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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流通業經營行為之法規規範研究 

第一章 問題提起與研究架構 

 

第一節  問題提起 
    過去，競爭政策上關於市場優勢地位或市場支配地位之關心，多集中

於利用規模經濟之特質，在大量生產體制下，擁有高度市場佔有率的製造

業者。在此思考方向下，扮演著製造業者與最終消費者間之仲介角色的流

通業者，時而被賦予重大的期待，希望藉由其功能之發揮，對具有強勢地

位的製造業者造成一股「抗衡力量」（Countervailing Power）
1，以牽制

製造業者之市場支配力，防止其肆意提高商品價格。然而，此種對流通業

者功能的期待，最近似乎有逐漸轉變的趨勢。原因在於，各國流通業界近

年來出現漸次集中的傾向，流通業者從過去以中小業者為主的產業結構，

逐漸轉變成為大型加盟超商或大型賣場躍居主流之結構。根據「經濟合作

暨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之統計資料顯示，在各主要國家零售市場上，此類大型流通業者的

市場佔有率超過百分之五十
2。  

在如此情勢發展下，流通業者不再僅是扮演居於製造業者與最終消費

                                         
1  有關此一「抗衡力量」概念內容之闡述，參照 John K. Galbraith, 

Amer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 (2nd ed., 

1956)。 
2 SeeOECD,Best Practice Roundtables─ Buying Power of Multiproduct 

Retailers（DAFFE/CLP(99)21）,at 16, available at 

< http://www.oecd.org/daf/clp/Roundtables/buying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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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間之仲介角色，其時而利用各種促銷活動刺激消費欲望，時而運用複雜

的流通技術，控制、掌握商品的銷售數量、地區及範圍。對不少製造業者

而言，沒有此類大型流通業者，其商品市場將無法順利迅速拓展，公司存

續在某種意義上不得不仰賴此等流通業者 3。甚者，當大型流通業者除了

扮演其傳統的商品媒介角、銷售色外，更進一步發展出「自有品牌」商品

時，在於製造業者的關係上，其以演變成為製造業者的「競爭者」，而非上

下游製造、銷售之關係。 

一般而言，導致流通業產業結構集中、抬高流通業者市場地位之原因

有三：（1）消費習慣的改變；（2）資訊科技的運用；（3）行銷過程逐漸複

雜化
4。首先，由於工作型態、地理分佈、運輸工具等的轉變，愈來愈多

消費者希望「一店到底」的購買方式（one-stop shopping），商品式樣、

數量豐富的大型流通業者，最能滿足此種需求。其次，由於資訊科技（特

別是point of sale scanning）的發達，不僅促使流通業界中規模經濟效

應愈來愈趨重要，而且使得流通業者更能掌握重要的消費資訊，令其在與

製造業者的關係上，立於資訊優勢之地位。最後，由於整體行銷過程及技

術愈來愈區複雜，製造業者對行銷過程的控制能力逐漸衰退，使得流通業

者的角色較諸以往更形重要。 

在上述各種情勢的演變下，傳統的製造業優勢、流通業弱勢的景況，

                                         
3 論者對此有精彩的描述，其謂：「Modern retailers are not al all 

transparent to the manufacturer and they are making efforts to become 

even more opaque. They have woken up to the value of their contact 

with the consumer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rketing variables 

(price, display, promotions) under their control. As they begin to 

manipulate these marketing variables to further their own objectives, 

they construct an obstacle between the manufacturers and the end 

consumer‧‧‧」。See Judith Corstjens and Marcel Corstjens, Store 

Wars – The Battle for Mindspace and Shelfspace 5 (1995). 
4 OECD, supra note 2, 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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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尚無法稱之為丕然一變，但對各國競爭政策主管機關的執法方向，卻

帶來非常重大的衝擊。較諸過去僅側重於如何防止製造業者濫用其市場支

配地位的執法態度，現今主要國家競爭政策主管機關紛紛將矛頭指向大型

流通業者，致力於思考如何避免其因市場集中所取得的優勢地位，不當榨

取製造業者、尤其是中小型製造商的獲利 5。換句話說，最近各國競爭政

策的討論重心，有從過去「賣方優勢」（seller power）移轉到現今的「買

方優勢」（buyer power or buying power）之傾向。 

根據研究指出，在買方優勢的情況下，買方行為在競爭政策上可能產

生問題者，有下列九種類型：（1）上架費（slotting allowances）之收取；

（2）排他性交易行為；（3）附條件之購買行為（conditional purchase 

behaviour）；（4）仿冒行為（cloning behaviour）；（5）共同聯合行銷（joint 

marketing）；（6）掠奪性購買行為（predatory buying of inputs）；（7）

策略性的購買必要設施之行為（strategic purchasing of facilities）；

（8）互惠交易（reciprocal dealing）；（9）不當交易條件（terms of 

business）
6。 

上述各類行為中，第二類至第八類行為，傳統上即屬於競爭法之規範

對象，雖然行為主體由賣方轉為買方，但基本上各該行為之所以違法，乃

                                         
5 前揭註 2 所舉 OECD 競爭政策及競爭法委員會有關大型流通業者與競爭政

策關係之研討會，即為此一趨勢發展之結果。此外，歐盟會員國亦於一九

九五年舉辦有關競爭法研討會時，即將此一課題列為重要討論議題之一，

參 照 Claus Dierter Ehlermann and Laraine L. Laudati (eds),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Competition Forum (1997)一書中，第三

部份（Part 3）關於「經濟依賴」（economic dependence）之論述。 
6  See Paul Dobson, Michael Waterson, and Alex Chu, The Welfare 

Consequences of the Exercise of Buyer Power (1998), at 22-25, 

available at 

<http://www.oft.gov.uk/html/rsearch/reports/oft23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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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其對各該市場帶來了限制競爭的效果（第四種類行之仿冒行為除

外），於競爭法之適用上，並未出現特別困難的課題。相對於此，第一項的

上架費與第九項的不當交易條件，例如我國便利超商加盟連鎖市場上經常

收取的「獎勵金」、「推廣費」、「贊助金」等交易條件，此等在一般買賣差

價盈餘外，另行收取之「附加費用」，其行為形式雖然與排他性交易等垂直

交易限制行為一樣，同樣發生於上、下游交易業者間，但與垂直性交易限

制大異其趣，其並不直接對各該市場競爭產生限制效果，從而傳統上以維

護自由競爭秩序為主的各國競爭法制，在適用上就碰到一定的界限。另一

方面，以維護公平競爭或效能競爭為職志的不公平競爭防止法制，基本上

乃以禁止具有「競爭關係」間的事業，利用不公平競爭手段，不當取得競

爭優勢；然而，當附加費用之收取，並非為在與其他競爭業者之關係上，

取得優勢，而僅係在當事人間產生所得再分配的效果時，不公平競爭法制

似乎又無用武之地。 

在此情況下，若流通業者向製造業者等供貨廠商收取附加費用之舉

動，在其收取並非出自供後者主動、自願的繳付時，我們通常都會直覺地

認為，二者之間存在著「不公平交易」行為。但是，當我們仔細從公平交

易法維護自由且公平的競爭秩序之觀點，審視該當交易之違法性時，卻對

於適用哪一個法條以為規範，產生迷惑。職是之故，當流通業者收取附加

費用行為已成一般慣行時，究竟該當行為在公平交易法以及競爭政策上的

定性、定位如何，就有深入探討的必要了。基於此一問題意識，本研究擬

從法學與經營學之角度，主要針對流通業者附加費用附加費用收取行為的

合理性及合法性，進行檢討，希冀對公平交易法未來有關此等附加費用收

取行為，提供一個規範方向與具體的規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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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針對前述流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行為在公平交易法上之定性、定位、

規範方向、規範方式等問題，本研究不僅試圖從研究各國法制有關此之規

範內容的比較法學方法作為問題發現與解決之參酌指標；並將應用經營學

之觀點與實證研究方式，具體地研析附加費用在商品流通管道中之意涵、

其收取對供貨廠商、流通業者及消費者可能帶來的各種影響；最後，並試

圖探討各種公平交易法規範方式本身可能產生之成本，對企業經營模式可

能帶來的影響和變化。在整合法學的理念規範分析與經營學的實證研究二

者之結果後，本研究深信將能確切捕捉附加費用收取行為問題中心之所

在，並以此為基礎提出符合我國流通業界限狀的規範建言。 

為實現前述目的，本研究首先在第一篇「流通業經營行為之法規規範

研究」中，分為三章，探討競爭法制之規範理念與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之關

係、我國及主要國家現行法制之規範內容等課題。首先，在第二章「附加

費用與公平交易法之規範理念」中，從公平交易法之規範理念，檢討附加

費用收取行為在公平交易法中之定性、定位問題；其次，在第三章中，就

美國、歐陸國家（德、法、葡）及日本等國之公平交易法制如何規範附加

費用收取行為，予以個別分析，各節將先行就各國現行法之規範內容加以

闡述，爾後再提出有關此等法條的具體適用案例，釐清條文實際適用上的

界限及問題點；最後，在第四章「我國公平交易法對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之

規範」中，就我國公平交易法條文進行檢討，分析在現行規範架構下，何

種條文可以用來管制不當的附加費用收取行為。 

第二篇「流通業經營行為之調查研究」中，從經營學的觀點，分析附

加費用在我國流通業界中所扮演之角色、對經濟效率或消費者福利可能帶

來之影響等課題。第五章「研究背景與研究設計」，從經營學之觀點出發，

闡述本研究課題發生之背景原因及本研究之分析方法；第六章「資料分析

與建議」，則基於第五章之研究理論基礎及問卷調查、實地訪查等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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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釐清現行我國流通業界附加費用收取行為所衍生之弊端，並從經營

學觀點對此提出一定的改善建言。 

最後，第三篇「公平交易法對流通業經營行為應有之規範」則結合上

述法學與經營學研究之成果，試圖提出三種不同的規範模式建言─自律規

範、程序規範及實體規範，並研究其各自在法理上及經營實務上之意義和

影響，以供公平交易委員會在衡量與其他政策間之關連後，選出最符合我

國公平交易法之規範方式。 

為求能順利遂行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乃分為法學專業與經營學專

業，分別投入下列人力。在法律規範分析方面，主要由淡江大學日本研究

所黃銘傑副教授負責，並輔以該所碩士研究生方建忠、楊光華二人，協同

研究。在經營實證調查研究分析方面，主要由台北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所

長黃營杉教授負責，並輔以該所博士班吳師豪、碩士生林雅茵二人，協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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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附加費用與公平交易法之規範理念 

本章目的在於從公平交易法之規範理念，檢視附加費用收取行為對競

爭機制可能帶來的不當影響，以做為理解各國有關於此之法律規範的基

礎。一般認為，公平交易法之保護法益有二，一為保護自由競爭，一為維

持公平競爭；此由公平交易法第二章章名「獨占、結合、聯合行為」及第

三章章名「不公平競爭」之分，亦可窺知 7。本章第一、二節即從自由競

爭與公平競爭二者之規範意涵，分析附加費用收取行為與其之間的關係，

而在傳統的自由競爭或公平競爭概念無法做為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之規範基

礎時，我們就必須另闢蹊徑，尋找出符合公平交易法整體規範理念之理論

基礎，在第三節中，對此將會有詳細的分析。 

 

第一節  自由競爭之保護 
    公平交易法第二條對「競爭」做如此之定義：「本法所稱競爭，謂二以

                                         
7 當然，此一區分並不表示，第三章不公平競爭之規範條文中，不含有有

關自由競爭規範者，在八十八年二月三日修正公佈的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

本文中，有關市場效果之要件，從過去僅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要件，

追加了「限制競爭之虞」的新要件，以更為明確的用語，表現出第十九條

規範行為客體不僅限於不公平競爭行為，亦含括限制自由競爭之行為。此

外，公平交易法第十八條有關維持轉售價格之規定，在其他國家都視為垂

直的競爭限制行為，我國法制亦無特殊理由可以自外於此種規範體系，促

而第十八條規定基本上亦應視為屬於有關自由競爭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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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利之價格、數量、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

易之行為。」此一競爭定義，將事業在市場上為爭取顧客而相互競賽之動

態畫面，清楚地刻畫出來，但光是依靠此項定義，我們實無法得知其與「自

由競爭」中之「自由」的確切關連。因此，一般有認為本條規定之競爭定

義，乃所謂「效能競爭」之概念，與公平競爭具有同樣之意涵 8。由此可

知，公平交易法第二條競爭之定義，主要著眼點在於競爭手段是否公平的

問題，是一種動態性的競爭定義。但是，在極端之市場上只有一家獨占事

業之情形下，顯然本條定義前提之「二以上事業」要件並不存在，動態的

競爭行為當然亦無存在之空間。由此可以窺知，動態的「公平競爭」實只

有在「自由競爭」存在的情況下，始有活動之空間，而所謂「自由競爭」

者，無非是諸多動態的競爭行為所集合之「靜態的競爭狀態」
9。在此理解

下，我們可以更進一步分析，公平交易法保護「自由競爭」之理念及方式

為何。 

    如果說，「自由競爭」是許許多多「公平競爭」活動的集合狀態，那麼

「自由競爭」所懼怕者，無非是此種「公平競爭」活動的自由狀態受到人

為的限制，使得一般我們所謂的「市場機制」無法發揮其預期功能。換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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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狀況之發生原因可以大別為二種情形，一種是因為事業經由內在的自主努

力而擴大事業版圖，最極端者乃達到一家獨占之地位；另一種情形則是市

場上雖然存在著不少可以自由從事公平競爭活動的事業，但此等事業卻以

外在的協議同意消除彼此間的競爭活動，人為地形成為一獨占體，此種舉

動可能是公平交易法上所謂的結合行為，也可能是所謂的聯合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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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易季刊創刊號，頁 2，一九九二。 
9 有關此二種不同的競爭概念之內容，參照今村成和，獨占禁止法，頁

46-49，有斐閣，一九七八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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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此時對自由競爭產生不當影響者，無須要求其定要符合一家獨

占之情形，只要一家事業或複數以上事業之聯合，在市場上活動時，無須

顧慮其他競爭事業的競爭壓力，而在某種程度上可以自由的設定商品或服

務之價格、產量時，我們就認為其行為應該受到公平交易法的規範。事業

或事業聯合擁有此種能力時，一般稱之為具有「市場支配」（market 

dominance or market power）地位。 

    基本上，公平交易法並非全然否定此種市場支配地位的存在，只要市

場支配地位之取得係藉由上述第一種情形之內在努力獲得時，其存在就不

應予以非難，否則將會損害事業創新、改革生產效率之誘因，只有在此一

市場支配地位濫用其市場地位阻礙競爭或複數以上事業人為地形成此種市

場支配地位時，公平交易法方始介入市場，禁止該當濫用行為或聯合、結

合行為之實施。由此可知，在與自由競爭之關連上，原則上，只有在具有

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或事業聯合，其所為行為引發限制市場自由競爭之效

果時，始有必要藉由公平交易法的介入，矯正此一競爭機制失靈狀況，恢

復健全的自由競爭秩序。如果沒有市場支配地位的存在，或其所為行為並

未對市場競爭產生相當程度的限制時，則縱使市場上之事業其利益受損，

公平交易法並無介入市場之餘地。因為，在競爭上，有勝者與敗者之產生，

此為競爭活動理所當然的結果，不能因為有人利益受損，第三人機關就必

須介入，如此作為實有違競爭之本質。申言之，公平交易法所保障者，乃

是客觀的競爭制度本身，而非保護某一特定競爭者之主觀利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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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ir [large chains＇] expansion is not rendered unlawful by the 

mere fact that small independent stores may be adversely affected. 

It is competition, not competitors, which the [Clayton] Act 

protects.」Id. at 344. 



 90

    一般而言，公平交易法上的違法行為，大致可以區分為「行為不法」

及「市場不法」二種類型。前者行為之違法性，乃對照正常的商業倫理道

德之觀點以觀，行為本身具有可非難性之要素，一般我們所稱的「不公平

競爭行為」，即屬此一類型；相對於此，「市場不法」之行為類型，其行為

的違法性，並不求諸行為或手段本身所具有之道德倫理的可非難性，而係

因其行為導致市場自由競爭受到人為的不當限制，故要求公平交易法的介

入，以回復健全的自由競爭秩序。從而，所謂「市場不法」所欲表現之違

法行為者，即是違反自由競爭理念之行為。以此對照於前述有關「市場支

配地位」之敘述，可以得知，在公平交易法上被視為違反自由競爭理念，

而成為違法之行為者，乃係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或事業群，其行

為或其形成此種市場支配地位之行為本身，對市場競爭產生限制，導致市

場競爭機制無法正常運作而失靈。 

    藉由以上敘述，我們更可以將公平交易法第二章有關自由競爭之保護

所要規範的「行為規範」類型
11，再做區分。首先，厥為有關形成「市場

支配地位」之行為本身，即屬違法類型者，此一行為類型即一般我們所稱

的「聯合行為」或「卡特爾行為」；原本具有競爭關係之複數事業，在消弭

彼此內部間競爭的同時，並在與外部競爭者或交易相對人的關係上，對價

格、產量等採取一致行動，導致市場上有關價格或產量等之競爭，受到人

為的限制。只要參與此種聯合行為的事業，其聯合體足以視為具有「市場

支配地位」時，該當行為本身即對市場競爭產生不當限制，屬於一種「當

然違法」（per se illegal）的行為類型。 

                                         
11 相對於此種「行為規範」，公平交易法第三章中有關結合之規定，係與

市場結構本身有關，吾人可稱之為「結構規範」。由於附加費用收取行為，

其行為違法性乃出自於行為本身，而非因事業結合導致市場結構集中，故

而屬於「行為規範」類型。職是之故，本節以下有關「自由競爭」規範之

探討，不再對屬「結構規範」的結合規定，予以敘述。 



 91

    相對於此，如果「市場支配地位」之取得，並非利用聯合行為方式為

之，則此種市場支配地位存在本身，在公平交易法上，尚不具有可非難性。

只有在擁有此種「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更進一步實施各種濫用行為，

排除其他競爭者，以強化或鞏固其「市場支配地位」時，此一濫用市場至

配地位之行為，方屬公平交易法上之違法行為。於此理解下，我們再來檢

視附加費用收取行為與自由競爭保護間之關連。 

    在探討附加費用收取行為與自由競爭保護間之關連以前，我們必須對

付加費用收取行為的特性予以闡述。首先，附加費用收取行為最大的特徵，

乃是其行為係發生於垂直的交易關係中，該當費用收取人與被收取人間，

並不具有競爭關係。其次，附加費用之收取人，在與其交易相對人的關係

上，或居於優勢地位（此種「優勢地位」，一般稱之為「相對優勢地位」），

導致交易相對人若不繳交此等附加費用，而被收取人拒絕再繼續與之進行

交易時，可能蒙受無法承擔的重大經濟損失，甚或無法繼續存活下去；惟

擁有相對優勢地位之附加費用收取人，並不以其在與其競爭者之水平市場

上，擁有「市場支配地位」（我們可以將此種在水平市場上之「市場支配地

位」，稱為「絕對優勢地位」）為前提。最後，與差別待遇、拒絕交易或搭

售等行為不同，附加費用之收取並不直接妨礙被收取事業在各該市場上的

競爭能力，換句話說，交易相對人所處的市場上之競爭，並不因此而受到

直接影響。 

    由上可知，因為附加費用之收取乃由具有相對優勢地位之事業單獨為

之，顯而易見地，其行為並不該當於聯合行為類型。另一方面，除非收取

附加費用之事業在具有相對優勢地位的同時，亦擁有絕對優勢地位，否則

其行為亦不該當於濫用「市場支配地位」之類型。然而，縱使是擁有「市

場支配地位」之事業，對照於保護自由競爭之理念，其行為之所以違法，

乃是因其行為強化了其於水平市場之支配地位或對交易相對人所處之市場

競爭，產生不當影響。惟如同前述，附加費用收取行為或可能導致被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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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之獲利能力減低，但並不直接影響到其在各該市場上的競爭能力，在

與「市場不法」的關連上，實難遽然認定其屬違法行為。 

    綜上所述，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並不會對市場自由競爭產生不當限制的

結果，不論其是收取事業所屬之市場、抑或是被收取事業所處之市場，其

真正所直接導致之結果，係為當事人間資源或所得分配傾向於有利附加費

用收取事業之方向運作，但除非有其他證據顯示，附加費用之收取行為會

直接導致各該市場上之自由競爭受到不當阻礙，否則光以此當事人間資源

或所得再分配的不公平結果，並不足以做為公平交易法之規範基礎。有關

與此，法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相關案例上，闡釋得非常清楚，其謂： 

「Even if the abovementioned abusive practices result in 

unjustified transfers of resources from producers to the 

distributor (retailer) whose buying power has increased through 

concentration, and however worrisome such transfers may be in 

an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characterized by a 

trend of increasing mergers in distribution (retailing), these 

agreements and practices do not fall within the ambit of 

competition rules, except where it is proven that their actual 

or potential object or effect is to restrict competition, either 

on the relevant product market or between [distributors].」
12 

職是之故，由於與限制市場自由競爭間僅具有微小而薄弱的關連，

公平交易法上有關自由競爭保護之規範，實難做為管制不當附加費用收

取行為之基礎。 

                                         
12  Competition Council no. 93-D-21, cited from Louis Vogel, 

Competition Law and Buying Power: The Case for a New Approach in 

Europe,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Review Vol. 19 Issue 1, at 7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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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平競爭之維持 
若相對優勢地位並未給市場帶來限制競爭的結果，而僅是在當事人間

發生所得再分配的不均衡，從而無法以自由競爭保護的觀點予以規範時，

則我們不禁要問，對於此種交易當事人間分配的「不公平」行為，公平交

易法上有關維持公平競爭之規定，是否可以加以規範。關於本項問題之回

答，端視我們如何解釋公平法交易上所要維護的「公平」競爭之意涵了。 

如同前述，公平交易法第二條規定之競爭定義，係屬於一種動態的競

爭概念。此種動態的競爭概念著重於特定複數以上事業，以本身之努力而

非以人為方式不當操縱消費者對交易條件之認識等不公平手段，爭取交易

之行為。但由此敘述亦可得知，在與不公平競爭之關連上，行為主體與行

為主體間，必須要有「競爭關係」的存在。然而，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乃發

生於具有垂直交易關係的當事人間，二者之間並沒有所謂「在市場上以較

有利之價格、數量、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易」之關係。結果，

光是依靠公平交易法第二條規定所做的競爭定義，我們將從一開始就只好

放棄利用有關維持公平競爭秩序之規定，規範附加費用收取行為。為了避

免如此過分急就章的推論，我們有必要借助上述「靜態的競爭狀態」之概

念，來闡釋公平交易法上有關「公平競爭」之確切含意。而且，在此種靜

態的競爭狀態下所突顯出的競爭概念，將可以更符合我們有關附加費用收

取行為規範之需要。 

在此靜態的競爭狀態中，公平競爭理念所要問的是，各該事業所處的

市場是否提供所有參與者，一個相同或公平的競爭環境。然則，究竟在符

合什麼樣的條件下，此一靜態的競爭狀態始合乎「公平」之要求。於此，

我們可以藉由經濟學上所謂的完全競爭概念予以說明。一般而言，完全競

爭市場需滿足下列各項要件： 

（1） 產品為同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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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廠商間有完全訊息； 

（3） 廠商都是價格接受者； 

（4） 廠商能自由進出市場； 

（5） 市場中廠商的數目極多 13。 

上述各項要件中，第二項要件所要表達者，乃是資訊取得機會的平

等，其要求所有市場參與者都能適時地取得必要的交易資訊；第一、三、

五項要件則是要求市場參與者交易地位或條件的平等；第四項要件則傳達

著市場的開放性，只要是市場參與者，任何人都應該有公平的機會可以爭

取交易，獲取利益。換句話說，經濟學上所規定的完全競爭條件所要表達

者，從令一個角度來看，不外乎是確立起一個公平的競爭狀態，使得所有

市場參與者都可以在公平的競爭條件下，享有公平的競爭機會
14。任何行

為如果有擾亂此一公平的競爭狀態，則將被視為「不公平競爭行為」。在此

種針對靜態的公平競爭狀態擾亂行為之強調，而非著眼於動態的競爭事業

間手段之不公平性的觀點下，附加費用收取行為是否具有可非難性，就值

得檢討了。 

因為垂直的交易關係而會導致對交易相對人所處之市場競爭產生影

響者，通常多是限制交易相對人與他人的交易自由、或對交易相對人給予

                                         
13 有關此等完全競爭條件之說明，參照毛慶生等著，經濟學，頁 125，華

泰文化事業，一九九八初版。 
14 雖然一般經濟學者多認為此種完全競爭狀態所欲闡述者，厥為有關自由

競爭之課題，但是本文認為亦可利用其來解釋公平交易法上「公平競爭」

之意涵。由於自由競爭與公平競爭乃是同一「競爭」大概念下的二個分支

概念，因此其間的關係不應該是相生相剋，互相抵銷對方規範之實效性，

而應該是相輔相成，造成一種乘數效應。如果我們將公平法上的「公平」

定義，擴展到所得分配的公平性，則或將影響到事業生產或投資的意願，

對資源分配效率帶來嚴重傷害，導致公平競爭與自由競爭之間發生齟齬。

相對於此，在本文上述公平競爭的概念下，公平競爭與自由競爭二者緊密

地結合在一起，符合競爭概念一體性的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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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待遇或拒絕交易等行為。詳言之，在此情況下，受到差別待遇等行為

之事業，或因其交易或競爭自由受到限制、或因受到不平等的對待，導致

在與其他處於同一水平市場之競爭事業的關連上，沒有辦法享受到公平競

爭狀態下所賦予的各種競爭機會或條件。對於此種擾亂市場公平競爭狀態

之行為，從維持公平競爭秩序之理念來看，就有予以規範之必要。但是，

必須注意的是，縱使在此種理論下所建構的「公平競爭」概念，以及其所

要規範的「不公平競爭」行為，基本上，都是對市場競爭產生不當影響者，

並未把觸角伸展及於對市場競爭沒有影響，而僅是在交易雙方當事人間所

發生的資源或所得的再分配行為。 

然則，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之特徵，在於其通常對所有交易相對人一律

收取該當費用，而未在其間有所差別待遇，且未限制此等交易相對人的交

易自由，換句話說，也就是其對公平競爭狀態並不直接造成不當影響。從

而，縱使我們把「公平競爭」概念，不侷限於公平交易法第二條定義規定

所要規範的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間，其競爭手段的「公平性」之問題上，

而是將其擴張解釋為包含自由競爭狀態下所要求的公平競爭機會或環境，

我們仍舊無法依此公平競爭理念，規範附加費用收取行為。 

綜合上述，不論是基於「自由競爭」、「市場不法」之觀點，抑或是使

用「公平競爭」、「行為不法」之概念，都無法有效地將附加費用收取行為，

歸類為公平交易法所要規範之對象。若此，則超越此等「自由競爭」或「公

平競爭」之概念窠臼，公平交易法尚可以依何種理論，規範此等附加費用

收取行為。 

 

第三節  附加費用與相對優勢地位 
如果說，傳統的「自由競爭」或「公平競爭」概念，並不足以做為規

範不當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之依據，則從整體公平交易法之規範目的以觀，

是否尚有其他合理事由，可以做為規範之依據？本研究認為此時可以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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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之理由依據有二，其一從經濟資源分配的效率性出發，另一則從競爭

行為賴以落腳的交易社會之健全性著眼，摸索規範的可能性。不論何者，

皆與「相對優勢地位」概念有著密切的關連，從而於此有必要對「相對優

勢地位」之意義內涵及其發生原因等做一說明。 

一、相對優勢地位與資源分配之效率性 

如同前述，與絕對優勢地位不同，相對優勢地位之產生並無須以「市

場支配地位」的存在為前提，只要在與其垂直的交易相對人之關係上，居

於相對的優勢即可。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地做如下之說明，「相對優勢地

位」者，乃發生於垂直的交易關係上，且交易當事人之一方因各種因素而

在經濟上受制於他方，導致在契約交涉上處於劣勢，而可能被迫接受其所

認為不合理的交易條件。具體地說，當交易之一方當事人其交易條件，較

諸其競爭對手更為優惠，或者是在正常的交易情況下，根本無法取得此種

優惠的交易條件時，我們就可以說，該當交易關係中，存在著相對優勢地

位 15。 

實則，相對優勢地位之發生與交易型態有著密切的關連。大體而言，

我們可以將交易型態區分為一次性或零星式的交易（spot dealings）及長

期性或持續性的交易二種類型。 

在零星式的交易類型之情形，交易當事人在交易前都擁有契約或不契

約的自由；此際，縱使當事人間因資本多寡或公司規模而可能有所謂「強

                                         
15 在與買方力量（buying power）的關連上，論者有如下敘述：In the 

context of retailing ‧‧‧buyer power is viewed here as arising from 

the ability of retail firms to obtain from suppliers more favourable 

terms than those available to other buyers or would otherwise be 

expected under normal competitive conditions. Dobson Consulting, 

Buyer Power and Its Impact on Competition in the Food Retail 

Distribution Sector of the European Union (1999), at 3,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int/comm/dog4/publications/studies/bpif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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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大公司」與「弱者、小公司」之分，但只要契約對象、內容等的選擇

自由沒有受到不當限制 16，當事人間自會在考量諸般情況下 17，締結對雙

方都有利的契約。因為，只要當事人一方認為該當交易並不公平的話，契

約即無從成立；只有契約條件對雙方當事人都有利，交易始有成立的餘地。

縱使在契約締結後，當事人間關於契約履行有所爭議或有違反契約條款之

情事時，亦可根據契約或民法相關規定，經由交涉自主解決紛爭，第三人

機關於此並無介入該當交易的必要。正如「寇斯定理」（Coase Theorem）

所教示的，在交易成本不存在或低到可以忽略的地步時，當事人間自主交

涉之結果，可以實現「柏瑞圖效率」（Pareto Efficiency）
18。換句話說，

當可以實現此類「柏瑞圖效率」或「柏瑞圖改善」（Pareto Improvement）

的契約環境存在時，縱使當事人間於交易地位或交涉力量上有所差距，也

沒有必要將之視為公平交易法上的「相對優勢地位」，而容許主管機關以此

為由介入該當契約關係。因為，對於此種零星式交易的介入，不僅無助於

當事人間地位之改善，反而會干擾「柏瑞圖最適境界」（Pareto 

Optimality）狀態的實現，危害資源分配的有效性
19。 

相對於此，在長期性或持續性的交易之情形，承認「相對優勢地位」

的存在，進而規範其濫用行為就有必要了。在此種交易關係下，交易當事

                                         
16 若此種契約對象、內容等的選擇自由受到不當限制，則當事人自可依民

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主張其意思表示受到脅迫，而撤銷其意思表示，

令契約關係自始不存在。 
17 若當事人間資訊不對稱或不完全的情形，達到民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之

「詐欺」或同法第八十八條之「錯誤」時，當事人自可依各該條文規定，

撤銷其意思表示，令契約關係自始即不存在。 
18 Ronald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3 J.L. & Econ. 1 

(1960). 
19 有關「柏瑞圖最適境界」、「柏瑞圖改善」等概念之簡要闡述，參照毛慶

生等著，前揭註 7，頁 2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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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為抱著對未來長期交易的期待，時而必須做出一定的投資，以節約交

易成本，促使整體交易能更有效率的進行。我們可以將此類投資為「關係

專屬性投資」（relation-specific investment），由於此一投資其功用往

往僅限於該當交易，無法轉做他用，故而若契約一旦終止，該項投資即成

為「埋沒成本」（sunk costs） 20，從而從事此項投資的當事人亦被「鎖住」

（lock-in）於此一交易關係中，而難能脫身。當然，當事人一方或雙方之

所以會從事此種投資，理由除為節省本身或雙方的交易成本外，亦在創造

一種信賴關係，令對方相信其有誠意長期延續雙方之間的交易關係
21。但

是，如此並不能保證當事人間會出現事後的投機（ex post opportunism or 

postcontractual opportunism）舉動；更詳細地說，設若關係專屬性投資

僅存於一方當事人中，或者是相較之下，一方當事人做出過大的關係專屬

性投資，而無法承受該當交易終止可能發生的損失時，他方當事人於此即

可隨意變更契約條件，迫使對方接受。 

原本，上述關係專屬性投資或「人質」機制等，乃是為了彌補交易當

事人間所存在的資訊不對稱或不完全之缺失，促進「柏瑞圖最適境界」的

實現。因為，在資訊不對稱或不完全的情形下，交易當事人因為無法確知

他方當事人是否會依照契約條款確實履行契約，往往對可以增進當事人雙

方共同利益的投資，表現出消極的態度
22，結果導致交易成本不當上揚，

                                         
20 有關「關係專屬性投資」之概念及其相關問題，參照 Paul L. Joskow, 

Asset Specific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Vertical Relationships: 

Empirical Evidence, in Oliver E. Williamson and Sidney G. Winter 

(eds.), The Nature of the Firm─Origin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1991)。 
21 經濟學上稱此作法為「人質」（hostage）機制，有關此一「人質」機制

的概念及其相關模型的建構，參照 Oliver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167-205 (1985)。 
22 經濟學上稱此一從經濟效率上理應投資而實際上未行投資的現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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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資源分配效率性的實現。為了避免此種「hold-up」問題的發生，乃在

「人質」機制理念的運作下，互相進行專屬性投資，求取對方的信賴，促

使長期契約實現資源分配的效率得以達成。然而，當交出「人質」的只有

一方當事人時，即潛藏著發生前述事後投機舉動的危險性，而所謂「相對

優勢地位」乃油然而生。 

或謂，此時應循同時履行給付之理念，要求雙方當事人相互出示「人

質」。但是，此種作法不僅實際上不可行，於不少情況下，要求雙方同時進

行投資有可能造成重複投資的浪費，且經濟效率分析亦告訴我們，交易關

係中特定機能或投資的遂行，若其效果相同的話，應由可以以更低成本實

踐此一機能或投資者來實施
23。若此，則為實現資源分配的效率性，在某

種程度上，「相對優勢地位」的存在乃是必要的；且若僅就其存在而言，在

法律規範上，其仍屬中性的存在，並不因此而立即可以得出規範的意涵。

這也就是為什麼，當我們藉由傳統的「自由競爭」或「公平競爭」概念，

檢視附加費用收取行為時，並無法從現行的規範理念中，求得規範依據之

原因。 

然而，相對優勢地位並非完全沒有問題，若是擁有相對優勢地位之事

業濫用其地位，導致交易相對人因此而心生疑慮，不敢做出合理的投資舉

動，致出現上述「hold-up」現象時，則從資源分配效率之觀點上，就有必

要藉由法律規範強行介入此一交易關係，預防、禁止濫用行為的實施，祛

除交易當事人間可能存在的不信任感，抑制「hold-up」行動之發生。 

因此，從上述經濟效率分析之觀點來看，我們或許可以給予「相對優

                                                                                                                       
「 hold-up 」， 參 照 Paul Milgrom and John Roberts, Economics,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136-39 (1992)。 
23 此實為 Guido Calabresi 所提出的「cheapest cost avoider」概念之

衍生，參照氏著，The Costs of Accidents: 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139-152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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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地位」另一種層面的定義，亦即「相對優勢地位者，係指在特定交易關

係中，於契約或交易後取得更大之交涉力量者」；而所謂的「相對優勢地位

之濫用」，實乃基於此種契約或交易後所形成的不對稱交涉地位，而實施之

事後投機行為 24。 

對照於上述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之理念及原因，我們可以發現，附加費

用收取行為實為此種相對優勢地位濫用行為的事例之一。因為，交易相對

人之所以願意在對方並沒有給付同等對價的情況下，支付附加費用，乃是

懼怕若拒絕支付，可能遭致斷絕交易關係的報復，使自己蒙受重大經濟損

失。因此，為了避免因為「lock-in」而必須付出此種自己並不情願的附加

費用，事業可能會「hold-up」必要的關係專屬性投資，使得整體交易費用

提高，資源分配效率的達成受到不當的阻礙。此種結果對照於公平交易法

促進經濟繁榮，提昇資源利用的效率性之立法目的來看，實有疑問。因此，

從公平交易法促進整體經濟資源有效利用的目的來看，阻礙本項目的達成

的附加費用收取行為實有必要予以管制。 

綜上所述，附加費用收取行為在可能導致事業「hold-up」其所應為

之必要的關係專屬性投資之情形下，對照於公平交易法整體規範理念，應

受到一定的規範。 

二、相對優勢地位與競爭之自由 

前述自由競爭或靜態的公平競爭狀態成立之前提，乃各個事業得本於

其自主判斷，決定是否交易。換句話說，在健全的競爭環境下，於市場上

活動之事業，享有交易或不交易的自由，也享有如何、以何種內容進行交

易之自由。然而，在相對優勢地位關係存在的情況下，由於斷絕交易關係

                                         
24 參照伊藤元重、加賀見一彰，「企業間取引と優越的地位の濫用」，收錄

於三輪芳郎、神田秀樹、柳川範之編，會社法の經濟學，頁 413，東京大

學出版會，一九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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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導致被「lock-in」一方的當事人，蒙受重大經濟損失，從而嚴格言之，

已經被「lock-in」之事業，實已失去其交易決定的自由了。此種限制交易

他方當事人的行為若蔓延於交易社會的各個角落，則不僅健全的競爭秩序

無法維持，亦將危及吾人整體經濟社會體制之正常運作 25。 

由此可知，有關相對優勢地位濫用行為之規範，已超脫一般「自由競

爭」或「公平競爭」之概念，而針對此等自由競爭或公平競爭行為賴以立

足之基礎條件，予以規範。換言之，只有在交易當事人之意思決定自由沒

有受到不當的壓抑之前提下，其方可以在市場上成為有效的競爭主體，從

事公平交易法所預定的自由且公平之競爭。論者對此更詳細的描述，其舉

出三點具體的理由，說明為何必須對相對優勢地位濫用行為加以規範
26： 

「1. The manufacturer loses some of his capacity to take decisions 

independently. In particular, the risk of being refused access 

to the market as a result of decisions taken by a few purchasers 

and of being forced to make concessions which he was unwilling 

to make when business relations were first established deprives 

him of a large measure of his freedom as a supplier. He can no 

longer choose with whom to deal, determine the price level below 

which a transaction is not profitable for him, obtain 

remuneration for specific services or sometimes even offer such 

services. 

                                         
25 參照根岸哲，獨占禁止法の基本問題，頁 160-162，有斐閣，一九九０；

松下滿雄，經濟法概說，頁 142-142，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八六。 
26  See Christian Babusiaux, Supplier＇s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Dependence On Large Distribution Groups, in: Claus Dierter Ehlermann 

and Laraine L. Laudati (eds),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Competition Forum (1997), at 198.惟需注意者，原文中「purchaser(s)」

係指具有相對優勢地位之事業，「manufacturer(s)」則指其交易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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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ncertainty is removed because the dominant party can, at any 

time, force the supplier to match the terms agreed with a 

competitor. Yet uncertainty about the behaviour of competitors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stimulants to competition. 

3. A barrier to new market entrants is created because distributors 

can obtain concessions out of proportion with the quantities sold 

and the commercial services rendered to suppliers. This is due 

to exaggeration of the effects of scale, and in production, the 

extremely high entry cost of establishing business relations and 

the commercial cooperation that is imposed.」 

由此可知，在相對優勢地位關係存在時，不僅其交易相對人將因此而

喪失一定程度交易自由，具有相對優勢地位之事業亦將因此而免除市場上

諸多不確定性，而此等不確定性卻是促使事業日益求精的原動力。最後，

更可能因為相對優勢地位存在本身所宣示的策略效果，導致市場自由進入

受到一定程度的阻礙，而不利於市場開放性之推展。無論何種結果，都同

樣是附加費用收取行為所可能帶來的後果。從而，就公平交易法整體規範

之理念而言，附加費用收取行為在壓抑交易相對人的交易自由，戕害自由、

公平競爭秩序所賴以存立之根本基礎上，成為公平交易法應予規範之對象。 

 

第四節  小結 
對於附加費用收取行為或該行為得以發生之基礎的相對優勢地位，由

於其於競爭秩序本身缺乏直接關連，從而對照於傳統的「自由競爭」或「公

平競爭」理念，難能得出確切的規範基礎。在此情況下，本研究嘗試從競

爭秩序的結果及源頭，尋出可以做為規範基礎之理由。在「結果」方面，

由於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乃係利用交易相對人已經遭受「lock-in」之弱點，

強行在一般交易費用外，另行要求其他與交易並無直接關連的費用，此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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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導致交易相對人為了避免限於「lock-in」之窘境，而吝於做出有益於

整體交易效率之投資，最後使得競爭秩序所要實現的資源分配效率性，無

法實現。在「源頭」層面上，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係在交易相對人的交易自

由受到壓抑下，強行課以不當的交易條件，此種行為若擴及蔓延於交易社

會中，競爭秩序所賴以存立的交易社會基礎，將受到無情的扭曲，而競爭

行為本身亦難能有立足之地了。 

上述二種做為規範附加費用收取行為或相對優勢地位濫用行為之理

由，實亦為各國在制定相關規範時，所提出之立法理由。問題在於，「結果

層面」與「源頭層面」二者，並非經常處於和平共處之關係，有時過分強

調依循「源頭層面」所為之規範，可能損害了「結果層面」所要求之經濟

資源分配的效率性。此種矛盾、對立的緊張關係，經由對各國法制有關相

對優勢地位或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之檢討，更能清楚地呈現出來。接著，在

次章中，我們就來探討各國法制，利用何種規範方式來管制相對優勢地位

濫用行為或附加費用收取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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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國家法制之規範分析 

    由前面第二章之敘述，大略可以得知，不論是相對優勢地位濫用規範，

抑或是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之規制，對照於傳統競爭法制之規範理念與方

式，實居於一種特殊、例外的地位。從而，在有關此一規範的國際會議之

討論中，多數見解對此種規範的理念及實效性，不免抱持著懷疑的態度
27。

或因此故，現今世界上，擁有競爭法制之國家，以明文規定管制相對優勢

地位濫用或附加費用收取行為者，就比例上而言，似屬少數。雖然如此，

在探討我國公平交易法是否、如何規範相對優勢地位濫用或附加費用收取

行為時，此等少數國家之立法、執行實務經驗，仍不乏值得我國法制借鏡、

                                         
27參照 Claus Dierter Ehlermann and Laraine L. Laudati (eds),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Competition Forum (1997)一書中，第三

部份（Part 3）對於「經濟依賴」（economic dependence）之論述；OECD, 

Best Practice Roundtables─ Buying Power of Multiproduct Retailers

（DAFFE/CLP(99)21）,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daf/clp/Roundtables/buying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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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之處。在此考量下，本研究乃選出美國、德國、法國、葡萄牙、日本

等五國，其競爭法制中有關相對優勢地位濫用及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之規

定，做一檢討分析。希望藉由此等國家相關法制之規範沿革與內容的探討，

清理出主要國家法制有關相對優勢地位濫用或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之規範理

念與發展方向，並指出其特質及問題點。 

各國法制之檢討，除就實體法規範內容加以闡釋外，並視情況需要，

輔以具體案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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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美國 
    美國反托拉斯法制中 28，可以用來做為規範相對優勢地位濫用與附加

費用收取行為者，有克萊登法第二條有關差別價格之規定及聯邦交易委員

會法第五條有關不公平競爭方法之規定二者。以下，先就克萊登法與聯邦

交易委員會法中相關實體規定之內容，做一敘述；之後，再舉出聯邦交易

委員會有關此之具體案例，加以分析。 

一、羅賓遜─波特曼法 

    一九一四年制定的克萊登法，其中第二條規定為有關差別價格行為之

規範，此一條文自一九三０初起，其規範實效即受到嚴厲的挑戰。原因在

於，因為一九三０年代起發生的美國流通業界之變革，促使超商等大型零

售業者的蓬勃發展，此等大型流通業者挾其強大的購買力量，從製造業者

處以更低廉的價格進貨並賣出，結果導致傳統的中小零售業者生存空間受

到擠壓。為了反制大型流通業者的此等行為，中小型流通業者乃聯合起來

遊說聯邦政府制定相關法律以規範之。在其遊說活動下所成立的法律，即

一般所謂的「羅賓遜─波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在立法形式

上，羅賓遜─波特曼法係以修正克萊登法第二條有關價格差別待遇之規範

而制定
29。 

    曠觀修正後之克萊登法第二條規定，第一項係就差別價格行為予以一

                                         
28 依據一九一四年制定的「克萊登法」（The Clayton Act）第一條規定，

所謂「反托拉斯法」（Antitrust Laws）包含一八九０年制定之「休曼法」

（The Sherman Act）、一八九四年制定之「威爾森關稅法」（The Wilson 

Tariff Act）及克萊登法本身，但一般以「休曼法」、「克萊登法」以及同

樣是在一九一四年制定的「聯邦交易委員會法」（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等三法，為反托拉斯法，本文亦從此一通稱。 
29 有關「羅賓遜─波特曼法」之立法沿革及過程，參照 Frederick M. Rowe, 

Price Discrimination Under the Robinson-Patman Act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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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性的禁止，第二項乃就行為者方面可舉出為「因應競爭」（meeting 

competition）等事由，將其差別價格行為正當化，第三項規定禁止有關佣

金、居間費或其他酬金之支付與收受行為，第四項與第五項規定則禁止賣

方對買方提供經濟上之利益、或提供其加工處理或搬運之服務及設施，第

六項禁止買方故意引誘賣方提供本條所禁止之差別價格，或明知其為本條

所禁止之差別價格而收受之。 

    由上述有關羅賓遜─波特曼法之規範沿革可知，該法立法緣由係為防

止大型流通業者利用其強大之購買力量，向製造商等供貨業者強行要求低

進貨價格，並以此低價行銷攻勢在與中小流通業者的關係上，佔據競爭優

勢，導致中小流通業者無法與之抗衡。在此意義上，羅賓遜─波特曼法的

原本立法目的實是有關買方優勢地位濫用之規範。然而，從前述條文內容

概述亦可知悉，該法中真正與買方優勢地位濫用行為規範有關者，實僅有

第六項規定；雖然，第三項規定亦禁止「收受」行為，但由於收受對象僅

限於佣金、居間費等酬金，導致其實效性受到相當程度的限制。因此，在

與本研究所關心的相對優勢地位濫用或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之關連上，第六

項規定規範內容就有予以詳細檢討之必要了。 

依據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於相關判決中所做出之解釋，現行克萊登法第

二條第六項規定之買方責任乃以賣方差別價格行為的違法性為前提
30，若

此則賣方所為價格差別待遇是否為本法所禁止之違法的差別價格，就成為

問題癥結所在。向來，有關此一問題之爭議，大致可以分為二種不同對立

的見解。一種見解認為，有關羅賓遜─波特曼法之解釋，亦應與其他反托

拉斯法規定一樣，只有在對市場競爭本身產生不當的限制之情形下，價格

差別待遇方始為反托拉斯法上的違反行為；相對於此，另一種見解則從該

                                         
30 Great Atlantic & Pacific Tea Co. v. FTC, 440 U.S. 69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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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立法過程及沿革著眼，主張從該法制定乃源於為保護中小零售商免受

大規模零售商之侵蝕來看，其立法目的主要係為救濟競爭者而非競爭，故

而該法之違法行為並不以對競爭產生限制效果為限，只要競爭者因差別價

格行為而受到傷害，違法性即告成立 31。實務判決上，有關此一問題，至

今尚難謂有統一的見解，惟最近判決似有採用後者見解之傾向 32。 

不論如何，從此一南轅北轍的見解對立情況中，吾人亦可窺知，羅賓

遜─波特曼法不僅於立法過程時，即存有相當大的爭議；在後來的實務運

作過程中，亦時與整體反托拉斯法制的規範理念發生不少衝突景況，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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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 Association）於一九八０年的研究中，清楚地指出該法之存在產生了

下列五項弊端：（1）導致價格變動的僵硬性，使事業躊躇於降價舉動；（2）

助長寡占市場中的價格協同行為之發生；（3）阻礙事業進入該當市場的決

心；（4）促使沒有效率的產品差別化之舉動發生；（5）強加事業負擔不當

的管制費用
34。 

若以前一章結論時所述之「源頭」層面與「結果」層面之觀點而言，

                                         
31 有關此等見解，參照 Stephen F. Ross, Principles of Antitrust Law 

ch. 7 (1993)。 
32 參照松下滿雄，「最近の價格差別に關する米反トラスト法判例の動

向」，國際商事法務第二十六卷第一號，一九九八。 
33 See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ch. 14 (1994); Ross, supra note 5; F. M. Scherer 

and Davi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h. 13 (1990); Dennis W. Carlton and Jeffrey M. Perloff, Moder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840-41 (2nd ed., 1994); Stephen Martin, 

Industrial Ecoinomics─ Economic Analysis and Public Policy ch. 15 

(2nd ed., 1994). 
34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Monograph No. 4, The Ronbinson─

Patman Act: Policy and Law 27-37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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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說，羅賓遜─波特曼法在過分執著於有關「源頭」層面之規範時，

完全忽略掉了「結果」層面所要實踐的目標，致與反托拉斯法之規範目標，

背道而馳。其實，羅賓遜─波特曼法只能說是一部利益團體壓力政治下的

產物，此種政治妥協下所產生的法律，本身規範理念模糊不清，從而其制

定不僅無助於反托拉斯法規範目的之達成，並時時與之衝突，減損反托拉

斯法整體規範之實效性。有鑑於此，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最近有關羅賓遜

─波特曼法之運用，有日漸趨於消極之傾向
35，絕大多數有關此法之案件，

多係私人向法院逕行提起訴訟之案件。 

由上可知，對於本研究所關心之買方優勢地位的規範，若過分嚴苛且

不顧其是否真正對競爭秩序造成不當傷害，就予以規範，或會引致與前述

美國律師協會對羅賓遜─波特曼法同樣之批判。惟不論如何，脫離一般性

的優勢地位濫用行為，僅針對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予以檢討時，我們發現，

克萊登法第二條第六項規定並無法成為有效的規範依據。因為，該項規定

所禁止者，係「差別價格」之收取行為，但在不帶有差別價格內容之附加

費用收取行為上，該項規定就無所用處了。雖然，同條第四、五項規定禁

止經濟上利益之提供，但其禁止對象僅限於賣方或供給者，買方收受此一

利益之行為，並不在其規範對象範圍內。為了彌補此一缺陷，美國聯邦交

易委員會時而利用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五條規定以補足之。 

二、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五條 

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商業上不公平競爭方法或商業

上不公平或欺罔之行為，為違法行為。在FTC v. Sperry & Hutchinson Co.

一案中，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判定，聯邦交易委員會有權就何謂不公平競爭

行為予以界定，縱使該當行為並不違反反托拉斯法之文言或精神；且有權

                                         
35 參照村上政博，獨占禁止法の日米比較（上）─政策、法制、運用の相

違，頁 237-240，弘文堂，一九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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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何者為對消費者不公平或欺罔之行為，不論其競爭行為的本質或性質

如何，亦不論其對競爭所造成的影響為何 36。在如此廣泛的授權下，聯邦

交易委員會就可以靈活地運用此一條文，規範其所認為對照於該法立法精

神實屬不公平或欺罔之行為。此一權限再加上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十八條

所賦予該委員會之「規則制定」（rule-making）權，使得聯邦交易委員會

可以藉由行政規則之制定，釐清何種行為屬於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五條第

一項規定上所稱之「不公平」或「欺罔」之行為，提供企業從事營業活動

時之行動方針。 

在與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之關連上，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歷來所制定之

規則中，最重要者厥為「Guides for Advertising Allowances and Other 

Merchandising Payments and Services」
37。根據該規則第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事業明知或可得而知其經由服務或津貼之收受所取得之差別價格，

並不同等比例下為其他競爭事業所取得時，此種收受服務或津貼之行為，

為違反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五條規定之行為。同時，該項規定並指出，前

述之差別待遇行為可能因金錢支付或服務提供而直接發生，亦可能透過買

賣發票上的折扣等方法而間接發生。在此之後，該項規定並舉了四個具體

實例，說明事業可為與不可為之行為內容
38。 

實例一：A customer should not induce or receive advertising 

allowances for special promotion of the seller's produc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ustomer's anniversary sale or new store opening 

when the customer knows or should know that such allowances, or 

                                         
36 405 U.S. 233, 239 (1972). 
37 16 CFR 240.1, available 

at<http://www.ftc.gov/bc/docs/16cfr240.htm>. 
38 在此等事例之敘述中，請將「customer」改讀成「bu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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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table alternatives, are not available on proportionally equal 

terms to all other customers competing with it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ller's product. 

實例二：Frequently the employees of sellers or third parties, 

such as brokers, perform in-store services for their grocery 

retailer customers, such as stocking of shelves, building of 

displays and checking or rotating inventory, etc. A customer 

operating a retail grocery business should not induce or receive 

such services when the customer knows or should know that such 

services (or usable and suitable alternative services) are not 

available on proportionally equal terms to all other customers 

competing with it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ller's product. 

實例三：Where a customer has entered into a contract, 

understanding, or arrangement for the purchase of advertising with 

a newspaper or other advertising medium that provides for a deferred 

rebate or other reduction in the price of the advertising, the 

customer should advise any seller from whom reimbursement for the 

advertising is claimed that the claimed rate of reimbursement is 

subject to a deferred rebate or other reduction in price. In the 

event that any rebate or adjustment in the price is received, the 

customer should refund to the seller the amount of any excess payment 

or allowance. 

實例四：A customer should not induce or receive an allowance 

in excess of that offered in the seller's advertising plan by billing 

the seller at "vendor rates" or for any other amount in excess of 

that authorized in the seller's promotional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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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在明知或可得而知供貨廠商所提供之金錢給付、服務等經

濟利益，並非依同等比例亦賦予與自己之競爭者時，流通業者不得收取此

等經濟利益，否則將會因違法聯邦交易委員法第五條，而遭處分。由於此

一禁止並不以對競爭秩序造成直接影響為要件，除非賣方可以反證其所為

差別待遇行為，係善意地為對抗其競爭者所為同類經濟利益給付之行為（即

前述「因應競爭」）（meeting competition）之抗辯），否則行為本身即屬

違法。尤有甚者，該規則第十五條並規定，賣方不得以製造、銷售或發送

（manufacture, sale or delivery）等成本之節約，而從事此等差別待遇

行為，換句話說，於此聯邦交易委員會並不承認所謂「成本節約的抗辯」

（Cost Justification）。從而，買方亦無法以其大量的訂購、送貨成本之

節約，而要求供貨廠商提供差別待遇之給付或服務提供。 

在此情形下，台灣大型流通業者慣常收取的促銷折扣、贊助金、推廣

費等項目，在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的上述規則中，似乎都將無可避免地成

為違法之行為。比較有爭議的是，所謂「上架費」（slotting allowances）

之違法性問題。 

近幾年來，美國流通業界收取上架費的情形非常普遍，對於此種上架

費收取行為，學界呈現二極化之反應。有認為此種行為屬於典型的買方優

勢地為濫用行為，應受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五條的規範
39；另一種見解則

對上架費持肯定的態度，認為在商品種類、式樣充斥的現代商業社會裡，

流通業者並無法完全掌握各種商品的品質、市場接受度等資訊，在此情況

下，對自己商品品質、市場接受度有信心的供貨廠商，自然願意支付上架

費，因為上架費僅於最初支付，隨後只要其商品銷售量愈多，每個商品所

                                         
39 Joseph P. Cannon and Paul N. Bloom, Are Slotting Allowances Legal 

Under the Antitrust Laws,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 Vol. 

10 Issue 1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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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之上架費就愈便宜，從而上架費除扮演著供貨業者與流通業者間之風

險分擔的角色外，並同時發揮顯示商品品質、市場接受度等訊息之功能 40。 

在此眾說紛紜的情況下，聯邦交易委員會實務上有關此之態度，

就格外引人注意了。至今為止，聯邦交易委員會雖然尚未對上架費收取

行為的違法性如何，表達過清楚的見解，但卻也從未對任何上架費收取

行為進行過任何處分，此一結果似乎顯示上架費合法的可能性大於違法

之可能。無論如何，聯邦交易委員會最近在對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有

關此一問題之公聽會的證詞中，所做如下之結論，或許最能反映出該會

現在對於上架費之法律見解，其謂： 

「the term "slotting allowances" covers a wide variety of 

practices under a wide variety of market circumstances, and the 

competitive effects are not always clear-cut. But five specific 

points can be fairly made in closing. First, the Commission, under 

its statutes, looks to determine whether particular conduct has 

harmed the overall level of competition; this means that harm to 

an individual competitor is not necessarily an antitrust violation. 

Second, in practical effect some slotting allowances can be 

discounts off of list price and beneficial to competition, 

particularly when they ar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Third, the FTC 

nonetheless considers complaints about particular slotting 

allowances very carefully, precisely because their market effects 

can be so different. Fourth, the FTC does not receive many complaints 

                                         
40  Kenneth Kelly, The Antitrust Analysis of Grocery Slotting 

Allowances: The Procompetitive Case,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 Vol. 10 Issue 1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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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area - perhaps one every three months on average. Fifth, 

however, the FTC remains committed to pursuing evidence of antitrust 

violations when it finds them, and welcomes hearing from anyone who 

may be aware of such evidence.」 41 

                                         
41 Slotting Allowances and the Antitrust Laws, Testimony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ct. 20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os/1999/9910/slotting9910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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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體案例 

  （一）、American News事件 42 

本案起因於 American New 之百分之百的子公司 Union News 在當時係

為全美最大新聞雜誌販售店之公司，於一九五八年其擁有之店鋪數為九百

三十家，遠遠高於第二位之 ABC 公司的五十七家店鋪數。在此情況下，

American New 及 Union News 乃直接對出版社要求一定的折扣，若不依照

其要求支付，則該出版社之出版品將會被排除在其店鋪之銷售管道外。因

此種折扣的支付，使得 Union News 在一九五八年多出了八十九萬美元的利

潤，佔其該年度總營業額的百分之十七。 

對此行為，聯邦交易委員會認定，American New 及 Union News 乃利

用其所擁有之強大購買力量，而對其交易相對人要求差別性的折扣，此舉

實為典型的買方優勢之濫用，從而支付折扣之出版社因此而違反克萊登法

第二條第四項規定，而收受此等折扣之 American New 及 Union News，則

違反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五條規定。對此處分，American New 提起上訴，

上訴法院支持聯邦交易委員會之處分而駁回其上訴。在上述法院的判決理

由中，其如是說：買方收受差別性的經濟利益係屬違反克萊登法第二條第

四項規定整體行為中之一環，故而在明知有此差別性的經濟利益存在時，

卻又收受此一利益者，實該當於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五條之不公平競爭方

法。 

  （二）、Macy事件 43
 

Macy 為當時全美第一大百貨公司，在一九五八年公司一百週年慶時，

向所有供貨廠商要求支付一千美元的贊助金，合計共收取五十四萬美元之

                                         
42 American News Co. v. FTC, 300 F.2d 104 (2nd Cir. 1962). 
43 R. H. Macy & Co. v. FTC, 326 F.2d 445 (2nd Cir. 1964). 



 116

贊助金。然而，利用此等贊助金所為之活動，並未特別用於供貨廠商之商

品陳列、宣傳上。對此行為，聯邦交易委員會以下列理由，認定其違反聯

邦交易委員會法第五條之規定，其謂： 

「像 Macy 這樣的大型百貨公司，其向供貨廠商所為要求贊助金之舉

動，本質上實為一種『壓抑及強迫』（oppressive and coersive）之行為，

而違反羅賓遜─波特曼法之立法精神，縱使實際上相關的『赤裸裸之壓迫』

（overt pressure）行為並未被舉證，但僅是做出要求此一舉動本身，即

對供貨廠商帶來巨大的心理壓力。由於無法預測拒絕繳付贊助金將會遭致

什麼樣的後果，此事已對供貨廠商形成巨大壓力。」 

對此處分理由，Macy 反駁，供貨廠商對 Macy 之供貨量不過僅佔其整

體營業額的百分之一至七左右而已，且實際上亦有供貨廠商拒絕支付贊助

金之情形，但其並不因此拒絕支付而受到不公平的待遇，故而聯邦交易委

員會所稱之「壓抑及強迫」行為一事，實不存在。雖然 Macy 如此主張，但

在上訴審中，上訴法院認為，依照過去之判例，只要買方引誘賣方實施違

反克萊登法第二條第四項規定之行為，則買方此種引誘行為該當於聯邦交

易委員會法第五條所禁止之行為，為一種「當然違法」行為。職是之故，

究竟 Macy 之行為是否屬於「壓抑及強迫」一事，於本案違反性之關連上，

並無予以判斷之必要。 

  （三）、Alterman事件 44 

Alterman 為兼營食品與日常用品之批發商及零售商之事業，從一九五

六年開始，Alterman 的批發部門每年都有舉行食品展，並要求所有供貨廠

商必須以自己費用參加此一活動且須派遣其職員至現場進行示範行為，另

外亦向此等廠商收取場地租借費一百美元。由於此等經濟利益並未為

Alterman 的競爭者所享有，聯邦交易委員會乃認定，供貨廠商上述各種經

                                         
44 Alterman Foods, Inc. v. FTC, 497 F.2d 993 (5th Cir.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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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利益及服務提供行為違反克萊登法第二條第四、五項規定，而引誘之實

施此種差別行為之 Alterman 則違反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五條規定。

Alterman 雖行上訴，但上訴法院支持聯邦交易委員會之處分而駁回其上

訴。在判決理由中，上訴法院謂： 

「在明知其為差別性的經濟利益或服務提供時，進而引誘其實施此種

行為者，於下列情況下，該當於不公平競爭方法： 

1. 買方明知其為差別性經濟利益卻又引誘賣方提供此一利益，進

而收受之時； 

2. 經濟利益之提供係有關買方就相關商品之銷售活動時； 

3. 買方方面有競爭者存在時； 

4. 買方明知或可得而知其競爭者並未能同比例地取得此等經濟

利益時。」 

    之後，上訴法院並認為，提供經濟利益之賣方應將其將為此種提供之

意思，傳達給所有交易相對人知悉，於本案之情形，一旦 Alterman 收受特

別經濟利益一事已經證明，則舉證責任轉換，Alterman 必須自行證明其競

爭者亦同比例的收到此等經濟利益，惟於本案中，賣方並未有供予其競爭

者同比例之利益一事，非常明白，從而二者行為各違反各該法律規定。 

  （四）、評價 

    在一九六０年代及一九七０年代初期，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曾在風靡

一時的消費者保護運動的潮流下，積極對各種大型流通業者的「壓抑性」

行為，進行取締。上述三個具體案件，皆為當時積極執法之結果。如同前

述，由於克萊登法第二條第四、五項規定的規範對象僅限於賣方，然而在

整體差別性給付行為中，真正居於主動地為者實為引誘或要求實施此種差

別待遇行為的買方，故而聯邦交易委員會乃彈性地利用聯邦交易委員會法

第五條以彌補規範之不足。因此之故，在所有案件中，買方行為的違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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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都以賣方差別待遇行為的違法性為前提。雖然，在 Macy 事件中，聯邦交

易委員會曾企圖以買方行為本身所具有的「壓抑及強迫」性質，做為其違

法性之基礎，但上訴法院卻不願對此做出任何判斷。在此情況下，若推至

極端，在買方只有一人之買方獨占的情形下，其所要求之各種經濟利益給

付，由於賣方於此並無差別給付狀況的存在，買方行為反而無法視之為違

法行為。 

    無論如何，進入一九八０年代之後，在更重視經濟合理性及整體經濟

效率提昇，且過去有關羅賓遜─波特曼法之執法結果，屢屢遭受學界及實

務界嚴厲批評的情況下
45，最近聯邦交易委員會有關此類事件之執法案

例，甚為罕見。且如同前面有關上架費之見解陳述中，聯邦交易委員會並

未以所謂「壓抑及強迫」眼光來看待此一上架費收取行為，進而短絡地認

定其違反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五條規定。甚至，其也沒有以此等上架費並

未同比例地支付給所有流通業者，而認定其違反克萊登法第二條第四項規

定，進而認定流通業者違反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五條規定。相反地，聯邦

交易委員會擺脫過去差別性給付及收取行為本身即屬違法之見解，而認為

上架費收取行為是否違法，應就其對競爭秩序影響而定，光是有競爭者受

到損害一事，並不足以證明競爭受到不當影響，而成為違反反托拉斯法規

定之唯一證據
46。此種以競爭制度本身，而非競爭者利益為競爭法規範目

的之直法理念，至屬正確。 

                                         
45 參照前揭註 7、8。 
46 參照前揭註 15 之本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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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德國 

  一、立法沿革 

德國為歐陸法係中，最早以明文規定方式，管制相對優勢地位濫用行

為者 47，其規範理念及方式對包含本研究以下所要檢討之法國、葡萄牙在

內的歐陸國家法制，有關此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之發展，有著相當影響的深

遠。 

    在一九七三年「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aenkungen, GWB）第三次修正前
48，營業競爭防止法第

二十六條第二項規定，僅對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禁止其為差別待遇

行為。在一九七三年之法律修正時，在第二十六條第二項規定中，追加一

第二句規定，在「企業或企業團體，如做為其供給者或需求者之企業就特

定商品或營業上給付依賴於其之程度，達於無足夠及期待可能性轉向其他

企業交易者」
49，不得為差別待遇行為。因此修正，不得為差別待遇行為

之事業主體，乃從原先的具有絕對優勢地位之事業，擴展及於僅具有相對

優勢地位之事業上。 

    之後，在一九八０年所為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四次修正中，德國立

                                         
47 有關德國法制之詳細分析，參考單驥、何之邁、吳秀明，從依賴性理論

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以公平法立場之研析適用，八十八年度行政院公

平交易委員會合作研究計畫六，一九九九。本研究以下有關德國法之分析，

亦多得助於此一研究內容。 
48 德國法上，除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外，「不正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UWG）第一條禁止「於營業交易中，以競爭

為目的而為背於善良風俗之行為」之規定，亦可用為規範相對優勢地位濫

用行為之依據。惟於本研究中，僅針對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之規範予以檢

討，對於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規定，不擬探討。 
49 本研究有關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條文之翻譯，多參照行政院公平交

易委員會編印，各國公平交易法相關法規彙編，民國八十二年六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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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更在原先的第二十六條第二項第二句規定之後，再追加第三句規定，

「特定商品或營業上給付之供給者，對於其一需求者，除給予交易慣常之

折扣或其他給付報酬外，更經常給予其他同類需求者未獲得之特別優惠

時，推定其對該一需求者有前具所稱之依賴程度」。於此，德國立法者希望

藉由此一推定規定，降低有關相對優勢地為存在舉證之困難度。惟需注意

者，依據當時之法律規定，此一推定僅適用於主管機關命令當事人停止其

行為之行政程序中，而不適用於一般的民事訴訟程序。 

    接著，在一九八九年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五次修正中，有鑑於不少

大型零售業者濫用本條規範，迫使名牌電器產品製造商負起供給義務，導

致後者因此無法建立起有效的專業銷售網，提供消費者必要的諮詢與售後

服務，乃將本條被差別待遇之主體限縮於中小企業，大企業從而無法再依

據本條規定提起救濟。此外，第二項第三句之推定規定，亦不僅限於行政

程序中有所適用，在依據民事訴訟程序請求救濟時，亦可援用此一推定規

定。 

    最後，在一九九九年一月一日起生效的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六次修

正時，配合整體條文規範結構的改變，原本的第二十六條規定，往前挪至

第二十條，而原先的第二十六條第二項第二、三句規定，亦變為現行第二

十條第二項第一、二句規定。其規範內容，並未有所變更。除此條次變動

外，本次法律修正最重要的變革當是，為了促進該項規定規範的實效性，

特於第七十條規定，聯邦卡特爾署對檢舉人之姓名應實施保密措施，以免

因其懼怕因自己姓名曝光，遭致相對優勢事業的報復，而不敢進行檢舉。 

    由以上敘述可知，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對相對優勢地位濫用行為

之規範，有愈來愈趨於嚴密而細緻的傾向，一九八０年追加的推定規定、

一九九九年成立的匿名保護規定，在在顯示出德國立法者認為有必要對相

對優勢地位的濫用行為，施予更為嚴格的管制。惟此一立法理念是否完全

符合競爭法整體規範之理念，就值得推敲了。以下，藉由實務運作上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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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問題點，來凸顯此一問題。 

 

二、實務運作 

    前述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對相對優勢地位濫用行為之規範，基本

上是建立在所謂「依賴性」理論上。當中小企業依賴於特定事業之程度，

已達「欠缺足夠且可期待之偏離可能性」（keine ausreichenede und 

zumutbare Ausweichmoeglichkeiten），而無法轉而與其他事業進行交易，

或縱使可以與其他事業進行交易，亦將因此而蒙受重大損失時，我們就可

以說，該當特定事業為現行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所稱

之相對優勢事業，而為該項規範之主體。 

    依據吳秀明教授之研究，經由實務運作經驗的累積，於上述「依賴性」

理論下，所形成的依賴類型主要有四
50：（1）基於產品完整供應之依賴，

此一類型尚可分為對於頂尖產品之依賴及對於頂尖產品群之依賴；（2）基

於匱乏而生之依賴，此一依賴類型主要發生於因突發事故，導致產品供給

量突然減少之特殊情況時；（3）對於特定事業之依賴，此一依賴類型主要

發生於事業因投注過度的關係專屬性投資，而遭「lock-in」之依賴
51；（4）

對於買方或需方之依賴，因為近來市場上買方力量之強勢，所興起的依賴

類型。在與本研究之關連上，理所當然地，最後一種對買方或需方之依賴

類型，最值得參考。 

    實則，前述一九八０年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四次修正時，所追加之

第三句的推定規定，「特定商品或營業上給付之供給者，對於其一需求者，

除給予交易慣常之折扣或其他給付報酬外，更經常給予其他同類需求者未

獲得之特別優惠時，推定其對該一需求者有前具所稱之依賴程度」，即是針

                                         
50 參照單驥、何之邁、吳秀明，前揭註 21 之研究，頁 50-71。 
51 參照第二章註 14-18 之本文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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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種對買方或需方依賴類型而定。此種「特別優惠」包含以下三種具體

事例 52：（1）上架費（德文原意為「入場費」（Eintrittsgelder）），意指

生產者在透過流通業者銷售其商品時，必須先行付給流通業者之費用；（2）

供貨廠商必須為流通業者之便，在商品上一一打上售價標籤；（3）供貨廠

商必須為流通業者支付貨物櫃或櫥窗之租金等。在類似此等情況下，我們

都可以推定流通業者具有相對優勢地位。由於此種特別優惠條件的存在，

本身即帶有差別待遇性質，故除非有正當理由存在
53，否則具有相對優勢

地位之事業，所為要求此等優惠給付之行為，應屬違法行為。 

此外，現行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條第三項亦規定，「具有相對

優勢地位之事業，不得利用其交易地位，促使其他事業在無正當事由下，

給予其優惠有利的交易條件」。依此規定，則縱使該當優惠有利的交易條件

並不帶有差別待遇性質，亦可依本項規定予以規範。在此規範網下，絕大

多數的附加費用收取行為都有可能受到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的禁止。 

由此不難理解，論者所謂，有關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之規定，為德國營

業競爭限制防止法實務上最重要的條文之一，在此條規範下，出現了非常

眾多的法院判決 54；然而，很弔詭地，德國聯邦卡特爾署官員卻曾在有關

競爭法制之研討會上表示，至今為止，有關本條之案件並不多，其規範成

效亦僅限於個別案例 55。為何二者之間，會對於法律實務運作成果產生此

                                         
52參照 Arndt Teichmann（吳秀明譯），「支配市場事業及市場強勢事業之阻

礙競爭與差別待遇行為」，公平交易季刊第五卷第四期，頁 147-148，一九

九七年 
53 此時，此種「正當理由」可能包含二種：（1）因大量採購而使生產、發

送成本節約者，將此成本節約反映在價格優惠上；（2）交易相對人相互提

供優惠之交易條件者。參照單驥、何之邁、吳秀明，前揭註 21 之研究，頁

20。 
54參照單驥、何之邁、吳秀明，前揭註 21 之研究，頁 5。 
55 參照 Ehlermann and Laudati (eds)，前揭註 1，頁 173-174 中，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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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迴然對立的認識？問題癥結應是出在於各自所關心之法律程序的不同，

換句話說，前者之見解係有關民事訴訟程序之運用成果，而後者則從主管

機關之行政程序的運用結果出發。然而，對此我們仍舊要問，為何二種程

序間會出現如此歧異的結果？對此，論者的解讀，可做為吾人參考，其謂：

由於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主要係為保護競爭者，而非競爭制度，其與現行競

爭法規範理念相互抵觸，從而以維護競爭機制本身為職志的競爭法主管機

關，就鮮有意願要去積極地執行此一條文規定了
56。 

果真如此，則我們是否能對德國法有關於此之民事訴訟上的成果，給

予過度正面的評價，並以此做為我國公平會實務運作之參酌 57，就值得再

三深思了。 

第三節  法國 

一、立法沿革 

法國雖從一九五三年起即有競爭法制的存在，但卻遲至一九八六年，

始於競爭法中對相對優勢地位濫用行為有明文規範 58。在「一九八六年十

二月一日八六─一二四三號價格與競爭之自由命令」第八條中，如是規定： 

「（1）企業或企業集團具備下列地位而有濫用行為者，應同受禁止： 

一、 在國內市場或其重要部份居控制地位； 

二、 其需求或供給企業處於無其他可替代解決途徑而對其有經

濟依賴狀態。 

 （2）濫用行為特別可能包括拒賣、搭售或出售條件的歧視，及只因交易

                                                                                                                       
Dobler 氏之發言。 
56 OECD, supra note 1, at 42. 
57 單驥、何之邁、吳秀明，前揭註 21 之研究，似乎就隱藏著此一意涵。 
58 本研究有關法國競爭法之敘述，主要參考何之邁，「法國競爭法新探─

八六-一二四三號命令之研究」，收錄於氏著，公平交易法專論，一九九三

年初版。 



 124

相對人拒絕接受不當的交易條件而斷絕既存的商業關係。」 

第一項第二款中所謂的「處於無其他可替代解決途徑而對其有經

濟依賴狀態」者，基本上與德國法上之「欠缺足夠且可期待之偏離可能

性」要件，具有同樣的內涵，由此亦可窺知，法國法有關相對優勢地位

濫用行為之規範，實係繼受德國法上相關之規定。 

一般認為，在認定是否具有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經濟依賴」

狀態時，尚可利用二個具體的判斷基準做為認定之基礎，其一為事業是

否缺乏「足夠的選擇對象」，另一項基準則為事業是否缺乏「合理的選

擇對象」。故而，縱使事業在被斷絕交易時，可以轉而與其他事業進行

交易，但此一交易相對人的轉換將帶給其額外的負擔與不利益，而從一

般正常情況判斷，此種轉換交易相對人之行為，實欠缺經濟合理性時，

亦可認定其間存有「經濟依賴」狀態。導致此種經濟依賴狀態發生之要

素，基本上亦與前述德國法上各種依賴類型的發生原因一樣
59。 

從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的立法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瞭解到，該款

規定制定主要之原因，係因為一九八０年代之後，法國大型流通業者的蓬

勃發展，此等流通業者憑藉著其強大的購買力量而時時要求供貨廠商給以

優惠折扣，對此行為，不少人士認為應該予以嚴格規範，最後乃導致本款

規定之成立。雖然，在本款規定成立後，法國流通業界的市場結構其集中

程度較諸過去更高，而相關「濫用行為」似乎也頻頻傳出，但本款規定在

規範上，卻缺乏實效性。 

追究根本，原因出在於，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適用時，除需滿足

「相對優勢事業」「濫用」其地位之要件外，尚必須因此濫用行為而對市場

競爭產生不當影響（distortion of competition）；雖然，此一最後的市

場效果之要件，與競爭法之規範理念相互契合，但卻也因其存在，導致該

                                         
59 參照前揭註 24 之本文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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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幾乎完全喪失其規範的實效性。因為，在具體的事案中，若交易相

對人其事業具有相當的規模，則「經濟依賴」要件無法滿足；而若規模很

小，則雖產生了「經濟依賴」狀態，但卻無法認為其損害等同於市場競爭

整體受到不當影響 60。 

為了解決此種兩難困境，增進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之實效性，法國政府

乃於一九九六年七月一日修正法令，在第三十六條第一項規定中，針對以

提供利益為前提始行交易、以斷絕交易關係脅迫交易相對人接受不當的交

易條件、在沒有適當的事前通知下突然中斷長期的交易關係等三種行為

61，在無須證明該當行為對市場競爭有產生不當影響的情形下，相對優勢

                                         
60  See Christian Babusiaux, Supplier＇s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Dependence On Large Distribution Groups, in: Ehlermann and Laudati 

(eds), supra note 1, at 195-97. 
61 此等規定之英文翻譯如下：Any producer, trader, industrialist or 

artisan shall assume liability for and shall be under an obligation 

to pay damages for the prejudice caused by the following: 

  3. Obtaining or attempting to obtain any advantage as a 

precondition for issuing orders, unless it be accompanied by a 

written commitment on a proportionate volume of purchases and, if 

applicable, by a service requested by the supplier and having been 

set out in a written agreement; 

  4. Obtaining or attempting to obtain, under the threat of a sudden 

break in commercial relations, any price, time periods for payment, 

terms of sale or conditions of commercial co-operation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conditions of sale; 

  5. Sudden termination, even in part, of an established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without prior notice in writing taking account of the 

previous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or practices recognized by 

inter-industry agreements. The above provisions shall not be relied 

on to prevent the entitlement to termination without notice in the 

event of failure of the other party to perform its obligations or 

in the case of force majeure. 

   Cited from Louis Vogel, Competition Law and Buying Power: Th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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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就必須對相關事業負民事責任 62。而且，為了避免發生類似德國卡特

爾署，在以保護競爭機制之觀點下，對有關相對優勢地位濫用規定之執行

顯示出消極的態度之情形，法國立法者特將此三種類型的濫用行為納入於

第三十六條規定中，由一般法院獨占地負責此等行為規範之執行 63。 

由上可知，法國法有關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於一九九六年七月之

後，進入一個全新的時期，當市場效果要件不再是違法性成立的前提條件

後，有關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其重心就不再是競爭機制本身有否受到影

響，而是在當事人間的交易是否公平之問題上。此種逐漸背離競爭法規範

理念之立法，其未來發展如何，有待持續觀察。 

二、具體案例 

雖然，前述一九八六年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制定係為因應日

益興起的大型流通業者之購買力量的濫用，但遲至一九九二年，法國競爭

法主管機關方始第一次接觸到有關買方優勢地位濫用之案例，而至一九九

五年止，有關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案例，亦只有二件，而且二件事

例都被判定為不違法
64。 

  （一）、Cora 事件 

本案主要牽涉到在法國東北部規模相當龐大之流通業者 Cora，併

                                                                                                                       
for a New Approach in Europe,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Review Vol. 

19 Issue 1, at 9 n. 30 (1998). 
62 惟需注意者，與第八條規定不同，事業依據第三十六條第一項各款請求

民事救濟時，亦無須舉證經濟依賴狀態的存在。See Vogel, supra note 35, 

at 9 n. 30. 
63 Id. at 9 n. 32. 
64  有關 二 件 事 例 之 敘 述 ， 主 要 參 照 Competition Council, France, 

Supplier＇s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Dependence On Large 

Distribution Groups, in: Ehlermann and Laudati (eds), supra note 1, 

at 2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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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了與其有競爭關係之連鎖店業者，Cora 此一併購之目的係為重新與

其供貨業者進行交易條件的協商，其希望藉此協商能夠獲得額外的經濟

利益，特別是廣告或促銷費用的贊助金。Cora 此舉被檢舉為違反法國

競爭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之行為，經過法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調查後發

現，只有六家供貨廠商在經濟上依賴於 Cora。除此六家廠商外，其他

供貨廠商並未被發現遭受到 Cora 之壓力，且未經常依照規定繳交廣告

或促銷費用等贊助金。此外，法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亦發現，此等附加費

用之支付，並未引起供貨廠商在其產品銷售上產生經濟上的困境。 

在上述事實認定下，法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認定，雖然有六家供貨

廠商在經濟上依賴於 Cora，然而，鑑於其他廠商仍有自由行動之空間，

僅是對六家廠商的濫用行為對市場實際或潛在競爭並未造成不當影

響。職是之故，Cora 所為收取附加費用之行為，並不違反第八條第二

項規定。 

  （二）、Intermarche 事件 

Intermarche 為一家大型流通業者，經由其管道所販售之洗衣粉銷

售量，大約佔大型商店與超級市場洗衣粉總銷售額的百分之十六，雖然

洗衣粉之銷售額僅佔全體商品總銷售額的百分之一點五至二，但

Intermarche卻要求洗衣粉製造業者提供其定期性的廣告傳單所需費用

百分之四十的贊助金，Intermarche 此舉被檢舉為有違反法國競爭法第

八條第二項之規定。 

法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調查過本案之事實後認為，雖然經由

Intermarche 所銷售的洗衣粉比例高達百分之十六，惟洗衣粉生產業界

其產業結構集中程度本來就相當地高，各個製造商多是大型製造業者，

其品牌知名度相當地高，銷售管道亦非常多元化，從而縱使不經由

Intermarche 銷售其所屬品牌的洗衣粉，亦有其他銷售管道可資替代，

而且證據顯示，部份洗衣粉製造業者在停止與 Intermarche 交易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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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蒙受重大損失。在以上所認定之事實下，法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認定，

洗衣粉製造商在經濟上並未依賴於 Intermarche。 

  （三）、評價 

上述二個案例都是有關一九八六年「一二四三號價格與競爭之自

由命令」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之事例，由於該項規定之違反係以對競爭造

成不當影響為前提，從而導致在 Cora 事件中，法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雖

認定出有六家廠商處於經濟依賴狀態，但卻以其規模過小，對市場競爭

並未造成影響，而認定為不違法。相對於此，在 Intermarche 事件中，

相關廠商所佔市場規模很大，但卻也因其規模大而認定其並未處於經濟

依賴狀態。在此狀況下，要同時認定有經濟依賴狀態存在且又對競爭秩

序造成不當影響一事，實屬至難。也難怪法國立法者在居於保護中小供

貨廠商之觀點下，於一九九六年七月修正競爭法第三十六條第一項規

定，排除有關經濟依賴狀態及對競爭造成不當影響之舉證責任。然而，

此種當然違法式的修法結果，是否符合競爭法規範理念，實屬可疑。毋

寧，在堅持必須對市場競爭造成不當影響的前提下，使認定其違反第八

條規定的競爭法主管機關之作法，方是依循競爭法規範理念所為之執法

作為。 

第四節  葡萄牙 
葡萄牙法有關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基本上是繼受法國法之規定。然

而，從條文形式內容看起來，葡萄牙有關相對優勢地位濫用之規範，較諸

前述德、法二國的法制，更為嚴格。在一九九三年十月二十九日九三─三

七一號的法律中 65，第四條規定禁止具有相對優勢地位之事業，濫用其地

                                         
65 有關本法對相對優勢地位濫用之規範內容的英文資料，可參照 OECD Best 

Practice Roundtables─Abuse of Dominance and Monopolisation 

（OECD/GD(96)131）中，葡萄牙代表所提出之資料，本項資料可自下列網

站取得:<http://www.oecd.org/daf/clp/Roundtables/abs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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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此種濫用行為包括搭售、差別待遇、拒絕交易及只因交易相對人拒絕

接受不當的交易條件而斷絕既存的商業關係等行為，此等濫用行為類型與

法國競爭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幾乎完全相同。然而，葡萄牙法與法國一九

八六年競爭法，在一項關鍵點上，出現不同的規範，亦即前述各項濫用行

為之違法性並不以對市場競爭造成不當影響為前提。雖然少了此一市場效

果要件，但是在一九九六年當時，葡萄牙競爭法主管機關仍以為如何認定

相對優勢地位所需之「經濟依賴」狀態，實為本條規定適用時最大的困難

點，導致至當時為止，並無有關該條規定之案件產生。 

有鑑於此，葡萄牙政府乃於一九九八年五月修正其競爭法（Decree Law 

370/93）規定，修正後的第四A條規定
66，禁止買方從供給者處取得與其一

般銷售條件相較之下，過分不當（exorbitant）的售價、付款條件、交易

條件或商業合作條件；而所謂的「過分不當」係指，各該交易條件、付款

條件、價格等，給予買方與其購買數量不成比例的高額利益。在法律性質

上，這些行為被定位為當然（per se）禁止之行為類型，當事人不必舉證

此等行為是由相對優勢事業所實施，亦即免除了前述九三─三七一號法

中，最令競爭法主管機關頭疼的「經濟依賴」狀態之認定。但也因此，此

類行為就幾乎完全喪失其與競爭法規範間的關連性，從而競爭法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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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l of Trade Competition）擔當本條規定之執行機關。 

與法國法相同，當有關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逐漸背離競爭法原有

之規範理念時，相關條文的主要執行機關就由原有的競爭法主管機關，

移轉到其他司法或與產業政策有關之部門。此亦屬當然之舉，因為有關

                                         
66有關本條規定內容之英文資料，可參照 OECD Best Practice Roundtables

─ Buying Power of Multiproduct Retailers（DAFFE/CLP(99)21）中，

葡萄牙代表所提出之資料，本項資料可自下列網站取得: 

< http://www.oecd.org/daf/clp/Roundtables/buying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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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策、所得分配政策或產業政策並非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專業分工事

項，由其來實施此種法律規定，或將使該項規定之立法目的無法充分伸

張，或將使原本的競爭法執行實務受到不當拖累，二者交互作用，最終

結果，或將使競爭法主管機關變成一個四不像的部門。法、葡二國的立

法經驗之意涵，值得吾人深思。 

第五節  日本 

一、立法沿革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十九條規定，禁止事業從事不公平交易方法，

而根據該法第二條第九項第五款之規定，「不當利用自己交易上之地位

與對方交易，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為不公平交易方法之一。承

受本款規定所訂定之不公平交易方法一般指定第十四項，在「優勢地位

濫用」的標題下，更詳細規定出優勢地位濫用的要件及行為類型，其謂：

「利用自己於交易關係上所享有之優勢地位，對照於正常商業慣習，不

當從事下列各款行為之一者： 

1. 對於與自己持續進行交易之相對人，令其購買與該當商品或服務

交易無關之商品或服務； 

2. 對於與自己持續進行交易之相對人，令其提供自己金錢、服務及

其他經濟上之利益； 

3. 訂定或變更成不利於相對人之交易條件； 

4. 除該當於前三款之行為外，在有關交易條件的設定或實施上，做

出不利於交易相對人之情事； 

5. 對於交易相對人之公司，要求其公司負責人的選任，應依照自己

事先的指示，或事前應得到自己的同意。」 

一般認為上述「優勢地位」，並無須達到擁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絕對優

勢程度，只要在與其交易相對人的關係上，具有相對優勢即已足。故而，

日本法上有關優勢地位濫用之規範，實與德國法上之依賴性理論或法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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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經濟依賴狀態，具有相同的意義。歷來，日本學界對於此一優勢地位

濫用規範在整體獨占禁止法規範體系中，所扮演之角色迭生爭議，至今未

休。爭論之癥結點在於，與市場自由競爭及競爭手段之公平性無直接關連

的相對優勢地位濫用之規範，如何與以維護自由且公平的競爭秩序為目的

之獨占禁止法規範體系，有效地整合為一體。 

有見解認為，有關優勢地位濫用之規範，主要保護對象在於競爭者，

而與獨占禁止法所要保護之法益的競爭制度本身，性質上本不相同，就立

法政策而言，實應另外制定一特別法律，做為此種規範之依據
67。另一派

見解則主張，獨占禁止法之規範目的本就是為消除經濟上所存在之支配、

從屬關係，以回復經濟主體間於交易上所應享有之實質的自由與平等關

係，若此則優勢地位濫用規範，實為實現獨占禁止法規範目的之最基本的

規定 68。雖然，上述二派見解在有關優勢地位濫用規範於獨占禁止法上之

定位，有著迴然相異的看法，但根本上都係認為優勢地位濫用之問題點，

在於對交易相對人所行使的不當壓抑或脅迫行為，只是因為對獨占禁止法

應有之規範目的認識的不同，才產生上述完全不同的結論。 

相對於上述二種見解，近來多數見解傾向於將優勢地位濫用規範與獨

占禁止法確保自由、公平的競爭秩序之規範目的二者，毫無對立地結合在

一起。該項見解之中心，在於強調垂直的不當壓抑行為對水平的競爭關係

所可能帶來的不當影響。其認為：（1）此種不當的垂直壓抑行為，可能會

更加強化具有優勢地位事業之力量，而使得其所處之市場上，競爭機制可

得發揮功能之範圍更形縮小；（2）在不當壓抑交易相對人後，該相對人之

競爭力可能因此而減弱，影響到其市場上之正常競爭秩序
69。雖然經過如

                                         
67 參照今村成和，獨占禁止法，頁 146 以下，有斐閣，一九七八年新版。 
68 正田彬，全訂獨占禁止法 I，頁 409 以下，日本評論社，一九八０。 
69 參照實方謙二，獨占禁止法，頁 337 以下，有斐閣，一九九五年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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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巧妙的解釋，而將優勢地位濫用規範與獨占禁止法之規範目的緊密地結

合在一起，但多數見解仍認為，在判斷優勢地位濫用行為是否違法時，並

不須調查該當行為對市場競爭造成何種影響，只要行為的壓抑性超過一定

的限度而不當時，即可認定其違法 70，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於實務運作上，

基本上亦採行此種看法。惟仍有不少見解，對此種完全不以對競爭秩序影

響如何為違法性要件之見解，不表苟同，從而倡言對於此種例外、特殊的

規範，於執行上應該審慎為之，不應過分擴張其規範強度與範圍
71。 

無論如何，傳統上因為日本生產、流通慣行上，有所謂「生產系列」

或「流通系列」等型態的存在，此等系列通常以大規模企業為頂點，隨著

系列愈往下游或上游走，企業規模有愈趨小型之勢，為了保護此等居於系

列下游或上游的中小企業廠商之權益，故而實務上非常強調此種優勢地位

濫用規範之重要性。在此關連上，有二部性質上屬於獨占禁止法之特別法

的法律或行政規則，值得一提。 

第一部法律乃是為規範生產系列中所發生之上下游製造商間的承包

關係，而於一九六五年制定「承包價金給付遲延等防止法」，該法禁止大規

模製造商不當利用其相對優勢地位，對其零件承包商的中小企業設定不利

的交易條件。此一法律所針對者，實為長期性、持續性的交易關係中所產

生之相對優勢地位，其立法目的與預防「hold-up」之規範理念 72，有諸多

不謀而合之處。本法主要禁止上游發包事業不得不當地遲延給付價金，另

外對於不當地拒絕受領發包標的、不當要求降低價金金額以及不當退貨行

                                         
70 同上，頁 338。 
71 參照松下滿雄，經濟法概說，頁 175，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八六；來

新生，經濟活動と法─市場における自由の確保と法規制，頁 131-133，

放送大學教材，一九八七；村上正博，獨占禁止法，頁 93，弘文堂，一九

九六。 
72 參照第二章註 14-18 之本文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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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亦都予以嚴格禁止。 

第二部的行政規則乃是公平交易委員會依據其本身所擁有之規則制

定權，為了讓事業能更明確瞭解優勢地位濫用規範所禁止之行為類型及內

容，所訂定之「百貨公司業界中特定不公平交易方法特殊指定」。於此特殊

指定中，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下列七種行為類型該當於獨占禁止法

上的不公平交易方法，而受到禁止規範：（一）不當的退貨行為；（二）不

當地要求商品折扣之行為；（三）不當地強迫要求委託販售之交易；（四）

要求以非常便宜價格購買提供百貨公司所欲進行促銷之商品；（五）不當地

拒絕受領其所特別訂購製造的商品；（六）不當地要求供貨業者提供其員工

協助百貨公司銷售行為；（七）對不配合的廠商採取報復措施。此一特殊指

定，其後因連鎖加盟業界的快速成長，適用對象主體乃不再僅限於百貨公

司，而對於連鎖加盟店、量販店等具有一定規模以上的賣場面積、販賣多

種商品的大規模零售業者，亦一體適用。 

由以上敘述可知，日本法制不論於法律規定上，抑或是實務執行上，

對於相對優勢地位濫用之規範，從相當早期開始，就顯得非常積極。或許

是，長期以來被認為屬於弱勢機關之公平交易委員會為了彰顯其存在意

義，所以在此等「弱者」救濟上，顯得特別積極，以贏取社會對其存在意

義及角色扮演的認同
73，然而此種「積極」作為，是否符合競爭政策之規

範理念，實屬疑問
74。撇開此一問題點不論，日本實務上有關流通業者濫

                                         
73 已有日本學者指出，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為了向一般國民彰顯其本身之

存在意義及價值，有積極實施被認為是競爭政策與經濟弱者保護政策二者

混合物之「承包價金給付遲延等防止法」的傾向。參照若杉隆平，「不公正

な取引方法に關する規制（1）：不當廉賣及び優越的地位の濫用‧下請取

引」，收錄於後藤晃、鈴村興太郎編，日本の競爭政策，頁 112，東京大學

出版會，一九九九。 
74 參照若杉隆平，前揭註 47；三輪芳郎，獨禁法の經濟學，頁 108 以下，

日本經濟新聞社，一九八二；伊藤元重、加賀見一彰，「企業間取引と優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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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優勢地位行為之規範，最值得參考者，當屬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於一九

九一年七月十一日所公布之「獨占禁止法有關流通、交易慣行之行動指針」

中，關於零售業者優勢地位濫用行為規範之敘述，以下就專門針對此一指

針之相關內容，予以分析。 

二、流通、交易慣行之行動指針 

「行動指針」首先說明規範零售業者優勢地位濫用行為的基本想法，

其謂：事業要以何種條件進行交易，基本上應由交易當事人自主判斷，然

而當零售業者相對於供貨廠商於交易上居於優勢地位時，就有誘因利用此

項地位，對供貨廠商為各種不當的要求，而有濫用其優勢地位之虞。「行動

指針」列出五種重要的濫用行為類型：（1）強迫供貨廠商購買其他商品或

服務；（2）不當地退回廠商之商品；（3）要求供貨產商派遣其員工協助銷

售活動；（4）要求其提供贊助金等金錢的支出；（5）不當地要求供貨廠商

做出量少但送貨店數多或頻率高之出貨方式。在本研究所關心之附加費用

的關連上，上述類型中最有關係者，當為第三項贊助金提供之行為類型。

以下，就針對此一行為類型，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的想法，做一敘述。 

在正式進入有關贊助金規範之說明前，我們有必要對日本公平交易委

員會如何定義、認定優勢地位的存在，予以簡要地闡述。根據日本公平交

易委員會之見解，所謂「相對於供貨廠商，零售業者在交易上居於優勢地

位」之意義，係指就該當供貨廠商之立場而言，若因故而無法與相關零售

業者繼續進行交易時，將會令其健全的事業經營陷入相當程度的困境，從

而導致該當零售業者在交易上所提出之要求，縱使對供貨廠商本身造成顯

著不利益的影響，其亦不得不接受相關之交易條件。在判斷零售業者是否

具有優勢地位時，應斟酌考量供貨業者對相關零售業者於交易上之依賴程

                                                                                                                       
的地位の濫用」，收錄於三輪芳郎、神田秀樹、柳川範之編，會社法の經濟

學，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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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相關零售業者於市場上所擁有之地位、供貨業者變更其交易相對人的

可能性以及該當商品的供需關係等各項要素，予以綜合性的判斷。 

在綜合此等要素判斷後，具有相對優勢地位之流通事業，會經常要求

其交易相對人分擔其本身為促銷活動、週年慶、廣告等所支出之費用。根

據公平交易委員會於一九九五年二月有關於此之調查結果顯示 75，在整體

調查對象中，被要求支付附加費用之供貨廠商，竟佔有高達七成之比率，

而回答以「新店開幕、公司週年慶等名義要求贊助金」或「並不認為因此

而可促進其所供給之商品的銷售量者」，其比例亦相當高。由此可以窺知，

附加費用在日本流通業界中，問題亦相當嚴重。 

對此問題，「行動指針」認為，若附加費用之支付係有助於供貨廠商

商品之銷售，則其行為乃屬正當，但若零售業者所為附加費用給付之要求，

僅是為了一己之利，而犧牲供貨廠商之利益時，則可能觸犯獨占禁止法之

禁止規範。具體上，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將依據下列各項基準，判斷何種

行為係在犧牲供貨廠商之利益下，成就零售業者利益之行為： 

「1. 附加費用之負擔額度、該當額度算出之依據以及其用途等，在交

易雙方當事人間並沒有明確合意的情況下，若其負擔會給供貨業者帶來其

事先無法預測或計算之不利益時，該行為屬違法行為； 

2. 下列各款可認定係使供貨業者支付附加費用，而令其蒙受不利益

之情形： 

（1） 於並未直接有助於供貨廠商商品之銷售的增加之促銷活動、賣

場的重新裝修、廣告宣傳等情事上，要求該供貨廠商支付附加

費用； 

（2） 相關活動雖有助於供貨廠商商品的促銷和成本的削減，然而零

                                         
75 參照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大規模零售業者與供貨業者間之交易實態

調查」，平成七年（一九九五年）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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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業者所要求之附加費用金額，卻遠超過供貨廠商因此而可獲得

之直接利益的額度； 

（3） 為了零售業者本身的會計結算之因素，而要求供貨廠商繳付附

加費用之行為； 

（4） 在約定若零售業者能於一定期間內，達成一定的銷售業績的

話，則供貨廠商將給予零售業者一定的回扣時，零售業者雖未達

成前述銷售業績，卻仍然要求該項回扣之情形； 

（5） 在供貨廠商供給所零售業者所訂購之商品後，零售業者方始要

求減低該當商品之進貨價格。」 

由此等具體行為類型可知，與美國法係專注於差別待遇行為不同，日

本法對於相對優勢地位濫用行為或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乃專就其中所存有

之不當壓抑性質著眼，在供貨廠商與流通業者間之利益分攤不均衡，且此

一不均衡又起因於具有優勢地位地位之事業的強大力量壓力下時，附加費

用或不當折扣行為，即屬違法。雖然如此，此種違法判斷方式卻也為某種

附加費用收取行為預留了合法的空間，換句話說，在附加費用之支付金額、

該當額度算出之依據以及其用途等有明確約定之情形，且此等費用之支付

與供貨廠商商品之銷售有均衡關係存在時，此等附加費用收取行為，就為

法律所容許。相對於此，美國法在過分強調所有交易相對人都應該同比例

地取得相關經濟利益時
76，其結果幾乎就是完全禁止大型流通業者可以收

取此等附加費用；此由前述Alterman事件中法院之判決理由可以清楚得知

77，該案中，法院除要求供貨廠商應將其將為經濟利益提供之意思，傳達

給所有交易相對人知悉外，甚至認為，只要流通業者收受特別經濟利益一

事已經證明，則產生舉證責任轉換結果，流通業者於此必須自行證明其競

                                         
76 參照前揭註 11-12 之本文敘述。 
77 參照前揭註 18 之本文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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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者亦同比例的收到此等經濟利益。美、日間此種不同的規範方式與態度，

在思考我國有關於此應有之規範內容時，值得參考。 

三、具體案例 

雖然，日本有關相對優勢地位濫用規範之歷史，可謂相當悠久，但由

於日本行政機關傳統上，慣用行政指導之手法，推動其政策或法律規範。

結果導致，雖然屢屢傳出有大型流通業者不當濫用其優勢地位之舉動，但

截至目前為止，真正由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以審決方式處理之案件，僅有

二件，一件為有關著名的老牌百貨公司「三越百貨」之事例，另外一件則

是最近興起的連鎖超商業者之「Lawson」事例。 

  （一）、三越百貨事件 78 

本案起因於在日本百貨公司業界市場佔有率第一名的三越百貨，因其創業

期間悠久，在商界中享有極高的信譽，從而對供貨廠商而言，三越百貨實

為極其重要之交易相對人，幾乎所有供貨廠商都極力盼求能與該公司進入

供貨交易之關係。在此情況下，三越百貨從過去以來，即強力推展其於賣

場之外的行銷管道，且對於各個供貨廠商，亦積極要求其配合此類銷售活

動，該公司並進一步利用此種供貨交易關係，要求供貨廠商購買自己所販

售之商品或服務。三越百貨所為各項此類事例，具體情形如下。 

1. 在渠自一九七五年以來所實施的所謂「推薦商品」之銷售活動

中，和自一九七七年十月以來所採行的「R 作戰」之銷售活動中，

皆對於供貨廠商，要求購買相關之商品與服務，而供貨廠商大多

也接受此一要求，購買該當商品或服務。結果導致此等促銷活動

中之商品獲利率，尤其是「R 作戰」活動中，所販售各項商品的

獲利率，都較諸三越百貨於一般賣場中所販售之商品的獲利率還

                                         
78 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昭和五十七年（一九八二年）六月十七日同意審

決，審決集第二十九卷頁 3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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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 

2. 在一九七八年八月左右，三越百貨經由其負責進貨之部門，販售

預售之入場門票，對於各個供貨廠商依其進貨金額，而設定其應

該購買的門票數額，此一銷售活動最後也幾乎依照原訂計畫圓滿

達成。 

3. 一九七八年在有關煙火大會等的表演活動之入場門票（此一門票

費用包含住宿費、食費以及交通費等）銷售中，三越百貨主要以

賣場外之販售為主，於此，亦有為數眾多的供貨廠商購買了該當

門票。 

4. 在與三越百貨所為促銷活動有關之「海外旅行」活動中，三越百

貨主要亦係藉由賣場以外之方式進行銷售，此際，亦有為數眾多

的供貨廠商參加該項旅行活動。 

5. 三越百貨為了將一部份賣場的重新整修費用全部或一部份轉嫁

由供貨廠商來負擔，乃強勢地要求供貨廠商支付此等費用，受到

此一要求的供貨廠商，在寄望能夠繼續與該公司進行供貨交易的

情況下，乃不得不答應此一要求。 

    針對上述行為，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三越百貨乃利用自己於交

易關係上所享有之優勢地位，而於對照正常之商業慣習，不利於供貨廠商

之交易條件下，與該等業者進行交易，此舉違反獨占禁止法第十九條之規

定；因而命令三越百貨除不得再次利用供貨交易關係，請求供貨廠商購買

其商品或服務外，並在有關三越百貨本身賣場之重新整修費用、以特定商

品銷售為直接目的之促銷活動費用、以及不以特定商品銷售為直接目的之

促銷活動費用等，不得將之轉嫁交由供貨廠商負擔。 

  （二）Lawson 事件 

    Lawson 在日本全國共計有六千六百四十九家便利超商加盟店，其店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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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目在日本便利超商連鎖加盟業界中，高居第二位，且因為其提供了消費

者日常所需之眾多商品，使得 Lawson 在便利超商業界中，享有極高的信

譽。與 LAWSON 間具有持續性交易關係的日常生活用品之供貨廠商，大約有

一百家，LAWSON 設計了一套以對其連鎖加盟店的供貨金額或供貨數量為基

準的商品貨款返還制度。與對 LAWSON 連鎖加盟店供貨量較多的供貨廠商

間，以一個會計年度為計算基礎，雙方簽訂所謂「有關貨款定額退還約定

書（A）」（以下稱此約定書為「A 契約」），而當其計算基礎期間係在三個月

以內時，雙方間乃簽訂所謂的「有關貨款定額退還約定書（B）」（以下稱此

約定書為「B 契約」），LAWSON 並依據此等契約向供貨廠商收取定額的金錢。 

    LAWSON 從過去以來，即基於 A 契約或 B 契約可取得之貨款退還金額，

於每年度設定一定的預算額度（以下稱之為「貨款退還預算」），並致力達

成此一目標額度。一九九七年八月左右，LAWSON 為了達成一九九七年會計

年度所設定之貨款退還預算目標，乃單方面修改其原來 B 契約中有關貨款

退還之計算基準，修改後之契約內容並未明確訂出特別的計算依據或基

準，僅是要求各該供貨業者依其所修定之計畫，退回一定額度的已收取貨

款。爾後，LAWSON 再次增加貨款退還預算額度，而於一九九八年二月左右，

對主要日常生活用品供貨廠商約六十名，在沒有明示特別的計算基準之情

況下，要求其提供金錢配合前述預算增加額度。 

    其次，LAWSON 為促進其連鎖加盟店之銷售業績，乃就日常生活用品

中，選出其連鎖加盟系統中最受歡迎之商品（「標準陳列架商品」），並決定

對此等商品進行統一的陳列方式。為求商品陳列方式能夠統一，乃有必要

處分連鎖加盟店中所存放之庫存商品，並須籌措此一處分所需費用。為此，

LAWSON 乃要求供貨廠商將上述標準陳列架商品的一定個數，以日幣一元之

進貨價格提供給其加盟系統，因而得以籌措處分庫存商品所需之十三億日

圓。 

    對於上述行為，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認定，Lawson 係利用其於交易關



 140

係上之優勢地位，在對照正常商業慣習下，不當要求供貨廠商提供金錢、

或以日幣一元供應商品等方式，收受經濟上利益，此等行為違反獨占禁止

法第十九條規定。Lawson 除應立即終止前述行為外，爾後並不得 A 為與此

類似之行為。 

  （三）、評價 

    上述二件事例，都牽涉到大型流通業者利用其相對優勢地位，收取附

加費用之行為。於此，值得注意者，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都僅約略提及各

該流通業者於市場上之地位及其信譽，並暗示所有供貨廠商都亟希望與此

等業者進行交易，而未具體舉出其究竟以何種要素、方式或步驟來判斷此

種相對優勢地位的存在。由此我們或可理解，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在各該

案件中，所最重視之要素當是，供貨廠商在接到此等不合理的請求後，卻

都不得不接受、答應其要求之要素，換句話說，因為有不當的壓抑要素在

其中，公平交易委員會乃由此反證出相對優勢地位的存在。若此，則流通

業者所做不合理請求或不當利益，其「不當性」之判斷基準又為何，該會

於此並未詳加解釋。 

    依據學者之見解，不當利益之「不當性」有以下四種判斷方式：（1）

在供貨廠商之自由、自主的判斷意志被壓抑而無法發揮時，即存在此一「不

當性」；（2）以地位平等或對等的交易當事人間所成立的交易條件為基準，

來判斷該當交易之「不當性」；（3）若競爭機制正常運作的話，該當給付行

為將不會發生，故而若該給付行為發生，行為本身即具有「不當性」；（4）

在供貨廠商依賴於流通業者時，流通業者方有能力為此種給付要求，而不

用懼怕失去該當交易時，此種經濟利益給付具有「不當性」
79。由此觀之，

不當給付之「不當性」，實與相對優勢地位成立的原因，環環相扣，二者似

                                         
79參照山部俊文，大手小賣業者の納入業者に對する優越的地位の濫用，

第一一五八號，頁 118，一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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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居於一體二面之關係。 

第六節  小結 
    由以上主要國家法制有關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之分析可知，在有了相對

優勢地位濫用之規範後，各國政府似乎就傾向於將其規範修正的更為嚴

格，有時甚至不惜背離競爭法制原有之規範理念。此一趨勢或肇因於最近

各主要國家中，大規模流通業者蓬勃發展、購買力逐漸增強，對上游供貨

廠商與其他中小型流通業者，造成莫大的威脅，導致立法者受到此等業者

政治壓力，紛紛強化其相關規範。雖然，立法者有時不得不承認此等大規

模流通業者，在與生產者之關係上，可以扮演著「對抗力量」

（countervailing power），尤其是當上游生產市場呈現寡占結構局面時，

此一對抗力量將可抑制生產者市場支配力的行使，令消費者受益。然而，

對立法者而言，救濟在相對優勢地位關係中，處於弱勢地位的依賴事業，

似乎就是天經地義，而且在政治上更具有號召力。 

我們雖然不否認，對弱勢團體之扶助有其必要性，但此等政策之施行

實為社會福利或中小企業政策之職權，在以客觀的競爭機制本身為其保護

法益的競爭法制中，摻入此類異質要素，將使得二者規範目的之實現，相

互抵減。此實為德、法二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有關相對優勢地位規範執行

成效不彰之原因，更因此故，部份國家的立法者乾脆將此等規範之執行，

不再交由競爭法主管機關來做，而專門交由法院等部門執行。此舉亦顯示

出，相對優勢地位規範與競爭法規範理念間之緊張、對立關係。而當我們

將鏡頭焦點集中於附加費用收取行為時更發現，當有關此一行為之違法性

判斷，不再需要對市場競爭產生不當影響之要素為前提時，其將有可能帶

來禁止所有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之結果，不論其收取是否為促進供貨廠商商

品之銷售，或其費用額度相當而具有經濟合理性，如此結果是否與競爭法

規範理念相互契合，實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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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平交易法對附加費用收取行為

之規範 

    我國現行公平交易法並無明文特別針對相對優勢地位濫用或附加費用

收取行為予以規範者，從而在探討有關公平交易法對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之

規範時，我們首先就必須找出規範的法源依據（第一節）；其次，從理念分

析著眼，檢討若公平交易委員會意欲規範相對優勢地位濫用或附加費用收

取行為時，應有的規範態度及手法（第二節）；最後，我們就可以綜合前三

節之分析與前一章所述各國法制之經驗，具體地提出未來公平交易委員會

有關附加費用收取行為規範時，可以採行的規範方式與內容（第三節）。 

 

第一節  公平交易法與相對優勢地位濫用 
    根據吳秀明教授之見解，現行公平交易法規定中，可作為規範相對優

勢地位濫用行為之法條者，計有第十八條有關維持轉售價格禁止之規定、

第十九條有關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行為禁止規定、第二十四條

概括補遺條款之規定
80。惟維持轉售價格行為或經常為具有相對優勢地位

之事業，實施濫用行為的原因，無可否認地，二者間具有密切關係；但是，

                                         
80參照單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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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77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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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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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行第十八條規定以所有維持轉售價格約定均屬無效之情形下，只要有

此約定即被禁止 81，實無特別必要提出相對優勢地位概念，以為規範之前

提。從而，本研究以下僅針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二十四條規定與相

對優勢地位規範間的關係，予以分析。 

一、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 

    由於典型的相對優勢地位濫用行為，如拒絕交易、差別待遇、搭

售等，皆為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之規範對象，從而該條各款規定是否可以

做為管制相對優勢地位濫用行為之法律依據，就成為首要檢討課題了。 

吳秀明教授指出，在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各款規定與相對優勢地位濫

用規範之關連上，有直接關係者，當為第二款與第六款有關「市場不法」

之規定 82。也就是說，在與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規範的關連上，相對優勢

地位濫用行為之所以應該受到管制，並非因其手段本身具有商業倫理道德

的可非難性，而係因該當行為對市場競爭造成不當影響所致，就現行公平

交易法第十九條規定之用語而言，就是該當行為具有「限制競爭」之虞。

然而，也正如吳教授所指出的，相關行為是否有造成限制市場競爭的效果，

行為人之市場佔有率通常成為法律適用的門檻要件，在公平交易委員會實

務運作上，此一市場佔有率的門檻要件一般被設定為百分之十；換句話說，

擁有百分之十以上市場佔有率的事業，其所為拒絕交易、搭售、差別待遇

等行為，才會造成限制市場競爭之結果
83。但是，對此我們不免質疑，既

                                         
81 對於公平交易法第十八條規定此種規範方式之批判，參照拙著，「維持

轉售價格規範之再檢討」，台大法學論叢第二十九卷第一期，一九九九。 
82 參照單驥、何之邁、吳秀明，前揭註 1，頁 78-80。 
83 吳秀明教授以此百分之十的市場佔有率之門檻要件為「微小不罰」之識

別基準，參照前揭註 1，頁 82-83。然而，所謂「微小不罰」，在行為本質

上，終究屬於違法行為，或許公平交易委員會基於本身人力、物力等資源

限制的考量，不對此類行為予以調查、處分，但仍不妨礙一般私人或事業

可以依公平交易法第三十至三十二條規定，向法院請求民事救濟。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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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市場佔有率超過百分之十，且形式上其行為該當於第十九條第二、六款

規範之行為類型時，當然就可以直接適用以各款規定，以為規範，實無必

要特別創造出相對優勢地位的概念，做為規範之基礎。 

或有鑑於可能會產生此種質疑，吳教授乃續而主張，相對優勢地位可

以扮演一種補充規範的角色，亦即當行為人市場佔有率低於百分之十時，

為求仍能適用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規定，只要認定當事人間具有相對優勢

地位關係，則無須舉證其市場佔有率在百分之十以上。此時，適用方式可

做如此設計：「行為人之市場佔有率低於百分之十者，無限制競爭或妨礙公

平競爭之虞，但當事人間具有依賴關係者，不在此限」
84。然而，對此我

們必須再度質疑，既然如吳教授所言，此時已無「限制競爭之虞」，則公平

交易法第十九條各款規定違反之實質要件就未被滿足，當無任何違反該條

規定行為之存在。縱使此時當事人間具有相對優勢地位關係，亦不會因此

而產生限制競爭之虞；若堅持於此種情形，仍適用第十九條規定，則不啻

放棄相對優勢地位濫用規範與「市場不法」間之關連，而將之推向與美、

法、葡法制相同的「行為不法」之類型，惟此種規範型式的變更實有違我

國公平交易法現行規範架構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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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而新開發之營業方式，是否會抵觸公平交易法規定，但由美國判例實務

及學說最近有關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競爭之論述，亦可得知，不少被認為

屬於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規範對象之行為，實際上有助於整體市場競爭秩

序之發展，而不應視為違法行為。為怯除新進事業的疑慮，且為提昇市場

整體競爭之機能，本文以為百分之十的市場佔有率門檻，並非為所謂「微

小不罰」之基準，而是低於此一市場佔有率者，其所為行為形式上雖然屬

於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規範之對象，但實質上由於並未對市場競爭產生限

制效果，故而不為第十九條規定之違法行為，法院縱使受理此類請求，亦

應遵循此一論理，駁回該當請求。否則，吾人一般所認為的「市場不法」

之行為類型，就變質為無須考慮市場效果的「行為不法」類型。 
84 參照單驥、何之邁、吳秀明，前揭註 1，頁 83。本文引號內之敘述，依

照吳教授原文略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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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本研究以為，在與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規定適用的關連

上，實無特別提出相對優勢地位概念的必要性。相對優勢地位概念之所以

必要，在於雖未滿足第十九條適用前提的百分之十之市場佔有率，或濫用

行為不屬第十九條第二、六款規定之行為類型，但對照於整體公平交易法

之規範理念，仍有需要予以規範時，方有引出相對優勢地位概念之必要。

此一理念，於有關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上，特別重要。因為，附加費用之收

取時而是對所有交易相對人一律收取，而無差別情事存在，或收取之事業，

嚴格言之，有時其市場佔有率並未在百分之十以上；於此，就有必要以其

他條文作為規範的依據了。此際，可資運用之公平交易法條文，當屬俗稱

「帝王條款」的第二十四條規定了。 

二、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 

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如此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不

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本條規定係一般性

地規範不公平競爭行為之概括條款，由於其所涵蓋之範圍包括本法已明示

列舉以外之所有不公平競爭行為，保有非常大的適用空間，俗稱之為「帝

王條款」。關於本條規定與公平交易法其他條文適用上之關係，廖義男教授

說得非常清楚：(1)行為已有其他條文加以規範者，應優先適用其他條文；

(2)其他條文未對系爭之行為有所規範時，則適用本條規定；(3)行為之一

部有其他條文加以規範，而他部份該當於本條規定之要件時，同時適用其

他條文與本條規定
85。從而，對於相對優勢地位濫用行為，在其他條文無

法確切予以規範時，而該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整體規範理念時，就可藉由

本條規定予以管制。 

                                         
85 參照氏著，專利權人發函警告其競爭對手及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應注意

及尊重其專利權─兼評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85）公處第０四七號處分，

月旦法學雜誌第十四期，頁 111，一九九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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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平交易委員會所訂定之「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原則」

四（一）2 規定，「對交易相對人為不當壓抑，亦即妨礙交易相對人自由決

定是否交易及交易條款」者，是為對交易相對人之顯失公平行為，其後在

四（一）2（2）更具體地將「對交易相對人濫用優勢地位」之行為，列為

二種常見的顯失公平行為類型之一，其如此主張：「所謂對交易相對人濫用

優勢地位係指強迫交易相對人接受不公平交易條款」
86。雖然，「適用原則」

中，並未對「優勢地位」的概念內容有所著墨，但從公平交易委員會過去

內部研究報告中，似乎可以得知，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所謂「優勢地位」

乃指，「主管機關於衡量事業市場力以決定是否適用競爭法規時，對於市場

佔有率不高之事業，倘他事業之營運必須『不可偏離（或無可取代）地依

賴』該事業，則該事業即具有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得列入競爭法之規範」

87。由此可知，在公平交易委員會的執法實務上，肯定對市場佔有率不高

之事業，得依據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藉由相對優勢地位之概念，

規範其濫用行為。 

然則，由於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的適用前提必須是「足以影響

交易秩序」之顯示公平行為，從而有關「交易秩序」此一市場效果要件，

就有加以釐清之必要。根據前述「適用原則」三之規定，「交易秩序，係指

符合社會倫理及效能競爭原則之交易秩序，包括了交易相對人間不為欺罔

及不當壓抑的交易秩序，以及不阻礙競爭者為公平競爭的交易秩序」
88。

依此文言作反面解釋，則從事「不當壓抑」者，即「足以影響交易秩序」；

而如同前述，所謂的「不當壓抑」本身，即構成「顯失公平」行為。若此，

                                         
86  參照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編，公平交易法相關行為處理原則，頁

36-37，增訂二版，一九九七。 
87 引自單驥、何之邁、吳秀明，前揭註 1，頁 72。 
88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編，前揭註 7，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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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公平交易委員會之推理似有陷於套套邏輯、循環論理之嫌，「顯失公平」

與「足以影響交易秩序」不過是一事之兩面，只要是「顯失公平」的行為，

不問其對市場競爭有無不當影響，立即受到公平交易法規制，成為一種「當

然違法」（per se illegal）之行為類型。 

甚者，當公平交易委員會在前述「適用原則」四（一）2 規定中，將

「顯失公平」等同於「妨礙交易相對人自由決定是否交易及交易條款」，且

鑑於「經濟依賴」或「不可偏離」概念本身即蘊含著「交易相對人自由決

定是否交易」一事受到一定程度的妨礙；在此情況下，從「適用原則」之

論理而言，相對優勢地位存在的本身即有可能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

規定。 

當然，我們不相信公平交易委員會在實務運作時，會如此拘泥不化，

將市場地位本身，而非其行為，視為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的規範對象。

然而，卻也由此可以窺知，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相對優勢地位的存在，似

乎懷著一種敵視或不信任的態度，以至於在前述「適用原則」的敘述上，

會出現如此違反公平交易法規範理念之結果。惟證諸前述主要國家競爭法

主管機關，對於在競爭法中積極執行相對優勢地位規範的審慎態度，吾人

不免對公平交易委員會此種敵視態度的合理性，表示懷疑。 

無論如何，在相信公平交易委員會會謹守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行

為規範」之信念下，於適用本條規定於相對優勢地位濫用行為時，其應會

將重心鎖定在相對優勢事業「強迫交易相對人接受不公平交易條款」一事

上。此時，適用對象不僅可能及於拒絕交易、差別待遇、搭售等形式上屬

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規範之行為類型，但因市場佔有率低於百分之十而無

法滿足「限制競爭」之實質要件者，依公平交易委員會實務之見解，亦可

能及於交易條件明顯對依賴事業不公平者，如大型超商對所有供貨業者統

一收取上架費、開店費、贊助金等附加費用之行為。 

原則上，我們承認在與相對優勢地位規範的關連上，公平交易法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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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條對此二類行為，有適用的可能性，但在實務運作上，適用的必要性

是否存在，就必須審慎檢討了。理由有二： 

首先，針對未能滿足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有關「限制競爭」之實質要

件的差別待遇等行為，雖然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是一種概括條款的規

定，但並非所有在其他實體規範下的「落網之魚」，就一定要動用公平交易

法第二十四條予以規範。否則，其他實體規範苦心設計出的構成要件之嚴

謹性、一般人民對法律規範之預期可能性、法律適用的安定性，將會喪失

殆盡，各該實體規範亦將因此而失去其存在意義。因此，對於公平交易法

第十九條所未能規範的搭售、差別待遇等行為，公平交易委員會必須嚴格

對照公平交易法整體規範之理念，只有在有證據顯示其已不符自由競爭或

公平競爭所欲保護之法益時，始得加以管制。從而在實務運作上，公平交

易委員會就必須審慎考慮，是否應將相對優勢事業之「濫用行為」視為當

然違法行為，而完全不問其對市場競爭產生何種影響，即予以禁止。 

其次，在有關附加費用收取之行為上，由於公平交易法規範目的乃在

建構一自由、公平的競爭環境，從而以限制競爭手法或以不公平競爭手段，

擾亂自由、公平的競爭秩序進行時，公平交易法方始介入，藉由對此等不

當競爭行為之禁止，回復健全的競爭環境。在此理念下，公平交易法原則

上並不應當介入當事人間所得分配公平、不公平的問題，此種主觀上的所

得分配公平之問題，或為其他社會福利法制或中小企業保護法制之課題，

但不應當是以維護客觀的競爭機制為目的之公平交易法，所應介入之事

項。附加費用之收取，其實就包含著所得分配的公平性問題，公平交易法

原則上不應隨意介入。當然，若有證據顯示，附加費用等之收取可能導致

依賴事業在未來進行有益於整體交易效率提昇之投資時，會產生類似

「hold-up」的行為，對資源分配效率性造成不當損害時，或其可能對上、

下游競爭秩序造成不當危害時，公平交易法方得例外地應介入此一交易關

係。於此，美國競爭法學界及實務對於羅賓遜─波特曼法施行結果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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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實為我國之殷鑑。 

在判斷買方力量之使用，是否對競爭秩序產生不當影響時，我們以

為，Dobson Consulting在為歐洲聯盟執行委員會所做的研究報告中，提出

的五個步驟的分析方法，值得參考，各個步驟所要檢視之問題及其具體內

容如下 90： 

1. 首先，應當檢視該當交易關係中，是否有「重大買方力量」

（significant buyer power）存在？所謂「重大買方力量」，係指

對交易價格、條件或相對人的營業存續有實質影響力者，此時可供

檢視之證據有該當買方對相關商品的購買量、是否有要求上架費等

費用。 

2. 其次要問的是，買方力量是否被利用於較無力量的供給者？如果供

給者所處之市場結構為寡占等集中度相當高之市場，則買方力量可

扮演一抗衡角色，其存在對整體社會福利毋寧有正面效應。但是，

若供給市場處於競爭相當激烈的狀態，賣方力量因而相對較弱時，

則就必須再進行下一步驟的檢視。 

3. 第三個要問的是，買方本身是否具有「重大賣方力量」？如果買方

本身就具有重大賣方力量，則買方力量時而扮演著強化賣方力量之

手段，此時會對整體社會福利產生負面影響。如若買方所處之賣方

市場存在著激烈的競爭狀態，則買方力量一般而言並不會有負面效

果。 

4. 第四個要問的問題是，買方力量存在的本身是否伴隨著重大產銷效

                                         
89 參照第三章註 7-8 之本文敘述。 
90 Dobson Consulting, Buyer Power and Its Impact on Competition in 

the Food Retail distribution Sector of the European Union (1999), 

at 21-22,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int/comm/dog4/pbulications/studies/bpif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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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如果該當市場的規模經濟效果相當大時，則買方力量存在當為

市場之要求，其存在應視為有正當化理由。 

5. 最後，買方是否企圖限制供給廠商其他行動或計畫性地創造出一種

依賴狀態？如果買方有此等行為，則其行為應該受到競爭法嚴格的

檢視，此時可資參考之證據有排他供給契約、特殊商品樣式或異於

常態之商品指定或交易方式、要求支付與相關商品成本結構顯然無

關之費用等。 

    我們也希望公平交易委員會在依據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做出處分時，能嚴格依循上述步驟，詳細檢視事業行為與市場競爭秩序之

關連，處分真正對市場競爭秩序產生不當影響之行為，切忌為了彰顯本身

存在意義，輕率做出處分，以弱者救星之姿態宣示於社會
91，結果導致一

般事業行動因此而畏縮不前，阻礙新型產銷、營業手法之出現，進而影響

整體經濟之發展。在此理解下，公平交易委員會關於相對優勢地位規範，

所應持有之理念，就必須予以釐清了。 

第二節  相對優勢地位規範方式之理念 
    本節及次節之目的，在就公平交易法有關相對優勢地位或附加費用收

取行為之規範理念及具體作法，提出建議。本節首先就公平交易委員會於

施行一般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時，應有之方式及理念，予以說明。次節則

在承受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一般應有之方式及理念後，具體地針對附加費用

收取行為應有之規範方式及內容，加以細述，希望對未來公平交易委員會

的相關執法實務，提供一個參考方向。以下，就進入公平交易法對相對優

勢地位一般應有的規範方式之理念的敘述。 

                                         
91 公平交易委員會最近在「米酒事件」、「九二一震災」後的諸多作為，實

已脫離公平交易委員會扮演競爭秩序、市場機制維護者之角色，而退步回

到過去物價督導會報時代的作為，此種只顧眼前政治表現，而忽略公平交

易委員會作為政治中立的行政委員會之功能，實不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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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研究前面各章及本章前面各節之敘述可知，或由於相對優勢地

位規範對照於整體公平交易法規範之特異性，或由於至今為止我們關於

相對優勢地位對整體經濟效率之影響的理解，仍未能夠深入到可以得出

一定的規範意涵，導致不僅各國競爭法制在有關此之規範上，出現相當

大的歧異，就連我國公平交易法的運作實務，也有可能在不正確的理解

下，做出錯誤的解釋與處分。一般而言，公權力強制介入當事人間的契

約自由，之所以能夠正當化，乃是在自律、自主的情況下，該當契約無

法實現社會一般所能滿意的結果，期待經由此一介入，朝向更令人滿意

的狀態邁進。但在相對優勢地位規範意涵不確定的情狀下，公平交易法

或公平交易委員會應以以種方式或態度介入，就成為一項相當困難的課

題了。 

我們以為，在有關相對優勢地位的規範上，自律規範應重於法律規

範，程序規範應重於實體規範，結構（結合）規範應重於行為規範。以

下，分述之。 

一、自律規範 v.法律規範 

為了防止相對優勢事業之濫用行為，動輒以法律規範強行介入，或

許可以立即得到依賴事業的喝采，但是其合理性及實效性，卻經常會受

到相當程度的質疑。理由在於，法律規範性質上必須具備安定性與可預

期性，為此目的其時而不得不做出一律性或固定性的規範內容，導致規

範僵化，此種僵化將會產生規範過多或不足的結果；況且，關於更換交

易相對人的可能性、對該當交易之依賴程度等判定相對優勢地位存在二

項基準，較諸當事人，政府僅能擁有部份的資訊，在此情況下，其貿然

介入，經常是管制失靈的事例之一。 

當然，於此並非否定法律規範完全無用武之地。由於相對優勢地位

濫用主要發生於依賴事業被「lock-in」後，無法再以平等地位，與相對

優勢事業進行交涉，而可能蒙受事後投機行動所帶來的不利益；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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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規範目的應是禁止此種事後投機行動的發生，促進當事人間事後交

涉的進行。惟鑑於法律規範所可能產生上述管制失靈的不當結果，吾人

以為，法律規範應該只有在自律規範無法有效運作的情形下，方有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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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制。 

只要事業具有永續經營的企業理念，則縱使不是在長期交易關係或

與諸多企業具有交易關係之情況下，其仍有維持企業良好形象或聲譽，

自我克制濫用行為之誘因。因為，一旦該當企業行使濫用行為為業界中

其他事業所知，則其他事業或可能沒有意願與此企業進行交易，或縱使

進入交易關係也會要求較諸一般契約更為嚴苛的交易條件，或根本不會

進行任何關係專屬性投資，結果都將使得該當企業營運成本升高
92。 

職是之故，在整體企業營運績效之考量下，正常的事業應該會努力

維護其良好聲譽，免得因貪圖一時小利而得不償失。當然，在某些例外

情況下，例如相對優勢事業預測未來交易利益並不大時，就不會在乎於

市場上的形象，而有可能採取事後投機舉動，濫用其優勢地位。對此例

外舉動，公平交易法當然可以介入，予以管制。 

綜上所論，在一般情況下，「聲譽」機制當可正常運作，發揮其抑

制相對優勢地位濫用行為之功效，惟於例外情況「聲譽」機制無法正常

運作時，法律規範可以補充性地介入當事人間之交易關係，實現公益需

                                         
92 在日本，汽車製造商與其有所謂「系列」關係的長期零件承包業者，一

般被認為具有相對優勢事業與依賴事業之關係，而曾有過汽車製造商因為

在日圓升值時，為將其所產生的不利益，轉嫁給零件承包業者，乃課以非

常嚴苛之交易條件，使得「聲譽」大跌，導致其後在景氣回穩、需求增加

時，其他零件承包業者亦拒絕與其維持如過去般的密切合作關係，嚴重影

響到其擴大生產規模之計畫。參照伊藤元重、加賀見一彰，「企業間取引優

越的地位濫用」，頁 402 註 10，收錄於三輪芳郎、神田秀樹、柳川範之編，

會社法經濟學，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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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二、程序規範 v.實體規範 

在承認法律規範可以在例外情況，強行介入當事人間的交易關係

時，尚必須考慮以何種法律規範方式介入較佳。一般而言，於此可資考

慮的法律規範方式有程序規範與實體規範二種方式。實體規範直接介入

契約內容，限制或禁止當事人的行為，前述法律規範僵硬化及其所可能

引發的不當結果，最可能發生在此一實體規範形式上。相對於此，程序

規範一般並不直接介入當事人間的契約行為，不去對其契約內容或法律

行為的當與不當做實體判斷，僅是要求當事人間在契約締結前後，必須

履踐一定的程序或說明義務。 

如同本文一再重複地，在與相對優勢地位規範的關連上，法律規範

之目的應該是儘量避免當事人間的契約因資訊不對稱或不完全，導致事

後投機行動的發生。從而，程序規範的重心就在於如何促使具有相對優

勢地位關係之當事人，於契約簽訂前，能儘量將與契約相關之資訊予以

徹底揭露。如此，一方面既可以避免第三人機關因為資訊不足而強行介

入所導致的管制失靈之問題，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相當程度上補充契約的

不完全性，使得當事人能夠在契約保障下，安心地從事關係專屬性投資，

促進交易效率的達成，而不會有躊躇不前、「hold-up」行為之發生。 

綜合上述，在對相對優勢事業施予法律規範時，吾人應該以預防勝

於治療之理念，儘量擴充程序規範的適用範圍，觀諸公平交易委員會最

近所頒佈的「加盟業主資訊揭露之規範」
93，可知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

此種規範方式已有相當深的體認。 

                                         
93 參照「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加盟業主資訊揭露之規範」，此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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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結構規範或結合規範主要係針對絕對優勢地位的產生，而非

相對優勢地位的形成，施加規範。但鑑諸最近世界各國，對相對優勢地

位規範之所以比以前更加關心，主要原因在於各國生產、流通結構，因

為各種大型賣場或加盟超商的蓬勃發展，而發生逆轉情勢。過去，經濟

上一般所擔心者，乃係在規模經濟下所形成的獨占或寡占製造商，是否

會利用其市場支配地位，攫取不當利益。然而，邇來因為各種資訊科技

的運用、消費習慣的改變等因素，流通產業結構漸形集中，如今我們所

擔心者，則為此等大型流通業者是否會利用其強大購買力量，壓迫其交

易相對人的製造商
94。相對優勢地位或經濟依賴狀態之規範，於此乃成

為許多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注目之所在。 

在OECD最近有關大型流通業者購買力量規範方式的研討會中，大多

數國家認為，對於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若採取行為規範方式，直接針

對其行為內容予以規範的話，從許多擁有此類法律規範的國家其施行經

驗來看，實際上並不成功，且有可能受到國內相關利益團體的壓力，流

於「當然違法」之規範方式，結果將會阻礙流通業界的競爭，損害消費

者權益
95。 

或因此故，不少國家的競爭法主管機關認為，應該從根本解決此一

問題，亦即利用結合管制，在一開始的時候，就防止此種相對優勢地位

的發生。惟由於結合規範傳統上乃係針對絕對優勢地位而發，故而縱使

競爭法主管機關依相對優勢地位概念，實施結合管制，但在法院訴訟階

                                         
94 OECD, Buying Power of Multiproduct Retailers, OECD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Vol. 2 No. 1, at 93-96 (2000). 
95 Id. at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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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經常無法受到法院的支持，導致結合管制成效亦不彰 96。雖然如此，

徵諸行為規範與競爭法規範理念不合、可能導致限制競爭等結果，結合

規範以維持市場競爭結構之觀點，從事管制的規範方式，更契合競爭法

之規範理念 97。 

綜合以上敘述，結構規範理念上較諸行為規範更適合於相對優勢地位

之規制，然而在實際執行上，如何針對流通業界可能產生的特殊狀況，有

效利用結合規範之功能，實仍有待吾人進一步之研究
98。 

第三節  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之規範方式 
依循上述有關相對優勢地位一般規範方式應有之理念時，則我們對於

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之規範方式，所應採取之理念乃是，以自律規範為主、

法律規範為輔，而於實證調查顯示在我國流通業界中，自律規範並無法有

效發揮其功能時，我們可以利用法律規範介入，但是此時，仍應遵守程序

                                         
96 Id. at 132-35. 
97 Vogel 認為，現行結合規範成效不彰之原因，乃是因為過去有關結合規

範之學理研究及執法實務，多側重於賣方的結合側面，鮮有針對買方結合

詳細研究者，結果導致現行法制並未針對買方結合的特性，予以特別規範。

在此理解下，氏認為，若欲依現行法制有效規範流通業界之結合，不應將

之視為買方結合，而亦應將之視為賣方（供給者）結合；於此，流通業界

所供給者，乃是銷售的服務或空間。在此逆向思考向下，我們將能充分利

用原有的結合規範研究與經驗，有效對流通業界的結合潮流予以適當管

制。Louis Vogel, Competition Law and Buying Power: The Case for a 

New Approach in Europe,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Review Vol. 19 Issue 

1, at 11 (1998).. 
98 惟需注意者，本研究雖然主張結合規範更適於相對優勢地位之管制，但

對現行公平交易委員會實務有關統一超商等便利商店的結合管制方式，實

不能苟同。雖然公平交易委員會現行以批次審查結合申請案的方法，而非

每一便利商店加盟店新開幕，即需申請結合的方式，處理此類結合案件，

避免過分擾民。但公平交易法有關結合規範之理念，乃係因其以外部人為

成長，而非內部自然逐漸發展之方式，擴大其市場佔有率；然觀諸國內便

利商店之加盟，與其說是外部成長，應認其係內部自然成長，公平交易法

於此實無介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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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為主、實體規範為輔之大原則。在此等原則下，我們認為從法律觀點

來看，公平交易法對附加費用收取行為可以採行下列三種規範方式：（1）

不予規範，即由業界自律規範；（2）容許流通業者可以於契約前或契約存

續中，收取附加費用，但公平交易委員會訂出一定規則，以程序規範介入；

（3）僅容許流通業者於契約締結時收取附加費用，其後不得再行收取其他

附加費用，此時依可收取之附加費用類型，尚可再分為，僅容許收取上架

費與亦可收取上架費以外之其他費用。以下，對此三種規範方式，分別予

以詳述。 

一、自律規範 

如同本研究一再強調地，公平交易法之所以得以介入有關附加費用收

取行為，係因為此一行為結果影響到自由且公平的競爭秩序之正常運作，

而非因為該行為導致供貨廠商與流通業者間，所得分配的不平衡。從而，

如果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有關附加費用收取行為的關心，僅止於供貨廠商與

流通業者間二者間所得分配的問題，或者是公平交易委員會並無法充分舉

證，附加費用收取行為會對競爭秩序帶來不當影響時，則我們認為在此情

形下，公平交易委員會不應貿然以公平交易法介入此等交易關係。 

然而，公平交易委員會也並非沒有介入、協調的機會，我們認為公平

交易委員會於此可以扮演輔導的角色，協助流通業界、尤其是大型流通業

界，訂立一「附加費用收取自律規約」。於此，公平交易委員會應該讓流通

業界瞭解，附加費用收取有時雖然有經營理由上之需要，然而各個業者不

同的收取方式，將使得供貨廠商無所適從，進而產生不當的敵意，於此情

況下，供貨廠商可能會抑制原本有利於整體供貨交易效率提昇的措施，結

果導致流通業者本身亦蒙受不利。設若業界整體能夠訂立一個公平、合理

的附加費用收取規則，則供貨廠商將有所遵循，在對其未來應支出費用、

獲利狀況可預測的情況下，供貨廠商當有更多的誘因會去從事其有利於自

己，且附帶地又有利於流通業者的專屬性投資，此對於整體經濟效力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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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理當有所裨益。 

當然，在設定此一自律公約時，必須要有供貨廠商與消費者代表的參

與，以使得此一公約的訂立，能夠符合所有利害關係人之需求，並增加其

公信力。雖然，公平交易法至今為止尚未對業界自律公約有任何規範，導

致該類公約之法律效力妾身未明，而無法僅以該等公約內容之違反，立即

認定其為公平交易法上之違法行為，但公平交易委員會當可以宣示其執法

理念，令利害關係人理解違反公約中的某些條款，很有可能即會對競爭秩

序產生不當影響，而為公平交易法上之違法行為。此種規範方式，符合我

們前述自律規範為主、法律規範為輔之規範理念。 

然而，公平交易委員會若經過實證調查發現，附加費用收取行為對競

爭秩序有不當影響，而對整體消費者福利帶來不利衝擊時，且發現現行流

通業界中的「聲譽」之自律機制，並未能充分發揮其制衡功能時，就可以

進入第二種規範方式，程序規範。 

二、程序規範 

公平交易委員會在認為有證據足以顯示附加費用之收取會對競爭秩

序產生不當影響時，亦不應貿然即以法律實體規範介入，因為此種介入可

能導致所有附加費用遭受一律的禁止，不論其對相關交易的進行是否有利

或合理，結果是過度的規範。職是之故，我們認為公平交易委員會在以公

平交易法介入相關交易關係時，應首先遵循程序規範為主、實體規範為輔

之理念。公平交易委員會過去在進行「大型流通業經營行為導正內容暨導

正期限」之行業導正時或最近的「加盟業主資訊揭露之規範」之訂定，都

已經透露出公平交易委員會利用程序規範之意願。 

在程序規範時，公平交易委員會必須要求流通業者應於契約中，將其

未來所要收取之附加費用，其計算標準、用途、收取時期、金額等等的事

項，全部清楚的載明，並對供貨廠商負起說明義務，令契約條件在為雙方

所共同理解的情況下，進入交易關係。公平交易委員會可以提示出法律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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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見解，宣示在沒有契約先行約定的情況下，收取附加費用之行為將可能

使供貨廠商對流通業者產生不信，導致其抑制應當從事有利於交易效率提

昇的投資之實施，影響競爭秩序與消費者利益的實踐，而有強烈地違反公

平交易法規定之虞。然而，縱使是在契約中先行約定，亦可能因為其中條

件過分苛刻，同樣導致供貨廠商毫無意願去從事有利的專屬性投資，於此

情況下，我們認為或可仿效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之作法，對於不符合「直

接關連性」與「比例性」原則之附加費用收取行為，縱使於契約中明訂，

但此一契約條款本身，亦有強烈違法之嫌。具體上，可做如此規定： 

「流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之行為，應遵循該當附加費用與商品銷售間須

有『直接關連性』與『比例性』二項原則，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屬足以

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規

定之虞： 

1. 附加費用之支付額度、其計算依據、方式、支付時期及其用途等等

與附加費用收取有關之情事，應於契約中清楚載明，若未清楚載明致其收

取將會給供貨廠商帶來其事先無法預測或計算之不利益時； 

2. 下列各款情形縱使於契約中清楚載明，亦得認定其屬違法行為： 

（2） 於並未直接有助於供貨廠商商品之銷售增加的促銷活動、賣場

的重新整修、廣告宣傳等情事上，要求該供貨廠商支付附加費

用； 

（2） 相關活動雖有助於供貨廠商商品的促銷和成本的削減，然而零

售業者所要求之附加費用金額，卻遠超過供貨廠商因此而可獲得

之直接利益的額度； 

（3） 為了零售業者本身會計結算方面之因素，而要求供貨廠商繳付

附加費用者； 

（4） 在約定若流通業者能於一定期間內，達成一定銷售業績的話，

則供貨廠商將給予流通業者一定比例回扣時，流通業者雖未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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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銷售業績，卻仍然要求該項回扣之情形； 

（5） 供貨廠商供給所流通業者訂購之商品後，非因可歸責於供貨廠

商之情事，流通業者卻要求減低該當商品之進貨價格。」 

依據上述規範實施的話，將可實踐程序規範為主、實體規範為輔之理

念 99。然而，設若公平交易委員會有絕對證據顯示，交易過程中，附加費

用的收取由於帶有著太多不確定因素，導致雖然有上述程序規範，但供貨

廠商仍躊躇於其所應為有助於供貨效率提昇之投資時，或公平交易委員會

認為上述各項情形判斷，隱含著諸多困難的判斷要素，而將使法律適用、

施行成本過高，不當影響公平交易法實效性之達成時，則公平交易委員會

或可進入第三階段之實體規範作法。 

三、實體規範 

實體規範實為有關附加費用收取行為規範之最後手段，此一規範方式

主要得自於美國法之啟發，美國法在羅賓遜─波特曼法及聯邦交易委員會

法第五條嚴格的規範下，除了上架費之外，幾乎所有其他附加費用收取行

為，都有可能因為具有差別待遇性質，而有抵觸上述二者法律規定之虞。

依此規範方式，流通業者僅能在進入交易關係前，收取一定的費用，在交

易關係存續中，不得再行收取其他任何附加費用。 

此種規範方式具有下列優點：（1）合法與違法行為界線清晰，執法成

本較為低廉；（2）供貨廠商對其應支付之附加費用金額完全瞭解，在成本

計算後，可以更正確地決定是否進入交易關係；（3）在前述統一超商事例

中，因為供貨廠商不願配合改進供貨效率，故而有各種附加費用之收取，

故而若能禁止各種名目的附加費用，則供貨廠商於此就必須做出有用的投

                                         
99 此外，在有關執法程序方面，若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真有必要規範附加

費用收取行為時，則為確保執法之實效性，鼓勵相關事業挺身出面檢舉不

當濫用其優勢地位之事業時，或應仿效德國現行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七

十條之規定，在調查、處分過程中，對於檢舉人予以各種保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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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結果將能使得社會整體資源被更為有效的利用。但是，此一規範方式

當然亦有此致命的缺失，亦即因為其一律禁止方式，而缺乏彈性，或將使

得流通業者無法因應情勢變化，適時地收取必要的附加費用，而導致美國

實務界及學界所批判的羅賓遜─波特曼法施行各項弊端之產生。然而，若

考慮流通業界習慣上每年重新締結一次契約，則或許可以依據前一年的經

驗，對各該年度的契約再行修正，對應缺乏彈性之缺失。 

無論如何，此種實體規範由於內容相當嚴格，對事業活動的自由經營

帶來嚴重的限制，其規範的正當性應是在公平交易委員會有充分的證據顯

示，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一般對競爭秩序有帶來不當影響之傾向時，始可為

之。而在規範技術上，尚可區分為，只容許上架費名目之附加費用的收取，

以及除上架費外，其他附加費用亦可一併收取，但必須在契約中全部明訂，

且只能於契約成立時一次收取。無論何者，只能在交易關係進入前收取費

用，交易關係存續中不得收取任何費用之規範本質未變。 

第四節  小結 
雖然，本研究一再主張，公平交易法上有關相對優勢地位濫用或附加

費用收取行為之規範，必須符合公平交易法維護自由、公平競爭秩序之根

本理念，而不應基於社會政策或弱者救濟之觀點，進行管制。但是，無可

否認地，相對優勢地位或附加費用收取行為規範本身即內含著社會政策或

弱者救濟傾向的危險性，加上現實的政治、社會壓力，在未能充分理解公

平交易法可得規範的對象及界限之情況下，經常會要求公平交易委員會以

「公平」、「正義」之名，救濟被認為是弱勢團體的依賴事業。而若公平交

易委員會為了彰顯自己的存在意義，而屈服於此種要求，則不僅會對公平

交易法規範理念的實踐造成莫大傷害，亦可能所救非人。因為，正如論者

所指出，會挺身出來檢舉自己遭受相對優勢事業迫害的事業，或許並沒有

經濟依賴於該事業，而真正的依賴事業，則因可能害怕遭到報復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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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敢挺身出來舉發 100。 

面臨此種雙重危機的困境，且在目前一般尚無法充分理解相對優勢地

位及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之經濟意涵的情況下，公平交易委員會更應嚴守本

分，切忌貪一時「公平」之名，棄公平交易法規範理念於不顧。公平交易

委員會於此除應捨棄其對相對優勢地位所懷有之敵視態度、不信任感外，

於真正有必要予以規範時，務須嚴守本文前述自律規範重於法律規範、程

序規範重於實體規範、結構規範重於行為規範之建言，以求將對競爭機制

所可能造成的傷害，減至最低程度。如此，方能確切實現公平交易法第一

條「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之立法目的。 

而究竟本章第三節中，所提出的自律規範、程序規範、實體規範各項

建議，何者應為公平交易委員會所採行，則應針對我國現行流通業界有關

附加費用收取行為的實際狀態，予以調查後，方能做出一定的規範建言。

本研究第二篇各章論述，即為此目的而設。接下來，我們就來看看究竟，

我國現行流通業界有關附加費用收取行為，究竟處於何種狀態。  

 

 

 

 

 

 

 

 

 

 

                                         
100 OECD, supra note 24, at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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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我國流通業收取附加費用行為之研究 
 

第五章 研究背景與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範圍 
   

流通業向製造商收取附加費用 101之行為，在美國是 1980 年代中期以

後才日漸受到重視，主因流通業的連鎖經營型態愈來愈盛行，而以連鎖集

團強大的採購能力，與以往強勢的製造商形成一股抗衡的力量

(Countervailing power)，這股潮流趨勢最早由食品雜貨業吹起，目前不

但漫延至電腦軟體、書籍、雜誌、藥品、菸酒、服飾等行業，且其附加費

用的項目、名稱、收取方式、收費標準也不斷推陳出新，而導致製造商與

大型零售商尖銳的對立。 

 

  我國流通業現代化連鎖的發展以民國 68 年統一企業與美國南方公司

(South Island)合作成立統一超商 7-11 最具代表性，其後陸續有日本及歐

美等先進國家業者與台灣企業合作，導入多樣化的連鎖經營型態。據載，

台灣流通業收取上架費係由統一超商 7-11 於民國 77 年率先發起，業界一

般均認為此一觀念與行為由其國外母公司所帶來，自民國 80 年起，台灣的

                                         
101依據公平會定義，附加費用係指除貨款價金項目以外，由供貨廠商給付

流通事業或由流通事業應付貨款所扣減之一切費用，最早僅有上架費，其

後衍生出許多名目費用，統稱以附加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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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通業連鎖規模亦已逐步形成。國內零售業結構自民國 83 年迄 88 年止有

很大的改變，百貨公司佔零售業結構比由 37.3%降至 31.5%，其他傳統商店

的結構比由 16%左右降至 12.2%，超市結構比也小幅降低，而便利商店及量

販店的結構比則大幅增加，且以其成長率而言，仍在擴大中；便利商店結

構比由 13.7%成長至 18.6%，量販店則由 16.5%成長至 23.8%，如表 5-1-1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綜合零售業商業動態統計所示。茲將量販店、超市及便

利商店三種業態之全國主要連鎖業者近六年來營業狀況統計如表 5-1-2 台

灣地區主要流通業者營業狀況趨勢表；再分析這些主要連鎖系統在其業態

之市場佔有率，如表 5-1-3 台灣地區主要連鎖系統在其業態市場占有率統

計表，便可知量販店前三大業者（市場占有率 62.1%）及便利商店前五大

業者（市場占有率 78.2%）所形成寡佔規模之強勢。 

 

由於規模擴大，買方議價能力增強，國內流通業收取附加費用的行為

也日益興起，且在費用項目、名稱、收取方式的變化甚至不輸先進國家，

逐步壓縮了眾多中小型製造商的生存空間，這些中小企業才透過各種管道

向行政院公平會申訴，導致爾後行政院公平會於民國八十四年一月二十五

日第一七三次委員會議所決議通過之「大型流通業經營行為導正內容與期

限導正方案」。 

 

自公平會辦理前述大型流通業導正方案後，迄今已逾五年，期間仍常

接獲供貨廠商反映不當附加費用問題，因此，公平會於民國八十八年成立

專案小組，針對大型流通業不當收取附加費用之問題進行檢討。 

 

  流通業的態樣種類很多，若欲全體研究則耗時費力，而目前影響所及

最主要的供需雙方，一方以製造業之食品、日用品業為主，另一方則以流

通業的量販店、超級市場及便利商店為主。因此，本研究之對象即以此雙

方為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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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綜合零售業商業動態統計  
單位 :億元  

民國（年） 83 年  84 年  85 年  86 年  87 年  88 年  

 
金額  

 
結構比

(%) 
金額  
 

結構比

(%) 
年成長

率 (%)
金額  

 
結構比

(%) 
年成長

率 (%)
金額  

 
結構比

(%) 
年成長

率 (%) 
金額  

 
結構比

(%) 
年成長

率 (%)
金額  

 
結構比

(%) 
年成長

率 (%)

百貨公司  1,138 37.31 1,288 36.13 13.18 1,450 36.29 12.57 1,570 35.21 8.25 1,566 32.22 -0.22 1,708 31.44 9.06 

超市  510 16.72 556 15.60 9.02 614 15.37 10.47 662 14.85 7.89 722 14.86 9.00 757 13.94 4.82 

便利商店  416 13.64 492 13.80 18.27 596 14.91 21.32 711 15.95 19.21 848 17.45 19.17 1,011 18.61 19.25

量販店  504 16.52 654 18.35 29.76 774 19.37 18.39 898 20.14 15.91 1,081 22.24 20.45 1,293 23.80 19.54

其他  479 15.70 575 16.13 20.04 562 14.06 -2.16 618 13.86 9.90 643 13.23 4.05 663 12.21 3.01 

合計  3,050 100.00 3,565 100.00 16.89 3,996 100.00 12.09 4,459 100.00 11.59 4,860 100.00 8.99 5,432 100.00 11.77

資料來源:經濟部統計處編印  （民國 89 年 2 月）    

註：基期為民國 8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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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台灣地區主要流通業者營業狀況趨勢表  
 
一、量販店  
名稱  家樂福  大潤發  萬客隆  

 營業額

(億元 ) 
成長率

(%) 
店數  店平均

營業額

營業額

(億元 )
成長率

(%) 
店數 店平均

營業額  
營業額

(億元 )
成長率

(%) 
店數 店平均

營業額

83 ──  ──  7 ── ─  ──  ── ──  217.8 ──  5 43.56 

84 190.2  ──  10 19.02 ──  ──  ── ──  197.0 -9.55 6 32.83 

85 240.8  26.60  13 18.52 ──  ──  ── ──  207.9 5.53 6 34.65 

86 300.2  24.67  18 16.68 1.7 ──  2 0.85  206.0 -0.91 6 34.33 

87 347.6  15.79  21 16.55 11.5 576.47 5 2.30  192.0 -6.80 7 27.43 
88 387.8  11.57  23 16.86 240.0 1986.96 13 18.46  175.0 -8.85 9 19.44 

資料來源 :台灣經濟新報光碟 1999  

     中華徵信所 (1995~1999)  

         天下特刊 (1994~2000)  

*註 : 1.大潤發係民國 86 年方成立，日前並無營業資料。大潤發的營業額包含大買家及亞太量販店之營業額。  
    2. 其餘空白資料係該廠商未對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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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台灣地區主要流通業者營業狀況趨勢表（續）  
二、超市  
 

名稱  台北農產  惠康  惠陽  松青  
 營業

額 (億
元 ) 

成長

率 (%) 
店數  店平

均營

業額  

營業

額 (億
元 ) 

成長

率 (%)
店數 店平

均營

業額

營業

額 (億
元 ) 

成長

率 (%) 
店數  店平

均營

業額

營業

額 (億
元 ) 

成長

率 (%)
店數 店平

均營

業額

83 33.9  ──  17 1.99  83.8 ── 86  19.80 ──  11 1.80 ── ── 14 ──

84 33.9  0.00  17 1.99  ── ── 100 ── ── ──  16 ── 23.7 ── 27 0.88 
85 34.3  1.18  17 2.02  ── ── 97 ── 18.80 ──  16 1.18 18.5 -21.94 18 1.03 
86 34.6  0.87  17 2.04  ── ── 97 ── 19.70 4.79  15 1.31 20.6 11.35 18 1.14 
87 36.6  5.78  17 2.15  95.0 ── 96 0.99 20.30 3.05  16 1.27 26 26.21 24 1.08 
88 ──  ──  18 ──  95.0 0.00 93 1.02 19.70 -2.96 16 1.23 28.1 8.08 24 1.17 

資料來源 :台灣經濟新報光碟 1999  
     中華徵信所 (1995~1999)  
         天下特刊 (1994~2000)  

*註 : 1.惠康超市近幾年營業額均未對外公告，87~88 年資料係透過其內部相關管道取得約略數字。  
    2. 其餘空白資料係該廠商未對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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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台灣地區主要流通業者營業狀況趨勢表（續）  
三、便利商店  
名稱  統一（7-11）  OK 全家  

 營業額

(億元 ) 
成長率

(%) 
店數  店平均

營業額

營業額

(億元 )
成長率

(%) 
店數  店平均

營業額

營業額

(億元 )
成長率

(%) 
店數  店平均

營業額

83 207.7 ───  1000 0.21 24.3 ─── 184 0.13 30.5 ─── 202 0.15 

84 249.5 20.13  1135 0.22 28.0 15.23 217 0.13 42.2 38.36 302 0.14 
85 290.4 16.39  1353 0.21 35.2 25.71 279 0.13 56.7 34.36 383 0.15 
86 341.9 17.73  1639 0.21 45.1 28.13 344 0.13 76.6 35.10 520 0.15 
87 419.5 22.70  2019 0.21 53.0 17.52 365 0.15 101.4 32.38 700 0.14 
88 497.2 18.52  2265 0.22 58.8 10.94 498 0.12 127.6 25.84 827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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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台灣地區主要流通業者營業狀況趨勢表（續）  
 
三、便利商店  
名稱  萊爾富  福客多  

 營業額

(億元 ) 
成長率

(%) 
店數  店平均

營業額

營業額

(億元 )
成長率

(%) 
店數  店平均

營業額

83 ───  ───  158 ─── ─── ─── 101 ───

84 ───  ───  229 ─── 17.2 ─── 130 0.13 

85 ───  ───  340 ─── 21.2 23.26 135 0.16  

86 ───  ───  482 ─── 24.2 14.15 167 0.14  

87 70.0 ───  575 0.12 29.8 23.14 221 0.13  

88 ───  ───  612 ─── 36.7 23.15 230 0.16  

資料來源 :台灣經濟新報光碟 1999 
     中華徵信所 (1995~1999)
         天下特刊 (1994~2000) 
註：其餘空白資料係該廠商未對外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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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台灣地區主要流通業者在其業態市場占有率統計表  

(民國 88 年 )              單位：億元  

 量販店  超級市場 便利商店 合計  

主要流通業

者營業額合

計  

802.8 179.4 790.3 1772.5 

全體營業額

合計  

1293 757 1011 3061 

市場占有率  
(%) 

62.1 23.6 78.2 57.9 

*註：1.88 年營業資料欠缺之業者，以其 87 年營業資料替代。  
  2.主要連鎖系統係指：量販業為家樂福、大潤發、萬客隆等 3 家；超

級市場為台北農產、頂好惠康、惠陽、松青等 4 家；便利商店為統

一 7-11、OK、全家、萊爾富、福客多等 5 家。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係針對我國大型流通業現行收取附加費用行為之調查，具體的

目的為： 

一、國內大型流通業收取附加費用之現況了解及其合理性。 

二、收取附加費用行為對自由競爭、公平競爭、經濟效率及消費者權

益之影響。 

三、對附加費用科目的歸類、規範，以供政府施政原則及監控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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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探討 
 
流通業向供貨廠商收取附加費用之行為，以往主要由競爭法或公平交

易之法律秩序觀點來探討，然而，近十年來，由於連鎖流通業迅速崛起壯

大（國內外皆然），以至引起流通業與供貨廠商在此一收費行為之衝突對

立，而若僅單純考慮法律觀點，無法有效扼止此類衝突之漫延擴大。因此，

國外行銷學者才開始研究由經濟因素（效率）及非經濟因素（跨組織行為）

來探討各種解釋及化解衝突之道。 

 

本節將就附加費用形成的原因，其對經濟效率、通路成員之關係、社

會福利之影響等相關議題，就中外學者的論點提出探討，以了解此一領域

目前的研究方向及成果。 

 

一、國外學者重要研究發現 

1.在 Porter（1980）著名的五力分析模式中，提出當購買者議價能

力大時，會壓縮企業的獲利能力，而購買者能對其供應商具有

影響力，主要有下列因素：  
(1) 購買量佔供應商銷售比例很大時。  
(2) 所購產品的產業是標準化或無差異的。  
(3) 供給面是由許多小企業組成，但購買者少而且購買量大時。  
(4) 購買者在供應商之間轉換訂單成本很低時。  
(5) 買方獲利不高，會設法降低採購成本。  
(6) 供應商的產品對買方的產品或服務品質是不重要的。  
(7) 購買者擺出向後整合的姿態威脅。  
(8) 購買者能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  

 
  當購買者具有強大的議價能力時，便有能力要求供應商提供低

價或更好的服務，或其他特殊交易條件，如附加費用等；大型連

鎖流通業便具備上述資格條件，而逐漸成為特定產業（尤其是食

品、日用品）的通路領導者（Channel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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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ao & McLaughlin (1989)在一項影響新產品採購決策的實證模式

發現：  

(1) 雜貨採購人員的採購決策與上架費無關。  
(2) 當廣告效果不足時，以上架費來過濾產品，比以廣告及批發

價宣告（signaling）能提供較高的通路總利潤及較高的社會

福利。  
 

3.Toto (1990)認為：  
(1) 不論公司的大小新舊均須支付上架費，使得對於上架費是進

入零售店之障礙的爭論較不可信。  
(2) 上架費可使製造商與零售商在參與合作之前，經由合適之激

勵，改善市場資訊內容。  
 

4.Kelly (1991)提出上架費的出現是一種自然的市場反應，是提高產

品創新而非增加市場權力。證據顯示某些上架費的增加是提高

創新的結果，而非產出的限制。  
 

5.Shaffer (1991)利用賽局理論探討上架費的福利效果，其模式乃假

設上游製造商為完全競爭市場，且主動宣告上架費及批發價以

供下游零售商決定是否要接受，研究發現上架費可能有反競爭

的效果，提高了零售價且不利於消費者福利水準。  
 

6.Chu (1992)認為：在引進新產品時，上架費可以充當解決製造商

與經銷商間資訊不對稱問題的工具，經銷商可以運用上架費以

篩選出具有生產高需求產品能力的製造商。因為只有製造商對

其產品有信心，能回收上架費的固定成本，才會接受它。  
 

7.Lariviere & Padmanabhan (1997)認為：上架費對開發一個產品可

提供兩個目的：傳遞資訊給零售店以及轉移成本給製造商。  
 

8.Partch&Santa (1997)在一項針對製造商、批發商及零售商的調查

中發現：  
(1)有 82%的製造商受訪者並不認為支付上架費，使其獲得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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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結果；而亦有 73%的零售商受訪者並不滿意他們所收

到的上架費收入。亦即，不論支付上架費或收取上架費的

雙方皆不滿意，彼此的認知落差仍在擴大中。  
(2)一半以上的受訪者（含製造商、批發商、零售商），均同

意製造商提供了太多的新產品，而且高達九成的受訪者認

為，這些新產品並未經過合適的市場測試，便開始上市；

然而，不論製造商或零售商大都不認為上架費與新產品是

否做好市場調查有太多的關聯。而且，即使製造商在新產

品上市前已做好完整的市場調查，有 54%的零售商受訪者

認為仍應繳交上架費。  
(3) 有 88%的製造商受訪者認為上架費限制了零售店空間管

理 (space management)的效果；而零售商受訪者亦有 67%也

同意此一論點。  
(4)有 64%的零售商受訪者同意上架費限制了品類管理    
   (category management)的執行。  
(5)有 94%的製造商受訪者認為上架費阻礙了零售商進行產品

組合的最大效果；而零售商受訪者亦有 58%也同意此一論

點。  
  
9.White . Troy & Gerlich (2000)以上架費（Slotting fees）及新產

品導入折讓(Introductory allowances)來研究此二者究係可

降低新產品接受的風險，或僅是零售商作為獲利來源的工

具而已。發現新產品導入折讓確實可被零售商用作補償知

覺風險及新產品保管成本。然而，較無證據支持上架費可

補償新產品的風險，因此懷疑零售商利用上架費作為產生

收入或利潤的工具。  
   

由上述國外學者的論點，可見截至目前為止，有關上架費

的功能、定位仍眾說紛紜，由於角度、立場不同，各學者

研究發現亦不相同，而仍須進行各種層面、更大範圍的實

務驗證，以找出各種不同情境下之適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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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loom, Gundlach & Cannon（2000）在一項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中，

試圖將上架費（及折讓）歷年來爭論的學者分為兩種學派，並以

製造商、批發商、零售商的經理人為對象，調查對此兩學派論點

的支持度。此兩學派一為效率學派（The Efficiency School），強

調上架費是改善配銷效率及刺激競爭的工具，一般而言，零售業

者較支持此一論點。另一為市場力學派（The Market Power 
School），視上架費為增強市場力及破壞競爭的工具，製造業者較

支持此一論點。  
 

        茲將上架費的兩種學派主要觀點列表如下，以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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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效率學派（The Efficiency School）之主要觀點  

觀點  描述  

1.宣告與過濾  上架費能使製造商與零售商溝通，並使零售商

評估新產品資訊。  

2.成本分擔  上架費可補償零售商為介紹與管理新產品所

增加的費用。  

3.風險移轉  上架費可幫助重新分配新產品介紹的風險（因

製造商對自己的產品最熟悉）。  

4.貨架空間分配  上架費可使零售商以最佳使用方式分配貨架

空間。  

5.供需分配  上架費能使得供應的新產品與消費者的需求

相等。  

6.降低零售價  上架費提供了增進零售競爭的工具。  
資料來源：Bloom, Gundlach & Cannon（2000）  
 

表 5-3-2 市場力學派（The Market Power School）之主要觀點  

觀點  描述  

１ . 零售商市場力的實    
   踐  

上架費反應了零售商對製造商所獲得之市場

力。  

2.通路關係  上架費會破壞製造商與零售商的關係。  

3.歧視  上架費使零售商對大小規模不同製造商產生

歧視。  

4.競爭排斥  上架費是一種競爭的機制，使得大規模且有更

多資源競爭者可排斥小型對手，以獲得零售店

貨架空間的優勢。  

5.提高零售價  上架費減少了零售競爭的工具。  
資料來源：Bloom, Gundlach & Canno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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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兩種學派均有其擁護者，且以各自立場論述，很難加以評估論

定；因此，本研究作者於 1996 年秋季針對製造商、批發商及零售商的經理

人進行大規模隨機抽樣調查，在 2,568 個樣本母體中，有效回收 755 個樣

本，對於上述效率學派及市場力學派觀點的彙總意見如下圖：  
製造商傾向於  

          同意  不同意   

同  
意  

效率觀點  
＊風險移轉  
＊供需分配  

市場力觀點  
＊零售市場力

的實踐  
＊歧視  
＊提高零售價

效率觀點  
＊成本分擔  

市場力觀點  零  
售  
商  
傾  
向  
於  

不  
同  
意  

效率觀點  
＊貨架空間分

配  

市場力觀點  
＊通路關係  
＊競爭排斥  

效率觀點  
＊宣告與過濾

＊降低零售價

市場力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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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3-1 兩種學派不同觀點的研究發現彙總  
 

＊研究發現支持：（零售商與製造商皆同意）  
(1) 上架費可移轉新產品的風險  
(2) 幫助新產品的供需分配  
(3) 上架費與零售市場力運用有關  
(4) 上架費採用差別待遇的方式  
(5) 上架費導致零售價提高  

 
＊研究發現不支持：（零售商與製造商皆不同意）  
(1) 上架費有宣告及過濾產品的功能  
(2) 上架費導致零售價降低  

 
＊研究發現仍模糊而無法確定者有：  
1.零售商同意而製造商不同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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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架費是成本的分擔  
2.製造商同意而零售商不同意者  

(1)上架費可使貨架空間有效分配  
(2)上架費會破壞通路關係  

 (3)上架費導致中小企業遭到排斥  
前述國外兩大行銷學派均有不同的擁護學者，而 Bloom 等學者的

調查亦僅係探索性之研究，亦即，對於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之爭論，

仍無法達成一致性的共識。然而，由於 Bloom 等學者此次大規模

的調查，仍具有相當代表性，因此，對我國附加費用行為的規範，

可參考圖 5-3-1 製造商與零售商均同意(第二象限)及兩者均不同

意 (第四象限)的各項觀點，作為政府施政決策之參考。  
 
二、國內學者重要研究發現  

1.鍾谷蘭（1995）曾進行上架費之賽局理論分析，以了解在寡占市

場中，居領導地位之獨家經銷商或共同經銷商，對其供貨之製造

商收取上架費後所產生的經濟效果。研究結果發現，在該研究之

模型假設條件下，就消費者、經銷商、整體通路或是社會福利水

準之觀點而言，上架費的收取皆有利而無害，唯一不利的僅有製

造商而已。  
    
   相較於 Shaffer（1991）對於上架費研究，當製造商市場為完全

競爭，且製造商必須自行宣告上架費以爭取貨架空間時，由於製

造商的利潤透過上架費轉移給經銷商，造成批發價、零售價同時

上揚，對消費者以及整個社會福利而言，均有不利影響，此與鍾

谷蘭之研究結果大不相同。此因模型的假設條件不同所致，故當

市場競爭與運作的型態、產銷雙方的權力結構等不同時，附加費

用對效率與福利的影響是截然不同的。  
 

2.陳麗瑛（2000）調查三家多國籍企業在台灣內銷市場之共同問題

表示：「台灣內銷市場通路被少數新型流通業者所寡占，剝削製造

供應商許多不合理之利潤，台灣流通業的環境竟然已到了令業者

敢怒不敢言之苦境。」陳博士並以一家公司的產品要進入國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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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連鎖系統須支付之附加費用為例，其代價令人吒舌。保守估計

每年共需支付 28,064,250 元。由此可見，附加費用分食了供貨廠

商本身利潤的程度，若此影響僅是廠商超額利潤的合理分配，則

無須政府關心介入；而若此一行為影響到全國性著名廠商甚或國

際級廠商都無法達成其正常利潤，一般中小企業則更無生存空

間，其衍生之後果則非同小可，而需政府以公權力介入。  
表 5-3-3 支付附加費用試算實例                         單位：元  
通路商  興隆超市  萬客隆  家樂福  7-11 合計  

額外費用金  132,250 8,750,000 17,787,000 1,395,000 28,064,250 
資料來源：陳麗瑛（2000）  

 

第四節 研究概念性架構 
  本研究屬探索性研究 (Exploratory Research)，主要探討製造商與零售商

之間有關附加費用行為之現況與問題點，並試圖以經濟及非經濟之觀點來

解釋其合理性；此種行為對消費大眾的福利有何關係？政府又應該扮演何

種角色？以維護自由、公平、效率及消費者福利目標，上述關係建構出本

研究之概念性架構。如圖 5-4-1。  
 
 
 
 
 
 
 
 
 
 
 
 
 

圖 5-4-1 本研究之概念性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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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蒐集方法 

   本研究所欲分析之資料，由於具有高度敏感性，故蒐集資料以多重管道

方式進行，除了次級資料以外，初級資料蒐集以郵寄問卷及深度訪談方式，

一方面可相互比較驗證不同觀點，一方面敏感性議題可藉訪談中獲得。而

郵寄問卷亦分供貨廠商及連鎖流通業兩部分，從相對立場來比較分析資料

的客觀性與可信度。  
 
一、問卷設計  

首先由研究目的衍生出資料蒐集需涵蓋下列範圍：  
1. 供貨廠商對不同態樣流通業者之相對依賴性如何？未來之趨勢如

何？  
2. 連鎖流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之項目、收費基準、收費原因、收費

頻率、收費方式之現狀如何？  
3. 附加費用的收取是否造成進入障礙，導致無法負擔此類費用之中

小企業不能與大規模流通業者進行交易？  
4. 供貨商與流通業者附加費用收取行為是否事先簽訂契約？對不繳

交或遲交的廠商是否處罰？  
5. 附加費用之收取行為，是否會導致提昇產品零售價？  
6. 附加費用可否簡化為單一進價成本方式計算？  
7. 附加費用佔連鎖流通業者之營業額比重如何？  
  依據上述範圍而設計出兩份問卷，一份針對供貨廠商（含製造商、

代理商、批發商等），一份針對連鎖流通業者，希望由不同的立場，進

行客觀的比較分析，問卷設計內容經由公平會及代表性之業者專家，審

查修正與預試，具有內容效度，才正式定案寄出（如附錄一）。  
 
二、抽樣與進行方式  

  由於時間及財力之限制，本研究採便利抽樣法，透過可靠相關管

道，蒐集到與流通業者常往來之供貨廠商，依食品與日用品業別及大、

中、小規模別兩種準則，共選出 100 家供貨廠商樣本；而流通業者則選

定量販店、超級市場及便利商店三種態樣，以較具規模之全國性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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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連鎖業者共 60 家為樣本對象。  
  自 89 年 4 月 3 日起寄發上述問卷，一週後以電話追蹤樣本對象是

否收到問卷，及填寫之狀況，由於回收狀況不理想，其後，再陸續以三

次電話跟催以提高回收率。至於深度訪談則徵得有意願合作之代表性業

者，如大潤發、遠東愛買、松青超市、統一超商 7-11、及與其往來之著

名製造商三家（因涉及敏感性，故匿名之）進行之。至 5 月 15 日止，

供貨廠商回收有效樣本 30 家，回收率 30%，其中包括日用品業者 17
家、食品業者 13 家；連鎖流通業者回收有效樣本 14 家，回收率 23.3%，

其中包括量販店業者 3 家，超級市場業者 9 家，便利商店業者 2 家。  
由於較敏感之附加費用內容，收費方式較難取得，因連鎖流通業

者視為高度機密（尤其規模愈大者愈保密）；而供貨廠商亦三緘其口，

擔心被流通業者貼上黑標籤，採報復措施，故本研究蒐集之敏感性資

料，一方面轉向相關協會、公會（如中華民國食品發展協會、台灣區肥

皂清潔劑工業同業公會等）蒐尋會員意見（不以個別公司表示以降低衝

突）；另一方面透過相關管道，遊說代表性大規模供貨廠商提供較詳細

之機密資料，以比較流通業者所提供之資訊。為顧及穩私及整體性，本

研究不以個別公司之特例作法為研究標的，而整理歸納為整體產業之資

訊。  



 180

 

第六章 資料分析與建議 
 

第一節 供貨廠商問卷統計分析 
 
一、樣本基本資料統計  
   此次回收 30 家供貨廠商有效樣本資料，其中日用品有 17 家，食品有

13 家，如表 6-1-1 所示。日用品受訪者中，包括大、中、小規模，供應品

項數從 5~2000 種皆有，大多則介於 100~300 種之間﹔而其產品銷售區域

涵蓋範圍則大部分為全省或全省及外島﹔88 年營業額則由 650 萬元~93 億

元不等，而資本額分布於 100 萬~14 億 4 千萬元之間。食品業者亦同，包

含大、中、小型規模業者。其供應品項數由 10~200 種不等，大部分介於

50~100 種之間﹔而產品銷售區域亦大部分為全省或全省及外島，88 年營

業額則由 1900 萬元~300 億元之間，而資本額分布於 1000 萬~292 億元之

間。  
 
二、供貨廠商與流通業者之交易狀況  
（一）去年 (民國 88 年 )受訪者所供應之產品經由連鎖流通業者銷售之產

值比重各約為 : 
1. 經由連鎖便利商店通路  

表 6-1-2 顯示，在日用品業者中，經由便利商店銷售約佔公司

總營業額之比重由 1~33%不等，大部分則落在 3~10%之間﹔而食

品業者則由 1~23%不等，大部分則落在 5~15%之間﹔因此，便利

商店雖坪數較小，但因其地點之便利性及廣佈性，佔製造業者銷售

產值比重頗高之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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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供貨商基本資料  
 日用品業者  食品業者  

供貨廠商品

之品項數  
5~2000 種  
大 部 分 則 介 於

100~300 種之間

10~200 種  
大 部 分 則 介 於

50~100 種之間  

產品銷售區

域  
全 省 及 外 島 :7
家  
全省 :7 家  
北部 :3 家  

全省及外島 :6 家  
全省 :5 家  
北、中、南區 :1 家  

88 年營業額  
 

由 650 萬~93 億

元  
 

由 1900 萬元~300
億元  

資本額  由 100 萬~14 億

4 千萬元  
由 1000 萬~292 億

元  

 
 

2. 經由連鎖超級市場通路  
表 6-1-2 顯示，在日用品業者中，經由連鎖超級市場銷售約佔

公司總營業額之比重由 5~100%不等，大部分則落於 8~12%間﹔而

食品業者則由 2~35%不等，大部分則落於 3~10%間。可發現製造

業者仰賴超市的程度相當極端，甚有百分之百仰賴之業者，尤其日

用品業者較喜愛利用此通路。  
 

3. 經由連鎖量販店通路  
表 6-1-2 顯示，在日用品業者中，經由連鎖量販店銷售約佔公

司總營業額之比重由 10~40%不等，大部分則落於 25~35%間﹔而

食品業者則由 5~80%不等，大部分則落於 5~15%之間。我們可發

現擁有較多產品線或品牌的業者較仰賴此一通路，由於其賣場較

大，且可讓人一次買足需求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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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種業態所佔產值比重  
由表 6-1-2 顯示，在日用品業者中，經此三種通路銷售所佔之

產值比重分布由 21~100%不等，主要則落於 30~55%間﹔而食品業

者則由 11~100%不等，主要則落於 20~60%間。因此，我們看出一

般供貨廠商對此三種通路業者之仰賴程度已非常高。  
    

表 6-1-2 供貨商產品經由連鎖業者銷售比重  

流通業者型態  日用品業者 食品業者  

連鎖便利商店  由 1~33% 
主 要 分 布 於

3~10%間  

由 1~23% 
主 要 分 布 於

5~15%間  

連鎖超級市場  由 5~100% 
主 要 分 布 於

8~12%間  

由 2~35% 
主 要 分 布 於

3~10%間  

連鎖量販店  由 10~40% 
主 要 分 布 於

25~35%間  

由 5~80% 
主 要 分 布 於

5~15%間  

總計  由 21~100% 
主 要 分 布 於

30~55%間  

由 11~100% 
主 要 分 布 於

20~60%間  

 
 
（二）供貨廠商與上述連鎖流通業者未來五年交易之趨勢預估 : 
 

1. 與連鎖便利商店  
由表 6-1-3-1 得知，在 30 家受訪者表示，高達 86.7%的比率認

為與連鎖便利商店在未來五年交易的趨勢會維持現狀或愈來愈

多，唯亦有 4 家受訪者 (13.3%)不看好與便利商店之交易趨勢，整

體而言，業者將愈來愈依賴連鎖便利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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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3-1 供貨商與連鎖便利商店未來五年交易預估  

 次數  百分比 (%) 

愈來愈多  17 56.7 

維持現狀  9 30 

愈來愈少  4 13.3 

不一定  0 0 

不知道  0 0 

合計  30 100 

 
 

 
2. 與連鎖超級市場  

由表 6-1-3-2 得知，高達有 80%之受訪者認為未來與連鎖超市保

持維持現狀獲愈來愈多的交易趨勢，唯亦有 4 家受訪者(13.3%)不
看好與連鎖超級市場之交易趨勢，然整體而言，顯示即使新興通路

不斷產生，傳統通路─超市仍會是業者重視的通路。  
 

表 6-1-3-2 供貨商與連鎖超級市場未來五年交易預估  
 次數  百分比 (%) 

愈來愈多  13 43.3 

維持現狀  11 36.7 

愈來愈少  4 13.3 

不一定  2 6.7 

不知道  0 0 

合計  30 100 

 
 

3. 與連鎖量販店  
由表 6-1-3-3 得知，高達 86.7%的製造商認為將與連鎖量販店

維持愈來愈多的交易頻率，因此，我們推知在此三種通路中，依賴

量販店之比重最高，亦可看出其收取附加費用的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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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3-3 供貨商與連鎖量販店未來五年交易預估  

 次數  百分比 (%) 

愈來愈多  26 86.7 

維持現狀  0 0 

愈來愈少  4 13.3 

不一定  0 0 

不知道  0 0 

合計  30 100 

 
 

4. 整體而言：  
由表 6-1-3-4 得知，有 83.3%的受訪者認為未來五年與上述三

大流通業者將會有愈來愈多的交易頻率，因此，由於對三大零售通

路的高度依賴性，顯示流通業者在談判合作條件時握有相對優勢地

位。  
 

表 6-1-3-4 供貨商與三大連鎖通路未來五年交易預估  
 次數  百分比 (%) 

愈來愈多  25 83.3 

維持現狀  3 10 

愈來愈少  1 3.3 

不一定  1 3.3 

不知道  0 0 

合計  30 100 

 
 
（三）製造商之產品最主要的零售銷售管道  

我們由表 6-1-4 得知，受訪者在許多通路的選擇中以量販店為最

高選擇，而超市及各種消費合作社位居第二，便利商店則為第四﹔此

可能係便利商店品項數較少，且可能所收附加費用較高，因此，某些

規模較小的製造商會選擇消費合作社，以致其排名在便利商店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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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現象亦可能顯示某些品質優良的產品無法經由便利商店通路到達

消費者手中。然而，消費合作社通路(含軍公教福利總處)受政府政策

影響，將逐漸式微﹔因此，大體來說，供貨廠商主要銷售管道仍為量

販店、超市及連鎖便利商店。  
 
表 6-1-4 供貨商產品最主要的零售銷售管道  

(依去年銷售額高低排序) 
 次數* 排序  

便利商店  24 4 

超級市場  31 2 

量販店  56 1 

各種消費合作社  
(含國防部福利總處) 

31 2 

雜貨店（百貨店）  8 7 

百貨公司  10 6 

食品店 (含西點麵包店) 0 9 

各種餐廳及小吃店  3 8 

其他  11 5 

         *註：以權數來作統計，第一名給 3 分，第二名給 2 分，  
              第三名給 1 分得出次數結果  

 
三、供貨廠商與流通業者之間關於收取附加費用之狀況  
（一）是否事先簽訂契約以收取附加費用  

  由表 6-1-5 得知，高達 93.3%的受訪者表示流通業者收取附加

費用，會事先與之簽訂書面契約﹔但仍有 2 家 (7%受訪者 )曾在未告

知情況下被任意收取附加費用。  
而由表 6-1-5-1 得知，有高達 96.7%的比例顯示平均每年會重

新調整一次合約，此可能係配合一整年完整營業循環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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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5 雙方事先簽訂附加費用書面契約  
 次數  百分比 (%) 

大多數有  28 93.3 

少數有  2 6.7 

沒有  0 0 

不一定  0 0 

合計  30 100 

 
  

表 6-1-5-1 雙方重新調整契約之平均期間  
 次數  百分比 (%)

每季  0 0 

每半年  0 0 

每年  29 96.7 

不一定  0 0 

其他  1 3.3 

合計  30 100 

 
 
 
（二）製造業者被強制收取附加費用之現狀  

  由表 6-1-6 可看出受訪者之中，被強制收取附加費用的比例有

56.7%之多，被強制收費之案例參見表 6-1-6(續 )﹔而由表 6-1-6-1
得知協商過程多半是製造商居於弱勢，有 46.67%的受訪者表示有

被迫簽約的經驗。再由表 6-1-6-2 得知有 93.3%的受訪者曾被強迫

直接扣貨款，但未事先提供明細帳目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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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6 未事先約定而被流通業強制收取附加費用  

 次數  百分比 (%) 

沒有  13 43.3 

有  17 56.7 

合計  30 100 

 
 

表 6-1-6(續 )未事先約定，而被強制收取附加費用之事例  

項

目  
製造商曾遭遇之情事  

1 收取促銷廣告費用、DM 

2 當別家系統末端價格較低，則要求廠商補差價 . 
3 因流通業者業績好而加收週年慶贊助金  

4 曾有業者未與某流通業者簽訂端價費用而被硬扣五

十多萬，迄今尚未索回 . 

5 收取店慶(新店或百家 /千家店 )費用  
6 當採購人員離職 (或調職 )前亦會加收費用  

7 商店業績不佳，即要求補盤虧 . 

8 收取年節贊助 .尾牙贊助  
9 節慶實強制收取禮券費用 (從貨款中扣除，但不一定拿

到禮券 ) 

10 三節贊助強制扣貨款  

*註：因涉及供貨廠商與流通業者雙方之隱密性，且未經驗證，  
上述事例僅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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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6-1 供貨商被迫簽約繳交附加費用之經驗  

 次數  百分比 (%) 

沒有  16 53.3 

有  14 46.7 

合計  30 100 

 
 
 

 
表 6-1-6-1（續）供貨商被迫簽約之過程  

項

目  
製造商與流通業者的協商過程  

1 流通業者自訂契約，且不能擅加修改 ;須照單全收，否

則無法上架銷售。  

2 有些量販系統業者，往往利用其週年慶等名義，半強

制性要求廠商贊助定額費用。  
3 某流通業者在每年簽訂合約時，總是巧立各項名目而

收取費用，若不依，往往以撤回所有賣場商品做要脅。 

4 某流通業者發文通知要求增加 5%毛利，隨及自動降

價，不配合則退出，年度約亦是如此，期限到未談妥

即視同同意。  

5 不簽約即無法供貨造成業績損失。  
6 未付上架費即下架不再銷售。  
7 某大型流通業者每年皆依約向上調整合約附加費用。 

*註：因涉及供貨廠商與流通業者雙方之隱密性，且未經驗證，  
上述事例僅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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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6-2 流通業直接扣款，卻未事先提供帳目明細  

 次數  百分比 (%) 

沒有  2 6.7 

偶而有  23 76.7 

常常有  5 16.7 

合計  30 100 

 
 

 
（三）未配合支付附加費用，而遭連鎖流通業者採取不尋常之交易      
      手段，影響消費者權益之情事  

  由表 6-1-7 得知，曾有 73.3%的製造商在未配合流通業者收取

附加費用規定時，遭到不合理的處置﹔如表 6-1-7(續 )所述之情

事，迫使製造商不得不妥協。  
 
 
表 6-1-7 供貨商未配合附加費用規定而被異常處置  

 次數  百分比 (%) 

沒有  8 26.7 

有  22 73.3 

合計  3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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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7（續）未配合支付附加費用而遭受異常處置的事例  

項目  曾因而發生之情事  
1 停止正常進貨，商品排面縮減，甚至下架 . 

2 附加費由貨款直接扣除，如據理力爭則流通業者則降低

進貨採購，及次年合同提高其他相關費用 . 
3 年節贊助不予配合，或配合條件未達其需求，而以刪品

項或縮排面為威脅 . 

4 停止進貨，不配合促銷，縮減排面 . 

5 本來自己的長期櫃位，對方又加入另一廠商，使雙方輪

流設櫃 . 

6 某流通業者未配合其規定降 5%，品項遭縮減 . 

7 部分商品下架，或鎖檔至各店未能訂貨，排面縮減，或

移至最下或最上一層 . 

8 停止配合大量陳列 .促銷 .排面縮減 .移位 . 

9 非暢銷品予以下架(鎖檔 )，減緩非主力產品促銷等 . 

10 一位二賣(縮排面 ) 

11 因附加費用未談好而停止排定之促銷活動 . 

*註：因涉及供貨廠商與流通業者雙方之隱密性，且未經驗證，  
上述事例僅供參考。  

 
（四）附加費用對零售價格之影響  

   由表 6-1-8 得知，大部分的受訪者（約占 76.7%）並不會因被

收取附加費用而轉嫁至零售價，因此，附加費用大都由供貨廠商本

身吸收。然而，亦有 13.3%的受訪者表示已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負

擔。更令人憂心的是，由表 6-1-8-1 可得知，有 46.7%的受訪者不

堪長期承受此一負擔，而預定在未來會將此費用轉價至零售價﹔另

有 13.3%的受訪者表示亦有可能採用此種對策，故長期而言，此一

附加費用收取行為，極有可能危害消費者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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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8 供貨商將附加費用轉嫁零售價情形  
 次數  百分比 (%) 

是  4 13.3 

否  23 76.7 

不一定  3 10 

合計  30 100 

 
 

表 6-1-8-1 供貨商未來將附加費用轉嫁零售價之預期  
 次數  百分比 (%) 

是  14 46.7 

否  12 40 

不一定  4 13.3 

合計  30 100 

 
 

 
（五）各種零售業態所收取附加費用之比較  

由表 6-1-9 得知，有 60%的受訪者表示其支付給量販店的附加

費用最高，其次，則為支付給便利商店業者（佔 20%）﹔可知在主

要通路中，欲進入量販店需支付較高之代價。  
 
表 6-1-9 供貨商支付最高附加費用之比較  

 次數  百分比 (%) 

便利商店  6 20 

超級市場  2 6.7 

量販店  18 60 

一樣多  4 13.3 

合計  3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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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去年(88 年 )供貨廠商所支付附加費用佔總營業額之比重  
由表 6-1-10 得知，日用品業者所支付之附加費用佔其總營業額

之比重由 1~30%不等，主要集中 10~20%之間﹔而食品業者所支付

之附加費用佔其總營業額之比重由 0.3~30%不等，主要集中 3~10%
之間﹔由於日用品業與食品業屬於傳統產業，競爭激烈，且利潤微

薄，對於繳交上述比例之附加費用，實造成供貨廠商極大之負擔。 
表 6-1-10 供貨商支付附加費用之比重(民國 88 年 ) 

 日用品業者  食品業者  

附加費用佔總營

業額之比重  
由 1~30% 
主要集中於 10~20%間

由 0.3~30% 
主要集中於 3~10%間  

 
 
四、供貨廠商對附加費用之意見及看法分析  

 
（一）供貨廠商對於廢除各種名目之附加費用，而統一納入供貨價格之意

見  
  由表 6-1-11 得知，同意的比例高達 70%，或因供貨廠商認為本身

在不公平的競爭環境下生存，將此費用透明化後可減輕負擔﹔或將

附加費用簡化為進價成本之減項，較容易估算成本利潤。然而，由

更詳細之資料顯示，大、小型規模之業者看法明顯不同，亦即小型

企業大多贊同，大型企業則大多不贊同，此因大型業者認為如此將

無法彈性因應雙方主客觀不同背景之條件。我們可由表 6-1-11(續 1)
獲知供貨廠商同意的各種看法，並由表 6-1-11(續 2)獲知供貨廠商不

同意的各種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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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1 廢除各種附加費用，統一納入供貨價格之意見  
 次數  百分比 (%) 

同意  21 70 

不同意  6 20 

無意見  3 10 

合計  30 100 

 
表 6-1-11(續 1)同意將附加費用統一納入供貨價格之意見  

項目  同意原因  

1 名目一項項的增加，又要毛利，幾無法生存。  
2 扣款項目大幅減少，避免爭議，雙方交易較清楚，減

少呆帳。  

3 對廠商而言，對產品的成本及公司管銷費用較能掌

控，對價格訂定也較有力。  

4 避免流通業者巧立名目收費。  
5 避免交易後衍生其他名目的費用發生。  

6 廠商與業者可站在較公平的立場，雙方站在消費者角

度慎選好的商品及服務。  

7 以免被索取無度，確立公司推廣費用。  
8 廠商與流通業間之利潤取其平衡點，消費者與廠商皆

可因此獲利。  

9 較易控制成本且不會被剝削。  

10 公平性競爭強，因大廠需負擔廣告，行銷費用。  

11 比較利於作帳，且如有貨物稅之產品，降低售價，貨

物稅低。  
12 公開化，才可計算投資報酬率，以換算可否交易。  

13 因統一納入則無每年調漲之憂，並有助於供貨廠商做

合理利潤之掌控。  
14 以方便做年度預估。  
15 費用名目及金額年年增加之困擾可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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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1(續 2)不同意將附加費用統一納入供貨價格之意見  

項目  不同意原因  
1 因大者恆大，仍會要求提供最低最惠價。  

2 始終未制定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基礎或環境供各個

零售商 /製造商依循。  
3 建議設置一個「生意基金」  (BDF)以作為業務成長 /開

發所需支出的來源。  

4 各廠商無法統一價格，造成不公平。  

5 因為其採購仍會依各家進貨價格(議價 )取捨，反而整個

價盤被打亂，而自曝各家公司之營業成本 ;尤其各家管

銷成本差異頗大 .保持模糊較有彈性。  

6 無法治本  

7 無法明確釐清費用  

8 增加課稅  

 
 
 
（二）供貨廠商對目前收取附加費用現況的看法  

由表 6-1-12 得知，目前供貨廠商被收取之附加費用科目高達

30 餘種，其中以新店開幕贊助、週年慶贊助，及年度目標獎勵屬最

普及（100%）之附加費用，其次則為上架費及物流費，普及率亦達

96.67%；其中受訪者認為不合理的費用科目依序數為手提袋贊助折

扣、慶祝百店贊助、資料處理費、店鋪改裝重新開幕贊助…..等。

而受訪者認為不合理的科目主要係因與本身業績完全無關，而卻需

負擔費用。而由表 6-1-12(續 )得知又出現了許多額外增加的附加費

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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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2 供貨商繳交附加費用及意見一覽表  

序

號  
附加費用項

目  
供貨廠商繳交給

流通業者之附加

費用名稱  

供貨廠商認為不

合理之項目  
 

供貨廠商認為與

其銷售業績完全

無關之項目  
  次數  百分

比

(%) 

排序 次數 百分

比

(%) 

排序 次數  百分

比

(%) 

排序  

1 物流費  29 96.7 4 2 6.7  3 10  

2 新店開幕贊

助    

30 100 1 11 36.7 8 8 26.7 8 

3 週年慶贊助  30 100 1 10 33.3 10 13 43.3 1 

4 月交易折扣

獎勵  

28 93.3 6 11 36.7 8 3 10  

5 年度目標獎

勵（年度獎勵

金折扣、年度

獎勵）     

30 100 1 3 10  1 3.3  

6 上架費    29 96.7 4 10 33.3 10 7 23.3 9 

7 共同商品費  14 46.7  12 40 5 9 30 6 

8 資料處理費  27 90 7 14 46.7 3 11 36.7 2 

9 新商品登錄

費  

16 53.3  10 33.3 10 4 13.3  

10 新品推廣費  25 83.3 9 12 40 5 6 20  

11 商品促銷折

扣  

23 76.7  3 10  3 10  

12 促銷陳列折

扣  

20 66.7  4 13.3  2 6.7  

13 廣告贊助折

扣  

21 70  10 33.3 10 7 23.3 9 

14 促銷廣告贊

助  

27 90 7 8 26.7  5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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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2 供貨商繳交附加費用及意見一覽表（續）  

序

號  
附加費用項

目  
供貨廠商繳交給

流通業者之附加

費用名稱  

供貨廠商認為不

合理之項目  
 

供貨廠商認為與

其銷售業績完全

無關之項目  
15 促銷活動委

託處理費  

9 30  8 26.7  4 13.3  

16 手提袋贊助

折扣  

21 70  15 50 1 10 33.3 5 

17 節慶贊助  24 80 10 12 40 5 11 36.7 2 

18 慶祝百店贊

助  

23 76.7  15 50 1 11 36.7 2 

19 訂單缺貨罰

款  

25 83.3 9 8 26.7  7 23.3 9 

20 店鋪改裝重

新開幕贊助  
 
 

23 76.7  13 43.3 4 9 30 6 

21 損耗品不退

貨折扣  

20 66.7  5 16.7  2 6.7  

22 壞品不退貨

補貼  

16 53.3  1 3.3  4 13.3  

23 下架品處理

費  

10 33.3  8 26.7  6 20  

24 其他  8 26.7  4 13.3  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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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2(續 ) 其他附加費用項目  
          (由供貨商提供 ) 

序

號  
附加費用名稱  

1 盤差補助  

2 印花  
3 快訊費  

4 燈箱費  

5 收銀臺承租費  

6 發票差異手續費  

7 防盜設備費  

8 補合約折扣  

9 貨架清潔費  

10 禮券推廣  

11 端架承租  

12 落地陳列費  

13 退貨處理費  

14 促銷處理費  

15 促銷處理手續費  

16 獨賣贊助  

17 DEMO 費用  

18 資料變更手續費  
19 付款明細費用  

20 新商品印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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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流通業問卷統計分析 
 

一、樣本基本資料統計  
   此次調查 60 家流通業者，回收有效樣本 14 家，其資料如表 6-2-1 所

示。包括便利商店(如 7-11、統一麵包 2 家 )、超級市場(如頂好、松青、丸

久等 9 家 )、及量販店（如遠東愛買、福元、東街百貨 3 家）三種態樣流通

業者。  
 

便利商店受訪者之經營型態採特許加盟連鎖及自願加盟連鎖兩種方

式經營，連鎖規模各為 1816 家及 245 家（至民國 88 年 12 月止），產品銷

售區域分布於全省及外島，每家販賣品項數約達 2500 種，而每年淘汰品項

數則由 300~1000 種不等﹔與之往來供應商數由 200~400 家不等，88 年營

業額 7-11 為 497 億元、統一麵包則為 8 億元。  
 
超級市場受訪者之經營型態多以直營方式經營，規模則由 5~96 家店

不等，產品銷售區域分布於北、中、南地區，每家販賣品項數約 500~20000
種，大部分則集中於 5000~12000 種之間﹔而每年淘汰品項種數則由

100~900 種不等﹔與之往來供應商數由 100~1000 家不等，其 88 年營業額

則由 1 億元~100 億元不等。  
 
量販店受訪者之經營型態亦多以直營方式經營，產品銷售區域則限於

地方性，每家販賣品項數達 10000~30000 種，而每年淘汰品項種數則由

500~5000 種不等﹔與之往來供應商數由 120~1500 家不等，其 88 年營業額

則由 3 億 6 千萬元~120 億元不等。但由於全國前三大量販店業者不願提供

相關資料，所回收之 3 家業者均係地方性連鎖，代表性較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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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流通業者基本資料  

 便利商店  超級市場  量販店  
連鎖經營型態  主要為特許加盟

連鎖及自願加盟

連鎖兩種方式經

營。  

大部分為直營方

式經營，由 5~96
家分店。  

大部分為直營方

式經營。  

產品銷售區域  分布於全省及外

島  
北、中部：7 家  
南部：2 家  

北、中、南部：1
家  
中、南部：2 家  

每家販賣品項數  約 2500 種  500~20000 種  
大部分則集中於

5000~12000 種之

間  

10000~30000 種之

間  

每年淘汰品項種

數  
300~1000 種不等 100~900 種不等  500~5000 種不等  

與之往來供應商

數  
200~400 家不等  100~1000 家不等 120~1500 家不等  

88 年營業額  8 億元~497 億元  1 億元~95 億元  3 億 6 千萬元~120
億元  

 

 

 

二、流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之狀況探討  
(一 )流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之起源  

由表 6-2-2 得知，便利商店於民國 77 年由統一 7-11 率先開始

收取附加費用，而超級市場由頂好惠康自民國 79 年開始收取附加

費用，量販店則因資料不具代表性，約在民國 83 年開始收取﹔由

於量販店在台灣屬新興通路型態，因此，較晚開始收取附加費用，

而便利商店則因規模較早形成，故成為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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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流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之起始點  

起始年份 便利商店  超級市場  量販店  
最早開始 民國 77 年  民國 79 年  民國 83 年  

 

 
（二）流通業者收取各項附加費用之方式  

流通業者所收取之附加費用相關資料非常多，且相當敏感，大

都不願意完整提供。本研究另由全國具規模之供貨廠商及相關食

品、日用品協會、公會等，獲得較具體之資料，經相互比較分析後，

並將相同性質科目合併，歸納而得表 6-2-3。  
 

表 6-2-3 流通業收取附加費用一覽表  

項

次  
附加費用  
名稱  

收費標準或計算方式  收費理由  收費頻率  

1 物流配送費  
(入倉代送費

用 ) 

便利商店按體積大小×6.5%~8%×
單品進貨成本  
超市按進貨成本×3.5%~5% 

物流配送服

務  
每月一次  

2 新店開幕贊

助  
 
 
 
 
 
 
 
 
 
 
 
 
 

1.定額方式  
例：便利商店每店 1000~4500

元  
超市每店 1000~2500 元  
量販店每店 20000~150000

元  
或  
2.按營業額抽%(新店當月 ) 
例：便利商店抽 0.9%~1.5% 

量販店抽 3%~5% 
或  
3.免費商品 5~10 箱 /品  

1.新店開幕

幫廠商代

定花籃、花

圈  
2.貨架費用

分擔  

開新店時

收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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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 流通業收取附加費用一覽表（續）  

項

次  
附加費用  
名稱  

收費標準或計算方式  收費理由  收費頻率  

3 週年慶贊助  1.定額方式  
例：便利商店 20000~150000

元 /年  
或  
2.@元×店數  
例：便利商店 200~300 元×店數

超市 500~1000 元×店數  
量販店 10000~20000 元×店

數  

1.週年慶酒

會  
2.廠商表揚

大會  
3.消費者回

饋活動費

用分擔  

每年一次  

4 
 
月交易折扣  
(行銷贊助

金，無條件退

佣 ) 

按每月營業額抽% 
例：便利商店 1%~2% 

超市 2%~4% 
量販店 1%~6.5% 

每月固定進

貨數量獎勵  
每月一次  

5 年度目標獎

勵 (年度獎

勵、年度退佣 )

按每年達成目標營業額之% 
例：1%~5.5% 

銷售目標達

成  
每年一次  
或每月一

次  

6 共同商品費  @元 /年 /品×店數  
例：量販店每店 10000~15000 

(元 /年 /品 ) 

舊商品固定

貨架陳列  
每年一次  

7 資料處理費  
(資訊處理費)

按月營業額抽% 
例：便利商店及超市約抽

0.5%~1% 

1.廠商主檔

登錄及維

護  
2.列印訂單

及對帳  
3.每月銷售

資料提供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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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 流通業收取附加費用一覽表（續）  

項

次  
附加費用  
名稱  

收費標準或計算方式  收費理由  收費頻率  

8 新商品推廣

費  
(新商品上架

費、新品登錄 )

1.@元 /品×店數  
例：便利商店每品 400~900 元

超市每品 1500~3000 元  
量販店每品 3000~10000 元

或  
2.固定＋變動  

例：便利商店 330000 元＋三個

月毛利×10% 

賣場空間有

限，貨架短

期出租收入  

只收一

次，保證架

上販售三

個月  

9 促銷陳列折

扣  
(固定促銷陳

列贊助 ) 

超市每月營業額×1.1%~1.3% 促銷陳列展

示  
促銷期間  

10 廣告贊助折

扣 (印花補

助、快訊補

助、燈箱廣告 )

1.定額方式  
例：超市每店 2000~3000 元 /品  
量販店每店 5000~140000 元 /品  
或  
2.按銷售當月營業額抽% 
例如：超市抽 0.7%~1.2% 

1.賣場 POP
製作費  

2.DM 印製

費及廣告

露出費  
3.燈箱出租  

配合促銷

才收  

11 手提袋贊助

折扣  
按每月營業額抽% 
例：超市抽 0.2%~0.5% 

提供手提袋

與消費者，

費用共同分

擔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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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 流通業收取附加費用一覽表（續）  

項

次  
附加費用  
名稱  

收費標準或計算方式  收費理由  收費頻率  

12 三節 /尾牙贊

助  
定額方式  
例：超市 3000~10000 元 /次  

提供摸彩品

予消費者或

員工  

三節或尾

牙時才收  

13 百店慶 /千店

慶  
便利商店百店慶 100000~150000
元  
千店慶 500000~1000000 元  

公司慶典、

共襄盛舉  
 

發生時收

取  

14 訂單缺貨罰

款  
便利商店  
1.(零售價－成本 )×缺貨量×50% 
或  
2.缺貨總成本×30% 

未按時交貨

導致商機留

失之機會成

本  

缺貨時計

收  

15 店舖改裝重

開幕 (重新開

幕贊助 ) 

超市按新店開幕贊助金×50% 同新店開幕

贊助理由  
重開幕才

收  

16 損耗品不退

貨折扣 (壞品

補助 ) 

按每月營業額抽% 
例：便利商店抽 0.25%~0.3% 

超市抽 0.3%~0.5% 

下架品或產

品不良之風

險成本  

每月一次  

17 下架品處理  物流費×2 人工及物流

服務  
下架時收  

18 端架陳列費  @元 /月 /品×店數  
例 :：量販店 3000~5000 元 /月 /品

端架短期出

租收入  
按月收或

專案一次

收  

19 促銷處理費  便利商店  
1.原貨架促銷 100~300 元 /品×店

數  
或  
2.落地或專案架促銷 300~500 元 /
品×店數  

促銷賣場製

作物費用及

陳列費  

有促銷才

收  



 204

表 6-2-3 流通業收取附加費用一覽表（續）  

項

次  
附加費用  
名稱  

收費標準或計算方式  收費理由  收費頻率  

20 收銀台承租  @元 /店 /月  特定空間出

租  
按月收或  
專案一次

收  

21 獨賣補助  1. 競標方式，以供貨成本最低者

得標。  
2. 若營業目標未達成，供貨商須

補貼差額給零售商。  

專賣利益分

享  
按月收取  

22 DEMO 費用  量販店 3000 元 /次×品項數×店數 人工費及

POP 費用  
有舉辦時

才收  

23 資料變更手

續費  
定額方式  
例：超市每筆變更資料 2000 元

人工代辦費

用  
資料變更

時才收  

24 發票差異手

續費  
@元 /每張  人工作業費

用  
發生時才

收  

25 
 
付款明細費

用  
定額方式  
例：量販店 2000~10000 元 /月  

上網對帳費

用  
每月一次  

26 年度合約換

約服務  
@元 /年  人工作業費

用  
每年  

27 新商品印刷

費  
(門市刊物 ) 

便利商店定額方式，  
例：3000~20000 元 /品  

製作產品訊

息傳達各門

市  

新品上架

時收  

28 促銷處理手

續費  
(印刷品、告

知 ) 

定額方式  
@元 /品 /店  

人工作業費

用  
發生時才

收  

29 盤差補助  年營業額×% 
或補貼部分產品或搭贈  

盤點損失轉

嫁  
每月或盤

點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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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 流通業收取附加費用一覽表（續）  

項

次  
附加費用  
名稱  

收費標準或計算方式  收費理由  收費頻率  

30 防盜設備贊

助  
每次進貨金額折扣×% 無  裝置時才

收  

31 貨架清潔費  年營業額×% 人工作業費

用  
每月  

32 退貨處理費  物流費% 
例：便利商店物流費×2×90% 

退貨物流配

送服務  
有退貨才

收  

 
（三）流通業者對未繳交附加費用的處理  

由表 6-2-4 得知，當供應商未依規定繳交附加費用時，大多數

受訪者（64.3%）認為不一定會禁止該產品在其店內販賣。由表 6-2-4
（續）可知道流通業者所考慮之狀況。  

 

         表 6-2-4 未繳交附加費用進入流通業販賣的機會  

 次數  百分比 (%) 
是  1 7.1 
否  4 28.6 
不一定  9 64.3 
合計  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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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4（續）流通業導入商品不一定受附加費用影響的原因  

序號  不一定之情況  
1 依公司需求裁定  
2 針對商品之本身再檢討後決定  
3 依商品在市場之影響而定，並非絕對或一定須依上

述所有條件  
4 強勢廠商不一定會繳附加費用  
5 依產品是否強勢  
6 若為媒體目前強力推薦之商品則不一定酌收上架

費 . 

 

 

 

（四）流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之方式  

由表 6-2-5 得知，有 85.7%的受訪者會與供應商在收取附加費

用時，事先簽訂書面契約，以清楚說明收取項目及相關事項；而由

表 6-2-5-1 可知，高達 85.7%的受訪者平均重新調整契約的時間為

一年，顯示業者配合完整一年之營業循環而調整契約。由表 6-2-6
得知，高達 84.62%的受訪者皆認為並未強制供應商繳交附加費

用，且皆會事先告知。  

 

表 6-2-5 雙方事先簽訂附加費用契約  

 次數  百分比 (%) 
有  12 85.7 

沒有  1 7.1 
不一定  1 7.1 
合計  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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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5-1 雙方平均重新調整契約期間  

 次數  百分比 (%) 
每季  0 0 
每半年  0 0 
每年  12 85.7 
不一定  1 7.1 
其他  0 0 
未填寫  1 7.1 
合計  14 100.0 

 

 

表 6-2-6 未事前約定，流通業卻強制收附加費用  

 次數  百分比 (%) 
沒有  12 85.7 
有  1 7.1 
未填寫  1 7.1 
合計  14 100.0 

 

 

（五）流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而造成供應商負擔之情事分析  

由表 6-2-7 得知，有 50.0%的受訪者認為收取附加費用並未導致流

通業進貨成本增加的情形。表 6-2-8 則顯示高達 78.6%的受訪者不認

為向供貨商收取附加費用，會導致該廠商產品之零售價格提高。總體

而言，流通業者並不認為收取附加費用會對產品成本及售價造成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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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7 附加費用會導致流通業進貨成本增加  

 次數  百分比 (%) 
大多數有  0 0 
少數有  5 35.7 
沒有  7 50.0 

不知道  2 14.3 
合計  14 100.0 

 

表 6-2-8 附加費用會導致零售價格提高  

 次數  百分比 (%) 
大多數有  0 0 
少數有  2 14.3 
沒有  11 78.6 

不知道  1 7.1 
合計  14 100.0 

 

（六）流通業者近三年來所收取之附加費用佔總營業額之比重  

由表 6-2-9 得知近三年來流通業者所收取之附加費用占其總營業

額之收入為逐漸增加的趨勢。便利商店業者不願提供此數據，而據

不願曝光之業者告知，應至少在 2%左右；超市業者在此一比重差距

較大，可能係業者本身營業額並不很高，以致比重有超過 5%者；量

販店之受訪者因規模較小，故較不具代表性，唯保守估計其實際數

值亦至少超過 1%以上。而對上述流通業而言，若其淨利率超過 3%
以上，則可接近國際級經營水準，故可知附加費用對流通業獲利之

影響程度。  

表 6-2-9 流通業近三年附加費用收入佔總營業額比重  

 便利商店  超級市場  量販店  
民國 86 年  ──────  0.2~4.3% ──────  
民國 87 年  ──────  0.5~4.8% 0.3~2.2% 
民國 88 年  ──────  0.5~5.5% 0.5~3.2% 

＊ 註：由於此數據對受訪者而言較為敏感，因此資料蒐集並不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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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流通業者對統一納入供貨價格等相關交易條件之意見  
由表 6-2-10 得知，有 21.4%的受訪者同意將附加費用統一納入

供貨價格等相關交易條件之協商，而其同意之理由如表 6-2-10（續 1）
所示﹔而有 50.0%的受訪者不同意，其理由則如表 6-2-10（續 2）所

列。  
 

表 6-2-10 附加費用統一納入進貨成本之協商  
 次數  百分比 (%) 

同意  3 21.4 
不同意  7 50.0 
無意見  3 21.4 
未填寫  1 7.1 
合計  14 100.0 

 

 
表 6-2-10（續 1）同意附加費用統一納入進貨成本之協商  
序

號  
同意之原因  

1 應回歸商品供應之正常條件，但目前整體市場(同業 )皆
如此要求  

2 店家有更大空間選擇販售顧客所需商品  

 

 
表 6-2-10（續 2）不同意附加費用統一納入進貨成本之協商  
序號  不同意之原因  

1 國外產品部分之行銷費用由國外原廠支付  
2 取消前提須廠商與通路要有共識，不惡性削價﹔商

品毛利能大於管銷費用。  
3 流通業連鎖規模不一，投資成本不同，所創營業額

亦不同。  
4 通路不同 ,供貨價格無法一致 . 
5 同業不一定贊成且供貨價格並非依此基礎計算。  
6 店內之淨利無法提昇。  

 
 



 210

第三節  深度訪談資料彙總分析 
 
一、 深度訪談對象  

1. 流通業者：大潤發量販店、遠東愛買量販店、松青超市、統一超

商 7-11 
2. 供貨廠商：國內著名供貨廠商三家（因業者要求保密，故匿名之。） 
 

二、 訪談綜合意見  
（一）供貨廠商部份  

 1.原則上，同意支付附加費用，但應與銷售業績相關，對於不

合理的費用項目應訂定規範禁止之。  
 2.附加費用雖大都會有事先談判，簽訂契約，但合約期間若有

新名目出現，也很難去拒絕，因擔心會被貼上標籤，而被

採取特殊對待方式，如：  
（1） 停止正常進貨  
（2） 商品排面縮小  
（3） 移動陳列位置到較差的地段  

  3.大型賣場之商店，除總部收取已簽訂之附加費用外，地區

性個別店也會偶爾要求製造商的地區供貨單位提供一些額

外補助，否則也會採取上述的特殊措施，以致這些地區供

貨廠商有苦說不出。  
  4.供貨廠商對流通業收取附加費用有濫用情事時，也不敢舉

證，怕被採取報復措施，因此希望政府對舉證者有所獎勵。 
  5.希望政府提供參考之定型化契約，規定可收取的附加費

用，並訂定收費上限。  
  6.一般中小型企業付不起高額附加費用，而無法進入大型連

鎖通路，扼殺了某些有潛力產品的生存空間，消費者也因

而無法享受到較佳品質的產品。  
  7.流通業者之附加費用項目每年都會推陳出新，若政府只對

現有費用項目規範，則永遠無法有效杜絕，只是在業界後

面追趕而已，舉例說明流通業附加費用的衍伸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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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由某項活動產生許多附加費用，亦可由該活動衍伸出

其他相關活動，這些相關活動再產生許多不同的附加費用。 
例：流通業為特定目的舉辦促銷活動  

 
 成   本  費    用  

 
活動項目  

 
 
 
 
 
 

   

1.促銷折扣    1.廣告贊助折扣  1.原貨架陳列折

 扣  
1.印刷品  

2.直接降價  2.DM 廣告、印花 2.專案貨架陳列

折扣  
2.內部通知  

3. 搭贈       3.落地陳列折扣    3.佈置物  

附加費用項

目  

4. 贈品     
 

 
 8.流通業收取附加費用時，常喜歡以直接扣貨款的方式，因可

直接、快速收到扣款收入，但因一筆扣款中常包括許多不

同的附加費用名目，且又不事先提供明細項目、金額給供

貨廠商核對，以致造成諸多衝突與困擾。  
 9.食品、日用品供貨廠商 90%以上均屬中小型企業，在議價談

判時很難與大型流通業取得對等地位，唯有從三方面著手

改善現狀：  
(1)本身經營體質的強化  
(2)團結合作，發揮公會、協會的功能  
(3)訴諸政府相關單位的輔導或仲裁  

促銷活動 廣告  陳列 處理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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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流通業者部份  

1.上架費等附加費用收取合理性原因  
(1)新產品充斥，上市失敗的風險分擔  
(2)產品展示、廣告效果  
(3)賣場空間使用、租用費用（空間有限）  
(4)相關資訊提供  
(5)分擔供貨廠商的服務或投資支出  
（如物流服務、標價……）  
 

2. 收取附加費用均係雙方同意簽訂契約後再執行，並無   強
迫或事後額外要求。政府不應規範附加費用之內容，而應

監督流通業是否濫用優勢地位，亦即超出合約以外之行為

即為濫用。  
 

3. 新產品能否進入賣場並不是因為是否支付附加費用的影

響，而是以該產品之商品力高低作為導入與否之決定。  
 

4. 政府不宜對企業間之自由經濟交易行為介入太多，而應輔

導中小型製造商如何提高產品品質，以因應 WTO 開放後之

國際競爭壓力。  
 

5. 附加費用簡化為單一成本費用是不切實際之作法，供貨廠

商會有困擾，例如價格太低會影響對軍公教福利總處的報

價（因福利總處要求最低進價）。  
 

6. 不贊成由政府制訂有關附加費用的正式定型化契約，若僅

供提供作為業界參考則無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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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 研究發現  

流通業收取附加費用行為在國內已有 12 年之久，供貨廠商由最初

的抵制、抗拒而一步步的被迫接受。整體而言，大型供貨廠商因財力

較雄厚，品牌較具知名度，可討價還價，故已能認同部分收費行為的

合理性；中小型供貨廠商則無前述優勢，相對談判空間有限，若要進

入連鎖通路，其代價負擔相對較高，但若不進入，則產品很難接觸到

消費者，生存空間窄小，因而陷入兩難局面。  
   由本研究發現，此一情勢將日趨嚴重，不但費用項目越來越多，且

收費金額逐年提高，即使大型供貨廠商也大嘆越來越無法負荷。  
綜合而言，本研究重要發現如下：  
 

1. 依本研究調查，流通業向上游供貨廠商所收取之附加費用愈來愈

多，目前市場上已有 32 種，由於附加費用已成為供應商與流通業之

一般性交易習慣，無法完全禁止，且在買方優勢地位愈來愈強的情

況下，附加費用的項目名稱、收費標準、收費方式等不斷更新、擴

大，因此，政府有責任協助導入正確交易行為之規範。參考本研究

供貨廠商對各種附加費用之意見（如表 6-1-12）及流通業者收取附

加費用的理由說明（如表 6-2-3），本研究認為為便於管理及消除收

費爭議，乃有分類之必要，而不論未來流通業者如何改變、增加附

加費用之名目，均可依照此一分類就其發生性質、收費理由來評估

合理性；茲將附加費用分為四大類(如表 6-4-1)：  
(1)與產品銷售業績直接相關──即費用科目本質上與供貨商產品

銷售有直接關係或是有促進產品銷售之機會。  
 

(2)與產品銷售業績間接有關──即費用科目本質上與供貨商產品

銷售無直接關係，但預期可能增加銷售機會。  
 

(3)替代減輕供應商管銷費用──即費用科目本質上與銷售業績雖

無關，但可替代減輕供應商原本需負擔之管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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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產品銷售業績無關──即費用科目本質上與供貨商產品銷售

無關或不能增加銷售機會，或屬於流通業為本身經營管理目的需

自行負擔之費用。  
 

表 6-4-1 附加費用分類表  

 與產品銷售業績

直接相關  
與產品銷售業績

間接相關  
替代減輕供應

商管銷費用  
與產品銷售業績

無關  

附  
加  
費  
用  
項  
目  
名  
稱  

1.新商品推廣費  
2.共同商品費  
3.月交易折扣  
4.年度目標獎勵  
5.獨賣補助  
6.新店開幕贊助  
7.促銷陳列折扣  
8.端架陳列費  
9.促銷處理費  
10.收銀台承租  
11.廣告贊助折扣  
12.DEMO 費用  

1.週年慶贊助  
2.百店慶 /千店慶

3.店舖改裝重開

幕  
4.訂單缺貨罰款  
 

1.物流配送費  
2.損耗品不退

貨折扣  
3.退貨處理費  

1.手提袋贊助折扣  
2.盤差補助  
3.發票差異手續費  
4.三節 /尾牙贊助  
5.下架品處理  
6.資訊處理費   
7.資料變更手續費  
8.付款明細費用  
9.防盜設施贊助  
10.年度合約換約

服務  
11.促銷處理手續

費  
12.貨架清潔費  
13.新商品印刷費  

 
 
 

2.附加費用不僅造成上下游的競爭，其實也衍生出水平的競爭，如大型

製造商相對於中小型製造商其產品較有生存空間；大型流通業則較中

小型流通業可獲得更高的利潤，及更低的殺價競爭能力。  
 
3.食品、日用品供貨廠商之銷售通路，甚為依賴本研究之三大零售業

態，且越來越加重。而大型流通業動用優勢地位的案例履見不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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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調查顯示 56.7%的製造商受訪者，曾有未經事先約定，卻被強制收

取附加費用的經驗；而 46.7%的製造商受訪者，有被迫簽約繳交附加

費用的經驗，至於未事先提供帳目明細資料即被直接扣款之經驗者更

高達 93.3%；未配合附加費用的規定而遭受異常處置的經驗者，亦有

73.3%之多。顯見買方優勢地位已形成，如何防範其不當動用優勢地

位，是政府不得不正視之課題；而最棘手之處在於，即使買方不當動

用優勢地位，政府仍無法有效扼止。其原因如下：  
(1) 實質的處罰太低  
(2) 認定不當動用優勢地位的證據很模糊，無法明確化。  
(3) 供貨廠商不敢檢舉，因為，連鎖流通業者可採取太多具正當理

由之報復手段，如鎖檔（不訂貨）、縮減排面、移至較差之陳

列位置，不作廣宣促銷，甚至拿競爭對手的品牌來促銷…….
等。  

(4) 檢舉只有一次性的，供貨廠商所要面臨的報復措施卻是長期持

續的。  
 

4.本研究雖無真實數據獲知附加費用對零售價影響之程度，但由問卷顯

示，確實有跡象會將附加費用內涵於批價以致提高零售價，亦即流通

業收取附加費用行為，已不是單純的通路上下游成員的利潤重分配而

已，消費者的福利亦因此而受牽連。  
 

5.對於將各種不同名目之附加費用統一簡化為單一成本計算方式，供貨

商受訪者贊成比例較高，但仔細檢查受訪者之背景，主要係中小型企

業贊成，而大型企業則大都反對；另由流通業角度則受訪者大都持反

對意見。因此，不論從費用科目的性質（將複雜不同的費用發生原因

簡化為單一科目），或通路成員不同規模、不同立場的觀點，或考慮

統一納入成本計算後，可能連帶造成零售價的提高；諸此原因，均很

難將此一構想付諸實施。  
 

6.雖然，大型流通業者都聲明附加費用並非選擇商品上架的唯一條件，

而且只要商品力夠強，即使沒有繳交附加費用，也有機會導入連鎖系

統販賣。然而，由下列分析可知，不繳交附加費用而欲進入販賣可謂



 216

非常困難。長此以往，勢必封殺中小企業新產品的創新生存空間。  
(1) 供貨廠商如何證明其商品力夠強，尤其若無法進入強勢通路，

即使其品質再好，也沒有舞台發揮所長；因此，被評為商品力

不足是很正常的。  
(2) 依陳麗瑛的調查研究（2000）顯示：連國際級廠商的產品欲進

入國內連鎖通路，以其品質水準、知名度等，都要繳交附加費

用，更何況本土性中小企業更是無法倖免。  
(3) 零售業採購單位的績效，往往以附加費用收取額度為其衡量指

標之一，採購進來之後的銷售狀況，則多屬營業單位的績效。

因此，要經過採購人員這一關，附加費用絕對會比商品力列為

優先考慮要素，除非該商品為知名之暢銷品，或因多數顧客指

名購買，要突破不繳交附加費用而上架的機會是微乎其微。  
 

7.對於各項附加費用的功能、定位，由不同立場、角度會有不同的論點

發現，國內外學者在最近十年來雖多方努力研究，但仍無法建立共

識，提出通則性的建議，僅能針對最迫切的議題，就自由、公平、效

率、福利等層面之平衡性，提出原則性之觀點；因此，有關此一領域

之爭議仍將持續進行。  
 
二、 建議  
  針對前述之分析與發現，本研究提出具體建議如下：  
   1.針對本研究依附加費用性質分類之規範建議為：  

(1)對於「產品銷售業績直接相關」或「產品銷售業績間接相關者」，

可由供需雙方直接協商內容。  
(2)對於「替代減輕供應商管銷費用者」，因流通業的功能替代需確實

能減輕供應商的負擔，才能收費，故須事先徵得供貨廠商同意，

亦即，若供應商並無減輕費用者，流通業不得強迫為之。  
(3)而「與產品銷售業績無關者」，則禁止向供應商收費。  

至於附加費用的收費標準、收費方式，只要沒有濫用優勢地位之

嫌，則宜由供需雙方自由協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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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平會宜著重扮演教練角色，引導通路成員良性合作與競爭，並在雙方

缺乏互信的情形下，建立溝通協調的機制。或協調供貨商與流通業雙方

的協會、工會發揮功能，長期持續的代表其會員進行產業協商，以合作

性溝通解決共通性的議題。  
 
3.公平會要維護的是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益，並確保公平競爭。  

(1)在交易秩序的維護上，由於附加費用中有些科目 (如新商品推廣費)屬
事前繳交，且金額龐大，可視為供貨商的專屬性投資﹔因此，流通業

必須在事前明確告知(契約 )銷售不佳之下架條件，以免誘引供貨商陷

入鎖住 (lock-in)困境之嫌。再者，可提供雙方參考性之定型化契約，促

使雙方在簽約之前，有一定程度之資訊公開與透明。  
(2)在消費者利益的維護上，國外研究指出附加費用會引起零售價上漲，

此一結果勢必影響到消費大眾的福利，而國內卻無此一方面之實證研

究；因此，公平會宜委託學者專家針對此一議題進行更深入的探討，

並採取因應措施。  
(3)在確保公平競爭的原則上，公平會宜明確禁止不當動用優勢地位之行

為 (例需事前告知附加費用相關條件、事先提供扣款明細及避免其他類

似誘引對方陷入鎖住困境之行為等)，一方面以適當的透明化規範相對

優勢者之行為，一方面也有公認之準則，作為評估收費行為合法性之

依據。  
 

4.流通業者本身的經營觀念要改變。例如：  
(1)採購人員的職責不是只有「買產品」，還要負責「賣產品」，如此，才

會真正把商品力而非附加費用列為首要考量因素，亦即流通業要將生

產導向的業種觀念轉變為行銷導向的業態觀念，企業經營才會持續受

到消費者惠顧。  
(2)唯有建立密切合作的垂直行銷系統（Vertical Marketing System）關係，

才能確保企業的永續經營，亦即通路成員之間是共存共榮的競合關係

而非零和的競爭關係。  
 

5.供貨廠商本身宜自立自強，改善企業經營體質，並順應產業競爭環境之

趨勢，可從下列方向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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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發獨特性產品，如在包裝、口味、成分之差異化，以加強商品力。 
(2)持續投資建立品牌形象。  
(3)中小企業製造商可將目標市場設定在地方性或區域性，選擇地方性規

模之零售通路，而不必支付高額附加費用。  
(4)發展顧客快速回應系統（ECR/QR），掌握資訊權，才能有更大的議價

空間。  
(5)加強公會、協會功能，及產業間公會、協會相互之聯繫，以整體力量

與流通業者溝通協商。  
(6)尋求政府相關輔導單位，如中小企業處、工研院……等，協助改善生

產技術與提昇經營管理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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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公平交易法對流通業經營行為應有之

規範 

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從本研究前面各章之敘述，可以得知，邇來流通業界的革命性進展，

使得流通業界已脫離過去單純居於處理、販售製造業者之商品，而僅對之

提供一種流通的附加價值之角色，流通業已有逐漸儼然成為整體生產流通

經濟結構之主角的趨勢。尤其是，當我們注視現今流通業界、尤其是大型

流通業的興起之變化，所帶給產業經濟結構之影響時，就可以理解到，未

來的產業結構研究中心或將不再是以製造業為主軸，而將流通業視為其生

產或投資函數之一；流通業的角色及功能或將躍居整體產業經濟結構研究

之中心，而在尋思如何促進複雜的流通網路能夠更順暢的架構及運作時，

製造業或將被視為僅是如何配合此一整體流通網路有效運作的一個配角。 

雖然，流通業在整體經濟結構中，所發生的影響力早已令人無法漠視

其存在，但很可惜地，有關流通業對我國經濟體系運作所具有之涵意的研

究，至今為止，卻乏善可陳。結果導致，流通業的各種經營行為樣態，在

經濟效率上究竟是具有正面意義，或帶來了負面的影響，都充滿了不確定

性。於此情形下，吾人實亦難從現有的經濟研究文獻中，得出一定的政策

意涵，作為公平交易委員會實施規範的基礎，此實亦為公平交易委員會至

今為止，無法針對流通業的經營行為、特別是本研究的重心之各種附加費

用收取行為，做出明確的違法或合法判斷之緣由。在理解此一規範所隱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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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固有的限制之前提下，本研究試圖從法規範理念之觀點出發，摸索公

平交易委員會在規範附加費用收取行為，所可能採行之規範模式，並求助

於經營學實證調查研究之分析方式，呈現出我國現行流通業界有關附加費

用收取行為之現況及其可能衍生之各項弊端，最後並嘗試將二者研究結合

在一起，提出一定的建言，以供公平交易委員會規範時之參酌。 

從本研究各章之分析，我們得到以下各項結論。 

一、 世界主要國家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流通業界經營行為與競爭法

之關係，愈來愈加重視，而其競爭法有關此之規範，也有愈來愈

趨向嚴格規範之發展。 

二、 雖然在理念上，於市場競爭機制正常運作之情況下，所謂的「聲

譽」機制可以在一定程度上，抑制大型流通業者的優勢地位濫用

行為；但經由本研究實證研究結果指出，在我國現行流通市場中，

「聲譽」機制並未扮演著制衡的功能，仍須公平交易委員會依據

公平交易法規定，對大型流通業者進行一定的規範。 

三、 對於公平交易委員會的介入，大型流通業者並不表示歡迎，主要

理由在於其認為：（1）附加費用之收取具有風險分擔的效果，使

得商品之產銷能更具效率性；（2）有些流通業者並主張，其之所

以收取附加費用，原因之一在於供貨廠商不肯配合改進供貨效

率，為彌補流通業者因此產生之損失，乃收取附加費用；（3）附

加費用收取行為乃交易當事人間之契約自由，政府機關不應隨意

介入；（4）附加費用之收取主要乃有關當事人間之所得再分配的

問題，公平交易法主要規範目的係為促進經濟效率，所得再分配

問題不應為其規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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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前項流通業者所提之理由，本研究認為：（1）誠然，國內外有

關附加費用收取行為之研究，顯示其具有風險分擔之功能，但多

數研究將具有此一功能之對象限定於上架費，惟觀諸我國流通業

者藉以收取附加用之各種名目，實已脫離相關經濟分析所支持之

範圍；（2）與前述（1）相同，現今流通業者所收取附加費用之種

類繁多，不僅許多附加費用與所謂供貨效率毫無關連，更幾乎沒

有看到流通業者針對促進供貨效率所收之附加費用；（3）契約自

由之前提，乃其未對公益造成不當影響，若公平交易法所欲保護

之競爭秩序或消費者利益等公益，遭受到不當的侵害，則公平交

易法當然可以介入；（4）同樣地，縱使當事人間的所得再分配問

題，並非公平交易法可得介入管制之依據，但問題癥結在於，現

今於我國所存在的附加費用收取行為，其不當性是否僅存於當事

人間的所得再分配，抑或對整體消費者福利造成不當影響，若有

後者之情形發生，公平交易法當然有介入的空間。 

五、 根據本研究所進行之問卷調查及實地訪查結果，我們發現，我國

流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之行為，很有可能導致以下各種弊端之發

生： 

1. 不少供貨廠商在非自願之情況下，被迫繳交附加費用，使得應為

自由競爭機制之根本的意思決定自由，於此受到漠視及侵害； 

2. 未配合流通業者要求持續繳交附加費用者，將會受到不公平的對

待，使得供貨廠商對未來交易的可預測性喪失信心，抑制了其針

對促進供貨效率的專屬性投資，導致供貨的不效率性持續存在，

增加社會整體經濟成本； 

3. 不少供貨廠商宣稱其於現在或不久的未來，將會把支付附加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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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導致商品最終零售價格的高漲，損害消

費者之利益； 

4. 附加費用、尤其是期初的上架費用等的收取，金額若過高實質上

可能成為一種進入障礙，阻礙新商品進入市場； 

5. 附加費用收取的名目日益增加、所需繳交的金額日益擴大，在在

壓縮了供貨廠商的獲利空間，使得其難能在研發上投入更多的經

費，阻礙新產品的開發； 

6. 偏重於附加費用收取的獲利之經營模式，或將導致流通業者輕視

商品內容，而無法對所陳列之商品做最有效率的組合； 

7. 流通業者在對大型供貨廠商與中小規模供貨廠商之附加費用收

取上，經常存在差別待遇，結果扭曲了上游供貨廠商間的競爭秩

序； 

8. 附加費用收取使得流通業者產生更多的利潤，並藉以開發更多的

行銷據點，而可以以更低費用進貨，不僅增加獲利空間，亦可藉

此收取更多附加費用，此一循環結果，或將導致流通業界大者恆

大之結局，成為流通業界本身的進入障礙。 

9. 從前項所述各項弊端可以發現，至少從本研究之取樣對象中，大

型流通業者的附加費用收取行為已導致競爭秩序及消費者利

益，受到不當的侵害，公平交易法有必要介入，矯正此種不當

慣行。 

六、 本研究發現，公平交易委員會在介入管制流通業者的附加費用收

取行為時，有三種不同手段可資因應：（1）實體規範；（2）程序

規範；（3）自律規範。最好的管制方式，當是程序規範與自律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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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的同時併進。 

第二節  建議 

    從前節之敘述中，可以窺知，僅就本研究所問卷調查及實地訪查對象

之分析結果而言，現行國內附加費用的收取行為，的確對競爭秩序和消費

者利益，帶來了一定程度的不利影響，而有必要藉由公平交易法的介入，

予以適當的管制。針對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此問題應有的介入方式，本研究

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 雖然，理念上可以藉由實體規範之作法，禁止所有附加費用的收

取行為，並藉由此種規範方式，促使流通業者將所有附加費用統

一納入供貨價格一併收取，以促進附加費用收取之透明性及可預

測性，且從管制行政的經濟性之觀點而言，此種管制方式其成本

較低。然而，此種規範方式亦蘊藏著不少缺失，不僅其作法缺乏

彈性，令交易當事人無法適時因應經濟情勢的變化，而在費用上

做機動的調整，其結果或反而可能使得供貨廠商處於更加不利之

地位。尤其是，當現今供貨廠商依賴於大型流通業者之情勢已然

成形的情況下，處於劣勢地位的供貨廠商未必能在供貨價格的交

涉上，取得有利的結果。況且，從依法行政的理念來看，過份嚴

苛的禁止，或將違反比例原則，而在合法性上，受到嚴重的挑戰。

基於此等觀點，本文並不同意以實體規範方式，完全禁止附加費

用的收取。實際上，不僅大多數流通業者不贊同此種作法，部分

供貨廠商、特別是大規模供貨廠商，亦對此種規範方式，抱持著

反對的態度。 

二、 在與實體規範的關連上，公平交易委員會過去在「大型流通業經

營行為導正內容暨導正期限」中，對於風險轉嫁費用之收取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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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禁止。然而，最近的多數經濟學文獻顯示，在流通業界中此

種風險分擔具有正面的經濟效率意義，其可以矯正當事人間關於

商品的資訊不對稱，可能產生之負面影響。易言之，由於供貨廠

商對於自己商品的商品力、市場接受力等，較諸流通業者擁有更

多的資訊，從而以經濟效率觀點而言，令擁有較多資訊者負擔風

險，將更為有效率，此一情形尤其發生在所謂上架費之附加費用

上。也因此，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雖然對附加費用採取嚴格的管

制措施，但對上架費的收取卻抱持寬容的態度。對照於此，我國

公平交易委員會全然禁止此種風險分擔費用的收取，顯然與經濟

學上之教示有違。職是之故，本研究以為，既然公平交易委員會

並非全然否定附加費用的合理性，則對於相關的風險分擔費用，

亦不應全然否定，而應秉持擁有較多資訊者負擔成本的觀點，進

行管制。故而，公平交易委員會有關於此之行業導正內容，實有

改弦易轍之必要
102。 

三、 由以上二點可知，對公平交易委員會而言，較為合理且合法的管

制方式，當是如現行規範方式一樣，容許合理的附加費用之收取，

但對於濫用優勢地位的附加費用收取行為，則依法予以禁止。於

此，本研究強調程序規範的重要性，認為公平交易委員會不必凡

事介入，而可以藉由 Guideline 等的制定，提供契約當事人一定

                                         
102 與此相關之問題，若流通業者以不當條件為前提、例如必須提出曾有

過二千萬台幣以上的的廣告費之證明後，方始上架之作為，是否可以容許？

此一問題癥結之核心，仍在於有關該當商品之商品力問題。一般而言，有

關大量廣告之商品，應可推定其具有一定的商品力，於此情形，流通業者

有關其產品銷售之風險減低，資訊不對稱的危險於此相對地亦低，但流通

業者若仍要求上架費，不啻重複課予供貨廠商負擔。根據公平交易委員會

過去在處分統一超商重複收取「百店費」與「新開店費」之論理而言，上

述重複強加供貨廠商負擔之作為，似亦有可能被判定為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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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行動指針，促進契約內容的透明性及可預測性。如此，不僅於

規範上具有彈性，在行政成本上，亦可達到節約的目的。 

四、 若公平交易委員會同意以程序規範方式作為有關管制附加費用收

取行為之主軸，則本研究建議，公平交易委員會當可仿效日本公

平交易委員會，制定類似下列的行動準則：  

「流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之行為，應遵循該當附加費用與商品銷售間須

有『直接關連性』與『比例性』二項原則，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屬足以

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規

定之虞： 

1. 附加費用之支付額度、其計算依據、方式、支付時期及其用途

等等與附加費用收取有關之情事，應於契約中清楚載明，若未

清楚載明致其收取將會給供貨廠商帶來其事先無法預測或計算

之不利益時； 

2. 下列各款情形縱使於契約中清楚載明，亦得認定其屬違法行為： 

（2） 於並未直接有助於供貨廠商商品之銷售增加的促銷活動、賣場

的重新整修、廣告宣傳等情事上，要求該供貨廠商支付附加費

用； 

（2） 相關活動雖有助於供貨廠商商品的促銷和成本的削減，然而零

售業者所要求之附加費用金額，卻遠超過供貨廠商因此而可獲

得之直接利益的額度； 

（3） 為了零售業者本身會計結算方面之因素，而要求供貨廠商繳付

附加費用者； 

（4） 在約定若流通業者能於一定期間內，達成一定銷售業績的話，

則供貨廠商將給予流通業者一定比例回扣時，流通業者雖未達

成前述銷售業績，卻仍然要求該項回扣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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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供貨廠商供給所流通業者訂購之商品後，非因可歸責於供貨廠

商之情事，流通業者卻要求減低該當商品之進貨價格。」 

五、 甚至，公平交易委員會可以針對各種不同附加費用之性質，而以

其與商品銷售關連性之程度，仿效本研究下列之作法，將各種名

目的附加費用予以分門別類，並給予白（原則合法）、黑（原則違

法）、灰（違法性不確定）之判斷基準，且隨著經濟、經營研究理

論之進展、實務運作經驗之累積，逐漸縮小灰色地帶，提供更明

確的法律規範指引。本研究建議之分類方式如下(如次頁表 7-1)。 

六、 在於程序規範之關連上，當流通業者有違法收取附加費用之行為發

生時，供貨廠商經常懼怕流通業者的報復，而怯於向公平交易委員

會進行檢舉，導致違法行為的持續存在。針對此一問題，德國於一

九九九年一月一日起開始施行的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七十條規定

中，特別追加保密規定，令德國卡特爾署可以在整個調查、處分程

序中，無庸明示撿舉人之姓名，使得檢舉人可以因此保持其匿名性，

鼓勵中小企業可以對流通業者的違法行為進行檢舉。為了促進有關

附加費用收取行為規範之實效性，我國公平交易法制實有必要引進

此一匿名制度。 

七、 雖然，公平交易委員會可以藉由上述程序規範方式，收到一定的規

範成果並大幅度地節約行政成本，但如同本文所一再強調地，有關

附加費用收取行為的經濟意涵尚無法完全確定，公平交易委員會的

各種規範方式也因此會一直處在摸索過程中。於此情況下，最好的

作法將是由最熟知其各自產業內容的流通業者與供貨廠商雙方，坐

下來冷靜地進行協商，規劃出對彼此都有利的附加費用收取內容及

方式；較諸公平交易委員會的介入因資訊的不完全性，而有失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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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附加費用分類表 

 與產品銷售業績

直接相關 

與產品銷售業績

間接相關 

替代減輕供貨

商管銷費用 

與產品銷售業績無

關 

附 

加 

費 

用 

項 

目 

名 

稱 

1.新商品推廣費  
2.共同商品費  
3.月交易折扣  
4.年度目標獎勵  
5.獨賣補助  
6.新店開幕贊助  
7.促銷陳列折扣  
8.端架陳列費  
9.促銷處理費  
10.收銀台承租  
11.廣告贊助折扣  
12.DEMO 

1.週年慶贊助 

2.百店慶/千店慶

3.店舖改裝重開

幕 

4.訂單缺貨罰款

 

1.物流配送費 

2.損耗品不退

貨折扣 

3.退貨處理費 

1.手提袋贊助折扣  
2.盤差補助  
3.發票差異手續費  
4.三節 /尾牙贊助  
5.下架品處理  
6.資訊處理費   
7.資料變更手續費  
8.付款明細費用  
9.防盜設施贊助  
10.年度合約換約服

務  
11.促銷處理手續費  
12.貨架清潔費  
13.新商品印刷費 

 

的可能，具有充分資訊的雙方，將更能夠做出有益整體經濟效率的

附加費用收取方式及內涵。於此，公平交易委員會應有之作為乃是

促進雙方的對談、確保協商中雙方交涉力量之平等並適時提供經濟

與法律的見解，供雙方參考。此種自律規範或自律公約在現今解除

管制政策潮流下，其合理性和正當性，受到更大的支持。問題在於，

至今為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自律公約的法律性質和地位，一直

未有明確的表示，當事人可能因相互協商而有違反公平交易法有關

聯合行為等的規定，而導致此種自律規範的實施，受到挫折。公平

交易委員會或有必要對此種自律規範或自律公約的法律性質、地

位、功能，再做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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