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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微軟案作業系統軟體搭售問題之研究 

張維中* 

摘要 
「作業系統軟體」與傳統「實體產品」具有本質上差異，軟體產品缺乏實體產

品具有的實體外觀界線；因此，當數件不同功能的「應用軟體」，搭載於同一「作

業系統軟體」上時（例如，將文書處理軟體Word、PowerPoint等，安裝於作業系統

軟體 Windows 上時），則係該本可區分的「數件」不同功能軟體，此時於外觀上將

有別於傳統「實體」產品，吾人難僅由其外觀，利用直覺來區分產品的個數。質言

之，當一件「應用軟體」安裝於一件「作業系統軟體」上時，此時究竟是應認為存

在有「兩件」可區分之軟體產品？還是應該認為，只有「一件」包含該應用軟體功

能的作業系統軟體產品存在？產生爭議。 

由於反托拉斯法上的「搭售」行為，至少需要有「兩件」以上的產品，同時綑

綁於一起販售，始有可能構成。故而，「作業系統軟體」其可搭載他種「應用軟

體」的「平台特性」；以及其異於傳統「實體產品」的「去實體」特性，使得作業

系統一旦與其他應用軟體結合，則在適用反托拉斯法相關搭售規範時，首先於『是

否存在兩件以上可分的「個別產品」』？此一違法搭售的最基本構成要件認定上，

就發生疑義。因此，反托拉斯法上違法搭售行為的構成要件中，認定是否存在「搭

售產品」與「被搭售產品」的「個別產品要件」，於「作業系統軟體」此類非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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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品發生搭售爭議時，其判斷標準究竟為何？值得吾人加以討論與研究。 

知名軟體廠商美國微軟公司（Microsoft Corporation），於 1998 年 5 月，遭到

美國司法部與美國二十個州的檢察長指控其涉嫌違反反托拉斯法，而衍生出全球矚

目的美國微軟案。該案最具爭議的部分，乃是美國微軟公司其所生產的「視窗作業

系統軟體」與「網路瀏覽器軟體」結合於一起販售，涉嫌違反美國反托拉斯法的搭

售相關規定。 

本論文將嘗試說明，「作業系統軟體」其究竟如何引發反托拉斯法上之搭售爭

議？美國微軟案其所引發的搭售爭議關鍵爭點究竟為何？配合釐清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所作的搭售相關重要判決與其所揭櫫之重要原理原則，對照分析美國微軟案聯邦

地方法院與上訴法院之判決理由，思考就違法搭售爭議案件中，關於是否存在兩件

以上可分的「個別產品」相關認定理論，例如「功能關係理論」、「顧客需求理

論」之可行性與適用性。 

 

關鍵詞：反托拉斯法、微軟、搭售、作業系統、合理原則、當然違法、顧客需求測

試、槓桿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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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微軟案之梗概 

(一) 美國司法部於 1998 年正式控告微軟涉嫌觸犯反托拉斯法 

1998年 5月 18日美國聯邦司法部連同了 20個州的檢察長，正式控告美國微軟

公司涉嫌觸犯反托拉斯法(Sherman Act)。而微軟與司法部之間的反托拉斯法戰爭就

此正式展開。 

此次在 1998 年所提起之訴訟，美國聯邦司法部等原告對於微軟的指控主要有

以下 4個方向： 

1. 微軟不法排除交易競爭之相關契約（exclusive dealing），觸犯 Sherman Act第 1

條。 

2. 微軟不法的在個人電腦作業系統軟體市場上維持獨占，觸犯 Sherman Act 第 2

條。 

3. 微軟不法的在瀏覽器市場上企圖獨占，乃觸犯 Sherman Act第 2條。 

4. 微軟不法的將 IE 瀏覽器與 Windows95、Windows98 搭售（Tying）在一起，乃觸

犯 Sherman Act第 1條。 

1999 年 11 月，初審法院的傑克森法官做出事實裁定（finding of fact），認定

微軟在英特爾相容的個人電腦操作系統軟體市場中，長期擁有市場占有率幾達 90%

以上，擁有市場優勢地位，並運用獨占力量排除競爭對手，造成對消費者的傷害。

本案原告司法部所提出的控訴中包含 26項違法事實，經認定 23項成立1。 

2000年 4月，傑克森法官又作出法律裁定（Conclusions of Law），認為微軟在

英特爾相容的個人電腦作業系統市場中擁有獨占地位。微軟運用一系列排他性、反

競爭、掠奪性行為維持其在作業系統軟體市場上的獨占地位，同時企圖在瀏覽器市

場取得獨占地位，這些行為被法院認定違反休曼法（Sherman Act）第 2條。 

而就微軟「作業系統」與「瀏覽器」的搭售爭議行為方面，地方法院亦認定微

軟公司的行為構成違法搭售，違反休曼法第 1條。2 

                                                      
1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84 F. Supp. 2d 9 (D.D.C. 1999) ("Findings of Fact"). 
2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87 F. Supp. 2d 30 (D.D.C. 2000) ("Conclusions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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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6月，地方法院作出最後判決（Final Judgment），決定對微軟採取結構

性的矯正措施，將微軟分割成「作業系統軟體」以及「應用軟體」兩間分開的公

司。3 

對此初審法院之判決結果，微軟表示不服並提出上訴，初審法院傑克遜法官隨

後根據原告司法部的請求試圖跳過聯邦高等法院，而直接將微軟案呈送給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審理。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並未受理，而將微軟上訴案退回給哥倫比亞特

區上訴法院審理。 

(二) 該案上訴法院的見解與地方法院不盡相同最大的爭議乃在

搭售問題 

2001 年 6 月 28 日，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院，對於微軟反托拉斯案相關爭議作

出了判決，然該判決與地方法院的見解不盡相同，最大的爭議仍在搭售問題。而對

於本案一審法院作出的判決4，上訴法院所作出的回應為： 

1. 關於一審判決，微軟藉由排除競爭的方法維持其在作業系統軟體市場上的獨占

力，違反休曼法第 2條；本級審部分同意，部分推翻。 

本案上訴法院，基本上同意地方法院關於微軟公司在作業系統市場上，具有獨

占力的認定。並認為微軟公司與 OEM廠商間之授權契約中，禁止 OEM廠商將微軟

的 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從作業系統桌面移除，將增加 OEM廠商安裝其他微軟競

爭對手瀏覽器產品的成本，具不當限制競爭的效果；其他如微軟與獨立的軟體研發

廠商、供應商間簽訂獨家交易契約，約定需將微軟生產的瀏覽器作為新開發軟體預

設的瀏覽器，以及微軟阻礙 Java 程式的發展等行為，上訴法院也都同意地方法院的

見解，認為將對市場競爭產生不利影響。 

因此，此部份上訴法院只有對地方法院認為微軟免費提供軟體研發商瀏覽器使

用權屬於掠奪性定價的指控，以證據不足為由予以推翻；其他關於地方法院對於微

軟公司維持獨占的看法，上訴法院都再次確認同意了地方法院的見解，認為被告微

軟公司藉由不當排除競爭的方法，維持其在作業系統軟體市場上的獨占力，違反休

                                                      
3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97 F. Supp. 2d 59, 64-65 (D.D.C. 2000) ("Final Judgment"). 
4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87 F. Supp. 2d 30 (D.D.C. 2000) ("Conclusions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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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法第 2條。 

2. 關於一審判決，微軟非法的企圖獨占瀏覽器市場違反休曼法第 2條；本級審推翻

該判決。 

上訴法院表示，欲成立第 2 條企圖獨占的罪名，原告必須證明(1)被告從事掠奪

性或反競爭行為(2)被告明顯有實施獨占的意圖(3)被告於特定市場有成功取得獨占力

的危險可能性。5 

由於缺乏前述三個要素中的任何一個，企圖獨占的控訴就不能成立，上訴法院

於是將審查的焦點聚集在：原告在假設的「瀏覽器市場」中，失敗地未能證明被告

微軟有成功取得獨占力的危險可能性。 

上訴法院認為，地院與原告利用被告微軟在作業系統市場維持獨占的行為，作

為指稱被告企圖獨占另一個完全不同市場（瀏覽器市場）的依據。因此，原告與地

院並未正確的認識到，要作出企圖獨占的判決結論時，還需要在維持獨占的判決之

外，作另一個完全獨立的分析6。 

因此上訴法院以原告舉證不足為由，推翻地方法院關於微軟意圖獨占瀏覽器市

場的判決，並直接表示不需發回地方法院重審7。 

3. 關於一審判決，微軟不法的將其瀏覽器搭售在（Tying）其作業系統軟體上違反

休曼法第 1條；本級審決定發回重審8。 

上訴法院認為，搭售行為可能並非全然是負面的，上訴法院質疑地方法院採取

的搭售分析方式，將阻礙科技產業整合發展的機會。上訴法院認為，地方法院以

「顧客需求」來認定搭售爭議中是否存在兩項分別的產品，是一種極為粗糙的標準

（rough proxy），無法過濾出具有正面效益的搭售。 

故上訴法院建議，本案法院應採「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分析，而非以

「當然違法原則」（illegal per se）審理。因此，對於微軟案搭售相關爭議，上訴法

院決定將此部分發回地方法院重審。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本案「作業系統」與「瀏覽器」是否構成違法搭售此一部

分的爭議？上訴法院既未如同維持獨占部分，作出確認同意地方法院的見解，又不

                                                      
5 Spectrum Sports, Inc. v. McQuillan, 506 U.S. 447, 456, 122 L. Ed. 2d 247, 113 S. Ct. 884 (1993). 
6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253 F.3d 34, 80 (2001 U.S. App.). 
7 Id., 81. 
8 Id.,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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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企圖獨占部分，直接推翻地方法院的判決；而是決定將本案搭售部分發回地方法

院重新審理，足見上訴法院仍然尚未決定，要如何對微軟案「搭售」問題作出最後

明確的宣判。9 

微軟案的搭售問題，仍然是微軟案最重要而未確定的爭議之所在；究竟該案判

斷是否存在可分的兩項「個別產品」，其適當的認定標準為何？值得吾人對於本案

地方法院與上訴法院意見相左的搭售部分不同見解，加以深入分析與比較。 

二、觀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違法搭售的審查方式 

整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搭售相關案件所建立之案例原則，可發現在休曼法第

1條之下構成違法搭售的行為，須符合 4項要件。分別是(一)須存在「兩項」個別的

產品(二)賣方沒有提供買方選擇的空間，「強迫」買方只能藉由接受「被搭售產

品」來取得「搭售產品」(三)該項的搭售安排，影響了實質數量的商業利益(四)被告

於搭售產品市場具有市場力量。 

然而，除了該四項構成違法搭售的要件之外，聯邦最高法院也多次就法院應採

用「合理原則」還是「當然違法原則」作為審理搭售案件的審理論證方式進行討

論。因此，吾人需先就何謂「合理原則」與「當然違法原則」進行理解。 

(一) 「合理原則」與「當然違法原則」兩種審理論證的方式 

1. 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 

關於「合理原則」的討論，肇因於休曼法的條文用字十分地廣泛抽象，由於休

曼法第 1 條條文內容為：「禁止所有（Every）用以限制貿易或商業的契約、托拉

斯，或其他方式做成之結合或共謀10…」。因此，聯邦最高法院在最初適用休曼法

                                                      
9 本案最終，於 2002年 11月 1日達成和解。質言之，本案自上訴法院發回地院後，其實就再未
繼續對搭售問題進行任何實體上的審理。故，關於本案於美國反托拉斯法上搭售部分之爭議，本

文僅針對此案達成和解之前，地院與上訴法院就搭售問題在實體上的相關法律見解，加以整理與

分析討論。 
10 15 U.S.C. §1 “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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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便曾經主張應該嚴格的遵守該條文本身用語，即「所有」（Every）一詞的字面

文義，認為「所有」限制貿易或商業的契約，皆應於休曼法之下視為不法。在 U.S. 

v. Trans-Missouri Fregiht Ass’n一案11，主筆多數意見書的Mr. Peckham大法官就曾

首次回答，關於休曼法第 1 條條文所禁止的，究竟是只限於「不合理」

（unreasonable）的交易限制；或是，必須依照字面的文義解釋，認為該條條文禁止

「所有」（every）對於貿易或商業所加諸的交易限制？這個問題，他的觀點是，闡

釋休曼法最重要的要素，就是休曼法條文本身，既然休曼法條文之中，並沒有加入

任何的例外規定，也沒有加入「不合理」（unreasonable）一字來劃定所禁止的交易

限制範圍，則法院就不該去逾越司法權與行政權的界限，由法院來限縮解釋，而使

休曼法只能禁止「不合理」的交易限制12。 

但是另一位 White 大法官則有不同的見解，他認為休曼法其實可以被認為是就

普通法（common law）的一種法典化（codification）。普通法之中，所有處理案件

的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在法院依照反托拉斯法審理相關案件時，應可同樣

的適用13。因為，畢竟大部分貿易或商業的契約，在某種程度上多少都帶點限制的

性質，若是將所有具有限制性質的契約都涵蓋在休曼法的禁止之列，White 大法官

認為，那未免太過於嚴苛 14，因此，其主張休曼法應該只禁止「不合理」

（unreasonable）的交易限制。 

而Whit大法官這樣的見解，後來在 Standard Oil Co. v. United States一案15，首

次正式的為最高法院所採用。該案最後認為，只有是屬於「不合理」交易限制的契

約或行為，才是休曼法所禁止與非難的對象。故而，法院應就該交易限制，其於個

案之中，對於競爭環境的不當影響為何，以及該交易限制是否具有合理性等作出全

盤的考量。是以此案，實可視為法院審理反托拉斯案件時，適用「合理原則」審理

論證方式之濫觴。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is declared to be illegal.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ake any contract or engage in any 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 hereby declared to 
be illegal…….’’ 

11 U.S. v. Trans-Missouri Fregiht Ass’n.,166 U.S. 290 (1897). 
12 Jens Fej., Monopoly Law and Market,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81,82 (1990). 
13 U.S. v. Trans-Missouri Fregiht Ass’n.,166 U.S. 290, 60 (1897). 
14 類似見解可見 United State v.American Tobacco Co., 221U.S.106 (1911). 
15 Standard Oil Co. v. United States,221 U.S. 1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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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數年之後，於 Chicago Board of Trade v. United States案16，Brandeis大法官

進一步嘗試對法院如何適用「合理原則」，提出一般性的指導綱要。他指出，法院

對於遭到指控的行為，應依照其「合理性」加以分析，根據該行為對競爭所產生之

影響，斟酌該行為抑制競爭效果的合理容許程度。此外，需考量該行為的動機與目

的，是否具有幫助競爭的效果，或是其只有抑制競爭或減損競爭的效應。並應對於

該事業的性質，與該爭議行為出現前後整體產業狀況的歷史脈落做出全盤的考量。

該案最後對於「合理原則」提出了結構性的分析方法，亦即認為法院應針對該爭議

行為的「性質」（nature）、「範疇」（scope）與「效果」（effect）三種結構因素

加以檢視17。在考量限制競爭之外，也考量補償競爭之效果，總合判斷之後，才由

法院出裁決。 

然而，無可否認的是，畢竟上述此關於法院適用「合理原則」的指導綱要，實

際上仍存在有相當高度的不確定性，因此，雖然「合理原則」迄今，仍然是美國法

院審理反托拉斯相關案件時重要的審理論證原則，但是各法院於細部操作上，仍缺

乏標準一致的細部規範而存有若干歧異。實務上「合理原則」往往便是依照各法院

對於前述指導綱要的體認，對案件所涉的爭議性行為，作出整體性的全面考量。 

2. 當然違法原則（per se rule） 

由於「合理原則」於法院適用上的不確定性，以及往往需要對個案作出冗長複

雜的審理程序，十分缺乏效率。最高法院因此又逐漸衍生出了另一種處理反托拉斯

法上爭議行為的論證審理準則，也就是「當然違法原則」（per se rule）。 

所謂的「當然違法原則」，乃是法院先依照司法實務累積的經驗，對於特定的

「行為類型」（category of activity），發現其效果明顯地妨礙競爭，且幾乎難以想

像有其他促進競爭的效果時，為免浪費司法資源，增加反托拉斯法的執行成本而降

低法律執行的成效，於是，將該類型化的限制交易行為，視為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來處理。 

也就是法院於審理案件時，一旦確定該案的行為是「當然違法原則」所歸類的

                                                      
16 Chicago Board of Trade v. United States., 264 U.S. 231 (1918). 
17 林廷機，「公平法有關不公平競爭行為應如何適用合理原則或當然違法原則」，輔仁法學，
第 17期，96，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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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行為類型，法院便可直接的認定該屬特定類型的行為違法，法院不必再去細究

該行為於個案實際上的目的與事實上的效果為何，甚至不必再去審查向來為實務上

所困擾的廠商市場力分析18。 

而會被法院歸納成適用「當然違法原則」審理的幾種行為類型，其所共通的特

性，乃在於法院認定該類型的交易限制行為，對於競爭有明顯的「惡性效果」

（pernicious effect）並且沒有任何「補償競爭的價值」（redeeming value）。法院基

於此信念，為達訴訟經濟，只要該行為出現，就不再去細論該行為於個案市場上所

造成的實際效果，一律視為違反反托拉斯法19。 

「當然違法」原則最早正式出現在 United State v. Socony-Vacum Oil Co.20.一

案，本來是只針對「固定價格」（Fixed Prices）此種類型交易限制的案件。關於固

定價格的爭訟，法院只要確定該案爭議行為符合了固定價格的行為要素，就可直接

認定該爭議行為違反休曼法21；不必如同一般適用「合理原則」的案件，再去針對

個案於各方面方析是否具有合理性。 

直到 1947 年的 International Salt Co. v. United States 一案22，以及 1958 年的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Co. v. U.S案23，美國最高法院才漸漸嘗試將「當然違法」

原則適用於「搭售安排」的行為類型上。而從上述兩案之後，除了「固定價格」行

為之外，「搭售安排」的行為，也逐漸被法院歸類成了屬於當然違法的案件。之

後，又增加了如「水平市場領域分割」24、「集體杯葛」25等行為類型。法院於審理

上述幾種特定類型的行為時，乃適用「當然違法原則」。 

                                                      
18 Thomas A. Piraino, Jr., “Making Sence of the Rule of Reason :A New Standard for Section 1 of 

Sherman Act,” 47 Vanderbilt Law Review, 1753,1756 (1994).  
19 林廷機，前揭註 17，98。 
20 United State v. Socony-Vacum Oil Co.,310 U.S. 150 (1940). 
21 在該案之前的 U.S.v.Trenton Potteries Co.一案， 最高法院的 Stone大法官就指出，固定價格的
契約本身就是「不合理」(unreasonable) 且「不合法」 (unlawful) 的交易限制，根本就無需花費
時間去研究其固定的價格是否具有合理性。234 U.S. 392 (1927), 397. 

22 International Salt Co. v. United States, 322 U.S. 392 (1947). 
23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Co. v. U.S,356 U.S. 1 (1958). 
24 See e.g., United States v. Topco Associstes,405 U.S. 596,608 (1972). 
25 See e.g., Northwest Wholesale Stationers, Inc v. Pacific Stationery and Printing Co., 472U.S.284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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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構成違法搭售的 4 項要件屬於「限縮的當然違法原則」 

由前述介紹可知，「合理原則」與「當然違法原則」是當今美國法院以休曼法

第一條審理反托拉斯案件的兩大審理論證方式。 

然而，觀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關於「違法搭售」重要案例的發展可以發現，美

國聯邦法院現今對於搭售案件的論證方式，是介於上述典型的「當然違法原則」與

「合理原則」此兩者之間，而屬於「非嚴格的當然違法原則」26。 

早從 International Salt Co. v. United States案開始，聯邦最高法院就不只一次的

提及，搭售安排「本質上」即屬不合理（unreasonable per se）27。在 Stand Oil Co. of 

California v. United States28案，Frankfurter大法官更直指「搭售除了抑制競爭外，別

無其他目的」29。即使，後來在 Hyde 案，聯邦最高法院曾經就違法搭售是否應考慮

改採「合理原則」來認定，產生了五比四票的分裂意見。然而最後，最高法院的多

數意見還是認為，法院對於違法搭售的分析至少於「名義上」，仍應保留在「當然

違法原則」的適用範圍30。 

值得注意的是，若依照聯邦最高法院於 Hyde 案的見解，法院對於搭售安排的

分析乃屬於「當然違法原則」適用的範圍，則法院實際上，應該就不需要再於個案

中，去審查實施搭售的廠商是否具有「市場力量」，以及係爭搭售行為是否影響了

「非不顯著的交易量」等問題；因為，在典型定義下的「當然違法原則」，法院應

在特定的當然違法類型行為出現時，就判定其違法，而並不需要去考量該行為於個

案中的效果為何。 

但是，聯邦最高法院實務上在搭售案例，例如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Co. v. 

U.S 案，其判決的考量卻是：「搭售安排本身，無論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合理的（are 

unreasonable in and of themselves whenever），若實施搭售安排者於搭售產品市場，

                                                      
26 對於美國法院現行這種介於典型「當然違法」與「合理原則」兩者之間的違法搭售論證方
式，有學者稱之為「非嚴格的當然違法原則」，例如：劉俊義，公平交易法垂直交易限制之研究

－以美國、歐盟垂直交易限制規範為中心，國立台北大學法學研究所博士論文，47，2002；然而
相對的，也有學者稱之為「限縮的合理原則」，See e.g. Ernest Gellhorn ＆ William E. Kovacic, 
Antituust Law and Economics, 326 (1994). 

27 參見前揭註 22。 
28 Stand Oil Co.of California v. United States., 337 U.S. 293 (1949). 
29 Id., 305. 
30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v. Hyde., 466 U.S. 2, 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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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足夠的經濟力量（sufficient economic power）而足以限制被搭售產品市場的自

由競爭，並且，有非不顯著數量（not insubstantial amount）的州際商業被影響」

31。 

足以見得，聯邦最高法院於審理搭售案件而適用「當然違法原則」時，還是考

量了包括以下兩要件，即 1.實施搭售的廠商，於搭售產品市場，是否擁有「足夠的

經濟力量」（sufficient economic power）？以及 2.於該案是否有「非不顯著數量」

（not insubstantial amount）的州際商業被影響？ 

此明顯地，與嚴格定義下的「當然違法原則」，法院本不必審查行為人的「市

場力量」，以及不必審查該行為於「個案造成的效果」之原則內涵不符。因此，綜

合觀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重要搭售案例的發展可以發現，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現今對

於搭售案件的論證方式，是界於上述典型的「當然違法原則」與「合理原則」此兩

者之間，而屬於「非嚴格的當然違法原則」。 

學者一般將現今美國法院採「非嚴格當然違法原則」審理的搭售案件，歸納出

4 項認定搭售違法的要件。分別是 1.搭售產品與被搭售產品須為二個別產品。2.賣

方強迫買方必須購買被搭售產品以作為取得搭售產品的條件。3.賣方須於搭售產品

市場具有市場力量。4.該搭售影響了非不顯著的交易量。一旦該 4 項要件符合之

後，則該案所涉及的搭售安排，即屬於「當然違法」；然須注意，此實際上應認為

是一種「限縮的當然違法」審理方式。 

三、聯邦地方法院與上訴法院對美國微軟案搭售部份

的見解 

認識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搭售案例所建立的原理原則後，我們可回頭觀察美

國微軟案地方法院與上訴法院，對作業系統軟體搭售問題的不同處理態度。 

                                                      
31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Co. v. U.S, 356 U.S. 1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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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方法院於微軟案搭售部份的見解 

地方法院於微軟案的法律判決（Conclusions of Law）32之中首先指出，本案原

告其指控微軟公司，藉由契約與科技上的技巧，將視窗（Windows）作業系統軟體

與網路瀏覽器（Internet Explorer）兩者結合（combination）販售，涉嫌構成違法搭

售，因為被告的行為，將迫使顧客與消費者必須以接受微軟公司生產的網路瀏覽器

為前提，來作為取得微軟視窗作業系統軟體的條件；而對此，地方法院同意了本案

原告的指控，並認為被告微軟公司的行為，在休曼法第 1 條之下，構成違法搭售。

地方法院的推論過程如下： 

1. 關於是否存在兩項個別產品的判斷應以「顧客需求特徵」決定 

本案的地方法院指出，之前聯邦最高法院處理搭售問題，最新近的兩個案例分

別是 Jefferson Parish案與 Eastman Kodak案；在這兩個案例中的被告，與本次的被

告微軟公司一樣，都辯稱其係爭的「搭售產品」以及「被搭售產品」，實際上是屬

於「單一產品」（single product），或辯稱其搭售組合的元件，是在「單一市場」

中交易。但是，在 Jefferson Parish 案，聯邦最高法院就強調，關於是否屬於「單一

產品」的判斷，應是由顧客的「需求特徵」（character of the demand）而非搭售組

成元件的「功能關係」（functional relationship）來決定33；而在 Kodak 案，聯邦最

高法院也曾表示，適當的市場定義，可經由去調查消費者其所面對的「商業真實」 

（commercial realities）來決定34。 

微軟案地方法院因此認為，聯邦最高法院在 Jefferson Parish 案與 Eastman 

Kodak 案所揭櫫的重點，乃是教導我們在分析「產品界定」或「市場界定」問題

時，法院應該根據「商業真實」的證據（proof of commercial reality），而不應該採

取抽象推理的方式35。因為，在上述兩案中聯邦最高法院都要求，關於是否為可分

產品或單一產品的產品界定問題，法院須從確認顧客對於產品與市場實際上如何

                                                      
32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87 F. Supp. 2d 30 (D.D.C. 2000) (“Conclusions of Law”). 
33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v. Hyde., 466 U.S. 2 , 19. 
34 Id., 482. 
35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87 F. Supp. 2d 30, 49 (D.D.C. 2000) (“Conclusions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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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的具體證據著手，而非以「抽象」（abstract）或「哲學」（metaphysical）

的方式，來假設該產品與市場的結構36。 

地方法院回到微軟案認為，從「商業真實」觀之，儘管，軟體碼可以將分別的

功能無限地融合，使其在整體上以檔案、程式碼等難以區分個體的型態呈現，但調

查微軟案發生當時的消費者認知，他們仍將「作業系統」與「瀏覽器」軟體視為兩

項分別的產品（separate products），而存在著「分別的需求」。 

地方法院在微軟案的「事實判決」37之中，針對微軟案的「商業真實」提出了

說明，根據地方法院所作的事實調查： 

顧客通常藉由定義其所需要的功能，來決定他們需要的軟體。因為，顧客通常

缺乏關於軟體設計與執行效能方面的資訊，所以他們通常是基於產品的功能

（functionalities），而非產品的設計（designs）、執行（implementations）效能來決

定其軟體的授權申請或安裝使用38。 

從當時軟體產業一般的定義，「網路瀏覽器」（Web browser）一詞，是指提供

末端使用者選取（select）、檢索（retrieve）、感知（perceive）網際網路資源的功

能，此與軟體產業關於「作業系統」（operating system）所提供的功能有別39。 

根據調查，有許多消費者渴望將「作業系統」與「瀏覽器」的選擇分離，尤其

是公司行號的消費者（corporate consumers），存在者對於兩者的分離需求，因為該

類消費者希望在公司中所使用的數種不同作業系統間，可以有一個統一標準且跨平

台（across different operating systems）的瀏覽器。這類顧客選擇瀏覽器的考量因

素，在於增加效率、降低訓練支援的成本，以建立起連結網際網路的統一安全、隱

私方針。該需求的本身，即突顯了消費者有於數種「作業系統」之間，分離於作業

系統之外的單一「瀏覽器」需求40。 

此外，某些顧客完全不需要瀏覽器的功能，如果其電腦的使用完全沒有瀏覽網

際網路的需要，安裝瀏覽器反而將造成電腦記憶體資源的浪費而影響電腦效能。同

                                                      
36 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s., 504 U.S. 451, at 481,482；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v. Hyde., 466 U.S. 2, 18. 
37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84 F. Supp. 2d 9 (D.D.C. 1999) (“Findings of Fact”). 
38 Id. at 154 項。 
39 Id. at 155 項。 
40 Id. at 15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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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企業希望禁止員工於上班時間上網，最有效率的做法就是電腦系統中沒有安

裝瀏覽器41。 

由於消費者對於「作業系統」與「瀏覽器」的分別需求，許多廠商發現可有效

率的分別供應兩者。許多的作業系統提供廠商（operating system vendors），提供用

戶沒有瀏覽器的作業系統授權。有些廠商將兩者綑綁販售，但也同意 OEM 或消費

者可以不安裝，或是可由已經預先安裝者移除瀏覽器。而被告微軟公司，是唯一在

作業系統提供廠商中，不提供此彈性選擇者。然而，另一方面，其實微軟一直在其

他數種管道中，將瀏覽器與作業系統單獨分別提供。包括在零售、免費下載以及與

第三者合作某產品時，單獨提供瀏覽器產品。並對於那些在數個不同作業系統間，

想要呈現統一介面瀏覽器的公司，微軟也提供單獨的瀏覽器版本產品42。 

因此，本案地方法院判定，藉由商業真實中的顧客需求與廠商行為的調查，

「作業系統」與「瀏覽器」為分別的「兩項」個別產品（separate products）。 

2. 關於微軟於搭售產品市場是否擁有市場力量 

本案關於被告微軟公司於搭售產品市場是否擁有市場力量的認定，地方法院判

決表示，本案的「搭售產品」，是指「與英特爾處理器相容電腦之作業系統」

（Intel-compatible PC operating systems）。地院認為，被告微軟公司在「搭售產品

市場」擁有「可感知的經濟力量」（appreciable economic power），該當違法搭售

分析中，被告所需的市場力量要件。 

本案地方法院表示，雖然聯邦最高法院在 Jefferson Parish 案指出，搭售分析的

「市場力量」要件，乃是指足以迫使消費者作出在競爭市場中不會做出的決定之力

量43。但是，一般來說，法院並不會特別明確指出，要佔多少的市場比例才會滿足

此違法搭售分析要件中所謂的市場力，也尚無法院明確指出，在判定廠商具有搭售

產品市場的市場力量時，廠商擁有多少程度的力量是必要的。 

然而，由於本案地方法院已經於先前事實調查中判定過，被告微軟公司其於全

球英特爾處理器電腦的作業系統市場中，佔有九成的市場佔有率，具有獨占力量。

                                                      
41 Id. at 157 項。 
42 Id. at 158 項。 
43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v. Hyde., 466 U.S. 2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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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違法搭售分析中，搭售廠商所須具備的「市場力」，並不一定須達「獨占力」的

高標準；地方法院因此判定，擁有獨占力的微軟公司應當符合於搭售產品市場中具

有「市場力量」此一違法搭售的要件無疑。44 

3. 關於是否有實質數量的交易被排除 

本案地方法院認為，根據事實調查，被告微軟公司將該公司所生產的探險家瀏

覽器（Explorer）與視窗（Windows）作業系統綑綁於一起販售，確實是使得其競爭

對手有「非不顯著」（not insubstantial）的交易量被排除（foreclose）。而根據聯邦

最高法院的判決先例45，法院於本要件所審酌的關鍵重點，是去考量在全部的「總

交易數額」中，是否有「實質足夠」的金額（substantial enough in terms of dollar-

volume）而非僅僅是「最小金額」（not to be merely de minimis）的交易被排除。 

本案地方法院表示，雖然地方法院於事實判決中並未特別指出，有多少微軟的

競爭對手或潛在競爭對手的交易金額，在相關市場中被排除。然而，在法院的事實

調查中確實發現被告微軟公司的綑綁販售行為，導致網景公司（Netscape），在

1995 年到 1998 年其所生產的瀏覽器（Navigator）使用率，顯著地下滑，並且將會

直接使得網景公司在廣告以及產品銷售部分的收入銳減。地方法院認為，這應該很

明顯的表示，被告微軟公司其拒絕分別提供「瀏覽器」與「作業系統」所造成的

「排除交易」效果，一定超過聯邦最高法院於搭售分析此項要件所設定的最小金額

門檻
46。 

地方法院因此判定，被告微軟公司將該公司所生產的探險家瀏覽器，與視窗作

業系統綑綁於一起販售，確實是使得其競爭對手有非不顯著的交易量被排除。雖

然，其關於此部分數量方面的事實證據，並非是以貨幣金額的單位表示，但若將相

關證據換算，將可以百萬美元計47。 

                                                      
44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87 F. Supp. 2d 30, at 49 (D.D.C. 2000) (“Conclusions of Law”). 
45 Fortner Enterprises ,Inc. v. United States Steel Co., 394 U.S., 501; cf. International Salt Co. v. United 

States, 332 U.S. 392, 396, 92 L. Ed. 20, 68 S. Ct. 12 (1947). 
46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87 F. Supp. 2d 30, 49-50 (D.D.C. 2000) (“Conclusions of Law”). 
47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87 F. Supp. 2d 30,at 49 n 5.” Most of the quantitative evidence was 

presented in units other than monetary, but numbered the units in millions, whatever their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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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於是否存在「強迫」 

微軟案地方法院認為，基於下列行為，本案的被告微軟公司涉及「強迫」其交

易相對人接受其被搭售產品。 

(1) 利用契約與科技的途徑對 OEM廠商的強迫 

根據本案事實調查，在 1995 年 7 月，儘管顧客對於作業系統的需求，並不包

括瀏覽器，然而微軟公司在對 OEM 廠商的授權契約中，將「Explorer 瀏覽器第 1

版」與「Windows 95 視窗作業系統」兩者綑綁（bundle）在一起。授權契約中禁止

OEM 廠商去刪除或修改，微軟公司其預先安裝在 Windows 95 視窗作業系統上的

Explorer 瀏覽器。即使在 1997 年微軟將作業系統與瀏覽器，分成兩個分開的光碟提

供給 OEM廠商，但是仍不允許 OEM廠商出售只安裝有Windows 95作業系統而沒

有 Explorer 瀏覽器的個人電腦給顧客。而微軟公司這樣的政策，可以確保微軟自己

生產的 Explorer 瀏覽器，得以出現在所有裝載 Windows 作業系統的新電腦中48。

（契約上的強迫） 

此外，根據事實調查，微軟公司並將許多 Explorer 瀏覽器的程式例行程序

（routines）放進 Windows 95 作業系統中的重要系統資料夾，其最主要的目的，就

是當 OEM 廠商或是使用者，一旦刪除了 Explorer 瀏覽器的例行程序，則可能將會

同時刪除掉同一資料夾中視窗作業系統的重要例行程序，而使得 Windows 95 的運

作發生問題49。（科技上的強迫） 

(2) 對視窗使用者的強迫 

本案地方法院並指出，當微軟公司決定將 Explorer 瀏覽器排除於新增移除的

（Add/Remove）功能選單外，則消費者隨著購買 Windows 98 作業系統，就等於被

強迫購買 Explorer 瀏覽器。微軟公司這樣的決定，顯示其不尊重顧客本身可能希望

預設不同瀏覽器的選擇50。根據調查，微軟公司科技部門執行「視窗整合」的策略

有兩種方式；第一種途徑即是不提供使用者從 Windows 98 作業系統移除 Explorer

                                                      
48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84 F. Supp. 2d 9 (D.D.C. 1999) ("Findings of Fact"), 158項。 
49 Id. at 164項。 
50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87 F. Supp. 2d 30,at 50 (D.D.C. 2000) (“Conclusions of Law”). 



 美國微軟案作業系統軟體搭售問題之研究 141 

瀏覽器的功能51；第二種方法，則是利用 Windows 98 來推翻（override）使用者本

身其他的瀏覽器選擇。當使用者選擇 Explorer 瀏覽器以外的其他瀏覽器，則

Windows 98作業系統在某些情況下，仍會繼續地要求這些使用者使用 Explorer瀏覽

器，藉以造成使用其他瀏覽器的使用者，在使用上的混亂與不確定52。 

故基於上述理由，本案地方法院宣判：被告微軟公司將 Windows 作業系統與

Explorer 瀏覽器綑綁販售（或是稱為整合）的版本，非源自科技上的必須，或是商

業上的效率；而是基於深思熟慮（deliberate）且有目的（purposeful）的鎮壓萌芽中

的競爭，以避免其發展成長到真正具威脅性的比例53。 

相對於「功能關係理論」（functional relation），地方法院乃採用「需求特徵理

論」判定「Windows 作業系統」與「Explorer 瀏覽器」是兩項「個別產品」

（separate prducts）。微軟公司藉由契約與技術的方式將視窗作業系統與瀏覽器結

合，乃是強迫顧客與消費者以接受 Explorer 瀏覽器，為取得視窗軟體的條件。因

此，被告微軟公司應負違法搭售責任。 

(二) 上訴法院對於微軟案搭售部份的不同見解 

關於本案地方法院判決，被告微軟公司以契約與科技的方式將 Explorer 瀏覽器

（被搭售產品）與 Windows 作業系統（搭售產品）綑綁（bundling）於一起的行

為，在休曼法第 1 條之下構成搭售安排，屬於當然違法（per se unlawful）54。對

此，被告微軟公司表示不服，並且提起上訴。 

上訴法院判決認為，在這類包括平台軟體產品的搭售安排案件，法院應選擇採

用「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分析，將會比採用「當然違法原則」來得適合

（rather than per se analysis）55。因此，本案上訴法院並未肯認地方法院所認定被告

微軟公司從事違法搭售的判決，而將本案搭售部份發回下級法院重審。 

                                                      
51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84 F. Supp. 2d 9 (D.D.C. 1999) (“Findings of Fact”), 170項。 
52 Id. at 171項。 
53 Id., 50-51.  
54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87 F. Supp. 2d 30, at 47~51 (D.D.C. 2000) (“Conclusions of Law”). 
55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253 F.3d 34, 84 (2001 U.S.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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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訴法院就搭售「個別產品要件」之「顧客需求」判斷標準的介紹 

上訴法院首先回顧，關於違法搭售的認定，關鍵在於是否存在有兩個分開的

「個別產品」，否則便無某個產品與另一個產品搭售的問題。在過去較早的案例，

這個問題可以利用直覺（intuitively）來加以區分，例如，電影放送設備與電影膠片

兩者的區別56；有時，法院則只是順便論及此問題但並未對此加以深入地討論57。直

到 Times-Picayune Publishing Co. v. United States一案，關於「個別產品」認定的問

題，才成為了法院搭售分析的獨立要件58。 

而又一直要到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v. Hyde案59，聯邦最高法院才首次真正

對「個別產品測試」問題加以著墨。該案的事實對於過去一般漫不經心的「個別產

品」分析是一項挑戰。因為，該案涉及的「麻醉服務」，法院並無法以過去直覺地

或直觀地方式去區別判斷，其究竟應視為可分離或可包含於「手術服務」中。 

上訴法院認為，在正式討論「個別產品」測試的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v. 

Hyde案，聯邦最高法院提出了兩個重點。第一，聯邦最高法院澄清，關於搭售安排

中是否包括兩項產品，問題並不在於彼此間「功能」是否相關（functional relation）

這一點上60。換言之，兩項目（items）之間，即使是「缺少彼此即失去用處」的補

充物關係（complements），在搭售規範的目的下並不代表就可認定他們是屬於「單

一的產品」 61。第二，要定義是否為兩項可得區分之產品（ two distinguishable 

products），需視該搭售安排是否產生某種搭售規範所針對的競爭後果而觀之62。 

因此，聯邦最高法院於上述討論「麻醉服務」以及「手術服務」是否為兩項

「個別產品」的 Hyde 案中指出，違法搭售將不會被法院認為是成立的，除非，有

充分單獨購買「麻醉服務」（被搭售產品）的需求存在，此需求足以形成另一個可

區分於「手術服務」（搭售產品）之外的單一需求市場，且該市場可有效率的提供

                                                      
56 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 v. Universal Film Mfg. Co., 243 U.S. 502, 61 L. Ed. 871, 37 S. Ct. 416 

(1917)。該案法院根本就忽視「個別產品」問題。 
57 Motion Picture Patents, 243 U.S. at 508, 512, 518. 
58 Times-Picayune Publishing Co. v. United States, 345 U.S. 594, 97 L. Ed. 1277, 73 S. Ct. 872 (1953) 
該案討論，「早報的廣告」是否與「晚報的廣告」為分開的個別產品。 

59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v. Hyde,466 U.S. 2, 80 L. Ed. 2d 2, 104 S. Ct. 1551 
60 Jefferson Parish, 466 U.S. at 19; see also 466 U.S. at 19 n.30. 
61 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s., 504 U.S. 451, 463. 
62 Jefferson Parish, 466 U.S.,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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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被搭售產品63。 

對此，聯邦最高法院將審視顧客對於被搭售產品之「需求」的「直接證據」與

「間接證據」；關於「直接證據」，是去審視當給予顧客選擇權時，消費者是否還

是會向實施搭售安排的廠商購買「被搭售產品」，抑或是顧客就會選擇向其他的廠

商購買？例如，在 Hyde 案，病患或醫生（顧客）通常多是於手術服務之外，另外

要求特定的麻醉師服務 (被搭售產品)，而非直接向提供手術服務（搭售產品）的醫

院一起組合購買64。 

另外，所謂「間接證據」乃是去觀察「搭售產品」市場上無獨占力量廠商的行

為，因為根據推測，這些需面對競爭的無獨占力廠商，其供給會跟著顧客需求走。

如果在競爭環境下的廠商仍將「搭售產品」與「被搭售產品」綑綁販售，則相關產

品就可視為單一產品。例如在 Hyde 案，麻醉服務市場上除了被告醫院的麻醉師，

只有低於 27%的麻醉師與被告醫院有合作關係，麻醉師有別於放射師或病理師，實

務上麻醉師很少受僱於醫院而與醫院手術服務綁在一起65（該證據表示一般醫院在

手術服務市場沒有獨占力，而麻醉師「麻醉服務」又很少與醫院「手術服務」綑綁

在一起，這可間接推論在競爭的環境之下，沒有獨占力的一般醫院，其將兩種服務

分開供給的方式，是迎合顧客的需求，所以可推論實際上有「麻醉服務」另一單一

需求市場的存在，「醫院手術服務」與「麻醉服務」兩者並非單一產品）。聯邦最

高法院於是判決，該案實際上存在有兩項分別的「個別產品」。 

上訴法院認為，去理解聯邦最高法院「顧客需求」測試（consumer demand 

test）的內在邏輯，乃最高法院認為，搭售安排造成的傷害，主要在於使得搭售安排

中的相關產品，規避了顧客依產品本身價值去加以選擇所帶來的競爭考驗。換言之

是規避了購買者自身獨立判斷的結果。在搭售的情況下，由於其對於搭售產品的迫

切需求，消費者在被搭售產品市場選擇最佳議價的自由將受到減損，且可能會使消

費者因此無法適當評估搭售與被搭售產品的實際代價66。當兩項產品被綁著搭售

時，被搭售產品依其實際價值競爭的機會將消失；或是雖然廠商將兩項產品分開販

賣，但實際上是以綑綁的單一價格販賣，也就是顧客不論買或不買被搭售產品都要

                                                      
63 Id. at 21-22；accord 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s., 504 U.S. 451, 462. 
64 Jefferson Parish, 466 U.S. 2, 22. 
65 Id. at 22 n.36; see also Eastman Kodak, 504 U.S. 451, 462 
66 Jefferson Parish, 466 U.S. 2,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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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一樣的價錢。在此兩種情況下，消費者一旦購買搭售產品，都可能因此而不去

購買競爭者的被搭售產品，即使消費者原本若是在無搭售安排的情況下，依照自己

對產品的價格品質考量，可能會比較喜歡搭售業者其對手的被搭售產品67。而在此

邏輯之下，聯邦最高法院將搭售安排，歸類成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的行為類型，並以

「顧客需求」測試，作為判斷搭售安排中是否有「個別產品」存在的標準。 

2. 上訴法院對「顧客需求測試」此認定標準的反思 

(1) 「顧客需求測試」可能掩蓋搭售安排的正面效果 

上訴法院承認，如果搭售是完全沒有效率的（例如如果搭售無法節省消費者選

擇產品所需花費的時間精力等交易成本），上訴法院也將同意採用「顧客需求測

試」的方法，來區分每一個商品的組成元件是否為「個別產品」。 

然而，本案的上訴法院反思，並非所有的搭售安排都是不好的，綑綁販售的銷

售方式（bundling），有時可節省分配成本與顧客的交易成本。 

上訴法院質疑，「顧客需求測試」其可能會粗略地掩蓋了搭售安排所帶來的這

類「福利效果」，因此不適合運用於搭售「當然違法」的指控。上訴法院認為，單

純就理論上而言，顧客當然永遠可能對產品存在有分別的單一需求，因為，當交易

成本為零的時候，消費者當然寧可有得選擇而勝於沒得選擇；但是，現實上卻只有

當足夠數量的消費者其「選擇的利益」，以壓倒性的優勢超過綑綁販售所帶來的

「效率」時，才會看到顧客進行分別獨立的購買行為。上訴法院因此含蓄地質疑，

純粹理論上（In the abstract）存在的顧客需求，與顧客實際的購買行為可能有所落

差，只因抽象的顧客單一產品需求，而認定綑綁販售的產品為分別的個別產品，或

許會掩蓋搭售安排所可能帶來的效率。 

此外，上訴法院認為，就供給的一方而言，沒有市場力量的廠商，若將兩項產

品綑綁販售，原因將只有可能是因綑綁販售「節省成本的利益」，大於消費者「分

別選擇的利益」。所以，若競爭中的所有的廠商都進行綑綁販售，就表示該綑綁銷

售的方式隱含著極大的淨效率（net efficiencies）。如果，法院發現於「被搭售產

品」並無明顯的分別需求，或是並無直接有力的證據顯示存在有兩個分別的需求，

                                                      
67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253 F.3d 3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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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整個競爭界線應是銜揭嚙合於被告的行為，則「搭售產品」與「被搭售產品」

應被視為是單一物，且法院應宣判該搭售行為「當然違法」的責任不成立68。 

(2) 顧客需求測試 可能無法適當審酌「整合」的效率 

上訴法院認為，「顧客需求測試」希望凍結創新整合所可能招致對消費者的傷

害，而其凍結傷害的方法，就是避免廠商將新功能預先整合進其產品內並進而只提

供單一產品（standalone products）。然而，對此上訴法院批評，在搭售本質違法分

析下「顧客需求測試」其關於顧客需求調查的「直接證據」以及產業慣例調查的

「間接證據」，都是回顧（backward-looking）「過去」的一般事實證據，因此，不

足以去適當觀察「眼前」創新整合帶來的整體效率（efficiency）69。 

上訴法院解釋，該院並非是判定微軟公司的整合行為，確實是有促進福利的效

果，也並非表示微軟一定可以免除違法搭售的責任；上訴法院於此部分真正要強調

的，是上訴法院注意倒微軟所提出的警告，那就是關於現行搭售本質違法分析的

「個別產品要件」（separate-products element）測試方法，可能並不能給予一個前

所未見的全新整合產品一個公平的機會70。 

3. 上訴法院認為 本案並不適用「當然違法原則」 

(1) 在涉及整合產品的案件「合理原則」比「當然違法原則」適合 

因為，上訴法院認為「顧客需求測試」是審查「整合產品」其是否具有最終正

面淨效率（net efficiency）的粗略工具。在「當然違法原則」分析之下，第 1 家首

先去整合兩種可分功能的廠商，例如首家整合啟動裝置（starter motors）與汽車 

（automobiles）的廠商；或是消除了消費者對某種功能的需求之廠商，例如發明抗

髒地毯的廠商。其行為都有被法院判定是構成違法搭售的危險，而就只因為若經法

院調查，已經有另一個可區分於「搭售產品」市場之外的健全（robust）市場存

在。 

然而相對的，法院若是可採用「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 analysis）的分析方

式，則「合理原則」的搭售分析方法，就可以提供首位進行整合的廠商，能有機會

                                                      
68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253 F.3d 34, 88 (2001 U.S. App.). 
69 See Areeda et al., Antitrust Law, 224-29, New York : Aspen Law & Business, (1978). 
70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253 F.3d 34, 89 (2001 U.S.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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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證明他的「搭售安排」不但是具有效益，而且該效益足以抵銷該搭售安排對消費

者選擇的扭曲71。 

上訴法院更指出，關於「顧客需求測試」可能遮擋了有效率的整合此一缺點，

在「平台軟體」的整合方面特別容易發生。在本案被告微軟的競爭市場中，整合行

為不僅常見於市場之內，更常見於不具市場力量的廠商之間。上訴法院發現，幾乎

所有與被告微軟公司競爭的作業系統廠商，也都將瀏覽器與作業系統綑綁。此外，

原告也承認，其他作業系統軟體廠商有能力也確實有將其他軟體功能包含進入作業

系統軟體之中。上訴法院因此認為，其他無市場力量的作業系統廠商，理論上並沒

有將其他軟體與作業系統軟體搭售的動機，除非，是這樣的搭售安排其實是「有效

率」的。72上訴法院擔心，其所推論的此種整合效率，將可能會因法院以「當然違

法」原則來分析搭售而被忽略。 

(2) 「當然違法原則」可能忽略科技市場中搭售安排的「補償價值」 

上訴法院並且認為，因為「平台軟體」市場普遍存在的創新的特色，故使得搭

售安排於這種具有創新特色的市場，有產生「效率」（efficiencies）的可能；而這

種情形，是聯邦最高法院先前所沒有遭遇過的，也因此效率議題是在先前聯邦最高

法院的搭售「當然違法」分析下所未曾考量過的因素。 

本案上訴法院特別舉出，將瀏覽器與作業系統整合或許可以較有效率地散佈

APIs73的例子。例如，廠商將瀏覽器與作業系統綑綁在一起，將可使獨立的軟體研

發者，得以利用此瀏覽器的 APIs（此乃指作業系統廠商願意釋出 APIs 時），於設

計自行研發的相容軟體時，省去必須再次自行設計這些相關 APIs的麻煩74。 

雖然，實際上 OEM 廠商也可將 APIs 直接設計包括在其生產銷售的電腦中，以

達前述便利獨立軟體研發者的效果，不過藉由此種途徑散佈統一格式的 APIs 可能

是較差的方式；因為，許多 OEM 廠商是提供特定顧客族群服務，例如家庭、公司

行號或學校的用戶，如果，這些 OEM 廠商中有任何一家廠商因為某一 API 不符合

其所服務的顧客群需求，故而決定不去將該 API 與其生產的電腦綑綁在一起，則獨

                                                      
71 Id., 92. 
72 Id., 93. 
73 乃指「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軟體中用以呼叫驅動硬體的指令。 
74 See Direct Testimony of Richard Schmalensee, 230-31, 234, reprinted in 7 J.A., 4309-11, 4312; 

Direct Testimony of Michael Devlin, 12-21, reprinted in 5 J.A., 35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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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軟體研發廠商若於其生產的軟體中需要使用到該 API，則該獨立的軟體研發廠

商就必須於每一套其生產的軟體中自行拷貝複製該 API。而且，若等到所有的 OEM

廠商已經將相同的 APIs 都安裝在其所生產的電腦中時，可能已經造成了研發時機

上很大的落後（substantial lag），而這種延遲落後，在變化非常快的軟體領域，是

非常耗費成本的75。 

因此，上訴法院似乎暗示，其認為廠商將瀏覽器與作業系統綑綁在一起，是一

種可以較有效率地散佈 APIs 的方式，也間接證明了於平台軟體市場上的搭售安

排，或許有產生效率的可能。76 

上訴法院擔心，搭售安排的這類效率，通常是發生在「動態的」科技市場

（technologically dynamic markets），而在這種市場中，產品的發展並非可以簡單地

以線性的方式加以預測其面貌，而搭售安排於「當然違法原則」的適用下，這類如

效率等「補償價值」（redeeming virtue）會被忽略。 

上訴法院因此建議，當搭售案件涉及「平台軟體」時，法院也許應考慮改採

「合理原則」來加以審理。不過，上訴法院也強調，上訴法院此部份對於「當然違

法原則」與「合理原則」所作的比較與建議，只限於適用涉及「平台軟體」的搭售

安排案件，也就是當「搭售產品」本身是專為搭載第三人所生產的應用軟體之「平

台軟體」，而「被搭售產品」則是一互補（complementary）的軟體功能時。上訴法

院解釋，其並非是替所有的搭售案例重新建立一套（setting a precedent）取代現行

「當然違法原則」的程序。其對本案相關證據的看法，只是認為將功能整合進入平

台軟體是一種業界慣例，而呆版的適用「當然違法原則」將阻礙平台軟體的創

新。77 

                                                      
75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253 F.3d 34, 93 (2001 U.S. App.). 
76 雖然，本案上訴法院也認知到，若是依照這種方式將兩種不同的軟體程式綁在一起，將可能
使得消費者被迫為實際上相同的 APIs付出兩次的費用；而且，這些論點，可能也尚不足以正當化
微軟於本案將瀏覽器與作業系統綑綁的行為，特別是在微軟並不僅僅只是將瀏覽器的「APIs」與
「作業系統」綑綁在一起，而是將「整個瀏覽器」與作業系統綑綁在一起。 

77 Id.,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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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文對於微軟案聯邦地方法院與上訴法院法律見

解的分析 

對於本案被告微軟公司以契約與科技的方式，將 Explorer 瀏覽器（被搭售產

品）與 Windows 作業系統（搭售產品）綑綁（bundling）於一起的行為。本案的地

方法院與上訴法院，彼此在見解上產生了若干歧異。地方法院認為，被告微軟公司

的行為，應構成了反托拉斯法所禁止的違法搭售行為，違反休曼法第 1 條；然而，

本案上訴法院，則傾向認為被告微軟公司的行為可能具有正面效益，因此認為法院

應該對本案被告的行為，作進一步全面的認識與審酌。 

而歸結本案搭售部分主要的問題核心有二，其一，是關於法院究竟應該認定

「Explorer 瀏覽器」與「Windows 作業系統」屬於兩項分別的「個別產品」，或是

應將其兩者視為單一的「整合性產品」？其區分的標準又何在？而問題二，乃是法

院對於被告微軟公司此種將某一特定「功能」，加以「整合」進入作業系統本身的

行為，一旦被法院判定為構成違法搭售，則是否可能會因此而限制了科技市場中

「平台軟體」的創新機會？ 

本文比較美國微軟案地方法院與上訴法院兩院的見解，配合聯邦最高法院對搭

售案件所建立的原理原則，針對微軟案此兩部分爭議，主要的看法如下： 

(一) 本文仍贊同以「顧客需求測試」作為「個別產品要件」的

判斷標準 

對於本案上訴法院提出的質疑，本文仍傾向贊同本案應適用「顧客需求測試」

方法，作為「個別產品要件」的判斷標準。主要的理由分述如下： 

1. 「顧客需求測試」實際上具備「有機性」（靈活性） 

關於本案上訴法院批評，「顧客需求測試」其所調查的顧客需求「直接證

據」，以及產業慣例的「間接證據」，兩者都是回顧（backward-looking）「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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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事實證據，因此並不足以去適當地觀察「眼前」的「創新整合」其所可能帶

來的整體效率（efficiency），而因此質疑「顧客需求測試」的適用性。對此，本文

並不贊同，相對的，本文認為聯邦最高法院所揭示的「顧客需求測試」實際上，於

搭售分析中反而具備貼近市場脈動的「有機性」。 

舉例來說，也許有人質疑，以網際網路如此蓬勃發展的今日而言，作業系統中

沒有網際網路瀏覽器的功能，是非常不方便而且難以想像的。而本案被告微軟公司

將「瀏覽器」與「作業系統」整合在一起後，可以使得大部分安裝有該作業系統而

又同時具有上網需求的電腦使用者，可以不需要於作業系統之外，再另外自行安裝

瀏覽器軟體；以今日網路時代的作業系統使用情形而論，作業系統之中包括網際網

路「瀏覽器」，就如同作業系統中包含「小算盤」、「小畫家」等功能一樣，一般

消費者可能都已經將其視為一項作業系統軟體所應該「包含」的功能，也就是說，

現今消費者對於「瀏覽器」與「作業系統」的需求可能已經二合為一；然而，本案

地方法院在進行本案的顧客需求測試「當時」，其所進行的顧客需求與產業慣例調

查，都是廠商「整合之前」的相關證據，根本就沒有辦法反應出在廠商從事產品

「整合之後」，該作業系統使用者其需求衍變至「今日」的相關變化情形；如果今

日重新進行「顧客需求測試」，可能與本案當初所作的測試結果完全不同。 

對此，本文認為，以上此具體化上訴法院質疑「顧客需求測試」的例子本身，

卻反而正好可以反應出「顧客需求測試」實際上具備貼近市場脈動的「有機性」。

質言之，本案地方法院審理該案「當時」，固然無法得知，在廠商從事產品整合

「之後」，消費者對於相關產品的需求變化結果；本文也承認，本案的地方法院判

決「當時」所作的「顧客需求測試」，發現消費者對「瀏覽器」與「作業系統」存

在「分別」的需求此一結果，也許將與網路使用更為普遍頻繁的今日再作一次「顧

客需求測試」的結果，會有所不同；但是，其實正是這種於不同時間下，該標準測

試結果可能的差異，不但不是反應出該「顧客需求測試」標準其本身的不適用性；

反而是表示該測試標準其保留了「時間因素」的變項，而因此可以符合時代的變

化，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測試出貼近市場實際需求脈動的新結果。 

這就如同一個正確的方程式，若套入不同的變數當然會有不同的運算結果；吾

人不能因為同一方程式算出了不同的運算「結果」，就誤以為該方程式「本身」是

錯誤的。我們不應該對於一個包含「時間變項」的要件認定標準，在不同時間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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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作出不同的認定「結論」，就去質疑該標準「本身」的適用性。相對的，正因為

「顧客需求測試」包括時間變項，而能隨著時代的變化，測試出訴訟發生「當時」

的市場實際需求，其特性反而剛好可以適用於功能日新月異、顧客使用習慣隨時有

可能改變的軟體產品市場，而避免法院的判決，與訴訟「當時」實際上的消費者行

為產生矛盾衝突。 

假設，網路發達的今日消費者認為瀏覽器已經是作業系統必備的功能，絕大部

分的消費者對於「瀏覽器」與「作業系統」兩者的需求都逐漸由分離而合一，再假

設原告其指控微軟公司將「瀏覽器」與「作業系統」搭售的訴訟，是於今日才提

出；則「顧客需求測試」於今日消費者對上述兩者需求已經改變並二合為一的時代

背景下，就得以作出上述兩者並非「個別產品」的結論，而符合實際上的社會脈

動。並避免法院做出構成搭售的結論，破壞消費者已經成形的使用與消費習慣，而

意外地損及消費者利益。 

故，即使本案地方法院判決「當時」，以顧客需求測試作出「瀏覽器」與「作

業系統」為分別兩項需求的結果，相較於網路發達的「今日」再作一次顧客需求測

試的結果，可能有所不同；然而，該測試的標準於不同時間點可能做出不同的結論

此一特性，並不影響此測試「本身」可作為「個別產品」此一要件認定標準的適當

性，反而，可以突顯其具有時間變項，而具備得以符合社會實際脈動的「有機

性」。 

2. 勿混淆了搭售單一要件的標準 與搭售整體行為是否違法的認定標準 

違法搭售的管制，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搭售廠商在其實施搭售的「當時」，

排除了消費者與其他「被搭售產品」競爭廠商接觸的機會；而由此搭售管制目的的

反面推論，若該搭售行為「當時」，消費者根本就不具備對「被搭售產品」的個別

需求，而習慣將「搭售產品」與「被搭售產品」視為一體，則消費者根本就無接觸

個別被搭售產品競爭廠商的需要，則搭售管制其所欲避免的惡害，本質上就不存

在；因此，若以訴訟發生的「當時」顧客對產品的「需求」，來作為決定是否存在

「個別產品」此一要件的認定標準，應該可以認為是與「搭售管制的目的」是相符

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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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或許有論者會質疑，「顧客需求測試」在訴訟「當時」所測試為分離的

顧客需求，是因為消費者尚未體驗產品整合的效益；若是產品整合或搭售行為實際

上具備效益，則消費者經過一段時間的體驗後，自然會將分離的需求合而為一。故

其進一步質疑「顧客需求測試」於產品剛剛開始整合階段「當時」的測試結果，或

許無法反應出產品整合或搭售一段時間之後，「未來」顧客其因為體驗了整合搭售

的效益而將需求從分離合而為一的變化結果，以致於因此忽略了產品整合搭售所可

能帶來的效益。 

對此本文須提醒，在廠商將兩種產品進行整合「之後」，即使顧客的需求從兩

項分別的需求演變成單一的需求，然而這種隨著時間延續，而在「未來」合而為一

的顧客需求變化結果，並不一定僅可能是歸因於廠商的整合是有效益的；其同時，

還可能是因為廠商其以整合之名，卻行排除競爭的搭售之實，而導致缺乏其他競爭

對手提供消費者被搭售產品，所造成的結果。 

舉例而言，網際網路普及而發達的今日，即使消費者對「瀏覽器」與「作業系

統」的需求，可能已經由分離而合一，但此將並不限於只可能是因為微軟公司將瀏

覽器與作業系統「整合」之後，使得作業系統的效能大幅提昇所導致；相對的，今

日合而為一的單一需求，也有可能是因為市場上絕大部分安裝微軟其包括瀏覽器的

視窗作業系統的個人電腦使用者，因為少有接觸其他品牌瀏覽器產品的動機與機

會，故而漸漸習慣一個包含瀏覽器功能的作業系統，而將兩者的需求由分離合而為

一。後者的情形，表示該種類型的需求演變，其實是消費者被動的受搭售廠商的競

爭策略安排操弄所導致，而並不一定全然是因為產品整合後的效能表現所造成。所

以，即使是在廠商從事產品整合之後，顧客需求有由分離合而為一的情形，也不一

定就表示廠商的整合是有效益的；其同時反而可能是證明，該整合或搭售行為排除

競爭對手的效果是明顯的。 

因此，從上述推論可知，若單單只從顧客因某整合搭售行為其所產生的需求演

變，是從分離而合一的此表面結果，就去批評「顧客需求測試」先前測試出的分離

顧客需求，「一定會遮蓋了在後來合而為一的顧客需求所代表的整合效率」，這樣

的說法其實是有些不公平的。因為畢竟，從分離而後合一的顧客需求演變，除了可

能是由於消費者肯定該整合搭售的效益之外；其同時，也有可能是顯示該整合搭售

行為所造成的排除競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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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回到「顧客需求測試」的目的而論，該測試本身其實只是整個搭售分

析架構中，認定是否存在「個別產品」此單一要件的測試標準。其主要的目的，只

是在於區分搭售訴訟「當時」相關爭議產品的「個別產品」範圍界限；此測試的標

準本身，並非是要用來審酌「整個」搭售或整合行為的「合法性」，亦非是要用來

預測該搭售或整合行為，其是否具有「效益」而能在「未來」的市場之中被接受。 

質言之，整合或搭售行為是否具有效益？與是否存在「個別產品」？基本上是

兩個不同的問題。該整合或搭售行為是否具有效益，是「整個」搭售分析架構整體

上所應該處理面對的問題，而非僅是「個別產品」此單一要件，所應該處理解決的

問題；搭售案件「個別產品要件」的測試標準「本身」，只要能夠合理的提出區分

「個別產品」界限的標準為已足；至於整合產品或搭售的產品組合是否具有效益，

即使在「個別產品要件」的顧客需求測試，作出搭售爭議案件中有兩項個別產品存

在的認定時，其實也不會影響到任何其功能在於審酌「整合搭售效益」之「效益審

酌標準」的存在與運作。兩者應該有所區別，而互不衝突。 

微軟案的上訴法院迄今，並未明確提出任何可以正確地測試整合或搭售效益的

「效益審酌標準」，而即使該項審酌搭售效益的標準存在，法院在整合或搭售案

件，仍然必須要面對該爭議中「是否存在個別產品？」此一問題。因為，若能確定

該爭議中沒有分別的「個別產品」存在，則由於「單一產品」其本質上沒有搭售的

可能，所以該爭議案件可直接認定為不構成違法搭售；然而，若是該爭議案件確實

存在分別的「個別產品」，則至少可以確定該案件屬於搭售案件。 

因此，本文認為，不應混淆了「搭售單一要件的標準」，與「搭售整體行為是

否違法的認定標準」其兩者間的差異。「顧客需求測試」作為認定「個別產品要

件」的標準實已足夠；至於搭售整合行為可能具有效益的問題，是搭售分析的整個

架構其是否能對此部份作出適當審酌的問題，而不應該將此責任全部集中在個別產

品此單一要件上。 

3. 搭售整合行為「可能的效益」不應該在「個別產品要件」考慮 

而關於本案上訴法院對於「個別產品要件」之「顧客需求測試」標準的另一項

質疑，是「顧客需求測試」標準，可能將忽略搭售安排的正面效益，然本文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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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搭售行為其可能的效益，不應該在「個別產品要件」審酌考量。 

若是將搭售整合的「效益」因素，也作為「個別產品要件」的認定標準，則除

非訴訟發生的當時，該爭議的搭售整合行為其效益已經很明顯，否則法院對於不熟

悉的全新整合搭售行為，於訴訟的「當時」根本就無從判定該整合搭售行為是否可

能具有「效益」。質言之，一旦以整合搭售的「效益」作為「個別產品要件」的認

定基礎，則法院幾乎沒有立場於訴訟「當時」，就完全排除該整合搭售的行為，其

於「未來」仍有被證實具有效益的「可能性」。 

因此，基於法院對其他專業領域的尊重，法院很可能就必須要放寬對於其所不

熟悉的搭售整合行為「是否具有效益」之認定標準，而僅僅以「貌似真實」的理由

為已足。只要從事搭售整合行為的廠商，能夠提出該搭售整合行為其所「可能」具

有的效益，法院就不能逾越專業領域的界限，而否定該搭售整合的行為其具有效益

的可能78。 

則如此一來，對於廠商的搭售整合行為，只要廠商能夠提出「貌似真實」的

「可能效益」，法院就要以該整合搭售行為「可能」具有效益為由，而認定該爭議

中相關的產品或元件屬於「單一產品」。則又因為「搭售中有分別的個別產品存

在」是違法搭售認定的門檻要件，因此，該爭議的行為將因為「可能有效益」而不

被認為「存在有分別的個別產品」，故不構成違法搭售。 

這將使吾人不得不憂心，若廠商對搭售整合行為所提出「可能具有效益」的理

由，都可作為法院將搭售爭議之中相關產品元件視為「單一產品」的基礎。則未來

搭售廠商只要對於其搭售整合，於效益方面提出「貌似真實」的可能藉口，其就可

以不受違法搭售規範的限制，以具效益的搭售整合之名，而為排除對手的惡性破壞

競爭行為之實。 

又從另一方面而言，一個整合搭售行為是否具有效益，消費者將比法院更有資

格來加以決定，畢竟消費者才是實際上相關產品的使用者。若訴訟發生「當時」消

費者已經反應出對該整合搭售產品的「單一需求」，則可證明該搭售整合行為的效

                                                      
78 事實上，審理 ("Microsoft II") 的上訴法院，就曾經於該案判決中表示，對於整合產品的審
查，法院只需審酌是否具有「貌似真實」的理由，可相信該項整合行為可能帶來某些好處為已

足。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331 U.S. App. D.C. 121, 147 F.3d 950 (D.C. Cir. 1998)。此寬鬆
的標準，將勢必大幅的放寬，「整合產品」的認定範圍，而相對大幅縮小，法院認定廠商產品套

裝組合中，具有可分的「個別產品」，而可能構成違法搭售的可能性。 



154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益確實已經受到消費者親身體驗並且加以肯定。則相較於由法院以其主觀而只是

「貌似真實」的「效益考量」來作為「個別產品要件」的認定標準；其實，還遠不

如是以客觀實際的「顧客需求」作為「個別產品要件」的認定標準為佳。 

4. 「顧客需求理論」較適合界定「非實體產品」的「個別產品」界線 

產品的「替代性理論」，也曾經是美國法院違法搭售分析中「個別產品要件」

的審酌標準，該標準是以相關產品之間是否相互具備有「可替代性」來作為區分搭

售爭議中是否存在「個別產品」的決定基礎，如果相關產品彼此具有替代性，則可

視為單一產品，如果彼此不具有替代性，則分別為個別的產品。然而，將其與「顧

客需求理論」相互比較，吾人將可以發現，在涉及「作業系統」此類缺乏具像客體

組成界線的軟體產品，其「個別產品」界線的爭議問題時，法院若採用「顧客需求

測試」理論，將會比採用「替代性理論」更為適合。 

因為，產品間可替代性的審查，往往是法院於「主觀」心證上必須「先行」認

定有兩項客體的存在，「之後」才能去比較該兩者間是否具備可替代性，例如，法

院必須先行認知，汽車與蘋果兩者為不同的兩客體，之後才能比較此兩個客體間是

否具有可替代性；但是，如果法院連主觀的心證上都無法先行確定是否有兩項不同

的客體存在，抑或是法院根本就無法先行由缺乏具象「客體界線」的抽象勞務之

中，劃分出該勞務其內在的組成界線時，則法院根本就連該拿什麼部分來比較其替

代性，及究竟比較其替代性是否適當，都無法確定。 

質言之，一個物本身，根本就無替代性問題，替代性問題只會存在於兩個物之

間，因此，「替代性理論」或許可以為「兩產品」之所以是「兩產品」，澄清其為

何是「兩產品」的理由，抑或是其或許可以說明法院為何會將某「兩項產品」視為

是單一的產品；但是，「替代性理論」本身，卻無法對於本質上根本就還不確定是

單一產品或兩產品的情形，加以處理界定。 

例如，以「美髮服務」之中是否包括個別的勞務產品？此一問題為例，究竟是

應先將該整體的「美髮勞務」，劃分成「洗髮」與「燙髮」兩部分之後，再比較其

替代性？或是根本就不該將單一整體的「美髮勞務」再於其內部加以細分，而應直

接認定該整體「美髮勞務」為單一的勞務產品？其實「替代性理論」本身並不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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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這個問題。因為，若是認為：「只要勞務內部存在不可替代的部分，就是個別產

品，而洗髮不能替代燙髮，所以美髮勞務應該再細分成洗髮與燙髮兩項個別的產

品」，則整體的美髮服務中「洗髮」的部分，實際上還包括有「淋濕」與「吹乾」

的步驟，彼此也不具有功能與需求的可替代性，則是否也該將「淋濕」與「吹

乾」，視為分別的個別勞務產品？若然，則這種不符合商業真實的結論，其實就突

顯了「替代性理論」，其本身難以作為缺乏具象客體界線的勞務或產品其內部劃分

個別產品界線標準的缺陷。而此「替代性理論」本身的缺陷，將會在新科技產品等

法院不熟悉的領域更容易看見。 

當搭售爭議涉及電腦「作業系統」這類具有「平台性質」的特殊產品時。因為

作業系統本身，往往是用來搭載其他廠商個別應用軟體的平台，則當這些其他廠商

「個別軟體產品的功能」與該作業系統本身原本就包含的某些「基本功能」，同時

在電腦中一起呈現時。法院從外觀上將難以明確區分出哪些功能，是屬於該作業系

統產品「本身」所包含，哪些功能又是屬於其他廠商所生產，而屬於該件作業系統

產品本身以外，其他個別軟體產品的功能？又由於數位軟體缺乏具像的客體外觀界

線，法院也難以決定，作業系統軟體的各種功能中，究竟哪幾種功能應視為作業系

統此類產品，本身當然應包括的基本功能範圍，哪些功能則否？ 

則此時法院所真正需要的，是能決定當面對一整體勞務或產品組合（如旅遊、

美髮服務）時，法院究竟應整體視之為單一的產品勞務，或是，應當要在該整體產

品勞務的內部再細分成數項產品勞務？此一問題的參考標準；而不是如「替代性理

論」，在已經先區分了兩部分之後，才比較其彼此間是否具有「可替代性」。因

此，「替代性理論」，較像是一種法院已經區分是否為單一物或可分物「之後」的

合理化說辭；然而於面對一整體產品或勞務，該不該區分？如何區分？的案件，尤

其是難以決定其整體上的內部構成界線時（如作業系統），並無適當的指標意義。 

相對的，「顧客需求理論」就提供了法院解決類似問題的途徑，當法院遭遇一

整體產品或勞務，該不該區分？如何區分？的案件爭議，法院其可以藉由調查市場

上存在怎樣的「顧客需求」，而依照市場的顧客需求，在缺乏具象客體界線的整體

勞務或產品組合內，劃定與實際上顧客使用與消費習慣較一致的個別產品或勞務界

線。 

例如前述關於整體「美髮服務」之內是否尚可再細分有「個別產品」的爭議，



156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若採用「顧客需求測試」的方法，法院就可以藉由調查訴訟當時一般消費者對於整

體「美髮服務」之內，所組成的各細部勞務，是否存在有更細膩而分離的單一顧客

需求，來決定「個別產品」的界線，例如，經實際調查若一般消費者普遍認為其於

整體「美髮服務」之內，有單獨洗髮或燙髮的分離需求，又市場上一般的美髮服務

業者又普遍有提供單純洗髮或單純燙髮服務的產業慣例時，法院就可以於該缺乏具

象客體界線的整體美髮勞務中，細分出「洗髮」與「燙髮」的「個別產品」界線；

並且，由於一般消費者不會於整體美髮勞務中洗髮的部分，有單獨淋濕或單獨吹乾

頭髮的單一分離需求，一般業者也沒有提供單獨淋濕或單獨吹乾頭髮的業界服務慣

例，故，「顧客需求理論」也不會如同「替代性理論」於前述所做出脫離商業真實

的結論，而再於整體美髮勞務中洗髮的部分，又細分出淋濕或吹乾頭髮的個別勞務

產品界線。 

因此，當法院審理的搭售案件涉及類似上述抽象勞務一般，缺乏「具像客體界

線」的非實體數位軟體產品時，法院面對的是「該不該區分？如何區分？相關個別

產品的界線」問題，而由上述的討論可知，「顧客需求測試」理論，特別擅於在缺

乏具像客體界線的非實體勞務或產品中，劃分出符合消費者使用習慣以及產業慣例

的「個別產品」界線，此時，若法院採用「顧客需求測試」理論，將會比採用「替

代性理論」更為適合。 

5. 「顧客需求測試」較「功能關係理論」適用於「個別產品」要件 

「個別產品要件」其另一個具有爭議性的認定標準是「功能關係理論」，而基

本上，該理論於法院實務上的運用，往往是指廠商將相關產品組合之後，若是該產

品組合的功能具有若干正面效果，例如可以發揮產品整體效能、保護商譽時，則法

院就應該基於該產品組合功能效果的考量，而將該產品組合視為「單一產品」79。 

例如在 United States v. Jerrold Electronics一案80，被控告從事搭售的 Jerrold公

                                                      
79 另一種定義的「功能關係理論」，可以是指：以產品間是否具有使用功能的相關性來決定是
否為「個別產品」。例如，筆與筆蓋功能相關，故為「單一產品」，而筆與蘋果無功能相關，故

兩者為「個別產品」。然而，缺點是功能相關性是強若程度的問題，筆與筆筒、削鉛筆機、刀片

之間的功能相關性強弱不同，法院將難以明確界定出要有多強的功能相關性才能算是「單一產

品」。 
80 United States v. Jerrold Electronics.,187 F. Supp.545 (E.D.Pa), aff d per curiam, 365 U.S. 567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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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是社區天線（有線電視）的經營者，其要求顧客必需購買該公司生產的一整組接

收訊號系統（包括服務與設備），儘管該整組系統有部分設備組件實際上是可以分

離的；而被告 Jerrold 公司抗辯指稱，其必須將系統以整套賣出，此乃是為了要確保

整套系統得以發揮適當功能，避免顧客自行參雜劣質組件造成故障，傷害該公司商

譽；而審理該案的法院認為，雖然難以認為被告 Jerrold 公司出售的整組系統是「單

一產品」，但是，由於在該公司尚處於起步的階段，確實是有必要確保其產品品質

以保護商譽，故，該法院可以接受被告公司將整套系統一起組合販售。81 

另外，在 Principe v. McDonald’s Corp.案82，被告McDonald公司要求被授權加

盟的廠商必須同時向 McDonald 承租餐廳所在的房屋與用地。審理該案的法院認為

「加盟授權契約」與「房屋土地的承租契約」共同構成「單一的產品」。其標準是

「係該爭議的組合，是被告加盟體系可以達到商業上成功的公式之中，所必要的要

素之一，因此可認為只有一個單一產品存在…」。83 

觀察這類案件，法院往往先審酌的，是該「產品組合的功能」是否具有正面效

果？然後，才再視情況回頭解釋該產品組合是否為「單一產品」。而這種倒果為因

的推論方式，則法院實際上審酌的，已經不純粹是「產品是否為可分物」此問題本

身；反而，倒像是在審酌「該搭售行為是否違法？」此整體行為「違法性」的問

題。 

質言之，產品組合是否具有正面效益此「功能關係考量」，有需要釐清其於搭

售分析中的體系位置，究竟是屬於違法搭售「構成要件」的認定標準？還是屬於決

定該項搭售行為整體上是否違法的「阻卻違法」抗辯事由？84 

姑且不論美國法院現行違法搭售分析，是否有「阻卻違法」抗辯的存在；然而

本文真正要強調的是，有些法院於搭售分析的「構成要件」認定部分，便以該「產

品組合是否具有正面效益？」此「功能關係考量」來作為「個別產品」要件的區分

標準
85，實際上是很不適當的。 

                                                      
81 Id., 559-560. 
82 Principe v. McDonald’s Corp., 631 F.2d 303 (9thCir1984). cert. denied. 451 U.S. 970 (1981). 
83 Principe v. McDonald’s Corp., 631 F.2d 303, at 309 
84 其兩者間的差異，參見張維中，美國微軟案搭售問題之研究，世新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
文，第五章，註 19，2005。 

85 如前述 Principe v. McDonald’s Corp案，法院就以該不符合「個別產品」此「要件」為理由，
判決該案不構成搭售。判決原文為：「Because we agree with McDonald's that the lease, note and 



158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因為，絕大部分的搭售安排，都可能同時具有「正面」以及「負面」的效果。

例如前述的 Jerrold Electronics 案，被告將本可分離的系統服務與設備組件，一起綑

綁販售，其「正面效果」固然是可以降低消費者自行購買劣質組件而造成故障的風

險，然同時，該行為也具有排除其他獨立設備組件廠商之競爭與銷售機會的「負面

效果」；又例如前述 McDonald 案，被告麥當勞公司聲稱經過其研究調查的地段之

「出租契約」與「加盟契約」合一，可以具有確保加盟廠商於適當地點開幕經營成

功的「正面效果」，然同時，卻也犧牲了被授權廠商自行判斷選擇其經營地點的自

由，並增加了被告可以藉由該項搭售安排炒作地皮的風險。 

因此，綑綁販售行為通常同時具有「正面」以及「負面」的效果，一旦法院於

違法搭售的構成要件認定階段，便以產品組合其是否具有「正面」功能關係的考

量，來作為判定「個別產品要件」的標準；則可能將會因為「個別產品要件」屬於

違法搭售判斷的門檻要件（單一物本質上無法構成搭售），而使得法院其在違法搭

售判斷的第一步驟，只單方面審酌了該綑綁販售行為的「正面效果」後，就因為法

院已經作出了該產品組合具有正面效果屬於「單一產品」無法構成搭售的判定，而

直接使得法院失去了接下來，再繼續審酌該綑綁販售行為「負面效果」的機會。 

又即便是法院「先行」考量該綑綁販售行為的「負面效果」，「之後」才以該

產品組合其是否具有「正面」功能關係？來考量判定是否有「個別產品」的存在；

則一旦該項產品組合具有「些許」的正面效果，但完全不足以彌補該產品組合對競

爭造成之「重大」負面傷害時，由於依照「功能關係理論」產品組合具有正面效

益，就表示該產品組合應視為「單一產品」，又「單一產品」無法構成搭售，則法

院將可能會因此對一個具有「高度」破壞競爭效果，而同時僅具有「低度」正面效

果的綑綁販售行為，作出其不構成違法搭售的不合理判決。  

以微軟案為例，若採「功能關係理論」於搭售行為的「構成要件」認定階段，

就以該產品組合是否具有「正面」功能關係？來考量判定是否有「個別產品」的存

在。則「瀏覽器」與「作業系統」的整合當然或多或少具有某種「正面效果」，例

如，該整合可能具有得以節省消費者交易成本，以及使消費者獲得較為順暢的軟體

                                                 
license are not separate products but component parts of the overall franchise package, we hold on the 
facts of this case there was no illegal tie in.」；631 F.2d 303, 308.該案法院也因此，並未繼續討論麥
當勞在搭售產品市場的「市場力量」，與麥當勞的搭售爭議行為，是否影響了「相當數目的交易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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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效能等等正面效益，而依照「功能關係理論」，應將此兩者視為「單一產

品」；則如此一來，因為「單一產品」並無法構成搭售，則無論法院最後調查證實

被告微軟公司所從事的「瀏覽器」與「作業系統」整合行為，造成了多大的破壞競

爭效果，例如使其競爭對手網景公司等，因此整合行為而失去銷售機會並退出市

場；或是假設有其他超過該項整合行為「正面效果」的重大「負面效果」存在；然

法院都會因在構成要件階段，就因「功能關係考量」排除了有「個別產品」的存

在，因此無論事後確認該整合負面的效果有多嚴重，該行為都無法構成違法搭售。 

相對的，若以「顧客需求理論」來作為判定是否存在「個別產品」此一要件的

標準，由於「顧客需求」標準本身，完全不涉及產品組合是否具有正負面效益的問

題，因此，便可以避免法院於違法搭售分析的「構成要件」階段，就因產品組合其

功能關係的效益考量，而過早不當地排除了法院審酌其他違法搭售要件的機會。因

此，「顧客需求測試」較「功能關係理論」適用於「個別產品」要件。 

因此，綜上所述，關於如何認定搭售案例中，是否包括兩項「個別產品」的爭

議，雖然審理微軟案的上訴法院對於「顧客需求測試理論」提出了若干質疑，然

而，本文基於上述五項基本理由，仍傾向贊同微軟案地方法院以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於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v. Hyde案86所確立的「顧客需求測試」方法，作來

為認定搭售案例中是否包括兩項「個別產品」的標準。 

即便是當搭售案件涉及具有「平台性質」的作業系統軟體，在上訴法院沒有提

出任何適當的新判斷標準之前，本文認為「顧客需求測試」的方法，仍是目前法院

決定是否存在「個別產品」，以及存在哪些「個別產品」的法律上較適標準。 

(二) 本文認為現行「限縮的當然違法原則」是「理想」與「現

實」的平衡方式 

雖然本案上訴法院對於適用「當然違法原則」與「顧客需求測試」等，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所肯認並為本案地方法院所依循的現行搭售分析審理原則，提出此將可

能阻礙「平台軟體」產品整合創新機會的質疑，並建議於涉及「平台軟體」的搭售

案件，法院應改採「合理原則」審理。但是，本文則傾向認為，現行法院實務上所

                                                      
86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v. Hyde., 466 U.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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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的違法搭售相關審理原則，似乎乃是目前「理想」與「現實」平衡的方式，其

阻礙創新的負面影響應屬輕微。本文主要的理由如下： 

1. 純粹理論上而言 「合理原則」確實是搭售案件審理方式的理想 

針對本案上訴法院認為就法理面而言，反托拉斯法上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的

審理方式，必須是法院對於該類型案件已經累積了相當充分的處理經驗之後，才能

加以適用，而本案因涉及「平台軟體」，法院先前並無充分審理經驗，因此本案上

訴法院認為，應該改採「合理原則」審理本案；關於此一見解，本文部分反對，部

分接受。 

反對的部分，是因為從法理上而言，固然法院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的審理方

式，確實必須是在法院對於某種類型的案件，已經累積了相當充分的處理經驗之

後，才能夠加以適用；本文也承認法院先前對於「作業系統」此類「平台軟體」產

品，並無充分的審理經驗。但是，本文必須提醒，本案的上訴法院，似乎混淆了

「產品」類型與「行為」類型兩者間的區別。所謂法院適用「當然違法原則」必須

先對某種類型的案件累積相當充分的審理經驗，實際上，是指法院須對於某一類型

「行為」的案件，例如，對固定價格「行為」、集體杯葛「行為」等等，現行美國

法院適用「當然違法原則」審理的特定「行為」類型案件，先累積充分的審理經驗

後，才將該特定「行為類型」歸類成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的行為；而非，是指法院必

須先對於某一特定類型「產品」，累積充分的審理經驗後，才能將該特定「產品類

型」適用當然違法原則。即便，法院其於確立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的特定「行為

類型」案件中，發現涉及了法院過去所從未審理過的「產品類型」，例如「平台軟

體」，則只要案件所爭議的「行為」，仍屬於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的「行為類

型」，法院並不會只因該案涉及了不同的「產品」，就否定該特定類型的「行

為」，仍適用「當然違法」原則。 

實際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自從於 International Salt Co. v. United States案87開

始，便確立了「搭售行為」屬於適用「當然違法原則」審理的特定「行為類型」之

列，該案所涉及的搭售產品與被搭售產品分別是「製鹽設備」與「製鹽原料」，而

                                                      
87 International Salt Co. v. United States, 322 U.S. 392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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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該案之後，聯邦最高法院後續審理的搭售案件，所涉及的搭售產品與被搭售產

品之「產品類型」不斷更迭，然而，聯邦最高法院則依然繼續以「當然違法原則」

之下的 4項違法搭售要件來審理相關搭售爭議。甚至，在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v. 

Hyde 案88，涉及的搭售與被搭售產品是「外科手術」與「麻醉手術」等聯邦最高法

院所「未曾」處理過的「產品類型」，然，聯邦最高法院不但沒有以該院從未處理

過此類「產品類型」為由，而拒絕於該案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相反的，聯邦最

高法院反而於該案，再次宣佈確立了「搭售案件」仍屬於「當然違法原則」的適用

範圍。因此本文認為，只要微軟案被告的「行為類型」能符合搭售行為的構成要

件，則將並不因為該案涉及的「作業系統」此「平台軟體產品」屬於法院未曾處理

過的「產品類型」，法院就必須排除現行搭售審理方式與分析要件的適用，而改採

「合理原則」。 

至於，本文同意本案上訴法院的部分，是就「搭售行為」的本質而言；由於搭

售安排其往往同時具有正面與負面的效果，而「當然違法原則」理論上只適用於僅

有負面破壞競爭效果而全無正面補償價值的行為；因此，純粹就「理論上」而言，

法院若以「合理原則」其全面審酌爭議行為正面與負面效益的審理方式，來處理所

有搭售行為的爭議案件，於理論上確實是搭售案件審理方式的理想。而此理想並不

僅限於搭售案件涉及「平台軟體產品」時。 

2. 「合理原則」於法院實務操作上的困難 

儘管本文亦贊同，純粹就「理論上」而言「合理原則」是搭售案件審理方式的

理想。然而，我們必須同時考量以「合理原則」審理搭售案件於法院「實務上」操

作的困難性。 

觀察主張搭售案件應改採「合理原則」審理的 O’Connor 大法官於 Jefferson 

Parish 案的協同意見書中，對於搭售案件適用「合理原則」的操作方法說明，其主

要可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是「構成要件」的涵攝，也就是 1.法院必須先確定賣方

於「搭售產品市場」擁有力量。2.該案必須存在賣方取得「被搭售產品市場」市場

力量的實質威脅。3.將搭售與被搭售產品區分成「個別產品」，須有清楚的經濟理

                                                      
88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v. Hyde., 466 U.S. 2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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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至於，搭售案件適用「合理原則」審理的第二階段，則是關於整體搭售行為

「正面效益」的審酌，O’Connor 大法官表示，即使於前述 3項要件都構成時，法院

於第二階段仍應審酌該案搭售行為的經濟上「正面效果」是否得以彌補其經濟上的

「負面效果」，以決定該案搭售行為是否可以被法院所容許。89 

然而，實際上 O’Connor 大法官所提出搭售案件適用「合理原則」的第一階段

構成要件認定部分，與現行「當然違法」審理原則下的違法搭售 4 項認定要件差別

不大；而兩者最大的不同，主要還是在於 O’Connor 大法官所建議的「合理原則」

審理方式，強調法院不論在第一階段「構成要件」的審查或第二階段搭售安排「整

體經濟效益」的評估，都必須考量該行為「正面」的效益是否可以彌補「負面」的

效益。但可惜的是，O’Connor 大法官並未明確說明，法院要如何來比較該爭議行為

的正面效果與負面效果。畢竟不同類量難以相互比較，搭售行為可能節省了顧客的

「交易的成本」，卻犧牲了消費者自行選擇所偏好的廠商產品之「選擇自由」，則

究竟「交易成本」的節省較重要，還是消費者「選擇自由」較為重要？由於缺乏法

院實際操作上的明確比較標準，因此將可能造成法院於實務操作上的負擔與困難，

而這或許也正是為何，該案聯邦最高法院的多數意見，其最後還是決定，關於搭售

的案件法院仍應繼續以「當然違法原則」審理。 

類似的困難，也可於微軟案中看到，微軟案上訴法院於其判決中主張，該案因

涉及「平台軟體產品」，故其建議法院應採用「合理原則」審理，並認為該案在採

用「合理原則」審理時，法院主要審酌的重點之一，是原告其必須證明該案被告微

軟公司其禁止 OEM 廠商將 Explorer 瀏覽器從桌面移除，以及將 Explorer 瀏覽器從

Windows 98作業系統「新增移除功能」中豁免的相關行為，於瀏覽器市場所造成的

「傷害效果」，其強度將超過原告所主張若被告不從事該行為所能帶來的「利

益」；並且，原告還須證明，被告微軟公司剝奪消費者瀏覽器「選擇自由」之行

為，所造成瀏覽器市場減損競爭的效果，其強度將超過被告微軟公司所主張該行為

的正當理由（該行為所帶來的利益）。 

然而，微軟案上訴法院卻沒有說明，怎樣的「負面效果」才可被認為是超越了

該爭議行為所帶來的「正面效果」，其也並未說明，法院要如何界定該行為之正面

                                                      
89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v. Hyde., 466 U.S. 2,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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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負面效果的範圍。質言之，被告微軟公司禁止 OEM 廠商將 Explorer 瀏覽器從桌

面移除，以及將 Explorer 瀏覽器從 Windows 98 作業系統「新增移除功能」中豁免

的相關行為，於瀏覽器市場所造成的「傷害效果」，輕則可以認為只不過是造成了

OEM 廠商或使用者「選擇自由」的減損；然而，重則可以認為，由於微軟公司於

作業系統市場的高佔有率，該行為將造成其他與微軟公司競爭的瀏覽器廠商，因缺

乏基本的市場規模而退出市場減損競爭，甚至更可進一步認為，該行為降低了其他

競爭廠商的生存機會，也等於降低了科技市場多元廠商創新發展的可能。相對的，

該爭議行為的「正面效果」，由於涉及法院所不熟悉的新科技，則法院對於被告微

軟公司所主張該爭議行為所帶來的科技上利益，例如可以增加作業系統整體效能，

抑或是任何其他被告主張的技術上突破，只要「貌似真實」，則法院就必須基於專

業的界限予以尊重。 

試問，法院將如何能以一個僅是「貌似真實」的「正面效果」，來與該爭議行

為的「負面效果」比較？又法院將要如何決定，要有多少強度技術上的突破或創

新，才能彌補競爭上的減損？因此，對於搭售爭議行為正面效益與負面效益雙方面

的平衡考量，固然於理論上是較為理想的，然而，於法院實務的操作上，對於本屬

不同範疇的正負面效果，將可能產生難以相互比較的困難。 

3. 現行「限縮的當然違法原則」可能為目前現實與理想的平衡方式 

本文須提醒，現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搭售爭議所適用的「當然違法原則」

之下的 4 項要件，分別是(1)搭售產品與被搭售產品須為「個別產品」。(2)賣方其以

「強迫」買方接受「被搭售產品」為取得「搭售產品」的條件。(3)賣方須於搭售產

品市場具有足夠市場力量。(4)須有「非不顯著的交易量」被影響；然而實際上，此

違法搭售分析的 4 項要件，其並非屬於典型嚴格定義下的「當然違法原則」，而是

屬於「限縮的當然違法原則」。 

因為，典型嚴格的「當然違法原則」是指法院一旦確定該案涉及的行為態樣，

屬於實務所歸類的「當然違法」特定行為類型時，法院便可直接判定該特定類型的

行為違法，而不必再去細究該行為於個案上的「效果」為何？也不必再去審查廠商

的「市場力量」。然而，前述 4 項名義上為「當然違法原則」的違法搭售分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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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卻還包括了以下兩要件，即(3)賣方須於搭售產品市場具有足夠的「市場力

量」。(4)該案須有「非不顯著的交易量」被影響；故此明顯地與嚴格定義下的「當

然違法原則」其不需審查行為人的「市場力量」，以及不必審查該行為所造成的

「個案效果」之原則內涵不符；而前述 4 項違法搭售的認定要件，又不像法院適用

典型的「合理原則」時，必須全面審酌爭議行為正面與負面的效果。因此，現行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搭售案件所揭櫫的違法搭售 4 項要件，實際上屬於「限縮的當

然違法原則」，而並非屬於一旦法院確定該案存在特定類型行為時，就可直接判定

該行為違法的典型「當然違法原則」審理方式；現行美國法院審理搭售案件所適用

的「限縮的當然違法原則」，仍會審酌行為人的「市場力量」，以及審酌「受影響

的交易量」此搭售行為的「個案效果」。90 

觀察聯邦最高法院於 O’Connor 大法官建議改採「合理原則」審理搭售案件

後，無論是在 Jefferson Parish案或是後續的 Eastman Kodak案91，聯邦最高法院還是

依然肯認搭售爭議仍適用上述四項違法搭售認定的要件，且並未宣佈應改採「合理

原則」的方式審理。推究其原因，可能如同本文前段所述，由於搭售案件若是適用

「合理原則」法院就須同時審酌該搭售爭議行為不同範疇的「正面」與「負面」效

益，於實務上有其難度與不確定性；則法院基於審理上操作可能性的務實考量，似

可考慮不如就專注於審酌搭售爭議行為其個案上的「負面效果」，而當負面效果強

大到一定程度時，法院就可基於該搭售行為縱有些許正面效果，也難以彌補其於競

爭上重大負面損害之確信，直接宣佈其違法，至於該搭售爭議行為可能的正面效

益，應屬被告舉證抗辯的責任，非屬原告與法院的舉證或調查責任。 

因此，本文認為，依照現行違法搭售分析的 4 項要件，當被指控實施搭售的廠

商，其包裹販售的相關產品為可分的「個別產品」，並以「強迫」買方接受其「被

搭售產品」為取得「搭售產品」的條件時，可確定該爭議行為乃搭售行為，又當該

廠商於搭售產品市場擁有足夠的市場力量，且影響了顯著的交易量時，可認為該搭

售爭議行為於競爭上的負面效果顯著，依據「限縮的當然違法原則」可直接判定該

行為違法。而此，或許可以是法院迴避須將搭售行為不同範疇的正面與負面效果相

                                                      
90 此部份較詳細的說明，參見參見張維中，美國微軟案搭售問題之研究，世新大學法律研究所
碩士論文，第四章第三節壹，2005。 

91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v. Hyde., 466 U.S. 2；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504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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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比較的權宜辦法，也可避免法院必須主動對於不熟悉的科技效果加以審酌，此乃

「現實」與「理想」的折衷。 

針對微軟案上訴法院質疑，「平台軟體」市場中將不同軟體產品的功能整合於

一產品，不僅常見於「作業系統」此種作為其他個別軟體產品「搭載平台」的軟體

市場之內，更常見於不具市場力量的廠商之間，上訴法院發現，幾乎所有與被告微

軟公司競爭的作業系統廠商，也都將「瀏覽器」與「作業系統」綑綁販售；上訴法

院因此認為，其他無市場力量的作業系統廠商，理論上應該沒有將其他軟體與作業

系統軟體搭售的動機，除非是這樣的搭售安排其實是「有效益」的。因此，關於現

行搭售分析審理的方法，其可能遮擋了「有效益」的整合此一缺點，將特別容易在

常出現整合行為的「平台軟體」市場發生。 

本文認為，由於現行搭售分析適用「限縮的當然違法原則」之下的 4 項要件，

法院將會審酌被告廠商的「市場力量」，以及審酌該搭售爭議行為影響了多少的交

易量此等個案效果。因此，「平台軟體」市場中，不具「市場力量」的廠商其所進

行的整合搭售行為，在現行「限縮的當然違法」搭售要件分析下，將與微軟公司此

種擁有搭售產品市場 9 成左右市場佔有率的「獨占廠商」，所從事的整合搭售爭議

行為區別；小廠商從事的整合搭售行為，由於其市場力量有限，若又未影響顯著的

交易量，則不論該小廠商從事的整合搭售行為正面效果是否顯著，該爭議行為對市

場的負面效果應屬輕微，因此對照法院在現行違法搭售的 4 項要件審酌下，小廠商

從事的整合搭售行為將因不該當違法搭售要件中的「市場力量」要件而不構成違法

搭售的結果，應可認為現行的違法搭售分析方法將不至於阻礙了不具「市場力量」

的小廠商，其從事搭售整合行為所可能帶來的正面「效益」。而在現行「限縮的當

然違法原則」下的四項違法搭售分析要件，也可使法院不用如同適用「當然違法原

則」審理時一般，須主動去對法院不熟悉且又難以確定的科技整合「正面效益」進

行評估，故本文認為此或許是目前搭售分析理想與現實的折衷方式。 

4. 混合式訂價方式 或可降低阻礙科技創新的可能性 

又或有論者認為，就算如本文前段所述，不具「市場力量」的小廠商所從事的

整合搭售行為，其所可能產生的「正面效益」例如，技術的整合創新，將因小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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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該當「市場力量」要件，而不會受到現行違法搭售分析的阻礙限制；但是這是否

也意味著具有「市場力量」的獨占廠商或優勢廠商，就仍將受到現行違法搭售分析

的限制，而可能使獨占廠商整合創新的意願下降，甚或阻礙了大型廠商所從事的整

合搭售行為，其將帶來技術創新等正面效益的可能性？ 

關於這項疑慮，本文認為，「混合式訂價方式」將可以降低阻礙科技創新的可

能傷害。根據學者 Adams and Yellen (1976) 的分類92，一般廠商銷售商品組合的訂

價銷售方式，可分為以下 3種： 

(1) 個別取價策略（Pure Component Pricing Strategy） 

廠商分別單獨出售商品組合中的兩項產品，在廠商所追求的最大化利潤下，針

對該兩項產品分別訂定各自的銷售價格 P1及 P2，而消費者其可自由的決定要購買產

品組合中的任何個別產品。例如，在電腦商場中，可常見店家將主機板、硬碟等產

品分別標價，個別販售。 

(2) 單存組合訂價策略（Pure Bundling Strategy） 

廠商將兩種「個別產品」，組合成單一套裝商品訂價販售，且廠商拒絕分別提

供產品組合中「個別產品」的單獨購買機會，而針對該單一套裝商品訂訂單一銷售

價格。因此，買方只能選擇同時購買該產品組合中全部的產品，否則就必須選擇放

棄購買產品組合中的任一個別產品。例如，電腦廠商將 A 牌的主機板、印碟組成整

部 A牌的個人電腦，並且拒絕單獨出售 A牌個人電腦中的主機板、印碟等元件。 

(3) 混合組合訂價策略（Mixed Budling Strategy） 

即為上述兩種訂價銷售方式的混合，廠商不僅以單一產品組合的方式銷售，也

同時個別地出售產品組合中的個別產品。假設有兩種可供組合的個別產品，則廠商

將訂定 3 項價格，即該兩項個別產品的單獨購買價格，以及該兩項個別產品在組合

之後的單一價格，廠商除了提供產品組合的單一價格 Pm，同時也提供兩項個別產

品單獨出售的價格 P1、P2，例如，電腦廠商將 A 牌的主機板、印碟等元件組成整部

A 牌的個人電腦，以單一價格整組一起出售，然而同時其也訂定產品組合中，各項

                                                      
92 參見許心怡，寡佔市場行銷組合定價策略之研究-以電信產業為例，國立成功大學交通 
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1-16，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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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元件的個別價格，提供消費者分開購買的機會。 

而在上述 3 種產品組合的定價策略中，只有第二種的「單存組合訂價策略」在

其他某些條件也都該當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構成休曼法之下的違法搭售行為。因

為，在現行違法搭售的分析要件中，實施違法搭售的廠商，必須是以「強迫」買方

其接受「被搭售產品」來作為出售「搭售產品」的條件；而在上述三種產品組合的

定價策略中，第一種的「個別取價策略」其基本的販售模式，就是消費者可自行決

定購買任何一件單一的個別產品，故沒有某一產品與另一產品搭售的問題，也沒有

「搭售產品」與「被搭售產品」存在；而在第三種的「混合組合訂價策略」中，儘

管廠商將數項「個別產品」組合後，以單一價格整組販售，然而由於廠商同時也提

供產品組合中各項「個別產品」的個別價格與個別購買機會，因此，也沒有任何一

項個別產品，是消費者必須先接受另一項產品才能取得，自然也沒有「搭售產品」

與「被搭售產品」的存在，無法構成搭售。93所以，除了第二種「單存組合訂價策

略」在某些情形下可能構成違法搭售外，在上述第一種的「個別取價策略」與第三

種的「混合組合訂價策略」，原則上都不會構成休曼法之下的違法搭售行為。 

今微軟案上訴法院質疑，在以「顧客需求測試」作為「個別產品」要件區分標

準的情況下，若法院適用「當然違法原則」審理搭售案件，那麼第 1 家首先去「整

合」兩種可分功能的廠商，其所從事的創新整合行為，將會有被法院判定是構成違

法搭售的危險，此有可能阻礙技術創新的機會。 

然本文認為，如果該廠商剛好又於搭售產品市場具有強大市場力量，且該整合

行為確實也影響了顯著的交易量，則確實該第 1 家整合兩種可分功能的廠商，有可

能在現行違法搭售分析的 4 項要件下，被判定違法；但是本文須提醒，姑且不論該

廠商若於搭售產品市場具有強大「市場力量」，以及從該整合行為影響了非不顯著

的交易量，可推論該整合搭售爭議行為的減損競爭負面效果非屬輕微，而假定該整

合行為確實具有顯著的技術創新等正面效益，但在「顧客需求」測試下，發現該整

合行為具有可分的「個別產品」存在，則為了避免該廠商被法院判定為從事違法搭

售，該第一家進行整合的廠商，實際上只要採行「混合組合訂價策略」的銷售方

式，就可避免法院的違法搭售非難，且同樣可以兼顧該整合行為的技術創新機會。 

                                                      
93 若業者利用定價上的技巧，使消費者在心理上認為單獨購買個別產品，將比購買產品組合來
得不划算許多，仍將可能造成心理上的強迫，而該當違法搭售認定中的「強迫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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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軟案「瀏覽器」與「作業系統」的整合搭售爭議為例，根據該案的地方法

院事實調查，被告微軟公司於「作業系統」市場擁有強大的獨占力量，且其所從事

將「瀏覽器」與「作業系統」整合在一起的爭議行為，影響了顯著的交易量，又根

據訴訟當時的「顧客需求測試」發現一般消費者習慣將「瀏覽器」與「作業系統」

視為可分的「個別產品」；今假設被告微軟該「整合行為」確實具有非常顯著的技

術創新正面效益；則實際上，只要被告微軟公司採行「混合組合訂價策略」的銷售

方式，也就是除了將該公司所生產的「瀏覽器」與「作業系統」一起綑綁販賣之

外，也同時提供「瀏覽器」與「作業系統」兩者個別販售的機會，則被告微軟公司

就可免除法院判定其從事違法搭售的危險。 

以一個在「作業系統」市場具有強大獨占力量，所從事的爭議行為又影響了顯

著的交易量，而因此被強烈懷疑該整合行為具有破壞競爭效果的被告而言，只要求

其於捆綁販售「整合性產品」時，也同時提供有個別消費者需求的「個別產品」其

單獨販售的銷售機會，本文認為，此實際上應該不至於阻止被告廠商繼續將產品以

「整合」的方式提供給消費者；又如果該產品或功能的整合，其確實是具有實質而

非「貌似真實」的技術創新等「正面效益」，在經過一段時間市場的自然運作與消

費者實際使用後，消費者對於此原本包括「個別產品」但具有實質正面效益的「整

合產品」之需求，自然將會由分離而合一。則真正具有技術創新等正面效益的整合

搭售爭議行為，將因於需求市場中已經自然形成「單一產品」而將不再受到休曼法

下搭售規範的非難。 

因此，本文認為，在現行違法搭售的 4 項分析要件下，只要於搭售產品市場具

有「市場力量」的獨占廠商或優勢廠商，願意於從事「產品整合」行為時，採取

「混合組合訂價」的銷售方式，也就是除了將具有分別顧客需求的「個別產品」綑

綁販售外，同時也提供「個別產品」以「合理價格」單獨販售的機會；則該具有

「市場力量」的廠商其所從事的整合搭售行為，原則上將不會受到法院的違法搭售

非難；由此觀之，美國法院違法搭售分析的現行審理方式，應該不至於會如美國微

軟案上訴法院所擔憂，將對技術整合的創新機會，造成過重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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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Tying Arrangement of Microsoft’s Operating System 

Chang, Wei-Chung* 

Abstract 

The software of an operating system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OS) is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from concrete products. In that software is not tangible, it is difficult, at best, to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products” on the basis of appearance when there are several 

application software products installed in one OS. That is, for example, we are hard 

pressed when it comes to counting the exact number of “products” when both “Microsoft 

Word” and “Microsoft PowerPoint” are installed in one Windows OS. 

Under the American Antitrust Law, an illegal tying arrangement is sustained when at 

least two products are bound together for sale as one unit. Thus, when an application 

software product is installed in an OS, the crucial issue is how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OS should be regarded as two separate software products, or as only one OS product that 

contains the functions of the application software. In other words, carrying other 

application software functions as a platform, particularly in view of their intangibility, 

makes it difficult to clearly define whether it is one or two products once the OS has been 

integrated with other application software functions. Understandably, this has 

fundamentally challenged the way the Antitrust Law defines a “tying arrangement”. 

On May 18, 1998, the United S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dozens of state 

attorney-generals filed an antitrust suit against Microsoft Corporation. The most 

contentious issue was the very question as to how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y should be 

regarded as two separate software products or only as one when Microsoft proceeded with 

its contractual and technological bundling of the IE web browser with its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 manufacturer of an OS may 

be in violation of a tying arrangement under the Antitrust Law.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U.S. Supreme Court’s precedent and comparing the viewpoints of the district cour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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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eal court toward the Microsoft case, we seek appropriate criteria so as to b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integration of an OS with application software 

should be regarded as two separate software products, or as only one OS product which 

contains the function of the application software. 

 

Key words: character of demand, per se illegal, rule of reason, browser, operating system,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Antitrust Law, tying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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