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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公平交易法、教科書、參考書、關鍵設施、鎖住 

一、研究緣起 

自民國八十五年起教育主管機關遂逐漸開放民間業者編撰中小學教科

書，並從九十一年起國民中小學課程全面實施「九年一貫課程」，教育主管

機關不再編撰教科書，而全面開放民間業者編撰印行後，教科書市場以及

與之成補充關係之參考書市場上的鉅額利益，帶來相當激烈且時而可見的

不正當競爭行為。對此不當競爭行為，雖迭有公平會與教育主管機關以各

種處分、行政指導方式，進行介入、管制，並收有部分成效，惟仍無法徹

底解決其中所存在的不當競爭問題。有鑑於此，本研究希冀從我國現行中

小學教科書之實際銷售方式、其可能危及校務會議之教科書選擇行為的不

當競爭行為、公平法對於該等行為之規範理論基礎與可行性、公平會現行

「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出版事業銷售行為之規範

說明」可改善空間等議題著手，並參酌在教科書審定、採用及銷售行為上

與我國情形最近似之日本法制與實務規範作法，對未來公平法適用於中小

學教科書、參考書的銷售行為之應有之道，提出建言。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針對上述研究課題，本研究不僅試圖從法規範的觀點作為問題發現與

解決的參酌指標，並將適時地於各階段應用經營學之觀點與研究方法，具

體地、調查研析，我國現行中小學教科書之採用程序與方式、出版業者之

銷售手法及經營模式、採用程序與方式對於出版業者之銷售或競爭行為可

能帶來的影響和變化。於面對法律與行銷二者混合體之中小學教科書、參

考書銷售行為的規範問題，唯有在法學與經營學等研究方法二管齊下的整

合研究下，方能確切地捕捉各項問題中心之所在，進而提出符合我國未來

有關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的公平法規範方向之適當提言。  

三、重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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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教科書、參考書市場之競爭問題，一方面因審定制度的

採用加上業界有意的結合作為，使得教科書市場之事業數受當相當的侷

限，且由於未如同一般先進國家對教科書採取無償給付制度，使得教科書

選用與對價支付二者徹底的分離，此一情事不僅導致市場競爭集中於各校

教科書選用過程中，對於公平法以交易相對人存在為規範前提之相關規定

的適用，亦帶來重大挑戰。同時，為對抗因審定制度等所帶來的教科書出

版事業所擁有的交易優勢地位，而在教育主管機關鼓勵下組成的聯合採購

委員會或其所為之聯合議價行為，實有高度牴觸公平法第十四條對於聯合

行為之禁制，但不僅各縣市政府，連居於指導地位之教育主管機關對此似

乎漠不關心，理由耐人尋味。  

另一方面，教育主管機關對於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競爭的漠視，不僅

限於上述之聯合議價問題，對於因其所主導之審定制度所引發教科書與參

考書間的鎖住問題，以及因此所導致教科書出版事業於參考書市場上享有

幾近百分之百的獨占地位，並濫用此一獨占地位調漲參考書價格之情事，

教育主管機關一副事不關己的心態，而以一句「無必然關係」，蹴之九天之

外。雖然，對於教科書、參考書出版事業類此之濫用獨占地位行為，公平

會不僅可以利用鎖住理論以認定其獨占地位之存在，對其漲價行為處以公

平法第十條第二款之規定，更可利用關鍵設施理論以迎戰出版事業可能主

張的權利正當行使抗辯，而對於拒絕授權他人編寫參考書之教科書出版事

業，以其拒絕授權行為違反公平法第十條第一款規定，間接地強制其授權。

四、主要建議事項  

基於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針對公平會、教育部及智慧財產局未來有

關教科書、參考書市場之競爭行為，可有下列各種因應之道。  

（一）立即可行之建議 

1.公平會未來或可思考妥善利用鎖住效應之理論，認定出版事業於各

該版本參考書市場所擁有的獨占地位，並依此對其可能有的濫用獨占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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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進行規制。  

2.  由於教科書採用權人與價金支付、使用人間之分立，使得法理上難

能將為促銷教科書而交付給學校或教師之「贈品」，視為「處理贈品贈獎促

銷額度案件原則」中所定義之「贈品」，未來當有再次確認此種贈品行為之

法律適用方式，而對之直接適用以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不當利誘」，或

以此種「贈品」行為本質上近似於「賄賂」而具有高度的倫理可非難性，

其「不符合社會倫理手段從事交易」一事至明，進而適用以公平法第二十

四條規定。  

3.  現行「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出版事業銷售

行為之規範說明」雖鉅細靡遺地條列出，出版事業可能違法之公平法規定，

但不僅部分說明內容僅停留於重述原本即存在於公平法或其施行細則中之

規定，且可能因過份詳盡、複雜的說明，反而令事業難以掌握其重心，甚

而出現不必要的誤解。未來或有必要針對此類競爭行為之核心類型的不當

「贈品」及參考書市場之獨占地位濫用二種行為，仔細說明其問題癥結及

規範時之法理、法條依據，簡化規範說明內容。  

4.  就教育主管機關而言，或有必要重新省思開放民間業者編印教科書

時之理念，思考如何利用此一裡念，藉由競爭同時提升參考書之品質。此

際，或可於未來針對審定本教科書之出版事業，於核准其審定時附加條件

或負擔，要求其於收取由教育部所定的合理報酬下，應容許他人可準據其

教科書編印參考書。  

（二）長期性建議 

1. 為導正教科書、參考書市場上之公平競爭行為，並節省公平會有關

於此之行政資源，公平會未來或可思索輔導出版事業間擬定「教科書、參

考書公平競爭規約」，由出版事業進行第一線的自律規範，而於此自律規範

無法發揮其功能時，再由公平會介入管制。  

2 .  當相關教材、教具、使用手冊等確屬於提升教學成效和品質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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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應積極編列預算由教育主管機關或各縣市政府統一購買，分送各校，貫

徹義務教育之精神與理念。勿令認真教學、致力於提升教學成效之教師，

因自身或學校方面接受出版事業餽贈，而遭誤認與出版事業間有所掛勾，

慘遭污名化。如若教育主管機關因預算分配問題而於短期內無法統一購置

此類教材等時，則應訂出明確的指導綱領，告知學校或教師可為教學之用，

收受何種教材、教具、使用手冊、參考書籍及其數量，只要於此範圍內所

收之教材等，不僅無有接受賄賂之嫌，亦將因有此綱領存在，使得此等教

材等之收受，得不受公平法適用，於免除教師或學校可能遭不當誤會的同

時，亦同時解除渠等與出版事業可能有的公平法違反之虞。  

3.  對於著作權法主管機關之智慧財產局而言，當以義務教育政策推動

之公益實現為由，而於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要求著作權人必

須忍受令審定教科書之出版事業可以於支付合理報酬的前提下，合理使用

其著作時，似亦可檢討同樣的教育政策公益之要求，是否也可以適用於依

據審定教科書編寫參考書之情形。假若，此際使用第四十七條第二項的法

定授權方式，套用於教科書出版事業時，將會造成該等事業過重之負擔，

而有違反比例原則侵害其權利之可能，則或亦可思考以強制授權方式，令

有意準據特定版本教科書編寫參考書之人，應自行事先與該教科書出版事

業協商授權的可能性，僅於授權協商無法達成時，再由著作權主管機關以

強制授權方式介入，促進參考書市場之競爭，並藉此提升參考書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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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 論 

第一節、問題提起與研究目的 

屬於國民義務教育之國民中小學教育，近年來迭有重大變革，其中之一厥為教科

書編撰印行的開放與自由化。早期，因特定時空背景與政策要求，中小學教科書由教

育部國立編譯館統一編撰、印行，之後再交由各校及學子使用。惟自一九八０年代末

期起，在各種自由化、多元化與解除管制政策潮流的衝擊下，不僅於經濟政策上出現

以「競爭為主、管制為輔」之聲浪，而有一九九二年公平交易法的正式施行與公平交

易委員會的成立，賦予維繫我國市場上之競爭秩序。於教育政策上，亦有不少識者呼

籲，應對過去以管制為基本理念的政策思想，予以徹底改革，以配合我國政經體制民主

化、自由化時代之來臨。於此教育改革政策思潮下，對過去全國獨一的中小學教科書編

撰印行體制，反省、變革之聲浪逐漸升高，要求教科書不應全國統一，而應配合不同

學習、學區特性之需求，而有多元化、學區特化之教科書的編撰與印行，且其採用不

應有上而下的齊頭式統一，而應由現場工作者之教師與家長等，基於區域特性及學習

能力與發展，做出對於學子最有利之選擇。 

於此情勢發展下，自民國八十五年起教育部遂逐漸開放民間業者編撰中小學教科

書，經教育部審查合格後（以下稱「審定本」），印行交各校選擇使用，且配合九十一

年起國民中小學課程全面實施「九年一貫課程」，教育部不再編撰教科書（以下稱「部

編本」），全面開放民間業者編撰印行。鑑於此一教科書龐大市場之形成，及與之形成

互補關係之參考書市場所糾葛的鉅額利益，不僅於本市場開放前，已見有相關業者相

互結合現象之發生，而使得教科書市場有逐漸走向寡占化之趨勢，在教科書市場開放

後，各家廠商莫不卯足全力，搶攻該當市場，時而有不當競爭行為之發生，導致社會

各界詬病。 

針對此一激烈競爭情勢，除有教育部重申教科書之採用應遵照國民教育法第八條

之二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書，由學校校務會議訂定辦法公開選用之。」

之立法精神，以公開、公正、客觀之方法為之外，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以下簡稱「公

 1 



平會」）亦鑑於教科書出版廠商屢屢以不當贈品或利益之餽贈等不公平競爭方法，扭曲

教科書選用決定，為端正此等不當競爭行為、因應各界要求，乃於民國八十九年訂定

「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小學教科書出版事業銷售行為之規範說明」，首先針

對國小教科書市場競爭行為予以規範，其後於九十一年時進行修正，並將規範對象擴

及於國民中學之教科書，而為「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出版事

業銷售行為之規範說明」。雖有教育部與公平會所為如此因應措施，惟就邇來公平會實

務處分案例以觀，中小學教科書出版商間為爭奪市場而為之不當競爭行為，並未因此

而告休止，反而因為民國九十一年的全面開放，而出現另外一波的競爭高潮。 

另一方面，由於前述教科書相關業者結合所致的市場寡占化傾向，使得教科書事

業擁有高度的市場力，而於教科書銷售、議價等交易中，享有相當程度的優勢地位。

結果導致，為對抗此一優勢地位，原本屬地方政府及各校權責的教科書採購，自九十

一學年度由全國各縣市組成「教科書採購聯合委員會」，統一與教科書業者就教科書價

格進行議價，各地方政府或學校不再單獨和教科書業者議價。毫無疑問地，此種對抗

力（countervailing power）的形成，在某種程度上可以制衡教科書業者於此市場上所享

有的優勢地位，然而卻也至少衍生出二種問題。 

首先，在公平會實務運作向來認為政府採購行為亦受公平法規範的前提下，此種

聯合採購是否該當於公平法第七條所規定之聯合行為，而有違法之虞。其次，縱使聯

合採購於某種程度上，有效地降低了教科書售價，然而與教科書處於互補關係之參考

書價格，卻可能因此提高，對此情形，教育部僅以參考書屬輔助性質、可用可不用，

其價格高漲與聯合議價並無必然關連回應。教科書業者之所以可以任意提高參考書售

價，不外乎因其於參考書市場上享有更大的市場力之故。教育部在鼓勵各縣市政府組

成聯合議價委員會的同時，對可能因此所生之副作用，似處於漠視狀態。對此問題，

公平法有無介入空間，亦實有探討之必要。 

無論如何，從以上敘述已可約略推知，現行我國教科書與參考書市場，實屬於相

當混沌的局面。一方面，教科書業者不論於教科書或參考書市場上，都擁有高度的市

場力，導致市場競爭機制功能不彰；與此同時，此等擁有寡占地位的教科書事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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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食教科書與參考書市場的大餅，紛紛使用不當贈品或利益餽贈等不公平競爭方法，

企圖影響、扭曲參與教科書選用決策人士之合理判斷。如此一方面說其競爭功能不彰

，另一方面卻又同時強調其競爭過度激烈的弔詭現象，使得有關教科書市場之公平法

分析，變得相當複雜且困難。 

縱有此等困難存在，鑑於國民教育之重要性，且鑑於教科書在此教育過程中所扮

演之重要角色，吾人實有必要回歸當初開放教科書編撰印行之理念，令現場工作者之

教師等相關人員，得於多元化、學區特化、學子需求之角度下，選擇合適的教科書，

不致因出版廠商的不當競爭行為，而扭曲其自由、公正、客觀的選擇行為，損及國民

教育之功能。為提供此一自由、公正、客觀的選擇空間，負有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公

平會，對於以各種不當競爭行為歪曲此一選擇行為的教科書出版廠商，也就責無旁貸

地必須祭出公平法加以規範，以直接維繫教科書出版商間的競爭秩序，間接守護上述

自由、公正且客觀的教科書選擇空間，終極地促進我國國民教育之健全發展。 

由上可知，公平會及其法律手段之公平法於教科書及其參考書之市場競爭上，當

具有一定規範功能及角色。有鑑於此，本研究希冀從我國現行中小學教科書之實際銷

售方式、其可能危及校務會議之教科書選擇行為的不當競爭行為、公平法對於該等行

為之規範理論基礎與可行性、公平會現行「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

科書出版事業銷售行為之規範說明」有何可改善空間等議題著手，並參酌在教科書審

定、採用及銷售行為上與我國情形最近似之日本法制與實務規範作法，對未來公平法

適用於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的銷售行為之應有之道，提出建言。 

第二節、研究方法 

    針對上述研究課題，本研究不僅試圖從法規範的觀點作為問題發現與解決的參酌

指標，並將適時地於各階段應用經營學之觀點與研究方法，具體地、調查研析，我國

現行中小學教科書之採用程序與方式、出版業者之銷售手法及經營模式、採用程序與

方式對於出版業者之銷售或競爭行為可能帶來的影響和變化。吾人確信，面對法律與

行銷二者混合體之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銷售行為的規範問題，唯有在法學與經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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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研究方法二管齊下的整合研究下，方能確切地捕捉各項問題中心之所在，進而提出

符合我國未來有關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的公平法規範方向之適當提言。 

    具體而言，在有關法規範問題的研究上，除從法解釋論與立法論出發，探討公平

法對於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銷售行為之實存與應然之規範外，為求他山之石之功，

並以比較法學與比較制度之分析手法，針對與我國中小學教科書審定、採用、規範流

程與作法最為類似之日本法制與體系，研析該國法制對於相關問題如何處理，其規範

理念、法源基礎與實務運作方式如何，予以深入探討，作為我國未來法律適用與改革

上之參酌。 

其次，在有關現行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之行銷方式的研究上，為深入瞭解前面研

究背景等所述中小學教科書市場開放後之市場現況及所衍生的問題，本研究將以資料

蒐集與問卷調查或實地訪查等方式，從事下列四項調查研究： 

（一）以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公平會公報及各出版業者之次級資料為主，調

查相關縣市國小教科書版本選用、採購流程及作法。 

（二）以各縣市教育局及各出版業者所統計的次級資料為主，調查各出版業者在

各學科教科書上之市場占有率資料；而後再估計出各出版業者在各科目上

教科書與相關參考書籍的營業額。 

（三）以各校自行選用版本的縣市中、再依縣市學校數的比例、以地理區域及城市

／鄉村做為分層基礎，採分層隨機抽樣調查各校版本選擇決策機制的型態

。此際，於樣本之選取上採分層隨機抽樣，而後以電話或人員訪問方式進

行資料的蒐集。在訪問的過程中亦將針對各出版業者的推廣（promotion）

方式做一調查，以瞭解業者在行銷策略上是否有所差異。 

（四）由於學校在決定教科書的版本之後，相關的參考書籍及學習評量等都需採

用同一版本，因此瞭解家長對參考書籍的採購行為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

。關於此等資料之蒐集將依前述學校的選取，請各校接受訪問的教師推薦

家長名單做為訪問對象，主要蒐集購買參考書籍的比例、城鄉是否存在差距

；若未購買參考書籍，主要的原因何在等資料。為求樣本的代表性，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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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受訪對象的基本資料將與母體進行卡方檢定。 

    此外，由於教科書、參考書問題，不僅牽涉到公平法規範，亦與教育政策、甚至

著作權保護等息息相關，為從宏觀角度、整體觀點檢視教科書相關問題，避免不同政策

與法規範間相互牽制、衝突，本研究並召開一場產官學座談會，設定議題、徵詢學者專

家、業界代表、教育界代表及政府相關機關等之高見，作為本研究政策建議之參考。 

第三節、研究架構 

    在上述問題意識與研究方法的認識下，本研究將循序以下列課題之分析與檢討，

組織、架構本研究之內容。 

（一）蒐集日本有關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之相關運作體制，日本公平會對於該

國教科書出版廠商之不當競爭行為的規範理論基礎及相關實務運作。特別

針對日本教科書出版事業利用贈品或利益餽贈等手法，從事行銷時，該國

教育部及公平會對相關有權決定教科書採用人員及出版事業之規範作法。 

（二）調查我國現行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之審定、採用、行銷等相關實務運作

模式，並就教科書出版事業之市場占有率、市場地位及行銷模式等，加以

分析。 

（三）探討教科書、參考書市場及其交易型態於公平法適用上的特殊性，分析此

一特殊性對於公平法帶來何種挑戰。尤其是，在教科書選用權限（校務會

議）與實際消費、使用教科書（學生及其家長）二者分屬不同主體的情況

下，公平會相關規定於適用上，可能發生之問題。此外，當教科書與參考書

於某種程度上，具有互補關係時，此一互補關係的存在，對於公平法的適

用有何意義，因此所衍生之問題，如何處理。 

（四）分析公平會歷來相關處分案、行業警示與「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

民中小學教科書出版事業銷售行為之規範說明」等之規範理論、內容與手

法，在我國公平法規範架構下，此等規範作為有無缺失、有無改進之處。 

（五）最後，綜合本研究探討，提出研究結論，對我國現行教科書、參考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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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臨之問題與困境，提出具體的建議。除前述公平法有關教科書規範說

明之具體修正內容的提出外，並將提出非教科書出版業者編撰印行參考書

的可行性、必要性及應有的配套措施；說明協助教科書出版業界建立業界

銷售行為自律規範之可行性，鼓勵教科書出版商藉由自律規範，建構起健

全的競爭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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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探討

我國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銷售行為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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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教科書選用制度及其競爭行為之規範 

    本章目的在於介紹鄰國日本之教科書選用制度、該國公平交易法之獨占禁止法

有關教科書廠商不當競爭行為之規範經驗、以及教科書與參考書事業間為後者有無

侵害其權利的紛爭及其解決方式等。選擇日本為本研究之外國法制及實務運作參考

國家，理由在於日本教科書制度亦與我國一樣採取審定制度，且與我國最近教科書

廠商間激烈、甚至時有不公平競爭情事一樣，於採取審定制後的日本教科書市場，

早於一九五０年代即出現我國現行教科書市場上的混亂局面，結果導致不僅日本教

育部（日本現時稱為「文部科學省」）因此必須介入，其獨占禁止法的執法機關之公

平交易委員會（日語原文為「公正取引委員會」），亦祭出公平法對此等不公平競爭

景況，予以規範；最後，在探討教科書與參考書間的問題上，同樣有著升學主義問

題的日本，其參考書市場自亦相當興盛，惟教科書事業與參考書事業二者間，一開

始並非處於和樂融融的態度，曾有激烈的侵權訴訟爭議，到最後發展出二者間「共

存共榮」的局面。上述有著相當歷史的日本經驗，對於教科書審定制度剛剛起步的

我國，當有一定程度的參考價值，職是之故，本研究乃以日本相關法制及實務運作，

作為我國未來有關教科書競爭規範之參酌。 

第一節、日本教科書選用制度 

一、教科書發行之流程概要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之國、中小學教科書，亦與一九九六年以前的我國

教科書制度一樣，係由政府統一編撰，再發給莘莘學子使用，一般稱此制度為所謂

的「國定教科書制」。惟在戰後為配合教育民主化的一環，廢除此一國定教科書制度，

而改為類似我國現行之審定制度的「檢定教科書制」，希望在脫離統制時代教育體制

的同時，亦能藉由不同教科書事業間的競爭，以創造出更為多元、富有創意且低廉

的教科書。然而，當教科書可以自由編撰時，如何控制其品質、各該相關單位如何

                                           
1 本研究有關日本相關教科書制度之敘述，主要參照日本文部科學省，教科書制度の概要，

<http://www.mext.go.jp/a_menu/shotou/kyoukasho/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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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公平、公正、公開的程序，選定真正符合其需求之教科書，就成為問題了。為

此，日本乃於一九四八年制定所謂的「教科書發行臨時措施法」（日語原文為「教科

書の発行に関する臨時措置法」），以調節教科書之供需，確保其迅速發行，並能維

持合理價格，促進學校教育目的之達成（同法第一條）。 

    依據上開「教科書發行臨時措施法」第二條規定，所謂的教科書係指「小學、

中學、高中、中等教育學校及准此之學校，為配合其學科課程之安排以作為其教學

之主要教材，並為授課之用而發給兒童或學生之圖書。」再者，依據日本學校教育

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此等學校之教學不僅必須使用教科書，且此類教科書亦必須是

經過日本教育部審定通過之教科書或是以教育部為著作人之教科書。由此可知，於

日本現行法制下，教科書可能是由民間出版業者自行編撰，再經過日本教育部審定

合格者，亦可能是由日本教育部自行編撰出版者，惟現行各級學校所用之教科書，

幾乎都屬前者由民間業者編撰經教育部審定合格者。 

    通常，民間出版業者於編撰教科書時，乃係依照日本教育部所頒佈的學習指導

要領、教科用圖書檢定基準等，進行編撰作業。在完成教科書的編撰後，為能供學

校選為授課之用，必須事先向教育部申請審定（日語原文為「檢定」），審定結果通

常都是由設於日本教育部內之「教科用圖書檢定調査審議會」向教育部長提出建議，

並由後者據此建議，作出是否合格的正式決定。審定合格的教科書，即可提供相關

教育單位選擇使用，各該使用學校針對不同科目可以選定不同出版業者所編撰的教

科書，於決定所選用的教科書後，並將所需求數量報給教育部。最後，再由教育部

統計各該教育單位所呈報的教科書需求數，向各出版事業就其種類與數量，進行訂

購作業。依此教科書訂購種類與數量，出版業者進入印行事宜，並於印行完畢後，

或是自行、或是透過中間流通業者，送達各教育單位，並由各該學校再發給學子使

用（有關日本教科書編撰、發行流程，參照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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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日本教科書編撰、發行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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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譯自日本教育部 2004年 5月「教科書制度概要」（日語原文為「教
科 書 制 度 の 概 要 」 ） ，

<http://www.mext.go.jp/a_menu/shotou/kyoukasho/gaiyou/04060901.htm> 

 

二、教科書之選用 

  （一）選用權限 

    由上可知，從教科書編撰開始以致於得以交到學生手中整個流程中，扮演最重

要角色者，除審定外就是各教育單位有關使用何出版事業所編撰之教科書的選用程

序了。一般而言，此一教科書選用的權限，於公立學校之情形，屬於教科書使用學

校所屬之鄉鎮村或都道府縣等地方政府的教育委員會；如該使用教育單位為國立或

私立學校時，則其決定權限在於各校之校長。 

  （二）選用程序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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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科書的選用上，必須依據「義務教育各學校教科用圖書無償措施法（日語

原文為「義務教育諸學校の教科用図書の無償措置に関する法律」，以下簡稱無償措

施法）」相關規定辦理。具體過程如下： 

1. 首先，由教科書出版事業將已經通過審定，預計於下一學年度發行之教科書

其科目、使用年級、書名、作者名等（即所謂的書目），呈報給日本教育部，

該部再將所有出版業者所呈報之內容，加以彙整，製作成教科書目錄一覽

表，並透過各該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將該一覽表，轉交給各學校或各鄉鎮村

教育委員會。擁有選用權限之各該學校校長或鄉鎮村教育委員會，僅能於有

記載於此一覽表中之教科書，加以選擇，不得選用一覽表未登載之教科書。 

此際，日本教育部，對於本年度方始編撰之最新教科書，多會將新編教科書

的出版事業編輯該教科書之意旨、方向、目的、內容等由出版事業自行所撰

寫的相關資料，提供給選用人員以為其選擇上之參考。 

2. 與此同時，教科書出版事業為提供相關人士教科書選用之參考，亦可自行將

預定於下一學年度發行之教科書樣本，送交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以及擁有

選用權限之國、私立學校校長或鄉鎮村教育委員參酌。 

3. 雖然，擁有教科書選用權限者，係各該國、私立學校校長或鄉鎮村教育委員，

惟為確保選用過程及結果之妥當、合理，其上之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皆會針

對各該教科書進行詳細的調查、研究，並將其調查、研究結果，提供給有選

用權限人士參考。通常，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於進行相關教科書的調査、研

究時，多會設立所謂的教科書選定審議會，該審議會成員多由具有相關專業

知識的學校校長、實際教育人員、教育委員會相關人員以及具有豐富學識經

驗者所擔任。為能順利完成專業且數量龐大的調査及研究任務，教科書選定

審議會一般都會以科目別區分，分別委託針對該科目有專業之教師擔任調査

員的工作。之後，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乃基於教科書選用審議會所作的調

査、研究結果，製作成教科書選用資料，送交相關教科書選用權人。 

此外，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並於每年的六、七月間（日本各級學校學期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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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為每年四月一日），舉辦所謂的教科書展示會，供各該學校校長、教育人

員、教科書選用人員等從事調查及研究。通常，此類展示會都會持續一段期

間，且多係於專為各該地區學校教育人員及居民研究之用，而設置的常設性

展示場所之「教科書中心」中舉辦。此類教科書中心的設置，開始於一九五

六年，迄今為止日本全國各地共計設置有七七五處教科書中心，經常性地展

示各種不同的教科書。  

4. 擁有選用教科書權限之人，除參考上述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所提供的調查、

研究結果外，有時亦會自行就相關教科書進行調査、研究，最後並配合上述

各項調查、研究結果，作出最適合其區域或學校的教科書之選擇。原則上，

一旦決定選用某一科目的教科書，多會持續於四年內選用該教科書，而不會

每年變動。四年後，再重新進行縝密、詳細的調查、研究，再作決定。 

5. 雖然，鄉鎮村立的中、小學，其教科書選用權限屬各該鄉鎮村教育委員會，

惟依據上述無償措施法相關規定，於選用教科書時，可以統合數個鄉鎮村為

一選用地區，並由該區域內的鄉鎮村統一就每一科目選用相同的教科書，一

般稱此為共同選用。通常，共同選用地區的決定，乃是由都道府縣教育委員

會於衡酌自然、經濟及文化等各種條件後為之。共同選用區域內之鄉鎮村，

為有效遂行共同選擇之任務，多會成立一協議會，由區域內的學校教育人員

等擔任調査員，進行共同選用所需的調査及研究工作。 

6. 由於教科書選用，對於使用者之莘莘學子的學習，非常重要。因此，於選用

之際，就應聽取、反映其看法與見解。通常，於前述之教科書選定審議會或

共同選用地區協議會中，多會邀請家長代表進入此類委員會擔任委員，確保

其意見能充分反映到選用的過程和結果上。最後，並應將教科書選用結果予

以公布，令所有相關關係人都可以知道其結果，以求整體選用過程和結果之

公正、公開與透明化。 

無論如何，此一選用程序必須在各該教科書所計畫使用的學年（亦即四月一日

起至隔年三月底止）之前一年八月三十一日前辦理完成，以供後續將結果及所需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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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呈報教育部，並通知出版事業進入印行、發送事宜，配合下一學年度的教學工作

（有關日本教科書採用流程，參考下頁圖二）。 

 

圖二  日本教科書採用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譯自日本教育部 2004年 5月「教科書制度概要」（日語原文為「教

科 書 制 度 の 概 要 」 ） ，
<http://www.mext.go.jp/a_menu/shotou/kyoukasho/gaiyou/04060901.htm> 

 

三、教科書之無償給付制度 

    近幾年，我國教科書出版亂象之一，發生於選用方面與出版事業間，為教科書

應有之合理價格而爭議不休，導致經常是在最後一刻才完成教科書的議價；此時，

往往引起社會各界憂心，是否會發生於開學之後，教科書仍未印製完成，學生上課

沒有教科書可用的怪象。同時，為抗衡教科書出版事業所擁有之寡占優勢地位，自

九十一學年度的教科書議價開始，全國各縣市乃組成聯合議價委員會。相對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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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於前一年八月三十一日前完成選用作業，並往上呈報教育部，之後再往下進行

印製、發送事宜的日本，似乎就無此困擾，也未曾見各選用權限學校、鄉鎮村教育

委員會，必須為價格問題，而與出版事業爭論不休。原因在於，日本義務教育所需

之教科書，乃是由國家統一購買，無償發給學生使用。 

    為徹底實踐日本憲法第二十六條所規定之義務教育無償的規範精神，日本政府

分別於一九六二年、一九六三年制定「義務教育各學校教科書無償給付法」（日語原

文為「義務教育諸学校の教科用図書の無償に関する法律」）以及前述之無償措施法，

無償提供接受義務教育學生學習所需之教科書。該等法律立法理念之根本認為，既

然日本學校教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義務教育學校必須使用教科書從事教學工作，

教科書於義務教育之理念實踐上，乃扮演非常重要之角色，從而乃有必要仿照不收

取學費之精神，以無償方式免費將教育所需之教科書發給學生。此一教科書無償給

付制度，希望於減輕學生家長負擔之同時，亦能喚起一般國民對肩負國家未來發展

之主人翁，其教育重要性的關心與注意。事實上，實施此一教科書無償給付制度者，

不僅廣泛見於先進國家，亞洲國家中如韓國、印尼、泰國亦有類似制度存在。（世界

各國教科書有償或無償給付制度一覽，參照表一） 

表一  世界各國教科書有償或無償給付制度一覽 

（日本文部科學省截錄自平成 13年 3月財團法人教科書研究中心調査研究報告） 

初等教育 

教科書 

中等教育 

教科書 國    名 

無償 有償 無償 有償 

備                    註 

英國 ○   ○     

德國 ○   ○     

法國 
○   ○ ○ 後期中等教育（相當於我國之高

中）教科書為有償 

瑞典 ○   ○     

芬蘭 ○   ○     

挪威 ○   ○ ○ 後期中等教育教科書為有償 

美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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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等教育 

教科書 

中等教育 

教科書 國    名 

無償 有償 無償 有償 

備                    註 

加拿大 ○   ○     

韓國 ○     ○   

印尼 
○   ○ ○ 中等教育教科書的部分因學校而

有有償無償之不同 

紐西蘭 ○   ○     

泰國 ○     ○   

中國   ○   ○   

新加坡   ○   ○   

蘇俄   ○   ○ 漸有有償化的傾向 

馬來西亞 ○ ○ ○ ○ 低所得家庭子女為無償 

澳大利亞 ○ ○ ○ ○ 依學校而各有不同 

資料來源：本研究譯自日本教育部 2004年 5月「教科書制度概要」（日語原文為「教
科 書 制 度 の 概 要 」 ） ，
<http://www.mext.go.jp/a_menu/shotou/kyoukasho/gaiyou/04060901.htm> 

 
    在此教科書無償給付制度下，教科書價格之計算方式，就必須制度化。具體言

之，日本教育部於其所頒佈的教科書價格認可基準中，分別針對不同科目、年級之

教科書，訂定其價格上限基準，而實際上每年的教科書售價則是於此上限價格內，

經教育部認可者。依此價格配合教科書無償給付制度所需之費用，則由國家及地方

自治團體統一編列預算支應。 

四、教科書選用公正性之確保 

    由於教科書市場所牽涉之鉅額利益，使得教科書出版事業莫不卯足全力，希望

自身所編撰之教科書能獲得擁有選用權限人士之青睞。此時，似是無可避免地，就

會出現各種不公平的手段，企圖影響選用人士之公正、合理判斷，以作出有利於自

己的選用結果。在日本教育部二００二年所公布的「教科書制度改善」之報告中，

即有專門章節針對如何確保教科書選用過程與結果的公正性，進行探討。根據是項

報告之見解，為規正教科書出版事業的宣傳、競爭活動，避免不當的宣傳、競爭活

動，影響到選用人士的合理判斷與正確選擇，可分別從三方面著手，予以適切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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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1）利用日本獨占禁止法相關規定，進行規範；（2）由日本教育部實施行政指

導；（3）由教科書業界自行推動自律規範。 

（一）獨占禁止法之規範 

    為確保市場自由、公平競爭秩序而制定之獨占禁止法，對於教科書出版事業的

不當競爭、破壞市場競爭秩序之行為，理當可以介入、規範，以回復該市場上應有

的健全競爭機制。具體而言，在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一九五六年十二月所訂定之「教

科書業中之特定不公平交易方法」（日語原文為「教科書業における特定の不公正な

取引方法」）的特殊指定中，即嚴格禁止教科書出版事業有不當提供金錢、物品或詆

毀他事業等行為。日本獨占禁止法有關教科書市場之競爭規範，將於本章下一節中，

詳加探討。 

（二）教育部之行政指導 

    在日本教育部所實施之行政指導上，乃是同時針對擁有教科書選用權限與教科

書出版事業為之，具體指導方式和內容如下： 

1. 教科書事業雖可將一定冊數之教科書樣本，呈送給相關教育委員會或教科

書展示會等組織，但不得贈送相關人士教師用指導書等。 

2. 相關教育人員不得參加任何由教科書出版事業所主辦或協辦之講習會、研

究會等會議。 

3. 教育部本身將儘可能將教科書出版事業所製作之教科書編撰意旨等資料，

加以蒐集、並分送、周知相關教育單位，因此教科書出版事業應避免再發

送給各相關教育人士，其本身所編撰之教科書的宣傳品等資料。 

4. 教科書出版事業除不得對擁有教科書選用權限人士，從事各種宣傳活動

外，對於其他經銷書局等可能從事宣傳者，亦應減少其宣傳活動。此外，

教科書之編撰者或作者，嚴禁參與任何有關教科書選用之過程。 

（三）教科書業界之自律公約 

實際上，日本教科書業界亦為謀求其相互間競爭活動之公平、公正性，乃由教

科書出版事業、教科書經銷事業等籌組設立所謂的「教科書公平交易協議會」（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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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為「教科書公正取引協議会」），該會除針對教科書應有的公平交易行為等，進

行調查、研究外，並依據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上開「教科書業中之特定不公平交易

方法」之特殊指定，訂定更為詳盡的「教科書公平交易施行細則」（日語原文為「教

科書公正取引実施細則」），以確保其間之公平競爭。有關日本教科書業界自律規範

之詳細內容，參照本章貳之四。 

由本節以上敘述可知，在對教科書於國民義務教育中所扮演之重要角色有深刻

認知的前提下，日本法制不僅要求各級義務教育學校，必須使用經過審定之教科書，

作為其學習教材之用，並為徹底踐行憲法所定之義務教育理念，乃進而以無償給付

方式，將義務教育所需之教科書免費發給學生，希冀藉此於減輕學生家長負擔的同

時，並時時提醒一般國民對義務教育的關心與重視。而為能使處於不同地理、自然、

社會、文化環境之學生，能配合其區域特色，使用最合適之教科書，相關教科書選

用權限就必須下放至各該區域。惟此一權限的下放，亦同時激起教科書出版事業為

令自己之教科書得以獲得選用，而進行激烈的競爭，甚而不惜使用不當競爭手法，

扭曲相關選用權限人士的合理選擇。當此等不當競爭情事，影響所及者已不僅限於

經濟利益問題，而係更廣泛地牽涉到根本的國民義務教育理念之合理實現時，就有

必要以各種不同規範手法，維護該當市場競爭之公平、公正、公開，避免教科書選

用受到不當扭曲。此際，除教育主管機關應對其所屬教育單位或人員，實施各種宣

導、處分措施外，從本節敘述亦可得知，以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為職志之獨占禁止法、

甚至是教科書出版事業間的自律規範，都可以於有關確保教科書選用過程與結果的

公正、合理上，發揮重要功能。基此認識，次節將就日本獨占禁止法在有關教科書

市場競爭之規範上，理論和實務上扮演著何種角色，進行檢討。此一檢討，同時亦

將觸及教科書事業的自律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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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獨占禁止法對教科書市場競爭之規範 

一、立法目的與規範對象 

（一）立法目的 

    日本獨占禁止法全名為「禁止私的獨占暨確保公平交易之法律」，係在二次大戰

後盟軍佔領期間內的一九四七年所制定之法律，制定該法之目的主要係為重建日本

戰後經濟並建構起民主的經濟體制，而與農地放領、勞工立法及財閥解體措施等，

共同被定位為日本戰後經濟民主化政策的重要環節。蓋在盟軍的認知上，日本戰時

軍閥體制氣焰的囂張，部分實源於其後有財閥的支撐與相互勾結；從而，當盟軍在

戰後希望將日本建設為一非軍事國家時，其同時也必須對於當時仍居於經濟制高

點、導致日本經濟力量過度集中於少數集團的財閥體制，進行徹底的改革。於此認

知下，盟軍除制定「財閥家族支配力排除法」、「過度經濟力集中排除法」、「控股公

司處理委員會令」等法令，藉以企圖排除財閥在日本戰後經濟的影響力外，同時亦

有必要制定獨占禁止法，扶植以競爭為基礎的經濟體制，如此不僅可以防止戰前統

制經濟體制的復活、祛除政府主導的反競爭經濟結構之憂慮，並可逐步建立起分權

式的競爭架構、遂行經濟民主化的終極目標。 

    也就是在如此針對財閥、強調分權式、民主化競爭、經濟體制的重要性之想法

下，獨占禁止法乃在第一條規定中，明白揭示其規範目的，謂：「為藉由禁止私的獨

占、不當交易限制及不公平交易方法，防止事業支配力的過度集中，排除利用結合、

協定等不當限制生產、販賣、價格、技術暨其他一切對事業活動的不當拘束行為，

以促進公平且自由之競爭，發揮事業之創意，興盛各種事業活動，提升就業及實質

國民所得水平，進而於確保一般消費者利益的同時，並能促進國民經濟的民主且健

全之發展，特制定本法。」 

    由此規範文言可知，獨占禁止法希冀經由對私的獨占、不當交易限制及不公平

交易方法等不當限制或拘束事業活動自由的行為之禁止，以達成「促進公平且自由

競爭」之直接目的。於此公平且自由的競爭環境下，乃能「發揮事業之創意，興盛

各種事業活動，提升就業及實質國民所得水平」。於此，獨占禁止法所要實踐之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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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自由競爭者，並非經濟學上所為的完全競爭模型，而係產業組織論中所強調的「有

效競爭」（workable competition）理念。因為，後者更能貼近於經濟現實中，實際的

競爭狀態。 

當上述公平且自由的競爭效果能充分發揮其功能時，則不僅一般消費者利益將

獲得確保，經由分權式的競爭體制之運作，整體國民經濟將會進入更為民主化、健

全化的階段，一般認為此乃獨占禁止法所欲實現之終極目標。毫無疑問地，在民主

化的經濟體制運作過程中，若未賦予消費者知的權利、選擇的權利等消費者主權，

令其得以更為積極的方式參與競爭秩序的形成，則分權式的民主經濟之理念，將無

由實現。從而消費者利益不僅為獨占禁止法所關注，而為公平且自由競爭秩序的直

接受惠者，就消費者於經濟體制運作過程中所得發揮之作用來看，其實亦有理由與

民主、健全的國民經濟同時並列為獨占禁止法的終極目標。 

  （二）規範對象 

從上述獨占禁止法第一條目的規定的敘述可知，為實現直接目的之「促進公平

且自由競爭」，以達成「確保一般消費者利益的同時，並能促進國民經濟的民主且健

全之發展」的終極目標，獨占禁止法所用的手法，乃是禁止各種限制競爭或不公平

競爭行為的施行。條文內容將此等受到禁制之行為對象或客體明白予以規定，包括

獨占行為、不當交易限制、不公平交易方法以及造成事業支配力過度集中之結合行

為，此四種行為的實體規範，詳細規定於獨占禁止法第三條至第二十條規定中。對

照於對此四種行為禁止文言之後的「排除利用結合、協定等不當限制生產、販賣、

價格、技術暨其他一切對事業活動的不當拘束行為」，亦可窺知，該四種被禁止的行

為通常是對事業的行為造成不當的限制或拘束，從而有必要予以禁止，苟若無不當

限制或拘束情事存在，而係合理、適當的限制或拘束行為時，即不受獨占禁止法相

關規定所禁止。 

上述四種行為中，獨占行為包含濫用獨占地位（monopolize）與企圖獨占（attempt 

to monopolize）二種行為，不當交易限制相當於我國公平法之聯合行為，不公平交

易方法則類似我國公平法第三章所規範之不公平競爭行為，但排除典型的不公平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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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之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四條等規定，最後的結合行為則與我國公平法

上之結合規範相近。獨占禁止法所規制的上述四種行為類型中，與教科書市場競爭

最有密切關連者，厥為不公平交易方法，從而以下乃針對不平交易方法，加以檢討。 

二、不公平交易方法之規範 

  （一）不公平交易方法之規範定位與類型 

不公平交易方法於日本獨占禁止法整體之規範架構上，與聯合行為及私的獨占

行為二者，同列為獨占禁止法之三大規範支柱。其規範目的乃係鑑於僅依賴對聯合

行為或獨占行為之禁止，並無法有效抑制獨占體的形成，尤其是，當市場競爭漸形

激烈，事業為了贏取競爭時有不擇手段之傾向，此一情事助長了獨占體的形成與茁

壯，從而為了能夠在獨占體萌芽階段，即能立刻制止其成長、茁壯，乃特別制定此

等有關不公平交易行為之規定，以收競爭法制規範之實效性。就此而言，公平法第

十九條規定，在與獨占行為和聯合行為規範之關係上，實係居於一種補充性、預防

性的地位2。 

如此被定位為補充性、預防性規範之不公平交易方法，由其用語乃係不公平「交

易」，而非不公平「競爭」亦可知悉，其規範對象並不以具有競爭關係者為前提，舉

凡可能破壞正常競爭或交易關係之不當交易方法，都屬於其規範對象。具體而言，

其規範方式乃是，由獨占禁止法首先於第二條第九項定義出六種較為抽象的不公平

交易方法類型，並要求日本公平會就這六款行為類型，作更為具體、詳細的分類，

此即一般所稱之「不公平交易方法的一般指定」，除一般指定外，日本公平會更可對

特定產業中的不公平交易行為，針對其特性為規範上之經濟與效率，訂定所謂的「特

殊指定」，例如有關海運業、新聞業、教科書業、百貨店業、罐頭食品業等之特殊指

定。 

雖然，本研究之對象的教科書業有其本身之特殊指定，但此類特殊指定基本上

仍係立足於一般指定所提示的各種不同不公平交易方法類型，再將之套用於各該特

                                           
2 以上，參照今村成和，獨占禁止法，頁 89-98，有斐閣，新版，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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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產業的競爭行為上；而且，當特殊指定對特定行為並未有所說明、規範時，日本

公平交易委員會仍可回歸一般指定，對系爭行為予以規範。從而不論是為理解上之

方便，抑或為瞭解整體不公平交易方法之規範體系，都有必要對適用於所有產業之

「一般指定」，先有簡要的理解。 

  （二）不公平交易方法一般指定 

    獨占禁止法第二條第九項如此：「本法稱不公平交易方法者，指該當於下列各款

行為，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且經公平交易委員會所指定者： 

1. 不當地對其他事業實施差別待遇。 

2. 以不正當之對價進行交易。 

3. 不正當地引誘或者強制競爭者之顧客與自己從事交易。 

4. 以不當地拘束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內容為條件，而與之進行交易。 

5. 不當地利用自己於交易關係上所享有之地位，而與對方交易。 

6. 對於與自己或自己為該當公司之股東或負責人之公司，於國內市場上，處於

競爭關係之其他事業，不當地妨礙其與其交易相對人間之交易，或者是在

該當其他事業為公司型態之情形，不當地引誘、教唆或強迫該公司之股東

或負責人，做出不利於該公司之行為等。」 

    依據上述規定，日本公平會首先於一九五三年進行一般指定，其後因為處分例

及判決的累積，於一九八二年對先前的一般指定作全面性的修正，而為現行法。現

行一般指定將上開獨占禁止法第二條第九項所提示的六種不公平交易方法，再更詳

細地區分為下列十六種具體的不公平交易方法類型： 

1.（共同交易拒絕）無正當理由而與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共同為下列各款行

為之一者：（1）拒絕與特定事業之交易或限制交易之商品或服務的數量或內

容；（2）使他事業為前款之行為。 

2.（其他交易拒絕）不當拒絕與特定事業之交易或限制交易之商品或服務的數

量或內容，或使其他事業為該當於此之行為。 

3.（差別對價）依地區或交易相對人之不同而不當以差別對價提供商品或服

 22 



務，或接受提供者。 

4.（交易條件等之差別待遇）不當對特定事業於交易之條件或實施上，為較為

有利或不利之對待。 

5.（事業團體中之差別待遇）事業團體或因共同行為而對特定事業不當排斥

者，或事業團體內部或共同行為中，對特定事業為不當之差別待遇，致該事

業之事業活動生有困難者。 

6.（不當廉售）無正當理由而以顯著低於其供給所需費用之對價，持續供給商

品或服務，或其他不當低價供給商品或服務，致其他事業之事業活動生有困

難之虞者。 

7.（不當高價購入）不當以高價購入商品或服務，致其他事業之事業活動生有

困難之虞者。 

8.（欺瞞性的顧客引誘）就有關自己所供給商品或服務之內容、交易條件或其

他交易相關事項，以使顧客誤認其較實際事物或較競爭者所提供者更為顯著

優良或有利，而不當利用競爭者之顧客與自己交易之行為。 

9.（不當利誘顧客）對照於正常商業慣習，以不當之利益引誘競爭者之顧客與

自己交易者。 

10.（搭售等行為）於供給商品或服務之同時，不當對於交易相對人令其向自

己或自己指定之事業購入其他商品或服務，或其他強制應與自己或自己指定

之事業從事交易之行為。 

11.（排他性交易）不當以交易相對人不與自己競爭者交易為條件，方與之進行

交易，致有減少競爭者交易機會之虞者。 

12.（維持轉售價格）無正當理由而對於購入自己商品之交易相對人，以下列

各款所揭之拘束條件為前提而對其供給商品：（1）訂定其所銷售之該當商品

的銷售價格，令交易相對人維持此一價格或其他拘束交易相對人決定該當商

品銷售價格之自由；（2）對於購入交易相對人所銷售之該當商品的事業，訂

定該當事業銷售該當商品時之價格，而令交易相對人使該當事業維持該當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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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或其他拘束該當事業決定該當商品銷售價格之自由。 

13.（附拘束條件之交易）除前二項規定外，設定不當拘束對交易相對人與其

交易相對人間之交易或其他不當拘束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之條件，而與該

交易相對人進行交易者。 

14.（優勢地位的濫用）利用自己於交易關係上所享有之優勢地位，對照於正

常商業慣習，不當從事下列各款行為之一者：（1）對於與自己持續進行交易

之相對人，令其購買與該當商品或服務交易無關之商品或服務；（2）對於與

自己持續進行交易之相對人，令其提供自己金錢、服務及其他經濟上之利

益；（3）訂定或變更成不利於相對人之交易條件；（4）除該當於前三款之行

為外，在有關交易條件的設定或實施上，做出不利於交易相對人之情事；（5）

對於交易相對人之公司，要求其公司負責人的選任，應依照自己事先的指

示，或事前應得到自己的同意。 

15.（妨礙競爭事業之交易行為）對於在國內與自己或自己為股東或負責人之

事業具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於該他事業與其交易相對人進行交易時，以阻

止契約成立、引誘其不履行契約或其他任何方法，不當妨礙其間交易者。 

16.（干涉競爭公司之內部組織行為）對於在國內與自己或自己為股東或負責

人之公司具有競爭關係之他公司的股東或負責人，以股東權之行使、股份轉

讓、洩漏秘密及其他任何方法，不當引誘、唆使或強制其為不利於該公司之

行為。 

於依據獨占禁止法訂定上述之一般指定各項行為類型時，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

碰到之最大困難在於，第二條第九項本文中之「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應如何解釋，

對此一般學說及實務所達成之共識乃是，所謂的公平競爭乃是由（1）自由競爭的存

在、（2）競爭手段的公平性以及（3）交易決定之自由與自主性的所謂自由競爭基盤

等三種要素所構成，任何行為只要破壞其中一種要素以上的存在，且該當於一般指

定之對象行為者，即屬於被禁止的不公平交易方法。從而當有限制競爭、不公平競

爭方法或不當壓抑交易相對人之交易自由、自主決定時，即有可能該當於不公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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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方法。 

此一對於公平競爭狀態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認識，亦反映在一般指定各項行

為類型的具體條文內容中，在各該不公平交易方法之陳述上，一般指定以「不當」、

「無正當理由」以及「對照於正常商業慣習而屬不當」等三種不同文言，顯示出各

該不公平交易方法「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強弱度。當系爭行為於一般指定的規定

文言中，係用「無正當理由」以陳述其違法性，通常該當行為本身即多具有妨礙公

平競爭之虞的屬性，而接近於所謂當然違法的行為，例如「無正當理由」而集體共

同拒絕交易或「無正當理由」而要求交易相對人維持轉售價格；相對於此，當一般

指定係以「不當」說明行為可能的反競爭性時，該當行為本身並不當然有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必須在就各該行為於各該具體案件中的評價，判斷其違法行為之有無，

此一判斷方式接近於美國法所謂的「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例如個別事業的「不

當」拒絕交易、「不當」要求排他性交易。此時，當系爭行為係有關限制競爭情事時，

於適用上多要求行為人之事業應為市場上之「有力事業」，亦即其擁有 10％以上的

市場占有率或為市場占有率前三名之事業。最後，當一般指定係利用「對照於正常

商業慣習而屬不當」之用語時，乃是鑑於一般指定第九、十四項之不當利誘顧客及

不當濫用優勢地位等行為於獨占禁止法規範上之特殊性，而特別就此二種行為類

型，利用「對照於正常商業慣習而屬不當」之用語，以陳述其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

可能性。 

在瞭解不公平交易方法一般指定的規範方式與內容後，接下來我們可以再進一

步深入探討特殊指定存在之理由，以及教科書特殊指定發生之緣由及其規範內容。 

三、「教科書業特定不公平交易方法」特殊指定 

  （一）特殊指定之目的及與一般指定之關係 

相對於上述不公平交易方法一般指定乃係適用於所有產業，針對特定產業內競

爭行為所訂定之特殊指定，理所當然地，其適用對象當然僅限於該當特定產業。此

類針對特定產業所為之特殊指定，多係因為該當產業內之競爭情事特殊、或曾經因

為產業內多數事業曾同時實施大量的不公平交易行為，導致迅速、有效匡正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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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競爭、交易秩序，乃有必要以更為詳盡、具體的列舉方式，針對產業內特殊的

不公平交易行為，予以規範，以收獨占禁止法規範之實效與時效性。由於其具有如

此特殊性質，因此當特殊指定與一般指定於適用上產生競合或衝突時，應優先適用

特殊指定之條文規定，而當特殊指定針對系爭行為，並無提及或規範時，於該行為

有妨礙市場公平競爭秩序時，亦可補充性地利用一般指定中的相關條文，對該系爭

行為加以規範。由此可知，一般指定與特殊指定間之關係，類似於普通法與特別法

二者間之適用關係。 

現行被適用以特殊指定之產業，包括海運業、新聞業、教科書業、百貨店業、

罐頭食品業等。教科書業之所以被挑出，針對其業內競爭行為訂定一般指定，不僅

因為其交易型態特殊，更因為於一九五０年代前半，業界間為爭取讓教育單位可以

採用自身所編撰的教科書而競爭激烈，各種不公平的競爭方法紛紛出現。對此現象

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雖以行政指導方式，警告教科書出版事業應自我克制，惟此一

警告並未收取相當成效，教科書業界中不公平交易方法之實施依舊時有所聞。於此

情勢下，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乃於一九五六年十二月頒布「教科書業特定不公平交

易方法」之特殊指定，並依此進行取締、規範。 

  （二）「教科書業特定不公平交易方法」特殊指定3

在「教科書業特定不公平交易方法」特殊指定訂定前，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若

想利用一般指定，規範當時教科書出版事業之不公平競爭或交易方法，有其困難性。

理由在於，一般指定適用之行為客體，多以事業及其交易相對人間的交易為前提，

此時選擇使用商品或服務之人與實際支付價金之人，二者主體同一。然而，如同本

章第一節所述，在教科書的交易型態上，有權選用教科書之人與實際使用教科書之

學生，二者主體並非同一。申言之，在教科書之選用上，擁有選用權限者為地方自

治團體之教育委員會或國、私立學校校長；另一方面，實際使用教科書之「消費者」

                                           
3 以下，有關教科書業特殊指定之敘述，主要參照今村成和、丹宗昭信、實方謙二、厚谷

襄兒編，注解經濟法（上）─教科書業の特殊指定（長谷川古執筆）（青林書院，1985）；
今村成和、正田彬、吉永榮助編，獨占禁止法講座VI（不公正取引方法（下））─教科書業

における特殊指定（系田省吾執筆）（商事法務研究會，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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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接受義務教育之學生。於此情況下，教科書出版事業有關教科書之競爭，就非

針對實際「消費者」之學生進行競爭，而係圍繞著實際擁有選用權限之校長、教師、

選用委員等人士；而為獲得此等人士之選用，教科書事業乃運用各種手法，爭取其

認同，各種不當的競爭手法因此紛紛出籠。 

面對此一不公平競爭、交易手法橫行、蔓延的現象，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在囿

於難能將一般指定中的相關規定所要求的「交易相對人」或「顧客」擴張解釋及於

擁有選擇權限之校長、教師及選用委員的困境下，遂決定訂定特殊指定，以克服此

一規範難題。於此背景下，乃有「教科書業特定不公平交易方法」特殊指定之頒布。 

根據教科書業特殊指定之規定，下列各項行為皆該當於不公平交易行為，而受

到獨占禁止法第十九條之禁止： 

  「一  以發行或銷售小學、中學、高中及準此之學校所使用之教科書（以下稱「教

科書」）為業者，直接或間接對於使用教科書或參與選用教科書之人（以下稱

「使用者或選用關係人」），以提供或期約提供金錢、物品、飲食招待及其他

類似此之經濟利益為手段，勸誘渠等使用或選用自己或特定人所發行之教科

書。 

以發行教科書為業者，直接或間接對於教科書之使用者或選用關係人，在有

關教科書以外之書籍雜誌、教材、教具等之販售上，以提供或期約提供金錢、

物品、飲食招待及其他類似此之經濟利益為手段，勸誘渠等使用或選用其所

發行之教科書。 

二  以發行教科書為業者，直接或間接對於以販售教科書為業者，為令其向教

科書使用者或選用關係人，勸誘渠等使用或選用自己所發行之教科書，而提

供或期約提供販售業者以金錢、物品、飲食招待及其他類似此之經濟利益。 

三  以發行教科書為業者，直接或間接對於其他以發行教科書為業者或其所發

行之教科書，以中傷、毀謗及其他任何不正當手段，妨礙使用或選用其他事

業所發行之教科書。」 

本特殊指定第一項第一款之規範內容，乃是當教科書事業提供或期約提供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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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經濟利益給使用者或選用關係人，以促使其使用或選用自己所發行之教科書時，

即該當於獨占禁止法所稱的不公平交易方法。第一項第二款之行為，所欲規範之交

易客體重點不在於教科書，而係與教科書具有互補關係之參考書、教材、教具等商

品，本款規定係鑑於若教科書出版事業亦同時出版此等參考書、教材、教具時，其

銷售量乃與教科書的使用量成正比，因此為擴展參考書之銷售量，就有可能為此目

的而不當提供或期約提供金錢等經濟利益給使用者或選用關係人，此種行為亦屬不

公平交易方法。 

教科書業特殊指定的第二項規定，則是鑑於日本教科書於銷售上多有透過中間

行銷管道之販售業者銷售其教科書，因此若教科書出版事業本身不直接對使用者或

選用關係人提供或期約提供經濟利益，而係要求此等販售業者去勸誘、影響使用者

或選用關係人之使用或選用決定，並提供或期約提供以經濟利益作為回饋時，亦該

當於不公平交易行為。最後，特殊指定第三項規定乃係針對為誤導使用者或選用關

係人對其他教科書出版事業或其所出版之教科書的認識，而針對其他教科書出版事

業本身或其教科書內容，予以中傷、毀謗等，具體而言，例如公開散布與其他事業

之教科書的不當比較對照資料、或者是批評其他教科書的內容或為虛偽不實或引人

錯誤的陳述。 

由上可知，只要教科書出版事業有為其教科書之使用或選用（包括為其參考書、

教材、教具銷售之目的），而提供或期約提供任何經濟利益給使用者、選用關係人或

教科書中間販售事業，該當行為本身即違反效能競爭法則，而具有商業倫理或道德

的可非難性，類似於當然違法行為，毋庸再針對相關事業之市場地位等，作任何判

斷。有此特殊指定後，未來只要教科書出版事業再有上開行為類型之實施，即可祭

出獨占禁止法，予以嚴格取締。事實上，後來因特定因素之生，使得教科書業者競

爭秩序大亂，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乃以特殊指定為據，作出六次處分，並有後來自

律規範之生。 

  （三）「教科書業特定不公平交易方法」特殊指定之適用案例 

  一九六一年，由於日本教育部大幅修正教科書編寫要領，新教科書的同時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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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教科書業間的競爭，變得相當激烈，違反前述教科書業特殊指定之不公平交易

方法叢生。對此現象，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乃祭出特殊指定規定，連續對東京書籍

股份有限公司、教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大阪書籍股份有限公司、學校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大日本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教育藝術社股份有限公司等六家事業，予以

處分。此等事件中，六家公司皆以金錢、物品等之提供，利誘擁有選用權限人士。

以下，僅以東京書籍股份有限公司事件為例，說明相關不公平交易情事。 

    本案中，被處分人東京書籍股份有限公司係以出版中等學校教科書為主之事

業，為圖能誘使學校方面擁有教科書選擇權限之相關人士，作出選擇其所出版教科

書之決定，該公司乃將宣傳費用的一部份，交由相關營業人員自由裁量運用，令其

可以對有選用權限人士，施以金錢、物品等之供給，或以酒宴招待此等人士。例如，

於一九六一年五月三十日至七月八日間，對於神戶市立中等學校之社會科教科書擁

有選用權限之十三名人士，該公司或提供現金（三萬五千元）、或提供禮券（共十九

張、計九萬五千元）、或以酒食宴饗其中九名人士。 

    對於上述被處分人之行為，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此種利誘相關人士選用其

所發行之教科書的行為，已該當於教科書業之不公平交易方法特殊指定的第一項規

定，違反獨占禁止法有關不公平交易方法之禁制。因此，乃於處分本文中命令，被

處分人以後不得再為利誘相關擁有選用權限人士之決定，而提供金錢、物品、饗宴

或其他類似之經濟利益，或期約提供此等經濟利益。此外，被處分人應於此後三年，

於每一會計年度終了後二個月內，將有關其每年宣傳費的使用狀況，向日本公平交

易委員會提出報告。 

四、教科書事業的自律規範 

    為維持教科書交易過程中，競爭或交易之公平、公正性，日本教科書出版事業、

大型經銷商及特定經銷商三者，乃聯合組成所謂的「教科書公平交易協議會」，並依

據前述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所定之教科書不公平交易方法特殊指定之規範精神和內

容，訂定「教科書業公平交易施行細則」。雖然，因為教科書出版事業所為之金錢、

物品等經濟利益的提供，嚴格來說，並非一般所認識之贈品，因此難能依據獨占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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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法之子法「防止不當贈品暨不當表示法」（以下簡稱「贈品表示法」）相關規定，

訂定該產業之公平競爭規約。惟從上開「教科書公平交易協議會」之用語或可推知，

該團體成立之目的乃係為維持其產業內競爭、交易秩序之公平、公正性，從而雖因

行為類型、性質以及所適用法規不同，而無法正式依據「贈品表示法」規定，制定

其自律規範，但理念、精神基本上相同。職是，以下簡要介紹日本產業為求其間公

平競爭、交易的維持，且為避免與獨占禁止法間之衝突，而於特定條件下所訂定的

自律規範。 

  （一）「公平競爭規約」制度之法源依據與立法緣由 

一般而言，日本特定產業間的自律規範，稱為「公平競爭規約」。此一公平競爭

規約制度，主要適用於特定行業的贈品或廣告行為上，理由在於公平競爭規約的法

源依據，並不在於日本競爭法的獨占禁止法本身，而係其子法之「贈品表示法」。根

據該法第十條規定，事業或事業團體就有關贈品及標識事項，為防止不當引誘顧客

之行為，確保公平競爭秩序，得於接受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之認定後，訂定公平競

爭規約。 

雖然，公平競爭規約的制定，或可能導致類似聯合行為等反競爭行為的產生，

但根據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實務之見解，由於公平交易委員會之監視能力有限，故

而僅是依靠其所為之行政處分，將無法充分、有效地規範經常是容易被廣泛施行的

高額贈品或不實廣告等行為，若能藉由業界中多數意見，設定適當的行為準則，並

透過業界中自我約束、相互監視之方式，將此等行為準則予以慣習化，將會遠比針

對各個行為，採取法律措施的行政或司法規範方式，更為有效。此外，由於贈品表

示法所規範之對象，乃是各種不同的行業領域，從而其規定內容不得不流於一般性、

抽象性且空泛的條文；相對於此，公平競爭規約因為是由事業或其團體依其行業本

身之實態或商品、服務特性所定，而能更具體、詳細地規定出事業於進行贈品或表

示行為時，應遵守之準則。由此可見，雖然在公平競爭規約的訂定過程中，日本公

平交易委員會的介入頗深，但就其本質、效果與目的而言，公平競爭規約與一般業

界本身的自律規範，並無重大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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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平競爭規約」認定程序、要件及效果 

以下分別就公平競爭規約之認定程序、認定要件、認定效果等，予以敘述4。 

1.認定程序 

依據贈品表示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得訂定公平競爭規約者，為事業或事業團

體。實際上，可能由（1）二以上事業發起、製作公平競爭規約，（2）由事業與事業

團體合作訂定公平競爭規約，或（3）由單一或二以上之事業團體集合設定公平競爭

規約，其中以（3）之情形最為常見。此時，以現有的事業團體本身訂定規約者雖亦

有之，但通常多是由其聚集成立公平交易協議會，並以此協議會名義製作公平競爭

規約。參加規約之成員，雖多屬於同一水平交易階段之競爭者，但於部分情形，亦

有可能由上下游不同階段之事業所構成。雖然，贈品表示法並未規定參加公平競爭

規約的事業數或其市場占有率總計，必須在多少比例以上，但為使規約之規範能夠

更具實效性，應儘量爭取更多事業的參與。 

公平競爭規約訂定後，即應向公平交易委員會申請認定，後者於接到此一申請

後，開始審查規約內容是否符合贈品表示法所規定的各項要件。審查過程中，公平

交易委員會先召開一主要由消費者團體及業界代表所參加之「贈品表示聯絡會」，以

整理檢討提出認定申請之公平競爭規約的各項問題點，並以此會議的討論結果為基

礎，修正規約內容。之後，公平交易委員會乃就此修正過的公平競爭規約召開公聽

會，再次廣泛地聽取各消費者代表或團體、相關事業或其團體、學者專家及有關機

關針對該當規約內容之意見。在採納公聽會中各界所表達之見解後，公平交易委員

會就會對公平競爭規約做出認定或不予認定之決定，並以公告之方式，揭櫫於公報

中。 

2.認定要件 

根據贈品表示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於做出認定前，必須確認該

                                           
4 以下敘述，主要參照主要參照吉田文剛編，景品表示法の實務（ダイヤモンド社，1970）；
波光巖，公正競爭規約の現狀とその檢討，NBL223、225 號（1980-1981）；穗積忠夫，<
景品、表示の規制（3）─公正競爭規約>，收錄於加藤一郎、竹內昭夫編，消費者講座 4
─取引の公正II、業種別にみた消費者保護I（日本評論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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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公平競爭規約滿足下列四項要件：（1）就防止不當的引誘顧客之行為、確保公平

競爭而言，規約內容確屬適當；（2）規約無不當地危及一般消費者及相關事業利益

之虞。（3）規約無不當差別待遇之情事。（4）無不當限制事業加入或退出規約之情

事。只有在公平競爭規約全數滿足上述四項要件後，公平交易委員會始能做出認定

之決定。依據贈品表示法第十條第三項規定，經過認定之公平競爭規約，其後若發

生未滿足上述要件之情形時，公平交易委員會在給予申請人表達意見及提出證據之

機會後，得撤銷其認定，並於公報中公示之。 

3.認定效果 

基本上，取得公平交易委員會認定之公平競爭規約，具有二種效果，一為法律上

之效果，一為事實上之效果。 

首先，就法律效果而言，係指對於依照規約所為之行為，公平交易委員會不得對

之進行處分程序、不得向法院請求緊急停止該當行為之命令以及不得向檢察機關就

該行為進行告發（贈品表示法第十條第五項）。易言之，依照公平競爭規約所為之行

為，公平交易委員會無法啟動其法定程序，判定其違法。從而，若因情事變更而使

得依照規約之行為，已違反法律規定時，公平交易委員會首先必須依照前述程序，

撤銷規約之認定，若其後該當行為仍然持續，則可依法處分之。 

其次，就事實上之效果而言，由於公平競爭規約之所以取得公平交易委員會之

認定，乃是因為其實質上係為該行業中，已經確立之正當商業慣習，而可促進業界

內之公平競爭。於此情況下，無可避免地，當公平交易委員會於解釋特定廣告是否

屬不實表示時，通常會參照相關的公平競爭規約之規範內容，以為判斷之基準。若

此，則公平競爭規約內容於不少情形，乃為贈品表示法相關規定的解釋基準，此一

結果對未加入規約之事業，有重大影響。蓋於此情形，未加入公平競爭規約之事業，

即難能實施加入規約者依照規約所不得實施之行為，而不當地取得競爭優勢；若無

此事實效果，則未加入規約之事業，將可毫無顧忌地從事規約所不容許之不公平競

爭行為，使得規約規範的實效性，遭到嚴重的傷害。 

由上可知，限於競爭法主管機關人力、物力資源之稀少，於一定程度上，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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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藉助於產業內之自律規範以彌補其不足。惟鑑於自律規範可能帶來聯合行為等

反競爭效果，為將此等不當情形的發生降至最低，乃有必要對此自律規範等成立、

要件及監督等，予以嚴格的規定。在此認識下，日本法上乃有公平競爭規約制度的

設計，迄今為止，該項制度於有關不公平競爭或交易方法的規範上，發揮相當重要

的功能。有鑑於此，雖然因為行為態樣、性質的不同，使得教科書事業無法依據贈

品表示法訂定此類公平競爭規約，但是為維護教科書業內的公平競爭與交易秩序，

相關業者乃仿照公平競爭規約之理念和精神，成立「教科書公平交易協議會」，並依

據教科書業特殊指定之規範，訂出「教科書業公平交易施行細則」，要求教科書事業

應嚴格遵守此一施行細則，防止不公平交易方法的頻發。此種自律規範的精神，實

是私法自治理念的另一種體現，值得注目。 

第三節、教科書與參考書 

如同前述，在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所頒布的教科書業不公平交易方法特殊指定

第一項第二款中，針對教科書事業若是為其本身所出版之書籍雜誌、教材、教具等

的推廣銷售，而企圖提供金錢、物品等經濟利益給有選用教科書權限人士的話，其

所為此種行為，亦屬於不公平交易方法，違反獨占禁止法第十九條規定。本款訂定

之理由，乃係鑑於教科書出版商中，有不少事業本身亦出版參考書、教材、教具等

學習輔助用品，且為增加此等學習輔助用品的銷路，乃有必要增加教科書本身的選

用數量，從而進行有關教科書選用的不公平交易行為，對此行為，當然有予以規範

之必要，故有本款規定之設。 

在比較早期，教科書出版事業，本身亦多有編訂參考書、教材、教具等學習輔

助用品者，但後來亦有其他不少出版事業從事此類學習輔助教材的編撰。此際，即

牽涉到後者所編撰、出版的學習輔助教材，有無侵害到教科書出版事業之教科書著

作權的問題。教科書出版事業與輔助教材出版事業間有關著作權的爭議，歷史可謂

淵遠流長，茲將其二者間爭議之發生、解決之手法及有關著作權侵害的主要論點，

簡要予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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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科書事業與參考書事業間著作權爭議過程與解決方法5

在日本實施教科書審定制度不久之後的一九四八年，鑑於學習輔助教材之出版

事業有侵害其所編撰之教科書著作權之虞，教科書出版事業乃組成一任意團體「教

科書懇話會」（現在「社團法人教科書協會」的前身），再三對學習輔助教材出版業

者進行勸告和警告，要求後者停止侵害渠等著作權之行為。大多數的輔助教材出版

事業都接受了其警告，並與教科書出版事業間，達成和解，但有六家事業依舊頑強

抵抗。對此六家事業的行為，上開「教科書懇話會」相關事業終於在一九五０年七

月間，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侵權訴訟。東京地方法院於審理之後，對二造當事人提

出和解的勸告，由學習輔助教材業者給付所謂的「處理費」給教科書出版事業，作

為前者可以編撰輔助教材的前提。依此和解條件，雙方維持了相當一段長的良好關

係。 

然而，後來由於直接銷售給學校之參考書銷售數量的增加，使得一部份教科書

出版事業亦開始重視此一市場，進而自行編撰參考書，而與專門出版學習輔助教材

之事業間，處於激烈的競爭關係。此際，教科書出版事業的優勢，使得竟然得以實

施教科書與參考書的搭售行為，惟此一行為其後遭受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的處分。

在此一雙方激烈競爭的情勢發展過程中，教科書出版事業突然於一九六五年三月，

對參考書出版業者之日本教育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對法院提出禁止該公司繼續

出版參考書的假處分。在經過幾次審理之後，東京地方法院認為，參考書編撰時對

於教科書文章的斷片性的、個別性的引用，該當於著作權法上之合理的引用，並無

侵害教科書著作權之虞。對此裁定，教科書出版事業不服，提起抗告。 

在此抗告的同時，又有一家教科書出版事業對參考書出版事業提起侵權賠償訴

訟，此外教科書出版事業亦聯合向東京地方檢察署，提出告訴主張參考書出版事業

有侵害其著作權的刑事責任。惟此等民事、刑事案件，最後都在法院與地檢署的強

                                           
5 本項所敘述之教科書事業與學習輔助教材事業間，有關著作權侵害的爭議，多參照社團

法 人 日 本 圖 書 教 材 協 會 ， 教 科 書 會 社 と の 著 作 權 問 題 ，

<http://www.nit.or.jp/nittokyo/index.html>。 

 34 



力主導下，進行和解。和解中，雖然參考書業者儘量避免使用「授權」等用語，以

迴避有關著作權之問題，但實質上渠等每年必須支付一定金額的「謝禮」（日語原文

為「謝金」）給教科書出版事業，作為其容許參考書出版事業得依據其所編撰之教科

書，編寫參考書之報酬。其後，配合著作權法對著作保護內容與範圍的擴大，代表

教科書出版事業之教學圖書協會與代表參考書等學習輔助教材業者之社團法人日本

圖書教材協會，亦持續修正其協定內容，並增減後者應行支付給前者之「謝禮」金

額。 

二、教科書事業與參考書事業間著作權爭議之問題點 

    在有關教科書事業與參考書事業間，有關著作權爭議最重要之爭點在於，依據

教科書所編撰之參考書，於引到教科書內容時，是否該當於著作權法所容許的合理

使用類型之一的「引用」。雖然，前述一九六五年東京地方法院的裁定文中，認為該

當於合理使用的「引用」，惟於最近幾件有關被納入教科書之文章的原著作人與參考

書出版事業間的著作權訴訟中，東京地方法院與東京高等法院皆作出不該當於合理

使用的「引用」之範圍6。 

    在上述各該案件中，被告之參考書出版事業雖多主張，渠等編撰參考書已歷時

五十年，其參考書之編寫皆符合著作權法有關「引用」之合理慣習，從而渠等於參

考書中對於被納入教科書中之原文的引用，應屬合理使用。對此抗辯，東京地方法

院與東京高等法院，都不予以支持，其認為要符合著作權法上之「引用」，必須是其

引用合乎一般所公認的公正慣習，而且係為報導、批評、研究等目的，而於合理範

圍內所為之引用。因此，所謂符合合理使用的「引用」，必須是為報導、批評、研究

等目的，而於自己的著作中，摘錄他人著作的一部份，此一摘錄部分必須於著作中

其他部分明顯區分，以令一般讀者得以分辨，引用他人著作之著作本身乃是「主著

作」，被引用之著作則為「從屬著作」，二者間應有明顯的主、從關係。 

                                           
6 參照二００三年三月二十八日東京地方法院平成 11(ワ)5265等、平成 11(ワ)13691等，二
００四年五月二十八日東京地方法院平成 14(ワ)15570等、平成 14(ワ)26178等，東京高等
法院二００四年六月二十九日平成 15(ネ)2467等、平成 15(ネ)2515等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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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參考書或測驗卷等在引用之著作與被引用之著作二者間，其區分相當明

顯，惟參考書或測驗卷之目的，乃是為使學子們正確認識、理解教科書內容，並評

定其學習成果而設計。因此，為理解或評鑑目的所編寫之參考書，必然地於相當部

分上會引用到原著作，就本件國語教科書之事案而言，不論從此種為理解原著作而

無可避免地必須引用原著作之文章內容，或從系爭參考書所引用原著作文章之量來

看，吾人實難肯定參考書是「主」，而被引用之文章是「從」，從而參考書對於原著

作之引用，無法認定屬著作權法上合理使用類型之「引用」。因此，在本件國語參考

書之編撰上，參考書業者除已支付教科書出版事業之「謝禮」外，在未經過被納入

國語教科書之文章的著作人同意前，亦不得引用該等文章，編寫參考書。 

    惟須注意者，在此等事案訴訟過程中，代表參考書等學習輔助教材業者之社團

法人日本圖書教材協會與代表國語教科書所收錄之文章著作人的兒童文學家團體

「小學國語教科書著作人會」間，亦於一九九九年九月間達成協議，由前者之會員

的參考書業者支付一定金額的授權金給後者，作為其使用他人著作之對價。 

第四節、小結 

    由本章以上敘述可知，日本戰後對教科書採用審定制後，立即面臨的乃是教科

書出版事業間，為競相取得相關義務教育學校的採用，乃出現送禮、提供金錢等經

濟利益之惡性競爭，結果不僅是教育主管機關必須三令五申、嚴斥相關教育單位及

人員，不得收取此類不當經濟利益，競爭主管機關亦必須出面，規範此類不公平的

競爭行為，避免競爭的扭曲連帶地造成教育的扭曲。同時，教科書出版事業為拂卻

社會各界對其如此不當競爭的負面看法，亦自行組成「教科書公平交易協議會」，擷

取、仿效「贈品表示法」公平競爭規約制度之自律規範精神與理念，依循日本公平

交易委員會教科書業特殊指定規定，訂定「教科書業公平交易施行細則」，要求會員

嚴格遵守。希冀從教育主管機關、競爭政策主管機關以及業者本身的自律三方面，

同時下手，規正教科書業界之競爭生態。 

    另一方面，與教科書具有補充關係之參考書等學習輔助教材方面，從教科書事

業曾經因搭售教科書與參考書而被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一事，亦可窺知，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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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於此之市場力量，實是不可忽視。此一市場力量的來源，當係源自於教科書出版

事業對其教科書所擁有的著作權，因為著作權存在之故，導致參考書等輔助教材編

撰業者於編寫參考書前，若未事先取得教科書事業的同意，將可能侵害後者之著作

權，而陷入民事、刑事責任的困境。參考書等學習輔助教材業者為順利編撰、出版

參考書等，亦必須支付實質上屬授權金之「禮金」給教科書出版事業。參考書等之

銷售所帶來的鉅額利益，不僅使得其專門編撰業者甘願支付此一「禮金」，時而亦促

使注視此一市場之教科書事業本身親自進入、編寫參考書，與專門出版參考書之出

版業者，形成激烈的競爭。為部分減輕此一危害，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於其所頒布

之教科書業特殊指定第一項第二款中，亦針對教科書事業為其本身所出版之書籍雜

誌、教材、教具等的推廣銷售，而企圖提供金錢、物品等經濟利益給有選用教科書

權限人士時，亦將此種行為視為一種不公平交易方法，受獨占禁止法第十九條之禁

止。 

    上述日本法制所凸顯之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的特殊性，以及相關主管機關對於

其間不當行為所做的預防、規範措施，於檢討我國相關制度及問題時，當是一項相

當有用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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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教科書選用制度 

第一節、我國國中小學教科書選用概況  

一、開放背景  

    教科書是國民中小學學生最主要的學習資源，亦為教師教學時的重要

參考依據，更是政府達成教育目標的重要工具，對國家、社會均會產生重

大影響。以往在統編本時期，教科書是一種文化產物；而在開放審定本以

後，因為出版書商不是獨占，教科書的價格自然會受到市場競爭的影響。  

    自民國七十八年起，政府先是將國民中學之非聯考科目開放為審定制

，八十學年度國民小學開放藝能、活動科目為審定制；而後自民國八十五

年起，逐年將國小一般科目開放為審定制；民國九十年，九年一貫課程正

式於國小一年級實施，各領域均為審定制，但國中聯考科目仍為統編本；

至民國九十一年，國中一年級也開始正式加入九年一貫課程的行列。  

    統編本係政府遷台初期由台灣省政府負責國小教科書之編印工作，自

民國四十二年開始，國語、算術、社會及自然等四科交由國立編譯館負責

編訂。在民國五十七年開始實施九年國教之後，教育部進一步將其它國民

中小學的教科書亦交由國立編譯館負責編訂，我國的國中小學教科書即進

入了全面的統編制時期。在這個階段教科書的編輯、審查、選用等作業，

皆由「國立編譯館」包辦。而在開放審定制後，教科書編輯工作改由民間

出版業者負責，「國立編譯館」則轉為專責教科書之審查工作；而教科書

選用作業，也改由各校負責。  

綜合上述描述，可將我國國中小學教科書之開放過程，分成以下幾個

階段：  

1.  統編制（五十七學年至七十七學年）：民國五十七年實施九年國教後

，國中小學教科書採精編精印原則，統一供應。  

2.  統編、審定併行制（七十八學年至九十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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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能科  

國民中學：國中音樂、美術、體育、生活科技、家政、電腦、團體

活動、輔導活動、童軍教育九科，自七十八學年度開放為審定制。

而聯考科目（國、英、數、理化、歷史、地理）則仍由國立編譯館

編輯。  

國民小學：國民小學教科書於八十學度開放藝能、活動科目為審定

制，一般科目至八十四學年仍由國立編譯館編輯。  

 一般學科  

國民中學：國中聯考科目（國、英、數、理化、歷史、地理）教科

書，在這個階段仍由國立編譯館編輯。  

國民小學：國民小學教科書繼八十年度開放藝能、活動科目後，自

八十五學年度一年級起，已逐年將一般科目開放為審定制（國立編

譯館所編教科書為其中一種版本），採統編與審定併行制。  

3.  審定制（九十一學年度）：九十學年度九年一貫課程正式於國小一年

級實施，各領域、課程均開放為審定制；但國中聯考科目仍為統編本

。至九十一學年度國中一年級正式實施九年一貫課程之後，國中小學

所有領域、課程已全面逐年開放為審定制 1。目前教科書的編寫須以「

課程綱要」內容為準則，民國八十七年九月三十日公布「國民教育九

年一貫課程總綱綱要」，民國八十九年九月三十日正式公佈「國民中

小學九年一貫課程暫行綱要」。綱要公佈至今仍在不斷修訂中，教育

部於民國九十二年三月公布小幅修定之內容，並預計於民國九十三年

底還會再次公佈大幅修定結果。  

 

 

                                                 
1  上述資料取材自教育部國中小課程教科書相關問題之檢討與因應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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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定本教科書編寫流程  

    教科書的編寫是屬於腦力密集的工作，由於需要多位專業教師及學者

的共同投入，因此產業的進入門檻自然也較高。教科書內容的產生，不僅

需要有嚴謹的知識結構，更是集體共議的結果。由編製到發行上市，可略

分為編輯、審查、選用、發行等四大階段。  

一般教科書自申請審定、委員會審查、書局修改到通過審定，各階段

均有一定的作業時間，包括出版公司修改時間在內，整體審查作業時間約

為一八○至三○○天之間。每個階段均需投入大量的人力及財力，因此教

科書市場具備了高期初投入成本及規模經濟的特性，產業中將很容易出現

市場領導者大者恆大的現象。  

由教科書市場開放至今未滿十年的期間內，國立編譯館的版本已由市

場中消失，歷史悠久的光復書局也退出市場。目前國中小的教科書市場由

康軒、南一與翰林書局合佔約 87%的市場。也因為在教科書市場背後的參

考書市場存在著極高的利潤，因此在教科書的市場中競爭非常激烈，導致

業者為了取得學校的採用而使用各式手段。前任教育部長黃榮村九十一年

十一月二十七日於立法院的報告中就指出：「業者為爭取首訂購權或繼續

保有市場高占有率，競相採取免費採購的各項設備和器材⋯」。但因教育

部的政策是不同意教師使用參考書來做為教學的內容，因此在邏輯上參考

書的相關議題，教育部極少介入，市場上有關教科書與參考書廠商之間的

不當競爭，大部份是由公平會出面調查，茲將公平會歷年所介入的調查與

相關教育部政策的開放時程列於本章附錄一供參考。  

三、各縣市國中小學教科書版本決定方式  

目前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選用事宜，係依據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二規定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書書，由學校校務會議訂定辦法公開選用

之。」經電話訪問台灣地區各縣市教育局，有關各校教科書版本的決定方

式，茲將調查結果列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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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決   定   方   式  

台北市  由各校自行開會決定  

基隆市  由各校自行開會決定  

台北縣  並無統一規定國中小學教科書之版本。  

各國中小學皆依「台北縣各國民中小學評選採購教科書注意事

項」評選出各校之教科書版本。  

宜蘭縣  由各校自行開會決定。  

桃園縣  由各校自行開會決定。  

新竹市  授權讓每所學校自行開會決定，並未統一學校的教科書版本。  

新竹縣  由各校自行開會決定。  

苗栗縣  版本決定：依法由各校各教學領域的老師選擇適合該領域的教

科書版本，再由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決定。  

教科書議價：全國教育局輪流辦理統一議價等工作。  

採購：因苗栗縣教科書為縣政府補助各校學生，故學校決定版

本後，告知縣府（委託學校彙整工作）、資料送承辦議價縣市

政府教育局議價、議價完畢後公告，再由廠商送書至各校完成

對帳、請款及付款手續。  

台中市  教科書版本決定方式：配合各學校之課程安排與教學需求，是

授權由學校組成教科書評選委員會開會決定各學年所要使用的

版本。  

教科書採購方式：教育部九十一年曾決議，各縣市政府組成教

科書採購聯合委員會辦理聯合議價，九十三學年度由高雄市政

府教育局主辦議價工作。市府為了減輕本市國民中小學學生就

學負擔，節省各校分別辦理議價人力時間，已委託高雄市政府

教育局，辦理九十三學年度審定本教科書議價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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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  由各校自行開會決定。  

南投縣  由各校自行開會決定。  

彰化縣  由各校自行開會決定。  

雲林縣  由各校自行開會決定。  

嘉義市  由各校自行開會決定。  

嘉義縣  由各校自行開會決定。  

台南市  由各校自行開會決定。  

台南縣  由各校自行開會決定。  

高雄市  由各校自行開會決定。  

高雄縣  由各校自行開會決定。  

屏東縣  由各校自行開會決定。  

花蓮縣  由縣內學校自行舉辦評選會議決定版本，在五月底前請審核通

過的廠商提供樣書標價以及審查通過的執照，且歡迎廠商到校

說明。  

台東縣  授權各國民中小學自行開會決定學校所需使用的版本。  

資料來源：本研究  

至於各版本教科書價格，目前教育部採聯合議價的方式，也就是委託

縣市教育局與書商議價，議價結果做為各縣市各校採購的價格。  

九十二學年國民中小學教科書聯合議價結果整理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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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學年度第一學期國中一、二年級九年一貫審定本教科書議價結果

版本別
領域

年級

國語

課本

國語

習作

英語

課本

英語

習作

數學

課本

數學

習作

社會

課本

社會

習作

自然與生

活科技課

本

自然與生

活科技習

作

健康與體

育課本

健康與體

育習作

綜合活動

課本

藝術與人

文課本 備註

一 67 24 74 35 88 27 78 17 82 35 58 15 68 82 750

二 78 15 67 39 83 31 87 21 83 28 68 16 61 86

一 79 **** 80 28
張版76

陳版75

張版35

陳版33
84 8 74 21 77 15 40 72 578

二 73 **** 68 20 陳版70 陳版25 81 14 75 25 81 13 50 97

一 67 27
Hot版94

Hand版81

Hot版74

Hand版65
67 22 103 21 89 15 62 12 54 89 628

二 89 27 66 56 80 21 102 25 89 23 60 18 50 101

一 **** **** **** **** 78 26
合77

分78 18 **** **** 62 8 **** **** 192

二 **** **** **** **** 79 21
合77

分80 18 **** **** 57 8 **** ****

一 76 27 69 19 **** **** **** **** 115 17 **** **** 54 100 477

二 92 36 **** **** **** **** **** **** 113 20 **** **** 68 87

一 **** ****
English90

Friends89

English54

Friends53 **** **** **** **** **** **** **** **** **** **** 0

二 **** **** 94 51 **** **** **** **** **** **** **** **** **** ****

一 **** **** 63 53 **** **** **** **** **** **** **** **** **** **** 116

二 **** **** 69 62 **** **** **** **** **** **** **** **** **** ****

合聲 一 **** **** 70 32 **** **** **** **** **** **** **** **** **** **** 102

備註：牛頓、青新（國文）、階梯（英語）未出書，故未議價。另****係指該廠商並無出版此種教材。

育成

何嘉仁

台灣培生

（朗文）

康軒

南一

翰林（代理

佳音英語）

仁林

 

92學年度第一學期國中三年級藝能科審定本教科書議價結果

版本別
年級

科目

音樂

課本

美術

課本

體育

課本

輔導活

動課本

生活科

技課本

家政

課本

童軍

課本

團體活

動課本

電腦

課本
備註

康軒 三 64 52 52 62 55 61 77 67 87
二年級電

腦不出書
577

南一 三 69 53 60 52 44 53 88 66 101
二年級電

腦87 586

翰林 三 80 **** 69 53 57 **** 101 **** **** 360

仁林 三 75 50 48 49 54 50 89 56 **** 4

幼獅（代理青

新、張老師) 三 **** 67 **** 57 **** **** **** **** **** 124

水牛 三 **** **** **** **** **** **** 100 **** **** 100

第三波 三 **** **** **** **** **** **** **** **** 109
二年級電腦議

價不成 109

旗立 三 **** **** **** **** **** **** **** **** 97
二年級電

腦100 97

松崗 三 **** **** **** **** **** **** **** **** 133
二年級電

腦128
133

備註：正中未出書，故未議價。另****係指該廠商並無出版此種教材。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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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學年度第一學期國小九年一貫審定本教科書議價結果
單位：新台幣元

版本
領域/種類

年級

國語首

冊課本

國語首

冊習作

國語

課本

國語

習作

數學

課本

數學

習作

健康與體

育課本

綜合活動

課本

生活

課本

生活

習作

社會

課本

社會

習作
自然與生活

科技課本

自然與生活

科技習作

藝術與人

文課本 備註

一 37 39 27 34 39 74 52 55 41 40 **** **** **** **** **** 438

二 **** **** 45 44 39 63 56 31 47 34 **** **** **** **** **** 359

三 **** **** 56 45 41 69 58 34 **** **** 36 29 41 36 51

四 **** **** 47 42 47 89 65 40 **** **** 47 26 38 39 50 530

五 **** **** 50 40 48 68 71 43 **** **** 50 21 40 32 67

一 39 44 33 40 36 71 37 67 49 45 **** **** **** **** **** 461

二 **** **** 58 44 36 42 49 25 43 28 **** **** **** **** **** 325

三 **** **** 44 38 43 52 57 31 **** **** 45 21 39 23 43

四 **** **** 49 43 46 59 48 28 **** **** 45 25 39 21 39 442

五 **** **** 46 42 45 44 48 39 **** **** 56 22 41 24 49

一 45 37 34 26 37 58 51 49 46 26 **** **** **** **** **** 409

二 **** **** 76 43 45 93 47 30 65 33 **** **** **** **** **** 432

三 **** **** 47 35 41 84 50 43 **** **** 38 18 48 23 45

四 **** **** 45 38 55 72 51 51 **** **** 52 23 41 28 43 499

五 **** **** 47 30 47 59 60 39 **** **** 45 14 50 22 61

一 44 35 35 31 44 69 45 **** 55 33 **** **** **** **** **** 391

二 **** **** 66 42 39 86 44 **** 55 21 **** **** **** **** **** 353

三 **** **** 57 40 57 56 44 **** **** **** 38 13 **** **** 50

四 **** **** 48 40 46 **** **** **** 47 20 **** **** 41 242

五 **** **** 57 43 41 **** **** **** **** **** **** **** 48

一 議價不成 議價不成 **** **** **** **** **** 0

二 **** **** 議價不成 議價不成 **** **** **** **** **** 0

三 **** **** **** **** **** **** **** **** **** **** ****

四 **** **** **** **** **** **** **** **** **** **** **** 0

五 **** **** **** **** **** **** **** **** **** **** ****

一 **** **** **** **** 33 66 **** **** 52 29 **** **** **** **** **** 180

二 **** **** **** **** 36 85 **** **** 40 34 **** **** **** **** **** 195

三 **** **** **** **** 49 78 **** **** **** **** **** **** 33 26 ****

四 **** **** **** **** 47 69 **** **** **** **** **** **** 31 27 **** 174

五 **** **** **** **** 50 69 **** **** **** **** **** **** 35 36 ****

備註：大同資訊、明台（小一國語）未出書，故未議價。另****係指該廠商並無出版此種教材。

92學年度第一學期國小英語審定本教科書議價結果表 單位：新台幣元

年級
版本

種類
南一

康軒

(Coco
Momo)

育成 仁林
何嘉仁

(Top
English)

佳音（翰林

代理）

(Super
Cool)

台灣培生A(Go
Superkids)

台灣培生

B(Welcome)

吉的堡

(English
Now)

美樂蒂

(Woody &
Me)

長頸鹿

(大樹審
定版)

長頸鹿

B(Magic) 階梯
香蕉船

(Elementary
English)

敦煌牛津

(Are You
Ready?)

課本 63 40 53 **** 40 31 34 48 41 39 30 46 57 42 37

習作 54 42 16 **** 27 21 45 28 35 26 19 25 31 43 20

課本 63 41 60 **** 40 39 41 48 36 41 46 **** 51 42 37

習作 37 40 25 **** 26 27 45 28 31 26 20 **** 35 43 20

議價不成

議價不成

議價不成

議價不成

議價不成

議價不成

議價不成 議價不成

議價不成

議價不成

議價不成

議價不成

議價不成議價不成

議價不成

五

六

康

軒

南

一

翰

林

仁

林

育

成

牛

頓

 

92學年度第一學期國小六年級審定本教科書議價結果

版本
科目/種類

年級

國語

課本

國語

習作

數學

課本

數學

習作

社會

課本

社會

習作

自然

課本

自然

習作

道德

課本

健康

課本

音樂

課本

美勞

課本

體育

課本
輔導活

動課本
備註

康軒 六 54 42 57 86 52 17 41 37 36 42 47 32 38 25 606

南一 六 50 33 57 64 43 15 46 21 32 32 45 33 37 42 550

翰林 六 53 31 53 75 43 13 **** **** 29 32 35 27 31 **** 422

牛頓 六 **** **** **** **** **** **** 33 19 **** **** **** **** **** **** 52

仁林 六 **** **** **** **** **** **** **** **** **** **** 39 28 33 37 137

備註：新學友、建宏未出書，故議價不成。另****係指該廠商並無出版此種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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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台北市政府教育局國教科（第三科）  

由九十二學年度的聯合議價的結果可以看出國中生教科書每學期的總

價約在六六二至九一五元之間 2；而國小學生每學期的教科書總價約在四

百元左右。  

九十三學年度第一學期國中小學教科書的聯合議價結果如下表：  

版本別
國文

課本

國文

習作

英語

課本

英語

習作

數學

課本

數學

習作

社會

課本

社會

習作

自然與生

活科技課

本

自然與生

活科技習

作

健康與體

育課本

健康與體

育習作

綜合活動

課本

藝術與人

文課本 總計 備註

93康軒一 70 29
A:75

B:96

A:26

B:25
83

27

附件29

甲:93

乙:71

甲:24

乙:17
83 38 59 22 69 78

93康軒二 76 21 84 27 90 26 88 21 81 29 68 21 64 91

93康軒三 76 15 79 24 83 24 91 20 79 34 79 26 56 88

93翰林一 73 25

A:101

B:94

C:70

A:84

B:80

C:36

78 32 94 24 84 28 78 19 50 91

93翰林二 76 25
A:95

B:79

A:88

B:54
82 28 108 28 94 24 70 28 62 93

93翰林三 91 28 65 45 78 28 126 28 119 32 73 24 47 117

93南一一 83 22 105 46 79 34 89 19 76 25 84 17 48 89

93南一二 77 22 89 31 76 28 94 19 91 24 101 18 55 104

93南一三 83 20 79 33 72 26 105 14 84 24 80 19 50 118

93仁林一 **** **** **** **** 83 24 99 35 **** **** 68 21 **** ****

93仁林二 **** **** **** **** 86 24 79 30 **** **** 68 21 **** ****

93仁林三 **** **** **** **** 79 24 90 30 **** **** 95 21 **** ****

93育成一 80 28 **** **** **** **** **** **** 131 28 **** **** 60 106

93育成二 95 38 **** **** **** **** **** **** 130 26 **** **** 74 111

93育成三 107 38 **** **** **** **** **** **** 131 25 **** **** 57 ****

93何家仁一 **** **** 91 62 **** **** **** **** **** **** **** **** **** ****

93何家仁二 **** **** 86 75 **** **** **** **** **** **** **** **** **** ****

93何嘉仁三 **** **** 83 75 **** **** **** **** **** **** **** **** **** ****
93台灣培生一 **** **** 84 66 **** **** **** **** **** **** **** **** **** ****

93台灣培生二 **** **** 85 94 **** **** **** **** **** **** **** **** **** ****
93台灣培生三 **** **** 77 88 **** **** **** **** **** **** **** **** **** ****

93學年度第一學期國中審定本教科書價格一覽表

代理

佳音版

英語

93合聲一 **** **** 75 30 **** **** **** **** **** **** **** **** **** ****  

                                                 
2  因各校各科採取版本不同，上述區間係以康軒為基準點，取各科最低價與最

高價與康軒售價之差距計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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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領域/種類

年級

國語

首冊

課本

國語

首冊

習作

國語

課本

國語

習作

數學

課本

數學

習作

健康與

體育課

本

健康與

體育習

作

綜合

活動

課本

綜合

活動

習作

生活

課本

生活

習作

社會

課本

社會

習作

自然與生

活科技課

本

自然與生

活科技習

作

藝術與

人文課

本
備註

93一 39 44 29 39 40 64 52 **** 55 **** 41 35 **** **** **** **** ****

93二 **** **** 47 44 38 60 56 **** 31 **** 49 38 **** **** **** **** ****

93三 **** **** 58 45 41 56 58 **** 34 **** **** **** 36 30 35 22 51

93四 **** **** 49 43 58 80 66 12 40 **** **** **** 49 20 37 35 50

93五 **** **** 50 40 59 75 69 14 43 **** **** **** 50 24 37 24 67

93六 **** **** 50 36 72 73 70 12 43 **** **** **** 62 19 37 25 58

93一 40 43 35 42 37 65 36 **** 48 **** 48 42 **** **** **** **** ****

93二 **** **** 57 51 40 46 50 **** 26 **** 44 30 **** **** **** **** ****

93三 **** **** 45 57 44 77 57 **** 33 **** **** **** 45 22 40 25 51

93四 **** **** 48 48 59 69 48 **** 30 **** **** **** 46 25 40 22 44

93五 **** **** 47 45 65 72 49 **** 40 **** **** **** 57 24 44 26 57

93六 **** **** 50 46 77 68 56 **** 33 **** **** **** 47 13 40 13 54

93一 39 57 30 36 37 74 64 **** 50 **** 48 34 **** **** **** **** ****

93二 **** **** 71 40 51 109 50 **** 35 **** 60 31 **** **** **** **** ****

93三 **** **** 49 36 55 106 55 **** 55 **** **** **** 40 20 42 18 53

93四 **** **** 48 42 78 77 58 **** 58 **** **** **** 50 25 42 30 60

93五 **** **** 51 33 73 103 63 **** 49 **** **** **** 49 21 46 23 66

93六 **** **** 58 33 86 71 58 **** 55 **** **** **** 49 18 55 19 76

93一 **** **** **** **** 39 61 **** **** **** **** 59 38 **** **** **** **** ****

93二 **** **** **** **** 41 79 **** **** **** **** 45 43 **** **** **** **** ****

93三 **** **** **** **** 55 81 **** **** **** **** **** **** **** **** 34 34 ****

93四 **** **** **** **** 72 72 **** **** **** **** **** **** **** **** 37 33 ****

93五 **** **** **** **** 76 70 **** **** **** **** **** **** **** **** 36 32 ****

93六 **** **** **** **** 82 74 **** **** **** **** **** **** **** **** 32 17 ****

93一 47 50 38 35 47 85 48 **** **** **** 66 39 **** **** **** **** ****

93二 **** **** 71 47 52 80 47 **** **** **** 58 29 **** **** **** **** ****

93三 **** **** 61 44 61 68 45 **** **** **** **** **** 46 21 **** **** 60

93四 **** **** 52 44 78 64 49 **** **** **** **** **** 57 24 **** **** 50

93五 **** **** 54 39 **** **** 44 **** **** **** **** **** 68 23 **** **** 58

93六 **** **** 71 52 108 44 55 **** **** **** **** **** **** **** **** **** 60

單位：新台幣元

年級
版本

種類
南一 康軒

育成

(光

復)

何嘉

仁

佳音（

翰林代

理）

台灣

培生

吉的

堡

美樂

蒂

長頸

鹿

A版

長頸

鹿

B版
階梯

香蕉

船

敦煌

牛津

課本 63 39 54 40 38
A:37

B:53
38 44 31 48 58 42 39

習作 48 37 17 52 26
A:50

B:31
33 32 21 27 33 42 18

課本 66 40 61 39 42
A:45

B:54
39 46 48 **** 53 41 39

習作 35 35 26 50 29
A:49

B:31
33 32 21 **** 37 42 18

仁林

93五

93六

93學年度第一學期國小審定本教科書價格一覽表

93學年度第一學期國小英語審定本教科書價格表

康軒

南一

翰林

牛頓

 

資料來源：台北市政府教育局國教科（第三科）  

目前各縣市對於教科書的成本係由學生自行付擔、或是由縣府編列預

算支應並無統一作法，各縣市的教科書費用付擔情形整理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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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教育部網站  

第二節、教科書產業市場占有率分佈  

由於教科書的編寫需投入相當的人力及財力，且需經一八０至三六０

天才可取得出版執照，因此財力雄厚的公司擁有較多資源在教科書的聯合

議價上報出較低價格，日後再藉由較多的出版數量而攤平期初所投入的固

定成本，因而仍能保有相當利潤，甚至在低價取得教科書市場後再藉由單

價較高而且不受議價限制的參考書市場賺取豐厚利潤。開放教科書市場的

短短幾年，已漸有小廠無力支撐而退出市場，以九十二學年度的市場占有

率來看，康軒目前依舊在各科中居於領先地位，各業者的市場占有率如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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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康軒文教網站  

整體而言，教科書市場中的前三大：康軒、南一、翰林的排名已日漸

穩固，前三大合計約佔市場的 87%左右，其餘業者分食剩下的 13%。  

由近幾年教科書及參考書產業市場的發展情況來看，產業已出現大者

恆大的現象，規模較小的書商由於無法達到經濟規模，有些已慢慢退出市

場，或是轉型成為總複習版本的出版商 3。  

第三節、教科書與參考書使用情況調查  

由於有九個縣市教科書費用係由縣市政府編列預算支應，再加上聯合

議價的結果使得教科書的價格被抑制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準，而且透過訪

問學校教師，部份低收入家庭而無力負擔小孩的教科書費者，學校大都有

                                                 
3  光復書局已退出市場，其餘書商由於教科書版權的關係，為了避免侵權，因

而將出版業務改成測驗卷或總複習版本的參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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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經費以避免學生因無力繳交學費而失去就學機會。因此調查重點放在

價格不受限制、而擁有較高利潤的參考書上。  

為了瞭解教科書及參考書的訂價及使用情況，本研究訪問學校任課教

師及家長以取得目前教師及學生使用參考書的情形。由於研究之初所訪問

的教師、安親班及家長的資料顯示國小的階段對於參考書的使用不十分普

遍，學校教師甚少使用參考書做為教材，再加上學生並未面對升學壓力，

家長通常不會主動幫小孩購買參考書。這一部份調查統計資料整理如下：  

受訪對象  人數  參考書購買使用情形  

教師  37 上課時不會使用參考書，其中 19 位會使用測驗卷，其

餘在出題時會參考測驗卷內容。但大部份學校都未直接

購買測驗卷，有少數老師是直接影印書商出版的測驗供

學生做評量之用。  

安親班課輔老

師  

14 在安親班中使用測驗卷供小朋友練習是很平常的情形

，購買測驗卷的費用都已包括在安親班的托育費之中。

家長  49 因為沒有升學壓力，所以除非老師要求，否則大部份家

長都表示不會主動去購買參考書。受訪家長中有 5 位表

示會主動為小朋友購買參考書，而且是全套購買﹔另有

一位是家長托親人代為購買市售所有的參考書籍供小

朋友學習之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  

說明：訪問地區為桃園縣境內各國小，係透過熟識之管道聯繫受訪者以取

得資料﹔其中一位筆者的學妹任教於桃園縣八德市某國小，她表示現

在由於教改將許多課程都簡化，所以在國小六年中實在沒有必要使用

參考書，而且許多課程主題鼓勵教師自己設計教材，以較為生動活潑

的方式來上課，參考書存在的意義因為教改及升學壓力的減輕而降低

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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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調查中，部份教師會使用測驗卷，但都不是直接購買使用，部

份教師以書商的測驗卷蓋掉書商的標誌後影印使用，部份教師在命題時參

考書商的測驗卷。這一部份的費用並非是學校免費提供的，而是包含在學

校向學生收取的文具代辦費之中。文具代辦費包括母語課程的錄音帶、印

章及影印費用等，所收取的金額在六百至一千元之間。  

由於在訪問過程中發現在國小階段的參考書購買情形不十分普遍，再

加上學校教師並無壓力要求學生購買參考書，因此本研究在對於我國國中

及國小參考書購買行為的資料蒐集上以國中參考書為主。  

目前各家書局所出版的相關學習資料名稱不一，為了方便資料的整理

及對照，第一階段先透過學校教師的訪談中瞭解目前較常被使用的參考書

項目。由訪問中得知目前參考書主要分成幾個項目：評量、講義、及學習

手冊。評量每單元價格約在四十至五十元，講義約在一百至一百二十元，

這兩個部份是大部份教師在授課時會使用到的，也因此大都採取整班集體

購買；而學習手冊部份則不主動幫同學訂購。部份老師表示為了幫助同學

及加快教學進度，一般有課後輔導的班級，幾乎都是全班集體訂購講義，

特別是國文、英語、數學、及自然等四科。  

在第二階段資料的蒐集上將訪問對象分成兩個部份，一為學校教師，

希望取得的資料為：任教科目、年級、學校所在地、班上同學認真準備升

學的比率、班上同學購買講義的比率、使用參考書對學習成績及升學是否

有影響等；另一訪問對象為學生家長，希望取得的資料為：學校所在地、

小孩年級、家庭年收入、希望小孩最高學歷、每學期參考書購買金額、對

書商訂價的意見。  

在抽樣部份，由於缺乏適當的抽樣架構，而且考慮到資料取得的正確

性，因此透過大學生及研究生去訪問親朋好友中任職於國中或家中有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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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至三年級、及今年應屆畢業升高一的家長。如此取得的樣本雖不符機

率抽樣的要求，但資料內容卻可以確保較為貼近事實
4。  

在教師部份，共訪問了一百三十二位，其中有八十二位表示會使用參

考書講材做為輔助教材，佔了受訪對象的 62.1%，若扣除一般不會上輔導

課的社會科，而以國、英、數、自等四科來看，則一百零六位受訪教師中

有七十五位表示會使用講義，使用比率增加至 70.8%；而在這七十五位教

師中，全班同學全部都購買講義的有四十八位、所佔比率為 64%，其餘二

十七位表示並未全班都購買，但最低也有七成以上的購買率（全班同學中

） 5，所以幾乎都是採用集體向書商訂購。至於訂購價格視各地書商的代

理商之間的競爭情況而定，有些地區因競爭激烈，折扣可壓低到五折；但

若競爭情況不明顯，或是區域代理商之間存在默契，購買的價格就會略貴

。  

至於使用參考書對學習成績及升學學測成績的影響，全體受訪教師答

覆的平均值分別為 7.9 及 7.4（ 11 點尺度， 0 表示完全不會有影響、 10 表

示非常有影響，請受訪教師依教學經驗估計）。由這些數據看來，參考書

的使用不僅普遍，而且對成績及升學都有影響。  

在家長部份，共訪問了七十二位，在家庭年所得部份有二位不願回答

、一位表示所得不固定，其餘六十九位受訪家長平均家庭年所得一百二十

三萬。這個平均值略高於日前主計處所公佈的台灣地區平均家庭年所得一

百零九萬元的資料（主計處九十三年八月所公布資料），推測可能的原因

                                                 
4  剛開始調查時，以國中教師與學生為對象，先以桃園縣國中隨機抽取 5 個學
校，先以電話聯繫教務主任希望能配合發放問卷調查參考書使用情形，初步回

覆都是不方便配合。後來透過朋友在桃園縣某國中發放問卷，但回收整理資料

後發現使用參考書比例極低，因此放棄使用機率抽樣。  

5  許多教師表示由於講義的單價不高，所以班上同學中只要是想要升學的，通

常都是集體訂購。至於部份無心向學的同學，在訂購時，自動地會將這些同學

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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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一為研究調查並非採機率抽樣，代表性略嫌不足；二為藉由大學部

同學及研究生去訪問親朋好友，這個大學生這個族群接觸的訪問對象可能

都是社會上社經地位較高者，因此所得平均值略高於全體家庭的平均所得

。  

全體受訪家長中，對小孩子的期許有七位期望小孩子日後能有大專的

學歷，佔全體受訪家長的 9.7%；有三十五位表示希望小孩有大學的學歷，

佔了全體受訪家長的 48.6%；要求小孩要有碩士學位有二十六位，佔全體

受訪家長的 36.1%；持較高標準要求小孩日後要有碩 /博士學位的有三位，

佔了全體受訪家長的 4.2%；還有一位受訪家長表示尊重小朋友的決定，一

位表示希望能擁有專科的學歷。  

七十二位受訪家長中，有一位表示不清楚參考書的花費金額，還有一

位表示完全委託學校老師處理，並不清楚總共交了多少錢；其餘七十位家

長平均每位子孩每學期在參考書上的平均花費為一四五八元 6﹔這個數據

和商業週刊所取得資料平均每位國中生在參考書的花費為二千元有些差距

（康軒所提供），但康軒的統計資料包含測驗卷等所有相關參考書籍。在

參考書的購買上，城鄉之間存在著明顯差異，位於都市中的國中每位學生

每學期平均購買金額為一六八七元（ 284s49n ., == ），而位於郊區或鄉下

地區國中的學生每位每學期平均的購買金額為九二四（ ），

所得資料雖然不是來自隨機樣本，但兩者平均購買金額之差異已達統計上

的顯著水準（ ）。  

4118s21n ., ==

001p .<

對於參考書的售價，一般家長都表示講義及評量尊重學校老師的決定

；而在學習手冊的購買上，只要小孩覺得有需要，大部份尊重小孩子的決

定。在價格方面，三十二位受訪家長表示對價格沒有意見，佔受訪家長（

                                                 
6  這個部份並不包括測驗卷費用，只是調查關於學習手冊、講義及評量的花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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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兩位對價格沒有表示意見者）的 45.7%；其餘四十位表示價格貴、略

貴、或是可再便宜一些。  

第四節、目前市售參考書版本調查  

自從教科書開始有審查制後，市面上的參考書版本係依各書商的教科

書來編寫，所以書商在編寫了教科書後，會接著出版一系列該版本教科書

的相關參考書籍。由於版權的關係，市面上不會有別的書商出版別家書商

教科書的參考書。  

由於國中畢業後同學進高中之前需要基本學力測驗，只要有考試，就

會有相關的書籍市場。部份業者在版權及利潤的考慮下，選擇出版測驗卷

，也就是針對某一版本來設計考題；還有其它業者則出版綜合版本的總複

習參考書，也就是結合了各種版本的內容，針對學測來編寫。  

由於總複習的版本係針對考試，所以只有國三的任課教師及學生會接

觸到這個部份的參考書。這也就是在訪問時，有許多教師不瞭解同一版本

的教科書為何會出現不同書商的參考書的原因 7。  

對於這些「非原版」的參考書，在全體受訪的一百三十二位教師中有

四十三位國三各科目的教師，其中有八位表示會於課堂上使用綜合版本的

參考書，主要係依家長的要求。在七十二位受訪的家長中，則有三十二位

表示會購買綜合版本的參考書，主要是不相信教育單位所宣稱的學測題目

只出各版本教科書共同的部份，為了小朋友的考試成績，寧可多花點錢，

讓小朋友在考前有限的時間中能學到各版本的菁華內容。  

由於台灣家長望子成龍、望女成鳳的心態，導致除了原書商的參考書

之用，市面上多出了這些“非原版＂的參考書。因為升學的壓力、對教育

                                                 
7  這個資料的蒐集是為了回應期中報告時張處長所提出某書商表示在市面上以

他們的教科書版本為基礎所撰寫的參考書籍共有二十餘種，事實上這個數字應

該是包含測驗卷、評量及總複習版本的參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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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的不信任，及寧可相信有用的心態下，家長對於這類參考書的選購行

為，價格自然不是關鍵因素。  

第五節、小結  

在資料蒐集階段，發現部份現象值得教育單位及相關政府規範單位注

意的：  

1.  由於台灣過去長期累積的考試經驗，大部份家長都認為參考書對考試

會有幫助。但因教科書的版本眾多，家長在考試壓力之下，無法判斷

各版本之間的差異，再加上九年一貫之後課程的銜接及不相信教育單

位對學測出題範圍的保証，因此參考書變成是家長心中少數對子弟學

測成績有幫助的工具 8，也就是在目前台灣的國中階段只要是想要唸一

個較理好的高中，參考書幾乎變成是一項必要的學習輔助工具。  

2.  由於版本眾多，部份家長為了怕在學測時會出現版本之外的題目，所

以只好每個版本都買，或是到了國三時購買綜合版本的總複習。在訪

問過程中，發現對版本內容之考試題目範圍是家長最大的疑慮。  

3.  由於教科書版本的差異，對於轉學的同學就會產生萬一版本不同，教

科書及參考書必需重新購買的困擾；另一對於小朋友學習有較大的影

響是課程單元的部份，由於現行大綱只規定學習的單元主題，對學習

單元的先後進度並未有規定。因此若轉學後學校的教科書版本不同，

轉學生除了要重新購買教科書及參考書之外，也會有學習上的困擾。  

4.  據部份對各版本教科書較有研究的老師表示，各版本之間的差異不大

，各單元的主題在每一個版本都會有，因此實在沒有必要購買太多不

                                                 
8  在訪問中發現除了參考書之外，另一個家長認為對學測成績有幫助的是補習

（課後輔導），因此大部份地區較好的國中（升學率較高）都存在課後輔導的現

象﹔而且這些學校使用參考書（講義及測驗卷）也遠較升學率較差的學校普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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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版本的參考書來加重學子的負擔。但由於家長的要求，使得部份教

師不得不使用參考書，甚至部份國三教師在上課時直接以總複習版本

的參考書做為教材 9。如何讓家長可以消除對於學測命題的疑慮，讓教

學回歸到正常的學習，應該是教育當局應當想辦法去努力克服的。  

5.  城鄉差距的問題在參考書市場非常明顯，鄉下學校因家長對小孩的要

求及期望不高，參考書的購買及使用較不普遍；但在城市中，大部份

家長對小孩的學習及成績都非常注重，學校教師在升學的壓力下，使

用參考書的情形就非常普遍了。  

各教科書版本的存在除了加重家長的負擔之外，也讓為數眾多莘莘學子在

學習上倍感辛苦。為了要進入一個好的高中，許多國中學生平常都唸到晚

上十二點，甚至有部份家長表示小孩是處於嚴重睡眠不足的狀態。這與教

改所倡導的快樂學習，似乎是背道而馳的。如何導正家長的觀念、讓國民

教育回到常態，應該是教育單位應該努力加強宣導。  

附錄一  

時  間  事件內容及公平會處置情形  教 育 部 政 策

開放時程  

第三二八次

委員會議【

87.02.18】  

  

南一書局要求經銷商及門市書局維持轉售價、對經

銷商及門市書局供貨方式採差別待遇、對經銷商限

制經銷區域、倒填契約生效日及代管經銷契約書事

後銷燬等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八條、第十九

條第二款、六款及第二十四條之禁制規定。   

民國八十五學

年 度開始，教

育部逐年將國

小一般科目開

放為審定制（

國立編譯館所

                                                 
9  一位任教於竹東某國中的數學教師表示，若小孩子是很認真的在唸書及做測

驗卷，買了各版本的參考書及測驗卷給他之後，他一定會發現許多主題都是重

覆的﹔因此他認為目前參考書所造成的壓力是家長對未來考試的不信任所造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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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教科書為其

中 一 種 版 本 ）

，本階段採統

編與審定併行

制。  

第四五○次

委員會議【

89.06.22】  

訂定「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小學教科書

出版事業銷售行為之規範說明」（依四四九次會議決

議辦理）  

同上。  

第五七一次

委員會議【

91.10.17】  

  

修訂「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

書出版事業銷售行為之規範說明」  

（一）增訂各教科書出版事業辦理教材、教師研習會

時，不得有以脅迫、利誘或其他不正當方法使

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與自己交易之行為，而有

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情形，否則，即有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三款「利誘或其他

不正利益行為」之虞，並將該內容納入本會原

訂「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小教科書出

版事業銷售行為之規範說明」規範中。  

（二）為配合國內各國民中小學實施九年一貫學程

，原「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小教科書

出版事業銷售行為之規範說明」規範對象亦應

擴及至審查合格之國中教科書出版事業。  

自九十 0 學度

開始，國小一

年級正式實施

九年一貫，各

領域、課程均

開放為審定制

。國中係自九

十一學年 度開

始於一年級實

施九年一貫，

自此國中小學

教科書已全面

逐年開放為審

定制。  

第五八三次

委員會議【

92.01.09】  

通過「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

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銷售行為適法性行業警示」並

於同年一月十三對外公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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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47 次委

員會議  

【 93.04.01

】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九十二學年度第一學

期國民中小學教科書評選期間，對台北市立中正國

民中學之國文科教師，不當散發標題為「敬愛的中

正國中國文科老師您好」之文宣，為足以影響交易

秩序之欺罔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命其應立即停止前

述違法行為，併處新臺幣二十萬元罰鍰。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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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民中、小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競爭之 
特殊性與公平交易法 

    原則上，公平法適用之行為客體，乃是具有經濟性或商業性意義之行為，因此公

平法第二條在定義受公平法規範之主體的事業時，於第四款的概括規定中，謂：「其他

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人或團體。」因此，專屬僅得由政府所提供之服務，例如

國防、立法、判決等服務，因欠缺此種經濟性質或商業性質，其服務提供行為即非公

平法所欲規範之行為。惟於教育服務提供上，因有公立、私立學校、小、中、高、大

學等之區分，使得教育服務是否屬公平法所欲規範之服務，遂有爭議。無論如何，公

平會於第一八二次委員會議中已經決議，由於高中（職）以上之學校其運作多係以成

本觀點出發，故而可視為公平法上之事業，但屬國民義務教育之國中、國小，則其「行

政單位」色彩濃厚，不應視為本法之事業。若此，則本研究所欲探討之國、中小學教

育，不論係屬私立國中、小學，抑或是公立國中、小學，因係屬國民義務教育性質，

其服務非屬公平法上之服務，殆無疑義。此一結論，突顯出屬國民義務教育之中、小

學，由於攸關整體教育體系之基礎，其相關考量應從更為宏觀之角度著眼，不應一昧

講求其經濟性，其間部分行為縱或與經濟、競爭觀點有違，但不宜適用以公平法，而

應從教育政策觀點，予以檢討或導正。 

    由此可知，在教育政策或教育服務提供上，公平法之介入受到限制，惟此並非意

味著，公平法對於所有有關國民中、小學的商品或服務之提供行為，皆無規範之力。

當非出於教育政策判斷、抑或是非屬於國民義務教育服務的提供時，縱使相關商品或

服務係針對國民中、小學為之，亦有適用以公平法的空間。國民中、小學教科書之選

用，正突顯出此一教育政策或服務提供的二面性。一方面，於決定採用何者事業所出

版的教科書之選用程序上，由於屬於教育服務提供的一環，因此不應適用以公平法相

關規定；然而，另一方面，為求將教科書之商品提供給學子使用，教科書出版事業所

為之競爭、銷售行為，即具有經濟意義，而有公平法相關規定之適用。此種二面的特

殊性質，使得對於教科書市場及其競爭行為，應該如何適用公平法規定，成為相當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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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之課題。 

本章目的在於理解，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競爭之特殊性，以及因此特殊性所引發

之公平法適用上的困難與問題點。行文順序將首先針對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競爭所具

有之特殊性因此而引發之問題點，予以簡要概述，之後，在分節針對各該特性及問題

點，予以嚴格的分析、檢討。 

第一節、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競爭之特殊性 

一般而言，就與公平法規範之功能與角色而言，國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以及

其市場競爭、銷售行為等，可觀察出其有下列四項特性以及因此而生之問題點： 

一、於教科書市場上，價格（競爭）機制之應然（Sollen）與實存（Sein），有其侷

限性。就應然部分而言，各校於選擇教科書時，理念上，較諸價格多少，是否

適合學區特性、學子學習能力等教科書內容的「質」方面，理論上相形重要；

其次，就實存層面而言，從最近發展來看，由於教科書內容的逐漸趨近平準化、

自九十一學年度起教科書採購事宜已由各縣市政府合組教科書採購聯合委員

會辦理等情勢發展下，價格競爭機制之重要性愈發趨減。當較具客觀性的價格

指標，於教科書選擇上所扮演之角色相形低落，而由具有高度主觀、價值判斷

摻和其間的教科書「質」，主導了教科書選擇的決定之情形下，使得選擇結果

難能以絕對的對錯、好壞加以評斷，此一現象使得教科書出版商將其競爭火力

集中於校務會議選擇教科書之階段，間有以提供高額教具、贈品等回饋予校

方，企圖左右教科書選擇之公正、客觀性，對於此類企圖以不當競爭方式在選

擇階段取得競爭優勢之行為，以維持市場自由公平競爭為其任務之公平法，當

有介入之空間，惟具體上應如何介入，實有深入探討空間。 

二、與上述教科書選擇體系特性有密切關係者，厥為交易相對人認定的困難性。由

於公平交易法諸多條文適用之前提，乃是以事業不當影響、操作交易相對人其

商品或服務選擇的自由為前提。然而，就教科書之使用與消費而言，實際上的

消費者乃是購買、使用該當教科書之學子。然而，此等實際使用者之學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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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卻無選擇使用哪一本教科書之權利，而必須依照校務會議之決定結果，被迫

使用已選定之教科書。在此情況下，教科書出版商之交易相對人應如何認定，

若依一般商品交易情形加以認定，則學子等方屬所謂的交易相對人，若此則公

平會所公布之「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出版事業銷售行

為之規範說明」中，諸多逕自以校方為交易相對人之前提下，所論述的規範說

明，就有其規範理論之問題點了。 

三、或憂慮於現行教科書市場的寡占結構，各該教科書出版業者具有相當程度的市

場優勢地位，從而若對於教科書之採購交由各校自行為之，將可能於弱勢地位

的情況下，讓教科書出版商予取予求，設定過高價格，不當加重學子及其家長

之負擔。對於教科書出版商此一優勢地位及其可能帶來的不當結果，政府相關

部門邇來的因應作法，乃是結合各縣市政府以聯合議價方式為之，此一聯合議

價作為與公平法第十四條對聯合行為之禁制規定，是否有所牴觸。當實際支付

教科書價款之人並非聯合議價當事人的縣市政府時，此一實施聯合議價的縣市

政府等是否有公平法上當事人之適格？ 

四、就教科書與參考書二者之關係而言，有點類似於作業平台與應用軟體之關係，

參考書對教科書居於補充之地位，一旦採用特定出版商之教科書，因為教科書

所擁有的著作權之故，就被迫不得不使用其所編撰、出版的參考書。由於愈來

愈趨激烈的升學競爭與同儕壓力、花車效應（bandwagon effects）等主、客因

素與外在環境的交相結合，使得對於參考書的需求，有愈來愈增之勢，此一參

考書市場的鉅額利益，亦推波助瀾了教科書出版事業對於教科書選擇階段之競

爭。對此問題的解決，根本之道，或應是於著作權法中設計合理使用規定，令

有興趣與能力編寫參考書之人，亦可依據相關教科書編寫參考書，提供莘莘學

子學習參考，但在著作權法未有此一配套修正之前，公平法於規範理論上，可

以提供何種解決之道，即有探討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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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競爭之特性及問題點 

一、從「質」的競爭變質為「利誘」大戰 

（一）「質」的競爭 

    廢除統一的「部編本」教科書制，改採審定制，讓多種不同版本的教科書可以同

時並存，理由除可以因此配合不同學習、學區特性，而有多元化、學區特化之教科書

編撰可能性外，並意涵可經由不同版本間的競爭，提升教科書之品質。在此一競爭情

勢下，為求各校選用教科書之慎重，並配合學習、學區特性，國民教育法乃將教科書

選用權限下放給教育現場，而於第八條之二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書，

由學校校務會議訂定辦法公開選用之。」於此規定下，各校校務會議理應配合學區、

學生特性及程度，選擇最符合該校學生需求之教科書。 

    然而，理論上應有內容、質的競爭之教科書，卻逐漸因為嚴守「課程綱要」編撰

之故，於內容及品質上，逐漸有平準化的現象，甚至最近對於民間審定本教科書品質

之低落，社會各界發出不滿之聲，教育部以回應民意之理由，計畫自九十四學年度起，

再度回復部編本教科書的供應1。由此亦可推知，不論是因為先天性的品質低落，抑或

是因為「課程綱要」的嚴守，還是因為其後競爭之故，使得各家教科書業者在不願與

其他業者於教科書編撰上，出現過大差異的心態下，教科書內容與品質之平準化、同

一規格化，似乎是無法避免的。 

（二）「價格」競爭 

    當教科書市場競爭因其內容與品質逐漸的平準化，導致品質競爭已難能期待時，

此際作為效能競爭的另一重要要素之「價格」競爭，理當出來填補此一空缺，促進其

市場機制之運作。然而，或因為教科書供應市場本身即處於寡占機制，其間所存在的

有意識性的平行行為等寡占市場所具有的行為特性，實難期待有激烈價格競爭情事的

產生；或因為自九十一學年度起教科書採購適宜，已統一由各縣市政府聯合組成的聯

                                           
1 參照教育部國民教育司網站，「國中小課程教學不獨尊合科或分科部編本教科書預定九十四

學年度供應」，< http://140.122.120.230/ejedata/kying/20041281347/93012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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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委員會辦理，使得無法因應區域、數量、競爭等交易狀況的不同，而有不同的價格

提示；或者，更重要的是，由於教科書選用理論上仍必須基於「質」的考量，此一因

素使得各該教科書價格之決定，並非在選用之時點，而係在決定選用何種版本教科書

後，再針對其價格進行議價。此等因素，在在導致效能競爭的另一要素之「價格」，亦

無法發揮其功能。 

（三）「服務」競爭以及選擇權人與使用人之分化 

    當教科書市場上之競爭，因為上述各項情形，而無法於「品質」、「價格」等要素

上，發揮其應有之功能後，則公平法第四條競爭定義規定所提示的另一項要素之「服

務」，就勢必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了。惟此一「服務」競爭，卻因為教科書的選用權人

與真正使用人的不同，而淪為惡性競爭。申言之，如同前述，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二

規定，決定使用何種版本教科書之決定權限，在於各校校務會議，一旦少數的校務會

議委員決定後，真正的使用人之學生即必須使用渠等所選擇之教科書。 

在一般交易之情形，由於選擇權人與使用或消費之人，屬於同一人，故而事業若

欲思以「服務」爭取交易相對人，就必須針對使用或消費者提供各種不同的售前、售

後服務，以獲得其青睞，進而選擇採購自己的商品或服務。然而，於教科書市場上，

由於真正的使用人之學生並無決定其可使用何種版本教科書之選擇權限，使得業者並

無對其提供服務之必要。毋寧，教科書出版事業真正要爭取認同的，乃是具有選用權

限之校務會議委員。如此一來，假若教科書出版事業因各種因素無法針對「品質」及

「價格」進行競爭，而只能在「服務」一事上從事競爭時，其所要提供服務之對象，

就是校務會議委員了。 

由於校務會議委員通常都由校長、校內教師及學生家長代表所擔任，因此若能提

供學校各種服務，間接地亦可影響校務會議的決定。於此認識下，教科書出版事業就

必須全力「服務」學校，期能透過此等「服務」誘使校務會員委員，能夠作出有利於

自己之決定。此種「服務」競爭之具體呈現，就是公平會於其「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

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出版事業銷售行為之規範說明」前言中所說的： 

「出版事業為爭取首次訂購權或為繼續保有市場高占有率，乃競相投入教具、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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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之經費，並採取免費贈送教具、贈品之行銷行為，以爭取訂購之機會。較具爭議者

為贈送範圍已逾越原配合教科書之平面教具，轉變成贈送原屬學校應自購之各項設備

及器材，或免費贈送與輔助教學無關之高單價物品，或提供教學手冊所載與輔助教具

具相同或類似功能之家電用品，據反映係包括如礦泉水、烤麵包機、榨果汁機、收音

機、鍋具組、電視機、電冰箱、CD隨身機、電腦、DVD 及相關配備等，更嚴重者是

餽贈經辦採購人員及採購最後決定權人之佣金或其他不正利益等，間接導致學校以出

版事業免費贈送教具、贈品之多寡作為評選教科書之衡量標準。」 

顯然地，從公平會之調查結果，已可窺知，原本應以教科書之內容、品質作為其

選擇依據的校務會議，最近其公正、公平的選擇權限之行使，似乎有受到嚴重干擾之

情事。當教科書內容、品質逐漸呈現平準化的現象，選擇何種版本教科書對於教學品

質將不會帶來太大影響時，合理的校務會議之選擇基準，可能就是哪一個教科書事業

會承諾提供學校更多的服務，照顧學校教師與學生的福利。當然，校務會議於決定採

用何種版本教科書之際，表面上仍會是以內容、品質為依歸，而不是贈品等服務的多

寡，此實係因為教科書選用所內含之高度主觀及價值判斷所致。惟若品質是決定性的

要素，則不當贈品等服務之競爭，將不會那麼激烈，如此激烈的贈品、服務利誘大戰，

從反面來看，正足以突顯出不同版本教科書間其內容、品質競爭的缺乏。 

由上可知，現今公平會所觀察到的贈品等服務大戰的產生，其根本原因並不在於

消費者貪圖贈品之故（蓋屬於教科書之消費者的學生，其選擇權限已被剝奪），而在於

教科書內容、品質之平準化。若要從根本解決此一贈品大戰問題，終究還是要回到教

科書編撰的制度設計，設計出一套促使教科書業者得以經由競爭，提升其教科書內容、

品質的機制。然則，或許無可否認地，對於學校方面各式各樣服務、贈品的提供，可

能會導致校務會議委員作出不是最合乎學生需求的決定，對此公平會似仍有介入的必

要，抑制教科書出版事業的不當贈品活動，在最低程度上，確保校務會議選擇決定的

公平、合理性。 

二、後續市場之參考書市場的存在 

導致教科書市場利誘大戰形成之原因，除前述各種版本教科書內容、品質的平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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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外，尚有爭奪參考書市場鉅額利益之因素存在。由於教科書所存在之著作權，使得

未經教科書出版事業事前同意，即逕行編寫參考書者，有可能侵害教科書之著作權，

而擔負民事、刑事責任。此一結果，使得實際可以編寫參考書之人，就僅限於教科書

出版事業本身了。而當教科書價格因聯合議價等因素而受到相當程度的抑制時，價格

通常高出教科書數倍的參考書之銷售利益，自然而然就成為教科書出版事業獲利之重

要來源。 

無庸贅言地，出版事業之參考書銷售量，絕大部分取決於對其所出版之教科書的

使用量；於此認知下，如何爭取更多學校選用其出版之教科書，以因此增加其參考書

的銷售量，就成為教科書出版事業兵家必爭之地了，此一考量亦造就上述贈品等服務

競爭的益形激烈。當第二章所介紹的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所頒布之「教科書業不公平

交易方法特殊指定」第一項第二款中，特別明文禁止教科書出版事業從事參考書等學

習輔助教材之銷售，而對於擁有教科書選用權限之人，提供任何經濟利益時，其所擔

心者即是參考書市場上利益的爭奪，將會間接影響到教科書本身的合理選擇。 

無論是教科書內容、品質本身平準化所導致的贈品等服務競爭之激烈，抑或是覬

覦後續參考書市場之鉅額利益所帶來的教科書市場的服務競爭之激烈，結果都是教科

書出版事業有可能為謀求本身教科書之被選用，而針對選用權人或其所屬學校等進行

各種贈品之服務餽贈，對此行為公平法相關規定有無規範之力，於規範上可能發生哪

些問題點？而造成此種惡性服務競爭源頭之選用權人與使用者的分化，又對公平法的

適用，提起何種挑戰？ 

第三節、選用權人與使用（消費）者之分化 

    如同前述，在教科書交易市場中，非常重要的特色乃是，真正使用、消費教科書

之學生與有權決定學生應使用何種版本教科書之人士（即校務會議委員）二者間的分

化。此一使用與決定權二者之分化，對於公平法相關規定的適用，提起了重大的挑戰。

此類挑戰包括：（1）教科書出版事業所為之贈品行為，其性質為何，是否與公平法第

十九條第三款規範之贈品行為相同；（2）當不使用、不給付對價但卻有選擇權之人進

行聯合議價、採購時，其行為是否該當於聯合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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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科書事業提供經濟利益行為與公平交易法 

  （一）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三款之規範意旨與要件 

1.規範意旨 

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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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不得為之。依據公平會本身所

編撰之解說書，本款規定之意旨在於，「事業在商場上利用各式行銷手段從事競爭，固

然是市場機能發揮的結果。但是事業若不是憑藉著商品的品質優良、價格低廉或服務

良好以爭取顧客，而是利用違反正常商業習慣的方法迫使或誘使競爭者的交易相對人

和自己從事交易，則是一種不公平的競爭手段。」2

由此可知，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甚或第十九條規定本身之規範精神，在於希

望事業以價格、品質、服務等合乎效能競爭之理念，從事競爭；然而，現實上，事業

間之競爭除有賴於其商品、服務之價格、品質等要素外，尚會受到其本身無法控制之

外在因素或偶發事件的影響，甚至企業本身所擁有之資金、經濟力量等，亦會影響到

其與競爭者間之競爭關係，公平法第四條所定義之理想的效能競爭狀態，事實上難能

完全實現。因此，對於並非出於效能競爭之手段、從事競爭者，公平法第十九條亦非

完全予以禁止，誠如上述公平法之見解，只有在事業使用「違反正常商業習慣方法」

迫使或利誘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時，方可依據本款規定認定其違法。 

2.要件分析 

（1）脅迫與利誘 

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中所例示之「違反正常商業習慣」者，包括脅迫及利誘二

者，由於脅迫本身所具有之深度反倫理性，且亦已有觸犯刑法相關規定的可能性，因

此事業若利用脅迫手段，硬要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與自己交易，其行為本身即違反正

常商業習慣，屬違法行為。一般而言，教科書出版事業應不致於對校務會議委員行使

此種脅迫手法。相對於此，從公平會上開「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

                                           
2 公平會，認識公平交易法，增訂九版，第 192-193頁，20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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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書出版事業銷售行為之規範說明」前言可知，真正發生問題者，乃是「利誘」之手

法。 

根據公平會本身的解說，所謂「利誘」係指，「事業不以品質、價格或服務爭取顧

客，而利用顧客的僥倖、暴利心理，以利益影響顧客對商品或服務為正常之選擇，從

而誘使顧客與自己為交易之行為。」3附贈獎或贈品之行銷行為，即有可能該當於此一

不當利誘行為，惟若對所有贈獎、贈品行為予以嚴格禁止，不僅有違商業常理，從行

政法比例原則觀點來看，亦不妥當。有鑑於此，公平會乃於八十四年四月頒布「處理

贈品贈獎促銷額度案件原則」4，對於一定額度以上之贈品贈獎，方認定其有違法可能

性，低於該原則所定之金額門檻者，即認其合法。 

因此，若教科書出版事業其贈品高於上開處理原則之金額上限時，且若其他要件

該當時，即違反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此際，所謂其他要件，即是同款規定所

要求之使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與自己「交易」者。 

                                           
3 公平會，認識公平交易法，增訂九版，第 193-194頁，2002 年。 
4 「處理贈品贈獎促銷額度案件原則」之主要規定如下: 

「二、事業銷售商品附送贈品，其贈品價值上限如下：  

(一)商品價值在新台幣一百元以上者，為商品價值之二分之一。  

(二)商品價值在新台幣一百元以下者，為新台幣五十元。  

三、事業辦理贈獎，其全年贈獎總額之上限如下： 

(一)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在新台幣十億元以上者，為新台幣二億元。  

(二)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新台幣二億五千萬元，未滿新台幣十億元者，為銷售金額

的五分之一。  

(三)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在新台幣二億五千萬元以下者，為新台幣五千萬元。  

 四、事業辦理贈獎，其最大獎項之金額，不得超過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公布之每月基本工資的

一百二十倍。  

 五、事業辦理附送贈品及贈獎，違反第二點、第三點或第四點之規定者，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十九條第三款之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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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易相對人 

迥異於其他國家競爭法制，幾乎都將事業、競爭或交易相對人的概念，留待實務

運作依個案解釋、適用，我國公平法不僅於第二、四條對事業、競爭二項重要概念設

有定義規定，更有其他國家絕無僅有的「交易相對人」之定義規定。根據公平法第三

條規定，所謂交易相對人係指，「與事業進行或成立交易之供給者或需求者。」此時，

所謂「進行」交易所述說者，乃是交易的過程，而「成立」交易之義，則當指交易的

完成，至於供給者或需求者，則端指垂直交易中之上、下游關係。交易相對人定義中，

最難理解之要件仍在於「交易」二字，特別是，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最後亦以「交

易」為其規範要件。凡此，皆使得吾人有必要對「交易」於公平法上之意義，稍加深

入探討。 

一般而言，公平法所欲規範之「交易」行為，應至少擁有等價交換或對待給付以

及獨立性二項要件。 

首先，就等價交換或對價給付之要件，予以說明。 

原則上，市場經濟秩序之基本法則在於等價交換，因此等價交換反覆持續的進行，

所謂合理的競爭價格乃能形成，而市場競爭機制乃能發揮其功效。故而，於一般情形，

等價交換或可視為交易之同義詞，因此交換或交易而於當事人間發生財產、權利等之

移動。但並非所有交易之進行，皆堅守等價之原則，事業可能會為促銷或為維繫交易

關係等目的，甚或接受政府機關或其他團體之補助，而以較正常水準為低之價格進行

交易，此等行為既有交換之實質，自應視為本款規定之交易，方能將所有交易行為納

入公平法審視對象範圍中，發揮其規範效力。因此，公平法上之交易，並不以嚴格的

等價交換為前提，只要對於商品或服務提供行為，有一定的對待給付或對價之發生，

即可認定為交易。甚而，對於剛進入市場之事業，於其未有任何正常交易行為前，為

求促銷目的而有免費贈送商品之舉動時，吾人當亦可以其贈品行為係以未來交易為目

的，並依此為據，認定有對待給付的存在，該行為主體於贈品行為時已進入所謂的交

易行為。 

等價交換或對待給付時而被作為否定行政機關有交易行為及事業屬性之論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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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軍後勤司令部保修署為供後勤支援行政之用，而對外採購大客車之解釋函中5，公平

會以「未向使用者收取對價」為據，從而否定該署於此並無交易行為，亦非公平法第

二條所稱之事業。此外，於退輔會台中榮民醫院限制交易相對人售價條款一案中，退

輔會為其所屬醫院藥品及耗材所需辦理統一招標採購，公平會雖認定該「招標採購行

為屬於私法行為。惟退輔會本身未收取對價，亦未直接從事交易行為，而係所屬各級

榮民醫院（如台北榮總、台中榮總、高雄榮總）直接進行採購藥品或耗材，從事醫療

行為而受有報酬，因此，就本案而言，退輔會尚非屬公平交易法第二條第四款所稱事

業」6。雖然，本案中，公平會肯定採購之行為主體為退輔會本身、契約之主體亦為退

輔會，且退輔會於其藥品及耗材採購合約（或投標須知）中，訂有系爭售價限制條款，

惟最後卻以其未直接從事醫療行為、收取對價為由，否定其交易性和事業屬性7。 

其次，就公平法上「交易」所要求之第二項要件的「獨立性」，加以闡述。 

在原始公平法草案及經濟部草案中，獨立性都曾明列於事業定義中，而為判斷是

否屬本法事業或交易的要件之一。例如，在經濟部一九八五年提請行政院審議之「公

平交易法草案」中，即謂：「本法所稱企業，指公司、商號或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獨

立並繼續從事交易之主體。」。雖然，現行法在相關規定上，將獨立性要件刪除，但並

非因此即可謂獨立性不為事業或交易存在的前提要件，應係獨立性乃為事業及交易內

涵之本質，為求規範文言之精簡，毋庸對於理所當然之事，於條文上重為規定。就公

平法理論而言，此一見解實屬必然之理，蓋競爭機制功能之發揮，取決於市場上活動

之主體，是否得以其自由、自主之意思，進行交易，從而欠缺此等自由、自主等獨立

的意思決定之基礎者，縱使其形式上發生財產或權利的移轉或勞務的提供，亦難能視

為本法所欲規範之交易行為。要言之，得為公平法上之交易主體者，乃因其得獨立自

                                           
5 參照公研釋字第０九九號。 
6 公平會八十九年公處字第一０三號。 
7 然而，若依此論理，則各國營事業機構雖然毫無疑問地屬公平法所稱之事業，但於其購買行

為時，只要能夠藉由國營會等機關，縱使其購買行為有各式各樣的限制競爭行為存在，但只要

此一共同上級機關不收取任何對價，就有可能不被認定為事業，造成有違法行為、但無行為主

體存在之奇妙現象，突顯出公平法適用於政府採購行為之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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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從事交易決定，進而成為市場上有效的競爭單位之主體。 

由上可知，若欲構成公平法上之交易，則至少應具有等價交換或對價給付以及獨

立性二項要件，有對價給付而無獨立自主決定交易與否之權限者，欠缺市場交易之實

質，無法藉由交易促使可能的交易相對人間從事競爭，令市場競爭機制難能發揮；另

一方面，有獨立決定權限但卻缺乏對價給付者，未能對自己行為及其所帶來之風險，

承擔責任與後果，無法確保其決定可以在最合理的思考下進行，難能促進競爭機制之

成長。因此，若欲構成公平法上之交易，並對此交易適用以同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

則必須該當交易之行為人間，同時擁有獨立自主決定權，並依其決定結果進行對價給

付，二者要件缺一不可。 

  （二）教科書交易中之「交易相對人」 

    如同本研究前面一再提及的，教科書市場競爭的特性之一，乃在於真正使用、給

付對價之學生（家長）與決定購買何種版本教科書之校務會議成員二者的分化。此一

分化導致上述所強調之交易的對價給付與獨立決定權限之一體性遭到破壞，此一體性

的破壞同時引發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適用於教科書出版事業對學校或校務會

議成為所為贈品或贈禮行為的可行性。申言之，當教科書出版事業對學校或校務會務

（成員）等進行餽贈時，此等人士雖具有選用何種版本教科書的權限，但本身卻不進

行對價給付，教科書書籍費仍是由學生（家長）支付。因此，學校或校務會議（成員）

既非競爭者的「交易相對人」，其本身亦與該教科書出版事業無「交易」行為的存在。 

    實際上，發生此種適用上之困難，並非我國公平法獨有之特色。如同本研究第二

章所述，在有關教科書事業競爭行為的適用上，日本獨占禁止法亦曾面臨同樣的問題

8。雖然，在日本，教科書書籍費並非由學生（家長）支付，而係由國家及地方政府編

列購書預算，再無償給付給學生，然而由於擁有教科書選用權限者在於各地區教育委

員會或學校校長，因此亦發生對價給付與獨立決定權限之分化。因為此一分化現象，

使得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無法將教科書出版事業爭相利誘之教育委員會成員或校長視

                                           
8 參照第二章貳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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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交易相對人，進而無法適用以一般性的不公平交易方法規範之「不公平交易方法一

般指定」，而必須為此另外訂定「教科書業不公平交易方法特殊指定」，方能對教科書

相關的贈品行為，予以規範。 

    由此日本經驗已可窺知，當對價給付與獨立決定權二者不屬同一人，而係分屬不

同人之分化情形時，欲將其中任何一人視為交易相對人實有困難，若此則以交易相對

人或有交易行為為適用前提的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於教科書出版事業之贈

品、贈獎行為的適用上，即有其規範上的限制。 

  （三）著重「利誘」之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適用可能性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在有關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的適用上，不拘泥於上述

嚴謹的「交易相對人」解釋為前提，而認為該款規定主要目的在於防止事業以不當利

誘方式，爭取顧客之行為，則當教科書出版事業以各種贈品行為，影響教師或校務會

議有關教科書之採用決定時，此際縱使教師或校務會議成員等並非所謂的交易相對

人，但出版事業以不當利誘方式爭取交易機會之事甚明，亦非不可對該當事業適用以

本款規定。惟須注意者，此時之法律適用，仍不得以「處理贈品贈獎促銷額度案件原

則」為依據，蓋如同前述，所謂的贈品須有交易相對人的認定與存在為前提，而是直

接對系爭行為適用本款規定，以其所謂各種餽贈行為該當於以不當利誘爭取交易之行

為，違反本款規定。 

二、教科書「聯合議價」行為與公平交易法 

    倘若如同前項所述，校務會議及學生（家長）都難能單獨視為教科書事業的交易

相對人，則此二類人士以外的學校或地方政府，當其以校務會議決定的選用結果為基

礎，並於學生（家長）的負擔前提下，進行教科書的採購作業時，於公平法上又居於

何種地位？於有關於此一問題上，具體的問題點源自於公平會上開「公平交易法對於

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出版事業銷售行為之規範說明」前言中，所指出的，「國

立編譯館『部編本』全面退出教科書市場前，『審定本』出版事業已透過版權移轉、併

購股權等方式，形成僅剩少數家數事業競爭現象，倘若前開不正當行銷行為不予以規

範禁止，未來可能形成高度集中之寡占市場，甚至回復為一家獨占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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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相關業者結合所導致的市場寡占化傾向，使得教科書事業擁有高度的市場

力，而於教科書銷售、議價等交易中，享有相當程度的優勢地位。結果導致，為對抗

此一優勢地位，原本屬地方政府及各校權責的教科書採購，自九十一學年度由全國各

縣市政府組成「教科書採購聯合委員會」，統一與教科書業者就教科書價格進行議價，

各地方政府或學校不再單獨和教科書業者議價。毫無疑問地，此種對抗力

（countervailing power）的形成，在某種程度上可以制衡教科書業者於此市場上所享有

的優勢地位，但卻也同時衍生出，各縣市政府所為之聯合議價行為，是否有違反公平

法第十四條所禁止的聯合行為規定之虞？此一問題的分析，可從（1）行政機關採購行

為是否適用公平法；（2）各縣市政府替代學生（家長）所為之書籍採購行為，是否可

歸類為政府採購二方面，進行檢討。 

（一）政府採購與公平交易法 

    在有關政府採購與公平法適用之關係上，困難點主要發生於行政機關行為本身所

具有之公益性，此一公益性使得行政機關本身，是否屬於公平法第二條第四款所定義

之事業，有所爭議。雖然，公平法中並無明文規定其適用範圍僅限於私法行為或私經

濟活動，但很明顯地，國家等公法人所為之公法行為或高權活動，不僅欠缺等價交換

等經濟性活動的特質，該當公法行為或高權活動之提供亦無競爭存在的空間，此等行

為或活動不受公平法適用之理甚明。職是，當行政機關以其本身名義代表其所屬國家

或地方自治團體等公法人為對外行為時，該等行為若屬前述公法行為或高權活動之範

疇，公平法即無適用之餘地。因此，當吾人探討行政機關與公平法適用間之關係時，

行政機關之行為得適用以公平法者，乃是排除上述公法行為與高權活動以外之私法行

為。 

    因此，若行政機關已於市場上有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行為，則其為本條第

四款所稱之事業，概無疑義，惟實際上除一般國營事業或公營事業外，以公益實踐為

其職志的行政機關所提供之服務多屬公法上的服務，因提供經濟性商品或服務而被視

為公平法上之事業的情形，實不多見；實務上，被認定為行政機關的國立編譯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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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編譯之著作授權他人使用，而被視為事業9。問題在於，當行政機關並不以提供者

之地位出現，而係僅以單純的需求者之角色參與市場交易時，此時之行政機關是否可

以視為公平法上之事業？此一問題尤其發生在，行政機關為遂行其公法服務提供之義

務，而進行各種商品或工程的政府採購行為上。公平會實務運作上，對此一問題，持

肯定見解，因此各種國軍後勤單位、國民中學、省立高工、國立大學籌備處、警察機

關及縣（市）政府等等，都被視為公平法上的事業。 

    在公平會一九九三年公研釋０九０號之「行政機關私法行為適用公平交易法之審

度原則」中，謂：「行政機關以私法行為提供具市場經濟價值之商品或服務為業務或目

的，所引起之需求行為，不論在需求時是否已為該項商品或服務之提供，均應受公平

法之規範。其因提供商品或服務而收取規費，所引起之需求行為，不論在需求時是否

已為該項商品或服務之提供，亦均應受公平法之規範。」觀此審度原則之精髓，實係

確認行政機關仍須有提供商品或服務之行為，始視之為事業，而為公平法之規範對象。

惟須注意者，此一商品或服務的提供，並不以需求時已有實際提供行為為限，需求時

雖未同時有提供行為，但未來可能有此一提供行為時，即為已足；且此一需求主體與

供給主體，並不必以同一人為限，例如在歷次有關台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招標案件中，

雖然未來之供給者的台北捷運公司已於一九九四年七月二十九日正式成立，但由於進

行工程採購之需求者為台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後者仍被視為公平法上之事業10。若依

此見解，則於教科書採購上僅居於需求地位之縣市政府、國民中小學或其學生（家長），

因無供給行為故理當不受公平法之適用。 

    然而，公平會的實務運作時而並未嚴格遵守此一審度原則的精神，例如公平會一

方面認為國民中學應非公平法之事業，另一方面卻在其為事業之前提下，進行解釋；

又為利於國防任務之遂行所為的軍品採購事案，亦係在陸軍後勤部係屬事業之前提

                                           
9 參照公平會九十年公處字第一一八號。 
10 參照公平會八十六年公處字第０四０號、八十七年公處字第一七九號，八十八年公處字第

一一六號等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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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進行解釋11。此等行政機關所為之採購，實難認為其係為未來之經濟性商品或服務

的提供而為，公平會於此所著重者，並非其未來有無提供行為，而係僅針對其需求本

身認定渠等具有事業性。 

    由上述公平會在有關行政機關於政府採購或招標行為時，其事業屬性認定反覆不

定或自相矛盾之情形，亦可窺知，單以行政機關的純粹需求行為認定其事業性的作法

之問題性。事實上，其他國家對於政府採購行為，雖亦以其為私法行為而適用以公平

法，但乃是從投標事業可能圍標之觀點為法律適用，而非認定行政機關為事業，對其

所為各種資格限制，適用以公平法，對於我國公平法將從事政府採購的行政機關視為

事業，對之適用以公平法者，部分外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人員頗有不可思議之感12。 

  （二）參加聯合議價之縣市政府是否為事業 

設若依照其他國家競爭法制之適用法理，則本身並不提供經濟性服務的行政機

關，於實施單純的政府採購行為時，並非競爭法上之事業，其採購行為自亦不受競爭

法規範。然而，如同前述，由於我國公平會的實務運作，特異獨行於其他國家法制運

用，對於行政機關的政府採購行為，亦視為其乃公平法第二條第四款所定義之事業所

為行為，從而有公平法之適用。雖然，公平會在上開公研釋０九０號「行政機關私法

行為適用公平交易法之審度原則」中，希望將此一適用範圍侷限於行政機關於現在或

未來將有商品或服務提供行為時，始為公平法上之事業，而受該法適用。惟亦如同前

述，公平會實務運作上，並未嚴格遵守此一作法，而將應無私經濟商品或服務提供行

為的國民中學、國防部等機關亦視為事業。此一作法，使得縣市政府的採購行為，不

論其係為私經濟商品或服務之提供，抑或是為公服務之提供，不無被視為公平法上之

事業的可能。假若實施政府採購之政府部門，為公平法上之事業，則公平法第七條規

                                           
11 參照公平會，機關招標採購適用公平交易法相關案例彙集，第 4、7頁，增訂二版，一九九
六年。 
12 參照鄭鵬基、林尚楨，美國、加拿大暨日本競爭法執行機關考察紀要，公平交易季刊，第

二卷第四期，第 140頁，一九九四年；胡祖舜，法國、新加坡營造業及政府採購相關制度考察

兼與市場競爭之關係，公平交易季刊，第六卷第一期，第 219頁，一九九八年；謝杞森，政府

採購法與公平交易法對綁標、圍標、陪標的交錯規範，《新世紀經濟法制之建構與挑戰─廖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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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當「事業以契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

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數量、技術、產品、設備、交易對象、交易地區等，相互約束

事業活動」時，即屬所謂的聯合行為。對此聯合行為，除非合乎公平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但書各款規定，並事先依規定向公平會提出申請，且經許可者，事業不得為之。 

職是之故，若縣市政府所為之教科書聯合採購該當於政府採購行為，則縣市政府

實亦有可能該當於公平法上所稱之事業。問題在於，教科書聯合採購是否屬政府採購，

若屬之，則有何因應對策？ 

1.教科書採購該當政府採購 

由於支付教科書書籍費用者，並非進行採購的學校或縣市政府，而是義務教育的

學生（家長），與一般採購係由政府本身預算支出有所不同。因此，教科書採購是否屬

政府採購，或有疑問。然而，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民國八十八年間所發的函釋指

出：「公立學校以代收代付方式辦理採購，如係以員生消費合作社或家長會名義辦理，

不適用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如係以學校名義辦理招標，並作為簽約之主體，

應適用本法。」13

由此可知，當學校或是縣市政府以自己名義，而非員生消費合作社或家長會名義

辦理教科書採購時，其行為即屬政府採購行為，因而不僅有政府採購法的適用，實施

採購之學校或縣市政府亦有可能該當於公平法上之事業。若此，則其所為聯合議價行

為，就有可能該當於公平法上買方的價格聯合，而受到同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的禁止。 

2.「聯合議價」解套手法 

對於上述將教科書採購聯合議價行為，認定有該當於公平法所禁止之聯合行為的

見解，可能的解套方法有二。 

首先，如同本章一開頭所述，公平會於第一八二次委員會議中早已作成決議，認

為屬國民義務教育之國中、國小，由於其「行政單位」色彩濃厚，不應視為本法之事

業。然而，最近聯合議價所突顯出的乃是，當事人已非國民中、小學，而係其所屬縣

                                                                                                                                    
男教授六秩誕辰祝壽論文集》，第 1185頁，二０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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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並由此等縣市政府組成聯合採購委員會。故而，此一聯合委員會的聯合議價

行為本身，仍有可能構成聯合行為。 

其次，縱使是縣市政府所為採購行為，但如同前面有關退輔會之處分理由中所述，

當退輔會為其所屬醫院藥品及耗材所需辦理統一招標採購，公平會雖認定該「招標採

購行為屬於私法行為。惟退輔會本身未收取對價，亦未直接從事交易行為，而係所屬

各級榮民醫院（如台北榮總、台中榮總、高雄榮總）直接進行採購藥品或耗材，從事

醫療行為而受有報酬，因此，就本案而言，退輔會尚非屬公平交易法第二條第四款所

稱事業。」因此，當縣市政府並未直接從事交易行為，而是由學生（家長）基於縣市

政府之議價結果，而與教科書出版事業進行交易時，居於其間的縣市政府，似不該當

於公平法之事業，從而其間聯合議價亦非公平法上之聯合行為。 

然而，此種借用公平會過去處分例，作為解套之作法，就如同前述對該退輔會案

所批評的14，此種解釋方法過於牽強，是否能夠抵擋得住學說的質疑，實有疑問。最好

的解決方式，應該還是回歸外國競爭法制一般作法，認定實施單純的採購行為之政府

機關，不該當於公平法上之事業，而將採購時之招標行為，完全回歸政府採購法的適

用，以徹底避免此類爭議。 

3.九十四學年後部編本再次發行之問題 

自民國八十五年起逐漸開放民間審定本，並自九十一年起全面開放民間業者編撰

印行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部編本退出市場後，社會各界對於民間審定本的品質，迭有

質疑，受此壓力的教育部，遂決定自九十四年起再度部分以部編本進入教科書市場。

原則上，公平法所規範之商品或服務，乃係以私經濟或商業性的商品或服務為限，從

而若教育部基於國民義務教育等公共性服務，對學童等提供教育等公的服務，則此一

義務教育提供行為，理當不受公平法之適用。然則，在此公的服務提供過程中，所使

用之商品並非必然也是公共性商品，而有非常大的可能，屬於私經濟商品。當未來教

                                                                                                                                    
13 八十八年八月五日(八八)工程企字第八八一○七二四號。 
14 參照前揭註 7之內容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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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所編印的部編本與其他民間審定本同為學校校務會議選擇採用之對象，而於其間

具有競爭關係時，且部編本實際上亦係以收受對價為前提而提供學子們使用時，其當

然屬於公平法上之商品。職是，部編本之編印主體的教育部，於此一教科書提供行為

上，亦將被視為公平法第二條第四款之事業，而公平法之適用。若教育部於部編本之

推廣、銷售上，有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行為，即可能違反公平法相關規定。此從上

開公研釋０九０號「行政機關私法行為適用公平交易法之審度原則」之說明，可以清

楚推論得知，毋庸再多加贅述。 

第四節、教科書市場對參考書市場之影響 

上述縣市政府所為之教科書聯合採購及議價行為，所引起之公平法問題，不僅限

於該當聯合採購主體之縣市政府，是否可視為公平法上之事業，亦因教科書與參考書

二者間補充關係的特性，而可能對參考書市場帶來重大影響。具體而言，即可能因為

聯合議價導致教科書出版事業無法於教科書價格上，擁有主導、控制權，甚或因聯合

議價導致利潤過低，從而有必要於其他市場，刮回此一損失，此一其他市場即是參考

書市場。雖然，教育部以下列理由認為，參考書漲價與教科書聯合議價，無必然關係，

但其說詞令人難以信服： 

「針對報載參考書漲價事宜一案，教育部表示應與教科書聯合議價無必然關係。

一般而言，教科書才是每個學生所使用者，參考書非學生必備學習材料，僅是輔助性

質、可用可不用。聯合議價係以全國之數量去壓低教科書價格，造福的是全體家長與

學生，這個作法獲得社會大眾之支持，各縣市聯合委員會應會繼續運作，但會逐步改

善其機制。此外，教育部更表示，基於教學正常化、減少學童課業負擔及改善教育風

紀，教育部並不鼓勵學生使用參考書，甚至依據教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採用未經審

定之參考書，亦有相關懲處規定。」15

不鼓勵學生使用參考書，並不表示學生就因此不使用參考書，也無法因此得出參

考書的漲價，非因教科書聯合議價行為所生。此一教育部看法，或係出自於教育主管

                                           
15  教 育 部 ， 參 考 書 可 用 可 不 用  其 價 格 與 聯 合 議 價 無 必 然 關 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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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的掩耳盜鈴的鴕鳥心態，或是因其對市場競爭問題的不專業。若此，則競爭法主

管機關的公平會，當可以其專業看法提供教育主管機關參酌。尤其是，當縣市政府的

教科書聯合議價係受到教育部鼓勵，而此一行為有可能觸犯公平法之相關規定，而教

育主管機關又不願面對其該項鼓勵行為所帶來的副作用，以及其對公平法所生影響

時，作為公平法主管機關之公平會，實難對他政府部門漠視公平法規範的行為，拱手

而立了。 

本節目的即在於探析，從公平法之規範角度來看，教科書與參考書間，究竟處於

何種關係：此一關係又可能衍生何種問題，導致參考書出版事業可以毫無忌諱地，調

漲其書籍售價；若此價格調升行為有所不當，公平法有無規範手段？ 

一、教科書與參考書間之關係 

  （一）對教科書處於補充地位之參考書 

    為加深學生對於教科書內容之理解，並對其學習成果加以評估，坊間乃於教科書

外，尚有重要輔助學習教材之參考書的存在。對於教科書，參考書居於補充之地位。

有了參考書的輔助，不少學生對於教科書所欲傳達的意念、訊息，將會有更清楚的認

識與更深的瞭解，時而使得教科書可以發揮更大的教育效用。此一關係有點類似，僅

有Windows之作業系統，並無法發揮其所欲達成之最大功能，尚須其他各種作業軟體

的存在，方能使得作業系統的功能，發揮極致。 

因此，或許誠如教育部前述新聞稿所說，參考書非學生必備學習材料，僅是輔助

性質、可用可不用，然而在升學主義依舊掛帥、參考書銷售數量依舊不減的今天，參

考書也許並非必備學習輔助教材，但不可否認地，其乃是許多學子常備的學習輔助教

材。由於對教科書所處如此補充地位，使得參考書必須以教科書為準據，進行編撰。

此際，在與公平法之規範理念上，關鍵問題乃是，當教科書市場因各種因素停滯於寡

占狀態時，教科書出版事業是否可能將其此種力量，槓桿至參考書市場，使得互補商

品之參考書市場亦出現競爭停滯的狀態？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原因來自於，教科書

                                                                                                                                    
http://www.eje.edu.tw//data/linda/20028301312/new08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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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擁有之著作權。 

（二）著作權所賦予教科書之獨占權 

智慧財產權之特徵在於，或多或少都擁有一定程度的排他性獨占權，雖然著作權

無法如同專利權一般，擁有那麼大的排他、獨占效力，但著作權亦於一定程度上，享

有排他獨占權。尤其是，當我們可得選擇、閱讀之書籍，僅有少數存在時，其排他獨

占效力可能比一般專利權更大。申言之，在一般小說、散文、音樂‧‧‧等等著作上，

任何人隨時隨地都可以創作，每月、每週、每天國內外都會有新的著作出現，我們選

擇的對象繁多，不會特別感覺到著作權有何特別重大的排他獨占權利存在；相對於此，

由於我國現行教育政策對於教科書的出版採取審定制度，只有經過審定合格的少數教

科書始能提供給廣大學子使用時，在此龐大市場中僅存的少數教科書出版事業，其著

作權可能享有的排他、獨占效力，就非常大了。 

著作權人對其著作所擁有之權利內容，林林總總，最重要者在於未經著作權人同

意，其他人不得重製著作內容，此一重製行為不僅限於原封不動的重製，只要二者著

作間具有所謂的實質類似性，即可認定有重製行為的存在。而且，所謂重製並不僅指

整本書籍的重製，對於該書籍內有創作性之部分，予以重製者，亦屬於著作權法所規

範之重製行為。因此，當參考書必須以教科書為準據，進行編撰時，其就有非常高的

風險，可能會侵害教科書的著作權。結果使得，可以編撰參考書者，可能僅限於各該

教科書的出版事業而已。 

教科書與參考書間之補充關係、教科書著作權所擁有之強大的排他、獨占效力，

使得教科書出版事業所擁有之市場力，不僅限於教科書市場，更槓桿、擴及至參考書

市場，而且在後者之市場上，教科書事業所擁有之市場力，更是幾近百分之百獨占的

地位，此一結果更因教科書使用者之選用權限的喪失，而益形惡化。 

二、參考書市場上之「鎖住」（Lock-in） 

由上可知，對處於其補充地位的參考書市場，教科書出版事業的力量來源，來自

於教育主管機關所採用的審定制度以及教科書所享有之著作權保護。此等因素，使得

參考書市場出現類似鎖住之現象，且因教科書之選用人與使用者分化的結果，使得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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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鎖住效應對使用者帶來更大的不利益。以下，首先簡要闡述鎖住現象之意義，之後

再針對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的鎖住問題，加以分析。 

（一）鎖住之意義與公平交易法之挑戰 

    1. 鎖住之意義 

在競爭法制上，首先利用鎖住現象對系爭行為加以責難者，乃是美國聯邦最高法

院於一九九二年所作出之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Inc.判決16，此

一判決提供我們認識鎖住現象重要的引子。 

在 Kodak 判決中，Kodak 公司在影印機市場上，擁有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三左右的

占有率，原本 Kodak 公司亦將其所生產之影印機維修所需零件，販賣給所謂的獨立維

修服務事業，接收此等零件供給之獨立維修服務事業，乃能對於購買 Kodak 公司影印

機之消費者，提供維修服務。之後，Kodak 公司宣布不再供給影印機零件給獨立維修

服務事業，此舉不啻宣告了獨立維修服務事業將因維修零件無法取得，而被迫退出市

場。對於 Kodak公司此一舉動，獨立維修服務事業向法院提起訴訟，主張 Kodak公司

之行為有企圖獨占及獨占維修服務市場之嫌，要求該公司應終止此一行為並對其進行

賠償。對於獨立維修服務事業的上述主張，Kodak 公司堅稱，因為其在影印機市場上

僅擁有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三的市場占有率，尚未達到獨占行為一般所要求之百分之五

十左右以上的占有率，因此無獨占行為之慮。 

對於 Kodak公司上述主張，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於本案判決中認為，雖然 Kodak公

司在在影印機市場上之占有率僅有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三，而面臨著其他業者的激烈競

爭，但由於影印機之耐久財及高價位性質，購買者於購買後無法輕易轉換至其他廠牌，

且又鑑於各廠牌影印機間其零件無法相容，從而認定 Kodak 公司在其影印機零件市場

上擁有幾近百分之百的占有率，且因此亦使該公司在其影印機維修市場上擁有百分之

八十至九十五的市場占有率，無論何者，都足以認定 Kodak 公司在各該市場上擁有獨

占之地位。對此，雖然 Kodak公司強力主張，因為其在影印機之「初級市場」（primary 

                                           
16 504 U.S. 451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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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上乃是處於競爭狀態，故而在零件、維修等「後續市場」（aftermarket）上，

其當然無法擁有獨占之市場地位，否則只要是擁有獨自品牌零件的耐久財製造商，都

將被認定為獨占事業。惟縱使 Kodak 公司如此反駁相當有力，但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仍

著眼於影印機購買後更換的困難性以及零件的特定性等「鎖住」要素，認定 Kodak 公

司在後續市場上具有高度的市場支配地位。 

從上述Kodak判決之簡要介紹，可以得知，鎖住現象之發生，多以有二個各自獨立

市場存在之市場為前提17，在Kodak一案中即是所謂的「初級市場」與「後續市場」二

個不同市場之存在。由於二者市場間商品相容性、消費習慣以及智慧財產權等問題的

存在，使得其中一個市場（後續市場）上之消費選擇，取決、受制於另一個市場（初

級市場）。當消費者在首次的消費決定時，選擇了某個商品，其後為維持、發揮此一商

品應有功能，而必須購入的配套商品時，其選擇就會受到相當程度的限制。在絕大多

數情況，其將僅能依賴首次消費之商品提供者，滿足其相關配套商品的需求，而無法

另外尋求其他配套商品提供者。當有此現象發生時，我們就會稱消費者被其首次消費

商品提供者給鎖住了。 

2. 鎖住對市場界定、市場支配力認定之挑戰 

從前述 Kodak 案判決之介紹，或已可窺知，鎖住現象對於競爭法制最大之挑戰，

乃在於其市場界定手法及市場支配力之認定上。如同 Kodak 公司在該案中所主張的，

其於影印機市場中雖然擁有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三左右的占有率，但影印機市場競爭非

常激烈，其根本不具有所謂的市場支配力，更遑論操縱、控制市場價格或消費者選擇。

Kodak 公司因此主張，合理的消費者於考慮購買何種品牌影印機之初級產品時，已經

將其未來後續市場上所需的維修服務之費用，一併考量進去，才作出最後的選購決定。

在此情況下，於影印機市場處於激烈競爭情勢下的 Kodak 公司，不可能擁有市場支配

力。 

然而，市場並非那麼完美，而消費者選擇也不是總是那麼理性，尤其是當商品間

                                           
17 當然，在最近因為網路效應所形成的鎖住現象，所牽涉之市場可能只有一個，例如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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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相容性、消費習慣、智慧財產權等問題，而使得消費者的認知、選擇受到限制時，

就很難肯定 Kodak 公司所言，合理的消費者會在一開始就把所有未來的狀況考慮進去

後，再決定如何選購。更何況，原本後續之維修服務市場上，有獨立維修服務事業與

Kodak 公司從事競爭，但其後卻因該公司單方面的宣布，使得該當市場從競爭狀況，

淪為幾近獨占結構。再怎麼理性、合理的消費者，又如何預測 Kodak 公司在其已經購

買 Kodak 影印機、被其套牢後，才決定不再令其他事業提供維修服務，而一己獨占該

市場。此際，Kodak 公司之所以可以獨占維修服務市場，乃是其擁有零件的獨家生產

權，亦言之，相關影印機的零件因為有專利權的存在，而使得除 Kodak 公司以外，其

他事業無法生產、製造該等零件。由此亦可推知，智慧財產權對促進鎖住現象發生，

所具有之效用。 

當鎖住現象存在時，對於市場的界定以及市場力的認定，就無法如同Kodak公司所

主張般，將所有市場統合為一體，以其在初級市場的占有率或市場力，直接推斷其於

後續市場之占有率或市場力。鎖住理論的啟示乃是，當初級市場與後續市場間有鎖住

現象存在時，後續市場之市場界定即非將所有品牌之商品納入其市場劃定，而僅是初

級市場的品牌之後續市場本身，就構成一個單獨的商品或服務市場。如同Kodak案中之

影印機零件市場，並非由Kodak、Xerox、Canon‧‧‧等所有品牌之影印機零件所構

成，而是Kodak之影印機零件市場、Xerox影印機零件市場‧‧‧等，各自成立一個單

獨的商品市場18。並以此商品或服務市場界定為基礎，探究該當事業其於此一市場上所

擁有之占有率或市場力。 

無可否認地，以鎖住現象所界定出之市場，將會使得市場界定範圍變得更狹窄，

同時亦將使得相關事業之獨占地位更容易被認定。過去，可以藉由理論上，因初級市

                                                                                                                                    
作業軟體或文書軟體等。 
18 不僅是美國法有此運作方式，日本獨占禁止法最近亦著眼於鎖住現象，而針對其有不同的市

場界定方式，日本獨占禁止法之基本教科書如此說：「當特定事業成功地差別化其所提供之商

品、服務時，或是當特定事業的商品或服務之購入者，一旦購入該當商品或服務後，事實上即

難轉而購入其他事業之商品或服務時（此際，吾人稱其已被該當商品或服務所鎖住），亦可僅針

對該當品牌內所展開之特定事業的商品或服務本身，界定一個『特定市場』。」參照根岸哲、舟

田正之，獨占禁止法概說，第 43頁，第二版，有斐閣，200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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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有競爭狀態存在，即可抗辯其獨占地位不存在的事業，在此強調認識市場現實的

鎖住理論之 X光線照射下，都將無所遁形。對公平法之適用而言，鎖住理論就成為有

關獨占規範一項相當重要的利器了。 

  （二）教科書與參考書市場上之鎖住 

從上面有關鎖住理論之敘述，應可略微窺知教科書與參考書二者市場間之鎖住關

係了。申言之，當一旦決定使用何種版本之教科書時，若欲藉由參考書等輔助學習教

材，以更清楚、深入瞭解該當教科書之內容，就不得不使用以該當教科書為準據而編

寫之參考書等輔助教材，此時教科書的購買者將因教科書之購入，而被鎖住於後續之

參考書市場中。因此所生之鎖住現象，從三個方面來看，較諸一般的鎖住，其拘束力

更為強大。 

首先，由於現行對教科書出版發行所採取之審定制度，使得教科書此一初級市場

內部的品牌創造，受到嚴格的限制，再加上公平會所觀察之教科書出版事業間之結合

趨勢，更加惡化新品牌教科書出線的可能性。此一結果，導致初級市場上之商品（教

科書）本身的選擇範圍受到嚴重的限制。 

其次，因為選用權人與使用人間之分化現象，導致使用人本身無選擇權，亦加深

問題的嚴重性。在前述 Kodak 案中，Kodak 公司曾抗辯，合理的消費者於考慮購買何

種品牌影印機之初級產品時，應已經將其未來後續市場上所需的維修服務之費用，一

併考量進去，才作出最後的選購決定。然而，於教科書及參考書市場上，使用者或消

費者根本無法將初級市場與後續市場二者商品合計成本加總後，再作出購買決定，蓋

其從一開始就對初級市場可購買何種版本教科書，未擁有選擇決定權限。 

最後，在 Kodak案中所出現因專利權存在，致使 Kodak公司於後續市場上擁有幾

乎百分之百的占有率之現象，亦出現於教科書、參考書鎖住情況中。申言之，由於著

作權保護所帶給教科書出版事業的排他、獨占效力，使得一般人士無法自由編撰以各

該教科書為準據之參考書，僅有教科書出版事業得以編寫其所出版之教科書，當使用

者之學生非出於自己意願而係因校務會議選用決定，而使用特定版本之教科書後，其

若欲使用參考書，亦根本毫無選擇餘地而只能使用該當版本教科書事業所出版之參考

 83 



書。易言之，教科書與參考書之鎖住現象配合著作權之保護，使得各種版本的參考書

各自獨立成一個市場，而教科書出版事業在此後續的參考書市場中擁有幾近百分之百

的市場占有率和獨占地位。 

由上可知，因為審定制度所導致的教科書版本（品牌）的限制，使得教科書市場

本身即受到政府嚴格的管制，此一情形又因選用權限與實際使用人之分離、對教科書

之著作權保護等而益形惡化，結果使得教科書與參考書間鎖住現象，較諸一般商品或

服務所生之不當情況更為嚴重，教科書出版事業因而於各該版本之參考書市場上擁有

幾近百分之百的獨占地位。而從前述社會各界所指責之參考書價格的上漲情事，此一

獨占地位似有遭到濫用之嫌。 

（三）可能稀釋鎖住效應之因素 

於公平會所舉辦有關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競爭行為之巡迴座談會上，抑或是本研

究舉辦之產官學座談會上，出版事業都曾指陳，於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前，市場上總計

僅有四家業者出版國民中學用參考書，但於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後，現共約有二十六家

業者出版此類參考書。此一激烈競爭景況，實可說明教科書出版事業於參考書市場上，

並未具有獨占地位，從而亦無濫用獨占地位之可能。當然，由於教科書原則上都係依

據教育部所公布之課程綱要編撰，因此有意編印參考書者，理論上亦不用以任何版本

的教科書為準據，而可直接以課程綱要編寫參考書。 

然而，課程綱要之所以稱為「綱要」，當然並非鉅細靡遺、針對教科書應有內容全

部予以詳細論述，此等詳細內容的填補，乃是各該版本教科書之功能。且當吾人確信

民間審定本的教科書享有著作權保護時，則出版事業於此所為之填補作業，就不是例

行性的工作，而必須是具有原創性之作業，方能取得著作權法的保護。若此，則理所

當然地，僅根據課程綱要編撰之參考書，將與各該學校實際上所使用的教科書，於編

排方式、內容取捨及陳述上，有所差距。毋庸贅言地，學校內部辦理之平時考、月考、

期中考、期末考等形形色色的考試，其出題測驗之依據當是學校選擇採用的各該版本

教科書。從而，對學子們而言，雖然選擇使用僅根據教育部課程綱要編寫之參考書，

亦是增廣見聞、從不同角度思索同一事項的方法，然而從配合學校考試需求的觀點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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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採用此類教科書對於其學習評鑑，比起使用根據學校所採用版本之教科書而編寫

的參考書，效果將要來得低，而降低其使用誘因。 

綜上可知，雖然一般人士可直接依據課程綱要編寫參考書，並因此而部分稀釋各

該版本教科書出版事業，於其後續之參考書市場的鎖住效應，然而若從實際上參考書

之使用，乃是學子們為提高其學習評鑑之分數，則縱使直接準據課程綱要之參考書其

價格較為便宜，學子或其家長們實際上仍鮮有意願選用此類參考書，此類參考書對教

科書出版事業於參考書市場上的鎖住效應之稀釋程度，難能給予過高的評價。從本研

究第三章之訪問調查中亦可發現，一般學子及家長雖認為「非原版」參考書較便宜，

但仍願意多花錢購買所謂的「原版」參考書（參照第三章肆），亦可證諸此種稀釋效果

並不顯著。此外，從前述遭社會各界嚴重指責的參考書價格上漲情事之發生，亦可推

知，若教科書出版事業之參考書市場，其鎖住效應及獨占力因直接準據課程綱要之參

考書的出現，而遭嚴重稀釋，則其當無市場力量可立即反應教科書價格的下降，而有

平行的同時漲價行為。教科書出版事業可對其所出版之參考書有此立即反應的同時漲

價行為，正可反映出其鎖住效果仍然非常強大，而於各該市場所擁有之獨占力，其實

並未遭到嚴重稀釋。無論如何，當我們肯定教科書出版事業藉由鎖住效應，而於參考

書市場上擁有獨占地位時，其可有何種類型的濫用獨占地位行為呢？ 

三、教科書事業濫用獨占或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 

通常，獨占地位之濫用可大致分為三種不同型態，一是擁有獨占地位之事業直接

對其商品或服務的需求者，濫用其獨占地位之行為；第二種型態乃是，為維持其獨占

地位於不墜，獨占事業乃以各種方法，阻止、妨礙其他事業版圖的擴張、新事業進入

該市場等；第三種濫用型態則是，獨占事業意圖將其所擁有的獨占力，槓桿至另一個

特定市場，導致後者市場上之競爭受到不當影響，搭售行為即屬於此一典型的獨占力

濫用類型。公平法第十條第二、三款所欲規範者，乃是第一種類型之獨占地位濫用行

為；同條第一款規定之規範對象，則是第二種之阻礙他事業破壞其獨占地位之濫用型

態；第三種之二個不同市場間之槓桿的濫用行為，就只能依照同條第四款之一般濫用

規範繩之了。 

 85 



無論如何，當吾人依照上述鎖住理論，認定參考書市場因為各種特殊因素的交互

作用，導致各該版本的教科書事業於其版本之參考書市場上擁有幾乎百分之百的獨占

地位時，教科書出版事業若有濫用獨占地位之行為，亦不外乎上述三種類型。以下，

分別就該類型予以簡要的分析。 

（一）對需求者濫用獨占地位之行為 

    在與參考書市場的關連上，出版事業最有可能濫用其獨占地位之行為者，乃是提

高參考書的價格。由於教科書出版事業在教科書市場上，雖擁有一定程度的市場力，

但因為現行各縣市政府所組成的聯合採購團隊之聯合議價行為，導致渠等於教科書市

場上無法施展其市場力19，從而當因為鎖住現象，令其於參考書市場上享有單獨的獨占

地位時，為回復教科書市場上可能之損失，出版事業極有可能抬高參考書的售價，至

少使教科書與參考書整體獲利不低於聯合議價前之水平20。各縣市政府推動聯合議價機

制時，雖考慮到因此可以抵抗教科書出版事業的寡占優勢力量，但卻沒有想到對參考

書售價所帶來的副作用。當然，此一副作用的影響程度，還是必須視參考書對於學習

能力增進的程度、售價高漲對學生購買能力所生影響等因素來論斷，惟若參考書對於

學習能力的確帶來一定程度的助益，則參考書價格高漲所致的結果，將是貧富差距、

                                           
19 從另外一個角度看，設若現行的教科書出版事業其間市場占有率達到公平法第五條之一第

一項各款規定之門檻，則其間雖有上述非常激烈的服務或贈品競爭，但依公平法相關規定，渠

等仍有可能被認定為獨占事業。蓋公平法第五條第二項於有關複數獨占的定義上，僅為「二以

上事業，實際上不為價格之競爭」，而實際上因為聯合議價的關係，使得教科書出版事業間根

本無所謂價格競爭的可能性，若此則渠等即有可能被認定為獨占事業。實際上，在公平會所公

布的「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之銷售行為適法性行業

警示」中指出：「國內教科書出版事業之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翰林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事業在九年一貫課程部分、國小學科部分之特定市場

之占有率達四分之三以上(七五％)，上一會計年度(九十年)事業總銷售金額已達新台幣十億元

以上，依公平交易法第五條之一規定，上開三家事業應認定為『獨占事業』。」惟此一教科書

市場上的複數獨占，應與因鎖住而導致之參考書市場上各出版事業所享有之單獨獨占地位，嚴

格予以區分。 
20 事實上，在前揭公平會所公布的「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

書參考書之銷售行為適法性行業警示」中，公平會亦有如此調查結果：「以九十一年為例，各

相關出版事業於台北縣政府辦理教科書聯合議價前曾聚會討論，意圖抵制或希望教育部出面處

理教科書定價過低狀況，而於議價後勉為接受議價之餘，卻出現調漲參考書批價與定價之行

為，且以事後重貼價格標籤或重印價格等方式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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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差距所帶來的學習能力之差，更將因此而擴大。 

    當然，對於公平法或公平會應否介入事業的價格決定行為，歷來即有相當的質疑，

或因此故，導致公平會過去於處理微軟案件時，雖社會各界對微軟作業、文書軟體等

之價格，普遍認其過份昂貴，但最後公平會仍未對其進行處分，而以行政和解方式，

解決此一疑案。然而，無論如何，從公平會過去處分飛利浦等事業CD-ROM授權金過

高案21、台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22、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櫃臺買賣中心23二者之證

券交易資訊使用費過高案等，亦可得知，公平會對於價格設定過高之介入，並非完全

處於消極之態度，仍會視情況對不當的價格設定，予以介入。若此，則若因各種政府

管制所帶來的教科書、參考書鎖住弊端，政府部門似有必要通力合作解決此一問題，

公平會於此所可扮演之角色，或在於對濫用其獨占地位而哄抬參考書售價之出版事

業，祭出公平法第十條第二款之處分。 

（二）企圖不當維持獨占地位之行為─「關鍵設施」理論之運用 

    在教科書、參考書市場上，最明顯的不當維持獨占地位之行為，乃是拒絕授權，

亦即教科書出版事業對有意準據其教科書之事業，拒絕將著作權授權給此等事業，使

得其因此而無法編寫參考書，進入參考書市場。對此行為，或鑑於公平法第四十五條

之規範意旨，認為此種拒絕授權應屬著作權權利行使之正當行為，公平法無有介入之

空間。然而，從另外一個觀點來看，教科書出版事業之所以得於參考書市場上，享有

如此重大市場力量，相當部分來自於現時教育部門對教科書對所採取之審定制度。申

言之，在過去部編本時代，無法擁有此一獨占力量的參考書出版事業，很弔詭地，當

政府宣稱要開放民間自由編撰教科書時，卻因此半弔子的開放方式加上業界間的結合

趨勢，使得其竟然在各自版本之參考書市場上，擁有過去所無之百分之百的獨占地位。

此種因為政府管制所取得的獨占地位，實不能與依一般方式取得之獨占地位，相提並

論，公平法於此實大大有介入空間。 

                                           
21 參照公平會民國九十一年四月二十五日公處字第０九一０六九號處分。 
22 參照公平會民國九十一年八月二十七日公處字第０九一一三一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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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公平法可以教科書出版事業之拒絕授權行為，加以介入者，乃是最近競爭法

中相當流行的理論之「關鍵設施」或「瓶頸設施」（essential or bottleneck facilities）法

理。該當理論傳統上，乃是針對鐵路、電信、電力、石油、瓦斯等受政府嚴格管制之

公益事業而發，過去在所謂自然獨占的經濟理論下，認為上開鐵路、電信、電力、石

油、瓦斯等事業，乃是自然獨占事業，無法容許有太多事業進入該當市場，因此對其

進入乃必須事先經過政府的許可，而政府通常只針對一家或少數事業發出其許可執

照。此一結果，使得擁有此等線路或管線者，成為各該市場中的獨占事業，而當其他

無法取得政府許可建構自己管線之事業，意欲利用其管線從事相關營業活動時，若該

獨占事業拒絕其利用，則將顯然阻礙其他事業的市場進入，而有意圖不法維持其獨占

地位。 

職是之故，美國競爭法實務運作上，乃將此等決定性地左右市場進入之可能與否

的線路或管線，稱為關鍵設施或關鍵設備，並對擁有此類關鍵設施之事業，於有不當

拒絕提供他事業利用此類關鍵設施之情形時，認定其屬不當的獨占行為，而予以嚴格

的規範。依據美國法之判例理論，擁有此一關鍵設施者，若有拒絕授權之行為時，則

於滿足下列四項要件的前提下，該拒絕授權行為屬違法行為24：（1）獨占事業控制著關

鍵設施；（2）競爭者實際上或合理地製造該當關鍵設施實屬不可能；（3）拒絕該競爭

者利用該當關鍵設施；（4）獨占事業提供該當關鍵設施實屬可能。 

雖然，傳統上，關鍵設施理論多運用於上述電信、鐵道、電力、港口等網路或基

礎產業上，惟最近之發展趨勢，亦承認關鍵設施理論適用於智慧財產權之可行性。特

別是，與我國有著同樣獨占地位濫用行為規範之歐洲共同體競爭法，自一九八九年起，

即積極地將著作權亦認為屬關鍵設施，從而對於拒絕授權著作權之行為，被認定為濫

用獨占地位之行為。詳言之，在一九八九年歐洲執委會所作出的處分，其後陸續受到

歐洲第一審法院及歐洲法院支持的Magill一案中25，Magill為一家在愛爾蘭境內，發行

                                                                                                                                    
23 參照公平會民國九十一年八月二十七日公處字第０九一一三二號處分。 
24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 708 F.2d 1081, 1132-33 ( 7th Cir. 1983). 
25 RTE v. Commission, 1995 E.C.R. I-743, [1995] 4 C.M.L.R. 718.  

 88



記載所有在愛爾蘭境內播送的電視節目之電視週刊的出版事業，當時共有三家電視公

司提供六個頻道在愛爾蘭市場上播放，該三家公司自己亦發行本身電視頻道節目之電

視週刊。三家電視公司主張其對於電視節目表擁有著作權，從而對Magill公司所出版之

電視節目週刊認為侵害渠等之著作權，並於愛爾蘭法院贏得勝利，取得禁制令。對於

此一權利主張，Magill公司認為乃係濫用獨占地位之行為，違反歐體競爭法第八十二條

規定，向歐洲執委會進行檢舉。後者經調查後，認定三家電視公司的確有濫用獨占地

位之情事，對之進行處分，被處分人等雖不服而上訴，但歐洲第一審法院及歐洲法院

皆支持執委會之決定。 

雖然，對於歐洲法院如此決定，將不啻是要求被處分人等三家電視公司強制授權，

違反其於著作權法上之權利及契約自由之原則，但歐洲法院對此主張則不予贊同，其

認為對於違反歐體競爭法之事業，歐洲執委會擁有要求其作為和不作為之權限，從而

當強制授權乃是制止系爭違法行為之必須之命令時，強制授權之處分當然包括在執委

會所擁有之要求作為和不作為之權限內。其後，歐洲執委會陸續以類似理由，認定著

作權之拒絕授權行為該當於獨占地位的濫用，違反歐體競爭法第八十二條之禁止規定

26。 

Magill 案之事實與教科書、參考書市場有著相當的類似性，該案中被處分人等三

家電視公司，於電視頻道之初級市場上，亦是受到政府的管制，而享有一定程度的市

場地位，且在後續市場之電視週刊市場上，擁有高度獨占地位。無可諱言地，此一獨

占地位之享有乃係導因於因著作權保護而使其電視節目表，處於上述關鍵設施的地

位，從而當擁有此一關鍵設施之事業，企圖維持其獨占地位而拒絕對其他出版事業授

權時，即構成獨占地位之濫用，違反競爭法規定。 

依此理論，則同樣因教科書審定制度而於教科書市場擁有相當市場地位的我國教

科書出版事業，渠等同時亦因為著作權保護而使得其教科書，對於參考書市場而言，

                                           
26  See generally Sergio Baches Opi,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cens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till Sacronsanct?, 11 Fordham I. P., Media & Ent. L. J. 409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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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居於關鍵設施之地位，因此並使得此等教科書出版事業於參考書市場上擁有獨占地

位，此際若渠等對於有意準據其教科書編寫參考書，並因而尋求渠等授權之人士，於

無正當理由下，拒絕授權時，極有可能構成獨占地位之濫用，違反公平法第十條第一

款規定。此時，所謂的正當理由，當然不包括著作權存在本身。對照於愛爾蘭人民尚

可依照其自由選擇初級市場之電視節目，且電視節目觀看與否，對其未來人生評價並

無重大關連之情況，於我國教科書市場上，不僅使用者之學生因未擁有選用權，而無

法自由選擇其所欲使用之教科書，進而自動陷入高度的鎖住困境中，且當參考書對於

學習能力確有某種助益之程度時，從而在一定程度上成為「必需品」時，對於並非因

其本身能力，而係因政府管制、業界有意的結盟、政府的著作權保護、特殊的鎖住關

係等等外在因素的交互作用，取得參考書市場獨占地位之事業，實無合理理由認其可

自由拒絕授權。公平會或有必要仿照歐洲執委會之作法，於必要時對教科書出版事業

之拒絕授權行為，依公平法第十條第一款規定之理念和精神進行處分。 

（三）企圖將獨占地位槓桿至其他市場之行為 

最後，教科書、參考書市場可能發生之「槓桿」行為，最有可能者，當是不同科

目之參考書搭售的問題。僅侷限於參考書之理由，乃是因為教科書因選用制度的存在，

實際上並無搭售行為實施之空間。 

關於參考書市場可能之搭售行為規範，在前述公平會所頒布之「公平交易法對於

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出版事業銷售行為之規範說明」二（七）之套書銷售行

為規定中，已清楚指出，「各出版社倘對其行銷通路商要求必須『套書』購買，否則即

不與其交易；或雖非硬性規定必須套書購買，然限制行銷通路商不得以單本書籍退貨，

間接造成行銷通路商亦必須套書銷售予消費者之情形，而有以限制交易相對人事業活

動為條件而與其交易之不公平競爭情事，均將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規定

之虞。」若能更清楚認識到，教科書、參考書出版事業，已因特殊的鎖住關係而於參

考書市場上享有獨占地位時，則對於參考書之強制套書購買行為，其所違反者就非公

平法第十九條第六款，而係第十條第四款。 

當然，於此會發生一項有趣的問題，亦即一般吾人所認識之搭售者，乃是於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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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中擁有高度市場力之事業，為求將其市場力衍生至其他市場，乃使用此一搭售行

為。然而，如同前述，理論上各科之各種版本的參考書，都因鎖住現象而使得其出版

事業於各該科目之參考書中，享有獨占地位，既然是「獨占」，就無必要再藉助其他市

場上之獨占，來強化其獨占。 

對此一疑問，回答方式或有二。首先，此時之「槓桿」所要問疑者，乃是營業額

之金錢數量的問題，而非市場力量的問題，亦即教科書、參考書出版事業以母雞帶小

雞的心態，將被選用數量高之教科書的參考書，藉由各種科目間參考書的搭售方式，

同時提升被選用數量較少之教科書其參考書的銷售數量，企圖不當擴大其整體獲利水

平。其次，或許此種搭售行為所關心者，並非傳統的搭售行為所重視之市場間的「槓

桿」問題，而係需求者無法出於自由意願選購自己需求的參考書，而是被迫購入自己

並不需要之參考書，因此「強制」購買行為，而非「槓桿」結果，使得教科書、參考

書出版事業之套書銷售行為違法。事實上，公平會過去所處分之搭售行為，幾乎全是

以搭售行為人之「強制」購買行為，作為其認定該當搭售行為違法之理由27。 

（四）相對優勢地位濫用之規範 

雖然，依據上述鎖住理論及關鍵設施理論，吾人理論上可以針對教科書事業於參

考書市場上之獨占地位濫用行為，予以規範。惟由於我國公平法第五條之一第二項將

「上一會計年度事業總銷售金額未達新台幣十億元者，該事業不列入獨占事業之認定

範圍」，因此可能導致部分教科書出版事業雖因鎖住關係而於各該版本之參考書市場

上，事實上擁有獨占地位，但卻可能因為公平法上開規定而被排除於獨占事業的認定

範圍外，而無法藉由第十條規定繩之。於此情形，鑑於擁有獨占地位者於交易上亦幾

乎都對其相對人居於相對優勢地位28，因此當教科書出版事業於參考書市場上對其交易

                                           
27
有關於此，參照黃銘傑，公平交易委員會搭售規範之弔詭─論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適

用於搭售行為之合理性，月旦法學雜誌，第一０九至一一０期，二００四。 
28 有關相對優勢地位之概念及規範，參照單驥、何之邁、吳秀明，《從依賴性理論探討相對市

場優勢地位─以公平交易法立場之研析適用》，第 78-80 頁，八十八年度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

會合作研究計畫六，一九九九；黃銘傑，相對優勢地位濫用與公平交易法之規範，台大法學論

叢第三十卷第五期，二０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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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有前述各種不當高價設定、阻礙他事業進入市場或不當槓桿等行為時，亦可藉

由公平法第二十四條對此不當相對優勢地位的濫用行為，予以規範29。 

實際上，在獨占事業公告制度尚未廢止前，公平會即曾針對具有法定獨占地位但

因年度銷售額未達十億元之瓦斯事業，就其不當決定價格之行為，利用公平法第二十

四條進行規範30。職是，當參考書市場上之獨占出版事業，可能因其上一會計年度的總

銷售額未達新台幣十億元而依公平法第五條之一第二項被排除於獨占事業的認定範圍

外，惟若其有上開各種不當濫用獨占地位之行為，仍可依據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加

以規範。 

第五節、小結 

從本章以上之敘述可知，教科書、參考書市場之競爭問題，非常的錯綜複雜。 

一方面，因為審定制度的採用加上業界有意的結合作為，使得教科書市場之事業

數受當相當的侷限，且由於未如同一般先進國家對教科書採取無償給付制度，使得教

科書選用與對價支付二者徹底的分離，此一情事不僅導致市場競爭集中於各校教科書

選用過程中，對於公平法以交易相對人存在為規範前提之相關規定的適用，亦帶來重

大挑戰。同時，為對抗因審定制度等所帶來的教科書出版事業所擁有的交易優勢地位，

而在教育部鼓勵下組成的聯合採購委員會或其所為之聯合議價行為，實有高度牴觸公

平法第十四條對於聯合行為之禁制，但不僅各縣市政府，連居於指導地位之教育部對

此似乎漠不關心，理由耐人尋味。 

另一方面，教育主管機關對於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競爭的漠視，不僅限於上述之

聯合議價問題，對於因其所主導之審定制度所引發教科書與參考書間的鎖住問題，以

                                           
29
公平會「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案件處理原則」第七點（三）如是說明： 

「濫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從事不公平交易行為： 

具相對市場力或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利用交易相對人(事業或消費者)之資訊不對等

或其他交易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不公平交易之行為。」 
30 參照公平會民國八十七年公處字第０一七號處分（欣隆天然氣不當決定價格案）；八十七年

公處字第一五七號處分（欣南石油氣不當決定價格案）；八十七年公處字第一六七號處分（欣

桃天然氣不當決定價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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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因此所導致教科書出版事業於參考書市場上享有幾近百分之百的獨占地位，並濫用

此一獨占地位調漲參考書價格之情事，教育主管機關僅以一句「無必然關係」，蹴之九

天之外。當然，對於教科書、參考書出版事業類此之濫用獨占地位行為，公平會不僅

可以利用鎖住理論以認定其獨占地位之存在，對其漲價行為處以公平法第十條第二款

之規定，更可利用關鍵設施理論以迎戰出版事業可能主張的權利正當行使抗辯，而對

於拒絕授權他人編寫參考書之教科書出版事業，以其拒絕授權行為違反公平法第十條

第一款規定，間接地強制其授權。此際，若使出版事業因上一會計年度的總銷售額未

達新台幣十億元，而依公平法第五條之一第二項被排除於獨占事業的認定範圍外，但

仍不妨礙公平會可利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對其此種濫用優勢地位行為，予以規範。 

然而，無論如何，適用範圍僅侷限於商業性、經濟性行為之公平法規定，在何種

程度上可以矯正因為教育主管機關政策所遺留之問題點，實令人不得不有高度的懷

疑。或許，正本清源之道，當是教育主管機關應反思檢討，為何開放民間審定本之後，

反而使得教科書出版事業享有過去部編本時代所無之市場獨占地位，甚而迫使縣市政

府必須冒違反公平法嚴重處罰之聯合行為規定，實施所謂的聯合議價行為。若使教育

主管機關對於競爭問題，不是那麼熟稔，或許公平會可以依照公平法第九條第二項規

定之理念與精神，提出其專業見解，供教育主管機關卓參，二者共謀最適當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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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平交易委員會有關教科書、參考書 

市場競爭行為之實務運作 

─兼論著作權法對教科書、參考書市場之影響與可能的改革方向 

    在因前一章之敘述，而對於教科書、參考書市場之競爭行為與公平法間之理論關

係，有了一定的理解後，本章敘述主要將針對公平會歷來有關教科書、參考書出版事

業之行為的處分案、行業警示與規範說明等之內容，進行分析，對照於前一章所說明

之各種公平法的適用法理，該等處分、行業警示、規範說明內容，可改進之方向與內

容為何？其次，鑑於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的競爭行為，受制於出版事業所擁有之著作

權保護影響甚大，本章同時亦將對現行著作權法在有關於此之相關規定上，可能發生

的問題點、其可能改進方向與內容，予以檢討。 

第一節、公平交易委員會有關教科書、參考書出版事業 

競爭行為之處分案例分析 

    公平會迄今為止，有關教科書、參考書市場上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行為之處分，

重要者大概五種類型合計七件處分案，分別是（1）龍騰文化事業維持轉售價格案1、（2）

康軒文教事業不當爭取交易相對人案2、（3）國立編譯館差別待遇案3、（4）康軒文教事

業、育橋文教事業及南一書局等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行為案、（5）4南一書局欺罔顯

失公平行為案5。以下，分別就各種不同類型之案件事實、處分理由，簡要予以評析。 

一、 龍騰文化事業維持轉售價格案 

本案雖為有關高中參考書之問題，但其案例事實亦大有可能發生於義務教育之國

                                           
1 參照公平會民國八十九年十二月八日（八九）公處字第二○七號處分。 
2 參照公平會民國九十年一月十日（九十）公處字第○○九號處分。 
3 參照公平會民國九十年八月二十九日（九十）公處字第一一八號處分。 
4 參照公平會民國九十二年一月十六日公處字第０九二０一０號、公處字第０九二０一一號、

公處字第０九二０一二號等三號處分。 
5 參照公平會民國九十三年四月一日公處字第０九三０三九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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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小學參考書市場上，故於本研究中一併加以處理。 

本案中，龍騰文化事業之經銷商、門市書局表示，龍騰文化事業有以口頭或書面

約定轉售價格，且依據該公司自行所提供之八十九年一至六月經銷商往來約定書中記

載，「本經銷商願以定價之八Ｏ％以上價格售予顧客」，實有不當維持轉售價格之嫌。

雖然，龍騰文化事業堅稱，上述八折以上之售價約定僅止於建議性質，未具強制性，

惟經公平會調查，有經銷商或書局曾因未遵守上開約定售價方案，而遭斷絕貨源，且

鑑於該約定書屬於契約之性質，顯示龍騰文化事業並未經銷商及門市書局享有自由訂

價之行為。基於此一事實認定，公平會遂以龍騰文化事業違反公平法第十八條禁止維

持轉售價格之規定，進行處分。 

上開處分事實及理由，頗為單純，無重大爭議之處。若有爭議者，當係公平會於

處分理由中，雖清楚認識到「被處分人於經銷合約書或以口頭約定轉售價格，如有違

反約定即停止供貨」之不當拒絕交易行為，但於處分主文及理由中，仍僅止以龍騰文

化事業違反公平法第十八條為限，而未對被用來確保維持轉售價格實效性之手段的不

當拒絕交易行為，有無可能牴觸同法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作出判斷。或許，公平會

於此係鑑於有關公平法第十八條的違反，並無須作出其市場地位如何的認定，只要有

維持轉售價格約定，即可立即認定其行為之違法性，適用上較為方便；相對於此，在

第十九條第二款的適用上，由於係以行為人擁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市場占有率為前提，

較為繁雜從而放棄有關該款規定之適用。然而，鑑於公平法第三十五條、第三十六條

對於連續從事第十條、第十四條、第十九條等規定，科以嚴重的刑事責任，但卻對於

第十八條的連續違反行為，無刑事責任規定的奇妙設計，未來對於此類案件，是否僅

依據公平法第十八條處分即已足，或有檢討空間。 

二、 康軒文教事業不當爭取交易相對人案  

本案源於康軒文教事業認為新點子出版社所出版之國語評量卷、國語作業簿等測

驗卷等輔助學習教材，有侵害其著作權之嫌疑，從而不僅向檢察機關提出著作權侵害

告訴，亦四處向各圖書銷售公司及印刷廠發警告函、律師函，內容記載上開新點子出

版社所出版之教材，侵害其所擁有之著作權，受函者不得再繼續販賣該等圖書，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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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將有侵害其著作權之嫌。 

一般而言，在外國法制的運用上，對於系爭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侵害的警告函發

送行為，多以該當於我國公平法第二十二條的損毀營業信譽規定，由被指為侵害之人

提出訴訟或於侵權訴訟中提出反訴，惟我國公平會對此行為有不同於其他國家法制運

作的積極介入態度，且其通常所使用之法條依據，並非外國法所慣用的第二十二條，

而係第二十四條或第十九條第一款、第三款規定6。 

職是之故，雖然公平會於本案中清楚地認識到：「本案之康軒版國民小學國語科

一、二、三年級教科書係經教育部審定通過，擁有合法之著作權；又系爭警告函內容

述及新點子與被處分人之間的訴訟情形、進度、法條引用、搜索查扣證物、著作權人

依著作權法享有之權利等。且新點子出版社與被處分人之間正就是否侵害著作權問題

進行爭訟中，不能完全排除未來法院判決新點子出版社有侵害被處分人著作權之可能

性，尚難謂被處分人有陳述或散布不實之情事，故應不構成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二條之

規定。」惟公平會依舊認為「事業論是否踐行先行程序，而為發警告函行為，倘函中

內容係以損害特定競爭者為目的，促使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拒絕與該特定競爭者交

易，或使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與自己交易，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將

違反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本案處分理由，亦在此一觀點下，展開其

論述。 

然則，在有關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的判斷上，公平會認為：「所謂事業不得

從事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杯葛』行為，必須存在三方的當事人，即杯葛發起人、杯

葛參與人以及受杯葛人。查系爭警告信函之受文者為『各大圖書經銷單位』、『各位經

銷商朋友』，屬不特定對象，故收信者可能為被處分人、新點子出版社或同時經銷、代

銷被處分人與新點子書籍之經銷商或門市書局，杯葛參與人不特定，故本案尚難謂有

具體之杯葛行為存在，應不構成違反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此一判斷，有

值得檢討之空間。雖然警告信函中形式上的受文者，係以「各大圖書經銷單位」、「各

                                           
6 有關公平會如此實務運作所蘊含之問題點，參照黃銘傑，智慧財產侵害警告函與公平交易法

之適用─專利權權利行使之意義與界限，台大法學論叢，第三十二卷第五期，二００三。 

 97 



位經銷商朋友」等方式記載，但由於不論受信人係為「新點子出版社或同時經銷、代

銷被處分人與新點子書籍之經銷商或門市書局」，各該接受到此一警告函之事業，都是

可得特定的，否則公平會當無法據以調查有哪些事業收到警告函了，若此則可認定有

特定被杯葛人的存在，而適用以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 

無論如何，公平會在本案中主要以公平法第十九第三款為處分法條依據。根據公

平會之認識：「被處分人不僅於系爭警告函中影射新點子之圖書為仿冒品、盜版書籍，

請各大圖書經銷單位拒絕經、代銷新點子之書籍，更於函中明示經銷商加入被處分人

門市行列，另以不正當方式告知下游書局若繼續販售新點子書籍將停發被處分人之產

品，被處分人為爭取交易相對人之意圖極為明顯，且其手段具商業倫理之非難性，又

以被處分人在教科書市場占有率位居領先，具優勢地位之情形下，其行為已有妨礙公

平競爭之虞，核屬違反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 

此一處分理由，有三點值得檢討之問題。 

首先，當公平會清楚認識到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的違法性乃是系爭行為所具有

之「商業倫理之非難性」，市場占有率多寡、市場優勢地位的有無，並非該款規定之適

用前提時，當無必要再以「被處分人在教科書市場占有率位居領先，具優勢地位」，強

化其處分理由，否則可能會令人對同款規定之規範性質發生混淆誤認情事。 

其次，當公平會如同前述清楚認識到，被處分人著作權確有被侵害的可能性，從

而無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二條之虞時，被處分人為主張其權利，要求受函人不得再繼續

販賣侵權著作，以避免其損害擴大之舉動，從一般商業倫理道德之觀點上來看，是否

真的具有可非難性？公平會處分理由認為「函中明示經銷商加入被處分人門市行列」，

係構成第十九條第三款的違反要素之一，惟市場競爭之常態，乃係不停地與對手從事

競爭，用各種不違反公平法規範精神之手段爭取顧客，於公平法上似應被容許。 

最後，上開處分理由中指出，被處分人「另以不正當方式告知下游書局若繼續販

售新點子書籍將停發被處分人之產品」，若此舉付諸施行，則有可能構成公平法第十九

條第二款之違反！ 

無論如何，有關智慧財產權侵權警告函問題，正如同公平會於本案中發函委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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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財產局所為之意見表示中，指出：「著作權侵害之認定，係屬司法機關之權責，如有

爭議，應由司法機關依具體個案事實加以認定。」倘若最後司法機關認有侵權事實，

則權利人之發函行為，即應認屬權利之正當行使行為，無有違反公平法相關規定之虞，

相反地，當司法機關最終判斷並無侵權事實存在時，則該當發函行為之不當性，彰名

昭著。 

三、 國立編譯館差別待遇案 

本案主要事實在於，於統一部編本時代，扮演關鍵角色之國立編譯館，原委由「部

編本國民小學教科用書印行處」統籌辦理部編本國民小學教科用書印行合約之簽訂與

履行有關事宜，其後進入審定本時代後，為同時配合政府採購法之施行，該館乃建請

教育部對部編本國民小學教科用書印行方式改採「公開招標」並允許「共同投標」方

式授權印製發行。惟從國立編譯館之著作授權契約，其乃將部編審定本印行權發包於

「印行處」，「印行處」須向被處分人繳納各書定價百分之五數額之「編輯費」等事觀

之，該館實際上並未開放印行條件，而仍僅與原「印行處」簽訂合約，有「差別待遇」

之嫌。 

對於上述行為，公平會處分理由認為：「(一)被處分人於國民小學各科教科書自八

十五學年度起，全面逐年開放為審定本後，未注意教科書之性質已轉變成「商品」，「部

編審定本」與民間版本間產生競爭關係，其將部編審定本之編譯著作授權他人使用，

並收取對價行為，應注意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然而，「被處分人與『印行處』簽約

印行部編審定本，對於『印行書局』之資格規定不予以適度的開放，排除其他八十五

年八月一日教科書開放後，已設立且持有營業登記證，出版業登記證及最近納稅證明

卡且具有印行能力之書局參進市場之交易機會，致已損害國內出版事業公平競爭機

會，核屬無正當理由之差別待遇行為」，違反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二款禁止差別待遇行為

之規定。 

上述處分理由，有下列二項值得檢討之處。 

首先，教科書屬「商品」之性質，當非因教育部開放民間審定本之編撰，方有此

一性質。對於市場競爭行為規範，居於普通法地位之公平法，其所欲規範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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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務」之意義，不應過於自我設限，只要是可獨立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交易之交

易客體，不限於無機生物，縱令是動植物等亦可認定為公平法上之商品或服務。於此，

排除專屬僅得由政府所提供之國防、立法、判決等不具有經濟性之服務，或者是社會

福利、文化、教育、政治、宗教等活動。雖然，單純的教育服務不應歸類於公平法上

之「服務」，但誠如公平會將教科書視為「商品」一般，教育服務與屬商品之教科書乃

分屬二種不同商品與服務，尤其是，在我國並未實施義務教育教科書無償給付的情況

下，教科書理所當然可以獨立作為市場交易之客體。不少接受統編本義務教育的人士

應該還記得，當於學期中不慎遺失教科書時，可能就必須遠赴台北的特定書店，才能

再購買到該本教科書。由此可見，不論是過去統編本時代，還是現在的審定本時代，

教科書屬公平法上「商品」之性質，並未有所變化。 

其次，毫無疑問地，當教育主管機關開放民間可編撰教科書之後，過去屬於法定

獨占地位的國立編譯館，就有必要「注意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不得以因過去的法定

獨占所遺留之競爭優勢，對其他新進入市場的教科書事業，濫用其優勢地位。正如同

電信法再次提醒過去法定獨占地位的中華電信公司，不得對於新電信業者不當濫用其

優勢地位一樣。然而，此事是否可以立即得出，國立編譯館必須將其書籍開放給所有

意欲承印的事業。公平會顯然持肯定的看法，因此乃謂「被處分人與『印行處』簽約

印行部編審定本，對於『印行書局』之資格規定不予以適度的開放」行為，違反公平

法第十九條第二款禁止差別待遇之規定。 

然則，對此立即會浮現的懷疑乃是，公平會於本案理由中，舉出審定本事業於注

重競爭機能的認識下，自行印行所編教科書的事實，其謂：「現行其他民間版本之教科

書之印行作業，其數量、印製水準及如期供應等要求，與部編審定本差異不大，卻均

係各自由單一公司印行，則政府採購法施行之前，被處分人改採公開招標方式亦可達

成上開目的。」審定本之民間業者自行印行或交由單一公司印行，被公平會認定為符

合市場競爭機制的運作，但當行為主體是國立編譯館時，其限定由特定少數業者印行

之行為，就變成違反競爭機制之運作了。或許，國立編譯館於此，乃是因為其所擁有

的高度市場占有率，根據公平會調查，該館之「部編審定本於國小教科書市場之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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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於八十五學年至八十八年達到百分之二十以上，其中數學科甚至於高達三三‧八○

％，另從被處分人之函文自稱其占有率平均約三○％，顯然被處分人在國小審定本教

科書市場中具有市場優勢地位。」因為有此一高度市場地位，從而其契約自由就必須

受到限制，其教科書之印行就不能自己為之或限定由少數事業為之。 

依此論理，當公平會於下述第四類型之康軒文教事業等案中，調查發現南一書局、

「康軒公司及翰林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事業在九年一貫課程部分、國小學科

部分之教科書特定市場之占有率達四分之三以上（七五％），上一會計年度（即九十年）

事業總銷售金額均已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依公平交易法第五條之一規定，上開三家

事業應認定為『獨占事業』」時，若此等書局依舊自行印行或如公平會所述依舊交由單

一公司印行，則渠等此類行為實與本案國立編譯館應受處分之行為相同，但對於私人

企業為追求利益最大化，而依據契約自由選擇自行印製或委託特定單一最有效率印刷

公司印製一事，是否應認定有公平法的違反，或有再加檢討之空間。 

上述論理之癥結，當係源自於我國公平會對於政府採購中之招標行為，一反主要

國家競爭法制施行之常態，而將此一政府機關無論其有無提供經濟性商品或服務，一

律認其為公平法上之事業，其招標行為受公平法適用。結果導致，對於利用公家預算

進行採購之政府機構與利用自己金錢從事採購之私人事業，公平會就不免有差別待遇

行為，縱使後者之私人事業於採購上有所限制，多會認其屬契約自由，但對於前者之

政府機關，就會以嚴格的標準加以把關，本案其實亦係屬於此一系列案件。 

四、 康軒文教事業、育橋文教事業及南一書局等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行為案 

在同一日所進行的本類型三件處分案，其違法事實大致相同，故而於此一括處理。 

在此三件處分案中，被處分人等主要有二種違法事實。（1）被處分人等在渠等之

經銷合約書中，採取以學校劃分經銷區域，並以乙家為各該區域獨家經銷商，被處分

人等不僅要求經銷商應以最大努力經營本合約書產品，且若經銷商於該區之市場占有

率未達被處分人等所訂之標準，被處分人等得另尋其他經銷商協助完成目標，並得調

整經銷折扣比例，公平會認為如此之「經銷合約書內容顯賦予『學校組經銷商』直接

或協助推廣教科書之義務，並以教科書被採用數量作為後續補充教材之供貨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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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平會之調查，上述經銷方式「造成補充教材市場流通不足，經銷商無法任意調

貨於其他同業」，此一經銷合約實已造成經銷區域限制之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事業活

動，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規定。（2）被處分人等對於經銷商所簽訂之經銷

合約書正本均未交付，依一般經驗法則，縱使配合保證人對保程序或辦理擔保品設定，

亦不應超過半年，如此代為保管經銷合約書行為，使得經銷商得為權利之主張，承受

不可預期之危險或損失，不但顯失公平，並影響經銷商之權益及不符合商業競爭倫理

之交易秩序，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上述處分理由，基本上值得肯定，但仍有可以檢討之空間。 

  （一）代管經銷合約行為之違法性 

    於此，順序調一下，先就第二種處分理由之代管經銷合約的違法性問題，進行檢

討。 

當公平會指出，合約書正本未交付，是否意味著副本、謄本等之存在，從處分理

由中不得而知，惟此對於經銷商之權利主張，有何影響，亦未見公平會有具體之敘述。

雖然，公平會認為，此種代管經銷合約行為將使經銷商「得為主張之權利，承受不可

預期之危險或損失」，但若依據公平會調查所示，該等合約實為「定型化契約條文」，

若此則權利主張有多大的不可預期之危險或損失，實有疑問。且當公平會見解以為，

判斷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顯失公平」時，考量事項包括有無(1)不符合商業競爭倫理

之不公平競爭行為、(2)不符合社會倫理手段從事交易之行為、(3)濫用市場相對優勢地

位等時，經銷商因此交易所「承受不可預期之危險或損失」，究竟屬於上開三種類行中

之何者，當有必要明白指出。 

按競爭之本質，原本就充滿著不可預期的風險和損失，若風險和損失全部可以預

期，實表示競爭處於停滯之狀態，市場機制喪失其原本之功能。最近企業界所流行之

風險控管等，實亦深刻認識到此等競爭、交易之不可預測性的本質。因此，若僅以「承

受不可預期之危險或損失」一項理由，作為處分依據，是否充足，有待檢討。或許，

公平會認為此一代管經銷合約行為可能是該當於(2)不符合社會倫理手段從事交易之行

為或(3)濫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二者其中之一，若此其應可更進一步指出本項行為該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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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何種「顯失公平」類型。 

  （二）獨家經銷之違法性 

    在有關獨家經銷之違法性問題上，可從三個層面予以檢討，分別是（1）特定市場

為何、（2）市場占有率的計算、（3）品牌內與品牌間競爭等三項問題。 

1.特定市場為何 

    本案處分理由在有關獨家經銷上，其市場究竟是教科書市場、抑或是參考書市場，

似乎有點混沌不明。雖然，因為參考書對教科書所具有之補充關係，使得二者市場關

係密切，但於處分時，仍有必要將違法行為所屬市場，予以明確區分。從處分理由，

似乎可以得知，系爭行為基本上乃是教科書的獨家經銷，此鑑於系爭合約有名為「教

科書經銷合約書」亦可推知，惟或許因為被處分人等「以教科書被採用數量作為後續

補充教材之供貨比例」，所以變得似乎是參考書方面也是獨家經銷。 

    實則，本類型案件，真正的關鍵點，在於參考書市場，蓋公平會最重要的處分理

由，在於系爭獨家經銷行為造成「參考書市場流通不足」，而生影響市場功能之結果。

若此，則公平會於本類型案件之處分中，直接將焦點鎖定參考書市場即可，而無庸探

究教科書市場之獨家經銷問題。尤其是，從公平會認定被處分人等課「『學校組經銷商』

直接或協助推廣教科書之義務」一事可知，該等經銷商於教科書市場上，僅是協助推

廣，而非銷售；特別是在各縣市政府聯合議價行為實施後，所有的教科書價格都是在

此聯合議價過程中決定，該等經銷商於此實在是指能「經」而不能「銷」了。 

2.市場占有率之計算 

    或許，公平會之所以將教科書市場帶進本類型案件之處分理由中，其目的乃在於

有關市場占有率之計算，由於公平會似未充分掌握各該參考書市場的占有率，因此乃

以教科書市場為槓桿，推論參考書市場的占有率，以作為其適用公平法第十九條第六

款時所需符合之百分之十的占有率門檻要件，公平會如是說：「於教科書市場已達獨占

地位，雖本案屬補充教材市場，但依補充教材‧‧‧‧商品特性係伴隨教科書市場而

來，被處分人於教科書市場之占有率高達三七‧五％以上，依九十年補充教材之銷售

業績而言，其於補充教材市場之占有率仍應可達到十％以上，故從補充教材之市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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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市場結構、商品特性而言，被處分人已具相當市場地位。」 

    由此可知，公平會明確認知到此類案件屬「補充教材市場」，但因無補充教材之資

料，故乃直接以教科書市場占有率進行推算，而直接得出「市場之占有率仍應可達到

十％以上」之結論。毋庸諱言地，此種市場占有率之推算，略嫌草率，惟從另一方面

來看，要求公平會必須精算其市場占有率，或有可能造成其過度的行政負擔，雖然在

依法行政之大原則下，如此理由無法作為其處分理由不周之藉口，但行政負擔一事仍

不可輕視。實則，若能妥善利用本研究第四章肆二所介紹之鎖住理論，或可將每科、

每個版本之參考書都視為一個獨立市場，從而其出版事業於該市場中，即享有百分之

百的獨占地位。若此，則能避免有關市場占有率計算之難題，但同時法條適用也有必

要變更為第十條之獨占地位濫用的禁止規定，或當出版事業上一會計年度的總銷售額

未達新台幣十億元，而依公平法第五條之一第二項被排除於獨占事業的認定範圍外

時，依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進行規範。 

3.品牌內競爭 vs.品牌間競爭 

    假設公平會前述特定市場認定、市場占有率計算都無問題，被處分人等也的確有

獨家經銷約定，此時依照最近多數實務及學說對於獨家經銷違法性之認知，欲認定特

定獨家經銷行為違法時，有必要對其因此所造成的「品牌內競爭限制」與其所欲達成

之「品牌間競爭促進」二者對於競爭機制所生的影響，予以比較衡量後，再決定其違

法與否。蓋對於合理的事業而言，有更多的事業願意幫其銷售商品，表示其商品曝光

率將因此提升，銷售率理論上也應當可因此人海戰術而增加，若此則為何合理的事業

仍要作出只要一家經銷商幫其行銷的不合理決定呢？合理的事業既然不會作出不合

理、不合自己利益的決定，則其獨家經銷合意當係合理行為，只是此一合理行為對市

場競爭帶來之正面影響，若不抵其對市場競爭所造成的不當影響，於公平法的規範理

念上，即有予以禁止的必要。此即有關垂直競爭限制行為最近盛行之品牌內競爭與品

牌間競爭的比較衡量理論。 

    惟於本類型案件中，公平會雖提及「經銷區域限制雖可激勵經銷商之忠誠」，而似

有碰觸品牌間競爭問題之意，但其後隨即話鋒一轉，謂：「然亦影響經銷商營業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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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使消費者購買選擇自由等限制。雖被處分人辯稱係為避免補充教材庫存增加，乃採

用限量訂購（採用教科書之學生數）及退貨比例約束經銷商之訂量，然對照經銷合約

之意涵及實務運作方式，被處分人之意圖及目的應係在確保經銷商之利潤，以減少並

限制品牌內競爭。」 

一般而言，獨家經銷制度之創設，乃係鑑於同一區域內若有數家經銷商同時並存，

則當系爭商品或服務，其之有效提供必須要有售前、售後服務或各種不同的促銷活動

時，各家經銷商的合理行動將是希望其他經銷商提供此等售前、售後服務或促銷活動，

而自己則免為此等舉動白白搭便車。當每家經銷商都基於此一合理思考而行動時，最

後的結果就是沒有任何一家經銷商會有意願提供此等服務與促銷活動。結果使得該當

商品或服務的優點無法令一般消費者知悉，進而減少其銷售量，喪失與其他品牌商品

之競爭力。從而為了促進與其他品牌間之競爭，上游廠商乃在鼓勵經銷商提供此等服

務與促銷活動的想法下，實施獨家經銷制度，使得搭便車行為無存在空間，而為鼓勵

該獨家經銷商從事必要的服務和促銷活動，上游廠商自然有必要「確保經銷商之利潤」。 

由上可知，從促進品牌間競爭之觀點來看，公平會所認為有問題的「確保經銷商

之利潤」，於相當程度上，實屬必要之舉。更何況當公平會已經認識到「『學校組經銷

商』（負有）直接或協助推廣教科書之義務」時，合理的推測，教科書出版事業所為教

科書或參考書市場上之獨家經銷制度，其作用乃是為促進教科書市場上之品牌間的競

爭。此一競爭良窳，在此不論，但公平會若僅以系爭獨家經銷行為限制「品牌內競爭」，

即立即論斷其違法，則實有可能對事業的合理行銷活動，帶來不當的重大阻礙和限制，

未來或有必要納入品牌間競爭促進之考量。 

五、 南一書局欺罔顯失公平行為案 

本案牽涉到南一書局之業務員等為尋求校務會議選用其所出版之教科書，乃從事

各種文宣及贈品攻勢，主要有二：（1）以標題為「給敬愛的中正國中自然領域老師們」，

內容略謂，針對地球科學課程，被處分人除無償提供相關補充教材外，並另外提供三

球儀或地球內部模型、日本 NHK出版自然科百科 VCD全集一套共一百片等，供全體

自然科老師教學使用（以下稱文宣一）（2）以「敬愛的中正國中國文科老師您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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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內容略謂，選用九十二學年國一「南一版」國文科，提供的相關其他教學配套，

學生部分（人手一本），習作本、寫作練習、硬筆練習、小六升國一教材銜接本；教師

部分（工具書）（所有國文老師人手一本），一字多音國語字典（九十二年新修訂版）、

古文觀止鑑賞，以上二選一（下稱文宣二）。 

對於文宣一，公平會以下列理由，認為未違反公平法相關規定：「就該文宣所表示

之商品價值為認定，相關贈品價值估計約為二萬零四百元，而被處分人該教科書之商

品價值估計約為六萬五千一百二十元，即其贈品價值尚未逾商品價值二分之一之額度

上限。據上所述，該廣告文宣表示之贈品價值既未逾越規範額度之上限，爰尚難認定

該文宣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 

對於文宣二，公平會處分理由則有合法與違法之認定，首先在合法行為方面，其

認為就贈送學生部分，「由於該等贈品並未單獨對外銷售，爰依該等贈品製作成本資料

為認定，其贈品價值合計約為十六點六六元；另依台北市立中正國民中學請購單據，

該國一國文科教科書之單價核為七十九元，足認上揭贈品價值尚未逾該教科書商品價

值二分之一之額度上限，爰該等贈品贈送之表示，尚未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三

款規定。」其次在有關贈送教師之違法行為方面，公平會認為，該等贈品實際上並非

被處分人所提供，且與教科書交易並無關連，故而「文宣部分之表示顯屬不實之促銷

行為，且有促使該等國文科教師誤認相關贈品係屬被處分人促銷 教科書所提供之虞。

據此，該文宣之不實促銷行為，既有欺罔該等國文科教師之虞，且該等國文科教師係

屬台北市立中正國民中學國文科教科書評選會議之成員，則該欺罔行為即足以影響該

校九十二學年度第一學期國一國文科教科書評選採購之交易秩序，爰該文宣不實表示

之本身即有商業競爭倫理之非難性，核屬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一）文宣一處分理由之問題點 

對於文宣一之處分理由，疑問者有二。 

首先，公平會很仔細地計算相關贈品與商品價格，並得出「贈品價值尚未逾商品

價值二分之一之額度上限」，從而未違法。問題在於，該當贈品乃係尚未決定是否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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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之教科書前，即已確定，現行聯合議價之運作機制使得究竟教科書價格多少，

於該項文宣製作時，理當無法得知，當然亦無法精確計算贈品與商品間的價額比例了。

其實，從第四章有關教科書與參考書的補充關係之敘述中，當可得知，於聯合議價制

度施行後，教科書出版事業的獲利來源，主要將來自參考書市場，縱使在教科書市場

上贈品價值高出教科書本身價值甚多，但未來應可自參考書的銷售中取回。從而，問

題癥結，並非在於贈品價值的多寡，而是以贈品利誘非交易相對人的學校、校務會議，

對於教科書、參考書二者市場所造成之不當影響。特地以後來才決定的價格，去評估

贈品與教科書間之價值比例，並確認其不違法之運作方式，似有檢討空間。 

其次，當文宣一之標題為「給敬愛的中正國中自然領域老師們」時，對照於本研

究第四章參一（二）之敘述，此等老師絕非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所稱的「交易

相對人」，其與被處分人間亦絕對無交易行為的存在。於此認識下，以公平法第十九條

第三款規定檢討系爭行為有無違法之作為本身，其法理上即有問題。 

  （二）文宣二處分理由之問題點 

    關於文宣二的處分理由，直接進入對學生贈品之金額與教科書價格二者間比例之

檢討，是否妥適，值得檢討。理由在於，學生本身對於教科書之選用，並無選擇決定

權，既無此一決定權限，縱使給予學生再怎麼多的贈品，也無法創造出公平法第十九

條第三款所要求之「利誘」。該當贈品行為，歸根究底，仍在於影響教師及校務會議的

選用結果，問題爭點若在於此，即有必要針對此一問題，深入分析。 

    實則，於文宣二的處分理由中，公平會已對此一問題的解決方向，作出提示，當

其認定該項文宣有對教師不實促銷時，公平會直接了當的陳述，「該等國文科教師係屬

台北市立中正國民中學國文科教科書評選會議之成員，則該欺罔行為即足以影響該校

九十二學年度第一學期國一國文科教科書評選採購之交易秩序，爰該文宣不實表示之

本身即有商業競爭倫理之非難性，核屬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倘若對於非交易相對人的教師所為之不實文宣，乃會影響到其

教科書的評選，致其「本身即有商業競爭倫理之非難性」的話，則企圖以贈品不當利

誘非交易相對人之少數教師，而使得真正的、為數眾多的交易相對人因此而被迫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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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使用其所出版之教科書，其行為本身實亦內含商業競爭倫理之非難性。 

    由上可知，不僅法理上由於教師或校務會議成員本身並非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

所稱之交易相對人，渠等亦與教科書出版事業間無交易行為存在，而使得有關教科書

促銷之贈品，其性質與一般的贈品性質有所不同，而必須適用不同的法條規定和法理。

同時亦因為教科書市場的特殊性、其與參考書市場間之補充關係、參考書市場的鉅額

利益等因素，使得參考書市場之戰火必須提前至教科書的選用過程中開打。此際，必

須特別注意的是，與一般贈品行為乃系針對每個交易相對人，一一地對其個人給予贈

品，且接受贈品之人亦須以有購買行為、支付對價為前提不同，教科書市場上之贈品

行為，由於所欲影響之對象並非學生，而是少數的教師或校務會議成員，因此通常其

只要針對此等非交易相對人的少數人有贈品行為，即可達到使大多數交易相對人之學

生，使用其教科書、進而購買其參考書之目的。 

鑑於上述教科書市場「贈品」行為之特殊性，其違法性當然不能與一般贈品行為

相提並論，而一律適用以公平會所頒布之「處理贈品贈獎促銷額度案件原則」之處理

原則規定，實有必要針對其得僅以少量獲取多數、對非交易相對人利誘、對參考書市

場的波及、容易形成惡性循環等特殊性，思考其違法性判斷基礎。從而，當公平會於

本案處分理由中謂，對於非交易相對人的教師所為之不實文宣，乃會影響到其教科書

的評選，致其「本身即有商業競爭倫理之非難性」時；同理可推，為同樣影響教科書

選用結果之目的，而對於非交易相對人、無需支付對價之教師、學校、校務會議成員

給予「贈品」時，該當「贈品」其實已難謂為「贈品」，而係與提供經濟利益給無須自

行負擔成本與費用之人，而希望其作出或影響對自己有利之決定的「賄賂」行為，此

種「賄賂」行為其「本身即有商業競爭倫理之非難性」，除非有教育主管機關的特別規

定，容許對所有學校之普遍的贈與，否則應一律予以嚴格禁止，不得有任何所謂的「贈

品」存在。當然，此時之法條適用，亦非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而係同法第二十四

條之以「不符合社會倫理手段從事交易」之「顯失公平」行為。 

若能依照上述利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對於教科書市場的不當「贈品」行為予以

規範，則公平會於法律適用上，當可免除文宣一時所犯的時間錯亂之錯誤，亦即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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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才確定的教科書價額與從一開始就已經確定的「贈品」價值，於一開始時就可以進

行比較的錯誤。 

由以上敘述可知，在本節上述所提出的五種類型之處分案中，第一至第三種類型，

其實並非教科書、參考書市場之競爭所特有，而係其他市場上亦會發生之不當競爭行

為，從而公平會於各該處分理由中，若有發生論理上之問題點，其實亦係其於其他處

分中，亦已存在之問題點。因此，真正特有於教科書、參考書市場者，當是第四種及

第五種類型之行為。惟於第四種類型之處分理由上，公平會因為未能善用鎖住理論，

使得其於特定市場之認知、市場占有率等之確定上，令人有所質疑，此一結果亦使得

其處分理由帶有瑕疵。同時，在第五種類型之案例中，公平會亦未能體認教科書、參

考書市場「贈品」行為之特殊性，導致其不得不肯定該案中「贈品」行為之合法性，

若此種「贈品」行為都合法的話，吾人誠不知，未來公平會對於教科書、參考書市場

上的「贈品」行為，會有任何規範的實效性。相反地，若能深切體認到，該等市場上

「贈品」行為其本質近似於「賄賂」行為，本身即帶有嚴重的反商業倫理道德性質時，

任何未經教育主管機關核可的贈品行為，都將構成公平法第二十四條的違反，而不得

為之。此一法理的採用，將使得公平會的法律適用更為正確，也更能在教科書、參考

書市場上，展現其有牙老虎的積極作為。 

第二節、公平交易委員會有關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競爭行為之行政規則 
   現行公平會對存在於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的不當競爭行為所公布的行政規則，主要

有二：一為「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出版事業銷售行為之規範

說明」（以下簡稱「規範說明」），另一則為「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審查合格之國

民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之銷售行為適法性行業警示」（以下簡稱「行業警示」）。雖然，

後者公布實施在後，但由於其內容較少、規範對象較為單純，因此本節有關於此之敘

述，乃先就後者之「行業警示」進行檢討，之後再對前者之「規範說明」予以分析。 

一、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之銷售行為適法性

行業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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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緣起及概要 

    所謂的行業警示，其法律性質乃是行政法上所稱之行政指導的一種，根據公平會

頒布之「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指導處理原則」第二點第二款規定，公平會得實

施行政指導之前提乃是，「事業之行為有違反公平交易法之虞，或雖不違法但影響交易

秩序，本會得實施行政指導以改善交易秩序。」而依據同點第三款前段規定，當此一

行政指導係「對可特定之多數事業通案實施行政指導者，稱為行業警示」。從而為求改

善教科書、參考書市場上之交易秩序，公平會幾經研議乃於民國九十二年一月十三日

公告上開「行業警示」。 

惟須注意者，本部「行業警示」並非對於所有教科書、參考書市場上之交易行為，

都納入其警示對象中，「行業警示」第一點之目的規定，明白指出，「為處理國內教科

書出版事業針對國民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之銷售行為，涉及獨占事業之禁止行為、聯

合行為，而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相關規範之虞，謹訂定本『行業警示』，俾供相關業者注

意，知所遵循。」職是，本部「行業警示」所欲規範之對象，僅限於有關濫用獨占地

位及事業間之聯合行為，而不涉及其他贈品、垂直競爭限制等行為，此或鑑於該「行

業警示」訂定之背景，乃因九十一學年度起所實施之各縣市政府的教科書聯合議價行

為，所引發的參考書價格調漲之副作用，在社會各界對此不當漲價行為一片鞭笞聲浪

之中，遂有本「行業警示」之生。由此亦可推知，在此情勢發展下所訂定的本部「行

業警示」，其規範內容當然免不了就會集中於關於價格的獨占地位濫用與聯合行為等問

題了。 

無論如何，本「行業警示」總計分為五大點，包括（1）目的、（2）依據、（3）內

容、（4）期間、（5）理由。如同前述，第一點「目的」規定乃係闡述本「行業警示」

之訂定意旨；第二點的「依據」，則說明公平法上有關獨占地位濫用與聯合行為規範之

法條依據；第三點之「內容」，最為重要，乃係說明教科書、參考書出版事業可能違法

之事實；第四點「期間」，則是要求教科書、參考書出版事業應修正其競爭行為之時期；

最後的第五點「理由」，則說明為何教科書、參考書出版事業的相關行為，有違反公平

法相關規定之法理。上述各點中，有必要予以提出探討者，乃係構成本「行業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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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之核心的第三點之「內容」以及第五點之「理由」。 

  （二）內容 

「行業警示」之內容分為二款，第一款針對獨占地位濫用行為而發，第二款則以

聯合行為為對象。以下，分述之。 

1. 第一款─濫用獨占地位行為 

    「行業警示」第三點第一款如是說： 

  「按國內教科書出版事業之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南一書局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翰林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事業在九年一貫課程部分、國小學

科部分之特定市場之占有率達四分之三以上(七五％)，上一會計年度(九十年)事業

總銷售金額已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依公平交易法第五條之一規定，上開三家事

業應認定為「獨占事業」。若對於參考書有不當訂價或為彌補教科書被減價後之利

潤而調漲參考書售價，則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條規定之虞，出版事業不宜為之。」 

本款規定之問題點，當然是把相關事業於教科書市場所擁有的獨占地位，毫無修

飾地，就直接推論到參考書市場上，因此在參考書市場上擁有獨占地位的康軒文教等

事業，其不當的漲價行為，極有可能構成公平法第十條第二款之違反。對此，吾人不

免懷疑，當公平會在前述壹四之「康軒文教事業、育橋文教事業及南一書局等不正當

限制交易相對人行為案」，確認該等案件乃係有關參考書等之「補充教材市場」，而與

教科書市場分屬二種不同特定市場，因此乃於有關系爭業者之參考書市場占有率的推

算上，顯得相當含蓄，而謂：系爭事業「於教科書市場已達獨占地位，雖本案屬補充

教材市場，但依補充教材‧‧‧‧商品特性係伴隨教科書市場而來，被處分人於教科

書市場之占有率高達三七‧五％以上，依九十年補充教材之銷售業績而言，其於補充

教材市場之占有率仍應可達到十％以上」。 

    公平會既然清楚地認識到，二個不同特定市場的存在，則系爭事業於各該市場的

市場力或占有率，自應就各該市場進行調查，而非相當然爾的援引類比。當然，如同

前述，市場占有率計算頗屬不易，但亦如同前述，公平會於此應善用鎖住理論之啟示，

將各版本、各科參考書市場因受到包含鎖住、著作權保護在內的各種因素交互作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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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導致各版本之教科書事業，於後續市場上之參考書市場上擁有幾近百分之百的獨

占地位，從而其若有不當漲價行為，即有公平法第十條第二款的適用。 

    「行業警示」本款規定如此的認定方式，於九十四學年度前或許還可以通用，惟

當教育部決定自九十四學年度開始，於部分科目上將再以部編本姿態進入市場時，民

間審定本教科書之出版事業是否還可以繼續維持本款規定所認知的獨占地位，就令人

有相當大的質疑空間了。然而，縱使民間審定本的教科書出版事業，於九十四學年度

之後，喪失渠等於教科書市場上的獨占地位，不少市場占有率遭受部編本的侵蝕，渠

等於此仍有可能為彌補因此所失獲利，而更加調高參考書之售價，其之所以有能力實

施此等作為，乃在於渠等並不會因為教科書市場獨占地位的喪失，即同時喪失於參考

書市場上的獨占地位，因為上開著作權保護、鎖住的因素，渠等於不同科目、版本的

參考書市場上，依舊穩居獨占地位之角色。 

2. 第二款─聯合行為 

    「行業警示」第三點第二款如下規定： 

  「按地方政府辦理國民中小學教科書聯合採購作業，係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

之共同供應契約為之，各相關出版事業係屬水平競爭者，若對於招標、審標、決

標、履約或驗收有所爭議，得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提出異議及申訴；倘各相關

事業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組織或會議，從事各事業之經營策略、價格策略等資訊交

換，極易形成各事業對交易相對人之交易條件趨於一致；以九十一年為例，各相

關出版事業於台北縣政府辦理教科書聯合議價前曾聚會討論，意圖抵制或希望教

育部出面處理教科書定價過低狀況，而於議價後勉為接受議價之餘，卻出現調漲

參考書批價與定價之行為，且以事後重貼價格標籤或重印價格等方式進行，此等

行為若有藉資訊交換方式導致相關事業採行一致性行為時，則有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十四條相關規定之虞，出版事業不宜為之。」 

    對於本款內容，本研究以為，若已認定「各相關出版事業於台北縣政府辦理教科

書聯合議價前曾聚會討論，意圖抵制或希望教育部出面處理教科書定價過低狀況各相

關出版事業於台北縣政府辦理教科書聯合議價前曾聚會討論，意圖抵制或希望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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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面處理教科書定價過低狀況」之事實，則其違法情事相當明顯，不當以「行業警示」

處理此類惡質的集體杯葛問題，而應該逕行處分。或許，合理的推測乃是，因為有後

來的「勉為接受」存在，所以集體杯葛情事並未實際發生，惟公平法上聯合行為之成

立並不以其已經實際發生為必要，當事業間就聯合行為達成合意時，其行為即屬違法，

若定要等到其實際上發生，方始認定其違法，則於違法行為存在後再行取締，不僅社

會已經為此付此成本，其後有關於此之行政、民事、刑事等司法程序，亦將更複雜而

不經濟。 

    當然，教科書事業之所以有此集體杯葛意圖，追根究底還是在於縣市政府之聯合

議價制度所帶來其買方獨占地位，面對此一絕對優勢地位的存在，教科書事業為求能

爭取更為合理的交易條件，乃不得不有此下策。其情雖可憫，但無可逭。與此同時，

聯合議價制度的副作用亦因此產生，教科書出版事業在「勉為接受議價之餘」，為彌補

因此所受損失，乃調漲參考書售價，衍生後述「行業警示」第五點第一款所稱的交叉

補貼問題。有關交叉補貼問題，留待後述。 

於此，有必要對於本款規定因此所生之另一問題點，加以闡述。亦即，當後述「行

業警示」第五點第一款係將交叉補貼問題歸類於獨占地位濫用類型時，本款規定對此

卻納入於聯合行為中，似有矛盾之舉。實則，若能理解上述鎖住理論，已可知悉，不

僅教科書與參考書分屬不同特定市場，不同科目與版本的參考書，亦各自成立一個市

場，當我使用的教科書是康軒版時，對我而言當然應購買康軒版的參考書，而非南一

版，易言之，因為鎖住現象導致各科、各版本參考書各自形成一特定市場時，參考書

事業與其他參考書事業即分屬不同特定市場，既然分屬不同特定市場，即無競爭關係，

既無競爭關係，除非是同業公會，否則就無法成立聯合行為。對於教科書、參考書出

版事業而言，真正的戰場在於教科書選用過程中，一旦選用結果確定，學生們有關參

考書的選擇自由即被套牢，擁有絕對獨占地位的參考書出版事業，根本不用彼此間進

行協調、合意，就可以各自調漲其參考書售價。因為，只要學習上有必要利用到參考

書，總有一天等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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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理由─「交叉補貼」概念之問題性 

雖然，「行業警示」在第五點「理由」之陳述上，亦與第三點「內容」一樣，分為

第一款的濫用獨占地位行為與第二款聯合行為，惟對於第二款聯合行為規範之法理陳

述，本研究無特別異議，從而於此僅針對第一款的濫用獨占地位行為予以敘述。 

「行業警示」第五點第一款有關獨占地位濫用規範的法理陳述，主要如下： 

  「獨占事業若採取補充教材、輔助教材重貼價格標籤或重印價格等漲價行為以

彌補教科書被減價後之利潤，卻忽略現行教科書被選用後，將伴隨補充教材、輔

助教材自然被選購之情形，極易形成以獨占性業務之盈餘補貼競爭性業務，該形

同交叉補貼之行為將使商業競爭遭到扭曲，其限制競爭之效果自屬顯著。又具獨

占地位之出版事業對於其選擇之經銷商。」 

從上述內容可知，「行業警示」清楚地認識到，有「獨占性業務」與「競爭性業務」

二種不同業務的存在。當然，所謂的競爭性業務乃指教科書市場上事業為求自己版本

教科書受到選用，而進行的各種贈品、服務競爭；相對於此，獨占性業務顯然是指，

出版事業於參考書市場上所擁有的獨占地位。既然於此清楚認識到教科書市場與參考

書市場的不同，且二者間競爭、獨占有無，亦完全不同，就更無法理解為何於前述第

三點第一款之規定中，直接將教科書市場的獨占地位，推論到參考書市場上。 

無論如何，本款規定最重要者，還是「交叉補貼」概念的提出。惟雖然公平會於

此使用「交叉補貼」之用語，但此一「交叉補貼」與吾人平時所認識的交叉補貼概念，

有所不同。申言之，一般所謂的交叉補貼乃是，同一事業同時橫跨二個不同特定市場，

而於其中一市場擁有獨占地位，但於另一市場卻面臨激烈競爭時，為積極援助競爭市

場上的競爭，以打敗其他競爭事業，乃將於獨占市場上所獲得之鉅額獨占利益（或稱

為 deep pocket），用來補貼競爭市場上的商品或服務銷售，令此等商品或服務可以在甚

至是低於成本的價格設定上，與其他事業從事競爭，進而一一擊退其他競爭事業，最

後亦於原本屬競爭結構之市場，取得獨占地位，再依此進行獨占價格設定，回收過去

低價銷售之損失。此種低價銷售行為所暗示者，乃是該當事業當未獨占地位，而係面

臨競爭，惟此種不當低價競爭行為，亦非競爭常態，從而其有可能被認定為低價傾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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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到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的規範。 

由此一般所認識的交叉補貼概念之陳述可知，通常的交叉補貼所懼怕者，乃是獨

占事業將其於獨占市場上所擁有之獨占地位，亦槓桿到競爭市場上，使得後者競爭市

場逐漸轉變為獨占市場，令該獨占事業於二者之市場上，同時享有獨占地位。然而，

很明顯地，本款規定所提示之「交叉補貼」，與一般交叉補貼概念有相當的差異存在。

在競爭性市場之教科書市場上，由於審定制度、先選後議價制度以及聯合議價制度的

存在，使得教科書出版事業不僅無價格競爭的存在，甚至因為聯合議價所形成的獨占

地位，導致其不得不勉為接受低價的議價結果（是否實屬，吾人不得而知）。既然，教

科書市場上不存在有效的價格競爭，出版事業就無法以獨占性市場之參考書市場上的

獨占利益，去補貼其低價銷售，以擊敗競爭對手。由此可知，嚴格言之，此處「補貼」

有則有之，但並非經濟學上一般所認識的交叉補貼之正確概念。出版事業所欲為者，

乃是在維持整體教科書、參考書銷售獲利不變、甚或較高之目的下，藉由參考書價格

的調漲，彌補因聯合議價所帶來的教科書銷售上的不利益，遂行其維持獲利之目的。 

職是之故，本款規定若能使用「彌補」，當能較使用「交叉補貼」更為貼切。惟縱

使是一般所認識的交叉補貼行為，其行為本身亦非當然違反公平法規定，仍須視其於

競爭性市場中，有無過度低價傾銷，或是於獨占性市場中，有無設定過高獨占價格。

申言之，交叉補貼概念乃係經濟學上用來描述同一事業分跨獨占性市場與競爭性市場

時，可能有之行為模式，於公平法等之法律規範上，無法立即因有此交叉補貼行為，

立即認為其違法，仍須就公平法各該相關規定的構成要件予以判斷。就本款規定所認

為之「交叉補貼」行為來看，說穿了，乃是因為出版事業於參考書市場上因著作權保

護、鎖住等因素，而享有絕對的獨占地位，從而乃能肆無忌憚地調漲其售價，而無庸

顧忌市場機制的壓力。此一濫用獨占地位行為，才是問題之癥結，有必要妥善利用鎖

住等理論，詳加分析其規範的可能性。 

二、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出版事業銷售行為之規範說明 

  （一）緣起及概要 

    本部「規範說明」原則上係針對教科書、參考書出版事業一般競爭行為的規範，

 115 



故而與上開「行業警示」僅限定於獨占地位濫用行為與聯合行為之規範不同，而對出

版事業各種競爭、交易行為的問題點，予以說明、規範。毫無疑問地，本「規範說明」

之訂定乃係鑑於教科書出版事業之贈品、餽贈行為已「間接導致學校以出版事業免費

贈送教具、贈品之多寡作為評選教科書之衡量標準」，且因「出版事業已透過版權移轉、

併購股權等方式，形成僅剩少數家數事業競爭現象，倘若前開不正當行銷行為不予以

規範禁止，未來可能形成高度集中之寡占市場，甚至回復為一家獨占之情形，對教科

書市場競爭機制之運作及國民義務教育之發展恐有不利影響。」從而為「俾利業者遵

循辦理，同時作為本會處理相關案件之參考」，乃特地訂定本「規範說明」。 

    整部「規範說明」由（1）背景說明、（2）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之行為態樣、（3）

違反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之罰則與法律責任、（4）附則等四大部分所構成。其中，第

一點之「背景說明」，陳述「規範說明」訂定之事實背景源由其目的；第二點「涉及違

反公平交易法之行為態樣」，乃為本「規範說明」之核心，詳細條列教科書、參考書出

版事業各種不當競爭、交易行為，可能違反的公平法規定；第三條的「違反公平交易

法相關規定之罰則與法律責任」，則敘述有第二點之違法行為時，可能承擔的行政、民

事、刑事等法律責任。第四點「附則」簡要闡明，「規範說明」僅是針對可能的違法行

為加以說明，於公平法相關規定之適用上，仍須就個案具體事實內容如何，進行處理。 

    由上可知，「規範說明」整體之核心，或者說係針對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競爭、交

易行為而發者，僅在於第二點「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之行為態樣」之規範。職是，本

研究以下，亦僅針對第二點所列之各種可能違法行為態樣可能蘊含的問題點，提出來

加以分析。 

  （二）出版事業「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之行為態樣」 

作為「規範說明」核心之第二點規定，將教科書、參考書出版事業可能涉及違反

公平法之行為態樣，分為十一款行為類型：（1）差別待遇行為、（2）贈品促銷行為、（3）

利誘或其他不正利益行為、（4）藉辦理教師、教材研習會（營）而為不正當行為、（5）

限制經銷區域行為、（6）搭售產品行為、（7）套書銷售行為、（8）限制轉售價格行為、

（9）聯合行為、（10）濫用獨占地位之行為、（11）顯失公平行為。其中，第五、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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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款多僅止於將公平法或其施行細則規定，予以重申或抄錄，功能似僅止於

提醒出版事業有此等規範的存在，應避免有此行為之意。此外，第七款之「套書銷售

行為」，屬明顯的搭售行為，於第六款「搭售產品行為」外，重複規定，意義當在將第

六款規定具體化，其規定內容本身亦無重大問題。因此，比較值得探討之行為態樣，

乃是第一款至第四款以及第十一款等五款行為了，此五款行為又可分為差別待遇、不

當利誘及顯失公平等三種類型，予以分析。 

1. 差別待遇行為 

    「規範說明」第二點第一款如此規定： 

  「出版事業若於前一學期結束前，先透過經銷商或個人將書籍直銷至學校，並

於該學期結束後始供應該等書籍於另一行銷通路商/書局，致書局無銷售之商機，

類此對同一競爭階層之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之行為，如無正當理由，將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之虞。」 

    本款規定，基本上值得肯定，可以再加探討者乃是，於學期結束後再供應書籍給

其他行銷通路或書籍，並無意義，此等「其他行銷通路/書局」者應無進貨之意願。若

此，則此一差別待遇行為若使成立，其行為時間點亦不應該是在學期結束後，方有書

籍供應情事時，予以判斷，而應該是在學期開始前後，若有此等拒絕交易情事存在，

應立即可就此判斷其違法與否。當然，在契約自由的大原則下，未達獨占地位的事業

所為之交易拒絕行為，於認定其屬違法時，必須非常的小心謹慎，以免過度限制事業

之行為自由。特別是，假若其拒絕交易之原因乃是出於促進品牌間競爭之獨家經銷制

度，則此時亦不宜遽然以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二款，論斷其違法性，而應適用以容許品

牌間競爭促進效果與品牌內限制競爭效果二者相互衡量之同條第六款規定。另一方

面，假設拒絕交易者乃是獨占事業，則適用之法條就非第十九條第二款，而應是第十

條第一款或第四款等規定，當參考書市場因鎖住等現象而幾乎使得出版事業於各該科

目、版本市場擁有獨占地位時，此一法律適用方式，特別重要。 

2. 不當利誘行為 

   本類型之不當利誘行為，包含「規範說明」第二點第二款至第四款等三款規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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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內容如下： 

  「（二）贈品促銷行為： 

出版事業銷售教科書時，採取「免費提供贈品」之行銷行為，以爭取訂購

機會，倘若贈品價值逾越本會頒訂之「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贈品贈獎促

銷額度案件原則」之贈品價值上限者（即商品價值在一百元以上者，為商品價

值之二分之一；商品價值在一百元以下者，為五十元），出版事業將構成以利

誘之方法使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與自己交易之不公平競爭行為，而有違反公平

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之虞。 

（三）利誘及其他不正利益行為： 

出版事業銷售教科書時，對於學校經辦採購或採購最後決定權人給予餽

贈、佣金或其他變相不正利益行為；或承諾免費贈送原屬學校應自購之各項設

備及器材；或免費贈送與輔助教學無關之高單價物品；或提供教學手冊所載與

輔助教具具相同或類似功能之家電用品等，以爭取訂購機會，且該行為有限制

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出版事業將構成以利誘或其他不正當方法使競爭

者之交易相對人與自己交易之不公平競爭行為，而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

第三款規定之虞。 

（四）藉辦理教師、教材研習會（營）而為不正當行為： 

國內各中小學教科書出版事業在辦理教師、教材研習會（營）時，不得有

以脅迫、利誘或其他不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與自己交易之行為，

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情形，否則，即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

三款規定之虞。」 

    雖然，上述三款其標題名稱不一，乍看之下亦不無可能認為係分屬不同行為類型，

惟從其所適用之法條皆為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且各款行為亦理應無涉及脅迫等行

為觀之，三款規定之共同點應當都在對教師、學校、校務會議成員等之利誘行為。然

而，從第四章及本章以上之敘述，當可看出上開三款規定所蘊藏之問題點。 

首先，由於教科書選用權人與使用人間二者之分化，使得教科書市場上的競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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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於對教師、校務會議成員的利誘，惟如同第四章參一（二）所述，對於教科書並無

對價給付行為的教師、校務會議成員等，並非公平法第十九條三款所謂之「交易相對

人」，渠等與教科書出版事業間亦無「交易」行為，以該款為作為相關利誘行為的適用

法條依據，本身即有法理上的問題。 

其次，不論是第二款、抑或是第三款規定內容，其中都涉及有不當的經濟利益提

供行為，不論系爭經濟利益是為贈品、抑或是佣金等金錢、教材、教具或其他電視機、

電冰箱等物品，皆屬經濟利益。第四款之研習會、研習營似非有關經濟利益，但此等

研習會或研習營本應由國家或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召開，或由學校本身辦理，實無由出

版事業辦理，而教師出席參加之理。一旦出席，車馬費的支付、午餐或中間休息餐點

太豐盛、提供的研習資料太多而近似於教材、教具的贈與等等大大小小事項，實質上

都可能成為經濟利益的供予。不僅教師本人為免瓜田李下，國家或地方教育主管機關

亦應積極自行籌設辦理此類研習會或研習營，並禁止教師參加民間出版事業自行所舉

辦之研習會等。當然，由國家或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所辦理之研習會或研習營中，為徹

底瞭解相關版本教科書編撰之意旨、動機和目的，亦可邀請民間出版事業蒞臨指導、

講授，但不應由其主導。 

於此理解下，縱令是第四款的研習會、研習營等之參加本身，實際上亦將或多或

少牽涉到經濟利益提供的問題。而如同前述，為爭取自己出版之教科書獲得校務會議

的選用，從而對不用自己支付對價或負擔費用之教師、校務會議成員等所為之「贈品」

行為，本質上並非贈品，而係「賄賂」，此種「賄賂」行為本身即內含商業倫理道德的

可非難性，無計其金額多寡，一律違法。因此，當經濟利益提供對象並非交易相對人，

而無法適用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時，又因其提供行為性質幾近於「賄賂」之舉，

本身帶有反商業倫理性，以此經濟利益行為爭取選用之競爭方式，顯失公平，而違反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禁制規定。 

3. 顯失公平行為 

「規範說明」第二點第十一款對「顯失公平」行為之規範內容如下： 

  「出版事業濫用優勢地位妨礙交易相對人自由決定是否交易及交易條款，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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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經銷合約、或以干擾、糾纏或造成厭煩等方法，促使交易相對人與其交易等，

具有商業競爭倫理非難性之行為，將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本款規定中，有關代保管經銷合約的問題，已如前述（參照壹四（一）），若是公

平會確定，代為保管經銷合約乃係濫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則其違法性，或可肯定。

只是，本款規定在斷句上，有必須注意之處，乃是在提及優勢地位濫用後，用逗點分

開，其後所舉之例示，皆用頓號，然而「干擾、糾纏或造成厭煩等」，應非相對優勢地

位濫用，而係手段本身不符和社會倫理手段，而構成顯失公平吧！無論如何，本款規

定之最大問題點，仍是未能清楚辨識教科書交易過程中，選用權人與使用人二者的分

化，使得真正交易相對人的學生之「自由決定是否交易」的交易自由，從一開始就不

存在，如何被以「代管經銷合約、或以干擾、糾纏或造成厭煩等方法」，而影響其自由

選擇呢？或許，公平會於此意欲規範教科書出版事業與其經銷商間的問題吧！無論如

何，過於複雜的「規範說明」，有時會令人難以掌握其重心，而出現不必要的誤解。未

來，或有修正本款內容，在更正確描述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競爭、交易行為等的特殊

性下謹慎使用各該用語，於凸顯「規範說明」存在意義和價值的同時，亦幫助利害關

係人等對其規範有更正確的認識。 

第三節、著作權法對教科書、參考書市場之影響與可能的改革方向 

一、著作權法保護與參考書市場上獨占地位之發生 

從本研究至今為止的敘述，已可深刻瞭解到，教科書市場上「贈品」戰打到連與

教科書毫無關連之電視機、果汁機、電冰箱‧‧‧等有點不知所云的「贈品」都跑出

來了。當然，戰火如此激烈，並不是因為教科書市場非常好賺，獲利豐盛，在各縣市

政府組成聯合採購委員會以聯合議價方式，對抗教科書出版事業的優勢地位後，教科

書出版事業不僅得冒違反公平法第十四條禁止聯合行為之規定，進行協商、研議是否

對此聯合議價制度集體杯葛，到最後「勉為」接受議價結果等是可以看出，教科書市

場之獲利應不致於過高。 

然則，既然獲利不高，且教科書是國民義務教育規定必須要使用的，寡占業者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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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不用什麼激烈的競爭，各校都必須乖乖的送上來，要求使用業者所出版的教科書，

教科書出版事業，好像不必為了雖獲利微薄但穩會上門的生意，而拼的你死我活。毋

庸贅言地，教科書出版事業所著眼的主要獲利來源，不在於教科書的銷售，而在於後

續市場之參考書的銷售利潤，正是此一參考書的鉅額利益，使得出版事業必須把戰火

提前到初級市場的教科書選用上開打。為何教科書的使用，就會理所當然帶來鉅額的

獲利，一開始的理由當然在於，各科目、各版本教科書與參考書間的互補關係，致使

一旦使用某版本的教科書，就不得不使用依據該版本所編寫的參考書。 

然而，上開理由雖是必要條件，卻非充分條件，因為如果妳、我、她大家都可以

自由編寫參考書的話，則參考書市場亦會有激烈的競爭，出版事業是否能維持現行的

獲利水平，就有疑問了。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各版本的參考書市場不要出現競

爭，本來為了達成此一目的，在正常的競爭情況下，出版事業可能要煞費苦心，甚至

走在違反公平法相關規定之邊緣，才有辦法遂行如此目的。但在現行的法律制度設計

下，出版事業竟然可以完全不用吹灰之力，獨占結果就自動送上門來。此一「自然獨

占」結果，實拜現行著作權法規定之賜。由於著作權法禁止任何人未經著作權人之同

意，不得重製、改作其著作，除非編寫參考書之人完全不參照任何教科書，而係純粹

依據教育部所公布之課程綱要為之，否則其只要以任何版本教科書為準據，從事參考

書的編寫，就極有可能侵害教科書出版事業依據著作權法所享有的重製權和改作權7。 

當因為教育部所推動的審定制度、配合教科書業者間有意的結合，使得得以流通

於市場上之教科書僅限於少數幾家出版事業的情況下，再加上著作權法對教科書著作

權的保護，使得參考書市場上的獨占地位，比想像中更為嚴重，其利益也隨此嚴重程

度而反比例的高昇。若此一不當現象，乃是教育部、出版事業、著作權法三方面因素

所共同導致者，其正本清源之道，當是針對、正是此等問題，謀求解決之道。於此之

前，職司維護競爭政策之公平會，當可基於維護教科書、參考書市場上之自由公平競

爭，而利用公平法介入、管制。惟公平會所為之管制雖可收部分成效，但因導致出版

                                           
7 參照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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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獨占地位之源頭乃於教育主管機關，若其未能配合進行必要管制，仍難能徹底解

決此等市場所存在之獨占問題。職是，當參考書市場獨占地位的問題，於不少程度上

係由教育部之審定制、鼓勵聯合議價等所引起時，教育部對此實不應置身事外，而且

應當正視參考書於一定程度上實為不少學生為增進其學習效果之工具，而對於參考書

市場上之獨占問題的改善，與公平會通力合作，盡一份心力。 

此際，二者可一起協力合作之事，乃是促使智慧財產主管機關，適當修正著作權

法，避免因為著作權法的保護，導致教育政策及學生學習能力，因能否付得起高價的

參考書一事，而受到不當的扭曲。解決的方向，在於著作權法有關合理使用的規定。

當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以支付使用報酬的前提下，容許審定教科書得使用他人著作，

並編寫輔助教材時，實已提供吾人一個思考方向。換節論述之。 

二、著作權法與教科書有關之合理使用規定及其修正方向 

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如下： 

  「為編製依法令應經教育行政機關審定之教科用書，或教育行政機關編製教科

用書者，在合理範圍內，得重製﹑改作或編輯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前項規定，於編製附隨於該教科用書且專供教學之人教學用之輔助用品，準

用之。但以由該教科用書編製者編製為限。  

    依法設立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為教育目的之必要，在合理範圍內，得公

開播送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前三項情形，利用人應將利用情形通知著作財產權人並支付使用報酬。使用

報酬率，由主管機關定之。」 

本條規定乃係有審定教科書對於他人著作之合理使用規定。 

一般而言，著作權法設計各種不同合理使用規定，其目的大致有三：（1）確保憲

法保障之言論自由、新聞自由等至高價值，而對著作權權利行使之限制；（2）為公益

或公共政策目的而為之限制，例如為司法、立法、教育、研究、圖書館、盲人學習等；

（3）因為市場失靈而承認的合理使用，最有名者當然是私人之非營利使用行為。將此

等規範目的對照於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內容可知，該條規定之設乃係國家為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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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意圖之教育公益或公共政策，而對於著作權人的權利行使所加之限制。從而，當

民間出版事業依據教育部課程綱要編撰教科書時，若有必要使用到他人之著作時，得

依同條第四項規定於給付合理的使用報酬下，重製、改作或編輯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

作。更者，審定教科書的出版事業，其權利尚不僅止於此，依據同條規定第二項，若

其有意編製附隨於該教科用書且專供教學之人教學用之輔助用品，出版事業可再次合

理使用該當著作。 

通常，於編撰教科書時，會利用到他人著作者，多屬於國語科的教科書之編製，

因其會使用到其他作家的優美文章或藝術創作，此等文章或藝術創作可能於編寫輔助

教材時，會被再重製或改作一次，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於此扮演重要角

色。當然，亦不可否定的，其他自然或社會等教科書有時亦可能會使用到其他人所拍

攝之照片，但情形顯然少得許多，且此等照片等於編寫參考書時，亦無重製或改作之

必要。於此認識下，吾人大概可以瞭解，當未經過教科書著作權人的同意，即依據該

本教科書編寫、出版參考書籍等輔助教材時，參考書出版事業不僅可能侵害教科書出

版事業的著作權，於國語科參考書時，尚非常可能侵害到被教科書使用之著作的著作

權。 

對於此一結果，吾人不免有所質疑，若使教育等公益或公共政策的實現，而要求

著作權人必須忍受，令審定教科書之出版事業可以於支付合理報酬的前提下，合理使

用其著作，則為何也不能依此類推，要求審定教科書之出版事業，在參考書編製事業

支付其合理報酬的前提下，合理使用其教科書，編製參考書呢？或許，此種差別待遇

存在的理由，可以從教育部所發布的新聞稿中，窺得其要，其謂：「教科書才是每個學

生所使用者，參考書非學生必備學習材料，僅是輔助性質、可用可不用。」8但是，如

果只是「可用可不用」，為什麼那麼多學生（家長）又要花那麼多錢購買參考書，當不

是因為買來「可用可不用」，而係對學習有一定程度的幫助吧！ 

本研究絕非參考書的支持者，也並非認為所有學生都要使用參考書，而是基於事

                                           
8 教 育 部 ， 參 考 書 可 用 可 不 ， 其 價 格 與 聯 合 議 價 無 必 然 關 係 ， < 

http://www.eje.edu.tw//data/linda/20028301312/new08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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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認識，當有為數不少的學生為增加學習效果而使用參考書，而使得出版事業大賺

其錢時，參考書至少在某種程度上，對一些非上等資優生，而係像筆者過去屬資質有

些拙劣的學生，於學習能力的增強上，有所幫助。參考書對部分學生之必要，或許如

同補習班對不少學生的必要吧！理念上，我們或許不應該支持參考書或補習班的存

在，但理念終歸是理念，事實上與補習班愈來愈盛行一樣，參考書銷路似乎也是歷久

不衰。於此認識下，設若參考書如同補習班一樣，無法予以禁止，則僅容許由教科書

出版事業才可以編製參考書，而其他有能力的人卻不能為了幫助學生的學習成效而撰

寫參考書，似乎有很大的問題。而且，正如同開放民間業者編寫教科書，部分目的乃

是希望藉由業者間的競爭提升教科書品質，則為何於參考書市場上就不能有此思維，

而坐壁上觀任其由少數出版事業獨占。 

教育主管機關或有必要放棄參考書「可用可不用」的迷思，而正視現今的事實。

如果參考書會扭曲教學，那麼教科書出版事業所編寫的參考書當然也會扭曲教學，為

何卻容許其存在。如果教育主管機關真的認為，參考書不應存在，則應該一律禁止不

得出版參考書，包括擁有教科書著作權的出版事業。然則，當禁止出版事業不得編寫

參考書有違反比例原則、侵害基本人權之虞，而難以付諸實施時，教育主管機關就不

得不退而求其次，承認參考書的存在及其某種程度的必要性，惟應仿照其當初開放教

科書市場，希望藉由競爭提升品質的理念，積極推動參考書市場的開放，讓有志之士

亦可編寫參考書，促進市場上之競爭，提升參考書的品質，同時亦可藉由競爭降低價

格，避免價格過高（再次重申，價格過高問題不少部分乃係源自審定制度）使得部分

學生有意購買，卻苦於付不出錢而放棄，結果可能導致學習成效將因學生本身所無法

控制之外在貧富差距因素，而更加擴大其鴻溝。 

若同意以上見解，則教育主管機關與公平會二者應合力推動、說服著作權主管機

關或立法機關，修正著作權法相關規定，於第四十七條追加第四項規定，令有志之士

在支付合理報酬給教科書著作權人的前提下，可以自由編寫參考書。對於教科書出版

事業而言，若其教科書因品質良好而廣受採用，則準據其教科書編寫參考書之人亦會

等比增加，此等豐盛的報酬收入，將抵銷其因喪失獨占地位所蒙受之損失。更何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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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出版事業於參考書市場上取得獨占一事，其合理性本就有問題。其參考書市場

獨占地位之取得，乃是因為其教科書經過教育部審定並配合與參考書間的補充關係，

教育部基於教育公益考量而推動審定制度，並非意欲賦予其獨占地位；且當著作權法

亦基於教育公益或政策考量，而容許渠等得合理使用他人著作時，渠等亦應同樣為教

育公益或政策之實現，而容許別人得合理使用其教科書。有借有還、再借不難。 

另一方面，設若經由著作權法的修正實現上述理念，或會引起社會一般或外國政

府的誤解，以為我國又要修法增加合理使用範圍，削減著作權人的權利，進而產生反

彈，而於修法作業上受阻的話。或亦可思考不修正著作權法，但應要求教育主管機關

於核定審定本教科書的同時，附加一定負擔，要求審定本教科書出版事業，在他人支

付依教育主管機關所定之合理報酬的前提下，應容許該他人得自由準據其教科書編寫

參考書，達到與上述著作權法修正同樣的效果。 

無論如何，只有在如此相互體認、容忍下，教育部所推動的審定制度才得以發揮

其效果，受到各界的肯定而繼續存在，如果情勢一直惡化下去，讓社會各界理解到審

定制所帶來的參考書市場的獨占地位，造成參考書價格過高，且若參考書購買能力之

有無可能導致學習成效的差距，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將因此更加拉大，此際社會輿論

的反撲將是要求教育主管機關廢除審定制，回到過去統編本時代。此際，教科書出版

事業不僅會喪失授權合理使用的報酬，連教科書本身之出版，都煙消雲散，損失更為

慘重，而社會整體又要回到過去統編本時代，危害大矣。關心教育發展之人，絕對不

希望看到如此事態的發生，教科書出版事業為了自己利益，為了社會整體公益，都有

必要容許他人編寫參考書的自由。同時，不僅教育主管機關、公平會為教育公益及競

爭公益，有必要推動前述著作權法之修正，著作權主管機關亦應深切體認到合理使用

之立法理念、規範意旨，而促成此一條文的修正。 

 

第四節、小結 

對於教科書、參考書市場上所存在之複雜競爭問題，公平會在其歷來之處分案與

「行業警示」、「規範說明」中，都殫精竭慮、戒慎恐懼的想要藉由處分或行政指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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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回復市場健全的競爭秩序。然而，鑑於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的特殊性，公平會無論

如何努力，皆將無法破除參考書市場所存在之獨占結構，當此一獨占結構乃係教科書

市場贈品、甚至是賄賂競爭等萬惡之根源時，解決此一問題的根本之道，公平會有三

個選擇：首先，聯合教育部與著作權主管機關協商，促成前述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之

修正；其次，建議教育部於核定教科書之際，附加負擔，令他人得於支付合理的報酬

下，可自由編寫參考書；最後，適當地運用第四章所建議之「關鍵設施」理論，強制

教科書出版事業進行授權，令有志之士得以編寫參考書。 

就本研究之立場而言，鑑於強制授權的最後手段性，較佳的解決方向，還是應促

成著作權法的修正，或要求教育部修正其審定作業方式，於核准審定時附加特定負擔，

如果此等目標因特殊利益團體的抵制，而海市蜃樓、遙遙無期時，以維持市場競爭秩

序為己任之公平會，就有必要祭出尚方寶劍，以關鍵設施理論為據，強制授權了。而

適用關鍵設施之前提，乃是公平會必須深刻體認到鎖住現象在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競

爭行為規範上的重要性，因鎖住理論之適用，乃能順利地認定出版事業於參考書市場

上所擁有的絕對獨占地位。於此之前，若有必要對於初級市場之教科書本身所生的「贈

品」亂象，先來個震撼療法，平息社會各界對此之不滿，則應深切體認到教科書市場

上的「贈品」行為之性質，與一般交易時之贈品行為迥然不同，而趨近於「賄賂」行

為，其本身即帶有惡質的反社會倫理性，任何對教師、學校、校務會議成員所為的任

何贈品等經濟利益提供行為，不論其價值多寡，只要是非經教育主管機關核可者，一

律當然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禁制規定，無由寬貸。 

於此認識下，不論是公平會所公布之「規範說明」、抑或是「行業警示」，似乎花

太多篇幅在重述原本即存在於公平法或其施行細則內的規定，微有喪失其針對特別行

業之特殊競爭行為予以「說明」或「警示」的意義。或許未來，於「規範說明」或「行

業警示」中，捨棄通用於所有行業之說明及規範內容，而將重心集中於分析鎖住理論

適用於教科書、參考書市場之原因，為何教科書出版事業於參考書市場上擁有獨占地

位之理由，而且說明所謂「贈品」等經濟利益提供行為的「賄賂」性，任何經濟利益

提供行為不論價值多寡，立即當然違法。若使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競爭問題癥結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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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在於上述鎖住現象、「贈品」行為的「賄賂」性，則任何行政規則或指導都應將掌

握問題核心，針對此等問題癥結，予以說明、分析，方能真正發揮、凸顯其為特定行

業的特殊競爭行為而訂定行政規則、進行行政指導之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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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研究發現與建議 

第一節、研究發現 

    針對國民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競爭行為的實際狀況及其與公平法間之規範問

題，本研究有以下十點發現： 

一、 自民國八十五年起教育部遂逐漸開放民間業者編撰中小學教科書，並從九十一

年起國民中小學課程全面實施「九年一貫課程」，教育部決定不再自行編撰部編

本（但自九十四學年度起教育部將再部分以部編本方式進入教科書市場），全面

開放民間業者編撰印行後，教科書與參考書市場之競爭，愈來愈形激烈。早期，

為提高市場占有率、吸引各國民中小學採用其所出版之教科書，教科書出版事

業或有各種不當贈品行為，惟此種不當贈品行為最近似隨教育部三令五申及嚴

格的行政指導後，有逐漸減少之趨勢。現行有關贈品之問題，其重心毋寧在於

出版事業餽贈給學校之教師手冊、教材、教具等與教學息息相關的物品等。此

等物品不但不屬個人教師所有，而係學校公產，且其利用亦係為增進學習效果

之用，而對學生及整體教學水平之提升有利。若此，則從國民中小學係屬國家

義務教育之觀點來看，此類教材等之提供，本應由國家以預算支應之，是否宜

由出版事業餽贈給各該學校，並引起有所謂「贈品」之誤認，實值深入檢討。 

二、 從日本法制之比較研究過程中，本研究發現，日本義務教育之教科書，並非由

學生（家長）出錢購買，而係由國家統一編列預算購買，以貫徹國民義務教育

之精神與理念。惟須注意者，國家或地方政府並未干涉各校選用教科書之自由，

採用何種版本之教科書，其決定權仍依該國「義務教育各學校教科用圖書無償

措施法」規定，由各級學校校長或地方政府之教育委員會為之。教科書出版事

業多僅能將其教科書樣本，提給各地所設置的「教科書中心」，進行經常性的展

示，供各採用單位分析、比較、研究，作為其採用決定之基礎。此外，為維持

採用程序之公正、透明，日本法制除有其教育主管機關以行政指導方式，確保

其公正、透明性外，其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公平交易委員會亦針對教科書市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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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行為，於一九五六年十二月訂定「教科書業中之特定不公平交易方法」之

特殊指定，嚴格禁止出版事業有不當提供金錢、物品或詆毀他事業等行為。最

後，日本教科書業界為謀求其相互間競爭活動之公平、公正性，亦自行籌組設

立「教科書公平交易協議會」，除對教科書應有的公平交易行為等進行調查、研

究外，並依據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上開「教科書業中之特定不公平交易方法」

之特殊指定，訂定更為詳盡的「教科書公平交易施行細則」，確保其間之公平競

爭。 

三、 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上開「教科書業中之特定不公平交易方法」特殊指定，其

訂定之緣由乃係因為適用於所有產業部門之「不公平交易方法一般指定」，其適

用之行為客體多以事業及其交易相對人間的交易為前提，此時選擇使用商品或

服務之人與實際支付價金之人，二者主體同一，對於選用權人與實際支付價金

或使用之人呈現分離的教科書市場特性，即難有一般指定的適用，因而乃針對

此一特性訂定上開特殊指定。教科書特殊指定鑑於教科書與參考書市場間之特

殊關係，不僅對於教科書行銷時相關贈品行為之禁止，亦規定出版事業為其本

身所出版之書籍雜誌、參考書、教材、教具等的推廣銷售，若亦有企圖提供金

錢、物品等經濟利益給有選用教科書權限人士時，亦屬不公平交易方法之一，

而受嚴格禁止。 

四、 相對於日本其義務教育所使用之教科書係由政府預算支付，我國現行除少數四

個縣市外，其他縣市義務教育所使用之教科書，仍是由學生（家長）自行支付

價金。此際，不僅教科書選用權人與價金支付者、使用人間的徹底分離，且因

為各校自行購買導致議價力量的分散，而教科書出版事業又因市場變化、事業

間結合、統合的關係，導致教科書市場寡占型態的形成，此一結果更加惡化上

述各校與教科書出版事業間議價力量的落差。為解決此一問題，乃在教育部的

行政指導下，各縣市政府組成聯合議價機制，集合全體學校之力量，與出版事

業於平等之地位上，進行議價。此一聯合議價機制，其出發點與立意雖屬良善，

但觀諸聯合議價制度採行後所立即引發的參考書價格同時上漲，以及該聯合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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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被定位為政府採購行為，而公平會對於政府採購行為與公平法間之適用關

係，其立場似不一致，且於本研究計畫所舉辦之產官學座談會中，不僅學界認

為此一聯合議價應受聯合行為規範管制，教師界代表亦對此一聯合議價機制所

產生的副作用有所質疑等事來看。鑑於教育部行政指導並不能排除公平法之適

用，上開聯合議價行為實有違反公平法第十四條之聯合行為禁止規制。 

五、 從教科書聯合議價機制採行後所立即引起的參考書價格同時上漲情事可知，教

科書與參考書二者間實處於一種密切的補充關係。結果導致，當因聯合議價使

教科書出版事業無法於教科書價格決定上，擁有主導、控制權，甚或因聯合議

價導致利潤過低時，渠等乃能於參考書市場上提高其售價，回復其因聯合議價

所致之損失。雖然，教育部認為聯合議價之實施與參考書漲價二者間，並無必

然關係，但本研究從最近頗受競爭法學界及實務界所矚目之鎖住（lock-in）學理

分析，發現因為教科書所擁有之著作權法的保護，使得屬後續市場之參考書緊

密地為其前階段市場之教科書版本所鎖住，一旦使用特定版本之教科書，其後

即有必要使用準據該當版本所編寫之參考書，而由於著作權法保護之關係，未

經各版本教科書出版事業之同意，其他事業不得自由依據該教科書編寫參考

書，此一結果使得各該版本之參考書本身儼然構成單一市場，各該出版事業於

此擁有獨占地位。雖然，對此見解，有認為於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後，參考書出

版事業數量有遽增趨勢，削弱原教科書、參考書出版事業之市場地位，惟從參

考書於不少情形乃係為配合學校考試需求、提高學習評鑑成果及得分一事來

看，僅能準據教育部課程綱要編寫之參考書，對學子而言，使用意願不高，非

教科書出版事業之參考書業者，實難能謂有高度減低教科書事業於參考書市場

上之市場力量。實際上，本研究第三章之訪問調查即發現，一般學子與家長雖

認為「非原版」參考書較便宜，但仍願意多花錢購買所謂的「原版」參考書（參

照第三章肆），此一結果亦可證實上述稀釋效果並不顯著。尤有勝者，當教科書

聯合議價機制採行後，出版事業立即反映同時提高參考書價格，由此亦可窺知，

出版事業並未因為其他參考書業者的出現，而於市場或競爭上受到制衡，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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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自己意願，無視其他競爭事業的制衡，而提高售價。 

六、 在有關教科書出版事業之競爭行為規範上，公平會迄今為止著力最深者，乃在

於其不當贈品行為，不僅有關此類之處分案較多，且由公平會有關教科書、參

考書市場競爭行為最重要之處理原則的「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

學教科書出版事業銷售行為之規範說明」內容亦可知，不當贈品問題仍為教科

書出版事業競爭行為規範之核心。然而，公平會對於此種不當贈品行為，認其

應受依據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頒布之「處理贈品贈獎促銷額度案件原則」規

範，惟於教科書選用權人與實際支付價金、使用人二者徹底分離的情況下，實

難認為出版事業對學校或其教師所為之「贈品」屬該處理原則所稱之贈品，而

係與提供經濟利益給無須自行負擔成本與費用之人，希望該當人士作出或影響

對自己有利之決定的「賄賂」行為，此種「賄賂」行為鑑於「本身即有商業競

爭倫理之非難性」，本身即屬違法，不論其金額多寡。此時，可能適用之法條依

據有二，一為仍舊著重第十九條第三款之「不當利誘」本身，而適用以該款規

定，另一則於強調該當行為本身所具有之商業倫理道德可非難性的觀點下，依

據公平會「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案件處理原則」第七點（二）「不符合社會

倫理手段從事交易」，屬顯失公平行為，論斷以第二十四條之違法。若著重於此

類「贈品」行為幾近於「賄賂」之性質，適用以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或較

為妥適。 

七、 公平會迄今有關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競爭行為事業最重要的二部行政規則或指

導，乃是「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出版事業銷售行為之

規範說明」與「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參考

書之銷售行為適法性行業警示」，內容詳細羅列出版事業可能違反的公平法相關

規定。與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教科書業中之特定不公平交易方法」特殊指定，

將其規範及說明重心置於有關不當贈品行為之問題點和規範方式相較之下，公

平會上述二部行政規則和指導似乎有花費太多篇幅在重述原本即存在於公平法

或其施行細則內的規定，微有喪失其針對特別行業之特殊競爭行為予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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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警示」的意義。雖然，詳細地臚列出版事業可能違反的所有公平法規定，

間亦有提醒、警示作用，惟過於複雜的內容說明，有時反而會令人難以掌握其

重心，而出現不必要的誤解。若能直接切入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競爭、交易行

為等之特殊性，並針對此等行為所引起規範問題，予以清楚的告示，或將能於

凸顯相關行政規則和指導存在意義和價值的同時，亦可幫助利害關係人等對其

規範有更正確的認識。 

八、 當教科書與參考書間因前述的鎖住效應，導致教科書出版事業於其版本的後續

參考書市場上，幾乎居於獨占地位時，公平會歷來之行政規則或指導、處分案

中，並未見其善用此一理論，認定出版事業之獨占地位。設若未來吾人有意促

進參考書市場上之競爭，而思利用「關鍵設施」理論，認定教科書出版事業因

教育部的審定制度及著作權法的保護等，使得其版本之教科書於其後續的參考

書市場上，享有「關鍵設施」之地位，其無意願授權他人可準據其教科書編寫

參考書或雖同意授權但所要求授權金過高等行為，乃是濫用獨占地位之行為，

進而依「關鍵設施」理論強制其授權時，先行利用鎖住理論認定教科書出版事

業於參考書市場上擁有獨占地位，就成為必要前提。 

九、 歷來，在有關國民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競爭行為中，公平會對於其中可

能存在的「交叉補貼」行為及其規範方式，似深感困擾。雖然於「行政院公平

交易委員會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之銷售行為適法性行業警

示」中，公平會以「獨占事業若採取補充教材、輔助教材重貼價格標籤或重印

價格等漲價行為以彌補教科書被減價後之利潤，卻忽略現行教科書被選用後，

將伴隨補充教材、輔助教材自然被選購之情形，極易形成以獨占性業務之盈餘

補貼競爭性業務，該形同交叉補貼之行為將使商業競爭遭到扭曲，其限制競爭

之效果自屬顯著。」惟此「交叉補貼」概念似與一般所謂的交叉補貼概念不同。

申言之，一般所稱之交叉補貼多係同一事業同時橫跨二個不同特定市場，而於

其中一市場擁有獨占地位，但於另一市場卻面臨激烈競爭時，為積極援助競爭

市場上的競爭，以打敗其他競爭事業，乃將於獨占市場上所獲得之鉅額獨占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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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或稱為 deep pocket），用來補貼競爭市場上的商品或服務銷售，令此等商品

或服務可以在甚至是低於成本的價格設定上，與其他事業從事競爭，進而一一

擊退其他競爭事業，最後亦於原本屬競爭結構之市場，取得獨占地位，再依此

進行獨占價格設定，回收過去低價銷售之損失。 

顯然地，由於教科書市場現行所存在的採用程序、聯合議價模式，其市場競爭原

本即受到相當高程度的限制，縱令出版事業於參考書市場獲有鉅額利潤，亦實難

藉此利潤回過頭來有效影響教科書市場上之競爭，出版事業應該只是以參考書市

場之利潤「彌補」教科書銷售所失吧！若此，則於有關此等行為之規範上，當無

必要藉由「交叉補貼」概念為之，而可直接利用上述「鎖住」效應，認定參考書

出版事業之獨占地位，並於其有濫用獨占地位情形時，直接針對此等濫用情事，

課以公平法第十條之規範。 

十、 當吾人認為，利用「關鍵設施」理論強制授權，實是公平法適用上之例外，應

屬最後手段而不能時常利用時，為促進參考書市場競爭之較佳解決方式，或許

是由公平會聯合教育部與著作權主管機關間進行協商，研議修正著作權法第四

十七條，令有意準據相關版本教科書編寫參考書之人士，得於支付合理的報酬

之前提下，編印參考書，抑或是建議教育部於核定教科書之際，附加負擔，令

他人於支付合理的報酬下，得準據特定版本教科書自由編寫教科書。對此提議，

或有見解以為，此等解決方式，對於教科書之著作權人課以過多之義務與負擔，

惟當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基於教育等公益或公共政策的實現，要

求著作權人必須忍受，令審定教科書之出版事業可以於支付合理報酬的前提

下，合理使用其著作，則為何也不能依此類推，要求審定教科書之出版事業，

在參考書編製事業支付其合理報酬的前提下，合理使用其教科書，編製參考書？

且若吾人肯定參考書等輔助學習教材於提升學子們之學習效果上，有一定貢

獻，則教育主管機關不當不切實際，認為參考書「可用可不用」而認其對因審

定制度所衍生的參考書市場問題毫無責任，而必須承認參考書的存在及其某種

程度的必要性，從而亦應仿照其當初開放教科書市場，希望藉由競爭提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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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理念，積極推動參考書市場的開放，讓有志之士亦可編寫參考書，促進市場

上之競爭，提升參考書的品質，同時亦可藉由競爭降低價格，避免價格過高（於

此必須注意者，價格過高問題不少部分乃係源自審定制度）使得部分學生有意

購買，卻苦於付不出錢而放棄，結果可能導致學習成效將因學生本身所無法控

制之外在貧富差距因素，而更加擴大其鴻溝。本研究第三章之訪問調查結果即

發現，參考書之購買與使用於城鄉間呈現相當大的差距，對於此一實際存在的

城鄉差距與教育落差問題，教育主管機關實有必要正視其存在，並思索適當的

解決方式。 

另一方面，對於教科書出版事業而言，若其教科書因品質良好而廣受採用，則準

據其教科書編寫參考書之人亦會等比增加，此等豐盛的報酬收入，將抵銷其因喪

失獨占地位所蒙受之損失。更何況，教科書出版事業於參考書市場上取得獨占一

事，其合理性實值商榷，理論上其參考書市場獨占地位之取得，乃是因為其教科

書經過教育部審定並配合與參考書間的補充關係，教育部基於教育公益考量而推

動審定制度，並非意欲賦予其獨占地位；且當著作權法亦基於教育公益或政策考

量，而容許渠等得合理使用他人著作時，渠等亦應同樣為教育公益或政策之實

現，而容許別人得合理使用其教科書。 

第二節、研究建議 

    在上述各項國民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競爭行為的研究發現下，本研究針對未

來公平會、教育部以及智慧財產局未來各自可參考採行之改善措施，提出以下建議： 

一、 公平交易委員會 

（一） 未來於各該處分案、行政規則或指導中，應可更清楚地確認教科書與參考書

係分屬二個不同商品市場，並應就出版事業於各該市場中擁有的市場地位，

予以認定、進行處分或規範。尤其是，未來或可思考妥善利用鎖住效應之理

論，認定出版事業於各該版本參考書市場所擁有的獨占地位，並依此對其可

能有的濫用獨占地位行為，進行規制。若使出版事業因上一會計年度的總銷

 135 



售額未達新台幣十億元，而依公平法第五條之一第二項被排除於獨占事業的

認定範圍外，但仍不妨礙公平會可利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對其此種濫用優

勢地位行為，予以規範。與此同時，公平會似可考慮揚棄「行政院公平交易

委員會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之銷售行為適法性行業警

示」中之「交叉補貼」概念，直接針對參考書市場的獨占地位濫用行為，予

以規範，毋庸檢討其是否因此對教科書市場競爭造成不當影響。 

（二） 雖然，最近利用不當贈品以左右、影響校務會議之選用決定情事，似有逐漸

減少之趨勢，但無可否認地，當教科書市場因聯合議價機制的存在而無法進

行價格競爭時，出版事業於此可為之競爭選項，似仍僅有慷慨的贈品戰。職

是，不當贈品行為仍為未來有關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市場競爭行為規範之主要

對象。然而，由於教科書採用權人與價金支付、使用人間之分立，使得法理

上難能將此等「贈品」視為「處理贈品贈獎促銷額度案件原則」中所定義之

「贈品」，未來當有再次確認此種贈品行為之法律適用方式。此時，雖亦可

針對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所強調之「不當利誘」，而依據該款予以規範；

惟本研究以為，此種「贈品」行為本質上近似於「賄賂」而具有高度的倫理

可非難性，其「不符合社會倫理手段從事交易」一事至明，直接適用以公平

法第二十四條規定，不僅可凸顯該當行為之本質，且於法理、行為之問題核

心、法條適用上，更能令一般社會大眾清楚、明確掌握其非難性之所在。 

（三） 現行「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出版事業銷售行為之規

範說明」雖鉅細靡遺地條列出，出版事業可能違法之公平法規定，但不僅部

分說明內容僅停留於重述原本即存在於公平法或其施行細則中之規定，且可

能因過份詳盡、複雜的說明，反而令事業難以掌握其重心，甚而出現不必要

的誤解。若經過長期以來的執法經驗，發現於此教科書、參考書市場上，最

頻繁出現的不當競爭行為乃係上述不當「贈品」行為及參考書市場之獨占地

位濫用行為，未來或可檢討相關行政規則或指導，就僅針對此二類型行為，

說明其問題癥結及規範時之法理、法條依據。此際，有關不當「贈品」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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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範，或可參考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為此所頒布之「教科書業中之特定不

公平交易方法」特殊指定（參照附件一）及其處理原則之「教科書業指定之

運用基準」（參照附件二）；另一方面，在有關獨占地位濫用行為之說明上，

或可思考利用本研究所提出之鎖住理論，告知出版事業其為何於各該版本的

參考書市場，都幾乎擁有獨占地位，從而對其競爭、交易行為，當謹慎為之。 

（四） 理論上，若嚴格依據公研釋０九０號之「行政機關私法行為適用公平交易法

之審度原則」，則教育部指導下所建立的聯合議價機制當無公平法的適用，

惟因公平會歷來有關政府採購與公平法適用二者間，見解似難能謂有一致，

結果導致聯合議價行為可能有違反公平法第十四條聯合行為規定之嫌。公平

會或有必要針對此一聯合議價行為與公平法聯合行為規範的適用，再予以澄

清，最徹底的解決方式，當是依循一般主要國家規範模式，對非屬公平法第

二條第四款事業之行政機關所為的採購行為，明確宣示不再適用以公平法相

關規定，而不是在依舊認定此種採購行為仍可能適用公平法的前提下，僅是

依行政協商將除圍標以外的其他政府採購行為，自我抑制、不再規制，進而

全數交由公共工程採購委員會依政府採購法規範。若實施採府採購之行政機

關仍可能被視為事業，則於其有違反公平法相關規定之可能時，公平會仍舊

以行政協商的遵守而無意介入時，或可能引起職務怠惰的批判。 

（五） 為導正教科書、參考書市場上之公平競爭行為，並節省公平會有關於此之行

政資源，未來或可思索輔導出版事業間擬定「教科書、參考書公平競爭規

約」，由出版事業進行第一線的自律規範，而於此自律規範無法發揮其功能

時，再由公平會介入管制。當然，為避免此一公平競爭規約成為出版事業間

聯合行為的溫床，並確認規約內容確實係為維持事業間公平競爭所必須，於

此公平競爭規約擬定過程中，除應有公平會的參與、監督外，並應廣邀相關

消費者團體、學生家長團體及學者專家等舉行公聽會，以收集思廣益之效。 

（六） 當教育部、智慧財產局等無意修正其現行作法或主管法令，使有志之士亦可

自由準據特定版本教科書編寫參考書時，若公平會認定，參考書市場濫用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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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位行為有橫行之勢時，或可思考本研究中所提出的「關鍵設施」理論，

以強制授權之改善措施，命令教科書出版事業應容許他人得於支付合理報酬

的前提下，準據其教科書編印參考書。 

二、 教育部 

（一） 當其所主導的聯合議價機制引發可能違法公平法聯合行為規制之疑慮時，教

育部應再向公平會確認該當聯合議價行為於公平法上的適法性。甚而，當此

聯合議價機制並不受教師界歡迎，且引發參考書市場的價格高漲，並因此愈

加導致城鄉間學習效果差距的加深，教育部或應再深入檢討此一議價機制所

引起之負面效果，如若依舊認為此一機制有其存續必要，則應於合法的前提

下，檢討修正其作法，並設法彌補上述城鄉間鴻溝的擴大。更者，若引起聯

合議價之根本原因，在於教科書之最終購買主體乃是學生（家長），則根絕

上開聯合議價行為所引起的各種疑慮，當是仿照先進國家制度，由教育部統

一編列預算購買教科書，並分送義務教務之學子。如此一來，不僅可以落實

所謂義務教育之理念，亦因採購已係由教育部本身統一為之，從而無「聯合」

之必要，徹底解決聯合議價機制可能引發的公平法違反之疑慮。 

（二） 當現行出版事業於參考書市場獨占地位之擁有，不少部分係緣起於教育部的

教科書審定制度時，教育部實不能再以一語參考書「可用可不用」卸責。當

對於部分學子而言，參考書係為增進學習能力及效果所必要之輔助教材時，

如同教育部於開放民間業者編印教科書時之理念一樣，如何藉由競爭方式提

升參考書之品質，教育部亦應正視之。此時，或可思考於未來，針對審定本

教科書之出版事業，於核准其審定時附加條件或負擔，要求其於收取由教育

部所定的合理報酬下，應容許他人可準據其教科書編印參考書。若使教育部

認為修正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規定，更可達成促進參考書市場競爭、達到提

升品質之目的，則應積極聯合公平會說服著作權主管機關，研擬著作權法上

開條文之修正。 

（三） 當相關教材、教具、使用手冊等確屬於提升教學成效和品質所需，則應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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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列預算由教育部或各縣市政府統一購買，分送各校，貫徹義務教育之精神

與理念。勿令認真教學、致力於提升教學成效之教師，因自身或學校方面接

受出版事業餽贈，而遭誤認與出版事業間有所掛勾，慘遭污名化。因此，若

使教育部決意統一編列預算購買教學所需教材等、分送各校時，亦應同時發

文各校嚴禁再接受廠商的任何餽贈（此時可參考日本文部科學省為此所發布

之「教科書選用公正性之確保」行政指導，參照附件三）；另一方面，如若

教育部因預算分配問題而於短期內無法統一購置此類教材等時，則應訂出明

確的指導綱領，告知學校或教師可為教學之用，收受何種教材、教具、使用

手冊、參考書籍及其數量，只要於此範圍內所收之教材等，不僅無有接受賄

賂之嫌，亦將因有此教育部綱領的存在，使得此等教材等之收受，得不受公

平法之適用，於免除教師或學校可能遭不當誤會的同時，亦同時解除渠等與

出版事業可能有的公平法違反之虞。 

三、 智慧財產局 

對於著作權法主管機關之智慧財產局而言，當以義務教育政策推動之公益實

現為由，而於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要求著作權人必須忍受令審定教

科書之出版事業可以於支付合理報酬的前提下，合理使用其著作時，似亦可檢討

同樣的教育政策公益之要求，是否也可以適用於依據審定教科書編寫參考書之情

形。假若，此際使用第四十七條第二項的法定授權方式，套用於教科書出版事業

時，將會造成該等事業過重之負擔，而有違反比例原則侵害其權利之可能，則或

亦可思考以強制授權方式，令有意準據特定版本教科書編寫參考書之人，應自行

事先與該教科書出版事業協商授權的可能性，僅於授權協商無法達成時，再由著

作權主管機關以強制授權方式介入，促進參考書市場之競爭，並藉此提升參考書

之品質。 

 139 



 

 140 



國
立
臺
灣
大
學
法
律
學
院 

開
會
通
知
單 

出
席
者
：
淡
江
大
學
產
業
經
濟
學
系
莊
教
授
春
發
、
政
治
大
學
法
律
學
系
吳
教
授
秀
明
、

淡
江
大
學
公
共
行
政

學
系
陳
教
授
志
民
、
益
思
科
技
法
律
事
務
所
賴
律
師
文
智
、
教
育
部
國
教
司
、
教
育
部
國
立
教
育

主
持
人
：
黃
教
授
銘
傑
︵
臺
灣
大
學
法
律
學
院
︶ 

開
會
地
點
：
行
政
院
公
平
交
易
委
員
會
競
爭
政
策
資
料
及
研
究
中
心
二
樓
會
議
室
︵
台
北
市
北
平
東
路
三
十
號
二

樓
︶ 

開
會
時
間
：
九
十
三
年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
星
期
五
︶
上
午
十
時
正 

開
會
事
由
：
行
政
院
公
平
交
易
委
員
會
九
十
三
年
度
委
託
研
究
﹁
國
民
中
小
學
教
科
書
、
參
考
書
相
關
市
場

管
理
及
公
平
交
易
法
對
其
市
場
銷
售
行
為
規
範
之
研
究
﹂
產
官
學
座
談
會
議 

受
文
者
：  

聯
絡
人
及
電
話
：
林
靜
芳 

︵
０
二
︶
八
六
三
一
一
二
九
一 

保
存
年
限
： 

檔
號
： 

速
別
：
急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發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年
十
一
月
四
日 

發
文
字
號
： 

附
件
：
討
論
題
綱 

 

 141 



備
註
：
討
論
題
綱
請
攜
帶
與
會
，
另
請
攜
帶
本
開
會
通
知
單
，
俾
憑
進
入
會
場 

副
本
：
行
政
院
公
平
交
易
委
員
會
第
二
處
、
行
政
院
公
平
交
易
委
員
會
競
爭
政
策
資
料
及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院
籌
備
處
、
經
濟
部
智
慧
財
產
局
、
台
北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
台
北
縣
政
府
教
育
局
、
全
國
教

師
會
、
台
北
市
教
師
會
、
台
北
縣
教
師
會
、
仁
林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牛
頓
開
發
教

科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育
成
書
局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南
一
書
局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康
軒

文
教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翰
林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42 



五
、 

為
促
進
參
考
書
市
場
上
之
競
爭
，
教
育
部
是
否
於
應
審
定
結
果
上
，
附
條
件
要
求
教
科
書
事
業
應
開
放

令
他
人
於
支
付
權
利
金
的
前
提
下
，
得
準
據
教
科
書
編
寫
參
考
書
，
抑
或
應
修
改
著
作
權
法
第
四
十
七

條
規
定
容
許
他
人
得
於
支
付
依
智
慧
財
產
主
管
機
關
所
定
之
報
酬
率
下
，
編
寫
參
考
書
書
。 

 

四
、 

教
科
書
廠
商
於
參
考
書
市
場
上
之
市
場
地
位
，
應
如
何
認
定
？ 

三
、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有
無
必
要
仿
效
日
本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之
作
法
，
就
學
校
可
以
收
受
之
教
師
手
冊
、
參
考

書
的
種
類
、
數
量
等
作
一
清
楚
的
規
範
？ 

二
、 

教
科
書
廠
商
贈
送
給
學
校
教
師
之
贈
品
，
是
否
為
依
公
平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三
款
規
範
之
贈
品
、
贈
獎
行

為
中
之
﹁
贈
品
﹂
？ 

一
、 

﹁
教
科
書
聯
合
採
購
委
員
會
﹂
之
聯
合
採
購
行
為
是
否
為
公
平
法
上
之
聯
合
行
為
？ 

﹁
國
民
中
小
學
教
科
書
、
參
考
書
相
關
市
場
管
理
及
公
平
交
易
法
對
其
市
場
銷
售
行
為
規
範

之
研
究
﹂
產
官
學
座
談
會
議 

討  

論  

題  

綱 
  

          

九
十
三
年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143 



「國民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相關市場管理及公平交易法對其市場

銷售行為規範之研究」產官學座談會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十一月十二日 

地點：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競爭政策及資料中心二樓會議室 

主席：黃銘傑教授 

 

主席： 

今日會議的流程係先針對本計畫之緣起、研究之內容、以及本計畫研究之成果作

全盤之介紹；接著我們會針對寄給各位資料中之議題，在會議上進行討論。 

首先，研究之緣起，我們主要針對我國現行之國中小學教科書，其實際銷售方式

，可能其銷售方式危及消費利益之消費主權，造成不當競爭之行為，則公平法對於這

樣之行為，如何規範及其理論基礎何在、其可行性又如何？接著，我們將針對公平會

所制頒之「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出版事業銷售行為之規範說

明」，這樣的規範說明其內容到底有何問題？我們整個計畫將針對上開問題進行通盤探

討。並且，針對與我國教科書之採用及銷售方式比較類似之日本法，其有關國中小學

教科書出版及銷售之規範方式為何，希望能將其經驗，與我國對國中小學教科書之規

範相結合。 

於本計畫開始時，我們必須先針對我國中小學教科書之特性作一研究，研究基本

上認為，教科書競爭之規範的重點放在校務會議的選擇階段上，而由於教科書現狀處

於一穩定狀態，常導致價格過高的情形，這時候教育部通常會用類似行政指導的方式

，指導各縣市政府之中小學校以聯合議價之方式來決定教科書的價格，此時在公平法

的適用上，會發生教科書事業的交易相對人為何之問題。公平法第三條規定所謂交易

相對人，係指與事業進行或成立交易之供給者或需求者，但是這裡有問題的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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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相對人應該有選擇的權利才是，但在教科書上很顯然的這裡有選擇權的人與實際

出錢的人是不一樣的，亦即有選擇哪一個版本教科書的人與實際購買該教科書的人不

同，這時候，交易相對人究竟是國中小學的校務會議還是我們的學生或者是學生的家

長？為什麼會這樣，我們在之後的探討中會作一說明。 

最後，有關開放教科書之問題，我們雖然開放教科書，但是我們並沒有開放一般

人可以依照教科書製作參考書，以致於產生一個相當大的參考書市場，這時候公平法

如何介入規範，也是我們所要探討的重點。 

接著，我們的研究方法，主要先從法律解釋出發，亦即從公平法之解釋方法，未

來公平會就教科書相關之規範說明應如何制訂、修正；其次，針對公平法就中小學教

科書之規範，現在是什麼狀況，未來又將如何；接著我們從比較法學方式，亦即從美

國法及日本法的角度來看我國公平法對教科書規範的合理性，並對日本教科書採用的

制度作大致的研究。 

我們已經在今年的八月底左右做出期中報告，本次之公聽會我們會就期中報告時審

查委員給我們的意見，綜合今日各位學者專家所給予我們的建議，會在期末報告時提

出結論。 

研究內容首先就我國教科書採用、銷售相關運作之體制作一研究；其次探討日本公

平會對於教科書出版業者如果有不正當競爭行為時，其規範方式與操作模式；接著，

調查我國現行法律之相關規範與運作模式；然後，並就我國教科書之市場現狀及市場

利潤之情形作一分析，做為探討我國公平法可否介入以及如何介入，接下來，我們要

就公平會先前所制訂之「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出版事業銷售

行為之規範說明」作一分析檢討，究竟此規範說明內容、手法是否妥當？進而探討其

他事業依照既有教科書來編輯參考書是否可行，礙於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一

般人想要自由編參考書可能沒有辦法，因此，可否使一般人也在付出一定之權利金之

前提下，也可以編輯參考書？於此，我們提出兩個構想：一、修正著作權法第四十七

條，允許其他人在支付合理之報酬後，也可以編輯參考書；二、教育部在審定教科書

時，附一條件或負擔，要求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業者開放讓其他人可就此編輯參考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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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但最起碼也應付出合理之權利金。 

而教科書業者關心的是何者才是公平會所認定公平競爭行為，似乎可由公平會來

建議業者自己建立一套他們行銷之內部治理規範，一個公平競爭規約，讓業者可以遵

行。 

接著我們將介紹關鍵設施理論，亦即某個東西只有某個事業有，而當消費者使用

後，就不得不用它後續的產品時，則消費者將被「鎖住」，關鍵設施理論在教科書市場

上如何運用，也是我們探討的方向之一。 

在這個研究中，最困擾的問題是「聯合採購行為」，如果其屬於公平法上第七條之

「聯合行為」，可能會違反公平法第十四條嚴格的禁止規定，不知教育部當初在推動這

樣一個聯合採購計畫時，有什麼樣的看法，不知是否可請教育部之長官提供意見？ 

教育部國教司代表： 

有關教育部聯合採購委員會這樣的設置，當時是在幾個背景下做成：各縣市在跟

出版社接洽後，同一版本的教科書出現不同的售價，有鑑於此，我們單純的想建議全

國各縣市自己聯合起來，就同一版本的使用的情況，與出版社議價，可能可以初步解

決價格紛擾的問題，或許如此可以在議價上可以幫助家長及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省

錢，一方面可以避免全國的售價不一，所以大家認為這樣的制度可行。我們認為買方

聯合起來與賣方議價應為妥當，並增定國民教育法第八之三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選用之教科圖書，得由教育部或教育部指定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採購；其相

關採購方式，由教育部定之。」 

主席： 

針對教育部這樣的行政指導所為的聯合採購行為，是否屬於違法行為？其合法性

應如何去討論？請陳老師與吳老師表示一下意見。 

陳志民教授： 

針對第一個議題，在公平法上討論，此一行為聚集買方，以抑制價格，干預市場

供需，當然是聯合行為，但是否符合公平法第十四條也有例外之情形，譬如促進社會

效益、或促進市場競爭效果，可再討論。就目前言之，即使有國民教育法第八之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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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存在，依公平法第四十六條，其他法律仍不能違反市場競爭秩序，因此，如有前述

之法律存在的話，該法律有沒有違反公平法的規定，也是值得探討的地方。據我個人

瞭解，公平會將中小學校排除於事業之外，既非事業，則其聯合議價之行為不受公平

法之拘束，則在此似乎無討論必要，然如果從維持市場競爭機制的概念來看，此區分

似乎是人為的區分，合理性有問題，因為高中以上、大學，仍受公平法之規範。 

主席： 

如果是國中小學採購教科書，通常會被公平會以義務教育之理由排除在公平法適

用之外，然現在問題在於由各縣市政府聯合起來採購議價，如果從以前公平會的見解

，縣市政府聯合採購也會構成聯合行為，不知各位對此之看法？ 

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代表： 

第一部份，我贊成各位先進所說的，這個行為屬於聯合行為，但後面則感覺是在

為政府背書，首先，公平會是否有權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其次，即使公平會有這樣的

法權，但是按現在公平法的規定，學校現在已經被認為是「一般社團法人」，可不可以

再這樣認定？所以我覺得這部分令人質疑。另外，針對國民教育法，我覺得可以接受

，因為有法律規定。而在行政程序法上，當政府介入調整的時候，政府本身要不要受

到公平法的拘束，回到教師會的立場，教育部不去對教科書廠商的品質作要求，而一

直在教科書之價格上作政策，壓低價格並沒有什麼意義。 

台北縣家長會長協會代表： 

站在家長組織的觀點，很多家長在意的是，為什麼現在教科書業者對於教科書每

年一改再改，使得兄姊使用過的課本，弟妹無法繼續使用。或者是有些藝能科的科目

，他的課本根本沒被採用，但政府單位在聯合採購時，是不是每個學生都要有一本，

變成強迫家長一定要去買，這裡的公平性可能需要去瞭解。 

吳秀明教授： 

有關第一個問題，針對陳老師的看法，從經濟的觀點，它的確是一種聯合行為，

教育部的作法不見得對家長不利，然本問題仍必須回到公平法的架構去思考，聯合行

為最基本的條件，在於其行為主體必須是事業，但教科書採購的流程，教育部是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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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來作，縣市政府只是作一個議價的準則，但這個準則會變成各校默契下的價

格，沒有人會敢違反，如此是不是聯合行為，在法律上之判斷，必須看每個人所扮演

的角色、實際締結交易的主體、整體流程為何，皆應先做釐清，以有利於解決問題。 

台北縣政府教育局代表： 

第一，教科書的採購當然是以教師來作這個評選工作。第二，教科書的採購並非

聯合採購，我們的作法是由學校教師會做評選動作，作成共同公用契約，再由各個學

校來參與，當然各個學校也可以選擇不參與這個共同公用契約，我們是以公共工程委

員會所引用的公同公用契約的形式，我們是受各個學校的委託；其實，縣市政府非採

購主體，採購主體是學校，付費主體也是學校，由學生家長繳納費用。 

主席： 

這邊最重要的問題是採購主體為誰？答案是學校。然根據公共工程委員會的見解，

無論是學校或縣市政府，於進行教科書之採購時，都是一種政府採購，既然如此，即

勢必有公平法之適用。因此，到底是政府採購還是家長採購比較好，是值得研究的問

題，在日本，毫無疑問是政府採購，因為日本教科書完全由政府免費供應支出，在我

國，付錢的人跟選擇的人不同，則有問題。而出版業者在為了爭取學校採用其教科書

所為的贈與，都被認為是屬於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所謂「以利誘或其他不正當方法

，使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與自己交易之行為」，然而我一直對這個贈品耿耿於懷，付錢

的人沒拿到贈品，卻是由選擇的人拿到，這種情況下，如果這不是贈品，就是賄賂，

但這樣問題就更大了。 

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代表： 

最大的問題在於有些縣市政府擺明了就是由其選好教科書後，直接送到各鄉鎮市，

其他人沒有選擇餘地。另一個問題，於現實面，如果縣市政府都已經幫你訂了這個東

西、議價議好了，誰敢拒絕？因此，這種東西是不是被容許，值得懷疑。此外，針對

贈品部分，我贊成是屬於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之不公平競爭行為，贈品有給學生（

消費者）的考卷，以及給教師的教具，因為一般縣市政府、學校都沒有編列教具的經

費，因此如果有贈送教具的行為，勢必會引起不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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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春發教授： 

學校，政府所扮演的是採購中心之角色，本人贊成買方為家長。從公共利益的角

度，政府以聯合採購的方法，來降低、抗衡賣方能力比較高的主導。但在這公共利益

的背後，難免會出現一些弊端，但非沒有辦法來防止弊端。因此，形式上採種採購雖

然屬於聯合行為，但有公益上之考量，公平會是否要介入那麼深，仍值得思考。 

台北縣政府教育局代表： 

只有少數市政府出錢之情形，才會有由縣市政府統一或由縣市政府指定，多數情

形仍是由老師選定要哪一家的教科書後，再由學校進行採購，因此，教科書的選擇權

，主要在教師本身，除非出版商不賣，才會由第二順位的遞補採購。 

主席： 

出版界對於共同採購的方式，有無意見？ 

康軒出版社代表： 

雖然經老師選擇後，但是如果在價格方面學校無法接受，仍然無法達到由教師選擇

參考書的目的，因此問題即出在這邊。第二，日本出版社不但出版教科書，也出版教

師手冊，是政府站在公益的角度進行採購。但台灣則並非站在完全公益的角度，也非

站在完全自由市場的角度來辦採購，因此無論是站在教育部或公平會的立場，都不能

完全符合這兩種模式來套，都顯得不對，造成出版社的困擾。因此有許多無奈的地方

，除了訊息的公開性之外，還需要靠制度面。 

陳志民教授： 

針對題綱二、三，究竟是否為贈品利誘而符合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但該條必

須要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時才有可能，究竟是競爭行為或利誘行為難以區

隔，重點應該還是在是否因為這個利誘，而作了這個選擇該教科書的行為，假設學校

已經作了選擇某個教科書的行為，因為廠商再送這些贈品，更加堅定其選擇這個教科

書的決心時，是不是還要把它當作是一種利誘行為？因為限制競爭的行為早在其選擇

教科書的時候已經產生了，不會因為日後的贈品行為而有所影響，所以我認為要把它

應用在第 19 條第 3 款的情況下是很有問題。在美國並沒有看到有這些問題，教育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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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知識的傳播，應該很難被獨占、寡占，除非被規格化，譬如限定考試範圍，進

而產生網路效果，譬如讓學生產生某本教科書的內容很容易出現考題，則這本教科書

慢慢的就被大眾採用。如果我們是採用美國的自由競爭方式，物競天擇，國家只要有

個大方針就好，當然這些都是比較長期的思考，但這有助於我們解決短期內所面對的

問題。 

台北市教師會代表王老師： 

贈品可再詳分：有回饋給學生的，如：教具，實驗器材，是否可以比較放寬；和

非教學使用者，一般就不能被接受，因為老師多會因為求教學的流暢，而有此誘因優

先選擇有利於教學用之贈品教科書。 

針對題綱三，台灣，日本體制之不同亦須納入考量，須重視台灣老師資源有限，

而欲求教學流暢之窘境。 

主席： 

第一個問題在於公平會對於贈品這個東西很在意，因此，到底是出錢的人拿到贈

品，還是非出錢的人拿到贈品，就變得很重要。第二，如果不是贈品，而是賄賂，未

來可不可能沒有清楚規定二者區別時，會造成教師的困擾，即使是對教學有益的，日

本即對此做出一定標準，使廠商有規範可循，公平會也無須過度介入。 

康軒出版社代表： 

贈品的界定方面，若與教學相關時學生是間接受惠者，老師的目的也是基於教學

完整性，因此廠商提供的自然生態物品時，可以採用輔助教學的觀點來看。 

在議價觀點部分，目前是以量制價，在台灣區域的分佈上其實有很多屬於小型學

校，因此如何議價才是合理的？目前學校的問題在於不敢買貴的教科書，以台北縣市

而言，學生數目應該是最多的，但是價錢絕對不是最便宜的，偏遠山區的教科書也不

是最貴的（由於運費成本高昂理應是價格較高的），原因在於目前是採統購的方式，因

此並非真正的按照市場商業行為。 

在出版商方面是贊成有議價制度的，但是對議價過程是否合理則需要再討論，目

前來說教具是不包含在教材的費用上（也就是說教材的費用是已將教具的費用剔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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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於初期議價規範的包含範圍，其中項目包含：編輯、印刷、稿費、以及運送

等費用，但是在後續延伸的費用上就不是出版商有能力去控制的，例如：高雄市推行

採購卡的部分，要求統一付款，但是出版商必須付手續費，這項費用在初期議價時並

未提出，雖然費用為銷售額的百分之一到二，但對於利潤原本就受量大採購的限制下

，對出版商而言在經營上無疑是雪上加霜。而且對於政府的命令下來，出版商其實無

力反抗，若不繳交這項手續費則無法收到書款。 

在鄉鎮統一選書的部分，九十二年是苗栗縣，九十三年是嘉義縣，他們是統一由

政府出錢購書，所以可以由全縣所有的教師一起選書，在以少數服從多數的方式，選

出今年度要選用的教科書。出版商對於這個部分並不是很清楚這項作業流程，但是就

如同保險中的「代位求償」，這個方面出版商認為制度樂於遵守，但結構面必須要要合

理清楚。 

在教材延用的問題及是否一定要選購教科書的方面，其實不需要的書是否需要購

買，認為老師必定是有需要用到書才會選購，但是若不需要其實可以不選購的，例如

：藝能科書籍健體科目，體育可以不用書，但是健康就必須要用到書。 

問題出在法源依據上，政府法令寬鬆，大家各說各話，以出版商而言並無法強迫

老師購書。 

教育部訂價方面，以今年為例審查費上漲百分之六十以上，因此出版商其實根本

無法掌握自己的價格，在費用方面也無法自行控制。 

在贈品方面，大家都認為會送贈品事表示還有利潤，利潤高表示價格高，但依產

業而言，競爭是以生存為考量或是以利益為考量，可以分成兩個部分討論，價格就會

較為合理。例如：百貨公司送贈品，所以東西較貴，可是有些是送完品還有折扣，那

百貨公司的東西價格是不是較貴呢？我們認為這是一種競爭理論而已。 

綜上所述，訴求價格掌控以及明確化，才可以更有效控制教科書的品質。 

 

主席： 

請大家再針對第二點和第三點表達意見，公平會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贈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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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的處理原則其實和教學上贈送教具的部分並不符合，交易上附贈贈品就如麥

當勞的快樂兒童餐贈送贈品，但是送老師贈品的部分其實老師並非買書主體，故此情

況並不適用此處理原則，且贈品價格為不超過二分之一，規範上模糊不易界定清楚（

教具應該算什麼物品的二分之一價值），因此可以說是一種餽贈行為但無法構成此種公

平會處理原則，但是有可能構成第十九條第三款的利誘以爭取交易機會的行為，所謂

的利誘可視為一種無償餽贈。在無償餽贈的部分應跳脫公平會處理原則另行判斷，並

應追究餽贈行為與買賣交易之間的關係是如何發展的。 

實際上我們可以知道其實這方面的確會影響老師的選購決策，但在此提出另一觀

點（與第三點議題相關），其實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教科書市場一般人認為教科書與參考

書其實並非一般的產品，它是一個會影響到文化與教育的產業，所以當市場力量過大

將會影響整個產業。就如同媒體一樣，必須具備足夠的多元性，而不能單獨掌握在單

一廠商。雖然目前是一綱多本編寫教科書的依據，但是如果廠商為獨占，仍會影響到

教育的多元性，問題在於具有此獨特性，因此以教具而言並非單純贈與教師享受用途

，而是具有教育效果進而產生公益方面，因此以一般百貨公司的贈品來處理似乎是不

恰當的，因此教具有可能構成第十九條第三款，但要考慮公益面向與教育的功能，因

此在政策供應面上愈來愈強就愈需要管制，而無法只靠市場力量，因此個人認為日本

的方式在一定程度內是可以參考的。 

牛頓教科書代表： 

牛頓是目前數家業者中唯一只發行自然和數學的專業出版社，個人認為會參與教

科書的編撰必定是具有某些熱忱與理想。在教科書編撰方面必須先有一年的編撰、審

定，在用半年的時間來銷售，但在銷售時對於本數與金額是完全不清楚的。因此銷售

行為已經產商但是價格必須在議價完成後才知道，九十二年度數學教科書一本是一二

○元，國立編譯館一本五年級的數學教科書是二五九元，從數據中我們可以知道其實

政府在大量壓低價格方面是成功的，但我們必須補充說明這些價格上其實是包含一本

全彩的教師手冊以及教具的部分。 

其次是參考書方面，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盜版參考書，而這些盜版是我們的現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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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條文中規範不到的，這些盜版的參考書品質差，價格低，但是家長也有可能會採

購，在此提出上述問題與觀點。 

主席： 

牛頓代表說參考書市場並未有獨占，原因在於市場上有太多的盜版，不知二位著

作權法專家對於參考書編印與教科書著作權法保護間的關係，有何看法？ 

智財局科長： 

第五項議題可分為上半段與下半對來看，上半段：問題點在於審定時就必須加上

的附帶條件，這個部分並無任何意見。 

下半段：是否應修改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其實如果以編寫教科書的部分是完全

沒有問題，而問題出在編寫參考書的部分，目前是完全在法條規定之外的，以四十七

條的立法背景來說，在八十年時訂定立法內容是屬於較簡略的，當時是以編輯教科書

時可以節錄別人的著作。到八十一年時，覺得不合社會需求，因此修法時加以擴大，

在編輯教科書和教師手冊時可以去合理使用他人著作的公開播出及節載。到八十七年

時，再加以擴大編寫教科書以及教師手冊時可以去重製、改作（也就是翻譯）、或是編

輯，但前提是針對要作教科用書籍及教師用的輔助用品，且在作教科用書籍及教師輔

助用品，可以適用前面的規定，而在教學輔助用具方面只有教科書的原編人在針對自

己編寫的教科書做為教學輔助用品時才適用前述的法律授權。而這樣的規定同樣被大

家認為規範過於狹窄，但是我們的法令是參考了日、韓、德國的法律制定，且此條文

最主要為適用教科用書以及教學輔品，和日本法的三十三、三十四條規定相同，教科

書與教師手冊上，韓國法二十三條適用高級中學以上的教科用書，以及德國法用在學

校、教堂、授課用的教科書。 

故目前討論的參考書其實是未包含在法律條文之內的，所以參考書目前的問題在

於 A出版商出版的教科書 B出版商可以用 A出版商出版的教科書來編制教科書，但是

B 出版商是否可以用 A 出版商出版的教科書來編寫參考書？此問題在九十二年修法的

時候有提案到立法院審查，但是並沒有通過，對於是否要修法的部分我們不預設立場

。著作權法的本質內涵是在保護著作人的權益，所以可以從事編輯、改作等，但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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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則無此項權利，同時著作權也保護社會公益，而考量到社會公益方面，大陸法係稱

之為限制，美國的合理使用之意，此種限制在國際公約也有規定，此種限制不可以太

過，必須在一定範圍內。而限制情況有可分為法定授權與強制授權兩種。在強制授權

方面，必須先付權利金才可以使用。而法定授權方面，可以先使用但也必須付款。此

種情形是不可過多，否則就會侵害的原創作人的權益。目前對於合理使用的開放過多

也等於是對著作權人的剝奪與傷害。同時必須視社會需要的程度，以及修法過程其實

是很漫長的，若無法及時解決這項問題，其實以前述的權利金方式也是可以加以考量

的。 

賴文智律師： 

在此探討教科書與參考書之間的關係，例如：教科書與參考書的市場，是否教科

書的售價被往下壓，其實是教科書的成本被灌在參考書上，也就是說教科書很便宜，

而參考書很貴。 

問題 2：目前在編撰參考書的時候有沒有可能不侵害到任何一個版本的教科書而編

撰出參考書來，個人認為是理論上有可能，但實際上可能不實用。以及目前我們應如

何看待參考書，例如：現在是否能只用教科書而不使用參考書，如果可行那麼就沒有

必要將參考書與教科書放在一起討論，除非是某些學科老師認為光看教科書是不夠的

才需要在使用參考書。 

因此重點在於釐清市場上的教科書與參考書之關係，若我使用 A 版教科書卻買了

B版的參考書，實際上是有可能的，所以建議研究應先釐清教科書與參考書的關係。 

在第五題綱的部分：權利金部份認為手段與目的之間是否具備正當性，若有則可

以為之。在著作權法的部分，因為四十七條的原則是著作權的限制及合理使用上的規

定，此種情況下是利用別人的著作時，本質上是屬於公益但其實參考書的部分還是屬

於賺錢的行為，因此條文規定的原因在於市場競爭，因為被審定的教科書是有限的，

而利用此種被審定的地位以及著作權法來防止其他人進入有利益的教科書市場，是基

於競爭關係的考量時，可能不是走法定授權而是走強制授權的部分，就如同我們的音

樂是一樣的。如果是基於市場競爭的考量時應該就不是考慮四十七條的法定授權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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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是以強制授權的規定來看。故應先跟教科書廠商議價，如果無法達成協議，才

向著作權的主管機關申請進行強制授權。而兩者的差異在於：強制授權為行政主管機

關的介入，法定授權走的是合理使用以及公益角度，基本上個人認為參考書似乎不適

合以四十七條規定來解釋。 

台北縣家長會代表： 

參考書在以前有多種的選擇，但開放教科書後，每個出版社對教科書都有專屬的

著作權，但並非品質都很好，且不見得有好的參考書，家長無法選擇，有些民間業者

也想根據教科書來編輯參考書，如果讓其他人也可以編參考書，讓參考書可以多種選

擇，使其在品質上、價格上可以從事競爭，相信對消費者而言是比較重要的。回到第

二點，在議價的時候，往往只審價格，而沒有在品質上斟酌，站在家長的立場，寧可

有較好的教科書品質，可以得到合理的價格，至於對經濟有困難的，應是用補助的方

法，而不是砍頭式的平等。至於贈品，如果競爭僅限於贈品上之競爭，而非品質上之

競爭，則其置家長之利益、立場於何地呢？甚至也不是教師主動要，而是出版社主動

提出，出版社怎麼可能沒有把贈品的成本加諸在教科書價格上！教學用贈品，應由國

家經費解決此一問題，而非透過此出版社以贈品方式解決，否則對家長而言是不公平

的。 

教育部國教司代表： 

日本方面的作法由政府花錢，教師負責選擇教科書，甚至還有教師手冊等，本人

並不清楚。然有關贈品問題，自實務面觀之，學校其實不敢，也無必要，也無機會敢

收受非教學用之贈品。 

第二，教科書出版修改問題，教科書並不需要年年修，這不是市場問題，涉及編

輯、出版、選定，並非絕對是公平競爭問題，各方的訊息在溝通交流上，會有誤差。

基本上，教育部之立場是不希望參考書成為教學進度之安排，不建議參考書和課堂內

容有任何關連。 

主席： 

今天即使參考書可以依照教育部的課程大綱編，然而與教科書內容不同，一樣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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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買，因為無法依照這個參考書去考試。第二個問題，補習教育現實存在，但是著

作權法對其編輯參考書有所限制，這時候著作權法應如何看待。 

賴文智律師： 

如果章節排列完全一樣，我認為仍然是 idea 的部分，不受著作權法保護，但如何

具體表達各章節的之內容，有無可能在不侵害某版本教科書著作權的情況下，去編出

那一版本的參考書，這癥結點還是在學校出題的問題，亦即學校老師沒有參考該版本

教科書的參考書內容而去出題的話，往往會產生許多困擾，也因此，許多參考書業者

會盡量的依照該版本的教科書內容去編，以致產生許多盜版問題。這個問題，其實如

果老師不去參考特定版本教科書的參考書出題的話，將比較不會出現這個問題。 

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代表： 

針對題綱二所謂贈品多為順暢教學之用，教師可能會認為贈品屬學校之公共財產

，建議以後贈品可直接移交學校。 

參考書以前稱之為自修，我國現在是所謂的大鍋飯教育，多元教學，自修之必要

性係應列入考量的，尤其作為教學之必需品：教具，自修，教學用品，在現在升學主

義下的社會係有其必要性的。 

呼應第五點，理想性過高，因為教育部現在只有指定教科書，有關自修部分並不

承認。然有關參考書（自修）之內容，如果沒有跟教科書之內容相對應，小孩子會混

亂。 

智慧財產局代表： 

著作權人的權利本來就要給予保護，但要均衡，所以有強制授權。但現在問題是

參考書，並非基於公益，所以沒有合理使用或強制授權問題，著作權人本來就有權利

選擇是否授權給參考書編輯者。著作權法本來就是保護表達，用不同的表達方式，本

來就不同的著作權，如此也才是多元化。 

南一書局代表： 

回應賴文智律師，未編教科書之出版商，也可編出理想之參考書，但是從學校所

選用的教科書版本編訂，目前教科書有五六家業者，但參考書業者大概有他的四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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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約二十幾家，故題綱五之前半實無討論之必要。 

康軒出版社代表： 

題綱五並不重要。 

有關贈品問題，只要學校要，那個書商會不給嗎？書本有毀損要換，書商敢不換

嗎？書商並沒有那麼惡質。 

針對盜版的業者，如果其品質沒有教科書好，就會被自然淘汰。 

贈品一般都是對教學有用，並非賄賂。 

台北縣家長長會代表： 

有些家長會反映沒有教科書相對應的自修，向書商反映，書商表示庫藏還很多，

但是業務人員表示，如果賣了一百本教科書，頂多近三十本自修，但是講義、考卷會

多進一點，這個現實的問題，很多學校都會發生。其次有關教學配備、教師手冊等花

費，是否應該由政府來出，使教師教學品質更好，且形象更受肯定。 

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代表： 

目前有關國中採購教科書有個特色，台北市教科書的採購，因為老師怕到，結果決定

第一年用 A版本、第二年用 B版本、第三年月 C版本，完全沒有品質可言。 

針對題綱五，本次所提之判決對廠商相當有利，如果教科書已經被壓低價格，不

妨從參考書市場著手。 

主席：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的參與和踴躍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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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科書業における特定の不公正な取引方法（昭和三十一年十二月二十日） 

公正取引委員会告示第五号 

一  小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及びこれらに準ずる学校において使用する

教科書（以下「教科書」という。）の発行または販売を業とする者が、

直接であると間接であるとを問わず、教科書を使用するものまたは教科

書の選択に関与するもの（以下「使用者または選択関係者」という。）

に対し、自己または特定の者の発行する教科書の使用または選択を勧誘

する手段として、金銭、物品、応その他これらに類似する経済上の利益

を供与し、または供与することを申し出ること。 

教科書の発行を業とする者が、直接であると間接であるとを問わず、

教科書の使用者または選択関係者に対し、教科書以外の書籍雑誌、教材、

教具等の販売に関し、金銭、物品、 応その他これらに類似する経済上の

利益を供与し、または供与することを申し出て、これらのものに、その

発行する教科書の使用または選択を勧誘すること。 

二  教科書の発行を業とする者が、直接であると間接であるとを問わず、

教科書の販売を業とする者に対し、使用者または選択関係者が自己の発

行する教科書を使用し、または選択するよう勧誘させるため、金銭、物

品、 応その他これらに類似する経済上の利益を供与し、または供与する

ことを申し出ること。 

三  教科書の発行を業とする者が、直接であると間接であるとを問わず、

他の教科書の発行を業とする者またはその発行する教科書を中傷し、 そ

の他不正な手段をもつて、他の者の発行する教科書の使用または選択を

妨害するこ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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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教科書採択の公正確保 

一、見本は、一定の制限部数の範囲内で教育委員会や教科書展示会へ送付できる

こととしますが、教師用指導書及び検定申請図書（いわゆる「白表紙」）の献本等

は一切禁止します。 

二、発行者が主催し又は関与する講習会、研究会等の開催は一切禁止します。 

三、文部科学省において、各発行者が作成した教科書編集趣意書を集録・周知す

ることにより、各発行者が作成する宣伝用パンフレット等の配布について極力自粛

を求めます。 

四、採択関係者に影響力を有する教職関係者等を宣伝活動に従事させることを禁

止するとともに、その他の宣伝従事者についても削減に努めるよう指導します。ま

た、教科書の編集者・著作者が採択に関与することを排除します。 

 164



 

附件四 問卷調查問卷（國中教師）  

 

訪問注意事項：這是公平會委託有關國中參考書使用情形的調查，因為參

考書的使用問題較為敏感，請您親自或透過電話訪問熟識的國中教師，以

取得真實的資料。謝謝！  

訪問題目：  

1.  任教科目：□國文   □英文   □數學   □自然   □社會  

＜注意：若該位教師擔任兩科或兩科以上者，請對方選擇主要任教科

目＞  

2.  任教年級：□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注意：若該位教師擔任兩個年級或以上的科任者，請對方選取主要

任教年級＞  

3.  所任教國中位於：      縣 /市   係屬：□市區   □郊區   □鄉下地區  

4.  有無使用參考書：□有   □無  

5.  有無使用測驗卷：□有   □無  

6.  任教班級升學的比率：  

＜請受訪教師估計班上同學中升學的比例＞  

7.  參考書的使用對同學的升學有無幫助：  

＜請受訪教師由 0 到 10 之間選擇， 0 表示完全沒有幫助、 10 表示極有

幫助＞  

8.  參考書的使用對同學的學測成績有無幫助：  

＜請受訪教師由 0 到 10 之間選擇， 0 表示完全沒有幫助、 10 表示極有

幫助＞  

9.  任教班級訂購講義的比例：  

＜請受訪教師估計班上同學中訂購講義的比例＞  

10.  講義購買方式：□班上統一訂購   □同學自行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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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您會不會使用到總複習版本的參考書？為什麼？  

12.  關於國內教科書、參考書的版本與價格，有沒有任何意見：  

13.  您的意見對於調查資料的蒐集非常重要，若您願意的話，可否留下您

的聯絡電話，日後若需進一步的資料，再與您聯絡，願意的話，請留

下以下資料：  

姓名：          老師   

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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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問卷調查問卷（家長）  

 

訪問注意事項：這是公平會委託有關國中參考書使用情形的調查，因為部

份問題涉個人基本資料，請您親自或透過電話訪問熟識的國中生家長，以

取得真實的資料。謝謝！  

訪問題目：  

1.  您的小孩目前就讀於國中幾年級：  

      縣 /市      國中□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該國中位於：□市區   □郊區   □鄉下地區  

2.  請問您家中全年年收入約：      元  

3.  請問您希望家中小朋友日後最終學歷：  

4.  有關各科目的參考書﹐請您依小孩平均每學期的購買金額填答：  

科目  相關參考書購買金額  

國文   

英文   

數學   

自然   

社會   

5.  相關參考書的購買，主要係依誰的意見為主：□學校老師決定   □小

朋友自己決定   □父母決定  

6.  對於相關參考書的價格，您覺得：□貴   □略貴   □還好   □便宜   □

沒有意見  

7.  您對於書商於參考書的訂價有何看法：  

8.  您會不會購買總複習版本的參考書供小朋友參考？為什麼？  

您對於教科書與參考書相關議題有無任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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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字：公平交易法、教科書、參考書、關鍵設施、鎖住  

屬於國民義務教育之國民中小學教育，近年來迭有重大變革，其中之

一厥為教科書編撰印行的開放與自由化。早期，因特定時空背景與政策要

求，中小學教科書由教育主管機關國立編譯館統一編撰、印行，之後再交

由各校及學子使用。惟自一九八０年代末期起，在各種自由化、多元化與

解除管制政策潮流的衝擊下，不僅於經濟政策上出現以「競爭為主、管制

為輔」之聲浪，而有一九九二年公平交易法的正式施行與公平交易委員會

的成立，賦予維繫我國市場上之競爭秩序。於教育政策上，亦有不少識者

呼籲，應對過去以管制為基本理念的政策思想，予以徹底改革，以配合我

國政經體制民主化、自由化時代之來臨。於此教育改革政策思潮下，對過

去全國獨一的中小學教科書編撰印行體制，反省、變革之聲浪逐漸升高，

要求教科書不應全國統一，而應配合不同學習、學區特性之需求，而有多

元化、學區特化之教科書的編撰與印行，且其採用不應有上而下的齊頭式

統一，而應由現場工作者之教師與家長等，基於區域特性及學習能力與發

展，做出對於學子最有利之選擇。  

於此情勢發展下，自民國八十五年起教育主管機關遂逐漸開放民間業

者編撰中小學教科書，經教育主管機關審查合格後，印行交各校選擇使用，

且配合九十一年起國民中小學課程全面實施「九年一貫課程」，教育主管機

關不再編撰教科書，全面開放民間業者編撰印行。鑑於此一教科書龐大市

場之形成，及與之形成互補關係之參考書市場所糾葛的鉅額利益，不僅於

本市場開放前，已見有相關業者相互結合現象之發生，而使得教科書市場

有逐漸走向寡占化之趨勢，在教科書市場開放後，各家廠商莫不卯足全力，

搶攻該當市場，時而有不當競爭行為之發生，導致社會各界詬病。  

針對此一激烈競爭情勢，除有教育主管機關重申教科書之採用應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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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二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書，由學校校

務會議訂定辦法公開選用之。」之立法精神，以公開、公正、客觀之方法為

之外，公平會亦鑑於教科書出版廠商屢屢以不當贈品或利益之餽贈等不公

平競爭方法，扭曲教科書選用決定，為端正此等不當競爭行為、因應各界

要求，乃於民國八十九年訂定「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小學教科

書出版事業銷售行為之規範說明」，首先針對國小教科書市場競爭行為予以

規範，其後於九十一年時進行修正，並將規範對象擴及於國民中學之教科

書，而為「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出版事業銷售行

為之規範說明」。雖有教育主管機關與公平會所為如此因應措施，惟就邇來

公平會實務處分案例以觀，中小學教科書出版商間為爭奪市場而為之不當

競爭行為，並未因此而告休止，反而因為民國九十一年的全面開放，而出

現另外一波的競爭高潮。  

另一方面，由於前述教科書相關業者結合所致的市場寡占化傾向，使

得教科書事業擁有高度的市場力，而於教科書銷售、議價等交易中，享有

相當程度的優勢地位。結果導致，為對抗此一優勢地位，原本屬地方政府

及各校權責的教科書採購，自九十一學年度由全國各縣市組成「教科書採

購聯合委員會」，統一與教科書業者就教科書價格進行議價，各地方政府或

學校不再單獨和教科書業者議價。毫無疑問地，此種對抗力（ countervail ing 

power）的形成，在某種程度上可以制衡教科書業者於此市場上所享有的優

勢地位，然而卻也至少衍生出二種問題。  

首先，在公平會實務運作向來認為政府採購行為亦受公平法規範的前

提下，此種聯合採購是否該當於公平法第七條所規定之聯合行為，而有違

法之虞。其次，縱使聯合採購於某種程度上，有效地降低了教科書售價，

然而與教科書處於互補關係之參考書價格，卻可能因此提高，對此情形，

教育主管機關僅以參考書屬輔助性質、可用可不用，其價格高漲與聯合議

價並無必然關連回應。教科書業者之所以可以任意提高參考書售價，不外

 172 



乎因其於參考書市場上享有更大的市場力之故。教育主管機關在鼓勵各縣

市政府組成聯合議價委員會的同時，對可能因此所生之副作用，似處於漠

視狀態。對此問題，公平法有無介入空間，亦實有探討之必要。  

經過本研究之檢討發現，教科書、參考書市場之競爭問題，非常的錯

綜複雜。一方面，因為審定制度的採用加上業界有意的結合作為，使得教

科書市場之事業數受當相當的侷限，且由於未如同一般先進國家對教科書

採取無償給付制度，使得教科書選用與對價支付二者徹底的分離，此一情

事不僅導致市場競爭集中於各校教科書選用過程中，對於公平法以交易相

對人存在為規範前提之相關規定的適用，亦帶來重大挑戰。同時，為對抗

因審定制度等所帶來的教科書出版事業所擁有的交易優勢地位，而在教育

主管機關鼓勵下組成的聯合採購委員會或其所為之聯合議價行為，實有高

度牴觸公平法第十四條對於聯合行為之禁制，但不僅各縣市政府，連居於

指導地位之教育主管機關對此似乎漠不關心，理由耐人尋味。  

另一方面，教育主管機關對於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競爭的漠視，不僅

限於上述之聯合議價問題，對於因其所主導之審定制度所引發教科書與參

考書間的鎖住問題，以及因此所導致教科書出版事業於參考書市場上享有

幾近百分之百的獨占地位，並濫用此一獨占地位調漲參考書價格之情事，

教育主管機關僅以一句「無必然關係」，蹴之九天之外。當然，對於教科書、

參考書出版事業類此之濫用獨占地位行為，公平會不僅可以利用鎖住理論

以認定其獨占地位之存在，對其漲價行為處以公平法第十條第二款之規

定，更可利用關鍵設施理論以迎戰出版事業可能主張的權利正當行使抗

辯，而對於拒絕授權他人編寫參考書之教科書出版事業，以其拒絕授權行

為違反公平法第十條第一款規定，間接地強制其授權。此際，若使出版事

業因上一會計年度的總銷售額未達新台幣十億元，而依公平法第五條之一

第二項被排除於獨占事業的認定範圍外，但仍不妨礙公平會可利用公平法

第二十四條，對其此種濫用優勢地位行為，予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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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對於教科書、參考書市場上所存在之複雜競爭問題，公平會在

其歷來之處分案與「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

科書參考書之銷售行為適法性行業警示」、「公平交易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

民中小學教科書出版事業銷售行為之規範說明」中，都殫精竭慮、戒慎恐

懼的想要藉由處分或行政指導等，以回復市場健全的競爭秩序。惟鑑於教

科書、參考書市場的特殊性，公平會無論如何努力，都難能有效破除參考

書市場所存在之獨占結構，當此一獨占結構乃係教科書市場贈品、甚至是

賄賂競爭等萬惡之根源時，解決此一問題的根本之道，公平會有三個選擇：

首先，聯合教育主管機關與著作權主管機關協商，促成前述著作權法第四

十七條之修正；其次，建議教育主管機關於核定教科書之際，附加負擔，

令他人得於支付合理的報酬下，可自由編寫參考書；最後，適當地運用第

四章所建議之「關鍵設施」理論，強制教科書出版事業進行授權，令有志

之士得以編寫參考書。  

就本研究之立場而言，鑑於強制授權的最後手段性，較佳的解決方向，

還是應促成著作權法的修正，或要求教育主管機關修正其審定作業方式，

於核准審定時附加特定負擔，如果此等目標因特殊利益團體的抵制，而海

市蜃樓、遙遙無期時，以維持市場競爭秩序為己任之公平會，就有必要祭

出尚方寶劍，以關鍵設施理論為據，強制授權了。而適用關鍵設施之前提，

乃是公平會必須深刻體認到鎖住現象在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競爭行為規範

上的重要性，因鎖住理論之適用，乃能順利地認定出版事業於參考書市場

上所擁有的絕對獨占地位。於此之前，若有必要對於初級市場之教科書本

身所生的「贈品」亂象，先來個震撼療法，平息社會各界對此之不滿，則

應深切體認到教科書市場上的「贈品」行為之性質，與一般交易時之贈品

行為迥然不同，而趨近於「賄賂」行為，其本身即帶有惡質的反社會倫理

性，任何對教師、學校、校務會議成員所為的任何贈品等經濟利益提供行

為，不論其價值多寡，只要是非經教育主管機關核可者，一律當然違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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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法第二十四條之禁制規定，無由寬貸。  

於此認識下，不論是公平會所公布之「規範說明」、抑或是「行業警示」，

似乎花太多篇幅在重述原本即存在於公平法或其施行細則內的規定，微有

喪失其針對特別行業之特殊競爭行為予以「說明」或「警示」的意義。或

許未來，於「規範說明」或「行業警示」中，捨棄通用於所有行業之說明

及規範內容，而將重心集中於分析鎖住理論適用於教科書、參考書市場之

原因，為何教科書出版事業於參考書市場上擁有獨占地位之理由，而且說

明所謂「贈品」等經濟利益提供行為的「賄賂」性，任何經濟利益提供行

為不論價值多寡，立即當然違法。若使教科書、參考書市場競爭問題癥結

的解開，在於上述鎖住現象、「贈品」行為的「賄賂」性，則任何行政規則

或指導都應將掌握問題核心，針對此等問題癥結，予以說明、分析，方能

真正發揮、凸顯其為特定行業的特殊競爭行為而訂定行政規則、進行行政

指導之意義與價值。  

另一方面，鑑於現今所存在之教科書、參考書市場上的各種問題，其

真正起因乃係源自於教育主管機關審定制度等之政策，從而若欲正本清

源，教育主管機關亦應有非常之作為與措施，以貫徹國民義務交易之理念

與精神，而不應視而不見或拱手作壁上觀，將全部責任加諸公平會。此際，

教育主管機關應有之作為有三：  

首先，當教育主管機關所主導的聯合議價機制引發可能違法公平法聯

合行為規制之疑慮時，其應再向公平會確認該當聯合議價行為於公平法上

的適法性。甚而，當此聯合議價機制並不受教師界歡迎，且引發參考書市

場的價格高漲，並因此愈加導致城鄉間學習效果差距的加深，教育主管機

關或應再深入檢討此一議價機制所引起之負面效果，如若依舊認為此一機

制有其存續必要，則應於合法的前提下，檢討修正其作法，並設法彌補上

述城鄉間鴻溝的擴大。更者，若引起聯合議價之根本原因，在於教科書之

最終購買主體乃是學生（家長），則根絕上開聯合議價行為所引起的各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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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當是仿照先進國家制度，由教育主管機關統一編列預算購買教科書，

並分送義務教務之學子。如此一來，不僅可以落實所謂義務教育之理念，

亦因採購已係由教育主管機關本身統一為之，從而無「聯合」之必要，徹

底解決聯合議價機制可能引發的公平法違反之疑慮。  

其次，當現行出版事業於參考書市場獨占地位之擁有，不少部分係緣

起於教育主管機關的教科書審定制度時，教育主管機關實不能再以一語參

考書「可用可不用」卸責。當對於部分學子而言，參考書係為增進學習能

力及效果所必要之輔助教材時，如同教育主管機關於開放民間業者編印教

科書時之理念一樣，如何藉由競爭方式提升參考書之品質，教育主管機關

亦應正視之。此時，或可思考於未來，針對審定本教科書之出版事業，於

核准其審定時附加條件或負擔，要求其於收取由教育主管機關所定的合理

報酬下，應容許他人可準據其教科書編印參考書。若使教育主管機關認為

修正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規定，更可達成促進參考書市場競爭、達到提升

品質之目的，則應積極聯合公平會說服著作權主管機關，研擬著作權法上

開條文之修正。  

最後，當相關教材、教具、使用手冊等確屬於提升教學成效和品質所

需，則應積極編列預算由教育主管機關或各縣市政府統一購買，分送各校，

貫徹義務教育之精神與理念。勿令認真教學、致力於提升教學成效之教師，

因自身或學校方面接受出版事業餽贈，而遭誤認與出版事業間有所掛勾，

慘遭污名化。因此，若使教育主管機關決意統一編列預算購買教學所需教

材等、分送各校時，亦應同時發文各校嚴禁再接受廠商的任何餽贈；另一

方面，如若教育主管機關因預算分配問題而於短期內無法統一購置此類教

材等時，則應訂出明確的指導綱領，告知學校或教師可為教學之用，收受

何種教材、教具、使用手冊、參考書籍及其數量，只要於此範圍內所收之

教材等，不僅無有接受賄賂之嫌，亦將因有此教育主管機關綱領的存在，

使得此等教材等之收受，得不受公平法之適用，於免除教師或學校可能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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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當誤會的同時，亦同時解除渠等與出版事業可能有的公平法違反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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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textbook、reference book 

The deregulation of  textbook editing by private sector for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commenced in Taiwan since 1996, and the competent education authority 
terminates issu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textbooks in 2002. The textbook adoption 
brings a lot of  peculiar benefit to publishers since it initiates a lot of  reference books 
purchase. Lecturers and students are hard to transfer to different publisher’s reference 
books if  they use a specific publisher’s textbook. Thus, the adoption of  textbooks 
dominates the outcome of  the publisher’s profit. The expectation to the upcoming 
commercial benefit from the deregulation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textbook editing 
makes some publishers integrate together and drives the textbook publishing industry 
oligopolic. 
 

Due to the publishing industry’s oligopolistic characteristics, the textbook 
publishers in Taiwan have strong market power in textbook market, and those major 
publishers contend with each other in a diversified promotion activities except price 
competition. Publishers may influence the decision process of  textbook adoption by 
providing different format of  teaching tools and material with (a lot of) peculiar value to 
some schools and some specific lecturers. Although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units like 
the elementary schools or junior high schools could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of  the 
textbook’s adoption, the collective textbook purchasing committee which organizes all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units in every county born a little of  countervailing power to 
drive publishers to lower their textbook prices. However, publishers could compensate 
their loss from textbook sales by means of  raising the price of  reference books, which is 
a complementary material of  textbooks.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phenomenon, we would like to propos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toward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and the competent educational 
authority. 
 

Regarding to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here are five suggestions:  
 

First, modification of  Act 47 of  Copy Right Law. 
 

Second, taking the lock-in effect between textbooks and reference book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should regulate the raise of  prices of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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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the essential facility doctrine provides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he legal 
position to deliver the following message to the competent education authority: “When 
they permit the publication of  a textbook, it should force its publishers to allow other 
publisher(s) to publish its reference book in some legal licensing contracts, since it helps 
the reference book market competes efficiently.”  
 

Fourth,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should prohibit all possible side payments from 
publishers to lecturers, schools or the textbook adoption committee.  
 

Fifth,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should make sure if  the organized collective 
purchase behavior breaks the fair trade act or not. 
 

There are three ways concerning what the competent educational authority should 
do. 
 

First, the competent educational authority should introspect its leading collective 
bargaining mechanism, which might arouse possible doubts concerning violation of  Fair 
Trade Law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the soaring price of  the 
textbook market causing by its collective purchasing behavior. The competent 
educational authority ought to face this problem and figure out the best solutions. For 
example, the competent educational authority could purchase textbooks by proposing 
projects and dispense them to students under compulsory education to dissolve the 
uncertain doubts concerning breaking Fair Law.  
 

Second,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competent educational authority be aware of  the 
probability of  the textbooks published by certain publishers could monopolize the 
textbook market as a result of  the textbook permission committee. The competent 
educational authority should clearly state in the verifying procedure that any approved 
and examined textbook ought to allow others to edit and publish reference books on its 
basis,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constructive competition of  the reference book market. 
 

Third, the competent educational authority should propose projects positively to 
enable competent authorities, city or county governments to purchase tools that help 
improving teaching effects such as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tools, teachers’ manuals 
etc, by collective purchase and dispensing to each school, teachers could avoid misleading 
links with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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