
43 參見陳煥生，《刑法分則實用》，民國八十四年三月，第 8 頁。 
44 參見湯明輝，同註 35，第 114 頁。 
45 參見《六法全書 刑法編》，台北：保成出版社，民國八十四年十一月，二版，第

567 頁。 
46 參見公研釋字第 005 號，收錄於公平委員會公報一卷四期 第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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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按民法第七十一條規定法律行為不得違反強制規定，此於學理上稱

「法律行為合法性」47，同法第七十二條規定法律行為不可違反公序良俗，

此於學理上稱「法律行為妥當性」，即是將社會道德轉化為法律道德。學

說曾舉例認為聯合抵制其它行業超過合理限度亦違反公序良俗48。民法第

七十四條規定「法律行為，係乘他人之急迫，輕率或無經驗，使其為財產

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因利害關係

人之聲請，撤銷其法律行為，或減輕其給付。」學理上稱此為「暴利行為」

49，此乃行為人利用相對人急迫情形而取得暴利。上述民法上禁止之法律

行為適用於公平法時，均可認為係「其他不當方法」，透過民法規定的輔

助解釋，使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之概括規定更加清晰。 

第三項 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分析 

公平法第十九條第六款規定以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

條件，而與其交易之行為亦構成不正競爭。此事實上就是對垂直聯合的一

項規範，其作用在於預防具有市場影響力之製造者或批發商，藉著明確或

隱藏性契約來控制下游廠商之間的競爭行為50。實務見解認為事業應有一

定之市場地位始構成公平法第十九條違反51，換言之，欲構成公平法第十

九條第六款之違反應有兩要件，其一為「事業在特定市場上須有一定之市

場地位」，其二為「不正當限制事業活動之行為」52。學者以事業之市場影

                                                 

47 參見施啟陽，《民法總則》，台北：三民書局，民國八十四年九月，第 207 頁。 
48 參見施啟陽 同前註 210 頁。 
49 參見施啟陽 同前註 212 頁。 
50 參見湯明輝，同註 35，第 124 頁。 
51 參照八六判一四○三判決，轉錄自廖義男，〈從行政法院裁判看公平交易法實務之

發展(上)〉，月旦法學雜誌第 69 期，民國九十年二月，第 32 頁。 
52 廖義男，同前註，第 32、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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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力分析，作出幾項類型53： 

１． 以零售市場而言，又可分為三類型： 

<1>供應商不易控制零售商的經營業務，典型為折扣商店，若存在強

烈競爭，折扣商店較容易保持獨立地位。 

<2>生產者或供應者自行設置據點，這些據點即為生產者分支機構，

無所謂「限制條件」。 

<3>專業化特許商店的連鎖店，其所有權不必然屬於生產者或供應

商，但在業務經營上卻受生產者或供應商的限制。此最常發生不

正當限制。生產者之作法可能為「銷售對象限制」如可口可樂公

司限制各被授權經營者不得跨區銷售。亦可能為「購買限制」如

雞肉公司要求被授權者必須向指定供應商採購。 

２． 另一種為「搭售契約」，搭售行為本文已於第五十八頁說明茲

不贅述，典型例子汽車融資案，顧客在購買汽車時常被要求向汽

車公司有良好關係之銀行辦理融資，此於美國法界稱「全線控制

契約」。 

上述所列舉之類型，學理上稱為「限制第二手契約」54，交易上極為

常見，本款所規定者又多屬契約行為，立法者將之以「不正當限制交易」

來規範，仍須由學說及實務來加以補充。而透過學說闡釋，我們可以更了

解本款規定目的何在？有助於案例探討。公平會為補本款規定之不足，於

公平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公平法第十九條第六款所稱限

制，指搭售、獨家交易、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動之

情形，此顯然係受學說影響。又施行細則同條第二項則規定「第一項限制

                                                 

53 以下均參考湯明輝 同註 35，第 124 頁。 
54 參見廖義男，《公平交易法之理論與立法》，民國八十四年十月，初版，第 2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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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不正當，應綜合當事人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結構商品特性及

履行情況對市場影響加以判斷。」之所以再作第二項規定目的在於使用限

制、獨家交易安排、販賣限制、及搭售規定在經濟上評價有利有弊不能一

概予以禁止而無例外55，若未影響公平競爭實無禁止必要。 

第四項 第二十四條之分析 

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事業亦不得為其

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本條是公平法之概括條

款，但因長久以來被公平交易委員會實務賦予重任，而躍為競爭秩序規範

的主角56。依據公平會統計，自八十五年至九十年依第二十四條處分案件

占處分案件總數比例均有四成左右57，堪稱「公平法之帝王條款」。事實上

在經濟生活中，市場營業競爭行為樣態繁多，尤其不正競爭行為。因此立

法技術上不得不使用概括條款，所謂概括條款是由概括性、一般性用語所

組成的規定，其功能有節省立法者必須一一加以規定的勞煩，以及立法者

本身對於將來可能發生情況預測能力相當弱，必須另立截堵構成要件規

定，第二十四條可攔截個別構成要件之缺失58。 

而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概括範圍之爭議，學說可分為59：1.第三章不公

平競爭行為概括規定說。2.第三章整章規定之概括規定說：本說與第一說

理由同，惟適用範圍更廣，認為除不公平競爭外，當及於限制競爭。3.

整部公平法之概括規定說：認為本條乃是公平法之概括規定，效力射程及

                                                 

55 參見廖義男，同前註，第 251 頁。 
56 參見梁哲瑋，〈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規範定位與要件之淺析〉，公平交易季刊第

九卷第三期，民國九十年七月，第 39 頁。 
57 請參考公平交易委員會統計資料，網址：http://www.ftc.gov.tw/。 
58 參見吳秀明，〈競爭法的概括條款-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規範功能之檢討〉，收錄

於八十八年專題演講彙編，公平交易委員會出版，第 202 頁。 
59 以下內容請參梁哲瑋 同註 56，第 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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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有公平法。及 4.公平法與消保法聯合概括規定說：此說乃沿襲美國

立法例，按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五條除賦予執法組織執行公平法職權外，

尚授與保護消費者任務，論者即自各種角度認為我國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亦

具有此色彩60。 

公平會見解基本上採取整部公平法概括規定說，其於「公平交易法

第二十四條之適用原則」61中指出:「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係不公平競爭行為

的概括規定，但是公平法第二章所規範之限制營業競爭行為，亦有可能涉

及不公平競爭，因此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規範範圍非限制於必不包括分類

上應屬第二章所規範之行為 (即獨占、結合及聯合行為)…」。雖然實務已

擬定基本原則，但適用上仍相當寬鬆，實務上亦曾作出消保色彩濃厚之處

分(如八三年四九四判決)62。 

對於第二十四條效力射程範圍究應如何，確實頗難拿捏，本文以為

公平會見解仍有可採之處，按本研究計劃於第五章第四節已提及消保法與

公平法立法精神不同，且學者亦以詳細理由說明我國公平法與美國聯邦交

易委員會法不同之處及美國法制缺失63，藉以批判採第四說不當之處。而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雖未定於總則編，但若因此即認為僅適用第三章，將落

入「概念法學」之譏評。我國民法在過去未將「誠信原則」列入民法總則

篇而僅規定於民法債篇第二百一十九條時，實務見解曾指出64:「…第查行

使債權，履行債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固為民法第二百十九條所明定，

惟必以債權債務業已存在為前提要件…」。此一見解遂遭學者強烈批評65。

                                                 

60 參見吳秀明，同註 23，第 206 頁。 
61 本適用原則摘錄自公平會網站 http:www.ftc.gov.tw。 
62 對該判決分析參見廖義男，同註 16，第 37 頁。 
63 參見梁哲瑋，同註 56，第 53 頁。 
64 參照六一年台上字第四一三號。 
65 參見王澤鑑，〈誠信原則僅適用於債之關係〉，收錄於《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第一

冊，第 330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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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見解指出:「誠信原則是一項法律基本原則，學說稱之為帝王條款，

非僅得適用債之關係…」66。本文提出上述民法曾發生過之爭議，旨在說

明法律條文並非應規定於總則篇時，效力射程方能及於全部範圍。同理公

平法第二十四條亦為「公平法之帝王條款」，實無道理僅將其效力射程範

圍限縮於第三章，故公平會見解確稱妥適。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構成要件分析則應自「足以影響交易秩序」、「欺

罔」及「顯失公平」著手，本文一一說明之： 

<一> 「足以影響交易秩序」： 

１． 學說以為本條所謂「交易秩序」之意涵，應參酌公平

法之立法目的，與公平法第一條之「交易秩序」作相同解釋，皆

指商品或服務之交易市場上，為供給及需要之經濟活動所遵循之

規則，參酌同條「確保公平競爭」之意旨，此交易秩序應即指市

場之公平競爭秩序67。 

２． 實務見解則以為:「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交易秩序，

係指符合社會倫理及效能競爭原則之交易秩序，包括了交易相對

人間不為欺罔及不當壓抑的交易秩序，以及不阻礙競爭者為公平

競爭的交易秩序。」68。 

對於上述學說與實務見解，相去不遠，但實務見解顯然較學說清楚，

實務先將交易秩序具體化，於此原則下再依主體關係將交易秩序分為交易

相對人的交易秩序與競爭者間的交易秩序。學者認為應是受學說啟發69。 

                                                 

66 參見王澤鑑，同前註，第 330 頁。 
67 參見廖義男，〈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第十九條第二款、第二十四條之行政法院裁

判評析研討會〉，收錄於憲政時代第二十三卷第二期，第 120 頁。 
68 參見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原則，同註 61。 
69 參見梁哲瑋，同註 56，第 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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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欺罔: 

１． 學說：學說認為欺罔者，主要指以積極的提供不實資

訊或消極的不告知交易上重要事實，致使交易相對人作出錯誤的

交易上判斷及與之交易之行為70。 

２． 實務:公平法第二十四條適用原則認為:「以欺騙或隱瞞重要

事實等引人錯誤之方法，致使交易相對人與其交易，或使競爭者

喪失交易機會。至於行為是否構成欺罔，應以一般人之標準衡

量，且無須以發生實際交易行為為要件，只須行為於客觀上構成

『欺罔』即屬該當。」 

實務見解明確指出行為是否構成欺罔，應自一般人之標準衡量。學

者將認定標準更具體地分析71： 

<1> 行為有使相對人受誤導之虞。 

<2> 誤導與否以足以誤導相當數量的相對人為基準。 

<3> 涉及事項須為交易上重要事項。 

<三>    顯失公平: 

１． 學說:學說認為顯失公平其具體意涵可由公平法第二

章、第三章所規範之具體行為的類型歸納得知有兩方面：一是不

公平競爭上，指事業的競爭手段違反商業倫理或交易競爭之本

質，對競爭對手而言顯失公平，二是限制競爭層面上，濫用其市

場地位排除其他競爭對手，對競爭對手顯失公平；或濫用其市場

                                                 

70 參見廖義男，同註 67，第 120 頁。 
71 參見劉孔中，〈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研究〉收錄於公平交易季刊第二卷第三期，

第 17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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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訂定不當交易條件，對交易相對人之顯失公平72。 

２． 實務：實務於「公平法第二十四條適用原則」 73中提

出兩階段認定法： 

<1>先自交易行為人觀察：所謂對交易相對人為顯失公平行為，係指

對交易相對人為不當壓抑，亦即妨礙交易相對人自由決定是否交

易及交易條款。行為構成顯失公平者，同樣亦不必以發生實質交

易行為為要件，只須在客觀上構成顯失公平即可。而常見類型為

Ａ、強迫或煩擾交易相對人：所謂強迫係指以物理上強制力或造

成心理上壓力使交易相對人與其交易；所謂煩擾，係指以干擾、

糾纏或造成厭煩等方式促使交易相對人與其交易。Ｂ、對交易相

對人濫用優勢地位：所謂對交易相對人濫用優勢地他係指強迫交

易相對人接受不公平交易條款，如定型化契約。 

<2>次從市場之效能競爭是否受到侵害觀察：若無法或很難自交易相

對人間之交易行為，觀察行為是否欺罔或顯失公平，則可以自市

場上效能競爭（公平競爭本質）是否受到侵害來判斷。申言之，

雖然事業之行為對交易相對人而言，無從或很難認定構成欺罔或

顯失公平，但若其行為已違反效能競爭的原則，對於其他遵守公

平競爭本質的競爭者而言，已構成顯失公平，而使市場上公平競

爭本質受到侵害，從而其行為具有商業競爭倫理非難性，構成公

平法第二十四條之違反。而此類行為又可分為ａ、榨取他人努力

成果之行為。ｂ、破壞市場之行為。 

對於上開兩階段認定方法，本文認為相當妥適，而對於是否濫用優

勢地位，以「使相對人接受不公平之定型化契約」惟判斷標準，係因依「公

                                                 

72 參見廖義男 同註 51，第 36 頁。 
73 參見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原則，同註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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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適用原則」中提及公平法第二十四條可適用於公平法

全部範圍而來。惟自另一方面觀之，如本研究報告第五章第四節(第九十

七頁)所述，消保法與公平法立法目的不同，不應混為一談。公平法要合

於比例原則地介入干預契約條件公平問題，其前提應在於系爭交易中，市

場上競爭調節機制已失效情況74。且我國為公私法二元體制，公平法與民

事法兩者原屬公私法不同體，本於維護公益之公平會應注意介入私法體系

之程度，始得平衡法體系理論與實務運作之情事75。 

由於第二十四條相當抽象，學者認為應建立起案例類型與判斷標準

76，對於判定標準可參考公平會與學者見解，而案例標準於行政法院裁判

中可區分為下列四種案例77： 

１． 契約糾紛之處理：如上能開發建設案(八三判四九四判決)。 

２． 專利權之行使：常見為發函警告其競爭對手及競爭者之交易

相對人應注意及尊重其專利權。 

３． 攀附他人之聲譽：又稱為搭便車。 

４． 高度抄襲他人產品外觀設計。 

綜上論述，公平法第二十四條雖然為一概括、抽象之條文，但透過

學說及實務的解釋，我們亦可得一大概之輪廓，而不致猶如墜入五里霧

中，摸不著邊際。 

                                                 

74 參見梁哲瑋，同註 56，第 67 頁。 
75 參見廖義男，同註 67，第 121 頁。 
76 參見吳秀明，同註 58，第 211 頁。 
77 整理自廖義男，同註 51，第 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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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案例事實相關法條之適用 

本章之前已對本研究報告可能涉及之相關法條作分析，本節旨在將

本研究小組之前所蒐集之事實進一步分析是否適用公平法。本研究案例事

實可分為電腦印表機所涉及之問題與電梯涉及之問題，茲一一分析之。 

第

一、 事實

                                                

一項 電腦印表機涉及之問題 

第一款 印表機連同墨水匣出售 

: 

對於印表機廠商將印表機連同墨水匣一併出售是否違反公平法？ 

二、 解析: 

對於本案例本文先自第十九條討論，若第十九條無法適用，再討論

第二十四條，以符合第二十四條「窮盡規範原則」之限制78。 

<一> 是否違反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 

本案例中印表機廠商連同墨水一併出售，不涉及脅迫，而利誘依本

文前一節所描述應以「暴利引誘顧客」，本案中墨水匣價格均在數百元之

間，尚不至於達暴利程度。因此亦不能認為廠商利誘交易相對人。 

再就另一角度觀察，本文於第五章（六十九頁）曾提及日本之「獨

占禁止法」，其內容亦有「不當利誘顧客」，其內容為依正常商業習慣，以

 

78 參見吳秀明，同註 58，第 2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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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當利益誘引顧客與自己交易79，本研究報告在第六十九頁亦曾分析印表

廠商以較低廉之價格將印表機求售，得到市場占有率後，再將墨水匣以明

顯高於印表機比率之價格售出是否構成「利誘」行為，所得結論為「此係

以低廉印表機主機銷售，獲得顧客未來締約機會」並不認為此為「不當利

誘顧客行為」。此一結論雖係以分析日本法為前提，但亦可適用於本款之

分析。 

至於是否構成以「不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相對人與自己交易」，本文

之前已提及可依民法之標準作輔助判斷。在此較可能涉及者為是否已達

「違反公序良俗」，但「公序良俗」仍是一不確定之法律概念，因此更具

體而言，本案是否已達「不當低價競爭」，如果認為已達不當低價競爭則

可認為已違反公序良俗，而違反民法之公序良俗則可認為已違反公平法第

十九條第三款。不當低價競爭係指事業者「不當地將商品或服務以較低對

價，對交易相對人為供給，致使他事業者之競爭活動陷於困難」80。所謂

「較低對價」是指「低於成本之對價」即販賣成本81。依本研究計劃所調

查之結果（詳如附件一）印表機連同墨水匣出售未能明顯看出已低於售賣

成本（事實上贈送之墨水常少於單獨購買之墨水。）；同時似乎亦無廠商

因他廠商之該行為而使本事業活動陷於困難。因此本文認為似不構成第十

九條第三款。 

<二> 是否構成第十九條第六款規定： 

對於第十九第六款可能涉及者為「搭售」與「獨家交易」，本文就此

分析之。 

                                                 

79 參見余適霖，《贈品促銷行為法律規制問題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

論文，民國八十四年六月，第 132 頁。 
80 參見陳美卿，《從公平交易法觀點論贈品促銷之規範》，中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

論文，民國八十六年六月，第 14 頁。 
81 參見陳美卿，同前註，第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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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是否構成「搭售」： 

按搭售之成立要件為<1>存在兩種可分之產品。<2>強迫消費者購買

被搭售產品。82本案中墨水匣與印表機可分開購買，應係兩種獨立可分之

產品。因此符合第一項要求。接下來是否成立<2>強迫消費者購買被搭售

產品之要件則頗有疑問。 

就目前印表機市場交易行為觀之，部分印表機與墨水匣一併出售之

情狀時，消費者對於是否單純選購印表機主機抑或是連同墨水匣一併購買

仍有選擇權，此外，其更得選擇與其他印表機廠商為交易行為，再就市面

上印表機價格觀察，印表機價格並未因是否一併出售墨水匣而有不合理調

漲之情形，因此消費者並無遭受交易相對人（在此指印表機廠商）不正當

限制其本身之其他交易活動，故難以認為廠商有搭售之行為。 

再就芝加哥經濟學派所提出之「合理原則」分析83，該學派認為應先

檢視賣方於搭售商品市場上有無相當程度之市場支配力，賣方在獲取被搭

售商品市場支配力蓋然性之高低；區分兩種商品是否為獨立之商品，若均

為肯定，則進一步比較衡量其對社會性福利與反競爭效果定其違法性。本

文於第五十頁提及印表機應無寡占之問題，且並無其他跡象顯示各印表機

廠商在市場上有相當程度之支配力。故在本研究報告所討論之個案中，廠

商之行為確無產生搭售之法律效果。 

２． 是否構成「獨家交易」： 

所謂獨家交易安排是指買者對一特定之賣者承諾只向其購買產品之

                                                 

82 參見林國棟，《廠商搭售行為的經濟分析》，國立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論

文，民國八十五年六月，第 5 頁。 
83 對此請參考顏廷棟，〈論垂直性交易限制在競爭法上之規範〉，收錄於公平交易第六

卷第二期，第 126 頁。 

 115



契約。84本文曾於第五章(第六十頁)指出傳統獨家交易均發生於廠商與廠

商之間，而廠商與消費者間則屬新類型之獨家交易。本章旨在探討印表機

廠商連同墨水匣一併出售，造成日後消費者被迫只能向該廠商購買特定型

號墨水匣，是否構成獨家交易? 

    事實上根據學者研究指出:透過獨家交易安排對消費者有利有

弊，總效果則不能一概而論，以下即為該學者之分析:85

對象 獨家交易安排的影響 總效果 

消費者 

正面影響: 

<1> 訊息性廣告增加 

<2> 產品零售價格可能下降 

負面影響: 

<1> 選擇產品的自由受到限制 

<2> 增加購物的搜尋成本 

<3> 產品零售價格可能上升 

不一定 

接下來則依事實判斷是否成立「獨家交易」，誠如本文第五章第五十

頁指出印表機於市面上有數十種之多，同時本研究小組於市場調查(見本

文第二十頁)時亦發現墨水匣除了原廠墨水匣外，尚有所謂「填充式墨水

匣」及「相容墨水匣」。此外仍有為數不少之副廠墨水匣，價格在原廠墨

水匣一半到七成間(詳如附件一)。換言之，消費者對於墨水匣仍具有選擇

權，未必須接受原廠墨水匣。至於廠商宣稱:「如不使用原廠墨水匣，致

印表機損壞，將不負保固期間維修義務。」此是否構成間接強迫消費者接

受原廠墨水匣而成立「獨家交易」?在此仍不成立。事實廠商與消費者所

訂之定型化契約中如出現該條款仍屬合理之風險分配。筆者以刑法上「信

                                                 

84 參見梁基祥，〈獨家交之經濟分析〉，收錄於公平交易季刊第五卷第三期，第 85 頁。 
85 參見梁基祥，同前註，第 1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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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原則」為例說明廠商之定型化契約合理。按「容許信賴原則」86源自於

交通事故，即交通事故現場發生死傷，行為人如主張其已按照交通規則駕

駛交通工具，則行為人可以免責。學者以為「容許信賴原則」的基礎是建

立在容許風險上，只不過是用社會規則生活利益加以強化的容許概念87。

此一容許信賴原則已由於社會分工化而可適用至其它領域。再回頭看廠商

限制條款，事實上廠商僅能對自已所生產之墨水匣品質及印表機負瑕疪擔

保責任，其它品牌墨水匣是否具有瑕疪則非其所能控制。印表機廠商認為

該印表機配合其自家品牌之墨水匣則該印表機在一定期限內最不會產生

毛病，此時消費者若依此原則使用但印表機在使用期限內仍有問題時，消

費者可主張「容許信賴原則」，請求印表機廠商免費維修。但若消費者使

用其它品牌墨水匣，由於印表機廠商無法控制風險，此時則應由消費者承

擔該風險。因此，該限制條款仍在合理風險劃分範圍之內，廠商似不因此

而遭認定「獨家交易行為」。 

<三> 是否構成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本文之前曾說明，部分學者對於第二十四條之適用主張似應適度謹

慎為之，故是否合致第二十四條之構要件要則應自是否足以影響交易秩序

之「欺罔」或「顯失公平」 觀察。 

首先應檢視是否已達「足以影響交易秩序」，由於交易秩序是自由公

平的競爭秩序88，換言之與競爭無涉之單純交易關係的交易秩序，非公平

法上的交易秩序89。是否構成違反自由公平的競爭秩序，本文擬以公平會

發布之「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適用原則」判斷之。 

                                                 

86 對此可參考黃榮堅，〈交通事故與容許信賴原則〉收錄於月旦法學雜誌第五十期，

民國八十八年七月，第 178 頁以下。 
87 參照黃榮堅，〈法學教室「拼命三郎」〉，收錄於月旦法學雜誌第五十九期，民國八

十九年四月，第 24 頁以下。 
88 參見梁哲瑋，同註 56，第 58 頁。 
89 參見梁哲瑋，同註 56，第 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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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是否對交易相對人為欺罔行為： 

本案事實中廠商是否對重要事實有欺瞞行為?本文以之前學者提出

「欺罔」之具體判斷標準檢視之： 

<1> 行為是否有使相對人受誤導之虞：按廠商將印表機連

同墨水匣一併低價售，惟日後消費者買墨水匣時卻發現墨水匣顯

然不便宜，則廠商之前低價策略或許有使相對人受誤導以為墨水

匣亦相當便宜之虞，但事實印表機市面上價格與墨水匣市面上價

格均屬公開資訊，消費者欲取得相關訊息實非難事90。在市場交

易上，此屬「訊息完全公開」，不致於使消費者作出錯誤決定。 

<2>誤導與否以誤導相當數量之人為基準：假設在第一項中仍認為廠

商之行為有使相對人誤導之虞，則應檢視是否相當數量之人均被

誤導，事實上以台灣資訊之發達，大多數消費者均不太可能受到

誤導，因此不可能有相當數量之人均不了解墨水匣價格而受誤

導。 

２． 是否顯失公平之行為： 

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適用原則提出兩項判斷原則，其類型為： 

<1> 是否強迫或煩擾相對人：對此廠商未強迫消費者一定

要買原廠墨水匣，如本文之前分析，市面上尚有其它種類之墨水

匣，消費者仍保有選擇權，因此不構成強迫。此外煩擾更不可能

成立，消費者在購買印表機時，通常不會留下個人資料，廠商無

從煩擾消費者。假設消費者留下個人資料，廠商至多定期寄商品

價格目錄予消費者，此寄送資料行為不構成「煩擾」，蓋消費者

                                                 

90 以網路為例，只要在搜尋引擎分類項下選擇「電腦」則可找到相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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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親自前往購買或郵購買賣，此均出自消費者自願行為，與「煩

擾」無涉。至於廠商有無可能定期拜訪或電話糾纏?本文以為絕

不可能，因為商品行銷應存在獲利可能性，墨水匣價格約數百

元，若廠商採親自訪問及電話訪問，僅為促銷墨水匣，行銷成本

過高。是以該方法未聽聞任何一家廠商使用91。 

<2>是否濫用優勢地位：此指使相對人接受不公平之定型化契約。由

於本章已於分析公平法第二十四條說明本文不贊成本判定標準

因此不列入考量。事實上消費者在購買印表機時，所成立之定型

化契約並非如「購買者若未繼續購本廠所生產之墨水匣，將償付

違約金…」等相類似之條款。通常為「購買者若不當使用(如不

使用原廠生產之墨水匣)致本產品損壞或故障，本公司不負保固

責位」等類似但書。本文之前已以「信賴原則」分析過，該定型

化契約之風險分配合理。準此不能認為廠商濫用勢地位。 

第二款 ＨＰ廠商問題 

一、 事實

二、 解析

                                                

： 

HP 廠商將印表機噴墨頭與墨水匣結合，並申請四十項多項專利，且

印表機價格較低，墨水匣價格較高。 

： 

本事實將涉及到專利權獨占與公平競爭衝突問題，及該低價策略是

 

91 以筆者之前買電腦為例，為方便售後服務，筆者曾於經銷處留下個人資料。數年來

僅筆者電腦有問題時方前往該經銷處尋求協助，未曾接獲經銷處服務人員之電話訪

問。電腦價格約在三萬至四萬之間，尚未見有定期訪問或電話訪問，墨水匣更不可

能有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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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不當利誘之問題。 

<一> 公平法第四十五條與專利法間調和關係： 

公平交易法目的之前已說明，但著作權，商標權及專利權，皆是其

權利人就一定之商品在市場取得獨占地位，而公平交易法雖不禁止獨占，

但禁止獨占之濫用行為92，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即規定:「依著作權法、

商標法、或專利法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不適用本法規定。」本案與專利

權有關，因此先說明專利法設計目的。 

專利制度之終極目的，在於產業專利的促進，至於專利權之授與，

不過是達成此項終極目的之手段而已，其為排它之專用權93。專利法第一

條即規定:「為鼓勵、保護、利用發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特制定

本法」由此可見專利法之規範滿的一方面在於保障發明人與創作人權益，

另一方面藉著此種保障而使更多人願意投入發明創作，使技術水準得以提

升，產業得以發展進步。94

為調和公平法與專利權制度之競合關係，公平法規定只要是行使專

利權之正當行為，均不在公平法規範之內，此時產生之問題為「何為正當

行為」?學說見解如下95: 

１． 依專利權法行使權利：學者於八十三年專利法修正前，一般

將物品專利之製造，販賣使用，進口，方法專利之使用，以及方

法專利所直接製成省品之使用，販賣或進口作為專利內容之一。

                                                 

92 參見黃茂榮，〈公平交易法理論與實務〉，收錄於植根法學叢書(一)，民國八十二年

十月，第 3 頁。 
93 參見溫俊富，《專利制度與競爭制度調和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博士論文，民國八

十六年七月，第 220 頁。 
94 參見謝銘洋，〈智慧財產權與公平交易法之關係-以專利權為中心〉，收錄於台大法

學論叢第二十四卷第二期，第 513 頁。 
95 學說分析請參考溫俊富，同註 95，第 230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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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專利法已修法，是否可如此，有學者質疑。 

２． 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學說主張應取決於專利權之內

涵，亦有自比較法角度出發，分析何為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96。 

本文以為公平法第四十五條所謂「正當權利行使」事實上亦相當抽

象，但第一說已因專利法修法而較無說服力，似可採第二說。 

<二> 是否成立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 

HP 廠商之行銷策略為印表機價格較墨水匣低，此時是否成立「利誘」

顧客，依本章之前對「利誘」之定義，此尚不致於使顧客產生暴利，射倖

心理，而影響顧客作出不合理的選擇。 

又此時，HP 廠商之行銷策略是否可視為「贈品促銷」?本研究計劃於

第五章第七十四頁分析低廉的主機價差是否為贈品時，已採否定說。同時

若將價差視為贈品時，須仿日本立法例由公平會定主機底價，似不適用於

我國情勢。由於第五章旨在比較外國法於本國實例適用之情形，本章將依

本國相關法令，在認定價差為「贈品」前提下分析。 

按依公平會發布之「處理贈品贈獎促銷案件原則」97，明定贈品價值

及贈品總值上限，以作為判斷有無違反本款之標準，其重點如下： 

１． 事業銷售商品附送贈品，其贈品價值上限為： 

<1>商品價值在新台幣一百元以上者，為商品價值之二分之一。 

<2>商品價值在新台幣一百元以上者，為新台幣五十元。 

                                                 

96 參照謝銘洋，同註 96，第 518 頁。 
97 參照賴源河，《公平交易法新論》，台北：元照出版社，民國八十九年九月，第 3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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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事業辦理贈獎，其全年贈獎總頠上限為: 

<1>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在新台幣十億元以上，為新台幣二億

元。 

<2>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新台幣二．五億元，未達十億元，

為銷售金額的五分之一。 

<3>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在新台幣二．五億元以下，為新台幣五

千萬元。 

<4>事業辦理贈獎，其最大獎項之金額，不得超過行政院勞委會公布

之每月基本工資的一百二十倍。 

如果認為 HP 廠商所採之策略中，「價差」為贈品，此時依公平會發

布之原則可知商品價值在一百元以上，但依本研究小組調查市面上 HP 印

表機與墨水匣行情，其之間之價差尚未達墨水匣價格之二分之一，故仍在

容許範圍內。 

如果不構成「利誘」，是否構成「不正當」方法，在第一款案例中，

本文已分析「不正當方法」應為「不當地將商品以較低價供給其它交易相

對人，致使其它競爭者難以生存。」在本案例中，HP 廠商之印表機售價

較墨水匣較低，其實只是為追求往後顧客購買墨水匣之機會而已，此策略

與其它廠商同，又較低價是指低於總販賣成本，本案中 HP 的總販賣成本

應是「印表機成本+往後墨水匣成本」，準此似不構成「較低價」。縱使認

定 HP 廠商已不當地以較低價售予消費者，但未必使其它競爭者難以生

存。且難以想像其它體質良好之廠商會因為 HP 之策略而無法生存。 

<三> 是否構成第十九條第六款： 

HP 廠商對於印表機噴墨技術申請了四十幾項專利，專利權由 HP 廠商

自行實施，由於限於調查資料，無法得知 HP 廠商是否將專利授權予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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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僅以未授權他人而自行實施。在此前提下專利廠商(即 HP)即成為該

專利技術市場及專利製品市場之唯一供給者，但專利技術之獨占未必當然

造成專利製品在市場上獨占，應依事實認定之。 

 假設在獨占地位的前提下，HP 廠商由擁有相關專利，因此得限制競

爭對手製造類似技術，且可積極地利用該專利權，販賣、製造及使用相關

權利。如果競爭對手仿冒，抄襲，則 HP 廠商可以提起訴訟以保障自身權

益。如此一來相當可能構成第十九條第六款:「以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

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之交易。」 

但由於公平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正當行使專利之行為不受公平法之限

制。專利法除了賦予專利權人積極使用販賣之權利外，尚具消極排除侵害

之權利。專利法明文規定專利權受侵害時，專利權人可請求損害賠償，有

侵害之虞者亦可請求防止(專利法§88)98。因此對於交易競爭對手之限制倘

係是專利法本身保障範疇所為之正當行為，即不在公平法規範之內。準此

而言，似本件HP廠商之行為不構成第十九條第六款之事由。 

<四> 是否成立第二十四條之事由： 

HP廠商可能會構成第二十四條之事由通常在於HP之專利被他人侵

害，HP廠商對於侵權行為人或者是競爭對手之交易相對人發警告函或者在

報章雜誌刊登敬告啟事，此為國內業者慣常處理方式，但卻引起極大爭議

99，而其相關之論理，請參照本文第一百一頁。但本文所欲討論者為HP

廠商是否構成公平法第二十四條不正競爭之行為，筆者將以公平會發布之

「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原則」逐一判斷。 

１． 應先適用其它法條100：依該原則規定「具有不公平競

                                                 

98 參見謝銘洋，同註 96，第 541 頁。 
99 參見謝銘洋，同註 96，第 555 頁。 
100 此為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適用第一項判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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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本質之行為，如無法依公平法其他條文規定加以規範者，則可

檢視有無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在此似已構成無其它法條

可適用。 

２． 再自交易行為人間觀察101：HP廠商取得多項專利，已

向主管機關登記，具有公信力，似無構成欺罔相對人行為之可

能。又是否有顯失公平行為？如前所述，消費者具有選擇權，且

廠商於商機考慮之前提下，似不會著眼於區區數百元之利益而強

迫煩擾消費者。此外，如果HP廠商以定型化契約要求消費者為

一定行為時，於一般情形下，本文前述之「容許信賴原則」為合

理之風險控制，似不構成濫用優勢地位。 

３． 市場效能競爭是否受到侵害102：本文前曾分析專利法

與公平法之衝突，前者之立法目的在於保障人類發明、產業專利

的促進，又公平法第四十五條亦免除專利獨佔之違法性，故在此

市場效能或許將會受到些微影響，惟此影響仍在容許之風險內。

換言之，立法者似已在利益衡量判斷下，經由公平法第四十五條

之規定，保障專利權之合理行使為優先目標。 

就上述三點分析，可了解自公平會所發布之「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

條適用原則」檢驗，HP 廠商並不構成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要件。 

第二項 電梯所涉及之問題 

電梯最可能涉及的是搭售問題，因此本章僅討論在何種情形下會成

立搭售情形。本研究小組於第五章第五十五頁、第五十六頁指出現行電梯

興建、維修契約應無違反公平交易法之虞。但在特殊情形下，亦可能成立

                                                 

101此為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適用判斷原則二階理論之第一階段判斷原則 
102此為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適用判斷原則二階理論之第二項判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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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售契約。 

一、 事實： 

電梯出售廠商於契約中規定「未來維修服務，零件更換均應由廠商

為之，否則不出賣電梯或拒絕提供單獨零件。」 

二、 解析： 

對於上述假設，應探討者為在此情形是否已構成搭售而違反我國公

平法第十九條第六款之不正競爭事由。 

<一> 是否構成第十九條第六款事由： 

在探討本條是否可適用於上開事實時，本文先介紹日本平成五年(一

九九三年)相當著名的「東芝電梯案」，該案為日本近年來有關「搭售」之

代表性案例103： 

本件之行為人為生產、維修電梯設備之「東芝電梯股份有限公司」(簡

稱東芝公司)、在電梯維修市場占有百分之九十之市場占有率，同時就東

芝製電梯零件亦為獨占性之管理、銷售。大阪有一裝置東芝電梯之「續木

事務所」，某日其事務所電梯故障，乃招來另一家「愛媛電梯維修公司」

（簡稱愛媛公司）檢查故障原因，結果發現部份零件損耗。續木事務所於

是向東芝公司請求出售該新品零件，東芝公司拒絕，表示「除非將整件更

換、調整電梯零件之工程交由東芝公司施工，否則拒絕單獨的出售零件。」

兩造因此起爭執。 

東芝公司主張此為「安全性考量」非構成日本法「不當強制交易」

事由。地方法院認為「商品確保必要性，非屬不當性之考量因素，僅得為

                                                 

103 本案介紹請參閱顏廷棟，同註 84，第 1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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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於提起民事訴訟時被告抗辯事由。」，但高等法院表示「商品確保之

必要性屬不當性之判斷要素，但基於下列事實不認為東芝公司搭售有其必

要性：愛媛公亦為合格之維修業者，故於安全性應肯定其能力與技術」高

等法院進一步認為「本件電梯零件與電梯維修工程，各有其獨立性且個別

獨立之交易客體」認為東芝公司剝奪買方商品選擇之自由，應認其有阻礙

事業人間為公平效能競爭之不當。」 

透過上述日本判決介紹可知在電梯維修契約中，在商品安全確保性

下並非不能採搭售方式為之，此時不應認為「不當強制交易」。將此觀點

適用於我國公平法時可了解第十九條第六款之「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

事業活動」亦應如此解釋，本事實中應判斷者為電梯廠商之附加限制條件

是否已構成「不正當限制」。 

相對於日本之案例，我國廠商亦主張「確保商品安全性」之情形？

本文認為廠商上開主張，因在本研究計劃第三十頁已提及國內電梯業者永

大，崇友，中國菱電，大同四家公司合佔國內市場約八成的市佔率。再者，

四家廠商均具有獨立之製造，維修能力。任何一家業者均不能以「商品安

全考量」要求契約相對人不准與他家業者簽定維修契約。綜上論述，如果

廠商對契約相對人作出如此限制，則似有成立強制搭售之可能，恐有違反

公平法第十九條第六款之規定之虞。 

綜上，經過小組對電腦印表機與其互補耗材墨水匣；及電梯主體與

其維修保養服務兩類商品事務性機器之市場概況作一番整理與了解，並從

消費者本身的行為做一些理論研究後，在可能適用於本案例事實部分之外

國立法例，以比較法之方式，比較我國公平法與其他國家異同，最後再探

討，公平法與消費者保護之關係後，並對可能涉及之我國公平法有關之法

條加以分析，得出以上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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