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杯葛行為之法律與經濟分析 75 

《公平交易季刊》 
第 17卷第 1期（98/01），頁 75-122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杯葛行為之法律與經濟分析 

陳丰津、陳文生、陳家榮* 

摘要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規定，基本上須有杯葛發起人、杯葛參與人

與受杯葛人等三方當事人始能成立杯葛行為；當事業以杯葛為競爭之手段，其為不

公平競爭行為，對競爭者將會造成限制競爭效果，因此，杯葛行為本身即兼具不正

競爭與限制競爭之性質，必須立法禁止杯葛行為，以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其立法之

規範目的為（一）防止受杯葛人之事業經營受到阻礙，（二）確保杯葛參與人選擇

交易對象與決定交易方式之自由。 
依經濟學理將市場區分為獨占市場、獨占性競爭與寡占市場，按杯葛行為當事

人所屬市場結構之特性，將杯葛型態分為八種杯葛行為；不論一般競爭關係或優勢

廠商結構情況，其杯葛行為所產生之經濟效果，將帶來市場價格上漲，消費者剩餘

減少，社會福利水準降低等不利結果；而公平會所處分的實際個案，亦顯示杯葛行

為之不公平競爭實具有可責性。因此，理論上與實務上皆認為應禁止杯葛行為，以

維持市場公平競爭。 
依現行公平法第 36 條之規定對於違反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杯葛行為之處分對

象僅有杯葛發起人，其處分手段依公平法第 41 條規定為先行政後司法；而受杯葛
人之損害可依公平法第 31條與第 32條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關鍵詞：杯葛行為、水平杯葛、垂直杯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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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葛行為 

(一) 意義 

公平交易法（簡稱公平法）第 19 條規定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

事業不得為之，其中第 1 款規定「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

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此種促使他事業所為之共同拒絕交易行

為，稱之為杯葛行為（Boycott）；換言之，杯葛發起人1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

促使杯葛參與人2共同斷絕與該特定事業之關係或不與之建立關係為目的，對於特定

事業（受杯葛人3）之一種有組織之阻絕行為，使該特定事業於市場上處於競爭不利

之地位、減弱其競爭能力、甚至退出市場或無法進入市場參與競爭4；相對的，有關

杯葛參與人交易對象選擇與意思決定之自由，亦因杯葛而受到干擾與限制。 

因此，德國對於杯葛行為採取禁止之立場5，制定了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與不正

競爭防止法，以管制不合理之杯葛行為；美國休曼法第 1 條乃規範限制貿易或商業

之不法行為的一般性規定，將杯葛（boycott）6列為管制項目，若杯葛行為構成不合

理之限制競爭結果而違反公平交易之精神，司法實務則發展出「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ity）」與「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之違法性判斷原則，以審查具體個案

是否違反反托拉斯法而妨礙市場公平競爭7。 

                                                   
1 杯葛發起人（相當於主犯），即公平法第 19 條所稱之「事業」，又稱為杯葛發話人。莊春

發，「杯葛行為之分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14卷第 1期，49，2006。 
2 杯葛參與人（相當於從犯），即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所稱之「他事業」，又稱為杯葛受話

人，有時未必是經濟上之加害人，由於受到杯葛發起人之約束，可能喪失貨源或流失顧客，使其

經濟利益受損，亦為受害人。莊春發，「杯葛行為之分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
49，2006。 

3 杯葛受害人（相當於被害人），即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所稱之「特定事業」，但未必有經濟
損害，又稱為被杯葛人或杯葛受害人。莊春發，「杯葛行為之分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14卷第
1期，49，2006。 

4 莊春發，「杯葛行為之分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14卷第 1期，48，2006。 
5 劉孔中，「德國競爭法中與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相關規定之研究」，歐美研究，第 24 卷第 1
期，49，1994。 

6 許永欽，違反公平交易法行為制裁制度之研究，台北大學法研所博士論文，326-327，200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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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7，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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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學理解釋應有杯葛發起人、杯葛參與人以及受杯葛

人等三方當事人始可構成杯葛行為，發起人透過參與人進行杯葛，應屬「間接杯

葛」行為，立法例近似於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與第 19 條明文禁止之不公

平交易行為一般指定部分第 1 款之間接杯葛類型8。至於杯葛發起人與受杯葛人雙方

當事人間之「直接杯葛」行為，基於保障選擇交易對象之自由，雖非本款規範之對

象，卻可能構成同條第 2 款之不當「差別待遇」行為。因此，本文僅討論間接杯葛

行為。 

(二) 立法意旨 

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其立法理由是為了維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因此

事業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斷絕購買或其他交

易之杯葛行為，並不能直接提升事業本身之競爭效能，卻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阻

礙該特定事業之營業活動，使其無法或難以在市場上公平競爭，應予以禁止9，以建

立市場公平競爭之機制。 

(三) 規範目的 

杯葛之發生須有杯葛發起人、杯葛參與人以及受杯葛人等三方當事人始能成

立，前兩者共同合作，使受杯葛人於市場競爭處於不利地位，其涉及之競爭內涵視

杯葛之型態而定。若發起人與受杯葛人為上下游之供需關係，其斷絕供給將阻止下

游廠商10進入上游市場之機會，而拒絕購買則阻止上游廠商銷貨至下游市場，不但

影響上下游廠商間之「垂直競爭」，事實上亦形成不公平之「市場競爭」而違背

「產業競爭」之精神。若受杯葛之對象為處於同一產銷階段之廠商，則不公平之杯

葛手段將限制「品牌間競爭」、阻礙「水平競爭」關係；此外，若受杯葛之廠商為

                                                   
8 根岸哲，「不公正な取引方法の実質要件としての公正競争阻害性」，独占禁止法の基本問

題，有斐閣，160-161，1990（平成 2 年）。辛志中，「簡介日本「不公平交易方法」，公平交易
季刊，第 4卷第 4 期，148-153，1996。 

9 1991 年 2 月 4 日公平法之立法理由指出「維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為本法之立法目
的，故事業有礙公平競爭之行為，應予禁止。」。 

10 本文有關經濟學上所稱之「廠商」，其意義與公平法所稱之「事業」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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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企業或潛在廠商，則影響了「外國競爭」與「潛在競爭」之競爭內涵11。 

以經濟學觀點而言，不正競爭之杯葛行為影響了不同層次之競爭內涵，破壞市

場競爭之公平性，可能造成受杯葛人之損害；而其限制競爭之作用，亦將影響杯葛

參與人之交易自由。因此，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規範目的，一方面基於維護市

場公平競爭，防止受杯葛人之事業經營受到阻礙，另一方面則著重保障交易自由，

確保杯葛參與人選擇交易對象與決定交易方式之自由12。 

1. 防止受杯葛人之事業經營受到阻礙 

杯葛行為以斷絕交易13之不正當手段防止特定事業進入市場競爭或減損其競爭

力，此種阻礙受杯葛人營業活動之行為，卻使杯葛發起人在市場競爭上更具優勢，

有違公平競爭精神。為確保公平競爭，維護交易秩序，使特定事業免受不當之阻

礙，公平法上有必要對杯葛行為予以規範。 

2. 確保杯葛參與人選擇交易對象與決定交易方式之自由 

通常杯葛發起人利用其市場力量而干預或限制杯葛參與人意思形成之自由，使其

斷絕與特定事業之交易；相對的，斷絕購買時，杯葛參與人可能喪失或減少貨源；而

斷絕供應時，杯葛參與人也將失去顧客，使杯葛參與人可能遭受經濟上之損失或不利

益，杯葛參與人亦不失為間接之被害人。因此，除了保護受杯葛人之營業活動免於遭

受阻礙之外，亦應保障杯葛參與人選擇交易對象、決定交易方式之自由14。 

例外情形為杯葛發起人與杯葛參與人雙方有共同利益時，杯葛參與人受到發起

人之促使而對受杯葛人進行杯葛行為，而斷絕交易之結果是將同業排除於若干有利

交易機會之外，反而有利於杯葛參與人之事業發展，此時參與人選擇交易對象與決

                                                   
11 莊春發，「競爭的內涵與公平交易法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 10 卷第 3 期，22-36，

2002。  
12 亦有認為杯葛行為旨在損害某一特定事業，如杯葛之結果使特定事業被逐出市場，其結果可

能威脅該事業之經營者與受僱員工之生存與生活，甚至傷害經濟之穩定與社會之安寧。湯明輝，

公平交易法研析，113-114，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 
13 斷絕交易係指公平法第 19條第 1款所謂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易之行為。 
14 孫奇芳，「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妨礙公平競爭行為規範之違反與損害賠償」，司法院八十五

年度研究發展項目研究報告，司法研究年報，第 17輯第 4篇，15，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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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交易方式之自由未受侵害，亦無經濟上損害或不利益，此種情況杯葛參與人並非

杯葛行為之間接被害人。 

由於杯葛參與人乃實際參與杯葛行為之實施，本身涉入以不正當手段進行不公

平之競爭行為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事實，因此，通常有側重於受杯葛人之保護，而

疏於維護杯葛參與人權益之傾向，或許自己參與杯葛行為而招來之損害與受杯葛人

所受之損害，評價上輕重有別而沒有受到同等的重視。惟杯葛行為同時兼具不正競

爭行為與限制競爭行為之特質，規範上應兼顧保障受杯葛人免於受杯葛之公平交易

機會與確保杯葛參與人選擇交易對象、決定交易方式之自由。 

(四) 性質 

1. 主管機關之見解 

公平會第 382次委員會議，對於「公平法第 19 條構成要件研析」乙案之決議15

指出，由規範本質、保護法益與各國立法例著眼，可將第 19 條第 3、4 及 5 款劃歸

為「不公平競爭」範疇，而將第 1、2 及 6 款歸屬「限制競爭」範疇。公平會之決

議認為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杯葛行為，是以行為事業具有相當市場力量為成立

前提，而對市場競爭結構產生不當影響之限制競爭效果，在競爭法上應屬限制競爭

行為。 

2. 學說見解 

(1) 屬限制競爭行為 

公平法第 19 條雖編列於公平法第三章不公平競爭專章，然參酌公平法第 19 條

之立法理由，可知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杯葛行為，係參考當時日本獨占禁止法

第 2 條與韓國限制獨占法第 15 條之規定，本質上屬於限制競爭法規範之範疇，因

此杯葛行為之性質應為限制競爭行為。但亦有指出若市場行為可能造成限制競爭，

                                                   
15 李憲佐、吳翠鳳、沈麗玉，「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規範之檢討─以「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為中心」，公平交易季刊，第 10卷第 2期，17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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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手段非屬正當，即有同時適用限制競爭法與不正競爭法規範之可能性16。 

(2) 屬不正競爭行為 

通常市場競爭，是以商品或服務之品質與價格兩要素為正當之競爭手段，如事

業採取品質優於競爭對手、價格低廉或兼具質優價低、物美價廉之優勢等方法，使

競爭者無法與自己競爭而贏得市場。然而杯葛行為捨正途不為而借助他人力量以不

正當手段排擠競爭者，其本質違反效能競爭法則，違背經濟秩序與商業倫理，屬高

度可非難性之競爭行為，為典型不公平競爭行為17。若以公平法第 19 條編列於公平

法第三章不公平競爭之專章而論，著重保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強調市場交易競爭

手段之純正，禁止事業利用不正當競爭手段，以爭取交易機會或獲取產業活動之不

法利益，因此，將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杯葛行為納入不公平競爭章中加以規範，

符合專章名稱意旨18。 

(3) 兼屬限制競爭行為與不正競爭行為 

由於杯葛行為對於市場競爭結構產生不當之影響，使受杯葛事業之市場效能競

爭有受限制或妨礙之可能性，評價上為應予非難之限制競爭行為；而杯葛發起人主

觀上有損害或打擊特定事業之故意，藉由杯葛參與人之協助，利用不正當之杯葛手

段，斷絕與受杯葛人之交易，此乃違反商業倫理與善良風俗之競爭手段，屬可非難

性之不正競爭行為，應受競爭法之規範19。 

此外，有學者認為公平法第 19 條之「妨害公平競爭」，其指涉之行為態樣有

三種類型：(1)妨害自由競爭；(2)妨礙交易自由與自主性；(3)以違背效能競爭原理

之不公平手段，從事爭取交易機會，破壞公平競爭狀態。因此，杯葛行為具有阻礙

他事業營業活動之限制競爭性質，可能妨害自由競爭之外，對杯葛參與人自由選擇

交易對象與自主決定交易方式之自主性，亦有抑制作用而拘束其交易之自由；若以

                                                   
16 呂榮海、謝穎青、張嘉真，公平交易法解讀，8-9，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0。 
17 廖義男，「從行政法院裁判看公平交易法實務之發展（上）」，月旦法學雜誌，第 69 期，

29，2001。  
18 廖義男、顏雅倫，「不公平競爭」，收於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吳秀

明，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九十三

年度委託研究報告二，3-4，2004。 
19 洪禮卿、何之邁、單驥、蘇永欽、范建得、陳丁章，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修正後之適用問

題研究，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八十九年度合作研究報告十二，2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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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立法例而言，其杯葛行為於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與不正競爭防止法中皆有規

範，係屬二法交錯領域之行為類型，故認為杯葛行為同時兼具限制競爭行為與不正

競爭行為兩種性質20。 

3. 本文見解─兼屬限制競爭行為與不正競爭行為 

杯葛行為乃不正之競爭手段，本身即為不公平競爭行為，將會阻礙或限制他事

業之競爭自由，而形成限制競爭與不公平競爭之現象。學說上雖然眾說紛陳，但如

同德國立法例所言，限制競爭行為與不正競爭行為，彼此法規範領域交錯而相互影

響，本文認為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杯葛行為之性質應屬兼具限制競爭與不正競爭

行為。 

二、杯葛行為之構成要件 

認定事業之行為是否該當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所規範之杯葛行為者，須同時

滿足二項要件：一為形式要件，即該行為符合該款所規定之杯葛行為；其次為實質

要件，即該行為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效果21。 

(一) 形式要件 

依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規定，可將杯葛行為之形式要件區分為四項要件：(1)

須有三方當事人；(2)當事人須為公平法規範之事業；(3)杯葛發起人須促使杯葛參與

人對受杯葛人斷絕交易；(4)主觀上須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 

1. 須有三方當事人（杯葛發起人、杯葛參與人、受杯葛人） 

依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規定，杯葛行為係指杯葛發起人以損害受杯葛人為

目的，要求杯葛參與人對受杯葛人為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因此，杯

                                                   
20 黃銘傑，「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之規範原理與架構」，月旦法學雜誌，70-71，2001。 
21 黃銘傑，「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之規範原理與架構」，月旦法學雜誌，72-74，2001。 



82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葛行為主體必須有杯葛發起人、杯葛參與人、受杯葛人等三方當事人之參與，始足

當之。例如金石堂公司要求聖誕卡供應商斷絕供應聖誕卡給其他圖書文具公司，否

則將全面抵制，拒售該供應商之商品。此時金石堂公司為杯葛發起人，聽從金石堂

公司意旨之聖誕卡供應商為杯葛參與人，因而無法取得聖誕卡貨源之其他圖書文具

公司則為受杯葛人。因此，杯葛行為主體中，杯葛發起人與杯葛參與人屬於同一陣

線，以損害受杯葛人為目的。 

須注意的是，所謂杯葛行為之「三方」當事人，不僅法律形式上為獨立事業，

而經濟實質上應為獨立經濟實體22，三方當事人於經濟上具有獨立自主之決策能

力。若杯葛參與人只是一個受杯葛發起人所控制之從屬公司，法律形式上雖為獨立

個體，但經濟實質上欠缺獨立性，則杯葛參與人與杯葛發起人合而為一，欠缺三方

當事人而僅為一種單方面拒絕交易之行為，並不構成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杯葛

行為23。惟該拒絕交易行為，仍有可能構成公平法第 19 條第 2 款拒絕交易之差別待

遇24。 

2. 當事人須為公平法規範之事業 

當事人資格，應符合公平法第 2 條所規範之事業，包括公司、獨資或合夥之工

商行號、同業公會與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等。公平會對「事

業」之認定，實務上採取較為寬鬆之態度，如公平會（84）公處字第 013 號處分書

「南投縣液化氣體燃料商業同業公會杯葛新分銷商案」，公平會認為：潛在競爭者

是否存在……，不因其尚未有實際營業行為，而否定其為本法「事業」之身分。本

案檢舉人雖尚在申請營業執照，惟其成為新分銷商之意願顯明，為潛在的競爭者，

屬於本法所稱之「事業」，應適用公平法之規範，以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因此，對

於杯葛當事人之資格要求與限制，宜進一步分析： 

                                                   
22 劉孔中，公平交易法，200，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3。  
23 認識公平交易法，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234，2004。  
24 應注意者乃事業單方面拒絕交易行為，可能涉及交易對象選擇之自由，不能輕易認定為妨害

公平競爭之行為。汪渡村，公平交易法，132，台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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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杯葛發起人對參與人具有影響力25 

公平會第 382 次委員會議，關於「公平法第 19 條構成要件研析」之決議中指

出，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杯葛行為，係屬限制競爭之行為，於競爭法上之非難

性為對於競爭秩序產生不良之影響，因此，行為人須具有相當市場力量，始可能達

到影響市場競爭秩序之效果，而杯葛發起人須具有相當市場力量，始有「促使」其

他杯葛參與人之能力26。 

然而，客觀上足以認為杯葛發起人之行為，有「誘導或唆使」他事業拒絕與特

定事業交易之作用，其行為本身已違反商業倫理與效能競爭，即有可非難性，不須

再檢視其行為有無減損市場競爭或妨害市場公平競爭。因此，杯葛發起人有無相當

市場力量，並非衡量杯葛行為之指標27。若以杯葛發起人具有相當市場力量為認定

杯葛行為之成立門檻時，可能無形中排除了許多原本具有可罰性之杯葛行為，並非

妥適。何況公平法第 19 條所謂「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不得為

之」是採取「抽象危險性」之評價，毋須達到「具體危險」之程度，因此，縱然杯

葛發起人，未具有相當之市場力量，亦有可能因其競爭手段本身顯失公平性，而應

受公平交易法規範28。本文認為杯葛發起人未必具有相當市場力量，但只要有足以

影響參與人之能力，亦可成立杯葛行為。 

(2) 杯葛參與人包含目前既有與未來可能之交易相對人 

通常行使斷絕交易之杯葛參與人，至少是受杯葛人既有之交易相對人，惟不應

以此為限。公平會公處字第 092152 號處分書有關「台中家禽合作社杯葛皇室吉利

堡商行案」表示：杯葛行為，係指事業為達成損害特定事業或「剝奪特定事業日後

參與市場活動之目的」，促使他事業不與特定對象事業從事交易之行為……，即認

為事業之一切現有或潛在之交易關係，都不應受杯葛行為之影響。 

其次，公平會公處字第 014 號處分書有關「勁泰公司杯葛大漢企業社案」指

                                                   
25 如發起人雖不具有相當市場力量，卻是參與人之關鍵零組件供應商，而足以影響參與人。 
26 李憲佐、吳翠鳳、沈麗玉，「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規範之檢討─以「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為中心」，公平交易季刊，第 10卷第 2期，172，2002。 
27 廖義男，「從行政法院裁判看公平交易法實務之發展（上）」，月旦法學雜誌，第 69 期，

29-30，2001。 
28 黃銘傑，「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之規範原理與架構」，月旦法學雜誌，72-74，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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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被處分人……於未取得任何有關大漢企業社有仿冒侵害其專利及著作權之證

物資料前，即已向大漢企業社之『交易相對人』及『可能之交易相對人』陳述該社

有仿冒及侵權之情事，有損害特定事業，以排除該特定事業從事市場競爭，期維持

既有之交易地位……違反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規定。」，亦採相同見解。因

此，本文認為杯葛參與人應包含目前既有與未來可能之交易相對人。 

(3) 受杯葛人包含可得特定之事業 

受杯葛人為既有市場中現存之特定事業，但不以此為限；客觀上即將參進市場

之潛在競爭者，也可能成為受杯葛人，亦應受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保護。公平會

公處字第 013 號處分書關於「南投縣液化氣體燃料商業同業公會杯葛新分銷商」即

明確指出：「潛在競爭者（或稱可得特定事業）是否存在，在執行公平交易法時就

必須審慎考量其影響性，且不因其尚未有實際營業行為，而否定其為本法「事業」

之身分。本案檢舉人雖尚在申請營業執照，惟其成為新分銷商之意願顯明，是為一

潛在的競爭者，而應為本法所稱之『事業』。」肯定潛在競爭者為可得特定之事

業，具有受杯葛人之適格。 

有疑義者乃潛在競爭者是否符合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特定事業」，由上

述公平會處分書可知，公平會將「特定」解釋為包含「可得特定」，而認為潛在競

爭者符合「可得特定」之事業。惟須注意者，「特定」為確定之概念，而「可得特

定」具有某種程度之不確定性，解釋上將「可得特定」包攝於「特定」概念之內，

於適用公平法第 36 條之刑罰規定時，似有違反罪刑法定原則，易招質疑而有爭

議，應尋求修法解決此一困境。 

(4) 小結 

判斷是否屬公平法上之杯葛行為，宜確認其當事人資格，如資格不符合前揭事

業之定義，則其發生之杯葛並非公平法所規範之杯葛行為。例如某一公司之產品價

格過高，消費者團體發起消費者拒買該產品之抵制活動，雖然習慣上稱為「杯葛行

為」；但消費者團體並非公平法第 2 條所稱之「屬於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

之人或團體」，其當事人資格不符，因此該抵制活動，並非公平法所規範之杯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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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29。惟公平法對於具體個案中發動杯葛之發起人仍有不同之評價： 

○1  杯葛發起人為事業：例如有一事業不當呼籲消費者杯葛競爭對手，此時杯

葛參與人為消費者，並非公平法第 2 條所稱「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事業」，

不具備杯葛參與人之當事人資格，自不構成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杯葛行為。惟

該促使拒絕交易之行為仍具有剩餘不法內涵，應有公平法第 24 條概括條款規定之

補充適用餘地30。 

○2  杯葛發起人非屬事業：例如消費者保護團體因某航空公司票價過高，基於

消費者利益而發起拒搭之行動，其發起人為消費者保護團體，不符合公平法第 2 條

事業之定義，並不成立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杯葛行為31，亦無公平法第 24 條概

括條款規定之適用，似應考慮回歸適用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善良風俗條款」

之規定32。 

3. 主觀上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 

(1) 直接故意 

杯葛行為是杯葛發起人「主動」發起，其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之主觀意圖必須

是直接故意（dolus directus）始足當之，若杯葛發起人雖明知杯葛行為，有可能導

致特定事業之損害，但只是「被動」地預見杯葛行為之發生，且其發生並不違背其

意思，欠缺主動發起並促使杯葛行為發生之情形，則不可能構成杯葛行為。蓋出於

被動故意（dolus eventualis）之主觀意圖與杯葛發起人居於主導地位而主動發起杯

葛行為之現象，顯不相符。杯葛發起人不但認知其杯葛行為將會導致市場上特定事

業之損害，仍「有意」促使其發生，始符合主觀構成要件33。 

                                                   
29 陳櫻琴，「妨礙公平競爭行為之規範」，收於賴源河編，295，公平交易法新論，台北︰元

照出版公司，2002。 
30 吳秀明，「競爭法上之概括條款─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法律適用原則與規範功能之再檢討

（下）」，政大法學評論，第 85期，211，2005。 
31 王銘勇，「杯葛（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之研究」，公平交易季刊，第 4 卷第 1 期，

87-88，1996。 
32 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614-615，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4。 
33 劉孔中，公平交易法，201，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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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阻卻違法事由 

杯葛發起人能否主張防衛其正當利益而排除其損害受杯葛人為目的之意圖？學

說上多認為出於防禦正當利益之杯葛行為，主觀上雖具有損害特定事業之目的，但

此種防衛性杯葛行為，得作為阻卻違法事由而排除違法之評價，應注意者為杯葛發

起人仍須兼顧相對人之正當利益，並妥善選擇其手段34。 

實務上，對於維護正當利益之杯葛行為，公平會認為不構成違反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規定，例如公平會於 82 年公訴決字第 035 號訴願決定書指出，被檢舉

人所發函之內容係敘述其擁有係爭產品之製造方法專利權，說明侵害專利權之訴訟

已繫屬法院中，而促使訴願人之交易相對人台北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勿核准侵害其專

利之產品為合格建材，……自難謂被檢舉人之發函行為，係以損害訴願人為目的。

此發函行為並非意圖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與杯葛之要件不符，應不屬公平法第 19

條第 1款之杯葛行為。 

公平會公研釋 069 號解釋指出：「事業以競爭者侵害其專利權為理由，發函予

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勿與該競爭者從事交易，在該函中如未明確表示其專利權之範

圍及該競爭者所為之具體侵害事實，其發函行為顯係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

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易行為之行為，有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規定。」此一解釋雖未正面指出，此種防禦

性杯葛並不違反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規定；惟反面推論，若事業（杯葛發起

人）於警告函中明確表示其「權利之範圍」與競爭者所為之「具體侵害事實」者，

自難謂該發函行為，係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由公平法第 45 條之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法行使權利之正當

行為，不適用本法之規定」與公平會「審理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警

告函案件處理原則」之相關規定，若杯葛發起人依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法而行

使權利之正當行為，對外發布競爭對手侵害其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之警告函，

應參照公研釋 069 號解釋函，檢視該警告函中有無明確表示其「權利之範圍」與競

                                                   
34 劉孔中，「我國法之研究」，收於莊朝榮、劉孔中、陳家駿、韓毓傑，我國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與美、日、德相關規定與執行狀況之比較分析，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八十三年度委託研究報

告一，151，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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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者所為之「具體侵害事實」，表達內容是否以排除其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侵

害為主，判斷其有無損害特定事業之意圖，以決定該發函行為是否構成公平法第 19

條第 1款之杯葛行為35。  

4. 須有促使行為 

(1) 促使之意義 

以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結構來看，杯葛發起人以「與受杯葛人斷絕交易」

之意思表示而影響杯葛參與人，誘發或干預其意思決定，因而產生可能損害受杯葛

人之斷絕交易行為。因此，所謂「促使」行為，乃杯葛發起人單方之意思表示並到

達杯葛參與人即為已足，不須與杯葛參與人達成合意或協議，性質屬意思通知，客

觀上足以產生導致杯葛參與人做出與受杯葛人斷絕交易之決定36。 

實務上，公平會於 92 年公處字第 092152 號處分書，有關「台中家禽合作社杯

葛皇室吉利堡商行案」表示：杯葛行為，係指事業為達成損害特定事業或剝奪特定

事業日後參與市場活動之目的，「促使」或透過「合意方式」約定他事業不與特定

對象事業從事交易之行為云云，即認為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所規範之情形，包含

杯葛發起人與杯葛參與人具有合意之情形，即肯定「促使」行為得包含「合意」行

為而有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適用。因此，凡客觀上足以導致杯葛參與人做出影

響受杯葛人經營狀態之決定，包括杯葛發起人單方之「促使」行為或與杯葛參與人

事前達成「合意」之行為，均屬於公平法第 19條第 1款之促使行為37。 

本文認為單方之「促使」行為與雙方之「合意」行為，兩者性質不同，而「合

意」行為尚難成立公平法上之杯葛行為，此與公平會於前述「台中家禽合作社杯葛

皇室吉利堡商行案」所持看法不同，其理由如下： 

 

                                                   
35 孫奇芳，「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妨礙公平競爭行為規範之違反與損害賠償」，司法院八十五

年度研究發展項目研究報告，司法研究年報，第 17輯第 4篇，21-22，1997。 
36 孫奇芳，「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妨礙公平競爭行為規範之違反與損害賠償」，司法院八十五

年度研究發展項目研究報告，司法研究年報，第 17輯第 4篇，18，1997。 
37 范建得、陳丁章，「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行為」，收於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

傑、石世豪、吳秀明，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行政院公平

交易委員會九十三年度委託研究報告二，12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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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促使行為之性質而言，若杯葛之促使屬單方意思通知之事實行為，杯

葛參與人意思決定之自由將會受到侵害，而不存在意思決定自由未受迫害之合意行

為；相對的，若杯葛發起人與杯葛參與人已達成合意時，則根本不存在意思決定之

自由遭受侵害之情形。 

再者，違反公平法第 19 條第 1款時，依公平法第 36 條之規定，其處罰對象僅

為杯葛發起人而不及於杯葛參與人，認為其意思決定之自由受侵害而同屬杯葛行為

之受害者，因此，解釋上有必要將杯葛之「促使」限定為單方意思通知之事實行

為，不包含杯葛發起人與杯葛參與人雙方之事前合意行為，始能達成保護受杯葛事

業之營業活動與確保杯葛參與人意思決定自由之規範目的。 

(2) 促使之程度 

若杯葛之促使尚未達到影響杯葛參與人意思決定之程度，則該項杯葛呼籲行為

對於杯葛參與人之意思自主並無妨礙；亦無引起杯葛參與人對受杯葛人為斷絕交易

之可能，則不妨礙受杯葛人之競爭自由。因此，客觀上足以影響杯葛參與人之意思

決定，即為構成要件之一38，通常是以杯葛發起人之商品特質、市場地位、市場結

構與杯葛行為對市場之影響等，綜合判斷客觀上是否足以影響杯葛參與人之決定，

而不以行為人主觀上自認其並無支配杯葛參與人之影響力，為阻卻杯葛行為之該

當。 

客觀上足以影響或干預杯葛參與人之意思決定，與單純建議有別，實務上對於

「促使」之闡釋，公平會於公訴決字第 034號訴願決定書指出「公平法第 19條第 1

款所謂促使他事業對特定事業斷絕供給之行為，無須明白地對相對人課予契約上之

義務，只要依其情形相對人已認識到如不遵守其所為之要求，即可能在經濟上帶來

某種不利益，進而為斷絕對特定事業之供給行為，而發生實際效果為已足，並不以

發生拘束性強制力為必要」。 

(3) 促使後，不須有實際杯葛行為 

杯葛行為之違法性乃是其屬於違背效能競爭之手段，違反商業倫理，若足以認

                                                   
38 范建得、陳丁章，「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行為」，收於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

傑、石世豪、吳秀明，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行政院公平

交易委員會九十三年度委託研究報告二，12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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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杯葛發起人之行為有「誘導或唆使」他事業拒絕與特定事業交易之作用，即具有

可非難性；杯葛參與人是否聽從唆使、實際上有無杯葛行為，在所不論39。蓋杯葛

行為之禁止，係出於事前防範之理念，只要杯葛促使具有抽象危險性，即可據以認

定，毋須杯葛行為之不正競爭手段已造成限制競爭之損害事實40。因此，僅須杯葛

參與人受杯葛發起人促使行為之影響即為已足，實際上有無斷絕交易之行為，並非

違法行為之構成要件41。 

實務上，公平會公研釋第 069 號解釋：「事業以競爭者侵害其專利權為理由，

發函予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勿與該競爭者從事交易，在該函中如未明確表示其專利

權之範圍及該競爭者所為之具體侵害事實，其發函行為顯係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

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易行為之行為，有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規定。」客觀上認為該發函行為具有

「促使」杯葛行為之作用，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可能，故實際上毋庸斷絕交易，即

足以認定為違反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杯葛行為。雖然公平會已處理之杯葛案

件，大都有實際杯葛行為，但不得據此結果而推論杯葛參與人須有實際斷絕交易行

為，始能成立杯葛行為42。 

(二) 實質要件─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除形式要件之外，杯葛行為尚須具備公平法第 19 條本文所規定「有限制競爭

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之實質要件。學說上認為須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

「之虞」，係採取「抽象危險」之標準，只要杯葛行為之實施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

平競爭之「可能性」即為已足，不須產生市場競爭之「實質限制」為必要，亦毋須

達到「具體危險」之程度43。公平會第 71 次委員會議通過之「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

                                                   
39 廖義男、王以國，「不公平競爭」，收於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吳秀

明，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九十三

年度委託研究報告二，12-13，2004。 
40 莊春發，「杯葛行為之分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14卷第 1期，58，2006。 
41 范建得、陳丁章，「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行為」，收於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

傑、石世豪、吳秀明，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行政院公平

交易委員會九十三年度委託研究報告二，127，2004。。 
42 莊春發，「杯葛行為之分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14卷第 1期，56-57，2006。 
43 孫奇芳，「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妨礙公平競爭行為規範之違反與損害賠償」，司法院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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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考量」指出：減損競爭結果之認定「不以市場之競爭機能已實際受到影響為必

要，只要認其實施，將可能減損市場之競爭機能即具可非難性。」 

公平法第 19 條各款行為共通之實質要件為「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因此公平會成立專案小組，針對所謂「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判斷基準進行研

析，自公平會第 71 次、第 382 次與第 481 次委員會議之決議，可窺知其相關見

解。 

1. 公平會第 71次委員會議決議 

公平會於「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適用考量」表示：「按事業之競爭行為是否該

當公平法第 19 條「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構成要件，應就事業採取之「競爭手

段」是否具有「不公平性」或其「競爭結果」是否「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分

別或綜合加以判斷。其競爭手段本身顯已失公平性者，即具可非難性，構成妨礙公

平競爭之虞的適用要件，相當於所謂當然違法。其競爭手段之不公平未達當然違法

時，應進一步從其競爭結果是否增加或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併同認定之。減損

之者，必須再從合理原則審酌有無構成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2. 公平會第 382次委員會議決議 

公平會第 382 次委員會議對於「公平法第 19 條構成要件研析」決議，將公平

法第 19 條第 1 款杯葛行為之性質，歸類為「限制競爭」行為之範疇，並針對該條

各款行為之性質與違法性之判斷加以連結，如各國有關可能對市場競爭產生影響之

「限制競爭」行為之規範，多採取合理原則判斷其違法性，除具備實質違法要件

外，尚設有行為人須具有相當市場力量之門檻規定，使不具市場力量之事業，排除

違法之可能性。 

3. 公平會第 481次委員會議決議 

公平法第 19 條將實質要件由「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修正為「有限制競爭或妨

                                                        
年度研究發展項目研究報告，司法研究年報，第 17輯第 4篇，7，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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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公平競爭之虞」，解釋上公平會第 481 次委員會議決議，認為公平會第 71 次委

員會議有關「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適用考量，係依照歐美先進國家執行公平法之

經驗，並不以各個行為之實施會對市場競爭產生實質限制為必要，而只要該行為實

施後「有妨礙公平競爭的可能性」或達到「抽象危險性」之程度即可。因此，公平

會過去之見解已將「妨礙公平競爭」之涵義與「限制競爭」之概念等同視之，修法

後所增列之「限制競爭」要件，與以往執法標準並無不同。 

4. 小結 

(1) 公平會見解 

回顧公平會第 71 次、第 382 次與第 481 次委員會議對於構成杯葛行為之實質

要件─「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乃採取「抽象危險性」之見解，並引

進美國反托拉斯法實務上「當然違法」與「合理原則」以處理杯葛行為。 

「當然違法」與「合理原則」為美國休曼法（Sherman Act，反托拉斯法）處理

市場自由競爭問題，於司法實務上所發展出來之違法性判斷原則44。美國休曼法第 1

條明文規定禁止任何以契約、托拉斯或其他方法作成之合意或共謀，用以抑制各州

間之貿易或商業，或抑制州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45，因此，早期有關判斷限制自

由競爭行為之違法性，是以當然違法原則（per se illegality）為主，由於行為本身具

有不公平競爭效果，可推定其不合理性而認定為違法，毋庸進一步精確調查該行為

實際造成之損害。處理杯葛行為時，原則上不須證明損害、市場占有率與市場影響

力等因素即可認定違法，對被害人而言較為有利，有訴訟經濟之效果46。但美國

                                                   
44 Scherer,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2nd, Houghton Mifflin,182 (1978). 
45 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Section 1 Trusts, etc., in restraint of trade illegal; penalty 
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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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shall be punished by fine not 
exceeding $1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350,000, or 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three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Border, Douglas 
F., A Guide to US Antitrust Law, 35 (2005). 

46 王銘勇，「杯葛（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之研究」，公平交易季刊，第 4 卷第 1 期，
83，1996；D.M. Raybould and Alison Firth, Competition Law and Practice in the USA, EEC,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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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認為國會通過反托拉斯法案時，本質上無意一律禁止此種行為，因此 高法

院對於休曼法案採取彈性適用準則，以「合理性」（reasonableness standard）為標

準，指出反托拉斯法所非難的是不合理限制競爭之行為，分析行為之目的與效果而

判斷其合理性，檢視行為之性質（nature）、範疇（scope）與效果（effect），衡量

是否妨礙競爭，著重於審查被告事業之行為對於競爭結果之影響，若限制競爭因素

大於有益競爭因素時，則屬法律非難之行為，稱之為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 

惟當然違法或合理原則，乃為涉及限制自由競爭問題之違法性判斷原則，杯葛

行為本身屬於不公平競爭手段，具有可非難性而依當然違法處理時，何來「競爭手

段之不公平未達當然違法」之情形；再者，以杯葛行為當作競爭手段，其行為具有

不公平性或手段本身違反商業倫理而導致非議評價之行為不法，與自由競爭機能之

破壞無關，何須「進一步從其競爭結果是否增加或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倂同認

定之」，其前後似有矛盾，令人難以理解47。 

(2) 本文見解 

對於公平會有關「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適用考量」見解矛盾之處，可能來自於

杯葛行為之性質兼屬不正競爭與限制競爭之故。蓋不正競爭法重視不當行為之矯

正，強調「行為不法」；限制競爭法則重視防免市場自由競爭環境之破壞，強調

「市場不法」48，因此，行為不法對應於不正競爭而市場不法對應於限制競爭，在

此前提下，杯葛行為應如何依行為不法或市場不法予以評價，與杯葛行為之性質密

不可分，而杯葛行為之性質兼屬不正競爭與限制競爭，故理論上「行為不法」與

「市場不法」皆可適用於杯葛行為之違法性判斷，僅須擇一判定杯葛行為本身違反

商業倫理或造成市場競爭機能減損時，即應受公平法之規制。 

所謂「行為不法」，乃競爭行為手段本身違反商業倫理，具有可非難性而為公

平法所禁止，其違法性彰顯於行為手段本身之不當，即公平法第 19 條所稱「有妨

                                                        
and the UK. Law of Monopolies, 43 (1991). 

47 李憲佐、吳翠鳳、沈麗玉，「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規範之檢討─以「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為中心」，公平交易季刊，第 10卷第 2期，173-184，2002。 

48 范建得、陳丁章，「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行為」，收於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
傑、石世豪、吳秀明，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行政院公平

交易委員會九十三年度委託研究報告二，1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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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公平競爭」之虞49；所謂「市場不法」，並非競爭行為違反商業倫理而具有可非

難性，而是競爭行為對於市場造成抑制或減損之效果，應受公平法之管制，其違法

性彰顯於自由競爭環境之破壞，即公平法第 19 條所稱「有限制競爭」之虞；若市

場競爭行為屬於市場不法之類型，除行為本身之非難性，尚須考量行為事業之市場

地位與該行為對市場有無限制競爭之效果50。 

杯葛行為之性質兼屬不正競爭與限制競爭，理論上可分別適用行為不法與市場

不法；惟實務上，就杯葛行為之行為不法部分，主管機關僅須證明杯葛發起人基於

損害受杯葛人之意圖，而促使杯葛參與人對受杯葛人為斷絕交易，不須考慮杯葛發

起人之市場力量與行為結果造成市場競爭機能之減損，即可加以非難；相對的，市

場不法部分，主管機關不僅須證明杯葛行為存在，尚須考量行為人之市場地位與行

為結果造成市場競爭機能之抑制或減損，始能加以非難。 

公平會引進「當然違法」與「合理原則」之作法，將「不正競爭」行為對應至

「行為不法」與「當然違法」，而將「限制競爭」行為對應至「市場不法」與「合

理原則」；雖然杯葛行為性質兼具不正競爭與限制競爭，惟評價上，公平會持慎重

態度，似乎比較強調市場不法而非行為不法，始有「其競爭手段之不公平未達當然

違法時，應進一步從其競爭結果是否增加或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併同認定之；

減損之者，必須再從合理原則審酌有無構成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以免在行為不法

之範疇下，不論其影響市場競爭機能之程度如何，大小通抓而有執法過度之虞。 

三、杯葛行為之經濟分析 

(一) 市場結構 

經濟學將市場定義為完全競爭、獨占市場與不完全競爭市場，認為完全競爭市

                                                   
49 黃銘傑，公平交易法之理論與實際─不同意見書，218-219，台北︰學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2。 
50 黃銘傑，公平交易法之理論與實際─不同意見書，218-219，台北︰學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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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屬於烏托邦世界，不可能存在於真實的社會中51，因此，本文將對於獨占市場與

不完全競爭市場（獨占性競爭市場與寡占市場），探討杯葛行為之類型。 

1. 獨占市場  

市場中僅有唯一的獨家廠商，生產之產品幾乎沒有相近的替代品，稱為完全獨

占市場或完全壟斷市場52，該廠商稱為獨占廠商，面對整個市場的需求，其需求曲

線為一條負斜率的曲線。由於獨占市場具有進入障礙，或因資訊不完全、資源不易

流通等因素而使廠商得以維持獨占地位，成為產品價格決定者，而不若寡占廠商尚

須考慮競爭對手之反應。 

2. 獨占性競爭與寡占市場 

除了獨占市場之外，不完全競爭市場包含獨占性競爭市場與寡占市場兩種類

型，獨占性競爭廠商家數較多，市場佔有率較小，對價格影響力較小；相對的，寡

占廠商家數較少，市場佔有率較大，對價格影響力較大53。 

(1) 獨占性競爭市場 

獨占性競爭市場或稱壟斷性競爭市場，係指產業中有許多廠商，每家廠商提供

相似卻異質而不能完全替代之產品，而形成消費者對產品之偏好與廠商對價格之影

響力，因此廠商具有部分價格決定權。由於廠商家數多，個別廠商認為自己的行

為，不會影響其他廠商；然而，事實上產品間有相當的替代性，因此，個別廠商的

行為對其他廠商會產生影響。 

(2) 寡占市場 

寡占市場中僅有少數幾家廠商，生產同質或異質之替代性產品，個別廠商有部

                                                   
51 須注意者，新經濟出現後，如電子商務之發展，幾乎無進入障礙，符合完全競爭市場之條

件。李沃牆，現代經濟學，137-138，台北︰前程文化公司，2006。 
52 依公平法第 5 條與第 5-1 條獨占事業之定義與認定範圍，比經濟學還要廣泛，獨占不僅包括

事業在商品或服務之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亦包

含特定市場裡有兩家以上事業，實際上不為價格競爭且全體對外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

地位而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本文採公平法對於獨占之認定範圍以討論杯葛行為。 
53 李沃牆，現代經濟學，178，台北︰前程文化公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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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市場影響力與價格決定權，通常寡占廠商採取非價格競爭行為。由於寡占廠商家

數不多，彼此可能相互牽制，也相互依賴，甚至相互勾結在一起，寡占廠商彼此的

行為會相互影響。       

3. 當事人之市場關係 

杯葛三方當事人若屬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關係，則彼此為同業競爭情形；若三

者分別處於不同產銷階段時，則彼此可能具有上、下游供需之垂直關係。惟杯葛行

為乃參與人對受杯葛人實施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如拒絕提供銷售通路）之

行為，彼此為交易相對人，互為供需關係而分屬不同市場，其杯葛行為不受上、下

游市場結構之影響。同理可知，只要發起人有足以促使參與人實施杯葛之影響力，

即為已足，不需考慮兩者究竟屬於水平或垂直關係，亦無需討論其所屬市場型態為

何。 

至於發起人與受杯葛人之關係，若屬上、下游供需情形，則兩者所屬市場結構

與杯葛行為無涉；應注意者，乃是發起人與受杯葛人若為同一市場之水平競爭關

係，則其市場結構應屬獨占性競爭或寡占市場，而非獨占市場，蓋不可能同一市場

同時存在兩家獨占廠商。 

因此，考慮杯葛三方當事人之市場關係時，應注意：(1)參與人對受杯葛人為交

易相對人，兩者分屬不同產銷階段，具有上、下游供需關係，其分別屬於不同市

場，而不論其市場結構分別是獨占、獨占性競爭與寡占市場等，皆不影響杯葛之成

立。(2)發起人對參與人須有足夠影響力，以促使其實施杯葛，如兩者分屬不同市場

時，可能出現屬於獨占性競爭或寡占市場之發起人，促使獨占之參與人進行杯葛之

情形，但不影響杯葛之成立。 

(二) 杯葛行為之類型 

1. 單獨杯葛與聯合杯葛 

杯葛行為三方當事人，只需一個杯葛發起人、一個杯葛參與人與一個受杯葛

人，即可構成公平法上之杯葛行為，稱之為「單獨杯葛」；而其中一方之參與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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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人時，亦可成立杯葛行為。須注意者，不可誤認某一事業單獨而直接拒絕與他事

業交易之情形為單獨杯葛，此乃公平法第 19條第 2款差別待遇之問題。 

至於如有二個以上杯葛發起人「合意」共同發起杯葛，促使杯葛參與人對於受

杯葛人實施杯葛時，則為共同杯葛、集體杯葛或稱之為「聯合杯葛」。須注意者，

若杯葛發起人與杯葛參與人兩者合意而直接對於受杯葛人進行杯葛行為，則屬「直

接杯葛」之「聯合行為」態樣。杯葛本質上係一種單獨意思通知行為，是杯葛發起

人之杯葛呼籲而非杯葛發起人與杯葛參與人彼此之合意行為，若彼此具有杯葛之合

意，此時杯葛參與人將轉變為杯葛發起人，該杯葛行為欠缺了杯葛參與人而成為二

方當事人之直接杯葛，應屬於公平法之聯合行為，而非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所規

範之杯葛行為54。杯葛發起人與杯葛參與人之間以合意而共同決定交易對象之聯合

行為，若屬於水平聯合行為，則可能構成公平法第 7 條之聯合行為；若屬於垂直

聯合行為，則可能違反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或公平法第 24 條之規範55。     

2. 水平杯葛與垂直杯葛 

杯葛參與人雖參與實施杯葛行為，惟其意思決定與選擇交易對象之自由受到限

制，仍不失為受害者之一，因此，區別水平杯葛與垂直杯葛時，乃依據杯葛發起人與

受杯葛人是否處於同一市場，將杯葛行為區分為水平杯葛與垂直杯葛，若兩者處於同

一市場，即屬水平杯葛；相對的，若兩者分處上下游不同市場，則屬垂直杯葛56。 

3. 不同市場結構之杯葛類型 

杯葛行為之三方當事人可能皆僅有一人或分別有一人或數人，彼此可能處於同

一產銷階段而為水平關係，亦可能分別處於上下游不同產銷階段而為垂直關係，其

所屬市場又區分為獨占、獨占性競爭與寡占等三種市場結構，不論當事人彼此之間

有無競爭關係57，凡杯葛發起人基於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而為杯葛行為且對於受杯

                                                   
54 廖義男，「從行政法院裁判看公平交易法實務之發展（上）」，月旦法學雜誌，第 69 期，

29-30，2001。 
55 呂榮海、謝穎青、張嘉真，公平交易法解讀，76-77，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0。 
56 莊春發，「杯葛行為之分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14卷第 1期，51-52，2006。 
57 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規範類似於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21 條之規範，該法第 21 條

已將受杯葛人由原先之「競爭者」修正為「特定事業」，因此，杯葛發起人與受杯葛人之間不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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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人之營業活動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即屬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應加

以禁止之杯葛行為。因此，於傳統杯葛行為分類之外，考慮杯葛之三方當事人所處

市場結構有「獨占」、「獨占性競爭與寡占58」之區別，將杯葛行為之類型依照傳

統之「間接」、「單獨」、「聯合」、「水平」與「垂直」等因素重新賦予不同杯

葛型態，如「單獨、水平杯葛」或「聯合、垂直杯葛」等，而實際杯葛類型將視具

體個案情形而決定，惟各種杯葛行為類型未必都有具體案例。 

(1) 杯葛發起人為獨占廠商 

依據杯葛發起人、杯葛參與人與受杯葛人等杯葛當事人所屬市場結構型態，將

杯葛行為類型歸納為表 1，可得出八種杯葛類型，其中杯葛類型 1 至類型 4，由於

杯葛發起人為獨占市場之獨家廠商，受杯葛人不論是一家廠商或多家廠商，亦不論

處於獨占市場或獨占性競爭與寡占市場，受杯葛人與杯葛發起人屬於上下游不同市

場之垂直關係，因此，類型 1 至類型 4 之杯葛行為，皆屬「單獨、垂直杯葛」。例

如上游獨占供應商以損害處於不同市場之下游特定經銷商為目的，發起杯葛並促使

不同市場之其他廠商配合，斷絕與給該下游特定經銷商交易，影響其營業活動而使

其無法與其他廠商公平競爭，即屬於「單獨、垂直杯葛」。 

(2) 杯葛發起人為獨占性競爭或寡占市場之廠商 

若杯葛發起人所屬市場為獨占性競爭市場或寡占市場之情形，可能僅有一家廠

商單獨為杯葛發起人，亦可能有多家廠商合意共同為杯葛發起人而發動杯葛，若受

杯葛人屬於獨占廠商，則杯葛發起人與僅此一家獨占的受杯葛人應屬於上下游不同

產銷階段之垂直關係。若只有一家廠商單獨發起杯葛，其杯葛行為如表 1 所示，屬

於杯葛類型 5-1 或類型 7-1 之「單獨、垂直杯葛」；若有多家廠商合意共同為杯葛

發起人而發動杯葛，其杯葛行為將如表 1之杯葛類型 5-2或類型 7-2，屬於「聯合、

垂直杯葛」。例如某一上游供應商以損害處於不同市場之下游特定經銷商為目的，

發起杯葛並促使同一市場之其他供應商，斷絕供給商品給該下游特定經銷商，使其

貨源短缺、削弱其競爭力而無法維持與其他廠商之公平競爭，即屬於「單獨、垂 

                                                        
具有競爭關係，亦能成立杯葛行為，可供參考。范建得、陳丁章，同註 43，126-128。 

58 獨占性競爭與寡占市場皆屬多廠商競爭，與獨占市場不同，故將兩者歸為一類，以方便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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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市場結構之杯葛類型 

當 事 人 杯  葛  發  起  人 

  
市場結構 

獨  占  市  場 獨占性競爭或寡占市場 

獨占市場         杯 
葛 
參 
與 
人 

獨占性競爭 
或寡占市場 

        

獨占市場         受 
杯 
葛 
人 

獨占性競爭 
或寡占市場 

        

   杯  葛  類  型 1 2 3 4 5 6 7 8 

   單獨、垂直杯葛     5-1 6-1 7-1 8-1 

   單獨、水平杯葛      6-2  8-2 

   聯合、垂直杯葛     5-2 6-3 7-2 8-3 

   聯合、水平杯葛      6-4  8-4 

註：杯葛參與人為實際對受杯葛人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如拒絕提供銷售通路）之行
為，兩者為交易相對人而非屬同一市場之水平競爭關係，因此，其可能分屬兩個不同市
場之獨占廠商；同理發起人與參與人亦可能分屬不同市場之獨占廠商。 

資料來源：本研究 

 

直杯葛」。又如多家產品行銷通路廠商，以損害處於不同市場之上游特定製造商為

目的，合意共同發起杯葛並促使其他行銷通路廠商，利用行銷通路之力量，杯葛該

特定製造商之產品行銷活動，使其不利於市場競爭，此為「聯合、垂直杯葛」之行

為。 

其次，杯葛發起人與受杯葛人兩者皆處於獨占性競爭或寡占市場之情形，兩者

關係可能為同一市場之水平關係，亦可能為上下游不同市場之垂直關係。不論受杯

葛人僅為一家廠商或多家廠商，若與受杯葛人處於同一市場而只有一家廠商為杯葛

發起人，則杯葛行為如表 1 所示之杯葛類型 6-2 或類型 8-2，屬於「單獨、水平杯

葛」；相對的，若與受杯葛人處於同一市場而同時有多家廠商合意共同為杯葛發起

人，則杯葛行為將如表 1之杯葛類型 6-4或類型 8-4，屬於「聯合、水平杯葛」。例

如某一家供應商以損害處於同一市場之特定供應商為目的，發起杯葛並促使處於不

同市場之下游經銷商，拒絕購買該特定供應商之商品，使該特定供應商之營業活動

與市場競爭皆陷於不利之情況，此為「單獨、水平杯葛」之行為。而某一經銷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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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處於同一市場之特定經銷商為目的，發起杯葛呼籲並促使上游供應商斷絕供給

商品給該特定經銷商，使其貨源短缺而不利或無法與同一市場之其他經銷商公平競

爭，以減損市場自由競爭機能，此例亦屬「單獨、水平杯葛」。再者，多家上游產

品製造商，以損害處於同一市場之特定事業為目的，發動杯葛並促使處於不同市場

之下游行銷通路商，拒絕提供或利用行銷通路協助該特定事業行銷其產品，使該特

定事業處於不利之市場公平競爭狀態，即屬於「聯合、水平杯葛」。 

若與受杯葛人處於上下游不同市場之一家廠商為杯葛發起人，不論受杯葛人為

一家或多家廠商，其杯葛行為如表 1之杯葛類型 6-1或類型 8-1，屬於「單獨、垂直

杯葛」；相對的，與受杯葛人處於上下游不同市場而同時有多家廠商合意共同為杯

葛發起人，其杯葛行為如表 1 之杯葛類型 6-3 或類型 8-3，屬於「聯合、垂直杯

葛」。例如一家下游經銷商以損害處於不同市場之上游特定供應商為目的，發起杯

葛並促使處於同一市場之經銷商抵制、斷絕購買該特定供應商之商品，使其陷於不

利之市場公平競爭，影響其事業之經營活動，此為「單獨、垂直杯葛」。 

(3) 小結 

依據杯葛當事人所處市場結構之區別，將杯葛行為之態樣歸納為八種類型，須

特別注意者，不論杯葛發起人與杯葛參與人、受杯葛人間之究屬何種關係，均無礙

杯葛行為之成立與杯葛行為之法律評價；重要者，乃是杯葛發起人足以影響參與人

之意思決定，而參與人須與受杯葛人有交易往來機會，而其斷絕交易之行為，足以

妨礙受杯葛人之營業活動，削弱其競爭力而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甚至可能因而將受

杯葛人逐出市場。 

不論受杯葛人處於獨占、獨占性競爭或寡占市場，獨占廠商（杯葛參與人）進

行杯葛時，屬於下游之受杯葛人，可能有貨源短缺之虞；反之，如為上游之受杯葛

人，則可能面臨商品滯銷的問題，其杯葛之效果顯著而影響重大。相對的，杯葛下

游廠商時，獨占廠商（杯葛參與人）將失去交易對象與交易機會而減少銷貨收入；

而杯葛上游廠商，則獨占之杯葛參與人也會失去交易對象與交易機會而減少進貨來

源。換言之，擁有市場獨占地位之杯葛參與人，因參與杯葛行為而須面臨失去交易

對象與交易機會之不利後果，其是否還願意接受處於另一個市場之杯葛發起人的影

響而參與杯葛行為呢？實令人質疑，因此，獨占廠商擔當杯葛參與人之機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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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葛參與人對獨占廠商（受杯葛人）進行杯葛時，若斷絕與上游獨家供應商交

易，本身將有貨源短缺之困擾；如斷絕與下游獨家購買者交易，則可能面臨商品滯

銷之傷害。因此，杯葛參與人為了避免自陷於此種杯葛困境，不會輕易對獨占之受

杯葛人進行杯葛，而獨占廠商受到杯葛之可能性則微乎其微。 

因此，對於擁有市場獨占地位之獨占廠商，受杯葛發起人之影響而促使其成為

杯葛參與人或獨占廠商成為受杯葛人，其可能性都是極低，發生之機率微乎其微。

本文認為關於杯葛行為之杯葛參與人與受杯葛人，只有在極其特殊情況，始有可能

為獨占廠商；若排除獨占廠商為杯葛參與人或受杯葛人之情形，則回顧表 1 所列之

杯葛型態，將僅有杯葛類型 4與類型 8 有可能發生，而與實際杯葛情況相符合。 

(三) 杯葛行為之經濟效果 

要了解以損害受杯葛人為目的之杯葛行為所產生之效果，可直接觀察其受杯葛

影響之經濟結果，茲分析如下： 

1. 杯葛類型 4與類型 8 

針對表 1 中 有可能發生之杯葛行為類型 4 與類型 8，分析在不同市場結構

下，杯葛行為對廠商與消費者之影響。不論杯葛發起人處於獨占、獨占性競爭或寡

占市場，杯葛行為之結果都將反映於受杯葛人所處之市場變化，因此，應由受杯葛

人所屬市場來觀察杯葛行為對於市場之影響。 

杯葛類型 4 與類型 8 之受杯葛人皆處於獨占性競爭或寡占市場，雖然獨占性競

爭市場之廠商家數較多而寡占市場廠商較少，但杯葛參與人與受杯葛人等廠商仍存

在競爭關係，或因成本結構不同而形成優勢廠商之情形，因此，以下將以一般競爭

關係與優勢廠商結構兩種狀況來分析其杯葛效果。 



 杯葛行為之法律與經濟分析 101 

(1) 一般競爭關係之杯葛效果 

 
圖 1 一般競爭關係之杯葛效果 

圖 159為一般競爭關係之杯葛效果分析圖，市場之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分別為 D

與 S，兩者相交於 E，決定市場均衡價格為 P1與均衡數量為 Q1。假設市場供給曲線

S是由沒有受到杯葛（惟可能也是杯葛參與人）之 A群廠商與受杯葛之 B群廠商之

供給曲線 ∑MCA 與∑MCB 所組成，若因杯葛行為而導致 B 群廠商退出市場，則市

場供給者剩下 A群廠商，市場供給隨之減少，市場供給曲線 S往左上方移動，由原

先的供給曲線 S變成新的供給曲線∑MCA，市場均衡價格由 P1上升為 P2，市場均衡

數量由 Q1減少為 Q2，但是 A 群廠商之產量由 QA提高為 Q2，賺取的利潤水準將由

原有的 WP△ 1X增加為 WP△ 2Y，利潤增加□P1P2YX。 

就消費者而言，杯葛行為使市場中有 YE 的消費者，因價格上升而買不起該產

品。杯葛後，消費者剩餘由原有的 P△ 1FE 降為 P△ 2FY，減少了□P1P2YE 的剩餘，

其中□P1P2YX 變成廠商的利潤，剩下的 XYE△ 則因價格上升而成為無謂的損失

（deadweight loss）；至於社會福利水準由 WEF△ 降為 WYF△ ，減少了 WEY△ ，包

                                                   
59 圖形、觀念與分析參酌莊春發，「杯葛行為之分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59-

6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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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XYE△ 的消費者剩餘與 WXE△ 的生產者剩餘，表示杯葛行為有減少消費者剩

餘、降低社會福利水準之不利經濟效果。 

(2) 優勢廠商結構之杯葛效果 

 

圖 2  優勢廠商之杯葛效果 

如圖 260，D 代表市場需求，MR 代表市場邊際收益曲線，MC1 是邊緣廠商供

給線的總和，MC2代表具有成本優勢廠商之邊際成本。受杯葛之前，優勢廠商以 mr

＝MC2 而決定市場價格 P1，與 適產量 q2，邊緣廠商則只能跟隨優勢廠商之價格，

生產 適產量 q1，市場總供給量為 q1＋q2＝Q1。 

若邊緣廠商受杯葛而被排除於市場之外，則優勢廠商將形成獨占局面，依 MR

＝MC，決定 適產量為 Q2，價格提高為 P2。杯葛之前，優勢廠商之產出為 q2，杯

葛之後產出增加為 Q2，市場價格則由 P1 上升為 P2，優勢廠商之潤水準由□P1JGK

提高為□P2AHK。 

                                                   
60 圖形、觀念與分析參酌莊春發，「杯葛行為之分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60-

6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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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消費者而言，杯葛後有一部分消費者因價格上升，消費不起而被排除於市場

之外，消費者剩餘由杯葛前的 P△ 1EB 減少為 P△ 2EA，減少了□P1P2AB，其中 

□P1P2AL 變成廠商的利潤，剩下的 ABL△ 部分則因價格上升而成為無謂的損失

（deadweight loss），因此杯葛行為對消費者顯然不利。 

2. 杯葛類型 1、2與類型 5、6 

杯葛類型 1、2 與類型 5、6 之杯葛參與人本身為獨占廠商，即使發起人之影響

力，足以促使參與人採取杯葛行為，然而參與人須考量其獨占廠商之立場，若杯葛

下游交易相對人，將會失去顧客與商機而影響其獲利與發展；相對的，若杯葛上游

供應商，則可能喪失或減少貨源而不利於事業經營，因此，獨占廠商將三思而行、

不輕舉妄動而開啟杯葛之戰，對受杯葛人而言，可能影響輕微而經濟效果並不明

顯。 

3. 杯葛類型 3與類型 7 

杯葛類型 3 與類型 7 之受杯葛人為獨占廠商，其交易相對人（參與人）縱然受

促使而欲採取杯葛行動，亦須明白自身所面對的是一個獨占廠商，拒絕購買或供

給，其結局可能為損人不利己之情形，而損害獨占廠商之效果有限，自己卻可能面

臨事業經營之危機，其發生杯葛之可能性將微乎其微。 

4. 小結 

由經濟理論模型分析杯葛行為之效果，不論是一般競爭關係或是優勢廠商結構

之情形，均顯示受杯葛之廠商，不但可能失去交易機會與交易對象，甚至被逐出市

場，造成市場價格提高，其他廠商利潤增加，而消費者之剩餘減少，甚至因價格上

升而消費不起，社會福利水準也因而降低了。因此，應禁止不公平之杯葛行為，維

護市場公平競爭機制，確保廠商公平競爭機會也能兼顧消費者之利益與社會福利水

準。此外，若參與人或受杯葛人有一方為獨占廠商時，伴隨杯葛而來的貨源減少、

商機喪失等不利之經濟效果，可能深深困擾著參與人而使杯葛行為無疾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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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務個案分析 

自公平法實施以來，公平會歷年來處理杯葛之具體個案，企業間杯葛者有 8

件，為 82 年金石堂公司案、84 年勁泰公司案、三省堂書坊與文心書局案、85 年台

灣再生公司案、飛寶企業公司案、92 年揚聲多媒體科技公司案與新光三越公司案

等；尚有同業公會之杯葛者 5 件，如 84 年南投縣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案、

中華音響發展協會案、85 年台北市建築師公會案、高雄市建築師公會案與 92 年台

中家禽合作社案等，累計有 13 件實際個案61，由於具體案例不多，尚難依照前述之

市場結構分類而為類型化之分析，因此，擬分別舉二個案例為企業與同業公會之杯

葛進行案例分析。 

(一) 企業杯葛行為 

1. 勁泰公司杯葛案62 

(1) 事實摘要 

勁泰公司於大漢企業社四處寄發圖照型錄資料而造成其須降價銷售之困擾時，

未取得任何有關大漢企業社有仿冒侵害其專利及著作權之證物前，即涉嫌指控大漢

企業社之製品，已侵害其專利及著作權，利用其在相框業界之影響力及業務關係，

向大漢企業社之交易相對人（威誠製模廠）及可能之交易相對人（義堡公司）陳述

該社有仿冒及侵權之情事，威誠製模廠與義堡公司為避免涉入仿冒糾紛，相繼與大

漢企業社中止或斷絕交易及可能之交易關係，致大漢企業社不堪仿冒流言之干擾而

歇業並退出塑膠紋飾相框市場。 

                                                   
61 依公平會公報之處理案件資料統計。 
62 公平會（84）公處字第 014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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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 

a. 公平法之適用 

勁泰公司為解除大漢企業社業務競爭而造成其須降價銷售之困擾，在未取得任

何有關大漢企業社有仿冒侵害其專利及著作權之證物資料前，即向大漢企業社之交

易相對人及可能之交易相對人陳述該社有仿冒及侵權之情事，使大漢企業社之交易

相對人（威誠製模廠）及可能之交易相對人（義堡公司）相繼與該社中止或斷絕交

易及可能之交易關係。勁泰公司有損害大漢企業社之目的，排除該社之同業競爭，

以維持既有市場地位，已顯失公平而妨礙市場公平競爭，減損市場競爭機能，違反

公平法第 19條第 1款之規定，屬於單獨、水平杯葛行為。 

勁泰公司在未取得任何有關大漢企業社有仿冒侵害其專利及著作權之證物資

料，亦未確知大漢企業社有無侵害其權益之下，即事先陳述或散布大漢企業社仿冒

其產品之情事，顯有損害大漢企業社營業信譽之故意。勁泰公司之不實陳述，已使

大漢企業社失去交易相對人與可能之交易機會，該社之營業信譽顯已受影響，有違

公平法第 22 條「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

不實情事」之規定。 

b. 杯葛參與人包含可能之交易相對人 

公平會指出：被處分人向大漢企業社之交易相對人及可能之交易相對人陳述該

社有仿冒及侵權之情事，有損害特定事業，以排除該特定事業從事市場競爭，期維

持既有之交易地位云云，肯認杯葛參與人及於可能之交易相對人。 

c. 未明確指明侵害專利權之警告函 

公平會公研釋 069 號解釋指出：「事業以競爭者侵害其專利權為理由，發函予

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勿與該競爭者從事交易，在該函中如未明確表示其專利權之範

圍及該競爭者所為之具體侵害事實，其發函行為顯係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

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易行為之行為，有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規定。」若侵害專利權之警告函，發函對象

除侵害人之外，尚包括專利權人與侵害人共同爭取之交易對象；警告函之內容既無

專利侵害之法院判決書，也欠缺公正客觀之鑑定報告，又未明確表示專利權內容、

範圍與受侵害之具體事實，該警告函將使收信者無法判斷有無侵害專利，未免訟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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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停止交易，則警告函具有爭取交易，並促使收信者拒絕與他人交易之作用，即非

公平法第 45 條所稱「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63」，實已構成第 19 條第 1 款杯葛行為

之違反。 

2. 三省堂書坊與文心書局杯葛案64 

(1) 事實摘要 

三省堂書坊與文心書局邀集桃園地區中小學參考書籍經銷業者（含檢舉人）等

六業者，聯合同業製作一份載明「若於 83 年 5 月 27 日前未簽署之業者，請貴出版

社，曉以大義，並施予暫停供貨制裁」之文件，並由三省堂書坊與文心書局分別開

立新台幣 20 萬元本票交與對方保管，以為執行該文件所載行為之相互約定。該文

件雖未送達相關出版社，惟被處分人改以電話告知上游國中、小學參考書籍、測驗

卷相關出版業者，促使出版業者對本案檢舉人實施暫停供貨之行為。檢舉人提出交

易對帳單與交易紀錄顯示，自民國 83 年 6 月起，上游業者高昇、翰林、野馬、南

一等出版社，即陸續停止供貨，杯葛行為確實因而產生效果。 

(2) 分析 

a. 公平法之適用 

被處分人邀集該地區同業製作載明「若於 83 年 5 月 27 日前未簽署之業者，請

貴出版社，曉以大義，並施予暫停供貨制裁。」之文件，雖尚無具體事證顯示該文

件內容，已經獲得與會業者之認同，惟三省堂書坊與文心書局有共同開立新台幣 20

萬元本票相互收執，以為保證約束之情事，另以電話聯絡上游出版業者對檢舉人施

以停止供貨制裁，顯然三省堂書坊與文心書局係為共同行為人，渠等以損害檢舉人

之營業為目的，促使上游之出版社斷絕與檢舉人之交易行為，顯已損及檢舉人之營

業活動並妨礙市場之公平競爭，違反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規定，屬於聯合、水

平杯葛行為。 

                                                   
63 吳秀明，「競爭法上之概括條款─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法律適用原則與規範功能之再檢討

（下）」，政大法學評論，第 85期，211，2005。 
64 公平會（84）公處字第 034 號與第 035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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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杯葛發起人間可能存在聯合行為 

公平會處分書中有關：「……三省堂書坊與文心書局有共同開立新台幣 20 萬

元本票相互收執，以為保證約束之情事，另以電話聯絡上游出版業者對檢舉人施以

停止供貨制裁，是三省堂書坊與文心書局係為本案之共同行為人……」，三省堂書

坊與文心書局為處於同一產銷階段而彼此具有競爭關係之水平事業，事先合意共同

為杯葛發起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尚需檢視其是

否構成公平法第 7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

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

易對象、交易地區等，可能涉及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水平聯合行為問題；惟公平會

處分書僅分別論究三省堂書坊與文心書局之杯葛行為，並未獨立評價有關杯葛行為

前，共同杯葛發起人之間可能形成之聯合行為，評價上似有缺漏，應可討論聯合行

為與杯葛行為，於法規適用之競合問題。 

(二) 同業公會杯葛行為 

1. 台北市建築師公會杯葛不友善技師案65 

(1) 事實摘要 

台北市建築師公會為了與台北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下稱台北市結構技師

公會）就「結構技師酬金標準」與「統一代收酬金」制度之合理性爭議，曾於 83

年 7 月發函指稱：「自 82 年 2 月 4 日實施結構專案簽證以來，本會會員即面臨困

擾及結構設計酬金節節升高等情事，本會已向有關機關爭取應有權益中，煩請本會

會員共體時艱，為突破目前困境，謹檢具對本會不友善技師名冊（計七人），請勿

複委託該等技師為禱」。被列為不友善技師之台北市結構技師公會會員洪呈和等七

人工作量大幅銳減，產生嚴重之傷害，因此乃向公平會提出檢舉，台北市建築師公

會對七名結構技師進行杯葛。 

台北市建築師公會抗辯：系爭之通知函件並未經公會理監事會議協商，僅屬理

事長以自身之體驗與若干會員反映之事實，轉知會員週知而已，既未強制全體會員

                                                   
65 公平會（84）公處字第 040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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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亦未擬對不遵守之會員做任何處分。且經查證有部分建築師仍繼續委託所稱

不友善結構技師，故對結構技師之市場功能應尚無影響。惟公平會調查洪呈和和等

七名結構技師 83年 4、5、6月合計之交易值為 7,127,520元，而於 7月份發函後的

8、9、10 月等 3 個月的交易值銳減為 828,990 元，顯見該函所發動杯葛行為之影響

力，已在結構技師委託市場上產生顯著之效果。 

(2) 分析 

a. 公平法之適用 

建築師、結構技師均為獨立執行業務者，核屬公平法第 2 條第 4 款「其他提供

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人或團體」所稱之事業。另由建築師，結構技師組成之公會

為公平法第 2 條第 3 款「同業公會」所稱之事業；故上開事業之行為應受公平法之

規範，自無疑義。 

有關台北市建築師公會與結構技師公會間爭議多時之「酬金標準」及「統一代

收酬金」制度之合理性與否，理應由兩造依循合法管道解決；然台北市建築師公會

卻以洪呈和等七名結構技師主導結構技師公會代收業務酬金，致影響建築師之權益

為由，發函要求所屬會員勿複委託前開技師，以減損洪呈和等人在結構技師市場上

之競爭能力，其杯葛行為顯有妨礙市場公平競爭之虞。 

「發函」有無成立杯葛行為，並不以實質上效果為限，而是以達成一定的「抽

象危險」即屬有損害之可能。更何況洪呈和等七名結構技師之交易值統計數據，發

函後之交易值僅剩發函前之 10% 左右，明顯產生巨大變化。顯然該函已有「促

使」其他建築師終止委託之效果，透過公會力量杯葛洪呈和等七人，已使其業務及

執業所得受到嚴重影響，對結構技師市場產生不公平競爭之情事，已構成杯葛行為

而違反公平法第 19條第 1款之規定，屬於單獨、垂直杯葛行為。 

b. 若有正當理由之杯葛行為，應得阻卻違法 

公平會於處分理由書中指出：按人民團體法相關規定，人民團體應置理事、監

事，均為無給職。洪呈和等七名結構技師分別擔任結構技師公會理、監事，原即負

有推動公會業務運作之義務，與其經營或就業之結構技師事務所之營利性質自屬不

同。因此，被處分人以洪呈和等七人挾結構技師公會理監事之身分，強力推動會員

技師向建築師索取高額酬金，故認為彼等為對建築師公會不友善技師之辯解，應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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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採。 

其中「……被處分人以洪呈和等七人挾結構技師公會理監事之身分，強力推動

會員技師向建築師索取高額酬金，……」再加上台北市結構技師公會「結構技師酬

金標準」與「統一代收酬金」制度，值得深思之問題為，台北市結構技師公會統一

計價之方式有無涉及聯合行為？若肯定「結構技師酬金標準」與「統一代收酬金」

制度為公平法所稱聯合行為之前提下，建築師實為受害群體，而在公平會並未處理

結構技師公會所為統一計價之聯合行為前，台北市建築師公會為避免遭受該聯合行

為所為之不當剝削，其所發動之杯葛行為，是否應認為具有正當理由，而可以阻卻

其違法性，應有值得討論之處。 

2. 南投縣液化氣體燃料商業同業公會杯葛案66 

(1) 事實摘要 

南投縣液化氣體燃料商業同業公會，於 83 年 5 月 25 日之會議中，決議促請南

投縣分裝場（桶裝瓦斯之灌氣裝瓶與運送至分銷商）切勿任意接受新分銷商（瓦斯

行）之委任分裝、運輸等業務，以保持業界市場安定。於同年 5 月 31 日函南投縣

內平生、東岱、統一等三家液化石油氣分裝場並副知各會員，要求其為保持液化石

油氣市場之安定，切勿任意接受新分銷商之委託分裝液化石油氣，以及運送分裝好

之 16 公斤或 20 公斤裝之桶裝液化石油氣等業務，致使新分銷商無法進入市場，因

而遭受新分銷商檢舉。 

(2) 分析 

a. 公平法之適用 

家用液化石油氣供銷體系中，因分銷商分處各地且營業規模不大，為安全之考

量，委託運輸商以氣槽車至行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液化石油氣供應處工廠提

氣，並運至分裝場，分裝為 16 公斤或 20 公斤等桶裝液化石油氣後，再運回分銷商

處，以便銷售一般家庭用戶。故分裝場、分銷商雖均為公會會員但非屬競爭關係之

事業。 

                                                   
66 公平會（84）公處字第 013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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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人在檢舉時雖處於申請營業執照期間，但衡酌其情形，極有可能成為分銷

市場的新進業者，雖為市場之潛在競爭者，亦屬公平交易法所稱保護的對象。潛在

競爭者（或稱可得特定事業）是否存在，在執行公平法時就必須審慎考量其影響

性，不因其尚未有實際營業行為，而否定其為本法「事業」之身分。公會發函，請

分裝場切勿任意接受新分銷商之委任分裝、運輸等業務，雖未言明某一特定新分銷

商，然檢舉人及其他新分銷商（潛在競爭者或可得特定事業），均可能因公會發函

而無法進入市場，失去任何交易之機會，無法於市場上競爭。 

縱然聲稱信函對分裝場並不具約束力，但發函行為有可能造成「抽象危險

性」，而有妨礙市場公平競爭之可能。況且桶裝瓦斯體積笨重不利長途運輸，其地

理市場之特定範圍有侷限性；南投縣境內僅有三家分裝場，分銷商均就近委託分

裝，倘拒絕新分銷商之委託分裝與運輸，將使新分銷商被迫向遠地分裝場請求協

助，增加其經營成本，不利於其在南投縣區地理市場之公平競爭。因此，有公平法

第 19條第 1款之適用，屬於單獨、垂直杯葛行為。 

b. 「潛在競爭者」與「可得特定事業」 

公平會之處分書明確指出：「潛在競爭者（或稱可得特定事業）是否存在，在

執行公平交易法時就必須審慎考量其影響性，且不因其尚未有實際營業行為，而否

定其為本法「事業」之身分。本案檢舉人雖尚在申請營業執照，惟其成為新分銷商

之意願顯明，是為一潛在的競爭者，而應為本法所稱之『事業』。」 

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杯葛行為之規範意旨應及於市場開放性之維護，故「特

定」事業宜從寬解釋，可及於「可得特定」之事業。惟公平會於本案中，將「潛在

競爭者」與「可得特定事業」等同視之，認為潛在競爭者不因其尚未有實際營業行

為，而否定其為本法「事業」之身分；一旦潛在的競爭者已申請營業執照，其成為

新分銷商之意願顯明，即應為本法所稱之「事業」云云，並未對「潛在競爭者」與

「可得特定事業」兩者得等同視之或其關連性詳加說明，似有論證上之缺失。 

五、杯葛行為之法律效果 

公平法第 36 條規定：「違反第 19 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41 條規定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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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處行為人 2 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 5,000 萬元以下罰金。」其處分對象為杯葛發起人，而

處分手段為「先行政後司法」，茲討論如下： 

(一) 規範對象為杯葛發起人 

公平法第 36 條之規範對象，係指違反公平法第 19 條規定之行為人，而公平法

第 19 條第 1 款之行為人乃是促使杯葛行為之杯葛發起人；換言之，杯葛發起人若

違反公平法第 19條第 1 款之規定時，應依公平法第 36 條之規定負法律責任而為懲

處之對象。惟參與實施杯葛行為之杯葛參與人應否負法律責任呢？ 

就公平法第 36 條之規定而言，杯葛行為僅處罰杯葛發起人，而不及於杯葛參

與人，論理上，有認為杯葛參與人僅為被動角色，而且基於交易對象選擇自由與意

思決定自由，杯葛參與人並無與特定事業從事交易之義務，在契約自由原則下，除

非與該特定事業有締結契約而為交易之義務，否則杯葛參與人並不負違法責任。亦

有認為，若杯葛參與人懾於杯葛發起人之經濟影響力而被迫配合參與杯葛行為時，

乃其交易對象選擇自由與意思決定自由受杯葛發起人之侵害，故公平法第 36 條之

法律效果不及於杯葛參與人。惟若杯葛參與人本於自由意願而參與杯葛，自不應置

其違法行為於不顧。 

至於是否存在杯葛發起人與杯葛參與人雙方具有「合意」之杯葛行為，本文於

杯葛行為之構成要件，已指出解釋上有必要將杯葛之「促使」限定為單方意思通知

之事實行為，不包含杯葛發起人與杯葛參與人雙方之「合意」行為，如此始能達成

保護受杯葛事業之營業活動與確保杯葛參與人意思決定自由之規範目的。因此，違

反公平法第 19 條第 1款之法律效果，依公平法第 36 條之規定，其處罰對象僅為杯

葛發起人而不及於杯葛參與人。 

杯葛發起人發動杯葛行為而違反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規定時，其相關處罰

規定有公平法第 41條、第 36條與第 38條等，茲分別論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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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平法第 41條 

事業第一次違反公平法第 19 條之規定者，依公平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公平會

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處新台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若事業逾期仍不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未採取必要更正措施

者，依公平法第 41 條後段規定，公平會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

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連續處新台幣 10萬元以上 5,000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

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為止。 

公平法第 41 條為行政處分，與刑事責任無關，亦不涉及所謂「先行政後司

法」（即先行政後刑事）之問題；換言之，由於公平法第 41 條之規定並未沿用第

36 條有關「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之明文，因此，為必要之行政處分

時，不得比照第 36 條之規定，對於「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加重處

分。倘嗣後再有違反行政處分之內容時，則以第 41 條後段規定處以更高金額罰

鍰，並再作成另一新的行政處分。惟公平法第 41 條前段條文規定「……，並得

處……罰鍰」，公平會裁量時，似應同時考慮「並」與「得」，必要時亦可決定

「不處」罰鍰67。 

公平法第 41 條賦予公平會對杯葛行為之糾正與處罰權限，不僅對事業違反義

務之行為加以處罰，亦有促使其停止或改正之功能；而法律規定之處罰方式，是採

經濟法上之重罰政策，對該違法事業處大量之罰鍰，使事業為避免經濟上之損失，

進而遵守法律規定，以達執法之效。 

事業對於公平會認定為杯葛行為，並要求停止或改正之處分或後續罰鍰之處

分，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時，縱使原處分有被撤銷之可能，原則上並不停止原處分

之執行68。然而以兼顧務實與謹慎之觀點為考量，罰鍰之科處是否應等事業停止或

改正其行為之處分確定後始為之，應值得考慮69。 

                                                   
67 謝杞森，「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刑事處罰與第四十一條行政處分的比較─以

我國實務運作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9卷第 2期，24-27，2001。 
68 參見訴願法第 93條，行政訴訟法第 116條與第 117條。 
69 廖義男，「論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之適用」，競爭政策通訊，第 1卷第 3期，7，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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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平法第 36條 

公平法第 36 條規定：「違反第 19 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41 條規定限

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處行為人 2 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 5,000 萬元以下罰金。」可知採取「先行政後司法」之

處理原則70，即違法者經中央主管機關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而不遵照辦理者，使對行為人處以徒刑或罰金之刑事責任。 

採「先行政後司法」之立法考量，乃基於公平法第 19 條中蘊含許多抽象法律

概念，而杯葛行為是否符合公平法第 19 條之實質構成要件，須斟酌行為人之商品

特性、市場地位、市場結構、產業資料與經濟情況等而判斷是否「有限制競爭或妨

礙公平競爭之虞」，其涉及許多不確定法律概念與高度專業判斷，為避免行為人不

了解公平法之衡量標準如何，於公平會認定事業有杯葛行為時，先以行政處分，命

令行為人停止其行為；若逾期不停止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則行為

人即有非難可責性，應受刑罰之制裁，藉以產生威嚇作用71。 

3. 公平法第 38條 

公平法第 38 條規定：「法人犯前三條之罪者，除依前三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

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條文中所謂的「行為人」係指為實際決定事

業行為之事業負責人72，實務上法院判決處罰之行為人包括事業（公司）之負責

人、代表人、代理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於執行職務而為該行為者等。此外，公平法第 

38 條規定之處罰對象，除行為人外，另處罰法人（亦卽事業本身），惟依公平法第 

2 條之規定，所謂事業包括公司、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同業公會與其他提供商

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事業並不僅限於法人組織，然公平法第 38 條之規

定僅處罰法人，而不包括法人以外之事業，則非法人事業如有違反公平法第 19 條

                                                   
70 先行政後司法處理原則又稱為「附從行政監督之犯罪行為」。李憲佐、吳翠鳳、沈麗玉，同

註 19，168-169。 
71 廖義男，公平交易法之理論與立法，324-325，台北︰三民書局，1995。 
72 廖義男，「論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之適用」，競爭政策通訊，第 1卷第 3期，8，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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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卽無法適用公平法第 38 條之規定加以處罰。此一情形或許於立法上有疏

漏，或許是認為非法人事業，如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等乃是屬於人合之事業，處

罰行為人即為已足。 

雖然執行杯葛行為之自然人與該事業法人兩者之人格各自獨立，各有其責任能

力，亦各負其刑事責任；惟其責任卻源自於同一個違反公平法之杯葛行為，而該同

一違法之杯葛行為由「法院」對事業法人科以「罰金」（第 38 條），同時又由主

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對事業法人處以「罰鍰」（第 41 條），就相同之規範

目的而言，似有重複處罰之嫌73。 

(二) 民事責任 

事業違反公平法而侵害他人權益時，受侵害之被害人，享有公平法第 30 條之

排除請求權與同法第 31條及第 32條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1. 公平法第 30條─不作為請求權 

公平法第 30 條規定：「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益者，被害人得

請求除去之；有侵害之虞者，並得請求防止之。」對於受杯葛之被害人而言，請求

除去杯葛之行為，不須證明杯葛發起人有故意或過失，亦不須產生實際損害，僅須

有損害之虞，而有防止之必要者，即得以行使不作為請求權74。惟事業之行為是否

違反公平法尚未確定前，具有競爭關係之廠商，甚至消費者，皆可能訴請法院禁止

此等違法性較不明確之行為，藉以排除市場之競爭者，於公共政策上，可能有逆選

擇之疑慮75。 

                                                   
73 謝杞森，「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刑事處罰與第四十一條行政處分的比較─以

我國實務運作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9卷第 2期，30，2001。 
74 廖義男，公平交易法之理論與立法，178，台北︰三民書局，1995。 
75 曾品傑，「從民法到公平交易法─以損害賠償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6 卷第 1 期，

108-109，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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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平法第 31條、第 32條─損害賠償請求權 

(1) 公平法第 31條─以行為人故意、過失為限 

公平法第 31 條規定：「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益者，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通說認為，行為時行為人主觀上須有故意或過失76；而依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規定，杯葛發起人須有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之構成要件，故杯葛發起人

具有主觀故意，而有本條規定之適用。至於損害賠償之方法，民法第 213 條之規

定，雖以回復原狀為原則，金錢賠償為例外；惟通常杯葛行為所造成受杯葛人經濟

上之損害，往往不能或很難回復市場原狀，依民法第 215 條之規定，應以金錢賠償

其損害，因此，雖不排除回復原狀之可能，但實際上多數以金錢賠償為主77。 

(2) 公平法第 32條─不超過三倍損害額之賠償金額 

通常損害賠償之原則，是以被害人實際上所受損害為其範圍，然公平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因前條被害人之請求，如為事業之故意行為，得依侵害情

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但書之規定係參

考美國克萊登法第 4 條之立法例78，立法將損害賠償的標準，由被害人轉為賠償義

務人，以賠償義務人之故意為加重要件，提高其賠償額至損害額以上損害額三倍以

下，賦予被害人得依侵害情節而請求不超過三倍損害額之賠償，藉此提高損害賠償

金額，一方面直接鼓勵被害人勇於依法主張權利，並間接遏阻違法侵害行為之產

生；另一方面，以高額損害賠償之規定，警惕或遏阻違法杯葛行為之發動。 

公平法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侵害人如因侵害行為受有利益者，被害人得請

求專依該項利益計算損害額。」為損害賠償的例外規定，若侵害人因侵害行為而受

有利益者，被害人得以該項利益為損害賠償金額之計算，此一規定，使侵害人不法

侵權行為所得之不當得利成為被害人損害賠償之計算基礎，除了避免被害人對損害

                                                   
76 曾世雄，「違反公平交易法之損害賠償」，政大法學評論，第 44期，355-356，1991。 
77 吳秀明，「民事責任」，收於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吳秀明、陳志

民，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三）─第二十五條至第四十九條，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九十

四年度委託研究報告二，117，2005。 
78 陳志民、林彥妤，「違反第十九條之罰則」，收於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傑、石世

豪、吳秀明、陳志民，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三）─第二十五條至第四十九條，行政院公

平交易委員會九十四年度委託研究報告二，2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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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之困難，亦使侵害人難以保有該不當利益79。 

六、結論 

基本上，事業若以杯葛為手段從事市場競爭，此為廠商之不正競爭行為，即屬

於不公平競爭行為，對他事業之競爭自由將會造成某種程度之限制，因此，杯葛行

為本身即兼具不正競爭與限制競爭之性質，必須立法禁止，以維護市場公平競爭；

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明文規定禁止杯葛行為，其立法之規範目的為(1)防止受杯葛

人之事業經營受到阻礙；(2)確保杯葛參與人選擇交易對象與決定交易方式之自由。 

杯葛行為之成立，不以實際產生杯葛之結果為判斷，只須杯葛發起人之杯葛促

使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即違反公平法之規範。依經濟學理將市場區分

為獨占市場、獨占性競爭與寡占市場；按杯葛行為當事人所屬市場結構特性，將杯

葛型態分為八種杯葛行為；至於杯葛行為所產生之經濟效果，分別以一般競爭關係

與優勢廠商結構兩種情況加以分析，杯葛行為將使市場價格提高，消費者剩餘減

少，社會福利水準降低等不利結果；而公平會所處分的實際個案，亦顯示杯葛行為

之不公平競爭實具有可責性。因此，不論法理上或實務上皆認為應禁止杯葛行為，

以維持市場公平競爭。惟美中不足者，乃有些個案於發動杯葛之前，數個杯葛發起

人對於「杯葛」意思已事前達成「合意」，始發動杯葛之呼籲，其事前之「合

意」，應屬聯合行為，公平會處理相關個案時，對於該聯合行為並無法律上評價，

似有疏漏而無從得知主管機關之見解，殊為可惜。 

對於違反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杯葛行為之處分，依現行公平法第 36 條之規

定，其處分對象僅有杯葛發起人，而公平法第 41 條規定處分之手段為先行政後司

法，公平會認定為杯葛行為時，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並得處罰金，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則按次加倍罰

金，若行為人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

或類似違反行為者，該行為人即有非難可責性，依公平法第 36 條之規定應受刑罰

                                                   
79 廖義男，公平交易法之理論與立法，178-179，台北︰三民書局，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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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制裁；而受杯葛人之損害可依公平法第 31 條與第 32 條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受

杯葛人經濟上之損害，往往不能或難以回復市場原狀，實際上則依民法第 215 條之

規定以金錢賠償其損害；如證明杯葛為發起人之故意行為，受杯葛人得依侵害情

節，請求未愈三倍損害額之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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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Firms’ Boycott Behavior 

Chen, Feng-Chin, Chen, Wen-Sheng and Chen, Chia-Yon * 

Abstract 

Rests on the 19th clause 1st section stipulation of the Fair Trade Law, it must, 

basically, have the initiators, participants and victims of boycotts and then that can 

establish the boycotts behavior. The boycotts behavior, an unfair mean, will be able to 

create the effect of competition restraints to the competitor. The nature of boycotts 

behavior itself includes both unfair competition and competition restraints. For 

maintaining the fair competition of the market, it must legislate against the boycotts 

behavior. The purpose of the legislation is to prevent the victims of boycotts from being 

boycotted and to assure the participants of boycotts that they can free to decide and choose 

their counterparties.  

As per Economics, the market can be classified into monopoly,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ligopoly. In addition, depending on the state of the market that the 

initiators, participants and victims of boycotts encounter, boycotts behavior can be further 

categorized into eight types under single, concerted,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boycotts. By 

the economic analysis, we found that boycotts contributes to a disadvantageous economic 

effect, such as a price-rising, a decline in consumer surplus and a leveling down of social 

welfare, no matter what it is in a competitive market structure or in a dominant firm 

market structure. The cas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sciplinary actions by Fair Trade 

Commission indicate that any unfair boycott should be censured and prohibited. For 

maintaining the fair-trading competition, the boycotts behavior should be forbidde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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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 and theories.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36 of the Fair Trade Law, if any enterprise, initiator of 

boycott, violating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9 is ordered by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pursuant to Article 41 to adopt administrative disciplinary action, and then remove it to the 

judicatory if necessary. In conformity with Articles 31 and 32, the victims of boycotts may 

request the damages arising from the initiator of boycotts. 

Key words: boycott behavior, vertical boycott, horizontal boyco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