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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杯葛行為的特質，在於其具有相當倫理的非難性，所以杯葛發起人一但發動杯

葛行為，很容易符合公平交易法的規範，產生不公平競爭與限制競爭之可能。以產

業經濟「競爭內涵」的層次加以分析，更容易清楚看出杯葛行為對「市場競爭」或

「產業競爭」的傷害。 

除法律上可將杯葛行為區分為：斷絕供應、斷絕購買、其他交易行為的杯葛行

為外，按杯葛發起人、杯葛參與人、杯葛受害人所處市場情況，可進一步的將杯葛

行為區分為水平杯葛與垂直杯葛的 8種型態。 

以經濟理論模型分析，不管是在競爭市場結構下，或是優勢廠商市場結構下，

均可證明杯葛行為將帶來消費者剩餘的減少，以及整體社會福利水準的降低，支持

杯葛行為應傾向以「當然違法」的模式處理其可責性。 
 

關鍵詞：垂直杯葛、水平杯葛、市場競爭、產業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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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由經濟體系下，市場交易的最重要特質是買賣雙方都擁有交易自由的權利。

換言之，市場上任何一筆交易的背後，應當都代表買賣雙方都是心甘情願的，沒有

一絲被迫的感覺。因此，經濟人在維持市場競爭的目的之外，應當會更認同市場雙

方自由交易意志的價值。 

不可否認的，市場交易機會必需經由多數人競爭而來，所以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裡闡明，競爭的本質是市場上有許多交易者，每位銷售者努力爭取

顧客的行為 1。爭取顧客手段很多，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 條所揭露的正當手段有：(1)

以有利的價格爭取交易的機會，(2)以有利的數量為訴求，爭取交易的機會，(3)以優

異的產品品質，博取買方認同，從而產生交易，(4)以良好的服務，爭取交易的機會

也是不錯的策略。除了以上這些所謂「效能競爭」的手段之外，有些經濟人常會以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方式，採行以打擊競爭對手為目的的方法，以有利於自

己完成交易的機會，「杯葛」就是市場上常見的不擇手段之一。 

基本上而言，「杯葛」是藉由市場上下游的交易相對人、或同一市場交易相對

人的合作，對特定交易相對人採行「抵制」的行為，亦即不與之交易的行為，達成

斷絕供給或斷絕購買、或其他之行為，從而使特定交易人，在市場處於競爭不利的

地位，或是競爭能力減弱，或是無法進入市場參與競爭。 

是故，杯葛本身在市場競爭的手段中，即具有相當倫理的可責性，所以公平交

易法將此行為列於不公平競爭的規範當中。在另一方面，杯葛效果的產生，必需發

動者要有「促使」其他杯葛參與人的能力，因此杯葛發起人在市場上必需具備若干

之市場力量，換言之，杯葛發起人要有相當之市場力量，杯葛最後的效果才會發

生，所以在反托拉斯的規範中，它亦具有反托拉斯法的內涵。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雖對該項行為的內涵作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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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說明，但對

                                                      
1 莊春發，「競爭概念的發展、演變與反托拉斯政策」，收錄於反托拉斯經濟學論集（上），

7，瑞興圖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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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葛行為的諸多樣態並未明確表示 2，實值吾人進一步分析與說明。其次，杯葛行

為對市場產生不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之要件要如何決定，在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並

沒有如第 19 條第 2 款的差別待遇，或同法第 6 款的限制交易相對人的補充規定，

因此有必要對該行為的成立要件進行分析。再者杯葛行為在倫理的本質上有被社會

譴責的地方，但從經濟角度裏，是否可以找到他之所以被規範的理論基礎呢？這些

都是本文研究之動機。 

除本節為前言外，本文之結構安排如下：第二節先詮釋杯葛行為行為的定義，

它包括杯葛行為發生的組成主體，杯葛行為發生的樣態，杯葛行為與聯合行為的區

別。第三節則說明杯葛行為產生，以及形成不公平競爭與限制競爭之要件。第四節

則以杯葛行為產生的經濟效果為分析對象。第五節則以公平會處分的杯葛行為，討

論其類別、適當性。最後一節則為結論。 

二、杯葛行為的定義與樣態 

杯葛行為根據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的規定為：事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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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該行為造

成「限制競爭或妨害公平競爭之虞」，則屬公平交易法所規範的不法的不公平競爭

行為。 

(一) 杯葛行為發生的組成主體 

依據我國公平交易法的定義，杯葛行為的發生，必須有三種人所組成，一是杯

葛的發起人（相當於主犯）即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開始所稱的事業，二是杯

葛參與人（相當於從犯）即同法之「他事業」4，三是杯葛受害人（相當於被害

人），即第 19 條第 1 款的「特定事業」。例如某百貨公司要求其所屬專櫃廠商，

                                                      
2 參酌英美法系的立法，即有此現象，其基本理由在於經濟市場上，廠商行為的多樣性，很難如
大陸法系以例示方式表示，只能以原則式或概括式的方式加以表示。 

3 包括單一事業或多家事業體。 
4 杯葛參與人在經濟上不一定是加害人，有時它也是受害人，因為受到杯葛發起人的約束，從而
喪失供貨的來源，或從而失去交易的顧客，造成經濟利益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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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到競爭對手百貨公司設立專櫃，某百貨公司則為杯葛發起人，而聽從百貨公司

意旨之專櫃廠商，則屬於杯葛參與人，而被列為抵制之特定百貨公司，則為杯葛受

害人。是故，杯葛行為發生的主體，共有發起人、參與人與被害人三者，前兩者站

在同一陣線，以造成被害人損失為目的。 

(二) 杯葛行為發生之樣態 

1. 依法律規定的行為樣態 

(1) 斷絕購買的杯葛行為 

以經濟面的意涵而言，發起杯葛的百貨公司藉由參與杯葛之專櫃廠商協助，不

向受害之百貨公司承租專櫃，以阻止特定百貨公司進入市場為目的，或減少特定百

貨公司在相同市場競爭能力的效果。如圖 1 所示。這類型態的杯葛行為是由上游廠

商發動，並由下游專櫃廠商配合斷絕購買，拒絕向特定百貨公司設立專櫃，以傷害

市場的上游廠商為目的。 

(2) 斷絕供應的杯葛行為 

有些杯葛的發動者和上例正好相反，其發動者為下游廠商，例如下游的液化石

油氣分銷商，為阻止新的分銷廠商之加入市場，藉由公會之名義，向上游提供供氣

服務的甲、乙、丙 3 家分裝場發函，要求其不要替新進之分銷商分裝液化石油氣與

運輸桶裝瓦斯，其關係如圖 2 所示。而新分銷商最後僅能向遠地之分裝場要求分裝

液化石油氣以及提供運輸服務，從而增加經營成本。最後，則產生無法與當地之分

銷商競爭的效果。此類型之杯葛行為係由下游廠商所發動，並由上游廠商配合斷絕

供應，以損害下游廠商為目的。 

(3) 其他交易行為的杯葛行為 

杯葛的發生，有時候係由上游事業所發動，參與者為下游事業，而受害者並非

同一市場的上游事業，而係以下游事業為對象，配合杯葛行為的廠商則同為下游之

廠商，如圖 3 所示。當然情況也可能發生於由下游事業為杯葛的發動者，要求上游

事業配合以傷害上游事業為目的，而非以傷害同一市場下游事業為目的，亦即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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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與圖 3正好相反。 

 

圖 1 斷絕購買的杯葛行為 

 

圖 2 斷絕供應的杯葛行為 

 

圖 3 其他行為的杯葛行為 

2. 水平杯葛與垂直杯葛 

除依據法律規定將杯葛之行為的態樣區分成三大類型外，依據杯葛發起人與杯

葛受害人是否處於同一市場，或分處於不同市場的情形，事實上又可將它區分為水

平杯葛與垂直杯葛兩種類型加以分析。前面 3 個例子中，斷絕購買與斷絕供應的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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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行為，其受害者與杯葛發起人均屬於同一市場，因此屬於「水平杯葛」之情況。

相對的，若發起人與受害人分處不同市場，杯葛效果產生於與杯葛發起人不同之市

場時，則將它歸類為「垂直杯葛」。 

若依據杯葛發起人、杯葛參與人、杯葛受害人所處的市場不同，實務上則可以

把杯葛的態樣組合成 8 種情況，如表 1。8 種情況中的第 1 種情況與第 5 種情況，

杯葛發起人、杯葛參與人、杯葛受害人均處於同一市場，表面上看起來與公平交易

法第 19 條第 4 款的「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的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

爭，參與聯合之行為」，有產生「競合」之可能。惟仔細觀察杯葛行為的存在，需

有「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的條件，因此上述兩種情況之「特定之事業」合乎該條

件，應歸類為杯葛行為較為適宜，況且聯合行為以損害不特定的交易相對人為目

的，以及不以同市場廠商的損害為目的，基於此差異仍應將第 1 與第 5 種情況視為

杯葛較為適宜。 

表 1 杯葛行為的分類 

類別 杯葛發起人 杯葛參與人 杯葛受害人 水平或垂直杯葛 

1 上游 上游 上游 水平杯葛 

2 上游 上游 下游 垂直杯葛 

3 上游 下游 上游 水平杯葛 

4 上游 下游 下游 垂直杯葛 

5 下游 下游 下游 水平杯葛 

6 下游 上游 上游 垂直杯葛 

7 下游 上游 下游 水平杯葛 

8 下游 下游 上游 垂直杯葛 

 

例如甲乙丙丁 4 家電視公司，甲公司邀約乙、丙兩家電視公司，共同與奧運單

位簽定共同轉播奧運比賽之契約，但卻由甲電視公司提議，要求乙、丙兩家電視公

司配合，拒絕丁電視公司參與向國外共同轉播之機會，而迫使丁電視公司，最後不

得單獨與奧運轉播公司簽約，造成成本的大幅上漲，不利於與甲、乙、丙 3 家電視

公司在市場上競爭。而甲電視公司即為此杯葛活動之發起人，乙、丙 2 家公司則為

杯葛參與人，而丁電視公司則為杯葛行為下的杯葛受害人，杯葛發起人與杯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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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隸屬同一市場，杯葛效果的產生，並非藉由「斷絕供給」或「斷絕購買」而產生

效果，而是應用非垂直的「其他交易行為」，不讓受害人參加共同購買團體，其情

況以圖 4表示。 

 

圖 4 水平杯葛行為 

表 1 第 3 種情況即為前小節分析的斷絕購買情形，第 4 種情況則與前小節的

「其他交易行為」杯葛的情節相符；而前節斷絕供應的杯葛，則屬於第 7 種情況。

第 6 種杯葛態樣與第 4 種情況類似，下游廠商發動杯葛動作並要求上游廠商配合，

以損害上游廠商為目的，例如下游廠商要求上游交易廠商，不得協助受害上游廠商

供貨之情形。第 2 種情況與第 8 種情況均是同一市場廠商共同抵制另一市場的情

形，這種情況屬於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故意斷絕供應（第 2 種）、斷絕購買

（第 8種）的抵制行為。 

(三) 杯葛行為與聯合行為的區別 

杯葛行為與聯合行為在外形上，有些地方相當相似，例如都是以一群事業而非

單獨的事業，以特定之故意，對市場的競爭情況產生危害。但若細究之下，二者彼

此之間，仍有許多不同的地方，茲分別說明如下： 

1. 兩種行為造成損害的對象不同 

聯合行為所形成的市場損害效果，是以另一個市場的交易相對人為限。例如統

一訂價或聯合提高價格，其傷害的對象為下游的購買交易相對人；反之，若發生的

行為為聯合採購的聯合行為，則受損害的對象為上游的交易相對人。相對的，杯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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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發生，其損害的對象，若為一般的垂直杯葛，則受害者為另一市場之交易相

對人，若杯葛屬於水平杯葛的情況，受害者為同一階段市場中的同業。換言之，聯

合行為對市場產生危害時，受損者為上游或下游之交易相對人，而非同一市場內之

同業。相對的，杯葛傷害的對象，只有垂直杯葛的情況，其受害者為另一市場的交

易相對人，至於水平杯葛時，則為同一市場的競爭同業。 

2. 有無特定對象 

聯合行為對市場競爭產生的限制效果，及於所有與聯合行為集團有交易關係的

交易相對人，並不以特定事業或特定交易人為特定對象。相對的，杯葛行為效果的

產生，其所造成的傷害是以「特定事業」為對象，而且在水平杯葛時甚至受害者是

與杯葛發起人同處同一市場之同業競爭者，而非交易相對人。 

3. 違法集團的組成形式不同 

聯合行為的組成，是藉由所有參與者的協議與可執行性而完成。在組成的過程

中，每一位參與者均有相同的主觀意願。但反觀杯葛行為的組成，是中間擁有一定

市場力量的廠商所主導，其他的杯葛參與者，可能並沒有參與的意願，甚至是該次

杯葛行為的間接受害者，攝於杯葛發起人的市場力量的脅制，不得不配合杯葛發起

人的意旨，如前所述，在水平杯葛情況，杯葛參與人在斷絕供應的情況，可能喪失

增加交易量的機會，而在斷絕購買的情況時，則減少供貨來源的可能，惟一有共同

利益者，可能是水平杯葛的情況，共同將同業排除於若干有利的交易機會外。 

4. 行為主體、客體的差異 

聯合行為形成的主體是市場上大部分的廠商，占有市場相當比例時，才會形成

危害效果，而且其傷害之客體為不同市場之其他交易相對人。相反的，杯葛行為的

形成，大都以市場占有相當比例之「單一」廠商或廠商群（如公會）為主導者，而

配合者則為上、下游在市場上不具壟斷力之交易廠商，在水平杯葛時（如表 1 第 1

種與第 5 種情況），才有可能成為同一市場的集體行為，其和聯合行為最大的差異

在於其損害的對象為同一市場之競爭者，非聯合行為的上、下游之交易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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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兩者採行的手段不同 

聯合行為之為惡在於以較高之價格壓榨交易相對人（出售）或以較低價格逼迫

交易相對人（購買），所以聯合行為仍有交易的產生，只不過藉由團體共同合作將

交易條件加以改變不利於交易相對人。相對的，杯葛效果的產生，則是以拒絕交易

為手段，以達成其削弱對手的競爭力量，或將對手阻止於市場之外。亦即聯合行為

以「交易條件改變」為策略，而杯葛則是使「交易不發生」為手段。 

三、杯葛行為違法的判斷 

事業發動之杯葛行為是否違法，基本上可由三個階段加以判斷，第一部分應當

先檢視事業發動的行為，是否完全符合公平交易法所欲規範的「杯葛行為」，很可

能有些行為外觀相似，但性質卻不應將其認定為杯葛行為。第二部分則需針對公平

交易法杯葛行為之定義進一步詮釋，在何條件下才能確認其行為符合公平交易法所

欲規範的行為，例如杯葛發起人發動杯葛時，是否需杯葛參與人配合為杯葛行為成

立之要件。第三部分則需對論「妨害公平競爭」與「限制競爭」之真義為何？在何

條件下才成立「妨害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現分別說明如下： 

(一) 杯葛行為確認的形成要件 

1. 杯葛行為必需要有三方當事人 

如前所述，杯葛行為的發生，由杯葛發起人，杯葛參與人、杯葛受害人三種身

分的事業所組成。其外觀與聯合行為在許多地方形似，但在損害對象，有無損害特

定對象，違法集團的組成，行為主體、客體，採行違法手段，並不相同。 

若杯葛發起人與杯葛參與人為同一人時，亦即為單純之杯葛行為，其事業對特

定事業斷絕供給、斷絕購買或其他交易行為時，該行為即非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所欲規範的標的。若該事業具有相當之市場地位，則上述之行為可能構成無正當

理由對他事業差別待遇之行為。 



56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2. 杯葛發起人、杯葛參與人以及杯葛受害人必需為公平交易法所規定的
事業 

公平交易法所規範的對象，基本上是市場上的「事業」為限。根據公平交易法

第 2 條的規定，屬於事業的對象有：(1)公司、(2)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3)同業

公會、(4)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若杯葛行為組成的三種組織或

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不具備公平交易法的「事業」定義的，

則杯葛行為可能不成立。例如「消費者團體」因某一公司之產品價格過高，而發起

消費者拒買該產品的活動，因為消費者團體並非公平交易法第 2 條所定義的事業，

其呼籲消費者拒買之行為，雖在社會上稱之為杯葛行為，但他因事業定義不符合，

並非公平交易法所欲規範的對象5。 

3. 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 

主觀上「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是杯葛行為最重要的特徵，也是與聯合行為區

分最清楚的分野。有些學者以為同業公會發函所屬會員，拒絕與特定事業，可能是

斷絕供給，也可能是斷絕購買，認為此種行為應採用聯合行為加以規範，比以杯葛

行為相繩要適當，即忽略了杯葛係以特定事業為對象，而聯合行為並不以一定之對

象為損害之目的 6。 

(二) 杯葛行為要件的詮釋 

1. 是否要以杯葛參與人配合為要件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對杯葛行為的定義裡，只說明杯葛發起人，「促

使」杯葛參與人配合，對特定事業斷絕供給、斷絕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在杯葛

行為的成立要件，是否一定要杯葛參與人有一定之實際配合行為為必要？揆諸公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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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1996。 
6 廖義勇教授與何之邁教授均有相似之論點，分別見廖義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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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何之邁，公平交易法實論，12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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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所處理的杯葛多數案例，杯葛參與人實際上大都有實際的杯葛行為，惟此乃

案例發展所使然，其並非法規適用之必備條件 7。 

另外，公平交易委員會於第 87 次委員會議討論通過的公研釋字第 069 號解釋

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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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發函行為顯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斷絕供給、購

買或其他交易行為，而認為有妨害公平競爭之虞，違反公平競爭第 19 條第 1 款之

規定」依該解釋杯葛發起人發函予他事業促使其為杯葛之行為，即認定為符合第 19

條第 1 款之規定。並未將杯葛參與人為杯葛行為列為要件。是故，有學者認為只要

杯葛發起人與杯葛參與人雙方達成杯葛之協議，杯葛發起人之行為即有受罰之可

能 8。 

2. 杯葛發起人要「促使」杯葛參與人是否需具備一定的市場力量 

杯葛行為效果的產生，杯葛參與人的配合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若杯葛參與人

不配合，甚至陽奉陰違，相信杯葛發起人即使有杯葛之企圖，最後也可能產生不了

市場之效果。所以杯葛參與人要能受命於杯葛發起人的指示，而進行斷絕供給、購

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必須杯葛發起人要擁有指揮杯葛參與人的力量。一般而言，

杯葛發起人在市場上擁有一定的市場力量時，杯葛參與人為免於成為未來成為杯葛

受害人，或成為差別待遇的對象，大都會配合杯葛發起所為之指示。 

是故，在大部分公平會的案例裏，公平會處理杯葛行為是否成立，能否產生杯

葛發起人所為之杯葛效果，大都以杯葛人於市場上是否擁有一定之市場力量為考量

之基礎。就杯葛行為效果是否產生而言，杯葛參與人之配合占有相當重要之角色，

而杯葛發起人要能「促使」杯葛參與人配合其指令，杯葛發起人擁有一定之市場力

量是不可或缺的 9。 

                                                      
7 見廖義男(1997)，同註 6。 
8 賴源河，公平交易法研析，295，台北：五南出版公司，2000。 
9 學者廖義男並不認同杯葛發起人擁有一定市場力量為必要條件，他認為效能競爭是靠自己的力
量，而杯葛是靠別人的力量，因此杯葛人市場地位之高低，就不是關鍵所在。見廖義男 (1997)，
同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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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杯葛之處分是否以杯葛效果存在為限 

如前所述，杯葛行為的成立，並不以杯葛參與人配合為必要條件，只要杯葛發

起人與杯葛參與人達成協議，即已滿足杯葛之要件，因此杯葛行為之違法性，只要

該項行為的安排，達到具有「抽象之危險性」，即可認定其成立杯葛行為。蓋，杯

葛行為之禁止，係以事前防範為概念，而非讓杯葛行為造成市場競爭損害事實為認

定之標準。 

(三) 杯葛行為是否形成限制競爭或妨害公平競爭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違法行為的前提，是該項行為最後要有形成妨害公平競爭

或限制競爭的可能，做為認定之要件。 

如以競爭層次的觀察，圖 1 因杯葛行為而受害的百貨公司，若事前已存在於市

場，則影響的競爭層次，屬於「市場競爭」（market competition）的傷害。反之，

若事前該百貨公司未進入市場，則杯葛行為的產生之影響效果，則將屬於「產業競

爭」（industrial competition）。同理，圖 2 的情況，其影響者為潛在的競爭者，因

此杯葛行為所影響者為「產業競爭」。公平交易委員會在第 71 次的委員會議的決

議，對於有妨害公平競爭之虞之適用考量 10，係參酌歐美先進國家執行公平交易法

的經驗，並不以特定行為的實施會對市場競爭產生「實質的限制」為必要，只要是

該行為實施後「妨害公平競爭之可能性」或達到「抽象危險性」的程度即可。換言

之，只要該交易行為對公平的自由競爭構成一定程度的妨害，即可成立「妨礙不公

平競爭」。 

因此，目前而言，對於公平交易法 19 條的行為，公平會的認定，事業之競爭

行為是否該當「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構成要件，是採取事業之「競爭手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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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

判斷。「競爭手段」本身顯然已失公平性者，即具可非難性，構成「妨礙公平競爭

之虞」的構成要件，等同於美式處罰方式的「當然違法」。其次，若競爭手段之

                                                      
10 第 19 條的違法前提由妨害公平競爭，改為限制競爭或妨害公平競爭，係於民國 88 年修法
時，才加上前段「限制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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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未達到當然違法時，則需由競爭結果是否減損市場之競爭機能來加以認

定，有減損者，再由「合理原則」加以審酌。 

以「杯葛行為」而言，其「競爭手段」本身即具「不公平性」，而且行為發生

之效果，如前所述已對競爭層次的「市場競爭」與「產業競爭」11 明顯會產生不利

的影響。換言之，該行為對市場之競爭已造成減損，必然形成「競爭限制」之結

果，公平會則有以公權力加以排除之必要。 

四、杯葛行為的經濟效果 

檢視杯葛行為違法的法律要件後，我們可以進一步的分析，杯葛行為對廠商與

消費者的影響，從而建立規範杯葛行為的經濟理論基礎。依據不同市場結構情況，

一是市場處於競爭性情況，二是市場存在優勢廠商卡特爾組織以及邊緣廠商的情況

（寡占市場）。以下即以此兩種市場結構分析廠商發動杯葛行為後，對市場競爭產

生的影響以及對社會福利水準的傷害。 

(一) 競爭市場結構下杯葛行為的效果 

如圖 5，D 與 S 分別代表競爭市場的需求線與供給線，它們相交於 E，決定市

場均衡價格 P1 與均衡數量 Q1。今假定市場供給曲線由市場 A、B 兩群廠商組成，

發動杯葛為 B 群廠商，杯葛受害廠商為 A 群廠商。它們的供給曲線分別以ΣMCA

與ΣMCB表示。若 A 群廠商因為 B 群廠商的杯葛行為而被迫退出市場，則市場因

供給減少均衡價格上升為 P2，市場均衡數量則減少為 Q2。 

就杯葛發起廠商 B 而言，在新的價格與數量的結構下，它們的價格由 P1 上升

為 P2，產量由 QB提高為 Q2，因此所賺取的利潤水準將由原有的△WP1X 增加為△

WP2Y，增加利潤□P1P2YX。因此對 B 群廠商而言，他們有強烈發動杯葛行動的動

機，將 A 群廠商趕出市場。雖然此杯葛行動仍然不能讓他們採行卡特爾訂價，獲取

更高的利潤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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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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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競爭市場結構的杯葛效果 

就市場直接關係人的消費者而言，杯葛後使他們原有的消費者剩餘由原有的

△P1FE降為△P2FY，共減少□P1P2YE的剩餘。減少剩餘的部分，□P1P2YX變成杯

葛發起廠商的利潤，剩下的△XYE 部分則因為價格上升，成為無謂的損失

（deadweight loss）。換言之，因為杯葛行為的發動，使市場 YE的消費者因價格上

升，買不起該產品。 

如以整體福利水準角度觀察，未發生杯葛前，社會福利水準以△WEF 表示，杯

葛之後，則社會福利水準降為△WYF，社會福利水準減少了△WEY，中間包括△

XYE的消費者剩餘與△WXE的生產者剩餘。 

是故，在競爭性結構市場之下，不管是以消費者福利指標—消費者剩餘，或是

社會福利為指標，均顯示杯葛行為將帶來福利的降低。以公共利益的角度而言，它

表示杯葛行為競爭主管機關應當極力加以防止才對。 

(二) 優勢廠商結構下杯葛行為的效果 

1. 圖形分析 

假設市場存在一卡特爾（cartel）組織，卡特爾成員欲排除市場上不加入卡特爾

組織的其他邊緣廠商，以完成其對市場的完全控制。如圖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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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卡特爾所有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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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邊際成本。杯葛行為未發動之前，卡特爾成員依據 mr＝MC2，決定市場價格 P1，

與最適產出 q2，邊緣廠商跟隨卡特爾的價格，生產最適產出 q1，亦即 q1＋q2＝Q1。 

 

圖 6 優勢廠商的杯葛行為 

今卡特爾組織發動杯葛行動將邊緣廠商排除於市場之外，使卡特爾組織在市場

上形成一獨占者，然後依據 MR＝MC，決定最適的產出 Q2，市場價格提高為 P2。

卡特爾組織在未發動杯葛之前，產出為 q2，杯葛之後產出增加為 Q2，市場價格則因

杯葛行為由 P1 上升為 P2，因此卡特爾的利潤水準由□P1JGK 上升為□P2AHK，所

以卡特爾亦有採行杯葛行為的強烈誘因。 

就消費者的立場而言，杯葛前的消費者剩餘為△P1EB，杯葛後因為價格上升，

使得需求線 AB 上的消費者被排除於市場之外，消費者剩餘亦減少為△P2EA，因此

杯葛對消費者有百害而無一利。 

如果改以社會福利指標觀察杯葛的效果，如(1)式所示，W1 代表杯葛前的福利

水準，它由(1)消費者剩餘△P1EB、(2)邊緣廠商利潤△KP1I、(3)卡特爾組織利潤□

KP1JG 3項因素組成： 

W1＝△P1EB＋△KP1I＋□KP1JG (1) 

杯葛之後，卡特爾組織的利潤增加為□KP2AH，邊緣廠商利潤消失，消費者剩

餘減少為△P2EA，如(2)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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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P2EA＋□KP2AH (2) 

利用 W1 與 W2 的內容比較，可以發覺杯葛後減少的面積為△ABL 與△KP1I，

增加的部分只有□JGHL（剔除重疊的部分□P1P2AL），如(3)式： 

△W＝W1－W2＝△ABL＋△KP1I－□IGHL (3) 

由直覺或圖形上看，△W 似乎大於零的可能性較大，它代表杯葛之後，以整體

社會福利為衡量，顯示社會福利水準將趨於減少。 

2. 數學例子分析 

今以數學式加以表示，令市場需求為 P＝100－Q，Q＝qd＋qf (4) 

qd 表示卡特爾廠商之供給量，qf 表示邊緣廠商之供給量。卡特爾廠商與邊緣廠

商的供給函數以(5)式與(6)式表示： 

MCd＝10＋2qd (5) 

MCf＝10＋4qf (6) 

根據以上之數據，可求出杯葛行為發生前市場的均衡為 66 元，卡特爾廠商與

邊緣廠商的供給量為 qd＝20與 qf＝14。 

杯葛行為將邊緣廠商趕出市場之後，使卡特爾廠商成為獨占廠商，可求出獨占

解 P＝77.5，Qd＝22.5。 

依據杯葛前的資訊，可求出消費者剩餘 CS1＝578，邊緣廠商剩餘為 π f ＝392，

卡特爾廠商的剩餘，π d ＝720。 

相對的，根據杯葛後的數據，可求出卡特爾廠商的利潤為 π m ＝1012.5，消費者

剩餘 CS2＝253.125。以 W1、W2 分別表示杯葛前、杯葛後的社會福利水準，則其福

利水準以(7)、(8)所示： 

W1＝CS1＋π f ＋π d＝1690 (7) 

W2＝CS2＋π m＝1265.625 (8) 

若以消費者福利極大為標準觀察杯葛行為之效果，則發現杯葛後消費者剩餘損

失 324.875。若以社會福利為指標加以觀察，則社會福利因杯葛行為而降低

424.375。換言之，杯葛行為的發動，的確使卡特爾廠商之利潤由 720 提升為 1012.5

增加利潤 292.5，但此舉也使消費者剩餘減少 324.875 之外，產業利潤也因此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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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它代表圖 6的□KP2AH面積小於□KP1JG加上 KP1I的面積。 

此外，以「市場競爭」為衡量指標觀察，不管市場是屬競爭結構或是屬優勢廠

商結構，杯葛發生而且成功之後，以上兩種情況，最後所形成的結果，都是造成市

場競爭廠商數的減少，不利於市場競爭機制的發揮，可能產生「限制市場競爭」的

結果。是故，以減損市場競爭的角度而言，杯葛行為的施行，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再者以公平交易法第四條所揭示的「效能競爭」概念，正當競爭的手段，廠商

應當是以有利的價格、有利的數量（折扣）、產品的良好品質、交易時提供較佳的

服務，做為爭取交易的機會，而非以擁有市場力量或市場地位，逼迫其上游或下游

的廠商，以抵制拒絕交易方式，讓競爭對手不是無法參與競爭，就是削弱其競爭能

力。以倫理角度而言，杯葛並非市場競爭的正當方法，因此有嚴格規範的必要。 

五、杯葛行為之個案分析 

(一) 金石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聖誕卡片 12 

1. 背景 

金石堂公司全省擁有 24 家門市部，於圖書文化事業占有高度行銷網路與據

點，在聖誕卡片、禮品等市場上具有重要之影響力，而杯葛參與者聖誕卡片供應

商，除製造聖誕卡及相關飾品外，平日亦透過金石堂公司之門市部銷售其他之產

品，如生日卡、邀請卡、禮品及紙製品等，而金石堂之銷售均占該等供應商銷售業

績的重要比例，亦即該等供應商銷售依賴金石堂甚深。一旦金石堂提出配合斷絕供

給的要求，礙於金石堂之壓力與市場購買之地位，遂不得不配合。 

檢舉人之營業項目與金石堂類同，皆以銷售圖書、文具為主，二者之門市在地

理上於新竹市區相距不到 100 公尺，因此隸屬於同一地理市場，彼此處於市場競爭

激烈之局面。 

民國 81 年聖誕節前夕，金石堂仗其市場擁有強大購買之優勢，脅迫上游之卡

片供應商，不得供貨予檢舉人，否則將全面抵制拒售該供應商之商品，供應商礙於

                                                      
12 見公平會 82年公處字第 046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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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堂為其產品銷售之重要管道，不得不從成為市場杯葛行為的參與人。 

2. 分析 

上開案例屬於下游事業所發動的杯葛行為，而金石堂為杯葛發起人，上游之卡

片供應商則為杯葛參與人，而該案之檢舉人則為杯葛受害人。基於杯葛發起人意圖

與目的，是金石堂欲藉由供貨來源之削減 13，減少檢舉人之市場競爭能力，甚至意

圖將檢舉人趕出市場之外，該行為顯然屬於「不公平競爭」的範疇，其效果也必然

形成「市場競爭」限制之效果。 

由於發起人金石堂於聖誕卡市場具有購買之優勢，其杯葛行為之發起，極容易

獲致上游卡片供應商之配合，從而產生實質之杯葛效果。最後則將因杯葛帶來市場

競爭上的不公平性。且該行為也違反商業倫理，與公平交易法所揭櫫的效能競爭之

精神，亦即事業不圖正道以有利的價格、有利的數量，或產品品質的優良性或提供

較佳之服務以為競爭之手段，卻企圖藉由本身所擁有市場獨買力（monopsony 

power）之不當運用，造成對手進貨困難或買不到相同或類似之產品，在市場上處

於競爭之不利地位。因此，其行為具有高度的市場非難性，其行樣態屬於圖 2 之斷

絕供應的杯葛行為，以及表 1第 7類別的水平杯葛。 

(二) 南投縣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阻礙新進分銷商案 14 

1. 背景 

民國 83 年 5 月 31 日，南投縣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即分銷商之公會，

以下簡稱杯葛發起人），以(83)投縣液永字第 101 號函南投縣內平生、東岱、統一

等 3 家液化石油氣分裝場，要求其為保持液化石油氣市場之安定，請該 3 家分裝場

（即杯葛參與人）勿任意接受新分銷商（即杯葛受害人）之委任分裝液化石油氣，

以及運送分裝好之 16 公斤或 20 公斤裝之桶裝液化石油氣，該函內容將致使新分銷

商無法進入市場，有違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1款杯葛行為之規定。 

                                                      
13 檢舉人尚有其他卡片之供應來源，但其產品在市場之知名度可能無法與金石堂要求杯葛之卡
片匹敵。 

14 見公平會 84年公處字第 013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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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 

液化石油氣之供銷體系中，區分為進口與生產�經銷商�分裝場�分銷商�消

費者等四階通路。本案所涉及之情節，為分裝場至分銷商（即一般所稱之瓦斯

行）。分銷商分處各地，經營規模一般不大，為安全起見液化石油氣之分裝工作大

都委由分裝場代工 15，罐裝後再由分裝場運送至各瓦斯行，一般稱之為「小運」，

與經銷商以油罐車將液化石油氣運送至各分裝場的「大運」有所不同。換言之，分

裝場為分銷商所為之工作共有兩項，一為液化石油氣的灌氣，二為桶裝瓦斯的運

輸。 

本案之檢舉人在檢舉時雖處於申請營業執照期間，但其成為分銷市場新事業的

企圖至為明顯，而事實亦極為可能。故，檢舉人雖為市場之潛在競爭者，亦屬公平

交易法所稱保護的對象。畢竟潛在競爭者存在，對市場的競爭有促進之作用。換言

之，潛在競爭的存在，有獲取「產業競爭」之效果，而「產業競爭」又是公平交易

法施行所欲達成之目標 16。 

杯葛發起人南投縣液化石油氣商業同業公會，對上游分裝場的發函，雖未言明

另一特定之分銷商，然檢舉人及其他欲加入市場之潛在競爭者，均可能因公會發函

之杯葛行為而無法進入市場，失去市場交易之機會。被處分人—公會與分裝場─均

辯稱上述函件，對分裝場的市場行為並不具約束力。惟該項行為有可能造成「抽象

的危險性」，致妨礙市場公平競爭之可能。換言之，由公平交易法立法之目的並不

在於市場競爭遭受實質傷害之後，再利用公權力予以彌補，而是在事前市場競爭未

遭受傷害，而有相當傷害可能之前，予以介入防止該傷害的發生。 

況且以產品特性而言，液化石油氣係屬笨重不利於長途運輸，因此其市場之地

理範圍有侷限性，公會代表分銷業者發函予南投縣轄區之 3 家分裝場，拒絕新分銷

商的委託運輸與分裝，將使新進業者被迫向遠地分裝場請求協助，如此將形成營運

成本之提高，不利於其在南投縣區地理市場之競爭。故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有公

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1款之適用。 

                                                      
15 見莊春發，桶裝瓦斯勞務配送中心與公平交易法相關分析，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合作研究
計劃，2000。 

16 見莊春發、李顯峰，經濟理論的競爭觀在執行反托拉斯管制上的定位與應用，公平交易委員
會 91年度合作研究報告十二，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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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之發函不因其理監事會議記錄已獲縣府之備查，或被處分人到公平會說明

後另函作廢而免除其責。該行為樣態屬於圖 2 的斷絕供給，以及表 1 第 7 種的垂直

杯葛行為。 

(三) 三省堂書坊促使上游業者斷絕供應中、小學參考書案 17 

1. 背景 

三省堂與文心書局、學園書局、公耘社書局、柏平社書局、晟賜書局、大統書

局及本案檢舉人，為桃園地區（包括楊梅、湖口等地）中小學參考書籍經銷業者。

被處分人三省堂為聯合同業製作一份文件，於文件中載明：未簽署之業者，請出版

社，曉以大義，並施予暫停供貨制裁。三省堂為表其執行決心，與文心書局絲彥華

君分別開立新臺幣 20 萬元本票交予對方保管，以為執行文件所載行為之相互約

定。 

事後被處分人即以電話告知上游相關業者，對本案檢舉人停止供貨。案經檢舉

人提出交易對帳單及本案所涉之出版業者交易紀錄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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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實前項之杯葛行為

確實因而產生效果。 

2. 分析 

本案被處分人三省堂書坊為杯葛發起人，上游之出版社為杯葛參與人，而檢舉

人為杯葛受害人。發起人藉由促使上游的斷絕供貨，使本案之被害人，無法與市場

其他競爭者競爭。杯葛行為樣態與分類與第一案之金石堂完全相同。 

(四)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對不友善技師斷絕委託案 18 

1. 背景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於 83 年 7 月 29 日，以（83）十會字第 0704 號，函請所屬

                                                      
17 見公平會 84年公處字第 034號處分書。 
18 公平會 84年公處字第 040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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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勿複委託對該會不友善技師洪呈和等 7 名結構技師。亦即盡可能不要將結構技

師之工作交付上述 7 個結構技師。致使該 7 個結構技師之工作量大幅銳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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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名結構技師採行杯葛

之行為。 

台北市建築公會理事長辯稱，其通知僅係反應本身體驗與若干會員的感覺，轉

知會員週知而已，亦未強制全體會員遵守，亦未擬對不遵守之會員做任何處分。且

經查驗部分建築師仍繼續委託前開所稱不友善之結構技師，故對結構技術之市場功

能應尚無影響云云。 

惟經公平會調查洪呈和和 7 名結構技師 83 年 4、5、6 月合計之交易值為

7,127,520 元，而自台北市建築師公會發函後的 8、9、10 月等 3 個月的交易值銳減

828,990 元，顯見該函之影響力。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雖辯稱該函並非實質的約束

力，也未對不遵守之建築師採行處分之限制，但依據上述之數據顯然該函所發動之

杯葛行為，已在結構技師委託市場上產生顯著之效果。 

2. 分析 

本案之重點在於台北市建築師公會理事長謝照明，以發函方式知會所屬會員不

要與不友善結構技師交易，係以「特定事業」為損害對象。發函是否有成立杯葛行

為，並不以其造成實質上的效果為限，而是以達成一定的「抽象危險」即屬有損害

之可能。更何況依據公平會之調查發函前後，7 名結構技師之交易值統計數據，顯

然產生巨大之變化，發函後之交易值僅剩發函前之 10%左右，顯然該函已有「促

使」其他建築師終止委託之效果，對結構技師市場產生不公平競爭之情事。 

由本案之情節觀察，它屬於表 1 第 2 種情況的杯葛態樣，杯葛發起人屬於上游

業者，杯葛參與人亦屬於上游之廠商，共同發動杯葛之活動，抵制下游廠商的垂直

杯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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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華音響發展協會發函阻止水貨商廣告案 19 

1. 背景 

中華音響發展協會（被處分人）因會員反應新華音響（檢舉人）在音響雜誌上

刊登一些尖銳性廣告（標示價格較低）。於 83 年 10 月 24 日召開理監事臨時會

議，決議「協會應與各專業雜誌做適度溝通，勸阻其不要刊登代理商顯然有傷害性

之產品廣告」，並於 83 年 12 月 6 日針對新華音響公司發函給台灣音響雜誌聯誼

會，函中提及「多家音響雜誌常刊登水貨廣告，且標有零售比較價格，此舉明顯表

示公然與同廠牌之代理商作尖銳化之惡性競爭…。本會鑒於會員權益及市場正常發

展，不得不商請公會合作，鼎力協助勸說所屬雜誌社會員，慎重考慮刊登上述廣

告……。」 

中華音響協會會員在各雜誌刊登廣告量占雜誌廣告量的 80％以上，因此中華音

響協會發函杯葛之行為，雖無契約上的強制約束力，惟各雜誌社鑒於被處分人會員

廣告量占有相當之比例，必然給予相當程度之配合，而拒刊類似新華音響水貨之廣

告。 

2. 分析 

中華音響協會會員在各雜誌的廣告量占有相當之比例，因此協會發函知會各雜

誌社的影響，必然產生「促使」之效果。換言之，中華音響協會在音響雜誌市場上

擁有相當之市場力量，其提出要求，雜誌社為求生存，一般而言，必會配合拒絕杯

葛受害人的廣告，從而產生顯著之杯葛效果。雜誌社若拒絕類似新華音響廣告的刊

登，將不利於音響市場價格訊息的流通，阻礙競爭機能之發揮。 

以類型而言，此案屬於上游廠商發動杯葛行為（其他交易之行為為手段），要

求下游廠商配合，以抵制同屬上游之廠商，屬於表 1之第 3類型的水平杯葛行為。 

                                                      
19 公平會 84 年公處字第 074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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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台中家禽運銷合作社限制競爭案 20 

1. 背景 

台中家禽運銷合作社向養雞農民收購雞隻，加工製成各種雞肉及相關家禽類製

品，銷售予批發商或零售商為業。除台中家禽運銷合作社外，國內市場上尚有大成

長城企業、樂山股份有限公司、碁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卜蜂企業等四家公司

從事相同之市場業務。 

檢舉人皇室吉利堡公司於 88年 8月 3日至 88年 12月 14日間，與台中家禽運

銷合作社存有交易之關係，之所以解約係因皇室吉利堡在取得處分人代表性商品如

燻雞肉片、雞腿堡後，即以成本價出售，擾亂下游市場，影響其他同業之間之正常

競爭。惟台中家禽運銷合作社停止供應契約後，皇室吉利堡仍繼續向下游同業調

貨，持續將其最暢銷之燻雞肉片、雞腿堡以低價促銷，下游之業者再度紛紛向被處

分人檢舉是項行為。台中家禽運銷合作社乃於 91 年 8 月 29 日傳真下游業者，傳真

內容為「……在此敬告『正點』系列產品之經銷商，請勿供應本公司之任何產品予

皇室吉利堡，一經本公司查獲屬實，將列為拒絕往來，不再交易。」經銷商接獲傳

真通知後，懼怕台中家禽運銷合作社的停止供貨，乃減少對皇室吉利堡商行的供

貨，而不敢斷然全面停止供貨。杯葛受害人因杯葛行為無法獲得所需的燻雞肉片，

業績乃大受影響，滑落五成左右，顧客流失情形極為嚴重。 

2. 分析 

被處分人在早餐店燻雞肉片的供應市場上占有相當之地位，因此其對下游經銷

商之傳真函，確實產生「促使」所有經銷商斷絕供應的效果，而且此項行為亦造成

皇室吉利堡因供貨不足，致使市場競爭力減弱，最後大量流失顧客而產生業績的大

幅下跌的損失結果。是故，台中家禽運銷合作社的杯葛行為屬於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所規範之行為。其樣態屬於其他行為之杯葛行為，以及表 1 第 4 類的垂直

杯葛行為。 

                                                      
20 公平會 92 年公處字第 152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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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揚聲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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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揚聲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唱片公司授權後，將歌曲伴唱帶授權予下游

之視聽歌唱業者的伴唱帶代理商。被處分人為伴唱帶授權市場的新進廠商（於民國

91 年成立），除被處分人外該市場內尚有弘音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美華影音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兩家公司從事相同市場業務。 

被處分人在民國 92 年間，以損害弘音公司與美華公司為目的，通知視聽歌唱

業者只能在被處分人與另外兩家業者間做出抉擇，並提供優惠價格。並透過各區主

管人員以口頭促使視聽歌唱業者只與被處分人簽約，以免費提供點播率較高之歌曲

伴唱帶方式誘使視聽歌唱業者只與其簽約。使得部分視聽歌唱業者一度與弘音公司

及美華公司斷絕往來，妨礙伴唱帶授權市場之公平競爭。 

2. 分析 

被處分人雖是伴唱帶授權市場的新進業者，但在民國 92 年取得錢櫃與好樂迪

兩家 KTV 之獨家交易權後，立即具有顯著之市場地位。被處分人更以提議、慫恿

或脅迫方式，例如伴唱帶業者若與弘音公司或美華公司簽約，授權金額漲一倍或不

提供熱門新歌，促使視聽歌唱業者為避免難以與同業者相互競爭，最後斷絕與弘音

公司及美華公司之往來。該杯葛行屬於表 1 之第 3 種類型的水平杯葛行為，對弘音

公司及美華公司已構成限制競爭與損害，且係以損害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之利益為

目的，即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1款之規定。 

六、結論 

杯葛行為的成立，基本上由杯葛發起人、杯葛參與人、杯葛受害人三種人所組

成。前兩類人屬於加害者，而第三種人為被害者。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

                                                      
21 公平會 92 年公處字第 167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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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的規定，杯葛行為的樣態，可區分為斷絕供給的杯葛行為、斷絕購買的杯葛行

為、其他交易的杯葛行為。但若依據杯葛發起人與杯葛受害人所處市場條件，可再

區分垂直杯葛行為與水平杯葛行為，若再考量杯葛參與人所處市場，則存在 8 種型

態的杯葛行為。 

杯葛行為與聯合行為均以市場上一群廠商，以特定之故意，對市場產生危害，

外觀上有些相似，但就其實質內涵，則二者有下列之差異：(1) 兩種行為造成的損害

對象不同，(2) 損害有無特定對象不同，(3) 違法集團的組成形式不同，(4) 行為的主

體、客體有所不同，(5) 兩種行為採用之手段亦不同。 

依據公平會的執法內規，杯葛行為是否產生效果，仍應考量(1) 杯葛發起人的意

圖與目的，(2) 杯葛發起人所處的市場結構以及本身的市場地位，(3) 杯葛行為所涉

及的商品特性，(4) 杯葛履行情況，(5) 杯葛行為實施後對市場競爭的影響等 5 項條

件。杯葛行為效果的檢驗，並不以產生「實際效果」為限，而是以具有「抽象危

險」即符合妨害公平競爭。其限制競爭之範疇，以「競爭內涵」的層次觀察，若杯

葛受害人在杯葛行為發動前已存在於市場，則杯葛行為所傷害者為「市場競爭」。

若杯葛發動時，杯葛受害人為尚未進入市場之潛在競爭者，則杯葛行為所傷害者為

「產業競爭」。不管是「市場競爭」之層次，或是「產業競爭」之層次，都是對競

爭產生限制之效果。 

以經濟理論模型分析杯葛行為之效果，不管是在競爭市場結構或是優勢市場結

構下，均可發覺杯葛行所產生的效果為，一方面造成市場價格提升，傷害消費者剩

餘的實現，二方面以社會福利之角度分析，其最終亦產生社會福利水準的降低。因

此，支持杯葛行為應以當然違法加以處理。 

公平會所處分的個案中，亦多支持前面杯葛行為分類與樣態，亦顯而易見在各

個個案當中，杯葛行為在市場交易中的可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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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Firms’ Boycott Behavior 

Chuang, Chuen-fa* 

Abstract 

Unquestionably, boycott behavior represents ethically wrong behavior; thus, 

whenever boycott behavior is initiated, it is very likely that unfair competition and 

competition restraints follow, thereby violating the Fair Trade Act. This study notes that, 

in an analysis, when the concept of “nature of competition” in industrial economics is 

adopted, it is easier to identify any damage to “market competition” or “industry 

competition” caused by boycott behavior.  

As per law, boycott behavior can be classified into supply severance, purchase 

severance and boycotts of other transaction behavior.  In addition, depending on the state 

of the market that the initiators, participants and victims of boycotts encounter, boycott 

behavior can be further categorized into eight types under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boycotts.  

Using an economic model for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boycott behavior contributes to 

a decline in consumer surplus no matter if it is in a competitive market structure or in a 

dominant firm market structure. Also, such behavior results in a leveling down of overall 

social welfare. Finally, this study fully supports the position that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should adopt the “per se illegal” principle to handle boycott behavior. 

Key words: vertical boycott, horizontal boycott, market competition, industrial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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