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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市場封鎖、獨家交易、搭售、維持轉售價格、地域或顧客限制、垂
直結合、技術標準專利、雙邊市場
一、研究緣起
商業活動的蓬勃發展仰賴一個健全的競爭環境，讓有意願、能力的廠商
不斷推出新的產品、技術、服務、乃至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s）。而廠商
不但在價格、服務、與商品品質之間競爭，亦可能嘗試各種契約關係、交易
安排、產品設計等等，以在市場上取得利基。這些商業手法（business practices）
有些對消費者有利、有些對消費者有害；其中，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
搭售（tying）、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維持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與地域或顧客限制（territorial or customer restrictions）等行為
在實務與理論發展上一向頗受爭議。
在競爭法（或者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的源流—美國，這些行為曾
廣泛被認為傷害競爭，在法庭上受到極嚴格的檢視。但是 1950 年代之後，所
謂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的主張逐漸受到重視。芝加哥學派所提出的
「單一獨占利潤」理論（single monopoly profit theory）批評美國過去重要反
托拉斯案件的邏輯不一致，對競爭法領域的發展與法院判例帶來極為深遠的
影響。
之後，隨著新的分析工具的發展，近年來經濟學界與競爭法學界對於市
場封鎖的不同效果有更深入的探討與理解，而呈現出不同於之前主導競爭法
思考的芝加哥學派的看法，更對歐美競爭法實務帶來新一波的思維衝擊。尤
其 1980 年代之後賽局理論（game theory）逐漸應用於經濟學各個子領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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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分析工具之一。賽局理論所能處理的核心議題—策略性互動—在產業
經濟學尤其得到廣泛應用，而與產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密切相關
的競爭法與競爭政策隨之受到學者的廣泛注目。以賽局理論為分析基礎的分
析大大改變了競爭法理論的面貌，也受到近年來數個重要競爭法案例的啟發、
或者影響競爭主管機關對於案件審酌的思維。
面對產業的變遷發展、以及學理的新思維與新理論，若能適當梳理經濟
理論對於相關行為市場封鎖效果的研究、整理世界主要競爭機關對於這些行
為的立法規範以及近期重要案例，必能深化競爭主管機關對於相關議題的認
識，提供未來執法上的參考與協助。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計畫首先針對晚近的市場封鎖經濟理論作一系統性地彙整與說明，接
著以比較法的分析整理、比對各國的相關規範，並列舉重要案例作為說明。
在經濟分析的部分，針對獨家交易、搭售、與垂直結構的相關行為（垂
直整合、維持轉售價格、地域或顧客限制等）
，分別討論從芝加哥學派以來的
理論發展，並適時以簡單的經濟模型或者範例說明理論所仰賴的經濟邏輯，
以及結果成立所需要的重要假設。以協助理解理論成立的原因與限制，進而
在實際案例判斷上能夠適當運用經濟學理。
在比較法分析的部分，針對維持轉售價格、獨家交易、地理區域限制、
以及搭售等行為在美國、歐盟與我國的最新立法規定一一做出整理，並且就
各個行為分別選擇各國重要案例、以及部分近期案例加以說明。在我國的案
例分析中，並針對市場封鎖相關案例，搜尋、整理出我國自 101 年至 106 年
8 月間的市場封鎖相關案例，並作一概括式地敘述統計分析，就所有蒐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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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案件進行整體以及分類評估，嘗試理解我國公平法在近年來市場封鎖相
關案件的執法趨勢，以作為未來進一步研究、探索的基礎。
最後，鑒於創新產業的重要性與特殊性，近來「技術標準專利」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與「雙邊市場」
（two-sided markets）兩個課題頗受相當注目，
亦陸續有重要案例出現。計畫的最後一步分因此針對這兩個課題，分別從比
較法與經濟分析的角度，做一初步介紹、討論。
三、重要發現
市場封鎖的相關理論在後芝加哥時代（post Chicago School）仍然持續發
展。部分理論逐漸發展成熟，值得競爭主管機關重視；但是部分課題在學界
仍然未有定論，陸續有新理論發表，競爭主管機關可密切追蹤。俾使競爭政
策的擬定與執行能夠適切反應當前對相關行為的最新理解。
在學界較有共識的結果來說，在獨家交易部分，獨家交易契約中的違約
處置、尤其是約定違約賠償，可能會導致部分比較有效率的競爭者無法進入
市場。雖然獨占廠商設定違約賠償的目的並不再於排除進入、而是藉由約定
違約賠償汲取競爭者的效率利得（efficiency gains），但是若簽訂獨家交易時
具有不確定性，獨占廠商無法明確得知競爭者的生產技術（或者生產成本），
則約定違約賠償會造成排除進入的「連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而當買
家數量眾多、並且彼此難以協調、整合時，獨占廠商可以利用買家之間的協
調問題簽下獨家交易，藉此排除競爭者進入市場。
在搭售部分，搭售或者綑綁可以強化獨占廠商的承諾能力，使潛在競爭
者相信一旦進入市場後，將會面對一個更積極、更具攻擊性、更願意以低價
搶攻市場的對手，進而使削弱競爭者進入市場的誘因。這個承諾能力可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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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延伸到研發市場，削弱競爭者的研發、創新誘因，使得競爭者推出新產
品（或者研發新製程）的能力下降、因而無法進入市場。亦即產品市場的搭
售會對創新市場產生排除的限制競爭效果。而在批發市場上，既存賣家也可
以藉由搭售與綑綁折扣延伸市場力量，利用零售商降低進貨成本、以在零售
市場取得競爭優勢，或者至少不落於對手之後的誘因來排除競爭者。此外，
當另外一個市場的產品可以從升級獲取相當利益時，獨占賣家為了未來的升
級利益，也有動機藉由搭售延伸市場力量、排除競爭。最後，獨占賣家藉由
搭售延伸市場力量、排除競爭者進入另外一個市場的目的不見得是著眼於該
市場的利益，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核心市場、亦即原本擁有的獨占地位，防
止競爭者在其他市場站穩腳步後，進一步進入獨占廠商的核心市場。當競爭
者必須從事研發創新才能進入市場，或者競爭者無法一次進入所有市場、必
須分時段進入，同時市場特性具備規模經濟（或者範疇經濟）
、或者網路外部
性時，獨占廠商藉由搭售不但可能防止競爭者進入核心市場、並且一開始就
阻止競爭者進入其他市場，因此獨占廠商可能可以延伸、維持在所有市場的
獨占地位。
在垂直限制的部分，垂直結構中，獨占廠商與下游零售商私下協議的可
能產生了「承諾」問題，獨占廠商有動機背離獨占產量、私底下多賣出產品
給部分零售商，而損及其他零售商利益；零售商因而一開始就不願簽屬能取
得獨占利潤的契約。這個承諾問題使得獨占廠商無法享有獨占利潤；獨占廠
商必須延伸獨占力量至下游市場、進行垂直封鎖以解決承諾問題、回復獨占
利潤。具顯著地位廠商的向後整合可能會藉由提高競爭對手成本而達成市場
封鎖。但是此種行為的競爭效果需視下游市場結構而定。當其他競爭者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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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市場具備市場力量時，並不會充分運用產能。此時若提高中間財（產能）
價格將逼使其他競爭者更有效地運用有限產能，進而提升經濟效率。若下游
市場越集中、競爭者市場力量越大，這個促進競爭的效果越強。但是若競爭
者不具備市場力量，則本來就會充分運用產能。向後整合會產生限制競爭的
效果。最後，上游獨占廠商也可能使用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或者地域限制等垂
直限制來分享獨占利潤，使得零售商不願因競爭者進入後摧毀獨占利潤，進
而產生排除上游競爭者進入市場的市場封鎖效果。
在學界仍有爭議的部分，獨家交易在批發市場的市場封鎖效果；獨家交
易對專屬性投資的影響以及其競爭效果；以及維持轉售價格對於零售服務的
影響，以及零售服務與消費者福利之間的關聯等等，在學界仍未有定論，但
是都對於競爭政策的制定可能有重要意涵。值得競爭主管機關持續追蹤。
此外，在標準專利部分，個案上 SEP 究為事實上或法律上的技術標準、
SEP 權利人是否自行投入創新研發或其為專利訴訟實體或專利地痞、技術需
求者與 SEP 權利人之關係、SEP 授權條件等諸多因素均有不同，競爭法於審
酌 SEP 權利行使之適法性時，均應納入考量，以兼顧專利法與競爭法之立法
意旨。而美、歐國家對於介入 SEP 權利行使之節制，迄今由競爭法主管機關
作成處分之案件，仍屬有限。
而在雙邊市場的部分，過去累積的競爭法原則與分析工具在雙邊市場上
可能均需加以修正，無法直接套用。包括以價格與成本的關係推測市場力或
者掠奪性定價、以及 SSNIP 等分析工具的使用等，其適切使用仍有待學界繼
續努力。
四、主要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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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所得結果，對於我國競爭政策的短期執行與長期規劃均應有所助
益，可供我國競爭主管機關參考。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針對獨家交易，競爭主管機關可以檢視獨家交易契約中的約定違約賠償
條款或是其他價格誘因，是否使得新進廠商必須實質補貼交易對象以爭取交
易機會，進而削弱進入市場誘因；或者檢視市場上的買家（或者獨賣時的賣
家）之間是否有較分散、不易彼此協調的狀況，同時由於規模經濟或者進入
成本等因素，潛在競爭者必須在有一定自由買家的狀況下才能成功進入市場，
使得獨占廠商（或者具優勢地位廠商）可以利用買家之間的協調問題達成排
除進入的目的。
針對搭售，競爭主管機關可以檢視獨占廠商是否使用搭售於兩個消費上
缺乏互補關係的獨立商品，藉此增強本身的價格競爭力、或者藉由零售商彼
此之間的競爭壓力以排除進入；而當搭售品為互補商品時，競爭主管機關可
以檢視獨占廠商是否藉此保護核心市場（亦即搭售品市場）
，可能指標包括新
進廠商是否也有能力進入核心市場，以及是否有規模經濟、網路經濟、或者
研發風險等因素使得新進廠商極度仰賴單一市場的利潤，來做為進入多個市
場的前提。
此外，搭售的排除進入效果也可以延伸到創新市場，藉由削弱新進廠商
的研發誘因來維持市場地位。因此在部分的搭售案，競爭主管機關可能有必
要進一步檢視搭售對於研發、創新的影響。
針對垂直行為（包括、但不限於垂直結合、維持轉售價格、地域或者顧
客限制等）
，競爭主管機關可以檢視獨占廠商是否藉此解決垂直結構中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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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問題，以恢復、而非延展獨占力量。最明顯的指標是基於承諾問題而採
行的垂直限制將使零售市場上的價格提高、購買量下跌。此外，垂直結合也
可能藉由提高競爭對手成本來進行市場封鎖。但是這個機制的可行性與競爭
效果取決於上游供給條件與下游市場的競爭程度。因此競爭主管機關可能必
須衡量上游與下游的市場條件。
在技術標準專利方面，建議競爭主管機關在做相關裁處時，應該考量專
利制度「以鼓勵發明為目的」、「以排它權為方法」的本質，應以個案判斷，
而不宜逕認為 SEP 權利行使或授權請求為正當權利行使或獨占地位濫用。進
一步而言，個案上 SEP 究為事實上或法律上的技術標準、SEP 權利人是否自
行投入創新研發或其為專利訴訟實體或專利地痞、技術需求者與 SEP 權利人
之關係、SEP 授權條件等諸多因素均有不同，競爭法於審酌 SEP 權利行使之
適法性時，均應納入考量，以兼顧專利法與競爭法之立法意旨。
（二）長期性建議
競爭主管機關可以持續追蹤重要市場封鎖理論的未來發展，包括垂直結
構中在批發市場上的獨家交易、維持轉售價格對零售服務的影響、以及雙邊
市場中的競爭政策與工具適用性、以及市場封鎖議題等等。
競爭主管機關可以系統性地蒐集資料，檢視我國競爭法的執行成效。包
括檢視案件來源、以及可能的案件選擇（case selection）問題；此外，在重要
個案處分之後一段時間定期檢驗市場表現，或者與學界合作、嘗試衡量處分
案效果，以累積執法經驗，提供未來相關產業或者案件參考，使執法品質能
夠不斷精進。

XIII

第一章

緒論

商業活動的蓬勃發展仰賴一個健全的競爭環境，讓有意願、能力的廠商不
斷推出新的產品、技術、服務、乃至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s）。而廠商不但
在價格、服務、與商品品質之間競爭，亦可能嘗試各種契約關係、交易安排、
產品設計等等，以在市場上取得利基。這些商業手法（business practices）有些
對消費者有利、有些對消費者有害；其目的可能是為了阻卻競爭者（exclusion）、
也可能是聯合競爭者（collusion），削弱市場競爭程度。公平交易法的立法精神
與執法挑戰便在於排除妨害競爭、但鼓勵（或維持）有益競爭的商業手段
（business practice），讓廠商得以有效競爭，進而提升社會福利。
在諸多課題中，
「市場封鎖」
（market foreclosure）相關議題帶來的挑戰尤其
複雜。一方面廠商可能訴諸不同方法達成此一目的，包括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
、搭售（tying）
、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等等；另一方面各種
不同方法之實施可能來自其他考量，或者帶來其他有益市場競爭之效益，例如
提升服務品質、防止廠商之間的『搭便車』
（free riding）行為、強化品牌之間的
競爭（inter-brand competition）等等。
而在實務上，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規定非有正當理由，事業不得限制轉
售價格；第 20 條第五款禁止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為交易條件。而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11 條第 6 項亦明列市場封鎖為
垂直整合案件之審理標準。近年來亦有多起關係限制轉售價格或限制交易之處
分（或不處分）案件。為使商業活動能有穩定、可預期之規範準則，同時在快
速變遷、發展的經濟體系中維持市場健全競爭環境，公平交易法之相關規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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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需面對來自諸多層面的挑戰，做出適時的回應與調整。
在市場封鎖的相關議題上，公平法亟需回應的轉變之一來自學理上的新思
維與新發展。在競爭法（或者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的源流—美國，獨家
交易限制、垂直整合、搭售等曾廣泛被認為傷害競爭，在法庭上受到極嚴格的
檢視。但 1950 年代之後所謂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的主張逐漸受到重
視。芝加哥學派所提出的「單一獨占利潤」理論（single monopoly profit theory）
批評美國過去重要反托拉斯案件的邏輯不一致，對競爭法領域的發展與法院判
例帶來極為深遠的影響。其奠基於數理模型的分析方式亦使競爭理論生根於經
濟分析之上，深刻改變了競爭法的思考模式與走向。
之後，隨著新的分析工具的發展，近年來經濟學界與競爭法學界對於市場
封鎖的不同效果有更深入的探討與理解，而呈現出不同於之前主導競爭法思考
的芝加哥學派的看法，更對歐美競爭法實務帶來新一波的思維衝擊。尤其 1980
年代之後賽局理論（game theory）逐漸應用於經濟學各個子領域，成為主要分
析工具之一。賽局理論所能處理的核心議題—策略性互動—在產業經濟學尤其
得到廣泛應用，而與產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密切相關的競爭法與競
爭政策隨之受到學者的廣泛注目。以賽局理論為分析基礎，幾篇重量級的經濟
文獻對芝加哥學派的單一獨占利潤理論提出質疑，進而推演獨家交易、搭售、
垂直整合等商業手段可能造成的市場封鎖效果以及競爭傷害，呼應美國早期判
例的考量。這些重要研究的出現大大改變了競爭法理論的面貌，也受到近年來
數個重要競爭法案例的啟發、或者影響競爭主管機關對於案件審酌的思維。
為了梳理經濟理論對於相關行為市場封鎖效果的討論、了解世界主要經濟
體對於這些行為的立法規範以及近期重要案例、並且對我國近年來的相關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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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現況有一認識，在這份公平會委託計畫「競爭法下市場封鎖經濟效果之研
究」的期末報告裡，我們針對以下面向提出計畫執行的成果報告。
首先，第二章、經濟學在市場封鎖研究之近期發展中，我們區分單一市場、
水平市場、以及垂直市場等三種市場結構，整理相關的市場封鎖理論；其中單
一市場的垂直限制（vertical restraints）以獨家交易為代表、水平市場則以搭售
為代表。我們從芝加哥學派的論點出發，以簡單的經濟模型與範例闡明為何這
些垂直行為（vertical practices）的封鎖效果並不那麼理所當然地成立。接著，
我們整理自 1980 年晚期以來的重要市場封鎖理論，並且同樣以簡單模型說明其
經濟邏輯與結果背後的重要假設。
其次，在第三章、各國對於市場封鎖相關行為的立法與近期重要案例中，
我們改採比較法研究的角度，針對維持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獨
家交易、地理區域限制（territorial restrictions）、以及搭售等行為在美國、歐盟
與我國的最新立法規定一一做出整理，並且就各個行為分別選擇各國重要案例
加以說明。
在第四章、我國公平會近年來市場封鎖相關案例與執法現況中，我們搜尋、
整理出我國自 101 年至 106 年 8 月間的市場封鎖相關案例，並作一概括式地敘
述統計分析，就所有蒐集得來的案件進行整體以及分類評估，試著理解我國公
平法在近年來市場封鎖相關案件的執法趨勢，以作為進一步研究、探索的基礎。
接著，在第五章、
「新經濟」的市場封鎖議題：技術標準專利與雙邊市場裡，
我們針對兩個近年來頗受關注的議題—技術標準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與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相關議題、以及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s）
提出一些初步探討。這兩個議題的相關理論仍然在持續發展、實務上也受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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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重視，我們僅以初步整理提供主管機關參考。
最後，在第六章、政策建議與結論裡，我們將作一總結，彙整我們的討論，
並根據我們的分析、研究，提出對於我國競爭主管機關的一些建議。

4

第二章

經濟學在市場封鎖研究之近期發展

以經濟理論模型分析市場封鎖行為，包括垂直限制或排他行為（exclusionary
practices），可追溯至芝加哥學派的口述傳統（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oral
tradition）1。藉由簡單的市場模型，芝加哥學派論證獨占廠商並無法、或者無動
機 以 垂 直 限 制 （ 例 如獨 家 交 易 ） 或 排 他 行為 （ 例 如 搭 售 ） 達 到限 制 競爭
（anticompetitive）的目的；反之，這些行為的目的往往在於促進經濟效率。因
此，過去美國法院對於這些行為的嚴厲處置反而對經濟活動的發展有害。
芝加哥學派的影響極為深遠。不但改變了法學界對垂直限制與排他行為的
認識以及法庭裁決，使得在今日的歐美競爭法規範中，多數的行為不再受到過
去的「當然違法」
（per se illegal）原則管轄，而是以「合理原則」
（rule of reason）
審視其經濟效果；並在方法論上提醒我們，要正確地判斷這些行為的經濟效果，
我們必須首先了解廠商採取行為的誘因為何。同時，新的經濟理論發展往往仍
然在試著回應芝加哥學派的基本論點，亦即：獨占廠商是否會為了限制競爭而
採行垂直限制或排他行為？
本章綜合整理經濟學界在晚近對市場封鎖的理論研究。這些理論發展大多
以賽局理論為分析基礎，藉由更細緻、深入地刻畫產業裡不同決策者之間的策
略性互動（strategic interactions），探討各個行為的經濟效果2。必須注意的是，
學術發展的途徑往往會以新的分析工具重新檢驗過往的結論是否仍然成立。而
在發展新的賽局模型時，學者為了凸顯與芝加哥學派理論的差異、同時簡化分

1

Whinston: “As a matter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this is a good example of the power of theoretical
models: the Chicago School had models; their opponents had none.” Michael Whinston, Lectures on
Antitrust Economics, 134 (2006).
2
這些分析有時統稱為後芝加哥學派（post Chicago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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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慣例會排除垂直限制行為的促進效率效果，專注在其限制競爭效果。但是
在實務案例的判斷時，往往出現限制競爭與促進效率的效果並陳的狀況。因此
在討論、應用經濟理論時，必須特別注意建構模型時的重要假設以及模型限制，
以分辨理論的可適用範圍與產業特徵。此外，市場封鎖的相關課題在經濟學界
仍屬於相當活躍的領域，不斷有學者提出新的模型理論、或者分析視角。而新
的理論提出可能是為了回應實務面的新案例或者商業模式，試圖理解過去理論
所不能解釋的部分。因此理論發展往往落後於執法實務。因此一個理論是否已
經發展成熟、穩定（robust）、獲得廣泛認同；或者仍有學者爭論其基礎與適用
性，也應為應用者所考量。
以下我們分別介紹對於不同行為的經濟理論發展。其中符號＊標明比較技
術性的說明3。

第一節

單一市場的市場封鎖：獨家交易

獨家交易係指在垂直交易結構中，買方與賣方簽訂契約同意限制交易對象，
例如買方承諾不向其他上游廠商購買、或者賣方承諾不將產品售予其他買家或
下游廠商4。獨家交易對於產業的限制競爭效果似乎不證自明：當買家簽下獨家
3

芝加哥學派的論點可參見 Richard Posner, Antitrust Law: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1976); Robert
Bork, The Antitrust Paradox, 2nd ed. (1993). 關於市場封鎖的經濟理論回顧文章，參見 Patrick Rey
and Jean Tirole, “A Primer on Foreclosure,”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ume III (2006;
Whinston (2006), supra note 1, chapter 4.
4
在有多個買方與賣方的較複雜市場結構中，可進一步區分為單向（one-sided）獨家交易或雙
向（two-sided） 獨家交易；前者例如買家承諾只向賣家購買，但賣家仍可出售給其他買家;後
者則是買家與賣家互相承諾對方為唯一交易對象。參見 Catherine de Fontenay, Joshua Gans, and
Vivienne Groves, “Exclusivity, Competition and the Irrelevance of Internal Investment,” 2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336-340 (2010). 其他契約型式亦可達到類似獨家
交易的效果，例如在強制契約（requirement contracts）中，賣家同意供應買家所要求（requires）
的數量、且買家同意只與賣家購買（Bork, 1993; supra note 3）；針對獨家交易契約與強制契約
的異同，見莊春發，
「獨家交易反托拉斯管制之研究」
，公平交易季刊，第 7 卷第 2 期，4-6（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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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契約，其他廠商便無法與之交易。即便市場上有技術較為進步、生產成本
較低、或者產品品質較為優良的潛在競爭者（potential entrants）
，也會因為無法
缺乏買家而不願進入市場。換言之，獨占廠商可藉由獨家交易造成進入障礙
（entry barriers）
，而達到排除競爭者（exclusion）的市場封鎖效果。此時社會必
須承受缺乏競爭之下的高價、或者無法享受潛在競爭者技術優勢的效率損失 5。

一、

芝加哥學派對獨家交易的看法

針對傳統對獨家交易的看法，芝加哥學派質疑：獨占廠商是否有能力使用
獨家交易契約排除競爭？當買家預見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時帶來的好處時，買
家為何有誘因簽訂獨家交易契約、放棄這些好處？為了誘使買家簽定獨家交易，
獨占廠商必須補償買家因為無法享受競爭而帶來的損失6。

而 quantity forcing（數量限制）與 quantity discounting（數量折扣）等契約形式亦可能達到獨家
交易的效果； Douglas Bernheim and Michael Whinston, “Exclusive Dealing,” 106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7 (1998).
5
Areeda: “Exclusive dealing arrangements might foreclose the market opportunities of the seller’s
competitors, especially where the buyer is not a dealer but uses the product himself. If all food canners,
for example, agree to buy exclusively from giant can maker Alpha, there would be no customers left
for Alpha’s rivals…. Whether the resultant `clog on competition’ is socially serous is another question.
It certainly would be when Alpha’s arrangements deprive rivals of the business that would otherwise
permit them to operate at an efficient scale and in sufficient numbers to guarantee workable
competition.” Phillip Areeda, Antitrust Analysis: Problems, Text, Cases, 2nd ed., 635 (1974).
6
例如，針對 United States v. United Shoe Machinery Corporation, 110 F, Supp. 295（D. Mass. 1953）
一案，Posner 教授評論到：“The point I particularly want to emphasize is that the customers of
United would be un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a campaign to strengthen United’s monopoly position
without insisting on being compensated for the loss of alternative, and less costly（because
competitive）, source of supply.” Posner (1976), supra note 3, p. 203. 而針對前揭註 5 中 Areeda 教
授所描述的狀況，Bork 教授亦回應：“Let us begin by examining the case in which Alpha has, say, 30
percent of the can market. Is there a possibility that it may be able, as Areeda suggests, to sign up 100
percent of the canners? Why do not some of them sign requirements contracts with Alpha’s various
rivals or, if there are no particular efficiencies in such contracts, simply continue to buy from Alpha’s
rivals? Because Alpha makes a better can? But then Alpha would get all the customers for that reason,
and the requirements contracts woul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it. Because Alpha offers some extra
inducement, such as a lower price? But that sounds like competition, and surely Alpha’s rivals can be
relied upon to meet competition. If they cannot, the market is destined for monopoly anyway, because
of Alpha’s superior efficiency.” (Bork, 1993, p. 304; supra no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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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獨家交易的市場結構

簡單而嚴謹的價格理論可以證明芝加哥學派的立論：在一般的需求條件之
下，買家的損失會超出獨占廠商願意付出的補償。換句話說，用獨家交易排除
競爭的代價太昂貴，獨占廠商「付不起」
。以下用兩個簡單的方式說明芝加哥學
派的論證。這些論點亦稱為「芝加哥批評」（Chicago critique）。範例 2. 1 的設
定有助於之後對其他理論的說明；範例 2. 2 則使用需求線等標準工具。
範例 2. 1
某一市場目前有一個既存賣家（incumbent seller）與一位買家交易，另外有
一潛在競爭者（potential competitor, 或者可能進入廠商, potential entrant）決定
是否進入市場；市場結構見圖 2. 1。潛在競爭者必須付出進入成本（entry cost）
𝑓 > 0 才能進入市場與既存賣家競爭。因此，若潛在競爭者預期進入市場後的
收益小於 𝑓，潛在競爭者會選擇不進入，市場將維持獨占的結構。
不論是誰的產品，買家最多只會購買一單位，但是兩家的產品對買家而言
並不一樣。買家最多願意付出 3 塊錢購買既存賣家的產品；潛在競爭者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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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優良的產品，買家最多願意付出 3 + 𝑥 元，其中 𝑥 > 0 為潛在競爭者的品質
優勢。假設既存賣家與潛在競爭者沒有其他生產成本7。若潛在競爭者付出進入
成本後進入市場與既存賣家競爭，憑藉品質優勢，潛在競爭者可贏得與買家的
交易。
要證明此點，令既存賣家與潛在競爭者的產品價格分別為 𝑝𝐼 與 𝑝𝐸。在沒
有生產成本的狀況下，既存賣家的利潤取決於是否可與買家成交易：若無交易
則既存賣家的利潤為零、若交易成功則利潤為其售價 𝑝𝐼 。為了爭取客戶，既存
賣家有動機殺價直到價格為零。同樣地，在已經進入市場後，進入成本 𝑓 成為
沉沒成本（sunk costs）
，不影響潛在競爭者的訂價策略。潛在競爭者亦有動機殺
價至售價為零8。
若買家選擇與既存賣家交易，買家可享受 3 − 𝑝𝐼 的淨效益（亦即消費者剩
餘, consumer surplus）；若與潛在競爭者交易，消費者剩餘為 3 + 𝑥 − 𝑝𝐸 。兩相
比較，買家選擇潛在競爭者的條件為
3 + 𝑥 − 𝑝𝐸 > 3 − 𝑝𝐼

⟹

𝑥 > 𝑝𝐸 − 𝑝𝐼 ;

(2. 1)

由於既存賣家最低只會砍價至 𝑝𝐼 = 0，此時只要潛在競爭者的價格滿足 𝑝𝐸 < 𝑥
便可贏得生意。例如潛在競爭者可以將定價設為比 𝑥 低一點點， 𝑝𝐸 = 𝑥 − 𝜀，
其中 𝜀 > 0 但非常接近 0，買家便會選擇潛在競爭者。競爭的結果將使得買家
享受消費者剩餘
7

這個假設並不影響推論。如果假設兩家廠商的產品對買家為同質產品，但潛在競爭者享有成
本優勢，我們也可以得到相同結論。見範例 2. 2。
8
亦即兩家廠商進行 Bertrand 競爭。當已經進入市場後，若能與買家交易則潛在競爭者的利潤
（含進入成本）為 𝑝𝐸 − 𝑓；若無交易則利潤為 −𝑓。只要售價 𝑝𝐸 不為負，交易便能提升潛在
競爭者的利潤。如果兩家廠商進行數量競爭（亦即 Cournot 競爭），芝加哥學派的的論點可能
不成立。Joseph Farrell, “Deconstructing Chicago on Exclusive Dealing,” 50 Antitrust Bulletin,
465-480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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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𝑆 𝑐 = 3 + 𝑥 − 𝑝𝐸 = 3 + 𝑥 − (𝑥 − 𝜀) = 3 + 𝜀,
其中上標 𝑐 表示為競爭之下的狀況；潛在競爭者可享受的利潤（不計入進入成
本 𝑓）為
𝜋𝐸 = 𝑝𝐸 − 0 = 𝑥 − 𝜀;
既存賣家的利潤則為 𝜋𝐼𝑐 = 0。由於 𝜀 非常接近 0，只要進入成本 𝑓 < 𝑥，潛
在競爭者便會選擇進入。
當 𝑓 < 𝑥 時，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也能夠滿足社會福利極大的要求。這是
因為提供高品質產品所促進的社會效益 𝑥 大於社會成本 𝑓。任何防止潛在競爭
者進入市場的排除行為因此構成損害社會福利的限制競爭行為，應該受競爭法
制裁。
對於既存賣家，面對競爭將使得利潤為零。如果能夠防止潛在競爭者進入
市場、維持獨占地位，則在缺乏選擇的狀況之下，只要購買後的淨效益（或消
費者剩餘）不為負， 買家便會選擇與既存賣家交易。此時既存賣家可將價格提
升至 𝑝𝐼 = 3，享受 𝜋𝐼𝑚 = 3 的獨占利潤（上標 𝑚 表示在獨占的狀況下）；由
於購買比較差的產品，在獨占的時候消費者剩餘只剩下
𝐶𝑆 𝑚 = 3 − 3 = 0。
既然 𝜋𝐼𝑚 > 𝜋𝐼𝑐 ，既存賣家有動機排除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而一旦簽定獨
家交易契約後，買家便無法與他人交易。在預期缺乏買主的狀況下，潛在競爭
者的確也不會選擇付出成本 𝑓 、進入市場。但芝加哥學派提出的問題是：買家
有什麼動機簽下獨家交易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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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獨家交易與芝加哥批評

的確，由於 𝐶𝑆 𝑚 < 𝐶𝑆 𝑐 ，買家會偏好市場競爭的狀態。因此，為了讓買家
同意獨家交易，既存賣家必須提供買家適當地補償，或者以適當的「價格」取
得獨占地位。買家所要求的補償至少會是放棄競爭所帶來的損失 𝐶𝑆 𝑐 − 𝐶𝑆 𝑚 ；
而既存賣家最高願意付出的代價是排除競爭所增加的利潤 𝜋𝐼𝑚 − 𝜋𝐼𝑐 。但是
𝜋𝐼𝑚 − 𝜋𝐼𝑐 = 3 < 𝐶𝑆 𝑐 − 𝐶𝑆 𝑚 = 3 + 𝜀,
這表示既存賣家負擔不起買家要求的最低補償，因此無法以獨家交易達到限制
競爭的效果。■
範例 2. 2
維持與範例 2. 1 相同的市場結構，我們也可以使用具有負斜率的需求曲線
模型來說明芝加哥學派的論點。假設買家視既存賣家與潛在競爭者的產品為同
質產品（homogeneous goods）
，但買家願意最多購買的數量不再限定為一單位，
而是以一條負斜率的需求 𝐷 表達，亦即當市場價格越低，買家就願意購買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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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例如在圖 2. 2 中，粗黑的斜線 𝐷 即為買家的需求線：當產品單價為 𝑝𝑚
時，買家願意購買的數量為𝑄 𝑚；而當單價下降至 𝑝𝑐 時，買家願意購買的數量
上升為 𝑄 𝑐 。
需求線通常有另外一個解讀方式：消費者對於多購買一單位所願意付出的
最高價格 （亦即邊際願付價格，marginal willingness to pay；或者多消費一單位
帶來的邊際效益，marginal benefit）。粗略地說，當買家已經購買了 𝑄 𝑚 − 1 單
位的產品，在考慮是否購買第 𝑄 𝑚 單位時，他會將買了第 𝑄 𝑚 單位之後額外
增加的效益和必須付出的代價做比較。𝑄 𝑚 在需求線上對應的價格為 𝑝𝑚 表示
買家為第 𝑄 𝑚 單位的產品最多願意付出 𝑝𝑚 元。如果價格低於或等於 𝑝𝑚 ，買
家會購買第 𝑄 𝑚 單位；但若價格高於 𝑝𝑚，則不願購買。因此若市價低於 𝑝𝑚 ，
例如用 𝑝𝑐 的價格購買第 𝑄 𝑚 單位時，買家可享受到 𝑝𝑚 − 𝑝𝑐 的淨效益或消
費者剩餘。換言之，在每一單位上需求線和價格之間的垂直距離可衡量該邊際
單位的消費者剩餘。將每一邊際單位的消費者剩餘加總便是買家總共享受的消
費者剩餘。例如在圖 2. 2，當價格為 𝑝𝑚 時，買家一共購買 𝑄 𝑚 單位，此時的
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𝑚 為圖中的 X 這一塊小三角形。
既然買家不認為兩個廠商的產品有任何差異，我們將潛在競爭者的競爭優
勢設定在生產成本面（但潛在競爭者仍須付出進入成本 𝑓 ）。假設既存賣家每
多生產一單位產品的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固定為 𝑐𝐼 > 0，而潛在競爭者具
有較低的邊際成本 𝑐𝐸 < 𝑐𝐼。一旦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兩廠商會以設定售價的
方式進行競爭，亦即進行產業經濟學中所謂的 Bertrand 競爭。
在這些條件下，競爭的市場狀況將使具有成本優勢的潛在競爭者削價至既
存賣家無法承受為止。亦即，既存賣家最低只能將價格訂在 𝑐𝐼 ，再低便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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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但潛在競爭者可將價格壓在稍稍低於 𝑐𝐼 ，因此買家只會向潛在競爭者購
買9。而由於競爭時可享受到的價格 𝑝𝑐 只略低於 𝑐𝐼，買家的購買數量為圖 2. 2
中的 𝑄 𝑐。此時買家的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𝑐 為圖 2. 2 中的 X+Y+Z 這一個大三角形、
潛在競爭者的利潤（不計算進入成本） 𝜋𝐸 為 W 這塊（深灰色）長方形（潛在
競爭者一共賣出 𝑄 𝑐 單位，每單位淨利為 𝑝𝑐 − 𝑐𝐸 ≈ 𝑐𝐼 − 𝑐𝐸 ）
、既存賣家利潤 𝜋𝐼𝑐
為零。只要進入成本 𝑓 低於 𝜋𝐸 ，潛在競爭者便會進入市場10。
若既存賣家試著以獨家交易排除競爭，在買家簽下獨家交易契約後，潛在
競爭者同樣會因為找不到交易對象而不進入市場。在獨占的結構下，既存賣家
可以提高售價，例如在圖 2. 2 中，將價格從 𝑝𝑐 提高到 𝑝𝑚 的這個價格11。此
時買家願意購買的數量下降至 𝑄 𝑚、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𝑚 只剩下三角形 X、既存賣
家的利潤 𝜋𝐼𝑚 則為（淺灰色）長方形 Y。而既存賣家的每單位淨利為 𝑝𝑚 − 𝑐𝐼 。
根據同樣的邏輯，排除競爭有利於既存賣家、但有害於買家。而同樣地，
買家的損失會大於既存賣家所能享受到的好處：
𝜋𝐼𝑚 − 𝜋𝐼𝑐 < 𝐶𝑆 𝑐 − 𝐶𝑆 𝑚 ,
其中 𝜋𝐼𝑚 − 𝜋𝐼𝑐 為（淺灰色）長方形 Y，𝐶𝑆 𝑐 − 𝐶𝑆 𝑚 則為 Y+Z 這個梯形區域。
兩者的差異為三角形 Z。因此既存賣家無法以獨家交易排除競爭。
以上的兩個範例說明芝加哥學派的基本論點之一：當既存賣家無法提供效

9

此處假設潛在競爭者的成本優勢不會大到能夠無視既有既存賣家。亦即，若潛在競爭者按照
其成本計算對應的獨占價格，此一價格會高於既存賣家的成本 𝑐𝐼。在討論創新（innovation）相
關議題時，若潛在競爭者的新技術能使其獨占價格低於既存賣家既有技術的生產成本，則稱新
技術為「突破式創新」（drastic innovation）、反之則為「漸進式創新」（non-drastic or incremental
innovation）。Jean Tirole,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391 (1988).
10
數學符號 ≈ 表示「非常靠近」、「約略相等」。例如 99.9999 可以視為非常靠近 100。
11
獨占時的最適定價可由獨占廠商的利潤極大化問題（profit maximization program）決定。這
裡的重點是既存賣家會將價格拉高至 𝑐𝐼 以上，否則既存賣家無法賺取任何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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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方面的好處時，他也無法以獨家交易排除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因此芝加哥
學派主張獨家交易的簽定必然伴隨提升效率的效果。例如在美國反托拉斯法的
一個重要案件，Standard Fashion 一案中12，服飾製造商 Standard Fashion 與零售
商之間簽訂的獨家交易契約要求零售商不得販售其他製造商的產品。Bork 教授
做出以下評論13：
Standard can extract in the prices that it charges all that its line is worth. It
cannot charge the retailer that full amount in money and then charge it again
in exclusivity that the retailer does not wish to grant. To suppose that it can is
to commit the error of double counting…. Exclusivity has necessarily been
purchased from it, which means that the store has balanced the inducement
offered by Standard… against the disadvantage of handling only Standard’s
patterns… The store’s decision, made entirely in its own interest, necessarily
reflects the balance of competing considerations that determine consumer
welfare…. If Standard finds it worthwhile to purchase exclusivity…, the
reason is not the barring of entry, but some more sensible goal, such as
obtaining the special selling effort of the outlet.
亦即 Standard 的獨家交易安排是基於效率考量，而非限制競爭。
補充說明 2. 1
當潛在競爭者願意進入市場時，這個決策是能促進社會利益的有效率行為。

12

Standard Fashion Co. v. Magrane-Houston Company, 258 U.S. 346 (1922).
Bork (1993), supra note 3, 306-307. 關於 Standard Fashion 一案的進一步討論，參見 Richard
Posner, “Vertical Restraints and Antitrust Policy,” 72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29-241
(2005).
13

14

亦即不會出現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反而降低社會福利的「過度進入」（excess
entry） 的狀況。這是因為潛在競爭者並無法充分享受到其進入市場所帶來的社
會效益（social benefits）
，其中一部分好處是由買家取得。在圖 2. 2 中，潛在競
爭者未進入時，市場結構為獨占狀況，社會福利水準 𝑊 𝑚 = 𝐶𝑆 𝑚 + 𝜋𝐼𝑚 為 X+Y
這兩塊區域；潛在競爭者進入後，社會福利變成 𝑊 𝑐 = 𝐶𝑆 𝑐 + 𝜋𝐼𝑐 + 𝜋𝐸 ，為整個
著上顏色（淺灰加深灰）的梯形 X+Y+Z+V。社會福利的差異可進一步拆解為
𝑊 𝑐 − 𝑊 𝑚 = (𝐶𝑆 𝑐 − 𝐶𝑆 𝑚 − 𝜋𝐼𝑚 ) + 𝜋𝐸 ,
表示新廠商進入帶來兩種好處：競爭以及更好的生產技術（更低的生產成本）。
前者所對應的是 𝐶𝑆 𝑐 − 𝐶𝑆 𝑚 − 𝜋𝐼𝑚 （圖中的三角形 Z）
、後者為 𝜋𝐸 （深灰色長
方形 V）
。競爭會使得價格下降、購買量增加。在自願交易（voluntary transactions）
、
且無外部性（externalities）
，亦即消費與生產活動不會對其他人產生影響的前提
下，市場交易量的增加即是社會福利的增加14。而更低的生產成本表示社會能用
更少的資源生產一樣多的產量，每單位可以節省 𝑐𝐼 − 𝑐𝐸 的資源。但是潛在競
爭者只得到更好的技術 （𝜋𝐸 ）這一塊效益，競爭帶來的效益則由買家享受。隨
著 𝑐𝐸 提高、越接近𝑐𝐼，但仍低於 𝑐𝐼 ，三角形 Z 的大小維持不變，但深灰色長
方形 V 會越來越小。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的誘因會越來越弱，即便競爭的效益
便足以使得進入成為促進社會福利的行為（𝐶𝑆 𝑐 − 𝐶𝑆 𝑚 − 𝜋𝐼𝑚 > 𝑓）
。從社會的觀
點而言，此時會面對潛在競爭者進入誘因不足的問題，因此競爭法往往鼓勵新
廠商進入，或者至少不希望獨占廠商設立人為的進入障礙15。
14

參見補充說明 2. 2。
但是 Farrell 教授使用數量競爭指出潛在競爭者的進入市場也可能減損社會效益（Farrell 2005;
supra note 8）。另一個過度進入的例子可見本節關於買家策略的分析。在產業經濟學的文獻中
不乏潛在競爭廠商進入市場的誘因會超過其社會效益的狀況，例如所謂的「excess entry theorem 」
討論在沒有獨占或具顯著地位（dominant position）廠商時，會有過多提供水平異質產品
（horizontally differentiated products）的廠商進入市場；William Vickrey, Microstatics (1964);
15

15

補充說明 2. 2
根據這兩個簡單範例的說明，我們可以得知芝加哥學派論點成立的重要條
件之一是
𝜋𝐼𝑚 − 𝜋𝐼𝑐 < 𝐶𝑆 𝑐 − 𝐶𝑆 𝑚 ⟺ 𝜋𝐼𝑚 + 𝐶𝑆 𝑚 < 𝐶𝑆 𝑐 + 𝜋𝐼𝑐 ,

(2. 2)

不等式左右兩邊的差異（亦即圖 2. 2 中的三角形 Z）便是獨占定價所帶來的社
會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這個條件的成立並不局限於我們所考慮的簡單
模型，更可藉以初探競爭法的基本原則。簡單來說，每一項經濟交易背後都是
財富創造的過程。當商品成本為 𝑐、交易價格為 𝑝、且買家所能享受到的商品
效益為 𝑏 時，此一交易對買家產生的淨效益（消費者剩餘）為 𝑏 − 𝑝、對賣家
的淨效益（生產者剩餘）為 𝑝 − 𝑐，兩項加總後的數字 𝑏 − 𝑐 即是交易所產生
的社會福利16。
如何確保交易的確會促進社會福利 （𝑏 − 𝑐） 為正而不為負？首先，在沒
有外部性的狀況下，買家的個人利益（private benefits）與賣家的個人成本（private
costs）能充分反映交易對社會整體所產生的效果，亦即個人利益等於社會效益
（social benefits）
、並且個人成本等於社會成本（social costs）
。其次，當交易為
自願時，交易雙方只有在對己有利時才會同意成交：買方在 𝑏 − 𝑝 ≥ 0 時同意、
賣方在 𝑝 − 𝑐 ≥ 0 時。只有當兩個條件同時成立時交易才會發生，而這兩個條
件同時保證交易能產生正的社會福利，𝑏 − 𝑐 ≥ 0。
因此，在無外部性且自願交易的前提下，越多交易的產生代表越高的社會
Steven Salop,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with Outside Goods,” 10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41-156 (1979); Toshihiro Matsumura and Makoto Okamura, “A Note on the Excess Entry Theorem
in Spatial Markets,” 2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071-1076 (2006).
16
將社會上不同群體的效益加總以得到社會福利水準源自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亦為競爭
法政策常用的政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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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但是廠商往往會限制交易以提高利潤。典型的例子便是獨占廠商在面對
負斜率的需求線，又無法針對每一交易單位收取不同價格，亦即無法進行第一
級差別取價（first degree price discrimination）時，會減少交易量以求提高價格。
這些能產生社會淨效益卻因為獨占定價而無法實現的交易便是社會因獨占而產
生的無謂損失；例如在圖 2. 2 中，從 𝑄 𝑚 到 𝑄 𝑐 部分的交易量，以需求線表
達的消費者願付價格高於生產成本 𝑐𝐼 ，因此這部分的生產與消費能夠產生正的
社會效益，但是獨占廠商為了增加利潤而提高價格，使得整體社會（包括消費
者與獨占廠商）無法享受這部分的效益、造成無謂損失。而引入市場競爭通常
可以減少無謂損失17。
有效地減少無謂損失可以說是競爭法的重要政策目標之一。美國休曼法
（Sherman Act）第一條針對的是「限制交易或商業」（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的行為；而歐盟的競爭法主要規定—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簡稱 TFEU）第 101 條18則處理防止、限制、
或扭曲競爭（prevention, restriction or distortion of competition）的狀況；也有重
要學者提出以「是否降低產出或提高價格」作為判斷判斷廠商行為是否違反競
爭法的準則之一19。
基於這樣的認知，芝加哥批評的重點在於傳統對獨家交易認知與競爭法目
17

但是競爭不必然能夠完全消弭無謂損失。例如在圖 2. 2 中，當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買家
與潛在競爭者的交易價格 𝑝𝑐 仍高於生產成本 𝑐𝐸 。𝑄𝑐 到 𝑄̅ 之間的數量為能產生正的社會福
利，但潛在競爭者必須降低價格、犧牲利潤才能達成的交易。因此即便潛在競爭者進入後，仍
有無謂損失（為圖中的白色小三角形）。只有當市場達到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的結
果才能完全消弭無謂損失，例如有第二個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且其邊際成本亦為 𝑐𝐸 。
18
TFEU 第 101 條前身為歐洲共同體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TEC）
第 81 條，其中規範並明列反競爭行為，以及例外考慮因素。完整條文請參見: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12008E101:EN:HTML （最後瀏覽
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
19
Herbert Hovenkamp , The Antitrust Enterprise: Principle and Execution, 106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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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邏輯不一致。競爭法介入的前提之一是獨占產生無謂損失，亦即
𝜋𝐼𝑚 + 𝐶𝑆 𝑚 < 𝐶𝑆 𝑐 + 𝜋𝐼𝑐；但這也是既存賣家無法也獨家交易排除競爭的狀況。因
此，我們應該多加考慮獨家交易可能產生的促進競爭效果。

二、

獨家交易的限制競爭效果

芝加哥學派的分析大大改變了學界與法院對獨家交易的看法。但隨著產業
經濟學（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研究開始將賽局理論作為分析的通用工具之
一，經濟學界開始「百花齊放」
、探究獨家交易影響競爭的不同管道。囿於篇幅
限制，我們將討論限制在純粹的獨家交易，排除其他可能有類似效果的契約安
排；並考慮既存廠商有「先發優勢」
（first mover advantage）
，亦即只有既存廠商
可以使用獨家交易契約20。
1、 榨取利潤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在 1987 年的經典文章是挑戰芝加哥學派「獨家

20

關於 minimum-share requirements （最低購買比例）的晚近研究，參見 Zhijun Chen and Greg
Shaffer, “Naked Exclusion with Minimum-Share Requirements,” 45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64-91 (2014). 關於折扣的競爭效果分析，參見 Enrique Ide, Juan-Pablo Montero, and Nicoláas
Figueroa, “Discounts as a Barrier to Entry,” 106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849-1877 (2016). 關
於兩個（對稱或不對稱）競爭廠商各自使用獨家交易契約的分析，參見 Frank Mathewson and
Ralph Winter, “An Economic Theory of Vertical Restraints,” 15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7-38
(1984); David Besanko and Martin Perry, “Exclusive Dealing in a Spatial Model of Retail
Competition,” 1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97-329 (1994); Bernheim and
Whinston (1998), supra note 4; David Spector, “Exclusive Contracts and Demand Foreclosure,” 42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619-638 (2011); Giacomo Calzolari and Vincenzo Denicolò,
“Competition with Exclusive Contracts and Market-Share Discounts,” 103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384-2411 (2013); Giacomo Calzolari and Vincenzo Denicolò, “Exclusive Contracts and
Market Dominance,” 10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321-3351 (2015); Giacomo Calzolari,
Vincenzo Denicolò, and Piercarlo Zanchettin, “Exclusive dealing with costly rent extraction,”
working paper (2016). 關於獨家交易對於兩個上游競爭廠商的研發誘因的影響，參見
Christodoulos Stefanadis, “Downstream Vertical Foreclosure and Upstream Innovation,” 65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445-456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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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無法達到限制競爭效果」觀點的最重要文獻之一21。他們的切入點為簽訂獨
家交易契約之後又違約（breach of contracts）的狀況。在以上的分析中，買家一
旦簽訂獨家交易便會遵守契約、不會與違約與潛在競爭者交易。但是違約在商
場上並非罕見，而違約後的處置往往會對廠商的違約誘因以及其他決策具有重
要影響。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強調既存賣家可藉由在獨家交易契約中的「約
定違約賠償」
（liquidated damages）來克服芝加哥批評、達到限制競爭的效果22。
根據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的分析，當獨家交易契約中約定載明違約賠
償時，買家是否違約取決於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所提出的交易條件。如果潛
在競爭者願意降低售價至一定程度，買家就願意支付違約賠償、背棄之前所簽
訂的獨家交易契約，改與潛在競爭者交易。對於獨占賣家與買家來說，後者的
違約並不是一件壞事：獨占賣家可以得到違約賠償、而買家可以用低價購買商
品。在手續上，約定違約賠償雖然是由買家支付給獨占賣家；但是這筆違約金
其實來自於潛在競爭者以低價將商品出售給買家的利潤損失。換句話說，獨占
賣家藉由約定違約賠償取得潛在競爭者所應享有的利潤；因此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所提出的是一個「榨取利潤」
（rent extraction）的模型。買家由於不受
到這個利潤移轉的影響，因此有動機簽下獨家交易契約。
潛在競爭者的利潤受到本身的生產效率（production efficiency）、或者生產
成本的影響；效率越高、成本越低，則利潤越大；獨占賣家也會設定更高的約
定違約賠償以充分汲取潛在競爭者的利潤。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進一步指

21

Philip Aghion and Patrick Bolton, “Contracts as a Barrier to Entry,” 7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88-401 (1987).
22
其英文名稱源於違約的一方可藉由支付事前約定的賠償金來「結清」或「出脫」（liquidate）
契約責任。見 Shavell 教授在其法律經濟學教科書中的說明；Steven Shavel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304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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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當潛在競爭者的效率程度、或者生產成本具有不確定性時，獨占賣家汲取
利潤的動機將會導致「部分排除」（partial exclusion）的結果：潛在競爭者只有
在生產成本夠低時才會進入市場。若潛在競爭者的成本不夠低（即便仍較獨占
賣家為低，亦即潛在競爭者較獨占賣家有效率）
，約定違約賠償的設定將使得潛
在競爭者無法降價到買家願意違約的幅度，因此潛在競爭者不願進入市場。
以下我們首先說明約定違約賠償的利潤移轉效果；稍微複雜的部份排除結
果列於範例 2. 3。為了說明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的基本論點，我們在範例
2. 1 的獨家交易契約加入約定違約賠償 𝑑：簽約後買家只能與既存賣家交易；
但若買家決定違約與潛在競爭者交易，則買家需付違約金 𝑑 給既存賣家23。
如果買家拒絕簽下獨家交易契約，則我們可應用範例 2. 1 的分析。此時買
家可獲得競爭之下的消費者剩餘水準 𝐶𝑆 𝑐 = 3 + 𝜀。但若買家簽下獨家交易契約，
面對既存賣家的價格 𝑝𝐼 與潛在競爭者的價格 𝑝𝐸 ，此時買家選擇與潛在競爭者
的條件變成
3 + 𝑥 − 𝑝𝐸 − 𝑑 > 3 − 𝑝𝐼

⟹

𝑥 > (𝑝𝐸 + 𝑑) − 𝑝𝐼 ;

(2. 3)

對於買家而言，約定違約賠償等於提高潛在競爭者價格，降低潛在競爭者的競
爭能力。因此，若既存賣家將價格壓至 𝑝𝐼 = 0 （如範例 2. 1），則潛在競爭者
必須將價格降至比 𝑥 − 𝑑 稍低，亦即 𝑝𝐸 = 𝑥 − 𝑑 − 𝜀 （𝜀 > 0 但接近 0）時才
能取得交易機會。此時既存賣家得到違約賠償，因此利潤為
𝜋𝐼𝐸𝐷 = 𝑑;
範例 2.1 的狀況可以想成「天價」的違約金（𝑑 → ∞，趨近於無窮大），因此買家絕對不會
違約。此外，在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的分析中，獨家交易契約是一個比較完整（complete）、
包含既存賣家的售價 𝑝𝑀 的契約。為了與範例 2. 1 與範例 2. 2 一致。我們先討論既存賣家在
簽約後才決定價格的狀況。見補充說明 2. 3 的分析。
23

20

（上標 𝐸𝐷 代表簽訂獨家交易, exclusive dealing）。潛在競爭者可得到的利潤
（不計進入成本）則為
𝜋𝐸𝐸𝐷 = 𝑥 − 𝑑 − 𝜀;
而簽下獨家交易後的消費者剩餘為
𝐶𝑆 𝐸𝐷 = 3 + 𝑥 − 𝑝𝐸 − 𝑑 = 3 + 𝑥 − (𝑥 − 𝑑 − 𝜀) − 𝑑 = 3 + 𝜀;
買家並不因簽下獨家交易契約而受害。因此一反芝加哥學派的看法，既存賣家
有可能藉由約定違約賠償補償消費者、簽訂獨家交易。
這裡推論的關鍵在於約定違約賠償到底是由誰負擔。名義上買家付出 𝑑 以
取得與潛在競爭者交易的機會，但實質上是後者以降低價格的方式支付給買家、
在由買家轉手給既存賣家。因此文獻上又稱此一結果為「榨取利潤」
：將潛在競
爭廠商由於成本較低或品質較好所產生的效率利得（efficiency gains）抽取、移
轉給獨占既有廠商與消費者24。
既然要由潛在競爭者身上榨取利潤，則買家必須與潛在競爭者交易。因此
設定約定違約賠償的目的不在於防止買家違約；反而是希望買家違約與潛在競
爭者交易，既存賣家才能從後者汲取利益。因此嚴格來說，Aghion 與 Bolton 兩
位教授所提出的並不是一個「市場封鎖」的理論，既存賣家的目的並不在於排
除進入（entry deterrence）；如果潛在競爭廠商完全不進入市場反而對既存賣家
不利。例如，在以上的分析中，賠償金額越高則既存賣家的利潤 𝜋𝐼𝐸𝐷 = 𝑑 也提
高。既存賣家似乎有誘因將賠償金額 𝑑 設在潛在競爭廠商仍願意賣出的上限內，

24

在這裡，雖然買家沒有獲得額外收益（無論是否有簽定獨家交易契約，消費者剩餘均不變，
𝐶𝑆 𝑐 = 𝐶𝑆 𝐸𝐷 ），但是既存賣家可以用「簽約金」或「簽約紅利」（sign-up bonus） 的方式與買
家分享從潛在競爭者所汲取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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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令 𝑑 = 𝑥 − 2𝜀，則潛在競爭廠商仍然保有些許殺價空間，𝑝𝐸 = 𝑥 − 𝑑 − 𝜀 =
𝜀，在生產成本為零的狀況下仍願販賣。但此時潛在競爭者幾乎毫無獲利空間，
𝜋𝐸𝐸𝐷 = 𝑥 − 𝑑 − 𝜀 = 𝜀;
只要進入成本為正，𝑓 > 0，潛在競爭者便不會選擇花費 𝑓 進入市場。而一旦
潛在競爭者不進入市場，便沒有任何的效率利得可供「榨取」
。因此買家也沒有
動機簽訂獨家交易契約25。因此，為了維持潛在競爭者的進入誘因，既存賣家必
須降低違約賠償金額至
𝜋𝐸𝐸𝐷 − 𝑓 = 𝑥 − 𝑑 − 𝜀 − 𝑓 ≥ 0 ⟹ 𝑑 ≤ 𝑥 − 𝑓 − 𝜀;
例如 𝑑 = 𝑥 − 𝑓 − 2𝜀。此時潛在競爭廠商會進入市場，同時買家願意簽訂獨家
交易契約，而在潛在競爭者進入後，既存賣家可以藉由買家違約而得到的利潤
為 𝑑 = 𝑥 − 𝑓 − 2𝜀 ≈ 𝑥 − 𝑓 > 0。
補充說明 2. 3＊
以上的分析說明了獨家交易契約中的約定違約賠償所能扮演的功能。但嚴
格來說，有一處分析並不夠嚴謹：當買家已經同意簽下附帶約定違約賠償為 𝑑
的獨家交易契約、且潛在競爭廠商以經進入市場後，兩家廠商進行價格競爭（亦
即 Bertrand competition）的結果會是既存賣家將價格殺低至 𝑝𝐼 = 0。這個競爭
的均衡結果在範例 2.1 中成立的原因是若獨占賣家維持價格 𝑝𝐼 > 0 但賣不出
產品（亦即（2.1）式成立時）
，則既存賣家的利潤為零。因此既存賣家有動機降
價以求售、直至無可再降。但在這裡，若買家選擇不與既存賣家交易，則既存
賣家可獲得違約賠償 𝑑。因此我們必須檢驗在此時既存賣家仍有動機殺價至
若市場上只有買家與既存賣家，則兩者之間能產生的社會效益只有 3 − 0 （買家的效益減去
賣家的成本）。無論如何分配都無法使買家的消費者剩餘大於或等於 𝐶𝑆 𝑐 = 3 + 𝜀。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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𝑝𝐼 = 0，直到價格為零26。
首先我們可以排除掉違約賠償過高，亦即 𝑑 > 𝑥 的狀況。按照之前的推論，
約定違約賠償的目的是為了榨取潛在競爭者的效率利得。若賠償金設定高過此
利得，則潛在競爭者即便有較佳的產品也難以與既存賣家競爭。我們可以證明
如下：令 𝑑 > 𝑥，並考慮最後買家是與誰交易。若最終買家與潛在競爭者交易，
則兩家廠商的價格必須滿足（2.3）式，亦即
𝑝𝐸 < 𝑝𝐼 − (𝑑 − 𝑥);
令潛在競爭廠商定價在 𝑝𝐸 = 𝑝𝐼 − (𝑑 − 𝑥) − 𝜀。由於潛在競爭廠商絕不可能以
低於成本（此處為零）的價格賠本賣出，因此這一組定價要成為均衡的前提是
𝑝𝐼 > 𝑑 − 𝑥 > 0。此時既存賣家的利潤為 𝑑，但買家的消費者剩餘為
𝐶𝑆 = 3 + 𝑥 − 𝑝𝐸 − 𝑑 = 3 − (𝑑 − 𝑥) − [𝑝𝐼 − (𝑑 − 𝑥) − 𝜀] = 3 + 𝜀 − 𝑝𝐼 ;
由於買家不簽獨家交易可得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𝑐 = 3 + 𝜀，只有在 𝑝𝐼 = 0 時才可能
讓買家接受獨家交易契約，但這違反了均衡成立的前提條件。因此買家與潛在
競爭者交易的狀況不可能發生。其次，若買家最終與既存賣家交易，則兩家廠
商的價格必須違反（2.3）式，亦即27
𝑝𝐸 ≥ 𝑝𝐼 − (𝑑 − 𝑥) ⟹ 𝑝𝐼 ≤ 𝑝𝐸 + (𝑑 − 𝑥);

(2. 4)

此時既存賣家的利潤為 𝜋𝐼 = 𝑝𝐼、而潛在競爭者的利潤（不計入進入成本）為零。
因此潛在競爭者有動機將價格壓低至 𝑝𝐸 = 0 為止。當對手價格為零，既存賣
家 的 定 價 與 利 潤 為 𝜋𝐼 = 𝑝𝐼 = 𝑑 − 𝑥 < 𝑑 。 此 時 既 存 賣 家 不 如 提 高 價 格 至

亦即我們要檢驗 𝑝𝐼 = 0 會是子賽局完美均衡（subgame perfect equilibrium）的均衡策略。
我們假設當等式成立時，亦即當購買兩家產品的淨效益相同時，買家會選擇既存賣家的產品。
但這個假設不影響分析結果。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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𝑝𝐼 > 𝑝𝐸 + (𝑑 − 𝑥) = 𝑑 − 𝑥，誘使買家違約與潛在競爭者交易，既存賣家可藉此
賺取更高的利潤，亦即違約金 𝑑。
接著，在 𝑑 ≤ 𝑥 的前提下，同樣考慮買家最終與誰交易。在均衡時，如果
買家與既存賣家交易，
（2.4）式成立，則潛在競爭者利潤（不含進入成本）為零，
有動機降價直到 𝑝𝐸 = 0。但這表示既存賣家的售價與利潤不為正，𝑝𝐼 ≤ 𝑝𝐸 +
(𝑑 − 𝑥) = 𝑑 − 𝑥 ≤ 0。因此既存賣家不如提高售價以誘使買家毀約，賺取違約金。
均衡時買家不會與既存賣家交易。最後，若買家在均衡時與潛在競爭廠商交易，
（2.3）式成立，則既存賣家的利潤為違約賠償金額、不受其定價影響。亦即，
只要兩家廠商的價格滿足 𝑝𝐸 < 𝑝𝐼 + (𝑥 − 𝑑)，則既存賣家的利潤恆為 𝜋𝐼 = 𝑑，
不 見 得 需 要 將 價 格 壓 低 至 𝑝𝐼 = 0 。 任 何 定 價 滿 足 𝑝𝐼 ≥ 0 與 𝑝𝐸 = 𝑝𝐼 +
(𝑥 − 𝑑) − 𝜀 ≥ 0 都會使買家購買潛在競爭者的產品，而使既存賣家享受利潤 𝑑。
在買家已經簽下獨家交易契約、同時潛在競爭者已經進入市場的這個子賽局
（subgame）
，我們有多個子賽局均衡（multiple equilibria at the subgame）28。當
然，前述分析的 𝑝𝐼 = 0 也構成其中一個均衡。
多個子賽局均衡的問題在於其他的均衡無法誘使買家接受獨家交易契約。
如果在決定是否簽約時，買家預期未來的價格競爭會是 𝑝𝐼 > 0 與 𝑝𝐸 = 𝑝𝐼 +
(𝑥 − 𝑑) − 𝜀，那麼簽約後所能得到的消費者剩餘為
𝐶𝑆 = 3 + 𝑥 − 𝑝𝐸 − 𝑑 = 3 + (𝑥 − 𝑑) − [𝑝𝐼 + (𝑥 − 𝑑) − 𝜀]
= 3 + 𝜀 − 𝑝𝐼 < 3 + 𝜀 = 𝐶𝑆 𝑐 ;
因此消費者不會簽約。換句話說，獨家交易需要價格為 𝑝𝐼 = 0 這個均衡的「支

28

子賽局是原本賽局的一部分；子賽局完美均衡要求所考慮的 Nash 均衡在每個子賽局都是
Nash 均衡。參見 Tirole 教授產業經濟學教科書的第 11 章（Tirole, 1988; supra not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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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support）。
解決多個子賽局均衡的一個方法是將既存賣家的價格 𝑝𝐼 = 0 一併寫進獨
家交易契約裡，如此便可保證不會有其他價格均衡產生。此時契約包含兩個數
字 (𝑝𝐼 , 𝑑)：既存賣家與買家之間的交易價格 𝑝𝐼、若買家後悔，改與競爭者交易
後，必須支付給既存賣家的違約賠償 𝑑。在買家簽約且潛在競爭廠商進入後，
只有潛在競爭者必須決定其價格 𝑝𝐸 。買家會與潛在競爭者交易的條件，（2.3）
式變成
𝑥 > (𝑝𝐸 + 𝑑) − 𝑝𝐼

⟹

𝑝𝐸 < 𝑥 + (𝑝𝐼 − 𝑑);

令 △≡ 𝑝𝐼 − 𝑑。由於獨家交易契約決定了價格 𝑝𝐼 與 𝑑，潛在競爭者所能爭取
的最高價格也跟著被限制在 𝑥 +△。讓潛在競爭者砍一點價，𝑝𝐸 = 𝑥 +△ −𝜀，
可保證買家向潛在競爭者購買，且消費者剩餘為
𝐶𝑆 = 3 + 𝑥 − 𝑝𝐸 − 𝑑 = 3 + 𝜀 − (△ +𝑑) = 3 + 𝜀 − 𝑝𝐼 ;
這也驗證了要讓買家願意參與的獨家交易契約必須設定 𝑝𝐼 = 0，因此 △= −𝑑。
接下來的分析便可按照之前的說明進行。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的分析也是將 𝑝𝐼 納入獨家交易契約裡；範例 2.
1 的結果不受這個改變的影響。若既存賣家在獨家交易契約裡同時訂下未來的交
易價格 𝑝𝐼 ，並且買家就不會毀約，那麼買家只有在價格夠低時才會簽約，
𝐶𝑆 = 3 − 𝑝𝐼 ≥ 𝐶𝑆 𝑐 = 3 + 𝜀

⟹

𝑝𝐼 ≤ −𝜀 < 0,

這表示既存賣家只有在承受損失時才能簽下獨家交易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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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價格與配置效率

同樣地，在範例 2. 2 中，如果既存賣家也將交易價格 𝑝𝐼 納入獨家交易契
約之中，簽約後買家的消費者剩餘為與既存賣家的利潤都會受到這個價格的影
響。對應到這個價格 𝑝𝐼，令消費者剩餘為 𝐶𝑆(𝑝𝐼 )、既存賣家的利潤為 𝜋𝐼 (𝑝𝐼 )，
買家所需要的補償則為 𝐶𝑆 𝑐 − 𝐶𝑆(𝑝𝐼 )、而既存賣家最多願意支付的補償金額上
限則為 𝜋𝐼 (𝑝𝐼 ) − 𝜋𝐼𝑐 = 𝜋𝐼 (𝑝𝐼 )。因此，我們的問題變成：是否可以找到一個價格
𝑝𝐼 來滿足以下條件：
𝐶𝑆 𝑐 − 𝐶𝑆(𝑝𝐼 ) ≤ 𝜋𝐼 (𝑝𝐼 )

⟹

𝐶𝑆 𝑐 ≤ 𝐶𝑆(𝑝𝐼 ) + 𝜋𝐼 (𝑝𝐼 ),

使得買家要求的最低補償低於既存賣家最多願意支付的補償？答案是不可能。
簡單的說明可以見圖 2. 3。
與圖 2. 2 相對應，兩個圖的 𝐶𝑆 𝑐 是一樣的區塊，都是需求線 𝐷 與既存賣
家的成本 𝑐𝐼 所構築成、包含三個區塊的大灰色三角形 X+Y+Z。圖 2. 3 與圖 2.
2 的差別是圖 2. 3 中的價格 𝑝𝐼 不必然是獨占價格 𝑝𝑚。給定任一價格 𝑝𝐼 > 𝑐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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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家願意的購買數量為 𝑄(𝑝𝐼 )、消費者剩餘為圖中的小三角形 X、既存賣家利
潤為長方形 Y29。兩者相加的和必然小於 𝐶𝑆 𝑐 ，而其中的差異為三角形 Z，亦即
當價格高於成本時所產生的無謂損失。對照標準的個體經濟學理論要達到最有
效的配置效率（allocation efficiency），則價格必須等於邊際成本30。
綜合而言，即便既存賣家可以在獨家交易契約中承諾為來的交易價格，在
不預設買家違約的狀況下，芝加哥學派的看法仍然成立。
範例 2. 3＊
在我們對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所提出理論的簡單說明裡，獨家交易契
約並未防止潛在競爭廠商進入市場。但在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的原始模型
裡，雖然既存賣家的目的在於榨取利益，獨家交易契約的確導致了潛在競爭廠
商有時被阻礙、無法進入市場的「部分排除」狀況，因此產生了一些市場封鎖
的效果。其原因在於在簽訂獨家交易契約時，潛在競爭者的效率參數，此處表
達為變數 𝑥，尚未確定，而既存賣家有動機在潛在競爭者效率較低時排除進入、
以便在潛在競爭者擁有較高效率時榨取較大利益。這時便會造成潛在競爭者即
便仍較有效率，𝑥 值較低、但仍為正值，卻無法進入市場的損害效率結果。
我們用一個數字的例子說明「部分排除」的邏輯。但是與範例 2. 1 不同，
這個數值案例（numerical example）比較接近範例 2. 2 的情境：對買家視兩個
廠商的產品為同質，因此只與價格較低者交易；潛在競爭者的優勢在於較低的
生產成本。但為了簡化分析，我們假設買家最多只購買一單位產品。
令買家購買產品後能夠產生的消費效益為 𝑏 = 10 元、既存賣家的生產成
29
30

若𝑝𝐼 = 𝑐𝐼 則既存賣家無任何利潤；𝑝𝐼 < 𝑐𝐼 則會虧損。
當然，這是在不考慮研發誘因與技術進步之下的靜態效率（static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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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為 𝑐𝐼 = 8 元、潛在競爭者的進入成本為 𝑓 = 1 元。但在決定是否簽定獨家
交易契約時，買家與既存賣家並不確定潛在競爭者的生產成本：兩者相信潛在
競爭者的生產成本各有1/3 的機率為 𝑐𝐸 = 2 元、6 元、以及 12 元。在決定
是否簽約後，潛在競爭者根據自己的生產成本以及是否有獨家交易契約而決定
是否進入市場。最後，當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價格競爭決定買家的交易對象，
此時潛在競爭者的生產成本亦為買家與既存賣家所知悉31。
如果買家不簽定獨家交易契約，則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價格競爭的結
果將會使得生產成本較低的廠商憑藉其成本優勢贏得與買家交易的機會。例如
當潛在競爭者的生產成本為 𝑐𝐸 = 2 時，只要其定價比 𝑐𝐼 = 8 略低，𝑝𝐸 = 8 − 𝜀，
既存賣家便無法與之競爭。此時潛在競爭者所能賺取的利潤 𝜋𝐸 = 𝑝𝐸 − 𝑐𝐸 =
6 − 𝜀 大於進入成本 𝑓 = 1；因此潛在競爭者會進入市場、買家可享受消費者剩
餘 𝐶𝑆 = 𝑏 − 𝑝𝐸 = 2 + 𝜀、既存賣家的利潤為零。同樣地，當潛在競爭者的生產
成本為 𝑐𝐸 = 6 時，相同的訂價可使其贏得價格戰、潛在競爭者的利潤稍低但
仍願進入市場 （𝜋𝐸 = 𝑝𝐸 − 𝑐𝐸 = 2 − 𝜀 > 𝑓 = 1）、買家可享受的消費者剩餘仍
為 𝐶𝑆 = 𝑏 − 𝑝𝐸 = 2 + 𝜀、既存賣家仍無法享有任何利潤。只有當潛在競爭者的
生產成本較既存賣家高時，亦即 𝑐𝐸 = 12 時，既存賣家才能勝出。此時既存賣
家即便定價於 𝑝𝐼 = 10，充分汲取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𝑏 − 𝑝𝐼 = 0）
，潛在競爭者
亦無法降價競爭。因此當 𝑐𝐸 = 12 時，潛在競爭者不會花費成本 𝑓 進入市場；
此時的既存賣家可得到利潤為 𝜋𝐼 = 𝑝𝐼 − 𝑐𝐼 = 2、消費者剩餘則為零32。
因此，在決定是否簽定獨家交易契約時，買家會發現若不簽約則潛在競爭
31

亦即我們排除任何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狀況。
即便潛在競爭者的生產成本低於買家從消費得來的效益，𝑐𝐸 ≤ 𝑏，只要其生產成本大於或等
於既存賣家的生產成本，𝑐𝐸 ≥ 𝑐𝐼 ，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便無法賺取任何利潤，因此不會花費
成本 𝑓 進入市場。消費者剩餘為零、既存賣家利潤為 2 的結果仍然成立。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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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進入市場的機率為 2/3，此時買家可享受消費者剩餘 2 + 𝜀；而有 1/3 的機
率潛在競爭者選擇不進入市場，此時消費者剩餘為零。不簽約之下買家可得預
期消費者剩餘（expected consumer surplus）為
𝔼(𝐶𝑆) =

2
4 + 2𝜀
(2 + 𝜀) =
= 𝐶𝑆 𝑐 ;
3
3

對比於範例 2. 2，如果要誘使同意買家簽定獨家交易契約，則簽約後的預期消
費者剩餘至少要達到 𝐶𝑆 𝑐 的水準33。而不簽約時既存賣家的預期利潤（expected
profit）為
𝔼(𝜋𝐼 ) =

1
∙ 2 = 𝜋𝐼𝑐 ;
3

既存賣家只有在簽約後的預期利潤大於 2/3 才有動機簽定獨家交易契約。此外，
在沒有獨家交易契約時，潛在競爭者在事前所能得到的預期利潤為
𝔼(𝜋𝐸 ) =

1
1
1
6 − 2𝜀
(8 − 𝜀 − 2 − 1) + (8 − 𝜀 − 6 − 1) + ∙ 0 =
= 𝜋𝐸𝑐 ;
3
3
3
3

將三者的預期收益加總，𝐶𝑆 𝑐 + 𝜋𝐼𝑐 + 𝜋𝐸𝑐 = 𝑊 𝑐 = 4，便是沒有獨家交易契約之
下的預期社會福利水準。
在討論獨家交易前，我們可以注意到在這裡不簽約的競爭狀況會促使潛在
競爭者的進入市場決策與提升社會褔利的要求一致。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有效
率的進入（efficient entry）是指其產生的淨效益大於進入成本。當產品相同時，
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所能產生的社會效益便是生產成本的節省。只要潛在競爭
者的生產成本低於既有獨占廠商的生產成本且幅度不低於進入成本 𝑓 = 1，亦
33

我們只考慮決策者為風險中立（risk neutral）的狀況。以預期效用（expected utility）作為決
策指標，在數學上，便是效用的期望值（expecte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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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𝑐𝐼 − 𝑐𝐸 ≥ 1，便是有效率的進入；反之則為無效率、或降低效率的進入
（inefficient entry）。根據這個標準，當沒有獨家交易契約時，潛在競爭者會在
𝑐𝐸 = 2 或 6 時進入市場、𝑐𝐸 = 12 時則不進入市場。因此沒有獨家交易的市場
競爭結果會導致有效率的進入決策34。
現在讓我們考慮獨家交易契約。我們假設既存賣家在契約中註明約定違約
賠償 𝑑以及交易價格 𝑝𝑀 。因此當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既存賣家的價格已
經在獨家交易契約中載明，只有潛在競爭者的價格 𝑝𝐸 需要決定（參見補充說
明 2. 3）。在買家簽下獨家交易契約後，買家會與潛在競爭者交易的條件為
10 − 𝑝𝐸 − 𝑑 > 10 − 𝑝𝐼

⟹

𝑝𝐸 < 𝑝𝐼 − 𝑑;

反之則與既存賣家交易。如同之前針對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所提出模型的
說明，約定違約賠償 𝑑 > 0 壓縮潛在競爭者的定價以及其獲利空間。潛在競爭
者的訂價不能只比 𝑝𝐼 稍低、而是必須夠低，滿足 𝑝𝐼 − 𝑝𝐸 > 𝑑 的條件，才能
出售其產品。此外，為了保留潛在競爭者的進入誘因，既存賣家不能過份地榨
取利益。令 △≡ 𝑝𝐼 − 𝑑，則潛在競爭者的定價必須比 △ 稍低，亦即 𝑝𝐸 =△ −𝜀。
此時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的利潤為 𝜋𝐸 =△ −𝜀 − 𝑐𝐸 ，只有當
𝜋𝐸 ≥ 𝑓

⟹ △≥ 𝑐𝐸 + 𝑓 + 𝜀

時潛在競爭者才會進入市場。
如果知道潛在競爭者的生產成本 𝑐𝐸，既存賣家可以在獨家交易契約裡很精
確地設定 △= 𝑐𝐸 + 𝑓 + 𝜀 、完全地從潛在競爭者榨取利益：潛在競爭者願意進
一般而言，當 𝑐𝐸 < 𝑐𝐼 時潛在競爭者可以用 𝑝𝐸 = 𝑐𝐼 − 𝜀 的價格贏得與買家的交易。潛在競
爭者進入後的利潤為 𝜋𝐸 = 𝑐𝐼 − 𝑐𝐸 − 𝜀。因此潛在競爭者只有在 𝑐𝐼 − 𝑐𝐸 − 𝜀 ≥ 𝑓 時會選擇進入
市場。當 𝜀 逼近 0 時（或者假設當買家面對 𝑝𝐼 = 𝑝𝐸 = 𝑐𝐼 的價格時會選擇與潛在競爭者交易），
潛在競爭者的進入決策與社會利益一致。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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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市場，但無法享受任何淨利（含進入成本），𝜋𝐸 − 𝑓 = 0；所有交易的淨效益
都由既存賣家享用35。但是如果在簽定獨家交易契約時 𝑐𝐸 並不確定，則契約中
無法根據 𝑐𝐸 量身打造 △。若 △ 定的過低則潛在競爭者可能選擇不進入市場；
定的過高則無法充分榨取收益。而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的結論是：為了有
效榨取利益，既存賣家會設定過低的 △，導致潛在競爭者即便能促進社會福利、
也不願進入市場。
要理解這個結果，讓我們考慮既存賣家可能設定的 △ 值。在這個例子裡，
𝑓 = 1 而 𝑐𝐸 可能有三種狀況。但 𝑐𝐸 = 12 時與潛在競爭者交易會產生社會損
失（social loss）
，既存賣家無法從潛在競爭者身上榨取任何利益。因此我們只需
要考慮 △ 針對 𝑐𝐸 = 2 與 6 的兩種狀況。
當 △ 根據 𝑐𝐸 = 6 設定，因此 △= 𝑐𝐸 + 𝑓 + 𝜀 = 7 + 𝜀 時，潛在競爭者只
有在 𝑐𝐸 = 12 時才不會進入市場：若 𝑐𝐸 = 2，潛在競爭者的定價 𝑝𝐸 =△ −𝜀 =
7 可使其賺取利潤 𝜋𝐸 = 𝑝𝐸 − 𝑐𝐸 = 5 > 𝑓 = 1，因此有動機進入市場；若 𝑐𝐸 = 6，
則定價 𝑝𝐸 =△ −𝜀 = 7 使利潤 𝜋𝐸 = 𝑝𝐸 − 𝑐𝐸 = 1 = 𝑓 剛好可負擔進入成本，潛
在競爭者仍會進入市場；若 𝑐𝐸 = 12，潛在競爭者可誘使買家交易的定價
𝑝𝐸 = 7 低於其生產成本，因此潛在競爭者不會進入市場。因此潛在競爭者進入
市場的決策與社會最適有效率進入一致。
此時如果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買家與潛在競爭者交易後可得到的消費者
剩餘為 10 − 𝑝𝐸 − 𝑑 = 10 − (△ −𝜀) − 𝑑 = 3 − 𝑑、既存賣家的利潤為 𝑑；若潛
35

既存賣家也可以與買家分享利益。當買家付出約定違約賠償然後與潛在競爭者交易時，買家
的消費者剩餘為 10 − 𝑝𝐸 − 𝑑、既存賣家的利潤為 𝑑。加總之後，兩者可得利益的總和為
10 − 𝑝𝐸 = 10 − (△ −𝜀) = 10 − (𝑐𝐸 + 𝑓 + 𝜀 − 𝜀) = 10 − 𝑐𝐸 − 𝑓，恰好等於交易的社會效益減去
社會成本。因此 △ 的功能是從潛在競爭者汲取利益、𝑑 則是將交易的利益分配於既存賣家與
買家之間，若 𝑑 越大，則既存賣家所得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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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競爭者不進入市場，買家只能與既存賣家交易，消費者剩餘為 10 − 𝑝𝐼、既存
賣家利潤為 𝑝𝐼 − 8。在簽訂契約時，買家預期潛在競爭者進入的機率為 2/3（當
𝑐𝐸 = 2 與 6，機率各 1/3），因此簽約後的預期消費者剩餘為
2
1
16
2
1
𝔼(𝐶𝑆) = (3 − 𝑑) + (10 − 𝑝𝐼 ) =
− ( 𝑑 + 𝑝𝐼 ) ;
3
3
3
3
3
既存賣家的預期利潤為
𝔼(𝜋𝐼 ) =

2
1
2
1
8
∙ 𝑑 + (𝑝𝐼 − 8) = ( 𝑑 + 𝑝𝐼 ) − ;
3
3
3
3
3

要誘使買家簽約，預期消費者剩餘至少要等同於不簽約時的預期消費者剩餘。
若剛好相等，𝔼(𝐶𝑆) = 𝐶𝑆 𝑐 = (4 + 2𝜀)/3，既存賣家可得到預期利潤大於不簽約
時的預期利潤，
2
1
8 16
8 4 − 2𝜀 4
2
𝔼(𝜋𝐼 ) = ( 𝑑 + 𝑝𝐼 ) − =
− 𝐶𝑆 𝑐 − =
≈ > 𝜋𝐼𝑐 = ;
3
3
3
3
3
3
3
3
因此既存賣家願意進行獨家交易36。而潛在競爭者可得到預期利潤
𝔼(𝜋𝐸 ) =

1
1
1
4 6 − 2𝜀
(7 − 2 − 1) + (7 − 6 − 1) + ∙ 0 = <
= 𝜋𝐸𝑐 ,
3
3
3
3
3

低於沒有獨家交易契約時的預期利潤。但此時的預期社會福利水準
𝔼(𝐶𝑆) + 𝔼(𝜋𝐼 ) + 𝔼(𝜋𝐸 ) = 4 = 𝑊 𝑐 ,
相等於沒有獨家交易之下的社會福利水準。這是因為潛在競爭者的進入決策符
合有效率（滿足社會福利極大）的進入決策（只有當 𝑐𝐸 = 12 時才不進入）、
同時產品總是由生產成本較低的廠商生產。因此獨家交易契約並不影響社會剩
藉由 △= 𝑝𝐼 − 𝑑 = 7 + 𝜀 與 (2𝑑 + 𝑝𝐼 )⁄3 = (16⁄3) − [(4 + 2𝜀)⁄3] 兩個聯立方程式，我們可
解得 𝑑 = (5⁄3) − 𝜀 與 𝑝𝐼 = 26⁄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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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social surplus）的總額，只影響其分配：既存賣家獲得交高利益、潛在競爭
者獲得較少、買家則維持不變。
但是根據 𝑐𝐸 = 6 設定 △ 並不符合既存賣家的最大利益。若按照 𝑐𝐸 = 2
決定 △，既存賣家可獲得更高預期利潤，同時買家可維持一樣的預期消費者剩
餘（否則不願簽屬獨家交易契約）
。損失的是潛在競爭者以及社會福利：潛在競
爭者在 𝑐𝐸 = 6 時會選擇不進入市場，因此社會必須以較高的成本 𝑐𝐼 = 8 生產
商品，社會的預期損失為
1
1
(𝑐𝐼 − 𝑐𝐸 − 𝑓) = ;
3
3
因為這個損失發生的機率為 1/3。
詳細的計算過程與之前類似：當 △ 根據 𝑐𝐸 = 2 設定（因此 △= 𝑐𝐸 + 𝑓 +
𝜀 = 3+𝜀 ）
，潛在競爭者能與買家交易的定價為 𝑝𝐸 =△ −𝜀 = 3，只有在 𝑐𝐸 = 2
時才會進入市場，但其利潤會恰好等於進入成本：𝜋𝐸 = 𝑝𝐸 − 𝑐𝐸 = 3 − 2 = 1 = 𝑓；
買家可得消費者剩餘 10 − 𝑝𝐸 − 𝑑 = 7 − 𝑑、既存賣家可得利潤 𝑑。在其他生產
成本水準（𝑐𝐸 = 6 或 12），潛在競爭者都不會進入市場，因此消費者剩餘為
10 − 𝑝𝐼 、既存賣家利潤為 𝑝𝐼 − 8。總合三種可能，買家的預期消費者剩餘為
1
2
27
1
2
𝔼(𝐶𝑆) = (7 − 𝑑) + (10 − 𝑝𝐼 ) =
− ( 𝑑 + 𝑝𝐼 ) ;
3
3
3
3
3
既存賣家的預期利潤為
𝔼(𝜋𝐼 ) =

1
2
1
2
16
∙ 𝑑 + (𝑝𝐼 − 8) = ( 𝑑 + 𝑝𝐼 ) − ;
3
3
3
3
3

令預期消費者剩餘剛好等於 𝐶𝑆 𝑐 ，則既存賣家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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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6 27 − 4 − 2𝜀 16 7 − 2𝜀 7 4
𝔼(𝜋𝐼 ) = ( 𝑑 + 𝑝𝐼 ) −
=
−
=
≈ > ;
3
3
3
3
3
3
3 3
既存賣家的預期利潤較之前為高37。加上潛在競爭者的預期利潤為零，因此預期
社會福利為
𝔼(𝐶𝑆) + 𝔼(𝜋𝐼 ) + 𝔼(𝜋𝐸 ) =

4 + 2𝜀 7 − 2𝜀
11
+
+0=
< 4;
3
3
3

其中的差異便來自潛在競爭者被部分排除（partially excluded）的結果。
補充說明 2. 4
在這裡既存賣家藉由降低 △ 榨取更高收益的方式即為資訊不對稱
（asymmetric information）中因為「反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而產生的問
題38。當 △ 根據 𝑐𝐸 = 6 設定時，在 𝑐𝐸 = 6 與 𝑐𝐸 = 2 兩種狀況下潛在競爭
者都會進入市場。這麼做的好處是當 𝑐𝐸 = 6 時不會有無效率的生產（亦即用
較高成本 𝑐𝐼 = 8 生產），但是對於既存賣家而言，當 𝑐𝐸 = 2 時，設定比較高
的 △ 會留給比較有效率的潛在競爭者一些淨效益 𝜋𝐸 − 𝑓 = 7 − 2 − 1 = 4。如
果選擇較低的 △，根據 𝑐𝐸 = 2 來設定 △ 值，則可以「篩選」（screen）出較
低成本的潛在競爭者（因為成本較高，𝑐𝐸 = 6 時潛在競爭者不會進入市場）。
這麼做的好處是低成本的潛在競爭者不再享有利潤，之前的淨利 𝜋𝐸 − 𝑓 = 4 會
以約定違約賠償 𝑑 的形式回流給既存賣家，但缺點是當 𝑐𝐸 = 6 時既存賣家必
須 以 較高的生產成本提供商品給買家、因而吸收 所產生的 效率損失 𝑐𝐼 −
藉由 △= 𝑝𝐼 − 𝑑 = 3 + 𝜀 與 (𝑑 + 2𝑝𝐼 )⁄3 = (27⁄3) − [(4 + 2𝜀)⁄3] 兩個聯立方程式，我們可
以解出 𝑑 = (17 − 4𝜀)⁄3 與 𝑝𝐼 = (26 − 𝜀)/3。
38
反向選擇、或者逆選擇，又稱「隱藏資訊」（hidden information）或者「篩選」（screening）
模型。參見產業經濟學或者資訊經濟學教科書的介紹。Tirole (1988), supra note 9; Jean-Jacques
Laffont and David Martimort, The Theory of Incentives: The Principal-Agent Model (200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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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𝑐𝐸 + 𝑓) = 8 − (6 + 1) = 1。由於 𝑐𝐸 = 6 與 𝑐𝐸 = 2 發生的機率同為 1/3，既
存賣家發現降低 △、進行局部排除的利益大於成本：
1
1
∙ 4 − ∙ 1 = 1;
3
3
這個差額即是既存賣家選擇根據 𝑐𝐸 = 2 或 𝑐𝐸 = 6 設定 △ 所造成的預期利
潤差異：(7⁄3) − (4⁄3) = 1。而在反向選擇模型中，資訊劣勢的一方為了從資
訊優勢一方榨取出「資訊租」
（information rent）
，往往也會扭曲生產決策，造成
資源配置的無效率。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證明了既存賣家使用更細緻的獨家交易手法可以
打破芝加哥學派「獨家交易沒有限制競爭效果」的結論，也開啟了一條新的研
究途徑。與（2.2）式作比較，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的想法可說是即便（2.2）
式成立，既存賣家仍可藉由契約設計榨取潛在競爭者的利潤 𝜋𝐸，藉此補償買家、
使其同意簽訂獨家交易契約。而在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分析中的既存賣家
可以達成這點、芝加哥學派的既存賣家做不到的原因在於兩者對於買家違背獨
占交易契約這個可能的設定不同。芝加哥學派不容許（或不考慮）這個可能、
但是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讓既存賣家在契約中為違約行為預先設定了一個
「價格」（亦即約定違約賠償 𝑑）。之後學界的討論重點之一便是有無其他可能
方式決定違約後的處置。藉由對違約誘因的影響，這個處置進而決定了獨家交
易的競爭效果。
此外，在目前的討論中，買家處於一個相對被動的地位，只能決定是否接
受既存賣家所提出的獨家交易契約（以及之後的購買行為）39。但是在實務中買

39

「被動」買家的假設在之前的推論之中產生無論接不接受獨家交易契約，買家的預期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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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可能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市場或談判力量（bargaining power）
、也可能有些策略
性行為。因此也有學者考慮所謂的「策略性買家」（strategic buyer）。我們依序
討論這兩個面向。
2、 買家策略
首先，Innes 與 Sexton 兩位教授在 1994 的論文討論一個較為積極、具策略
性的買家40。Innes 與 Sexton 兩位教授認為一個策略性的買家也可能與潛在競爭
者簽訂獨家交易契約，此時的「受害者」會是既存賣家、同時可能產生「過度
進入」 的效率損失。Innes 與 Sexton 兩位教授的分析與前述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的可說理論互為「對稱」
，以相同的約定違約賠償效果作用在不同廠商；
而所造成的市場進入效果也略有不同。
為了說明此點，我們稍微修改範例 2. 1，讓潛在競爭者的產品品質低於既
存賣家的產品品質：若買家購買既存賣家的產品可以產生 3 元的效益，但是購
買潛在競爭者的產品只能產生 3 − 𝑥 元的消費效益（0 < 𝑥 < 3）。因為既存賣
家具有競爭優勢 𝑥，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在沒有任何獨家交易契約的價格
競爭下，買家會選擇與既存賣家交易。令兩個廠商的價格為 𝑝𝐼 與 𝑝𝐸 ，買家購
買既存賣家產品的條件為
3 − 𝑝𝐼 > 3 − 𝑥 − 𝑝𝐸

⟹

𝑝𝐼 < 𝑥 + 𝑝𝐸 ;

在花費進入成本 𝑓 進入市場後，面對與既存賣家的價格競爭，潛在競爭者最低
願意將價格壓至生產成本的水準，𝑝𝐸 = 𝑐𝐸 = 0。因此既存賣家可以用 𝑝𝐼 = 𝑥 − 𝜀
剩餘都一樣的結果。亦即在契約設計時，買家的「參與限制式」（participation constraint）剛好
獲得滿足（binding）。
40
Robert Innes and Richard Sexton, “Strategic Buyers and Exclusionary Contracts,” 84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6-584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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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價贏得價格價，進而獲取利潤 𝜋𝐼𝑐 = 𝑝𝐼 − 𝑐𝐼 = 𝑥 − 𝜀。如同之前的結果，有
競爭優勢的一方可獲得的利潤相當於其優勢的幅度。此時買家的消費者剩餘為
𝐶𝑆 𝑐 = 3 − 𝑝𝐼 = 3 − 𝑥 + 𝜀。而潛在競爭者進入後無法享有任何利潤，因此不會
花費任何進入成本。獨占廠商可保有獨占地位，獲取利潤為 𝜋𝐼𝑚 = 3、買家則得
到 𝐶𝑆 𝑚 = 0，亦即消費者剩餘為零41。在沒有獨家交易之下的社會福利是
𝑊 𝑚 = 𝐶𝑆 𝑚 + 𝜋𝐼𝑚 = 3;
潛在競爭者不進入市場，因此沒有任何淨利。
要注意此時的社會最適決策也會要求潛在競爭者不要進入市場：能極大化
社會福利的交易是讓買家購買既存賣家的產品，因此社會不需要潛在競爭者的
生產技術、自然也不希望潛在競爭者耗費成本進入市場。
但是 Innes 與 Sexton 兩位教授指出若買家可與潛在競爭者簽訂獨家交易契
約以汲取既存賣家的利潤，則潛在競爭者會花費成本進入市場，以對既存賣家
構成競爭壓力。假設在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前，買家與潛在競爭者簽訂獨家交
易契約如下：若潛在競爭者不進入市場，則買家可與既存賣家自由交易；但若
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則買家有義務與潛在競爭者按 𝑝𝐸 的價格交易，買家違
約與既存賣家交易時則須付給潛在競爭者 𝑑𝐸 的違約賠償。
面對獨家交易契約，既存賣家可以爭取到買家交易的條件為
3 − 𝑝𝐼 − 𝑑𝐸 > 3 − 𝑥 − 𝑝𝐸

⟹

𝑝𝐼 < 𝑥 + 𝑝𝐸 − 𝑑𝐸 ;

如同之前的分析，獨家交易中的懲罰條款 𝑑𝐸 壓縮了既存賣家的定價與獲利能
力。令既存賣家定價在 𝑝𝐼 = 𝑥 + 𝑝𝐸 − 𝑑𝐸 − 𝜀，此時買家可享受消費者剩餘
若既存賣家掌握生產成本上的優勢（𝑐𝐼 < 𝑐𝐸 ），競爭後可得到同樣的結果。參見前揭註 23 的
說明。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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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𝑆 𝐸𝐷 = 3 − 𝑝𝐼 − 𝑑𝐸 = 3 − ( 𝑥 + 𝑝𝐸 − 𝑑𝐸 − 𝜀) − 𝑑𝐸 = 3 − 𝑥 + 𝜀 − 𝑝𝐸 ,
而潛在競爭者可得利潤（不計入進入成本）為 𝜋𝐸𝐸𝐷 = 𝑑𝐸。因為既存賣家不需耗
費任何進入成本，獨家交易契約 (𝑝𝐸 , 𝑑𝐸 ) 可設計至充分榨取既存賣家的利潤，
亦即只要契約設計滿足 𝑝𝐸 − 𝑑𝐸 = −𝑥 + 2𝜀，則 𝜋𝐼𝐸𝐷 = 𝑝𝐼 = 𝑥 − 𝑥 + 2𝜀 − 𝜀 =
𝜀 ≈ 0。為了讓潛在競爭者有動機進入市場，獨家交易契約留給潛在競爭者的利
潤至少需等於進入成本 𝑓。若兩者恰好相等，𝜋𝐸𝐸𝐷 = 𝑑𝐸 = 𝑓 的條件成立42，則
可得 𝑝𝐸 = 𝑑𝐸 − 𝑥 + 2𝜀 = 𝑓 − 𝑥 + 2𝜀，因此消費者剩餘為
𝐶𝑆 𝐸𝐷 = 3 − 𝑥 + 𝜀 − 𝑝𝐸 = 3 − 𝑥 + 𝜀 − (𝑓 − 𝑥 + 2𝜀) = 3 − 𝑓 − 𝜀 ≈ 3 − 𝑓;
由於不簽訂獨家交易契約之下潛在性競爭者不會進入市場，消費者剩餘為
𝐶𝑆 𝑚 = 0，只要 𝑓 < 3，買家便會與潛在競爭者簽訂契約，以 𝑓 的代價誘使潛
在競爭者做無效率的進入（inefficient entry）
，以便從既存賣家身上汲取 3 的交
易淨利（gains from trade）。此時社會總效益為
𝑊 𝐸𝐷 = 𝐶𝑆 𝑚 + 𝜋𝐼𝐸𝐷 + (𝜋𝐸𝐸𝐷 − 𝑓) = 3 − 𝑓 + 0 + (𝑓 − 𝑓) = 3 − 𝑓,
低於沒有獨家交易契約之下的社會福利 𝑊 𝑚 = 3。這是因為無論有無獨家交易
契約，買家最終都是與既存賣家交易，交易所產生的社會效益都是 3。買家只
是藉由簽訂獨家交易將這 3 元的效益從既存賣家移轉到自己身上，因此要達到
這個「競租」（rent seeking）效果的成本 𝑓 是不產生任何社會效益的淨損失。
補充說明 2. 5

42

這表示在買家與潛在競爭者之間，買家有完全的談判力量（full bargaining power），可以提
出一個「不接受就拉倒」（take-it-or-leave-it）的提議（offer）。潛在競爭者只能決定接受與否，
而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但這裡由於沒有任何資訊不對稱或任何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
任何其他談判力量的差異只會影響總效益 3 − 𝑓 如何在買家與潛在競爭者之間如何分配，而不
影響過度進入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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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買家有可能在不誘導潛在競爭者進入的情況下，憑藉獨家交易契約
中的賠償條款 𝑑𝐸 從既存賣家身上榨取 3 元的淨效益。若潛在競爭者不進入，
則買家與既存賣家交易的條件修正為
3 − 𝑝𝐼 − 𝑑𝐸 ≥ 0 ⟹

𝑝𝐼 ≤ 3 − 𝑑𝐸 ;

買家可將約定違約賠償設在 𝑑𝐸 = 3，因此既存賣家的售價為零，𝑝𝐼 = 3 − 𝑑𝐸 =
0。既存賣家的利潤為零，而潛在競爭者可得利潤 𝜋𝐸 = 3、買家消費者剩餘為
𝐶𝑆 = 3 − 3 = 0。在簽約時買家可向潛在競爭者要求一筆簽約金以分潤未來從既
存賣家所榨取的利益 3。此時由於潛在競爭者並未進入市場，社會福利為 3，
不受到獨家交易契約的影響。
乍看之下這樣的策略行為似乎只造成利潤在不同市場參與者之間的移轉，
而不影響社會效率；因此沒有任何競爭效果，不需要競爭法的介入、解決問題。
但如果這樣的安排能夠成功，買家其實不需要一個真正有能力進入市場（即便
需要花費進入成本）的潛在競爭者來執行這個策略。任何一個經濟個體都宣稱
是可以潛在競爭者，即便沒有實際上沒有進入市場、與既存賣家競爭的能力，
買家都可以與之簽下獨家交易契約、再要求既存賣家降價43。認知到這個可能，
既存賣家似乎不會在潛在競爭者未進入市場、成為一個實際有能力競爭的威脅
時就「屈服」於買家已經簽下的獨家交易契約。換句話說，之前潛在競爭者所
花的進入成本 𝑓 是為了讓既存賣家相信他是一個真地有能力競爭（即便居於劣
勢）的廠商所需的花費。
Innes 與 Sexton 兩位教授將策略性買家的想法帶入前述 Aghion 與 Bolton 兩
位教授在 1987 年的分析架構中，同時導入潛在競爭者的競爭優勢或劣勢的不確
43

更極端的狀況是只要秀出獨家交易合約給既存賣家看，要求後者降價。

39

定性（uncertainty），亦即範例 2.3 的狀況：當簽訂獨家交易契約時，買家與既
存賣家不確定未來潛在競爭者的競爭優勢幅度（亦即中 𝑐𝐸 < 𝑐𝐼 = 8、但可能為
𝑐𝐸 = 2 或 6）、甚至可能有潛在競爭者居於劣勢（亦即中 𝑐𝐸 = 12 > 𝑐𝐼 = 8 狀
況）。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的推論結果為既存賣家與買家之間的獨家交易
可以有效地從潛在競爭者榨取利潤，但會導致部分排除（partial exclusion）的狀
況，此時社會將付出「進入不足」
（insufficient entry）的代價，亦即當潛在競爭
者較既存賣家有生產優勢時仍可能因獨家交易而無法進入市場（對應到中即為
𝑐𝐸 = 6 時潛在競爭者選擇不進入市場）
。相反地，Innes 與 Sexton 兩位教授讓買
家與潛在競爭者簽訂獨家交易契約，得出過度進入（excessive entry）的結果；
對應到範例 2. 3 會是 𝑐𝐸 = 12 但潛在競爭者仍進入的狀況。
Innes 與 Sexton 兩位教授進一步指出，如果容許買家先後與既存賣家以及潛
在競爭者簽訂獨家交易，但簽約時潛在競爭者的競爭優勢或劣勢、甚至進入成
本都有不確定性，則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直覺上類似「負負得正」的有效率結果：
最後買家的確會簽下兩份獨家交易契約，而潛在競爭者的進入市場決定會與極
大化社會福利一致，既不會有進入不足的問題（如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所
言）
、也不會有導致過度進入（如之前只有買家與潛在競爭者簽訂獨家交易的狀
況）。據此 Innes 與 Sexton 兩位教授提出的政策建議較傾向芝加哥學派的結論，
亦即獨家交易不會危害競爭44。
但是在實務上產業界到底有多少這種同一個買家與不同供應商（或潛在供
應商）簽定獨家交易的狀況？此外，Innes 與 Sexton 兩位教授的分析似乎並未考
44

要理解 Innes 與 Sexton 兩位教授的分析必須在範例 2. 3 中加入第二個獨家交易契約的討論，
亦即買家與潛在競爭者之間的獨家交易。同時第二個契約仍須受限於第一個契約（買家與既存
賣家之間的獨家交易），亦即買家與潛在競爭者必須認知若買家最後與潛在競爭者交易，仍需
支付第一個獨家交易契約中載明的約定違約賠償給既存賣家。分析稍嫌複雜，我們暫不考慮。

40

量到既存賣家在契約中訂定「不得與其他廠商簽訂獨家交易」的條款。當然，
按照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對我們的啟發（insights）
，一個條款的效果以及
策略功能需視其違約懲罰而定。因此要應用 Innes 與 Sexton 兩位教授的結論似
仍有待學界進一步考量、研究。
3、 不同的違約處置
回到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的分析架構，包含有不確定性的狀況，但是
不考慮買家與潛在競爭者之間的獨家交易契約。範例 2.3 的結論是既存賣家與買
家之間會簽定獨家交易契約，此契約導致潛在競爭者在成本優勢不夠強，𝑐𝐸 = 6
時選擇不進入市場，而這個結果造成社會效率的損失，其幅度為 𝑐𝐼 − (𝑐𝐸 + 𝑓) =
8 − (6 + 1) = 1。這個社會效率的損失與之前所提到的無謂損失相同，都是源自
於能產生社會淨效益（即社會利益大於社會成本）卻無法實現的資源錯置45。
在這裡，社會因為人為的獨占交易契約而無法享受比較進步的生產技術能
帶來的成本節約。而獨家交易的設計與簽訂是在事前（ex ante）
，亦即訂約雙方
在確知潛在競爭者的技術水準（生產成本）之前，為了從潛在競爭者身上榨取
利益而做的交易安排。在事後（ex post），亦即潛在競爭者的技術水準確認後，
我們回到沒有不確定性、例如範例 2.3 一開始的狀況。此時，如果沒有先前簽
訂的獨家交易契約，既存賣家可以根據 𝑐𝐸 = 2 或 6 精確地決定約定違約賠償、
或範例 2.3 中的 △，而不會想要排除技術優勢不強（𝑐𝐸 = 6）的潛在競爭者進
入市場。

45

但稍微不同的是，圖 2. 2 與 圖 2. 3 中的社會效率損失（無謂損失）來自應該發生卻未發生
的交易；而此處有發生交易（當 𝑐𝐸 = 6 時買家仍可享受到商品）、但社會效率損失來自使用較
昂貴的生產技術（因為潛在競爭者不願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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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存賣家在事前與事後偏好的不一致—事前希望排除 𝑐𝐸 = 6 的潛在競爭
者、但事後不希望排除進入—表示即便已經簽訂獨家交易契約，一旦潛在競爭
者在 𝑐𝐸 = 6 的狀況下進入市場，既存賣家與買家有動機修改獨家交易契約、
重啟談判（renegotiation），讓潛在競爭者與買家交易，以便分享「失而復得」
的社會淨效益。Spier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於 1995 年發表的論文在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 1987 年的架構中加入重新談判的可能，因而得出獨家交易不會
導致部分排除的結果46。也就是說，獨家交易加上重新談判會使得潛在競爭者的
進入決策與社會福利一致、潛在競爭者會選擇有效率的進入47。
直覺來說，在不確定性消弭後，賽局中既存賣家、買家、以及潛在競爭者
三個玩家之間所能產生的最大整體社會剩餘隨之決定；剩下的是如何達到這個
最大剩餘、以及如何分配的問題。如果獨家交易在事後排除潛在競爭者進入市
場、妨礙產業達成最大社會剩餘，那麼在沒有其他談判障礙或者成本的情況下，
三個玩家都可以藉由重新談判來消除獨家交易所造成的進入障礙，以取得較高
的整體利益。至於額外增加的利益如何分配，則視三者的相對談判力量而定。
例如，考慮範例 2.3 的結果：既存賣家在事前（不確定潛在競爭者的生產
成本 𝑐𝐸 為多少時）根據 𝑐𝐸 = 2 來決定契約中的 △= 𝑝𝐼 − 𝑑 = 3 + 𝜀。此時我
們 可 以 解 出 契 約 中 的 價 格 為 𝑝𝐼 = (26 − 𝜀)/3 ≈ 26/3 、 約 定 違 約 賠 償 則 為
𝑑 = (17 − 4𝜀)/3 ≈ 17/3 這兩個契約條件48。如果潛在競爭者在 𝑐𝐸 = 6 時已經
46

Kathryn Spier and Michael Whinston, “On the Efficiency of Privately Stipulated Damag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Entry Barriers, Reliance, and Renegotiation,” 26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80-202 (1995).
47
Spier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接著導入投資，假設既存賣家進行限定於與買家交易有效的專屬
性投資（relationship-specific investments），以降低生產成本。當既存賣家可在簽訂獨家交易契
約後決定投資幅度（包括不投資）、事後又可重新談判，則會產生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
在 1987 年的分析中部分排除的結果。我們將在之後一併討論獨家交易與投資誘因之間的關聯。
48
見前揭註 37 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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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費進入成本 𝑓 = 1，此時按照獨家交易契約的條款 (𝑝𝐼 , 𝑑)，潛在競爭者無法
與既存賣家競爭：潛在競爭者能克服獨家交易條款與買家交易的條件為
3 − 𝑝𝐼 < 3 − 𝑝𝐸 − 𝑑

⟹

𝑝𝐸 < 𝑝𝐼 − 𝑑 = 3 + 𝜀 < 𝑐𝐸 = 6;

潛在競爭者無法在不虧本的狀況下出售產品，因此買家會選擇與既存賣家交易。
買家的消費者剩餘為 𝐶𝑆 𝐸𝐷 = 10 − 𝑝𝐼 = (4 + 𝜀)/3 ≈ 4/3、既存賣家能享受到的
利潤則為 𝜋𝐼𝐸𝐷 = 𝑝𝐼 − 𝑐𝐼 = (2 − 𝜀)/3 ≈ 2/3，因此社會福利為 2。
此時，如果任意一個參與者提議放棄獨家交易中的預約違約懲罰條款，改
讓買家與潛在競爭者以 𝑝̃𝐸 的價格交易、同時由潛在競爭者給予既存賣家 𝑑̃ 的
補償，則在重新談判後潛在競爭者可賺取利潤 𝜋̃𝐸 = 𝑝̃𝐸 − 𝑑̃ − 𝑐𝐸 = 𝑝̃𝐸 − 𝑑̃ − 6、
̃ = 10 − 𝑝̃𝐸、既存賣家的利潤為 𝜋̃𝐼 = 𝑑̃，加總之後可得
買家的消費者剩餘為 𝐶𝑆
̃ + 𝜋̃𝐼 = 10 − 6 = 4 > 2。潛在競爭者只要利潤不為負便
到社會福利為 𝜋̃𝐸 + 𝐶𝑆
願意參與此一新的交易安排；而要讓買家與既存賣家兩位都同意，其報酬必須
̃ ≥ 𝐶𝑆 𝐸𝐷 與
至少不低於按照原來獨家交易契約交易所得的報酬，亦即 𝐶𝑆
𝜋̃𝐼 ≥ 𝜋𝐼𝐸𝐷 兩個條件49。因此以下幾個式子必須同時滿足：
𝜋̃𝐸 ≥ 0

⟹ 𝑝̃𝐸 − 𝑑̃ ≥ 6;

̃ ≥ 𝐶𝑆 𝐸𝐷 ⟹ 𝑝̃𝐸 ≤
𝐶𝑆
𝜋̃𝐼 ≥ 𝜋𝐼𝐸𝐷 ⟹ 𝑑̃ ≥

49

26 − 𝜀
;
3
2−𝜀
;
3

根據賽局中的談判理論（bargaining theory），之前簽訂的獨家交易契約決定了重新談判時各
方參與者的「威脅點」（threat points），亦即談判破裂時的各方報酬。重啟談判是誘因理論
（incentive theory）、又稱契約理論（contract theory）的重要課題；Laffont and Martimort (2002),
supra note 38, p. 36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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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 獨家交易與重新談判
在圖 2. 4 中的灰色三角形 X+Y 標示出同時滿足了這三個條件的 (𝑝̃𝐸 , 𝑑̃) 重新談
判契約組合，而其中的哪個組合會成為均衡結果一般而言由參與談判各方的談
判力量決定。例如在 Spier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的分析中，由潛在競爭者提出
(𝑝̃𝐸 , 𝑑̃ )，而買家與既存賣家僅能決定是否接受50。此時潛在競爭者會盡可能壓低
給既存賣家的賠償 𝑑̃ 、並盡可能提高售價 𝑝̃𝐸 ；因此潛在競爭者會選擇圖 2. 4
中三角形 X 之內、同時盡量靠近 A 點的契約組合，亦即 𝑝̃𝐸 = (26 − 𝜀)⁄3 ≈ 26/3、
𝑑̃ = (2 − 𝜀)⁄3 ≈ 2/3 。 此 時 潛 在 競 爭 者 進 入 市 場 後 可 以 享 受 的 利 潤 則 為
𝜋̃𝐸 = 𝑝̃𝐸 − 𝑑̃ − 𝑐𝐸 = 8 − (2𝜀)⁄3 − 6 ≈ 2 > 𝑓 = 1，因此有動機進入市場。
其他的 (𝑝̃𝐸 , 𝑑̃) 組合未必能誘使潛在競爭者在 𝑐𝐸 = 6 時進入市場。例如圖
2. 4 中的 B 點對應的是由買家提出新的交易條件 (𝑝̃𝐸 , 𝑑̃ )、既存賣家與潛在競

50

亦即潛在競爭者具有完全的談判力量（full bargaining power）、提出「不接受就拉倒」的條
件；見前揭註 42。Spier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區分潛在競爭者具備或不具備市場力量的兩個狀
況。潛在競爭者具有完全的談判力量為具備市場力量的極端狀況；反之，當潛在競爭者不具備
市場力量時，其報酬恰好為零，𝜋̃𝐸 ≥ 0（Spier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假設進入成本為零， 𝑓 = 0。
因此只要利潤不為零，𝜋̃𝐸 ≥ 0，潛在競爭廠商便會進入市場）。

44

爭者決定是否接受的狀況（因此 𝜋̃𝐼 = 𝜋𝐼𝐸𝐷 與 𝜋̃𝐸 = 0）
；而 C 點對應的是既存
̃ ≥ 𝐶𝑆 𝐸𝐷 與 𝜋̃𝐸 = 0）。
賣家提出條件、其他二者決定是否接受的狀況（因此 𝐶𝑆
既然利潤為零（𝜋̃𝐸 = 0）
，潛在競爭者自然沒有誘因進入市場。要進一步滿足潛
在競爭者進入市場的條件為
𝜋̃𝐸 ≥ 𝑓 = 1

⟹

𝑝̃𝐸 − 𝑑̃ ≥ 7;

亦即圖 2. 4 中的三角形 X。
因此，若潛在競爭者具有相當的談判力量，在重新談判時能取的足夠優惠
的交易條件，亦即若(𝑝̃𝐸 , 𝑑̃ ) 落在圖 2. 4 中的三角形 X 範圍內，則獨家交易契約
加上重新談判的可能並不會導致如 Aghion and Boltn 兩位教授在 1987 年的論文
中所得到的部份排除的無效率狀況。
（但是既存賣家仍有動機簽訂獨家交易契約
以汲取利益。）
其次，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分析中的違約處置完全由訂定契約雙方所
約定、根據契約中所載明的違約賠償決定。但是這僅是契約法（contract law）
中違約處置的一種。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認為，在不成文法（common
law）的國家裡，法院往往要求違約的一方付出「預期損害」
（expectation damages）
的違約賠償，亦即權益受損的一方在契約順利執行時所能得到的預期報酬 51。
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在 2007 年的論文中指出如果將損害賠償修改為

51

John Simpson and Abraham Wickelgren, “Naked Exclusion, Efficient Breach, and Downstream
Competition,” 9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305-1320 (2007). 在其論文第 1306 頁中，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指出：“In principle, an exclusive contract could set damages so high that
breach is never profitable, but courts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would be unlikely to enforce such a
penalty.” Spier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在 1995 年的分析亦考慮當既存賣家可進行專屬性投資、且
三方（既存賣家、買家、與潛在競爭者）可重新談判時，法院判賠不同違約賠償的效果（見前
揭註 46）。關於法律經濟學上對於違約賠償的一般性討論，參見 Shavell 教授的法律經濟學教
科書（2004, supra note 22, p. 304-312 and 342-3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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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損賠償，此時芝加哥學派的結論成立，獨家交易契約無法排除有效率的潛
在競爭者進入市場52。
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的結果來自於預期損害賠償所具有的一般
性質：根據預期損害賠償的標準決定是否違約，能夠誘使簽約者作出符合（事
後）效率標準的違約決策。我們會在補充說明 2. 6 進一步說明這個一般化性質。
而在我們所考慮的簡單模型裡，是否違反獨家交易契約等同於潛在競爭者是否
進入市場：只有當買家會違約與潛在競爭者交易時，後者才有誘因進入市場；
同樣地，只有當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時，買家才可能違約。因此有效率的違約
決策也導致有效率的進入市場行為。
我們稍加簡化範例 2.3 的架構來簡單說明 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
的論證。在範例 2.3 中，買家視既存賣家與潛在競爭者所提供的商品為同質，
皆能產生相同效益 𝑏 = 10。潛在競爭者的生產成本為 𝑐𝐼 = 8、潛在競爭者的進
入成本為 𝑓 = 1。當潛在競爭者進入後的生產成本 𝑐𝐸 滿足 𝑐𝐸 + 𝑓 < 𝑐𝐼 的條件
時，表示使用潛在競爭者的生產技術能耗費較低的社會資源，因此社會福利極
大化要求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並與買家交易。例如範例 2.3 中 𝑐𝐸 = 2 與 6 這
兩個狀況。
假設在潛在競爭者決定是否進入市場前，買家與既存賣家仍簽訂獨家交易
契約。但是與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的設定不同，買家違約與潛在競爭者交
易後的違約賠償金額無法在獨家交易契約中決定，而是由法院以預期損害的違
約賠償原則所算出。根據此一原則，買家違約後必須賠償給既存賣家從契約中
（買家不違約時）所能得到的利潤，亦即法院會將違約賠償金額設在 𝑑̅ = 𝑝𝐼 − 𝑐𝐼
52

前揭註。

46

這個水準53。當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並且定價在 𝑝𝐸 的時候，買家選擇與潛在
競爭者交易的條件為54
𝑏 − 𝑝𝐸 − 𝑑̅ > 𝑏 − 𝑝𝐼

⟹

𝑝𝐸 < 𝑝𝐼 − 𝑑̅ = 𝑝𝐼 − (𝑝𝐼 − 𝑐𝐼 ) = 𝑐𝐼 ;

因此潛在競爭者可以用較 𝑐𝐼 略低的價格取得與買家的交易機會，亦即定價在
𝑝𝐸 = 𝑐𝐼 − 𝜀 的 水 準 55 。 此 時 潛 在 競 爭 者 進 入 市 場 後 可 以 得 到 的 利 潤 為
𝜋𝐸 = 𝑝𝐸 − 𝑐𝐸 = 𝑐𝐼 − 𝑐𝐸 − 𝜀，因此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的條件為
𝜋𝐸 ≥ 𝑓

⟹

𝑐𝐼 − 𝜀 ≥ 𝑐𝐸 + 𝑓;

潛在競爭者的進入誘因因此會與極大化社會福利的要求一致：當 𝑐𝐼 > 𝑐𝐸 + 𝑓
時進入市場、若違反這個條件則不進入市場56。此時獨家交易契約不會阻礙有效
率的廠商進入市場。
補充說明 2. 6
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的 2007 年論文結果源自於法律經濟學中關
於違約賠償的一般化性質：預期損害的違約賠償能使得訂約雙方的違約行為選
擇符合社會效率57。
例如一個買家與賣家約定在未來用 𝑝 交易一單位的商品。在訂約時此商品
53

Shavell 教授在其教科書中考慮賣家違約的例子，將預期損害定義為:“the amount that, if paid,
will put the buyer (or, more generally, the party that is the victim of a breach) in the position he would
have enjoyed had the contract been carried out.” (Shavell, 2004, supra note22, p. 343).
54
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假設獨家交易契約中不包含既存賣家的訂價 𝑝𝐼。但是在我們
的簡單例子裡，既存賣家是否在獨家交易契約中明訂價格 𝑝𝐼 並無影響。此外，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使用一個較為一般化的模型，包括了數個買家、每個買家願意購買超過一
單位的商品，因此可能必須考慮較為複雜的價格結構，例如兩部定價（two-part tariffs）；見其
附註 7。
55
這個定價同時也是範例 2.3 中，當沒有獨家交易契約、潛在競爭者於既存賣家進行價格競爭
時所訂定的價格。
56
當 𝑐𝐼 = 𝑐𝐸 + 𝑓 時潛在競爭者是否進入市場對社會福利水準沒有影響。
57
參見 Shavell 教授在其書中的說明；Shavell (2004), supra note 22, p. 34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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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買家的價值 𝑏 已經確立、並為雙方所知（因此沒有資訊不對稱的狀況），但
賣家的生產成本 𝑐 仍有不確定性。例如商品為一箱水果，其對消費者有固定的
消費價值，但生產者的成本可能受到天候、肥料價格的影響而波動58。賣家在知
悉生產成本後決定是否用 𝑝 的價格生產、交易。此時只有一個消費價值 𝑏 大
於生產成本 𝑐 的交易具有社會價值、能產生正的社會福利；如果 𝑏 < 𝑐 則此
交易應該取消，以避免社會效率的損失。
在已經訂約並決定交易價格 𝑝 之後，因為 𝑏 − 𝑝 ≥ 0，買家可以從未來的
交易得到淨效益（若 𝑏 − 𝑝 < 0 則買家一開始就不會同意此項交易）
。如果不需
支付違約賠償，則賣家願意交易的條件是利潤不為負，𝑝 − 𝑐 ≥ 0。加上買家願
意交易的條件 𝑏 ≥ 𝑝，我們可得 𝑝 − 𝑐 ≤ 𝑏 − 𝑐。如果 𝑏 − 𝑐 > 0 > 𝑝 − 𝑐，便會
發生交易具有正的社會效益，但賣家因為價格過低、且不需要賠償而取消交易
的狀況。因此社會（或者法院）必須設定違約賠償金額以誘導賣家選擇有效率
的交易或違約決策。
當賣家付給買家的違約賠償金額設為 𝑑̅ ，則賣家選擇違約的條件為
−𝑑̅ > 𝑝 − 𝑐

⟹ 𝑐 > 𝑝 + 𝑑̅ ;

亦即違約後的賠償仍超過交易（不違約）帶來的（負）利潤。而社會福利要求
賣家在 𝑐 > 𝑏 時違約。倆相比較，若
𝑝 + 𝑑̅ = 𝑏

⟹

𝑑̅ = 𝑏 − 𝑝,

則賣家的違約決策會與社會福利一致，而 𝑑̅ = 𝑏 − 𝑝 即為買家預期從契約中得
到的利益。𝑑̅ 因此是預期損害的違約賠償。直覺上來說，沒有違約賠償之下賣
如果賣家的成本為確定、但是買家的價值 𝑏 具不確定性，相同的分析可得到一樣的結果。
此時預期損害要求買家賠償賣家從交易中所得利潤 𝑝 − 𝑐，也可誘使買家在 𝑏 < 𝑐 時才違約。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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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會選擇「過度違約」
，亦即在交易能促進社會福利時選擇不交易。而這其中的
落差是在決定好交易條件 𝑝 後，賣家不再考慮違約與否對買家的影響，亦即賣
家的違約決策具有外部性（externalities）
。而選擇讓賣家支付預期損害便是讓賣
家「內部化」
（internalize）其決策對買家外部性的一個方法，因此能導致賣家有
效率的違約決策。
從這個觀點來理解 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的論點，若買家仍選擇
與既存賣家交易，則兩者之間的總和剩餘（joint surplus）為 𝑏 − 𝑝𝐼 + 𝑝𝐼 − 𝑐𝐼 =
𝑏 − 𝑐𝐼，亦即兩者淨利益的加總；若買家改與潛在競爭者交易，則買家與既存賣
家的總合剩餘變為 𝑏 − 𝑝𝐸 + 0 = 𝑏 − 𝑝𝐸 ，受到與潛在競爭者的交易條件 𝑝𝐸 的
影響59。因此要極大化買家與既存賣家的總利益，買家應該與潛在競爭者交易的
條件為
𝑏 − 𝑝𝐸 > 𝑏 − 𝑐𝐼

⟹

𝑝𝐸 < 𝑐𝐼 ;

而按之前的推論，當法院將違約賠償按照預期損害標準訂在賣家的交易利潤
𝑑̅ = 𝑝𝐼 − 𝑐𝐼 時，買家會內部化違約決策對賣家的影響：買家只考慮自身利益時，
與潛在競爭者的交易條件為
𝑏 − 𝑝𝐸 − 𝑑̅ > 𝑏 − 𝑝𝐼

⟹

𝑏 − 𝑝𝐸 > 𝑏 − (𝑝𝐼 − 𝑑̅ );

因此，當 𝑝𝐼 − 𝑑̅ = 𝑐𝐼 ，或者 𝑑̅ = 𝑝𝐼 − 𝑐𝐼 時，買家的決策會極大化買家與既存
賣家的總合利益，在分析上相當於買家自己掌握生產成本為 𝑐𝐼 的生產技術。
此時如果潛在競爭者必須將價格壓在 𝑐𝐼 以下才能贏得與買家的生意。而
只有當潛在競爭者的生產成本較低，𝑐𝐸 < 𝑐𝐼 時，這麼做才會有利可圖。因此預

59

若買家違約後必須支付賠償 𝑑 給既存賣家，兩者的總剩餘仍然為 𝑏 − 𝑝𝐸 − 𝑑 + 𝑑 = 𝑏 − 𝑝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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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損害的違約賠償方式能保證一個較有效率的潛在競爭者贏得交易機會。
4、 買家的協調問題
從一個比較抽象的角度來說，獨家交易契約對社會效率的影響在於其「契
約外部性」
（contractual externalities）
，亦即訂約的雙方並未內部化其契約對其他
關係人的影響60。我們在目前為止的討論，包含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的 1987
年論文與對其結果的批評，都是針對買家與其中一個供應商（既存賣家或潛在
競爭者）簽訂獨家交易契約後對另外一個供應商的影響。而經濟學界對芝加哥
批評的另一個主要批評考慮的是另外一種契約外部性：當買家不只一位時，部
分買家與既存賣家簽訂獨家交易契約對於其他尚未簽約的買家的影響。亦即，
買家之間的外部性。
Rasmusen、Ramsyer、以及 Wiely 等三位教授61，還有 Segal 與 Whinston 兩
位教授62分別在 1991 與 2000 年發表論文關於多個買家時的獨家交易分析。這些
學者指出當有多個買家、並且潛在競爭者只有在能夠與夠多的買家較易才願意
進入市場時63，即使（2.2）式成立，既存賣家仍然可以藉由「各個擊破」
（divide
and conquer）的方式，以獨家交易契約「鎖定」
（lock in） 足夠數量的買家，減
少能夠自由與潛在競爭者交易的買家，使得潛在競爭者因為無法爭取足夠客源
而不願進入市場。
60

Whinston 教授在其 2006 年的回顧文章便使用這個觀點，統整討論經濟學界所提出的數個垂
直限制（vertical restraints）模型。Whinston (2006), supra note 1, chaper 4. 這個分析價格亦可見
於 Bernheim and Whinston 兩位教授於 1998 年發表的論文（前揭註 4）。
61
Eric Rasmusen, Mark Ramseyer, and John Wiley, “Naked Exclusion,” 8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37-1145 (1991).
62
Ilya Segal and Michael Whinston, “Naked Exclusion: Comment,” 9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96-309 (2000).
63
例如當生產具有規模經濟 （scale economies） 的特性，產量越多則平均成本 （average costs）
越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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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所提出的理論相比較，Rasmusen 等三位教授
以及 Segal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的兩篇論文所提出的獨家交易理論有兩個不同
點。首先，在目的上，Rasmusen 等三位教授指明這是直白地、毫不掩飾地排除
競爭者（naked exclusion）
，而不是如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的分析中，既存
賣家僅是以排除為手段、藉此搾取利益（rent extraction）
。即便潛在競爭者很有
效率（𝑥 值很大），在 Rasmusen 等三位教授的架構下既存賣家都可以使用獨家
交易完全排除（fully exclude）潛在競爭者的進入。
其次，在方法上，兩條研究路線也使用不同的「財源」來克服芝加哥學派
所提出的障礙，亦即（2.2）式所表達、既存賣家無法賠償買家排除競爭的損失
的限制。如之前所討論，在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的分析中既存賣家從潛在
競爭者身上搾取利益以補償買家。而在多個買家的情況下，Rasmusen 等三位教
授提出既然既存賣家只需要鎖定、補償部分買家便可阻止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
而在缺乏競爭的情況下既存賣家可以對那些未鎖定的買家收取獨占價格，因此
既存賣家所需要「湊足」的補償其實來自於部分、那些未鎖定的買家。Segal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進一步指出既存賣家可以藉由細膩地談判設計與操作，幾乎
無成本地簽下獨家交易契約、排除潛在競爭者。但是整體來說，在多個買家的
環境下，由於買家各自為政、不會互相協調（coordinate）是否簽訂獨家交易契
約，獨占賣家可以利用、甚至製造買家之間的矛盾而簽下獨家交易契約，排除
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
以下我們稍微修改範例 2. 1 的架構來做個簡單說明。我們在範例 2. 1 中加
入三個具有相同特質的買家的設定，亦即每個買家消費既存賣家商品的效益都
是 3、消費潛在競爭者商品的效益都是 3 + 𝑥 > 3。但維持其他設定不變，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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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掉買家簽訂獨家交易契約後又違約與潛在競爭者交易的可能。按照芝加哥
學派的推論，由於（2.2）式成立，既存賣家無法提供買家足夠的補償誘使後者
同意簽訂獨家交易契約64。
範例 2. 4
我們擴充範例 2. 1 的設定，納入三個同質買家，稱之為買家 A、B、與 C;
見圖 2. 565。當沒有獨家交易契約時，價格競爭的結果與範例 2. 1 相同：（2.1）
式決定了各個買家與潛在競爭者交易的條件，因此既存賣家的定價會是 𝑝𝐼 = 0、
潛在競爭者定價是 𝑝𝐸 = 𝑥 − 𝜀 ≈ 𝑥、每個買家在競爭之下可享受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𝑐 = 3 + 𝜀 ≈ 3、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可得到的報酬為 𝜋𝐸 = 3 ∙ 𝑝𝐸 = 3𝑥 −
3𝜀 ≈ 3𝑥。只要進入成本低於此報酬，𝑓 < 3𝑥，潛在競爭者便願意進入市場。
我們進一步將進入成本的範圍限制在 𝑥 < 𝑓 < 2𝑥。在這個範圍之內，由於
𝑓 < 2𝑥，如果潛在競爭者能以競爭價格 𝑝𝐸 = 𝑥 − 𝜀 與二或三個買家交易，所賺
取的利潤便足以支付進入成本；但若潛在競爭者以同樣價格只能與一個買家交
易，潛在競爭者會因為進入後的利潤低於進入成本（𝑥 < 𝑓）而不願意進入市場。

64

此處由於有三者同質買家（homogeneous buyers），因此既存賣家利潤與消費者剩餘總合是
範例 2. 1 中單一買家情況下的 3 倍，亦即 𝜋𝐼𝑚 = 3 ∙ 3 = 9、𝐶𝑆 𝑚 = 3 ∙ 0 = 0、𝐶𝑆 𝑐 = 3 ∙
(3 + 𝜀) = 9 + 3𝜀 等等。我們之前所討論到的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以及 Innes 與 Sexton
兩位教授的分析中都有考慮數個買家的狀況對其結果有何影響：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說明
即便有數個買家，既存賣家仍能使用約定違約賠償從潛在競爭者榨取利益；而 Innes 與 Sexton
兩位教授則提到此小節使用價格歧視（price discrimination）以便「各個擊破」
（divide and conquer）
的狀況（見前揭註 70 的進一步討論）。Simpson and Wickelgren 兩位教授在 2007 年論文的模
型設定一開始便包含數個買家的狀況，我們僅用單一買家以便簡化說明。
65
因為買家為同質，亦即具有相同特徵，誰是買家 A、B、C 並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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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 獨家交易與多個買家

在這個條件之下，既存賣家只要用獨家交易契約簽下兩個買家，例如圖 2.
5 中的買家 A 與 B，潛在競爭者便會因為最多只能與買家 C 交易而不願意進入
市場，此時市場會維持獨占結構。既然沒有競爭對手，既存賣家可以用獨占價
格與買家 C 交易。而從買家 C 所賺取的利潤便可用來補償買家 A 與 B。
若要稍微仔細檢驗這個推論，假設既存賣家向買家 A 與 B 同時
（simultaneously） 提出以下的獨家交易契約：若買家同意只與既存賣家交易，
則既存賣家同意當場給與兩位買家 3 + 𝜀 的簽約金66。至於交易價格則之後視
市場競爭狀況決定；如同範例 2. 1 與範例 2. 2 的設定，獨家交易契約中並不包
含對交易價格的承諾67。同時我們假設在市場競爭階段既存賣家可以根據買家是
否簽訂獨家交易契約設定價格，因此對於已簽約的買家，既存賣家會以獨占價
𝑚
格 𝑝𝑀
= 3 交易；在潛在競爭者進入後，只有未簽約的自由買家可以享受競爭

同時附帶極高額的預約違約賠償（𝑑 → ∞）以防止買家違約。
但是分析結果並不受這個假設的限制。如果獨占賣家同時在契約中訂定交易價格，我們可以
得到一樣的結論。
6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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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好處。
如果買家 A 與 B 都接受契約，必然知道潛在競爭者不會進入市場，因此之
後獨占賣家會以獨占價格 𝑝𝐼𝑚 = 3 與三位買家交易。但是買家 A 與 B 可享受簽
約金 3 + 𝜀，因此個別可以享受消費者剩餘
𝐶𝑆𝐴𝐸𝐷 = 𝐶𝑆𝐵𝐸𝐷 = (3 + 𝜀) + 3 − 𝑝𝐼𝑚 = 3 + 𝜀 = 𝐶𝑆 𝑐 ;
與競爭之下所能享受的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𝑐 相同。買家 A 與 B 不會因獨家交易契
約以及其所造成的阻礙進入而受害，因此會同意簽約68。沒有簽約的買家 C 只
得到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3 − 𝑝𝐼𝑚 = 0。此時既存賣家可得利潤
𝜋𝐼𝐸𝐷 = −2 ∙ (3 + 𝜀) + 3 ∙ 3 = 3 − 2𝜀 ≈ 3;
獨家交易之下的「輸家」為潛在競爭者與買家 C。前者無法進入市場、後者的
消費者剩餘只剩下 0。
既存賣家是否可以做得更好、得到更高利潤？Segal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
在 2000 年的論文中進一步分析，如果既存賣家用以上的獨家交易契約作為「威
脅」、並循序（sequentially）而非同時與買家 A、B 談判，則可以從三個買家身
上汲取接近完整的獨占利潤 3 ∙ 3 = 9。方法如下：


首先，既存賣家對買家 A 提出以下條件：若買家 A 願意接受獨家交易
契約，則既存賣家會給予 𝜀 > 0 的簽約金；若買家 A 不接受，則既
存賣家會向買家 B 與 C 提出簽約金為 3 + 𝜀 的獨家交易契約。
如果買家 A 不接受契約，則根據之前的分析，買家 B 與 C 都會收下

若既存賣家稍微提高簽約金至 3 + 2𝜀，可以保證買家 A 與 B 一定會簽約。依循文獻中的慣
例，我們假設當無差異時，買家會同意簽訂獨家交易契約。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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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𝜀 的簽約金、簽下獨家交易契約。因此不接受的後果是潛在競爭
者不會進入市場、同時買家 A 成為唯一沒有簽訂獨家交易的買家，陷
入之前買家 C 的狀況，僅能得到消費者剩餘為 0。但是買家 A 接受
此契約之後，無論潛在競爭者是否進入，買家 A 都只能與獨占賣家交
易，買家 A 可得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𝐸𝐷 = 𝜀 + 3 − 𝑝𝐼𝑚 = 𝜀 > 0；因此買家 A
會簽下獨家交易契約。


在買家 A 簽下獨家交易契約（簽約金為 𝜀）之後，接著既存賣家對買
家 B 提出相同條件：若買家 B 願意接受獨家交易契約，則既存賣家會
給予簽約金 𝜀；若買家 B 不接受，則既存賣家會向買家 C 提出簽約金
為 3 + 𝜀 的獨家交易契約。
類似買家 A 的選擇，若買家 B 接受此契約可得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𝐸𝐷 = 𝜀；
若不接受，則買家 C 會接受簽約金為 3 + 𝜀 的獨家交易契約，買家 B
成為唯一沒有簽約的買家，消費者剩餘為 0。因此買家 B 也會接受獨
家交易契約。



最後，當買家 A 與 B 都已經簽下獨家交易契約，既存賣家是否對買家
C 提出簽訂獨家交易契約已無關要緊。潛在競爭者不會進入市場。因
此既存賣家可以從買家 C 身上得到利潤的為 3。

總結這三輪的談判，既存賣家可以與買家 A 與 B 用簽約金為 𝜀 的條件簽
訂獨家交易契約、阻止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並用 𝑝𝐼𝑚 = 3 的價格與三位買家
交易。因此既存賣家可得利潤 𝜋𝐼𝐸𝐷 = 2 ∙ (−𝜀) + 3 ∙ 3 = 9 − 2𝜀 ≈ 9。
以上兩種以獨家交易排除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的方式，其運作原理都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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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買家。如果三個買家能夠彼此溝通、協調（coordinate）
，聯合決定是否
接受既存賣家的獨家交易契約，那麼三位買家會以彼此共同的最大利益做決策，
亦即極大化三人的消費者剩餘加總。芝加哥學派的邏輯成立，既存賣家無法提
供足夠的補償給三位買家，因此無法以獨家交易排除競爭。
我們可以計算買家們的消費者剩餘加總來檢驗這個論點：在沒有簽訂獨家
交易契約時，每個買家可享受競爭之下的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𝑐 = 3 + 𝜀，因此消費者
剩餘總和為 3 ∙ 𝐶𝑆 𝑐 = 9 + 3𝜀 ≈ 9。當買家間能彼此團結、整合（organize）時，
既存賣家必須提供大於 9 的消費者剩餘，買家們才會同意簽訂獨家交易契約。
但是在範例 2. 4 中，買家缺乏整合，以各自的利益為選擇標準。當既存賣家同
時向買家 A 與 B 提出獨家交易契約並成功綁住這兩位買家、進而排除競爭時，
買家 A 與 B 的消費者剩餘為 3 + 𝜀，而買家 C 的消費者剩餘為 0。三者的消費
者剩餘總和為 6 + 2𝜀，低於能夠整合並拒絕獨家交易之下的總和。其次，當既
存賣家先後向買家 A 與 B 提出獨家交易時，兩個的消費者剩餘剩下 𝜀，買家 C
的消費者剩餘仍為 0，因此三者的總合 2𝜀 ≈ 0 仍低於 9。
與（2.2）式比較，如果考慮既存賣家與三位買家的整體利益，芝加哥學派
強調的是，由於
𝜋𝐼𝑚 + (𝐶𝑆𝐴𝑚 + 𝐶𝑆𝐵𝑚 + 𝐶𝑆𝐶𝑚 ) = 9 < 𝜋𝐼𝑐 + (𝐶𝑆𝐴𝑐 + 𝐶𝑆𝐵𝑐 + 𝐶𝑆𝐶𝑐 ) = 9 + 3𝜀;
(2. 5)
因此既存賣家無法補償、或買下「整個」消費者群體所享受的競爭利益。但在
這裡，獨占賣家只需要補償兩位買家便能排除進入，因此只要
𝜋𝐼𝑚 + (𝐶𝑆𝐴𝑚 + 𝐶𝑆𝐵𝑚 ) = 9 + 0 > 𝜋𝐼𝑐 + (𝐶𝑆𝐴𝑐 + 𝐶𝑆𝐵𝑐 ) = 0 + 6 + 2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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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即便（2.5）式成立，既存賣家仍然能夠以獨家交易契約成功防止潛在競爭者進
入市場。
延續本小節一開始的說明，當買家只考慮各自的利益，無法整合時，買家
各自接受獨家交易契約的決策會對其他買家產生負的外部性：每多一個買家簽
下獨家交易，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便更不可能進入市場，其他的買家因此必須
無法享受競爭能帶來的好處。換句話說，促進或維持市場的競爭狀態其實具有
公共財（public goods）的性質69。買家各自為政之下潛在競爭者無法進入市場、
社會因而喪失競爭的結果便是典型的「公共財供給不足」（under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的「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
補充說明 2. 7＊
範例 2. 4 的兩種獨家交易方式有契約或談判時序（timing）安排上的差異，
一個為同時談判，另一為先後或循序談判。但兩者亦有重要的共通點：既存賣
家都提出了公開（public）並且具有歧視性（discriminatory）的契約條件。
獨家交易的契約安排必須公開，或至少要讓潛在競爭者察知既存賣家已經
簽下或鎖住足夠的消費者，才能使後者因為市場上剩餘的自由（未簽約）買家
不足而不願進入市場，達到排除競爭的效果。而這裡既存賣家提供具歧視性的
條件（offers）的原因是即便產品與成本都一樣，不是所有買家都接到一樣的契
約條款。買家 A 與 B 得到較買家 C 優惠的待遇，因此可以享受較高的消費者剩
餘。直覺來說，歧視性條款使得買家的利益不再彼此一致、比較容易「分化」
買家；此外，循序的先後談判也使得買家之間的地位不再對等。兩者都使得獨

69

Whinston (2006), supra no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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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賣家較容易達成簽訂獨家交易契約。
如果既存賣家受到限制，不准提供歧視性的契約，亦即三個買家都要能享
受相同的交易條件，但是既存賣家的契約安排仍然為公開，並且同時向三個買
家提出獨家交易契約，Rasmusen 等三位教授指出此時會有多重均衡的狀況，而
不同的均衡會導致不同的潛在競爭廠商進入決策70。
簡單說明 Rasmusen 等三位教授的論點如下：考慮既存賣家同時向三個買家
提出簽約金 𝑠 的獨家交易契約，𝑠 的範圍介於 0 與 3 之間 （0 < 𝑠 < 3）。
同時排除簽約之後買家違約與潛在競爭者交易的可能。簽下獨家交易契約之後，
𝑚
每個買家之後都只能以獨占價格 𝑝𝑀
= 3 與既存賣家交易，能得到的消費者剩

餘為 3 − 𝑠 < 3 + 𝜀，低於競爭時所能享受的消費者剩餘。因此當買家間能彼此
協調、整合時，買家不會接受這個獨家交易契約。潛在競爭者得以進入市場。
但是當買家各自決策時，按照賽局理論中通用的 Nash 均衡概念（Nash
equilibrium）
，會出現有兩個均衡解。一個決策結果是 Nash 均衡的條件為沒有任
何一個決策者或者賽局玩家（player）會單方面的偏離（unilateral deviation）
、作
出不同於均衡的決策。因此分析者必須考慮每一個決策者所面對的情境，當其
他決策者都不改變其選擇的時候，這個決策者是否有誘因改變其決策。如果每
一個決策者都沒有誘因單方面地改變選擇，這個決策結果便是一個 Nash 均衡71。
按照這個標準，在既存賣家提出的獨家交易條件下，三個買家之間會存在兩個

70

Innes 與 Sexton 兩位教授在其 1994 年的論文（前揭註 40）指出當有多個買家，且買家可與既
存賣家以及潛在競爭者簽訂獨家交易契約（並按照約定違約賠償決定是否違約），既存賣家可
能以具歧視性的契約分化買家，排除較具效率的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因此 Innes 與 Sexton 兩
位教授建議禁止價格歧視、但容許產業內經濟個體自由地簽訂獨家交易契約。
71
關於賽局理論的精要介紹，參見 Tirole 教授產業經濟學教科書的第 11 章（Tirole, 1988; supra
not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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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h 均衡：其一是三個都不接受獨家交易契約，因此潛在競爭者會進入市場；
其二是三個都接受獨家交易契約，因此潛在競爭者無法進入市場。我們依次檢
查為何這兩個都是均衡。
在第一個均衡中，考慮其中一個買家（例如買家 A）的選擇問題。當其他
兩位買家都不改變決策、不簽訂獨家交易契約時，無論買家 A 簽或不簽，潛在
競爭者都可以進入市場。此時買家 A 簽下獨家交易契約無法排除潛在競爭者，
但由於有約在身，只能得到 3 − 𝑥 的消費者剩餘；而不簽約可以自由與潛在競
爭者交易，享受消費者剩餘 3 + 𝜀。買家 A 沒有誘因單獨與既存賣家簽訂獨家
交易契約。使用一樣的分析檢查買家 B 與 C 面對的問題，我們會得到一樣的結
論，因此三個都不簽約構成一個 Nash 均衡。
其次，在第二個均衡，考慮買家 A 的情形：若其他兩位買家都不改變簽訂
獨家交易的決策，此時無論買家 A 簽不簽，潛在競爭者都無法進入市場。買家
A 簽下獨家交易契約可享受消費者剩餘 3 − 𝑥 > 0；如果不簽，之後既存賣家可
以使用獨占價格 𝑝𝐼𝑚 = 3 與之交易，買家 A 的消費者剩餘為 0。買家 A 不會願
意成為一個唯一沒有簽約的人（如同範例 2. 4 中的買家 C）
，因此也會簽下獨家
交易契約。同理，買家 B 與 C 亦然。因此三者都簽約也是一個均衡。然而在這
個均衡裡每個買家的消費者剩餘都比前一個均衡較低，3 − 𝑥 < 3 + 𝜀，不如在
三者都不簽訂的均衡72。買家因為各自為政、協調失誤（coordination failure）而
導致陷於一個福利水準較差的窘境。

72

根據經濟學家常用的福利判斷標準，對於買家而言，第一個均衡 Pareto 優於（Pareto dominates）
第二個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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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買家身分：終端消費者或零售業者
到目前為止我們將獨家交易的買家限制在最終消費者，但是在實務上、以
及許多重要案例中的「買家」往往為零售業者（retailers）或分銷商（distributors）；
而上游的製造商（manufacturer，之前的既存賣家）藉由獨家交易約定要求下游
的零售商不得同時販賣其他製造商的產品73。近幾年經濟學界對於獨家交易的另
一個研究重點便是買家為零售業者時，獨家交易的競爭效果。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在 2006 年發表的重要論文74裡探討製造商與零
售商之間的獨家交易，之後有一系列的文獻反覆辯證獨家交易的促進競爭或限
制競爭消果。例如之前在關於違約賠償的討論所討論到的 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的 2007 年論文75，以及後續 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Kitamura 教授、
以及 Gratz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等所發表的研究76。這些研究大致考慮相同的產
73

例如前揭註 6 所提及的 United Shoe 與頁 6 的 Standard Fashion 兩案，獨家交易的對象（買
家）均為零售業者。更多的案例，包含歐洲案件，可參見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的整理；
Chiara Fumagalli and Massimo Motta, “Exclusive Dealing and Entry: When Buyers Compete,” 96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footnote 1, 785 (2006). 其中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直白地提出：
“We are not aware of any case where exclusive deals involve final consumers.”
74
前揭註。Stefanadis 教授也在 1998 年發表論文討論買家為下游競爭廠商的情形。其推論包含
「提高競爭對手成本」（raising rivals’ cost）的成分：假設下游有兩個彼此競爭的零售業者，並
且潛在競爭者需要與兩家交易才能得到足夠的利潤支付進入成本；參見 Christodoulos Stefanadis,
Selective Contracts, “Foreclosure, and the Chicago School View,” 41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29-450 (1998). Stefanadis 教授指出既存廠商會選擇性地只與一家零售業者簽訂獨家交易契約，
並在契約中承諾較優惠的批發價格。而這個零售商會同意的原因是簽下獨家交易後，潛在競爭
者無法進入市場，既存廠商會對另一家零售商提出較高的批發價格。因此簽約的雙方相當於形
成聯盟（coalition），使用獨家交易排除上游競爭者（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並提高下游競爭
者（沒有簽獨家交易契約的零售商）的成本。「提高對手成本」的概念是由 Salop 與 Scheffman
兩位教授首先提出，其手法也不限於獨家交易。我們會在本章之後關於垂直整合的討論中進一
步說明；Steven Salop and David Scheffman, “Raising Rivals’ Costs,” 73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67-271 (1983); Steven Salop and David Scheffman, “Cost-Raising Strategies,” 36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19-34 (1987). 另一個出現在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 2006 年之前的論
文是 Jong-Say Yong, “Exclusionary Vertical Contracts and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72 Journal
of Business, 385-406 (1999).
75
Simpson and Wickelgren (2007), supra note 51.
76
Jose Mighel Abito and Julian Wright, “Exclusive Dealing with Imperfect Downstream
Competition,” 2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27-246 (2008); Julian W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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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結構，但是細部的模型設定略有差異、所側重的經濟效果也不一樣，因此對
於獨家交易的排除效果得出相當不同的結論。例如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
傾向芝加哥學派的看法、Gratz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 也著重獨家交易的促進競
爭效果，但是 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與 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則強
調獨家交易的限制競爭效果。未定論的問題有待學術界持續的探討、爭辯；我
們也可期待這一條活躍的研究路線在未來會不斷有新的論文出現。因此在這裡
我們只重點介紹在這個經濟環境之下所引入的新課題，並選擇討論幾篇重點文
獻，包括其主要的經濟直覺與對於獨家交易的競爭效果影響77。
參考圖 2. 6 的產業結構：獨占賣家與潛在競爭者都是上游製造商或者供應
商，兩者必須透過下游的零售業者，無法直接將產品販售給終端消費者（潛在
競爭者仍需付出進入成本後才能與零售業者交易）
。這裡的零售業可以是單純轉
售、也可以包括產品加工後再販售給消費者，兩者在模型設定上沒有差異。
比較重要的差異是上游或下游的產品為同質或者異質產品。下游產品差異
化指的是終端消費者視不同零售商提供不同商品、而上游產品差異化則是零售
商視從不同上游供應商或製造商所取得、用於生產或供應零售市場產品的要素
投入各不相同。我們先排除上游產品差異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
，考慮上游
獨占賣家與潛在競爭者對零售業者皆提供同質產品的情形78。
“Naked Exclusion and the Anticompetitive Accommodation of Entry,” 98 Economic Letters, 107-112
(2008); Hiroshi Kitamura, “Exclusionary Vertical Contracts with Multiple Entrants,” 2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3-209 (2010); Linda Gratz and Markus Reisinger, “On the
Competition Enhancing Effects of Exclusive Dealing Contracts,” 3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429–437 (2013).
77
此外，一個包含兩層經銷體系（上游批發或製造、以及下游分銷或零售）的垂直結構中。上
游的獨占廠商可能會因對「承諾」（commitment）問題而加諸垂直限制。我們將在本章之後討
論這部分的問題。
78
之後我們會討論上游產品具水平差異（horizontal differentiation）的狀況。關於垂直差異
（vertical differentiation）的分析，參見 Eric Avenel and Stephane Caprice, “Vertic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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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6 獨家交易與買家之間的競爭

上游供應同質產品使得獨占賣家與潛在競爭者呈現強烈競爭關係（否則既
存賣家沒有排除潛在競爭者的動機）
。而下游產品差異化一般會減弱零售業者之
間的競爭。但是即便產品為同質，如果不同的零售業者服務不同的地理區域、
或者不同層級的消費者，那麼零售業者所面對的消費者需求可能彼此獨立，因
此也不具競爭關係。此時每個零售業者對各自的消費者也都保有獨占地位。我
們可以將零售商 A 想成專門負責 A 市場的零售業者、B 專門負責 B 市場、C 專
門負責 C 市場。
當零售業者面對彼此獨立的消費者需求時，我們回到類似圖 2. 5 中的狀況，
亦即一個買家從交易或消費所得到的價值不會受到其他買家的影響。如果潛在

Exclusive Dealing and Product Line Differentiation in Retailing,” working paper (2003); Cédric
Argenton, “Exclusive Quality,” 58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690-715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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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進入市場的條件是市場上留有足夠的自由買家（此處為零售業者）
，則買
家間的協調失誤同樣會導致完全、不掩飾地排除（naked exclusion）的狀況。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指出當每個零售業者都相信別人已經簽下獨家交易
契約，因此潛在競爭者無法進入時，自己也沒有道理不簽79。
對於零售業者整體而言，這是一個協調失誤的結果。原因與之前對於
Rasmusen 等三位教授的說明一樣：相較於彼此都不簽訂獨家交易契約，讓潛在
競爭者能夠進入的狀況，排除潛在競爭者進入使得他們的整體利益下降。但是
與之前不同的是，面對一條負斜率的需求線，零售業者從與上游廠商交易所得
到的好處不會是消費者剩餘，而是零售業者本身的銷售利潤，因此我們必須將
（2.5）式中的消費者剩餘修改成零售業者利潤，並重新驗證這個式子是否成立：
𝜋𝐼𝑚 + (𝜋𝐴𝑚 + 𝜋𝐵𝑚 + 𝜋𝐶𝑚 ) < 𝜋𝐼𝑐 + (𝜋𝐴𝑐 + 𝜋𝐵𝑐 + 𝜋𝐶𝑐 ),

(2. 7)

其中 𝜋𝐴𝑚 指的是零售業者 A 在潛在競爭者沒有進入市場（因此既存賣家維持獨
占地位）時所能得到的利潤、𝜋𝐴𝑐 則是零售業者 A 在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與
既存賣家競爭下能得到的利潤；其他 𝜋𝐵𝑚 、𝜋𝐶𝑚 等具類似定義。
當零售業者彼此獨立，並且考慮每個零售業者面對一樣的需求線、以及除
了 來 自上游進貨成本以外的零售成本，我們可以得到 𝜋𝐴𝑚 = 𝜋𝐵𝑚 = 𝜋𝐶𝑚 與
𝜋𝐴𝑐 = 𝜋𝐵𝑐 = 𝜋𝐶𝑐 。即便如此，獨占交易對象為零售業者時會導入一個新的經濟效
果：當既存賣家以線性定價（linear pricing）方式與零售業者交易，亦即當既存
賣家設定零售業者與之交易的每單位批發價格（wholesale price）
，且零售業者無
法對終端消費者差別取價時，則會出現所謂「雙重邊際」
、或者「雙重剝削」
（double
marginalization）的問題，（2.7）式因而成立。
79

Fumagalli and Motta (2006), supra note 73, p.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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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獨占賣家的每單位生產成本為 𝑐𝑀，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的每單
位生產成本為較低的 𝑐𝐸 。同時，為了簡化分析，假設零售商 A、B、C 除了從
上游的進貨成本之外都沒有額外的銷售成本。當零售業者彼此獨立，同時潛在
競爭者沒有進入市場時，我們進一步將既存賣家的獨占利潤 𝜋𝐼𝑚 切割為分別來
𝑚
𝑚
𝑚
𝑚
𝑚
自三個彼此獨立的零售市場所得到的利潤 𝜋𝐼,𝐴
、𝜋𝐼,𝐵
、𝜋𝐼,𝐶
，而 𝜋𝐼𝑚 = 𝜋𝐼,𝐴
+ 𝜋𝐼,𝐵
+
𝑚
𝑚
𝜋𝐼,𝐶
。因此獨占賣家與零售商 A 在 A 市場所得到的利潤總和為 𝜋𝐼,𝐴
+ 𝜋𝐴𝑚 。

假設既存賣家與零售商 A 可以彼此整合以追求兩者利潤和集大（例如垂直
整合成一間廠商）
，可得到的利潤為 A 市場在成本 𝑐𝐼 之下的獨占利潤 𝜋 𝑚 (𝑐𝐼 )。
雙重邊際的結果告訴我們，即便面對一樣的需求條件與生產成本（𝑐𝐼 ），既存賣
家與零售商 A 各自獨立之下的整體利潤會低於彼此整合之下的利潤，亦即
𝑚
𝜋𝐼,𝐴
+ 𝜋𝐴𝑚 < 𝜋 𝑚 (𝑐𝐼 )。同樣的情況會發生在 B 市場與 C 市場。在三個市場都有一

樣的成本與需求條件的假設下，（2.7）式的左邊變成
𝑚
𝑚
𝑚
𝜋𝐼𝑚 + (𝜋𝐴𝑚 + 𝜋𝐵𝑚 + 𝜋𝐶𝑚 ) = (𝜋𝐼,𝐴
+ 𝜋𝐴𝑚 ) + (𝜋𝐼,𝐵
+ 𝜋𝐵𝑚 ) + (𝜋𝐼,𝐶
+ 𝜋𝐶𝑚 )
< 3𝜋 𝑚 (𝑐𝐼 );

關於雙重邊際的解釋，見補充說明 2. 8。
當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如同之前的狀況會與既存賣家進行價格競爭，
爭取與零售商 A、B、C 的交易。由於潛在競爭者有較低的生產成本，在價格競
爭下可以用比既存賣家的成本稍低的價格獨攬所有生意， 𝑝𝐸 = 𝑐𝐼 − 𝜀 ≈ 𝑐𝐼。然
後三個零售商再以 𝑝𝐸 為進貨單位成本在各自的市場賺取獨占利潤，亦即
𝜋𝐴𝑐 = 𝜋𝐵𝑐 = 𝜋𝐶𝑐 = 𝜋 𝑚 (𝑝𝐸 ) ≈ 𝜋 𝑚 (𝑐𝐼 );
而 𝜋𝐼𝑐 = 0。將這些關係帶入（2.7）式可以得到雙重邊際使得（2.7）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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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經濟學對於雙重邊際已經累績相當研究。例如若獨占賣家提供一個兩
部定價（two-part tariffs）的契約變可以完全解決這個問題，達到不耗損獨占利
𝑚
潤的結果，亦即 𝜋𝐼,𝐴
+ 𝜋𝐴𝑚 = 𝜋 𝑚 (𝑐𝐼 )。我們在補充說明 2. 8 中也簡略說明兩部

定價如何解決雙重邊際的問題80。因此雙重邊際的效果是否會出現在獨家交易的
討論中、以及對獨家交易的限制競爭或促進效果，取決於分析者是否考慮上游
業者的批發契約中容許兩部定價81。例如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82與 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都分別考慮線性定價與兩部定價，而 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與 Gratz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主要分析線性定價的狀況。由於線性定
價是這些分析所共通涵蓋的「最大公約數」
，而批發價格在現實中往往仍對市場
效率有重要影響，我們之後的討論會以線性定價為主。在此我們只整理 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在 2008 年文章中的討論結果。
假設下游零售業者彼此之間的競爭程度不強。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區
分上游供應商只能以批發價做線性定價、或者能夠使用兩部定價兩種不同情況。
前者（線性定價）會出現兩個均衡：所有零售業者都簽下獨家交易契約，因此
潛在競爭者無法進入市場；或者零售商都不簽，因此潛在競爭者能夠進入市場。
而後者（兩部定價）只有簽下獨家交易契約、排除進入這個均衡。直覺來看，
80

Joseph Spengler,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Antitrust Policy,” 5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47-352 (1950); Tirole (1988), supra note 9; Patrick Rey and Thibaud Vergé, “Economics of Vertical
Restraints,” Paolo Buccirossi ed., Handbook of Antitrust Economics (2008).
81
直覺來說，採用兩部定價時，獨占賣家在沒有競爭對手之下可以充分實現邊際成本為 𝑐𝐼 之
下的獨占利潤；（2.7）式的左邊提高，但是右邊不改變，因此既存賣家較容易說服零售業者簽
訂獨家交易契約，進而防止潛在競爭廠商進入。即便只考慮線性定價，雙重邊際的影響幅度仍
視零售業者之間的競爭關係而定。如果零售業者提供同質產品、並且在零售市場從事價格競爭，
則競爭會使得零售業者定價在成本的水準，因此不會產生雙重邊際的問題；見範例 2. 5。反之，
如果零售業者提供具水平差異的產品，零售業者便會開始擁有一些價格力量，雙重邊際隨之出
現；而產品差異越大、零售業者的市場力量越強、線性價格之下的雙重邊際問題越嚴重。
82
Wright 教授指出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在 2006 年的論文中關於兩部定價的分析有誤，
並進一步提出修正後的結果。Julian Wright, “Exclusive Dealing and Entry, When Buyers Compete:
Comment,” 99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0-108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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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競爭強度不高時會導致線性定價下的雙重邊際問題變得嚴重，
（2.7）式因此
成立。但是如同補充說明 2. 7，零售商之間的協調問題使得兩個均衡都可能成立
83

。兩部定價則完全消弭雙重邊際的問題，
（2.7）式不成立，因此既存賣家可以

成功簽下獨家交易契約、阻止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詳細的說明請參見 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 2008 年論文的命題 2 與命題 584。
補充說明 2. 8
雙重邊際會產生所謂「兩個獨占比一個獨占更糟糕」的問題85。考慮圖 2. 7
中左邊的產業結構：一個上游的獨占製造業者以每單位 𝑝𝑤 的批發價格將產品
賣給一個下游的獨占零售業者，後者再以每單位 𝑝𝑟 的零售價格賣給消費者。
為了簡化分析，假設製造商的每單位生產成本為 𝑐𝑀，而零售商除了進貨支出外，
每單位的銷售成本為 𝑐𝑅。消費者的需求 𝑄 𝐷 = 𝐷(𝑝𝑟 ) 只受到零售價格 𝑝𝑟 的影
響，若零售價越高、則消費者的需求量（即購買量）越低。
當兩個廠商各自決定其價格時，給定批發價格 𝑝𝑤 之下，零售業者若設定
零售價為 𝑝𝑟 ，則可賣出 𝐷(𝑝𝑟 ) 單位的產品，每單位可賺得 𝑝𝑟 − (𝑝𝑤 + 𝑐𝑅 )，
因此零售業者的利潤為
𝜋𝑟 = [𝑝𝑟 − (𝑝𝑤 + 𝑐𝑅 )] ∙ 𝑄 𝐷 = [𝑝𝑟 − (𝑝𝑤 + 𝑐𝑅 )] ∙ 𝐷(𝑝𝑟 );

83

(2. 8)

比較嚴謹地說明必須加上既存賣家只能提出同時且不具歧視性的契約條件，如同 Rasmusen
等三位教授的分析（前揭註 61），並參見補充說明 2. 7。如果既存賣家能夠循序與零售商談判，
如同 Segal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分析（前揭註 62），則只剩下成功簽訂獨家交易、排除進入這
個均衡；見範例 2. 4 與 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 2008 年論文的命題 3（前揭註 76，p. 236）。
84
Abito and Wright (2008), supra note 76, p. 233 and 240.
85
“What is worse than a monopoly? A chain of monopolies.” Tirole (1988), supra note 9, p.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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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7 雙重邊際

為了追求利潤，零售商的定價必然高於進貨成本與銷售成本的和， 𝑝𝑟 > 𝑝𝑤 + 𝑐𝑅 。
其次，給定零售價 𝑝𝑟 ，零售商會向製造商購買 𝐷(𝑝𝑟 ) 單位的產品，在批發價
為 𝑝𝑤 而每單位成本為 𝑐𝑀 的情況下，製造商的利潤為
𝜋𝑤 = (𝑝𝑤 − 𝑐𝑀 ) ∙ 𝐷(𝑝𝑟 );

(2. 9)

同樣地，製造商的定價必然高於其成本 𝑐𝑀。令兩家獨占廠商各自追求最大利潤
∗
之下的最適定價為 𝑝𝑤
（製造商的最適定價） 與 𝑝𝑟∗ （零售商的最適定價），
∗
∗
我們會有 𝑝𝑟∗ > 𝑝𝑤
+ 𝑐𝑅 與 𝑝𝑤
> 𝑐𝑀 的關係，因此
∗
𝑝𝑟∗ > 𝑝𝑤
+ 𝑐𝑅 > 𝑐𝑀 + 𝑐𝑅 ;

而消費者最終的消費量為 𝐷(𝑝𝑟∗ )。
如果上游製造商與下游零售商彼此協調價格、甚至垂直 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成一家公司（見圖 2. 7 中右邊的產業結構），那麼兩家公司會以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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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的最大利益決定價格。令上游製造部門將產品移轉給下游零售部門的每單位
移轉價格（transfer price）為 𝑡、零售部門的販賣價格為 𝑝，因此消費者需求為
𝐷(𝑝)，則製造部門的利潤為 (𝑡 − 𝑐𝑀 ) ∙ 𝐷(𝑝)、零售部門的利潤為 [𝑝 − (𝑡 + 𝑐𝑅 )] ∙
𝐷(𝑝)，垂直整合廠商的整體利潤是
𝜋𝑉𝐼 = (𝑡 − 𝑐𝑀 ) ∙ 𝐷(𝑝) + [𝑝 − (𝑡 + 𝑐𝑅 )] ∙ 𝐷(𝑝) = [𝑝 − (𝑐𝑀 + 𝑐𝑅 )] ∙ 𝐷(𝑝);
(2. 10)
這也是一個面對消費者需求 𝐷(𝑝)、且每單位生產成本 𝑐𝑀 + 𝑐𝑅 的獨占廠商的
利潤。由 𝜋𝑉𝐼 可看出垂直整合廠商的利潤只與產品販賣價格 𝑝 有關，而不會
受到移轉價格 𝑡 的影響。𝑡 只決定總利潤如何在兩個部門之間分配，𝑡 越高則
製造部門所得越多、而零售部門所得越少。令 𝑝𝑚 為垂直整合廠商為追求利潤
所訂定的最適價格，此時消費者的最終消費量為 𝐷(𝑝𝑚 )。
比較兩個產業結構（或者所有權結構）之下的最適定價，雙重邊際所產生
的問題是 𝑝𝑟∗ > 𝑝𝑚 ：比起一個獨占廠商（垂直整合後）的狀況，兩個獨占廠商
之下消費者會面對較高的價格，因此成交量較低，𝐷(𝑝𝑟∗ ) < 𝐷(𝑝𝑚 )。根據補充說
明 2. 2，在沒有外部性、且自願交易（包含廠商的每筆交易都不會虧損，亦即消
費者支付的價格大於每單位總成本 𝑐𝑀 + 𝑐𝑅 ）的條件下，社會福利隨著成交量
增加而上升。因此兩個獨占廠商之下的社會福利會低於一個獨占廠商之下的社
會福利。
有趣的是，兩個獨占廠商的整體利潤也會較一個垂直整合後的獨占廠商利
∗
潤為低。在各自選擇的最適價格 𝑝𝑤
與 𝑝𝑟∗ 之下，上游製造商與下游零售商的

利潤加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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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𝜋𝑤 +𝜋𝑟 = (𝑝𝑤
− 𝑐𝑀 ) ∙ 𝐷(𝑝𝑟∗ ) + [𝑝𝑟∗ − (𝑝𝑤
+ 𝑐𝑅 )] ∙ 𝐷(𝑝𝑟∗ )
= [𝑝𝑟∗ − (𝑐𝑀 + 𝑐𝑅 )] ∙ 𝐷(𝑝𝑟∗ );

與（2.10）式比較，可以發現 𝜋𝑤 +𝜋𝑟 與 𝜋𝑉𝐼 的差異只有最終零售價格不同。
在兩個獨占廠商的結構之下，零售價格 𝑝𝑟 是由下游零售業者根據自身利潤 𝜋𝑟
而決定；但是一個垂直整合的獨占廠商會以上、下游兩部門的整體利潤為依歸，
決定零售價格 𝑝𝑚 。因此垂直整合下的整體利潤必然較上下游各自獨立之下的
整體利潤為高。
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推論說明為何會有 𝑝𝑟∗ > 𝑝𝑚 的結果。從以上的分析
中，我們可以發現，整體社會福利與上、下游廠商的總利潤都只受到零售價格
的影響。比較（2.8）式與（2.10）式，若要讓零售業者在獨立時選擇垂直整合
廠商的零售價格， 𝑝𝑟 = 𝑝𝑚，我們必須要讓零售商的利潤與垂直整合廠商一樣，
因此必須要滿足 𝑝𝑤 = 𝑐𝑀 。但是根據（2.9）式，這個條件會導致上游製造業者
無法享受任何利潤。換句話說，製造商追求利潤極大的訂價 𝑝𝑤 > 𝑐𝑀 使得獨立
的零售業者的單位成本較垂直整合廠商為高：𝑝𝑤 + 𝑐𝑅 > 𝑐𝑀 + 𝑐𝑅 。而較高的成
本導致較高的定價，因此我們得到 𝑝𝑟∗ > 𝑝𝑚 的結果86。
結合以上的討論，當上、下游為兩個各自決策的獨占廠商時，上游廠商為
了享有正的利潤必須使價格高於成本（𝑝𝑤 > 𝑐𝑀 ）、下游廠商也為了享有正的利
潤而使定價高於成本（𝑝𝑟 > 𝑝𝑤 + 𝑐𝑀 ）。但是垂直競爭廠商可以不需要顧及上游
製造部門的利潤，例如將轉售價格定在成本價（𝑡 = 𝑐𝑀 ）
，而只專注在下游零售
部門的定價（𝑝 > 𝑐𝑀 + 𝑐𝑅 ）
。而兩個邊際之下的社會福利與廠商整體利潤都較只
86

嚴格來說，是較高的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s）導致較高的定價。這裡我們假設廠商的生產
技術具有固定規模報酬（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的性質，因此平均成本（average costs）與邊
際成本為相同的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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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一個邊際之下的社會福利與廠商利潤都來的低。
廠商有數種方式解決雙重邊際的問題，例如垂直整合、或以契約方式，包
括維持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與兩部定價法等等。垂直整合後，
兩個廠商合併成一個廠商，因此會追求上、下游總利潤的極大；雙重邊際的問
題消失。另外，上游廠商亦可限定下游定價不得超過 𝑝𝑚 ，亦即垂直整合後的
獨占價格87。兩者皆可解決雙重邊際問題。我們接著此簡要說明如何以兩部定價
解決雙重邊際的問題。
在之前的分析中，上游製造商以每單位批發價 𝑝𝑤 的線性定價方式與下游
零售業者交易。但是在一個兩部定價法的契約中都包含兩個要素：每單位批發
價 𝑝𝑤 、以及下游零售業者支付給上游製造商的一筆固定金額𝑇。這筆固定費
用（fixed fee） 𝑇 與零售業者自上游的進貨數量無關，通常可解釋成簽約金或
者加盟金88。在上、下游都是獨占的情境下，兩家廠商簽訂一個兩部定價契約
（𝑝𝑤 , 𝑇），接著下游零售業者自由決定零售價格 𝑝𝑟，此時上游製造商的利潤為
𝜋𝑤 = (𝑝𝑤 − 𝑐𝑀 ) ∙ 𝐷(𝑝𝑟 ) + 𝑇,

(2. 11)

𝜋𝑟 = [𝑝𝑟 − (𝑝𝑤 + 𝑐𝑅 )] ∙ 𝐷(𝑝𝑟 ) − 𝑇,

(2. 12)

而下游零售商的利潤為

另外一種方式是「數量限制」（quantity forcing），要求下游獨占廠商必須購買 𝐷(𝑝𝑚 ) 以上
數量。在我們所考慮的簡單例子裡，這幾種方法都能達到一樣的有效率結果。但是當市場需求
或者下游零售成本有不確定性，同時下游廠商具風險趨避（risk aversion）偏好時，則不同契約
安排的效果不同；Patrick Rey and Jean Tirole, “The Logic of Vertical Restraints,” 76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1-939 (1986).
88
原則上 𝑇 可正可負。當 𝑇 < 0 表示在簽約時上游製造商支付給下游零售業者一筆（與購買
數量無關的）補貼。在 (𝑝𝑤 , 𝑇) 的契約條件下，上游業者的每單位平均價格（average price）不
再是固定不變。例如若一共出售 𝑄 單位的產品，則上游業者可得收益（revenue）為 𝑇 + 𝑝𝑤 ∙ 𝑄，
因此每單位平均價格為 (𝑇 + 𝑝𝑤 ∙ 𝑄)⁄𝑄 = 𝑝𝑤 + (𝑇/𝑄)。當 𝑇 > 0，購買數量 𝑄 增加則平均價
格隨之下降。因此兩部定價法為非線性定價（nonlinear pricing）的一種。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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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兩者的加總仍為
𝜋𝑤 + 𝜋𝑟 = (𝑝𝑤 − 𝑐𝑀 )𝐷(𝑝𝑟 ) + 𝑇 + [𝑝𝑟 − (𝑝𝑤 + 𝑐𝑅 )]𝐷(𝑝𝑟 ) − 𝑇
= [𝑝𝑟 − (𝑐𝑀 + 𝑐𝑅 )] ∙ 𝐷(𝑝𝑟 );
只受到零售價格的影響。
比較（2.8）式與（2.12）式，給定同樣的批發價格 𝑝𝑤，兩部定價法之下多
出的固定費用 𝑇 只會改變零售商的利潤水準，但是不會影響零售商的定價策略。
這是因為無論零售價格 𝑝𝑟 定在多少、或者銷售數量高低，零售商都支付一樣
的 固 定費用 𝑇 。因此在決定零售價格 𝑝𝑟 時，零售業者只需考慮利潤中
[𝑝𝑟 − (𝑝𝑤 + 𝑐𝑅 )] ∙ 𝐷(𝑝𝑟 ) 的部分，亦即（2.8）式。
接著比較（2.9）式與（2.11）式，在兩部定價法之下，為了讓製造商獲得
利潤，我們不再需要讓製造商的批發價（𝑝𝑤 ）高於製造成本（𝑐𝑀 ）。即便
𝑝𝑤 ≤ 𝑐𝑀 ，只要固定費用 𝑇 夠大，製造商便能夠享受利潤。而這個讓製造商利
潤與批發價「脫鉤」的方式可以大幅提高兩個廠商的整體利潤。根據之前的說
明，當批發價格為製造商成本時， 𝑝𝑤 = 𝑐𝑀 ，零售商會選擇使上、下游整體利
潤達到最大的價格 𝑝𝑟 = 𝑝𝑚 。在線性定價之下製造業者不願意採行這個價格的
原因是會使得利潤為零。但是在兩部定價之下，製造商可以從固定費用 𝑇 中抽
取零售商的利潤。因此製造商與零售商可以將批發價定在成本價 𝑝𝑤 = 𝑐𝑀 以取
得上、下游的最大利潤，再以固定費用 𝑇 來決定如何分配利潤，𝑇 越大則製造
商能分得越多利潤。而最終消費者面對的價格是 𝑝𝑚 ，也比線性定價之下的最
適價格 𝑝𝑟∗ 為低。
因此，相較於線性定價，兩部定價可以實現更高的產業利潤與消費者剩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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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原因如同垂直整合，兩部定價之下製造商願意放棄自身的邊際利益，將批發
價壓低至成本，𝑝𝑤 = 𝑐𝑀，兩個邊際消失一個邊際，只剩下零售業者對最終消費
者的邊際，𝑝𝑟 = 𝑝𝑚 > 𝑐𝑀 + 𝑐𝑅 。
我們接著考慮零售業者之間處於競爭的狀況。為了簡化分析，在圖 2. 6 的
產業結構中，我們考慮零售業者提供的是同質產品、面對同一群消費者進行價
格競爭（Bertrand competition），同時排除兩部定價以及簽下獨家交易契約後違
約的可能。所有廠商都以每單位商品價格作為策略變數；而既存賣家的獨家交
易契約只包括簽約金，不包括對於未來交易價格（批發價）的承諾。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討論在這個環境之下的獨家交易問題，而得出傾向於芝加哥
學派的結論：既存賣家無法給予足夠的報酬說服零售業者簽下獨家交易契約，
因此無法以獨家交易排除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我們以下會說明模型的細部設
定如何影響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的結論，而之後的文獻發展往往根據不
同的設定而得到相反的結果。但是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提出了在這個產
業環境之下與之前既存賣家直接面對消費者時的重要差異，無論其結果為何，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的分析仍然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首先指出，當零售業者互為競爭、並且提供同
質商產給消費者時，潛在競爭者只需要與一個零售業者交易、有一個通路，便
可能「吃下」整個市場，而不會有之前需要與足夠數量買家交易才能進入市場
的問題89。這也表示既存賣家需要與所有的零售業者簽下獨家交易契約，而不能
如之前只簽下足夠數量的下游交易對象。因此增加既存賣家使用獨家交易契約
排除競爭的困難。
89

當然，這裡的隱含假設是零售商沒有「產能限制」（capacity constraint） 的問題，每一個零
售商都有能力服務所有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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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當零售商彼此競爭時，一個零售商所能得到的利潤除了受到上游競
爭程度的影響，也會受到來自其他零售商的競爭壓力。如果其他零售業者因為
沒有簽下獨家交易契約而能與潛在競爭者自由交易，以較便宜的批發價取得商
品，此時一個簽下獨家交易契約的零售商的損失除了被既存賣家「鎖住」之後
的較差的交易條件（較高的批發價），還包括因為較高的進貨成本（批發價格）
而在零售市場上喪失的競爭力。前者可類比於之前分析中既存賣家直接面對買
家時的消費者剩餘，亦即當買家只能於既存賣家交易時，後者會定價在 𝑝𝑚 = 3
而使買家的消費者剩餘為 0；後者則只出現在彼此競爭的零售業者之間。
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新的效果，假設零售商 A 與既存賣家簽下獨家交易契
約，但是零售商 B 沒有簽獨家交易，並且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此時零售商 A
只能與既存賣家交易，但是零售商 B 可以享受上游兩個業者（既存賣家與潛在
競爭者）競爭所帶來的好處。假設既存賣家會對零售商 A 求取 𝑝𝑚 的批發價，
但是競爭使得零售商 B 面對較低的批發價 𝑝𝑐 < 𝑝𝑚 。接著對比以下兩種情況：


首先，零售業者彼此獨立、沒有競爭關係。此時零售商 A 的進貨成本
為 𝑝𝑚，同時因為不須與其他零售業者競爭，零售商 A 可以從其服務
的終端消費者身上取得獨占利潤；同樣地，零售業者 B 也可以取得進
貨成本為 𝑝𝑐 之下的獨占利潤。當需求與其他成本條件相同時，較低
的進貨價格可以讓零售業者 B 享有較高的利潤，但是零售業者 A 仍然
也有正的利潤。



其次，零售業者彼此競爭。此時零售業者 A 較高的進貨成本 𝑝𝑚 將
使得零售商 B 在零售市場上占有競爭優勢。在同質商品且價格競爭的
極端情況下，零售商 B 可以憑藉成本優勢，以較零售商 A 的成本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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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格搶下所有市場，使得零售商 A 的利潤為零。
根據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第二種情形所描述的效果將使得零售商
較不願意簽訂獨家交易契約，而增加既存賣家以獨家交易排除競爭的難度。但
是之後的文獻發展挑戰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分析這個效果的方式，因而
得到不同結論。我們依序討論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以及 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各自的結果。
簡單來說，這兩組研究者的歧異點來自於零售市場競爭環境的設定。進貨
成本較高的零售業者 A，雖然無法贏得價格戰，但是否仍然會留在零售市場上，
對進貨成本較低的零售業者 B 形成競爭壓力。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假設
較高的進貨成本會誘使零售商完全退出市場，因此進貨成本較低的零售業者 B
可以在零售市場上變成獨占廠商。此時獨占賣家若要與零售商 B 簽下獨家交易
契約，則必須給予相當於獨占利潤的補償。而這個獨家交易的代價太高，因此
如同芝加哥學派所言，獨占賣家無法以獨家交易排除競爭。
相反地，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假設進貨成本較高的零售商 A 並不會退
出零售市場，仍然與零售商 B 進行價格競爭。此外，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會
與零售商 B 交易，亦即以零售商 B 為通路，打進終端消費者市場。但是潛在競
爭者並不會給與零售商 B 太大的價格折扣，因此零售商 B 不簽獨家交易、與潛
在競爭者交易之後的獲利空間並不大。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因此得到與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相反的結果，獨占賣家可以用極低的代價也簽下零
售商 B，以獨家交易排除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
以下我們以數學模型進一步說明這兩個相反的結果與背後的經濟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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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 5
沿用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以及 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所討論的
市場結構：下游有兩個彼此競爭、提供同質商品的零售商 A 與 B，面對同一個
終端消費者需求函數 𝐷(𝑝𝑟 )，其中 𝑝𝑟 為零售價格。零售商唯一的成本為進貨
成本。上游有既存賣家以及潛在競爭者，前者的單位成本為 𝑐𝐼 ，後者的有較低
的的單位成本 𝑐𝐸 ，但是必須付出進入成本 𝑓 才能進入市場與既存賣家競爭。
若沒有任何一個零售業者簽下獨家交易契約，同時潛在競爭者已經花費成
本 𝑓 進入市場。此時上游兩個廠商之間進行價格競爭，既存賣家即便將批發價
定在成本 𝑐𝐼 ，潛在競爭者仍然可憑其成本優勢將定價設在較既存賣家的成本稍
低，𝑝𝐸 = 𝑐𝐼 − 𝜀，其中 𝜀 大於零、但是非常接近零90。既存賣家完全無法銷售
任何產品，潛在競爭者成為零售商 A 與 B 的唯一供應商。而面對一樣的批發價
格 𝑝𝐸 = 𝑐𝐼 − 𝜀、同時沒有其他零售成本的條件下，兩個零售商之間的價格競爭
會使得市場上的零售價等於批發價， 𝑝𝑟 = 𝑝𝐸 = 𝑐𝐼 − 𝜀 ≈ 𝑐𝐼，終端消費者的消費
量為 𝐷(𝑐𝐼 − 𝜀) ≈ 𝐷(𝑐𝐼 )，取決於既存賣家的成本水準91。因此兩個零售商的利
潤為零，而潛在競爭者的利潤（不計入進入成本）為
𝜋𝐸 = (𝑐𝐼 − 𝜀 − 𝑐𝐸 ) ∙ 𝐷(𝑐𝐼 − 𝜀) ≈ (𝑐𝐼 − 𝑐𝐸 ) ⋅ 𝐷(𝑐𝐼 ) > 0;

(2. 13)

若 𝑓 < (𝑐𝐼 − 𝑐𝐸 ) ⋅ 𝐷(𝑐𝐼 )，潛在競爭者便會進入市場。
考慮既存賣家對零售業者提出獨家交易契約。既存賣家在契約中提出對零
售業者的簽約金 𝑠，但是不包括對於未來的批發價格的承諾。同時排除簽約後
違約的狀況。根據之前的說明，既存賣家必須簽下兩個零售商才能防止潛在競

90
91

我們同樣假設潛在競爭者的技術進步來自漸進式創新；參見前揭註 9。
因此下游的競爭將削弱、甚至完全排除雙重邊際的問題；參見前揭註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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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者進入市場。我們因此考慮兩個零售業者都簽訂獨家交易契約是否能構成一
個均衡92。
如果零售商 A 已經簽下獨家交易契約，既存賣家接下來要說服零售商 B 簽
約。假設既存賣家付出簽約金 𝑠𝐴 說服零售商 A 簽下獨家交易契約，同時準備
對零售商 B 付出 𝑠𝐵 的簽約金。如果零售商 B 同意簽訂，那麼潛在競爭者無法
進入市場，獨占賣家可以根據自身利益設定批發價格 𝑝𝐼 將產品派給兩個零售
商，而不需要考慮潛在競爭者。如同之前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的分析，兩個
零售商之間的價格競爭會導致消費者面對的零售價格等於零售商面對的批發價
格。既存賣家等於直接用批發價 𝑝𝐼 賣給消費者，可以享受利潤
𝜋𝐼 = (𝑝𝐼 − 𝑐𝐼 ) ∙ 𝐷(𝑝𝐼 );
既存賣家因此會選擇成本為 𝑐𝐼 之下的獨占價格作為批發價， 𝑝𝐼 = 𝑝𝑚（參見圖
2. 2）。既存賣家可以享受成本為 𝑐𝐼 之下的市場獨占利潤
𝜋𝐼𝑚 = (𝑝𝑚 − 𝑐𝐼 ) ∙ 𝐷(𝑝𝑚 );
兩個零售商由於競爭無法從零售市場上享受任何利潤，只能得到當初簽下獨家
交易時的簽約金。因此，如果簽下獨家交易契約，既存賣家得到報酬
𝜋𝐼𝑚 − (𝑠𝐴 + 𝑠𝐵 )，而零售商 B 可得到的報酬為 𝑠𝐵 。
如果零售商 B 拒絕與既存賣家簽訂獨家交易，那麼潛在競爭者可以在贏得
與既存賣家的價格戰後，透過零售商 B 的通路進入市場。參見圖 2. 8 的市場結
構：由於零售商 A 已經與既存賣家簽訂獨家交易契約，潛在競爭者無法與零售
商 A 交易；相反地，零售商 B 不受任何契約束縛，因此可以自由決定與既存賣
92

我們使用 Nash 均衡的概念，並且嚴格來說，我們只考慮同時的獨家交易契約（參見補充說
明 2. 7）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以及 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都考慮了同時與循序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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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8 獨家交易與垂直競爭

家或者潛在競爭者交易，端視哪一間供應商所提供的交易條件較為優惠。令既
存賣家設定賣給零售商 A 的批發價為 𝑝𝐼,𝐴、給零售商 B 的批發價為 𝑝𝐼,𝐵，而潛
在競爭者設定賣給零售商 B 的批發價為 𝑝𝐸 。由於零售商 A 只能從既存賣家進
貨，其面對的批發價 𝑝𝐼,𝐴 因此成為每單位商品的進貨成本。零售商 B 則會比較
𝑝𝐼,𝐵 與 𝑝𝐸，用較低的價格進貨。接著兩個零售商在零售市場上進行價格競爭。
由於我們考慮零售業者的產品也是同質商品，消費者只會向價格較低的商
家購買。當兩個零售商都出現在零售市場上，激烈的價格競爭將使得成本較低
的廠商以稍低於另一間（成本較高）廠商成本的訂價贏得所有市場。成本較高
的零售商無法販售任何商品，因此利潤為零。
而在零售商沒有其他成本的假設下，上游廠商的批發價格因此決定了下游
零售市場的競爭結果。直覺上來說，既存賣家最低只能將批發價 𝑝𝐼,𝐴 與 𝑝𝐼,𝐵 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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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成本 𝑐𝐼，再低便無利可圖。因此零售商 A 的零售價 𝑃𝐴 不可能低於既存賣家
的成本 𝑐𝐼。此時潛在競爭者若將批發價格定在比 𝑐𝐼 稍低於，亦即 𝑝𝐸 = 𝑐𝐼 − 𝜀，
零售商 B 便會選擇與潛在競爭者交易，進而以較低的進貨成本在零售市場上擊
敗零售商 A、贏得零售市場上的價格戰93。終端消費者只選擇與零售商 B 交易，
而透過零售商 B 的通路，潛在競爭者可以順利進入市場。
但是潛在競爭者是否能透過零售商 B 進入市場取決於零售商 B 是否會拒絕
獨家交易契約，而零售商 B 的決策進一步取決於簽下獨家交易之後的報酬 𝑠𝐵
以及拒絕獨家交易之後的利潤。如同芝加哥學派的推論，前者（𝑠𝐵 ）的上限是
既存賣家為了維持獨占地位所願意支付的最大金額；後者則視零售商 B 在潛在
競爭者進入市場後，能分潤到多少報酬而定。
具體來說，當零售商 B 同意簽下獨家交易契約後，可以從既存賣家得到簽
約金 𝑠𝐵；而在花費 𝑠𝐴 + 𝑠𝐵 取得上游獨占後，既存賣家可得 𝜋𝐼𝑚 − (𝑠𝐴 + 𝑠𝐵 )、
零售商 B 可得 𝜋𝐵𝑚 + 𝑠𝐵 = 𝑠𝐵。但是若零售商 B 拒絕獨家交易，然後潛在競爭者
𝑐
進入市場，在上游競爭之下既存賣家的報酬變成 𝜋𝑀
− 𝑠𝐴 = −𝑠𝐴 、零售商 B 的

報酬為 𝜋𝐵𝑐 。既存賣家願意支付 𝑠𝐵 以確保獨占地位的條件為
𝜋𝐼𝑚 − (𝑠𝐴 + 𝑠𝐵 ) ≥ 𝜋𝐼𝑐 − 𝑠𝐴 ⟹

𝜋𝐼𝑚 − 𝜋𝐼𝑐 ≥ 𝑠𝐵 ;

而零售商 B 願意接受獨家交易契約、放棄上游競爭的條件為
𝜋𝐵𝑚 + 𝑠𝐵 ≥ 𝜋𝐵𝑐

⟹

𝑠𝐵 ≥ 𝜋𝐵𝑐 − 𝜋𝐵𝑚 ;

(2. 14)

結合兩者的意願，只有當 𝑠𝐵 滿足 𝜋𝐼𝑚 − 𝜋𝐼𝑐 ≥ 𝑠𝐵 ≥ 𝜋𝐵𝑐 − 𝜋𝐵𝑚 時既存賣家與零
售商 B 的獨家交易才能夠成立。因此既存賣家與零售商 B 之間能否簽訂獨家交

93

此時既存賣家與零售商 A、潛在競爭者與零售商 B 形成兩個彼此競爭的垂直供應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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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契約取決於
𝜋𝐼𝑚 − 𝜋𝐼𝑐 ≥ 𝜋𝐵𝑐 − 𝜋𝐵𝑚 ⟹ 𝜋𝐼𝑚 + 𝜋𝐵𝑚 ≥ 𝜋𝐼𝑐 + 𝜋𝐵𝑐

(2. 15)

條件是否成立94。在我們考慮的特例中，𝜋𝐵𝑚 = 𝜋𝐼𝑐 = 0，而 𝜋𝐼𝑚 是成本為 𝑐𝐼 之
下的獨占利潤。因此我們必須具體推導 𝜋𝐵𝑐，亦即當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在
上游競爭時零售商 B 的利潤水準。
文獻上的討論指出此時零售商 B 的利潤取決於零售市場競爭環境的細部設
定，而主要癥結在於即便零售商 A 最終無法出售任何產品，是否仍然會對於零
售商 B 造成一些競爭壓力。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假設除了進貨成本之外，
零售商在零售市場上的運作需要花費些微的固定成本。因此當零售商 A 確認無
法與零售商 B 競爭後，會選擇不支付這筆固定成本，等同於退出零售市場。在
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零售商 B 變成零售市場上的獨占廠商，因此可實現進
貨成本為 𝑝𝐸 = 𝑐𝐼 − 𝜀 ≈ 𝑐𝐼 之下的獨占利潤。由於進貨成本非常接近 𝑐𝐼 ，零售
商 B 會選擇的零售價格 𝑝𝐵 也非常接近獨占價格 𝑝𝑚 ，因此零售商 B 拒絕獨家
交易契約之後的利潤為
𝜋𝐵𝑐 = (𝑝𝐵 − 𝑝𝐸 ) ⋅ 𝐷(𝑝𝐵 ) = [𝑝𝑚 − (𝑐𝐼 − 𝜀)] ∙ 𝐷(𝑝𝑚 ) ≈ 𝜋𝐼𝑚 ,
幾乎等同於既存賣家排除潛在競爭廠商後能得到的獨占利潤95。（2.15）式剛好
滿足，既存賣家因此必須付出所有的獨占利潤才能讓零售商 B 同意簽下獨家交
易契約，亦即 𝑠𝐵 = 𝜋𝐼𝑚 。
94

這個條件表示獨家交易必須極大化既存賣家與零售商 B 的整體利潤，亦即獨家交易能促進簽
約雙方的效率（bilateral efficiency）。見 Bernheim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在 1998 年的論文（前
揭註 4）、以及 Whinston 教授 2006 年回顧文章（前揭註 1，chapter 4）的討論。
95
事實上，由於獨占利潤隨著成本下降而上升，只要 𝑝𝐸 稍低於 𝑐𝐼 但是不等於 𝑐𝐼 ，零售商 B
的獨占利潤 𝜋𝐵𝑐 會非常接近，但是大於 𝜋𝐼𝑚 。而潛在競爭者能享受的利潤（不含進入成本）為
𝜋𝐸 = (𝑝𝐸 − 𝑐𝐸 ) ⋅ 𝐷(𝑝𝐵 ) ≈ (𝑐𝐼 − 𝑐𝐸 ) ⋅ 𝐷(𝑝𝑚 )。因此，當 𝑓 < (𝑐𝐼 − 𝑐𝐸 ) ⋅ 𝐷(𝑝𝑚 ) 時潛在競爭者會進
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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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指出同樣的推論會發生在既存賣家已經簽下零
售商 B，與零售商 A 談判的時候。由於潛在競爭者只要有其中一個零售業者做
為通路，便能進入市場，既存賣家必須付出雙倍的獨占利潤 𝜋𝐼𝑚 才能分別誘使
兩個零售商同意簽下獨家交易契約。因此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提出如同
芝加哥學派的結論，即便在買家彼此競爭、而不是終端消費者的情況下，既存
賣家仍然「買不起」獨占地位、無法以獨家交易達到排除競爭的目的。
反之，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假設零售商沒有任何的固定成本，因此即
使無法出售任何商品，也不需要退出市場，仍然會以零售價 𝑝𝐴 = 𝑐𝐼 在零售市
場上對零售商 B 構成競爭壓力96。對於零售商 B 而言，面對進貨的批發價格
𝑝𝐸 = 𝑐𝐼 − 𝜀 與對手的零售價格 𝑝𝐴 = 𝑐𝐼 ，零售商 B 仍然可以找出一個介於 𝑝𝐸
與 𝑝𝐴 之間的零售價，例如將價格定在 𝑝𝐵 = 𝑐𝐼 − (𝜀 ⁄2)。這個價格仍然低於 𝑝𝐴 ，
因此零售商 B 仍然能贏得所有零售市場；同時又高於 𝑝𝐸 ，因此零售商 B 仍然
能夠得到一些利潤。在這個價格之下，零售商 B 能夠賣出的產品數量為
𝐷(𝑝𝐵 ) ≈ 𝐷(𝑐𝐼 )，而每單位商品的淨利為 𝑝𝐵 − 𝑝𝐸 = 𝜀/2 ≈ 0，因此零售商 B 在
拒絕獨家交易、享受上游競爭之下的利潤為97
𝜀

𝜋𝐵𝑐 = (𝑝𝐵 − 𝑝𝐸 ) ⋅ 𝐷(𝑝𝐵 ) = 2 ∙ 𝐷(𝑐𝐼 ) ≈ 0;

(2. 16)

以這個利潤水準討論零售商 B 是否有簽訂獨家交易契約的誘因，則（2.15）式
必然成立。事實上，由於 𝜋𝐵𝑐 趨近於零，既存賣家不需要太多花費便可以讓零

96

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的模型使用一個比較沒那麼極端的設定：兩個零售商仍然互相競爭，
但是商品並非同質（前揭註 76）。與這裡的討論有關的是 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容許不同的
產品差異程度，包括非常相似、但仍然有些微差異的情形。因此即便定價稍高，零售商 A 的銷
售量不會為零。
97
潛在競爭者的利潤（不計入進入成本）則為 𝜋𝐸 = (𝑝𝐸 − 𝑐𝐸 ) ⋅ 𝐷(𝑝𝐵 ) ≈ (𝑐𝐼 − 𝑐𝐸 ) ⋅ 𝐷(𝑐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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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商 B 同意簽下獨家交易契約，𝑠𝐵 趨近於零也能夠滿足（2.14）式。而根據同
樣推論，既存賣家也可以用極低的價格讓零售商 A 簽下獨家交易契約。因此
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在稍微改變零售市場競爭環境的設定後得到了與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截然相反的結論：當買家為彼此競爭（且商品同質
性高）時，既存賣家可以使用獨家交易排除競爭、防止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
比較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以及 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的分析結
果，可以發現兩者最大的差異來自於 𝜋𝐵𝑐 的大小，亦即一個不受獨家交易約束
的自由零售商能夠從上游批發市場的競爭所得到的利益。在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的分析裡，𝜋𝐵𝑐 ≈ 𝜋𝐼𝑚 ，自由零售商會成為零售市場上的獨占廠商，因
此能夠得到幾乎等於獨占利潤的報酬；而在 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自由零
售商在零售市場上仍然面對有效的競爭，因此 𝜋𝐵𝑐 ≈ 0，（幾乎）無法從上游的
競爭中得到任何好處。這個差異因而決定了獨家交易的競爭效果。
(1) 潛在競爭者數量
仔細檢查 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的推論，在潛在競爭廠商進入後，自由
零售商 B 利潤趨近於零（𝜋𝐵𝑐 ≈ 0）的原因不是商品銷量不佳，而是淨利極低。
零售商 B 的銷售量接近 𝐷(𝑐𝐼 )，但是每單位所得利潤只有 𝑝𝐵 − 𝑝𝐸 ≈ 0。兩個因
素限制零售商 B 的單位利潤：來自零售商 A 的價格競爭使得零售商 B 無法提高
零售價格 𝑝𝐵 至 𝑐𝐼 以上、同時潛在競爭者也沒有動機調降批發價 𝑝𝐸 至顯著
低於 𝑐𝐼 的水準。
「上下夾擊」的結果使得零售商 B 無法提高利潤，因此利潤趨
近於零。之前與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的結果比較時，我們強調來自零售
商 A 的競爭限縮了零售商 B 的漲價空間。在這裡我們進一步討論為何潛在競爭
者會將批發價設在 𝑝𝐸 = 𝑐𝐼 − 𝜀，而不降價使得零售商 B 也有一些獲利空間。

81

當零售商 B 拒絕既存賣家的獨家交易契約，同時潛在競爭者觀察到自由零
售商的存在而進入市場時，潛在競爭者知道只要將其批發價 𝑝𝐸 定在 𝑐𝐼 以下
就一定可以擊敗既存賣家，將零售商 B 納入其通路；同時也知道來自零售商 A
的競爭壓力會使零售商 B 的價格 𝑝𝐵 只能夠比 𝑐𝐼 稍低。因此無論批發價是多
少，消費者會向零售商 B 購買的數量、同時也是零售商 B 向潛在競爭者進貨的
數量會維持在接近 𝐷(𝑐𝐼 ) 的水準。潛在競爭者可賺得利潤（不含進入成本）
𝜋𝐸 = (𝑝𝐸 − 𝑐𝐸 ) ∙ 𝐷(𝑐𝐼 );
既然銷售數量與成本都不受批發價的影響，潛在競爭者會在限制範圍內將批發
價定的越高越好，因此 𝑝𝐸 = 𝑐𝐼 − 𝜀。但是潛在競爭者的這個定價模式卻也削弱
零售商 B 拒絕與既存賣家簽訂獨家交易契約的意願。預期到潛在競爭者會在事
後利用零售商 B 已經拒絕獨家交易、成為自由零售商的事實而盡可能提高批發
價格 𝑝𝐸 ，零售商 B 一開始便會同意既存賣家的獨家交易。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零售商 B 拒絕獨家交易的行為等於為上游市場提
供了一個競爭的機會，使得潛在競爭者有進入市場的機會，以較低的成本 𝑐𝐸 提
供產品到市場上。在零售商 A 訂定零售價格 𝑝𝐴 = 𝑐𝐼 的限制之下，零售商 B 與
潛在競爭者這個垂直系統能夠創造的最大利潤是以零售價格 𝑝𝐵 = 𝑐𝐼 − 𝜀、銷售
量 𝐷(𝑝𝐵 ) ≈ 𝐷(𝑐𝐼 )、單位成本 𝑐𝐸 這個組合所產生的利潤：(𝑝𝐵 − 𝑐𝐸 ) ⋅ 𝐷(𝑝𝐵 ) ≈
(𝑐𝐼 − 𝑐𝐸 ) ⋅ 𝐷(𝑐𝐼 )。但是潛在競爭者在得到競爭機會、進入市場之後以批發價格
𝑝𝐸 = 𝑐𝐼 − 𝜀 取得了所有的垂直體系利潤，而不留下任何份額給零售商 B。這種
零售商 B 承擔機會成本 𝑠𝐵 提供競爭機會，而競爭利益（幾乎）由潛在競爭者
享受的狀況可類比為「搭便車」98。搭便車的結果通常導致便車供給者不再提供
98

當然，潛在競爭者也需要付出進入成本 𝑓 才能進入市場，實現垂直體系的利潤。因此，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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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而在這裏，除非潛在競爭者可以承諾（commit）未來不會收取太高的批
發價格，保留足夠的利潤給零售商，否則沒有零售商會拒絕獨家交易。潛在競
爭者因為缺乏這個承諾的機會或能力而找不到自由零售商，無法進入市場。
在模型設定與（部分的）現實狀況中，當既存賣家與零售商談判獨家交易
時，潛在競爭者往往尚未浮出檯面，因此難以在零售商決定是否簽約時給予承
諾99。 但是 Kitamura 教授在 2010 年發表的論文中，指出潛在競爭者的承諾不
是唯一保證自由零售商獲得足夠利潤的方法100。其他競爭因素也可能防止潛在
競爭者將批發價格提高到 𝑝𝐸 = 𝑐𝐼 − 𝜀。而 Kitamura 教授提出的因素是當市場上
有不只一個潛在競爭者的時候。
如同所有的市場，當有數位潛在競爭者時，潛在競爭者彼此之間的價格競
爭也會導致批發價格的下降。確切地說，價格競爭之下批發市場的均衡價格決
定於成本次高的潛在競爭者供應成本。而一旦自由零售商可以用較低的批發價
從潛在競爭者進貨，零售商不簽獨家契約的利潤隨之提高，因而增加了獨占賣
家使用獨家交易排除競爭的難度。

因為某種原因使得利潤 (𝑝𝐵 − 𝑐𝐸 ) ⋅ 𝐷(𝑝𝐵 ) ≈ (𝑐𝐼 − 𝑐𝐸 ) ⋅ 𝐷(𝑐𝐼 ) 全部歸於零售商 B（例如在潛在競
爭者進入市場後零售商 B 有完全的談判力量，因此要求潛在競爭者以 𝑝𝐸 = 𝑐𝐸 + 𝜀 ≈ 𝑐𝐸 的批發
價供貨），或者潛在競爭者所能分到的利潤低於進入成本 𝑓，零售商 B 也會預期潛在競爭者不
進入市場而簽下獨家交易契約。
99
在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以及 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的模型決策時序中，潛在競爭
者的第一個決策都是在既存賣家與零售商的獨家交易談判結束後，觀察到有多少零售商簽下獨
家交易契約，再決定是否要進入市場。根據模型設定，潛在競爭者無法事前給與承諾，再決定
是否進入市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潛在競爭者能夠事先承諾保留一些利潤給自由零售商，若
潛在競爭者的成本優勢不夠大，也無法說服零售商 B 不簽獨家交易契約。例如當潛在競爭者的
成本仍低於既存賣家的成本，但是兩者非常接近時，𝑐𝐸 = 𝑐𝐼 − 𝜀，潛在競爭者與零售商 B 這個
垂直體系能得到的利潤也趨近於零，(𝑝𝐵 − 𝑐𝐸 ) ⋅ 𝐷(𝑝𝐵 ) ≈ (𝑐𝐼 − 𝑐𝐸 ) ⋅ 𝐷(𝑐𝐼 ) ≈ 0，既存賣家仍然可
以提供足夠的簽約金 𝑠𝐵 說服零售商 B 簽下獨家交易契約。參見 Kitamura 教授的分析。
100
Kitamura (2010), supra note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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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上，Kitamura 教授在 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 2008 年論文101的架構
下引入兩個潛在競爭者，令其為 E 與 F。兩個潛在競爭者提供同樣的產品，但
是有不同的生產成本。假設潛在競爭者 E 的生產成本 𝑐𝐸 較潛在競爭者 F 的生
產成本 𝑐𝐹 為低，而潛在競爭者 F 的生產成本又比既存賣家的生產成本 𝑐𝐼 為
低，亦即我們有 𝑐𝐸 < 𝑐𝐹 < 𝑐𝐼 的關係。此時若零售商 B 決定不簽獨家交易契約
而成為自由零售商，則上游市場有三家供應商進行競爭。雖然潛在競爭者 E 仍
然能夠憑成本優勢勝出，贏得零售商 B 這個通路，但是比較激烈的競爭使得潛
在競爭者 E 無法像之前將批發價拉到 𝑝𝐸 = 𝑐𝐼 − 𝜀 的水準。要擊敗潛在競爭者 F，
潛在競爭者 E 只能用 𝑝𝐸 = 𝑐𝐹 − 𝜀 ≈ 𝑐𝐹 的批發價與零售商 B 交易。
在零售市場，簽下獨家交易契約的零售商 A 只能與既存賣家交易，因此最
低的零售價格維持在 𝑝𝐴 = 𝑐𝐼 。而零售商 B 以 𝑝𝐸 = 𝑐𝐹 − 𝜀 ≈ 𝑐𝐹 的批發價格進
貨，仍然可以選擇之前的零售價 𝑝𝐵 = 𝑐𝐼 − (𝜀 ⁄2) 來獨霸零售市場，並賣出
𝐷(𝑝𝐵 ) ≈ 𝐷(𝑐𝐼 )的商品。此時零售商 B 可以享受的利潤是
𝜋𝐵𝑐 = (𝑝𝐵 − 𝑝𝐸 ) ⋅ 𝐷(𝑝𝐵 ) ≈ (𝑐𝐼 − 𝑐𝐹 ) ∙ 𝐷(𝑐𝐼 );
而潛在競爭者 E 的利潤（不計入進入成本）是
𝜋𝐸 = (𝑝𝐸 − 𝑐𝐸 ) ∙ 𝐷(𝑝𝐵 ) ≈ (𝑐𝐹 − 𝑐𝐸 ) ⋅ 𝐷(𝑐𝐼 );
兩者的利潤總和仍然與之前所得到的垂直體系總利潤一樣：
𝜋𝐵𝑐 + 𝜋𝐸 ≈ (𝑐𝐼 − 𝑐𝐹 ) ∙ 𝐷(𝑐𝐼 ) + (𝑐𝐹 − 𝑐𝐸 ) ⋅ 𝐷(𝑐𝐼 ) = (𝑐𝐼 − 𝑐𝐸 ) ⋅ 𝐷(𝑐𝐼 ),
但是這筆利潤在零售商 B 與潛在經爭者 E 之間的分配取決於「效率次佳」
廠商 F 的生產成本。若 𝑐𝐹 提高，亦即潛在競爭者 F 變得比較沒有效率，則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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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to and Wright (2008), supra note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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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商 B 的利潤下降、潛在競爭者 E 的利潤上升；反之，若 𝑐𝐹 下降，潛在競爭
者 F 變得比較有效率，則零售商 B 的利潤增加、潛在競爭者的利潤下降。直覺
上來說，對於潛在競爭者 E 而言，若其他競爭對手的成本越低，則競爭壓力越
大，越需要提供較優惠的交易條件爭取顧客。因此當 𝑐𝐹 越低，即便零售商 B
最終不選擇與潛在競爭者 F 交易，但是競爭的過程會使得垂直體系的利潤從潛
在競爭者 E 往零售商 B 流動。
Kitamura 教授因此指出多個潛在競爭者的情形、或者更廣義地說，在上游
市場較為激烈的競爭可以形成一種對自由零售商的承諾（commitment）
，保證零
售商在拒絕獨家交易後能夠享有一定競爭帶來的利益，進而增加既存賣家簽下
獨家交易契約的難度。
Kitamura 教授論點的成立必須要求潛在競爭者 F 在無法取得任何交易的情
況下仍然會留在市場，對潛在競爭者 E 造成競爭壓力、以壓縮後者的獲利空間。
很明顯地，如果我們維持之前的設定，假設每一個潛在競爭者都必須先付出進
入成本才能進入市場，則潛在競爭者 F 都不會進入市場。無論進入成本多低，
只要不為零，潛在競爭者 F 都不會對潛在競爭者 E 構成威脅；我們因此回到 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單一潛在競爭者的狀態。
Kitamura 教授所提出的承諾機制固然重要，而現實中似乎也不乏數個廠商
對於某產業有興趣、考慮進入的狀況。但是在同質產品的條件下，Kitamura 教
授的結果似乎要求潛在進入者沒有任何進入成本102。而從更一般的角度來說，
Kitamura 教授提醒我們的是上游市場競爭程度對於獨家交易的影響：上游越競

102

在生產技術具備規模經濟（scale economies） 性質的延伸分析中，Kitamura 教授加入進入成
本的設定，並在其附註 14（supra note 76, p. 218）裡討論進入成本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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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則我們可預期自由零售商能得到越大的利潤，因此增加既存賣家簽訂獨家
交易的難度。Kitamura 教授提出的是一項影響上游競爭程度的因素。是否有其
他因素決定上游競爭、或者潛在競爭者能否有不同方法對自由零售業者承諾一
定的利潤水準，經濟學界未來的發展也許可以提供更細緻、更完整的討論。
(2) 上游異質產品
我們在關於「製造商—零售商—終端消費者」這個產業結構的討論中，一
開始已經觸及下游產品差異性的問題：異質產品使得每個零售業者都具有一些
市場力量，因此線性定價會產生雙重邊際的問題。但是較複雜的契約設計（例
如兩部定價）可以解決雙重邊際，進而使得既存賣家較容易簽訂獨家交易契約。
包括前述提及 Fumagalli 與 Motta 兩位教授103、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
104

、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105、Kitamura 教授106、以及 Gratz 與 Reisinger 兩

位教授107等發表的文獻都有討論下游產品差異化（或者零售商彼此獨立）的情
形。上游產品差異化的分析則較少見，我們討論 Wright 教授在 2008 年所發表
對上游異質商品的研究108。
Wright 教授在 2008 年的論文中假設既存廠商與潛在競爭者所提供的產品為
異質性產品，而數個零售業者的業務限於轉售、沒有任何加工。因此如同之前
的分析，每個上游廠商只需要一個零售通路便能觸及終端消費者，而既存廠商
需要簽下所有的零售商才能防堵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Wright 教授假設既存廠
商與潛在競爭者有一樣的生產成本，𝑐𝐼 = 𝑐𝐸 ，而潛在競爭者仍須花費進入成本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Fumagalli and Motta (2006), supra note 73.
Simpson and Wickelgren (2007), supra note 51.
Abito and Wright (2008), supra note 76.
Kitamura (2010), supra note 76.
Gratz and Reisinger (2013), supra note 76.
Wright (2008), supra note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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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進入市場。
Wright 教授同樣只考慮線性定價，亦即上游廠商只設定批發價格，並且讓
所有廠商都進行價格競爭。當兩個以上的零售商賣相同產品時，激烈的下游競
爭會使該商品的零售利潤為零；而當上游供應商產品由某個零售商獨家銷售時，
產品異質性使得這個獨家零售商具有一些市場力量。結合線性定價，獨家零售
的關係將使得這個垂直結構出現雙重邊際的現象，提高這個產品的零售價格。
根據這些關係，Wright 教授討論既存廠商是否有動機使用獨家交易排除潛
在競爭者進入市場。答案是取決於上游廠商產品的差異程度：如果差異程度不
高，那麼既存廠商會簽下所有零售商，潛在競爭者因此無法進入市場；但是當
差異程度高時，潛在競爭者可以進入市場。前者（差異程度不高）的結果可以
用範例 2. 5 上游同質商品的極端情形來理解。當商品同質、並且廠商進行價格
競爭時，潛在競爭廠商的進入會完全摧毀既存廠商的利潤。而 Wright 教授關於
上游供應商有相同生產成本的假設也會使得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的垂直體系
利潤為零：將 𝑐𝐼 = 𝑐𝐸 帶入（2.13）式便可得證109。如果能夠排除進入，既存
賣家可以得到獨占利潤。因此既存賣家有動機、也有能力用獨家交易契約簽下
所有零售商，防止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
Wright 教授的重點其實在後者、上游產品差異程度高的情形。當上游的產
品差異性增加，會使得既存廠商使用獨家交易排除進入的難度提高。考慮只有
一個零售商還沒有與既存廠商簽訂獨家交易契約：如果簽約，既存廠商會從其
獨占利潤裡支付一筆簽約金，同時在潛在競爭者無法進入、因此市場上只有一
因此，嚴格來說，同質產品情況下，價格競爭會使得具有相同效率（𝑐𝐼 = 𝑐𝐸 ）的潛在競爭者
沒有動機進入市場。既存廠商也不需要動用獨家交易。但是些微的產品差異可以為兩間上游廠
商帶來利潤。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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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產品的狀況下，既存廠商的獨占利潤不受產品差異程度的影響；如果不簽，
該零售商會成為潛在競爭者的獨家零售商，能夠享受到的零售利潤會隨著產品
差異程度而增加。因此隨著產品差異程度上升，零售商不簽獨家交易的報酬越
高，這表示既存廠商「收買」零售商、使其願意簽訂獨家交易契約的代價也越
大。當產品差異程度過高時，既存廠商會發現買下獨占地位、排除競爭的代價
格太大；既存廠商因而決定不會簽下所有零售商，潛在競爭者得以進入市場。
Wright 教授進一步指出，這時候既存廠商「容忍」（accommodate）潛在競
爭者進入市場的方式不是完全放棄獨家交易，反而是要盡可能簽下零售業者，
直到只剩下一家零售商作為潛在競爭者的通路。從既存廠商的角度來看，簽下
兩家以上的零售商可以在自己的垂直體系製造下游競爭、避免雙重邊際的發生。
而既然無法阻止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面對另一個垂直體系，比較好的結果是
讓對手的零售價格越高越好，以減輕價格競爭的壓力110。當對手的垂直體系有
兩個以上的零售商販賣潛在競爭者的產品時，下游競爭會壓低對手的零售價格；
反之，當對方使用獨家零售時，雙重邊際會提高對手產品的零售價。因此，既
存廠商應該只保留一個零售通路給潛在競爭者，避免潛在競爭者的垂直體系出
現下游競爭的狀況。此外，這個策略對既存廠商的難度不高：當已經有一個零
售商會成為潛在競爭者的通路時，第二個零售商的加入會導致價格競爭，兩個
零售商販賣同質產品（同樣來自潛在競爭者）的結果是兩者利潤均為零。因此
既存廠商可以用極小的代價防止第二個以上的零售商拒絕獨家交易契約、加入
對手陣營。
在 Wright 教授的故事裡，獨家交易不是用來阻止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而
110

從賽局理論的角度來說，價格通常呈現所謂「策略性互補」（strategic complementarity） 的
關係，亦即若對手的價格越高，則我方也應該隨之提高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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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預防進入之後過度的零售價格競爭，因此仍然具有妨礙競爭的效果。如果獨
家交易被禁止，那麼潛在競爭者會進入市場，消費者可以享受更低的價格。但
是其推論似乎仰賴雙重邊際的效果。如果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可以使用兩部
定價消除雙重邊際，是否能夠得到一樣的結論則有賴未來的研究。
(3) 違約處置
在針對買家為零售業者的討論中，到目前為止的論文都假設零售商一旦簽
了獨家交易契約就不能違約。但是商業上的違約行為並非罕見，並且如同之前
的討論，違約條款具有相當重要的策略意義。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111
與 Gratz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112的文章討論在預期損害的違約賠償之下獨家交
易的競爭效果。兩篇文章都只考慮線性定價，但是在不同零售市場競爭程度之
下得出相反結論，其中競爭程度取決於消費者視不同零售商的產品替代程度
（substitutability）
：若替代性越高則零售競爭越強。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
教授討論零售廠商產品同質、因此下游市場有激烈競爭的狀況，此時獨家交易
會有限制競爭的效果113；Gratz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的模型涵蓋不同的零售競
爭程度，但是其結果強調在競爭強度為中等時，獨家交易可以促進競爭。以下
我們說明這兩個結果。
首先，我們考慮既存廠商無法使用獨家交易的狀況：當潛在競爭廠商進入
後，上游兩間廠商進行價格競爭，潛在競爭廠商藉由成本優勢將批發價定得比
既存廠商成本稍低，𝑝𝐸 = 𝑐𝐼 − 𝜀；所有零售商都以這個價格為進貨成本進行下
111

Simpson and Wickelgren (2007), supra note 51.
Gratz and Reisinger (2013), supra note 76.
113
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在 2007 年文中也考慮零售商面對彼此獨立的消費者需求，
因此不為競爭（前揭註 51）。這個情形類似零售商為終端消費者的狀況，根據之前的分析，既
存廠商無法使用獨家交易排除有效率的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見補充說明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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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價格競爭。下游競爭程度越大則零售商利潤越低。在同質產品的極端競爭
之下，零售價格亦為 𝑝𝐸 = 𝑐𝐼 − 𝜀 ≈ 𝑐𝐼 ，零售商利潤為零。潛在競爭廠商進入市
場後的利潤（不計進入成本）如同（2.13）式。
接著，我們導入獨家交易，並且考慮預期損害的違約賠償。如同之前的分
析步驟，我們檢驗既存賣家與所有零售商都簽下獨家交易契約是否能夠構成一
個均衡。假設除了一個零售商之外，其他售商都已經與既存賣家簽下獨家交易
契約，那麼這個剩下的自由零售商是否也有動機簽約？
我們沿用之前對於 Kitamura 教授論文114說明的例子，並且考慮當只有零售
商 B 沒有簽約時的狀況。當零售市場上均為同質產品時，潛在競爭者只需要一
個通路便可以接觸所有終端消費者。如果零售商 B 不與既存賣家簽獨家交易契
約，那麼當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兩個上游廠商必須競爭與零售商 B 的交易。
如同範例 2. 5 中對 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 2008 年論文115的說明，既存賣家
最低的批發價是生產成本 𝑐𝐼 ；潛在競爭者可以用 𝑝𝐸 = 𝑐𝐼 − 𝜀 < 𝑐𝐼 的批發價贏
得零售商 B 的通路、後者再以 𝑝𝐵 = 𝑐𝐼 − (𝜀 ⁄2) 的零售價擊敗所有其他簽下獨
家交易契約的零售業者。零售商 B 的利潤趨近於零；見（2.16）式。
如果零售商 B 簽下獨家交易契約，首先可以享受到簽約金 𝑠𝐵；其次，與之
前的分析不同，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假設簽約後的零售商仍然可以
毀約與進入市場之後的潛在競爭者交易，只是需要付出預期損害的違約賠償給
既存廠商。因此我們接下來計算若零售商違約後需要賠多少給既存廠商、進而
考慮違約動機。

114
115

Kitamura (2010), supra note 76.
Abito and Wright (2008), supra note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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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零售商違約，既存廠商會以成本為 𝑐𝐼 之下的下游獨占價格作為
批發價，𝑝𝐼 = 𝑝𝑚，賣給所有零售商、而在同質產品的價格競爭下所有零售商的
零售價都是批發價，因此消費者需求為 𝐷(𝑝𝑚 )，既存廠商可以享受到利潤
𝜋𝐼𝑚 = (𝑝𝑚 − 𝑐𝐼 ) ∙ 𝐷(𝑝𝑚 )、而每個零售商的利潤為零。
如果有任何零售商違約與潛在競爭者交易，必然是因為潛在競爭者的批發
價較低，𝑝𝐸 < 𝑝𝐼 = 𝑝𝑚 ，因此與潛在競爭者交易可以壓低進貨成本，在零售市
場取得競爭優勢。但是如果有兩個以上的零售商違約，這些違約零售商彼此之
間的價格競爭仍然會導致零售價趨近於從潛在競爭者得來的批發價、使得利潤
為零。在必須付給既存廠商違約賠償的前提下，至多只有一個零售商會違約，
令為零售商 B；同時潛在競爭者必須選擇夠低的批發價，留給零售商 B 足夠的
利潤支付賠償金。
同質商品加上既存廠商較高的批發價使得那些不違約的零售商無法賣出任
何產品、既存廠商的銷售量因此為零；零售商 B 違約後既存廠商利潤就無法享
受任何利潤。根據定義，預期損害的違約賠償金額必須使得受損害的一方報酬
回復到沒有違約的狀態116。因此零售商 B 在違約後必須支付給既存廠商的違約
金 𝑑̅ 必須滿足
0 + 𝑑̅ = 𝜋𝐼𝑚 ⟹

𝑑̅ = (𝑝𝑚 − 𝑐𝐼 ) ∙ 𝐷(𝑝𝑚 );

̅
面對批發價 𝑝𝐸 與違約賠償 𝑑，若零售商
B 訂定零售價 𝑝𝐵 < 𝑝𝑚，所有消費者
都會與零售商 B 購買，消費者需求為 𝐷(𝑝𝐵 )，而零售商 B 違約後可得到報酬為
𝜋̅𝐵 = (𝑝𝐵 − 𝑝𝐸 ) ⋅ 𝐷(𝑝𝐵 ) − 𝑑̅ = (𝑝𝐵 − 𝑝𝐸 ) ⋅ 𝐷(𝑝𝐵 ) − (𝑝𝑚 − 𝑐𝐼 ) ∙ 𝐷(𝑝𝑚 );
(2. 17)
116

參見前揭註 53 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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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不違約的利潤為零，只要違約後的報酬至少大於零，亦即 𝜋̅𝐵 ≥ 0，零售商
B 就有動機違約。
檢視（2.17）式，其中 𝑝𝑚 是成本為 𝑐𝐼 之下的下游獨占價格，也是所有
其他沒有違約的零售商所選擇的零售價；𝑝𝐵 則是零售商 B 違約與潛在競爭者交
易後，根據批發價 𝑝𝐸 所訂出的零售價。
（2.17）式其實可以看成是兩個獨占利
潤相減：(𝑝𝐵 − 𝑝𝐸 ) ⋅ 𝐷(𝑝𝐵 ) 是成本為 𝑝𝐸 之下的獨占利潤；而 (𝑝𝑚 − 𝑐𝐼 ) ∙ 𝐷(𝑝𝑚 )
則是成本為 cI 之下的獨占利潤。根據一般獨占定價與獨占利潤的性質，成本越
低則獨占價格越低、利潤越高。因此只要潛在競爭者將批發價定得比既存賣家
的價格稍低，𝑝𝐸 = 𝑐𝐼 − 𝜀 < 𝑐𝐼 ，便能滿足 𝑝𝐵 < 𝑝𝑚 與 𝜋̅𝐵 > 0。前者保證所有
消費者都會與零售商 B 購買、後者則滿足零售商 B 違約的條件。只要 𝑝𝐸 非常
接近 𝑐𝐼，零售商 B 的零售價也會非常接近 𝑝𝑚、而消費者購買量接近 𝐷(𝑝𝑚 )，
同時違約後的利潤接近零，𝜋̅𝐵 ≈ 0。
整理零售商 B 的選項與對應報酬：當其他零售商都已經簽訂獨家交易，


如果零售商 B 不簽約，上游競爭之下可得到的報酬如同（2.16）式，
趨近於零；



如果零售商 B 簽約，又沒有其他廠商違約，則零售商 B 會在潛在競爭
廠商進入後違約，並在支付預期違約賠償後得到報酬 𝜋̅𝐵 趨近於零。

結合這兩點，可以得出既存廠商可以用極低的簽約金 （𝑠𝐵 > 0 但是趨近於零）
誘使零售商 B 同意簽下獨家交易契約。同時既存廠商也有動機與所有零售商簽
下獨家交易契約：只要有一個零售商沒簽約而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既存賣家
就會輸掉上游的價格戰、已經簽約的零售商也會輸掉下游的價格戰，因此既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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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家利潤為零；如果所有零售商都簽下獨家交易契約，即便潛在競爭者進入市
場，既存賣家仍然可以得到違約賠償 𝑑̅ = (𝑝𝑚 − 𝑐𝐼 ) ∙ 𝐷(𝑝𝑚 )。
即便簽約後，零售商仍然可以支付賠償、與潛在競爭者交易；相對於沒有
獨家交易的狀況，獨家交易契約在這裡仍然產生效率損失。首先，潛在競爭者
進入市場的誘因減弱：這裡的零售價格 𝑝𝐵 ≈ 𝑝𝑚 ，因此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
可得到的利潤（不計進入成本）約為
𝜋̅𝐸 = (𝑝𝐸 − 𝑐𝐸 ) ⋅ 𝐷(𝑝𝐵 ) ≈ (𝑐𝐼 − 𝑐𝐸 ) ⋅ 𝐷(𝑝𝑚 );
與（2.13）式相比較，潛在競爭者每單位商品的可享受的淨利都約等於 𝑐𝐼 − 𝑐𝐸 ，
但是較高的零售價格使得消費者購買較少的產品，𝐷(𝑝𝑚 ) < 𝐷(𝑐𝐼 )，因此潛在競
爭者的利潤低於沒有獨家交易契約的利潤。如果進入成本 𝑓 滿足
(𝑐𝐼 − 𝑐𝐸 ) ⋅ 𝐷(𝑝𝑚 ) < 𝑓 < (𝑐𝐼 − 𝑐𝐸 ) ⋅ 𝐷(𝑐𝐼 )
的條件，那麼獨家交易契約仍然會排除潛在競爭廠商進入市場。其次，如果
𝑓 ≤ (𝑐𝐼 − 𝑐𝐸 ) ⋅ 𝐷(𝑝𝑚 )，獨家交易契約無法防止潛在競爭廠商進入市場。進入市
場後零售商 B 會支付違約賠償與潛在競爭廠商交易，但是消費者必須面對較高
的零售價 𝑝𝐵 ≈ 𝑝𝑚 > 𝑐𝐼，因此 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指出獨家交易契
約仍然具有限制競爭的效果。
我們接著討論 Gratz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在 2013 年的研究117。當下游零售
商提供異質產品（但是上游產品仍然為同質）
，消費者對不同產品的偏好會削弱
價格競爭的效果。價格較高的零售商仍可能會有「死忠」的消費者願意購買；
而僅只與一家零售業者交易也可能無法爭取較喜歡其他零售商產品的客戶。因

117

Gratz and Reisinger (2013), supra note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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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比同質產品的情況，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有動機誘使一家以上的零售
商違約；而其他沒有違約的零售商雖然面對較高的批發價，利潤也不必然為零。
根據這些性質，Gratz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指出當下游產品的替代性或異質程
度介於中等時，獨家交易反而能夠促進經濟效率。
在 Gratz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的分析裡，有兩個零售業者（零售商 A 與 B）
提供異質商品並進行價格競爭。當零售商 A 設定的零售價格為 𝑝𝐴 、零售商 B
的零售價格為 𝑝𝐵，則消費者對零售商 A 產品的需求為 𝐷𝐴 (𝑝𝐴 , 𝑝𝐵 )、對零售商 B
的產品需求為 𝐷𝐵 (𝑝𝐵 , 𝑝𝐴 )。根據一般的需求法則，零售價格 𝑝𝐴 上升則消費者
對零售商 A 的產品需求 𝐷𝐴 下降、零售價 𝑝𝐵 上升則產品需求 𝐷𝐵 下降；消費
者視兩個零售商品為替代品（substitutes）表示若零售價 𝑝𝐴 上升則對零售商 B
的產品需求 𝐷𝐵 上升、零售價 𝑝𝐵 上升則對零售商 A 的產品需求 𝐷𝐴 上升。直
覺來說，零售商 A 的商品價格 𝑝𝐴 提高一點會使消費者更願意用零售商 B 的產
品來取代零售商 A 的商品；兩個商品替代性越強，則流向零售商 B 的消費者越
多；但是只要兩個商品不是同質商品 （或者完全替代，perfect substitutes），仍
會有部分「死忠」消費者繼續與零售商 A 交易。
當既存廠商無法使用獨家交易契約、並且潛在競爭者進入，兩個上游業者
的價格競爭仍然是以後者用 𝑝𝐸 = 𝑐𝐼 − 𝜀 ≈ 𝑐𝐼 的價格勝出。兩個零售商都與潛
在競爭者購買，然後選擇各自的最適零售價 𝑝𝐴𝑐 與 𝑝𝐵𝑐 來極大化自身利潤。零
售商 A 的利潤為
𝜋𝐴𝑐 = (𝑝𝐴𝑐 − 𝑝𝐸 ) ⋅ 𝐷𝐴 (𝑝𝐴𝑐 , 𝑝𝐵𝑐 ) ≈ (𝑝𝐴𝑐 − 𝑐𝐼 ) ⋅ 𝐷𝐴 (𝑝𝐴𝑐 , 𝑝𝐵𝑐 );
零售商 B 的利潤為
𝜋𝐵𝑐 = (𝑝𝐵𝑐 − 𝑝𝐸 ) ⋅ 𝐷𝐵 (𝑝𝐵𝑐 , 𝑝𝐴𝑐 ) ≈ (𝑝𝐵 − 𝑐𝐼 ) ⋅ 𝐷𝐵 (𝑝𝐵𝑐 , 𝑝𝐴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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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質產品使得零售商可以享有正的利潤。潛在競爭者可以得到的利潤（不包含
進入成本）為
𝜋𝐸 = (𝑝𝐸 − 𝑐𝐸 ) ⋅ [𝐷𝐴 (𝑝𝐴𝑐 , 𝑝𝐵𝑐 ) + 𝐷𝐵 (𝑝𝐵𝑐 , 𝑝𝐴𝑐 )]
≈ (𝑐𝐼 − 𝑐𝐸 ) ⋅ [𝐷𝐴 (𝑝𝐴𝑐 , 𝑝𝐵𝑐 ) + 𝐷𝐵 (𝑝𝐵𝑐 , 𝑝𝐴𝑐 )];
而既存廠商的利潤仍為零。
另一方面，如果潛在競爭廠商沒有進入市場，既存廠商成為上游獨占廠商，
則既存廠商會選擇利潤極大的批發價格 𝑝𝑚 ，然後兩個零售商會以 𝑝𝑚 為進貨
成本選擇各自利潤極大的最適零售價 𝑝𝐴𝑚 與 𝑝𝐵𝑚 118。 零售商 A 的利潤為
𝜋𝐴𝑚 = (𝑝𝐴𝑚 − 𝑝𝑚 ) ⋅ 𝐷𝐴 (𝑝𝐴𝑚 , 𝑝𝐵𝑚 );
零售商 B 的利潤為
𝜋𝐵𝑚 = (𝑝𝐵𝑚 − 𝑝𝑚 ) ⋅ 𝐷𝐵 (𝑝𝐵𝑚 , 𝑝𝐴𝑚 );
既存廠商則可享受獨占利潤
𝜋𝐼𝑚 = (𝑝𝑚 − 𝑐𝐼 ) ⋅ [𝐷𝐴 (𝑝𝐴𝑚 , 𝑝𝐵𝑚 ) + 𝐷𝐵 (𝑝𝐵𝑚 , 𝑝𝐴𝑚 )];
異質商品給予了零售業者一些市場力量，因此會有雙重邊際的現象出現，亦即
𝑝𝑚 > 𝑐𝐼 、𝑝𝐴𝑚 > 𝑝𝑚 、與 𝑝𝐵𝑚 > 𝑝𝑚 等關係（見補充說明 2. 8）。
Gratz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考慮以下的問題：假設既存廠商已經用獨家交
易契約簽下兩個零售商，而潛在競爭者也已經進入市場。如果下游的產品具有
相當的異質性，因此潛在競爭者想要誘使兩個零售商都違約，那麼潛在競爭者
的批發價應該要訂在多少？尤其，𝑝𝐸 = 𝑐𝐼 − 𝜀 ≈ 𝑐𝐼 的批發價是否仍然滿足零售
118

我們假設除了是否簽訂獨家交易契約的差別外，既存賣家與潛在競爭者不會給與兩個零售業
者不同的批發價格。在模型分析上我們通常假設兩個零售商為對稱（symmetric）、或者具同樣
特徵（identical），因此沒有價格歧視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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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違約條件？
為了檢驗兩個零售商都違約能否成為一個均衡，假設零售商 A 違約，用 𝑝𝐸
的批發價與潛在競爭者交易，並支付既存廠商預期損失的違約金。考慮零售商
B 是否會跟進違約：如果零售商 B 也違約，同樣也可以用 𝑝𝐸 的批發價從潛在
競爭者取得上游商品。兩個零售商會以 𝑝𝐸 的進貨成本進行異質商品的價格競
爭，零售商 B 可得到的利潤為
(𝑝̅𝐵 − 𝑝𝐸 ) ⋅ 𝐷𝐵 (𝑝̅𝐵 , 𝑝̅𝐴 ),

(2. 18)

其中 𝑝̅𝐴 與 𝑝̅𝐵 分別為兩個零售商此時的利潤極大之下的最適零售價格。而違
約一樣必須支付預期損失的違約賠償。Gratz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計算零售商 B
必須給付的違約賠償為若兩個零售商都不違約，則既存廠商與零售商 B 交易可
得到的報酬，因此零售商 B 必須支付的違約金 𝑑̅𝐵 滿足
𝑑̅𝐵 = (𝑝𝑚 − 𝑐𝐼 ) ⋅ 𝐷𝐵 (𝑝𝐵𝑚 , 𝑝𝐴𝑚 );

(2. 19)

結合（2.18）與（2.19）式，違約後零售商 B 的淨利潤為
𝜋̅𝐵 = (𝑝̅𝐵 − 𝑝𝐸 ) ⋅ 𝐷𝐵 (𝑝̅𝐵 , 𝑝̅𝐴 ) − 𝑑̅𝐵
= (𝑝̅𝐵 − 𝑝𝐸 ) ⋅ 𝐷𝐵 (𝑝̅𝐵 , 𝑝̅𝐴 ) − (𝑝𝑚 − 𝑐𝐼 ) ⋅ 𝐷𝐵 (𝑝𝐵𝑚 , 𝑝𝐴𝑚 );
若不違約，零售商 B 不需支付違約賠償，但是必須承受較高的批發價與零售商
A 競爭，零售商 B 的報酬為
(𝑝̃𝐵 − 𝑝𝑚 ) ⋅ 𝐷𝐵 (𝑝̃𝐴 , 𝑝̃𝐵 );
如果只有零售商 A 違約，兩個下游業者的進貨成本不同。零售商 A 可享用來自
潛在競爭者的較低批發價 𝑝𝐸，但是零售商 B 面對的批發價為 𝑝𝑚，然後兩個零
售商各自決定利潤極大時的零售價格 𝑝̃𝐴 與 𝑝̃𝐵 。雖然零售商 B 有較高的進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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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當產品差異夠大時（否則潛在競爭者不會想要誘發兩個零售商違約），
零售商 B 仍然能夠賣出一些商品，因此需求不為零，𝐷𝐵 (𝑝̃𝐴 , 𝑝̃𝐵 ) > 0。
零售商 B 只有在
(𝑝̅𝐵 − 𝑝𝐸 ) ⋅ 𝐷𝐵 (𝑝̅𝐵 , 𝑝̅𝐴 ) − (𝑝𝑚 − 𝑐𝐼 ) ⋅ 𝐷𝐵 (𝑝𝐵𝑚 , 𝑝𝐴𝑚 ) ≥ (𝑝̃𝐵 − 𝑝𝑚 ) ⋅ 𝐷𝐵 (𝑝̃𝐵 , 𝑝̃𝐴 )
(2. 20)
條件成立時會同意違約與潛在競爭者交易。如果潛在競爭者將批發價定在
𝑝𝐸 ≈ 𝑐𝐼 ，只比既存廠商的成本低一點，那麼零售價 𝑝̅𝐴 與 𝑝̅𝐵 等於之前計算的
𝑝𝐴𝑐 與 𝑝𝐵𝑐 ，因此 （2.20）式左邊的第一項等於上述的 𝜋𝐵𝑐 。Gratz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指出，隨著產品異質性減弱、下游競爭程度增強，𝜋𝐵𝑐 會隨之下降。但
是（2.20）式的其他項都會維持為正：其中 (𝑝𝑚 − 𝑐𝐼 ) ⋅ 𝐷𝐵 (𝑝𝐵𝑚 , 𝑝𝐴𝑚 ) 為既存廠商
可維持獨占地位時與零售商 B 交易的利潤，只要有些微產品差異，此利潤為正；
(𝑝̃𝐵 − 𝑝𝑚 ) ⋅ 𝐷𝐵 (𝑝̃𝐵 , 𝑝̃𝐴 ) 則是零售商 B 單獨與既存廠商交易時的利潤，根據之前
的討論，我們限制在產品差異性夠大、因此這項利潤仍為正的狀況。結合這些
推論，Gratz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推導出產品異質性程度的一個中間區域、因
此下游競爭程度不是太強也不是太弱，在這個區間裡，潛在競爭者設定 𝑝𝐸 ≈ 𝑐𝐼
的批發價無法誘導兩個零售商都違約。因此潛在競爭者必須降低批發價 𝑝𝐸，使
得兩個違約零售商的進貨成本下降、利潤增加，也使得單獨不違約的零售商面
對更大的成本劣勢；前者會提升（2.20）式的左邊，零售商 B 加入零售商 A 一
起違約時的利潤 (𝑝̅𝐵 − 𝑝𝐸 ) ⋅ 𝐷𝐵 (𝑝̅𝐵 , 𝑝̅𝐴 ) 、後者則降低（2.20）式的右邊，零售
商 B 堅持用 𝑝𝑚 的價格與既存廠商交易時的報酬。
當潛在競爭者必須用較低的批發價誘導零售商違約時，獨家交易具有促進
競爭的效果：較低的批發價進一步使零售商訂定較低的零售價、因此增加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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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需求量。Gratz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的結論因此提醒我們，在預期損失的
違約賠償之下衡量獨家交易的競爭效果，我們必須考慮下游零售業的競爭程度。
不同於 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在下游激烈競爭之下的結論，中等的競
爭程度反而會使獨家交易具有促進競爭的效果。
但是如同 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的論文，Gratz 與 Reisinger 兩位
教授在其分析中也並未考慮兩部定價。如果潛在競爭者能夠使用兩部定價，是
否仍需要以調整批發價的方式誘發違約？此外，降低批發價可能會使潛在競爭
者進入市場後的利潤下降（否則不需要獨家交易來「逼迫」潛在競爭者降價），
因此獨家交易仍然可能有妨礙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的反競爭效果。這兩點如何
影響 Gratz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於 2013 年文章中所得到的結論則有待學界的進
一步研究。

三、

獨家交易與投資誘因

以上的討論集中在獨家交易的妨害競爭效果。但是學界與實務界一向認知
到獨家交易也可能產生促進競爭效果，包括：解決雙重邊際的問題、解決零售
商在提供零售服務上的搭便車問題、促使廠商進行能提升交易價值的投資、以
及等等119。因此獨家交易的競爭效果必須根據合理原則加以判斷。但是獨家交

119

參見 Frasco 教授對於美國 1980 年代之前獨家交易契約案件的個案整理；Gregg Frasco,
Eexclusive Dealing: A Comprehensive Case Study (1991). 關於獨家交易實證效果的經典研究，參
見 Howard Marvel, “Exclusive Dealing,” 25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25 (1982); Benjamin
Klein, “Vertical Integration as Organizational Ownership: The Fisher Body-General Motors
Relationship Revisited,” 4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9-213 (1988); Scott
Masten and Edward Snyder, “United States versus United Shoe Machinery Corporation: On the
Merits,” 36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3-70 (1993). 實證方面的回顧文獻則請參見 Francine
Lafontaine and Margaret Slade, “Exclusive Contracts and Vertical Restraint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ublic Policy,” Handbook of Antitrust Economic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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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契約是否真地能夠提振廠商的投資誘因？甚至較高的投資是否必然促進效率？
近年來學界的一些研究都有不同看法。以下我們簡單介紹相關討論。
考慮既存廠商可以進行投資以提高產品對於買家（終端消費者）的價值，
例如既存廠商可以針對買家的特殊需求製作客製化的商品。但是由於客製化，
投資所增加的價值只適用於該買家；對於其他買家，這筆投資以及帶來的客製
化結果並不增加商品價值（但是也不減損價值）
。亦即這項投資為有限定對象的
專屬性投資（relationship-specific investments）
，如果買家最後決定不與既存廠商
交易，該投資的價值會全部流失。
專屬性投資很可能伴隨所謂的「箝制」、或者「套牢」（hold-up）問題、因
而減損既存廠商的投資誘因120。要讓負擔投資成本的既存賣家投資誘因達到社
會最適，則必須讓既存賣家享受相當的投資利益。但是在投資之後，買家可以
用拒絕交易或者與別家交易的威脅分潤投資利益。既存賣家為了保留專屬性投
資的價值，會屈從於買家的要求，因此只能得到較少的投資效益。預見投資之
後遭到買家「套牢」的窘境，既存賣家事先便會減少、甚至不投資。買家事後
的投機行為（opportunism）使得有助社會效益的投資無法進行。而直覺上來說，
獨家交易限定買家只能與既存賣家交易，限制了買家的投機行為，因此有助於
解決套牢問題，提高既存廠商的投資誘因。
在 2000 年的另外一篇重要論文中，Segal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指出這個直

120

套牢問題不限於只有既存廠商的投資，買家也可能進行限定既存廠商產品有效的專屬性投資，
例如發電廠（買家）可以將電廠（投資）蓋在煤礦（賣家）附近以節省運輸成本、提高交易價
值。Paul Joskow,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Long Term Contracts: The Case of Coal-Burning Electric
Generating Plants,” 1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33-80 (1985). 套牢問題是「交
易成本經濟學」（transaction costs economics）中的重要因素；參見後揭註 251 的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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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並不正確121。在我們熟悉的「既存賣家—潛在競爭者—買家」的市場結構（圖
2. 1）中，Segal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得出獨家交易無法影響專屬投資誘因的結
論；De Fontenay、Gans、與 Groves 等三位教授在 2010 年發表的文章中進一步
將這個「無影響」（irrelevance）的結果推廣到兩個賣家與兩個買家（但是買家
彼此無競爭）的情形122。De Meza 與 Selvaggi 兩位教授則是挑戰 Segal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的結論，認為獨家交易的確可以鼓勵專屬性投資123。但是 Fumagalli、
Motta,、以及 Rønde 等三位教授在 2012 年發表的論文中進一步指出，即便獨家
交易可以促進投資，卻也可能同時達到排除潛在競爭者進入的限制競爭結果124。
以下我們用簡單的例子說明 Segal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De Meza 與 Selvaggi
兩位教授、以及 Fumagalli 等三位教授分別提出的經濟邏輯125。
1、 談判與獨家契約的投資效果
我們首先比較 Segal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與 De Meza 與 Selvaggi 兩位教授

121

Ilya Segal and Michael Whinston, “Exclusive Contracts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 31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603-633 (2000).
122
Catherine de Fontenay, Joshua Gans, and Vivienne Groves, “Exclusivity, Competition and the
Irrelevance of Internal Investment,” 2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336-340
(2010).
123
David de Meza and Mariano Selvaggi, “Exclusive Contracts Foster Relationship Specific
Investment,” 38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85-97 (2007).
124
Chiara Fumagalli, Massimo Motta, and Thomas Rønde, “Exclusive Dealing: Investment
Promotion May Facilitate Inefficient Foreclosure,” 60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599-608
(2012).
125
Spier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在 1995 年的論文中納入不同的違約賠償、重新談判、以及專屬
性投資等因素，得到在約定違約賠償下既存廠商會過度投資的結論；前揭註 46。De Meza 與
Selvaggi 兩位教授在其模型的延伸中也考慮約類似情境；前揭註 123。Segal 與 Whinston 兩位教
授進一步區分投資的內部效果（internal effect）與外部效果 （external effect）；前揭註 121。前
者為純粹的專屬性投資，亦即投資的效果僅限定於既存廠商與買家之間的交易；後者則為投資
也能夠影響買家與其他賣家交易時的價值，此影響可能為正面（亦即投資具互補性，
complementary investment effort）或負面（投資具替代性，substitutable investment effect）。Segal
與 Whinston 教授在論文的表 1 列出在不同外部投資效果（互補或替代）與投資個體 （既存賣
家或買家投資）的組合下，獨家交易對於投資誘因的影響；Segal and Whinston (2000), supra note
121, p. 617.

100

兩個歧異的結果。根據之前對於套牢問題的描述，既存廠商投資誘因不足是因
為投資的好處一部分由買家享受，無法充分享受到投資的效益。獨家交易要能
提升投資誘因，就必須增加既存廠商能得到的投資利益。但是利益分配是透過
買賣雙方的談判過程決定；獨家交易無法直接決定利益該如何分配，而是透過
改變談判環境而間接影響分配。使用不同的談判模型來描述交易時的利益分配，
便可能產生獨家交易的不同效果。Segal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與 De Meza 與
Selvaggi 兩位教授的重要差別便在於此。由於兩者的產業結構不盡相同、完整的
談判模型分析也需要對賽局理論相當深入的認識，因此我們修改範例 2. 1，用
一個比較不一樣的簡化架構討論與比對 Segal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與 De Meza
與 Selvaggi 兩位教授的結果。
範例 2. 6＊
考慮既存廠商與一個特定買家之間的交易：特定買家最多只購買一單位商
品，如果與既存賣家購買，後者可以針對特定買家的需要客製化商品，使得特
定買家享受 3 + 𝑥 的商品價值（𝑥 > 0）
，客製化的成本 𝑖 ≥ 0 完全由既存賣家
負擔。如果不進行客製化，則產品價值為 3 、既存廠商也不需付出客製化成本
𝑖。市場上可能有其他賣家提供非客製化商品，若特定買家選擇與其他賣家交易，
則商品價值為 3。市場上也可能有其他買家，無論既存廠商是否針對特定買家
進行客製化，對於其他買家而言，既存廠商的產品價值為 3。因此既存廠商的
客製化支出為只對特定買家有效的專屬投資。若 𝑥 ≥ 𝑖，則投資能夠產生社會淨
效益。假設除了客製化的支出外，所有賣家都沒有其他生產成本。
由於客製化需要時間、同時產品價值為買家的主觀感受，既存廠商與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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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家無法簽訂契約、根據既存廠商是否客製化約定交易價格126。既存廠商只能
先決定是否進行投資、然後買賣雙方決定是否交易、以及談判交易價格，亦即
如何分享交易所產生的經濟利潤。
一般而言，談判結果（包括能否達成協議） 至少取決於三個因素：參與者
所能達成的協議或者共識（agreement）
；談判失敗、未達成協議時參與者的處境；
以及參與各方的談判力量（bargaining power）
。其中第一項是談判所希望達成的
目標。第二項又稱為談判參與者的其他選擇（outside option）或者威脅點（threat
point）
。因為如果有任何一個參與者從協議中得到的報酬低於未達成協議時的報
酬，他就不會同意該協議。因此談判成功必須保證每個參與者的報酬至少不低
於其外部選擇的報酬。第三項則決定了達成協議之後的利益如何在參與者之間
分配，談判力量越大者則分得的利益越多。針對既存賣家與特定買家之間的談
判，第一項、兩者能達成的協議即為同意（以某個價格）彼此交易。第二項為
既存賣家與特定買家分別與其他方交易時能得到的酬；Segal 與 Whinston 兩位
教授與 De Meza 與 Selvaggi 兩位教授在此有不同設定。我們根據兩篇文獻的模
型，連同第三項的設定一併說明。
首先考慮 Segal 以及 Whinston 兩位教授所提出的「無影響」（irrelevance）
結果127。假設除了既存廠商外，有一群其他賣家可以提供買家價值為 3 的（非

126

這裡並沒有資訊不對稱的問題，既存賣家知道是否進行客製化、特定買家在決定購買時也知
道商品價值為 3 或者 3 + 𝑥。無法根據專屬性投資的高低或有無簽訂契約是套牢問題的成因之
一，也是「不完全契約」（incomplete contract）相關文獻的標準假設。即便買賣雙方都可以觀
察到投資水準，如果無法由第三者在法庭上判斷、證明，亦即若投資具不可驗證性
（non-verifiable），便無法藉由法律體系保證有效投資水準。參見 Tirole 教授（1988，前揭註
9， chapter 1）與 Laffont 與 Martimort 兩位教授（2002，前揭註 38，chapter 9）對於箝制、或
者套牢問題與相關文獻的介紹。Hart 教授另有專書進行對不完全契約的討論、介紹；Oliver Hart,
Firms, Contract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1995).
127
Segal and Whinston (2000), supra note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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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商品，同時賣家之間的競爭會使得非客製商品價格為零。如果選擇不與
既存賣家交易，特定買家可與任一個其他賣家交易，得到報酬為 3；而既存賣
家若不與特定買家交易，不包含客製成本的報酬為零。圖 2. 9 為 Segal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所考慮的時序。上半部描述既存賣家與特定買家沒有簽訂獨
家交易契約時的決策順序：既存賣家首先決定是否進行專屬投資，亦即對特定
買家製作客製化商品（特定買家可得知既存賣家是否客製化）
；接著既存賣家與
特定買家根據以下的程序進行談判，雙方隨機決定誰可以提出交易條件，有 𝛽
的機率特定買家對既存賣家提出一個「不接受就拉倒」
（take-it-or-leave-it）的交
易價格、有 1 − 𝛽 的機率由既存賣家提出價格要求。但是如果談判失敗，特定
買家可以選擇與其他賣家購買非客製商品。圖 2. 9 的下半部加入獨家交易契約：
既存賣家與特定買家首先簽訂獨家交易限制雙方只能與彼此交易，因此在時點
2 中特定買家無法選擇其他賣家的商品。
之後的分析會發現在時點 2 設定─雙方可有一個固定機率提出交易條件，
對方若不接受則交易失敗─使得提案方占據極有利的位置。因此 𝛽 可以說是特
定買家的談判力、1 − 𝛽 是既存賣家的談判力。若 𝛽 越大則特定買家從交易中
得到的報酬越高、既存賣家的報酬越低128。

128

De Meza 與 Selvaggi 兩位教授的談判是由雙方依序提出條件、可無限期談判、但是談判有可
能忽然（外生性地）終止等結構逼近下的結果；前揭註 123。Segal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也提
出能支持其結果的對應談判架構。進一步的討論參見 De Meza 與 Selvaggi 兩位教授在文中對於
Segal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所使用的談判模型的批評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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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9 獨家交易不影響投資誘因

如果既存賣家與特定買家沒有簽訂獨家交易契約，而既存賣家進行客製化
投資，此時既存賣家與特定買家彼此交易可以產生 3 + 𝑥 的效益；特定買家與
其他賣家交易只能產生 3 的效益。在時點 2，有 𝛽 的機率是由特定買家提出
價格條件。由於既存賣家的其他選擇報酬為零，特定買家可以喊價到零，得到
所有的交易淨利 3 + 𝑥、既存賣家無法從投資得到任何回報。反之，有 1 − 𝛽 的
機率由既存賣家提出交易條件。但是特定買家與其他賣家的交易選擇使得既存
賣家的訂價無法過高；要讓特定買家願意購買客製化商品，其價格 𝑝 必須滿足
3+𝑥−𝑝 ≥3 ⟹

𝑝 ≤ 𝑥;

既存賣家最高只能定價到 𝑝 = 𝑥。在沒有獨家交易的保障下，既存賣家只有
1 − 𝛽 能享受投資的效益，投資之後的報酬為 (1 − 𝛽)𝑥 − 𝑖。而如果既存賣家不
進行客製化投資，在產品與其他賣家無差異的狀況下，獨存賣家沒有任何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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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得到報酬為零129。比較有投資與沒有投資的報酬，只有在滿足
(1 − 𝛽)𝑥 − 𝑖 ≥ 0 ⟹

(1 − 𝛽)𝑥 ≥ 𝑖

(2. 21)

的條件是既存賣家才會進行專屬性投資。與社會最適的投資決策（𝑥 ≥ 𝑖）相比
較，只要特定買家有一些談判力量（𝛽 > 0），既存賣家就會有投資誘因不足的
問題。當所需投資 𝑖 介於 𝑥 ≥ 𝑖 > (1 − 𝛽)𝑥 的範圍時，既存賣家不會從事能夠
提升社會效益的投資。這就是所謂的套牢、或者箝制問題。
如果既存賣家與特定買家先簽下了獨家交易契約，根據圖 2. 9 的下半部，
在談判時特定買家無法與其他賣家交易，因此特定買家的其他選擇報酬也變成
零。此時如果既存廠商進行專屬投資、而特定買家提出交易條件（機率為 𝛽），
因為獨家交易不影響既存廠商的其他交易機會，特定買家仍然能夠用零的價格
購得客製化商品；但是當輪到既存廠商提出交易條件，失去其他交易機會表示
特定買家要付出更高的代價才能取得客製化商品，既存賣家的定價 𝑝 只要滿足
3+𝑥−𝑝 ≥0 ⟹

𝑝≤3+𝑥

便能誘使特定買家購買。因此既存廠商可以提高定價為 𝑝 = 3 + 𝑥；投資後的報
酬也上升到 (1 − 𝛽)(3 + 𝑥) − 𝑖。同理，如果既存賣家不進行投資，在獨家交易
下由既存賣家提出交易價格時，即便同樣是未客製化商品，既存賣家可以定價
在 𝑝 = 3；因此不投資的報酬為 (1 − 𝛽) ⋅ 3。兩相比較，在獨家交易之下既存
賣家的投資條件為
(1 − 𝛽)(3 + 𝑥) − 𝑖 ≥ (1 − 𝛽) ⋅ 3 ⟹

(1 − 𝛽)𝑥 ≥ 𝑖 ;

即使有 1 − 𝛽 的機率是由既存賣家提出交易條件，特定買家仍然可以選擇與其他賣家交易
而保有 3 的消費者剩餘，因此在只能提供非客製商品的條件下，既存賣家只能用價格為零與特
定買家交易。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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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投資條件與（2.21）式相同。獨家交易雖然提高了既存賣家的報酬，但是卻
不會影響投資誘因。這是 Segal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所提出的「無影響」結果。
接下來我們說明 De Meza 與 Selvaggi 兩位教授的結果130。De Meza 與
Selvaggi 兩位教授使用的分析架構與 Segal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的模型有不少
差異，而重要的是在談判的設定上131：我們修改其他廠商的設定，令既存賣家
可以與其他買家交易、出售非客製化商品，但是特定買家沒有其他交易機會。
同時考慮時序如圖 2. 10。圖的上半部仍然描述既存賣家與特定買家沒有簽訂獨
家交易契約時的決策順序，但是與圖 2. 9 不同，我們假設既存賣家在決定是否
投資後先決定是否與其他買家交易（時點 1.5），如果選擇不交易，再與特定買
家談判（時點 2）
。因此時點 2 的談判失敗會使得雙方喪失所有交易機會。而在
時點 2，特定買家仍有 𝛽 的機率、既存賣家有 1 − 𝛽 的機率提出「不接受就
拉倒」（take-it-or-leave-it）的交易條件。圖 2. 10 的下半部加入獨家交易契約：
既存賣家與特定買家簽下獨家交易契約後，既存賣家無法享受時點 1.5 的交易
機會，雙方直接進入時點 2 的談判132。
當沒有獨家交易，無論既存賣家是否進行專屬性投資，在時點 1.5 一群其
他買家彼此競爭與既存賣家交易非客製商品保證既存賣家可以享有 3 的利潤。
如果既存賣家放棄這個交易機會，在時點 2 既存賣家與特定買家的其他選擇都
130

De Meza and Selvaggi (2007), supra note 123.
De Meza 與 Selvaggi 兩位教授考慮一個賣家對兩個買家，而其中一個買家可進行投資；此外，
無論有無簽定獨家交易契約，賣家出售商品後，買家都可以轉賣商品；前揭註。
132
區分時點 1.5 與時點 2 的設定是為了簡化分析，也是引入談判理論中所謂「其他選擇原則」
（outside option principle）的捷徑（shortcut）。Ken Binmore, Ariel Rubinstein, and Asher Wolinsky,
“The Nash Bargaining Solution in Economic Modelling,” 17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76-188
(1986). 在 Segal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以及 De Meza 與 Selvaggi 兩位教授所使用的模型裡，
既存賣家與特定買家同時決定與對方交易、或者與第三者交易。如果我們將圖 2. 9 中特定買家
與其他賣家的交易機會提前，移到時點 1.5，那麼獨家交易反而會降低投資誘因。參見 Segal
與 Whinston 兩位教授文中的討論；Segal and Whinston (2000), supra note 121, p. 608-609.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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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 獨家交易提升專屬性投資誘因

是不交易、報酬為零（不包含客製化成本）
，因此只有在有機會提出交易條件時
既存賣家才能得到任何收益：當兩者交易客製化商品時，有 1 − 𝛽 的機率既存
賣家可以將價格訂在 3 + 𝑥；當交易非客製化商品時，有 1 − 𝛽 的機率兩者會
以價格 3 成交；而無論商品是否客製化，
（有 𝛽 的機率）輪到特定買家提出價
格條件時，兩者會以零的價格成交。
這表示如果沒有進行專屬性投資，既存賣家會在時點 1.5 就賣掉非客製化
商品，得到報酬 3；延遲到時點 2 只能得到報酬 (1 − 𝛽) ⋅ 3。而如果進行專屬
性投資，既存賣家會選擇在時點 2 與特定買家交易，而非提前在時點 1.5 賣
掉的條件是 (1 − 𝛽)(3 + 𝑥) ≥ 3; 如果這個條件不滿足，那麼既存廠商在時點
1.5 賣掉的商品其價值與非客製化商品價值相同，因此在時點 1 沒有進行專屬
性投資的必要。而投資後既存廠商選擇與特定買家交易，考慮專屬性投資的成
本 𝑖，以及不進行投資的報酬 3，只有當
(1 − 𝛽)(3 + 𝑥) − 𝑖 ≥ 3 ⟹

(1 − 𝛽) ⋅ 𝑥 − 𝑖 ≥ 𝛽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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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2)

的條件成立既存賣家才會進行專屬性投資。
如果既存賣家與特定買家簽下獨家交易契約，既存賣家就無法在時點 1.5
先行賣出（客製或非客製）商品，只能在時點 2 與特定買家交易；見圖 2. 10
的下半部。按照之前的推論，不進行專屬性投資，兩者在時點 2 交易非客製化
商品，既存賣家可得報酬為 (1 − 𝛽) ⋅ 3；如果進行專屬性投資，兩者交易客製
化商品，既存賣家可得 (1 − 𝛽)(3 + 𝑥)，因此投資後的淨利為 (1 − 𝛽)(3 + 𝑥) − 𝑖。
兩相比較，在獨家交易契約之下既存賣家願意進行專屬性投資的條件為
(1 − 𝛽)(3 + 𝑥) − 𝑖 ≥ (1 − 𝛽) ⋅ 3 ⟹

(1 − 𝛽) ⋅ 𝑥 − 𝑖 ≥ 0;

(2. 23)

與（2.22）式比較，兩個投資條件在特定買家完全沒有談判力量 （𝛽 = 0）
時相同。但只要特定買家有一些談判力量 （1 > 𝛽 > 0），（2.23）式比（2.22）
式容易滿足。只要後者成立前者必然成立：只要既存廠商願意在沒有獨家交易
的時候投資，那麼簽下獨家交易契約不會減損投資意願。但是有可能發生（2.23）
式成立、
（2.22）式不成立的狀況：當(1 − 𝛽) ⋅ 𝑥 − 𝑖 介於 0 與 3𝛽 之間，既存
賣家只有在簽下獨家交易契約之後才會投資。因此 De Meza 與 Selvaggi 兩位教
授得出獨家交易可以提振投資誘因的結論。
2、 投資與排除進入
提升投資誘因常常被視為獨家交易能促進競爭的正面效果，但是 Fumagalli
等三位教授指出這個效果可以用來排除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133。在買家為最終
消費者、同時簽下獨家交易契約後無法違約的設定下，他們的分析包括幾個特
徵：（i）如果沒有投資機會，那麼芝加哥學派的論點成立，買家不會與既存賣

133

Fumagalli, Motta, and Rønde (2012), supra note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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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簽下獨家交易契約；（ii）獨家交易可以提升既存賣家的投資誘因，但是投資
後既存賣家不必然比潛在競爭者有效率。
當投資後既存賣家仍然比較無效率，亦即對買家而言，潛在競爭者的產品
仍然比較有價值，相較於獨家交易被禁止的狀況，獨家交易產生雙重的效率損
失。首先，比較有效率的廠商無法進入市場；其次，既存賣家的投資是為了達
到排除目的而進行，因此可是為一種競租行為。而當既存賣家的投資幅度可以
大到超越潛在競爭者的效率水準時， 既存賣家的投資誘因可能超過社會最適水
準、導致過度投資。以下我們用簡單的範例說明 Fumagalli 等三位教授 2012 年
論文的主要結果。
範例 2. 7＊
我們採用範例 2. 1 的產品設定，但是修改競爭過程。價格的決定不再是既
存賣家與潛在競爭者的價格競爭，而是如同範例 2. 6 的談判過程。假設在沒有
投資時，既存賣家的產品對買家而言可以產生 3 元的價值、潛在競爭者的產品
可以產生 3 + 𝑥 的價值。既存賣家可以花費 𝑖 的成本將產品價值提升為 3 + 𝑦。
如果 𝑦 > 𝑥 則投資使得既存賣家變得比較有效率；如果 𝑦 < 𝑥，則投資後潛在
競 爭 者 仍 然 比 較 有 效率 。 廠 商 沒 有 生 產 成本 ， 並 且 假 設 極 低 的進 入 成本
𝑓 = 𝜀 ≈ 0，因此只要有利潤潛在競爭者就會進入市場。
考慮圖 2. 11 的時序：既存賣家與買家首先決定是否簽定獨家交易，接著既
存賣家決定是否進行投資，用 𝑖 的代價將商品價值由 3 提高為 3 + 𝑦。在觀察
到既存賣家的商品價值後，如果沒有獨家交易的限制（如圖 2. 11 上半部），買
家首先與潛在競爭者談判是否交易，若無法達成交易，買家接者與既存賣家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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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1

投資與排除進入

判交易。在簽訂獨家交易後（如圖 2. 11 下半部），買家只能與既存賣家談判、
交易。進行談判時，無論賣家是潛在競爭者或者既存賣家，買家都有 𝛽 的機率
可以提出交易價格、賣家提出交易條件的機率則為 1 − 𝛽。
我們首先考慮在沒有投資機會、既存賣家的產品價值維持在 3 的情況下，
芝加哥學派的結論什麼時後成立。無論是否有簽定獨家交易契約，在時點 2 的
談判，既存賣家與買家都不再有其他交易機會。因此當有機會提出交易條件時，
買家會將價格設定在零、既存賣家會將價格設定在 3。根據買家出價的機率 𝛽，
從時點 2 的談判買家可以得到的預期報酬為 𝛽 ⋅ (3 − 0) = 3𝛽；由於獨家交易
使得買家喪失其他交易機會，這也是獨家交易之下的買家報酬。而如果不簽獨
家交易契約，在時點 1.5 買家可以試著與潛在競爭者交易，此時潛在競爭者的
其他選擇為不交易、因此報酬為零；但是買家的其他選擇為等到時點 2 與既存
賣家交易，因此其他選得報酬為 3𝛽。當買家提出交易價格時，仍會將價格設定
為零；輪到潛在競爭者出價時，潛在競爭者無法將價格提高到 3 + 𝑥，而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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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買家享受至少 3𝛽 的消費者剩餘，亦即價格 𝑝𝐸 必須滿足
3 + 𝑥 − 𝑝𝐸 ≥ 3𝛽 ⟹

𝑝𝐸 ≤ 3(1 − 𝛽) + 𝑥;

(2. 24)

潛在競爭者會將價格設在 𝑝𝐸 = 3(1 − 𝛽) + 𝑥 > 0。因此進入市場後，潛在競爭
者可以享受 (1 − 𝛽) ⋅ 𝑝𝐸 > 0 的預期利潤；潛在競爭者願意進入市場。而拒絕
簽定獨家交易契約可以使買家在時點 1.5 與潛在競爭者交易，享受
𝛽 ⋅ (3 + 𝑥 − 0) + (1 − 𝛽)(3 + 𝑥 − 𝑝𝐸 ) = 𝛽 ⋅ (3 + 𝑥) + (1 − 𝛽) ⋅ 3𝛽
的消費者剩餘。與獨家交易之下的消費者剩餘 3𝛽 比較，買家需要至少
𝛽 ⋅ (3 + 𝑥) + (1 − 𝛽) ⋅ 3𝛽 − 3𝛽
的補償才願意簽定獨家交易契約。而既存賣家只有在簽下獨家交易後可以享受
(1 − 𝛽) ⋅ 3 的利潤，沒有獨家契約時買家不會與既存賣家交易。因此既存賣家
最多願意付出 3(1 − 𝛽) 的簽約金。如果買家要求的最低補償高於既存賣家的
最大願付補償，𝛽 ⋅ (3 + 𝑥) + (1 − 𝛽) ⋅ 3𝛽 − 3𝛽 > 3(1 − 𝛽)，或者
𝛽 ⋅ (3 + 𝑥) + (1 − 𝛽) ⋅ 3𝛽 > 3

(2. 25)

那麼芝加哥學派的論點成立，既存賣家無法說服買家簽下獨家交易契約。（2.25）
式的成立需要買家具有足夠的談判力量，亦即 𝛽 數值必須夠大134。從極端的情
況來看，當 𝛽 = 0 時無法滿足（2.25）式，既存賣家與買家可以簽定獨家交易
契約；反之當 𝛽 = 1 時（2.25）式必然成立。從直覺來理解，芝加哥學派的結
論取決於（2.2）式是否成立，在這個例子裡，簽訂獨家交易後潛在競爭者無法
進入市場，既存賣家與買家彼此交易、瓜分產品消費的效益 3，（2.2）式的左
邊為 𝜋𝐼𝑚 + 𝐶𝑆 𝑚 = 3，不受到談判力量的影響。若 𝛽 提高則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𝑚
使用微分的方式判斷可得出（2.25）式的左邊為 𝛽 的遞增函數：d [𝛽(3 + 𝑥) + 3𝛽(1 −
𝛽)]/d𝛽 = 𝑥 + 6(1 − 𝛽) > 0；因此 𝛽 值越大越容易滿足（2.25）式。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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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既存賣家利潤 𝜋𝐼𝑚 下降，但是總和不變。而在沒有簽訂獨家交易時，潛
在競爭者進入市場，既存賣家利潤為零，因此（2.2）式的右邊成為 𝜋𝐼𝑐 + 𝐶𝑆 𝑐 =
𝐶𝑆 𝑐。但是買家能從與潛在競爭者的交易獲得多少消費者剩餘取決於談判力量，
尤其當後者決定價格時，買家的談判力量越大、𝛽 越高，潛在競爭者的定價越
低（見（2.24）式），因此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𝑐 越大，（2.2）式越容易滿足，芝加
哥學派的論點越可能成立。
其次，考慮能夠極大化社會利益的投資決策：由於潛在競爭者的進入成本
極低，在沒有生產成本的假設下，買家能夠享受潛在競爭者產品的社會成本幾
乎為零。如果 𝑦 > 𝑥，既存賣家的投資 𝑖 可以使買家能享受的產品價值由 3 + 𝑥
提升到 3 + 𝑦，產生 𝑦 − 𝑥 的效益。在效益大於成本（𝑦 − 𝑥 ≥ 𝑖） 時才投資能
夠符合社會最大利益。而如果 𝑦 < 𝑥，無論有無投資，買家能夠享受的最好產
品都來自於潛在競爭者，因此既存賣家的投資只會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
我們接下來區分 𝑦 < 𝑥 與 𝑦 > 𝑥 兩種情況考慮獨家交易對投資誘因的影
響，以及競爭效果。當 𝑦 < 𝑥，無論是否進行投資，既存賣家的產品價值都低
於潛在競爭者的產品。如果沒有獨家交易契約，在時點 2 的談判中買家能得到
的報酬視既存賣家是否進行投資而定。如果有投資，商品價值為 3 + 𝑦，則買
家可以得到報酬 𝛽 ⋅ (3 + 𝑦)；如果沒有投資，商品價值為 3，則買家報酬為 𝛽 ⋅ 3。
在時點 1.5，買家會以時點 2 的報酬作為其他選擇報酬，與潛在賣家談判。但
是由於潛在競爭者的產品價值較高，3 + 𝑥 > 3 + 𝑦 > 3，無論既存賣家是否投
資，買家都會在這個階段就與潛在競爭者交易：當買家出價時，會將價格定在
零，享受整個商品價值 3 + 𝑥；當潛在競爭者出價時，按照同樣的分析其價格
𝑝𝐸 也必須讓買家享受 3𝛽 或者 (3 + 𝑦)𝛽 的消費者剩餘。亦即如果既存賣家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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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投資，則價格必須滿足（2.24）式；如果既存賣家有投資，則價格必須滿足
3 + 𝑥 − 𝑝𝐸 ≥ (3 + 𝑦)𝛽 ⟹

𝑝𝐸 ≤ 3(1 − 𝛽) + 𝑥 − 𝛽𝑦;

(2. 26)

由於 𝑦 < 𝑥 以及 𝛽 ≤ 1，潛在競爭者有利可圖，𝑝𝐸 = 3(1 − 𝛽) + 𝑥 − 𝛽𝑦 > 0。
因此在沒有獨家交易之下，潛在競爭者會進入市場，既存賣家即便投資也無法
賣出商品，因此不會投資。使用（2.2）式的符號，買家的消費者剩餘為
𝐶𝑆 𝑐 = 𝛽(3 + 𝑥) + (1 − 𝛽) ⋅ 3𝛽;
而既存賣家的利潤為零，𝜋𝐼𝑐 = 0。
簽下獨家交易契約之後，買家只有在時點 2 能夠與既存賣家交易，交易雙
方只有在輪到自己喊價時能夠攫取整個產品價值。因此不投資時既存賣家的淨
利潤為 (1 − 𝛽) ⋅ 3；投資後的淨利潤為 (1 − 𝛽)(3 + 𝑦) − 𝑖。既存賣家願意投資
的條件為
(1 − 𝛽)(3 + 𝑦) − 𝑖 ≥ (1 − 𝛽) ⋅ 3 ⟹

(1 − 𝛽)𝑦 ≥ 𝑖;

(2. 27)

此 時 買 家 的 消 費 者 剩 餘 為 𝐶𝑆 𝑚 = 𝛽(3 + 𝑦) 、 既 存 賣 家 利 潤 為 𝜋𝐼𝑚 = (1 −
𝛽)(3 + 𝑦) − 𝑖。根據 （2.2）式的推論，若
𝜋𝐼𝑚 + 𝐶𝑆 𝑚 = 3 + 𝑦 − 𝑖 > 𝜋𝐼𝑐 + 𝐶𝑆 𝑐 = 𝛽(3 + 𝑥) + (1 − 𝛽)3𝛽

(2. 28)

的條件成立，既存賣家就可以與買家簽下獨家交易契約，潛在競爭者不會進入
市場。因此，當（2.25）、（2.27）、與（2.28）式成立，便會發生以下狀況：
（2.25）式導致在沒有投資的情形下既存賣家與買家不會簽訂獨家交易契約；
（2.27）式保證獨家交易之下既存賣家有較高的投資意願；而根據（2.28）式，
較高的投資使得既存賣家與買家可以簽下獨家交易契約。Fumagalli 等三位教授
指出，由於 𝑦 < 𝑥，既存賣家的投資完全是社會損失，但是藉由促進投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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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存賣家與買家可以簽訂獨家交易，排除較有效率的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135。
由之前的討論，（2.25）式只有在 𝛽 夠大時才能成立；（2.27）式則需要
𝛽 夠小。此外，（2.28）式可以進一步改寫成
3(1 − 𝛽)2 + (1 − 𝛽)𝑦 − 𝑖 > 𝛽(𝑥 − 𝑦);
也只有在 𝛽 夠小時才能成立。比對（2.25）式與（2.28）式，兩者其實都隱含
（2.2）式的邏輯：（2.25）式來自於沒有投資時、（2.2）式成立的狀況；而（2.28）
式為有投資時、
（2.2）式不成立的狀況。由於 𝜋𝐼𝑚 + 𝐶𝑆 𝑚 不受談判力量的影響，
只有 𝜋𝐼𝑐 + 𝐶𝑆 𝑐 = 𝐶𝑆 𝑐 隨著買家的談判力量 𝛽 增強而上升。因此只有當 𝛽 介
於一個中間範圍時才能同時滿足（2.25）式與（2.28）式136。延續之前的直覺討
論，既存賣家的投資使得既存賣家與買家之間交易產生的價值增加 𝜋𝐼𝑚 + 𝐶𝑆 𝑚 ，
而在買家的談判力量不夠強、𝛽 不夠大，即便潛在競爭者的產品價值較高，買
家也無法從與潛在競爭者的交易中獲取太多消費者剩餘（𝐶𝑆 𝑐 ），因此既存賣家
的投資能夠促使買家簽下獨家交易契約，將剩餘保留在既存賣家與買家的「聯
盟」裡。
最後考慮 𝑦 > 𝑥 的情形，亦即既存賣家可以藉由投資提升商品價值、超過
潛在競爭者的產品價值。使用相同的分析方式，在時點 2，買家預期得到的報
酬為 3𝛽 （當既存賣家不投資）或 (3 + 𝑦)𝛽 （當既存賣家投資）。當沒有獨
家交易契約，買家可以在時點 1.5 與潛在競爭者交易時，潛在競爭者的喊價能
力仍然受到買家其他選擇報酬的影響。但是與之前不一樣的是，如果既存賣家
投資後產品價值增加程度 𝑦 夠大，潛在競爭者無法提供買家滿意的價格：面對
135

Fumagalli, Motta, and Rønde (2012), supra note 124.
Fumagalli 等三位教授的分析主要考慮 𝛽 = 1/2 的狀況，同時假設既存賣家、買家、與潛在
競爭者同時進行交易談判，因此在沒有投資時，芝加哥學派的結論恆成立；前揭註 12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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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家未來與既存賣家交易價值為 3 + 𝑦 的商品的機會，如果 （2.26）式中
3(1 − 𝛽) + 𝑥 − 𝛽𝑦 < 0，潛在競爭者必須補貼買家才能達成交易 137。即便沒有
獨家交易，買家不會與潛在競爭者交易、後者因此不會進入市場。既存賣家也
沒有必要與買家簽訂獨家交易契約。
假設 𝑦 > 𝑥 但是 3(1 − 𝛽) + 𝑥 − 𝛽𝑦 > 0。因此，在沒有獨家交易之下，即
使既存賣家有投資，潛在競爭者仍然能夠在時點 1.5 與買家交易。按照之前的
推論，既存賣家不會進行投資，得到報酬為 𝜋𝐼𝑐 = 0、買家可享受的報酬則為
𝐶𝑆 𝑐 = 𝛽(3 + 𝑥) + (1 − 𝛽) ⋅ 3𝛽。而如果簽訂獨家交易契約，潛在競爭者不會進
入市場、既存賣家願意投資的條件仍然為（2.27）式；能夠簽訂獨家交易的條件
也是（2.28）式。
與 𝑦 < 𝑥 時的結論稍有不同，當 𝑦 > 𝑥 時獨家交易仍然提高既存賣家的
投資誘因，但是投資後的既存賣家變得比潛在競爭者更有效率、產品更有價值，
因此獨家交易並未排除較有效率的進入。但是與社會最適決策相比較，既存賣
家會在 (1 − 𝛽)𝑦 ≥ 𝑖 時進行投資、社會效益要求 𝑦 − 𝑥 ≥ 𝑖 時投資。因此當
(1 − 𝛽)𝑦 > 𝑦 − 𝑥、或者 𝑥 > 𝛽𝑦 時，獨家交易會誘使既存賣家過度投資。

四、

小結

在這一節我們首先回顧芝加哥學派的理論，指出獨占廠商無法補償買家（或
者消費者）從市場競爭得來的利益，因此不能藉由獨家交易封鎖市場、排除進

即使輪到買家喊價、用零的價格與潛在競爭者交易，所得到的消費者剩餘 3 + 𝑥 在同一個
條件下也小於時點 2 所能得到的預期報酬。亦即 3 + 𝑥 < 𝛽(3 + 𝑦) 與 3(1 − 𝛽) + 𝑥 − 𝛽𝑦 < 0
兩個條件相同。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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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取得更高利潤138；接著討論經濟學家所發展的不同觀點。主要結果為：


獨家交易中的違約處置、尤其是約定違約賠償，可能會導致部分比較
有效率的競爭者無法進入市場。原因是違約賠償表面上是由違反獨家
交易契約、與競爭者交易的一方支付，但是實際上，競爭者為了爭取
交易機會，必須提出比較好的交易條件以充分補償違約的一方。因此
約定違約賠償會使得競爭者進入市場後的利潤下降、進而降低進入市
場的誘因。
雖然獨占廠商設定違約賠償的目的並不再於排除進入、而是藉由約定
違約賠償汲取競爭者的效率利得（efficiency gains），但是若簽訂獨家
交易時具有不確定性，獨占廠商無法明確得知競爭者的生產技術（或
者 生 產 成 本 ）， 則 約 定 違 約 賠 償 會 造 成 排 除 進 入 的 「 連 帶 損 害 」
（collateral damage）139。



當買家數量眾多、並且彼此難以協調、整合，獨占廠商可以利用買家
之間的協調問題簽下獨家交易，排除競爭者進入市場。直覺來說，進
入市場、產生競爭具有公共財的性質，個別的買家都能從競爭者進入
市場得到好處、但是也沒有單獨買家夠得到所有競爭帶來的效益。因
此個別買家在決定是否接受獨家交易契約時，並不會考慮自己的行為
對於其他買家的外部性，亦即接受獨家交易增加了競爭者進入市場的
困難度、使得其他買家難以享受競爭帶來的好處。獨占廠商甚至可以
幾乎不需要補償買家、不花任何分文排除競爭140。

138
139
140

Ponser (1976) and Bork (1993), supra note 3.
Aghion and Bolton (1987), supra note 21.
Rasmusen et al. (1991), supra note 61; Segal and Whinston (2000), supra note 62.

116



在「製造商/供應商—零售商/分銷商—終端消費者」的市場結構下，
獨家交易的市場封鎖效果仍然未有定論、可能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
例如如果零售商可能因為沒有生意而退出市場，則芝加哥學派的理論
成立141；但是如果零售商在這個情形下仍然留在市場，則製造商可以
使用獨家交易排除進入142。此外，某些市場因素（例如競爭者之間的
競爭143）也會增加以獨家交易排除競爭的難度。原因是在這個競爭結
構下，競爭者只需要一個零售通路便能進入市場，而獨占廠商需要簽
下所有零售商才能排除競爭。若零售商相信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成
為競爭者的唯一通路可以取得的利潤越高，則零售商越沒有動機簽下
獨家交易契約；或者獨占廠商需要提供越高的簽約金，以獨家交易排
除進入的代價越高。這個較複雜、但是較符合實際狀況的市場結構，
仍然有待經濟學家進一步研究。



獨家交易未必能夠提升廠商對於專屬性投資的投資意願，須取決投資
的效益如何在不同市場參與者之間分享144。即便能夠鼓勵投資，這個
效果也可能協助獨占廠商達到排除競爭的市場封鎖目的145。亦即有可
能發生獨家交易鼓勵獨占廠商進行投資，提高產品的消費效益，但是
投資後獨占廠商仍然比潛在競爭者無效率。獨家交易的鼓勵投資效果
可能會使獨占廠商進行不具社會效益的投資、也排除較有效率的競爭
者進入市場。

141
142
143
144
145

Fumagalli and Motta (2006), supra note 73.
Abito and Wright (2008), supra note 76.
Kitamura (2010), supra note 76.
Segal and Whinston (2000), supra note 121; De Meza and Selvaggi (2008), supra note 123.
Fumagalli et al. (2012), supra note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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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2 搭售的市場結構

第二節

水平封鎖：搭售

與獨家交易類似，搭售也是一種對購買行為的限制：賣家要求想購買某一
產品（搭售產品，tying goods）的買家也必須、且只能向其購買另一產品（被搭
售產品，tied goods）146。參見圖 2. 12：既存賣家出售 A 與 B 兩的商品，若既
存賣家要求購買商品 A 的消費者也購買 B，則構成搭售行為，並以商品 A 為搭
售產品、商品 B 為被搭售產品。
與法律用語稍有不同，在經濟文獻中，綑綁（bundling）行為指涉賣家直接
將兩個商品包裹販售，並可進一步區分為「單純綑綁」（pure bundling）與「混
和綑綁」
（mixed bundling）
，兩者的差異為廠商是否提供產品單獨販賣。例如當
A 為主菜、B 為甜點，如果餐廳只提供套餐的點餐方式（必須 A 與 B 一起購買），

146

獨家交易則是要求買家不得向其他賣家購買同一產品。但是兩種樣態在分析上具有一些共通
性；Posner:“Exclusive dealing ties distribution to manufacturing; equivalently, tying is exclusive
dealing in the tied product.” Posner (2005), supra note 13, p.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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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單純綑綁；但是如果除了套餐之外，消費者也可以單點包含在套餐中的各
品項（可以只消費主菜、或只消費甜點）
，則為混合綑綁。一般而言，搭售與（單
純）綑綁的差別是兩商品的購買數量是否具固定比例的關係。由於包裹販售，
綑綁中 A 與 B 商品的購買比例維持固定；但是搭售並沒有這個要求，甚至買家
可以只購買被搭售商品。例如當購買汽車、冰箱、印表機等耐久財（durable goods）
時，廠商往往限定原廠維修（maintenance）或使用原廠零件（spare parts）147。
在這個例子裡汽車、冰箱、印表機等即為搭售商品，而維修與零件則為被搭售
商品。兩者的購買或消費比例則受到消費習慣、產品品質、產品週期與下一代
產品的推出等因素影響148。
廠商有多種達成搭售的方法：廠商可以直接以契約要求的方式禁止買家向
別的廠商購買搭售品，例如電影院、觀賞球賽、遊樂場所等禁帶外食，即是用
「商家規定」
、亦即契約方式要求消費者若想入場看電影、球賽、或者遊憩等（搭
售商品）
，也只能向經營場所的商家購買、滿足飲食需求（被搭售商品）149。而
連鎖商店（franchising）的經營模式也常常要求加盟店（franchisee）向總店
（franchisor）購買重要原料（被搭售商品）
，此時的搭售商品為連鎖商店的招牌
或商譽（brand name、trademark）150。廠商也可以使用價格誘因或者「綑綁折扣」
（bundled discounts）達到搭售的效果，例如觀光地區的旅館往往無法禁止旅客
在旅館附設餐廳以外的地點消費，因此以提供優惠的方式鼓勵住宿（搭售商品）

147

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Inc., 112 S. Ct. 2072 (1992).
關於產業經濟學對於搭售與綑綁的的定義，參見 Carlton 與 Perloff 教授的教科書；Dennis
Carlton and Jeffrey Perloff, Moder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4th ed., p. 319-321 (2005).
149
參見陳俊廷，「營業場所禁帶外食行為於公平交易法之適用觀點」，公平交易季刊，第 10
卷第 4 期，109-148（2002）。
150
Queen City Pizza, Inc. v. Domino’s Pizza, Inc., 124 F. 3d 430 (3d Cir. 1997). 關於連鎖契約中的
搭售分析，參見 Benjamin Klein and Lester Saft,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Franchise Tying
Contracts,” 28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45-361 (1985).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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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在旅館餐廳用餐（被搭售商品）
；又如「買 A （搭售商品）送 B （被搭售
商品，折扣至零元）」
、
「加一元多一件 （被搭售商品）」
、
「紅標、綠標」商品等
等促銷活動。此外，產品設計也是常見的搭售或綑綁手法。例如左腳鞋與右腳
鞋、鞋子與鞋帶、車子的車體與各部位零件 （輪胎、音響、空調等等）、電腦
的主機板與周邊設備、一份報紙的不同版面、一份雜誌的不同專欄、醫院中的
手術與麻醉151、旅館的過夜與清潔服務等等，許多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一個商
品」
，其實都是廠商將不同部分組合、配置好之後一併呈現、綑綁販賣給消費者
152

。事實上，產業或者交易習慣的演變對於將不同功能的組合視為一個商品或

是不同商品的綑綁也有影響。在近年來最重要的競爭法案例之一—微軟案中，
微軟將不同應用軟體與個人電腦作業系統（operation system）的搭售成為爭訟
焦點之一：在美國，微軟被控告將瀏覽器（browser）與作業系統搭售153、在歐
洲則是多媒體撥放軟體 （media player） 與作業系統搭售154。暫且不論這些行
為的競爭效果，將不同功能整合在一個軟體中其實是軟體業發展的常態155。例
如現在的文書處理軟體都附有拼字與文法檢查功能，但是在早期文法檢查是作
為獨立商品販賣、且有多個廠商競爭的個別產業156。
151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v. Hyde, 466 U.S. 2 (1984).
根據定義，搭售必然涉及多個產品市場，但是 Carlton 與 Waldman 教授強調：“Indeed, any
product can be viewed as a bundle of tied characteristics.” Dennis Carlton and Michael Waldman,
“Tying,” 3 Issues i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1860 (2008). 除了 Rey 與 Tirole 兩位教授（2006;
supra note3）
、以及 Whinston 教授
（2006; supra note1）
的兩篇回顧文章，本節亦參考 Dennis Carlton
and Michael Waldman, “How Economics Can Improve Antitrust Doctrine towards Tie-In Sales,” 1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27-40 (2005); Barry Nalebuff, “Tied and True Exclusion: Comment
on Jean Tirole’s “The Analysis of Tying Cases: A Primer,”” 1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41-53 (2005); Jean Tirole, “The Analysis of Tying Cases: A Primer,” 1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1-25 (2005); Alden Abbott and Joshua Wright, “Antitrust Analysis of Tying
Arrangements and Exclusive Dealing,” 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183-212 (2010).
153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oration, 253 F.3d 34 (D.C. Cir. 2001).
154
Case COMP/C-3/37.792 Microsoft, 24 March 2004.
155
Gregory Sidak, “An Antitrust Rule for Software Integration”, 18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1-83
(2001).
156
Robert Hahn, Antitrust Policy and Vertical Restraints, 5 (2006). Carlton 與 Waldman 教授統計在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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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認到搭售與綑綁實為商業活動的常見方法，當代經濟學家在評論其競爭
效果時必然強調我們不可忽視搭售帶來的效率進步：例如左腳鞋與右腳鞋、鞋
子與鞋帶一起銷售、以及電腦或汽車組裝好販賣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包括消費
者的搜尋成本（search cost）、廠商的流通或配送成本（distribution cost）、以及
避免零件不相容（incompatibility）而發生的成本；連鎖業為了保證品質、維護
聲譽而必須限制加盟店的用料來源；印表機要求使用原廠墨水、複雜機械要求
原廠維修可能是為了保證運作品質等等157。
此外，搭售也常被視為協助廠商進行價格歧視（price discrimination）
、或者
測度消費者使用價值並據此定價（meter pricing）的方法158。比較頻繁使用印表
機的消費者可能對於「列印」這項服務有較高的願付價格，也會較常更換墨水；

其 2011 年論文發表當時的 Windows 版本，Windows 7，內建、或者綑綁了至少有 Internet Explorer
（瀏覽器 browser）
、Windows Media Player（多媒體播放程式）
、Windows Media Center、Windows
DVD Maker、WorkPad、Calculator、以及 Sticky Notes 等應用程式； Dennis Carlton and Michael
Waldman, “Upgrades, and Switching Costs and the Leverage Theory of Tying,” 122 Economic
Journal, footnote 5, 677 (2011).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綑綁是微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Nalebuff:
“One of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ers of our modern economy is the competitive success achieved by
product bundles, Microsoft Office being the case in point. It has achieved a commanding market share
over previously dominant firms selling individual software applications, such as WordPerfect, Quattro
or Lotus, Adobe PageMill, and Harvard Graphics.” Barry Nalebuff, “Competing against Bundles,”
Incentives, Organization, and Public Economics, 1 (2000). 這也許是微軟採用的所謂「embrace,
extend, extinguish」策略的一部分； Joshua Gans, “Remedies for Tying in Computer Applications,”
2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505-512 (2011). 參見美國司法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在美國微軟案的事實發現，網址（最後瀏覽於 2017 年 8 月 31 日）:
https://www.justice.gov/atr/us-v-microsoft-proposed-findings-fact-2.
157
Ward Bowman, “Tying Arrangements and the Leverage Problem,” 67 Yale Law Journal, 19-36
(1957); Posner (1976), supra note 3, chapter 8; Bork (1993), supra note 3, chapter 19; Carlton and
Waldman (2005), supra note 152; Tirole (2005), supra note 152; Roger Blair and David Kaserman,
Antitrust Economics, 2nd ed., chapter 18 (2009). 此外，Dana 與 Spier 兩位教授的一篇近期文章考
慮綑綁對於廠商提升品質誘因的影響，我們將在本節結束前做一簡要說明； James Dana Jr. and
Kathryn Spier, “Do Tying, Bundling, and Other Purchase Restraints Increase Product Quality?” 4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42–147 (2015).
158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 v. United States, 298 U.S. 131 (1936). 價格歧視的福利
效果一向極難判斷。例如當某些市場過小時，若無法進行價格歧視、針對這個市場隔離出一個
較低價格，並且防止其他市場的消費者「套利」（arbitrage），用較低價格購買，則廠商往往會
定價在較高的水準，使得這個較小市場的消費者不願購買。此時價格歧視會提高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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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較不常使用的消費者可能願付價格價低、也比較少更換墨水。印表機廠商
可以降低印表機價格、提高墨水價格來區隔、
「吃下」這兩類消費者：由於印表
機價格下降、同時不常用墨水，願付價格低的消費者會願意購買；而廠商可以
透過較高的墨水價格從願付價格較高的消費者身上賺取利潤。但是廠商能夠這
麼做的前提是消費者無法從別處取得墨水，亦即廠商必須進行搭售。
在競爭法的發展上，自從美國於 1914 年通過克萊登法（Clayton Act）後，
法院對搭售的態度趨向嚴苛，列入「當然違法」的範疇159。早期的搭售案例有
不少與專利（patents）有關：專利權所有人要求想要購買有專利保護的 A 商品
（搭售商品）的買家也必須向專利權人購買沒有專利保護、或者專利權已經過
期（expired）的 B 商品（被搭售商品）
。例如在 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mpany
v. Universal Film Manufacturing Company 一案中 160 ，專利所有權人 Motion
Picture 在放映機（projecting machine）專利有效、但是底片（film）專利已經失
效後，仍然要求商家不得使用其他家的底片。Clarke 大法官在其執筆的主要意
見書中認為：
Such a restriction is invalid because such a film is obviously not any part of
the invention of the patent in suit; because it is an attempt, without statutory
warrant, to continue the patent monopoly in this particular character of film
after it has expired, and because to enforce it would be to create a monopoly
in the manufacture and use of moving picture films, wholly outside of the

159

參見 Bork 教授在其競爭法名著中對於美國搭售案例發展的討論；Bork (1993), supra note 3,
chapter 19. Blair 與 Kaserman 教授在其反托拉斯經濟學教科書也提供較近期的美國案例分析；
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57, chapter 18.
160
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mpany v. Universal Film Manufacturing Company, 243 U.S. 502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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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in suit and of the patent law as we have interpreted it.
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搭售案件受到這個思維所主宰（Bowman, 1957）161，
亦即法院所發展出來的「槓桿理論」（leverage theory）：廠商藉由搭售將（專利
或其他方式所賦予）在 A 產品的獨占力量「延伸」至原本不具市場力量的 B 產
品市場162。

一、

單一獨占利潤理論

如同獨家交易，芝加哥學派也不認為搭售的主要目的在於市場封鎖或者排
除競爭。在與獨家交易的情形稍有不同，芝加哥學派並不認為獨占廠商無法使
用搭售，而是沒有誘因用搭售來排除競爭。換句話說，槓桿理論中描述的狀況
可能發生，卻對獨占廠商沒有好處163。例如 Posner 教授曾說明164：
A fatal weakness of the leverage theory is its inability to explain why a firm
with a monopoly of one product would want to monopolize complementary
products as well. It may seem obvious…, but since the products are by
hypothesis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one another…, it is not obvious at all. If
the price of the tied product is higher than the purchaser would have to pay
on the open market, the difference will represent an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161

Bowman (1958), supra note 157.
Bork: “The Court’s theory of tying and reciprocity is that they are means of extending power from
one market to another. When a seller of product A, the tying product, requires that purchasers also take
product B, the tied product, the Court assumes that some market power inheriting in A is extended or
transferred to B, so that the seller now has two monopolies or positions of strength in place of one.”
Bork (1993), supra note 3, p.365-366.
163
關於搭售是否能夠排除競爭，或者削弱被搭售產品市場的競爭程度，Tirole 教授列舉了以下
因素：若邊際成本越高、產品差異化（包括水平差異）可能性越低、或者產品越不具有多邊市
場特性（multisideness）則搭售對競爭的影響程度越大。 Tirole (2005), supra note 152.
164
Posner (1976), supra note 3. p. 173.
162

123

the final product or service to him, and he will demand less of it, and will
therefore buy less of the tying product. To illustrate, let a purchaser of data
processing be willing to pay up to $1 per unit of computation, requiring the
use of 1 second of machine time and 10 punch cards, each of which costs 10
cents to produce. The computer monopolist can rent the computer for 90
cents a second and allow the user to buy cards on the open market for 1 cent,
or, if tying is permitted, he can require the user to buy cards from him at 10
cents a card—but in that case he must reduce his machine rental charge to
nothing, so what has he gained?
芝加哥學派的想法又被稱之為「單一獨占利潤」理論。當兩個商品為完全互補
（perfect complements），亦即只有同時消費時才能產生任何價值（例如成對的
鞋子或襪子、電腦的軟體與硬體、作業系統與應用程式；或是在 Posner 的例子
裡，計算機時間與打孔卡）
，消費者購買兩個商品的意願取決於價格的加總、而
不是商品各自價格多寡。名義上，兩個商品即便在不同的市場各自交易，但是
完全互補的特性使得消費者只有一個總和的願付價格，因此實質上只有一條需
求線、一個獨占利潤。
芝加哥學派指出，當廠商掌握其中一個商品的獨占地位時，就能夠取得兩
個商品市場的獨占利潤，不需要、也無法延伸獨占力量來取得較高利潤；甚至
會希望另外一個商品可以由品質較高、較有效率的競爭者來提供。直覺來說，
由於產品為完全互補，掌握單一商品的獨占地位即掌握產生消費價值的關鍵，
獨占廠商可以提高獨占商品的價格來獲取完整的獨占利潤。如果獨占廠商試著
以搭售（或其他方法）延伸市場力量至另外一個產品市場，排除在另外一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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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競爭者，這個行為本身並不會提高消費者對於兩個商品的整體評價，因此
無法提升獨占利潤。反之，如果競爭者比較有效率，能夠提供品質較高的產品，
排除競爭的市場封鎖行為將使得消費者的整體願付價格下降，獨占利潤隨之減
少。因此芝加哥學派強調獨占廠商沒有動機使用搭售排除競爭。
以下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案例作進一步說明。
範例 2. 8
考慮圖 2. 12 的市場結構：既存賣家銷售 A、B 兩商品；另外有一個潛在競
爭者可以在花費進入成本 𝑓 後進入 B 產品市場。但是潛在競爭者無法進入 A
產品市場（例如既存賣家握有 A 產品的專利權，能夠有效行使禁制令，injunction，
來防止進入）
，因此 A 市場為獨占市場、B 市場在潛在競爭者進入後由兩家廠商
進行競爭。廠商沒有其他生產成本165。
A 與 B 兩商品對於消費者為完全互補166；消費者最多只買一單位的 A 與 B
商品。消費既存廠商的 A 與 B 產品可以產生 3 + 3 = 6 元的價值；但是如果結
合既存廠商的 A 產品與潛在競爭者的 B 產品，消費價值可以提升到 3 +
(3 + 𝑥) = 6 + 𝑥。令 𝑥 > 𝑓 ≥ 0，因此潛在競爭者（在 B 市場）較既存廠商更有
效率，可以提供較高品質的產品；並且進入市場後可以提升社會福利，產生
𝑥 − 𝑓 > 0 的效益。
165

更精確地說，我們假設兩個廠商的邊際生產成本為零。軟體業（software industry）特別適合
這個假設：銷售軟體的主要成本來自開發與測試軟體的固定成本；相較之下，一旦完成開發，
複製軟體的邊際成本極低、幾乎為零。
166
Whinston 教授在其 1990 年所發表的經典論文中指出這個分析的關鍵不在於完全互補的產品
性質，而是既存賣家的 A 產品是否為不可或缺（essential）
。如果市場上有較差的產品能取代 A、
或者 B 產品有其他獨立用途，芝加哥學派的論點都不成立，既存賣家會有動機進行搭售。此外，
Whinston 教授也指出即便兩商品為完全互補，如果 B 產品市場為寡占（oligopoly）、且生產技
術具有規模報酬特徵時，芝加哥學派結論也不成立。Michael Whinston, “Tying, Foreclosure, and
Exclusion,” 8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7-859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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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槓桿理論，如果既存賣家進行搭售，要求想購買 A 產品的消費者也必
須向既存賣家購買 B 產品，那麼消費者的確不會與潛在競爭者交易。即便潛在
競爭者的 B 產品品質較好，在搭售的限制下買了潛在競爭者的 B 產品就買不到
A 產品；而在完全互補的假設下，只有 B 產品、沒有 A 產品無法產生任何消費
的效益。因此搭售會使得消費者只與既存賣家交易；而在沒有顧客的預期下，
潛在競爭者不會花費任何進如成本。既存賣家的確可以用搭售排除競爭，然後
對消費者收取獨占價格 𝑝𝑚 = 6，此時消費者剩餘為零、既存賣家可以得到獨占
利潤 𝜋 𝑚 = 6。
但是芝加哥學派質疑：搭售能夠極大化既存賣家的利潤嗎？如果不進行搭
售，讓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雖然名義上既存賣家必須與潛在競爭者在 B 產品
市場競爭，但是利用完全互補、兩個產品必須一起消費才有價值的性質，既存
廠商反而可以藉由在 A 產品的獨占地位汲取（部分）潛在競爭者帶來的價值 𝑥。
因此既存廠商反而有動機鼓勵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不會用搭售來排除競爭。
要理解這個論點，假設在潛在競爭者進入 B 產品市場後，兩個廠商進行價
格競爭、同時決定產品價格。令既存廠商對 A、B 產品的定價分別為 𝑝𝐼𝐴 與 𝑝𝐼𝐵 ；
潛在競爭者對其 B 產品的定價為 𝑝𝐸 。我們要找出價格競爭下的 Nash 均衡，
同時證明在均衡時既存廠商的利潤會高於搭售之下的獨占利潤 6。
首先，廠商利潤受限於消費者的願付價格（消費者最多願意付出多少購買
產品）
。既存廠商的利潤大於 6 必然表示消費者購買的是潛在競爭者的 B 產品，
然後結合既存廠商的 A 產品，產生 6 + 𝑥 的價值。而消費者願意購買這個組合
的條件是
3 + (3 + 𝑥) − (𝑝𝐼𝐴 + 𝑝𝐸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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𝑝𝐼𝐴 + 𝑝𝐸 ≤ 6 + 𝑥,

(2. 29)

亦即消費者剩餘不為負值。其次，廠商定價同時必須防止消費者選擇搭配既存
賣家的 B 產品，否則消費者對 A 與 B 產品的整體願付價格會下跌到 6，既存廠
商的利潤無法大於 6。而要讓消費者不選擇既存買家的 B 產品的條件是
3 + (3 + 𝑥) − (𝑝𝐼𝐴 + 𝑝𝐸 ) ≥ 3 + 3 − (𝑝𝐼𝐴 + 𝑝𝐼𝐵 ) ⟹

𝑝𝐸 ≤ 𝑥 + 𝑝𝐼𝐵 ,
(2. 30)

亦即選擇潛在競爭者的 B 產品會產生較高的消費者剩餘。
若滿足這兩個條件，既存賣家只會售出 A 產品，得到利潤 𝑝𝐼𝐴 ；潛在競爭
者由於出售 B 產品，可得利潤 𝑝𝐸 。而由（2.29）式看來，兩廠商利潤總和的上
限是消費者願付價格 6 + 𝑥。如果潛在競爭者拿得越多、𝑝𝐸 越高，既存廠商能
夠分得的利潤就越少。另一方面，根據 （2.30）式，潛在競爭者的定價會受到
既存廠商對其 B 產品定價 𝑝𝐼𝐵 的限制，若 𝑝𝐼𝐵 越高則潛在競爭者越有漲價的空
間。因此即使不會出售 B 產品，既存廠商也會將其定價在 𝑝𝐼𝐵 = 0，以便壓縮潛
在競爭者的價格 𝑝𝐸 、提高自己在 A 產品的價格與獲利。
將既存賣家對其 B 產品的最適定價為零這個結果代入（2.30）式，同時令
（2.29）式的等號成立，亦即兩個廠商可以完整瓜分消費者的願付價格 6 + 𝑥，
則任何滿足 𝑝𝐼𝐴 + 𝑝𝐸 = 6 + 𝑥 與 𝑝𝐸 ≤ 𝑥 這兩個條件的價格 𝑝𝐼𝐴 與 𝑝𝐸 都是一
組價格均衡167。只要潛在競爭者無法充分享受其高品質產品帶來的效益，既存
廠商的 A 產品定價與利潤就會超過搭售之下的水準，亦即只要 𝑝𝐸 < 𝑥 就能保
證 𝑝𝐼𝐴 = 6 + 𝑥 − 𝑝𝐸 > 6。當然，潛在競爭者只有在利潤超過進入成本時才會進
入市場。因此只有滿足 𝑝𝐸 − 𝑓 ≥ 0，既存廠商才能夠享受超過 6 的利潤。
167

亦即我們有多重均衡解；這是此類價格競爭賽局的典型結果。 Janusz Ordover, Alan Sykes,
and Robert Willig, “Nonprice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 by Dominant Firms Toward the Producers of
Complementary Products,” Antitrust and Regulation: Essays in Memory of John J. McGowan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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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搭售的排除效果

如同獨家交易的發展，芝加哥學派的論證同樣改變了學界對槓桿理論的想
法、以及對搭售的認知。反應在競爭法實務的演進則是搭售案件逐漸往「合理
原則」的方向改變。之後隨著賽局理論的新工具發展，產業經濟學家回應芝加
哥學派的想法，提出新的觀點與模型推論獨占廠商有怎麼樣的動機使用搭售排
除競爭。我們以下介紹幾個主要模型。我們將討論集中在搭售的市場封鎖、或
者排除進入效果168。
168

關於使用搭售或綑綁的達到價格歧視效果的分析，參見 George Stigler, “United States v.
Loew’s Inc.: A Note on Block Booking,” 1963 Supreme Court Review, 152-157 (1963); William
Adams and Janet Yellen, “Commodity Bundling and the Burden of Monopoly,” 9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75-498 (1976); Richard Schmalensee, “Gaussian Demand and Commodity Bundling,”
57 Journal of Business, S211-S230 (1984); Preston McAfee, John McMillan, and Michael Whinston,
“Multiproduct Monopoly, Commodity Bundling, and Correlation of Values,” 104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371-383 (1989); Yannis Bakos and Eric Brynjolfsson, “Bundling Information Goods:
Pricing, Profits, and Efficiency,” 45 Management Science, 1613-1630 (1999); Hanming Fang and
Peter Norman, “To Bundle or Not to Bundle,” 37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946-963 (2006); John
Eckalbar, “Closed-Form Solutions to Bundling Problems,” 19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513-544 (2010); Yongming Chen and Michael Riordan, “Profitability of Product Bundling,”
54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Review, 35-57 (2013). 參見關於價格歧視的新近發展，參見 Mark
Armstron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Economics of Price Discrimination,” working paper (2006).
文獻亦有討論一個或多個廠商藉由搭售或綑綁造成產品差異化、改變既有廠商之間的競爭程度；
Jose Carbajo, David de Meza, and Daniel Seidmann, “A Strategic Motivation for Commodity
Bundling,” 38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283-298 (1990); Yongmin Chen, “Equilibrium
Product Bundling,” 70 Journal of Business, 85-103 (1997); Stephen Martin, “Strategic and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Bundling,” 62 Economic Letters, 371-376 (1999); Alain Egli, “On Stability in
Competition: Tying and Horizont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30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9-38 (2007); Andrea Mantovani, “The Strategic Effect of Bundling: A New Perspective,” 42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5-43 (2013); Sjaak Hurkens, Doh-Shin Jeon, and Domenico Menicucci,
“Dominance and Competitive Bundling,” working paper (2013); Jidong Zhou, “Competitive
Bundling,” 85 Econometrica, 145-172 (2017). 綑綁也與廠商的產品相容性決策以及研發決策有關；
Carmen Matutes and Pierre Regibeau, “Mix and Match: Product Compatibility without Network
Externalities,” 19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19-234 (1988); Carmen Matutes and Pierre
Regibeau, “Compatibility and Bundling of Complementary Goods in a Duopoly,” 40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37-54 (1992); Nicholas Economides, “Desirability of Compatibility in the
Absence of Network Externalities,” 79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65-1181 (1989); Jay Pil Choi,
“Preemptive R&D, Rent Dissipation, and the `Leverage Theory,’” 111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3-1181 (1996); Joseph Farrell, Hunter Monroe, and Garth Saloner, “The Vertical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Incompatibility versus Compatibility,” 7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143-182 (1998); Vincenzo Denicolò, “Compatibility and Bundling with
Generalist and Specialist Firms,” 48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177-188 (2000). 在生產過程

128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理論發展往往受到新興產業的影響、或者反映近年來
重要搭售案件中的關鍵議題；前述的微軟案就對不少研究帶來啟發。而微軟案
與新興產業的重要特徵，包括廠商的研發決策（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規
模經濟（scale economies）
、網路效果（network effect）169、以及產品升級（upgrade）
等現象就成為這些模型的組成要素。例如 Choi 教授及長期合作者 Stefanadis 教
授曾經發表一系列論文探討搭售如何透過改變廠商研發誘因影響市場結構170；
而 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也有不同文章分別討論在規模經濟與網路外部
性、以及產品升級與轉換成本等要素之下，搭售的排除效果171。
此外，根據既存賣家藉由搭售所希望達成的目標，我們大致可以將這些文
獻區分為兩大類：既存賣家藉由搭售將獨占力量從 A 產品市場延伸至 B 產品市
場；或者既存賣家的目的在於保護其核心的 A 產品市場。以微軟的例子來說，
我們可將視窗（Windows）作業系統視為 A 產品、應用軟體（如網路瀏覽器、
多媒體播放軟體等等）視為 B 產品。某些應用軟體可能在未來可以進一步發展、
中，當多種生產要素可以有不同比例的搭配（variable proportions），搭售或者垂直整合可以減
緩某一個生產要素獨占所產生的價格扭曲，促進生產效率； Roger Blair and David Kaserman,
“Vertical Integration, Tying, and Antitrust Policy,” 68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66-272 (1978);
Parthasaradhi Malella and Babu Nahata, “Theory of Vertical Control with Variable Proportions,” 8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9-1025 (1980). 關於捆綁所能夠節省的成本效益之分析，參見
Michael Salinger, “A Graphical Analysis of Bundling,” 68 Journal of Business, 85-98 (1985).
169
網路效果，或者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指的是某一商品對使用者能產生的效益
會受到使用這項商品的總人數的影響。例如當文書檔案格式無法相容時，使用 word 文書軟體
的人越多， 則遇到不相容文件的機率越低，因此使用 word 編輯的效益就越大；這時有正的網
路外部性。負的網路外部性的典型例子為公共運輸：當越多人使用高速公路，交通擁塞
（congestion）會使得速度減緩，使用高速公路的效益因此下降。關於網路外部性對產業競爭的
影響與文獻討論，參見產業經濟學教科書的介紹； Tirole (1988), supra note 9.
170
Jay Pil Choi (1996), supra note 168; Jay Pil Choi, “Tying and Innovation: A Dynamic Analysis of
Tying Arrangements,” 114 Economic Journal, 83-101 (2004); Jay Pil Choi and Christodoulos
Stefanadis, Tying, “Investment, and the Dynamic Leverage Theory,” 32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52-71 (2001); Jay Pil Choi and Christodoulos Stefanadis, “Bundling, Entry Deterrence, and Specialist
Innovators,” 79 Journal of Business, 2575-2594 (2006).
171
Dennis Carlton and Michael Waldman, “The Strategic Use of Tying to Preserve and Create
Market Power in Evolving Industries,” 33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94-220 (2002); Carlton and
Waldman (2011), supra note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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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作業系統，例如瀏覽器。因此微軟搭售的目的可能是為了保護其作業系統
的核心市場。但是某些應用軟體大概很難具有這樣的威脅（例如計算機、小畫
家等等）
，此時微軟搭售的著眼點可能就是這些應用軟體市場的利潤172。以下我
們分別說明。
1、 延伸獨占力量
在延伸獨占力量，亦即既存賣家著眼於 B 產品市場利益而進行搭售的研究
上，Whinston 教授在 1990 年所發表的開創性研究首先指出，不同於芝加哥學派
的看法，獨占廠商的確可能有動機使用搭售將其獨占力量延伸至另外一個市場
173

。原因在於搭售可以提供策略價值，使既存賣家在 B 產品市場成為一個更具

侵略性（aggressive）的價格競爭者。Choi 教授在 2004 年的文章中進一步考慮
廠商在 B 產品市場的研發決策，指出搭售在產品市場上產生的侵略性可以使既
存賣家在研發上較為積極，因此阻卻潛在競爭者的研發誘因174。
此外，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在 2007 年的另外一篇文章將「製造
商—零售商—終端消費者」的三層產業結構（類似圖 2. 6）導入搭售的研究中，
指出在這種情況下，獨占賣家可以利用零售商之間的競爭以及搭售排除在 B 產
品市場的競爭者175。最後，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在 2011 年發表論文，
提出當 B 產品在未來可能會升級（upgrade）時，既存賣家也可能進行搭售，以
確保未來在 B 產品市場的利潤176。在這些文獻裡潛在競爭者都沒有能力提供 A
產品、「進攻」既存賣家的核心市場。
172

Carlton and Waldman (2011), supra note 156.
Whinston (1990), supra note 166.
174
Choi (2004), supra note 170.
175
John Simpson and Abraham Wickelgren, “Bundled Discounts, Leverage Theory and Downstream
Competition,” 9 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 Review, 370-383 (2007).
176
Carlton and Waldman (2011), supra note 156.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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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3 搭售與延伸市場力量

因此，如同傳統的槓桿理論，這些研究都強調既存賣家為了強化或者鞏固
在 B 產品市場的地位而進行搭售。我們以下分別討論這四篇文獻的理論模型。
(1) 搭售的承諾價值
在 Whinston 教授 1990 年所發表文章177所使用分析架構裡，與芝加哥學派
理論的關鍵差異是考慮 A 與 B 兩商品不再為完全互補，而是各自有其消費價值。
例如當 A、B 兩商品為獨立產品時，理論上兩產品市場亦為彼此獨立。考慮圖 2.
13 的產業結構，既存賣家仍然出售兩個商品、潛在競爭者只可能進入 B 商品市
場。與之前圖 2. 12 市場結構的差異僅為 A、B 兩商品的消費特性：只單獨購買
A 或 B 產品時消費者仍能產生消費效益；兩商品不再需要依一定比例一起消費
（此外，一起消費也不會增加效用）。
Whinston 教授指出在這個情境下，既存賣家的確有誘因藉由搭售將獨占力
量由 A 產品市場延伸至 B 產品市場，亦即槓桿理論成立。其原因在於如果既存
177

Whinston (1990), supra note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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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家不進行搭售，兩個獨立商品市場沒有關聯，既存賣家可以維持在 A 產品市
場的獨占利潤，但是在 B 產品市場必須面對潛在競爭者的競爭壓力。如果潛在
競爭者的產品品質較高（如同範例 2. 8 的狀況）或者成本較低，在潛在競爭者
進入市場後，價格競爭下既存賣家將完全失去 B 產品市場，無法從 B 產品取得
任何利潤。如果既存賣家進行搭售或者綑綁，要求想購買 A 產品（搭售品）的
消費者也必須向其購買 B 產品（被搭售品），這個策略可以使既存賣家在 B 產
品市場上變得更具攻擊性：如果既存賣家無法賣出 B 產品，也一併會損失 A 產
品的銷售利潤。因此，相較於沒有搭售的狀況，搭售使得既存賣家有動機進一
步壓低產品價格。搭售可視為既存賣家有效地對潛在競爭者宣示、或者承諾
（commit）其在 B 產品市場的競爭力道。預期到既存賣家藉由搭售而展現的競
爭誘因，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的動機因而削弱；因此既存賣家可以將獨占力量
延伸到 B 產品市場。以下我們用一個簡單例子說明。
範例 2. 9
考慮圖 2. 13 的市場結構。與範例 2. 8 類似，假設既存賣家的 A、B 兩產
品各帶來 3 的消費價值，潛在競爭者的 B 商品帶來 3 + 𝑥 的價值。但是兩商
品彼此獨立： 只購買 A 商品的消費者也可以享受 3 的價值；同理，只消費 B
商品可享受 3 或 3 + 𝑥 的價值，看消費者購買誰的產品。此外，除了進入成
本 𝑓，兩個廠商沒有其他成本。
如果既存賣家不進行搭售，兩個產品市場各自獨立，藉由在 A 產品市場的
獨占地位，既存賣家可以從 A 產品獲得利潤為 3。在 B 產品市場，當潛在競爭
者進入後，兩個廠商進行價格競爭。若既存賣家的 B 產品價格為 𝑝𝐼、潛在競爭
者的價格為 𝑝𝐸 ，消費者選擇購買潛在競爭者的產品的條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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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𝑥 − 𝑝𝐸 ≥ 3 − 𝑝𝐼

⇒

𝑝𝐸 ≤ 𝑥 + 𝑝𝐼 ;

(2. 31)

潛在競爭者品質優勢會帶來競爭時的價格優勢。由於既存賣家至多只會將價格
壓低到零（生產成本假設為零）
，𝑝𝐼 = 0，潛在競爭者可以定價在 𝑝𝐸 = 𝑥，在進
入市場後享受 𝑥 的利潤。因此只要 𝑥 ≥ 𝑓，潛在競爭者會選擇進入 B 產品市場，
既存賣家無法與之競爭，只能固守 A 產品市場。
現在考慮既存賣家進行搭售，要求想購買 A 產品的消費者也只能向其購買
B 產品。當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消費者必須將兩個產品的購買選擇連結在
一起：只向既存賣家購買，但是可以得到 A 與 B 產品；或者只向潛在競爭者購
買，此時消費者只能買到 B 產品，但是產品品質較佳。同樣令既存賣家（在搭
售後）的定價為 𝑝𝐼 、潛在競爭者的定價為 𝑝𝐸 。消費者選擇向購買潛在競爭者
購買的條件為
3 + 𝑥 − 𝑝𝐸 ≥ 3 + 3 − 𝑝𝐼 ⇒

𝑝𝐸 ≤ 𝑥 − 3 + 𝑝𝐼 ;

(2. 32)

與（2.31）式比較，搭售會削弱潛在競爭者在 B 產品市場的品質優勢。如果既
存賣家將價格定為零（𝑝𝐼 = 0）
，潛在競爭者最高只能定價在 𝑝𝐸 = 3 − 𝑥。因此
如果潛在競爭者地產品優勢幅度不夠大， 0 < 𝑥 < 3，即便潛在競爭者也將價
格訂為零，𝑝𝐸 = 0，消費者仍然只會購買既存賣家的產品。就算 𝑥 > 3，潛在
競爭者在進入市場後可以獲得利潤為 𝑥 − 3，如果利潤小於進入成本，𝑥 − 3 < 𝑓，
潛在競爭者會選擇不進入 B 產品市場。因此當 𝑥 < 3 + 𝑓 時，既存賣家可以藉
由搭售排除進入，將獨占地位由 A 產品市場延伸到 B 產品市場。
必須注意的是，搭售之後此時既存賣家是以 𝑝𝑀 的價格賣出 A 與 B 兩個產
品；在沒有搭售時，這個價格相當於 3 + 0 = 3，亦即既存賣家對 A 產品的定
價為 3、對 B 產品的定價為 0 的加總。而在（2.32）式中，搭售後既存賣家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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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將兩個產品的價格總和降價到零，否則失去的不只是 B 產品的銷售、連 A 產
品也無法賣出。因此搭售使得既存賣家在價格競爭時更具侵略性、更願意以低
價搶攻市場。觀察到搭售對既存賣家帶來的策略變化後，潛在競爭者因此較不
願意進入市場。這個經濟邏輯說明了 Whinston 教授在其 1990 年論文中所提出
搭售的排除競爭效果178。
補充說明 2. 9
在 Whinston 教授 1990 年論文的模型中，如果既存賣家無法藉由搭售排除
進入，那麼在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既存賣家有動機放棄搭售，以保留 A 產
品市場的獨占利潤179。例如在範例 2. 9 中，當 𝑥 > 3 + 𝑓 的條件成立時，即便
有搭售潛在競爭者仍然選擇進入市場。此時如果進行搭售既存賣家無法出售任
何產品，利潤為零；但是如果放棄搭售策略，既存賣家可以保留 A 產品市場的
獨占利潤 3。
這表示既存賣家的搭售策略可能會面對一個搭售是否可信（credible）的承
諾問題（commitment problem）：如果潛在競爭者相信既存賣家會在潛在競爭者
進入市場之後放棄搭售，那麼即使 𝑥 − 3 < 𝑓，潛在競爭者仍然會選擇進入市場。
既存賣家無法維持承諾，搭售就無法達到排除進入的效果。因此，為了解決這
個承諾問題，既存賣家可能選擇以無法事後更改、拆解（undo）的產品設計
178

Whinston (1990), supra note 166. 根據 Fudenberg 與 Tirole 教授對於廠商政策的分類，這裡的
搭售屬於「top dog」策略：既存賣家藉由搭售使得自己在 B 產品市場變得更具攻擊性，藉此排
除潛在競爭者。但是由於兩個廠商的價格具備策略性互補的關係，一旦無法排除競爭者，既存
賣家應該改採「puppy dog」的策略，不再進行搭售以減緩自己的攻擊性、進而軟化競爭者進入
市場後的價格競爭。 Drew Fudenberg and Jean Tirole, “The Fat-Cat Effect, the Puppy-Dog Ploy,
and the Lean and Hungry Look,” 74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361-366
(1984). 參見 Tirole (1988), supra note 9, p. 323-336.
179
Choi 教授根據這個論點說明傳統的「槓桿理論」不成立。 Jay Pil Choi (2007), “Antitrust
Analysis of Tying Arrangement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ntitrust: Theory and Evidenc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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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design）方式將兩個產品綑綁在一起，使得消費者無法拆開購買。相
較之下，以契約要求方式進行搭售比較容易在事後修改，因此較無助於解決承
諾問題。
Nalebuff 教授在 2004 年發表論文，使用一個不太一樣的模型考慮搭售或綑
綁的進入障礙效果180。在他的模型中既存賣家不再面對搭售的承諾問題，亦即，
即使競爭者進入市場，既存賣家仍會選擇搭售。但是其模型稍微複雜，包括異
質消費者，亦即不同消費者對 A、B 產品有不同的消費效益，因此我們不做進
一步說明181。
(2) 搭售與研發 I
微軟案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其產業背景—有高度創新動能的軟體業；而研發
創新是否對競爭法帶來不同的挑戰、或者傳統競爭法對搭售的處理是否能適用
於創新產業不無疑義182。在這樣的背景之下，Choi 教授在 2004 年發表的論文中，
將廠商的研發投資決策納入搭售的分析之中183。
180

Barry Nalebuff, “Bundling as an Entry Barrier,” 119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59-187
(2004).
181
Nalebuff 教授同時想比較捆綁作為進入障礙或者價格歧視功能所產生的利益，因此需要異質
消費者的設定（若消費者為同質且最多只購買一單位產品，沒有進行價格歧視的必要）；前揭
註。所得到的結論為進入障礙對既存賣家所帶來的利益要遠大於價格歧視帶來的利益。此外，
在 Nalebuff 教授的模型中，兩個廠商的 B 產品有相同品質，潛在競爭者不具有品質優勢。Peitz
教授在其 2008 年的論文裡，擴展 Whinston 教授 1990 論文（前揭註 166）與 Nalebuff 教授 2004
論文（前揭註）的架構，假設 A、B 兩商品不為完全互補，有各自的消費價值；但是兩商品各
自對不同消費者產生不同的消費價值 （如同 Nalebuff 教授的設定）；潛在競爭者仍然只能進入
B 產品市場。但是與 Whinston 教授以及 Nalebuff 教授所使用的設定不同，潛在競爭者與既存賣
家提供水平差異化的 B 產品，亦即在相同價格之下，某些消費者會偏好潛在競爭者的 B 產品、
另一群消費者偏好既存賣家的 B 產品。 Martin Peitz, “Bundling May Blockade Entry,” 2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41-58 (2008).
182
Choi: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 antitrust policy in the US – which was developed in the late
ninethh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to address concerns about price practices in the railroad and
smokestack industries – is appropriate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ly evolving technology based
industries like computing and the Internet.” Choi (2004), supra note 170, p. 84.
183
Choi (2004), supra note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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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 教授考慮 Whinston 教授 1990 年論文184的設定，亦即 A、B 兩商品為
獨立商品，但是假設潛在競爭者沒有進入成本，因此既存賣家無法以搭售排除
潛在競爭者，我們直接稱後者為競爭者或競爭廠商。按照之前的分析，無法排
除競爭者時既存廠商就沒有進行搭售的動機。這是 Choi 教授所得到的第一個結
果。Choi 教授接著導入研發決策，假設兩個廠商都可以在 B 產品市場進行研發
投資，然後考慮既存賣家是否搭售對於研發誘因的影響。
在 Choi 教授所考慮的設定之下，兩個廠商的研發決策具有所謂「策略性替
代」（strategic substitutability）的性質：一個廠商增加研發投入會降低另一個廠
商的研發誘因。因此，如果競爭者在 B 產品市場的研發力道被削弱，既存賣家
會隨之增加研發投資，使得既存賣家在 B 產品市場更具競爭力，能得到更大利
潤。Choi 教授提出搭售就是削弱競爭者研發誘因的方式：搭售可以扭曲廠商在
研發市場上的表現，進而鞏固、或者延伸既存賣家在 B 產品市場的市場力量。
而直覺地說，搭售能夠達成這個效果的原因與 Whinston 教授 1990 年論文中的
「承諾效果」相同：搭售使既存賣家在 B 產品市場上的定價更具侵略性，因此
箝制競爭者的獲利空間、進而使得競爭者的研發報酬下降、削弱研發誘因。而
藉由策略性替代的性質，競爭者較弱的投資誘因強化了既存賣家的研發投入。
換句話說，搭售成為既存賣家宣示在 B 產品市場積極進行研發的承諾工具185。
Choi 教授的分析將搭售的經濟效果從產品市場進一步延伸，強調搭售在所
謂「創新市場」
（market for innovation）
、或者「研發市場」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rket）的影響。除了商品市場之外，垂直限制以及廠商的智慧產權（intellectual

184

Whinston (1990), supra note 166.
Choi: “[T]ying can serve as a mechanism for the tying firm to commit itself to more aggressive
R&D in the tied good market.”Choi (2004), supra note 170, p. 85.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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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rights）策略如何改變研發誘因，進而改變研發市場結構也成為國外競
爭主管機關在「新經濟」產業中的考量重點。例如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反托拉斯部門（Antitrust Division）在 1995 年所公布的「智慧財產授權
之反托拉斯指導原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與最近於 2017 年的更新中都將授權行為在研發市場的效果明確列入
執法考量186。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 2010 年所公布的「垂直限
制指導原則」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也將創新及其帶來的「動態效率」
（dynamic efficiency） 如何受到垂直限制的影響列入考量因素；並將影響廠商
創新的能力納入「市場力量」（market power）的定義之一187。這些執法考量反
映了創新在當代經濟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競爭法除了確保商品市場的合理運
作，也應該重視研發市場的競爭條件。
以下我們用一個簡單例子說明 Choi 教授 2004 年論文的論點188。
範例 2. 10＊
考慮範例 2. 9 的設定：A、B 兩商品為獨立財貨；A 商品市場只有既存賣
家一間廠商、B 商品市場則為既存賣家與競爭者進行價格競爭。但是在這裡，
我們假設 𝑓 = 0，因此沒有競爭者進入市場的問題。無論有無搭售，既存賣家
186

最新版的 2017 年智慧財產授權之反托拉斯指導原則可從美國司法部的網站下載 （網址為：
https://www.justice.gov/atr/guidelines-and-policy-statements-0/2017-update-antitrust-guidelines-licen
sing-intellectual-property）（最後瀏覽於 2017 年 8 月 31 日）。
187
參見歐盟執委會垂直限制指導原則第 97 段：“Market power is the ability to maintain prices
above competitive levels or to maintain output in terms of product quantities, product quality and
variety or innovation below competitive levels for a not insignificant period of time.” 亦即歐盟執委
會在考量廠商是否具有市場力量時，將產品數量、品質、種類、以及創新程度等作為市場表現
的指標。歐盟執委會的垂直限制指導原則可以從歐盟網站下載（網址為：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legislation/guidelines_vertical_en.pdf ；最後瀏覽於 2017 年
8 月 31 日）。
188
Choi (2004), supra note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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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須面對來自競爭者的競爭壓力。此外，我們將考慮兩個廠商對 B 產品的研
發投入；為了簡化分析，我們假設在沒有任何投資的時候，兩個廠商的 B 產品
有一樣的品質，對消費者都產生 3 的效益。亦即在範例 2. 9 中的 𝑥 = 0。
我們首先驗證當搭售無法阻止競爭者進入市場時，既存賣家無法藉由搭售
提升利潤。首先，如果不進行搭售，兩商品市場各自獨立。既存賣家可以從 A
產品獲得 3 的獨占利潤；但是在 B 產品市場，同質商品加上價格競爭使得兩個
廠商定價為零。因此既存賣家的整體獲利為 3。如果既存賣家進行搭售，根據
（2.32）式，在 𝑥 = 0 的條件下競爭者無法贏得與既存賣家的價格戰：既存賣
家最低願意將兩產品的合併售價壓到零，此時競爭者要能賣出任何產品的唯一
可能是賠本出售。反過來說，消費者願意用 𝑝𝐼 的價格向既存賣家購買 A、B
兩商品的條件是
3 + 3 − 𝑝𝐼 ≥ 3 − 𝑝𝐸

⇒

𝑝𝐼 ≤ 𝑝𝐸 + 3;

競爭者最低願意將價格壓低到零，𝑝𝐸 = 0，因此既存賣家可以用 𝑝𝐼 = 3 （或者
低一點點，𝑝𝐼 = 3 − 𝜀） 的價格出售 A、B 兩產品的組合。但是既存賣家就算
可以用搭售贏得價格戰，從兩個商品市場得到的整體利潤仍然無法提升。因此
在無法阻卻進入的情況下，既存賣家沒有動機使用搭售。
我們接者考慮針對 B 產品的研發。假設兩個廠商各自可以用 𝑖 的研發成本
提昇自己的 B 產品品質，亦即提高 B 產品對消費者產生的效益（A 產品品質則
維持不變）189。但是兩個廠商有不同的研發能力。同樣花費 𝑖，競爭者可以提

189

不同於這裡的產品研發（product innovation），Choi 教授在 2004 年論文中的模型考慮的是
能夠降低製造成本的製程研發（process innovation）； Choi (2004), supra note 170. 此外，Choi
教授假設兩廠商的 B 產品具水平異質性，使用 Hotelling 線型城市（linear city）模型捕捉水平差
異。關於 Hotelling 現型城市的模型介紹，參見 Tirole (1988), supra note 9,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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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B 產品品質，使得消費效益能夠從 3 提高到 3 + 𝑥𝐸 ，但是既存賣家的投資
只 能 將 產 品 品 質 提 高 後 的 效 益 提 升 到 3 + 𝑥𝐼 ， 其 中 0 < 𝑥𝐼 < 𝑥𝐸 < 3 。 令
△≡ 𝑥𝐸 − 𝑥𝐼 > 0 為消費者對兩廠商 B 產品品質差異的評價。我們假設 𝑥𝐼 > 𝑖，
因此在沒有競爭對手時，研發是有效率的行為。
為了分析搭售對於研發決策的影響，我們考慮以下的決策時序：既存賣家
首先決定是否進行搭售；接著兩廠商各自決定是否進行研發；然後根據研發以
及搭售與否，兩廠商進行價格競爭。
如果既存賣家不進行搭售，那麼 A 產品市場維持獨占。既存賣家可以從 A
產品取得獨占利潤 3。在 B 產品市場的狀況則取決於兩廠商是否進行研發以及
各自的產品品質。由於廠商同時（simultaneously）做出研發決策，我們討論不
同個策略組合及對應的報酬後，建立出報酬矩陣（payoff matrix）如圖 2. 14，
並且找出 Nash 均衡190。


若兩個廠商都不進行研發，都不支出投資 𝑖，我們回到兩廠商在 B 產
品市場進行同質產品價格競爭的狀態；兩廠商在 B 產品市場的報酬均
為零。因此既存賣家的總利潤為3、競爭者的利潤為零。將兩個廠商
在這個策略組合之下的利潤寫入圖 2. 14（a）的報酬矩陣中對應的｛不
投資、不投資｝策略組合裡，其中第一個數字為既存賣家的總利潤、
第二個數字為競爭者的總利潤；總利潤的計算都包含投資支出。

190

我們在補充說明 2. 11 進一步檢視利用報酬矩陣找出 Nash 均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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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4 搭售與研發的報酬矩陣



如果既存賣家仍然不投資，但是競爭者進行投資，那麼在 B 產品市場
競爭者的產品品質提升到 3 + 𝑥𝐸，但是既存賣家的產品品質維持在 3。
價格競爭之下競爭者可以用 𝑝𝐸 = 𝑥𝐸 的價格誘使消費者向其購買 B
產品。191 因此在這組｛不投資、投資｝的策略組合下，競爭者可以
得到淨利潤 𝑥𝐸 − 𝑖 > 0，既存賣家只能得到從 A 產品的利潤 3；我們
同樣將這組報酬寫入圖 2. 14（a）對應的格子裡。
比較這兩組策略組合的報酬，我們發現當既存賣家不進行投資時，競
爭者會選擇投資，亦即競爭者的投資策略是對既存賣家不投資的最適
反應（best response）192。我們在競爭者 𝑥𝐸 − 𝑖 的報酬上打個勾註明
這個特性。



當只有既存賣家進行投資，亦即在｛投資、不投資｝的策略組合之下，
既存賣家的 B 產品品質較高，因此可以用 𝑝𝐼 = 𝑥𝐼 的價格售出。既存

給定兩個廠商對 B 產品的定價分別為 𝑝𝐼 （既存賣家定價）與 𝑝𝐸 （競爭者定價），消費者
願意向競爭者購買的條件為 3 + 𝑥𝐸 − 𝑝𝐸 ≥ 3 − 𝑝𝐼，或者 𝑝𝐸 ≤ 𝑥𝐸 + 𝑝𝐼。既存賣家最低可將價格
壓到零，因此競爭者可以定價在 𝑝𝐸 = 𝑥𝐸 的時候。
192
參見補充說明 2. 11。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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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家在兩產品市場得到的利潤總合為 3 + 𝑥𝐼 − 𝑖；競爭者則由於無法
出售 B 產品，其利潤為零。


如果兩個廠商都進行投資，兩者都必須付出投資成本 𝑖。B 產品市場
的價格競爭仍然導致消費者向擁有較高品質產品的廠商購買：給定定
價 𝑝𝑀 與 𝑝𝐸 ，消費者購買競爭者產品的條件為
3 + 𝑥𝐸 − 𝑝𝐸 ≥ 3 + 𝑥𝐼 − 𝑝𝐼

⇒

𝑝𝐸 ≤ (𝑥𝐸 − 𝑥𝐼 ) + 𝑝𝐼 =△ +𝑝𝐼 ;

由於既存賣家最低定價為零，競爭者可以定價在 𝑝𝐸 =△ 而得到 △ −𝑖
的利潤；既存賣家的利潤則為 3 − 𝑖，如圖 2. 14（a）中對應到｛投資、
投資｝這個策略組合所顯示的利潤。
推導出這些報酬後，我們可以找出既存賣家針對競爭者策略的最適反應：
當競爭者投資時，既存賣家也投資後所能得到的報酬 3 − 𝑖 較不投資時的報酬
3 為低；因此如果競爭者進行投資，既存賣家的最適反應為不投資。而當競爭
者不投資時，既存賣家從投資可以得到較高的報酬 3 + 𝑥𝐼 − 𝑖 > 3，因此既存賣
家的最適反應為投資。既存賣家的最適反應展現了前述策略性替代的性質：競
爭者的投資行為削弱了既存賣家的投資誘因，因此只有當競爭者不投資時既存
賣家才會投資。
對於競爭者而言，我們之前已經推導出當既存賣家不投資時，競爭者的最
適反應是選擇投資。而當既存賣家選擇進行研發投資時，我們進一步假設 △> 𝑖，
因此競爭者的最適反應也是進行投資193。無論既存賣家是否投資，競爭者都應

如果我們假設 △< 𝑖，則競爭者的最適反應會更改為不投資。此時賽局會有｛投資、不投資｝
以及｛不投資、投資｝兩個均衡策略。但是既存賣家搭售之下的分析不受影響，仍然只有｛投
資、不投資｝一個均衡。此時既存賣家會進行搭售以確保其偏好的｛投資、不投資｝這個均衡
能夠出線。亦即搭售變成一個選擇均衡（equilibrium selection）的工具。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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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投資的性質表示投資為競爭者的優勢策略（dominant strategy）194。而在競爭
者會不顧既存賣家的選擇、進行投資的情形下，既存賣家不會進行投資。因此
當沒有搭售時，研發階段的均衡為只有競爭者進行研發投資。
如果既存賣家選擇進行搭售，我們同樣必須考慮兩個廠商在不同的研發策
略組合之下所能得到的報酬；結果列在圖 2. 14（b）的報酬矩陣裡。我們一一
說明：


當兩者都不投資時，根據之前的分析，搭售無法提升既存賣家的總利
潤、同質產品也使得競爭者無法以大於零的價格出售 B 產品享有利潤，
因此既存賣家的利潤為 3、競爭者的利潤為零。



如果只有既存賣家進行投資，在搭售並且產品研發的雙重策略下，競
爭者無法與之競爭。給定既存賣家對產品組合 A 加 B 的定價 𝑝𝐼 、以
及競爭者對其 B 產品的定價 𝑝𝐸 ，消費者選擇購買既存賣家的 A 產品
與品質提升後的 B 產品的條件為
3 + 3 + 𝑥𝐼 − 𝑝𝐼 ≥ 3 − 𝑝𝐸

⇒

𝑝𝐼 ≤ 3 + 𝑥𝐼 − 𝑝𝐸 ;

價格競爭使得競爭者最低定價在 𝑝𝐸 = 0，因此既存賣家可以定價在
𝑝𝐼 = 3 + 𝑥𝐼。此時既存賣家的總利潤為 3 + 𝑥𝐼 − 𝑖、競爭者的利潤為零；
如同圖 2. 14（b）中｛投資、不投資｝這組策略組合的報酬。


如果只有競爭者進行投資，但是既存賣家有搭售，面對 𝑝𝐼 與 𝑝𝐸 的
價格，消費者會購買競爭者 B 產品的條件為
3 + 𝑥𝐸 − 𝑝𝐸 ≥ 3 + 3 − 𝑝𝐼 ⇒

194

𝑝𝐸 ≤ (𝑥𝐸 − 3) + 𝑝𝐼 ;

優勢策略表示決策者不需要考慮對手的選擇，直接使用這個策略便能夠達到利益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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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 𝑥𝐸 的假設下，既存賣家若壓低價格至 𝑝𝐼 = 0，競爭者必然虧
本。因此我們考慮消費者購買既存賣家的 A 產品與 B 產品組合的狀況：
消費者向既存賣家交易的條件為
3 + 𝑥𝐸 − 𝑝𝐸 ≤ 3 + 3 − 𝑝𝐼 ⇒

𝑝𝐼 ≤ (3 − 𝑥𝐸 ) + 𝑝𝐸 ;

若競爭者壓低價格至 𝑝𝐸 = 0，既存賣家可以用 𝑝𝐼 = 3 − 𝑥𝐸 的價格出
售。此時既存賣家的利潤為 3 − 𝑥𝐸 − 𝑖、競爭者利潤為零；如同圖 2. 14
（b）中｛不投資、投資｝這組策略組合的報酬。


最後，如果兩廠商都投資，3 > 𝑥𝐸 的假設仍然導致競爭者在搭售之下
的劣勢，消費者向既存賣家購買的條件為
3 + 𝑥𝐸 − 𝑝𝐸 ≤ 3 + 3 + 𝑥𝐼 − 𝑝𝐼

⇒

𝑝𝐼 ≤ (3 −△) + 𝑝𝐸 ;

由於 △< 𝑥𝐸，因此 3 > 𝑥𝐸 的條件也保證 3 −△> 0。當競爭者壓低價
格至 𝑝𝐸 = 0，既存賣家可以用 𝑝𝐼 = 3 −△ 的價格出售。此時既存賣
家的利潤為 3 −△ −𝑖、競爭者利潤為 −𝑖；如同圖 2. 14（b）中對應｛投
資、投資｝這組策略組合的報酬。
與不搭售的狀況相比較，在搭售之下既存賣家選擇研發的投資決策變成優
勢策略；而給定既存賣家進行投資，競爭者不會投資。因此搭售之後，研發階
段的均衡變成只有既存賣家進行投資。亦即搭售使得既存賣家採取更積極的研
發策略，因而降低了競爭者的研發誘因。最後藉由搭售，既存賣家成為 A 產品
與 B 產品兩個市場的獨占廠商 （雖然競爭者的存在仍在對既存賣家的定價策略
構成壓力，使其無法將總價格定在 3 + 3 + 𝑥𝐼 ）。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搭售之下仍然有研發活動，但是是由研發能力較差的

143

既存賣家進行研發。與沒有搭售時的狀況相比較，搭售之後消費者所享受的 B
產品品質只有 3 + 𝑥𝐼，低於沒有搭售之下的品質 3 + 𝑥𝐸 。因此在這個簡單模型
裡，搭售帶來了降低產品品質的效率損失。
補充說明 2. 10
我們在以上分析中所假設的 3 > 𝑥𝐸 條件使得競爭者無法藉由創新克服搭
售帶來的競爭劣勢，亦即競爭者的研發能力與其能夠帶來的產品創新程度不夠
大。如果假設 3 < 𝑥𝐸 ，則使用同樣的分析步驟可以得到新的研發均衡，但是完
整的分析必須進一步區分 3 >△ 與 3 <△ 兩種狀況，亦即搭售之下若兩個廠商
都進行投資，消費者最終會向哪個廠商交易。如果 3 <△，則競爭者可以克服
搭售與既存賣家進行研發的雙重劣勢，價格競爭之下消費者會向競爭者購買 B
產品。若投資成本低廉（△ −3 > 𝑖）195，競爭者的投資在搭售之下仍為優勢策
略。既存賣家無法以搭售改變競爭者的研發誘因，因此沒有動機進行搭售。而
若 𝑥𝐸 > 3 >△，當既存賣家搭售並且進行研發時，競爭者無法與之競爭；但是
若只有搭售、既存賣家不進行研發，則競爭者可以在研發後贏得價格戰。此時
既存賣家仍然可以用搭售配合研發誘使競爭者不進行研發投資，亦即搭售後研
發階段的均衡會是只有既存賣家進行研發投資，與範例 2. 10 的結果類似。
補充說明 2. 11
以報酬矩陣濃縮賽局相關資訊並找出 Nash 均衡是分析兩個玩家、每個玩家
有兩個策略等比較簡單的賽局時的常用方式。之前在補充說明 2. 7 中我們已經
大略說明 Nash 均衡的意義。在這個補充說明裡，我們以兩個經典賽局簡單介紹

195

這個前提表示我們也可以根據投資成本 𝑖 的大小考慮不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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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報酬矩陣、以及找出 Nash 均衡的方法。
在「囚犯兩難」（prisoners’ dilemma）的賽局中，兩個現行犯（玩家 1 與玩
家 2）因某輕罪而遭警方逮捕。警方（或檢察官）同時懷疑兩人亦犯下另一較重
罪刑，但是苦無證據。警方因此將兩人隔離偵訊，並提出以下條件：若兩人都
承認犯下重罪（並協助警方找到證據）
，則兩人都會被課以 5 年徒刑；若兩人都
不承認，則警方因缺乏證據，只能依較輕的現行犯罪名處以 2 年徒刑；最後，
如果一位玩家承認、另一位不承認，則警方能憑藉前者協助找到足夠證據，並
依協助警方辦案而對承認者僅求處 1 年徒刑，但是不承認的玩家則因「毫無悔
意」而加重至 8 年刑期。兩個玩家必須在不知道對方決策的狀況之下決定是否
承認犯下較重罪行。
將以上資訊繪製成報酬矩陣如圖 2. 15（a）的九宮格。兩個玩家每人各有
兩個策略：承認與不承認。矩陣中玩家 1 的策略列於第二列（承認）與第三列
（不承認）、玩家 2 的策略列於第二行（承認）與第三行（不承認）。兩個玩家
同時做出選擇，並根據兩人的策略組合決定報酬；根據慣例，對應策略組合的
報酬中第一個數字為玩家 1（左側玩家）的報酬、第二個數字則為玩家 2（上方
玩家）的報酬。例如若兩人都選擇承認，亦即｛承認、承認｝的策略組合，則
根據規則兩人都會被關 5 年；若玩家 1 不承認、玩家 2 承認，亦即｛不承認、
承認｝的策略組合，則玩家 1 被關 8 年、玩家 2 只被關 1 年；其餘類推。
根據報酬矩陣，我們可以先找出每個玩家的最適反應，亦即給定對手策略，
玩家應該如何選擇。首先，對於玩家 1 來說，如果玩家 2 選擇承認，則玩家 1
也應該承認：若不承認會被關 8 年、但是承認只會被關 5 年。我們在｛承認、
承認｝這個策略組合對應的玩家 1 報酬（−5）上打勾，表示當玩家 2 承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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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5 同時賽局與 Nash 均衡

玩家 1 的最適反應是承認。而如果玩家 2 不承認，則玩家 1 還是應該承認：不
承認關 2 年、但是承認只要關 1 年。我們也在｛承認、不承認｝這個策略組合
對應的玩家 1 報酬（−1）上打勾。同樣地，無論玩家 1 如何選擇，玩家 2 的最
適反應也是承認：我們在｛承認、承認｝這個策略組合對應的玩家 2 報酬（−5）打勾，
表示當玩家 1 承認時，玩家 2 也應該承認；以及｛不承認、承認｝這個策略組
合對應的玩家 2 報酬（−1）打勾，表示當玩家 1 不承認時，玩家 2 應該還是承
認。
在這個賽局中，不論對手如何選擇，玩家的最適反應都是「承認」
，表示這
個策略是玩家的優勢策略；這也是囚犯兩難這個賽局的重要特徵之一。
決定了兩個玩家的最適反應之後，我們接者就能找出 Nash 均衡。根據 Nash
均衡的定義，給定對手的策略不變，如果每一個玩家都不會單方面地改變策略，
那麼這個策略組合就構成一個 Nash 均衡。而玩家不改變決策的原因是這個策略
已經是玩家的最適反應。而在報酬矩陣裡，凡是有〝兩個勾〞的策略組合表示
就是玩家的策略互為彼此的最適反應，就構成一個 Nash 均衡。而在囚犯兩難的
賽局裡，唯一有兩個勾的策略組合是｛承認、承認｝
，這也是囚犯兩難賽局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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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Nash 均衡。
值得注意的是，
｛承認、承認｝這個策略組合對兩個玩家而言並不是最理想
的狀況。如果兩人都不承認，亦即考慮｛不承認、不承認｝這個策略組合，兩
人都能夠少關 3 年196；這也是囚犯兩難的第二個重要特徵。結合兩個特徵，一
般而言，囚犯兩難描述了每個玩家都追求個人利益極大、但是整體結果卻對每
個人都不利的狀況。
第二個經典賽局是所謂的「兩性戰爭」（battle of the sexes）：兩位玩家（同
樣是玩家 1 與玩家 2）197在無法溝通的狀況之下決定要在哪裡碰面。可能的地點
只有兩個：天涯或者海角。兩人的優先順序都是希望能夠碰面，如果選到不同
地點而彼此錯開，兩人報酬都是零。而如果選擇同樣地點，兩人有不同偏好：
玩家 1 希望能在天涯碰面、玩家 2 則希望在海角碰面。因此若兩人都選擇天涯，
玩家 1 可以得到 3 的報酬、但是玩家 2 只能得到 1 的報酬；反之，若兩人都
選擇海角，玩家 1 的報酬為 1、而玩家 2 的報酬為 3。根據這些資訊，我們可
以繪出報酬矩陣如圖 2. 15（b）。
根據同樣的推論方式，我們可以得到兩個玩家的最適反應：兩個玩家都應
該選擇與對手一樣的策略，亦即當玩家 2 選天涯時，玩家 1 的最適反應是天涯、
當玩家 2 選海角時，玩家 1 的最適反應則是海角。與囚犯兩難不同，在兩性戰
爭中玩家沒有優勢策略，而必須按照對手策略做出不同反應。
將兩個玩家的最適反應在報酬矩陣〝打個勾〞之後，我們以同樣方式找出
Nash 均衡。在圖 2. 15（b）中，｛天涯、天涯｝與｛海角、海角｝兩個策略組
196

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如果玩家們能夠從｛承認、承認｝這個策略組合改變到｛不承認、不
承認｝這個策略組合，可以達到 Pareto 效率的進步（Pareto improvement）。
197
在一般的介紹中通常以交往中的男女朋友為例，故稱之為兩性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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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都有兩個勾，都是兩性戰爭賽局的 Nash 均衡。多重均衡是兩性戰爭的另一個
特徵，也是與囚犯兩難賽局的另一個差異198。
(3) 搭售與買家競爭
在 LePage’s 一案中 199 ，LePage’s 指控 3M 對大型零售業者如 Staples、
Office Depot 等提供反競爭的「綑綁折扣」
（bundled discounts）
：3M 針對 6 個產
品線以及不同的零售商設置不同的購買數量，若零售商滿足這些數量要求，就
可以得到價格折扣。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在 2007 年發表論文指出：
“LePage’s suit essentially alledged that 3M offered competing retailers a discount
off a product in which it had market power in exchange for a requirements tie for a
product in which it did not…”200。

198

兩性戰爭賽局所捕捉的策略現象常具有「協調」的特質，例如技術標準、習俗、規格等現象。
玩家必須合作、選擇同一個標準才能產生最大效益，但是不同玩家對不同標準可能有不同偏好。
多重均衡則對應到所有標準都有可能被採行：如果其他所有玩家都選擇了某一個標準（即便這
個標準不是技術最進步或者最有效率），則單一玩家沒有動機單獨偏離、選擇其他標準。哪一
個均衡比較有可能發生，則是所謂「均衡選擇」的問題。
199
LePage’s, Inc. v. 3M (Minnesota Mining and Manufacturing Co.), 324 F.3d 141 (3rd Cir. 2003),
cert. denied, 124 S. Ct. 2932 (2004). 關於本案的進一步說明與討論，請參見 Posner (2005), supra
note 13, p. 238-241; 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57, p. 161-162.
200
Simpson and Wickelgren (2007), supra note 175, p.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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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6 搭售與批發市場競爭

受到 LePage’s 案的啟發，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在 2007 年的論
文中考慮批發市場上的搭售行為。考慮圖 2. 16 的市場結構，並且沿用 Whinston
教授在 1990 年文章201的商品設定：假設 A、B 兩商品各自獨立、各有各的消費
價值；既存賣家是 A 產品的獨占廠商、在 B 產品市場上則必須面對競爭者的挑
戰（在此我們不考慮競爭廠商的進入問題）
。為了簡化分析，假設兩家廠商的 B
產品為同質。換句話說，競爭者在 B 產品市場上為「具同等效率競爭者」
（as-efficient competitor，或者 equally efficient rival）。但是與 Whinston 教授的
1990 年文章設定不同，既存賣家與競爭者不是直接將商品出售給終端消費者，
而是在批發市場上販售給零售商 1 或 2 之後，兩個零售商再在零售市場上進行
（價格）競爭。

201

Whinston (1990), supra note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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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產業環境之下，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指出零售市場上的
激烈競爭將使得每一個零售業者都害怕自己的進貨成本較別家來得高。既存賣
家可以利用這個零售商不願「落於人後」的動機，以綑綁折扣的方式提供同時
購買既存賣家 A、B 兩個產品的零售商比較漂亮的價格，或者對不購買既存賣
家 B 產品的零售商求取較高的 A 產品批發價格作為〝處罰〞。較高的批發價格
將使零售商在 A 產品市場失去競爭力，零售商因而有動機加入既存賣家的綑綁
折扣活動，購買既存賣家的 A、B 兩產品；競爭者因此無法取得任何零售通路。
根據 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的分析，綑綁折扣使得兩個零售商面
對「囚犯兩難」的局面：兩個零售商的優勢策略都是加入既存賣家的綑綁折扣，
但是對兩者比較好的結果其實是兩個都不加入202。因此 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所得到的搭售的排除效果也有賴於零售商之間的協調失誤203。以下我
們用一個簡單範例說明 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的結果。嚴格來說，我
們的簡化架構無法呈現 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所提及零售商間「囚犯
兩難」的問題，但是仍然能夠大略呈現搭售、或者捆綁折扣的排除效果204。
範例 2. 11
考慮圖 2. 16 的市場結構。假設 A、B 兩產品各有兩個終端消費者，消費者
最多只購買一單位。既存賣家的 A 產品對於每個消費者能帶來 3 的消費效益；
既存賣家與競爭者的 B 產品對於（另外兩個）消費者也同樣能產生 3 的消費效
202

參見補充說明 2. 11。
對比於獨家交易之下的（終端）買家協調問題（Rasmusen et al. (1991), supra note 61; Segal and
Whinston (2000), supra note 62），這裡的零售商若要進行協調以解決囚犯兩難的問題，由於零
售商之間涉及零售市場的水平競爭，可能引起競爭主管機關的疑慮；或者，當零售商以協商方
式避免囚犯兩難時，競爭主管機關必須確定協議內容不會擴及至零售價格的決定。這可能增加
競爭法的執法難度。
204
Infra note 206.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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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所有的上游製造商（既存賣家與競爭者）與下游零售商（零售商 1 與 2）都
沒有任何製造或者零售成本。因此零售商的唯一成本為進貨的批發價格。在同
質商品的情況下，廠商在上游的批發市場與下游的零售市場都進行價格競爭。
如果既存賣家不進行綑綁折扣（亦即搭售）
，那麼在兩商品各為獨立產品、
並且兩個零售商在零售市場進行價格競爭的條件下，我們可以分別討論 A、B
兩商品在批發市場的競爭情形。在 A 產品市場，既存賣家為獨占廠商，而兩個
零售商的下游競爭解決了「雙重邊際」的問題；既存賣家的批發價格同時成為
零售市場上的零售價格205。既存賣家可以將批發價格定在 3；兩個零售商各向既
存賣家購買一個 A 產品，然後同樣以 3 的零售價在零售市場轉賣給終端消費者。
既存賣家在 A 產品市場可以得到獨占利潤 6。
在 B 產品市場，面對來自競爭者的同質產品，批發市場上的價格競爭使得
既存賣家與競爭者都將批發價格壓到零（成本價）
；同樣地，在 B 產品的零售市
場上，兩個零售商的價格競爭也會使得零售價格下降到零。因此所有的上、下
游廠商在 B 產品市場的利潤均為零；而 B 產品的兩個消費者各可以得到完整的
消費者剩餘 3。
令既存賣家對於兩個零售商提出相同的綑綁折扣契約如下：零售商簽約後
可以得到 3𝜀 的簽約金（𝜀 略大於零）206，並同意只向既存賣家購買 A、B 兩
產品，而既存賣家同意將兩產品分別以 𝑝𝐴𝑤、𝑝𝐵𝑤 的批發價格售與簽約廠商；針

205

我們假設既存賣家不會對兩個零售商有差別待遇（discriminatory offers）。這也是 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在其文章中所採用的模型設定； Simpson and Wickelgren (2007), supra
note 175.
206
在 Simpson 與 Wickelgren 兩位教授的分析中，既存賣家並未提供簽約金；此外，兩位教授
所採用的模型設定也與此處有所差異：零售商的產品可能為異質產品、同時不侷限在價格競爭
的狀況。 Simpson and Wickelgren (2007), supra note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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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接受綑綁折扣的零售商，既存賣家同意定以較高的其批發價 𝑝̃𝐴𝑊 、𝑝̃𝐵𝑤 ，其
中 𝑝̃𝐴𝑤 > 𝑝𝐴𝑤，而 𝑝̃𝐵𝑤 > 𝑝𝐵𝑤。令既存賣家對於不簽約與簽約廠商在 A 產品的批發
價差為 △≡ 𝑝̃𝐴𝑤 − 𝑝𝐴𝑤 > 0，並且 𝑝̃𝐴𝑤 ≤ 3。
兩個零售商同時決定是否接受這個綑綁折扣契約。市場上所有參與者（包
括競爭者）都能查知這個契約（亦即為公開契約，public offers）
，以及個別零售
商是否接受契約。此外，我們排除簽約之後又違約的可能。
在兩個零售商同時決定是否接受綑綁折扣契約後，競爭者接著與既存賣家
在批發市場進行價格競爭、而兩個零售商在零售市場也進行競爭。我們將零售
商的報酬矩陣列於圖 2. 17，並依次說明如下：


如果兩個零售商都不接受綑綁折扣契約，亦即考慮｛不接受、不接受｝
的策略組合，則市場競爭回到之前沒有折扣綑綁的狀態。根據之前分
析，價格競爭使得兩個零售商的利潤均為零、既存賣家只能得到 A 產
品市場的獨占利潤 6、競爭者則無任何利潤。



如果兩個零售商都接受綑綁折扣，亦即考慮｛接受、接受｝的策略組

圖 2. 17 綑綁折扣下零售商的報酬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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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則兩個零售商都無法與競爭者交易、購買 B 產品。另外，由於兩
個零售商從既存賣家的進貨價 𝑝𝐴𝑤 與 𝑝𝐵𝑤 都一樣，在零售市場上的價
格競爭使得零售商利潤均為零。在這個策略組合之下，既存賣家成為
A、B 兩市場的唯一供應商，可得利潤為 2(𝑝𝐴𝑤 + 𝑝𝐵𝑤 ) − 6𝜀、競爭者則
無法出售任何產品。


如果只有一個零售商接受綑綁折扣契約，亦即考慮｛接受、不接受｝
或者｛不接受、接受｝的策略組合，則接受契約的零售商可以享受 A
產品的進貨價為 𝑝𝐴𝑤、B 產品的進貨價為 𝑝𝐵𝑤。拒絕綑綁折扣的零售商
（自由零售商）則必須面對較高的 A 產品批發價格 𝑝̃𝐴𝑤。在 A 產品市
場，接受綑綁折扣的零售商憑藉較低的批發價可以贏得價格戰；此外，
由於我們將 𝑝̃𝐴𝑤 限制在不高於 3 的範圍，接受綑綁折扣的零售商可
以用 𝑝̃𝐴𝑤 （或者略低）的價格賣出兩單位的產品，得到 2(𝑝̃𝐴𝑤 − 𝑝𝐴𝑤 ) =
2 △ 的利潤。
至於 B 產品，拒絕綑綁折扣的自由零售商可以選擇以 𝑝̃𝐵𝑤 的批發價向
既存賣家進貨，或者向競爭者進貨。對於競爭者來說，給定其中一個
零售商已經拒絕綑綁折扣契約，如同之前獨家交易中的自由零售商207，
競爭者可以此為通路供應 B 產品的終端消費者。但是也如同 Abito 與
Wright 兩位教授在 2008 年文章的分析208，競爭者只須讓自由零售商在
零售市場維持足夠的競爭力，以便能售出產品，而沒有動機留給自由
零售商額外的利潤。在這裡，給定 𝑝𝐵𝑤 > 0，競爭者的最適定價是比 𝑝𝐵𝑤
略低，例如 𝑝𝐵𝑤 − 2𝜀，使得自由零售商可以在 B 產品市場贏得價格戰，

207
208

參見之前在範例 2. 5，獨家交易中關於買家維彼此競爭的零售業者的分析。
Abito and Wright (2008), supra note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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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用 𝑝𝐵𝑤 − 𝜀 的零售價，賺取 2[(𝑝𝐵𝑤 − 𝜀) − (𝑝𝐵𝑤 − 2𝜀)] = 2𝜀 的利潤
209

。結合 A、B 兩產品零售市場的競爭結果，接受綑綁折扣的零售商

可得到的總利潤（含簽約金）為 2 △ +3𝜀、拒絕綑綁折扣的零售商則
可得 2𝜀 的利潤。如圖 2. 17 所示。
根據圖 2. 17 的報酬矩陣，我們可發現只要 𝜀 為正值，無論多微小，兩個
零售商的優勢策略都是接受綑綁折扣契約，競爭者因此被排除，無法找到自由
零售商做為其產品通路。既存賣家可以得到的利潤為 2(𝑝𝐴𝑤 + 𝑝𝐵𝑤 ) − 6𝜀。按照之
前分析，既存賣家的定價限制為 𝑝𝐴𝑤 < 𝑝̃𝐴𝑤 ≤ 3 以及 𝑝𝐵𝑤 < 𝑝̃𝐵𝑤 ；此外，均衡時
的 B 產品的批發價格不能超過消費者願付價格， 𝑝𝐵𝑤 ≤ 3。因此，既存賣家的最
適定價為 𝑝𝐵𝑤 = 3、而 𝑝𝐴𝑤 則比 3 略低；既存賣家藉由綑綁折扣可以排除 B 產
品的競爭者，得到趨近於兩市場整體的獨占利潤 12。
(4) 產品升級
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觀察到微軟會不斷對旗下各項應用軟體進行升
級210。如果我們試著用芝加哥學派或者之後所發展出來的動態槓桿理論解釋微
軟的搭售與升級這兩種行為，可能都會遇到一些困難：當微軟在作業系統市場
（A 產品市場）具有獨占地位，而作業系統與應用軟體具有完全互補的關係時，
微軟無法藉由搭售、排除應用軟體（B 產品市場）的競爭者來提高利潤（即單
一獨占利潤理論，見範例 2. 8）
。此外，微軟也沒有必要自己進行應用軟體的升
級投資或者研發。應用芝加哥學派的想法，微軟可以讓競爭廠商開發更好的應
用軟體，或者對既有版本升級、提供更多功能，使作業系統加上應用軟體的整

209
210

若 𝑝𝑤
= 0，則競爭者沒有砍價的空間，但是之後的分析可知既存賣家不會採用此一定價。
𝐵
Carlton and Waldman (2011), supra note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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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使用價值提高，微軟就能憑藉在作業系統的獨占地位汲取這些升級帶來的利
益。按照芝加哥學派的推論，微軟沒有必要進行搭售與升級。
當然，這個策略的前提是微軟在作業系統能維持穩固的獨占地位，一旦有
其他廠商可能進入微軟的核心市場，微軟就有動機「預防」
、或者排除此類廠商
的興起。競爭廠商要直接切入作業系統可能有其困難，但是可能先透過發展應
用軟體、取得足夠的市占率、再逐漸「反攻」作業系統市場，例如瀏覽器被視
為具備這個潛能的應用軟體。根據這個想法所發展出來的「動態槓桿理論」
（dynamic leverage theory）提出微軟進行搭售的可能動機；我們之後會進一步
介紹。但是 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不認為這能夠解釋微軟的所有升級行
為，畢竟不是所有規律升級的應用軟體都有潛力進一步發展成作業系統、威脅
視窗（Windows）的獨占地位。
為了解釋獨占廠商（或者我們的範例中的既存賣家）的搭售與升級行為，
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在 2011 年發表的論文中建構了一個動態賽局模型，
指出當未來升級能夠產生相當的消費價值時，則芝加哥學派的推論不成立。獨
占廠商有動機進行搭售，以排除競爭廠商進入非核心市場（B 產品市場）
，並且
自己進行（B 產品的）產品升級。原因在於產品升級是一個在未來發生的可能
事件，亦即消費者購買 A 產品與升級後的 B 產品是發生在不同時間點的購買行
為。當選擇購買 A 產品（作業系統）與升級前的 B 產品（應用程式）時，獨占
廠商的確可以藉由 A 產品的獨占地位，汲取競爭廠商在當下（未升級前）版本
B 產品所能提供的效益。但是之後當 B 產品升級，消費者選擇是否購買新版本
的 B 產品時，消費者已經不需要購買 A 產品，亦即 A 產品具有耐久財（durable
goods）的性質。此時獨占廠商無法藉由 A 產品市場的獨占地位汲取 B 產品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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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後所產生的效益，而必須與競爭廠商在 B 產品市場進行產品升級的競爭。當
產品升級能產生足夠大的效益時，為了排除競爭，獨占廠商有動機採取搭售，
使得消費者不向競爭廠商購買，同時自己進行 B 產品的升級。我們以一個簡單
的範例說明 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 2011 年論文的觀點211。
範例 2. 12＊
我們將範例 2. 8 的設定拓展成一個兩期模型，同時假設 𝑓 = 0，亦即潛在
競爭廠商沒有任何進入成本，因此沒有是否進入市場的問題。延續範例 2. 10，
我們僅稱之為競爭廠商。
A 與 B 兩個產品仍然為完全互補，亦即消費者必須同時擁有這兩個產品才
能產生任何的消費效益。而在這個兩期模型中，在第一期購買的產品能夠產生
兩期的消費效益。例如當消費者在第一期購買既存賣家的 A 產品與 B 產品時，
（暫時不考慮產品升級）消費者所能享受的消費效益為第一期效益 （3 + 3） 與
第二期效益 （3 + 3）的加總；而當消費者在第一期購買競爭者的 B 產品來搭
配既存賣家的 A 產品時，能產生的兩期總效益為第一期效益 (3 + 3 + 𝑥) 與第
二期效益 (3 + 3 + 𝑥) 的總和212。

211

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進一步考慮模型的不同延伸，包括消費者也可以使用「租賃」
（leasing）的方式享受產品、消費者必須承受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s）、廠商可對消費者進
行補貼、以及對核心產品（A 產品）的升級等等狀況； Carlton and Waldman (2011), supra note 156.
除了微軟，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在文中所引用的另一個例子為 IBM 在 1960 年代的策略
行為，包括租賃其主機（mainframe computer）、搭售軟體與服務、以及定期的軟體升級等等。
轉換成本指的是使用者從某一家公司商品轉換到另一家公司的產品時，除了價格以外必須付出
的成本。例如當慣常使用 Windows 作業系統的使用者要改採蘋果的 Macintosh 系統時所必須額
外花費的學習成本。轉換成本也是產業經濟學中的獨立課題，已經有相當數量的文獻累積。
Tirole (1988), supra note 9.
212
為了簡化分析，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不考慮產品折舊（depreciation）、未來效益的
折現（time discount）等因素； 納入這些考量也不會改變模型的主要結果。Carlton and Waldman
(2011), supra note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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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接著導入產品升級：假設在第二期一開始，兩
個廠商分別決定是否付出 𝑐 的成本提升 B 產品的品質、提高 △ 的消費效益。
因此，在產品升級後，既存賣家的 B 產品能產生 3 +△ 的效益、競爭者的 B 產
品能產生 3 + 𝑥 +△ 的效益。但是升級後 A 與 B 產品仍為完全互補，消費者仍
然需要 A 產品才能產生任何的消費效益。令 △> 𝑐，因此一個廠商進行產品升
級能夠產生正的社會效益 （但是由於消費者只需要一個升級後的 B 產品，兩個
廠商都升級必然造成社會效益的損失）
；同時假設當消費者購買升級後的 B 產品，
則原來第一期購買的（升級前） B 產品沒有任何的殘餘價值（scrap value）213。
我們考慮以下的決策順序：在第一期，既存賣家首先決定是否進行搭售並
維持到賽局結束214、接著兩個廠商進行價格競爭，由消費者做出產品購買決策；
然後到了第二期，
（維持之前的搭售決策）兩個廠商決定是否進行 B 產品升級、
接著為 B 產品的價格競爭，並由消費者做出升級版本的購買決策。
由於 A 產品由既存賣家獨占，消費者只能與既存賣家購買。搭售影響的是
消費者是否能保留向競爭者購買 B 產品的選項。如果既存賣家決定進行搭售，
那麼一旦購買了競爭者的 B 產品後就買不到 A 產品，而在完全互補的假設下，
沒有 A 產品就無法產生任何效益。因此在搭售之下，無論是否升級消費者都只
能向既存賣家購買兩產品。如果既存賣家在第二期決定不升級，消費者在兩期
能夠享受的產品效益為 (3 + 3) + (3 + 3) = 12；而如果既存賣家在第二期對 B

213

例如不存在 B 產品的二手市場（secondhand market），因此消費者無法轉售。
如同 Whinston 教授在 1990 年論文的設定（前揭註 166），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在
2011 年論文的主要分析假設既存賣家的搭售決策為不可逆（irreversible），例如透過產品設計
達成的搭售或者綑綁（前揭註 156）。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在文中有討論到可逆轉
（reversible）的搭售，指出此時廠商可能必須借助搭售以及補貼消費者的方式達成封鎖競爭者
的目的，而這個策略組合的效果與 Salop 與 Scheffman 兩位教授提出的「提高競爭對手成本」
（raising rivals’ costs） 的策略有相同邏輯。 Salop and Scheffman (1983, 1987), supra note 7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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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進行升級，消費者在第二期能夠享受較高的產品效益，而兩期的消費總效
益為 (3 + 3) + (3 + 3 +△) = 12 +△。既存賣家可以在第一期將 A 與 B 兩個產
品的總價訂在 12、然後在第二期將升級後的 B 產品訂價在△。由於 A 與 B 兩
個產品的兩期總效益至少為 12、而升級後的產品能增加 △ 的效益，因此這兩
個價格分別能被消費者接受。此外，根據 △> 𝑐 的假設，既存賣家為了增加
△ −c 的利潤而在第二期進行升級。因此，在搭售之下既存賣家的利潤為
12 +△ −𝑐；既存賣家藉由搭售完全取得自家產品本身帶給消費者的兩期消費效
益、以及產品升級的利潤215。
接著考慮既存賣家決定不搭售的市場競爭。此時消費者可以選擇購買競爭
者的 B 產品。由於在第二期兩個廠商同時決定是否進行升級，如同在範例 2. 10
中的分析，我們必須建構報酬矩陣、找出這個「子賽局」
（subgame）的 Nash 均
衡。此外，第一期競爭之後可能出現兩種結果，亦即消費者決定購買哪家廠商
的 B 產品。而這兩種結果會導致第二期的升級賽局的一些差異。因此我們區分
兩種情況討論。
如果第一期的競爭結果使得消費者購買競爭者的 B 產品以及既存賣家的 A
產品，則第二期兩個廠商的升級賽局報酬如圖 2. 18（a）所列出。消費者在第
一期購買的產品組合能夠在第二期產生 3 + 3 + 𝑥 的效益。此時如果兩個廠商
都決定進行 B 產品的升級，亦即策略組合為｛升級、升級｝
，則消費者決定是否
購買品質為 3 +△ 的既存賣家升級後 B 產品、品質為 3 + 𝑥 +△ 的競爭者升級
後 B 產品、或者不購買升級品，仍享受之前購買的競爭者升級前 B 產品（品質
為 3 + 𝑥）
。我們假設 △ −𝑥 > 𝑐 > 0，因此 △> 𝑥，亦即升級能夠帶來顯著的產
215

除非既存賣家能夠有效承諾未來必然會進行升級、同時保證不加價，消費者不會在第一期就
接受 12 +△ 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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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8 產品升級的報酬矩陣

品效益提升。
（若 △< 𝑥，則既存賣家無法藉由升級對競爭者在 B 產品市場造成
任何威脅。）
令既存賣家對其升級後 B 產品的定價為 𝑝𝐼𝑢 、競爭者對其升級後 B 產品的
定價為 𝑝𝐸𝑢 （上標`u’ 表示升級, upgrade）。在第二期，消費者如果選擇競爭者
的升級產品搭配手中的 A 產品，可以產生 3 + (3 + 𝑥 +△) − 𝑝𝐸𝑢 的淨效益（消
費者剩餘）；選擇既存賣家的升級產品的消費者剩餘為 3 + (3 +△) − 𝑝𝐼𝑢 ；而不
購買升級產品的消費者剩餘為 3 + (3 + 𝑥)。因此，若
3 + (3 + 𝑥 +△) − 𝑝𝐸𝑢 ≥ 3 + (3 +△) − 𝑝𝐼𝑢 ⇒

𝑝𝐸𝑢 ≤ 𝑥 + 𝑝𝐼𝑢

(2. 33)

以及
3 + (3 + 𝑥 +△) − 𝑝𝐸𝑢 ≥ 3 + (3 + 𝑥) ⇒

𝑝𝐸𝑢 ≤△

(2. 34)

兩個條件同時成立，消費者會購買競爭者的升級產品。由於兩者皆升級後既存
廠商仍居於品質劣勢，價格競爭之下既存廠商會削價至 𝑝𝐼𝑢，但仍無法勝過與競
爭者。而在 △> 𝑥 的條件下，競爭者最高只能定價在 𝑝𝐸𝑢 = 𝑥。因此，對應於
｛升級、升級｝這組策略，既存廠商的報酬為 – 𝑐（花費成本升級後仍然賣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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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競爭者的報酬為 𝑝𝐸𝑢 − 𝑐 = 𝑥 − 𝑐。
根據類似的推論方式，我們可以得到其他策略組合的報酬。如果只有競爭
者進行升級，亦即考慮｛不升級、升級｝的策略組合，由於消費者已經有了競
爭者未升級的 B 產品，對既存賣家未升級的 B 產品沒有任何購買誘因，因此只
要（2.34）式成立，消費者就會購買競爭者的升級產品。競爭者可以定價在 𝑝𝐸𝑢 =△。
此時既存賣家在第二期的報酬為零、而競爭者可以得到利潤 𝑝𝐸𝑢 − 𝑐 =△ −𝑐。
如果只有既存賣家進行升級，亦即考慮｛升級、不升級｝的策略組合，則
既存賣家的定價壓力來自於消費者手中已有的競爭者未升級產品。給定既存賣
家的定價 𝑝𝐼𝑢 ，消費者願意購買升級產品的條件為
3 + (3 +△) − 𝑝𝐼𝑢 ≥ 3 + (3 + 𝑥) ⇒

𝑝𝐼𝑢 ≤△ −𝑥;

因此既存賣家最高只能定價在 𝑝𝐼𝑢 =△ −𝑥，在第二期得到報酬 △ −𝑥 − 𝑐；而競
爭者的報酬為零。最後，如果兩個廠商都不升級，則消費者已經擁有最高品質
的 B 產品、不會再購買任何產品，因此兩個廠商的第二期報酬均為零。
考慮圖 2. 18（a）的報酬矩陣，當競爭者選擇升級時，既存賣家的最適反
應為不升級；而當競爭者不升級時，既存賣家應該升級。反之，無論既存賣家
是否升級，競爭者都應該升級，這表示升級為競爭者的優勢策略。因此這個子
賽局的 Nash 均衡為｛不升級、升級｝，亦即只有競爭者會升級。
其次，第一期競爭的另一個可能結果為即便沒有搭售，消費者仍然向既存
賣家購買 A 與 B 兩個產品。到了第二期，給定消費者手中的 B 產品來自既存賣
家，只能產生 3 的效益，兩個廠商的升級賽局報酬矩陣如圖 2. 18（b）。當兩
個廠商都升級時，消費者選擇競爭者的品質較優升級品的條件仍為（2.33）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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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消費者願意購買、而非持續消費手中的未升級產品的條件修正為
3 + (3 + 𝑥 +△) − 𝑝𝐸𝑢 ≥ 3 + 3 ⇒

𝑝𝐸𝑢 ≤△ +𝑥;

(2. 35)

價格競爭之下，品質較差的既存賣家仍然削價至零，因此競爭者最高只能定價
在 𝑝𝐸𝑢 = 𝑥，在第二期享受 𝑥 − 𝑐 的利潤。既存賣家的第二期報酬仍然為 – 𝑐。
如果只有競爭者升級，則消費者願意購買的條件為（2.35）式，因此競爭
者最高可以定價在 𝑝𝐸𝑢 =△ +𝑥，享受 △ +𝑥 − 𝑐 的第二期報酬；既存賣家的第
二期報酬則為零。而如果只有既存賣家進行升級，則消費者願意購買升級品、
而非繼續享受手中的未升級品的條件為
3 + (3 +△) − 𝑝𝐼𝑢 ≥ 3 + 3 ⇒

𝑝𝐼𝑢 ≤△;

此外，消費者仍然可能考慮購買競爭者的未升級產品。若競爭者將其未升級產
品定價在 𝑝𝐸，則消費者會選擇既存賣家的升級產品、而不是競爭者未升級產品
的條件為
3 + (3 +△) − 𝑝𝐼𝑢 ≥ 3 + (3 + 𝑥) − 𝑝𝐸

⇒

𝑝𝐼𝑢 ≤△ −𝑥 + 𝑝𝐸 ;

競爭者最低願意將價格定為零，因此既存賣家最高只能定價在 𝑝𝐼𝑢 =△ −𝑥，享
受 △ −𝑥 − 𝑐 的第二期利潤；競爭者的利潤則為零。最後，如果兩個廠商都不
升級，則消費者可以考慮換購競爭者品質為 3 + 𝑥 的 B 產品來取代手中既存賣
家品質只有 3 的產品。競爭者可以定價在 𝑥，在第二期取得 𝑥 的報酬。
根據圖 2. 18（b）的報酬矩陣，競爭者仍然有升級的優勢策略，而此時既
存賣家會決定不升級。因此 Nash 均衡仍然為｛不升級、升級｝
，亦即只有競爭
者會升級。
由以上討論，我們發現若既存賣家不進行搭售，就無法在第二期取得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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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所有升級的利潤會由競爭者享受。我們接下來仍需考慮既存賣家是否可
使用第一期的定價「事先」汲取未來在第二期的升級報酬。
在沒有搭售的情況下，令既存賣家在第一期對其 A、B 兩產品的定價分別
為 𝑝𝐼𝐴 與 𝑝𝐼𝐵、競爭者對其 B 產品的定價則為 𝑝𝐸。如果最後的價格均衡導致消
費者購買競爭者的 B 產品，消費者必然預期到在第二期只有競爭者會進行升級，
並以 𝑝𝐸𝑢 =△ 出售升級品。因此這個在第一期購買既存賣家的 A 產品與競爭者
的 B 產品所能產生的兩期總消費效益為 3 + (3 + 𝑥) = 6 + 𝑥 （第一期消費效益）
與 3 + (3 + 𝑥 +△) −△= 6 + 𝑥 （第二期的消費者剩餘）的總和。若要讓消費者
願意付出 𝑝𝐼𝐴 與 𝑝𝐸 的價格得到這兩樣商品，必須保證總消費效益不低於付出
的總價格，亦即
6 + 𝑥 + 6 + 𝑥 − 𝑝𝐼𝐴 − 𝑝𝐸 ≥ 0 ⇒

𝑝𝐼𝐴 ≤ 12 + 2𝑥 − 𝑝𝐸 ;

由於競爭者不會賠本出售，𝑝𝐸 ≥ 0，同時既存賣家無法在第二期享受任何報酬，
因此既存賣家在這個狀況之下的兩期總利潤為 𝑝𝐼𝐴 ≤ 12 + 2𝑥。
其次，如果第一期最後的結果為消費者向既存賣家購買 A 與 B 兩個商品，
則消費者在第一期的消費效益為 3 + 3 = 6。到了第二期，只有競爭者會進行升
級 ， 並以 𝑝𝐸𝑢 =△ +𝑥 出售 升級 品給消費者 ，後者 的 第二期消費 者剩餘為
3 + (3 + 𝑥 +△) − 𝑝𝐸𝑢 = 6。因此兩期的消費效益為 6 + 6 = 12；消費者在第一
期付出的總價格為 𝑝𝐼𝐴 + 𝑝𝐼𝐵 。因此，只有在
12 − (𝑝𝐼𝐴 + 𝑝𝐼𝐵 ) ≥ 0
時消費者才願意做出這樣的消費決策。此時既存賣家的兩期總利潤為
𝑝𝐼𝐴 + 𝑝𝐼𝐵 ≤ 12 （既存賣家同樣無法在第二期享有任何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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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9 搭售與保護核心市場

總結分析，我們發現如果既存賣家進行搭售，可以享受的總利潤為
12 +△ −𝑐；但是若不進行搭售，則其總利潤不可能超過 12 + 2𝑥。在前者，當
進行搭售時，既存賣家可以充分享有升級帶來的利益 △ −𝑐；但是在後者，不進
行搭售時，升級的報酬完全歸諸於競爭者，既存賣家頂多只能得到芝加哥學派
的「單一獨占利潤」理論所強調，藉由 A 產品獨占地位所得到的競爭者（未升
級前）B 產品的品質優勢 2𝑥。因此，當升級的利益夠大時，亦即當△ −c > 2𝑥，
既存賣家會進行搭售。這個就是 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所提出，獨占廠
商為了保障未來從產品升級得來的報酬而進行搭售的市場封鎖理論216。
2、 保護核心市場（primary market）
美國與歐盟的微軟案中搭售的部分非常受到經濟學家重視。經濟學家關心
微軟的搭售行為是否為其能夠長期維持個人作業系統獨占地位的重要關鍵。亦
即，微軟的搭售目的可能是保護其核心的作業系統市場，而非如傳統槓桿理論
216

Carlton and Waldman (2011), supra note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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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是為了延伸市場力量。以圖 2. 19 的市場結構來看，微軟所擔心的可能不
是潛在競爭者在競爭部門（B 產品市場，微軟案中的瀏覽器應用程式）的活動，
而是競爭者進入 B 市場後，可能以此為跳板，進一步進入獨占部門（A 產品市
場，微軟案中的作業系統）
，威脅到既存賣家的核心市場（A 產品市場）獨占地
位。為了防備這個威脅、維持在核心市場的獨占地位，微軟可能藉由搭售扼殺
潛在競爭者進入 B 市場的契機。
Choi 與 Stefanadis 兩位教授、以及 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使用不同的
模型、以不同的機制分別描述搭售為何能夠達成這個保護核心市場的效果。Choi
與 Stefanadis 兩位教授在 2001 年發表的論文強調潛在競爭者必須進行研發活動、
開創新產品（或製程）後才能進入市場；而研發具有不確定性，亦即潛在競爭
者的研發計畫可能失敗、無法順利發展出能夠有效競爭的產品 217 。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在 2002 年的論文則考慮進入不同的市場可能有不同的進入成
本。例如規模經濟使得進入第一個市場後能夠降低進入第二個市場的進入成本；
或者範疇經濟（scope economies）使得平均進入成本隨著進入多個市場而下降218。
在這兩個情形下，搭售都可能達成既存賣家保衛核心市場的目的。此外，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進一步指出其分析同樣可以解釋為網路效果之下結果。我
們以下分別說明。
(1) 搭售與研發 II
Choi 與 Stefanadis 兩位教授在 2001 的論文中假設潛在競爭者可以分別針對
A、B 兩個市場執行研發計畫219。計畫成功後就能夠得到品質較既存賣家為佳的
217
218
219

Choi and Stefanadis (2001), supra note 170.
Carlton and Waldman (2002), supra note 171.
Choi and Stefasnadis (2001), supra note 170. Choi 與 Stefanadis 兩位教授在文中另外考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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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計畫失敗則沒有產品可以進入市場。A、B 兩個產品仍為完全互補。
按照芝加哥學派的想法，如果潛在競爭者只能進入一個市場，例如 B 市場，
則既存賣家不會有動機使用搭售排除進入。但是在這裡，當潛在競爭者針對兩
個市場的研發計畫都成功之後，潛在競爭者可以進入 A、B 兩個市場，挾其較
高品質的產品組合「完敗」既存賣家，使得既存賣家連在 A 產品市場的利潤都
完全消失。面對這樣的威脅，Choi 與 Stefanadis 兩位教授指出既存賣家可以借
助搭售來降低潛在競爭者的研發誘因，因此緩和被替代的威脅。
當潛在競爭者能夠在研發成功後打進 A、B 兩市場時，既存賣家必須削弱
潛在競爭者的研發誘因才能維持獨占地位、防止被競爭者取代。影響研發動機
的管道有兩個：既存賣家可以試著增加潛在競爭者的研發成本、或者降低研發
成功之後的報酬。而在 Choi 與 Stefanadis 兩位教授的模型中，搭售屬於後者、
影響報酬的手段。換句話說，既存賣家藉由搭售拉低潛在競爭者從研發計畫所
能得到的利潤，進而降低競爭者從事研發的誘因，以保障自身的獨占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Choi 與 Stefanadis 兩位教授的論點要成立，除了必須要有
研發成本的存在，研發活動的風險性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甚至不同計畫的風
險關聯性設定也會影響結論。原因在於搭售的本質為影響（A 與 B）產品市場
競爭的手段，而對潛在競爭者的研發決策來說，產品競爭決定了研發活動的報
酬、而非研發計畫的成本。而搭售與否只有在潛在競爭者只發展出一個成功產
品時才對產品市場競爭有影響；當潛在競爭者在 A、B 兩個市場的研發活動都
潛在競爭者可能進行 R&D，進入不同市場的情境；前揭註 170。此外，Choi 與 Stefanadis 兩位
教授在 2006 年發表得論文同樣分析綑綁對研發以及進入市場的影響，但是區分「統整性」
（generalist firms） 與「專門性」（specialist firms）廠商；前揭註 170。統整性廠商能夠對多個
產品進行研發、專門性廠商的研發則侷限於單一產品。綑綁使得專門性競爭者無法單獨進入市
場，因此面對與其他產品部門的專門性競爭者的協調問題，降低既存賣家所面對的競爭威脅。

165

失敗時，無論有沒有搭售消費者都只有近存賣家的商品可以選購、而當潛在競
爭者的兩個研發計畫都成功時，無論有無搭售既存賣家都無法與潛在競爭者競
爭。但是當潛在競爭者只成功發展出一個產品時（如同範例 2. 8 的設定）
，若既
存賣家有搭售則潛在競爭者無法出售產品（A、B 為完全互補）、無搭售則潛在
競爭者可取得一些利潤。因此搭售的效果在於降低潛在競爭者只有一個研發計
畫成功時的報酬。
根據這個推論，當研發有成本卻沒有風險、一定成功時，若潛在競爭者執
行兩個計畫就不會只有一個計畫成功的情形，此時搭售沒有任何效果。就算研
發有可能失敗，如果兩個計畫的成功率關聯性很高，則只有一個計畫成功的機
率很低，搭售的影響隨之下降。例如在極端時兩個計畫不是一起成功就是一起
失敗，同樣不會出現只有一個計畫成功的狀況，搭售也無法達到排除競爭、保
護核心市場的效果。而在 Choi 與 Stefanadis 兩位教授的分析中，兩個計畫的成
功為獨立事件（independent events），有相當的機率出現只有一個成功計畫的情
形，搭售因此有相當的市場封鎖效果。以下我們用一個簡單例子說明。
範例 2. 13
考慮圖 2. 19 的市場結構，A、B 兩產品為完全互補，既存賣家在每個市場
有消費價值為 3 的產品。消費者最多只購買一單位的 A 與 B。
（根據完全互補，
只購買單一產品無法產生任何消費價值）。
潛在競爭者可以針對 A、B 兩個市場分別進行研發。每個研發計畫的成本
為 𝑓，不做研發、或者研發失敗就無法進入該市場。針對某個市場的研發計畫
成功後，潛在競爭者就可以得到消費價值為 3 + 𝑥 的產品，同時不需要付出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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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進入成本220。潛在競爭者可以決定進行兩個研發計畫、一個研發計畫、或
者不進行任何計畫（亦即不進入市場）221。每個計畫的成功機率為 1/2，並且
互相獨立，亦即一個計畫是否成功不影響另外一個計畫的成功或者失敗。此外
廠商沒有其他生產成本。
既存賣家首先決定是否進行搭售，同時一旦決定後就無法更改；接著潛在
競爭者決定執行幾個研發計畫；最後，依據是否搭售以及潛在競爭者的研發成
果，兩個廠商在產品市場進行競爭。
首先分析既存賣家決定不搭售之後的研發與市場競爭決策。在沒有搭售的
狀況下，消費者可以根據 A、B 兩個市場的產品與定價狀況分開做決定，不須
合併一起考慮。如果潛在競爭者最後沒有任何產品（例如不做任何研發、或者
研發都失敗），既存賣家在兩個市場都是獨占，可以享有 6 的利潤，潛在競爭
者的報酬則為零。如果潛在競爭者只有一個產品，例如 B 產品，按照範例 2. 8
中的推論，尤其對於（2.29）式與（2.30）式兩式的分析，我們會有多重價格均
衡：任何滿足 𝑝𝐼𝐴 + 𝑝𝐸 = 6 + 𝑥 與 𝑝𝐸 ≤ 𝑥 這兩個條件的價格 （𝑝𝐼𝐴 , 𝑝𝐸 ） 都是
一組均衡，其中 𝑝𝐼𝐴 為既存賣家對其 A 商品的定價、𝑝𝐸 為潛在競爭者對其 B
產品的定價。為了讓潛在競爭者在沒有搭售時有最強的研發誘因，我們考慮
𝑝𝐸 = 𝑥、𝑝𝐼𝐴 = 6 這組均衡，亦即在沒有搭售之下潛在競爭者能夠充分享有其品
質較佳產品帶給消費者的額外消費效益 𝑥。
最後，如果潛在競爭者成功發展出兩個產品，則兩個廠商都能提供一組 A+B

另一個解釋為每個市場有 𝑓 的進入成本；但是花費進入成本不代表不一定能成功打進市場，
只有一個機率能夠進入市場。
221
由於 A、B 兩商品的消費價值具對稱性，當潛在競爭者只進行一個計畫時，我們不需要進一
步區分是針對 A 商品的研發還是 B 商品的研發計畫。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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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完整「系統」
（system）
。但是由於潛在競爭者既存賣家的系統品質較高，
總共有 6 + 2𝑥 的消費效益，價格競爭之下消費者會選擇向潛在競爭者購買、
同時潛在競爭者可以得到 2𝑥 的利潤。我們簡單說明這個結果如下：令既存賣
家對其 A、B 產品的定價分別為 𝑝𝐼𝐴 與 𝑝𝐼𝐵；潛在競爭者對其產品的定價分別為
𝑝𝐸𝐴 與 𝑝𝐸𝐴 。當沒有搭售時，消費者可以任意搭配兩個廠商的 A、B 產品，但必
須 A、B 都購買才能產生消費效益。給定消費者的確會購買 A、B 兩商品，消
費者選擇潛在競爭者的 A 產品的條件為
𝐶𝑆 𝐵 + (3 + 𝑥) − 𝑝𝐸𝐴 ≥ 𝐶𝑆 𝐵 + 3 − 𝑝𝐼𝐴 ⇒

𝑝𝐸𝐴 ≤ 𝑥 + 𝑝𝐼𝐴 ;

其中 𝐶𝑆 𝐵 為消費者購買 B 產品（結合 A 產品）之後的淨效益：如果消費者選
擇既存賣家的 B 產品，則 𝐶𝑆 𝐵 = 3 − 𝑝𝐼𝐵 ；如果選擇潛在競爭者的 B 產品，則
𝐶𝑆 𝐵 = 3 + 𝑥 − 𝑝𝐸𝐵 。無論選擇哪一家的 B 產品，我們可發現潛在競爭者在 A 產
品的品質優勢可以轉化為價格優勢。既存賣家最低將價格下壓至零， 𝑝𝐼𝐴 = 0，
此時潛在競爭者可以定價在 𝑝𝐸𝐴 = 𝑥，從而在 A 產品市場得到 𝑥 的報酬。應用
同樣的分析，在 B 產品市場上，無論消費者購買哪家廠商的 A 產品，潛在競爭
者都可以憑藉品質優勢贏得與既存賣家的價格戰。在 B 產品市場上的價格均衡
為 𝑝𝐼𝐵 = 0 與 𝑝𝐸𝐵 = 𝑥，既存賣家同樣可以獲得利潤 𝑥。因此在沒有搭售之下，
成功發展兩個產品的潛在競爭者可以得到報酬 2𝑥。
根據這些產品市場的競爭結果，我們接下來分析潛在競爭者的研發決策。
如果不進行任何研發，則潛在競爭者報酬為零。如果潛在競爭者只執行一個研
發計畫，不管是針對 A 或者 B 產品市場，研發成本都是 𝑓、成功機率都是 1/2、成
功之後的報酬都是 𝑥。潛在競爭者執行一個研發計畫的預期報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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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𝑥 − 𝑓;
2
而如果執行兩個計畫，潛在競爭者必須付出雙倍的成本 2𝑓。由於兩個計畫成果
彼此獨立，(1/2) ⋅ (1/2) = 1/4 的機率兩個計畫都成功，此時潛在競爭者可以
得到報酬 2𝑥； 同樣有 1/4 的機率兩個計畫都失敗，此時報酬為零；而有 1/2
的機率只有一個計畫成功（1/4 的機率 A 產品計畫成功但 B 產品計畫失敗、與
1/4 的機率 A 產品計畫失敗但 B 產品計畫成功），此時報酬為 𝑥。因此潛在競
爭者執行兩個計畫的預期報酬為
1
4

1

1

1

(2𝑥) + 𝑥 + ⋅ 0 − 2𝑓 = 2 ( 𝑥 − 𝑓) ;
2
4
2

(2. 36)

我們發現只要研發有利可圖，亦即當
1
2

𝑥>𝑓

(2. 37)

的條件成立，潛在競爭者就會選擇執行兩個研發計畫，既存賣家就必須面對有
1/4 的機率會被完全替代掉的風險。
如果既存賣家進行搭售，那麼在市場競爭階段，如果潛在競爭者仍然沒有
任何產品，報酬仍然為零。但是如果潛在競爭者只有一個產品，不管是 A 或者
B 產品，在既存賣家的搭售策略之下，消費者都不會購買潛在競爭者的產品，
因此搭售使得潛在競爭者在只有一個產品時的報酬由 𝑥 降為零。
而當潛在競爭者成功發展出兩個產品時，潛在競爭者可以克服搭售的銷售
限制，仍然享有 2𝑥 的利潤。說明如下：當既存賣家進行搭售時，既存賣家的
兩個產品等於整合為一個系統產品，消費者要不然就購買既存賣家的 A+B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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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要不然就完全不向既存賣家購買。因此我們只需要考慮既存賣家對 A+B
產品組合的總定價 𝑝𝐼𝐴 + 𝑝𝐼𝐵 = 𝑝𝐼 。而如果消費者不向既存賣家購買任何產品，
唯一的其他選擇就是購買潛在競爭者的 A+B 產品組合，亦即搭售在這個狀況會
使得兩個廠商進行「系統對系統」的競爭。因此我們也只需要考慮潛在競爭者
的總定價 𝑝𝐸𝐴 + 𝑝𝐸𝐵 = 𝑝𝐸 。
比較兩個廠商的兩個 A+B 產品組合（系統），品質優勢會使得潛在競爭者
贏得價格戰：消費者願意購買潛在競爭者的產品組合的條件為
(3 + 𝑥) + (3 + 𝑥) − 𝑝𝐸 ≥ 3 + 3 − 𝑝𝐼 ⇒

𝑝𝐸 ≤ 2𝑥 + 𝑝𝐼 ;

既存賣家最低將價格訂為零，𝑝𝐼 = 0，而潛在競爭者可以訂在 𝑝𝐸 = 2𝑥，同樣賺
取 2𝑥 的報酬。與沒有搭售時的狀況相比較，當潛在競爭者成功發展出兩個產
品時，搭售對於產品市場競爭結果沒有任何影像。
修改過產品競爭的價格均衡與潛在競爭者報酬後，我們同樣考慮潛在競爭
者的研發策略。首先，搭售會使得潛在競爭者沒有任何誘因只執行一項研發計
畫，因為即便計畫成功，搭售使得潛在競爭者在產品市場上無法得到任何報酬。
其次，如果潛在競爭者執行兩個研發計畫，則預期報酬為
1

1

1

1

(2𝑥) + ⋅ 0 + ⋅ 0 − 2𝑓 = 2 ( 𝑥 − 𝑓) ;
4
2
4
4

(2. 38)

與（2.37）式相比較，潛在競爭者只有在
1
4

𝑥>𝑓

(2. 39)

的條件下才有動機進行研發。搭售明顯地藉由降低只有一個產品時的報酬而削
弱了潛在競爭者的研發誘因。此外，當研發成本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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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𝑥>𝑓> 𝑥
2
4
的範圍時，既存賣家可以藉由搭售來排除競爭，維持獨占地位。亦即，如果既
存賣家不進行搭售，由於（2.37）式滿足，潛在競爭者會進行兩個研發計畫，而
既存賣家必須面對 1/4 被完全取代的機率；但是如果既存賣家選擇搭售，由於
（2.39）式不滿足，潛在競爭者不會花費成本進行任何研發計畫，自然無法進入
市場、威脅既存賣家。
觀察（2.36）與（2.38）式，我們發現如果研發一定成功，亦即成功機率為
1，則無論是否搭售，只要 𝑥 > 𝑓，潛在競爭者都會執行兩個研發計畫、然後完
全取代既存賣家。因此 Choi 與 Stefanadis 兩位教授在 2001 年論文的論點必須仰
賴研發成本（𝑓 > 0） 與風險222。
其次，就算計畫具有風險性，成功機率維持在 1/2，如果計畫具有完全相
關，不是一起成功（1/2 機率）就是一起失敗（1/2 機率）
，那麼潛在競爭者只
有單一產品的事件不會發生，搭售與否的報酬 0 （有搭售）或者 𝑥 （無搭售）
就不會影響潛在競爭者地研發誘因。（2.36）與（2.38）式都必須修改為
1
1
1
(2𝑥) + ⋅ 0 − 2𝑓 = 2 ( 𝑥 − 𝑓) ;
2
2
2
因此既存賣家無法以搭售排除進入、防止潛在競爭者進行研發。
(2) 規模經濟範疇經濟
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在 2002 的文章中採用動態的觀點，強調潛在

222

Choi and Stefanadis (2001), supra note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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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由於資金或者廣義上資源的限制通常無法一次進入多個市場，而必須「延
長戰線」
，一次進入少數市場、然後分多次陸續進入所有相關市場223。但是一旦
潛在競爭者進入所有市場，具備完整的產品線（product line）之後，就能夠憑
藉齊全而質優的產品組合在產品市場競爭上取得絕對優勢、淘汰既存賣家。例
如在微軟案中，網景（Netscape）或其他競爭者的瀏覽器就被視為可能進一步發
展成作業系統的產品，在未來能夠挑戰微軟在個人作業系統的市場地位。著眼
於未來的挑戰，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認為微軟將其瀏覽器產品 Internet
Explorer（IE）綑綁於視窗作業系統的動機可能是為了防止競爭者能在順利進入
瀏覽器市場，站穩腳步之後進一步跨足作業系統市場。
如同 Choi 與 Stefanadis 兩位教授在 2001 年文章224中的分析，搭售的效果仍
然在於減損潛在競爭者只進入一個市場時的利潤，而無法對潛在競爭者成功進
入兩個市場後造成傷害，因此必須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既存賣家才會有動機、且
能夠成功使用搭售保衛核心市場。
沿用範例 2. 8 的設定，但是將模型擴展為一個動態的兩期模型：潛在競爭
者在兩個產品市場都有較高品質的產品，但是在第一期（第一個時間點） 只能
夠進入一個市場。例如潛在競爭者在第一期先選擇是否進入 B 產品市場、而只
有在第二期才能考慮是否進入 A 產品市場，亦即既存廠商的核心市場。在這樣
的設定下，既存賣家會使用搭售排除競爭的一組可能條件組合為：首先，潛在
競爭者進入市場必須耗費進入成本，否則在沒有成本的狀況下，潛在競爭者沒
有所謂進入或者退出的問題，可以直接將產品上架，與既存賣家競爭225。但是
223

Carlton and Waldman (2002), supra note 171.
Choi and Stefanadis (2001), supra note 170.
225
但是 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也為他們的模型結果提出第二種解釋，亦即當 B 產品消費
具有網路外部性。此時就算沒有進入成本，搭售也可以具備排除進入的效果；我們會接著說明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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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費進入成本後，能否成功的風險或者不確定性則不是搭售的排除效果的必要
條件。因此在這一小節的討論，我們不考慮風險的存在。
其次，當成功進入 B 產品市場後，潛在競爭者必須要有動機進一步花費進
入成本進入 A 產品市場。如果潛在競爭者會滿足於局限在 B 產品市場，不想跨
足既存賣家的核心市場，則芝加哥學派的論點成立，搭售所引起的排除進入效
果無助於既存賣家實現更高的利潤。
最後，當潛在競爭者會以 B 產品市場為跳板、進入 A 產品市場，搭售要能
夠防止潛在競爭者進入 A 產品市場，必然表示搭售對潛在競爭者所造成的利潤
能夠一開始就使得潛在競爭者不願意進入 B 產品市場、因此在沒有「灘頭堡」
的狀況下也無法進入 A 產品市場。原因如同之前所闡明的機制，搭售只會降低
潛在競爭者只進入一個市場之後的報酬，而對進入兩個市場之後的產品市場競
爭結果沒有影響。因此，一旦潛在競爭者已經在 B 產品市場站穩腳步，考慮的
是要不要進一步花費成本進入 A 產品市場，根據假設搭售不會影響進入成本；
按照之前的分析，搭售與否也無法影響進入 A 產品市場的報酬。因此，搭售的
作用不在於阻止潛在競爭者進入第二個市場（A 產品市場、既存賣家的核心市
場）
；而是一開始就要能改變潛在競爭者進入第一個市場（B 產品市場、競爭部
門）的誘因。我們以一個簡單例子進一步說明。
範例 2. 14
如同以上分析，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在 2002 論文中使用的模型將
範例 2. 8 的設定延伸至一個兩期模型226。但是與之前所討論產品升級的狀況不
此點。 Carlton and Waldman (2002), supra note 171.
226
Carlton and Waldman (2002), supra note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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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所有產品都不是耐久財，因此消費者在兩期必須分別購買 A、B 兩個呈現
完全互補關係的產品。既存賣家兩個產品的品質都為 3；潛在競爭者（進入市
場後）兩個產品的品質都為 3 + 𝑥。除了潛在競爭者的進入成本，兩個廠商沒
有其他的生產成本。
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所考慮的進入決策設定比之前的說明稍微複雜
一點，但是也可能較為符合現實環境。潛在競爭者仍然只能在第二期決定是否
進入 A 產品市場，但是在兩期都可以決定是否進入 B 產品市場。因此，如果在
第一期沒有進入 B 產品市場，潛在競爭廠商仍然可以在第二期決定是否進入 A、
B 兩個產品市場，或者只進入其中一個市場。
令潛在競爭者進入 B 產品市場的進入成本為 𝑓 𝐵 、進入 A 產品市場的進入
成本為 𝑓 𝐴。一旦花費進入成本進入某個市場後，在下一期就不需要為該市場再
花費一次進入成本。我們假設進入成本滿足以下條件：
𝑓 𝐴 < 𝑥 < 𝑓 𝐵 < 2𝑥 < 𝑓 𝐴 + 𝑓 𝐵 < 3𝑥;

（2. 40）

以下我們會說明這個條件各部分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兩個市場的進
入成本一樣，𝑓 𝐵 = 𝑓 𝐴 ，則 𝑓 𝐴 < 𝑥 會導致 𝑓 𝐴 + 𝑓 𝐵 = 2𝑓 𝐴 < 2𝑥，
（2.40）式無
法成立。因此 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假設產業的進入成本結構具備規模
經濟（多為一個市場生產、所多增加的產量能夠降低進入市場的固定成本）
、或
者範疇經濟（多增加一個產品線、多樣化的生產能夠降低額外的進入成本）
，亦
即我們必須有 𝑓 𝐴 ≠ 𝑓 𝐵 的條件。而直覺來說，由於潛在競爭者先考慮是否進入
B 產品市場，因此規模經濟或者範疇經濟應該使得進入第二個市場（A 產品市
場）的進入成本較低，亦即 𝑓 𝐴 < 𝑓 𝐵 。

174

在模型的時序上，既存賣家首先決定是否進行搭售（並且不可逆轉）
，接著
潛在競爭者在各期決定是否進入市場227。每一期的產品市場競爭結果取決於既
存賣家是否搭售以及潛在競爭者進入了那些市場。我們沿用範例 2. 13 的分析結
果作為各廠商產品市場競爭之下的報酬：如果潛在競爭者順利進入兩個市場，
則在當期可以享受 2𝑥 的報酬，既存賣家會被完全取代，報酬為零；如果潛在
競爭者只進入一個市場，不論是 A 產品市場或者 B 產品市場，只有在沒有搭售
時潛在競爭者可以得到 𝑥 的當期報酬，但是若既存賣家進行搭售則潛在競爭者
報酬為零；而如果潛在競爭者沒有進入任何市場，既存賣家維持在兩個市場的
獨占地位，潛在競爭者報酬為零。
在（2.40）式成立的條件下，我們分別考慮既存賣家搭售或者不搭售如何
改變潛在競爭者在兩期的進入決策。
如果既存賣家不進行搭售，當第一期潛在競爭者進入 B 產品市場時，當期
從 B 產品市場可以得到收益為 𝑥、但是必須付出 𝑓 𝐵 的進入成本。根據 （2.40）
式，潛在競爭者在第一期的淨收益為負，𝑥 − 𝑓 𝐵 < 0。但是給定在第一期已經
進入 B 產品市場，到了第二期，潛在競爭者進入 A 產品市場只需要付出 𝑓 𝐴 的
進入成本。而一旦進入後，潛在競爭者有完整的 A、B 產品線，可以在第二期
取得 2𝑥 的報酬，得到 2𝑥 − 𝑓 𝐴 的淨利。因此，採用第一期進入 B 產品市場、
隨後在第二期進入 A 產品市場的策略可以讓潛在競爭者得到的兩期總利潤為

227

潛在競爭者無法在第一期就宣告第二期必然會進入 A 產品市場，並且能完全執行此一承諾
（commitment）。如果潛在競爭者具備完全的承諾能力（commitment power），搭售就無法影
響潛在競爭者的進入決策。反之，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在 2002 年文章（前揭註 171）、
以及 Choi 與 Stefanadis 兩位教授在 2001 文章（前揭註 170）裡所使用的模型都假設既存賣家的
搭售為不可逆，例如藉由產品設計、而非契約方式的搭售，使得既存賣家之後無法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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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𝑥 − 𝑓 𝐵 ) + (2𝑥 − 𝑓 𝐴 ) = 3𝑥 − (𝑓 𝐴 + 𝑓 𝐵 ) 。根據（2.40）式，這個利潤為正228。
我們檢驗這個進入策略的確符合潛在競爭者的最大利益：如果潛在競爭者
都不進入市場就沒有利潤。但是如果選擇不在第一期進入 B 產品市場，而在第
二期一口氣進入兩個市場，則潛在競爭者第一期報酬為零。到了第二期，潛在
競爭者總共花費的進入成本為 𝑓 𝐴 + 𝑓 𝐵、總共能夠得到的產品市場利潤為 2𝑥。
根據（2.40）式，這個延後進入的策略無法讓言在競爭者得到正的淨利潤，
2𝑥 − (𝑓 𝐴 + 𝑓 𝐵 ) < 0。
此外，我們也必須考慮潛在競爭者只進入一個市場的利潤。如果只進入 A
產品市場，由於潛在競爭者只能在第二期進入 A 產品市場，其總報酬為第二期
的淨利潤 𝑥 − 𝑓 𝐴。如果只進入 B 產品，選擇第一期就進入時可以得到兩期的總
報 酬 2𝑥 − 𝑓 𝐵 、 選 擇 第 二 期 才 進 入 就 只 有 第 二 期 的 報 酬 𝑥 − 𝑓 𝐵 。 由 於
3𝑥 − (𝑓 𝐴 + 𝑓 𝐵 ) = (𝑥 − 𝑓 𝐴 ) + (2𝑥 − 𝑓 𝐵 )，根據（2.40）式中 𝑥 > 𝑓 𝐴 與 2𝑥 > 𝑓 𝐵
的條件，只進入單一市場的報酬為正、但是較低。的確，在沒有搭售時，潛在
競爭者會選擇依序進入所有市場。
接下來，如果既存賣家選擇進行搭售，那麼潛在競爭者只進入一個市場（不
管 A 或者 B 產品市場）從產品市場上得到的報酬為零，而仍然必須付出對應的
進入成本。潛在競爭者唯一的選擇是在第二期同時進入兩個市場，得到 2𝑥 的
報酬，並付出 𝑓 𝐴 + 𝑓 𝐵 的進入成本。根據（2.40）式，這個同時進入策略的淨
利潤為負，2𝑥 − (𝑓 𝐴 + 𝑓 𝐵 ) < 0。因此，在搭售之下，潛在競爭者找不到任何能
夠獲利的進入策略，會選擇從頭到尾都不進入市場。既存賣家因而可以穩固在
兩個市場的獨占地位。
228

我們同樣假設廠商不對未來報酬折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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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覺來看，
（2.40）式的條件設定讓潛在競爭者第一期進入 B 產品市場的選
擇變成一個短期有害（短期利潤為負，𝑥 − 𝑓 𝐵 < 0）、但是長期有利（長期利潤
為正，3𝑥 − (𝑓 𝐴 + 𝑓 𝐵 ) > 0） 的「投資」行為；同時 2𝑥 < 𝑓 𝐴 + 𝑓 𝐵 的假設使
得這項投資成為成功打進產品市場的必要步驟，否則潛在競爭者可以等到第二
期在一起進入兩個市場，而不需要先進行進入單一市場的投資。從這個角度來
看，搭售的作用是提高這項投資的「成本」，讓短期的損失從 𝑥 − 𝑓 𝐵 提高到
−𝑓 𝐵，因而打消潛在競爭者的投資意願。既然這項「投資」 為進入的必要條件，
搭售因此能防止潛在競爭者進入所有市場。
(3) 網路外部性
前一小節的分析是藉由進入成本（以及規模或者範疇經濟的特徵）使得搭
售具備排除競爭的市場封鎖效果。但是 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接著指出
同樣的邏輯可以應用在產品的消費效益具備網路外部性的時候。此時就算潛在
競爭者不需花費進入成本，搭售也可以同樣達到市場封鎖的效果229。
消費上的網路外部性指的是消費者從某商品得到的消費效益會受到使用者
人數的影響，若使用同樣（廠商）商品的人數越多、單一消費者能享受的消費
效益越大，則此商品具備正的網路外部性230。軟體使用由於檔案格式（format）
、
功能設計、或者使用方法學習與習慣的問題，常被認為具備正向的網路外部性。
亦即若越多消費者使用同一個公司的軟體，則每一個消費者越能彼此交流、越
不需要花費額外心力使用不同軟體，因此消費效益越大。在這樣的情形下，
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指出若 B 產品具備強大的網路外部性，則就算沒有

229
230

Carlton and Waldman (2002), supra note 171, section 3.
進一步的解說參見前揭註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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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成本，搭售也可以排除潛在競爭者的有效進入產品市場。
以上的說明可知網路外部性的前提是必須有多個消費者使用此商品，需要
對我們目前已經使用的範例設定做較為複雜的更動。因此我們不以數學範例，
只用直覺的方式說明在網路外部性之下搭售的作用231。
首先，當沒有進入成本時，只要有產品，潛在競爭者可以嘗試將產品上架
與既存廠商競爭。因此我們將搭售的排除效果稍微修正，不是看搭售是否能夠
防止潛在競爭者在市場上推出產品，而是看就算有產品、與既存賣家進行價格
競爭，潛在競爭者是否能夠憑藉品質優勢贏得消費者、進而獲利。
我們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前一小節的設定。搭售的影響在於就算潛在競爭者
在第一期時在 B 產品市場推出品質較佳的商品，由於欠缺 A 商品的搭配，消費
者只能夠向既存賣家購買。而一旦所有消費者都在第一期購買既存賣家的產品
後，強大的網路外部性將使得消費者在第二期出現持續購買同一家公司產品的
傾向。就算在第二期潛在競爭者補齊了產品線、同時提供較高品質產品，由網
路外部性所導致消費者延續購買既存賣家產品的傾向也使得潛在競爭者難以競
爭。因此，針對微軟案的狀況，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指出軟體使用具備
的網路外部性特徵可能也是微軟採用搭售來維持獨占地位的原因232。
3、 搭售與榨取對手利益
我們最後討論 Carlton、Gans、以及 Waldman 三位教授近期關於搭售的一篇

231

Carlton 與 Waldman 教授的模型設定一開始就包含數個消費者；前揭註 171。
Carlton 與 Waldman 兩位教授進一步推論這兩個要素（進入成本與網路外部性）以及搭售的
效果可能使得既存賣家就算面對新的（B）產品不斷出現，也能夠藉由搭售持續排除競爭廠商
進入新的市場，進而長期延續其獨占地位。微軟在軟體產業長期的強勢角色似乎也符合這個機
制與行為模式的描述。 Carlton and Waldman (2002), supra note 171.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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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233。Carlton 等三位教授的研究出發點仍然是微軟的搭售行為。他們發現微
軟的搭售、或者綑綁實際上並無法防止消費者在技術層面下載、使用競爭對手
的產品。消費者如果不喜歡「隨機附贈」的應用軟體，例如瀏覽器（IE）或者
影音撥放軟體（WMP），通常另行下載自己偏好的軟體；而微軟的應用軟體只
是儲存在系統裡，占用空間與資源。亦即，微軟的搭售事實上對消費者而言是
可逆的（reversible），並不會因為在搭售之後，為了持續使用微軟的視窗系統，
就只能搭配微軟的應用軟體使用。
而在另外一方面，微軟在競爭法案件裡的攻防常常宣稱他們的搭售事實上
可以增進效率。例如將應用軟體整合進作業系統可以帶來穩定性、提升功能234、
或者節省消費者的安裝成本（installation costs）以及結合不同產品的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s）235。
結合這兩個觀察，Carlton 等三位教授提出以下論點：當獨占廠商的非核心、
競爭產品（B 產品）效能較差，但是搭售可以提升效能，使消費者滿足程度提
高時，獨占廠商的確可以藉由可逆的搭售來獲取更高利潤。因此獨占賣家有動
機使用搭售來綁定一個消費者不會使用的產品。
獨占廠商能夠藉此獲利的原因為可逆的搭售使得消費者仍然想買競爭對手
所提供、品質較高的產品來與獨占廠商的核心產品搭配。亦即搭售後競爭者仍
然可以試著調整價格，出售產品。但是搭售後獨占廠商的產品效能提升，表示
競爭者必須降低價格才能吸引消費者。而一旦競爭者的價格降低，但是產品維
持在高品質，那麼獨占廠商就可以提高（核心產品的）價格來增加利潤。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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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nis Carlton, Joshua Gans, and Michael Waldman, “Why Tie a Product Consumers Do Not
Use?” 2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85-105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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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Decision of 24 March 2004 in case COMP/C-3/37.792, para.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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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ra note, para.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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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獨占廠商可以藉由搭售來將利潤從競爭者移轉到自己身上。
這個汲取利益的手法似乎可以聯想到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所提出的獨
家交易契約中，獨占廠商同樣可以使用約定違約賠償來汲取潛在競爭者的效益
236

。而在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的模型中，當潛在競爭者效益具有不確定性

時，汲取利益的社會損失將是部分排除，亦即有時候比較有效率的競爭者將無
法進入市場。Cartlton 等三位教授的文章中並未考慮競爭者產品品質具有不確定
性的狀態，因此消費者一定會使用競爭者的產品。納入這個設定之後，搭售是
否能夠產生如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所言的部分排除效果，則有待經濟學家
的進一步研究。以下我們以一個簡單範例說明 Carlton 等三位教授的論點。
範例 2. 15
考慮圖 2. 12 的市場結構，既存賣家在 A 產品市場唯獨占、B 產品市場則
面對競爭。我們假設潛在競爭者的進入成本為零，𝑓 = 0，同時已經有 B 產品可
以販賣，因此沒有是否進入市場的問題；我們僅稱之為競爭者。A、B 兩個產品
為完全互補。廠商沒有任何成本。
既存賣家的 A 產品能夠產生 3 的消費效益、競爭者的 B 產品消費效益為
3 + 𝑥。如果沒有搭售，例如既存賣家沒有將自家的 A、B 產品整合在一起，則
既存賣家的 B 產品只能產生 3 的消費效益。但是在搭售之後，或許出於效能
（performance）的提升、或者節省消費者的安裝成本，既存賣家的 B 產品能夠
產生 3 +△ 的消費效益。但是 △< 𝑥，亦即就算整合後，競爭者的 B 產品品質
仍然較高（否則若 △> 𝑥，搭售後消費者就不會想購買競爭者的產品）
。而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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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hion and Bolton (1987), supra note 21. 參見本報告頁 131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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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同時擁有競爭者與既存賣家的 B 產品，也只能夠產生 3 + (3 + 𝑥) = 6 +
𝑥 的總消費效益。
如果沒有搭售，既存賣家與競爭者在 B 產品市場進行價格戰。令既存賣家
的兩個產品定價為 𝑝𝐼𝐴 與 𝑝𝐼𝐵 、競爭者的 B 產品價格為 𝑝𝐸 。按照範例 2. 8 裡
（2.29）、（2.30）兩式的分析，既存廠商會將其 B 產品價格訂為零， 𝑝𝐼𝐵 = 0。
因此競爭者最高可以訂價在 𝑝𝐸 = 𝑥。我們同時假設競爭者能夠得最高可能利潤，
𝜋𝐸 = 𝑝𝐸 = 𝑥 − 𝑝𝐼𝐵 = 0；因此既存賣家在沒有搭售之下的利潤只有
𝜋𝐼 = 𝑝𝐼𝐴 = 6 + 𝑥 − 𝑝𝐸 = 6。
考慮既存賣家進行搭售，設定其 A+B 產品組合價格為 𝑝𝐼 ；但是搭售為可
逆，消費者在選購既存賣家的兩個產品之後，仍然能夠考慮購買競爭者的產品。
令既存賣家對於其 A+B 產品組合的訂價為 𝑝𝐼 、競爭者對其 B 產品定價仍然以
𝑝𝐸 表達。
在搭售之後，既存賣家的 B 產品提升效能，因此消費者消費 A+B 產品組合
的總效益變成 3 + (3 +△) = 6 +△。由於兩產品為完全互補，消費者必須要購
買既存賣家的產品組合。而在購買之後，消費者已經能夠享受 6 +△ 的消費效
益（同時花費 𝑝𝐼 的支出）
。如果要讓消費者進一步購買競爭者的 B 產品，則必
須滿足的條件是
6 + 𝑥 − 𝑝𝐼 − 𝑝𝐸 ≥ 6 +△ −𝑝𝐼

⟹

𝑝𝐸 ≤ 𝑥 −△;

搭售使得競爭者的最高定價由 𝑥 降到 𝑥 −△。給定競爭者定價在 𝑝𝐸 = 𝑥 −△，
既存賣家的定價策略只要確保消費者願意購買自己的產品組合，以及競爭者的
B 產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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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𝑥 − 𝑝𝐼 − 𝑝𝐸 ≥ 0 ⟹

𝑝𝐼 ≤ 6 + 𝑥 − 𝑝𝐸 = 6 + 𝑥 − (𝑥 −△) = 6 +△;

因此搭售使得既存賣家的利潤提升到 𝜋𝐼 = 𝑝𝐼 = 6 +△。
比較兩個壯況，無論有無搭售消費者所使用的產品都是既存賣家的 A 產品
與競爭者的 B 產品，而兩個廠商的利潤總和都是 6 + 𝑥 = 6 +△ +(𝑥 −△)。搭售
所提升的效益事實上並沒有被消費者享用、社會總效益並不因搭售而增加。搭
售只是用來將利潤從競爭者移轉到既存賣家的手法。如果生產這些商品有生產
成本（如 Carlton 等三位教授的文中設定），那麼這個藉由搭售來汲取利益的行
為只會造成社會效率的損失。

三、

搭售與產品品質

由於本計畫主要在於討論廠商行為的市場封鎖效果，我們對於搭售的經濟
理論也著重在其限制競爭層面。但是誠如本節一開始所論及，搭售以及綑綁實
為廠商在設計產品時的常用策略，也往往能節省相當的交易成本。經濟學家並
未忘卻、實務上我們也不應輕忽搭售的經濟效益。在此我們簡單討論 Dana 與
Spier 兩位教授的近年研究237，論證搭售對於產品品質的正面影響。
Dana 與 Spier 兩位教授在 2015 年論文中所考慮的市場結構如同圖 2. 12 所
列示：既存賣家在產品 A（搭售品）市場為獨占廠商，但是在產品 B（被搭售
品）市場則必須面對競爭者。兩位教授不考慮搭售的排除效果，因此競爭者沒
有進入成本；同時廠商的 B 產品均為同質產品、也沒有成本上的差異。此外，
沿襲芝加哥學派的設定，產品 A 與 B 呈現完全互補的關係。
237

Dana and Spier (2015), supra note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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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a 與 Spier 兩位教授的設定與以往研究的差異在商品 A 為耐久財與經驗
財（experience goods）
。耐久財表示一次購買之後，消費者就可以使用該商品一
段時間；為了簡化分析，Dana 與 Spier 兩位教授假設商品 A 可以永遠使用，而
沒有折損（obsolete）或者折舊（depreciation）的問題。經驗財則表示商品 A 的
真正消費價值只有在消費者購買之後、親身體驗才能得知；亦即商品 A 的品質
無法在購買前確認。反之，商品 B 則為非耐久財，消費者必須定期購買；同時
沒有品質問題，亦即消費者在購買前能夠確認產品價值。典型的例子為產品 A
為印表機、產品 B 則為墨水匣；兩者缺一不可，但是印表機可以使用極長一段
之間，而墨水匣必須定期更換。
在這樣的條件下，市場機制必須提供適當的誘因才能促使既存賣家提供高
品質的 A 產品，而 Dana 與 Spier 兩位教授指出搭售就提供了這樣一個誘因機制。
當沒有搭售時，B 產品市場的競爭狀態使得既存賣家在產品市場無利可圖。A
產品的耐久財表示消費者不需經常購買；或者，在 Dana 與 Spier 教授的設定中，
只需購賣一次。而經驗財性質表示消費者必須在不確定產品品質之下決定是否
購買。因此，既存賣家可以「宣稱」產品為高品質，但是實際上出售低品質 A
產品，而消費者在購買之後才發現上當；又因為耐久財的性質，消費者無法藉
由未來拒絕購買來「懲罰」既存賣家。
但是當既存賣家進行搭售時，消費者雖然必須向既存賣家購買 B 產品，因
此付出較高的價格，但是也可以藉由 B 產品對既存賣家所產生的利潤（revenue
stream）來促使既存賣家提高 A 產品的品質。根據 A、B 產品的完全互補性質，
A 產品的品質也會影響消費者對 B 產品的需求：若 A 產品為高品質，則消費者
在未來願意持續購買較多的 B 產品；但是若 A 產品為低品質，則未來消費者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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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 B 產品的動機下降，既存賣家從 B 產品所得的利潤隨而下降。搭售使得 A 產
品的品質反應在消費者對 B 產品的需求，既存賣家因此有動機提升 A 產品品質。
這是搭售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之一。以下我們以一個簡單範例說明 Dana 與 Spier
教授的推論。
範例 2. 16＊
考慮圖 2. 12 的市場結構，但是假設競爭者不需花費任何成本進入 B 產品
市場、同時無法進入 A 產品市場。既存賣家與競爭者在 B 產品市場以零成本提
供同質產品；因此在 B 產品市場的競爭價格為零。既存賣家在 A 產品市場為獨
占廠商，並且能夠選擇提供高品質或者低品質產品。高品質產品也有較高的生
產成本：令低品質產品的生產成本為零、高品質產品的生產成本則為 𝑐 > 0。
市場上只有一個消費者∕買家。對於此買家來說，A、B 兩產品呈現完全互
補關係，但是 A 產品品質同樣影響消費價值。為了簡化分析，假設只有當 A 產
品為高品質時一起消費兩產品才能產生消費價值；反之，如果 A 產品為低品質，
則買家無法得到任何效用。買家無法在購買前查知 A 產品的品質；亦即我們假
設 A 產品為經驗財。
A 產品為耐久財的假設表示買家只要購買一次，未來一段時間就只需要購
買 B 產品（但是未來能否產生消費價值仍視當初所購買的 A 產品品質而定）。
我們因此必須導入未來以及「折現」的概念。我們以間斷式（discrete）的本期、
下一期、再下一期等等捕捉時間，並假設廠商會以 𝛿 的折現因子（discoounting
factor）折算未來利潤；令 𝛿 值介於 0 與 1 之間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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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 𝛿 值會與借貸市場利率 𝑟 有關，𝛿 = 1/(1 + 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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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買家購買高品質的 A 產品，則每期加購一單位 B 產品可以產生 𝑏 的
消費效益；但是若購買的 A 產品為低品質，則就算配合 B 產品也無法產生任何
效益。Dana 與 Spier 教授在 2015 年的文章中假設若 A 產品為低品質，則購買後
每一期買家有 1 − 𝜋 的機率可以察覺到手中的 A 產品為低品質產品，之後會因
為缺乏消費效益而停止購買 B 產品。反之，若 A 產品為高品質，則買家不會感
受到任何異狀；每期配合一單位的 B 產品可以產生 𝑏 的消費效益。例如 A 產
品品質可能與故障（malfunction）發生頻率有關：高品質產品永遠不會故障；
低品質產品則在每期配合 B 產品使用、產生消費價值之後，在下一期有 1 − 𝜋
的故障機率，故障之後 A 產品就再也無法使用。但是無論品質為何，買家無法
退回已經購買的 A 產品239。
在這些設定下，我們分別討論既存賣家是否進行搭售時的 A 產品品質決策。
如果沒有搭售，買家可以自由在既存賣家與競爭者之間選擇 B 產品的供應商。
同質產品與相同成邊際本之下的價格競爭會使得 B 產品價格為零；既存賣家即
便可以賣出 B 產品，也無法從中得到任何利潤。
考慮既存賣家出售 A 產品時的品質決策。假設既存賣家以 𝑝𝐴 的價格賣出。
如果既存賣家選擇製造高品質的 A 產品，則必須負擔 𝑐 的成本。之後買家會定
期購買 B 產品。但是既存賣家無法再出售任何 A 產品，又無法從 B 產品得到任
何利潤。提供高品質產品之下，既存賣家的利潤為 𝑝𝐴 − 𝑐。而如果選擇低品質
A 產品，既存賣家可以節省成本 𝑐，並在買家無法確認產品品質的狀況下以 𝑝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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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假設產品品質具有相當的主觀性，而非可以在法庭上驗證（verify）的客觀性值。
同樣假設也使得既存賣家無法藉由「品質保證」或者「瑕疵擔保」（warranty）等機制來提升品
質誘因。而當品質與故障頻率有關時，若消費者使用習性也會影響故障發生機率，則試圖追究
故障發生原因（產品本身為低品質或者消費者使用習慣不良）帶來的困難，亦即所謂「雙向道
德危機」（double moral hazard）的問題也使得品質保證機制難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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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出 A 產品。就算之後發現買得是低品質產品，買家的回應是停止購買既存賣
家無法從中賺取利潤的 B 產品。既存賣家選擇低品質產品的利潤是 𝑝𝐴。因此，
在不進行搭售的時候，既存賣家沒有動機提供高品質 A 產品；缺乏消費價值也
使得買家也不會購買任何產品。
既存賣家選擇搭售，買家想要購買 A 產品也需要一併向既存賣家選購未來
所需的 B 產品；令既存賣家將 A、B 兩產品的單位價格分別設為 𝑝𝐴 與 𝑝𝐵。如
果既存賣家選擇高品質的 A 產品，除了出售 A 產品的利潤 𝑝𝐴 − 𝑐 之外，未來
每一期買家都會定期向既存賣家購買一單位的 B 產品。既存賣家的總利潤是
(𝑝𝐴 − 𝑐) + 𝑝𝐵 + 𝛿𝑝𝐵 + 𝛿 2 𝑝𝐵 + 𝛿 3 𝑝𝑏 + ⋯ = (𝑝𝐴 − 𝑐) +

𝑝𝐵
,
1−𝛿

其中 𝑝𝐵 為出售 A 產品當期一併出售 B 產品所得利潤、𝛿𝑝𝐵 為下一期出售 B
產品利潤的折現值（discounted value）
、𝛿 2 𝑝𝐵 為再下一期 B 產品利潤的折現值，
其餘項目以此類推。
如果既存賣家選擇低品質產品，同樣可以節省成本 𝑐，而買家會在第一期
以 𝑝𝐴 + 𝑝𝐵 的總價格購買 A、B 兩產品各一單位。但是到了下一期，買家有
1 − 𝜋 的機率發現事實上購買到了低品質的 A 產品，因此不再購買 B 產品。只
有 𝜋 的機率買家會在下一期購買 B 產品，而既存賣家從下一期 B 產品銷售的
期望報酬折現值為 𝛿𝜋𝑝𝐵 。如果買家在下一期的確購買 B 產品（這個事件的發
生機率為 𝜋），那麼到了再下一期，同樣地有 1 − 𝜋 的機率買家會發現 A 產品
為低品質產品，因此只有 𝜋 的機率會購買 B 產品。從再下一期的預期銷售，
既存賣家可以得到的期望報酬折現值為 𝜋 ⋅ (𝛿 2 𝜋𝑝𝐵 ) = (𝛿𝜋)2 𝑝𝐵 。以此類推，既
存賣家選擇低品質的總期望報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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𝑝𝐴 + 𝑝𝐵 + 𝛿𝜋𝑝𝐵 + (𝛿𝜋)2 𝑝𝐵 + (𝛿𝜋)3 𝑝𝑏 + ⋯ = 𝑝𝐴 +

𝑝𝐵
;
1 − 𝛿𝜋

比較高、低品質所帶來的報酬，當
(𝑝𝐴 − 𝑐) +

𝑝𝐵
1−𝛿

𝑝

𝐵
≥ 𝑝𝐴 + 1−𝛿𝜋
⇒

1

1

𝑝𝐵 (1−𝛿 − 1−𝛿𝜋) ≥ 𝑐

(2. 41)

的條件成立時，搭售會使得既存賣家願意提供高品質 A 產品。因此搭售能提升
經濟效益。
仔細觀察（2.41）式，我們可以發現若要成功利用搭售提升產品品質，則
搭售之下 B 產品的價格（𝑝𝐵 ）不能太低、同時在低品質情況下買家願意持續購
買 B 產品的機率（𝜋）不能太高。誠如 Dana 與 Spier 兩位教授所解釋，搭售使
得既存賣家仰賴未來在非耐久財（B 產品）部分的收益；而如果買家在 B 產品
的購買行為與 A 產品品質有關，越高品質的 A 產品使得買家未來願意購買 B 產
品的意願提高，搭售就可以將 A 產品品質與未來的 B 產品收益連結再一起，因
此提供品質誘因240。

四、

小結

關於經濟理論對於水平市場封鎖、亦即搭售的討論，我們在這一節同樣從
芝加哥學派的論點出發，論證獨占廠商有能力、但是沒有動機藉由搭售延伸市

240

同樣從經驗財出發，但是不考慮搭售的情形（因此只有單一一個 A 產品），Dana 與 Spier
兩位教授接著討論當有多個具差異性的買家（heterogeneous consumers）時，最低購買限制
（minimum purchasing requirements）可以解決不同消費者之間「監視」（monitor）產品品質的
搭便車問題，因此也能提高既存賣家的品質誘因。 Dana and Spier (2015), supra note 157, p.
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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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力量到另外一個市場、排除進入241。接下來的經濟理論發展重點之一可以說
是重建「槓桿理論」的理論基礎，而部分理論的建立源於對重要競爭法案件的
回應。我們將一些重要理論整理如下：


搭售可以強化獨占廠商的承諾能力，使潛在競爭者相信一旦進入市場
後，將會面對一個更積極、更具攻擊性、更願意以低價搶攻市場的對
手，進而使削弱競爭者進入市場的誘因242。直覺來說，搭售使得原本
各自有獨立需求的產品變成「命運共同體」，若獨占廠商面對競爭時
不壓低價格，將會失去所有銷售。



這個承諾能力可以進一步延伸到研發市場，削弱競爭者的研發、創新
誘因，使得競爭者推出新產品（或者研發新製程）的能力下降、因而
無法進入市場243。亦即產品市場的搭售會對創新市場產生排除的限制
競爭效果。



在批發市場上，既存賣家也可以藉由搭售與綑綁折扣延伸市場力量，
利用零售商降低進貨成本、以在零售市場取得競爭優勢，或者至少不
落於對手之後的誘因來排除競爭者244。



當另外一個市場的產品可以從升級獲取相當利益時，獨占賣家為了未
來的升級利益，也有動機藉由搭售延伸市場力量、排除競爭245。在這
個理論中，芝加哥學派的「單一獨占利潤」理論不成立的原因是獨占
廠商所擁有的產品（例如微軟的視窗作業系統）具備耐久財的性質，

241
242
243
244
245

Ponser (1976) and Bork (1993), supra note3.
Whinston (1990), supra note 166.
Choi (2004), supra note 170.
Simpson and Wickelgren (2007), supra note 175.
Carlton and Waldman (2011), supra note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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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不需定期購買。當未來競爭者提供品質更好、消費價值更高的
互補品（例如各種應用軟體）時，消費者不再需要購買獨占產品，因
此獨占廠商無法以提高獨占產品的方式汲取互補品的利益，只能以搭
售、然後自行升級的方式保障未來的升級利益。


最後，獨占賣家藉由搭售延伸市場力量、排除競爭者進入另外一個市
場的目的不見得是著眼於該市場的利益，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核心市
場，亦即原本擁有的獨占地位，防止競爭者在其他市場站穩腳步後，
進一步進入獨占廠商的核心市場。當競爭者必須從事研發創新才能進
入市場246，或者無法一次進入所有市場、必須分時段進入，同時市場
特性具備規模經濟（或者範疇經濟）、或者網路外部性時 247，獨占廠
商藉由搭售不但可能防止競爭者進入核心市場、並且一開始就阻止競
爭者進入其他市場，因此獨占廠商可能可以延伸、維持在所有市場的
獨占地位。原因在於搭售可以降低競爭廠商只進入單一市場、缺乏完
整產品線時的利潤。當競爭者極有可能面對這樣的狀況，例如創新的
風險使得競爭者很可能只能進入單一市場、或者規模經濟等成本結構
因素使得競爭者無法一次進入所有市場，大幅削弱競爭者只有單一產
品時的利潤可能使得競爭者一開始就打消嘗試進入市場的誘因。

第三節

垂直封鎖：垂直整合、維持轉售價格、與地域限制

最後，我們討論在垂直關係中廠商為了規範下游、或者上游廠商所可能採
用的方法。我們以上游獨占廠商（原料供應商、製造商、或者批發商）對下游
246
247

Choi and Stefasnadis (2001), supra note 170.
Carlton and Waldman (2002), supra note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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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加工廠商、零售商、或者分銷商）的限制為例，說明垂直整合（上游與
下游合併成單一廠商248）
、維持轉售價格（上游廠商限制下游廠商的定價空間）
、
以及地域或者客戶限制（上游廠商限制下游廠商的交易對象）等等249。
如同獨家交易與搭售，美國早期競爭法案例對這些行為也曾採取嚴格態度、
認為他們具備相當的限制競爭效果。在芝加哥學派興起之前，市場封鎖理論使
得垂直整合受到嚴格檢視。早期市場封鎖理論認為一旦上、下游廠商結合（merge）
後將退出市場、不再參與批發市場活動，使得其他上游廠商找不到下游零售商、
或者下游競爭廠商找不到上游供應商，因此被排除在外，或者必須花費較高成
本取得替代管道250。但是芝加哥學派同樣挑戰早期市場封鎖的論點；我們會在
之後加以說明。而產業經濟學—尤其是交易成本經濟學（ transaction costs
economics）—的研究讓我們對垂直整合所能產生經濟效益有相當認知251，以合
248

經濟文獻進一步將垂直整合區分為兩種類型：當上游廠商延伸事業範圍，以合併或新建廠房
等方式取得下游生產或銷售階段產能（productive capacity，包括經銷管道），稱之為「向前整
合」（forward integration）；而若是下游廠商取得上游產能，則稱之為「向後整合」（backward
integration）
。根據這個分類，我們的討論以向前整合為主。 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57, p. 315.
249
除了 Rey 與 Tirole 兩位教授（2006; supra note 3）、Whinston 教授（2006; supra note 1）的
回顧文章，以及 Blair 與 Kaserman 兩位教授的反托拉斯教科書（2009; supra note 157），本小節
亦參考 Martin Perry, “Vertical Integration: Determinants and Effects,”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ume I (1989); Paul Joskow, “Vertical Integration,“ Handbook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008); Michael Riordan, “Competitive Effects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Handbook of
Antitrust Economics (2008); Patrick Rey and Thibaud Vergé, “Economics of Vertical Restraints,”
Handbook of Antitrust Economics (2008).
250
Bork: “The law’s current theory of the way in which vertical mergers injure competition is
contained in the concept of ``foreclosure.’’ It is supposed that, for instance, a manufacturer may
acquire a retailer, force the retail subsidiary to sell the manufacturer parent’s products, and thus
``foreclose’’ rival manufacturers from the market represented by the captive retailer. This is thought to
be a means by which the competitive process may be injured.” Bork (1993), supra note 3, p. 231.關於
美國早期案例的發展，參見 Bork (1993), supra note 3, chapter 11; 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56, chapter 15. Blair 與 Kaserman 並在其反托拉斯經濟學教科書中說明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
部門關於垂直整合相關指導原則（guidelines）的演變； 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56,
p. 350-353.
251
關於「交易成本經濟學」對於垂直整合的研究，參見 Joskow 教授（2008，前揭注）的回顧
文章，以及 Williamson 教授的一系列專著。 Oliver Williamson, The Economics of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1985); Oliver Williamson, 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 (1996); Oliver William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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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則處理、分析個案的競爭效果時也更注重這些效率利得252。
維持轉售價格因為涉及競爭法一貫對於「價格」的“敏感”態度，不管是
最高轉售價格、或者最低轉售價格，在美國都曾經被列入「當然違法」範疇內253。
直到 Khan 一案254中，美國最高法院才將維持最高轉售價格改採合理原則審查；
而最低轉售價格則須等到 Leegin 案255才推翻之前的「當然違法」推定，改成「合
理原則」審查。在歐盟，維持轉售價格列於「核心限制」（hardcore restrictions）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 38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95-613 (2000). 在實證方面，交易成本經濟學亦累績了可觀的實證分析；Paul Joskow
(1985), supra note 120; Paul Joskow, “Asset Specific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Vertical Relationships:
Empirical Evidence,” 4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95-117 (1988); Howard
Shelanski and Peter Klein, “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 Review and
Assessment,” 11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335-361 (1995); Keith Crocker and
Scott Masten, “Regulation and Administered Contracts Revisted: Lessons From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for Public Utility Regulation,” 9 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s, 5-40 (1996); Davide
Vannoni, “Empirical Studies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The Transaction Cost Orthodoxy,” 49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113-141 (2002). 廣義來說，廠商垂直整合的程度
涉及到所謂「自家製造」或者「外包」（in-hourse v. outsourcing; make or buy）的問題，亦即
Coase 教授在 1937 年的經典文章中所提出的「firm boundary」問題； Ronald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rim,” 4 Economica, 386-405 (1937). Coase 教授認為，廠商是否進行垂直整合，亦即是否
將原本在市場上的交易改為廠商內部經濟活動（例如原本從市場上購買原料改成向後整合、併
購或者自己成立供應部門；或者原本將產品出售給零售商改成向前整合，建立銷售管道）的考
量出於交易成本的大小；如果在市場上購買或者出售的交易成本較內部交易的交易成本為大，
則廠商會進行垂直整合。交易成本經濟學同時強調契約的不完全性質；之後經濟學家發展出以
不完全契約為基礎的財產權理論（property rights approach），據此討論垂直整合。 Oliver Hard
(1995), supra note 126; Sanford Grossman and Oliver Hart,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94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91-719 (1986); Oliver
Hart and John Moor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9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19-1158 (1990); Eric Maskin and Jean Tirole, “Two Remarks on the Property-Rights Literature,”
66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39-149 (1990). 如同 Joskow 教授所強調，交易成本經濟學與其
他垂直整合理論的重要差異之一是垂直整合也會有交易成本。反之，當廠商進行垂直整合以解
決雙重邊際、搭便車、或者市場封鎖時，經濟分析通常假設垂直整合沒有交易成本； Paul Joskow
(2008), supra note, p. 323-325.
252
例如歐盟在其「非水平結合指導原則」（Non-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中列舉數項垂直
結合（vertical merger）所能產生的效益，包括解決雙重邊際的問題、降低交易成本、以及促進
不同生產階段或者產品設計的協調（coordination）等等。非水平結合指導原則可下載於: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legislation/nonhorizontalguidelines.pdf （最後瀏覽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
253
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56, chapter 16 and 17.
254
State Oil Co. v. Khan, 522 U.S. 3 (1997).
255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551 U.S. 877 (2007). 參見本報告第三章
的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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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不得享受「集體豁免」（block exemption）的待遇256；而我國公平法，經
過最近一次於 104 年的修法後，將維持轉售價格從「當然違法」改成「原則禁
止、例外合法」的規範。
至於地域或客戶限制，美國最高法院在 Schwinn 案257中認定為「當然違法」
，
但是隨即在十年後的 Sylvania 案258更改為「合理原則」判斷。我國現在也以「合
理原則」判斷；而歐盟卻將此類限制列於核心限制之中，尤其不願見到以個別
國家作為區分的地域限制，妨礙歐盟成員國之間形成「單一市場」
（single market）
的政治願景259。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也如同獨家交易與搭售，廠商採用垂直限制未必出
自於限制競爭的動機，而可能是為了解決垂直體系內部的問題260。在垂直體系
中，上、下游中一方的決策可能產生外部性，影響另一方以及整體利潤261。為
了解決這些外部性，廠商所採行的垂直限制通常能提升上、下游的總利潤，卻
也可能有利、或者可能有害於消費者與社會總效益。例如在「雙重邊際」的問
題中，下游廠商並未考慮其訂價對上游廠商的影響，亦即下游定價對於上游利
256

參見第三章說明。
United States v. Arnold, Schwinn & Co., 388 U.S. 365 (1967).
258
Continental T.V., Inc. v. GTE Sylvania, Inc,. 433 U.S. 36 (1977). 參見本報告第 3 章的討論，以
及 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56, chapter 21.
259
歐盟運作條約（TFEU）第 101、102 條均明確列出是否影響歐盟會員國之間的貿易（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為規範考量之一。關於 TFEU 第 101 條，參見前揭註 18；TFEU 第 102
條的前身為 TEC 第 82 條，規範顯著地位之濫用（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完整條文可見
於: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12008E102:EN:HTML （最後
瀏覽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
260
根據這個觀點，Hagiu 與 Wright 兩位教授在近期的一篇未發表論文中將垂直關係設定為契約
論中的委託人（the principal）與代理人（the agent）關係，例如上游製造商為委託人、下游零
售商則為代理人。兩位教授探討委託人應該將哪些決策以那些形式下放（delegate）給代理人，
而為維持最高轉售價格、維持最低轉售價格、以及其他垂直限制提供了一個統一的分析架構。
Andrei Hagui and Julian Wright, “Resale Price Mainenance and Minimum Requirements,” working
paper (2017).
261
亦即上、下游之間的關係往往不是「零和賽局」（zero-sum games）。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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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 垂直市場結構

潤的負向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若上游廠商進行垂直整合、或者對下
游廠商設下（最高）轉售價格的限制來解決雙重邊際的問題，上、下廠商的整
體利潤增加，下游市場價格也隨之下降，因此消費者剩餘也能獲得提升262。此
時的垂直限制能夠促進社會整體效益。
在垂直結構的另一個常見外部性是下游廠商的銷售服務（services；或者，
更廣義地說，能夠提升銷售量的某種投資）
：當好的銷售服務能夠提升買氣、增
加銷售量，上游廠商的出貨與利潤也隨之上升。亦即下游廠商的銷售服務能對
上游廠商產生正向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
。如同所有的正向外部性問題，
當銷售服務的提供者必須負擔成本、卻無法充分享受利益時，會產生類似公共
財供給不足的問題。尤其當下游有其他廠商可能享受到這些銷售服務帶來的好
處時，解決「搭便車」的問題、提升下游廠商提供服務的誘因可能是上游廠商
採行維持（最低）轉售價格263、或者地域限制264的原因。
262

見本章補充說明 2. 8。
Lester Telser, “Why Shuld Manufacturers Want Fair Trade?” 3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86-105 (1960); Frank Mathewson and Ralph Winter, “The Incentives for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21 Economic Inquiry, 337-348 (1983); Lester Telser, “Why Shuld
263

193

這些分析表明垂直整合與垂直契約限制背後可能有一些共通的經濟原理，
可能是廠商為了解決同一問題的不同手段。我們因此納入同一小節討論，並在
介紹新的市場封鎖理論之後，另外討論維持轉售價格、以及地域或客戶限制的
一些理論發展。

一、

早期垂直封鎖理論與芝加哥批評

早期關於垂直整合的市場封鎖理論仍然屬於比較“直覺式”地探討，認為
上、下游事業結合後，原本上、下游之間發生在市場上的中間財（intermediate
goods）交易將改為結合後廠商的內部經濟行為。就這一部分的交易，上、下游
單位將不再參與市場；結合後的下游單位將不再從市場上其他上游廠商購買中
間財、結合後的上游單位也不再出售中間財給其他市場上的下游廠商。
在圖 2. 20 所顯示的三層市場結構中，上游廠商將中間財（如原物料、批
發商品等）賣給下游廠商，由後者進一步加工或以零售方式賣給消費者。在沒
有任何廠商進行垂直結合之前，上、下游廠商可以在中間財市場上彼此競爭、
自由交易。例如在圖 2. 20 中上游廠商 1 出售給下游廠商 A 與 B、下游廠商 C
向上游廠商 2、3、4 進貨等等。

Manufacturers Want Fair Trade II?” 33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09-417 (1990); 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56, p. 376. 但是 Da Graça 與 Masson 兩位教授認為以售前服務
（presale services）作為維持轉售價格效率考量的文獻並未正確衡量服務所帶來的消費者效益，
因此低估了維持轉售價格對於消費者的損害；我們之後會做進一步說明。 Tarcisio da Graça and
Robert Masson, “Flawed Economic Models Have Misled RPM Policy: Changes in Canad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50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81-207 (2017).
264
Frank Mathewson and Ralph Winter, “An Economic Theory of Vertical Restraints,” 15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7-38 (1984); 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56, p. 454-457. 關於加
盟店與地域限制的實證分析，參見 Frank Mathewson and Ralph Winter, “Territorial Restrictions in
Franchise Contracts,” 32 Economic Inquiry, 181-192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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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1 垂直結合與市場封鎖

如果其中一家上游廠商與下游廠商合併，例如在圖 2. 21 中上游廠商 3 與
下游廠商 C 進行垂直結合，則垂直封鎖理論認為結合後的新廠商其上游部門（原
上游廠商 3）將不再與其他下廠商交易（例如不再販售中間財給下游 E）、下游
部門（原下游廠商 C）也不再從其他上游廠商（包括原交易對象上游廠商 2 與 4）
取得中間財。市場上其他的競爭者因此無法爭取這些原本可以享有的交易機會，
等同於被封鎖在垂直體系之外265。

265

Blair and Kaserman: “in its earliest form, this argument simply assumed that, once a buyer and a
seller of an intermediate product merged, all of the purchases and sales of the two firms would
automatically be removed from any influence of the remaining open market. That is, all units of the
product previously purchased by the downstream firm and sold by the upstream firm would no longer
be available to the other, nonintegrated participants in the intermediate good market. Under this
“theory,” the vertically integrated firm would simply cease to participate in the market as either buyer
or seller, regardless of the intermediate product’s price. As a result, all such purchases and sales would
be “foreclosed” to the intergrated firm’s rivals.”（斜體重點出自原文。） 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56, p. 331. Bork 教授更簡潔的解釋如下:“It is supposed that, for instance, a
manufacturer may acquire a retailer, force the retail subsidiary to sell the manufacturer parent’s
product, and thus ``foreclose’’ rival manufacturers from the market represented by the captive retailer.
This is thought to be a means by which the competitive process may be injured.”Bork (1993), supra
note 3, p.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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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市場封鎖理論曾經對美國早期重要案件，包括 Brown Shoe 案266與 Ford
Motor 案267等發揮重要的影響力268。美國司法部早期於 1968 年公布的「結合指
導原則」（Merger Guidelines）269中，也曾納入早期市場封鎖理論的思維，認為
垂直結合會阻絕競爭者與潛在客戶或者供應商接觸的同等競爭機會（foreclosing
equal access to potential customers or potential suppliers），使得競爭者無法大量生
產、享受規模經濟，或者無法享受供應商之間的競爭、壓低進貨價格，進而形
成進入障礙。因此司法部在指導原則中宣告，除非明顯地沒有進入障礙的問題，
否則司法部將以銷售方（上游部門）的市占率 10%、以及購買方（下游部門）
的市占率 6%為門檻，挑戰任何超過這些門檻的垂直結合交易270。
早期的市場封鎖理論缺乏嚴謹的理論基礎，並遭受到不少批評。例如 Perry
教授就認為這個“理論”其實是直接將垂直結合“定義”成限制競爭的市場封
鎖行為：垂直結合的目的之一本來就是以廠商內部的交易安排取代市場交易行
為，因此若結合的兩個廠商在結合前就已經是彼此的交易夥伴，根據這個理論，
垂直結合必然導致市場封鎖271。
不滿於早期封鎖理論以及司法部對垂直結合的嚴苛態度，芝加哥學派學者

266

Brown Shoe Co. v. United States, 370 U.S. 294 (1962).
Ford Motor Co. v. United States, 405 U.S. 562, 568 (1972).
268
關於這兩個案件、以及早期垂直封鎖理論在其中扮演角色的討論，參見 Bork (1993), supra
note 3, chapter 11; 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56, p. 346-350.
269
1968 年美國司法部「結合指導原則」（Merger Guidelines）的完整文件可見於：
https://www.justice.gov/sites/default/files/atr/legacy/2007/07/11/11247.pdf （最後瀏覽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關於以垂直封鎖為基礎的美國早期案例討論以及批評，參見 Bork (1993), supra note
3, p. 231-238.
270
“Accordingly, the Department will ordinarily challenge a merger or series of mergers between a
supplying firm, accounting for approximately 10% or more of the sales in its market, and one or more
purchasing firms, accounting in toto for approximately 6% or more of the total purchases in that
market, unless it clearly appears that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barriers to entry into the business of the
purchasing firm or firms.” Supra note, p. 10.
271
Perry (1989), supra note 249, p. 245-246.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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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出嚴格批評，以簡單的經濟分析指出早期封鎖理論的缺陷。我們在此提出
兩個芝加哥學派的觀點。
首先，仍然在從廠商行為出發，芝加哥學派質疑結合後的廠商為何必然會
退出中間財市場。根據 Coase 對於廠商本質的討論、以及所發展出來的交易成
本概念272，垂直結合與市場交易是處理同一筆上、下游之間交易的兩種不同方
法。若廠商決定合併、將市場交易納入同一個企業組織內，必然有其效率上的
原因，亦即能夠節省交易成本。反之，合併之後的廠商並未喪失在市場交易的
機會；中間財市場上的價格其實代表廠商進行內部交易的機會成本。垂直結合
後的廠商應該將內部交易所能創造的利益與市場交易比較，如果後者能創造較
大利潤，則廠商沒有必要退出市場、侷限自己的獲利空間。而一旦結合後廠商
仍然會根據利益選擇以市場交易或者進行內部交易，早期市場封鎖理論便隨之
瓦解。例如當其他上游廠商更有效率、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中間財時，垂直結
合後的廠商仍會從這些上游廠商進貨，不存在市場封鎖的狀況。
以下我們以一個簡單的範例說明芝加哥學派的這個論點273。
範例 2. 17
考慮如圖 2. 20 與圖 2. 21 的市場結構：中間財市場上有眾多上游與下游廠

272

參見前揭註 251 關於交易成本的討論與文獻。
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56, p. 332-334; Bruce Allen,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Market Foreclosure: The Case of Cement and Concrete,” 14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51-274
(1971); Jack Hirshleifer, “On the Economics of Transfer Pricing,” 29 Journal of Business, 172-184
(1956); Wesley Leibeler, “Toward a Consumer’s Antitrust Law: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Vertical Mergers in the Cement Industry,” 15 UCLA Law Review, 1153-1202 (1968). 對於早期垂直
封鎖理論的批評，參見 Robert Bork,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the Sherman Act: The Legal Hiotory
of an Economic Misconception,” 22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57-201 (1954); Janusz
Ordover, Garth Saloner and Steven Salop, “Equilibrium Vertical Foreclosure,” 8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27-142 (1990).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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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進行中間財交易；下游廠商取得中間財後再（加工）販售給消費者。為了簡
化分析，我們假設所有上游廠商提供的中間財都是同質產品，但是我們容許下
游廠商提供異質產品給終端消費者。我們同時考慮只有一家上游業者與一家下
游業者合併，例如圖 2. 21 中的上游廠商 3 與下游廠商 C，其他上、下游廠商則
都維持獨立廠商地位。
假設下游廠商 C（或者合併後的下游部門 C）只需要一單位的中間財；取
得中間財後可以轉售給消費者獲得 6 的收益（此收益尚未扣除所支付的中間財
價格，但是已計入轉售所需的加工或者零售成本）。令上游廠商 1、2、3、4、5
供給每單位中間財的單位成本為 𝑐1 、𝑐2 、𝑐3 、𝑐4 、𝑐5 ；並假設上游廠商沒有產
能限制。
首先考慮沒有垂直結合的狀況。在中間財為同質產品的假設下，上游廠商
彼此之間的價格競爭會使成本最低的廠商勝出，而市場均衡價格 𝑝∗ 為次低的
成本（或者低一些）
。例如若 𝑐1 = 1、𝑐2 = 2、𝑐3 = 3、𝑐4 = 4、𝑐5 = 5，則上游
廠商 1 可以砍價到價格為 𝑝∗ = 2 − 𝜀 ≈ 2，此時其他上游廠商都無法再進一步
壓低價格，因此只有上游廠商 1 供給所有下游廠商。但是若𝑐1 = 𝑐2 = 1、𝑐3 = 3、
𝑐4 = 4、𝑐5 = 5，則中間財市場的均衡價格為 𝑝∗ = 1，上游廠商 1 與 2 分享所
有市場份額。
假設 𝑝∗ < 6，同時令 𝑐 ∗ = min{𝑐1 , 𝑐2 , 𝑐3 , 𝑐4 , 𝑐5 }，亦即 𝑐 ∗ 為中間財市場上
最低的上游供應成本。
在垂直結合發生前，下游廠商 C 可以從競爭市場上以 𝑝∗ 的價格取得中間
財。下游廠商 C 得到的淨利潤為 6 − 𝑝∗；贏得中間財價格競爭的上游廠商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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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與下游廠商 C 的交易獲得 𝑝∗ − 𝑐 ∗ 的利潤274。
考慮下游廠商 C 與上游廠商 3 進行垂直結合。假設垂直結合不會產生其他
的經濟效益，下游部門 C 從中間財取得的利益仍為 6、上游部門 3 的單位成本
仍為 𝑐3 275。按照早期市場封鎖理論，結合後的廠商將完全退出中間財市場，下
游部門 C 只會與同公司的上游部門 3 交易。如果 𝑐3 恰好等於 𝑐 ∗ ，則的確結
合後下游部門 C 只會從上游部門 3 取得中間財。但是同樣的交易安排也發生在
垂直結合之前；下游部門 C 的交易對象並不受垂直結合的影響。此外，根據早
期封鎖，上游部門 3 在垂直結合後不再出售中間財給其他下游廠商。但是既然
上游部門 3 的生產成本為同業最低、最具競爭力，要求上游部門 3 不再出貨給
其他下游廠商，只是放棄有利的交易機會、只會降低垂直結合廠商的整體利益。
如果 𝑐3 不等於 𝑐 ∗ ，亦即有其他上游廠商的生產成本比上游部門 3 為低。
則垂直結合前上游部門無法出售任何中間財、垂直結合後上游部門也無法取得
其他獨立下游廠商的交易。按照早期市場封鎖理論的想法，垂直結合後下游部
門 C 將從上游部門 3 取得中間財。但是這等於要整體垂直結合廠商放棄更有利
的供應商，只會降低垂直結合廠商的整體利潤。例如當 𝑐3 > 6，要求上游部門
3 供應中間財只會使整體事業蒙受損失。反之，如果垂直結合後廠商仍然從市場
取得中間財，根據同質產品價格競爭的設定、以及 𝑐3 > 𝑐 ∗ 的條件，市場價格
𝑝∗ 必然不高於（或稍低於） 𝑐3 ，否則上游部門 3 會試著供應市場、而最低成
本廠商會再進一步砍價。因此垂直結合廠商選擇市場交易可以得到利潤 6 − 𝑝∗，
高於從上游部門 3 取得中間財的利潤 6 − 𝑐3。
此時的社會總效益是 6 − 𝑝∗ + 𝑝 ∗ − 𝑐 ∗ = 6 − 𝑐 ∗ ；社會能以最少資源生產，達到最大效益。
如果垂直結合後下游部門銷售中間財的收益增加、或者上游部門成本下降，表示結合、或者
廠商結構會產生經濟效益。競爭法應該鼓勵這些經濟效益的創造、或者至少與可能的限制競爭
效果做比較，亦即根據「合理原則」分析。
27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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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些討論，廠商仍會在適當條件下從其他上游廠商進貨（當本身上游
部門成本較高）、或者出貨給其他下游廠商（當本身上游部門成本較低）；我們
也可以在下游部門需要不只一單位中間財、而每單位中間財收益隨數量改變時
得到同樣結論276。垂直結合後退出中間財市場的市場封鎖行為無法達到垂直結
合廠商的利潤極大。
在這個論點中，垂直結合不會影響中間財市場的競爭狀況，尤其中間財的
市場均衡價格不因垂直結合而增加或下跌。後續有不少學者針對此點提出批評
277

；包括我們之後所討論的垂直封鎖理論近期發展，都是放寬這個假設，在垂

直結合廠商具備市場力量的情境下做模型推演。
但是，前述在搭售中所提及的「單一獨占利潤理論」同樣可以應用在垂直
市場結構中278，論證具備市場力量的廠商雖然有能力、但是不見得有動機以垂
直結合的方式封鎖另一個部門的競爭者、延伸市場力量鎖；而這構成芝加哥學
派對垂直市場封鎖理論的第二個回應。

276

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56, p. 332-334. 兩位教授的討論使用「移轉價格」
（transfer pricing）的概念，亦即企業內部不同部門之間財貨的移轉價格。根據 Allen 教授的分
析（Allen, 1971; supra note 273），Blair 與 Kaserman 兩位教授說明垂直結合後，為了達到利潤
極大化，廠商應該將上、下游部門之間的中間財移轉價格定在中間財市場的市場價格。其原因
仍在於市場價格代表機會成本：上游部門至少可以將中間財以市場價格售予其他廠商，因此應
該在下游部門願意支付此價格時才將交易限制在廠商內部；同理，下游部門至少可以用市場價
格取得中間財，因此若上游部門無法以更低的成本製造中間財，則與市場交易可以提升垂直結
合事業的整體利潤。移轉價格除了影響廠商內部決策與資源配置，更與廠商結構有關； Bengt
Holmström and Jean Tirole, “Transfer Pricing and Organization Form,” 7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201-228 (1991).
277
Michael Salinger, “Vertical Mergers and Market Foreclosure,” 77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345-356 (1988); Ordover, Saloner, and Salop (1990), supra note 273; Michael Riordan,
“Anticompetitive Vertical Integration by a Dominant Firm,” 88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232-1248 (1998). Ordover 等三位教授在其 1990 年文章中整理了文獻上六個對早期垂直封鎖理
論的批評，包含垂直結合對中間財市場的影響（例如垂直結合廠商有無動機進行封鎖、其他供
應商是否提高價格）、其他下游廠商的“反制”策略（例如也找其他廠商進行垂直結合、或者
首先爭取與上游廠商的結合機會）、以及垂直結合能否成功等等。
278
參見前揭頁 207 與範例 2. 8 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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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2 垂直結構與單一獨占利潤理論

考慮圖 2. 22 的市場結構：在整個垂直產業鏈中，上游為獨占、下游則有
競爭。市場上仍然有數家下游廠商直接面對消費者、在下游的最終財（final goods）
市場彼此競爭，但是在中間財市場只有既存賣家一間上游廠商，亦即既存賣家
在上游市場為唯一供應中間財的獨占廠商279。
根據早期垂直市場封鎖理論，若既存賣家與其中一間下游廠商，例如在圖 2.
23 中與下游廠商 C 進行垂直結合，結合後的廠商不再參與中間財市場，的確會
使得其他下游廠商因為無法得到中間財供應而無法在下游市場競爭。當上游的
既存賣家具備獨占地位時，垂直結合後的「拒絕供給」（refusal to supply）導致
下游市場也成為獨占市場。獨占廠商可以藉由垂直結合延伸市場力量。

279

亦即既存賣家在上游市場具備樞紐（bottleneck）地位、或者擁有「關鍵設施」
（essential facility），
而下游廠商無法“繞道”（bypass），從其他供應商取得中間財。參見以下關於垂直結構承諾
問題的討論，以及 Rey 與 Tirole 教授的回顧文章；Rey and Tirole (2006), supra no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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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3 垂直結合與單一獨占利潤理論

但是，如同在水平封鎖的情形，芝加哥學派所提出的「單一獨占利潤理論」
質疑既存賣家為何有動機進行垂直市場封鎖。事實上，我們可以將之前在水平
市場之下的討論重新解釋、
「原封不動」地搬到垂直市場。當一個產品必須歷經
上游與下游兩個生產階段才能到達消費者手上，我們可以將這兩個階段或者市
場視同水平市場中的「完全互補」關係；只有結合上游生產階段與下游生產階
段，才能產生消費價值。因此雖然名義上有兩個不同市場，實質上只有一條終
端消費者的需求線，而下游廠商在中間財市場的需求其實衍生自為了滿足消費
者的中間財所需投入。因此，也如同範例 2. 8 的說明，只有一個從終端消費者
所得的獨占利潤；而既存賣家憑藉在上游市場的獨占地位可以充分取得這個獨
占利潤，沒有必要、也無法以延伸市場力量的方式增加利潤。
「單一獨占利潤理論」在垂直封鎖的相關實務上也發揮重要影響，近期案
例也不乏以此為重要論理依據的判決。在 E&L Consulting, Ltd. v. Doman
Industries Ltd.一案中280，被告 Doman 在上游市場擁有極高的市場占有率，並希

280

E&L Consulting, Ltd. v. Doman Industries Ltd., 472 F.3d 23 (2d Ci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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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將下游從多家經銷改為由 Sherwood 一家的獨家分銷（exclusive distributorship）
關係。原經銷商 E&L 因為失去經銷權而提起反托拉斯訴訟。本案雖然不是垂直
結合的案例，但是美國第二巡迴法院的 Winter 法官在其闢決中指出：
Doman is alleged to have a market share in green hem-fir lumber amounting
to 95% in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d. Appellants do not assert that
Doman's market share is somehow an illegal monopoly and seek no relief on
that ground. But, they allege, the exclusive distributorship with Sherwood
further harms competition. However, appellants' hypothesizing of an
unreasonable effect on competition fails because such a vertical arrangement
provides no monopolistic benefit to Doman that it does not already enjoy and
would not continue to enjoy if the exclusive distributorship were enjoined. To
put it another way, had Doman established its own in-house distribution
system with the same monopoly that Sherwood is alledged to possess,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increase in the restriction of output of green hem-fir
lumber and in the resultant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deed, an exclusive distributorship would be counterproductive so far as any
monopolization goal of Doman is concerned. A monopolist manufacturer of a
product restricts output of the product in order to maximize its profits. The
power to restrict output to maximize profit is complete in the manufacturing
monopoly, and there is no additional monopoly profit to be made by creating
a monopoly in the retail distribution of the product.
法院意見明顯地認為上游獨占廠商並不需要延伸市場力量至下游市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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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藉由獨占下游市場進一步增加獨占利潤。這也就是「單一獨占利潤理論」
的基本思維。
如同其他的競爭法領域，芝加哥學派的想法在垂直結合也發揮決定性的影
響力，逆轉植基於早期垂直封鎖理論對垂直結合的敵意，美國競爭主管機關也
在 1970 至 80 年代之間對於垂直結合展現較大的“善意”，不再如之前積極挑
戰事業之間的垂直結合行為281。而美國司法部在其 1982 年的「結合指導原則」
（Merger Guidelines）282中也不再以垂直封鎖理論為執法的理論基礎，甚至在全
部得指導原則中都未提到「封鎖」（foreclosure）這個名詞。

二、

新垂直封鎖理論

也如同在水平封鎖或者獨家交易等領域的發展，芝加哥學派之後的下一個
重要理論發展是以賽局理論為基礎的新垂直封鎖理論。產業經濟學家使用賽局
理論所建構出來的寡占市場模型（oligopoly market）尤其適合討論垂直結合相
關的策略效果以及對於市場競爭的影響，包括垂直市場封鎖。因此，這些以賽
局分析為工具的經濟模型可以說是在為早期垂直封鎖理論建構一個較堅實的理

281

Riordan: “During the 1970’s and 1980’s, vertical merger enforcement policy fell dormant in the
wake of Chicago School arguments that vertical integration was most likely procompetitive or
competitively neutral.” Riordan (1998), supra note 277, p. 1232. Blair and Kaserman: “The new,
more permissive attitude toward vertical integration was clearly reflected in the case-bringing activity
(or inactivity) of the Reagan and Bush administrations. Specifically, during the 12-year period of these
Republican presidents’ terms, only two vertical mergers were challenged by the enforcement agencies.
More, both cases involved horizontal, as well as vertical, issues. And, importantly, neither case was
founded upon market foreclosure arguments.” 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57, p. 352.（引
註省略。）
282
參見美國司法部於 1982 年修正的「結合指導原則」（Merger Guidelines），全文可見於：
https://www.justice.gov/archives/atr/1982-merger-guidelines （最後瀏覽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
其中美國司法部列舉出三個垂直結合的限制競爭考量：進入障礙、水平勾結（collusion）、與
規避管制（regulation）。其中，關於垂直結合輔助水平勾結的可能，參見 Volker Nocke and Lucy
White, “Do Vertical Mergers Facilitate Upstream Collusion?” 9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321-1339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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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基礎，進而回應芝加哥學派認為垂直結合不會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觀點283。
1、 垂直結構中的承諾問題
與「單一獨占利潤理論」不同，新垂直封鎖理論認為垂直結構中單一層級
的獨占力量，例如圖 2. 22 中既存賣家在上游市場的獨占供應地位，不見得能夠
保證該廠商能夠獲得完整的獨占利潤。所謂的「承諾」
（commitment）問題使得
獨占廠商無法將市場上的銷售數量控制在獨占數量；反之，獨占廠商有動機銷
售過多的中間財給下游業者，因此垂直結構的整體利潤會低於獨占水準。
為了解決這個承諾問題，獨占廠商必須將市場力量延伸到下游市場，不能
放任下游市場自由競爭。獨占廠商可以採行的手段包括垂直結合、維持最低轉
售價格、或者獨家交易等方式。與早期垂直封鎖理論不同，這個新封鎖理論強
調獨占廠商的目的不在於“擴展”本身的市場地位，而是在於“恢復”原本無
法享受到的獨占利潤284。
我們之後將以一個數字例子說明垂直結構中的「承諾」問題，其直覺推論
則如下285：我們將圖 2. 22 的垂直市場結構修改如圖 2. 24 中只有兩家下游廠商
283

Choi and Yi: “The Chicago school criticism, however, has also spawned a new research program
that attempts to place vertical foreclosure theory on a firmer theoretical ground with game-theoretical
foundations.” Jay Pil Choi and Sang-Seung Yi, “Vertical Foreclosure with the Choice of Input
Specifications,” 31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717-743 (2000). 如同在獨家交易與搭售中的討論，
我們將經濟理論的整理限制在獨占廠商的垂直封鎖行為。關於非「具顯著地位廠商」（dominant
firm）
、亦即有多個上游與或者下游競爭廠商的市場封鎖理論，參見 Salinger (1988), supra note 277;
Ordover, Saloner, and Salop (1990), supra note 273. Choi 與 Yi 兩位教授的 2000 年論文則是
Ordover, Saloner, 與 Salop 三位教授 1990 年論文的進一步延伸。
284
Rey and Tirole: “In contrast with conventional wisdom, foreclosure here aims at reestablishing
rather than extending market power: In order to exert its market power the upstream monopolist has
an incentive to alter the structure of the downstream market.” Rey and Tirole (2006), supra note 3.（斜
體字出於原文。）
285
關於垂直結構中「承諾」問題的相關研究，參見 Oliver Hart and Jean Tirole,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Market Foreclosur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Microeconomics, 205-285 (1990);
Daniel O’Brien and Greg Shaffer, “Vertical Control with Bilateral Contracts,” 23 RAND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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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4 垂直結構與承諾問題

A 與 B 互相競爭的情形。假設既存賣家是唯一的中間財供應商、下游廠商提供
同質產品給最終消費者，並以相同的邊際零售成本（亦即不包含支付給既存賣
家的批發價格）進行數量競爭、亦即產業經濟學中所謂的 Cournot 競爭。下游
的數量競爭表示兩家下游零售商各自決定要在市場上販賣多少產品，然後交由
市場、或者消費者決定交易價格。直覺來說，當廠商想要出售更多商品、或者
希望消費者購買更多商品，則消費者的願付價格下降，每單位產品的單價也隨
之下跌。亦即我們考慮消費者有一條負斜率的需求線（如圖 2. 2 中的 𝐷 線）。
在不直接進入下游零售階段的狀況下，上游的既存賣家要獲取整體產業所
能得到的獨占利潤的方式必然是透過下游零售業者轉賣產品，然後從下游業者
抽取利潤。另獨占利潤為 𝜋 𝑚 、獨占產量為 𝑄 𝑚 。上游既存賣家必須設法將產
業的整體產量維持在 𝑄 𝑚 ，才有可能從下游業者身上、根據適當的供應契約設

Economics, 299-308 (1992); Rey and Tirole (2006), supra note 3. 我們在這裡的說明主要根據 Rey
與 Tirole 教授的 2006 年文獻回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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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獲取 𝜋 𝑚 的總利潤。
假設既存賣家公平對待兩個下游廠商，使得每一家都生產 𝑄 𝑚 /2 的產量，
亦即獨占產量的一半，同時求取 𝜋 𝑚 /2 的供應報酬。如果既存賣家可以維持住
這樣的契約安排，的確可以攫取整體產業利潤（零售商剛好打平，無任何利潤）。
但是新垂直封鎖理論強調，當供應契約的談判與執行有「私下協調」的空間，
使得下游廠商 A 在與上游既存廠商談判時，無法確知下游廠商 B 所獲得的交易
條件時，既存賣家會出現承諾問題，亦即無法堅守住之前 (𝑄 𝑚 ⁄2 , 𝜋 𝑚 /2) 的契
約安排。因此無法獲得獨占利潤。
其推論大致如下，假定下游廠商 A 已經接受了 (𝑄 𝑚 ⁄2 , 𝜋 𝑚 /2) 的供應契約，
同意生產 𝑄 𝑚 ⁄2、並已支付 𝜋 𝑚 ⁄2 給既存賣家。此時既存賣家理論上應該也對
下游廠商 B 提出同樣的條件。但是若既存賣家要求下游廠商 B 多生產一點、超
過 𝑄 𝑚 ⁄2 的產量，則在下游零售市場上，總產量會超過獨占產量 𝑄 𝑚，市場價
格會下跌，因此整體利潤會低於獨占利潤 𝜋 𝑚 。但是整體利潤雖然下降，既存
賣家已經獲得了從下游廠商 A 所支付的 𝜋 𝑚 ⁄2。既存賣家與下游廠商 B 之間可
以藉由多賣一點來獲取高於 𝜋 𝑚 ⁄2 的利潤；既存賣家的確會偏離 (𝑄 𝑚 ⁄2 , 𝜋 𝑚 /
2) 的契約，而要求下游廠商 B 多賣一點。下游廠商 B 樂意在不虧本的條件之
下配合，但是下游廠商 A 必須承受損失。
下游廠商 A 預期到既存賣家不會堅守“理論上應當出現 ”的獨占契約
(𝑄 𝑚 ⁄2 , 𝜋 𝑚 /2)，而會在與其簽約後更改給下游廠商 B 的供應契約，使得下游廠
商 A 蒙受損失。下游廠商 A 一開始就不會同意接受 (𝑄 𝑚 ⁄2 , 𝜋 𝑚 /2) 這個契約。
既存賣家因此也無法享受到獨占利潤 𝜋 𝑚 。
為了進一步說明，我們假定下游廠商取得中間財後直接轉賣給終端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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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下游的零售成本與上游既存賣家的生產成本都為零286。首先考慮垂直結構
利潤極大化之下的獨占利潤與產量決定問題。在沒有任何成本的條件下，廠商
利潤等同於收益（revenues）
，亦即產品銷售數量與每單位產品單價相乘的結果。
面對一條負斜率的需求線，如果廠商希望賣出較多的產品，就必須面對較低的
單價，亦即總收益中的數量與單價兩個要素呈現反向變動的關係。獨占廠商多
生產一單位能夠多得這一單位的收益（亦即這個邊際單位的價格）
；但是多一單
位將使得價格下跌，之前的所有銷售量（即所謂的 inframarginal units）都只能
以較低價格賣出。
例如當廠商正目前計畫以每單位 10 元的單價出售 19 單位的產品、並考慮是否
應出售第 20 單位。如果不出售，則廠商的總收益為 190 元；如果出售第 20 單
位，則產品單價將下跌 𝑥 元，亦即單價從 10 元變成 10 − 𝑥 元。出售第 20
單位將使廠商收益增加 10 − 𝑥 元；但是在價格變動後，前 19 單位的產品也只
能以較低的單價出售，由於每單位的價差為 𝑥 元，這部分的變動將使廠商收益
下降 19 × 𝑥 = 19𝑥 元。根據「邊際分析」
（marginal analysis）
， 只有當收益增
加幅度（10 − 𝑥） 大於下降幅度（19𝑥）
，亦即 10 − 𝑥 ≥ 19𝑥 的條件滿足時廠
商才會出售第 20 單位。同樣地，若 10 − 𝑥 < 19𝑥，則廠商不應出售第 20 單位，
反而應該考慮是否改成賣出 18 單位產品就好。
根據這樣的邏輯，假定獨占廠商利潤極大化之下的產量為 𝑄 𝑚 、此時消費
者面對的獨占價格為 𝑝𝑚 、而整體垂直體系所能得到的獨占利潤（或者收益）
為 𝜋 𝑚 = 𝑝𝑚 × 𝑄 𝑚 。芝加哥學派認為既存賣家可以憑藉在上游市場的獨占地位
獲得完整的獨占利潤 𝜋 𝑚 ，不需要進一步控制下游市場。例如既存賣家可以分

286

這個成本為零的假設只是為了簡化分析，不會影響經濟邏輯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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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與兩家下游廠商訂定契約，出售 𝑄 𝑚 /2 的產量給各個下游廠商、再要求下游
業者支付 𝜋 𝑚 /2 的金額（或者低一點點）。由於下游市場上一共有 (𝑄 𝑚 /2) ×
2 = 𝑄 𝑚 的產品，市場價格將會是 𝑝𝑚，每個下游廠商可以獲得 𝑝𝑚 × (𝑄 𝑚 ⁄2) =
𝜋 𝑚 /2 的收益，因此願意支付 𝜋 𝑚 /2 （或者低一點點）給既存賣家。這樣的契
約 安 排 將 使 得 下 游 廠商 （ 幾 乎 ） 得 不 到 任何 利 潤 ， 既 存 賣 家 則可 以 享受
(𝜋 𝑚 /2) × 2 = 𝜋 𝑚 的獨占利潤（或者低一點點）
。因此芝加哥學派不認為既存賣
家有必要進行垂直結合、或者以其他方法延伸市場力量至下游市場。為了行文
方便，我們將 (𝑄 𝑚 /2, 𝜋 𝑚 /2) 的產量、批發報酬組合稱之為獨占契約。
新的垂直封鎖理論則持否定看法，認為既存賣家無法在不限制下游的情形
下取得獨占利潤 𝜋 𝑚 。其中的問題在於既存賣家無法承諾住會維持一開始所預
想、只賣出獨占產量 𝑄 𝑚 的契約安排，亦即上一段所描述的獨占契約。一旦其
中一個下游業者（例如下游廠商 A）接受這個契約，既存賣家有動機更改給另
外一個下游業者（下游廠商 B）的交易契約，讓廠商 B 多出售一些產品。然而，
多出售產品將使得市場價格下跌，下游廠商 A 所得收益將會低於原本預期水準
（即上一段中的 𝜋 𝑚 /2 ）
。認知到既存賣家無法承諾住給競爭對手的契約安排，
可能從事這種對己不利的投機行為（opportunism）
，沒有任何一個下游業者願意
接受上一段所描述的契約安排，支付 𝜋 𝑚 /2 給既存賣家。既存賣家因此無法享
受獨占利潤。
我們接著仔細檢視為何既存賣家無法堅持住給對手的契約安排，有動機更
改契約條款。考慮當下游廠商 A 已經接受獨占契約，從既存賣家取得 𝑄 𝑚 /2 單
位的產品，並且已經支付 𝜋 𝑚 /2 給既存賣家。按照之前的分析，接下來既存賣
家也應該對下游廠商 B 提出獨占契約，出售 𝑄 𝑚 /2 單位給下游廠商 B、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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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支付 𝜋 𝑚 /2。假如既存賣家不這麼做，而是多賣一單位給下游廠商 B，則市場
上 一 共有 𝑄 𝑚 + 1 單位的產 品（其中 𝑄 𝑚 /2 單位由下 游廠商 A 售出、
(𝑄 𝑚 ⁄2) + 1 單位由廠商 B 售出）
，市場價格將下降為 𝑝𝑚 −△。獨占數量 𝑄 𝑚 的
計算告訴我們如果下游產品是由既存賣家直接售出，則市場價格下降對於之前
所有 𝑄 𝑚 單位收益的影響將超過多出售一單位帶來的收益，亦即
△× 𝑄 𝑚 > 𝑝𝑚 −△,
否則獨占廠商會多生產一單位、𝑄 𝑚 就不是獨占產量。但是在這裡，對於既存
賣家而言，他已經收到了下游廠商 A 所負責那一半產量 𝑄 𝑚 /2 的收益 𝜋 𝑚 /2，
就算多賣出一單位給下游廠商 B、使得價格下跌，也不會影響 𝜋 𝑚 /2 這筆已經
到手的報酬287。因此，一旦與廠商 A 簽約之後，既存賣家只需要考慮多賣出一
單位是否會增加下游廠商 B 的總收益。根據同樣的邊際分析方式，多賣出一單
位只會影響廠商 B 之前 𝑄 𝑚 /2 單位的收益，若
△×

𝑄𝑚
≤ 𝑝𝑚 −△
2

的條件成立，既存賣家應該更改之前與提供給廠商 A 相同的契約，讓廠商 B 多
販售一些產品。認知到既存賣家的誘因問題，下游廠商 A 一開始就不會同意
(𝑄 𝑚 /2, 𝜋 𝑚 /2) 的獨占契約。同理，下游廠商 B 也不會同意。因此既存賣家無
法取得獨占利潤 𝜋 𝑚 /2。
我們進一步以一個數字範例說明這個承諾問題的一些推導細節、以及最後
的均衡結果，亦即既存賣家可以達到的利潤水準為何。
287

我們也可以假設下游廠商 A 已經簽約、但是尚未付款。只要契約中所訂定廠商 A 所應支付
的批發金額 𝜋 𝑚 /2 沒有其他附帶條件，例如必須限定市場價格或者競爭廠商 B 的進貨數量，
既存賣家都可以根據契約要求廠商 A 支付 𝜋 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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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 18＊
考慮圖 2. 24 的市場結構，並維持無生產或零售成本、下游廠商同質產品、
以及下游市場數量競爭的假設。令消費者對於終端產品的需求為表 2. 1：

數量

1

2

3

4

5

願付價格

6

5

3

2

1

收益

6

10

9

8

5

表 2. 1

Cournot 競爭與市場需求

市場上數量為 1 單位時，消費者願付價格為 6；數量為 2 時、願付價格為 5；
其餘以此類推，而消費者最多只需要 5 單位產品。將兩者相乘則可得到銷售該
數量後的總收益。例如當廠商總共銷售 5 單位時，消費者每單位願付價格為 1，
因此廠商總收益為 5。根據表中計算，總收益在產量為 2 時達到最大；在沒有成
本的假設下，10 的總收益同時為獨占利潤。亦即 𝑄 𝑚 = 2、𝑝𝑚 = 5、𝜋 𝑚 = 10。
考慮既存賣家是否可以透過與兩個下游廠商 A 與 B 的契約安排、再由兩廠
商進行競爭來實現獨占利潤。將之前討論所使用的獨占契約對應到這裡的數字
範例，則既存賣家提供給每個下游廠商的數量為 𝑄 𝑚 ⁄2 = 1，所要求的批發報
酬則為 𝜋 𝑚 /2 = 5。
假設廠商 A 已經接受了這個契約，並支付 5 元給既存賣家取得 1 單位的產
品。按照預定既存賣家也應該用 5 元賣出 1 單位商品給下游廠商 B。但是如果
既存賣家更改預計、多賣一單位產品給廠商 B，市場上將總共有 3 單位的產品，
市場價格會下降為 3。以 3 的單價售出 2 單位產品，廠商 B 可以得到 6 的收益，
因此既存賣家可以向廠商 B 收取 6（或者低一點點）的總價格來賣出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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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廠商 B 多賣出一單位使得既存賣家的總利潤變成 5 + 6 = 11 元，其中 5 元
來自下游廠商 A、6 元來自廠商 B。既存賣家的確有動機在廠商 A 簽約後更改
向廠商 B 提出的交易條件。
既存賣家可以得到高於獨占利潤的收益的原因是多賣出一單位給廠商 B 將
使得廠商 A 產生虧損。當廠商 A 支付 5 元給既存賣家後，只能夠用 3 的價格賣
出 1 單位的產品；既存賣家的投機行為使得廠商 A 蒙受 2 元的虧損。預期到簽
約後產生虧損，下游廠商 A 不會同意接受以 5 元購買 1 單位產品的契約。同樣
地，下游廠商 B 也會害怕既存賣家對下游廠商 A 提出不同契約，因此也不會接
受以 5 元購買 1 單位產品的交易條件。
既然無法達成獨占利潤，那麼既存賣家可以實現的利益為多少？文獻上通
常指出既存賣家可以獲得的利潤相當於兩個下游廠商直接進行 Cournot 競爭之
下的總利潤。我們以下先說明 Cournot 均衡在這裡的推導方式，再接著討論為
何 Cournot 均衡的利潤即是既存賣家所能得到的最大利潤。
Cournot 均衡其實是 Nash 均衡的一種。當兩個廠商以產量作為策略變數、
並且同時決定要生產多少時，這個「同時賽局」
（the simultaneous game）的 Nash
均衡便稱之為 Cournot 均衡。按照 Nash 均衡的要求，我們必須找到一組產量滿
足以下條件：給定競爭對手的產量不變，每個廠商都沒有誘因單方面改變產量。
而按照補充說明 2. 11 的解釋，我們可以先在報酬矩陣中找出各個廠商的最適反
應、接著找出 Nash 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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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5

Cournot 均衡

圖 2. 25 整理出這個賽局的報酬矩陣，其中 𝑞𝐴 代表下游廠商 A 的產量、𝑞𝐵
則為下游廠商 B 的產量。每個廠商的可能產出都是從 0（不生產）到 5 的整數，
但是由於消費者最多只購買 5 單位，我們只需要考慮兩個廠商的總產量小於或
者等於 5 的狀況288。根據兩個廠商的產量組合 (𝑞𝐴 , 𝑞𝐵 )，我們可以根據表 2. 1
找出最應於總產量 𝑞𝐴 + 𝑞𝐵 的價格，再分別算出兩個廠商的總收益。例如當廠
商 A 產量為 1、廠商 B 產量為 3 時，市場上一共有 4 單位的產品，市場價格為
2，因此廠商 A 的收益為 2、廠商 B 收益為 6；對應到 (𝑞𝐴 , 𝑞𝐵 ) = (1,3) 這個策
略組合的報酬為 (2,6)。
計算出各個策略組合之下兩個廠商的報酬後，我們接著將每個廠商的最適
反應以“√”符號標註。例如對應到 (𝑞𝐴 , 𝑞𝐵 ) = (1,4) 的策略組合，我們在廠商
A 的報酬 1 標註，就表示當廠商 B 的策略為售出 4 單位產品時，廠商 A 應該生
產 1 單位產品以極大化其利潤（在這裡就是收益）
。若一個策略組合對應的兩廠
商報酬都被勾註，表示兩個廠商的策略互為最適反應，這個策略組合便是一個
288

我們可以假設總產量在 6 以上、包含 6 時，消費者的願付價格降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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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not 均衡，我們另外以圈圈框出。而在這個賽局中，一共有三個 Cournot 均
衡，分別為 (𝑞𝐴 , 𝑞𝐵 ) = (1,3)、(2,2)、(3,1) 這三組策略組合。而這三個均衡的
總產量都一樣，兩個廠商的總利潤也都相同，都是 8；不同均衡對應的是總利潤
在兩個廠商之間的不同分配，均衡產量越多的廠商利潤也越高、產量相同的對
稱均衡（a symmetric equilibrium）則利潤也相同。
納入既存賣家對兩個下游廠商的契約談判後，這三個 Cournot 均衡都有可
能是既存賣家所能達到的契約均衡。既然三個 Cournot 均衡有相同的廠商總利
潤，既存賣家所能取得的最大報酬（8）也不因均衡而改變，並低於獨占利潤 10。
以下我們只檢驗 (𝑞𝐴 , 𝑞𝐵 ) = (2,2) 這個對稱均衡的確是既存賣家能夠達到的產
量水準、以及既存賣家在此均衡之下可得利潤為 8。
當每個下游廠商都賣 2 單位商品給消費者時，產品的市場價格為 2（見表 2.
1）。既存賣家可以提供同樣的供給契約給兩個下游廠商：要求下游廠商支付 4
元（或者低一點點）以購買 2 單位產品。當其中一個廠商、例如廠商 A 同意並
簽約後，我們必須檢查存賣家沒有誘因更改對廠商 B 的契約。
如同之前的討論，一旦簽下廠商 A（並收取 4 元）後，既存賣家便不再顧
慮廠商 A 的處境，只需專注從廠商 B 的通路賺取最大利益。根據圖 2. 25 的報
酬矩陣，將廠商 A 的產量固定在 𝑞𝐴 = 2，廠商 B 的利潤極大產量也同樣為 2，
因此在廠商 A 簽約後，既存賣家的確也會賣出 2 單位產品給廠商 B，並收取 4
元（或者低一點點）的報酬，而沒有動機更動交易條件。得知既存賣家不會提
供其他產量給廠商 B，廠商 A 因此可以安心簽下契約；同理，廠商 B 也可以安
心以 4 元購買 2 單位產品。既存賣家能夠取得 8（或者低一點點）的利潤。
使用報酬矩陣，我們也可以看出為何既存賣家無法取得獨占利潤 10。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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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售出 1 單位給廠商 A、並收取 5 元報酬之後，將廠商 A 產量固定在 𝑞𝐴 = 1，
既存賣家從廠商 B 通路能夠得到的最大利潤並不是 𝑞𝐵 = 1，而是 𝑞𝐵 = 2 或
𝑞𝐵 = 3；既存賣家有動機多出售產品給廠商 B，因此廠商 A 不會信任一開始的
契約安排。
進一步仔細檢查以上兩段推論，我們可以發現「固定廠商 A 產量，尋找廠
商 B 利潤極大產量」的步驟其實就是找出廠商 B 的最適反應；而應用同樣的思
維於廠商 B，我們也應該找出廠商 A 的最適反應。既然兩個廠商都害怕簽約之
後既存賣家的投機行為，既存賣家所能賣給兩個廠商的均衡產量必須彼此互為
最適反應，亦即數量競爭之下的 Cournot 均衡。
補充說明 2. 12
既存賣家的承諾問題其實類似於耐久財獨占廠商的承諾問題，亦即所謂的
「Coase 猜測」
（Coase conjecture）
。Coase 教授在其 1972 年的重要論文289中指出
當產品為耐久財，亦即今日購買後可以持續消費一段時間、不須每次消費都購
買時，獨占廠商的利潤將低於獨占水準，甚至趨近於完全競爭市場的程度。原
因是按照一般的購買行為，即便商品為耐久財，通常也都是願付價格較高的消
費者（亦即能從產品得到更大滿足的消費者）會先選擇購買。而一旦擁有產品
後，耐久財的特性使得這些消費者未來一段期間不再需要消費，市場上將只剩
下願負價格較低的消費者。面對這些“剩餘”的消費者，獨占廠商必須、也有
動機降低價格，否則無法出售任何商品。預期到未來的降價行為，那些願付價
289

Ronald Coase, “Durability and Monopoly,” 15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43-149 (1972）.
關於 Coase 猜測的進一步理論推演與證明，參見 Jeremy Bulow, “Durable Goods Monopolists,”
90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14-332 (1982); Faruk Gul, Hugo Sonnenschein, and Robert
Wilson, “Foundations of Dynamic Monopoly and Coase Conjecture,” 39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55-190 (1986); Tirole (1988), supra note 9, p. 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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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較高的消費者不會在一開始就願意接受獨占價格。獨占廠商的利潤因此低於
獨占水準。而經濟學家進一步以理論證明當獨占廠商可以變動價格的頻率越趨
頻繁時，獨占利潤趨近於完全競爭之下的利潤水準290。
如同我們所考慮的既存賣家，獨占廠商無法獲得獨占利潤的基本原因是無
法承諾消費者未來不會降價。而既存賣家簽下廠商 A 後、多賣給廠商 B 的行為
其實可類比於耐久財獨占廠商進一步降價的情形，兩者都造成市場價格的下降。
在 Rey 與 Tirole 兩位教授的 2006 年291的回顧論文中將兩個問題有詳盡的比對，
包括基本的經濟邏輯、以及既存賣家與獨占廠商所能使用的解決方法等等。
補充說明 2. 13＊
從分析的角度來看，我們對於既存賣家所能達到的契約均衡還需要一個較
細緻的假設。由於既存賣家與下游廠商之間有私下談判的空間，我們必須考慮
下游廠商在面對既存賣家時，如何猜測後者對另一個下游廠商所提的交易條件。
例如在我們一開始對於既存賣家無法得到獨占利潤的解釋中，當既存賣家嘗試
多賣一些給下游廠商 B、而偏離了獨占契約時，下游廠商 B 是否也應該懷疑既
存賣家給廠商 A 的交易條件其實與獨占契約不同？文獻上在這裡有不同的處理
方式，亦即假設不同的猜測方式。我們的說明是根據 Hart 與 Tirole 教授的 1990
年文章292、以及 O’Brien 教授與 Shaffer 教授的 1992 年文章293設定，採用所謂的
「被動猜測」
（passive conjecture）
：檢驗一組給兩個下游廠商的契約是否構成均
衡時，即使既存賣家提出給自已的不是均衡契約，一個下游廠商仍然相信這只
290

參見 Gul, Sonnenschein, 與 Wilson 等三位教授於 1986 年的論文；前揭註。
Rey and Tirole (2006), supra note 3. Rey 與 Tirole 兩位教授並將兩者的比對整理成文章中的表
1。並指出加盟店（franchising）、專利授權（patent licensing）等也會出現類似問題。
292
Hart and Tirole (1990), supra note 285.
293
O’Brien and Shaffer (1992), supra note 285.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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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單方面的偏離，既存賣家給對手的仍然是均衡契約。例如在討論既存賣家無
法得到獨占利潤時，我們假設就算既存賣家多賣一單位給下游廠商 B，廠商 B
仍然相信既存賣家給廠商 A 的是獨占契約。
在被動猜測的假設下，契約均衡導致既存賣家只能獲得 Cournot 均衡的利
潤水準。不同的猜測設定會影響均衡結果以及既存賣家所能達到的利潤水準。
例如當兩個下游廠商都相信無論如何既存賣家會給兩家一樣的契約條件時，則
既存賣家可以得到獨占利潤。檢視範例 2. 18，尤其是圖 2. 25 的報酬矩陣，兩
個廠商相信兩邊得到一樣的交易條件表示兩個廠商都相信市場的產量只可能是
(𝑞𝐴 , 𝑞𝐵 ) = (0,0)、(1,1)、(2,2) 這三組的其中一個。當既存賣家提出賣給廠商 B
兩單位的契約時，就算既存賣家與廠商 A 已經簽下獨占契約、賣給廠商 A 一單
位產品，「對稱性」（symmetry）的假設也會使廠商 B 相信既存賣家賣給廠商 A
兩單位的產品，廠商 B 最多只願意付出 4 元、而非之前討論的 6 元。因此，在
對稱性的假設下，既存賣家只能在 (0,0)、(1,1)、(2,2) 三組產兩組合中挑選；
既存賣家當然會選擇能夠達到獨占利潤的 (1,1) 這個組合。
以上的討論並不是要論證「對稱性」是合理的假設，因此既存賣家沒有承
諾問題。而是要說明猜測設定如何影響分析結果。事實上，
「對稱性」並非文獻
中常用的設定。除了「被動猜測」之外，文獻中曾討論所謂的「謹慎猜測」
（wary
beliefs）
。由 McAfee 與 Schwartz 兩位教授在 1994 年論文294所提出的這個設定指
得是當接收到不同於均衡的契約時，下游廠商應該設想既存賣家其實也同步調
整給對手的契約、做出利潤極大的行為。進一步的細節請參照 McAfee 與
294

Preston McAfee and Marius Schwartz, “Opportunism in Multilateral Vertical Contracting:
Nondiscrimination, Exclusivity, and Uniformity,” 84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10-230 (1994);
Patrick Rey and Thibaud Vergé, “Bilateral Control with Vertical Contracts,” 35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728-746 (2004); Rey and Tirole (2006), supra no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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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artz 兩位教授的論文，或者 Rey 與 Tirole 兩位教授的 2006 年回顧文章。
(1) 以垂直限制或垂直結合解決承諾問題
這個承諾問題的存在是因為既存賣家無法公開地與兩個下游廠商同時簽約、
只能私下簽約（secret contracts）
；或者公開簽約後無法保證不會另外與某一個下
游業者私底下另訂契約。亦即契約談判的過程具有一些隱蔽性，無法完全公開
透明。現實中大概也很難有上游供應商同時與所有下游廠商簽約、或者簽約後
無法再私底下一對一會談的狀況。而「承諾」問題的蛛絲馬跡有時能夠從實務
案件中尋得。例如在我國公平會的 106 年處分案「新視代」一案中295，被處分
人新視代股份有限公司被處違反我國公平法關於維持轉售價格的規範296。處分
書中曾載明被處分人的答辯提及：
「因出現商品售價低於進貨價格情形，致被處
分人遭其他經銷商質疑其誠信」等語，即表示下游廠商懷疑上游廠商可能私下
給其他下游廠商較優惠的交易條件。此外，Martin、Normann、與 Snyder 等三
位教授也曾在 2001 年發表論文297，以經濟實驗（experiments）的方式證實獨占
廠商的承諾問題。
為了解決承諾問題，文獻中提出數個獨占廠商（既存賣家）可以採行的方
法。我們的討論仍然根據 Rey 與 Tirole 教授的 2006 年回顧文章298做整理。由於
承諾問題使得獨占廠商會出售比獨占產量更多的商品，獨占廠商試圖解決承諾
問題的不同方法都是要設法限縮產量、讓下游市場價格回升到獨占水準，因此

295

公處字第 106013 號。
使用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可以協助解決承諾問題；參見之後的討論。O’Brien and Shaffer (1992),
supra note 285.
297
Stephen Martin, Hans-Theo Normann, and Christopher Snyder, “Vertical Foreclosure in
Experimental Markets,” 32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466-496 (2001).
298
Rey and Tirole (2006), supra note 3.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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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基於承諾問題的垂直限制都會降低社會福利水準、具有限制競爭的性質。
獨占廠商基本上可以採取兩種方式解決承諾問題：以契約達到承諾效果、
或者（以契約）改變市場結構以規避承諾問題。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即可達到前
者的效果；而後者包括垂直結合、獨家交易、或者地域限制等等。此外，
「禁止
價格歧視」的競爭法規使得既存賣家必須提供同樣交易條件給所有下游廠商，
等同於協助既存賣家做出“無私下交易”的承諾、進而可以實現獨占利潤。在
這個情境下這個法律規範反而降低社會福利299。
在圖 2. 24 的市場結構中，以維持轉售價格解決承諾問題即為既存賣家同
時要求兩間下游廠商不得以低於獨占價格 𝑝𝑚 賣出產品，例如在範例 2. 18 中將
最低轉售價格設定在 5，那麼消費者最多只會買 2 單位產品，既存賣家就可以得
到 𝜋 𝑚 = 10 的獨占利潤300。
獨占產商另外一個解決承諾問題的方式是改變市場結構，使得可能打破承
諾的「誘惑」不會發生。按照之前的分析，並參照圖 2. 26，如果下游只有一間
廠商，例如既存賣家只提供中間財給下游廠商 A，自然沒有投機多賣出商品給
下游廠商 B 的機會或誘因，之前的承諾問題也跟著消失。有好幾種方式可以達
到這個效果：既存賣家可以進行垂直結合，併購下游廠商 A，那麼廠商 A 的損
失也會是結合後事業的整體損失，既存賣家也不再有誘因多賣給下游廠商 B，
甚至不會供給中間財給廠商 B，而是由結合後的下游部門獨占整個下游市場。
299

Rey and Tirole (2006), supra note 3.
嚴格來說，既存賣家除了將約定最低轉售價格納入獨占契約，還必須包括「返還條款」
（return
option），亦即若下游廠商發現無法以最低轉售價格出售時，可以用原批發價賣回給上游的既存
賣家。原因是若既存賣家私下多銷售給某一下游廠商，例如賣給下游廠商 B 的是 2 單位產品、
而非獨占契約的 1 單位，便維持轉售價格可以將下游市價維持在獨占價格，但是在供給數量
（1 + 2 = 3）超過需求數量（2）的情形下，下游廠商 A 不見得能夠順利賣出手中產品。如果
不能保證原價退貨，下游廠商仍然沒有誘因簽下獨占契約。 Rey and Tirole (2006), supra note 3.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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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6 承諾與垂直封鎖

此時的垂直結合的確造成市場封鎖的效果，使下游廠商 B 無法得到必須的
要素投入301，因而無法在下游市場競爭。但是與早期垂直封鎖理論不同，上游
獨占廠商（既存賣家）延伸市場力至下游市場、或者拒絕供給下游競爭廠商的
目的並非創造超過獨占利潤的收益（畢竟按照芝加哥學派的看法，獨占利潤只
有一份），而是為了回復原先無法取得的獨占利潤。
除了垂直結合，獨占廠商也可以利用其他垂直限制避免承諾問題，例如與
一個下游廠商簽訂獨家交易契約、或者設立地域或客戶限制使得下游市場只有
單一零售商。當然，上游獨占廠商同時必須使用「兩部定價」或其他契約設計
以避免「雙重邊際」的問題302。此外，這裡的獨家交易契約並不是限制下游廠
商不能與其他上游廠商交易的「獨買」契約，而是限制上游獨占廠商只能賣給
簽約的下游廠商的「獨賣」契約。
301

或者無法使用關鍵設施；參見 Rey 與 Tirole 教授對於模型市場結構的可能解釋。 Rey and
Tirole (2006), supra note 3.
302
關於雙重邊際的簡介，參見補充說明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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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7 「繞道」的市場結構

在圖 2. 24 的市場結構中，這幾種垂直限制的效果一樣。Rey 與 Tirole 教授
在其 2006 年回顧文章303中接著引入一個上游競爭者，但是其（邊際）成本較原
來的獨占廠商為高；市場結構如圖 2. 27 所示。引入上游競爭提供了「繞道」
（bypass）的可能。如果既存賣家拒絕提供中間財，下游廠商可以轉向競爭者交
易。上游既存賣家必須面對競爭、不再享有獨占地位。但是由於競爭者的成本
較高，與競爭者而非既存賣家交易會產生生產效率的損失，也是社會所應避免。
Rey 與 Tirole 教授首先指出競爭者的存在只是影響利潤如何在既存賣家與
下游廠商之間如何分配，但是無損於「承諾」問題的出現，既存賣家仍然有動
機借助垂直結合或者垂直契約限制來回復價格、降低產量、以提高利潤。但是
在這裡垂直結合與獨家交易就會達到不同的效果，關鍵是競爭者是否會與其中
一個下游廠商、尤其是被「封鎖」的廠商交易。
如果既存賣家以獨家交易解決承諾問題，如圖 2. 28 所示，當與下游廠商 A

303

Rey and Tirole (2006), supra no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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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8 「繞道」與獨家交易

簽下獨家供給契約後304，上游的既存賣家就無法出售中間財給其他下游競爭者。
只要上游競爭廠商的成本差異不會太大，下游廠商 B 就會轉與上游競爭者交易，
從上游競爭者取得中間財，然後在下游市場競爭。雖然上游競爭者的存在使得
下游廠商 B 不致被完全封鎖，但是競爭者較高的生產成本表示社會無法以最具
有效率的生產方式取得商品，必須蒙受一定程度的生產效率損失。
反之，如果既存賣家以垂直結合解決承諾問題，併購下游廠商 A，如圖 2. 29
所示，那麼結合後的廠商仍然可以與下游競爭者交易。結合後仍然出售中間財
給下游廠商 B，雖然廠商 B 會轉而與自己的下游部門來競爭，但是給定上游競
爭者存在的條件下，下游競爭無法避免。出售中間財給下游競爭廠商可以為自
己的上游部門多帶來一些銷售，而社會也可以使用較有效率的生產技術，不致
產生生產的效率損失。因此在有「繞道」可能的情況下，雖然以垂直結合與垂
直契約限制（包括獨家交易、地域或顧客限制）解決承諾問題會使得社會福利
下降，但是前者較後者的社會損失來得較小。

304

或者指定下游廠商 A 為該地區或者顧客範圍的獨家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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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9 「繞道」與垂直結合

補充說明 2. 14
在我們之前關於單一市場的市場封鎖的說明中，若出現二層經銷（上游製
造或批發、下游零售或分銷）的市場結構，獨占地位發生在上游或者下游對於
分析並沒有影響。但是在這裡，Rey 與 Tirole 教授305指出承諾問題的嚴重性取
決於上游獨占或者下游獨占。在我們之前的討論中，既存賣家占據上游市場的
獨占地位（見圖 2. 24），如果既存賣家與下游廠商 A 簽約後多賣一些商品給下
游廠商 B、導致下游市場價格下跌，此時蒙受損失的是下游廠商 A，不是既存
賣家；既存賣家不在乎下游廠商 A 的損失、有動機進行這個投機行為。
但是如果獨占地位發生在下游市場，如圖 2. 30 所示，既存賣家為下游市
場的唯一零售商，而上游供應者為彼此競爭的兩家廠商 A 與 B（同樣假設兩廠
商的產品為同質、也沒有成本差異）
。當既存賣家與上游廠商 A 簽下獨占契約之
後，是否與之前的狀況一樣，有動機從上游廠商 B 購買超過獨占契約的數量、
使得下游市場價格低於獨占價格？
305

Rey and Tirole (2006), supra note 3.

223

圖 2. 30 下游獨占

Rey 與 Tirole 教授指出在下游的獨占廠商直接承受下游市場下降的後果，
因此沒有動機偏離獨占契約、從上游廠商 B 多購買商品。換言之，上游獨占比
之下游獨占的狀況較容易發生承諾問題。由於承諾問題將使得下游市場價格趨
近競爭價格、提稱社會福利，Rey 與 Tirole 兩位教授因此提出一個政策建議：
我們應該讓獨占廠商在整個產業鏈的上游、越遠離終端市場越好，以便讓承諾
問題得以發揮作用。
(2) 垂直結合與不對稱下游廠商
在上節的討論中我們將下游競爭廠商設為對稱廠商，具有相同成本結構，
並將邊際成本設為零。我們說明在這個情形下，用以解決承諾問題的垂直結合
或者垂直限制都具備限制競爭效果，都使下游市場價格回復至獨占價格。在近
期的一篇論文306中，Reisinger 與 Tarantino 兩位教授考慮下游兩競爭廠商的邊際
306

Markus Reisinger and Emanuele Tarantino, “Vertical Integration, Foreclosure, and Productive
Efficiency,” 46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461-479 (2015). 此外，White 教授將成本方面較複雜
的設定帶入上游市場，考量當上游獨占廠商（既存賣家）的邊際成本具有不確定性、同時為上
游獨占廠商的私人資訊（private information）的情形。 Lucy White, “Foreclosure with In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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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不同的狀況，例如在圖 2. 24 的市場結構中，下游廠商 A 的邊際（零售）
成本較下游廠商 B 來得低。
在這個情形下，Reisinger 與 Tarantino 兩位教授首先指出上游獨占廠商（既
存賣家）仍然必須面對承諾問題、仍然無法達到獨占利潤。接著兩位教授考慮
既存賣家與其中一個下游廠商進行垂直結合的福利效果。
如果既存賣家與比較有效率、成本較低的廠商 A 進行垂直結合，那麼結合
後廠商 B 會被封鎖在市場外。結合後的廠商不會出售中間財給成本較高的下游
競爭者，在沒有其他上游供應者的狀況之下，廠商 B 無法取得所需要素，因此
法在下游市場進行競爭。下游市場會呈現獨占結果。
但是如果既存賣家與成本較高的廠商 B 進行垂直結合，結合後的廠商並沒
有動機完全封鎖比較有效率的廠商 A，反而會借助廠商 A 比較低的生產成本，
將產量從自己的下游部門（原來的下游廠商 B）移轉到下游廠商 A，上游部門
再藉由批發契約中的批發價格支付汲取廠商 A 的利潤307。根據這個「產出移轉
效果」（output-shifting effect），Reisinger 與 Tarantino 兩位教授指出與較高成本
的下游廠商進行垂直結合可能使得社會福利提高、包括消費者剩餘也可能提升。
因此在承諾問題存在下，垂直結合也可能具有促進競爭效果。
Reisinger 與 Tarantino 兩位教授的分析無疑地具備理論與實務上的貢獻，使
我們在分析垂直封鎖時應該更加注意限制競爭或促進競爭的可能。
（我們會在補
充說明 2. 15 中進一步說明其經濟邏輯。）但是其結果取決於上游獨占廠商進行

Information,” 16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507-535 (2007).
307
Reisinger 與 Tarantino 兩位教授在其分析中假設上游獨占廠商對下游廠商提出「兩部定價」
契約，因此可以用其中的固定支付款（fixed fees）部分取得下游廠商利潤。 Reisinger and Tarantino
(2015), supra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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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結合的對象，尤其選擇結合的下游廠商必須是成本較高的廠商。 Reisinger
與 Tarantino 兩位教授指出競爭主管可能否決與成本較低下游廠商的結合308。的
確，根據 Reisinger 與 Tarantino 兩位教授的分析，競爭主管機關應該否決與較有
效率的下游廠商結合、鼓勵與較無效率廠商的垂直結合。但是這個（似乎有些
違反經濟直覺的）政策建議，似乎要求競爭主管機關在審核垂直結合時，除了
進行結合的兩個廠商生產技術與經濟效能外，也必須衡量所有其他下游可能結
合對象的成本結構，以便決定上游獨占廠商是否與較無效率的下游廠商進行合
併。對於競爭主管機關來說，可能會加諸過多的資訊要求與執行政策成本。未
來的研究似乎有必要進一步找出較容易施行的政策建議或者執行方法。
補充說明 2. 15＊
我們稍微修改範例 2. 18 的設定來說明 Reisinger 與 Tarantino 兩位教授的論
點。假設需求條件不變、下游廠商 A 的零售成本維持為零，但是下游廠商 B 每
銷售一單位，除了批發價格以外，必須支付 1 元的邊際零售成本。
根據這項變動，我們修改（不對稱廠商的）Cournot 競爭報酬矩陣如圖 2. 31。
使 用 同 樣 分 析 方 式 ， 我 們 可 以 得 到 三 個 Cournot 均 衡 ， 分 別 為 產 量 組 合
(𝑞𝐴 , 𝑞𝐵 ) = (2,1)、(2,2)、與 (3,1)。這三個產量均衡都可以是無垂直結合之下既
存賣家所能實現的下游產量組合。不管哪個均衡，既存賣家所能得到的利潤都
低於 10 的產業最大利潤。

308

Reisinger 與 Tarantino 兩位教授也指出其他導致這個結合決策的可能，並在其論文中試圖為
這個決策建立理論基礎，引入結合時下游廠商成本的不確定性，指出在某些條件下上游廠商可
能選擇與預期為較無效率（成本可能較高）的下游廠商進行垂直結合。 Reisinger and Tarantino
(2015), supra note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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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1 不對稱 Cournot 競爭

在這裡，由於下游廠商 B 較無效率，若要達到獨占利潤 10，既存賣家必須
要讓所有下游生產或者零售活動都由廠商 A 進行。但是同樣的承諾問題表示當
賣出 2 單位產品給廠商 A 之後，既存賣家有動機出售 1 或 2 單位產品給廠商 B；
因此在不對稱下游廠商的情況下，上游獨占廠商仍然面對、必須解決承諾問題。
根據 Reisinger 與 Tarantino 兩位教授的設定，當既存賣家與較無效率的下游
廠商 B 進行垂直結合後，既存賣家在選擇給下游廠商 A 以及自己的下游部門（原
下游廠商 B）的交易條件309時，會希望極大化上、下游部門的整體利潤。此外，
Reisinger 與 Tarantino 兩位教授假設結合後下游部門可以觀察到上游部門給競爭
對手（下游廠商 A）的供應契約，但是上游部門無法承諾、或者約束下游部門
的生產決策。亦即上游部門（原既存賣家）在垂直結合後無法直接關閉下游部
門、或者要求下游部門不要生產。相反地，既然下游部門可以觀察到給下游廠
商 A 的契約條件，下游部門會針對這個契約做出最適反應、以及自己所得到的
309

設定給下游部門的交易條件即為垂直結合後公司內部的移轉價格。Reisinger 與 Tarantino 教
授證明上游部門會將移轉價格設定在上游的邊際生產成本。 Reisinger and Tarantino (2015),
supra note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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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條件決定下游部門的產量。
Reisinger 與 Tarantino 兩位教授指出，雖然上游部門無法直接指揮下游部門，
但是藉由「直接觀察到給對手的契約並做出最適反應」的性質，上游部門實質
上在扮演產業經濟學中所謂「Stackelberg 數量領導者」
（Stackelberg quantity leader）
310

的角色。在這裡，垂直結合後上游部門面對的問題是無效率的下游部門仍然

想生產的問題，因此上游部門可以藉由給下游競爭廠商（廠商 A）較好的交易
條件來“逼使”下游部門減產。尤其當上游部門使用兩部定價、而產量屬於策
略性替代（一個廠商產量增加將使另一廠商產量下降）時，上游部門可以壓低
給廠商 A 的每單位批發價格、使得廠商 A 的反應函數外移、願意多生產，進一
步讓下游部門（廠商 B）降低產量。上游部門再由兩部定價契約中固定費用的
部分獲取廠商 A 的利潤。Reisinger 與 Tarantino 教授指出上游部門甚至可能將給
廠商 A 的每單位批發價格設定在比自己的邊際生產成本來得低（這裡我們假設
上游廠商無生產成本，因此對應的狀況是每單位批發價格為負）
，亦即上游部門
賣給廠商 A 的每單位邊際利潤（margin）為負。這樣的均衡契約將使得廠商 A
在下游市場擴大產量、廠商 B 減少產量；垂直結合後的均衡下游產量因此上升。
垂直結合可能帶來消費者剩餘以及整體社會福利的提升。
2、 垂直整合與提高競爭對手成本
新市場封鎖理論的一個重要概念、或者廠商施行「排除」
（exclusion）的策
略是「提高對手成本」。這個概念首先由 Salop 與 Scheffman 兩位教授提出，並
對競爭法理論有重要影響311。
310

關於 Stackelberg 模型的教科書說明，參見 Tirole (1988), supra note 9, chapter 8.
Salop and Scheffman (1983, 1987), supra note 74; Thomas Krattenmaker and Steven Salop,
“Anticompetitive Exclusion: Raising Rivals’ Costs to Achieve Power over Price,” 96 Yale Law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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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op 與 Scheffman 兩位教授指出，相對於採用「掠奪性定價」（predatory
pricing）
，提高對手成本的策略有不少優點312：一般而言，對手成本越高則產量
越少、或者越不可能將價格壓得太低。因此，即便無法將對手完全驅逐出市場，
提高對手成本仍然可以減緩競爭壓力。反之，掠奪性定價是以壓低自己價格、
犧牲短期利益的方式，希望能夠使對手退出市場，之後再享受獨占利潤。如果
策略失敗、對手不願退出市場，則掠奪性定價只會造成損失。Salop 與 Scheffman
兩位教授也指出可以提高對手成本的不同方法，包括垂直整合、獨家交易、對
政府遊說通過特別管制、甚至進行研發、廣告活動、或者產品規格選擇等等313。
Riordan 教授在 1998 年發表論文314，考慮具有顯著地位廠商（a dominant firm）
的「向後整合」
（backward integration）與其競爭效果。Riordan 教授指出當具顯
著地位廠商為垂直整合廠商，即使是部分整合（partial integration）
、亦即不是完
全拿下上游生產要素（中間財）的供給，都可以提高下游競爭對手的生產成本
而造成限制競爭效果。在 Riordan 教授的模型中，下游市場的供給是由一個具顯
著地位廠商以及其他完全沒有市場力量的邊緣廠商（fringe firms）所組成315。邊
緣廠商如同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廠商，不認為自己的市場活動（亦即產量供給或
Journal, 209-293 (1986). 關於「提高對手成本」的教科書介紹，參見 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57, p. 164-165. Gavil、Kovacic、與 Baker 教授在其反托拉斯法的教科書中也應用這
個概念於 Lorain Journal Co. v. United States （342 U.S. 143, 1951）這個經典案例的分析；Andrew
Gavil, William Kovacic, and Jonathan Baker, Antitrust Law in Perspective: Cases, Concepts, and
Problems in Competition Policy, 592-598 (2002). 此外，新近的研究已經將問題進一步延伸到廠商
應該選擇哪一類的對手來提高其成本； David Mandy, John Mayo, and David Sappington,
“Targeting Effort’s to Raise Rivals’ Costs: Moving from “Whether” to “Whom,”” 4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15 (2016).
312
Salop and Scheffman (1983), supra note 74, p. 267.
313
Salop and Scheffman (1987), supra note 74, p. 19. Salop 與 Scheffman 兩位教授也將 Lorain
Journal（前揭註 311）一案的手法納入範例中。我們之前也討論到，獨家交易（前揭註 74）或
者搭售（前揭註 214）等行為也可能透過提高對手成本來達成封鎖效果。
314
Riordan (1998), supra note 277.
315
關於邊緣廠商與顯著地位廠商的進一步說明，包括市場均衡決定方式，參見 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57, p.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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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2 垂直結合與提高對手成本

者要素需求）會影響市場價格；反之，具顯著地位廠商則必須考量自己的產量
如何改變市場價格、並將邊緣廠商的供給一併考慮在內。
Loertscher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在近期的一篇文章316中，放寬下游對手沒
有市場力量的限制，在 Riondan 教授的分析架構中引入下游市場的不同結構，
討論下游市場結構對於垂直結合的競爭效果影響。Loertscher 與 Reisinger 教授
發現當下游競爭廠商數較少、市場較集中時，垂直結合可能具有促進競爭的正
向效果。但是當下游競爭廠商數變多、廠商市場力下降，則趨近於 Riordan 教授
討論的狀況，垂直結合傾向於產生限制競爭的負向結果。由於兩篇論文有密切
關係，我們在此一併討論；此外，較細緻的解說需要一些個體經濟學的分析工
具，因此我們僅以直覺推論說明。
我們將考慮圖 2. 20 的市場結構稍微修改為圖 2. 32 的市場結構，Riordan
316

Simon Loertscher and Markus Reisinger, “Market Structure and the Competitive Effects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45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471-494 (2014). Riordan 教授在其 1998 年論
文中假設具顯著地位廠商有技術上的優勢，因此垂直結合後下游生產從邊緣廠商“移轉”給顯著
地位廠商可以帶來生產效率的進步。垂直結合仍可能提高社會福利； Riordan (1998), supra note
277. 反之，Loertscher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並未引入這個技術優勢，所有下游廠商都有同樣生
產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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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以及 Loertscher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將所考慮的「中間財」稱之為「產
能」
（capacity）
。產能由上游廠商提供；上游廠商彼此競爭、沒有市場力量；同
時供給線具有正斜率317，因此當下游廠商購買產量越多、上游市場的均衡價格
越高，每單位產能越昂貴。
產能影響下游廠商的成本，若產能越高則（邊際）成本越低、下游廠商的
產量越大318。但是如果產能越貴，下游廠商取得產能的支出增加，越沒有動機
購置產能，在下游市場也會因為成本提高而減低競爭優勢。
在這個市場結構下，Riordan 教授、以及 Loertscher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考
慮其中一個廠商（圖 2. 32 中的廠商 A）進行（向後）垂直整合的競爭效果。在
這兩篇論文中，垂直整合都定義成廠商 A 本來擁有的產能 𝑘0 ：廠商 A 一開始
擁有的產能越大，𝑘0 值越高，則垂直整合的程度越深。其他下游廠商都不是垂
直整合廠商，一開始都沒有任何產能，必須在上游市場購買產能。此外，除了
本身擁有的產能 𝑘0 ，廠商 A 仍然可以在產能市場購買、擴充產能。
事實上，廠商 A 在上游市場購置額外產能的行為就是「提高對手成本」的
策略行為。當廠商 A 購買產能時，會使得上游市場的需求提高、產能價格上升，
其他下游廠商購買產能的成本增加，因此調低產能的購買數量319。但是當下游
廠商的產能減少時，這些廠商在下游市場的成本上升，均衡產量隨之減少，而
317

亦即上游供應商的邊際成本為正斜率、隨產量而遞增。
使用個體經濟學中兩要素（例如勞動與資本）生產模型，即使生產函數為規模報酬不變
（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在短期的狀況下資本固定、只能變動勞動，則短期的邊際成本仍
處於遞增狀況。我們可將 Riordan 教授、以及 Loertscher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所指得產能視為
資本投入。參見一般的個體經濟學教科書說明； David Besanko, Robald Braeutigam, and Katharine
Rockett, Microeconomics, 5th ed. (2015).
319
亦即廠商之間的產能購買決策是策略性替代。參見 Loertscher and Reisinger (2014), supra note
316, Lemma 4, p. 477. 在 Riordan 教授的模型中，Riordan 教授假設每個邊緣廠商只用一單位產
能，但是邊緣廠商可以自由進出市場，因此以邊緣廠商數量來決定下游競爭者的產能需求。
Riordan (1998), supra note 277.
318

231

廠商 A 由於產能增加、在下游市場成本下降，均衡產量隨之增加320。換句話說，
在上游市場購買產能、提高產能價格，進而提高對手成本的行為可以造成下游
市場競爭對手產量下降的（部分）排除效果321。
廠商 A 購買額外產能的動機與本身一開始擁有的產能 𝑘0 、亦即垂直整合
程度有關。當廠商 A 以及圖 2. 32 中其他所有下游廠商（廠商 B、C、D、E）
希望使用的產能分別為 𝑘𝐴 、𝑘𝐵 、𝑘𝐶 、𝑘𝐷 、與 𝑘𝐸 時，上游市場的單位產能價
格是以加總數量 𝑘𝐴 + 𝑘𝐵 + 𝑘𝐶 + 𝑘𝐷 + 𝑘𝐸 決定；令 𝐾 ≡ 𝑘𝐴 + 𝑘𝐵 + 𝑘𝐶 + 𝑘𝐷 +
𝑘𝐸 為下游廠商所使用的產能總量。若總量（𝐾）越高則產能單價越高。但是由
於廠商 A 已經擁有 𝑘0 的產能，只需要在市場購買 𝑘𝐴 − 𝑘0 單位的產能。當原
本擁有的產能越高、垂直整合程度越深，廠商 A 所需要購買的產能越少，購置
產能以執行「提高對手成本」策略的成本就越低。例如當廠商 A 想要多使用一
單位產能時，產能總量多增加一單位，從 𝐾 變成 𝐾 + 1 單位，產能價格提高，
但是廠商 A 必須購買的單位數 𝑘𝐴 + 1 − 𝑘0 隨著 𝑘0 增加而減少，因此實際支

320

Riordan 教授、以及 Loertscher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在下游市場都考慮同質產品之下的
Cournot 競爭。在 Cournot 競爭中，策略變數（產量）具有策略性替代性質，當某個廠商因為邊
際成本增加而降低產量，但是競爭對手的成本並未改變時，策略性替代使得競爭對手的產量增
加。關於這個策略性效果（strategic effect）的教科書說明，參見 Tirole (1988), supra note 9, p.
207-208.
321
這裡的排除效果往往不會將下游競爭者完全逐出市場。但是如 Gavil、Kovacic、與 Baker 等
三位學者在其反托拉斯教科書所言，今日我們討論「排除」或者「市場封鎖」等效果時，不必
然要求完全排除或者完全封鎖。 (“today the terms“exclusion”and“foreclosure”are employed
broadly to include practices beyond complete foreclosure that disadvantage rivals by raising their
costs or reducing their access to the market. (Moreover, the exclusionary conduct is thought of raising
“costs”even if it involves reducing rival access to customers or the market. These practices increase
costs by making marketing more expensive.) As an economic matter, complete foreclosure is not
necessary for exclusionary conduct to confer market power on the remaining firms.” Gavil, Kovacic,
and Baker (2002), supra note 311, p. 592. 但是這裡的「部分排除」
（partial exclusion）結果與 Aghion
與 Bolton 教授在其 1987 年獨家交易研究中所指的「部分排除」略有差異。這裡的部分排除造
成下游競爭者產量減少，但是競爭者仍然留在市場；Aghion 與 Bolton 教授文章中的部分排除則
是指競爭者夠有效率時才會進入市場，若競爭者仍較既存廠商有效率、但是成本不夠低時無法
進入市場。參見本章之前關於獨家交易的討論，以及 Aghion and Bolton (1987), supra not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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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購買金額也隨著 𝑘0 增加而減少。當廠商 A 一開始擁有較多 𝑘0、垂直整合
程度較深時，越有動機執行「提高對手成本」策略。
在 Riordan 教授的架構中，垂直整合程度越深（𝑘0 越大）會造成廠商 A 購
買越多產能、下游競爭者購買越少產能，下游競爭越發居於劣勢、廠商 A 市場
力增強。均衡時的上、下游市場價格都隨 𝑘0 增加而提高322。但是 Loertscher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指出垂直整合的競爭效果、例如對於下游市場總產量的影
響，其實與下游競爭者的市場力也有關。在 Riordan 教授的模型中，下游競爭者
為邊緣廠商，會充分運用產能，以下游市場價格等於邊際成本的條件決定產量。
因此提高產能價格、排擠這些廠商會造成很強的限制競爭效果。反之，當下游
競爭廠商也擁有市場力量，例如下游為寡占市場時，其他競爭者並不會充分運
用產能，而有動機限制下游產量以提高價格。Loertscher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
說明此時若提高產能價格、使得競爭廠商減少產能時，會促使這些廠商提高運
用較有限的產能，因此促進經濟效率。當下游競爭廠商市場力越強，例如下游
市場廠商數越少、集中度越高時，這個促進競爭的效果就越強。因此，Loertscher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提出的政策建議是垂直整合的競爭效果是下游市場競爭程
度而定；當下游市場較競爭時，競爭主管機關應該對垂直整合越加關注。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Riordan 教授在其 1998 年論文中並未討論廠商 A 一
開始進行垂直整合的動機，亦即廠商 A 的最適 𝑘0 購買決策323。Loertscher 與
Reisinger 兩位教授則考慮這的問題，指出廠商 A 的最適垂直整合程度（𝑘0 ）仍
然與下游市場結構有關。當下游競爭者數量較少（下游市場較集中）時，廠商

322
323

Riordan (1998), supra note 277, Theorem 1, p. 1236.
這也是 Rey 與 Tirole 兩位教授在其 2006 年回顧文章中對 Riordan 教授分析的評論之一。Rey
and Tirole (2006), supra no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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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3 提高零售利潤與市場封鎖

A 所選擇的 𝑘0 會低於社會最適；當下游競爭者數量較多時則高於社會最適。
結合前面的論點，即便考慮廠商的垂直整合決策，Loertscher 與 Reisinger 兩位
教授仍然建議競爭主管機關應該比較關心下游市場較競爭時的垂直整合行為。
3、 垂直價格或地域限制與提高零售利潤
最後，關於市場封鎖的理論，我們討論 Asker 與 Bar-Isaac 兩位教授在 2014
年發表的一篇論文324。在這篇文章中，Asker 與 Bar-Isaac 兩位教授考慮的市場
結構如圖 2. 33，與圖 2. 6 幾乎相同，只是獨家交易改成維持轉售價格（或地域
限制325等垂直行為，vertical practices）
。引用 2007 年美國最高法院在 Leegin 案326

324

John Asker and Heski Bar-Isaac, “Raising Retailers’ Profits: On Vertical Practices and the
Exclusion of Rivals,” 104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2-686 (2014).
325
或者顧客限制。我們在本節的討論不限制地域或者顧客限制。為了行文方便，我們一律只稱
地域限制。除了這兩種限制，Asker 與 Bar-Isaac 兩位教授也指出他們的理論可適用於「上架費」
（slotting fees）或「忠誠回扣」（loyalty rebates）等垂直契約。Asker 與 Bar-Isaac 兩位教授強
調他們的分析與獨家交易經濟文獻的差別在於獨家交易的經濟模型中，上游與下游廠商必須明
訂契約。但是在他們的分析裡，雙方並不需要明確的簽訂契約，禁止零售商與潛在競爭者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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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數意見：“A manufacturer with market power, by comparison, might use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to give retailers an incentive not to sell the products of smaller
rivals or new entrants.”回應這個見解，Asker 與 Bar-Isaac 兩位教授提供一個賽
局模型論證維持轉售價格等行為排除上游競爭的封鎖效果327。
Asker 與 Bar-Isaac 兩位教授論點的特別之處必須放在關於維持最低轉售價
格以及地域限制的競爭效果爭議中。這兩種垂直限制過去也曾受過嚴格的競爭
法檢視；尤其維持最低轉售價格直到 Leegin 案在美國才改成以「合理原則」審
理。而關於這兩項垂直限制的促進競爭效果，最主要的論點是這些限制保障了
下游零售商的利潤，使得這些零售商願意提供銷售服務，進而可藉由較好的服
務來促進品牌之間的競爭。亦即削弱品牌內競爭（intra-brand competition）以促
進品牌間競爭。這個論點也出現在美國最高法院於 Leegin 案的多數意見中328。
上、下游廠商可以透過持續交易所形成的默契來達到排除上游競爭的均衡結果。以賽局理論的
術語來說，Asker 與 Bar-Isaac 兩位教授使用的是「重複賽局」（repeated games）的分析架構。
Asker and Bar-Isaac (2014), supra note.
326
前揭註 255。
327
美國最高法院多數意見提出數個維持轉售價格可能產生的限制競爭效果，其中以這段見解比
較具有市場封鎖的性質。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這份產業經濟學的重要期刊於 2017
年出版一期 Leegin 案的 10 周年回顧特集，其中 Blair 與 Wang 兩位學者針對最高法院在 Leegin
案中所提出的各項限制競爭效果一一評論。 Roger Blair and Wenche Wang,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its Anticompetitive Potential,” 50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53-168 (2017).
328
我們會在本報告第三章的案例分析中進一步整力、討論 Leegin 案。關於這兩種垂直限制與
零售服務的經濟效果，參見本節一開始的說明，以及前揭註 263 與 264 中的引用文獻。文獻中
也提出維持轉售價格其他的促進競爭效果。某些產品如牛仔褲往往不需要特殊的銷售服務，但
是零售商可以提供「品質認證」（quality certification）的作用，亦即讓消費者覺得零售商所願
意展示、販賣的產品必然具有品質保障。而零售商必須保有一定的利潤才願意花費心力、成本
去篩選產品、維持品質；如同銷售服務的狀況，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就提供這個功能。 關於維持
轉售價格與品質認證的分析，參見 Howard Marvel and Stephen McCafferty,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nd Quality Certification,” 15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46-359 (1984); 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56, p. 378-379. 此外，也有學者考慮以維持轉售價格（或者垂直限
制）解決下游廠商誘因問題的契約設計、執行（enforcement）問題； Benjamin Klein and Kevin
Murphy, “Vertical Restraints as Contract Enforcement Mechanism,” 31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65-297 (1988); Hagiu and Wright (2017), supra note 260. 分析在市場需求具有不確定
性的情形下，維持轉售價格對於垂直體系利潤的影響，參見 Rey and Tirole (1986), supra note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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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Asker 與 Bar-Isaac 兩位教授指出這些垂直限制所造成保障、或提升下
游零售商利潤的作用同樣會使得下游零售商有動機排除上游競爭、使得上游的
潛在廠商無法進入市場。過去的法律經濟分析已經使我們對於維持轉售價格或
者地域限制的限制競爭效果有相當理解329。而 Asker 與 Bar-Isaac 兩位教授提醒
我們，過去我們所仰賴的維持轉售價格的促進競爭效果—提升服務品質—其保
障下游利潤的運作機制也可能產生限制競爭的市場封鎖效果。
必須事先提醒：Asker 與 Bar-Isaac 兩位教授在其模型中並未設定零售商的
銷售服務決策，因此兩位教授並未同時考量垂直行為的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效
果。在經濟研究中，這種“分離”出單一效果的模型設計是為了簡化分析、並深
David Butz, “Vertical Price Controls with Uncertain Demand,” 40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33-459 (1997); Raymond Deneckere, Howard Marvel, and James Peck, “Demand Uncertainty,
Inventories, and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111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85-913 (1986);
Raymond Deneckere, Howard Marvel, and James Peck, “Demand Uncertainty and Price Maintenance:
Markdowns as Destructive Compeition,” 8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9-641 (1997). 針對維持
轉售價格的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的文獻整理，除了 Blair 與 Kaserman 教授的反托拉斯經濟學教
科書（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56, chapter 17），另可參見 Howard Marvel and
Stephen McCafferty, “The Welfare Effects of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28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63-379 (1985); Frank Mathewson and Ralph Winter,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13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57-87 (1998); Kenneth Elzinga and
David Mills, “The Economics of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3 Issues i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1841-1858 (2008). 關於地域或者顧客限制的經濟文獻討論較少，參見 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56, chapter 21; supra note 264.
329
除了市場封鎖之外，過去文獻都有討論到維持轉售價格與地域限制都可能協助廠商進行聯合
行為（collusion）、或者削弱市場競爭。參見 Patrick Rey and Joseph Stiglitz, “The Role of Exclusive
Territories in Producers’ Competition,” 26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431-451 (1995); Bruno
Jullien and Patrick Rey,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nd Collusion,” 38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983-1001 (2007); Patrick Rey and Thibaud Vergé,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nd Interlocking
Relationships,” 58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928-961 (2010). Blair 與 Kaserman 兩位教授也
在其教科書中有所整理、討論； 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56, p. 373-375 and 458-459.
在我國實務上，也曾有寵物食品業的上、下游業者以維持轉售價格遂行下游零售市場的聯合行
為，而遭受公平會處分（公平會公處字第 104100、104101、104102、104103、104104 號處分書）；
見本報告第四章的討論。此外，美國最高法院在 Leegin 案中提到具有市場力的重要零售商可能
要求上游製造商施行維持轉售價格，使得其他就具成本優勢的零售業者無法發揮其優勢，進而
阻礙零售階段的創新（“A dominant retailer, for example, might request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to
forestall innovation in distribution that decreases costs.”參見 Leegin，前揭註 255）。針對維持轉
售價格的這個效果，Comanor 與 Salant 兩位教授提供了一個經濟模型作具體分析；
William Comanor and David Salant,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Post Leegin: A Model of RPM
Incentives,” 50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69–17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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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解某個效果運作機制的常用方法。但是在實務上，競爭主管機關往往必須
面對限制、或者促進競爭兩者並存的狀況。因此在應用理論時必須注意其限制。
Asker 與 Bar-Isaac 兩位教授的分析其實有相當清楚的經濟直覺，並與獨家
交易的情形頗為類似：考慮圖 2. 33 的市場結構，上游原本是由既存賣家獨占、
下游則有數家零售業者。潛在競爭者考慮進入市場，但是需要一個下游通路、
亦即至少有一個下游零售業者願意販賣競爭者產品，潛在競爭廠商才願意進入
市場。
使用範例 2. 1 中的數學符號，當沒有競爭者、既存賣家維持獨占時，令既
存賣家可以得到的獨占利潤為 𝜋𝐼𝑚 ；但是若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既存賣家的
利潤下降為 𝜋𝐼𝑐 ，而潛在競爭者可以得到利潤為 𝜋𝐸 。潛在競爭者的進入成本幾
乎為 𝑓 ≈ 0。Asker 與 Bar-Isaac 兩位教授同時考慮下游競爭使得在沒有任何垂
直限制時，下游零售廠商的利潤為零330。
如同在獨家交易中的狀況，競爭使得既存賣家的利潤下降（𝜋𝐼𝑐 < 𝜋𝐼𝑚 ），既
存賣家因此有動機排除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而潛在競爭者著眼於進入市場後
的利潤（𝜋𝐸 ）
，必須要誘使至少一個零售者願意當其通路；反之，為了排除競爭，
既存賣家必須確保所有的零售業者都不願意販賣競爭者的產品。在圖 2. 33 中有
三個零售業者的條件下，既存賣家若要成功排除競爭，必須滿足
𝜋𝐼𝑚 −𝜋𝐼𝑐
3

≥ 𝜋𝐸

(2. 42)

的條件。其中 𝜋𝐼𝑚 − 𝜋𝐼𝑐 為既存賣家為了保持獨占地位、排除競爭所願意付出的
330

例如零售業者都販賣同質商品、具有相同成本結構、並在下游市場進行價格競爭時就會導致
這個結果；這也隱含下游競爭使得「雙重邊際」的問題隨之消失。參見 Asker and Bar-Isaac (2014),
supra note 324, p.676；以及我們關於批發市場的獨家交易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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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代價，而 𝜋𝐸 則為無進入成本之下潛在競爭者為了通路的最大願付價格。
由於潛在競爭者只需要一個零售商同意就能進入市場、但是既存賣家需要所有
零售商都拒絕競爭者才能排除進入，既存賣家願意支付的代價必須分配於三個
零售商之間331。
在我們之前對於獨家交易的討論中，既存賣家與所有下游廠商正式簽約後、
以簽約金的方式支付 (𝜋𝐼𝑚 − 𝜋𝐼𝑐 )⁄3 給零售商。Asker 與 Bar-Isaac 兩位教授並未
採取這種設定，而是考慮用維持轉售價格或者地域限制來達到移轉利潤（profit
transfers）給下游廠商的效果332。我們以下會以維持轉售價格說明。無論以哪種
方式，都有一致的經濟邏輯：既存賣家藉由垂直限制來移轉利潤給下游零售商；
而轉移、分享利潤的行為使得零售商與既存賣家成為「.命運共同體」
，不願因潛
在競爭者進入市場而摧毀整體垂直結構的利潤333；保障、或者增進下游利潤因
此也能促使零售商排除上游競爭。
範例 2. 19
以維持轉售價格移轉利潤的方式如下：考慮如範例 2. 2 的終端消費者市場
需求 𝐷(𝑝)、既存賣家的邊際生產成本 𝑐𝐼、以及潛在競爭者的邊際生產成本 𝑐𝐸 。
下游零售業者沒有任何零售成本。除非有維持轉售價格限制，所有廠商以同質
產品進行價格競爭。當 𝑐𝐼 > 𝑐𝐸，亦即潛在競爭者比較有效率時，競爭者進入後
既存賣家將因為較高的成本而無法與競爭者競爭、享受任何利潤， 𝜋𝐼𝑐 = 0；競

同理，若下游有 𝑛 家零售業者，則（2.42）應該修改為 [(𝜋𝐼𝑚 − 𝜋𝐼𝑐 )⁄𝑛] ≥ 𝜋𝐸 。
但是潛在競爭者仍然可以採用簽約金的方式說服零售商成為其通路。
333
Asker and Bar-Isaac: “If these retailers were to accommodate entry, upstream competition could
lead to lower industry profits and the breakdown of these profit transfers. Thus, in equilibrium,
retailers can internalize the effect of accommodating entry on the incumbent’s profits.” Asker and
Bar-Isaac (2014), supra note 324.
331
332

238

爭者則可以享受一定利潤，𝜋𝐸 > 0334。但是若競爭者不進入市場，既存賣家可
以取得獨占利潤 𝜋𝐼𝑚。令獨占之下的零售價格為𝑝𝑚。假設在目前的市場條件下，
（2.42）式成立，亦即 𝜋𝐼𝑚 ⁄3 > 𝜋𝐸 的條件成立335。
如果沒有潛在競爭者的威脅，既存賣家沒有必要與下游零售業者分享利潤。
既存賣家可以將批發價定在 𝑝𝑚 ，然後下游業者彼此之間的價格競爭也使得零
售價維持在 𝑝𝑚 。零售業者的利潤為零，既存賣家則可以得到完整的獨占利潤
𝜋𝐼𝑚 = (𝑝𝑚 − 𝑐𝐼 ) ⋅ 𝐷(𝑝𝑚 )。
但是當潛在競爭者可能進入市場，而（2.42）式成立、有機會排除進入時，
既存賣家可以在訂定批發價 𝑝𝑤 的同時，把最低轉售價格設為獨占價格 𝑝𝑚 。
若每個零售業者都拒絕與潛在競爭者交易，此時下游市場價格維持在 𝑝𝑚 ，總
銷售量則 𝐷(𝑝𝑚 )。若三個零售業者均分下游市場，每個零售業者可得利潤為
(𝑝𝑚 − 𝑝𝑤 )

𝐷(𝑝𝑚 )
,
3

既存賣家則可得 (𝑝𝑤 − 𝑐𝐼 ) ⋅ 𝐷(𝑝𝑚 )。簡單計算後可發現上、下游的總利潤恰好
為獨占利潤 𝜋𝐼𝑚 ，因此維持轉售價格加上適當的批發價格可以將垂直結構總利
潤分潤給下游零售業者。批發價 𝑝𝑤 越高，則零售業者利潤越低、既存賣家利
潤越高；批發價調低則利潤往零售業者流動，例如當 𝑝𝑤 = 𝑐𝐼 時，既存賣家利
潤為零，獨占利潤由三個零售業者分完。
但是，若其中一家零售業者接受成為競爭者的通路，獨占利潤消失、垂直

由於上游價格競爭，競爭者會將其批發價格定在 𝑐𝐼 （或者低一點點），使既存賣家無法再
砍價。而下游零售商之間的競爭會使零售價等同批發價，競爭者因此可以得到利潤 𝜋𝐸 =
(𝑐𝐼 − 𝑐𝐸 ) ⋅ 𝐷(𝑐𝐼 )。
335
這個條件會在競爭者的成本 𝑐𝐸 不夠低、競爭者不夠有效率時成立。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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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的總利潤降為 𝜋𝐸。即便競爭者願意拿出所有利潤 𝜋𝐸 當作通路的簽約金，
也無法彌補損失。因此使用維持轉售價格可以誘使下游零售商排除上游競爭。

三、

零售服務

如前所述，維持轉售價格的重要促進競爭效果之一是提升銷售服務336。但
是陸續有學者質疑這個論點。這些批評都與市場封鎖無關，因此以下我們只做
簡短介紹。
在較早期的研究裡，Comanor 教授337與 Scherer 教授338接受銷售服務可以提
高消費者願付價格、刺激需求的論點339，但是指出不是所有消費者都需要零售
服務，而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帶來的價格上漲卻影響了所有消費者。那些較
不需要零售服務的消費者往往是願付價格較高的「邊際內」（inframarginal）消
費者，即使沒有銷售服務仍然可能購買產品；反之，零售服務所能帶來的額外
銷售會是來自於那些沒有服務就不買的「邊際」（marginal）消費者。更好的服
務加上維持轉售價格帶來的更高價格對於不會有負向影響；否則這群人就不會
選擇購買。但是對於前者、那些「邊際內」消費者，好的服務所提升的願付價
格有限，可能被價格上漲所完全侵蝕，使得這群人的消費者剩餘下降。因此使
用維持轉售價格以提升銷售服務不見得能提升整體消費者剩餘或者社會福利。

336

地域或顧客限制也被認為具有解決搭便車問題，提升銷售服務品質的效果。參見前揭註 264。
William Comanor, “Vertical Price Fixing, Vertical Price Restrictions, and the New Antitrust
Policy,” 98 Harvard Law Review, 983-1002 (1985).
338
Frederic Scherer, “The Economics of Vertical Restraints,” 53 Antitrust Law Journal, 697-704
(1983).
339
例如較舒適的展示空間、能提供充分資訊的銷售人員、充分顯示產品優點的展示等等。
Pauline Ippolito,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itigation,” 34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63-94 (1991).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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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4 維持轉售價格與零售服務

我們可以使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做進一步說明。考慮圖 2. 34 的狀況：有
兩位消費者，A 與 B，考慮購買某一商品（兩位最多都只買一單位）
。在沒有零
售服務之前，商品原價為 𝑝0，而消費者 A 與 B 的願付價格分別為 𝑎 與 𝑏，如
圖中的黑色長方形所表示340。在這個價格之下，消費者 A 願意購買，並且由於
願付價格超出商品價格甚多，消費者 A 能夠得到相當的消費者剩餘 𝑎 − 𝑝0。反
之，消費者 B 的願付價格低於 𝑝0，因此在沒有零售服務之下不會購買商品（亦
即若消費者 B 購買，會產生負的消費者剩餘 𝑏 − 𝑝0 < 0，因此不購買）。
假設廠商實施維持最低轉售價格，使得商品定價由 𝑝0 提高到 𝑝1。廠商同
時提供零售服務給兩位消費者，使得他們願意付出更多錢購買商品，新的願付
價格分別為 𝑎̅ 與 𝑏̅。但是兩位消費者願付價格的提高幅度不同，分別如圖 2. 34
中灰色長方形所示，消費者 B 的願付價格增加幅度（𝑏̅ − 𝑏）大過消費者 A 的增

𝑝0 可以由下游零售廠商的價格競爭決定，此時 𝑝0 會等於下游廠商的邊際成本。由於我們
這裡的重點是零售服務對於不同消費者的不同影響，為了節省篇幅，我們並未考慮廠商的最適
定價、甚至最適零售服務。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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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幅度（𝑎̅ − 𝑎）。
在新的價格 𝑝1 與新的願付價格之下，兩位消費者都願意購買商品，𝑎̅ > 𝑝1
以及 𝑏̅ > 𝑝1。比較之前的情況，消費者 B 是因為零售服務而帶來的「邊際」消
費者、消費者 A 則是原本就會購買的「邊際內」消費者。而進一步比對消費者
剩餘，我們可以發現消費者 B 的剩餘變成正值（𝑏̅ − 𝑝1 > 0，否則 B 就不會購
買）
，但是消費者 A 的剩餘減少非常多（𝑎̅ − 𝑝1 < 𝑎 − 𝑝0）
。即使服務品質提升，
消費者 A 仍因價格提高而受害；而從圖中來看，消費者 B 所增加的消費者剩餘
並無法抵銷消費者 A 的剩餘減少，維持轉售價格對消費者剩餘的淨效果為負
（𝑎̅ − 𝑝1 + 𝑏̅ − 𝑝1 < 𝑎 − 𝑝0 ）。
如果我們考慮廠商提供零售服務的決策，並將消費者剩餘與廠商利潤加總
成社會福利，同樣可能發現維持轉售價格加上零售服務使得社會福利降低。原
因同樣是因為廠商多提供服務是為了誘使邊際消費者願意消費，而不會考慮到
對於那些邊際內消費者的影響341。
Da Graça 與 Masson 兩位教授在 2017 年的文章342中進一步認為以上分析使
用了錯誤的判斷標準，因此低估了維持轉售價格的負效果。Da Graça 與 Masson
兩位教授認為零售服務提供的只是資訊，使消費者更正確地認識所購買的商品，
並不會改變商品本身的使用價值（value-in-use）
。如果在接受零售服務後消費者
發現商品的真正價值是圖 2. 34 中的黑色加上灰色長方形，亦即商品對消費者 A
的真正使用價值是 𝑎̅、對消費者 B 是 𝑏̅，那麼無論有無零售服務，這都是消費
者真正能從購買產品得來的使用效益，應該作為計算消費者剩餘的基礎。

341

Marvel and McCafferty (1985), supra note 328, p. 370; Elzinga and Mills (2008), supra note 328,
p. 1848-1849.
342
Da Graça and Masson (2017), supra note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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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個論點，零售服務帶來的好處是使消費者 B 認識商品的使用價值為
𝑏̅，而不是沒有接受服務之前所認為的 𝑏。在沒有接受服務之前，消費者 B 誤
以為產品只有較低的價值 𝑏，因此在價格為 𝑝0 時不願購買；但是接受服務後
發現真正的價值為 𝑏̅、願意花費 𝑝1 購買。維持轉售價格對於消費者 B 的影響
與之前相同，都帶來 𝑏̅ − 𝑝1 的消費者剩餘增加。
但是對於消費者 A 而言，即使沒有零售服務，在錯誤的認知下（以為產品
只能產生 𝑎 的消費價值）
，消費者 A 仍然願意花費 𝑝0 購買。只是 Da Graça 與
Masson 兩位教授兩位教授認為消費者 A 會在購買後發現產品的真正使用價值，
因此即便沒有零售服務，仍然能產生 𝑎̅ − 𝑝0 的消費者剩餘，而非 Comanor 教
授以及 Scherer 教授所計算的 𝑎 − 𝑝0。在實行維持轉售價格並提供零售服務後，
消費者 A 的剩餘仍然是 𝑎̅ − 𝑝1。兩相比較之下，維持轉售價格對於消費者 A 只
有價格上漲的影響（𝑎̅ − 𝑝1 < 𝑎̅ − 𝑝0）
、消費者剩餘下降的更多，因此維持轉售
價格的促進競爭效果更有限。
最後，在近期的一篇論文中，Hunold 與 Muthers 兩位教授343甚至認為維持
轉售價格可能降低零售服務。兩位教授考慮的是兩個上游製造商使用同樣的零
售通路體系，必須競爭零售商的（有限）零售服務。亦即零售服務成為一個稀
有資源，若零售商投注更多服務在某一個製造商的產品，就能夠吸引更多消費
者、增進需求，但是另外另一個產品將因為缺乏零售服務而減少需求344。
在這樣的結構下，Hunold 與 Muthers 兩位教授首先指出一個製造商實施維

343

Matthias Hunold and Johannes Muthers,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nd Manufacturer
Competition for Retail Services,” 48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23 (2017).
344
兩個上游廠商並未試圖排除競爭者，因此這裡並未出現市場封鎖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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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轉售價格345可以保障零售商的每單位銷售利潤（profit margin），使得零售商
願意“配置”（allocate）零售服務到其產品。但是兩個製造商競相使用維持轉售
價格卻形成「囚犯兩難」的狀況：兩個產品的單位利潤都一樣好，零售商仍然
平均分配零售服務，沒有製造商的商品可以多得到服務、消費者則面對更高的
零售價格。
Hunold 與 Muthers 兩位教授進一步指出零售商甚至有動機降低零售服務的
總水準，亦即減少稀有資源的總供給，使得製造商之見的競爭更激烈，願意進
一步提高最低轉售價格，讓零售商享受更高的單位利潤。Hunold 與 Muthers 兩
位教授以一個生活化的例子說明這個論點的經濟直覺346：假設一個零售商可以
雇用一位或者二位銷售人員，越多銷售人員則提供越多零售服務。如果店裡有
兩位銷售人員，則兩個製造商的產品都可以獲得充分展示、消費者也可以得到
仔細說明。但是如果只有一個銷售人員，那麼只有一個製造商的產品可以得到
銷售人員的銷售服務。另外一個製造商的產品則因缺乏銷售人員的服務而沒有
太多促銷機會。
在這個情形下，店裡有幾個銷售人員時製造商比較願意施行維持轉售價格
以保障零售商的單位利潤？Hunold 與 Muthers 兩位教授指出答案是當店裡只有
一個銷售人員時。如果有兩個銷售人員，製造商知道自己的產品必然可以得到
妥善的銷售服務，稀有資源不再稀有，自然沒有必要以維持轉售價格保障零售
商利潤。
Hunold 與 Muthers 兩位教授接著推論，既然有兩個銷售人員時製造商提供
345

Hunold 與 Muthers 兩位教授假設下游有兩個零售商，每個零售商都銷售兩個製造商的產品。
Hunold and Muthers (2017), supra note 343, p. 5.
346
Hunold and Muthers (2017), supra note 343,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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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轉售價格的動機不高、零售利潤反而下降，零售商自然缺乏動機雇用較多
的銷售人員以提供充足的零售服務。換言之，稀有資源只有在稀有時才能吸引
競爭。而為了確保製造商會以維持轉售價格保障、或者增進零售利潤，零售商
有動機減少零售服務；維持轉售價格與零售服務呈現反向變動。

四、

小結

我們在這個小節討論垂直封鎖的相關理論。我們先回顧芝加哥學派對早期
垂直封鎖理論的批評出發347，亦即垂直結合廠商仍有誘因參與中間財市場。中
間財市場的交易機會為垂直結合廠商內部中間財移轉的替代機會（alternative
options）
，因此中間財市場的交易價格為垂直結合廠商內部移轉的機會成本。垂
直結合廠商為了達到利潤極大，不會在結合後就將所有內部的中間財需求或者
供給封閉於中間財市場之外。我們接著討論以賽局理論為基礎的新垂直封鎖理
論，主要理論整理如下：


新垂直封鎖理論強調獨占廠商以垂直結合或者獨家交易等垂直限制
進行市場封鎖的動機不在於進一步提高獨占利潤、而在於回復原本的
獨占利潤水準348。
在垂直結構中，獨占廠商與下游零售商私下協議的可能產生了「承諾」
問題，獨占廠商有動機背離獨占產量、私底下多賣出產品給部分零售
商，而損及其他零售商利益；零售商因而一開始就不願簽屬能取得獨
占利潤的契約。這個承諾問題使得獨占廠商無法享有獨占利潤；獨占
廠商必須延伸獨占力量至下游市場、進行垂直封鎖以解決承諾問題、

347
348

Allen (1971) and Bork (1954), supra not 273.
Hart and Tirole (1990) and O’Brien and Shaffer (1992), supra note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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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獨占利潤。


具顯著地位廠商的向後整合可能會藉由提高競爭對手成本而達成市
場封鎖349。原因是向後整合程度越高的廠商受中間財（產能）價格波
動的影響越小，越有動機多購買中間財（亦即提高向後整合程度）、
拉抬中間財價格以使得競爭對手的生產（終端消費財）成本提高。而
對手成本提高、產量縮小後，具顯著地位廠商可以進一步提高在下游
市場的產量。即便競爭對手不會完全退出市場，具顯著地位廠商也可
以藉此達到部分封鎖、提高市占率。
但是此種行為的競爭效果需視下游市場結構而定350。當其他競爭者在
下游市場具備市場力量時，並不會充分運用產能。此時若提高中間財
（產能）價格將逼使其他競爭者更有效地運用有限產能，進而提升經
濟效率。若下游市場越集中、競爭者市場力量越大，這個促進競爭的
效果越強。但是若競爭者不具備市場力量，則本來就會充分運用產能。
向後整合會產生限制競爭的效果。



最後，使用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或者地域限制等垂直限制來保障零售商
利潤也可能產生市場封鎖效果、排除上游競爭者進入市場351。原因是
上游獨占廠商可以利用這些垂直限制與下游零售商分享獨占利潤，但
是競爭者進入市場後的競爭可能摧毀這些獨占利潤，使得整體垂直結
構的利潤下降。為了保護藉由垂直限制而分享來的（一部分）獨占利
潤，下游零售商有動機不與競爭者交易，因此排除競爭者進入市場。

349
350
351

Riordan (1998), supra note 277.
Loertscher and Reisinger (2014), supra note 316.
Asker and Bar-Isaac (2014), supra note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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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維持最低轉售價格的重要性以及在我國執法現況的比重352，我
們也整理了一些近期經濟學界對於「維持最低轉售價格能夠提升零售服務」這
個論點的批評，包括：


零售服務對邊際消費者的正向作用較邊際內消費者來得大，但是維持
最低轉售價格的影響卻及於所有消費者。雖然邊際消費者的消費者剩
餘會提升，邊際內消費者的剩餘卻可能下降。整體消費者剩餘的影響
因此無法確定353。



若零售服務只是提供資訊，而不改變產品的使用價值，由於邊際內消
費者無論是否接受零售服務都不改變其購買決策，零售服務不會提高
其購買後從產品所得到的消費價值。但是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所導致的
零售價格提高將使得邊際內消費者的消費者剩餘必然下降。這個論點
進一步削減維持轉售價格的促進競爭效果354。



維持最低轉售價格甚至可能無法促進零售服務355。當零售服務為稀有
資源，而製造商必須彼此競爭零售服務時，零售商有動機減少零售服
務，使稀有資源更稀缺，進而讓製造商的競爭更激烈、提供更高的最
低價格給零售商以提升其單位利潤。

352
353
354
355

參見第四章的分析。
Comanor (1985), supra note 337; Scherer (1983), supra note 338.
Da Graça and Masson (2017), supra note 263.
Hunold and Muthers (2017), supra note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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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對於市場封鎖相關行為的立法與近期重要案
例
第一節

總論

在這一章中，我們整理、比較我國與美國、歐盟對於重要市場封鎖行為的
立法，並選擇經典案例或近期重要案例進一步探討。我們依序討論維持轉售價
格、獨家交易、地域或顧客限制以及搭售等行為，並且重點整理法學界與實務
上在判斷各樣態的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效果時側重的面向。
除了搭售之外，美國反托拉斯法原則上均以「合理原則」審理維持轉售價
格、獨家交易、以及地域或顧客限制等行為。搭售契約則是近似合理原則：受
挑戰的經濟行為除了必須滿足搭售的定義，競爭主管機關或是法院更必須確認
限制競爭效果的存在。維持轉售價格、地理限制及顧客限制以及搭售受到休曼
法（Sherman Act）第 1 條356之規範，搭售亦受到休曼法第 2 條357規範，而獨家
交易以及搭售受到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第 5（a）項
第 1 款358以及克萊登法第 3 條359（Clayton Act）的規範。
356

休曼法第 1 條：「任何以契約、托拉斯或其他形式之結合或共謀，限制美國各州間或與外國
間之貿易或商業者，均屬違法。」
357
休曼法第 2 條：「任何人獨占或意圖獨占州際間或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或與他人結合或
共謀為一部或全部之州際間或與外國人間之貿易或商業者，視為觸犯重罪。」
358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a）項第 1 款：「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平競爭方法，以及商
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或手段，違法。」
359
克萊登法第 3 條：「從事商業交易之任何人，於該項商業過程中，出租或出售或期約出售不
論是否具有專利權之貨物、物品、貨品、機械、日常用品、或其他商品，以供美國境內或美國
境內任何非屬州境之地區或哥倫比亞特區或於美國管轄權下之任何島嶼殖民地或其他區域內之
使用、消費、或轉售，或就該等商品為統一訂價、或為該價格之折扣或回扣，並附條件、協議
或共識：該等商品之承租人或買受人不得使用出租人或出賣人之單一或數名競爭者之貨物、物
品、貨品、機械、日常用品、或其他商品、或不得就此等商品與該競爭者進行交易，若該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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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盟，維持轉售價格和地理限制及顧客限制受到 TFEU 第 101 條360規範，
TFEU 第 102 條361則是規範獨家交易以及搭售行為。而歐盟關於垂直限制的一個
重要政策是「安全港」（safe harbor），亦即集體豁免（block exemption）的規範
模式，而這取決於所討論行為是否屬於「核心限制」（hardcore restriction）。與
水平卡特爾協議相比之下，垂直限制競爭協議並不必然限制市場競爭，且通常
存有正當理由362，因此 TFEU 第 101 條第 3 項363訂有可豁免同條第 1 項禁止規
定之協議類型。惟因第 3 項之豁免規定僅作原則性、抽象性之規範。在多年實
務經驗之累積後，為明確適用豁免規定，歐盟執委會於 2010 年制訂「垂直限制
集體豁免條例」（EU No 330/2010 號） 364 ，並做成「垂直限制處理原則」
（2010/C130/01 號）365，用以闡釋該如何適用垂直限制集體豁免條例。
租、出售、或期約出售或所附之該項條件、協議、或共識之影響所及，可能大幅減少任何行業
中之競爭或對該行業有造成獨占之虞者，應屬違法。」
360
參閱前揭註 18，TFEU 第 101 條：「任何事業間協議、事業團體的決議以及一致性行為，若
影響成員國之間的貿易，且以妨礙、限制或者扭曲歐盟市場競爭為效果或目的者，與歐盟市場
相抵觸，應予禁止。特別是以下情形：（1）直接或間接決定價格或者其他交易條件之行為；（2）
限制或者控制生產、銷售、技術發展或者投資之行為；（3）分配市場或者供貨來源；（4）在
相同情況下對其他交易對象適用不同條件，使之處於不利的競爭地位；（5）以交易對象接受附
帶義務為締約條件，且該義務與商業慣例、契約標的毫無關連。」
361
參閱前揭註 259，TFEU 第 102 條：「在歐體共同市場內或某個重要區域，一個或數個事業
濫用其優勢市場地位之行為，係足以影響歐體會員國間交易，與共同市場不相容，應予禁止。
包括下述行為：(1)直接或間接要求不公平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2)限制生產、市場或技術發展，
致消費者權益受損；(3)對交易相對人為差別待遇，致其受到競爭上不利益；(4)以交易相對人接
受附帶義務作為締約條件，而該附帶義務之性質與商業用途均與該契約毫無關聯。」
362
陳志民，「美國及歐盟反托拉斯法對國際卡特爾行為之規範」，貿易政策論叢，第 14 期，
53（2010）。
363
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第 3 項：「…（3）第 1 項之規定於下列情形得被宣告不適用之：事
業間之協議或相似協議；事業團體間決定或相似決定；共同行為或相似共同行為；上列行為須
有助於改善商品之生產銷售或有助於科技或經濟之進步，且使消費者得公平享有因而產生之利
益，且不得有下列情形：1.對相關事業施加與達成上列目的所不必要之限制；2.使相關事業就系
爭產品之重要部分有排除其競爭之可能。」。
364
Commission Regulat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ategories of vertical agreement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LL/?uri=CELEX%3A32010R0330（最後瀏覽於 2017 年
8 月 31 日）。
365
前揭註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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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據垂直限制處理原則第一節第 5 段規定，當垂直限制交易行為所
帶來之正面效果大於限制競爭效果時，該行為即可豁免競爭法之責任；又，同
處理原則之第一節第 6 段亦揭示，實施垂直限制競爭之事業須有市場力量方有
可能造成限制競爭之結果；同處理原則之第一節第 9 段又指出，實施垂直限制
競爭之事業於個別相關市場中之市占率均不超過 15%時，無違反 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之疑慮。
其次，根據垂直限制集體豁免條例第 3 條366、第 4 條之規定，可以得知事
業間之垂直協議若欲符合集體豁免（block exemption）之要件，須渠等事業在相
關市場之市占率在 30%以下，且非第 4 條所列之核心限制（hardcore restrictions）
之協議，亦稱黑名單條款（black list）367，惟事業之垂直協議違反集體豁免條例
第 3 條之效力並非即屬當然違法，而須依 TFEU 第 101 條之標準為審查368。
綜上可知，依垂直限制集體豁免條例之規定，事業之間的垂直協議若不涉
及「核心限制」
、並且事業個別市占率均不超過 15%時，並無違反第 1 項；倘其
中一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市占率逾 15%但未至 30%時，則符合集體豁免之要件；
若渠等事業中有一市占率超過 30%，則無法主張集體豁免之效力，須回歸 TFEU
第 101 條為實體判斷。最後，若該協議有涉「核心限制」
，則受「雙重推定」之
效，只能於個案中舉反證主張個案豁免。而獨家交易以及搭售契約不屬於核心
限制，若涉及事業之市占率低於 30％，則可適用集體豁免（block exemption）。
但是維持轉售價格以及地域或顧客限制則列於核心限制，即使事業之市占率低

366

垂直限制集體豁免條例第 3 條第 1 項：「本規則第 2 條所規定之除外係以供應者或購買者在
相關市場銷售涉案商品或服務之市場占有率未超過 30%為適用條件。」。
367
黑名單類型有四：1. 最低及固定維持轉售價格；2. 地域/客戶銷售限制；3. 選擇性經銷
（selective distribution）、4.零配件（spare parts）銷售限制。
368
參閱垂直限制集體豁免條例前言第 9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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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30％，仍無法獲得集體豁免，必須依個案判斷是否可以滿足效率抗辯，使得
豁免。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
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即係「維持轉售價格」；而第 20 條第 5
款「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另於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第二十條第五款所稱限制，指
搭售、獨家交易、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動之情形。」等。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限制是否不正當而有限制競爭
之虞，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
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在我國，搭售、獨家交易以及
限制區域或顧客等行為適用「合理原則」審理。而維持轉售價格部分，則於 104
年修法之後，從「當然違法原則」改以「原則違法、例外合法」方式審理。除
非事業能夠提出符合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所列出之正當理由，包括「一、
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二、防免搭便車之效果。三、提升
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四、促進品牌間之競爭。五、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
經濟上合理事由。」等等，否則維持轉售價格仍然違法。

第二節
一、

維持轉售價格369

定義及各國競爭法之規定

1、 定義
維持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乃指事業對其交易相對人就所供
369

本節內容由台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許書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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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之商品（或服務）設有轉售價格之限制，並多以具有強制力之相關配套措施，
如限制性、懲罰性條款等等，實際拘束交易相對人，令其遵守此一轉售限制，
致交易相對人價格決定自由受到限制。維持轉售價格通常發生在上、下游廠商
之不同產銷階段之間，屬垂直價格限制（vertical price restraint）370。
維持轉售價格之成立，必須有兩個以上之買賣契約之雙層架構存在，亦即
上游事業先與下游事業成立第一個買賣契約；下游事業取得商品所有權之後，
再將此一商品出售於消費者之時，則成立第二個買賣契約。此時上游事業才可
能限制下游事業與消費者之間的轉售價格。若上、下游事業之間為「代理」
、
「代
銷」的關係，並無移轉所有權，則無實施維持轉售價格之可能371。
2、 各國競爭法規定
(1)

美國
美國實務上對於事業之維持轉售價格行為是否合法，通常係以休曼法

（Sherman Act）第 1 條作為判斷依據372。惟該條條文內容過於抽象與模糊，於
維持轉售價格之合法性判斷上，並無提供客觀上可供操作之判準。而美國乃習
慣法（common law）之國家，須遵守判決先例原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維
持轉售價格究的競爭規範擁有解釋之權限。因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態度影響
維持轉售價格之合法性判準373。

370

汪渡村，公平交易法，第六版，五南出版，126-133（2015）。由於近來對於維持轉售價格
的爭議大多出現在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我們的討論也限制在這種行為，而不考慮維持最高轉售
價格。
371
胡光宇，「維持轉售價格行為與「日常用品」認定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 卷第 2 期，
74-75（1993）。
372
休曼法（Sherman Act）第 1 條內容請參前揭註 356。維持轉售價格行為凡涉及上、下游事業
間對於商品價格之約定，可能影響市場之自由競爭，即屬於該條所欲規範之行為。
373
周振鋒，「美國法對轉售價格維持的新發展－兼論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的妥適性」，公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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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Dr. Miles 案（1911 年）374中首先確立包含維持轉售價
格在內之所有垂直限制採當然違法原則（per se illegal）之見解。之後最高法院
逐漸變更此一原則：於 Sylvania 案（1977 年）375廢棄部分見解，揭示垂直非價
格限制並非應全然適用當然違法原則之標準，該案之垂直地理區域限制即適用
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審查376、於 Khan 案（1997 年）377承認維持最高轉售
價格應採合理原則、最終於 Leegin 案（2007 年）推翻長久以來之見解，認為維
持最低轉售價格亦應採合理原則審查之378。
歐盟

(2)

歐盟以成文法之規範方式，明文禁止維持轉售價格行為，但同時設有個案
豁免制度，即採取「原則禁止、例外豁免」之立法模式。
根據「歐盟運作條約」
（the Treaty on Func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之規定379，上、下游事業間之維持轉售價格行為原則上應予禁
止，進而依 TFEU 第 101 條第 2 項之規定，違反同條第 1 項規定之協議及決議
無效。
維持轉售價格中之固定及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協議即屬 TFEU 第 101 條 1 項
1 款之行為而應受規範，同時固定及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協議亦屬垂直限制集體豁
免條例中第 4 條所列之核心限制之一。然而，違反集體豁免條例第 4 條者，除
不得適用「垂直限制集體豁免條例」外，亦受「雙重推定」
（double presumption）
易季刊，第 20 卷第 1 期，121-122（2011）。
374
Dr. Miles Medical Co. v. John D. Park and Sons, 220 U.S. 373 (1911).
375
Supra note 258.
376
請參照本報告第二章第三節內容。
377
State Oil Co. v. Khan, 522 U.S. 3 (1997).
378
前揭註 370，頁 122-126。
379
前揭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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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效果，即推定此類協議違反 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及推定無法符合前開條約
第 101 條第 3 項之豁免要件。蓋歐盟認為該類協議的契約目的，基於執法經驗
與其協議特質，具有限制歐盟單一市場競爭的潛在之負面效果，惟事業可舉反
證證明渠等間之協議符合前開條約第 101 條第 3 項之豁免要件，進而向歐盟執
委會主張個案豁免之效率抗辯（efficiency defence）380。
至於維持轉售價格應如何主張效率抗辯方可達成個案豁免，2010 年修正之
垂直限制處理原則例示以下三種情況381：一、新產品進入市場時，維持轉售價
格有助於激勵經銷商在新產品推廣期內推銷產品、擴大產品之需求。當經銷商
面臨市場上競爭壓力時，維持轉售價格可促使經銷商努力銷售，使產品需求擴
大，進而讓產品成功地進入市場，亦對消費者有利。二、加盟系統或其他相似
之經銷系統在進行短期之低價促銷活動 (多數情況下為 2 至 6 周)時，可能有必
要採用維持轉售價格以保證經銷模式的一致，而這也可使消費者受益。三、利
用維持轉售價格可令經銷商提供額外之售前服務。特別是當產品具備經驗性、
複雜性高等特徵時，如果有相當數量的消費者在享受此類服務後卻轉向低價之
經銷商處（未提供服務而降低成本）購買產品，可能導致提供高品質服務之經

380

顏家琳，
「美歐限制轉售價格實務及規範發展」
，公平交易委員會電子報，第 78 期，2（2017）。
Supra note 187, at para. 225. “Most notably, where a manufacturer introduces a new product,
RPM may be helpful during the introductory period of expanding demand to induce distributors to
better take into account the manufacturer's interest to promote the product. RPM may provide the
distributors with the means to increase sales efforts and if the distributors on this market are under
competitive pressure this may induce them to expand overall demand for the product and make the
launch of the product a success, also for the benefit of consumers. Similarly, fixed resale prices, and
not just maximum resale prices, may be necessary to organise in a franchise system or similar
distribution system applying a uniform distribution format a coordinated short term low price
campaign (2 to 6 weeks in most cases) which will also benefit the consumers. In some situations, the
extra margin provided by RPM may allow retailers to provide (additional) pre-sales services, in
particular in case of experience or complex products. If enough customers take advantage from such
services to make their choice but then purchase at a lower price with retailers that do not provide such
services (and hence do not incur these costs), high-service retailers may reduce or eliminate these
services that enhance the demand for the supplier's product.”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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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商會減少或不再提供此類會增加產品需求之服務。亦即維持轉售價格可防止
經銷商間之搭便車行為。惟事業必須證明除維持轉售價格不僅可提供可行之方
式外，亦有助於解決經銷商在提供服務上搭便車之動機，且該售前服務對消費
者而言整體上是有益的382。
職是，倘事業間訂有固定或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協議，因該等協議涉及「核
心限制」而受有「雙重推定」之效，事業只能於個案中舉反證主張上開個案豁
免事由。
二、

各國重要案例及分析

1、 Leegin 案383（美國）
2007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本案以 5 比 4 之微弱多數，推翻近百年來對於
維持最低轉售價格行為應適用「當然違法」原則之看法。維持最低轉售價格自
此改採合理原則審查之；此一判決實具有里程碑之意義。
(1) 案由事實
被告 Leegin 公司從事精品皮革飾品設計生產以及銷售業務，於 1991 年設
立旗下 Brighton 品牌，專門出售女性時尚配件如飾品、皮革，於全美有超過 5000
家之販售據點，多數為小型獨立之時尚精品店及特色商家。被告 Leegin 公司認
為，相較於大型購物商店，小型之精品店模式能夠對顧客提供較好、且有人情
味之服務。
原告 PSKS 公司是 Leegin 公司之最大經銷商。1997 年 Leegin 公司推行

382
383

Supra note 187, at para. 225.
Supra note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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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hton 價格及促銷行動」
，要求經銷商不得低於建議價格銷售，否則有權停
止向其供貨。而原告 PSKS 公司卻以 8 折銷售其產品，於是被告 Leegin 公司便
決定停止供貨。據此，原告 PSKS 公司認為此舉乃違反休曼法第一條，而向被
告 Leegin 公司提起訴訟。
一審法院判決原告 PSKS 公司勝訴；後來上訴法庭以聯邦最高法院在以往
判例中一直採用當然違法原則為由駁回被告 Leegin 公司之上訴，而維持原判；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2007 年最終撤銷上訴法院的判決。判決多數意見認為，維
持最低轉售價格於某些情況下可能損害競爭，但同樣也可能促進競爭，不應該
適用當然違法原則，而應採用合理原則進行個案分析。此一判決，推翻了美國
近百年以「當然違法」原則審查維持最低轉售價格行為之先例384。
(2)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多數意見
法院多數意見認為，製造商使用維持最低轉售價格的目的大多並非是以反
競爭方式獲取自身之利益。法院並不否認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將使商品售價偏高；
若商品價格偏高，可能導致消費者降低購買意願、銷量下跌，而對製造商不利。
製造商自主所為維持最低轉售價格行為必有其原因。多數意見舉出維持轉售價
格也可能藉由降低品牌內的競爭來促進進品牌間的競爭385。
本案多數意見認為，製造商須以維持最低轉售價格確保經銷商們確實提供
高品質服務，否則將會產生搭便車（free-riding）的問題，某些經銷商將不提供

384

Id. at 882-885.
Id. at 890. “Minimum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can stimulate interbrand competition--the
competition among manufacturers selling different brands of the same type of product--by reducing
intrabrand competition--the competition among retailers selling the same brand. See id., at 51-52, 97 S.
Ct. 2549, 53 L. Ed. 2d 568. The promotion [***637] of interbrand competition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antitrust laws is to protect [this type of] competition.”””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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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服務、而提供較低價格，利用其他經銷商所提供之服務來增加自己之銷售
量。其後果是沒有任何經銷商會願意提供額外商品服務，致該商品於市場上無
法以提供高品質之服務而與其他商品競爭。因此，在確保提供高品質之商品服
務之前提下，消費者與製造商之間利益一致。
倘製造商以維持最低轉售價格降低經銷商之品牌內價格競爭，可以保護經
銷商獲取一定程度利益，進而鼓勵經銷商進行非價格競爭，以提供更好之服務
來吸引消費者購買其商品，亦使消費者享有較多樣的選擇。消費者可自由選擇
商品低價但附加服務少，或者是選擇商品高價但服務周到之不同方式，以滿足
其消費需求。經銷商的服務亦可促進品牌間之競爭386。
再者，維持最低轉售價格行為可以確保經銷商可獲取一定之固定商品利潤，
使經銷商有誘因去經銷並推廣新製造商之產品或市場上之新產品，使新製造商
與新產品有市場參進之可能。
最後，多數意見認為，傳統對於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採當然違法原則具有行
政上之便利性，惟此非即可作為一概認定當然違法之正當理由。若一律否認維
持最低轉售價格具有促進競爭之可能，可能對具有競爭性之維持最低轉售價格
行為造成過度限制387。
(3)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不同意見
Breyer 大法官主筆之不同意見書388認為對於維持最低轉售價格仍應採取當

然違法原則。理由包括：其一，維持最低轉售價格不一定可以解決搭便車之現
386

Id. at 890-892.
Id. at 892-898.
388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551 U.S. 877 (2007) (Breyer, J.,
dissenting).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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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因為經銷商可能採取不同之手段來達成與商品折扣相同之吸引消費者效果，
如提供贈品等，而不提供商品額外之服務，進而仍有搭便車之問題存在；其二，
1975 年美國國會透過制訂消費者價格法案（Consumer Goods Pricing Act）
，並廢
止原賦予製造商主導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權利之 Miller-Tydings 與 McGuire Act
兩法，立法理由係為提供更低之商品價格給消費者。然而本案判決卻違反國會
之意旨；其三：不同意見書肯定所提供商品額外服務價值高於該限制所產生之
價差時，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然而，當維持最低轉售價格
導致價格上升、經銷商卻未提供相應之等值服務時，此時該約定即具有反競爭
的不良效果。多數意見並未清楚解釋此一問題389。
(4)

本案分析
本案首開先河以合理原則分析衡量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所帶來促進競爭與限

制競爭效果。揭示維持最低轉售價格亦可能有促進競爭之效果，須就個案分析
與衡量。而在本案中，Leegin 公司在服飾、時裝產業相對上為新進公司。在競
爭激烈的女性時尚產業中，Leegin 或許需要以維持轉售價格來維持品牌形象、
以及誘使零售商促銷其品牌。亦即維持轉售價格在本案可能發揮協助新進廠商
進入市場、站穩腳步的功能。這也是本案多數意見所論證的維持轉售價格促進
競爭效果之一。
自本案後，維持轉售價格在美國已經改以「合理原則」審查，這項改變多
少影響廠商所採行的訴訟策略；參見我們在下一案的討論。而合理原則的另一
個挑戰是如何衡量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效果。此外，也有經濟學家對於維持轉
售價格能夠提升服務的看法抱持懷疑態度；參見我們在第二章的討論。因此維
389

Supra note 373, p. 13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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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轉售價格未來在實務操作與理論發展上的動向仍然值得關注。
2、 Uber 案390（美國）
隨著科技發展之進步，事業運用定價演算法（pricing algorithms）決定所提
供之商品或服務價格情形亦發常見。定價演算法優點在於可以快速且迅速反應
商品或服務市場之價格變化，藉由提高市場價格之透明度來促進市場競爭，有
利於消費者。
然而定價演算法運作藉由市場上價格之互動來進行調整，具有相互依賴
（interdependence pricing）之性質，也可能造成事業透過演算法進行價格監控及
調整，導致差別取價、維持零售價格及共謀等行為，具有扭曲市場競爭之風險。
各國近來對於定價演算法所可能產生的問題與反競爭效果均投以關注目光391。
此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2007 年 Leegin 案對於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改採「合
理原則」審查後，與過往採「當然違法」原則相較，產生舉證責任移轉之變化。
簡言之，維持最低轉售價格轉由原告方應負起舉證責任，證明被告之行為具限
制競爭之危害。然而在實際上操作上，原告欲證明被告行為違法之難度不低，
故原告可能將法律攻防重點轉換為利用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協議之存在證明其他
「當然違法」行為存在，以減輕其舉證之困難度。Uber 案即包含前述兩特徵：
定價演算法、以及原告主張被告透過制定垂直限制協議達成水平聯合行為。對
於瞭解現今美國對此類行為之執法實務極具參考價值。

390
391

Meyer v. Kalanick, 174 F. Supp. 3d 817 (S.D.N.Y. 2016).
陳韻珊，「訂價演算法與卡特爾」，公平交易委員會電子報，第 79 期，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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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由事實
Uber 公司成立於 2009 年，其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 Uber App 可媒合司機與
乘客。本案原告 Spencer Meyer 是美國康乃狄克州的居民，曾在紐約使用過 Uber
App 服務。被告則為 Uber 公司之創辦人兼（當時）執行長 Travis Kalanick392。
2015 年 12 月 16 日，原告 Meyer 代表與自身與類似處境之乘客向被告
Kalanick 提起反托拉斯之假定團體訴訟（putative antitrust class action），原告
Meyer 並於次年 1 月 29 日所提出之修正起訴狀內控訴被告 Kalanick 協調並
協助不法的共謀定價（illegal price-fixing conspiracy）行為，違反休曼法（Sherman
Antitrust Act）第 1 條與數項紐約州法393。原告主張被告 Kalanick 與 Uber 司
機使用 Uber 公司 的定價演算法來共同決定對 Uber 乘客所收取之價格，限制了
Uber 司機之間的價格競爭、也對 Uber 乘客造成損害。嗣後，被告 Kalanick
亦於 2016 年 2 月 8 日聲請裁定駁回原告 Meyer 起訴，法院於同年 3 月 9
日舉行言詞辯論，斟酌兩造之意見及主張後，駁回了被告 Kalanick 的請求394。
(2) 兩造主張
原告 Meyer 主張 Uber App 之相關產品市場為「新型行動 App 創建之共享
乘車服務市場」（relatively new mobile App-generated ride-share service market），
相關地理市場範圍則涵蓋全美。原告所持理由為 Uber App 之特性與傳統計程車
服務不同：使用 Uber App 的乘客可透過 App 進行叫車、追蹤車輛、付款、評分
及觀看司機訊息等服務。Uber 公司亦曾表示傳統計程車服務並非其競爭對手，
392

Travis Kalanick 於 2017 年 8 月底卸任執行長；參見 Uber 官方訊息：
https://www.uber.com/en-TW/newsroom/ubers-new-ceo-3/ （最後瀏覽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
393
包括通用商業法（New York General Business Law）及紐約州多利法（New York State Donnelly
Act）之規定。
394
Supra note 390, at 819-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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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傳統計程車非 Uber App 於相關市場之替代服務；至於傳統之汽車租賃亦非
Uber App 之替代服務，因為租賃汽車通常需要提前預訂及安排取車地點，與 Uber
App 具即時性顯然有異。在這個市場中 Uber 公司約擁有 80%之市占率，主要競
爭對手 Lyft 僅有 20%之市占率，另一競爭對手 Sidecar 則於 2015 年退出市場
395

。原告認為計程車及傳統汽車租賃並非 Uber App 之替代服務。此外，原告

Meyer 並指述 Uber 司機於同意 Uber 公司所制訂之書面條款並接受使用 Uber
App 的乘客時，Uber 司機即達成水平共謀的合意396。
原告 Meyer 主張使用 Uber App 之司機間並不會有價格競爭：在 Uber 公司
與其司機所簽訂之司機條款中明白規定司機只能收取 Uber 公司演算法下所計算
之價格，司機與乘客間無法彼此協商價格，也沒有其他機制可以讓司機收取 Uber
App 透過演算法所指定之其他價格。當具有獨立性之司機同意去收取 Uber 演算
法所設定的價格時，雙方即構成非法之垂直價格協議397。
原告 Meyer 亦指控，被告 Kalanick 透過與司機所成立之垂直價格協議來進
行水平價格共謀行為。被告 Kalanick 所採取 Uber 演算法可制訂出超越競爭之
訂價（supra-competitive prices）398，因此 Uber 司機具備「共同動機」為共謀
定價399。原告認為若非 Uber App 透過演算法計算價格之方式，可確保司機具有
相同之利益，司機並不會同意此 Uber App 計價之模式，個別司機就有可能為
自己最佳利益而彼此為價格競爭；換言之，使用 Uber App 之司機們相信彼此不

395

Id. at 821.
Id. at 822.
397
Id. at 820-823, 826.
398
被告 Kalanick 所設計、於 Uber App 執行之「動態定價」（surge pricing）系統，可以根據不
同時段之乘車需求高低來調整價格，在需求高峰時期甚至價格會上漲至平時的十倍。
399
Id. at 821.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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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脫離演算法為削價競爭，因而放棄了競爭行為400。原告 Meyer 並指出每當 Uber
公司在新地點拓展服務時會組織活動、當地可能參與 Uber 之潛在司機及其家屬
進行資訊告知，其中包含定價演算法帶來之利益；甚至於 2014 年 9 月被告
Kalanick 批准司機們在紐約相互協商提高價格之協議，最終導致 Uber 公司提高
對乘客之索價401。
針對以上各點，被告提出以下抗辯。在市場界定上，被告認為 Uber App 與
計程車、傳統汽車租賃屬於同一相關產品市場外，甚至地鐵與公車等大眾交通
工具、自用車輛、乃至步行等都屬同一市場下 Uber App 之替代服務402。
其次，在垂直價格限制方面，被告 Kalanick 抗辯在司機條款中已載明司機
有權收取低於演算法訂價之費用。若認為 Uber 公司與司機間依動態定價機制所
締結之契約屬垂直價格限制協議，則應適用美國在聯邦最高法院於 Leegin 案判
決中對垂直價格限制所採用之「合理原則」審理。在此原則下，被告進一步主
張 Uber 之演算法定價有助於新品牌進入市場，因此有利於市場及品牌間競爭，
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因此不違反競爭法之規定403。
最後，就水平共謀行為而言，被告 Kalanick 認為對於司機行為最“自然”
的解釋是個別司機獨立地根據自身利益決定是否與 Uber 公司訂立垂直協議；而
同意 Uber 的司機條款的確也可能符合司機的最大利益404。因此，以同意使用
Uber 的訂價演算法作為加入 Uber 公司的條件並不會削弱司機決定的獨立性；

400

Id. at 823.
Id.
402
Id. at 827-828.
403
Id. at 822,826.
404
Id. at 823. “Defendant asserts that the most “natural” explanation for drivers' conduct is that each
driver “independently decided it was in his or her best interest to enter a vertical agreement with Uber,”
and doing so could be in a driver's best interest.”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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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 公司與司機間的所簽訂的司機條款並不代表司機之間即具水平共謀協議，
原告 Meyer 之主張不足為憑405。況且，被告 Kalanick 指出要與整個美國境內數
十萬之獨立運輸服務提供者間去成立水平共謀協議，事實上根本無法達成，原
告 Meyer 其主張顯不可信406。
(3) 法院意見
首先，法院指出在判斷被告 Kalanick 所聲請裁定駁回原告之訴是否有理由
時，應衡量者乃是原告 Meyer 於訴狀提交階段（the pleading stage）是否已提出
堪信為真之事實，以證明被告 Kalanick 確有制訂休曼法第 1 條之不法協議之可
能性，惟此一訴狀提交階段對於原告 Meyer 而言，只須以充分之事實合理證明
不法協議存在之可能性，足使法院嗣後可發現不法協議存在即可407。此外，原
告於訴狀提交階段尚不須提出直接之確切證據（“smoking gun” evidence）以證
明不法協議之存在408。
在相關市場界定上，法院認為本案原告 Meyer 已對相關市場範圍提出合理
解釋，特別是 Uber 公司自認其不與計程車競爭之說法值得參酌。而檢驗雙方對
於相關市場之主張必須藉由進一步事實調查及審判過程，就現階段而言原告
Meyer 對於相關市場範圍之主張尚屬可採。
關於本案垂直價格限制部分，法院指出本案與 Leegin 案不同之處在於 Uber
405

Id.
Id. at 825.
407
Id. at 820. “In the antitrust context, stating a claim under Section 1 of the Sherman Act “requires a
complaint with enough factual matter (taken as true) to suggest that an agreement was made. Asking
for plausible grounds to infer an agreement does not impose a probability requirement at the pleading
stage; it simply calls for enough fact to raise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that discovery will reveal
evidence of illegal agreement.””
408
Id. at 825. “nonetheless, they provide additional support for a horizontal conspiracy, and plaintiff
need not present a direct, “smoking gun” evidence of a conspiracy, particularly at the pleading stage.”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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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與司機間並未有商品之出售。因此本案無法直接適用 Leegin 案所承認之合
理原則下的考量因素，包括 Uber App 具解決 Uber 司機間之搭便車問題、抑或
在沒有 Uber App 所提供之演算法訂價機制時司機可能欠缺推銷 App 之誘因等等
409

。但是法院同時認為原告 Meyer 已證明被告 Kalanick 透過演算法訂價造成產

量減少、價格上升之限制競爭效果、Uber 公司的市場力量已經導致 Sidecar 退出
市場、以及 Uber 公司於市場上之主導地位和高知名度使得潛在競爭對手難以進
入市場。故法院認為在合理原則下，原告 Meyer 已舉證被告 Kalanick 行為對市
場競爭所產生之不利影響410。
對於被告 Kalanick 主張司機同意演算法訂價乃個別獨立之行為之抗辯，法
院直接引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Interstate Circuit v. United States411一案所闡明
之「軸輻式共謀」（hub-and-spoke conspiracy）判準：以一個處於某個市場產銷
階層的經濟實體為中心—也就是所謂的「輪軸」（hub）—去協調另一產銷階層
中互為競爭對手的「輪輻」(spokes)。即透過中心軸與每個輪輻間之相同限制競
爭條件的垂直協議，間接達成輪輻間亦會存在相同限制競爭條件之水平協議。
在 Interstate Circuit v. United States 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當電影院經營
者 Interstate Circuit 發信向個別片商提出的含價格限制之放映條件，而每一個片
商在知悉其他片商也會受到相同條件之拘束而都同意該垂直限制協議時，此行
為已經不法限制交易。最高法院認為雖然片商彼此間沒有事先協議，但是當個
別片商知道其他片商們接受 Interstate Circuit 條件而也接受條件時412，同時遵守
此一協議之結果將限制州際交易時，即已構成休曼法所稱之不法共謀；亦即由
409
410
411
412

Id. at 826.
Id. at 826-828.
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nited States, 306 U.S. 208 (1939).
當然，除非知道其他輪輻們會遵守與輪軸間之協議，否則輪輻並不會同意與輪軸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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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state Circuit 處於輪軸（hub）地位，而與居於輪輻（spoke）地位的片商協
調行為一致，並在片商間形成水平共謀413。而在本案中，法院認為 Uber 司機在
瞭解其他司機將同意使用一樣的演算法訂價、因此同意接受 Uber 演算法訂價時，
則形成以 Uber 為中心輪軸、司機們為輪輻的軸輻式共謀；不同意接受的個別司
機可能受到不利影響，故司機亦有合理動機彼此形成共謀。至於 Uber 為司機所
提供之媒合乘客與計價付款等服務亦與司機間之共謀行為不矛盾。
此外，對於被告主張無法令數十萬司機共謀之說法，法院指出原告方律師
主張正是因為被告 Kalanick 與 Uber 公司所設計之天才產品「Uber App」，同時
可讓全美境內之司機透過手機及網際網路同意 Uber 計價方式，此一說法應為可
採。據此法院認定原告 Meyer 已對水平共謀指控提出足夠論據414。
綜上，本案法院認為被告 Kalanick 所聲請裁定駁回原告之訴並無理由，因
原告 Meyer 以對其主張提出合理之事實解釋，法院將進行實體審理。惟本案後
續發展則進入兩造間是否有仲裁條款之存在，而應否由仲裁機構來解決本案爭
議之問題415。
(4) 本案分析
自 Uber 公司創立以來，該新型態之商業模式對現行法制產生諸多之挑戰，

413

Id. at 823-828.
Id.
415
在被告 Kalanick 於一審法院提出仲裁條款之抗辯後，一審法官於 2106 年 7 月裁決認為本案
不應由仲裁管轄，因為 Uber 沒有適當提示消費者注意仲裁條款。然而，於被告 Kalanick 不服
而提起上訴後，美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於 2017 年 8 月裁決認為本案應由仲裁管轄，上訴法
院認為縱使 Uber 的仲裁條款作為定型化條款之一出現在冗長而眾多的服務協議中，消費者仍能
夠在智慧型手機上閱讀服務條款，但是許多消費者選擇不去撥冗閱讀這些條款。參見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ber-decision/uber-wins-u-s-court-appeal-to-push-price-fixing-cas
e-to-arbitration-idUSKCN1AX1MU（最後瀏覽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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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衍生許多以往未見之法律爭議，如 Uber App 之相關市場應如何界定，是否應
如本案中所提出之「新型行動 App 創建之共享乘車服務市場」之單一市場界定
方式，或者可區分為「媒合乘客與司機之平台市場」與「乘客運送服務」之雙
層市場，就目前為止爭議不休，仍未有定見。再者，Uber 公司與司機間之契約
關係應如何定性，實務上眾說紛紜，究係買賣契約、承攬契約、雇傭契約，抑
或是委任契約等等，屢屢產生法律上適用之爭議，就此類新型態商業模式對競
爭法所產生之衝擊應如何解決，則有待後續實務之觀察及發展。
雖本案法院認為 Uber 公司與司機間並非典型之維持最低轉售價格行為，然
如前所述，定價演算法為事業提供進行差別取價、零售價格維持及共謀等行為
之渠道，故事業亦可能利用定價演算法於上下游事業間先成立維持最低轉售價
格協議後，再透過下游事業遵行此一訂價為軸輻式共謀行為。況於我國執法實
務中，亦曾出現如公處字第 104100 號之台南市寵物業者聯合行為案例，該案即
係垂直之維持轉售價格協議來達成水平聯合之案例，故定價演算法之運用對此
類行為提供更方便之渠道，而我國執法機關就於此類未來可能出現之案例，則
可借鑑美國對競爭法案件中涉及定價演算法所考量之促進或限制競爭因素等執
法經驗。
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Uber 的平台服務模式似乎也呈現「雙邊市場」的
特質。我們會在報告的第五章第二節對這個近年來產業經濟學的熱門主題做初
步介紹。從雙邊市場的角度切入，則 Uber 以演算法統一定價、而非讓乘客與司
機之間彼此協商價格可能是其平台成功的重要條件之一。將 Uber 提供的服務視
為「媒合乘客與司機」的交易平台，則雙邊市場的特性使得 Uber 必須能夠同時
吸引足夠的乘客與司機，否則無法成長、甚至存活。但是類似計程車的即時服

266

務特性，若 Uber 服務無法使乘客預先知道大略價格，或者對於乘載價格有一定
的預期，而必須與個別司機進行價格協商，所產生的交易成本可能大幅減低乘
客使用 Uber 的意願。而一旦無法聚集足夠的乘客來源，司機也沒有動機在 Uber
平台上提供勞務。Uber 的「維持價格」措施可能是雙邊市場上平台管理（regulate）
交易，以提升使用平台效益的重要策略。
最後，在維持轉售價格轉改以「合理原則」審查後，原告（主張維持轉售
價格違法）的挑戰增加，必須就系爭行為的競爭效果提出進一步證明。或許這
也影響了原告在本案的訴訟策略，因而提出 Uber 與司機之間共謀行為的主張。
3、 Volkswagen AG 案416（歐盟）
福斯汽車公司（Volkswagen AG）是德國最大的汽車製造廠商及全球前三大
車廠，其對經銷商所為之維持最低轉售價格行為影響消費者權益甚鉅，故歐盟
執委會對此一行為所採取之執法立場為何，甚值我國實務作為借鑑。在此我們
將本案執委會之處分作為重要案例並分析如後。
(1) 案由事實
在 1996 年至 1997 年間，福斯汽車公司對其所屬之經銷商發送三次全體通
知函和五次個別警告函417，要求其所屬經銷網中之德國經銷商不得以低於建議
零售價之價格出售新款 Passat 汽車，應遵守有關新款 Passat（B5、B5 Variant）
汽車的價格紀律，否則就終止經銷契約甚至採取法律行動418。
歐盟執委會於 1997 年 4 月 17 日接到汽車買家的投訴，指出福斯公司對新
416
417
418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9 June 2001 in Case COMP/F-2/36.693 Volkswagen.
Id. at paras. 29-35.
Id. at paras. 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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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Passat B5 Variant 汽車所為者並非只是建議零售價格，而是具拘束力之嚴格價
格紀律；歐盟執委會進而依相關程序向福斯汽車發出正式的資訊要求（request of
information）；後於 1999 年 6 月 22 日，歐盟執委會向福斯公司發出異議聲明書
（Statement of Objections），認為福斯汽車於新款 Passat 汽車的經銷中實施維持
轉售價格，違反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第 81 條第 1 項（即現行 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之規定419。
最後，歐盟執委會於 2001 年 6 月作出對福斯汽車課處 3,096 萬歐元罰款（約新
台幣 11 億元）的決定420。
(2) 被處分事業主張或抗辯
I.

不構成協議

福斯公司認為此一措施乃單方行為，並不屬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款所指之協議；再者，福斯公司主張若此價格政策具有拘束力，則會觝觸其
與經銷商所訂立之經銷協議第 8 條第 1 項之製造商只能為非拘束性之零售價格
建議之規定。因此，在經銷協議之存在下，可證明該措施並不具實際拘束性，
非執委會所稱依判例法而構成默示同意因而達成協議421。
II.

無限制競爭

福斯公司稱發警告函乃因該經銷商之折扣行為違反了德國之法令422，其發

419

Id. at paras. 1-3.
Id. at para. 125.
421
Id. at para. 60.
422
Id. at para. 72. “Volkswagen AG argues, as regards the dealer Tiemeyer, that that dealer infringed
the German Rebates Act and that consequently there was no restriction of competition.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on this that the German Rebates Act prohibits only the announcement of specific prices
which are the result of ‘rebates’ (amounting to more than 3 %) vis-a-vis ‘normal’ prices.”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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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只是敦促該經銷商，並無限制競爭之目的423。此外，福斯汽車公司指出，通
告沒有對經銷商的行為產生任何影響，還是有經銷商繼續按照建議零價格給予
約 10％的折扣424。
福斯公司亦稱由於可以經由他成員國平行輸入新款 Passat 汽車，其措施帶
來之限制不會造成過度影響425。亦無影響成員國間貿易426。
(3) 競爭法主管機關認定
I.

構成協議

歐盟執委會認為福斯公司發通知函及警告函的目的在於要求所有德國福斯
經銷商不能違反建議零售價，已對新款 Passat 汽車的定價產生實際影響，使得
經銷商將汽車的建議零售價成為約束性價格，而非僅是建議零售價格。
而根據歐盟法院的判例，歐盟執委會認為進入一個經銷網路意味著締約方
明示或默示地接受製造商的經銷政策。一旦經銷商在經銷協議上簽字，即視為
對福斯汽車的經銷政策默示地接受。因此，這些通知函及警告函構成福斯公司
與其授權的經銷商之間協議中一系列持續業務關係中的一部分。執委會由此認
定福斯汽車與經銷商簽訂的協定以及通知函和警告函為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
第 1 款所稱之協議427。
423

Id. at para. 72.
Id. at para. 73.
425
Id. at para. 80.
426
由於歐盟對於歐盟單一市場之重視，故其 TFEC 第 101 條定有影響成員國間貿易之要件。對
於該要件，福斯公司主張，依判例法，過往歐盟執委會在案件中對推定垂直聯合所造成之市場
分割之情況，只有限於跨境供應受到阻礙、外國競爭對手被拒絕進入市場或合意禁止競爭時才
會存在。本案並沒有證據可證明有市場分割之情形，所以並無影響成員國間之貿易。此外，在
經銷商之間之貿易是非常有限的，蓋有供應之瓶頸存在，經銷商們會傾向將熱門車款如 Passat
供應給已建立之客戶群，並無歐盟執委會所言之增加進口數量而減少出口數量之貿易影響。
427
Id. at paras. 56-59.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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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公司於 1996 年 9 月 24 日及 1996 年 10 月 2 日之警告函中已提及：根
據經銷契約第 2（1）條及 2（6）條之規定，要求福斯的經銷商維護福斯公司、
福斯經銷網路以及福斯品牌的利益;經銷商須遵守所有關於協定目的的指示，包
括關於經銷新款福斯汽車、庫存零配件、客戶服務、促銷、廣告、培訓和業務
領域的品質保證的協議。故福斯公司所為者並非其自稱單方行為，而係基於經
銷契約所具體為之428。
II.

限制競爭

歐盟執委會認為福斯通知函以及警告函的目的在於說服所有德國福斯經銷
商不要違反「非約束性」建議零售價格，進行維持轉售價格，並限制品牌內關
於價格之競爭，構成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行為429。
同時，歐盟執委會亦認為限制折扣措施的目的在於設定零售價格，而關於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5 條第 3 項（即現行 TFEU 第 101 條第 3 項）豁免規定之具
體適用部分，定有集體豁免條例及垂直限制指導原則，而本案中福斯公司所為
之措施乃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如前所述，依集體豁免條例及垂直限制指導原則，
該措施乃核心限制而無法適用豁免規定，縱本案對於汽車經銷及服務協議應適
用特別種類之豁免條例430，惟該特別種類之豁免條例亦規定維持最低轉售價格
乃核心限制而不應豁免。
又，歐盟執委會認為，根據判例法，倘事業之行為符合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428

Id. at paras. 62-65.
Id. at para. 71.
430
歐盟執委會對於某些產業之執法經驗累積後，對於某些產業種類定有特殊之集體豁免條例，
如針對某些種類之汽車經銷及服務協議訂有 Commission Regulation（EC） No 1475/95（28 June
1995）即汽車經銷及服務協議集體豁免條例，而根據該條例之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該豁
免規定不適用於生產商限制經銷商在轉售商品上決定價格或折扣自由之協議。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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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限制競爭「目的」要件時，並不需要證明這些行為實際上
產生了任何限制競爭的效果。因而本案中福斯汽車的相關措施具有限制競爭之
「目的」要件時，歐盟執委會並不需要去證明此措施所產生之後續限制競爭效
果431，且事實上以影響成員國間貿易432。
III. 不構成個案豁免
執委會認定福斯汽車向經銷商發通知和警告函，要求其在銷售福斯 Passat
汽車時設定汽車轉售價格的做法，乃違反了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的規
定；執委會認為本案不存在（EC） No 1475/95 對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第
3 款所含之集體豁免情形，亦無個案豁免之情況，蓋執委會認為福斯汽車未能證
明其措施能促進產品的經銷，提高效率，更無法證明消費者因此而受益；反之，
消費者需要為此付出更多的代價433。
(4) 本案分析
如前所述，於 2010 年歐盟修正新的垂直限制處理原則後，維持最低轉售價
格亦具有促進競爭之可能，故事業可主張其符合 TFEC 第 101 條 3 項之個案效
率抗辯。於此一背景下，福斯公司若就其所為之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措施，依垂
直限制處理原則向歐盟執委會主張個案效率抗辯，對於本案是否會有不同之決
定則有可探討之空間。

431

See Case COMP/F-2/36.693 Volkswagen, supra note 416 , at para. 74.
歐盟執委會認為福斯公司之通知函和警告函的目的在於使得經銷商的定價行為大幅度偏離
正常的競爭行為，與過往德國經銷商擁有對商品之建議售價約 10%折扣之慣例有違；影響了所
有德國經銷商之間的品牌內部競爭、以及德國經銷商與外國福斯經銷商間之競爭。 同時，歐盟
執委會指出，成員國對貿易的影響並不侷限於某種措施導致市場分割情況。如上所述，福斯汽
車該措施能夠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得影響會員國之間的貿易模式即為已足。
433
Id. at paras. 93-96.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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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福斯公司能舉證其措施乃為使經銷商努力推廣新款 Passat 汽車進入市場
之舉，且經銷商確因該措施而努力在新款 Passat 汽車之推廣期內去拓展該新產
品之需求；況依汽車工業具高度複雜性之特質，一般消費者實無法在缺乏專業
人士之介紹引導即瞭解產品性能，甚至於購買前消費者通常有試乘及試駕等售
前服務之需求，且相關售後服務如保養修繕等確為消費者所必需者，故福斯公
司為解決提供高品質服務下之搭便車問題，該最低轉售價格措施確有增進消費
者利益之促進競爭因素，並使經銷商間之品牌內之價格競爭轉為品牌內之服務
競爭，並非無其合理性。
此外，福斯公司亦可主張該措施具有促進商品多樣性之功能，消費者可以
自由選擇價格較高但服務周到之福斯公司新款 Passat 汽車，抑或選擇同一相關
產品市場中不提供服務但價格較低之他牌汽車，換言之，即可促進品牌間之競
爭及選擇多樣性之功能。
縱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措施亦可由其他方式而達成提供服務之目的，如對提
供服務之經銷商給予獎勵或進貨折扣契約條款等，然此等獎勵措施仍無法經阻
止銷商不提供服務而以節省服務成本之低價招徠消費者之搭便車問題。況，若
欲令主管機關於個案中指出何種措施為最佳方案時，所涉經濟層面涵蓋過廣，
於不同個案中亦難一概而論，實有執法上之困難，故在避免增加執法難度之考
量下，我國主管機關公平於維持最低轉售價格之個案執法時，僅須判斷事業行
為之促進競爭因素與限制競爭因素兩者相較下，是否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之正當理由即可，不須於個案中替事業指出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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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loras Bookshops 案434（歐盟）
在歐盟維持轉售價格行為之執法層面，自 2004 年之 Council Regulation
1/2003 施行後，歐盟執委會透過「分散執行權力」（decentralization）制度將歐
盟境內競爭法案件之執法權限交由歐盟成員國共享。之後歐盟執委會便極少對
維持轉售價格行為做出正式之處分，通常係交由各成員國之競爭法主管機關
（national competition authorities，NCAs）及各國法庭為調查、處分或判決435。
而本案則屬極少數由歐盟執委會對於維持轉售價格行為所做出之正式決定（雖
然執委會決定不進一步調查）
。由於維持轉售價格在歐盟競爭法之下被視為核心
限制之行為，本案更具意義之處在於歐盟執委會基於何種因素之考量做出此一
決定；實具我國執法實務參考之處436。
(1) 案由事實
Floras Bookshops（Floras）於 2010 年 1 月 27 日向歐盟執委會檢舉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UP)、Burlington Books (Burlington)、與 Pearson PLC (Pearson)
等三家出版商就英語教學書籍之販賣，涉嫌違反 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地理
區域限制」及「維持轉售價格」之禁止規定437。
歐盟執委會在審查當事人依相關程序所提出之資料與相關證據及所表示之
意見後，認定本案無充分理由對 Floras 之主張進一步調查之必要438。

434

Case No COMP/39771 – Floras Bookshops vs. OUP/ Burlington/ Pearson.
Alison Jones and Brenda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Text, Case, and Materials, 6th ed., 187
(2016).
436
本案事實除涉及維持轉售價格外，亦涉及地理區域限制之部分，而本小節主要討論維持轉售
價格部分，地理區域限制則於後續之地區限制部分中討論。
437
Supra note 434, at para. 1.
438
Id. at para. 2.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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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loras 之主張
Floras 主張 OUP、Burlington、與 Pearson 三家出版商透過以兩種定價方式
限定渠等於歐盟各國經銷商之轉售價格，即區分「特定區域定價」
（territory-specific price）與「全球性定價」
（global price）
，前者係指各成
員國內定價不同，後者則給予經銷商於所有成員國統一定價。Floras 並指出 OUP、
Burlington、Pearson 三家出版商以指定之「特定區域價格表」中之特定價格開具
發票出售書籍予經銷商、並給予折扣；經銷商再開具相同價格之發票去轉售，
但是基於成本及利潤之考量，只能給予較低之折扣。 Floras 進而主張渠等出版
商之行為事實上已造成經銷商們並無自由決定售價之空間，構成轉售價格維持
之行為439。
(3) 歐盟執委會之意見
歐盟執委會認為在資源有限之情形下，對涉嫌違反競爭法行為之調查需有
優先順序之考量，無法對所有案件皆進行深入之調查。歐盟執委會指出考量之
因素雖無固定之標準，但可以衡量以下之標準：（I）涉嫌違反競爭法行為對歐
盟內部市場運作之潛在影響與重要性；（II）根據現有資料，進一步調查是否很
有可能最終會發現不法行為；
（III）深入調查將會是複雜且耗時之事件，且構成
不法行為之可能性有限440；或者歐盟執委會可以考量是否各國競爭主管機關、

439

Id. at para. 10.
Id. at para. 14. “When deciding which cases to pursue, the Commission takes various factors into
account. There is no fixed set of criteria, but the Commission may inter alia balance (i) the importance
to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he alleged infringement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internal market, (ii)
whether, on the basis of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it seems likely that further investigation will
ultimately result in the finding of an infringement, (iii) that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would be a
complex and time-consuming matter and the likelihood of establishing an infringement appears
limited.”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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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有能力審查或已處理之行為，以及該行為是否已經停止且不會繼續產生後
續之影響441。
針對 Floras 所指控 OUP、Burlington、Pearson 三家出版商等維持轉售價格
之行為，歐盟執委會認為 Floras 曾在希臘檢舉，而 Burlington 與 Pearson 業已受
希臘競爭主管機關於 2009 年處分及 2011 年受雅典法院判決442；惟 Floras 所提
供之證據資料亦僅限希臘境內，並無 OUP、Burlington、Pearson 三家出版商在
希臘以外之成員國內涉犯維持轉售價格之實質性之證據與相關資料443。
經歐盟執委會之初步調查後，只有 Pearson 在波蘭境內與其經銷商 Omnibus
之契約具備有可能被解釋為維持轉售價格之條款，但該條款於 2009 年 Pearson
受希臘競爭主管機關處分後即已刪除，並無證據顯示該條款會繼續產生效力。
另外，Floras 並無提供除自己以外各經銷商之平均成本與折扣額之證據來支持其
主張出版商與經銷商間有維持轉售價格之行為444。
綜上，歐盟執委會指出，除該等行為亦已停止而不會繼續產生影響，且所
需調查的複雜性及構成 TFEU 第 101 條之可能性有限外，根據 Floras 提供之資
料及歐盟執委會調查之結果，本案被檢舉之行為主要影響僅涉及單一成員國內，
影響之範圍不大。對此，歐盟執委會明白表示將被檢舉之行為對歐盟內部市場
運作所產生之影響有限列為考量之因素445；換言之，歐盟執委會認為，對於出
版商將書籍區分為國內版本及全球版本之原因在於滿足各國國內課程之特定要
求，然因國內版本之性質上並無跨境需求，並不具影響歐盟內部市場之運作之

441
442
443
444
445

Id. at para. 14.
Id. at para. 8,17.
Id. at para. 18.
Id. at para. 27.
Id. at para. 16.

275

可能，縱考量到全球版本之書籍具有跨境需求之可能性，但歐盟執委會指出其
需求量相當有限，即使構成違法行為，亦不會對歐盟內部市場產生重大之影響446。
職是，歐盟執委會綜合上述考量後，對 Floras 之檢舉不進行進一步之調查。
(4) 本案分析
本案歐盟執委會對於是否對違反競爭法之行為進一步為調查及處分提出若
干標準，特別在雖有跨境需求但不具影響歐盟市場重要性之全球版本書籍做出
衡量。雖在全球版本上 Floras 並無特別說明有無維持最低轉售價格之行為447，
但考量到本案中同屬核心限制之限制地理區域（被限制被動銷售）之行為仍因
影響甚微而不進一步調查，似可認為若在全國版本上有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時亦
可能依此以依標準為相同之決定。歐盟執委會所展現在執法上的「成本效益」
思維亦值我國執法實務參考。
5、 歐盟成員國執法現況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Leegin 案中揭示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應採合理原則審查
448

。該案除影響美國國內對維持最低轉售價格之看法，亦對歐盟實務產生影響，

歐洲法院先後於 2008 年 CEPSA 案449及 2009 年 Pedro IV 案450中指明維持轉售價
格之行為並非當然會落入 TFEC 第 1 條第 1 項之範疇，只有在目的或效果對歐
盟市場產生限制競爭及限制成員國間之貿易時方屬之451。

446

Id. at para. 17-18. “Therefore, the alleged infringements - even if they could be established would not appear t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internal market.”
447
Id. at para. 10, footnote 9.
448
參見本節之前說明。
449
Case C-279/06 CEPSA Estaciones de Servicio SA.
450
Case C-260/07 Pedro IV Servicios.
451
Filippo Amato, “RPM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y Developments Since Leegin?” 11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2-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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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歐盟在 2010 年之「垂直限制指導原則」中，再度重申維持最低轉售
價格屬核心限制，只要符合「目的」要件，並不需要證明實際上產生了任何限
制競爭的效果。雖然指導原則中亦揭櫫數種可主張個案效率抗辯之情形，但是
自從頒布以來，歐盟執委會從未在任何個案中准許被告所提出之個案效率抗辯
452

。而在歐盟成員國相關執法案件方面，本報告所搜尋之案件中亦未見准許個

案效率抗辯之案件。但是有個別成員國在決定裁罰與否時會考慮事業之市占率、
或對歐盟市場影響低微等其他因素而做出不予裁罰之決定，即與垂直限制處理
原則產生歧異之見解。我們透過以下案例之介紹來一窺各國競爭主管機關對於
個案效率抗辯之執法態度。
(1) Orlen Oil 案（波蘭）
在本案中，波蘭競爭主管機關認為 Orlen Oil 公司於 2003 年至 2012 年間與
經銷商締結維持轉售價格協議，涉嫌違反波蘭競爭法第 6 條（類似於 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
。而 Orlen Oil 公司根據波蘭競爭法第 8 條第 1 項（類似於 TFEU
第 101 條第 3 項）主張個案效率抗辯。
Orlen Oil 公司主張實施維持轉售價格是為了確保經銷商之利潤，使經銷商
願意為 Orlen Oil 公司之新商品提供銷售渠道，使該新產品得進入市場。該新商
品增加了相關市場的商品多樣性，為消費者提供更廣泛的選擇、並對現有市場
參與者施加更大的壓力，進而提高市場效率，並且具有維護品牌價值之功能453。
然而波蘭競爭主管機關認為 Orlen Oil 公司可以使用其他不會限制競爭之可

452

Csongor Istvan Nagy, “Resale Price Fixing after the Revision of the EU Vertical Regime–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54 Acta Juridica Hungarica, 350-352 (2013).
453
Elif Cemre Hazıroğlu and Semih Gökatalay, “Minimum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in EU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US Leegin Decision,” 42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6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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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替代方案達成新商品參進，包括透過直接現金或暫時性補貼比其他經銷商
更高的折扣獎勵之方式去獎勵努力推廣新商品之經銷商等。同時波蘭競爭主管
機關亦提到 Orlen Oil 公司擁有足夠的市場力量和足夠經銷網絡夠在經銷協議中
強制執行這些要求454。波蘭競爭主管機關還認為，根據歐盟執委會之觀點，只
有在擴大需求的入門期中，才能使用維持最低轉售價格來推廣新商品，但該公
司與其經銷商的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協議已經持續了十年。
最後，波蘭競爭主管機關提及，在調查過程中，Orlen Oil 公司提出了相當
之論據，旨在說服被質疑的條款並沒有限制競爭，因為它的目的是增加非價格
的品牌內競爭，進而促進品牌間競爭。但是波蘭競爭主管機關認為歐盟法律和
波蘭法律對於保護品牌間和品牌間的競爭，兩者同樣重視，因此不採納 Orlen Oil
公司之抗辯455。
(2) Almased 案456（德國）
德國 Celle 區域高等法院判決 Almased 與其經銷商間之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協
議不違反歐盟及德國競爭法。Almased 是一家低卡路里飲食食品製造商，於 2014
年間推出促銷活動，向藥局提出優惠條件：若一次性直接訂購 12 至 90 罐之
A-Vitalkost 商品，即可享有 30％的折扣。此優惠條件並要求藥局需在展示櫃上
展示至少三罐 A-Vitalkost 商品，以及最低售價不可低於 15.95 歐元。優惠期限
只有 12 個月，且每個藥局最多只可購買 90 個單位。法院認定在有限的時間及
有限之數量下，此一協議有對市場產生之影響非常微小，因此不違反歐盟及德

454
455
456

Orlen Oil 公司於波蘭有二十多家經銷商。
Supra note 453, at 63.
OLG Celle · Urteil vom 7. April 2016 · Az. 13 U 124/15 (K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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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競爭法457。
(3) El Corral de las Flamencas 案（西班牙）
西班牙競爭主管機關曾於 2009 年之 El Corral de las Flamencas 案中明白揭
示 de minimis（微量原則）458於維持最低轉售價格之適用。西班牙競爭法第 1
條規定禁止事業間以協議減損西班牙市場之競爭機制，該規定用語類似於 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同時西班牙之競爭法亦有類似於 TFEU 第 101 條第 3 項之豁
免規定。然而在本案中，西班牙競爭主管機關認為西班牙競爭法與歐盟競爭法
不同之處在於，即使在出現核心限制（如維持最低轉售價格）的情況下，如果
行為不能對市場競爭產生重大影響，西班牙競爭主管機關可以放棄第 1 條的適
用，故西班牙競爭主管機關首次在 El Corral de las Flamencas 案中認為事業所為
維持最低轉售價格並不落入西班牙競爭法第 1 條之禁止範圍之內，因為製造商
之市占率的市場非常低並且相關市場中不存在類似之協議459。
(4) 案件分析
Orlen Oil 案中，波蘭競爭主管機關拒絕 Orlen Oil 公司之個案效率抗辯，所
持原因為維持最低轉售價格並非 Orlen Oil 公司新商品進入市場之最小限制競爭
手段。惟若 Orlen Oil 公司能舉證現金或暫時性補貼及更高進貨折扣之激勵經銷
商推廣新產品方式，可能造成經銷商為謀求自身利益將商品價格削減至 Orlen
457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f5581035-b416-42be-8e18-8b65c721ecdf；
http://www.mondaq.com/germany/x/509676/Antitrust+Competition/Higher+Regional+Court+Of+Cel
le+Finds+That+Limited+Resale+Price+Maintenance+Does+Not+Amount+To+An+Appreciable+Rest
riction+Of+Competition；
http://www.osborneclarke.com/insights/re-sale-price-maintenance-never-say-never/（最後瀏覽於
2017 年 9 月 30 日）。
458
De Minimis Notice (OJ 2014 C291/1, 30.8.2014).
459
Supra note 453, at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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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 公司之新商品即使進入市場後亦無利可圖之情況時，Orlen Oil 公司極可能放
棄在市場上推出新產品，對於消費者權益、商品多樣性及市場既有商品之競爭
而言並無實益。再者，如前所述，我國競爭主管機關公平會若欲與本案相同，
個案中為涉案事業指出最佳之替代方案，顯係增加執法上之困難，徒增執法上
之負擔，公平會是否應如此為之，不無斟酌之餘地。
次於 Almased 案中，德國法院揭櫫在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案件中亦有適用效
果考量（by effect）之可能性；而西班牙競爭主管機關於 El Corral de las Flamencas
案中，亦提出 de minimis（微量原則）於核心限制及本案維持最低轉售價格之適
用。就我國維持最低轉售價格之執法實務而言，對於事業市占率極低而不具相
當市場力量或所造成之限制競爭影響極為輕微時，在考量執法成本與維護市場
競爭之平衡下，能否將之納入處分或者不處分考量，似乎值得探討。
6、 巨大案460（我國）
(1) 案由事實
公平會曾於 98 年間曾接獲民眾檢舉國內包含巨大公司在內的三大自行車
行利用斷貨或控制折扣方式，涉嫌以違反維持轉售價格規定之方式控制自行車
市場價格。因巨大公司於經銷合約書內載有涉及限制轉售價格之文字，公平會
先以去函警告之方式，以免巨大公司有限制競爭疑慮而觸法；而後公平會發現
網路上仍有捷安特自行車價格僵固之資訊，便主動立案調查。
公平會於調查過程中實地訪查巨大公司之經銷商。經銷商表示被處分人於
合約書確實訂有「參考建議售價」條款，價格約按建議售價 8 折以上出售；另

460

公處字第 10115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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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有 3 家經銷商表示有罰則，處罰措施包括警示、取消經銷資格或拒絕供貨、1
家表示不清楚，但無處罰實例。嗣公平會於 101 年 10 月 23 日便以巨大公司限
制經銷商自由決定轉售價格及限制經銷商從事網路銷售，分別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 18 條與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限制轉售價格及以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
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易之行為，並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之規定為應立即停止
前二項違法行為之處分及新臺幣 350 萬元罰鍰。
(2) 被處分人抗辯
巨大公司抗辯該自行車之建議銷售價格並無實質拘束力，蓋其並未要求經
銷商一定要按照規定之價格或銷售折扣販售，經銷商所為之自行車售價決定，
通常係以巨大統一之批發價為進貨成本再加上經營成本後，考量自身之所欲獲
得之利潤後所自行決定之售價，遑論巨大公司從未以經銷商因未依建議價格銷
售而遭撤銷其經銷權，並以銷售獎勵來激勵經銷商銷售。
再者，巨大公司認為之所以做出參考售價之建議，目的係在於希望經銷商
間不要惡意削價競爭，而非限制或妨礙經銷商公平競爭的機會，並提供市場上
消費者良好之消費體驗，即最完善的產品和售後服務品質。倘經銷商間一旦出
現惡意削價競爭之情形，除可能造成經銷商無法維持一定營收利潤與經營品質
進而產生營運不善倒閉之窘境外，也造成不利許多消費者權益之情事，例如，
巨大公司指出曾有少數經銷商以極低之價格銷售捷安特品牌自行車，但在出售
之後即罔顧消費者之權益，不願意對消費者再提供任何售後服務。
(3) 競爭主管機關意見
公平會認為依據巨大公司與經銷商間之合約書第 3 條第 3 款：
「甲方應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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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之建議價格銷售乙方商品。」第 13 條：
「甲方有左列各款情形之一者，乙
方得終止合約 一、甲方違反本合約之約定及義務時。......」第 17 條：「違約處
理 甲方若違反本合約之約定及義務時，乙方得終止契約，甲方並應賠償乙方因
此所受之損害。」以觀，明載違約及終止合約之條款，以作為履約之監督機制，
經銷商倘未參考「建議售價」銷售商品，依經銷合約書規定，係可能遭受終止
合約之處罰，對經銷商之心理易形成壓迫。
再者，公平會 99 年 1 月 12 日曾以公貳字第 0990000311 號函警示巨大公司
後，雖巨大公司已有調整相關契約條款，但因經銷商多次向巨大公司抱怨惡性
削價競爭而應以書面文字約束乙事，故巨大公司自承修訂後之條款有形成共識
約束力量作為管理機制的必要，特別是針對新加入之經銷商，有重申不要削價
競爭造成他人困擾的作用，進而公平會認為經銷合約書之條款已對經銷商之價
格設定自由產生實質拘束效果。
另，公平會實際派員訪查經銷商間建議售價與實際售價之情形，發現實際
售價為建議售價之 8 折至不打折不等，少有低於 8 折之情形，受訪者亦均表示
定價會參考建議售價，巨大公司亦表示該公司經銷商之利潤率約為 2.2 至 2.5 成，
能夠調節的價格空間不大，是公平會認為巨大公司售予經銷商之價格有僵固情
形及市場實際售價少有低於 8 折者，益證經銷合約書所訂約款確具有加強約束
之作用。
綜上所述，公平會併援引公研釋第 032 號解釋意旨，認轉售價格之拘束不
以實際上因違反該配合措施而蒙受任何不利益為限，而係只要交易相對人之價
格設定自由受到人為的干涉，進而造成心理上形成壓迫，即屬維持轉售價格；
本案中，公平會認定前開約款已明顯對經銷商造成心理壓迫，限制經銷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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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售價格之自由，致損及市場價格競爭機制，巨大公司雖否認有限制經銷商轉
售價格之情事，且表示合約書文字係「參考」建議售價，不曾對未按照建議價
格銷售之經銷商開罰云云，並非可採，故巨大公司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之
規定，洵堪認定。
(4) 本案分析
本案處分之作成係於修法前仍視維持最低轉售價格當然違法之背景，然於
104 年修正維持轉售價格相關規定並於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增定正當理
由之判斷因素後461，顯對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採原則違法、例外合法之規定；職
是之故，倘巨大公司之維持最低轉售價格行為於現今之規範下，是否即有合法
之空間，深值探討。
首先，按巨大公司所抗辯之理由以觀，可就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可使其經銷
商因此提供相關售前服務部分，主張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 項第 1 款
之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並檢附相關事證與公平會審查。
再者，為解決經銷商間就提供售後服務所產生之搭便車問題，巨大公司於本案
中曾指出，有少數經銷商以極低之價格銷售捷安特品牌自行車，但在售出之後
即不願意對消費者再提供任何售後服務，顯屬以不提供服務來降低成本之搭便
車行為，巨大公司亦可主張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事由，
並提供相關事證。最後，巨大公司對於其所為之維持最低轉售價格，亦可檢附
相關事證以證明其行為可增加市場上之商品多樣性，消費者可自由選擇售價高

461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但書所稱正當理由，主管機關得就
事業所提事證，應審酌下列因素認定之： 一、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 二、
防免搭便車之效果。 三、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 四、促進品牌間之競爭。 五、其他
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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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服務良好之自家商品，抑或售價低但服務較少之商品，且相關產品市場中，
亦有美麗達及功學社等品牌之替代商品存在，巨大公司似可主張公平交易法施
行細則第 25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促進品牌間之競爭。在修法之後公平會能夠接受
那些事證做為「正當理由」答辯，值得持續關注。
三、

限制競爭之判斷因素或事由

1、 促進經銷商價格聯合
經銷商組織藉由集體杯葛或集體扼殺製造商之產品，並同時推薦其他製造
商產品之方式，對製造商施加壓力；或具市場力量之單一經銷商，單方壓迫製
造商，用於執行經銷商卡特爾，從而為水平價格聯合行為。在這種情況下，維
持最低轉售價格可以滿足經銷商的利益，而不是製造商或消費者的利益462。
2、 促進製造商價格聯合
在製造商利用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成立卡特爾之前提下，該維持最低轉售價
格行為將消除製造商對經銷商削減價格的誘因。蓋有此一行為存在，製造商對
經銷商之批發價格之降低並不會反映在商品零售價格上，這樣的降價只會為經
銷商帶來更多的利潤，但降低製造商利潤，故製造商透過此限制即可有效抑制
製造商間之商品價格競爭，進而藉由此一措施達成水平之價格聯合行為。
此外，聯合行為的成立前提之一是若有參與者背離、偷偷降價，則其他廠
商可以迅速察覺，進而加以處罰463。由於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可以提高市場價格
之透明度，使製造商背離共謀均衡（collusive equilibrium）之降價行為更容易被
462

Supra note 187, at para. 224; Barak Y. Orbach, “Antitrust Vertical Myopia: The Allure of High
Price,” 50 Arizona Law Review, 268-270 (2008).
463
Tirole (1988), supra note 9, chapt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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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覺，因此可能促進製造商之間的聯合行為464。
3、 造成市場封鎖效果
市場上既有之製造商可能利用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所提供之高額利潤去賄賂
經銷商，作為交換經銷商不去銷售新進製造商商品之條件，進而造成市場閉鎖
之結果；換言之，製造商可使用維持最低轉售價格作為將競爭對手從市場中排
除的一種手段，因維持最低轉售價格為經銷商提供了足夠利潤，使經銷商不與
製造商之競爭對手交易465。
4、 對邊際內消費者有害
消費者大致可分為邊際消費者與邊際內消費者（inframarginal consumers）
兩類，雖然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對於邊際消費者（對商品服務有需求）有利，卻
會降低邊際內消費者的消費者福利466。
5、 產品價格提高
如 Leegin 案判決所述，製造商之維持最低轉售價格行為確實會造成商品價
格偏高之狀態467。
四、

促進競爭之判斷因素或事由

1、 提供市場參進之可能
製造商可藉由維持最低轉售價格來保障經銷商享有一定之利潤、並願意推
464

Supra note 187, at para. 224 ; Jullien and Rey (2007), supra note 329; Barak Y. Orbach, supra
note 462, at 269-270.
465
Supra note 187, at para. 224 ; Barak Y. Orbach, supra note 462, at 272.
466
參見第 2 章第 3 節討論。
467
Supra note 187, at para. 224; supra note 373, p.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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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新產品468；同時新製造商亦可利用維持最低轉售價格來防止其他經銷商的搭
便車行為，節省提供服務之成本，而祭出低價策略以分食該商品市場。故維持
最低轉售價格可提供新製造商進入市場之機會469。
2、 防止搭便車並促進品牌間競爭
此一理論又稱「特殊服務理論」
，乃 Teler 教授於 1960 年延續 Bowman 教授
所發展，認為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可消除經銷商於品牌內之價格競爭，並鼓勵下
游經銷商業者轉為提供豪華展示間、功能解說、或廣告行銷等服務，進而提高
商品之銷量。而製造商只會在經銷商之間的非價格競爭比價格競爭更具利益的
情況下實施維持最低轉售價格。
然而部分經銷商可能無償利用該項服務，僅享受此類服務所產生需求增加
之外部效果，因而產生搭便車之效果470；甚至進而再利用節省服務之成本為價
格競爭。換句話說，
「假如沒有垂直的價格限制，能夠促進品牌間競爭的零售服
務即可能不足」471；因為提供理想的配套服務之經銷商將無法存活，造成劣幣
驅逐良幣之窘境。
有時消費者從販售此類商品的經銷商之服務中瞭解高品質商品之資訊，而
利用低價折扣卻不提供此類服務之經銷商，卻可以免費享受這些經銷商以良好
服務所建立之聲譽，並通過銷售高品質的產品作為 Loss leader（即利用對高品
質商品以折扣來吸引消費者來店消費，並刺激其他產品之銷量）或以對該類商

468

Supra note 187, at para. 225.
王俊雯，王立達，「平議維持轉售價格對市場競爭之影響與違法判斷標準：從美國 Leegin
案談起」，月旦財經法雜誌，第 31 期，114（2012）。
470
Supra note 187, at para. 225.
471
Barak Y. Orbach, supra note 462, at 272.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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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進行折扣來吸引消費者購買472。
維持最低轉售價格雖可能限制經銷商品牌內之價格競爭，但該行為可促進
品牌間之非價格競爭。對於消費者來說，既然商品之售價相同時，若有一經銷
商能提供完整商品服務，消費者自然願意向其購買，因此下游經銷商將由價格
競爭轉為服務競爭。而經銷商所提供之服務可使製造商之商品更具競爭力、促
進品牌間的競爭。Leegin 案多數意見認為競爭法所關注者毋寧是品牌間之競爭，
故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有助於市場競爭。
3、 解決需求不確定性
為滿足消費者之需求，經銷商必須事前向製造商訂購不同類別及數量之商
品。惟一般而言，經銷商願意上架商品之前提，在於既有產品已獲得成功，而
新產品之需求通常難以準確預估，倘經銷商購入一定數量庫存後，產品需求發
生減少，經銷商只能賠本出清。
為解決此一問題，使經銷商能安心購入新產品販售，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措
施則提供經銷商一定之利潤空間，並避免同一產品之經銷商為價格之競爭，用
以緩和經銷商存貨過多而遭受鉅額損失之心理風險作用473。
4、 建立品牌聲譽
亦有學者認為某些商品消費帶來地位、獨特性、財富象徵等等效用474。若
經銷商對此類商品進行低價競爭，可能會損害該商品之品牌價值。為了維持品

472
473
474

Id. at 271-274.
Id. at 274-276.
Id. at 277.

287

牌聲譽，製造商採用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可保持該品牌與其商品之形象與價值，
並提供消費者對商品選擇之多樣性。

第三節
一、

獨家交易475

定義及各國競爭法之規定

1、 定義
所謂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
，是指上、下游交易相對人之間，用以限
制相對人向第三人取得或是對第三人提供服務或商品之契約476；列屬垂直限制
中「非價格限制」
（non-price restriction）477的「排他性契約」
（exclusive agreement）
478

。市場上此種契約安排種類包括「獨家授權經銷」
（exclusive distribution）
、
「獨

家採購」（exclusive purchasing）等。另外，縱使名稱上無「獨家」之名，然內
容含有「獨買」或「獨賣」之意思者，仍屬獨家買賣契約之態樣，諸如「選擇
性經銷契約」
（selective distributorship）及「加盟契約」
（franchising agreement），
仍可能構成獨家交易態樣479。
2、 各國競爭法規定
(1) 美國
對於獨家交易之規範，於美國法上與搭售相同，均依照聯邦交易委員會法
475

本節內容由台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宋雲揚整理。
陳婉珍， 歐盟競爭法上獨家交易之規範 : 兼論我國公平交易法，國立中興大學法研所法律
系碩士論文，9（1997）。
477
黃淑雅， 論我國實務上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之違法判斷標準 ，中興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
士論文，9（2011）。
478
楊永明，排他性契約，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4-25（1987）。
479
前揭註 476，頁 10。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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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及克萊登法第 3 條之規定處理480。另外在 1977 年的 Sylvania 案481之中，
對於獨家交易之約定採用「合理原則」予以審查482，此為美國多數實務見解所
持之看法。
(2) 歐盟483
對於獨家交易之規定，歐盟通常是以第 102 條予以限制（前身為 EEC 第 86
條）484。依其規定：一個或是一個以上之事業主體，不得從事任何濫用對於市
場之影響地位而破壞會員國之間貿易之行為。
另外，對於獨家交易，歐盟執委會在其「垂直限制指導原則」中表示，若
供應商和購買商之市占率未達 30％，則行為人得適用集體豁免。蓋供應商與其
競爭者之間市場地位為其中要考量因素，市場支配力量越大越對市場產生限制
競爭之影響，如果市占率超過 30％，則需進一步評估是否屬於違法之獨家交易
契約。這也展現歐盟執委會在獨家交易的限制競爭與促進效率效果之間的權衡
考量485。
此外，
「歐盟垂直限制指導原則」亦將排他交易中之契約內容限制之程度與
480

Herbert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351
(1994).
481
Supra note 258.
482
施錦村著，「 公平交易法對於價格垂直限制與非價格垂直限制之評價」，公平交易季刊，
第 23 卷 第 1 期 ，155-156（2015）。
483
歐盟於 1958 年簽訂了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簡稱 EEC）、又稱為羅馬公約（Treaty of Rome）。依照 EEC 第 85 條第 1、2 項
規定，事業有卡特爾之協定、以限制競爭為目的或產生此效果之行為及有影響會員國交易之虞
者，該契約協定或是行為屬無效，此規定是在限制水平或是垂直卡特爾。另外，依照 EEC 第
86 條之規定，在共同市場或其重要部分中，一家或是多家事業擁有控制地位，並濫用其控制地
位，造成市場之影響者應禁止之，並於同條第二項具體提出四種態樣：（i）不平等之交易條件；
（ii）限制銷售、生產或是技術發展；（iii）對於其他交易之人為不同交易條件；（iv）對於交
易相對人施加無商業習慣或與契約本身無相關之補充條件。（前揭註 476，頁 38、42。）
484
Jones and Sufrin (2016), supra note 435, p. 430.
485
歐洲聯盟委員會，歐盟垂直限制指導原則，歐盟官方公報，2010 年 5 月 19 日，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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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期限於為重要考量點。如果限制期限越長，排他效果更加嚴重。通常而言，
對於不具市場支配力之公司訂立期限需少於五年；但是仍需權衡其促進競爭之
效果及限制競爭之效果486。
二、

各國重要案例及分析

1、 McWane 案487（美國）
美國實務上的一個重要爭議是執法機關是否需要舉證獨家交易產生侵害市
場競爭的結果。本案法院一改實務上多數判決，裁決認為 FTC 對於是否產生實
質封鎖效果所應負之舉證責任範圍，不需達到明顯有市場損害之情況產生；僅
需證明行為人所約定之獨家交易對於市場「可能影響（probable effect）競爭之
結果」即足當之488。
(1) 案由事實
McWane Inc.（以下簡稱 McWane）是生產供應水系統所使用的鑄鐵管配件
（ductile iron pipe fittings，以下簡稱 DIPF）供應商。美國 DIPF 市場裡只有三個
供應商：McWane、Star、與 Sigma489。其中僅有 McWane 在美國國內生產、並
且產品規格完整；其餘廠商均於海外設廠進口。
為了振興國內經濟，美國於 2009 年 2 月以購買美國貨（buy American）之
486

參前揭註 485，頁 75。
IN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ELEVENTH CIRCUIT No.
14-11363 Agency No. 9351 MCWANE, INC.,(PETITION), VERSUS FEDERAL TRADE
COMMISIION, (RESPONDANT）Petition for Review of a Decision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pril 15, 2015).
488
本案與下兩案，Eisai 與 Post Danmark，所涉及的都不是純粹的獨家交易，而是涉及以價格
誘因達到類似獨家交易效果的「忠誠回扣」（loyalty rebates）或「市占率折扣」（market-share
discounts）等行為。經濟文獻上也頗強調忠誠回扣的排除效果；參見前揭註 20 與 325 的討論。
489
陳韻珊，「獨家交易的違法判斷」，公平交易通訊，第 62 期，16（2015）。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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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通過了美國復甦再投資法（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ARRA）
，而其中供水系統即是重要預算購買目標之一。為了分食這塊大餅，Star
遂將其海外所設之廠房移往國內。
面對國內市場的強大挑戰者來臨，McWane 擬定了「全面支持計畫」（Full
Support Program，以下簡稱 FSP）
：倘有經銷商向 Star 購買相關貨物，其將失去
原本享有之折扣，並且 McWane 會中斷供應相關商品長達 12 個月之久。在
McWane 宣布實施 FSP 之後，供水配件經銷市場中之兩個大型經銷商 HD supply
和 Ferguson（總市占率 53%~60%）即命令其所有分店不可購買 Star 的貨品，並
取消所有的訂單。第三大經銷商 WinWholesale 也在接到 FSP 之後，將 Star 列為
拒絕供應名單之中。雖然 Star 採取降低價格並且提供更優惠的退傭條件，但其
他經銷商仍然不向 Star 購買相關配件，Star 因此放棄了在美國國內生產的計畫。
針對本案，FTC 認為 McWane 所採用的 FSP，維持 McWane 在國內 DIPF
的獨占市場，與經銷商所簽訂之 FSP，乃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案第 5 條和休
曼法第 2 條之「影響商業的不正當行為」。
(2) 被處分事業主張或抗辯
在本案中，FTC 將市場界定限制於美國國內市場，認為通常在國內生產的
鑄鐵管配件無法利用的情況之下，進口鑄鐵管配件才能夠替代國內生產的鑄鐵
管配件，兩者才會產生競爭關係。但是 McWane 認為 FTC 的市場界定並沒有受
到專業經濟測試與專業證據所支持。McWane 主張國外市場與國內市場之間應
屬可相互替代，亦即國內鑄鐵管配件或是進口的鑄鐵管配件設備都應該算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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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並可以相互替代490。
從市占率來看，McWane 在 2006 年擁有國內市場 100％的市占率。但是在
2006 年 Star 進入市場之後，McWane 市占率下降到 95％；2011 年更進一步下降
到 90％。McWane 主張這些數據顯示出 McWane 的 FSP 並不足以達到影響市場
之力量、Star 仍然有能力可以進入市場491。
此外，McWane 主張 FSP 屬於短暫、而非長期性的計畫；亦未強迫經銷商
締約，故應適用推定合法、不侵害競爭之情況。引用 Roland mach. Co. v. Dresser
Indus., Inc.一案 492 中法院認定短暫契約和可終止的獨家交易可推定合法，
McWane 主張本案亦應作相同認定。
(3) FTC 與上訴法院之認定
I.

FTC 之認定

針對市場力量部分，FTC 認為在這數年之間，McWane 的市占率只有減少
10％、價格也未降低，可以顯見 McWane 有能力去控制價格493。FTC 也認為 FSP
實質上建立進入障礙，影響他人進入國內市場。例如，Star 難以購買自己的鑄
造場或是需要與第三人簽定國內鑄造場契約；抑或 Sigma 公司和 Serampore 公
司的進口鑄鐵管配件公司，原本想要進入國內市場，最後卻因怯於成本過高之
挑戰，因而放棄。綜合以上，FTC 認定 McWane 具有壓倒性的市占率、可以控
制價格、並且 FSP 實質上豎立進入障礙，故應可認定與經銷商所簽訂之 FSP 實
質上造成市場封鎖之效果。
490
491
492
493

Id., at 25.
Id., at 29.
749 F.2d 380, 395 (7th Cir.1984).
Supra note 487, at 28,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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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本案之中，FTC 並未提供封鎖比例（foreclosure percentage）的數
據、明確具體地證明 FSP 的市場封鎖效果。但是在鑄鐵導管配件市場中，兩個
掌握大約 50％至 60％的市占率的重要經銷商均與 McWane 簽訂了 FSP 條款，
以限制他們旗下的分店或支店不可購買 Star 的產品。而 HD Supply 原本向 Star
購買產品，後來亦因 FSP 而取消訂單。其後，儘管 Star 降低銷售價格，仍然沒
有經銷商願意向 Star 購買產品。更有諸多經銷商作證宣稱 FSP 影響他們對於購
買 Star 商品之決定。FTC 據此主張 McWane 的 FSP 確實造成實質封鎖效果494。
II.

上訴法院之認定

針對市場界定之部分，上訴法院認為 FTC 界定市場之方式是採納 Dr.
Laurence Schumann 的 專 家 意 見 ， 利 用 假 定 獨 占 測 試 的 方 式 （ 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
，認為在本案之中只有在國內生產的鑄鐵管配件無法利用等特別
之情況之下，消費者才可能購買國外生產之鑄鐵管配件。故國內市場和國外市
場 所 生 產 之 鑄 鐵 管 配 件 欠 缺 合 理 的 相 互 交 換 或 是 替 代 （ reasonable
interchangeability），並非屬於同一市場495。關於 McWane 之主張，認為 FTC 並
未提出具體證據證明 FSP 對市場競爭造成封鎖或是不利影響，本案法院採納
Tampa Electric Co. v. Nashville Coal Co.案496之見解，認為所謂證據並非明顯清楚
之證據（clear evidence），而是只要證據顯示可能產生在相關市場中減弱競爭的
效果（probable effect）即可497。

494

Supra note 487, at 29, 44-46.
上訴法院並不贊同 McWane 的主張，不認為必須以「需求的交叉彈性」（cross-elasticity of
demand）來界定市場範圍。Supra note 487, at 25-26.
496
Tampa Electric Company v. Nashville Coal Company, 214 F. Supp. 647, 649 (M.D. Tenn. 1963).
497
Supra note 487, at 39.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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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維持市場影響之意圖，美國最高法院自 1949 年標準石油案498開始，一
律採行「實質封鎖效果」予以衡量：只要行為人所制定之獨家交易約定有造成
實質封鎖效果者即屬違法。在 Tampa 案中法院更明確表示：對於獨家交易之「推
定合法原則」需要考慮是否造成實質封鎖效果499。而美國實務在實質封鎖效果
的判定上，在 Tampa Electric500一案中法院表示須達到 40％的封鎖率，在微軟案
中則表示須達到 40％到 50％之封鎖比例（foreclosure percentage）501。但是在
McWane 案中，法院則表示 FTC 只要大約表示封鎖率即可，並不需要具體顯示。
FTC 所提出之證據毋須清楚顯示出有實質封鎖效果或是業已造成競爭市場的侵
害，只需要合理顯示對於競爭市場可能造成巨大影響502。
最後，儘管 McWane 引用 Roland mach. Co. v. Dresser Indus., Inc.一案503，認
為若訂立之獨家交易安排為短暫和可終止，則可推定為合法504。然而，在 McWane
案中，法院參照第三巡迴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Dentsply Int'l, Inc 案505之見解認
為，應該要以實際上是否影響（practical effect）實質競爭的角度思考。例如雖
然可以終止、但是仍有其他誘因促使經銷商繼續購買行為人之產品；對於「推
定合法原則」
，通常是需要證據顯示對於競爭有正面影響的行為，例如事業會降
低價格、或者提供更好服務506。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Standard Oil Co. of New Jersey v. United States, 221 U.S. 1 (1911).
Supra note 487, at 39-40.
Supra note 496.
Supra note 487, at 44-45.
Supra note 487, at 48.
749 F.2d 380, 395 (7th Cir.1984).
Supra note 487, at 35.
United States v. Dentsply Int'l, Inc., 399 F.3d 181 (3d Cir. 2005).
Supra note 487, at 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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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案分析
McWane 市占率達到 90％以上，雖然因 Star 進入市場，使其市占率逐年下
降，惟 McWane 本身在市場上仍係具有極大支配地位之提供商，其所簽訂之 FSP
以價格誘因與其他方式，包括販賣其他品牌之商品，將會延遲提供貨物、並取
消優惠（亦即忠誠回扣，loyalty rebates）等等，影響下游經銷商購買其他品牌
之商品的誘因。使得潛在之競爭者如果想要進入相關市場，必須提供更優惠之
經濟利益，或是品質更佳之產品。FSP 產生限制競爭機制類似第二章所整理的
Aghion 與 Bolton 兩位教授的分析507。此時競爭者之定價以及研發費用將會提高；
甚至可能有部分潛在競爭者因此而怯於進入相關市場，造成市場封鎖，阻礙市
場競爭。
在本案中，從事後來看，FSP 並未產生市場封鎖，McWane 的市占率逐年
下跌。然而法院與 FTC 仍然對 McWane 進行裁罰，顯見本案對於裁處之標準，
僅需行為上經經濟分析之結果將產生封鎖市場之可能，即足以成立。事實上，
在 FTC 內部討論中，部分委員對於舉證責任或者證據標準也有不同意見508。然
而競爭法的特點在於經濟體系的不確定性使得某些行為的可能後果呈現機率分
布，而非有確然結果。競爭主管機關往往須以「事前」
（ex ante）
、而非「事前」
（ex post）的角度進行裁決。

507

Aghion and Bolton (1987), supra note 21.
Steven Salop, Sharis Pozen, and Seward, “The Appropriate Legal Standard and Sufficient
Economic Evidence for Exclusive Dealing under Section 2: The FTC’s McWane Case,” working
paper (2014).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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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isai 案509 (美國)
本案法院將價格限制與原屬非價格限制之獨家交易行為綜合探討，並且明
確表示無論價格或是非價格之競爭限制均使用「合理原則」為審查，並非直接
認定為「當然違法」
。本案亦表明限制垂直競爭之原因係在促進經濟，並非保障
特定消費者，以及闡明對於部分市場產生封鎖之標準認定。
(1) 案由事實
Lovenox 是一種可注射之抗血凝結劑，由 Sanofi 公司販賣。此種藥物用於
治療與防止深靜脈血栓（DVT），並且在 1993 年時成為第一個被美國食品藥物
管制局（FDA）所同意使用含有低分子肝素之抗血凝結劑。至今，至少有七種
包含治療心臟病在內的 FDA 許可處方使用 Lovenox。而 Pfizer 公司所研發的
Fragmin 也是一種含有低分子肝素之注射性抗血凝結劑，在 2005 年授權給 Eisai
專屬經銷權。在 FDA 許可之處方中，有五種需要使用 Fragmin，有些用法與
Lovenox 相重疊，但是二種藥物各有其優缺點。在 LMWH（Low-molecular-weight
heparin）的相關市場中，Lovenox 占有 81％至 92.5％之市占率。Fragmin 則是第
二大市占率，大約 4.3％至 8.2％之間510。
Eisai 主張販賣 Lovenox 之公司 Sanofi 與大部分醫院所組成之醫療醫藥購買
組織（GPOs）成立相關契約，其中有部分關於「Lovenox Acute Contract Value
Program」
（下稱 Program）
，內容涉及市占率契約（market-share contract）
：如果
醫院使用 Lovenox 低於所有 LMWH 市場的 75％，只可享有 1％之折扣；但是若

509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Third Circuit.EISAI, INC., Appellant v. SANOFI AVENTIS U.S.,
LLC; Sanofi U.S. Services, Inc. f/k/a Sanofi–Aventis U.S. Inc.
510
在相關市場之中另外有 Innohep 和 Arixtra 兩種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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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高於 75％後，將依比例享有 9％至 30％之折扣511。此外並要求簽訂契約之醫
院，就 FDA 所允許使用 Lovenox 之處方，不得加入任何限制512。
Eisai 於 2008 年 8 月 18 日向紐澤西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主張該 Program 違
反休曼法第 1、2 條、克萊登法第 3 條以及紐澤西州之反托拉斯法，係屬故意違
法獨占市場、且實質上為違法之獨家交易，造成不合理之市場限制。然而，在
聽證會之後，地方法院認定證據不充足而判決 Eisai 敗訴。Eisai 上訴。
(2) 原告主張之事實與理由
Eisai 主張該 Program 給予醫院市占率折扣（market-share discounts）已造成
實質封鎖之效果、違反反托拉斯法。依據 Einer Elhauge 教授之專家報告，Eisai
主張該 Program 屬於違法之獨家交易契約。該報告認為在相關市場中，即使其
他競爭者之產品（比如 Fragmin）價格低於 Lovenox，也無法促使消費者部份改
變其交易對象：如果醫院想要增加購買其他競爭者之藥物時，原本 Lovenox 之
部分將會失去優惠；所以如果醫院有與 Sanofi 成立 Program，在同時可以使用
Lovenox 及 Fragmin 之處方中，醫院均會傾向於使用 Lovenox，而向 Sanofi 購買
513

。該報告最後指出，在這相互重疊的市場，將會形成一個「死亡區域（dead

zone）」
，跨越到 Fragmin 之市場，最後 Lovenox 可以封鎖 68％至 84％之相關市
場。且市場上有許多醫院本來想要向 Eisai 購買 Fragmin，但是因為該 Program
之存在，所以最後仍然選擇 Lovenox514。
511

市占率契約（market-share contract），是指賣家要求買家必須購買賣家品牌之產品達到市占
率一定比率。Zhijun Chen and Greg Shaffer, “Are Market-Share Contracts a Poor Man’s Exclusive
Dealing?” working paper, 1 (2016).
512
本案中原告有主張 Sanofi 對其他醫院散佈 Fragmin 相當不穩定和效用、安全存有疑義等消
息，然此部分與本計畫市場封鎖無甚相關，因此省略，不為討論。
513
Supra note 509, para 23.
514
Supra note 509, para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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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訴法院與地方法院之認定
本案地方法院同意 Sanofi 的主張，認為 Sanofi 之行為雖然給予相當之價格
折扣，但是 Sanofi 所訂立之價格仍然高於成本。即使以審查獨家交易之結構，
Eisai 無法證明其低市占率是由 Sanofi 所造成，其主張仍然因為證據不充足而無
法滿足反托拉斯之侵害要求。
上訴法院表明以「合理原則」審查獨家交易安排，原告必須提出被告行為
確實造成市場上實質封鎖效果、或是該行為可能造成限制競爭效果之依據515。
對於是否產生實質封鎖，本案法院認為 Eisai 所提出之證據僅限於全美 6000
家醫院，此數量尚不足以構成「實質封鎖效果」
。對於 Einer Elhauge 教授所述之
封鎖 68％至 84％之市場結果和所謂「死亡區域」之產生，是在「限制消費者必
須接受 Lovenox 的忠誠價格；如果消費者購買更高比例的其他競爭者之藥品，
消費者將會受到更高價格之處罰」的前提之下，換句話說，這是假設在接受
Lovenox 市占率折扣之消費者遭到封鎖無法向其他競爭者購買藥品之情況計算
而得。然而 Eisai 無法提出足夠之相關證據證明該市場造成封鎖或是可能造成封
鎖，自無法直接符合 Einer Elhauge 教授之經濟分析516。
另外， Eisai 所主張 之市場封鎖 必 需建立 在 治療心臟疾病之處 方 對於
Lovenox 均有很大需求。而事實上，在 Sanofi 與醫院所訂立之契約中包含許多
折扣、或是購買其他產品時的優惠517。這些均對消費者有極大利益。本案法院
515

本案法院開宗明義即敘述法院對於限制競爭之行為審視其是否違法，有兩種審查標準，即「當
然違法原則（per se illegality rule）」與「合理審查原則（rule of reason）」，通常只有在完全遏
止競爭可能之情況之下才會構成「當然違法」。而獨家交易之安排在經濟分析上仍有穩定價格
及充足穩定之銷貨來源等優點，Supra note 509, para 17.
516
Supra note 509, para 22-23.
517
本案法院進一步將本案事實與 LePage’s（前揭註 199）區分。法院認為 LePage’s 中的綑綁
（bundling）可能會使得潛在競爭者因為無法製造同樣範圍的產品而無法提供類似的交易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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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本案與 Dentsply 案518作一比較，認為通常會被認為違法獨家交易之情況是指
行為人以拒絕繼續供應來威脅購買其他品牌商品之消費者519。而在本案之中，
醫院中止購買 Lovenox 之後並不會受到任何懲罰、在取得 Lovenox 上也不會受
到任何阻礙；醫院仍能以原來的批發價購買 Lovenox520。準此，Eisai 並無提出
足夠證據證明該 Program 對於市場將產生實質封鎖之結果。
(4) 本案分析
與之前 McWane 類似，本案中所涉及的市占率折扣也是試圖以價格誘因達
到獨家交易的效果，也有可能造成市場封鎖521。此外，本案中 Sanofi 與醫院所
訂立之 Program，由於與 Fragmin 適用處方上有相重疊之處，故醫院可能因為大
量購買 Lovenox 以換取 Sanofi 所提供之優惠，這將使市場上只要與 Lovenox 重
疊之處方用藥市場產生封鎖。Sanofi 所使用之手段為給予醫院優惠之方式，交
易相對人可取得經濟上利益。從經濟學理來看，不完全重疊的處方適用或可視
為「多市場」的情形；則本案為數個廠商以單一產品在多市場競爭的狀況，在
分析上似乎可另行注意是否與過去研究有所差異。多市場的架構也可能表示必

此類的綑綁行為使得潛在競爭者被封鎖在市場外，而產生限制競爭效果。（“we found such
bundling anticompetitive because it could “foreclose portions of the market to a potential competitor
who does not manufacture an equally diverse group of products and who therefore cannot make a
comparable offer.”）但是本案中 Eisai 並未宣稱 Sanofi 的折扣是基於購買不同產品，而是對同
一產品的不同需求（“Eisai does not claim that Sanofi conditioned discounts on purchases across
various product lines, but on different types of demand for the same product.”）；因此無法直接適
用 LePage’s 的結果。Supra note 509, para 25.
518
Supra note 505.
519
“Dentsply, where we applied an exclusive dealing analysis because “the defendant threatened to
refuse to continue dealing with customers if customers purchased rival's products.” The threat to cut
off supply ultimately provided customers with no choice but to continue purchasing from the
defendants.” Supra note 509, para 26-27.
520
Supra note 509, para 26-27.
521
Chen and Shaffer (2016), supra note 511. Willard Tom, David Balto, and Neil Averitt,
“Anticompetitive Aspects of Market-Share Discounts and Other Incentives to Exclusive Dealing,” 67
Antitrust Law Journal, 615-639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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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考慮 Sanofi 有高市占率或許與 Sanofi 藥品的專屬市場的大小有關；而專屬市
場的大小可能又與其藥品性質、研發成果等有關，這些可能因素情境或許都值
得進一步考量。
3、 Post Danmark 案522（歐盟）
如同上開 McWane 的判決，本案法院對於是否產生市場損害之結果，並未
要求歐盟執委會舉證至可以明顯產生市場損害之結果（appreciable effect）
；本案
判決表示僅須達到「行為人有支配市場之可能並且該約定有可能造成市場損害
之結果」即可。對於實務上執法機關所需舉證程度之爭議，採納了較為寬鬆之
見解。
(1) 案由事實
本案被告 Post Danmark 郵務公司受到丹麥政府之授權，主要負責丹麥對世
界各地郵寄大宗信件、以及兩公斤以下包裹之郵政服務，具有合法的壟斷地位。
對於這兩項服務，丹麥政府要求 Post Danmark 公司必須使用統一之價目表，不
可因地域不同而為不同價格待遇。Post Danmark 與其客戶簽訂具有回溯效果
（retroactive effect）之回扣（rebate）契約，內容為：如果一家公司每年有 3000
件大宗信件，其價格為 300,000 丹麥克朗（DDK）523，該公司每年即可享有 6
％到 16％的回扣。
（此回扣為標準化方案、亦即所有客戶都是使用相同之回扣條
約）
。回扣條約同時約定，第一年依照信件數量決定回扣額度，但是到了最後一
年，將會調整與一開始數量不相符的客戶之回扣額度。倘若最後一年客戶的寄

522

JUDGMENT OF THE COURT (Second Chamber) 6 October 2015, In Case C-23/14,
Danmark A/S v Konkurrencerådet, intervener:Bring Citymail Danmark A/S.
523
約合 40,200 歐元、新台幣 143,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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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量減少，該客戶將會被要求償還前幾年的回扣。
原告 Bring City Danmark 來自挪威，進入丹麥郵政市場之後一直是 Post
Danmark 的巨大勁敵。但是 2006 年到 2009 年間所產生之額巨額虧損使得 Bring
City Danmark 在 2010 年時放棄了丹麥市場。Bring City Danmark 並在同年向歐
盟執委會投訴 Post Danmark 之回扣契約具有封鎖市場、影響競爭的情況。
(2) 被處分事業主張或抗辯
Post Danmark 向法院主張需要具體明確之標準來決定該計畫是否達到歐盟
運作條約第 102 條之對於「市場上排他性效果之影響」規則。並主張該回扣計
畫並無明顯排他性市場影響、回扣條款在市場上也無歧視性對待情形。因此該
回扣條約並未違法。
(3) 競爭法主管機關認定
歐盟執委會發現 Post Danmark 為丹麥國內重要的郵政公司，大約丹麥境內
95％的郵務市場都與其相關。Post Danmark 也享受著丹麥政府授權之利益，並
且丹麥有超過 70％大宗郵件市場受到 Post Danmark 之壟斷，Bring City Danmark
可以競爭的範圍只剩下 30％。另外，歐盟執委會也發現，消費者因該回扣約定
上的回 溯性 質和 每年 不斷擴 張的 回扣 率 ， 縱使消 費者 有其 他尚 未與 Post
Danmark 簽訂回扣契約之廣告信件業務，也不敢將該業務轉交給 Bring City
Danmark。
歐洲法院認為在認定忠誠回扣（loyalty rebates）或是折扣計畫是否具有反
競爭之排他性影響、因而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時，首先必必須探討行為
人在相關市場上是否具有主導地位；其次須審酌該回扣或是折扣計畫是否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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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進入市場、以及造成消費者難以在市場中自由選定其交易對象之情況。
此即認定行為人是否有濫用其市場影響地位以排除其他競爭者進入市場524。
在 Post Danmark 是否具有市場影響地位之認定上，歐洲法院同意歐盟執委
會之看法，認定 Post Danmark 在丹麥大宗郵件市場上具有壟斷地位525；並且表
示在判定回扣或是折扣計畫是否有造成濫用市場影響地位情況時，需要參酌所
有之情況、標準、規定，並注意市場影響地位在該計畫之下，所影響之範圍是
否在相關市場之內具有壓倒性之特別情況。另外，法院對於濫用市場影響力行
為之認定，將進一步審酌回扣或是折扣約定是否可以利用給予消費者之利益抵
銷掉限制競爭所帶來之損害526。在此部分，法院認為 Post Danmark 的回扣計畫
影響了市場中大部分的消費者，清楚可見該計畫將造成巨大影響527。
此外，對於 Post Danmark 主張歐盟執委會並沒有利用明確的標準和證據，
以證明該回扣計畫造成市場上反競爭之排他性情況。就此而言，通常歐洲法院
在選擇性定價（selective prices）、掠奪性定價（predatory prices）或是價格擠壓
（price squeeze, margin squeeze）等類型案例中，會利用同等有效競爭者測試
（as-efficient-competitor test）528來斷定是否對於市場產生封鎖效果。然而本案

524

Id., at para 29.
Id., at para 39.
526
Id., at para 48, 49.
527
Id., at para 50.
528
同等有效競爭者測試是指獨占市場之行為人所為之措施是否屬無法獲取利益之銷售，而該銷
售與經濟利益毫無相關，明顯專為反競爭排他之效果。法院需要先檢視獨占市場行為人之相關
成本（如平均總成本、長期平均成本、平均可避免成本及平均可變動成本），進而評估其所為
之行為（比如訂立回扣契約）。倘若行為人所定之價格係高於平均總成本或長期平均成本，則
應屬可獲取利益而非屬違法。倘若該行為人所定之價格係低於平均可避免成本或平均可變動成
本，即有違法之虞。又若行為人所定之價格係介於平均可避免成本或平均可變動成本與平均總
成本或長期平均成本間，而行為人並無回收所有成本，行為人亦恐有違法之虞。謝國廉，「歐
盟競爭法處理濫用獨占地位爭議之新標準-以英特爾案為中心」，政大智慧財產評論，第 10 卷
第 2 期，20（2012）。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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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認為，在回扣之相關案件之中，並不需要要求法院必須利用「同等有效競
爭者測試」
（as-efficient-competitor test）方式、在相關案件之中也難以利用該方
式來測試。換言之，本案法院認為「同等有效競爭者測試」只是其中一種方式、
並不是測量回扣計畫是否有封鎖效果之必要方式529。
對於 Post Danmark 認為該回扣計畫在市場中並沒有產生封鎖之結果，本案
法院依據 Konkurrensverket v TeliaSonera Sverige 案530之見解，認為行為是否造成
反競爭之結果不必然需要有具體的效果，只要顯示將會有排除具同效率競爭者
之 潛 在 可 能 性 就 足 夠 證 明 具 有 濫 用 支 配 行 為 531 。 另 外 ， 在 Hoffmann-La
Roche v Commission 一案532中，法院曾表示當有支配行為造成市場競爭結構弱化
之情況，即已構成市場影響地位支配性之濫用533。因此，本案法院認為，對於
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規定之解釋，回扣計畫在市場影響地位之濫用行為中，
只需達到可能產生反競爭排他性結果即可，不需要證明相關案例已經對市場競
爭產生嚴重影響或是極有可能產生（appreciable effect）之情況534。
(4) 本案分析
有學者認為，如果回扣條款在市場中已經造成了巨大的障礙，使競爭者難

529

Supra note 524, at para 62, para 75. 2014 年 Intel v. Commission 案（T-286/09, ‘the judgment
under appeal’, EU:T:2014:547）中歐盟普通法院（the General Court）亦表示，「同等有效競爭者
測試」只可以評估同等競爭者是否「不能」進入市場，對於是否「難以」進入市場則無法進行
評估；supra note 484, at 443.
530
Case C-52/09 [2011] ECR I-527.
531
“The Court has also held that, in order to establish whether such a practice is abusive, that practice
must have an anticompetitive effect on the market, but the effect does not necessarily have to be
concrete, and it is sufficient to demonstrate that there is an anticompetitive effect which may
potentially exclude competitors who are at least as efficient as the dominant undertaking.” Supra note
524, at para 66.
532
Case 85/76 [1979] ECR 461
533
Supra note 524, at para 72.
534
Supra note 524, at para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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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進入市場，已可視為支配地位（dominant position，或者「優勢地位」）濫用之
限制行為，對市場產生封鎖效果。亦有學者表示，同等有效競爭者測試過於不
明確，導致一般大眾無法知悉執委會所使用之標準為何，更甚者很可能會產生
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所以法院沒有義務利用同
等有效競爭者測試來評估535。在 2014 年 Intel 案中歐盟普通法院（the General
Court）亦曾表示，執法機關毋須對於排他性回扣計畫具有潛在性封鎖效果負有
舉證責任。但是在隨後的上訴中，歐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指出，歐盟執委會已經在該案中以「同等效率競爭者測試法」（“As Efficient
Competitor” test）等方式詳盡地分析 Intel 的忠誠回扣的市場封鎖效果，Intel 也
針對執委會的分析提出質疑，因此普通法院必須就 Intel 所提的所有論點一一分
析，發回普通法院536。Intel 案對於未來忠誠回扣等行為在歐洲的實務方向可能
有相當影響，競爭政策可能會走向更完整、詳盡的「合理原則」分析537。
在本案之中，Post Danmark 在愛爾蘭的郵政市場之中居於主導地位如同上
述，而 Post Danmark 所訂立之排他性回扣契約，其內容首先係以給予消費者回
535

參見謝國廉（2012），頁 29-30，前揭註 528。
“ If, in a decision finding a rebate scheme abusive, the Commission carries out such an analysis,
the General Court must examine all of the applicant’s arguments seeking to call into question the
validity of the Commission’s findings concerning the foreclosure capability of the rebate concerned.”
ECLI:EU:C:2017:632, para. 141. 歐洲法院的判決書可見於：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text=&docid=194082&pageIndex=0&doclang=E
N&mode=req&dir=&occ=first&part=1&cid=1633239 （最後瀏覽於 2017 年 11 月 15 日）。
537
在討論前案（Hoffmann-La Roche v Commission; and British Airways v Commission）時，歐洲
法院指出歐盟執委會必須分析排除「具同等效率競爭者」的可能（“it is also required to assess the
possible existence of a strategy aiming to exclude competitors that are at least as efficient as the
dominant undertaking from the market.”Supra note, para. 139.）；同時必須在封鎖效果必須與可能
的經濟效率之間權衡（“the exclusionary effect arising from such a system, which is
disadvantageous for competition, may be counterbalanced, or outweighed, by advantages in terms of
efficiency which also benefit the consumer (judgment of 15 March 2007, British Airways v
Commission, C-95/04 P, EU:C:2007:166, paragraph 86). That balancing of the favourable and
unfavourable effects of the practice in question on competition can be carried out in the Commission’s
decision only after an analysis of the intrinsic capacity of that practice to foreclose competitors which
are at least as efficient as the dominant undertaking.”Supra note, para. 140.）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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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之利益，就此部分，雖然將會造成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時降低定價與 Post
Danmark 競爭，然而定價降低雖然可能造成潛在競爭者獲利減低而怯於進入市
場，惟定價降低仍有利於消費者，故需衡量排他性回扣契約對限制競爭所帶來
之影響是否大於前開所述之消費者利益。此外，本案中的郵務市場可能基於郵
務據點設立之廣度要求而有一定程度的規模經濟。此外，本案也呈現「多市場」
的特徵，並且 Post Danmark 因獲得丹麥政府授權而獨占其中一個市場，可能因
此享受一定的規模經濟。則忠誠回扣所產生的價格誘因—消費者懼怕必須返還
過去回扣而產生的「鎖定效果」
（lock-in）的確可能使競爭者無法有效爭取顧客
而無法實現規模經濟。
4、 Ven den Bergh Foods Ltd 案538(歐盟)
本案法院提出對於 EEC 第 85 條第 3 款之豁免條款所謂之促進市場或是經
濟利益並非促進某一方之利益，而是對於市場有促進貨品分配及有助於科技和
經濟之進步。提供我國對於獨家交易是否對於整體市場經濟有助益提供標準。
(1) 案件事實
Ven den Bergh Foods Ltd（以下稱 HB）是一家在愛爾蘭的知名冰淇淋製造
公司，尤其最為有名的商品為可供即時消費的單捲冰淇淋（single-wrapped ice
creams for immediate consumption），以下稱為衝動冰淇淋「impulse ice-cream」。
歷年來 HB 也出租冰櫃給冰淇淋零售商，並且以只存放 HB 的冰淇淋為條件（稱
之為除外條款，exclusivity clause）免收租金或是僅收取名義上之租金。HB 並
負責冰櫃的維修；除非零售商故意過失（negligence），否則維修也是免費。這
538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THE FIRST INSTANCE (Fifth Chamber) 23 October
2003, In Case T-65/98, Ven den Bergh Foods Ltd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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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關於冰櫃的條款可由任一方於兩個月前通知對方便行終止。
Masterfoods Ltd 是一間美國 Mars 公司的子公司，於 1989 年進入愛爾蘭的
冰淇淋市場。同年夏天有許多冰淇淋零售商轉向購買 Mars 的商品，使得 HB 要
求這些零售商應該遵守該除外條款。
Mars 於 1990 年向愛爾蘭高等法院提起訴訟，主張該除外條款違反愛爾蘭
內國法及 EEC 第 85 條、第 86 條之規定539。另一方面，HB 對 Mars 公司違反該
除外條款之行為申請禁制令。愛爾蘭高等法院於 1990 年 4 月同意 HB 的禁制令，
並於 1992 年駁回 Mars 請求，同意 HB 擁有永久禁制令、限制 Mars 提供冰淇淋
冰櫃給零售商。Mars 向愛爾蘭最高法院上訴。另外，Mars 也於 1991 年 9 月 18
日向歐盟執委會舉發該除外條款違反 EEC 第 85 條及第 86 條之規定。之後愛爾
蘭境內的 Valley Ice Cream 公司之後也向執委會提起舉發。
歐盟執委會於 1993 年認定該除外條款違反 EEC 第 85 條、第 86 條之規定。
之後 HB 為了符合 EEC 第 85 條第 3 款之豁免條款之標準，修正除外條款並於
1995 年時通知執委會 HB 之更改內容。然而執委會於 1997 年時，向 HB 表示該
除外條款所為之修正仍不符合豁免規定。最後執委會於 1998 年認定 HB 違反
EEC 第 85、86 條之規定。
(2) 被處分事業主張或抗辯
HB 表示該除外條款有賦予零售商隨時終止契約之權利，所以對零售商並沒
有太大的契約拘束力。HB 亦主張歐盟執委會並無提出該排他條款是造成限制競
爭之原因，而事實上競爭品牌無法進入市場是因為其他品牌產品之品質太差，

539

為現行 TFEC 第 101、102 條。

306

並不是因為該排他條款所造成；故該排他條款對於市場並無實質封鎖效果。
HB 認為對於市場封鎖之評估，需要達到「零售商無法選擇其所欲使用之其
他品牌時」
，方屬 EEC 第 85 條規定之範圍；該排他條款並未達到此程度。歐盟
執委會亦高估該排他條款之效果。HB 提出：法院在採用 EEC 第 85 條的時候，
通常會採用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這是為了區分限制行為（restrictions of
conduct）和限制競爭（restrictions of competition），契約之雙方在訂立契約的時
候，無可避免的會產生限制行為，但是並不必然會有限制競爭之情況產生，合
理原則（rule of reason）就是提供法院判斷行為人之行為是否為單純限制行為或
是已產生限制競爭之情況。因此，HB 表示在合理原則之分析之下，該除外條款
對於整體市場可以促使其他競爭廠商提供更好的優惠給消費者或是給予更好的
產品，以提升消費者的利益，自非任意限制競爭之行為，且訂約之相對人可以
隨時終止契約，該除外條款充其量只是契約上之限制行為。
HB 並提出三點主張，認為該排他條款並不符合數量封鎖之效果。第一，法
院認為至少要有兩年半以上之封鎖期間方足以成立 540，而該排他條款隨時均可
中止。第二，競爭者需要被完全排除於相關市場，惟本案之競爭者仍然可利用
他們產品之優勢進入相關市場。第三，法院歷來見解認為對於產生封鎖效果之
看法需要達到限制市占率在 30％，然依據調查，在 47％的銷售點，零售商仍保
有空間可以投資擁有自己的冰櫃，占了冰淇淋的 80％銷量541。
(3) 競爭法主管機關認定
I.

歐盟執委會看法

540

T-7/93 Langnese-Iglo v Commission [1995] ECR II-1533 ; Supra note 538, at para, 43, 54.
“In the light of the Lansdowne survey, it is viable for a retailer to invest in his own freezer in 47%
of sales outlets, accounting for over 80% of total ice-cream turnover.” Supra note 538, at para, 59.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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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認為該排他條款應不符合於 EEC 第 85 條及第 86 條之規定。歐
盟執委會首先將市場地理區塊劃分為愛爾蘭境內之衝動冰淇淋，HB 在此市場內
長期具有支配市場之地問。1995 年時，HB 之市占率大約為 79％，並有大約 94
％之冰淇淋市場與 HB 相關。且該品牌不只是在愛爾蘭境內，在國際上亦有其
相當之知名度，故 HB 在該相關市場中居有相當之支配地位。
就該排他條款之部分，HB 提供便宜或是免費之冰櫃服務予零售商會使得冰
淇淋零售商傾向於購買 HB 之相關商品（比如衝動冰淇淋）
；且約定中亦載明該
冰櫃不可存放其他品牌之冰淇淋，這使簽訂排他條款之冰淇淋零售商將全部引
進 HB 品牌之冰淇淋542。另外，根據 1996 年對於使用冰櫃之市場調查大約僅有
17％不受到該除外條款之影響，這代表競爭者無法進入其他 83％之市場，明顯
形成實質封鎖。歐盟執委會亦不認為該排他條款可以帶給消費者利益，故不符
合 EEC 第 85 條第 3 款之豁免條款。該排他條款也對於其他想增加備份冰櫃或
是想購買新的冰櫃之零售商產生很大影響，使這些零售商不願自行購置、或者
向其他冰淇淋製造商購買冰櫃543。
對於零售商之隨時中止權部分，執委會發現因為經濟效益之影響，很少零
售商會中止使用 HB 冰櫃。執委會認為這是因為該排他條款將提供冰淇淋與提
542

“The Commission observes that the contested decision is simply intended to restore the
commercial freedom of retailers and so allow rival producers to compete on the merits of their
products. The real question is whether retailers, who are ultimately paying for the freezers in their
shops, should be free to stock the ice-cream brand of their choice in those freezers. The contested
decision has demonstrated the dilemma faced by retailers wishing to stock other brands of ice cream.
If, in order to sell non-HB ice cream, the retailer must either install an additional freezer or cease to
sell HB products, he will be reluctant to sell other brands. As a result, that outlet is closed off to any
rival brand, regardless of the merits of the product.” Supra note 538, at para, 63.
543
“The contested decision also shows that retailers who have no space but could replace an existing
freezer, either by a freezer supplied by another manufacturer or by their own freezer, are reluctant to
do so because replacing a freezer involves additional responsibilities like maintenance (for retailers
buying their own freezers) or the loss of HB products (for retailers taking a freezer from another
ice-cream manufacturer).” Supra note 538, at para,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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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冰櫃相互牽連之關係。執委會也不同意 HB 所主張 6％在相關市場之封鎖效果，
而認為 HB 封鎖效果已達 40％。在以上所提之情況下，執委會認為因為該排他
條款之存在致使市場上僅剩下極少空間能夠讓其他冰淇淋製造商進入市場。
II.

本案法院認定

對於 HB 主張歐盟執委會高估了該排他條款對市場封鎖之效果，法院調查
發現在 1996 年時，在愛爾蘭大約有 83％之冰淇淋零售業者向 HB 承租冰櫃，這
些零售商與 HB 之間均有簽訂該排他契約，這使冰櫃市場大約僅剩 17％。再者
根據其他的相關冰櫃市占率之調查，HB 所占有冰櫃之市占率均已達 60％以上，
準此，對於 HB 主張歐盟執委會高估限制範圍，尚難認同544。
另外，HB 主張競爭者無法進入市場原因是因為競爭者之產品品質低落。但
本案法院認為雖然 HB 的商品在消費者之間具有極高之評價而相當盛行，但是
執委會有具體之原因和證據指出，許多零售商本來可以存放衝動冰淇淋在其他
不同的冰櫃供應商之冰櫃之中，但因排他條款之存在，使零售商最後會選擇購
買 HB 的冰淇淋，以取得免租金之冰櫃。故對於 HB 主張零售商不願意去使用
其他製造商之產品與該排他條款無關，法院實難以同意545。
再者，HB 實行該排他條款之後，其他競爭者在愛爾蘭境內之衝動冰淇淋之
市占率有大幅下降，綜上所述該排他條款對競爭市場將產生可預見之影響
（appreciable effect）。故 HB 對於執委會評估事實上之明顯錯誤與適用 EEC 第
85 條第 1 款有違誤之主張尚不足採546。
本案法院與歐盟執委會亦指出 EEC 第 85 條第三款之豁免條款所謂之「利
544
545
546

Id., at para 86.
Id., at para 90.
Id., at para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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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並非市場中單一利益歸於某一方，而是對於市場有促進貨品分配及有助於
科技和經濟之進步，然該排他條款並沒有促進市場中貨物之分配，且在該制度
之中消費者無法得到合理分配之利益，該排他條款所帶來之利益無法抵銷對限
制競爭所帶來之損害。HB 對此並無進一步說明對市場、科技和經濟上有何助益
547

。

(4) 本案分析
本案之中，HB 於愛爾蘭境內為具有支配市場地位之冰淇淋提供商，且為提
供冰櫃出租，然而 HB 另外以出租之冰櫃禁止存放其他品牌之冰淇淋，且販賣
HB 品牌之冰淇淋及出租其冰櫃將享有租金免費或是其他相關折扣。就冰櫃在冰
淇淋零售的功能來看，HB 可謂承擔了能夠提升冰淇淋零售業的所需投資。而本
案中冰櫃作為投資的角色也饒富興味：從廠商大小與購買力的角度來看，HB 可
能較個別冰淇淋零售業者更具有談判能力、能夠取得較好的交易條件。因此 HB
可能是交易雙方中比較適合進行此項投資的一方。然而冰櫃也可以存放他廠冰
淇淋（否則就不需要此排他條款約定）
；引入獨家交易可以保護 HB 的投資誘因。
但是冰淇淋零售商的空間限制也使得新進廠商無法同樣以提供冰櫃與 HB 競爭。
獨家交易因此同時具有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效果。歐盟執委會與法院似乎較著
重後者效果。
從我們在第二章中所列舉的經濟理論來看，Fumagalli、Motta、與 Rønde 等
三位教授548所提出的理論似乎較接近本案情境，亦即獨占廠商以投資與獨家交
易進行市場封鎖。但是本案又稍有不同：本案中獨占廠商的交易對象為零售商。

547
548

Id., at para 130.
Fumagalli et al. (2012), supra note 124. 參見第二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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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magalli 等三位教授建立在終端消費者的理論能否適用於批發市場的獨家交易
與投資模型，則有待學界進一步探討。
5、 弘音多媒體案549(我國)
本案為我國今年之處分案，雖處分書之中未直言本案屬獨家交易契約，然
究其所定之契約內容，顯為獨家交易之約定。如此可窺知我國對於獨家交易案
件目前所探討之方式。
(1) 本案事實
弘音多媒體（下稱弘音）為台灣磁性記錄媒體市場之重要製造廠商，主
要業務包括錄影帶、錄音帶等磁性記錄媒體產品之製造、進出口、代理，並
且逐步將經營領域擴展至版權之採購以及各種軟體的製作和發行業務。
自民國 104 年開始，弘音向各經銷商分別收取經銷總金額 10％的「『弘音
精選 MIDI』熊讚」
（下稱熊讚）經銷權利金保證票據，並表示會視各經銷商執
行合約之情況優劣來決定是否退還該熊讚權利金保證票款（或稱發給經銷商獎
金）。其中所謂「情況優劣」中係指向弘音租用 MDS-655 電腦伴唱機（下稱
MDS-655）後，倘經銷商再承租他牌歌曲，則弘音每台 MDS-655 每月要多收
2,000 元租金之政策。
經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調查，103 年間各經銷商轉租 MDS-655
予放台主之價格約每月每台 3,600 元，放台主轉租給店家之價格約每台 MDS-655
（含其他硬體設備成本）每月 5,000 元至 7,500 元。104 年間各經銷商轉租
MDS-655 予放台主之價格約每月每台 3,900 元至 4,200 元（已含熊讚歌曲；熊
549

公處字第 106007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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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歌曲之市場價格約為每月 300 元至 600 元，部分經銷商並未收取）
，但如店家
有使用他牌歌曲之店家則每月每台加收 2,000 元（即 5,900 元至 6,200 元）
。放台
主轉租 MDS-655 予店家之價格約每台 MDS-655 28 每月 7,000、8,000 元至 13,000、
14,000 元（含硬體設備及維修服務），但如店家有同時使用他牌歌曲，則每台
MDS-655 另加收 2,000 元。
嗣後弘音被多家經銷商及台主檢舉該行為有不法壟斷市場，限制競爭與影
響交易等情，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20 條規定。
(2) 被處分事業主張或抗辯
弘音表示 MDS-655 伴唱機自 99 年推出以來，歌曲數量不斷增加，製作成
本亦不停升高，故弘音在 103 年中即打算在 104 年時對 MDS-655 伴唱機（含
伴唱歌曲）全面漲價 2,000 元租金。但是下游經銷商反映城鄉差距、店家營業情
況不同等，倘全面漲價可能有困難，弘音才推出熊讚歌曲（103 年 10 月 15 日
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新增歌曲數目約 450 首）， 讓經銷商比較容易對下游放台
主或店家說明為何 104 年 MDS-655 伴唱機（含伴唱歌曲）要漲價之原因。
弘音於 104 年經銷合約書中仍維持每台 MDS-655 每月 3,100 元的租金，
但是以向經銷商收取年度經銷總金額大約 10%金額的票據之方式來做為熊讚產
品線的權利金。該熊讚產品線之權利金為弘音營業收入。而該「弘音精選 MIDI」
熊讚經銷權利金付款明細等條款之規定，是指弘音會依經銷商的市場管理情況、
行政評比分數、經銷業務優劣（可能為 MDS-655 及熊讚產品線之推廣等）等
標準，來對下游經銷商給予適當獎勵。
弘音推出熊讚產品線本來是希望能經由下游經銷商對下游放台主或店家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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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價格，然其行為並非強制，下游店家仍可自由選擇是否承租熊讚產品線之歌
曲。倘店家選擇不承租熊讚產品線之歌曲，而經銷商是否有因為該店家生意較
好或營業時間較長等理由來調漲 MDS-655 之每月每台租金，弘音並不知悉。
放台主（或經銷商）向店家收取熊讚歌曲使用費並沒有一定的價格，有些放台
主（或經銷商）會看店家本來租金的高低來決定前數個月是否另外向店家收取
費用，但有些放台主（或經銷商）可能會看店家生意好壞來決定；而對生意好
的店家（或放台主）每台 MDS-655 多收取 300 元至 2,600 元不等之每月租
金。另外，對於產品上禁止使用其他品牌之規定及標示，弘音表示不清楚，其
並不知悉經銷商有無對下游放台主或店家表示「弘音要求經銷商對使用振陽公
司或美華公司等他牌歌曲店家，加收每台 MDS-655 每月 2,000 元之情事」，且
弘音對經銷商是否有依案關表單文字意思而對有使用他牌歌曲（如振陽公司、
美華公司、悅音公司）之下游店家加收每月每台 MDS-655 租金 2,000 元（或
稱取消優惠、不給予單機使用獎勵金）等情事，亦不了解。
(3) 競爭法主管機關認定
被處分人弘音係被檢舉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透過 MIDI 伴唱產品
（即 MDS-655 電腦伴唱機）經銷商，對有同時使用競爭品牌伴唱產品之下游
事業加收租金。
公平會在本案中將相關產品市場應界定為 MIDI 伴唱產品市場、地理市
場應界定為全國550。公平會並認為弘音享有 90％之市占率，下游事業對弘音之

550

公平會認為 MIDI 與大 V、小 V 等伴唱產品由於電腦音樂編碼格式不同，其電腦隨選視訊
伴唱系統亦不同，彼此間替代可能性低，取得授權之成本差異頗大。MIDI 伴唱產品多使用於
卡拉 OK 店或小吃店等，大 V、小 V 伴唱產品則使用於 KTV 或酒店等。就伴唱產品供應業
者而言，其經銷成本及通路（MIDI 之經銷商及放台主）並不相同。又 MIDI 伴唱產品係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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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唱產品（MDS-655，含 MIDI 歌曲）具有極高之依賴性；弘音顯然具有相當
市場力量。
弘音雖於經銷合約書及作業辦法訂立將以經銷商行政評比分數、經銷業務
優劣等為考量因素來發放獎勵金等情來決定返還 10％之權利金。但是多數經銷
商表示被處分人對於案關條款之執行方式及考核標準並未清楚說明，且實質上
係由被處分人單方決定是否給予獎勵及給予獎勵金之數額，故大部分經銷商一
開始即認定可能無法取回前揭熊讚權利金之票款，而作好自行吸收增加之經銷
成本的心理準備、或只能轉向下游放台主或店家加收每台 MDS-655 之每月租
金。亦有經銷商表示，其於 103 年底獲悉被處分人將於 104 年實施對有同時使
用他牌（競爭品牌）之伴唱歌曲之店家加收租金之罰款制度時，遂於 103 年底
發函告知相關經銷商與放台主，倘其下游店家因使用競爭事業之歌曲，將被被
處分人罰款。綜上所述，弘音所訂立返還標準即取消優惠之方式模糊不定，實
則係以是否利用其他廠牌之產品為依據，顯係不當限制競爭方式。
公平會依據上開理由認為弘音之行為已間接影響下游廠商之市場，利用其
市場支配地位迫使經銷商拒向其他廠商購買商品、並且對於新進競爭者產生極
高成本進入市場，顯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
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
(4) 本案分析

本案中弘音之行為以是否承租其他品牌之歌曲決定調漲每台伴唱機 2000
元之租金，此行為將造成如下游經銷商與放台主租用其他廠牌之歌曲時，其租
歌曲之詞曲著作權授權後製成的音樂著作。事業在取得相關詞曲授權後即得發行與經銷，並無
其他地理上之限制。前揭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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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弘音伴唱機之租金成本上升，而下游經銷商與放台主因此基於成本考量，而
拒與其他供應商租用其他歌曲。此行為可與 Aghion 與 Bolton 教授所言以約定違
約賠償進行部分封鎖的理論551互相對照。然而從另外角度來看，弘音提供之伴
唱機可供其他業者之歌曲使用，則功能似乎類似前案中之冰淇淋冰櫃552。此一
投資利益在我國競爭法分析之中，應扮演何種角色，頗值未來注意。
最後，如前所述，公平會處分書中並未明指弘音行為具備（以價格誘因誘
導之）獨家交易性質。另外一種可能的分析方式是以多產品的「搭售」角度解
讀弘音行為；亦即討論弘音在伴唱機產品的市場地位，以及伴唱歌曲市場的競
爭程度，弘音是否試圖以價格誘因汲取伴唱歌曲市場競爭者之利益、或者執行
水平封鎖。不同的切入角度之間如何調和，也值得未來探索。
三、

限制競爭之判斷因素或事由553

1、 造成市場封鎖效果554
如同第二章所分析，利用違約賠償555或者協調失靈556等機制，獨家交易之
訂立可以達到市場封鎖的效果。在衡量是否造成獨家交易之市場封鎖時，對於
為獨家交易之雙方當事人對於上、下市場之封鎖率，須予以評估，通常係以 30%
為市場封鎖基準557。

551

Aghion and Bolton (1987), supra note 21. 參見第二章第一節的討論。
歐盟 Ven den Bergh 案；前揭註 538。
553
前揭註 476，頁 20-25；前揭註 485，頁 41、42。
554
Vincent Verouden, “Vertical Agreements: Motivation and Impact,” 3 Issues i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1827 (2008).
555
Aghion and Bolton (1987), supra note 21.
556
Rasmusen et al. (1991), supra note 61; Segal and Whinston (2000), supra note 62.
557
前揭註 485。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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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削弱價格競爭
當消費者必須花費搜尋成本取得商品或者價格資訊時，製造商之間可以使
用獨家代理，讓每個零售商只販售單一製造商的產品，因而增加消費者的比價
困難度。當消費者不易比價時，製造商可以不必藉由降價來促使消費者購買商
品，因此軟化製造商之間的價格競爭558。
3、 限制消費者之購買自由
獨家交易通常會限制消費者不可向其他品牌之相對人進行交易，如為之將
會受到貨源短缺抑或是懲罰性之賠償，故在衡量獨家交易契約之時，需進一步
探討是否獨家交易會造成下游廠商選擇供貨商之自由。如果市場上僅剩單一商
品，製造商可自由提高價格、經銷商亦因取得貨物之成本提升，進而將提高之
成本轉嫁於消費者身上。如此將會降低經濟效率、造成社會資源不當分配。
四、

促進競爭之判斷因素或事由559

1、 成本之降低
製造商與經銷商成立獨家交易契約之後，製造商可以享有有正常穩定之銷
售管道，因而降低不少銷售費用或是廣告費用之支出。同時，對於經銷商而言，
也可以享有經常穩定之供貨來源，因此節省大量存貨所需之成本、亦可避免供
貨過剩之損害。
2、 防止搭便車之負面效果產生
獨家交易契約因製造商或是經銷商之一方限制他方向第三人取得或提供相
558
559

Verouden (2008), supra note 554, p. 1834.
前揭註 476，頁 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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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商品或服務，因此，製造商或經銷商可以透過獨家交易契約限制銷貨來源或
是售貨管道，如此一來，將會大大減少其他廠商強行或是乘機利用他人既有成
果之搭售情況。
3、 品質管制
獨家交易之訂立可以有效管制商品銷售管道，對於授權其他廠商製造相關
商品者亦可維持一定之品質管制。在有效維持品質之後，更可因有效之品質控
管，從而建立起自己所擁有之品牌與聲譽。

第四節
一、

地理區域與顧客限制560

定義及各國競爭法之規定

1、 定義
依公平會之見解，地理區域限制係指劃定特定之銷售範圍，限制交易相對
人僅能在所劃定之區域內銷售產品，不能越區銷售之限制交易行為；顧客限制
則係指，限制交易相對人僅能向特定人為交易或不為交易。進一步言之，事業
通常透過指定地區或客戶經銷商方式進行地域及顧客限制，亦即製造商或總經
銷商將一全國性之市場按地理區域或客戶屬性劃分為數個子市場，每一子市場
指定一或數個經銷商，並要求在該地區內之經銷商不得越區銷售。若僅就單一
廠牌而言，此限制將使得在每一子市場中，出現區域性之獨占或寡占的情況561。
此所涉及的是上下游廠商事業間的限制，性質上歸類於非價格之垂直限制。
560

本節內容由台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王相傑整理。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第十六版，175-176（2015）。網頁：
https://www.ftc.gov.tw/upload/08f79c45-ccf5-4fd3-aa27-01e22ac085a6.pdf（最後瀏覽日：2017 年 8
月 2 日）。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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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平法第 20 條第 5 款以及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28 條第 1 項之規定，地理
區域及顧客限制須依合理性原則之方法分析，需參酌限制競爭之效果、競爭之
態樣、廠商之市場地位或所涉及之交易金額、有無正當目的、是否有不限制競
爭之其他替代手段、以及涉案廠商為新進入市場之事業或是逐漸喪失競爭地位
之事業等因素，以判斷是否屬限制競爭之行為562。
2、 各國競爭法規定
(1) 美國
依休曼法第 1 條規定，任何契約結合托拉斯、其他形式的聯合或共謀以限
制州際、外國貿易的契約，都將被認定為違法563。條文中所稱之聯合行為，除
水平聯合行為外，亦包含垂直聯合行為，而地理區域與顧客限制既係上游廠商
與下游經銷商對於銷售市場的劃分，無論係以地理區域為劃分，抑或係以顧客
為劃分，均有形成獨占之可能，故此限制交易地區之行為，自應落入修曼法第
一條之規範中審查。而在 Sylvania 案564後，依美國最高法院見解，認為關於地
理區域限制以及顧客限制之審查均回歸合理原則判斷之。
(2) 歐盟之規定
依 TFEU 第 101 條565之規定，地理區域及顧客限制因涉及劃定特定市場而
有扭曲競爭之嫌，故自會落入本條之審查，依本條第 1 項判斷該事業是否限制
競爭之疑慮，抑或依本條第 3 項判斷是否有可豁免之情況。

562
563
564
565

前揭註 561，頁 176-177。
前揭註 356。
Supra note 258.
關於 TFEU 第 101 條之說明，請參前揭註 18。

318

歐盟委員會頒布「垂直限制集體豁免條例」
，對於 TFEU 第 101 條第 3 項的
豁免規定作出較為限縮的解釋，認為事業間之地理區域及顧客限制之約款除了
有限制競爭及損害消費者利益的情形外，縱其對於增進生產效率非不可或缺的，
且不論該事業的產品市占率為何，此已屬於嚴格限制競爭的手段，仍不能依第 3
項豁免。在「垂直限制處理原則」亦有提及，地理區域與顧客限制屬於「核心
限制」，在此情況下，除非買方對於契約之成立與事業所設定之地點限制無關，
否則縱交易當事人的市占率低於 30％，仍不能主張免除其責任566。
二、

各國重要案例及分析

1、 White Motor 案567（美國）
此案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次對於地理區域與顧客限制之約定表達見解，
雖無明確指出此類約款是否確實違反休曼法，但其認為若需進入反托拉斯法的
審查，則必須有證據證明其約款確實有破壞競爭之虞。此案對於之後的案例仍
有不小的影響。
(1) 案由事實
White Motor 是一家卡車及零件的製造商，透過批發商以及零售商將產品銷
售至市場，並與各經銷商與零售商之間契約約定，經銷商等下游廠商只能在Ｗ
hite Motor 所劃分的特定區域內販售；對於下游廠商所能轉售的對象亦有限制，
不得在未經Ｗhite Motor 同意的情況下就將其卡車及零件出售予聯邦或州政府
或其他事業規模較大的客戶。Ｗhite Motor 同時決定經銷商銷售的車輛或零件的
轉售價格以及經銷商出售零件或配件予特定客戶時的出售價格。
566
567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supra note, 187.
372 U.S. 253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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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司法部以Ｗhite Motor 違反休曼法第 1、3 條提起訴訟。聯邦地方法院
認為，White Motor 與其經銷商及零售商所為之約款，實質上等同於水平市場分
割及維持轉售價格，屬於「當然違法」之行為，故以簡易判決判定Ｗhite Motor
違反休曼法而敗訴。就制定價格之部分，White Motor 再無爭執，惟就地理區域
及客戶限制之部分，White Motor 隨後提起上訴。
(2) 被處分事業主張或抗辯
White Motor 在地方法院提出幾項抗辯事由。針對地區限制的部分，White
Motor 認為區域限制條款有其必要，使上訴人能與其他上游廠商競爭。理論上雖
然可以在全國各地廣設零售店，直接向客戶出售其產品，但是需要高成本且廣
泛銷售組織；唯一可行的方法是透過經銷商或零售商系統等下游廠商向客戶出
售其產品。又為了使該零售系統能在市場上有效競爭，經銷商或零售商必須在
各自不同的領域內向不同的客戶出售產品。White Motor 認為其經銷商和零售商
應集中力量，以對抗與其他卡車製造商、獲得最大的銷售額，故劃分不同領域，
以避免不同之經銷商在同一地區中互相銷售給同一群客戶。
而在顧客限制的部分，White Motor 主張如聯邦政府、州政府等規模較大的
客戶，訂單數量較多，並且製造商之間會激烈競爭此類客戶。這些客戶所應該
要享有的適當的折扣或完善的售後服務，而 White Motor 對於其產品更加了解，
可以提供較為完善之服務。。若下游廠商任意地向這些客戶販售卡車或零件，
可能反而會使這些重要客戶不滿意。White Motor 並認為在許多情況下，如符合
公眾利益、市場效率等等情形，客戶銷售限制應該是合理的，故經銷商應該被
限制轉售產品與某些類別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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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高法院見解
最高法院並沒有明確表示Ｗhite Motor 之行為是否屬於
「當然違法」
之行為，
抑或是用「合理原則」來判斷其行為之適法性。惟其認為垂直地域限制可能破
壞競爭、也可能沒有。法院認為並沒有足夠的經濟及商業上的資料可以認定個
案中的經銷商與供應商間所為之安排是否違法568。換言之，在本案中對於Ｗhite
Motor 強加於經銷商或零售商上之限制是否違反休曼法，由於欠缺證據以證明地
理區域及顧客限制的約款對於經濟和商業間確實有實際上的影響，因此對於是
否有破壞競爭之虞尚無定論，不得以此認為Ｗhite Motor 違反休曼法。最高法院
因此將原本的簡易判決廢棄發回下級法院。
(4) 本案分析
本案以及之後兩個案件為地域或顧客限制的經典案例。我們可以觀察從本
案到 Sylvania 案、短短的 15 年之間，美國最高法院對於地域與顧客限制的判斷
的大幅轉變。而從今日的觀點從新觀察本案，則焦點似乎仍然集中在「品牌間
競爭」或者「品牌內競爭」
、垂直限制是否能有效促進零售服務、以及零售服務
是否能提升社會福利。
2、 Schwinn 案569（美國）
最高法院在本案中以產品所有權有無移轉來判斷該供應商與經銷商所約定
之地理區域及客戶限制係以「當然違法」或「合理原則」來判斷。此為美國最
高法院早期之見解。

568
569

Id., at Page 372 U. S. 264.
388 U.S. 365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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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由事實
Schwinn 是一家腳踏車及其零件的製造商。1951 年 Schwinn 在自行車市場
中最大的市占率達到 22.8%，而至 1961 年市占率僅剩 12.8%570。Schwinn 以零
售商為主要販賣管道，包括：一、賣斷給經銷商；二、將產品在零售商處寄售
（consignment）、三、其他特約零售商571等方式。Schwinn 與旗下之 22 間經銷
商的經銷契約中約定，限制經銷商僅能在其各自負責的特定的區域內販售產品，
故此形成了地理區域限制；Schwinn 亦要求加盟零售商（franchised retailers）僅
能向消費者出售，不得再轉售與其他未經 Schwinn 授權之零售商，此則形成顧
客限制。
美國司法部認為 Schwinn 的這兩項限制違反修曼法第 1 條之規定，向聯邦
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聯邦地方法院判決 Schwinn 勝訴，故司法部就此提起上訴。
(2) 最高法院見解
最高法院認為，在休曼法的概念下，當產品的所有權與控制權移轉後，製
造商自不得對該產品的轉售再做限制。若允許製造商得為限制，則將使得特許
經營以及對於經銷之限制成為常態，而非在適當且有力的競爭環境下可允許的
作法，因為大多數商品是通過購買和銷售的方式來分配的572。

570

對比 1961 年當時的市場領導者，在 1951 年時僅有 11.8%的市占率，到 1961 年時則有 22.8%
的市占率。
571
亦即所謂「Schwinn Plan」中的零售商，可以直接從 Schwinn 進貨、並享用 Schwinn 所提供
的信用周轉等等。
572
Id., at page 388 U. S. 380,“Such restraints are so obviously destructive of competition that their
mere existence is enough. If the manufacturer parts with dominion over his product or transfers risk of
loss to another, he may not reserve control over its destiny or the conditions of its resale. To permit
this would sanction franchising and confinement of distribution as the ordinary, instead of the unusual,
method which may be permissible in an appropriate and impelling competitive setting, since most
merchandise is distributed by means of purchase and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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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認為聯邦地方地院以「合理原則」審查經銷商與供應商之約定，
判定 Schwinn 的行為有促競爭的正面影響的看法故非無據。然而在本案中，
Schwinn 既然已將部分產品賣斷予經銷商，則對於該部分之產品自不得再為地理
區域以及顧客限制；故此部分之約款屬當然違法573。在代理或寄售的部分，由
於產品所有權未移轉，故對於此類產品所為之地理區域及顧客限制，則回歸合
理原則來判斷之。
(3) 本案分析
最高法院在本案中係以產品所有權移轉與否，來判斷是否可為相關之垂直
限制，惟其未考量對競爭、市場及其他因素之影響，是否恰當，亦有許多爭議，
此見解亦在下述之 Sylvania 案中被推翻。
本案中，最大的爭議之處即是在於以產品之所有權或銷售風險已轉與否，
來判斷供應商與經銷商之間的契約係適用「當然違法原則」抑或是「合理原則」，
此一標準是否恰當，不無疑問。Stewart 法官在不同意見書中認為，最高法院所
提出之此項標準實屬過於僵化，其應係源自於習慣法上關於財產權轉讓的限制
（ancient rule against restraints on alienation）
。在幾個世紀以前，也許可以假設，
當製造商將其產品出賣給中間人後，其就已經無合法的利益，也就是其不得再
干涉經銷商之經銷商方式，但是這樣的假設在行銷政策複雜、大量廣告以及垂
直整合之製造商兼經銷商十分常見之現代，上開轉讓之限制，在涉及這種經銷
關係時，自應限縮適用574。此外，這使得法院的判決，將取決與製造商與經銷
商之間的契約關係被認定係「買賣」或「代理」而有不同，這將會忽略經濟及

573
574

Id., at page 388 U. S. 383.
Id., at page 388 U. S.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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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上的其他資訊，換言之，其不以對於市場所造成的實質上的差異，而係僅
以形式上的差異，也就是契約的經銷種類為判斷，這亦跟過去最高法院的見解
相悖575。
3、 GTE Sylvania576案（美國）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廢棄了上開 Schwinn 案中的標準，認為地理區域或顧
客限制的合法性不應單以所有權移轉於否而為形式認定，而應參酌該限制對於
市場之影響、有無破壞競爭之虞來判斷之，也就是回歸合理原則來認定；此亦
為美國現行之主流見解。從本案後，關於地理區域及顧客限制現在多以合理原
則來判斷其合法與否。
(1) 案由事實
Sylvania 為一家電視之製造商。在 1962 年之前，Sylvania 的市占率下降至
全國電視銷售額的 1％至 2％，因此 Sylvania 對其銷售策略進行了重新評估，並
於 1962 年通過了許可經銷的計劃。之後，Sylvania 逐步淘汰其原先之經銷商，
開始將其電視直接銷售給規模較小、選擇性較強的專營零售商集團。為了吸引
更積極和有能力的零售商以提高公司的市場地位，Sylvania 限制特定地區授權的
數量，並要求每一經銷商僅在其經銷之地區出售其產品。授權經銷並不構成區
域獨占，且依據各經銷商之成敗，Sylvania 有權可以增加地區中零售商的數量。
此經銷策略之後成功提高了 Sylvania 的市占率。
本件訴訟的起因係源自於製造商與經銷商的關係破裂。在 1965 年，Sylvania

575
576

Id., at page 388 U. S. 394.
Supra note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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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舊金山地區的銷售表現不甚滿意，故決定在該地區新增一間加盟店，。新
加盟店距離原本的加盟店 Continental TV 僅有一英里而已，因此引起 Continental
TV 的抗議，要求取消設置該加盟店，惟 Sylvania 並無聽從其要求。兩者之後在
業務運作上迭有爭執，使得 Sylvania 終止其與 Continental TV 間之經銷契約。隨
後 Continental TV 提起訴訟，認為 Sylvania 在加盟契約中的地理區域限制約款已
違反休曼法第 1 條。
(2) 被處分事業之主張或抗辯
Sylvania 主張不應適用 Schwinn 案之標準。縱法院認為此二案件之情節相似，
Schwinn 案標準實應廢棄而不應適用於本案中。
(3) 最高法院見解
聯邦地方法院一開始依照 Schwinn 案的標準，以產品所有權是否移轉來判
斷地理區域限制約款的合法性。上訴至二審法院後，上訴法院認為本案與
Schwinn 案在對於限制的情形、競爭的影響、經銷商之市占率等等均有不同，故
不能直接適用 Schwinn 案的標準577。
最高法院則認為 Schwinn 與 Sylvania 均想要透過各自的經銷系統來減少其
零售商間之品牌內競爭。這些限制使得 Schwinn 與 Sylvania 能夠避免經銷商在
經銷契約所規定的領域外販賣產品，進而控制競爭。縱然 Sylvania 所為的地理
區域及顧客限制約款與 Schwinn 案中的限制不同（Schwinn 同時限制其經銷商之
銷售活動），此兩者之意圖以及其所對於競爭的影響仍係不可區分578。

577
578

Id., at page 433 U. S. 42.
Id., at page 433 U. S.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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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認為藉由限制某一產品賣家數量的垂直限制，例如地理區域限制，
會減少品牌內的競爭。儘管品牌內的競爭可能會降低，但是消費者仍然可以跑
到其他經銷商的經銷區域、或者購買其他品牌產品，不是只能被動地接受零售
商的「剝削」
。而這些因素都不受製造商與零售商之間商品交易形式的不同而有
影響。此外，最高法院也認為垂直限制可以提升經銷體系的經營效率、進而促
進品牌間競爭579。
最後，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廢棄 Schwinn 案的判斷標準，認為 Schwinn 案僅
依所有權是否移轉來判斷地理區域限制是否合法，此一標準實屬過於僵化，且
無適當之理由支持580。最高法院認為關於垂直限制的行為仍應回歸合理原則來
判斷581。
(4) 本案分析
本案中，最高法院認為除了品牌內的競爭外，品牌間的競爭亦是反托拉斯
所關注的，蓋地理區限制除了能夠減少同一製造商在特定區域內之經銷商數量，
也就是減少品牌內競爭外，同時亦可能導致消費者選擇別家製造商之結果，而
促進品牌間之競爭，故此兩者孰輕孰重，如何權衡，本文同最高法院之見解，
認為自應依個案中依製造商之意圖或對於競爭所造成的影響，依合理原則來判
579

Id., at page 433 U. S. 55, “Vertical restrictions reduce intrabrand competition by limiting the
number of sellers of a particular product competing for the business of a given group of buyers.
Location restrictions have this effect because of prac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effective marketing area
of retail outlets. Although intrabrand competition may be reduced, the ability of retailers to exploit the
resulting market may be limited both by the ability of consumers to travel to other franchised
locations and,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to purchase the competing products of other manufacturers.
None of these key variables, however, is affected by the form of the transaction by which a
manufacturer conveys his products to the retailers. Vertical restrictions promote interbrand
competition by allowing the manufacturer to achieve certain efficienci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is
products.”
580
Id., at page 433 U. S. 58.
581
Id., at page 433 U. S.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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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之。
而本案背景—Sylnia 從原本一間市占率逐漸縮水、甚至可能被淘汰的公司，
到重新整頓經銷系統，採行包括劃分地域限制在內的垂直限制，因而逐漸提高
競爭力、回復市占—或許為垂直限制「以限制品牌內競爭來促進品牌間競爭」
的競爭效果提供最好見證。
4、 Consten and Grundig 案582（歐盟）
本案屬於歐盟法院較早期的判決，其中表達歐盟對於單一市場的重視，亦
即成員國間應盡量消除可能之貿易障礙，以整合各國之市場，形成單一之市場。
此一判決對於其後的案件具有廣泛的影響。
(1) 案由事實
1957 年 4 月 1 日，德國公司 Grundig-Verkaufs- GmbH 和法國公司 Établisse
ments Consten 簽約，Consten 被指定為 Grundig 在法國領土內的獨家代理商。這
個授權契約適用於 Grundig 所製造的電話聽筒、錄音機、電視及其修理所需之
零件和配件等等。Consten 承諾會購買 Grundig 所出口一定比例數量之產品至法
國，並且適當地宣傳、成立維修的工作站等等，並同意不販賣與 Grundig 相競
爭之其他廠商產品。Grundig 亦此同意授與 Consten 獨家零售權。而為了銷售
Grundig 的產品，Consten 亦被授與 Grundig 公司商標的使用權，並且在 1957 年
10 月 3 日在法國以 GINT (Grundig International)之商標註冊。Consten 在 1959 年
1 月 13 日聲明該商標僅用於由德國 Grundig 公司生產的電器；一旦 Consten 不
再是獨家的經銷商，則此商標權就將轉讓給 Grundig，或註銷此商標。
582

Case 56 & 58/64, [1966] CMLR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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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1 年 4 月以來，儘管 Grundig 對於其產品之出口設下限制，另一法國
廠商 UNEF 公司仍向德國的其他交易商購買 Grundig 的電器產品、再以比
Consten 所設定的更優惠的價格將這些貨物轉售給法國零售商。
Consten 對 UNEF 提出了包括不公平競爭與侵害商標權的兩項訴訟，並在初
審均勝訴。惟在 UNEF 提出上訴後，巴黎上訴法院認為在歐盟執委會對於
Consten 與 Grundig 之間的授權契約以及其商標的使用契約是否違反 EEC 第 85
條（現為 TFEU 第 101 條）作出裁定前，應先停止程序。而後執委會認為 Consten
與 Grundig 確實有違反 ECC 第 85 條之情事，且不適用 EEC 第 85 條第 3 項之豁
免規定。Grundig 和 Consten 隨後提起上訴。
(2) 被處分事業主張或抗辯
本案中 Consten 與 Consten 互為上、下游廠商的關係。Consten 與 Grundig
主張 EEC 第 85 條的適用範圍僅包含水平聯合行為，不包含垂直聯合行為，而
歐盟執委會亦未說明為何 EEC 第 85 條可以適用於垂直聯合行為583。且 Grundig
主張其與 Consten 的契約 Consten 並無產生限制競爭的效果；執委會也未具體指
出其契約對於限制競爭所造成的效果為何，僅以形式判斷、認定違法584。
(3) 競爭法主管機關認定
歐盟執委會認為 EEC 第 85 條的適用範圍非由垂直或水平聯合行為來區分，
因此並非垂直聯合行為即無適用。判斷會員國之間的競爭和貿易的扭曲所適用
標準應以其協議的目的或對於經濟的影響而決定，而不是根據協議的性質為水

583
584

Id., at 308.
Id., at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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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或垂直協議來判斷。歐盟執委會認為本案涉及的協議本身無庸置疑地給予
Consten 地理區域的保護，否則 Consten 跟 Grundig 也不會對 UNEF 提起訴訟585。
執委會根據 Consten 與 Grundig 之間協議的目的、而非對市場的影響，認定其違
反 ECC 第 85 條586。
(4) 歐盟法院見解
法院認為 EEC 第 85 條涵蓋在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中扭曲競爭的
所有協議，與這些協議對象為同一水平的競爭對手（即水平聯合）或者彼此之
間無競爭的企業（即垂直聯合）無關。在條約並無明文的情形下，自不得將其
限縮適用於水平聯合之情況。此外，EEC 第 85 條中所謂的扭曲競爭，除了透過
協議限制雙方外，亦可以透過協議避免或限制其中一方與第三方可能發生的競
爭，例如犧牲消費者的利益以換取協議當事人之間更大的利益587。
再者，EEC 的立法目的即在於廢除成員國間的障礙，這樣的精神在第 85
條第 1 項中，充分的體現出來588，而本案中 Grundig 間接地不向契約所約定區
域範圍內的第三方提供其產品，這樣的約款明顯地具有限制競爭的性質。此外，
Consten 在法國所註冊的 GINT 商標係藉由法律對於產業財產權（industrial
property） 589 的保護，以增強上開限制的保護、避免其他業者在法國平行輸入
Grundig 產品，使得沒有第三方可以從其他國家進口 Grundig 的產品至法國轉售
585

Id., at 308.
Id., at 311, “Defendant (Commission) asserts that the decision found that the agreement infringes
Article 85 (1) not because of its effects but because of its object.”
587
Id., at 339.
588
Id., at 340, “The Treaty, whose preamble and content aim at abolishing the barriers between States,
and which in several provisions gives evidence of a stern attitude with regard to their reappearance,
could not allow undertakings to reconstruct such barriers.”
589
歐盟將專利、商標、工業設計等稱之為產業財產權，為智慧財產權的一部分。參見
http://www.europarl.europa.eu/atyourservice/en/displayFtu.html?ftuId=FTU_3.2.4.html（最後瀏覽於
2017 年 11 月 30 日）。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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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用負擔任何法律風險。
這些情況導致法國市場的孤立，使得 Consten 可以在避免有效率的競爭之
下以較高的價格販售產品。此外，越多的製造商成功地將其產品獨特性對消費
者區分出來，生產者之間的有效競爭就越少。考量到經銷成本對總體成本的巨
大影響，似乎也應該要刺激經銷商之間的競爭，尤其是品牌內競爭，以降低經
銷成本。由於 Grundig 與 Consten 的協議旨在將 Grundig 此一知名品牌的法國市
場從共同體市場隔離出來，自應屬扭曲共同市場中的競爭590。因此，歐盟法院
同意執委會的看法，認為該協議違反 EEC 第 85 條第 1 項591。
(5) 本案分析
本案中，Grundig 與 Consten 所簽訂的經銷契約，將 Grundig 在法國的經銷
權全權交由 Consten 負責，並要求其他經銷商不得於法國境內販售 Grundig 的產
品，使得 Consten 在此區域內取得獨家之權利，此行為劃分係以區域劃分了市
場，形成區域限制，且 Consten 以 Grundig 之品牌為商標在法國註冊，乃係為鞏
固此一區域限制。經銷契約之約定使得特定區域內之經銷商數量僅存依家，此
將會減少品牌內的競爭，使得經銷商間之競爭減少。但本案中似乎未見提升服
務或者促進品牌間競爭的討論。
此外，本案中的區域限制導致在區域內與區域外之同一商品，卻有不同之
價格，對於歐盟此一重視共同市場之經濟體來說，有可能助長價格歧視。
590

Id., at 343, “Because of the considerable impact of distribution costs on the aggregate cost price, it
seems important that competition between dealers should also be stimulated. The efforts of the dealer
are stimulated by competition between distributors of products of the same make. Since the agreement
thus aims at isolating the French market for Grundig products and maintaining artificially, for
products of a very well-known brand, separate national markets within the Community, it is therefore
such as to distort competition in the Common Market.”
59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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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就商標權之部分，則會涉及權利耗盡的問題。本案中，UNEF 既係
在德國經正常之管道購買 Grundig 之商品，則該商品之商標權應已耗盡，故
UNEF 在法國轉賣時，Consten 應不得再行使商標權，然其卻仍為侵害商標權之
主張，故此時由競爭法介入審查其是否有破壞競爭之虞，應屬適當。
5、 Floras Bookshops 案592（歐盟）
本案涉及歐盟執委會開啟調查程序所需考慮之因素。執委會於本案中說明
對於開啟調查程序與否尚無明確之標準，惟本案所列舉因素似可以作為基準，
在個案中復依據不同情況而採不同適用。
(1) 案由事實
檢舉人向歐盟執委會檢舉，主張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UP）
、Burlington
Books（Burlington）、及 Pearson PLC（Pearson）違反 TFEU 第 101 條，就系爭
英文學習書籍有限制經銷商銷售地理區域以及違法限制轉售價格的約定。檢舉
人稱其嘗試從從希臘以外的 OUP、Burlington 和 Pearson 或其他出版商訂購圖書，
但出版商和經銷商拒絕在希臘向檢舉人出售書籍。檢舉人主張，OUP、Pearson
及 Burlington 已經與各成員國內與經銷商訂立關於其圖書的獨家經銷契約，並
終止直接銷售給其他經銷商（如檢舉人）。且 OUP、Burlington 和 Pearson 與獨
家經銷商的契約包括被動和積極的銷售限制，禁止在經銷商專屬地區之外的銷
售，包括跨境銷售，此即形成地理區域的限制。

592

Case COMP 39771. 此案亦涉及維持轉售價格之討論，請參照該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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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競爭法主管機關認定
基於行政資源之有限，執委會在決定其是否發動案件的調查時，雖無固定
之標準，但有其考慮的因素593：行為對於內部市場運作的潛在影響的重要性、
發現侵害行為之可能性、調查成本之考量。執委會可以優先調查這三個標準中
的兩個標準，或者依靠完全不同的標準，例如：考慮到國家法院或國家競爭法
主管機關將可更妥適的審查檢舉人的主張，或者該申訴涉及之行為已經停止且
不繼續產生影響。
本案中，執委會認為調查被檢舉人的跨境限制銷售所需的花費和其對市場
的實際運作影響相比，兩者不成比例，縱開啟調查，其行為對於歐盟內部市場
實際運作的影響亦屬有限。蓋檢舉人所主張的不當限制均侷限於希臘境內，且
就此部分已由希臘競爭法主管機關處理，被檢舉人沒有其他實質證據可以指謫
被檢舉人之行為侵害希臘以外的市場，亦無明確證據指出出版商和銷商間有所
謂的被動銷售限制，故執委會駁回檢舉人之請求。
(3) 本案分析
如同第二節在同一案的討論，開啟調查程序時，歐盟執委會必須考慮侵害
之可能性、侵害之所造成影響、以及調查所需花費之勞力、時間等等。蓋考量
歐盟市場之廣大，執委會實不可能就每一件申訴案均詳細調查，故以上開因素
為考量，似可有效避免將資源浪費在不成立的案件上而節省成本。

593

此標準在維持轉售價格之部分亦有提及，請參前揭註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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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urphy 案594（歐盟）
本案涉及爭議包括：法院在適用 TFEU 時所應參考之標準、著作權等智慧
財產權之專屬授權契約是否本身即帶有限制競爭之目的而違反 TFEU、以及在著
作權之專屬授權契約與 TFEU 達成歐洲單一市場之立法目的相衝突時，應如何
調和等問題。其中前二點頗值參考，第三點則為歐盟根據本身政治目的而特有
之考量。
(1) 案由事實
英格蘭足球超級聯盟(English Football Association Primer League ; 後稱
FAPL)負責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Premier League；PL）的比賽錄製、電視轉播
等業務，也就是其透過電視廣播，向公眾提供體育競賽的視聽內容。FAPL 基於
地區性與時效性授予轉播權給其他電視廣播業者，被授權者在特定區域內取得
具有排他性的轉播。了確保此種排他性，在 FAPL 與廣播業者的授權契約中有
對於廣播訊號加密之要求595。
FAPL 發現英國的一些餐廳或酒吧使用外國的解碼器以收看 PL 的賽事，例
如一間酒吧的經理 Karen Murphy 向希臘的廣播平台業者 NOVA 購買解碼器，使
其可以在希臘廣播業者被授權的領域外（亦即英國）接收信號、播放轉播內容。
FAPL 及其他的平台業者向英國法院提出訴訟，主張希臘業者及英國的酒吧
594

Case C-429/08.
授權契約中要求：Ａ.每一個廣播業者都必須確保在該被授權之領域以外能夠被接收的所有
廣播訊號（特別是通過衛星傳送的）都被安全的加密，而且不能以未加密的形式被接收（“each
broadcaster to ensure that all of its broadcasts capable of being received outside that territory–in
particular those transmitted by satellite–are encrypted securely and cannot be received in
unencrypted form.”）；以及 B. 廣播業者必須保證不得故意讓任何人在領域外收看節目而供應
解碼裝置（“broadcasters must ensure that no device is knowingly authorised so as to permit anyone
to view their transmissions outside the territory concerned.”）。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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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 Murphy 已侵害其著作權596。而 FAPL 與廣播業者間所為之授權契約是否有
區域獨占而造成限制競爭的疑慮，則由法院進一步為反競爭之審查。
(2) 法院見解
法院認為應按兩個標準判斷地理區域限制的協議是否會落在 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所禁止的範圍裡：第一、協議是否帶有限制、避免或破壞競爭的目的？
第二、這樣的協議對於競爭所造成的影響為何？
這兩個標準可以相互替代，只要滿足其一該協議即落入 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的範圍、而屬無效597。
本案中 FAPL 主張其授權之程序有經廣播業者公平競價，且此協議之目的
在於最佳化其轉播權的商業價值，藉由區隔被授權人與其他競爭對手以提高其
創造收入之能力。
法院認為此種涉及智慧財產權的專屬授權制度，僅係擁有智慧財產的權利
人向被授權人授與在特定國之國內廣播的權利，並且禁止其他人在特定區域或
期間內傳播，不足以認為這樣的協議具有反競爭的目的598。
然而，關於行使專屬授權所造成的區域限制，法院則認為若一項協議可能
會造成國家市場間的分割，則等同於在阻止 TFUE 形成單一市場的目標，自應
不得為之。協議中有分化國家市場的目標，包括根據國家的邊界來劃分、或者
是使得滲透不同國家市場變得更困難，原則上均會被認為協議目的在於限制

596
597
598

就廣播業者與 Murphy 是否侵害 FAPL 之著作權，由於與本研究計畫較無關聯，故不贅述。
Supra note 594, at para 135.
Id, at para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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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所指的競爭599。
而在本案中，FAPL 行使有排他性的專屬授權轉播應係法律所允許。而其他
授權契約中的附加義務，例如禁止廣播業者在授權領域外使用該解碼裝置等，
乃為保證他人遵守區域限制，等同於被授權的轉播業者在被授權範圍內具有絕
對的區域性獨占，因此破壞轉播業者間的競爭。FAPL 並沒有提出其他本於法律
或經濟的情況來正當化此條款的目的。據此，FAPL 與廣播業者間所為的地理區
域限制的條款被法院認為違反 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600。
(3) 本案分析
本案特別之處在於 TFEU 之立法目的，係以整合歐盟各國之市場以形成單
一市場為目標，故若協議中有分割市場之目標，原則上會被法院認為違反 TFEU。
然而，若本案係發生在不同的國家，則是否會有不一樣的解答，亦即，若無整
合市場之要求，則 FAPL 與廣播業者間所為的協議是否應即屬適法，似可進一
步探究。
當智慧財產權之所有人與他人訂立專屬授權契約時，確實可會在市場上造
成獨占，惟按智慧財產法之立法目的既在於鼓勵創新，則自應肯認此類專屬授
權契約之效力，以促發明人或著作人之創新，本案法院亦站在此一觀點，既承
認若僅係專屬授權予特定人在特定區域內有轉播等方面的著作權，亦難認為若
授權人與被授權人間訂立此種專屬授權協議，即具有反競爭的目的，因此，若
本案並無考量整合市場之因素時，似應肯認此專屬授權契約之效力。

599
600

Id, at para 139.
Id, at para 140-144.

335

7、 和泰汽車案601（我國）
本例係我國近期關於地理區域限制之案例，屬於較典型之案例，公平交易
委員會在本案中對於被檢舉人先檢測其市場力，後再判斷其經銷契約之限制有
無破壞競爭之虞，此似採美國法上之「合理原則」來認定其約款之合法性。
(1) 案例事實
台北市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下稱檢舉人) 致函公平交易委員會檢舉和
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為所屬之經銷商北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北都汽車)、國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都汽車)劃定特定之銷售區域，限
制其交易相對人僅能在特定區域內進行交易。檢舉人主張：被處分人基於計程
車市場優勢，在獨家交易合約書中劃分銷售區域，限制交易相對人僅能在特定
區域內與經銷商購車，不能越區交易，限制經銷商之交易自由；被處分人因此
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現為同法第 20 條第 5 款）。
(2) 被處分事業機關之答辯
I.

被處分人未限制任何消費者及計程車業者不得跨區購車，被處分人與
經銷商合約中亦有規定經銷商不得拒修非責任區域內經銷商所販賣之
車輛。所以消費者不但可向非責任區域的經銷商購車，售後服務亦不
會被拒絕。

II.

被處分人未曾約束或限制經銷商應以何種價格、交易數量或販賣條件
與客戶交易，均由經銷商自行審酌經營成本與經營策略而進行交易。

601

公處字第 10103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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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平會之認定
本案中，公平會將市場界定為全國小客車之市場，且被處分人具有高市占
率，自應具有市場力602。故是否違反依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現為同法第
20 條第 5 款），需進一步判斷：
經銷商向被處分人之購車成本大抵相同，然被處分人透過案關補助辦法，
使經銷商應可推知倘於轄區內銷售，將會有更多獲利。被處分人雖未藉由經銷
合約約定最低維持轉售價格，然無異藉由區域轄區內外之補貼差異，而形成維
持各經銷商責任區域內之最低轉售價格。
另查國都汽車之銷售總量向不如北都汽車，國都汽車於行銷及經營上，其
競爭實較北都汽車弱勢，而國都汽車之轄區外經銷比例向高於北都汽車，然國
都汽車為維持長期經銷關係及避免因違反責任區域銷售之規定而減少補貼，將
選擇與北都汽車互不為責任區域外之銷售，且不為價格競爭。
然被處分人既設有不同經銷商，本應允許各經銷商間之價格競爭，被處分
人限制經銷商跨轄區銷售並以相關補助辦法落實之。該辦法使得經銷業者於轄
區內之銷售獲有補助，轄區外則全面取消補助，轄區內外之銷售折讓補助差異
為 2%至 3%。復查該等補助向為經銷商訂定銷售價格折讓條件之依據，且該補
助亦為經銷商營收之一部分，被處分人上開限制轄區銷售之政策將有壓抑經銷
商越區交易之意願及壓縮經銷業者間價格競爭之空間，實質上已限制經銷業者
間競爭及爭取交易之自由，並剝奪經銷商自由決定銷售對象之空間，使責任區
域間之計程車汽車市場完全封閉，降低相同產品在不同經銷通路間之競爭，而

602

參見處分書，前揭註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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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制市場競爭之虞，且此使得經銷商間的跨區銷售明顯下降，足見各經銷商
於 97 年至 98 年 8 月間確受有案關補貼辦法之拘束。
綜上，被處分人於我國小型客車市場已具相當市場力，而汽車市場尚屬穩
定成熟之市場，被處分人採行垂直限制作法，其理由並非屬增進效能之必要方
法。被處分人實施轄區內外補助有別之政策，促使經銷商採行不跨區競價，剝
奪消費者原本可享有之競爭利益，不無有減損市場競爭之疑慮。被處分人辯詞，
尚非得阻卻案關補助辦法所產生限制競爭之疑慮。故被處分人上開限制轄區銷
售之政策，核屬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致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
(4) 本案分析
本案中，公平會認為和泰汽車對其各地之經銷商在區域內外為買賣時所分
別給予之高低不同的補助，已構成地理區域限制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現為同法第 20 條第 5 款）之規定，首先，就市場力檢測之部分，查和泰汽
車之市占率已達 30％以及汽車經銷業係屬高度成熟之市場來看，和泰汽車應認
為有相當市場力，自屬當然。
然就有無限制競爭之虞者，若考量和泰汽車之補助方案，其補助之折讓率
至多僅 2~3%，若將換算成金額，其實際競爭效果是否真的足以使其他地區之經
銷商不為跨區銷售進而達到分割市場之目的，似乎可進一步探究。且本案中似
乎也可考量其他汽車製造商是否有為類似之區域限制之行為；若此類銷售區域
內外之補助在其他（市場地位相差不遠之）汽車銷售同業間亦行之有年，則其
一可能透過此一補助來促其區域內的經銷商勤勉銷售，具有促進競爭之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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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據 Rey 與 Stiglitz 教授之研究603，不無可能為製造商藉此緩和競爭，具有
限制競爭效果。和泰案的整體影響為何，似乎可再多加探究。
三、

限制競爭之判斷因素或事由
綜合美歐國家針對地理區域限制之約定以及歐盟垂直限制指導原則中，構

成限制競爭之判斷因素或事由，分述如下。
1、 助長共謀
藉由地理區域及顧客限制的實施，可能造成經銷市場分割之目的。若實施
範圍達一定廣度時，在市場中之經銷商數量將會銳減，若當某特定區域中經銷
商數目與製造商數目相等、或經銷商之數量數少於廠商的情況，即容易使得經
銷商共謀604。
2、 助長差別取價
顧客限制所造成的競爭風險主要是減少品牌內的競爭，因為減少了經銷商
之間的競爭，並且也有劃分市場的效果，這有可能會助長價格歧視605。
上游廠商或經銷商，亦可能藉由地理區域限制以達成其差別取價之目的。
限制經銷區域，可以區隔出不同的消費市場，使得不同市場間有不同之價格，
並可防止高價市場之顧客向低價市場之經銷商購買606。

603

Rey and Stiglitz (1995), supra note 329.
顏廷棟，「我國公平交易法垂直限制行為執法實務之檢討—兼論歐盟、德、法、美、日垂直
限制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 8 卷第 2 期，14（2000）。
605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supra note 187, p. 49-50.
606
前揭註 604，頁 46。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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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限制經銷商的營業自由與影響消費者的利益
經銷商原可基於其營業成本或市場因素等等考量，自由決定經銷地區。簽
定地理區域及顧客限制的約款，即限制經銷商相當之營業自由，破壞了由自由
市場供需所形成的市場，將造成特定區域內之財貨流通不足，影響末端消費者
的利益607。
四、

促進競爭之判斷因素或事由
綜合美歐國家針對地理區域及顧客限制之約定以及歐盟垂直限制指導原則

中，有促進競爭效果之判斷因素或事由，分述如下。
1、 降低經銷商（或零售商）之間的搭便車行為
製造商將產品交由經銷商銷售，係因為其考量包含運送、廣告、行銷、售
後服務等較有比較利益。但可能導致的弊病，就是某些事業或顧客雖使用他事
業所提供之服務，如試看、試聽後，卻以比較低的價格來說服顧客向其購買，
形成搭便車（free riding）的現象，侵害提供服務事業之利益，造成不公平競爭
現象。若有區域或顧客限制，將可避免購買者在某區域內享受免費服務後在較
便宜的他地交易之情形，此亦有助於經銷商（或零售商）提供服務及其誘因608。
2、 有助於產品品質與服務的確保
在美國法上，要求產品供應商對於產品的安全與品質須負起法律上的責任，
且在特定情況下還有所謂的懲罰性損害賠償。此一責任的加重，也提高了供應

607

陳志民、林益裕，非價格垂直限制適用「合理原則」之違法考量因素，公平交易委員委託研
究報告，67（2013）。
608
前揭註 607，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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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進一步掌控下游經銷商產品銷售及售後服務提供方法的正當性。在區域及顧
客限制之契約下，經銷商（或零售商）可避免投資風險之不確定因素，因而將
致力於加強售後服務，藉以維護品牌商譽及品質，此對於享有較高商店信譽
（good will）的事業及欠缺充分資訊的消費者而言，亦可免除選購商品之搜尋
成本（searching cost）與不安全感609。
3、 減少客戶套利的行為
通常情形下，由於客戶僅能從特定的經銷商處買入產品，客戶更難以從事
套利行為。此外，由於每個授權的經銷商有自己的客戶，不擁有該客戶群的非
授權經銷商很難獲得產品的供應，也減少非授權經銷商可能的套利行為610。

搭售611

第五節
一、

定義及各國競爭法之規定

1、 定義
搭售（tie-in sale）
，是屬於「非價格性垂直交易限制」行為的一種。參照公
平交易委員會之見解，所謂搭售係指「兩個以上可以獨立購買之產品,出賣人要
求買受人必須同時購買，否則不予銷售之情形612。」若在一般商業交易習慣中，
該兩個以上之產品必須合併出售才可發揮其功用，則並不應屬於搭售613。

609

前揭註 607，頁 67。
Supra note 605, page 50.
611
本節內容由台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張家馨整理。
612
前揭註 561，頁 171，公平交易委員會，2015 年增訂第 16 版。
613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說明了搭售常具有節省交易成本的作用。這個促進經濟效益的作用
使得某些產品的搭售被廣為採用而成為一般交易習慣。參見本報告第二章第二節的說明。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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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國競爭法規定
(1) 美國
美國對搭售行為規範分別訂於於 1890 年制訂的休曼法、1914 年的克萊登
法、以及 1914 年的聯邦交易委員會法中，並且搭配法院所累積的判決而有所
演變。
休曼法第 1 條614規範抑制貿易之反托拉斯行為，本條係「概括性禁止規定」
，
其所規範之行為包含水平及垂直的交易限制行為，例如聯合行為、排他性交易、
拒絕交易、轉售價格限制、銷售地域限制、搭售…等。休曼法第 2 條615用以規
範廠商之實施獨占（monopolize）、企圖獨占（attempt to monopolize）以及共同
或共謀實施獨占（combine or conspire to monopolize）的行為。
克萊登法第 3 條616規定「協議不得使用競爭者貨物之買賣行為」，與前述
之休曼法第 1 條相較，本條規定對於所規範的行為態樣較為具體、明確，且適
用本條的構成要件亦較為寬鬆，即本條構成僅需有「造成反競爭效果之虞」或
「取得市場獨占地位之虞」兩者擇一具備即可，而無須如休曼法第 1 條必須行
為人「具有足夠市場力量」且「行為已造成反競爭效果」二條件事證兼備行為
才屬該當。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a）項第 1 款的要件極為抽象、廣泛，其目的是為
了補充休曼法對於反競爭行為規範射程可能的不足 617。與休曼法須具備「反競
爭效果之虞」之要件不同，本條規定並未要求聯邦交易委員會於執法時須先證

614
615
616
617

前揭註 356。
前揭註 357。
前揭註 359。
FTC v. Motion Picture Advertising Service Co., 344 U.S.392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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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系爭行為有「減損競爭的可能」，因此能在反競爭行為發生時，即加以阻止，
賦予聯邦交易委員會較為彈性的執法空間。
綜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相關之判決，檢驗搭售行為之法律要件大致有以下
幾點：第一、涉案行為須包括二項個別產品（separate products）
；第二、涉案事
業須在搭售產品（tying product）市場中享有市場力量；第三、有事實證明買方
確因被脅迫而接受搭售安排；第四、搭售將影響被搭售產品市場中相當數量之
州際交易；以及第五、搭售對被搭售產品市場產生了反競爭效果618。
(2) 歐盟
「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乃規範歐盟市場競爭秩序最主要之條文。本條
規定主要禁止事業單方濫用其市場上支配地位，迫使交易相對人接受不利於市
場競爭之交易條件。除了條文所例示的四種情況外，凡是事業不當運用其市場
支配力的行為，均為所規範的濫用支配地位行為，例如拒絕交易、轉售價格限
制、限制產銷…等等。實務上，法院於審理第 102 條案件時，會著重於以下三
項法律要件的判斷619：（1）被告企業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2）被告是否有
濫用該支配地位之情事；（3）濫用行為是否已影響了會員國間之貿易。
執法時首先要證明的就是行為事業具有市場上「支配地位」
、而對於是否具
有市場支配地位的判斷，則要劃定系爭產品所屬市場範圍。因此「支配地位」
與產品「相關市場」在界定上具有密切關聯。然而，因為歐盟運作條約中對支
配地位的認定，並未制定出具體的判斷標準，故僅能參酌過去歐盟法院判決的
實務見解，認為「當一個事業能不考慮其競爭對手、供應商或顧客之主張而從
618
619

前揭註 480。
前揭註 607，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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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其商業活動,該事業便屬具有市場上支配地位者」
；或是從事業製造的產品在市
場上「市占率」高低作為判斷依據。惟歐盟執委會並不認「市占率」可作為單
一性的判斷標準。歐盟執委會舉出在某些情形中，事業所製造的產品縱使市占
率不高，但若其提供之產品具有可任意排除市場上其他競爭對手的特殊性，則
此亦足證明該事業具有市場上支配地位620。歐盟垂直限制處理原則，亦認定搭
售協議係由事業所強迫簽訂，該事業於搭售產品市場的重要地位，將是交易行
為人無法拒絕搭售協議的主要原因621。事業於搭售產品市場的市場力量相當重
要，只要其他競爭對手其市場力量與該事業相當，搭售協議並不會對市場競爭
產生影響，因為交易相對人具有充份的選擇權622。
(3) 我國
搭售行為對於市場競爭並非只有負面影響，故於判斷是否構成搭售行為以
及該搭售行為是否違法，公平會提供了下列參考因素623：
在判斷是否符合搭售之構成要件方面：
I.

至少存在兩種可分之產品（服務）：

在分析任何搭售契約時，首先必須確認存在兩種可分之產品（或服務）
。至
於如何判斷其是否可分，則可考慮下述因素：
（a）同類產業之交易慣例;（b）該
二產品（或服務）分離是否仍有效用價值;（c）該二產品（或服務）合併包裝、
販賣是否能節省成本; （d）出賣人是否對該二產品（或服務）分別指定價錢; （e）

620

何愛文，論專利法制與競爭法制之關係─從保護專利權之正當性談起，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
所博士論文，87-88（2003）。
621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supra note 187, at para 219.
622
Id, at para 220.
623
前揭註 561，頁 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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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人是否曾分別販賣該二產品（或服務）。
II.

須明示或默示約定，買受人無法自由選擇是否向出賣人同時購買主產
品與搭售品。

在判斷搭售是否違法時，應考慮因素：
I.

出賣人須在搭售品擁有一定程度之市場力：

出賣人在搭售品市場擁有足夠之市場力是判斷搭售行為違法與否的極為重
要考量因素之一。如果出賣人在搭售品市場並未具備足夠之市場力，搭售策略
很難成功執行。
II.

有無妨礙被搭售品之市場競爭之虞：

搭售之實施有妨害被搭售品之市場競爭之虞時,例如被搭售品之市場受到
一定程度、數量或比例之排除競爭時,即有可能違法。
III. 是否具有正當理由：
例如為了確保出賣人之商譽或品質管制,或保護商品創作者之智慧財產權,
可被認為該搭售具有商業上之正當理由。
綜合來說，對於搭售行為之判斷，除了要從交易行為的形式外觀判斷，尚
需要觀察個案中交易雙方談判力是否相當，並根據產品特性、市場結構等因素
具體審酌624。如出賣人可能是在商業交易上將兩種無關聯性之產品互為搭配、
為共同購買之要求；或者是以提供「贈品」或「免費勞務」之名義，而實際上
卻已將該「贈品」或「免費勞務」的成本內化於主要產品的售價中，這些交易

624

前揭註 370，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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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分別可從形式面、實質面認定屬於合併銷售行為，均該當搭售行為。
二、

各國重要案例及分析

1、 Suture Express 案625（美國）
(1) 案由事實
醫療手術器材（medical-and-surgical）是醫院和其他醫療保健服務機構
（healthcare providers）所使用的一次性產品。 原告 Suture Express 是手術用縫
線以及內視鏡（endomechanical supplies）兩類醫療手術器材的經銷商。Suture
Express 與被告 Owens＆Minor Distribution，Inc.（“O＆M”）和 Cardinal Health
200 有限公司（“Cardinal”）互為競爭。O&M 以及 Cardinal 經銷多樣化、包
括縫合線和內視鏡產品在內的共 30 種的醫療手術器材626。2007 年，被告 O＆M
以及 Cardinal 在其他醫療手術器材市場之市占率分別為 32％與 31％627。法院將
相關市場界定為國內醫療手術器材經銷市場628。在這個市場中，個別醫院和其
他醫療保健服務機構可能直接向各個經銷商洽購個別器材、也可能選擇僅向一
或兩家經銷商簽約購買所有需要之器材。此外，醫院和其他醫療服務機構也可
能一同向一或兩家經銷商購買，以增強其締約能力。
根據本案事實發現，O&M 以及 Cardinal 與交易相對人簽訂搭售契約，要求
交易相對人須同時向 O&M 以及 Cardinal 購買其他醫療手術器材（搭售產品）
以及腹腔內縫合手術器材（被搭售產品）；若交易相對人另外向 Suture Express

625

Suture Express v. Owens & Minor; Cardinal, 851 F.3d 1029 (10th Cir. 2017)
Id. at 3.
627
另一個經銷商 Medline Industries, Inc.並非本案之當事人，然而其在醫療手術器材市場中亦取
得相當之市占率。
628
Id. at 5.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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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腹腔內縫合手術器材，將無法享有折扣629。Suture Express 主張 O&M 以及
Cardinal 因應 Suture Express 進入市場以及日漸增長的市占率而採取搭售行為，
並且對 Suture Express 造成重大的業務上損失。
(2) 法院見解
本案的爭訟焦點之一是被告是否具有足夠的市場力量。地方法院並未採用
Suture Express 所主張的當然違法原則，而以「合理原則」審理，並認為原告所
提之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足夠的市場力量。
到了上訴法院，第十巡迴法院認為不得僅就市占率推斷 O＆M 和 Cardinal
具有足夠市場力量630，並進而脅迫消費者接受其搭售契約。況且，自 2008 年起，
O＆M 和 Cardinal 的利潤均有所下降。上訴法院認為若被告有足夠的市場力量
能夠限制競爭以及控制售價，應不會導致該市場的競爭者增加、利潤減少的情
形發生631。
上訴法院並指出，未受搭售契約限制的交易相對人占了該市場的半數，而
向 Suture Express 購買腹腔內縫合手術器材的數量卻不到未受限制之交易相對
人之一半。因此，針對 Suture Express 所提出該搭售契約造成市場封鎖效果之主
張，上訴法院認為原告並未提供充分的證據。此外，綜觀售價的下降、買方的
議價能力的增強、以及市場內競爭對手的增加等等，可以得知醫療器材市場的
629

Id. at 10.
在 2007 至 2012 年間，Suture Express 的腹腔內縫合手術器材市占率約 8％至 10％，而 O＆
M 的市占率從 40％上升到 42％、Cardinal 的市占率從 30％下降到 26％；在同一時期，O＆M
在其他醫療手術器材的市占率從 33％上升到 38％，而 Cardinal 的市占率則從 31％下降到 27％。
631
Id. at 22. “As for pricing, the court found that evidence of Cardinal’s and O&M’s declining profit
margins in the other-med-surg market revealed that they did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control prices in
that market. The court thought the evidence showing consolidation in the buyer (i.e., acute care
provider) market instead demonstrated enhanced bargaining power, which could also help explain
Cardinal’s and O&M’s inability to control pricing.”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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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趨於蓬勃632。上訴法院認為搭售行為不當然限制競爭，即使原告的銷售額
減少，市場競爭仍然健全。
(3) 本案分析
在其他醫療手術器材市場中（搭售市場）
，O&M 之市占率為 33％，Cardinal
之市占率則為 31％，法院認為不得僅就市占率之多寡，作為唯一認定事業是否
具有足夠市場力之要素，應該綜觀事業之利潤是否變動以及賣方的締約能力等
等。然而本案原告 Suture Express 的確因為缺乏完整產品線（the product line）、
無法也以「綑綁折扣」
（bundled discounts）回擊競爭對手，而遭致損失的狀況。
雖然競爭法的本質在於保護競爭、而非競爭者，我們不應原告損失而據以認定
係爭行為有限制競爭效果；但是本案中被告利潤下降也可能來自市場力以外的
其他因素，例如事業本身的內部成本控管問題等等。以利潤下降作為市場力不
足的推斷，似應佐以其他事證。
此外，即便市場上有其他競爭者，
「綑綁折扣」無法排除產品線完整的競爭
者，以「綑綁折扣」逕行競爭的另一個可能後果是新進廠商似乎不易憑藉單一
產品進入市場。亦即「綑綁折扣」可能產生「挑選競爭對手」的結果。至於這
個「選擇對手」的競爭效果為何，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2、 微軟案633（美國）
(1) 案由事實
該案於 1998 年 5 月 18 日由美國司法部、其他 19 州以及華盛頓特區提出。

632
633

Id. at 28.
253 F.3d 34 (D.C. Ci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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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針對微軟於其個人電腦作業系統搭售瀏覽器之行為，並在與其他 OEM 廠商
的授權合約中，實質限制了其他廠商瀏覽器之銷售；原告主張，藉由限制其他
瀏覽器的銷售，微軟阻止了 middleware 的發展，使得程式開發者只能被綁定使
用微軟的應用程式介面，因此維持了微軟在個人電腦作業系統之市場地位。
(2) 法院見解
美國最高法院定義市場地位為廠商控制價格或排除競爭的能力，更精準地
說，一個壟斷的廠商可以將相關商品的價格，拉升至遠遠超過競爭環境下的價
格 。 由 於 直 接 證 據 不易 取 得 ， 法 院 通 常 檢視 市 場 結 構 ， 以 尋 求間 接 證據
(circumstantial evidence)，市場地位通常可由市占率加上進入相關市場的障礙推
斷出來。
本案中，美國地方法院將相關市場界定為與 Intel 相容之個人電腦的作業系
統，因為在可以預期的近期，將不會有具有意義多數的消費者，會替換微軟的
個人電腦作業系統。並發現微軟在此一市場具有 95%的市占率，並且發現微軟
的市場地位，受到進入障礙的保護。微軟則抗辯，法院對於相關市場的定義太
窄，尚應該包含非 Intel 相容之個人電腦的作業系統(主要指蘋果電腦的 Mac OS)，
非個人電腦(手持裝置)的作業系統，以及所謂的 middleware 市場(middleware 根
本不是作業系統)，微軟也沒有受到進入障礙的保護；微軟主張，由於軟體產業
變化性高，因此需要直接證據而非間接證據來證明其市場地位。
法院則一一否定上述產品的替代性。在 Mac OS 方面，法院指出硬體和軟
體的花費將阻止微軟的使用者更換到 Mac OS；微軟則無針對 Mac OS 的替代性
做出任何具體答辯。其次在於非個人電腦的作業系統，法院則指出手持裝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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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遠不及於電腦，消費者購買手持裝置通常只是作為個人電腦的替代品，網
頁伺服器也與個人電腦功能不同；微軟亦無法針對上述產品的替代性做出任何
具體答辯。在 middleware 方面，微軟則指出 middleware 有自己的程式介面 API，
且具有跨平台(作業系統)的性質，因此會威脅微軟的市場地位，法院則指出當下
沒有一個 middleware 有足夠的 API 支援使用者，法院認為考量替代性時，具有
替代的產品是要在合理可預期將來能對市場價格造成影響，以及短時間內就可
進入市場的產品，middleware 顯然不符合這個情形。微軟則指出，原告美國政
府指控微軟藉由自家作業系統的優勢地位，阻礙 middleware 的發展，與排除
middleware 在相關市場之外有所矛盾，但法院則指出，休曼法第 2 條的使用，
並不以 middleware 的成熟發展為要件，因此並無矛盾之處。
法院首先指出微軟在相關市場的市占率超過 95%，即使將蘋果的 Mac OS
加入相關市場，微軟市占仍高達 80%。而在進入障礙方面，法院則指出作業系
統的網路效果，即消費者會選擇支援最多應用軟體的作業系統，而軟體開發者，
會針對最多消費者選擇的作業系統開發應用軟體，這樣的正向回授，形成作業
系統的進入障礙，保障了微軟的市場地位。
法院並指出，巨大的研發投資以及市場地位，兩者並不衝突，獨占市場者
也需要投入資源研發。至於微軟的價格策略，微軟指出其並未針對短期獲利最
大化定價，但法院指出，專家證人認為針對短期獲利最大化定價系難以達成，
因為無法估算，而微軟從未聲明其未針對長期獲利最大化定價，法院並指出有
證據顯示，即使微軟大幅調升其產品價格，其競爭對手仍無法吸引消費者。
最後法院指出，微軟的某些行為，若認為微軟不具有市場地位，則將難以
解釋。這包含微軟對於個人電腦作業系統的定價，並未參考競爭對手產品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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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微軟會推出排他性的產品。
接著法院就微軟之下列行為分別檢視：
I.

授權 OEM 廠商的爭議

微軟與 OEM 廠商間的授權包含許多條款，將降低 Netscape 的使用率，因
此保持微軟在作業系統的市場地位。瀏覽器為一種 middleware，具有自己的 API，
且 API 是跨平台的（跨作業系統的)，因此若使用者大量地使用 Netscape 或其他
類似的 middleware，使用者將不再在意背後的作業系統是哪一種，因此微軟在
瀏覽器市場爭取市占率的行為，是為了保障其在作業系統市場的地位。使電腦
OEM 廠商預先安裝瀏覽器是散布瀏覽器軟體兩種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而微軟授
權 OEM 廠商作業系統，不但預先安裝微軟的瀏覽器 IE，實質上還禁止 OEM 廠
商安裝其他的瀏覽器，爭議條款包含：
a.

禁止 OEM 廠商移除任何桌面 Icon、資料夾、以及開始清單下之按
鈕，這實質上阻止 OEM 廠商安裝 IE 以外的第二種瀏覽器，因為
這將大幅提升 OEM 廠商的成本，並且可能混淆消費者。因此阻擋
middleware 對於微軟作業系統的威脅，因此具有反競爭效果。

b.

禁止 OEM 廠商變更個人電腦第一次開機程序，將阻止使用者在此
程序中，選擇其他的瀏覽器；微軟自承，這具有反競爭的效果。

c.

禁止 OEM 廠商變更為軟預設的桌面，因此 OEM 廠商不能使用桌
面行銷第三方的產品，這直接損及 OEM 廠商的利益，但就反競爭
效果而言，是阻止 OEM 廠商推銷其他瀏覽器。

而微軟主要的抗辯在於著作權的行使，但法院指出，任何財產權的行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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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界限，智慧財產權並未被賦予違反競爭法的特權。法院指出，只有微軟在
限制被授權者重大變更微軟的著作，例如在第一次開機後完全變更使用者介面，
這樣的限制，保護智財的價值才會高於反競爭效果，因而只有在這種情形下才
不會被認為是違反休曼法。微軟的另一個抗辯，在於阻止 OEM 廠商做出變更，
是為了保障微軟產品能夠穩定一致的支援廣泛的應用軟體，但法院認為微軟並
未證實限制的手段，會有上述效果。微軟又抗辯，Netscape 並未完全被阻擋而
無法散布其產品，但法院認為這樣的抗辯，並不足以使微軟脫免上述限制行為
的責任。綜上，在限制 OEM 廠商這方面，法院認為微軟的抗辯完全不足採，因
此原告也不須進一步舉證，法院也不須衡量反競爭與促進競爭的效果。
II.

搭售瀏覽器於 Windows 作業系統中

將 IE 瀏覽器與 Windows 作業系統搭售，並且使得 IE 瀏覽器變成作業系統
中無法移除的一部分，將使得 OEM 廠商幾乎無法預先安裝第二個瀏覽器，因為
額外的安裝將在測試與售後客服都帶來額外的成本，且犧牲硬碟空間。在搭售
方面，微軟的爭議行為包含：
a.

將 IE 排除於“增加/移除程式”功能之外，這是微軟在 Windows 98
才做出的變更。

b.

在 Windows 98 上使用 Netscape，某些情形下，使用者會發現
Windows 作業系統，將會覆蓋掉使用者以 IE 以外之瀏覽器為預設
瀏覽器的選擇。

c.

將瀏覽器與非瀏覽器相關的程式混合，使得 IE 難以移除。雖然微
軟否認這一點，但法院認為微軟沒有提出足夠證據反駁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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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之抗辯係針對以上行為中的第一項及第三項，微軟沒有提出具體抗辯，
微軟僅是廣泛地指出將 IE 與作業系統整合的好處，但並未說明將 IE 排除於“增
加/移除程式”功能之外，或是將瀏覽器與非瀏覽器相關的程式混合有何具體效
果，因此這兩個行為違反修曼法（Sherman Act）第二條。
而針對覆蓋使用者選擇方面，微軟指出這是基於技術上的理由，在某種情
形下當使用者使用網際網路時，Windows 需要作出這樣的設計。法院指出關於
這點，原告必須要反駁微軟的抗辯，或是舉證反競爭的效果大於該行為之效益，
但原告沒有達成上述要求，因此微軟不為此一行為負責。
本案中原告主張分拆微軟，而美國地方法院最初的判決，基於以下四個理
由要求微軟自行提出分拆計畫：第一、微軟自始未承認有違反競爭法；第二、
微軟仍按照過去的方式推行其業務；第三、根據過去之經驗；微軟並不值得信
賴；第四、美國政府系基於公益提起此訴訟，故其勝訴後有權利選擇補救措施。
因此，地方法院要求微軟分拆為兩間公司，分別經營作業系統業務及其他應用
軟體業務。
然而上訴法院則認為，雙方在關於補救措施的事實層面，仍存有巨大的爭
議：諸如分拆之後，對於公益可能的負面影響（作業系統價格可能攀升）
、對於
微軟股東的傷害（分拆是否傷害公司價值）。在事實層面的歧異存在的情形下，
上訴法院認為應該針對補救措施舉行聽證，然而地方法院基於聽證無效、只能
透過實踐的思維，並未舉行聽證；故程序上有瑕疵。另一方面，上訴法院也指
出，地方法院所提出上述分拆的理由並不充分；此外，地方法院主張微軟自本
案開始，就知道將面臨分拆的可能，上訴法院也指出這並非分拆微軟的正當理
由，最終上訴法院將本案發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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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發回後，美國政府與微軟最終達成和解，在地方法院 2002 年 11 月 12
日的判決中，要求微軟：
I.

不得報復 OEM 廠商，當 OEM 廠商研發、散布、推廣、使用、販售微
軟平台以外的其他軟體或行銷非微軟之 middleware；或銷售載有非微
軟作業系統之個人電腦。

II.

微軟對於 OEM 廠商授權其作業系統之條件必須一致。

III. 微軟不得以協議限制 OEM 廠商，使其不得安裝非微軟之 middleware
（包含 icons、捷徑、選單等）
、亦不得限制 OEM 廠商，使得使用者在
第一次開機時不得安裝非微軟之作業系統。
IV. 關於相容性，微軟應提供其應用程式介面（APIs）及相關文件給其他
軟體開發商、硬體開發商及 OEM 廠商。
V.

關於相容性資訊的授權，微軟於九個月內須提出合理、無歧視之授權
方案。

VI. 不得報復其他軟硬體廠商，當該等廠商研發、使用、散布、推廣、或
支持微軟平台以外的其他軟體。
VII. 微軟不得已協議要求其他廠商以一定比例散布、行銷、使用或支持微
軟平台之軟體，除非這是商業上可行的。
VIII. 微軟釋出其 service pack 1 或本判決的 12 個月後，在兩個期日較早之一，
微軟必須使得使用者或 OEM 廠商可以自由啟動或移除微軟或非微軟
之 middleware，使得使用者可以安裝非微軟之 middleware，並確保微
軟之作業系統不會自動變更 OEM 廠商之設定。

354

IX. 在授權條件合理非歧視，且授權範圍並未超出判決所規範範圍之外，
微軟應該對其他軟體、硬體、OEM 廠商授權其智慧財產權。
和解方案執行的監督，主要由原告美國政府負責，在判決的 30 天內，雙方
建議法院任命一個三人組成之技術委員會，在 5 年內隨時對微軟的系統、記錄
和原始碼進行不受限制的存取和檢查以確保其遵守了相關的協定。
(3) 本案分析
我們在下一案，歐盟微軟案後一併討論。
3、 微軟案634（歐盟）
(1) 案由事實
搭售行為一直係 Microsoft 公司所面臨法律問題中的一大焦點，本案乃係歐
盟執委會首宗明文禁止該公司所為之搭售行為，此項決定亦將會影響各國政府
對於該公司搭售行為是否合法之認定標準。Microsoft 公司是一間跨國的電腦科
技公司，從 2000 年開始，Microsoft 公司的市占率達到 90％。然而該公司於販
售個人電腦作業系統時，搭售其所生產影音播放媒體 Windows Media Player（以
下稱 WMP）
，使消費者於購買時，無法選擇不包含 WMP 的個人電腦作業系統，
並且不提供刪除 WMP 的方法635。
在軟體市場上，存在只開發並提供影音播放媒體的公司。這些公司並未將
作業系統與播放程式進行搭售，並且個人電腦作業系統與影音播放媒體有其各
自的客群。由此可見 Microsoft 公司在影音播放媒體市場上仍然有其他的競爭者

634
635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4 March 2004 in case COMP/C-3/37.792.
COMP/C-3/37.792, Commission Decision, para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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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Networks and Apple）。然而在 Operating system 系統（以下稱 OS 系統）
與 WMP 之搭售中，Microsoft 公司並未給予消費者有選擇不包含 WMP 之 OS
系統，又未告知消費者如何移除系統中的 WMP；縱使移除了 WMP 的圖示捷徑，
當使用者透過 IE 開啟多媒體時，系統仍然會自動連結到 WMP。若 OEM 提供
其他影音播放媒體，將需要向 Microsoft 公司支付賠償金，形同 OEM 只能販售
附有 WMP 的 Windows 作業系統。
歐盟執委會主要擔心 Microsoft 公司的搭售行為會影響影音串流播放媒體的
市場競爭、以及擔憂該搭售行為會阻礙創新以及消費者之選擇減少；此外，
Microsoft 公司亦可能依此將其影響力延伸至下一代的主戰場—「網際網路」。
(2) 被處分事業主張或抗辯
Microsoft 公司的抗辯包括：WMP 與 Windows OS 系統是科技整合之產品而
636

不是個別產品

、並且 Microsoft 公司自 1992 年起就存有搭售的商業習慣。也

有其他業者將作業系統與影音播放系統搭售637。Microsoft 公司認為如果有提供
不包含 WMP 的 OS 系統，消費者也不一定會選擇該款，因為此科技整合產品將
使平台更穩定有效。
Microsoft 公司認為歐盟執委會應該提出證據證明 Microsoft 公司的搭售行
為確實影響市場競爭，而不是以該搭售行為即推定對市場競爭造成影響。而且
其他影音播放媒體往往在網路上提供免費載點，代表其亦有接觸消費者之管道，
Microsoft 公司的搭售行為並未造成負面影響638。此外，Microsoft 公司近年來亦
透過網路提供消費者將 WMP 升級，近十個月當中 WMP 9.0 版下載次數達
636
637
638

Id. ¶ 800.
Id. ¶ 822.
Id. ¶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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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0 次以上。由此可知，消費者係願意透過網路下載影音播放媒體639。
Microsoft 公司聲稱其所提供之科技整合產品，將會使消費者支付較少的金錢，
即可取得產品。
(3) 競爭法主管機關認定
雖然 Microsoft 公司從 1992 年即開始其個人電腦作業系統與影音播放媒體
的搭售行為，惟當時沒有相關法令可以對其進行規範。Microsoft 公司抗辯作業
系統與影音播放媒體之搭售行為係商業慣例，然而其他公司之搭售，皆有提供
影音播放媒體的移除方法，反之 Microsoft 公司未提供。消費者希望是系統能提
供多媒體功能，並且可以自行選擇想要的播放媒體，而非將作業系統與特定之
影音播放系統綁定。。
於 2002 年，作業系統的銷售量為 121,000,000，其中有 114,000,000 已經事
先安裝好 Windows 系統，比例為 93.8％640。由此可見，Microsoft 公司可以透過
此種分銷模式，使得其他影音播放媒體供應商無法參進。歐盟執委會同意網路
下載是另一個可以取得其他影音播放媒體的替代管道，然而網路下載的效率無
法與預先安裝相比擬641。
歐盟執委會也對 Microsoft 公司所提出消費者願意從網路取得影音播放媒體
的這項數據表達疑慮：當系統中若已載有 WMP，此時只要官方釋出升級版本，
系統中有一機制會一直跳出小視窗反覆提醒使用者更新版本（除非使用者點選
不再提醒）。這個機制可能提高針對 WMP 的下載數量。

639
640
641

Id. ¶ 864.
Id. ¶ 843.
Id. ¶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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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院決定：不論是對最終消費者抑或 OEMs，Microsoft 公司必需提
供未含有 WMP 的作業系統版本，並允許 Microsoft 公司繼續提供含有 WMP 的
作業系統。歐盟執委會並且強調無論是哪一個版本其性能需相同，不能使未含
有 WMP 版本的性能劣於含有 WMP 版本。最後，歐盟執委會判定該搭售行為
違反歐體條約第 82 條，並裁罰 4 億 9700 萬歐元（約合 6 億 1300 萬美元、
177 億元臺幣）。
(4) 本案分析
微軟在美國與歐盟的反托拉斯案件受到實務界與學界非常大的關注642，所
牽涉到的議題也不僅止於搭售。以搭售來說，我們之前在第二章所討論的數個
經濟理論，包括「保護核心市場」643、「保護未來升級利益」644、「榨取對手利
益」645等等，就曾受到微軟案、或者微軟所採行策略的啟發646。值得注意的是，
歐盟執委會在本案中強調並不需要等要市場封鎖已經確然發生、或者所有競爭
者都有可能被排除後競爭法才能介入647。由於軟體市場的特性，以及經濟體系
的不確定性，競爭主管機關有時必須在沒有充足資訊的狀況下進行處分；這是
競爭主管機關所面對的決策環境。我們會在結論時做進一步討論。
642

Richard Gilbert and Michael Katz, “An Economist’s Guide to U.S. v. Microsoft,” 15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5-44 (2001); Michael Whinston, “Exclusivity and Tying in U.S. v. Microsoft:
What We Know, and Don’t Know,” 15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63-80 (2001); Christian
Ahlborn and David S. Evans,” The Microsoft Judg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mpetition Policy
Towards Dominant Firms in Europe,” 75 Antitrust Law Journal, 887-932 (2009).
643
Choi and Stefanadis (2001), supra note 170.
644
Carlton and Waldman (2011), supra note 156.
645
Carlton, Gans, and Waldman（2010），前揭註 233。
646
在第五章第二節，我們會稍微討論從雙邊市場的角度理解微軟的搭售行為。
647
“[T]he Commission is, in particular, not required to prove that competition has already been
foreclosed or that there is a risk of the elimination of all competition to establish a tying abuse.
Otherwise, antitrust scrutiny in certain software markets would come too late as evidence of market
impact could only be demonstrated once the market had ‘tipped’.” 參見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HTML/?uri=CELEX:32007D0053&from=EN, para.
28 （最後瀏覽於 2017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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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國搭售相關案例
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最近一次對搭售行為作出處分，係於 2006 年台灣菸酒
股份有限公司648搭售案，於此之後未再對於搭售行為作出處分649。搭售行為本
是競爭限制與交易自由之拉扯，在我國公平會於現行法律架構下，係以「合理
原則」檢視搭售行為。
三、

限制競爭之判斷因素或事由

1、 將市場力從搭售市場延伸至被搭售市場
搭售行為最受非難的一大主因為搭售可能致生的市場力延伸之效果。論者
往往認為實施搭售之廠商可藉由搭售安排將其在搭售產品市場上的獨占力，透
過搭售的槓桿作用，使該獨占力藉此延伸到被搭售產品市場上，發揮預先排除
競爭的效果650。然而是否能夠發揮到延伸市場力之效果，取決於實施搭售之廠
商在搭售產品市場具有市場力量；因其地位夠強勢才使已使消費者無法拒絕其
之搭售行為651。
2、 增加市場參進障礙
在搭售市場占有優勢地位的廠商，為搭售行為將其享有市場力量的產品與
另一產品組合銷售，則此時潛在競爭對手就會面臨必須同時進入兩個市場的雙
重市場風險與資金風險，而降低進入市場的意願652。搭售亦可能影響搭售產品
648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 095142 號處分書。
弘音多媒體案（前揭註 549）可能具有一些搭售的要素。參見本章第三節的討論。
650
呂芳慶、范建得、莊春發，公平法適用「合理原則」之經濟分析─以垂直非價格限制行為為
中心，公平交易委員會 85 年度合作研究計畫二，138（1996）。並參見本報告第二章的討論，
頁 104。
651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supra note 187, at para 219.
652
前揭註 650，頁 161-162。另參見第二章的討論，頁 128。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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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即互補產品間的搭售可能會減少其他事業銷售互補產品的收益，進而減
少其進入搭售產品市場以及相關市場的收益，導致阻礙其他競爭對手於搭售產
品市場以及被搭售產品市場之參進653。
3、 造成消費者選擇自由之限制
由於搭售行為要求消費者必須同時購買搭售及被搭售產品，已經構成對其
選擇自由的限制，交易相對人的締約自由應該受到保障654。此時亦須考量消費
者之市場力量，若消費者有能力拒絕不以效率為基礎之搭售行為，應認此時未
對消費者之選擇自由造成限制655。
四、

促進競爭之判斷因素或事由

1、 提高生產效率與降低交易成本
實施搭售行為，經由搭售產品與被搭售產品一起出售，將有助於降低交易
成本與搜尋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同時消費者也可能因廠商成本的降低而得以
較低之價格購得產品，此就消費福利的觀點而言，係具有正面之意義656。
2、 有利於產品之品質控管
製造商有時為了確保其產品品質、維護商譽，使產品能正常發揮其效能，
而要求主要產品的買受人對於次要產品也需向其一併購買，以此達到保障主要
產品效能完整的目的，以可以減少因產品運作不良而衍生消費糾紛之可能657。
653

Carlton and Waldman (2002), supra note 171.
Joseph P. Bauer, “A Simplified Approach to Tying Arrangement: 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33 Vanderbilt Law Review, 288-289 (1980).
655
Supra note 651, at para 221.
656
前揭註 607，頁 36。
657
前揭註 607，頁 36-37。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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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平會近年來市場封鎖相關案例與執法現況658
第一節 概論與資料蒐集

在期末報告的第四章，我們整理、觀察我國公平會從民國 101 年至 106 年
8 月這段期間對於市場封鎖相關處分與不處分案的執法情形。我們透過公平會網
站上的「業務資訊」中之「本會決定」查詢近年來之處分與不處分案、篩選相
關案件、下載處分書進行進一步的整理、分析。
迥異於前一章的個案分析，我們在這裡觀察相關案件的敘述統計資料。我
們相信公平會在個案審酌上必然按照相關法規做適切處理。然而將所有相關個
案彙整起來，以一些簡單的統計資訊做整理、觀察，有時也能夠提供一個不一
樣的觀察角度，發掘可能的現象或者趨勢，作為進一步探討的基礎。
我們最後總共整理出 52 個相關處分書，其中有 60 個事業被裁處違反公平
交易法，類型則涵蓋維持轉售價格以及相關的聯合行為案件659、限制轉售區域、
濫用優勢地位（包含獨家交易660）
、以及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案件。在我們搜尋到
的案件中，並沒有不處分案或者搭售相關案件。或許在未來需要進一步擴大整
理範圍，才能進一步觀察到這些類型的案件。

658

本章資料由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碩士班丘丞剛主要負責整理。
本計畫的執行內容並未涵蓋聯合行為，但是由於其中一個案件經公平會調查發展成聯合行為
處分案（公處字第 104100、104101、104102、104103、104104 號處分書），我們一並納入分析。
參見以下在維持轉售價格小節的說明。另外，在新世紀廣告案中（公處字 101009 號），涉及聯
合行為與獨家代理，因此我們納入討論。我們將所列入考慮的處分案表列於附錄一。
660
弘音多媒體一案（前揭註 549）中的事業行為具有獨家交易的性質（或者亦可解釋成類似搭
售行為，但我們主要以獨家交易討論；參見第三章第三節的討論）。而公平會依照公平交易法
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加以處罰。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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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歷年案件數量

我們先從比較大趨勢的統計數字來看，並進一步將整理所得分別以圖、表
呈現。圖 4. 1 呈現這 6 年所蒐集到的上述幾種限制競爭行為案件的歷年分布圖。
由於我們只統計到 8 月底為止，106 年的案件數量在歷年中不算多數。但是 105
年度的案件數量相較前三年似乎也呈現一些落差。
根據案件類型來看，我們在圖 4. 2 中整理出各類型的案件數量。從圖中我
們可以得知，這 5 年多來絕大多數的處分案都是維持轉售價格案件661，甚至超
過其他類型案件總和；濫用市場地位案件次之、再來則是其他類型案件（包括
地區限制、以及一件聯合案件）
。這表示我國公平會在維持轉售價格相關案例上
應該累積不少執法經驗；但是，或許由於某些原因，其他類型的案件較少、甚
或極少出現。

661

包含一件與維持轉售相關的聯合案件，前揭註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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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各樣態案件數量

接著，我們在圖 4. 3 中呈現歷年案件中被處分人的平均罰鍰662。首先聲明
者為，進行罰鍰的敘述統計分析目的並不在於據此論斷我國當前公平法的執法
績效。畢竟平均罰緩的計算僅區分不同年度、而將不同類型的案件一併計算，
難以真實反映不同行為類型的反競爭效果、以及產業背景。但是在缺乏其他資
料的情況下，藉由這個數字多少可以讓我們約略察覺到，平均而言，公平會在
執行層面上對於事業違反公平法的處罰水準，進而對於事業從事市場競爭時的
競爭行為取捨、以及對於公平競爭相關議題考量，可能可以提供一些概括性的
想法。

662

所有金額都以新台幣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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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 歷年平均罰鍰

據此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歷年平均罰鍰有相當變異。除了 103 與 106 年度
外，歷年的平均罰鍰都不超過 200 萬元，101 年則相當接近 200 萬元。其中 103
年度與 106 年度出現我們所蒐集案件中最高與次高的罰鍰663。而在平均金額較
低的年份中，102 年處分案雖為歷年最多（見圖 4. 1）
，平均罰鍰卻不到 50 萬元。
其次，我們將所有被處分人的罰鍰按照數額大小、分隔區間並統計次數，
整理於圖 4. 4。從圖可知，最頻繁出現的罰鍰金額落在 5 萬元到 19 萬元這個區
間，約占全部被處分人數量的 36%；如果擴大考慮 5 萬元到 49 萬元這個區間，
則占了所有的 55%。此外，雖然有 7 件案件罰鍰金額超過 300 萬元，但是其中
5 件的金額落在 300 萬至 400 萬元這個範圍，只有兩件上千萬罰鍰的處分案664。

663

在我們分析的處分案中，罰鍰金額最高的為 103 年的美商蘋果案（公處字 103002 號），罰
鍰 2,000 萬元，其次為弘音多媒體（前揭註 549），罰鍰 1000 萬元。
664
弘音多媒體（前揭註 549）與美商蘋果（前揭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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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 罰鍰金額與被處分人家數

在敘述統計的部分，我們計算後得到的總罰鍰為 7,540 萬元、平均罰鍰為
125.7 萬元、中位數則為 25 萬元。平均數與中位數的差異也表示之前的觀察一
致：少部分的被處分人被處分罰鍰金額較高、但是大部分的被處分人罰鍰都不
在較高額的這個範圍。

第二節 各類型限制競爭行為之比較
接下來對於各類型的處分案做較細部的探討。由於維持轉售價格（與相關
的聯合行為）
、以及濫用優勢地位的相關案件較多，我們將這兩類獨立出來討論，
其他的限制轉售區域、專利和其他智慧財產權等案件則合併討論。首先針對處
分書中所呈現的程序相關部份做一觀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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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件程序

一個處分案（或者不處分案）要經過諸多程序、調查才能夠完成。案件的
起始可能是來自私部門的檢舉、或者公平會主動調查。在調查時，公平會除了
主動蒐集資料、分析，也往往會請被檢舉人到會進行說明。再由公平會根據檢
舉與被檢舉人的說明、以及公平會所掌握的事證進一步分析、檢驗，最後做成
裁處。而被處分人在收到被處分書之後，仍有尋求救濟的機會與管道。在本次
的研究報告中，我們將程序上的討論範圍限制在公平會做出處分之前，而不討
論後續的被處分人救濟，包括訴願以及行政訴訟部分665。
經由整理、觀察處分書後，我們發現在所蒐集的 52 個案例中，絕大部分起
源於民間檢舉人的檢舉、也有部分是由其他機關提供資訊給公平會之後，由公
平會啟動調查666。這樣的案件來源管道或許狹隘，但是由於我國產業經濟結構
與市場均具備一定規模、廠商活動蓬勃，要求公平會隨時隨地監控每個市場上
是否出現反競爭行為，勢必耗費鉅量行政成本。
即便如此，我們仍須思考案件來源管道是否系統性地、甚至過度影響呈現
出來的案件型態。亦即是否民間檢舉人比較傾向檢舉某類型案件，而往往缺乏
動機檢舉其他類型案件；或者由於資料來源關係，某種類型案件比較容易成案、
其他類型案件則可能由於檢舉人不易齊集所需資料、跨過成案的「門檻」
，而使
得案件量偏少。
例如，在前述圖 4. 2 中的案件類型分布就出現不太平均。在我們所蒐集的
665

自 104 年 2 月起，依公平法第 48 條第 1 項規定被處分人之救濟直接適用行政訴訟程序。
例如中祥食品的維持轉售價格案（公處字 101068 號），係由法務部調查局彰化縣調查站致
函公平會，再由公平會派員調查。
666

366

案例中，出現最頻繁的是維持轉售價格案件。雖然為數不多，獨家交易與限制
轉售區域也都有相關案件。但是搭售則似乎沒有相關案件。
這樣的案件分布型態原因為何，可能需要進一步探索。可能在我國的產業
環境中，由於結構型態與廠商活動慣例的關係，多數業者傾向使用垂直價格限
制，亦即維持轉售價格、而極少涉及非價格限制，例如搭售（或甚至獨家交易）。
因此我們所觀察到案件類型的分布僅僅是母體分布、亦即市場上事業慣常使用
（反競爭）商業活動的反應，而沒有受到行政流程或者其他因素的扭曲。
但是案件型態的分布也有可能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影響，致使某些案件類型
選擇性地出現、或者不出現在公平會的處分案中。例如我們之後會討論到的維
持轉售價格相關案例，不少案件的發生是由於網路平台上的零售業者受到上游
製造商或者供應商警告後，轉而向公平會提出檢舉 667。這可能反應了隨著網路
平台的興起，網路交易成為重要的零售通路之後的現象，亦即上游業者必須花
更多心力維持價格、因此出現更多案件。反之，搭售或者獨家交易案件量較少
的一個可能猜測是，如果這些行為的反競爭效果的確在於市場封鎖、防止其他
廠商進入市場，那麼最有動機向公平會檢舉的是這些被排除在外的第三方事業。
而當地三方事業蒐集並提出可靠證據的能力不足、公平會又要求具有一定程度
的可信資訊才能成案時，就有可能使得此類案件難以跨過「成案」的門檻。
其次，在進行調查時，公平會往往會請相關人士到會說明。例如在維持轉
售價格的案件中，當前我國的公平交易法規定中明列：如果有正當理由，則維
持轉售價格行為可不罰668。因此在近年處分書中不乏被處分人到會說明因何種
667

例如視連科處分案（公處字 102135 號）、怡心工業案（公處字 102163 號）、台灣櫻花案（公
處字 105107 號）等等。
668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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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維持轉售價格件數與罰鍰統計

「正當理由」而採行維持轉售價格的情境。但是有趣的是，自 104 年修法以來
似乎未有被處分人能成功提出被公平會所接受的「正當理由」而免罰。這可能
僅只是修法之後公平會與私部門兩邊調適、探索適切法理操作的短期現象、但
是也可能有進一步的問題值得未來探索。

二、

維持轉售價格與相關聯合案件

我們首先探討 101 年至 106 年 8 月以來的維持轉售價格案件（包括一件相
關的聯合案件）
。表 4. 1 列出這段期間的逐年維持轉售價格之案件件數，包括相
關的聯合案件一共有 38 件，約占全部案件之 71%669。
我們進一步將維持轉售價格案件與所考慮的總案件歷年分布畫成圖 4. 5；
其中實心折線為維持轉售價格案件數、虛點折線則為總案件數。兩條折線走勢
越相近表示維持轉售價格案件占公平會市場封鎖相關案件中的比例越維持穩定、
不隨年份不同而有波動。此外，兩條線在 105 年度重合，表示在這一年公平會
再轉售時之價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669
在括號中的表示為聯合相關案件中的被處分人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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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 維持轉售價格案件與總案件趨勢比較

所有市場封鎖相關案例都出自於維持轉售價格案件。
在罰鍰的部分，從統計數字來看，維持轉售價格歷年處分案的平均罰鍰為
125.7 萬元、中位數為 25 萬元。但是從表 4. 1 所列出的數字分布可以得知，罰
鍰數額的分布並非平均分配在最大值（2000 萬元）與最小值（0 元，亦即無罰
鍰）
。如果我們將 2,000 萬元的處分案視為離群值而刪除不計，則平均數降為 63.5
萬元，但是中位數仍然維持在 20 萬元；這表示 2,000 萬元的罰鍰的確數屬於較
極端的狀況。
我們將歷年來維持轉售價格的平均罰鍰與所有案件的平均罰鍰比對，繪製
成圖 4. 6。我們觀察到只有 101 年與 106 年（至該年 8 月）兩者有相當差異，
其他年份的平均數額則約略相當。這個結果在 105 年度並不意外，畢竟從圖 4. 5
我們可知在這個年度的處分案幾乎都是維持轉售價格案件。但是在其他年份也
呈現這個結果就相當令人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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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6 維持轉售價格與所有案件被處分人平均罰鍰走勢比較

進一步探究資料，我們發現在 103 年與 106 年這兩個年度各出現一個極端
值的罰鍰數額：103 年度有美商蘋果的維持轉售價格案，罰鍰 2,000 萬元670；106
年則有弘音多媒體的濫用優勢地位案，罰鍰 1,000 萬元671。這兩個極端數額可能
分別造成 103 年的維持轉售價格平均罰鍰略高、以及 106 年的所有案件平均罰
鍰高出甚多的現象。
我們刪除 103 年與 106 年出現這兩個極端罰鍰後，重新比較維持轉售價格
與所有案件被處分人的歷年平均罰鍰，呈現在圖 4. 7。從圖中的確（非正式的）
證實我們的猜測，在除去這兩個極端值後，除了 101 年度外，幾乎所有年度的
維持轉售價格案件與所有案件的平均罰鍰都非常接近。我們會在第三節進一步
討論這個現象。

670
671

前揭註 663。
前揭註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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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7 去除極端值後的被處分人罰鍰比較

此外，在我們所蒐集的維持轉售價格案例中，有兩點值得提出。首先，在
公平會豐富的維持轉售價格案件執法經驗中，曾經在處理過藉由維持轉售價格
進行聯合行為的案件。
在 104 年度中，公處字第 104100、104101、104102、104103、104104 號處
分書皆是關於台南市地區寵物食品零售業的案件。在公處字第 104100 號處分書
中受罰之 7 家寵物食品零售業業者於 102 年 9 月 9 日召開會議協調零售價格。
這場會議與會廠商包括淞運泰企業有限公司、柏希菲克股份有限公司、威阜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鴻苗寵物用品有限公司、臺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魚中
魚水族寵物有限公司、寵物王國有限公司、萬達寵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旭海
水族寵物有限公司、北高雄水族館有限公司、愛諾寵物生活館、以及美自愛犬
整容屋等寵物食品及用品連鎖業者及小型店家。前 5 家廠商 （淞運泰、柏希菲
克、威阜國際、鴻苗、臺灣大昌華嘉）是後 7 家寵物食品零售業業者（魚中魚、

371

寵物王國、萬達、旭海、北高雄、愛諾、美自）之上游廠商。他們在這場會議
中達成維持轉售價格之協議，雖然 7 家寵物食品零售業業者屬於聯合行為，但
此 7 家業者聯合向上游廠商要求維持轉售價格，因此放在此處一起討論。
經由比較上、下游廠商的罰鍰我們可以明顯的發現公平會對於聯合行為施
以較重的罰鍰：上游「配合」施行維持轉售價格的事業分別被處以 10 萬元、20
萬元、30 萬元、50 萬元的罰鍰672；下游「發起」、藉由維持轉售價格實施聯合
行為的事業被處以 5 萬元、30 萬元、50 萬元、250 萬元、250 萬元、300 萬元、
400 萬元的罰鍰。針對參與這個價格協議的廠商，公平會總共開罰 1,395 萬元。
公處字 104100 中同時提及被處分人的財務與市占率資料：魚中魚公司、萬
達公司、寵物王國公司、旭海公司、北高雄公司、愛諾寵物生活館及美自愛犬
整容屋等被處分人 102 年於臺南市之營業額共計 2 億 1,731 萬元、市場占有率約
17.34%。如果在 102 至 104 年間台南的寵物食品市場沒有太大波動、所有業者
的營業額以及市占率相對穩定、變化不大，那麼 1,395 萬元的罰鍰約占每年市場
營業額的 6%左右。進一步考慮到違法期間約持續兩年，將罰鍰就會分攤到持續
價格協議的這兩年，這樣罰鍰所占營業額之比重將降至 3%。
維持轉售價格的第二個特徵是在 101 年至 105 年間，有 11 件案件之中被處
分人曾經檢舉下游廠商違反智慧財產權之案件。這些案件皆是下游經銷商檢舉
上游進行維持轉售價格，同時下游業者在網路平台上販售商品。此類型的案件
在我們所統計的期間約占所有維持轉售價格案件的 1/3，表示網路平台作為零售
通路的重要性日增、事業在網路交易平台上進行的垂直價格或者非垂直限制也
益發受到重視。
672

臺灣大昌華嘉並未被處以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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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網路與非網路通路維持轉售價格平均罰鍰

在這 11 件案件中，全部案件發生的過程皆是被處分人發現檢舉人在網路平
台所販售的價格過低，於是處分人便向平台方檢舉其銷售之商品違反智慧財產
權。在網路平台販賣商品只要遭人檢舉且有不當的紀錄，最嚴重會被永久停權，
這對於在網路銷售之業者是非常大的威脅，故檢舉人往往會因此而吃虧，於是
向公平會檢舉。但是在所有 11 件處分案中，除了台灣櫻花一案受罰 120 萬元外
673

，全部罰鍰皆是 5 萬元或 10 萬元，亦即這類型的案件的罰鍰通常不高。的確，

若我們將所有維持轉售價格處分案按照網路與非網路通路做區分，可以發現兩
者平均罰鍰有相當差異。表 4. 2 列出平均數字。就算我們刪除非網路通路的極
端值（蘋果案），但是保留網路通路的台灣櫻花案，兩者平均仍有約 3 倍差距。

三、

濫用優勢地位

我們所整理的濫用優勢地位相關案件共有 11 件、占所有案件的 20%，售處
分人的平均罰鍰則為 163 萬元；此類案件與罰鍰的各年分布參見表 4. 3。由表
中可知除了整體案件量並不算多、並且集中在 102 年與 106 年等少數年份。經

673

前揭註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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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檢視後我們發現 102 年的 5 件處分案中，有 3 件其實源自於同一個事實674。
而 102 年與 103 年中罰鍰 0 元的也是同一個案件675。因此事實上在我們所觀察
的期間只有 7 個不同的濫用優勢地位案件。
根據這 7 個不同案件事實的濫用優勢地位案件行為分類，我們大致可以分
為幾個類別。其中台塑案中的涉及行為傾向於拒絕交易（refusal to deal）或者拒
絕供給（refusal to supply），被處分人被處以 200 萬元罰鍰676；臺灣港務涉及關
鍵設施（essential facility）與差別待遇，處分人僅被要求改正行為，而未被處以
任何罰鍰；輝洪開發（罰鍰 30 萬元）、智軒文化（罰鍰 30 萬元）、影聯（罰鍰
10 萬元）、影傑（罰鍰 10 萬元）677、以及荷商戴爾（罰鍰 200 萬元）678均涉及
在競標情境之下影音資料或軟體產品代理業者的拒絕交易；最後，弘音多媒體679
被處以 1,000 萬元的罰鍰，被處分人涉及行為具有獨家交易的性質。而大安文山
680

、金頻道681、與天外天682都是第四台業者與住宅社區管委會簽訂獨家經營權

的處分案，分別被處以 90 萬、120 萬、以及 160 萬元罰鍰。

674

輝洪開發、智軒文化、影聯、以及影傑等事業均因新北市及高雄市立圖書館 100 年度視聽
資料採購一案而受處分（公處字第 102088、102089、102090 號處分書）。
675
臺灣港務一案，公平會 102 年的處分案（公處字 102154 號處分書）經被處分人向行政院提
起訴願後，業經行政院決定撤銷原處分。於是公平會另於 103 年重行審酌、另為處分（公處字
103043 號處分書）。
676
公處字第 102119 號處分書。
677
前揭註 674。
678
臺南市環保局標案，公處字第 104033 號處分書。
679
前揭註 549。
680
公處字第 106065 號處分書。
681
公處字第 106066 號處分書。
682
公處字第 106064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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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濫用優勢地位案件與罰鍰統計

在弘音多媒體一案，雖然在公平會的處分書中並未寫明將被處分人行為歸
類於「獨家交易」
，但是我們認為其行為與文獻或者案例中的獨家交易樣態頗為
近似。在本案中，被處分人要求下游經銷商、放台主、卡拉 OK 業者等等，若
是被發現同時使用、承租其他競爭品牌歌曲，則每月、每台電腦伴唱機將多收
2,000 元租金683。這個加收租金的行為其實近似於「忠誠折扣」，亦即只有不與
其他競爭業者交易才能免收 2,000 元；或者獨家交易中一方毀約時的違約賠償，
亦即若決定與承租其他業者歌曲，則必須支付 2,000 元的「賠償」。
其次，在輝洪開發等處分案684、以及荷商戴爾685處分案中，被處分人皆曾
參與投標而未得標。前者為圖書館視聽資料採購案、後者則為防毒軟體採購案，
而被處分人均為版權或者智慧財產權的臺灣代理方。以較低價格得標的廠商之
後向被處分人要求報價、出貨，而遭到被處分人拒絕。尤其在荷商戴爾案中被
處分人曾說明認為得標廠商不具備提供軟體支援服務的能力。公平會在輝洪開
發等案中以濫用市場相對地位；在荷商戴爾案中則以杯葛、損害特定事業而分
別加以處分。
683
684
685

前揭註 549，頁 1。
前揭註 674。
前揭註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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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其他案件

四、

其他樣態

最後，我們將其他所整理、數量較少的案件類型一併討論，包括共 4 份處
分書，約占總案件的 7%。包括限制銷售區域 1 件、不當維持授權金價格 2 件以
及聯合行為 1 件；參見表 4. 4。其中不當維持授權金的兩個處分案其實是同一
個案件，亦即荷商皇家飛利浦案686。而我們所納入的聯合行為案中（新世紀廣
告案687）
，上游不同廠商除了聯合抬高價格外，同時將所有業務交由被處分人獨
家代理，因此包含垂直限制的行為。在這 4 件案件中，限制銷售區域案中被處
分人和泰汽車被處以罰鍰 300 萬元、聯合行為（獨家代理）中被處分人新世紀
廣告被處以罰鍰 300 萬元、不當維持授權金價格（荷商皇家飛利浦）罰鍰 180
萬元。

第三節 小結
我們整理出了市場封鎖相關案件近年來在我國的執法趨勢，並就主要案件
類型稍作探討。我們發現近 5 年來公平會最主要的市場封鎖、或者垂直限制相
686

公平會於 103 年的處分書（公處字 103060 處分書）遭被處分人提起訴願、行政院決定撤銷
原處分後，公平會於 104 年另立處分（公處字 104027 號處分書）。
687
公處字 101009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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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案件類型為維持轉售價格，占了相關案件總案件量的 7 成以上；獨家交易則
有 4 件；限制銷售區域 1 件；但是完全沒有搭售案件。
我們同時整理罰鍰金額並試著提出一些觀察。我們發現在個案上雖然各種
類型案件罰鍰金額大小不一，但是一旦加總平均、計算被處分人的平均罰鍰，
並且剔除極端值後，歷年來的平均罰鍰似乎在維持轉售價格與非維持轉售價格
案件上，兩者分歧不大。
觀察維持轉售價格的平均罰鍰與案件來源，我們提出兩點思考方向。首先，
維持轉售價格案件的被處分人平均罰鍰與所有案件被處分人平均罰鍰差異不大
的現象頗為有趣，也可能值得競爭主管機關或學界持續關注。它或許只是巧合，
畢竟我們的觀察點不夠多，難以做有意義的統計推估。但是如果後續的追蹤、
研究發現這是一個持續相當時間、具有一定程度一致性的現象，可能需要稍微
深入考慮可能形成這個結果的原因。
從概念上來說，處分案的罰鍰應適當反應受處分行為對產業與消費者的整
體影響。而從嚇阻效果的角度來看，更必須考慮反競爭行為能夠「浮現檯面」、
受到競爭主管機關處分的機率；若機率越低，則處罰應該越重688。
假設競爭主管機關能夠對所處理的處分案都施以適當罰鍰，我們可以試著
推想怎麼樣才能得到「平均罰鍰」一致的結果。考慮兩種不同行為，例如維持
轉售價格與搭售。隨著所處產業條件、被處分人市場地位、行為時間長短等的
不同，每個個案可能最社會造成不同損害，例如可能是 10 萬或者 100 萬。為了
簡化分析，假設社會損失與市場地位成正比，例如市占率越高則被處分人行為
帶來的社會損失越大；同時也沒有「抓不到」的問題，因此罰鍰可以設在社會
688

參見法律經濟學教科書中關於嚇阻效果的說明；Shavell (2004), supra note 22, p.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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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的水準，不需要因為嚇阻效果而加倍。
在這個簡單情況下，如果競爭主管機關不設下其他處理原則，那麼兩種行
為的平均罰鍰相等的條件是兩種行為所造成高社會損失（100 萬元）或者低社會
損失（5 萬元）的相對頻率相同。如果搭售導致 100 萬元損失的機率為 20%，
但是維持轉售價格為 80%，那麼資料所呈現的平均罰鍰就不相同。
如果競爭主管機關進一步對某些行為是否處罰設下門檻或條件，例如搭售
行為只針對高市場占有率的被處分人、但是維持轉售價格則沒有限制，那麼就
算兩種行為之下的社會損失相對頻率相同，平均罰鍰也不會一樣。搭售的平均
罰鍰應該較高。
當然，如果例子稍微複雜一些，或者考慮不同行為有不同被處分的機率，
的確是有可能發生在不同因素運作之下，平均罰鍰剛好相等的情況。這個「思
考實驗」
（thought experiment）的目的並不是在論證相同的平均罰鍰就必然有問
題；我們也相信公平會在決定每個案件的罰鍰時必然有其針對個案事實、以及
涉及法律或經濟學理的考量空間。我們在此只是對於事後統計出現的數字型態、
以及其背後可能隱含的意義做出提醒、建議。這個現象可能並不是那麼地理所
當然，而值得進一步追蹤、探討。
其次，維持轉售價格最重要的促進競爭效果之一是提升服務品質、防止零
售商搭便車689。根據這個觀點作進一步推論，比較有動機舉發維持轉售價格的
零售商可能是比較不需提供服務的下游業者。一般而言，網路通路沒有展示間、
也沒有銷售人員提供專業諮詢，節省的成本因此提供了價格競爭的空間690。除

689
690

參見第二章以及第三章的討論。
依據同樣論點，Akman 與 Sokol 教授認為在網路通路較傳統、非網路通路更需要以維持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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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網路通路在近年來逐漸興起，這個因素或許也解釋了近年來不少檢舉人來自
網路平台原因。
當然，這不代表公平會應該從此拒絕網路零售商的檢舉。而是這個現象可
能反應了法律經濟學中所謂「案件選擇」（case selection）691的問題，亦即會出
現在法院或者執法機關的案子可能已經經歷過某種篩選，而具有某些共同特徵。
公平會固然不應受到檢舉人身分影響而改變辦案程序，但是這項間接資訊或許
是在考量個案是否有「正當理由」時，可以敦請受處分人進一步提出說明與資
訊的提示。

價格解決搭便車問題；Pinar Akman and Daniel Sokol, “Online RPM and MFN Under 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50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33-151 (2017).
691
George Priest and Benjamin Klein, “The Selection of Disputes for Litigation,” 13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55 (1984).

379

第五章

「新經濟」的市場封鎖議題：技術標準專利與雙邊
市場

在這一章裡，我們針對兩個近期較新的議題—技術標準專利與雙邊市場—
提出一些競爭政策的探討。在理論與實務上，這些議題都仍然在持續發展，陸
續有新的案件與觀點出現。我們針對這兩個議題做出一些初步整理，提醒競爭
主管機關在這些領域中可能出現的相關問題。

第一節

一、

技術標準專利權行使

前言

近年來智慧財產權行使涉及之競爭法規範問題，受到各界重視，其中尤以
技術標準必要專利權（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SPE）議題為然。值得注意的是，
高通、Motorola、蘋果、Samsung 及其他 SEP 權利行使所引發的爭議，雖如雨
後春筍，但國際間真正由競爭法執法機關裁罰的案件，其實相當有限692。
易言之，美國 FTC 及歐盟執委會早期雖有幾件與 SEP 有關的調查或處分案，
包括美國 FTC 於 1995 年的 Dell 案693、從 2002 年展開調查及至 2009 年才告一
段落的 Rambus 案694、2007 年至 2010 年間由歐盟執委會調查的 Rambus 案695。

692

參酌歐盟 2017 年研究報告所彙整之 SEP 相關授權案件。Chryssoula Pentheroudakis, Justus A.
Baron, Nikolaus Thumm, Licensing Terms of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ases, available at
http://publications.jrc.ec.europa.eu/repository/bitstream/JRC104068/jrc104068%20online.pdf, at
41-54 (last accessed on November 15, 2017).
693
In re Dell Computer Corp., FTC Matter/File Number: 931 0097.
694
In the Matter of Rambus Incorporated, FTC Matter/File Number: 011 00017.
695
COMP/C-3/38 636 Ram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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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前 揭 案 件 之 案 由 事 實 ， 均 為 參 與 技 術 標 準 制 定 組 織 （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 SSO）之事業，違反專利宣言（Patent Policy）而未揭露已取得或申
請中專利，嗣後再憑藉 SEP 對技術標準使用者主張專利權，引發不當取得獨占
力量之疑慮，因而由美歐競爭法主管機關展開調查 696。相較於此，新近各國競
爭法主管機關所處分的 SEP 案件，包括 2014 年歐盟執委會受理之 Samsung 案697
及 Motorola 案698、高通公司在韓國699、中國大陸700及我國的獨占地位濫用處分
案，主要爭點為已經取得獨占地位之事業（SEP 權利人）
，專利權人拒絕授權行
為或權利金主張有獨占地位濫用之疑慮701。不同時期的案件雖同樣涉及 SEP 相
關案件，不僅案由事實截然不同，各該事實之單純或複雜程度、事實調查及證
明難易度，亦有不同。另一個值得注意之處在於，不論是屬於那類型案件，雖
696

關於各該案件介紹及標準專利制定程序有關之獨占地位濫用問題，參見李素華，「技術標準
制定之競爭法規範與調和」，東吳法律學報，第 15 卷第 1 期，117-178（2003）。
697
COMP/39.939 - Enforcement of UMTS standards essential patents.
698
COMP/39.985 - Enforcement of GPRS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699
韓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2009 年 7 月及 2016 年 12 月處分案之新聞稿及案件摘要（英文），可
由如下網站搜尋及下載：http://www.ftc.go.kr/eng/index.jsp (last accessed on November 15, 2017).
700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辦價監處罰〔2015〕1 號。
701
國內相關文獻，參見楊宏暉，「基於競爭考量之強制授權-兼談競爭法與專利法之競合」，
公平交易季刊，第 25 卷第 1 期，1-35（2017）；李素華，「除去或防止侵害請求權與競爭法規
範-從德國 Spundfass 及橘皮書案談技術標準專利權之行使」，公平交易季刊，第 25 卷第 1 期，
37-80（2017）；陳皓芸，「標準必要專利權之行使、權利濫用與獨占地位濫用」，公平交易季
刊，第 25 卷第 1 期， 81-130（2017）；楊宏暉，「德國競爭法上強制授權抗辯之發展與省思」，
公平交易季刊，第 24 卷第 3 期，81-134（2016）；楊宏暉，「標準關鍵專利之濫用與限制競爭」，
公平交易季刊，第 23 卷第 4 期，35-86（2015）；林金榮，「專利授權教戰守則：授權誠信條
款 F/RAND 介紹－Microsoft v. Motorola 專利訴訟判決談起」，月旦法學，第 238 期，223-243
（2015）；葉雲卿，「專利救濟法理的新思維—以美國專利訴訟近期法院見解為主軸」，專利
師季刊，第 16 期，56-85（2014）；周瑋祺，「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涉及標準專利（SEPs）案
件所核發限制禁止命令遭否決撤銷」，科技法律透析，第 26 卷第 1 期，8-9（2014）；劉孔中，
「技術標準、關鍵內容與強制授權-國際比較下的本土檢討」，公平交易季刊，第 19 卷第 3 期，
1-32（2011）；蔡岳勳，「聯合技術標準制定、專利權揭露與競爭法-對 2008 年 Rambus, Inc. v.
FTC 案之初步評析」，科技法學評論，第 6 卷第 1 期，241-275（2009）；李素華，「專利權行
使與公平交易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16 卷第 2 期，85-121
（2008）；黃銘傑，「技術標準與專利聯盟（Patent Pool）中獨占地位之取得及其濫用時之救濟
措施初探－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 In the Matter of Rambus, Inc.案之啟示」，全國律師，第 12 卷
第 1 期，27-39（2008）；江國慶，拒絕專利授權之研究—以美國反競爭規範為中心，國立臺北
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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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歐競爭法主管機關展開調查，不乏是由 SEP 權利人主動提出改善措施方式
收場702，真正有裁罰處分之案件，數量有限。
事業濫用標準制定程序取得獨占力量之競爭法規範問題，國際間已較有共
識，事業於參與 SSO 或標準制定程序違反專利宣言之情形，亦趨緩。目前仍在
發展中及較有爭議之 SEP 相關案件，乃 SEP 授權及專利權行使之正當界線。惟
迄今為止，由競爭法主管機關展開調查或作成處分之案件，仍屬有限，較為各
界所熟知者為 2014 年歐盟執委會受理之 Samsung 案703及 Motorola 案704、高通
公司在韓國705、中國大陸706及我國的獨占地位濫用處分案。實務上 SEP 授權及
權利行使爭議的最大戰場，仍在法院，亦即 SEP 權利人對於技術標準使用者訴
主張專利侵權，被告抗辯 SEP 權利人有授權義務及授權條件不當，由法院審酌
個案之案由事實、雙方當事人談判程序與方式、是否涉及惡意或善意行為，最
後認定 SEP 權利人得請求之合理授權金數額與 FRAND 授權條款（on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term）
。前揭爭議，不論是在美707、歐盟708、英
702

例如：2013 年美國 FTC 受理的 Bosch 案（In the Matter of Robert Bosch GmbH, a corporation,
FTC Matter/File Number: 1210081）
、Motorola 及 Google 案（In the Matter of Motorola Mobility LLC,
a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nd Google Inc., a corporation, FTC Matter/File Number: 1210120），最
後都以和解協議收場。再以歐盟執委會受理的 Rambus 案（COMP/38.636 – RAMBUS）為例，
在執委會公開表示要展開調查後，Rambus 提出改善措施，經過來來回回的協商及修改，執委會
接受 Rambus 的改善措施，認為該等承諾（commitment）內容已能消彌限制競爭疑慮，已無進
一步調查本案的共同體利益（no sufficient Community interest in the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e
present complaint），因而中止本案程序。
703
COMP/39.939 - Enforcement of UMTS standards essential patents.
704
COMP/39.985 - Enforcement of GPRS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705
韓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2009 年 7 月及 2016 年 12 月處分案之新聞稿及案件摘要（英文），可
由如下網站搜尋及下載：http://www.ftc.go.kr/eng/index.jsp (last accessed on Novembr 15, 2017).
70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辦價監處罰〔2015〕1 號。
707
例如：美國法院受理之蘋果案（Apple, Inc. v. Motorola Mobility, Inc., 869 F. Supp.2d 901 (U.S.
District Court, N.D. Illinois 2012); Apple, Inc. v. Motorola Mobility, Inc., 757 F.3d 1286 (Fed. Cir.
2014)）
、微軟案（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No. C10-1823JLR, 2013 U.S. Dist. LEXIS 60233）
及新近由加州北區地區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審理中
的高通案（Fair Trade Commission v. Qualcomm Incorporated, NO. 17-CV-00220-LHK (N.D. Cal.
2017)）。

382

709

、德710、荷711、法712、日713、韓714、中國大陸715及印度716，均有為數甚多的

案件及法院判決。由公平法執法機關或法院管制標準專利授權行為，看似無太
大差異，但其影響力、競爭政策之宣示意涵，截然不同。
SEP 權利行使及授權契約涉及之競爭法規範問題，國際間雖仍在發展中，
708

歐洲法院（CJEU）較為各界所熟知及討論的 SEP 案件，乃 2015 年的華為案（C-170/13, Decision
of 16 July 205,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v. ZTE Deutschland GmbH）。本案緣起，乃杜賽道
夫邦法院請求歐洲法院表示意見，以便更清楚釐清 SEP 權利人「有意願協商」（willingness to
negotiate）之意涵，避免不同歐盟會員國法院在 SEP 案件中，氾濫或過度詮釋「有意願協商」
或 FRAND 授權條件。
709
例如：Unwired Planet International Ltd. v.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2017] EWHC 711
(Pat); Nokia v. Interdigital Technology, [2007] EWHC 3077 (Pat); IPCom v. Nokia, [2012] EWHC
1446 (Ch); Vringo Infrastructure Inc. v. ZTE (UK) Ltd., [2013] EWHC 1591 (Pat)。英國法院之其他
案件，參見 Chryssoula Pentheroudakis, Justus A. Baron, Nikolaus Thumm, Licensing Terms of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ases, available at
http://publications.jrc.ec.europa.eu/repository/bitstream/JRC104068/jrc104068%20online.pdf, at
49-51 (last accessed on November 15, 2017).
710
例如：Spundfass 案（BGH, Urt. v. 13.7.2004 – KZR 40/02, GRUR 2004, 966 –
Standard-Spundfass）、橘皮書案（BGH, Urt. v. 6.5.2009 – KRZ 39/06, GRUR 2009, 694 –
Orange-Book-Standard）、GPRS 強制授權案（OLG Karlsruhe, Beschluss v. 27.2.2012 – 6 U 136/11
GPRS-Zwangslizenz II, GRUR 2012, 736）
。德國法院之其他案件，參見 Chryssoula Pentheroudakis,
Justus A. Baron, Nikolaus Thumm, Licensing Terms of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ases, available at
http://publications.jrc.ec.europa.eu/repository/bitstream/JRC104068/jrc104068%20online.pdf, at
45-47 (last accessed on Novembr 15, 2017).
711
荷蘭法院之案件，參見 Chryssoula Pentheroudakis, Justus A. Baron, Nikolaus Thumm, Licensing
Terms of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ases, available at
http://publications.jrc.ec.europa.eu/repository/bitstream/JRC104068/jrc104068%20online.pdf, at
47-48 (last accessed on Novembr 15, 2017).
712
法國法院之案件，參見 Chryssoula Pentheroudakis, Justus A. Baron, Nikolaus Thumm, Licensing
Terms of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ases, available at
http://publications.jrc.ec.europa.eu/repository/bitstream/JRC104068/jrc104068%20online.pdf, at 49
(last accessed on Novembr 15, 2017).
713
2014 年日本智慧財產高院（IP High Court）審理之蘋果案。
714
韓國除了競爭法主管機關處分高通公司外，2012 年蘋果與三星亦有訴訟案，參見 Chryssoula
Pentheroudakis, Justus A. Baron, Nikolaus Thumm, Licensing Terms of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ases, available at
http://publications.jrc.ec.europa.eu/repository/bitstream/JRC104068/jrc104068%20online.pdf, at 52
(last accessed on Novembr 15, 2017).
715
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粵高法民三終字第 305 號民事判決；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粵高法民三終字第 306 號民事判決。
716
印度法院之案件，參見 Chryssoula Pentheroudakis, Justus A. Baron, Nikolaus Thumm, Licensing
Terms of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ases, available at
http://publications.jrc.ec.europa.eu/repository/bitstream/JRC104068/jrc104068%20online.pdf, at
53-54 (last accessed on Novembr 1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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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會產生一定的市場封鎖效果，本研究報告一併納入討論，並就國外競爭法
主管機關所調查或已處分之 SEP 案件，進行分析。依循研究報告前幾章所分析
之體例及立法例，先簡述 SEP 定義及涉及之競爭法規定，案例討論則以歐盟
Samsung 案及 Motorola 案為主；另外，Qualcomm 之 SEP 權利行使是否有獨占
地位濫用問題，2007 年歐盟之調查案雖然中止，但目前另有新的調查案進行中，
以下亦將該案件納入討論。

二、

定義及各國競爭法之規定

1、 SEP 定義
依據目前各國智慧財產學說及實務見解，專利法僅賦予權利人消極性的權
利（negative right）：有權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
使用或進口之行為（專利法第 58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參照）717。據此，專利法無
意創設權利人在市場上的獨占性，專利制度僅讓權利人擁有「技術上」之獨占
地位

718

， 權 利 人 不 必 然 構 成 經 濟 學 意 義 之 獨 占 （ Monopol im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Sinne）。因專利權而使權利人能實質上取得獨占地
位及市場力量者，僅發生於該專利權所保護之發明為解決技術困難最佳或最便
宜的手段719，亦即因發明之技術優異而在事實上取得市場力量。除此之外，另
一個使專利權人處於獨占地位之情況，乃專利權所保護之發明為市場參與者提
717

關於專利權究竟實施發明的積極權、確認權（positive or affirmative right）或消極權之分析與
討論，參見李素華，「從專利授權契約之本質論專利法相關規範之解釋與適用」，政大法學評
論，第 144 期，24-29（2016）。
718
黃銘傑，「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
事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元照出版
公司，268（2006）。
719
Rudolf Kraβer, Patentrecht: ein Lehr- und Handbuch zum deutschen Patent und
Gebrauchsmusterrecht, 6. Aufl., C.H.Beck, S. 924 ff.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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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商品或服務所不可或缺，其為事業進入市場之「關鍵設施」
（essential facility），
SEP 即屬此等情形。
易言之，依循國際間重要技術標準制定組織之定義720，SEP 係指基於技術
上的原因（technical grounds）
，諸如技術應用實務或當時的技術發展狀態，不論
是製造、販賣、處分、修理、使用或操作符合技術標準之設備或方法，無可避
免的一定要實施該專利權所保護之發明；若因商業上的原因（commercial grounds）
而必須實施專利所保護之發明，諸如使該商品或服務能取得較佳的商業獲益，
仍不構成 SEP。SEP 所保護的發明既為提供商品或服務所不可或缺之技術標準，
市場參與者毫無選擇的必須實施每一個 SEP 之技術，無法有專利迴避之可能。
從 SEP 之定義來看，其所保護的發明不僅不具有替代性（alternative），亦無法
由其他技術所取代（substitute）721。
2、 SEP 權利行使之相關市場界定
至若 SEP 權利行使之相關市場界定，美國722及歐盟723之競爭法主管機關與
德國 BGH724，均從技術市場（technology market）725之角度分析，認為每一個
SEP 即構成一個獨立的相關市場。於此情況，以個別 SEP 為範疇所界定之相關
市場，SEP 具有市場力量及獨占地位，應無疑義。

720

例如：§ 8.2.1 of JEDEC Manual of Organization and Procedure (November 2011); § 1.5 of ETSI
Guide on IPRs (19 September 2013); § 10.2.1 of VSO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January 2008).
721
關於每一 SEP 構成獨立相關市場之詳細分析，參見 David Telyas, The Interface between
Competition Law, Patents and Technical Standards, at 52-57 (2014).
722
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 SEP 之相關市場認定，詳細討論參見黃銘傑，前揭註 701，27-39。
723
COMP/M.6381 - Google/Motorola Mobility; COMP/39.939 - Enforcement of UMTS standards
essential patents.
724
BGH 於 Spundfass 及橘皮書案見解，詳如後述。
725
參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2 項第 2 款：與該特定技術具有替代性而界定者，乃技術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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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先不論應如何界定 SEP 之相關市場，符合 SEP 定義之專利權，其權利
內容由排他性轉為獨占性之事實，亦可由兩方面獲得印證。其一，由於 SEP 所
保護的發明成為技術標準，使其為市場上唯一被採行的技術，即便有替代性技
術存在，此等與 SEP 有競爭關係之專利權人，亦無法與之抗衡。技術標準一旦
建立後，SEP 權利人在相關市場因而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具有
排除替代性技術參與競爭之能力726。其次，由於市場參與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
務必須符合技術標準，否則即無法進入市場或與上下游之商品或服務相容，因
此，市場參與者必須取得 SEP 權利人之同意以實施該發明；專利權人若拒絕授
權或主張不合理的授權條件，將使技術需求者無法進入市場，SPE 權利人因而
可以決定哪些事業能進入市場，甚而發生專利權「箝制」（hold-up）之現象。
據此，不論專利權所保護之發明是屬於「事實上的技術標準」（de facto
standards ）， 抑 或 是 經 由 政 府 部 門 或 技 術 標 準 制 定 組 織 （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 SSO）依循標準制定程序所產生之「法律上的技術標準」（de jure
standards）727，基於技術標準之特殊性、專利權所保護發明與技術標準間之依
賴關係，SEP 之性質已不純然為智慧財產法律架構下之排他性財產權，其權利
內容進一步擴展為獨占權及具有市場力量728。

726

Wilson D. Mudge & Marni B. Karlin,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 Court’s Decision in
Rambus- Overturn the FTC Finding of Monopolization”, 20 Intellectual Property & Technology Law
Review, 12 (2008); Telyas, supra note 721, at 99-100.
727
關於事實上及法律上技術標準之內容及實務個案討論，參見李素華，「技術標準制定之競爭
法規範與調和」，東吳法律學報，第 15 卷第 1 期，123-129（2003）。
728
Johann Verbruggen & Anna Lõrincz, “Patente und technische Normen”,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 Int, 820 (2002); DOJ & PTO,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t 4 (2017); Jürgen Ensthaler & Leonie Bock, “Verhältnis zwischen
Kartellrecht und Immaterialgüterrecht am Beispiel der Essential-facility-Rechtsprechung von EuGH
und EuG”,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 1-6 (2009); Müller Tilman, “Der
kartellrechtliche Zwangslizenzeinwand im Patentverletzungsverfahren Drei Jahre nach der
BGH-Entscheidung Orange-Book-Standard”,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 687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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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國競爭法關於 SEP 之規定
美歐各國競爭法目前未就 SEP 事宜有特別規定，而是適用一般競爭法及競
爭法關於智慧財產授權契約之規範，以下簡述與 SEP 有關者。
(1)

美國
美國 FTC 及 DOJ 於 2007 年 4 月公布的「反托拉斯法執行與智慧財產權報

告」（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729第二章，有針對 SEP 事宜之闡釋。惟其內容及重點，乃關
於事業參與標準制定組織、SEP 相關專利揭露事宜。另外，DOJ 於 2006 年間亦
曾於商業審閱函（business review letter）中，揭示事業參與 SSO 或標準制定程
序之行為適法性判斷標準。前揭內容，均與本文以下欲討論之案件較無關730。
除此之外，美國競爭法規範或智慧財產授權之反托拉斯法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731，針對 SEP 議題並未揭示
特別的執法標準，因此，SEP 權利行使與授權事宜，適用競爭法關於智慧財產
之一般性規範。

729

全文可由如下網址下載：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antitrust-enforcement-and-intellectual-prope
rty-rights-promoting-innovation-and-competition-report.s.department-justice-and-federal-trade-commi
ssion/p040101promotinginnovationandcompetitionrpt0704.pdf (last accessed on Novembr 15, 2017).
730
關於「2007 反托拉斯法執行與智慧財產權報告」與 SEP 相關議題、DOJ 商業審閱函意見之
介紹，參見李素華、林育廷，各國專利授權（含標準化技術授權）之規範與實務相關研究，行
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8 年委託研究報告 5，67-77（2009）。
731
DOJ 及 FTC 於 1995 年公布智慧財產授權之反托拉斯法準則，2017 年 1 月前揭準則略有修
正，全文參見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1049793/ip_guidelines_2017.pdf (last
accessed on Novembr 1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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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歐盟
相近於美國立法例，既有競爭法或集體豁免規則（block exemptions）涉及

智慧財產或授權契約之規範，包括 330/2010/EU 垂直協議規則732、1217/2102/EC
水平協議規則733、1218/2010/EC 特殊協議規則734及 316/2014/EC 技術移轉協議735，
亦適用於 SEP 議題。現行法中有關於 SEP 之特別規定者，乃 2011 年公布的水
平 合 作 協 議 處 理 原 則 （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736，惟其中關於「標準化
契約」（Standardisation Agreements）之內容，亦偏向 SSO 運作及事業參與標準
制定程序有關契約之規範737。
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 11 月 29 日歐盟執委會針對 SEP 專利權行使與
FRAND 議題公布處理原則（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732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330/2010 of 20 April 2010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ategories of vertical agreement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OJ L 102/1, 23.4.2010.
733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1217/2010 of 14 December 2010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s, OJ L 335/36, 18.12.2010.
734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1218/2010 of 14 December 2010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specialisation agreements, OJ L 335/43, 18.12.2010.
735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316/2014 of 21 March 2014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ategori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 OJ L 93/17, 28.3.2014.
736
OJ C 11/01, 14.1.2011.
737
參見段落 257 以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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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內外重要案例

1、 2007 高通案（歐盟）738
(1) 案由事實739
Qualcomm Inc.乃美國經片製造商，同時握有行動電話之 CDMA 及 WCDMA
標準之必要專利權，CDMA 乃 3G 技術標準 UMTS 之一部分內容，為歐洲地區
廣泛利用的行動電話通訊標準。其後，六家歐洲、美國及日本行動電話及晶片
製造商，包括 Ericsson、Nokia、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
、Broadcom、NEC
及 Panasonic，向執委會提出獨占地位濫用控訴，執委會於 2007 年 8 月 30 日決
定對 Qualcomm 之專利權行使行為展開進一步調查。
根據檢舉人表示，Qualcomm 之授權契約內容，不符合公平、合理及不歧視
之 FRAND 授權條件，違反曾經所作成的 FRAND 承諾（FRAND commitment），
構成當時所適用 EC 條約第 82 條獨占地位濫用之禁止規定。檢舉人認為，
Qualcomm 所主張之不合理授權條件及權利金要求，將導致最終消費者支付高額
對價始能購得行動電話；不僅如此，此等不合理授權協議將延緩 3G 技術標準之
研發，在技術標準相關研發受阻之情況下，對經濟效率產生極為不利的結果。
其次，Qualcomm 不當行使專利權行為，對技術標準制定程序及日後的 4G 技術
標準建立，均有甚為負面之影響。
(2) 競爭法主管機關調查重點740
執委會在新聞稿中表示，決定受理本案本身，不代表執委會已有證據證明
738
739
740

COMP 39.247 – Texas Instruments/Qualcomm.
MEMO/07/389.
MEMO/0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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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comm 違 反 競爭法 ， 而是 揭示 將就 本案 展 開進 一步 調查 （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the case）
，且為優先處理業務（as a matter of priority）
。執委會亦
指出，本案調查沒有嚴格的時間表，端視案件事實複雜性與爭點多寡、相關事
業與執委會合作程度。
調查重點在於：Qualcomm 加諸於被授權人的授權條件及權利金是否構成不
公平、不合理及歧視。經由前述事實，判斷 Qualcomm 之授權協議是否構成 EC
條約第 82 條之獨占地位濫用行為。執委會認為，SEP 權利人不得因為專利權所
保護的發明與技術標準有關，因而藉此實施額外的市場力量（to exploit the extra
power）。
執委會指出，日後會以適當方式將調查程序公告周知（make public the
initiation of proceedings in any appropriate way）
，惟事前會先告知相關當事人，亦
會充分顧及被指控事業之權益。
(3) 中止調查741
本案歷經兩年多調查後，執委會於 2009 年 11 月 24 日中止程序。於新聞稿
中，執委會重申打擊獨占事業不法行為、維護 IT 或其他創新產業競爭秩序、確
保消費者利益之決心。
執委會指出，本案涉及使用 SEP 相關發明之定價問題，實務上關於此等問
題的判斷非常複雜，任何競爭法執法者在干預商業協議時，必須非常謹慎（any
antitrust enforcer has to be careful about overturning commercial agreements.）
。執委
會調查 Qualcomm 所主張之權利金數額是否不合理的高（unreasonably high），

741

MEMO/09/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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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投入時間與資源進行調查及搜集相關證據，但仍不足以作成正式結論（reach
formal conclusions）。
鑑於本案之所有檢舉人已經撤回或有意願撤回反競爭控訴，執委會必須考
慮應如何配置與集中有限的行政資源與案件處理優先性。因此，決定中止本案
程序，不再繼續投入資源調查本案。
2、2015 年高通案（歐盟）742
鑑於高通公司之 SEP 權利行使問題為國際間所高度重視，美歐競爭法主管
機關直接作成處分者仍有限，本案目前雖仍由執委會調查中，仍將其目前進展
納入討論。
(1) 案由事實
2015 年 7 月 16 日歐盟執委會發出新聞稿743，宣布對全球為大的基頻晶片
組（baseband chipsets）供應者-高通公司，展開兩件調查案。其一案之調查重點
在於，高通公司提供交易相對人財務上的誘因，以使其僅購買由高通公司所提
供 或 主要由高通公司 所提供 的基頻晶片組 （ offering financial incentives to
customers on condition that they buy the baseband chipsets exclusively or almost
exclusively from Qualcomm），此等行為是否構成獨占地位濫用。易言之，執委
會將審視高通公司之晶片組供應條件，該晶片組符合 3G 及 4G 之技術標準，以
發揮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在行動通訊的傳輸功能，不論是聲音或資料傳輸
（voice and datat transmission），均須藉助基頻晶片組。執委會將調查，高通公

742
743

COMP 39.711 – Qualcomm (preda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IP/15/5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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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是否對交易相對人提供對價（payment）
、折扣（rebates）或其他財務誘因（other
financial incentives），以此條件促使其完全或主要向高通公司採購基頻晶片組。
另外，執委會亦將了解，此等行為是否限制競爭者參與競爭之能力（hinder the
ability of rivals to compete）。
執委會展開的另一案，調查重點乃高通公司關於 3G 技術標準晶片組之定價，
亦即是否有以低於成本之掠奪性定價方式，將競爭者排除於相關市場（engaged
in “predatory pricing” by charging prices below costs with a view to forcing its
competition out of the market）。
執委會表示，展開本案調查之原因，在確保高科技產業能就其商品從事競
爭行為，在大量消費者使用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電子產品之際，應確保最
終消費者之花費值回票價，維持市場之有效競爭即為鼓勵創新（innovation）之
最佳方式。
(2) 競爭法主管機關初步調查結果
2015 年 12 月 8 日執委會以公開新聞稿744揭示初步調查結論，除了告知受
調查的高通公司外，亦使利害關係人及公眾知悉。執委會認為，兩案初步調查
後，不論是提供交易相對人財務誘因或掠奪性定價部分，均有違反歐盟競爭法
之潛在可能性（in potential breach of EU antitrust rules）
。高通公司之行為，可能
驅除競爭者（push out competitors）或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prevented them from
competing）。
針對獨占地位濫用之調查，執委會發現，自 2011 年只要智慧型手機與平板

744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IP/15/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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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製造商僅使用高通的基頻晶片組，高通公司即支付高額金額；此等財務誘
因之約定仍持續生效。執委會認為，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製造商因高通之此
一條件，不再有動機去尋求替代性晶片，因而危害基頻晶片之競爭與創新。
另外，執委會亦認為，高通公司於 2009 年及 2011 年針對特定類型之基頻
晶片組為低於成本之掠奪性定價，企圖將競爭對手排除於市場。易言之，在競
爭對手 Icera 公司逐漸對高通產生競爭上的威脅，高通銷售其中兩個客戶的價格
明顯偏低，無法填補高通的成本，目的是在將 Icera 公司逐出市場。
執委會將「異議聲明」
（Statements of Objections）745送達高通公司，初步調
查意見認為，高通於全球之 3G 及 4G 基頻晶片組具獨占地位，且其行為可能違
反競爭法，尤其是 TFEU 第 102 條。惟執委會指出，此等異議聲明不影響日後
之調查結果（does not prejudge the outcome of the investigation）。
程序面上，異議聲明是執委會調查程序之其中一個正式步驟。執委會以書
面方式告知涉案事業，哪些行為有反競爭疑慮。涉案事業能檢視執委會的調查
檔案，亦能以書面回覆及要求口頭的聽證程序（an oral hearing）
，以在歐盟執委
會及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代表前，回應及陳述意見。因此，高通在接獲異議
聲明後，針對獨占地位濫用及掠奪性定價之初步意見，各有三個月及四個月時
間可就執委會意見回應，每個案件亦能要求口頭的聽證程序。
執委會特別強調，本案調查並無時程表；何時完成調查程序，端視案件事
實複雜性與爭點多寡、相關事業與執委會合作程度。至 2017 年 11 月 13 日止，
執委會針對本案仍無進一步資訊公告。

745

異議聲明是執委會調查程序之其中一個正式步驟。執委會以書面方式告知涉案事業，哪些行
為有反競爭疑慮；涉案事業能檢視執委會的調查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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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星案（歐盟）746
(1) 案由事實747
2012 年 1 月 31 日歐盟執委會對三星公司（Samsung Electronics）展開正式
調查，以了解三星是否有獨占地位濫用行為。1998 年當三星參與 ETSI（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標準制定時，對於其所擁有之部分專利
權被納入技術標準，承諾將以 FRAND 條件將 SEP 授權技術需求者。
2011 年三星在歐盟境內，對有競爭關係之數家行動裝置製造商，包括蘋果
公司（Apple），主張專利權侵害及聲請禁制令（injunctive relief）；惟行動裝置
欲符合 ETSI 標準，不可避免地將實施三星所擁有的專利權。執委會之調查重點，
乃 三 星 公 司 是 否 因 此 而 違 反 1998 年 向 ETSI 所 為 及 性 質 上 乃 不 可 撤 回
（irrevocable）的 FRAND 承諾、此舉是否構成 TFEU 第 102 條的獨占地位濫用。
易言之，ETSI 及其他 SSO 在制定技術標準時，會要求 SEP 權利人承諾，日後
將以 FRAND 條件將技術授權予技術需求者，以盡可能地免除「專利箝制」
（hold-up）現象，亦能使 SEP 權利人有合理的獲益。事前 FRAND 承諾之作法，
符合歐盟 2011 年水平合作協議處理原則之內容。FRAND 承諾能確保標準相關
技術之近用（access），為避免競爭秩序受到扭曲、回收標準制定所帶來的正面
經濟效益，事業應誠實的履行先前所為之 FRAND 承諾。
同（2012）年 12 月 21 日執委會就其初步調查結果，作成「異議聲明」
（Statements of Objections），認定三星公司憑藉 SEP，自 2011 年起在歐盟會員
國對蘋果公司聲請禁制令行為，應有構成獨占地位濫用之疑慮。執委會表示，

746
747

COMP/39.939 - Enforcement of UMTS standards essential patents.
C(2014) 2891 final, para. 44-61;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IP/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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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專利權侵害行為人主張禁制令為合法的權利行使，惟於涉及 SEP 之情況，禁
制令之對象若為有意願以 FRAND 條件訂定授權契約之技術需求者，即有可能
構成構成濫用行為。易言之，禁制令之結果乃排除侵權物在市場上流通，包括
銷售行為。SEP 權利人可能藉由禁制令，將競爭對手排除於市場，亦可能因此
而不當的扭曲授權協商（distort licensing negotiations unduly）
。執委會特別強調，
雖對三星公司行使 SEP 權利及主張禁制令行為發出異議聲明，不代表智慧財產
權利人不能聲請禁制令；對於無訂定授權契約意願之技術使用者，SEP 權利人
仍有權以禁制令方式確保其權利。
執委會日後若就本案作成正式處分決定，除了可以命三星停止為反競爭行
為外，亦可最高處以全球年銷售額百分之十罰鍰（up to 10 % of a company’s
annual worldwide turnover）。
(2) 被處分事業回應-提出改善措施
執委會就本案表示異議聲明後，三星公司於 2013 年 9 月 27 日提出「改正
承諾」（proposed commitments）748，以免除執委會繼續本案之調查程序。三星
公司之改正承諾包含幾個部分。
I. A 部分「禁制令聲請之承諾」
三星承諾，對於符合如下要件的潛在被授權人，三星公司不會在歐盟境內
任一法院或爭端解決機構聲請禁制令，且願意就 FRAND 條件之授權事宜，進
行協商：

748

全文下載：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39939/39939_1301_5.pdf (last
visited on November 1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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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簽署本改正承諾附件 A 之「協商要約」（Invitation to Negotiate）；

(ii) 於收到「協商要約」後，於三十日內完成簽署及送回三星公司。
三星與技術需求者開啟上述程序後，應自開始協商日（Commencement Date;
Mandatory Negotiation Period）起算 12 月內，在「授權框架」
（Licensing Framework）
的條件下，進行授權協商或交互授權協議協商。前揭協商期間可由潛在被授權
人以書面方式要求，縮短為 6 個月。另外，雙方當事人亦可直接簽署附件 B 之
「協商要約」，直接針對 FRAND 條件之決定事宜，進行協商。
三星與潛在被授權人若無法在上述協商期間就 FRAND 授權條件達成共識，
則適用本改正承諾 B 部分「第三方決定 FRAND 條件」
（Third-Party Determination
of FRAND Terms）。
三星公司在前揭程序雖不會對潛在被授權人主張禁制令，惟若有如下情形，
三星仍得在歐盟境內任一法院或爭端解決機構聲請禁制令：
(i)

潛在被授權人不同意或不依循「授權框架」之條件；

(ii) 債務清償期屆至（imminent default）；
(iii) 對三星或其客戶提起專利侵權訴訟。
除此之外，即便有此改正承諾，三星公司仍有權與其他技術需求者進行授
權協商、行使授權協議之權利、對於侵害 SEP 或三星產品者主張侵權責任（包
括禁制令聲請）
。依據此改正措施與三星為授權協商及訂定授權契約或交互授權
契約之被授權人，日後若對三星提起專利侵權訴訟，三星公司仍有權終止契約，
不因本改正承諾而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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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本改正承諾 B 部分「第三方決定 FRAND 條件」之情形外，潛在被授
權人仍有權質疑授權標的（SEP）之專利有效性、是否為技術標準之必要專利及
侵權與否，不因本改正承諾而受到影響。
II. B 部分「第三方決定 FRAND 條件」
三星所提出的改正承諾，第二部分為「第三方決定 FRAND 條件」
。依其內
容，三星與潛在被授權人在授權期間若無法達成 FRAND 協議，應於 60 日內提
請法院或仲裁機構決定 FRAND 授權條件；究竟由法院或仲裁機構決定 FRAND
條件，雙方若無法達成共識者，應先適用仲裁程序。
改正承諾中對於仲裁程序之進行，包括適格之仲裁機構、仲裁人選擇、所
使用語言、適用法律、保密義務等，有詳細說明。同樣的，改正承諾對於由法
院決定 FRAND 條件之程序，亦有規範。
III. C 部分「（執委會）重啟程序」
改正承諾肯定，本案事實若日後有實質變更，執委會得自行或經三星公司
請求，仍可重啟程序，或提請歐洲法院審視 SEP 權利行使是否構成 TFEU 第 102
條之獨占地位濫用。
IV. D 部分「有效期間」
改正承諾之有效及適用期間為五年，於此期間所訂定的授權契約，效力至
契約終止日。
V. E 部 分 「 改 正 承 諾 之 遵 循 」（ Commitments with Regard to
Non-Circum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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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公司承諾，不以其他方式規避本改正承諾內容。三星日後若將 SEP 讓
與他人，受讓人亦應履行本改正承諾。
VI. F 部分「公正監督人」（Monitoring Trustee）
為確保本改正承諾執行，在三星公司承擔相關費用下，委託獨立、與三星
公司無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擔任監督人。對於公正監督人之選任方式、任務等
細節內容，亦有詳盡規範。
VII. G 部分「名詞定義」
同於一般正式的法律文件，本改正承諾所使用的名詞，最後一部分有明確
及清楚的定義。
(3) 競爭法主管機關後續程序
三星公司提出改正承諾後，執委會於 10 月 18 日公開徵求意見749，由利害
關係人或任意第三人於一個月內向執委會提出意見，以回應三星之改善措施，
抑或提出更適當的改正建議。
2014 年 4 月 29 日執委會宣布750，接受三星公司的改正承諾，其內容亦成
為拘束三星公司的正式文件751。
就法律性質而言，即便三星提出此等改正承諾，不代表其承認執委會異議

749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published pursuant to Article 27(4) of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in Case AT.39939 — Samsung — Enforcement of UMTS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OJ C 302/14.
750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IP/14/490.
751
正式版本的改正承諾，參見 C(2014) 2891 final, 全文下載：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39939/39939_1501_5.pdf (last visited on
November 1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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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之指控內容；同樣的，即便執委會接受改正承諾，不論是執委會或任意第
三人日後仍有權依法對三星公司採取其他法律程序。
4、我國 SEP 相關案例
(1) 事實上的技術標準
早於國際間討論 SEP 授權之 FRAND 條件及專利權行使是否構成獨占地位
濫用之前，我國公平會所處分 CD-R 專利聯盟案及 2011 年 3 月 31 日之「one-blue
專利聯盟」結合案752，其案由事實均與 SEP 相關，惟其所涉及者乃「事實上的
技術標準」
。關於 CD-R 專利聯盟案，國內已有相當多文獻討論，且主要爭點在
CD-R 專利權是否具有獨占地位及其拒絕調降權利金行為、其他授權條件是否構
成獨占地位濫用，與前述美歐迄今案件爭點在「法律上的技術標準」及 FRAND
承諾所衍生的授權條件問題有別，以下不再論述或分析本案。
關於「one-blue 專利聯盟」
，緣起乃 Hitachi、Panasonic、Philips、Samsung、
Sony 及訊連科技組成專利聯盟，共同成立及經營 One-Blue LLC，負責藍光產品
相關之 SEP 授權，因而依法提出結合申報。公平會准予該結合申請案，惟附加
負擔。若細究公平會所附加之負擔事由，實則與事業從事適法聯合行為或一般
授權契約所應遵循者，未就 SEP 授權條件或權利行使，加諸特別的限制或要求。
關於事實上的技術標準，本研究報告認為，個案上需特別注意 CD-R 及
one-blue 授權與當前諸多 SEP 獨占地位濫用案件之差別，亦即分屬「事實上的
技術標準」與「法律上的技術標準」之本質差異。雖同樣是 SEP 授權及專利權
行使，競爭法在審視是否構成獨占地位濫用時，應有更細緻區別與分析，避免

752

公結字第 100002 號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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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殺創新研發誘因（詳見以下「四、專利權之性質與制度本旨」之討論）。
(2) 法律上的技術標準
除 CD-R 案及 one-blue 專利聯盟，公平會迄今所受理案件，仍有兩則與 SEP
授權及 FRAND 條件有關。其一為 2014 年 2 月 19 日「Microsoft 與 Nokia 裝置
及服務部門之結合案」753，另一案為日前（2017 年 10 月）由公平會處分的高通
案。由於高通案之處分書目前尚未正式公布，因而無法就其案由事實進行分析。
「Microsoft 與 Nokia 結合案」雖為結合案之決定，惟其涉及 SEP 保護之發
明，因此，公平會雖准予結合，卻於決定中附加條件或限制。公平會認為：本
案無禁止其結合之必要，惟為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爰依
（當時）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第 2 項（現行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附加「Microsoft
不得於與智慧型行動裝置相關之專利授權為不當之價格決定或差別待遇，妨礙
智慧型行動裝置製造商自由選擇行動作業系統」
、
「Nokia 對於標準必要專利之授
權，應持續遵守公平、合理及無差別待遇（FRAND）原則。Nokia 若將標準必
要專利讓與他事業，應確保受讓事業於授權時遵守前述之原則」等二項負擔754。
前揭案件雖有提及 FRAND 原則，惟甚為可惜者，乃公平會未趁此機會闡
釋 FRAND 條件之意涵，抑或要求參與結合事業更明確表明日後將如何落實
FRAND 條件之授權原則，諸如參照歐盟於三星案般，要求事業能就日後如何進
行授權協商、確定 FRAND 條件事宜（例如：建立公正監督人或於一定情況下
由第三人決定 FRAND 條件） 、甚而例示不得基於 SEP 而對有授權意願之事業
753

公結字第 103001 號決定。
Microsoft 與 Nokia 對於公平會附加之此等負擔不服，分別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均遭駁回，
2016 年 8 月 3 日最高行政法院作成 105 年度判字第 403 號判決，維持公平會對 Microsoft 與 Nokia
結合案所附加之負擔。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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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假處分。FRAND 條件如何決定，為當前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或法院亟欲釐
清者，公平會或可在相關結合或聯合案件先行闡釋或要求涉案事業自行表明、
釐清將如何落實 SEP 授權談判與 FRAND 授權條件，有助於日後審理 SEP 獨占
地位濫用案件，亦使事業能知悉公平會可能之執法方向與資訊揭露。

四、

競爭法規範 SEP 權利行使或授權契約之考量因素755

1、 專利權之性質與制度本旨
如同競爭法主管機關針對金融業、航空運輸事業、流通事業等不同產業訂
定處理原則、相關規範756或認定個案是否有反競爭行為時，均會考量各該產業
特性及其政策目的。同樣的，欲評價專利權人之行為是否為合法的權利行使抑
或構成競爭法之違反，不容忽略專利權之性質與制度本旨。觀諸國外法院或競
爭法主管機關在審視 SEP 權利行使之適法性時，並未忽略此一重要事實。
(1) 專利權人享有之權利內涵乃消極性排他權
專利權之性質僅為消極性排他權，法律上所賦予之權利內容，乃對於未經
其同意而實施發明之人主張排他權（專利法第 58 條第 1 項）
。依專利法第 96 條
第 1 項明文規定：對於違反第 58 條規定而實施專利權所保護之發明，為避免重
複發生侵害行為，得由受侵害之人主張不作為請求權；侵害行為雖尚未發生而
有發生之虞者，亦得行使前揭不作為請求權。相較於損害賠償請求權是以填補

755

以下內容，以如下已發表文獻為基礎，進行修改、更新資料及增補：李素華，「除去或防止
侵害請求權與競爭法規範-從德國 Spundfass 及橘皮書案談技術標準專利權之行使」，公平交易
季刊，第 25 卷第 1 期，59-72（2017）。
756
諸如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之規範說明、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國內民用航空運輸事業結
合、聯合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流通事業之規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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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已發生之損害為主，兼而發揮遏阻未來侵害行為之功能，不作為請求權之重
要性，係在確保專利權人免於面臨排他權所保護之發明「未來會受到侵害」
（künftigen Eingriffen in das ausschlieβliche Recht an der Erfindung）757，其乃預
防損害（Schadensverhütung）、阻止侵權威脅（die Verhinderung einer drohenden
Rechtsüberschreitung）之重要措施758。另外，專利權人之所以能主張不作為請求
權，係基於「權利有受法律保護必要性」
（Rechtsschutzbedürfnis）之基本原則，
因此，客觀上僅有專利權侵害或侵害之虞的要件即足，不問行為人主觀上是否
有故意或過失759。
法律上對於專利權人欲主張除去或防止侵害之不作為請求權，有不同的舉
證內容。詳言之，若已有未經權利人同意而實施發明之行為，可謂「重複侵害
之危險」
（Wiederholungsgefahr）已經存在，亦即推定已滿足「重複侵害之危險」
之客觀要件，因而能准予除去侵害之不作為請求權，權利人無須為其他之舉證，
轉而由侵權人證明，未有「重複侵害之危險」或該要件不該當760。例如：專利
權已經消滅、專利權人與侵權人已達成授權合意761。反之，針對防止侵害之不
作為請求權，由於行為人尚未著手實施發明，因此，專利權人必須證明，客觀
上專利權有「將受到侵害之危險」
（Beeinträchtigungsgefahr, Begehungsgefahr）762。
757

Kraβer, a.a.O. (FN 719), S. 842; Georg Benkard/Rüdiger Rogge/Klaus Grabinski, Kommentar:
Patentgesetz and Gebrauchsmustergesetz, 10. Aufl., C.H.Beck, § 139 Rdnr. 13 (2006).
758
Rudolf Busse/Alfred Keukenschrijver, Kommentar: Patentgesetz und Berücksichtigung des
Europäischen Patentübereinkommens und des Patentzusammenarbeitsvertrags, 7. Aufl., De Gruyter
(2013), § 139 Rdnr. 35.
759
Benkard/Rogge/Grabinski, a.a.O. (FN 757), § 139 Rdnr. 27.
760
BGH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 1045 (1998); BGH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 1033 - Kupplung f. Optische Geräte (2003);
Benkard/Rogge/Grabinski, a.a.O. (FN 757), § 139 Rdnr. 29, 31; Busse/Keukenschrijver, a.a.O.
(FN758), § 139 Rdnr. 46.
761
OLG München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 1017 (1980); BGH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 116, 117 (1992); BGH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
1174 (2001); Benkard/Rogge/Grabinski, a.a.O. (FN 757), § 139 Rdnr. 27 f.
762
Kraβer, a.a.O. (FN 719), S. 843 f.。專利權有「將受到侵害之危險」，係指基於專利法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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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未經同意實施發明之侵害行為是否已具體發生、侵害人之非難性不同，法律
上因而對於專利權人行使排他權之舉證要求，有相異標準。惟不論是主張除去
或防止侵害之不作為請求權，專利權人認為客觀上已滿足專利權侵害或侵害之
虞的要件，即處於「權利有受法律保護必要性」之狀態，有權向法院提起訴訟
及主張不作為請求權763；其後之訴訟過程若無法證明「重複侵害之危險」或「將
受到侵害之危險」
，該請求權行使並非「不合法」
（unzulässig）
，而是不作為請求
權之主張「無理由」(unbegründet)764。
性質上為無體財產權之專利權，由於法律所賦予之權利內容僅為消極性排
他權，專利權人依法所擁有之權能乃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為販賣之要
約、販賣、使用或進口之行為。於此等權利內涵下，專利權的價值反映在兩個
面向。其一，排他權所保護發明具體化後的經濟利益，亦即排他權人自行實施
發明，抑或以有償或無償方式將專利權讓與或授權他人、訂定信託契約或設定
質權765，因而發揮了財產權的功能。專利權之另一價值，則彰顯於為了管控前
述經濟利益之排他權行使，此即除去或防止侵害之不作為請求權及損害賠償請
求權，若無法使專利權人為前揭主張，專利權之財產權功能將無由發揮。著眼
於前揭兩面向之專利權價值，專利制度因而能達成鼓勵創新研發、提升科學技
術水準及促進產業發展之立法目的。據此，使專利權人能對侵害行為或即將發
生之侵害行為主張不作為請求權，攸關專利制度運作及能否落實立法目的。
而具有可信度之判斷（eine zuverlässige Beurteilung unter patentrechtlichen Gesichtspunkten）。
Benkard/Rogge/Grabinski, a.a.O. (FN 757), § 139 Rdnr. 28。例如：在網路上有招睞交易對象之行
為或有侵權物之文宣廣告，原則上已滿足專利權有「將受到侵害之危險」之要件。BGH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 602 (2010); Busse/Keukenschrijver, a.a.O. (FN 758), §
139 Rdnr. 68.
763
Benkard/Rogge/Grabinski, a.a.O. (FN 757), § 139 Rdnr. 27.
764
BGH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 687 (1990); Benkard/Rogge/Grabinski, a.a.O.
(FN 757), § 139 Rdnr. 27.
765
專利法第 62 條第 1 項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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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 SEP 之不作為請求，即便是屬於法律上的技術標準及 SEP 權利人曾
為 FRAND 之表示，不代表技術需求者已有契約上的請求權而能合法實施發明，
亦不等同於專利權人已因 FRAND 表示而放棄或拋棄不作為請求權或損害賠償
請求權766。2013 年杜賽道夫邦法院因 Huawei 案提請歐洲法院釐清 SEP 所涉及
競爭法之規範疑義時，清楚指出，SEP 專利權恣意行使固然會發生「箝制」現
象，惟不當抑制排他權行使，將使技術需求者可主張過低權利金（excessively low
royalties）及產生「反箝制」現象（a reverse “hold up” situation）
。為避免專利權
之「箝制」及「反箝制」現象、基於 SEP 權利人與技術需求者之利益平衡，SEP
權利人於一定情況下仍應能夠（ought to be able）透過訴訟主張不作為請求權
767

。

(2) 專利制度下權利人原則上無積極實施發明之義務
如同其他財產權，專利權人對於其所享有之無體財產權具有支配之自由，
可自由決定是否實施發明、授權或讓與他人實施發明，專利權人甚而享有不實
施發明之自由，專利法未課以其積極實施發明之義務。專利權人閒置發明、不
論是自己或他人均完全不實施發明之事實，未必會對公共利益產生危害。易言
之，即便專利權人不欲或不願意實施發明，核准專利權之此一事實，於一定程
度下已能實現公共利益。首先，專利申請階段將發明內容充分揭露至據以實現
之狀態（專利法第 26 條第 1 項），使公眾能知悉技術內容，達到提升科學技術
水準之目的。此外，專利法有諸多專利權效力不及之規定，包括非出於商業目
的之未公開行為（專利法第 59 條第 1 項第 1 款）、以研究或實驗為目的之行為

766
767

Müller, a.a.O. (FN 728), 688.
C-170/30 - Huawei/ZTE, para.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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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法第 59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60 條），第三人能依法律規定而實施發明，
無侵害專利權之疑慮。
另外，若專利權人不積極實施發明或拒絕他人近用發明確實會對公共利益
產生危害，諸如基於公共衛生而亟需近用特定藥品專利權，專利法第 87 條至第
91 條有強制授權之規定，於符合要件及程序下，仍能使公眾能近用發明。值得
注意的是，基於對財產權之尊重及專利權乃排他權之內涵，即便是處於原發明
與再發明之關係，且再發明之專利權人有權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強制授權，在
專利專責機關審核個案要件及作成強制授權決定之前，仍不妨礙原發明專利權
人行使不作為請求權768。
(3) 構成關鍵設施之專利權人「例外」負有義務實施發明
延續專利權為消極性排他權之性質，競爭法基本上亦應予以尊重。因此，
各國競爭法學者及實務均已肯定，專利權人原則上不具有市場力量，權利之行
使或不行使亦無涉競爭法規範。惟專利權所保護發明若為市場參與者所不可或
缺之關鍵設施，在競爭法下則有不同的評價769，技術需求者得援用獨占地位濫
用之關鍵設施理論（Essential Facility Doctrine; Lehre von den wessentlichen
Einrichtung）770，以節制專利排他權之行使。
競爭法架構下之關鍵設施理論，原先僅適用於有體型態之基礎設施設備，
以此理論作為強制近用之基礎，改正反競爭行為及達到市場上有效競爭之目的。
近年來此一理論能否及如何適用於智慧財產領域，亦即如何認定特定智慧財產
768

BGH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 379 (1960); Busse/Keukenschrijver, a.a.O.
(FN 758), § 139 Rdnr. 44.
769
Müller, a.a.O. (FN 728), 687.
770
亦有稱為樞紐設施理論、基礎設備理論、瓶頸設施理論或瓶頸原則（Bottleneck Principle）、
瓶頸獨占理論（Bottleneck Monopol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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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為「關鍵設施」
，並由競爭法主管機關作成強制授權之決定，在國內外學說與
實務有諸多討論，尤以歐洲為然。歐盟執委會雖就智慧財產權之強制授權已有
相當數量的處分案件，惟其適用關鍵設施理論仍持謹慎之態度。歐洲法院早於
Magill771、Bronner772及 IMS773等智慧財產權利人拒絕授權案件中清楚揭示：僅
在 極 為 罕 見 （ very peculiar ） 或 例 外 的 情 況 （ under certa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亦即欠缺此等智慧財產權所保護之發明或創作，極可能使相關
市場之競爭完全消彌（be likely to eliminate all competition）
，始應准予強制授權774。
延續前揭見解，德國杜賽道夫邦法院及歐洲法院在 Huawei 案重申，行使法律上
所賦予之排他權本身，不應該構成獨占地位濫用775；智慧財產權行使涉及獨占
地位濫用者，僅發生於例外之情況（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776。
另外，歐盟執委會在三星案雖認定 SEP 權利行使構成獨占地位濫用，也明
確揭示是屬於例外狀況，三星公司藉由 SEP 對侵權行為人主張禁制令，之所以
構成獨占地位濫用，係因如下事實：（i）UMTS 技術標準制定程序；（ii）三星
公司向標準制定組織 ETSI 為 FRAND 授權條件之承諾777。在前述狀況及事實存
在下，三星公司對 UMTS 技術標準使用者主張專利權及聲請禁制令，始有競爭
法違反疑慮。
美國法院及學者對於關鍵設施理論適用於智慧財產領域，向來較為保守778，
771

Case C-241/91 P, C-242/91 P [1995] ECR I-797, [1995] 4 CMLR 718.
Case C-7/97 [1998] ECR I-7791, [1999] 4 CMLR 112.
773
Case C-418/01, 35 IIC 564 (2004).
774
歐盟執委會及歐洲法院將關鍵設施理論適用於智慧財產案件之討論，詳見 Jürgen Ensthaler &
Leonie Bock, “Verhältnis zwischen Kartellrecht und Immaterialgüterrecht am Beispiel der
Essential-facility-Rechtsprechung von EuGH und EuG”,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 1 (2009).
775
C-170/30 - Huawei/ZTE, para. 38, 46.
776
C-170/30 - Huawei/ZTE, para. 47.
777
C(2014) 2891 final, para. 55.
778
美國立法例之保守立場，或與美國專利法第 271 條 d 項第 4 款明顯偏向專利權人有密切關連。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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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者甚而質疑，競爭法主管機關或一般法院是否有足夠能力判斷技術之「關
鍵性」或重要性，蓋欲認定哪些技術乃關鍵性或重要性，涉及高度專業性779。
即便在一般的競爭法案件，亦有美國學者認為，以關鍵設施理論而要求特定事
業開放近用鄰近市場之必要設施或設備，通常對消費者亦未必有利，由於商品
或服務之價格及產量（output）往往相同，但賦予競爭者有權分享獨占利益，反
而會降低競爭者之改良與研發意願，怠於自行發展鄰近市場之設施或設備。以
研發創新為基礎的智慧財產案件，關鍵設施理論更會打擊投入研發士氣、降低
競爭相對人之研發意願。在智慧財產制度所賦予之排他性權利下，事業原則上
並無義務向競爭對手揭露經營知識或秘密，擁有較優越的（superior）知識，不
當然構成關鍵設施；事業所擁有的較優越知識若必需與其他競爭者分享，將會
毀損（undermine）著作權法或專利法所賦予之鼓勵研發誘因；不論是在擁有較
優越知識之事業或其競爭相對人，創新意願均會降低。
基於專利權之性質與制度本旨，欲將其認定為關鍵設施固然應相當謹慎，
惟一旦構成市場參與者所不可或缺之關鍵設施，技術需求者即有權近用發明。
其一作法乃依據專利法規定申請強制授權；另一可能則是依公平法之規定，由
競爭法主管機關以關鍵設施理論為基礎，作成公平法第 40 條第 1 項改正其行為
或必要更正措施之行政處分，令專利權人負有強制授權之義務。本文認為，以
競爭法之關鍵設施理論作成強制授權決定，較專利法之規定更能符合市場參與
者近用發明之需求，蓋其乃一體適用於所有技術需求者。相較於此，專利專責

該條規定，不得因專利權人拒絕授權他人使用其專利權，即否定專利權人之權利或據以認定專
利權人有權利濫用（misuse）或不法擴張（illegal extension）之情事。據此，美國實務上雖有諸
多智慧財產授權或侵權爭議之技術需求者主張關鍵設施理論，但被法院所接受者甚少。Gregory
V.S. Mccurd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Does the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 Shed
Any New Light?”, 25(10) 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 472, 473, 475 (2003).
779
Mccurdy, supra note 778, at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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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之強制授權處分則為個案之決定，其他技術需求者欲據此而實施發明，仍
應證明有專利法強制授權事由之存在，且單獨再提出申請及依循相關程序，始
由專利專責機關作成決定。實務上實難要求所有的市場參與者逐一提出強制授
權申請；此外，每一個案之強制授權申請及核准程序，亦會延宕發明之使用時
機及延緩技術需求者進入市場之時程780。
2、 SEP 權利人於競爭法下負有特別義務
專利權所保護的發明一旦成為技術標準，不論是事實上或法律上的技術標
準，該發明即已成為關鍵設施，自能適用競爭法之關鍵設施理論。於此情況，
SEP 權利人亦負有特別義務，包括 SEP 權利人無法拒絕授權及應以 FRAND 條
件授權技術需求者。
基於技術標準之性質，SEP 成為上下游事業進入市場所不可或缺之關鍵設
施，權利人即無拒絕授權之權利。易言之，SEP 所保護之發明若僅由權利人自
行實施而未曾有授權他人實施之事實，面對尋求授權之技術需求者，SEP 權利
人之拒絕授權，有競爭法之關鍵設施理論作為規制，由競爭法主管機關以強制
授權處分為改正及必要更正措施，所有市場參與者均能近用 SEP。反之，SEP
權利人只要曾經與他人訂定授權契約，其後即無從拒絕其他尋求授權之技術需
求者，蓋拒絕授權行為構成獨占事業之差別待遇及獨占地位濫用，此乃德國 BGH
於 Spundfass 案所清楚指出。另外，個案上 SEP 之性質若為法律上的技術標準，
權利人在標準制定過程已為 FRAND 之承諾，嗣後先將發明授權他人，卻又拒

780

關於競爭法之關鍵設施理論較適宜處理「關鍵設施」性質之專利權近用，詳細討論參見李素
華，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以近用技術準之關鍵專利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16 卷第 2
期，112-11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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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其他技術需求者之行為，已構成 FRAND 承諾之違反781。因此，不論 SEP 所
保護之發明是否曾授權他人實施、不論所涉及者為事實上或法律上的技術標準，
面對市場參與者之授權請求，SEP 權利人基本上無從拒絕，否則即該當獨占地
位濫用及違反競爭法。
值得注意者為，一般專利授權契約中若包含「禁止質疑專利有效性條款」
（no-challenge clause）
，亦即限制被授權人爭執授權技術之有效性，此等約定會
被認為乃違反競爭法之規定782。反之，授權契約若約定，被授權人質疑專利有
效性時，授權人得終止授權契約，前揭「終止契約條款」（termination clause）
通常無違反競爭法之疑慮。惟於 SEP 之情況，終止契約條款之結果，將導致技
術需求者無法實施 SEP 所保護之發明，其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無法符合技術標
準需求，因而被排除於市場參與。因此，SEP 授權之終止契約條款，「實質上」
（de facto）等同於禁止質疑專利有效性條款及拒絕授權783。前已述及，屬於關
鍵設施之 SEP 權利人無從拒絕授權，從而此等終止契約條款之適法性，或有疑
義。
同樣基於獨占事業不得有差別待遇行為，SEP 之授權條件必須符合 FRAND
要件，即便是事實上的技術標準亦同。參見德國 BGH 受理之橘皮書案。惟如同
BGH 於 Spundfass 案及橘皮書案所言，SEP 權利人雖負有授權義務及不得有差
別待遇行為，並不代表技術需求者得主張無償授權或授權條件必須完全相同。
歐洲法院在 Huawei 案784明確指出，即便曾為 FRAND 承諾，SEP 權利人亦僅在
FRAND 條件下，始負有授權之義務。至若當事人協商之授權契約是否符合
781
782
783
784

Telyas, supra note 721, at 173.
參見 TRIPS 協定第 40 條第 2 項、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7 款。
Telyas, supra note 721, at 146.
C-170/30 - Huawei/ZTE, para.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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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D 條件，應綜合判斷之，包括不同技術需求者實施發明之方式與範圍、授
權 金 計 算 方 式 、 數 額及 其 他 授 權 條 款 ， 諸如 再 授 權 限 制 或 回 饋授 權 條款
（grant-back clause）
。另外，個案上不同技術需求者之屬性及實施發明之需求相
近，SEP 權利人主張及計算之權利金數額若有顯著差異，必須要有合理理由始
不違反 FRAND 承諾，BGH 於 Spundfass 案清楚闡釋。
3、 競爭法就技術標準案件應更細緻考量個案事實
SEP 權利行使與獨占地位濫用問題，近年來已有相當個案之累積。惟即便
同樣是 SEP 權利人主張排他權，細究不同案件，個案事實仍有差異，此乃競爭
法主管機關執法或法院審理案件時，所不容忽略之重要內涵。觀諸歐洲法院針
對 Huawei 案表達意見前，亦先釐清兩個重要的前提事實：
（i）Huawei 案所涉及
者乃「法律上的技術標準」，亦即由 SSO 所制定之標準785；（ii）本案之 SEP 權
利人曾經向 SSO 承諾願意以 FRAND 條款授權標準相關技術786。歐洲法院繼而
於此前提事實下，闡釋 SEP 不作為請求權與競爭法強制授權抗辯之適用關係787。
同樣的，歐盟執委會認定三星公司主張禁制令行為有獨占地位濫用疑慮，同樣
是建構在先前之技術標準制定行為及三星曾為 FRAND 授權承諾788。因此，競
爭法介入 SEP 案件時，應細緻考量個案之案由事實，難以一概而論 SEP 權利行
使必然構成獨占地位濫用或適當之權利行使。

785

C-170/30 - Huawei/ZTE, para. 49-50.
C-170/30 - Huawei/ZTE, para. 51-52.
787
Andreas Heinemann, “Standardessenzielle Patente in Normenorganisationen: Kartellrechtliche
Vorgabe für die Einlösung von Lizenzierungsversprechen”,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 859 (2015).
788
C(2014) 2891 final, para. 55.
786

410

(1) 事實上或法律上的技術標準應有不同的競爭法評價
目前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或法院、學者多數見解，均基於技術標準與 SEP
之依賴關係，肯定 SEP 權利人有排除競爭能力、在相關市場處具有獨占地位。
惟即便同樣是 SEP 權利人拒絕授權及行使不作為請求權，德國 BGH 僅肯定
Spundfass 案之獨占地位濫用主張及強制授權抗辯，橘皮書案之拒絕授權卻無違
反競爭法疑慮。BGH 見解之所以不同，應是考量 SEP 屬性之差異。
首先，不論是法律上或事實上的技術標準，特定專利權之所以會成為 SEP，
均係因權利人在創新研發上的努力與付出，諸如率先投入研發有成或具有技術
優越。惟 SEP 所保護發明能在市場上被廣泛使用及取得獨占地位，不容忽略法
律上與事實上技術標準之差異。前者乃 SSO 建立標準後促使上下游事業廣泛使
用，SEP 權利人因而能依附 SSO 運作及標準建立之程序，取得獨占力量，德國
Spundfass 案屬之。相較於此，事實上的技術標準仰賴 SEP 權利人以一己之力擴
散技術，藉由廣告行銷及其他競爭行為，始能從替代性技術中脫穎而出成為技
術標準，諸如 BGH 之橘皮書專利權。據此，競爭法在評價 SEP 權利行使之適
法性時，應考量法律上或事實上技術標準之權利人，在投入創新研發與技術擴
散之努力實有不同。此等事實，適切呼應競爭法鼓勵事業應以商品（技術）品
質、廣告行銷或其他正當方式爭取交易機會、建立公平競爭環境之立法目的。
其次，同樣基於法律上或事實上技術標準之形成差異，SEP 權利人享有拒
絕授權之空間應有不同。詳言之，所涉及者若為法律上的技術標準，SEP 權利
人曾經接受「專利方針」（Patent Policy）或「智慧財產方針」（IP Policy）789之
789

不論是 Patent Policy 或 IP Policy，英文直譯應為「專利政策」或「智慧財產政策」，但二者
均由 SSO 所公布及施行，為避免誤解而認為其有國家公權力色彩或為專利專責機關所訂定，本
文稱為「專利方針」。專利方針所欲達到之目的，係為及早發現標準可能涵蓋之專利技術與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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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在 SSO 之標準制定過程，亦曾事前向 SSO 或標準制定參與者表明未來願
意以 FRAND 條件授權 SEP。此等事實，代表專利權人準備好要與交易相對人
訂定授權契約 790 ，亦創造出技術標準使用者之合理期待（create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認為未來能以 FRAND 條件實施 SEP 所保護發明，SEP 權利人拒
絕 FRAND 條件授權因而構成獨占地位濫用791。相較於此，事實上技術標準係
因上下游事業廣泛使用而成為市場上通用的技術標準，SEP 權利人未曾為
FRAND 之表示，但在其成功擴散研究成果及打破相關市場之技術藩籬後，卻因
專利權屬性為 SEP 而課以 FRAND 條件之授權義務，技術需求者亦可遽然援引
競爭法之強制授權抗辯防禦不作為請求權，或有疑義。不問權利人是否曾為法
律行為（同意 FRAND 授權條件之意思表示）
，競爭法卻等同評價拒絕授權行為
及判斷有無違反 FRAND 條件，似有商榷之餘地。
鑑於法律上及事實上技術標準之成因不同，競爭法主管機關同樣面對 SEP
權利人拒絕授權、當事人爭執 FRAND 條件及是否構成獨占地位濫用，或宜考
量 SEP 是由 SSO 所制定或屬於事實上技術標準之性質。若未將此等因素納入考
量而等同評價，不啻為懲罰致力於從事研發、以一己之力擴散研究成果、打破
技術障礙及促進上下游產業蓬勃發展之事業。然需強調者為，不必然基於法律
上或事實上技術標準之屬性，即能據以決定競爭法介入應否管制專利權行使或
管制密度，個案上仍應將其他因素納入考量，諸如下述之「SEP 權利人與技術
需求者之關係」、「SEP 權利人之屬性」及其他客觀事實。
保專利權人同意授權，以利該標準制定程序之進行與該標準日後能被廣泛使用，從而專利方針
可謂在公眾對於技術標準之需求與智財權人之權利行使間，尋求平衡。關於專利方針之性質與
拘束力，從競爭法及專利法角度應如何審視其適法性之詳細討論，參見 Su-Hua Lee, “Enforcement
of Essential Patents and Industry Standards: More Economic or Innovative Approach?”, 22(1)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55-77 (2015).
790
Müller, a.a.O. (FN 728), 687 f.
791
C-170/30 - Huawei/ZTE, para.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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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EP 權利人與技術需求者之關係
SEP 權利行使是否逾越競爭法範疇，除了需考量所涉及者為法律上或事實
上的技術標準外，不容忽略 SEP 權利人與技術需求者之關係，亦即 SEP 權利人
在市場上是否提供商品或服務、與技術需求者是否處於水平競爭關係。
詳言之，歐盟「水平競爭協議處理原則」（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明確指出，參與技術標準制定之事業可以區分為如下
三類 792 ：「純粹下游事業」（downstream-only undertakings）、「純粹上游事業」
（ upstream-only undertakings ） 及 「 上 下 游混 合 事 業 」（ vertically intergrated
undertakings）
。純粹下游事業通常未擁有 SEP，係於技術標準的基礎上提供商品
或服務，實施 SEP 需支付的對價代表產銷活動之營運成本，因而有很強的動機
去降低或免除權利金負擔。相反的，純粹上游事業之主要經濟活動為從事新技
術的研發與創新，將研究成果技術移轉之權利金或其他對價為主要經濟來源，
因而亟欲透過 SEP 授權獲取最大的收益。上下游混合事業則同時擁有 SEP，亦
提供商品或服務，近年來電信領域 SEP 相關授權爭議之 Samsung、Apple、
Microsoft 及 Motorola 等事業屬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審酌 SEP 權利行使之適法
性、不作為請求權主張是否構成專利權「箝制」
、所請求之權利金數額是否逾越
FRAND 條件等情事，不容忽略 SEP 權利人之性質及其與技術需求者之關係。
觀諸歐洲法院在審視 Huawei 案時，先釐清及明確指出，SEP 權利人（Huawei）
為「上下游混合事業」之性質，其與技術需求者（ZTE）在商品或服務之提供

792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OJ C 11, January 14, 2011, para.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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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具有競爭關係，可藉由 SEP 排除競爭對手，將銷售市場保留給自己的商品或
服務793。SEP 權利人為上下游混合事業之性質，同樣見諸於歐盟執委會介入管
制的 Samsung 案及 Motorola 案。於此情況，SEP 權利行使本身，牽動著 SEP 權
利人及其競爭對手（技術需求者）所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市場占有率消長，此等
事實或為歐洲法院及歐盟執委會對於專利權行使持較審慎態度之緣由，甚而質
疑 SEP 權利人主張不作為請求權違反先前之 FRAND 承諾，亦有違反競爭法之
疑慮。相反的，於 SEP 權利人之性質為「純粹上游事業」
，SEP 所保護之技術本
身即為「商品或服務」，若無法藉由授權契約訂定及權利金數額獲得足夠利潤，
將無法持續投入研發及從事技術創新活動。因此，競爭法在審視 SEP 不作為請
求權及權利金主張之適法性，或應考量 SEP 權利人與技術需求者之關係，視個
案事實賦予 SEP 權利人或技術需求者較大的權利行使或談判空間794。
(3) SEP 權利人之屬性
競爭法判斷不作為請求權行使之適法性時，應將 SEP 權利人之屬性納入考
量，亦即 SEP 權利人是否為專利訴訟實體或專利地痞，抑或以從事技術創新與
研發為核心之事業。
詳言之，即便同樣是未從事實體商品或服務活動之 SEP 權利人，其專利權
或其他智慧財產之取得方式均有不同。前述歐盟「水平競爭協議處理原則」所
稱之純粹上游事業，係以自行投入研發方式累積專利權；反之，專利訴訟實體

793

C-170/30 - Huawei/ZTE, para. 52 (… the fact that that patent has obtained SEP status means that
its proprietor can prevent products manufactured by competitors from appearing or remaining on the
market and, thereby, reserve to itself the manufacture of the products in question.)
794
以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受理之 Rambus 案為例，Rambus 的主要營收來自於權利金及相關對
價，至 2001 年 9 月為止，Rambus 從事技術移轉之年營收高達一億一千七百萬美元。參見 FTC
Administrative Complaint, Docket No. 9302,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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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專利地痞往往未從事研發或在創新研發之投入較為有限，而是藉由收購方式
獲得訴訟所需之專利權，並迫使被控侵權者和解及支付鉅額對價，所請求之金
額亦遠高於發明之價值。兩相比較，純粹上游事業在技術創新及提升科學技術
水準之貢獻，顯然高於專利訴訟實體或專利地痞；除此之外，相較於在市場上
以大量及包裹方式蒐購專利權之專利訴訟實體或專利地痞795，純粹上游事業必
須承擔研發及技術創新之失敗風險。因此，同為 SEP 權利人，純粹上游事業之
屬性顯然與專利法之立法目的較為契合。
另外，再從有無不當干擾相關市場之競爭秩序而觀，純粹上游事業之非難
性亦較低，其行使不作為請求權及試圖與技術需求者訂定授權協議之目的，是
希望能有足夠收益以繼續投入新技術之研究與發展，此等權利行使與授權協商
過程，適切回應立法者透過專利制度賦予排他權之目的，競爭法應予以尊重。
據此，SEP 權利人之屬性為何、是否為專利訴訟實體或專利地痞，在競爭法主
管機關審視專利權行使之正當性時，似應有不同的評價796。
(4) 應綜合判斷授權協商是否滿足 FRAND 要件
國際間目前均已承認，SSO 參與者若事後違反 FRAND 承諾及對標準使用
者主張不作為請求權，有違反競爭法之虞，美歐日中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亦不
乏介入管制者。惟個案上最困難之處即在於何謂 FRAND 條件？SEP 權利人主

795

以「高智發明」（Intellectual Ventures, IV）與巴西 Campinas 大學之協議為例，Campinas 大
學於一定期間所產生之所有研究成果，僅保有在巴西申請專利之權利，IV 有權透過 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程序向其他國家提出專利申請，並就該等專利權為全球性之權利主張或進
行訴訟。Tom Ewing & Robin Feldman, “The Giants Among Us”, 2012 Stanford Technology Law
Review, 8 (2012).
796
本文認為，美國 FTC 近年來積極細分 PAE 或 NPE 及其定義，亦係因不同屬性及其事業活動，
競爭法應就其專利權行使及侵權訴訟之提起，給予相異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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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或被授權人同意之內容是否滿足 FRAND 條件797？簡而言之，授權爭議發生
時，究竟應由 SEP 權利人或技術標準使用者舉證證明其所提出之授權條件已滿
足 FRAND 要求？前揭問題在 BGH 橘皮書案之前，競爭法主管機關或受理 SEP
侵權訴訟之法院均未曾釐清。相異於此，德國橘皮書案之所有受到各國矚目，
主要原因即在 BGH 明確指出技術標準使用者及 SEP 權利人針對 FRAND 要件之
舉證順序與內容、於何情況始逾越權利行使之正當界線及有競爭法介入管制之
必要。同樣的，歐洲法院針對 Huawei 之見解之所以重要，亦因其進一步闡釋，
當事人對於 FRAND 條件未有共識時，應透過何等程序及方式決定798。
依據歐洲法院之 Huawei 案見解，不論技術標準需求者是否已經實施發明，
其只要表明願意以 FRAND 條件訂定授權契約，SEP 權利人即負有義務以書面
方式提出 FRAND 之授權要約（present a specific, written offer for a licence on
FRAND terms）
、權利金數額與計算基礎799。或有論者認為，前述歐洲法院關於
授權條件提出順序與舉證責任之見解，迥異於德國橘皮書案之結論。易言之，
BGH 認為，被控侵權者負有義務先給付或提存權利金，且證明給付之數額滿足
FRAND 條件。反之，歐洲法院在 Huawei 案則認為，SEP 侵權爭訟中，若當事
人對於 FRAND 條件內容並無共識，SEP 權利人需先證明所提出的授權條件符
合 FRAND 之要求；關於實施發明之對價，則是自授權之反要約遭 SEP 權利人
拒絕之時點起（from the point at which its counter-offer is rejected），有實施發明
之技術需求者始負有提存對價之義務800。歐洲法院與 BGH 之意見差異，實係因
797

Heinemann, a.a.O. (FN 787).
C-170/30 - Huawei/ZTE, para. 68-69.
799
C-170/30 - Huawei/ZTE, para. 63.
800
C-170/30 - Huawei/ZTE, para. 67: Furthermore, where the alleged infringer is using the teachings
of the SEP before a licensing agreement has been concluded, it is for that alleged infringer, from the
point at which its counter-offer is rejected, to provide appropriate security, in accordance with
recognised commercial practices in the field, for example by providing a bank guarantee or by placing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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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案之案由事實截然不同。德國橘皮書案乃事實上的技術標準，歐洲法院之意
見闡述則針對法律上的技術標準，亦即 SEP 權利人曾向 SSO 表明願以 FRAND
條件授權801，因而在日後的侵權及授權爭議，可以合理期待由 SEP 權利人先提
出授權之要約802；Huawei 案之案由事實在本質上即與德國橘皮書案迥異，反而
相近於 Spundfass 案。因此，究竟應由 SEP 權利人或技術需求者（不論是否已
有實施發明之事實）先提出符合 FRAND 條件、證明所提出條件符合 FRAND，
不能一概而論，而應依據技術標準之性質不同決定之。若是法律上的技術標準，
SEP 權利人一旦能證明其所提出條件符合 FRAND 要件，其結果實則與事實上
的技術標準，並無二致。
依個案為事實上或法律上的技術標準而有不同的 FRAND 舉證要求，能回
應專利法鼓勵創新研發、賦予先驅者排他權之立法目的。
4、小結
專利權人所享有之權利內涵既為消極性的排他權，確保排他權受到完整保
護之核心，即在於不作為請求權之行使，對於已發生侵害行為而將面臨「重複

the amounts necessary on deposit.
801
此為德國杜賽道夫邦法院所提問題之前提與假設：若侵害人表明願意進行授權協商，則「曾
向 SSO 表明同意 FRAND 授權條件」之 SEP 權利人向侵害人主張不作為請求權，是否構成獨占
地位濫用。參見 C-170/30 - Huawei/ZTE, para. 39: ...(1) Does the proprietor of [an SEP] which
informs a standardisation body that it is willing to grant any third party a licnce on [FRAND] terms
abuse its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if it brings an action for an injunction against a patent infringer
even though the infringer has declared that it is wiling to negotiate concerning such licnese? or …
歐洲法院之 Huawei 見解係針對法律上的技術標準，亦可參見 para.. 44 (…which has given an
undertaking to the standardization body to grant licences to third parties on FRAND terms…), 49
(…by the fact that the patent at issue is essential to a standard established by a standardisation
body…), 51 (…that the patent at issue obtained SEP status only in return for the proprietor’s
irrevocable undertaking, given to the standardisation body in question, that it is prepared to grant
licences on FRAND terms), 71 (…must be interpreted as meaning that the proprietor of an SEP,
which has given an irrevocable undertaking to a standardisation body to grant a licence to third parties
on FRAND terms, …).
802
相同見解，Heinemann, a.a.O. (FN 787),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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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之危險」
，能藉由主張除去侵害之不作為請求權，避免侵害行為之繼續發生。
針對「將受到侵害之危險」
，專利權人亦能透過防止侵害之不作為請求權，達到
排他權行使之結果。專利法第 58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之排他權內涵，係以不作為
請求權實現，此乃專利制度運作之核心所在。
近年來專利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利行使涉及之競爭法規範為題，引發各界
重視，在電信及網際網路領域，最重要爭議即為 SEP 權利行使與 FRAND 授權。
歐洲法院在 Huawei 案清楚指出，即便基於個案事實認為 SEP 權利人負有義務
以 FRAND 條件授權，仍應兼顧技術擁有者與需求者之利益，法院重申歐盟
98/44/EC 智慧財產執行指令803、歐盟人權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 17 條第 2 項及第 47 條，肯定智慧財產權利人應能透過
有效的法律救濟程序保護財產權804。歐洲法院強調，即便 SEP 權利人曾向 SSO
作出不可撤回的 FRAND 授權承諾，亦不能否定（negate）歐洲人權憲章對於財
產權之保障805。
欲以競爭法介入及限制 SEP 權利行使，應先考量專利權之內涵為排他權、
專利制度之鼓勵創新研發目的。另外，個案上 SEP 究為事實上或法律上的技術
標準、SEP 權利人是否自行投入創新研發或其為專利訴訟實體或專利地痞、技
術需求者與 SEP 權利人之關係、SEP 授權條件等諸多因素均有不同，競爭法於
審酌 SEP 權利行使之適法性時，均應納入考量，不宜逕認為 SEP 權利行使或授
權請求為正當權利行使或獨占地位濫用，而應個案判斷，始能兼顧專利法與競
爭法之立法意旨。
803

Directive 2004/48/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9 April 2004 on the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property rights, OJ 2004 L 157.
804
C-170/30 - Huawei/ZTE, para. 57.
805
C-170/30 - Huawei/ZTE, para.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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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雙邊市場

雙邊市場，或者更廣義地說，「多邊市場」（multi-sided markets）其實並非
晚近全新發展出的經濟模式，但是經濟學家直到 21 世紀之初才逐漸認識其特有
的經濟性質，進而發展出針對雙邊市場特性的理論模型806。經濟學家首先關注
的是雙邊市場中的訂價行為807，然後擴及價格以外的廠商策略。在理論發展的
過程中，經濟學家同時認識到許多基於單邊市場（one-sided market）
、亦即不考
慮雙邊市場特性所建構的經濟理論與競爭政策分析工具無法直接適用雙邊市場
808

。另一方面，雙邊市場的特性往往使得少數廠商獨大、造成市場高集中度的

局面，而容易吸引競爭主管機關注意809。實務上也逐漸有案例將雙邊市場的特
性納入討論中810。
806

雙邊市場的理論首先由 Rochet 與 Tirole 兩位教授提出。理論發展的重要文獻包括
Jean-Charles Rochet and Jean Tirole,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1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990-1029 (2003); Bernanrd Caillaud and Bruno Jullien, “Chicken
and Egg: Competition among Intermediation Service Providers,” 34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09-328 (2003); Jean-Charles Rochet and Jean Tirole, “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 37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645-667 (2006); Mark Armstrong,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37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668–691 (2006); Glenn Weyl, “A Price Theory of
Multi-Sided Platforms,” 10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642-1672 (2010). 本節的寫作參考 Julian
Wright, “One-Sided Logic in Two-Sided Markets,” 3 Review of Network Economics, 44-64 (2004);
Mark Armstrong, “Two-Sided Markets: 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ntitrust, Theory and Evidence (2007); Jean-Charles Rochet and Jean Tirole,
“Competition Policy in Two-Sided Markets, with a Special Emphasis on Payment Cards,” Handbook
of Antitrust Economics (2008); Marc Rysman, “The Economics of Two-Sided Markets,” 23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5-143 (2009); David Evans and Richard Schmalensee, “The Antitrust
Analysis of Multi-Sided Platform Businesse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Economics, volume 1 (2015).
807
Rochet and Tirole (2003, 2006); Armstrong (2006); Wely (2010), supra note.
808
例如 Wright 教授早在 2004 年的論文中就指出 8 個直接應用傳統單邊市場經濟理論在雙邊市
場會產生的謬誤（fallacies）。這 8 個謬誤都與價格有關，反應雙邊市場早期研究的重點放在於
定價模式。Wright (2004), supra note 806.
809
Rysman: “Two-sided markets typically have network effects and as such are likely to tip toward a
single dominant platform. As a result,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se markets are of interest to antitrust
authorities.” Rysman (2009), supra note 806, p. 137.
810
關於美國與歐盟的雙邊市場相關競爭法案件與討論，參見 Evans and Schmalensee,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f Markets with Two-Sided Platforms,” 3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151-179 (2007); Dirk Auer and Nicolas Petit, “Two-Sided Markets and the Challenge of Tu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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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節，我們簡單介紹雙邊市場的特性，包括常見例子，以及產業經濟
學研究對於雙邊市場的一些結論。我們接著根據這些研究說明雙邊市場對於競
爭法主管機關的一些挑戰，在這裡，我們仍將討論主要放在排除行為811。最後，
我們討論近期歐盟的 Google 案812。

一、

雙邊市場的主要特性

在一個雙邊市場，有兩群經濟個體透過某個平台進行互動、交易（多邊市
場則是有兩群以上的經濟個體）。例如在圖 5. 1 中，男女在夜店（nightclubs）、
俱樂部（clubs）
、或者透過婚友社（dating services）互動、社交；顧客光臨購物
中心（shopping malls）的店家選購、消費；消費者使用信用卡與店家交易；電
玩（video games）玩家使用遊戲機（consoles）玩遊戲公司所出的各式遊戲；使
用者在作業系統使用各式應用軟體等等，這些都是雙邊市場的典型例子813。

Economic Theory into Antitrust Policy,” 60 Antitrust Bulletin, 426-461 (2015).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
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也在 2009 年 6 月舉辦圓
桌論壇，邀集世界各國競爭主管機關討論雙邊市場的競爭法議題；參見 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Two-Sided Markets, DAF/COMP(2009)20 (2009). 可下載於
https://www.oecd.org/daf/competition/44445730.pdf（最後瀏覽於 2017 年 11 月 15 日）。
811
關於雙邊市場中結合與聯合行為的競爭法議題，參見 Evans and Schmalensee (2015), supra
note 806.
812
Case number 39740。關於歐盟執委會在本案的調查時程以及相關的新聞稿發布，參見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case_details.cfm?proc_code=1_39740（最後瀏覽於 2017
年 11 月 15 日）。
813
其他雙邊市場的重要例子包括報紙或其他媒體（媒合讀者與廣告商）
、廣告黃頁（yellow pages，
媒合尋求店家的消費者與店家）、學術期刊（academic journals，媒合作者與讀者）等等。更多
的例子與討論請參見 Rochet and Tirole (2003), supra note 806; Armstrong (2007), supra note 806;
Evans and Schmalensee (2007), supra note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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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 雙邊市場

在這些互動關係中，不同群體之間的參與經濟活動與否會產生所謂的「組
間外部性」
（cross-group externalities)。若一個（以異性戀為主要客群的）夜店有
越多女性客戶，則男性客戶願意光臨的誘因也越強；
（為了認識異性朋友的）女
性也較不願去沒什麼男性客戶的夜店。消費者通常傾向店家（零售商）數量多、
種類齊全的購物中心；店家也比較喜歡在「人氣」旺、
「人流」多、亦即顧客多
的購物中心開店。上述其他例子也都呈現類似的正向外部性：某個信用卡814接
受的店家越多、消費者越願意使用，使用消費者越多、店家也越願意接受；某
個遊戲主機可以玩越多遊戲、玩家越願意選購，玩家越多、遊戲商針對主機開

814

或者，更廣義地說，某種支付方式（payment systems）。針對信用卡市場的雙邊市場研究，
參見 Jean-Charles Rochet and Jean Tirole, “Cooperation among Competitors: Some Economics of
Payment Card Associations,” 33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549-570 (2002); Jean-Charles Rochet
and Jean Tirole, “Tying in Two-Sided Markets and the Honor All Cards Rule” 2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333-1347 (2008); Rochet and Tirole (2008), supra note 806. 此
外，Wright 教授在 2004 年的文章也討論澳大利亞與英國的監理機構（包括澳大利亞儲備銀行，
the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澳大利亞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the Australia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以及英國的公平交易貿易署，the Office of Fair Trading）在忽略信用卡
的雙邊市場特性之下所做出的政策報告； Wright (2004), supra note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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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遊戲的意願也願高；某個作業系統有越多可以使用的應用軟體、則使用者使
用該作業系統的意願越強，而使用者越多的作業系統、軟體商或者程式工程師
針對該作業系統發展應用軟體的動機越大815。
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中，經濟學家探討提供互動的「平台」（platform）業者
所面對的策略與競爭問題。在雙邊市場，平台必須小心處理的基本問題是一個
類似「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在夜店（或者婚友社）的例子裡，沒有女生
的夜店男生也不想去，但是為了吸引女生，夜店必須要先能夠招徠足夠的男性
客群816。成功的夜店因此必須同時引來兩性客戶，不能只專攻一邊。在其他的
例子中平台也都面對這個「雞—蛋問題」，往往必須要能同時吸引兩邊的客群，
否則無法生存817。
圖 5. 1 所顯示的是最基礎的雙邊市場結構。在某些情況下經濟個體透過某
些中介單位（intermediaries）
、或者稱「服務供給者」
（service providers）與平台
接觸。例如在圖 5. 2 所描述的信用卡例子裡，消費者透過發卡銀行（或者其他
發卡機構，issuers）取得信用卡，店家則須與收單銀行（或者其他收單機構，
acquirers）簽約才能使用。在這個例子裡，發卡銀行與收單銀行都是中介單位。

815

這種組間外部性可以視為網路外部性的一種；參見前揭註 169。但是網路外部性並非雙邊市
場的充分條件。Doganoglu 與 Wright 教授的 2010 年研究就考慮了網路效果存在，但是區分市場
為單邊市場或者雙邊市場的狀況； Toker Doganoglu and Julian Wright, “Exclusive Dealing with
Network Effects,” 2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45-154 (2010). 此外，有時
同一群消費者之間會產生競爭，例如當夜店的女性客戶人數不變時，若有越多男性客戶加入，
則每個男性認識女性的機率往往下降。關於此種「負向組內外部性」（negative intro-group
externalities）的討論，參見 Paul Belleflamme and Eric Toulemonde, “Negative Intra-Group
Externalities in Two-Sided Markets,” 50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45-272 (2009).
816
Caillaud and Jullien: “to attract buyers, an intermediary should have a large base of registered
sellers, but these will be willing to register only if they expect many buyers to show up.” Caillaud and
Jullien (2003), supra note 806, p. 310.
817
但是有時平台的確可以先建立一邊客群的基礎，再以之吸引另一邊客群。 Bruno Jullien,
“Competition in Multi-Sided Networks: Divide-and-Conquer,“ 3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1-35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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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 雙邊市場與中介單位

此外，獨占平台（a monopoly platform）與競爭平台（competitive platforms）
的情形又有所差異。圖 5. 1 與圖 5. 2 所描述的都是獨占平台，兩群經濟個體選
擇是否要使用這個平台互動。而當市場上有多個平台時，例如圖 5. 3 的情形，
則經濟個體往往可以選擇在多個平台交易。文獻中稱經濟個體最多只能選擇一
個平台的狀況稱之為「單窟」（single-homing），而可以使用多個平台的狀況則
稱為「多窟」（multi-h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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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 「單窟」或「多窟」

經濟個體是否可以「多窟」需視情形而定。在圖 5. 3 中，兩個平台各為為
大型購物中心。顧客可能一次只去逛一家購物中心，但是商家可能在兩個購物
中心都有分店。因此在這個案例中，顧客方為單窟，而店家方為多窟。但是在
別的例子裡，可能雙方都是單窟，例如在夜店的例子裡，男女雙方都選擇一晚
只去一家夜店或俱樂部；也有可能雙方都可以多窟，例如在電玩的例子裡，玩
家可能同時擁有多台主機（Sony PlayStation、Microsoft Xbox、或者任天堂 Wii），
遊戲商也可能為不同主機開發遊戲818。
最後，在我們所列舉的例子中，雖然許多平台都可以視為追求利潤極大的
廠商（for-profit companies）
，例如購物中心、電玩主機製造商、作業系統軟體廠

818

但是其實只要一方採取「多窟」策略，另一方就沒有「多窟」的必要。例如若每個零售商都
在所有購物中心設有分店，消費者就沒有必要跑好幾家購物中心。 Armstrong (2007), supra note
806, p. 45-46. Armstrong 教授將一方多窟、另一方單窟的情形稱之為「競爭性樞紐」
（competitive
bottlenecks），例如當零售商可以在多家商場設店，而消費者一次只會去一個商場時，對於零售
商而言，商場是通往消費者的「樞紐設施」（bottlenecks）；而多窟的可能表示市場上有不只一
家商場、彼此競爭。關於競爭性樞紐的分析參見 Armstrong (2006), supra note 806；關於其應用，
參見 Armstrong (2007), supra note 806, p. 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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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等等，但是也有平台本身並不以營利為目的。例如有些提供單身聯誼的非營
利組織（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就與婚友社或者交友平台類似。而兩大信
用卡機構—Visa 與 MasterCard—也曾長時期維持「會員協會」（membership
associations）的組織形式，直到近年才成為公開上市公司819。
1、 平台的定價策略
根據這些初步認識，我們接下來討論一些雙邊市場上平台的策略問題。我
們仍然假設平台業者追求利潤極大化。首先，由於在雙邊市場中經濟個體自然
而然地須分成不同群體（男性與女性、顧客與店家、玩家與遊戲商、軟體使用
者與開發者等等）
，平台業者往往可以針對不同群體定價，例如夜店會對男性與
女性顧客通常收取不同門票；購物中心對店家收取租金，但是並未對顧客收「入
場費」
，甚至提供免費停車位；而遊戲玩家雖然要花錢買主機，但是主機製造商
（Sony、 Microsoft 、 或者任天堂）也 對遊 戲開發商出售「 遊戲 開發套件」
（development kits）820。
事實上，這種針對不同群體設定不同價格的「價格結構」（price structure）
恰好是雙邊市場文獻所強調的一個重點，也對競爭法帶來一些挑戰。雙邊市場
的研究指出，由於兩群經濟個體之間互動所產生的「組間外部性」
，不只平台所
設定的「價格水準」
（price level）會影響在平台上的交易量，就算在相同的價格
水準之下，不同的價格結構也會改變其中一方（或者雙方）的參與意願、進而

819

Visa 與 MasterCard 分別於 2008、2006 年在美國完成首度公開發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
更進一步來說，就算針對同一客群，平台也有不同的定價工具。其中一個重要的區分是針對
使用平台的一次性收費、或者在平台上每完成一筆「交易」的「手續費」。Rochet 與 Tirole 教
授稱前者為「會員費」（membership charges）、後者則為「使用費」（usage fees）； Rochet and
Tirole (2008), supra note 806. 當然，其中一種收費方式可能在某些情況下較不可行； Armstrong
(2007), supra note 806, p. 44-45.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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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平台所產生的整體效益。
以夜店的例子來看821，夜店服務客人的（邊際）成本大概不會受到客戶性
別的太大影響，但是向男性客群收取較高入場費、而女性客群的門票較低，甚
至舉辦「淑女之夜」
（lady’s night）免門票、進而提供免費酒水的補貼（subsidy）
行為充分反應了雙邊市場的經濟邏輯。假設在平常的周末夜男性一張門票 800
元新台幣、女性一張門票 400 元新台幣，因此「平均」一個人門票為 600 元，
或者「一對男女」的總票價為 1200 元。這 1,200 元就是平台雙方經濟個體透過
平台互動、完成「交易」所需支付的總價格，亦即「價格水準」
。按照慣常的經
濟分析，假定需求為負斜率，價格水準越高則需求量越小、消費者剩餘也越低。
但是就算維持一樣的價格水準，由於雙邊市場的特性，如何分配這 1,200 元的總
門票費用在男女雙方也會影響需求以及雙方進夜店、上平台「交易」的誘因。
直覺來說，若夜店降低女性客戶的票價，並隨之調漲男性客戶票價使「一
對男女」的總票價維持在 1,200 元，女性票價降低將使得女性客戶上夜店的誘因
增強。對於男性客戶來說，雖然票價提高會減少上夜店的動機，但是女性客人
增多會提高在夜店認識女性的「交易」機會，亦即上夜店對男性的效益上升。
整體而言，這樣的調整不必然降低、反而可能提高男性上夜店的誘因；因此夜
店有動機進行這樣的調整。要注意的是，這個結果是出於「女性越多、則對男
性的好處越大」的「組間外部性」
。如果沒有組間外部性，則男性門票越高，只
會使得男性上夜店的動機下降。
此外，在夜店的例子，或者我們所舉的例子中，都呈現雙向的組間外部性，

821

Wright 教授的 2004 年文章就是以夜店的例子貫穿 8 個謬誤。因為較直覺易懂，我們也使用
這個例子作為說明。 Wright (2004), supra note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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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男性越多也會使得女性上夜店的誘因增強。夜店是否會「反向操作」
，對女
性收取較高票價，則需視男、女兩群客人對於對方的影響而定。例如 Rochet 與
Tirole 教授就曾經提到遊戲主機與作業系統這兩類平台似乎就採取了相反的價
格策略：主機製造商對遊戲發展商收取較高的價格，但是對玩家收取較低、甚
至低於成本的價格（亦即玩家端為「損失領導」，loss leader）；而作業系統的主
要利潤來源為一般使用者822。
簡言之，雙邊市場對於價格結構的研究表明對於不同群體「不對稱」
、或者
「極度傾斜」的定價模式其實是因應「組間外部性」的策略反應。這個結果也
對雙邊市場的競爭法議題帶來重要啟發，我們將在本節的第二部分做進一步的
說明。
2、 平台對交易量的考量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得知平台必須考慮兩群經濟個體如何交互影響使用平
台的誘因，亦即組間外部性所產生的「雞—蛋問題」。除了直接收取的費用外，
平台利用其他策略工具來追求利潤極大時，也必須考量這些互動關係。換另一
個角度來說，平台提供的是「媒合」服務，而媒合成功的機率與媒合後的價值
取決於兩群經濟個體參與平台的數量以及參與者、或者可能交易機會的品質；
亦即經濟個體參與平台的意願可能受到預期交易量（expected trade volumes）及
其價值的影響。
為了提高經濟個體的參與誘因，平台可能必須積極管理參與或者使用平台

822

Rochet and Tirole (2003), supra note 806, p. 990-991. Armstrong: “In broad terms, and especially
in competitive markets, it is group 1’s benefit to the other group that determines group 1’s price, not
how much group 1 benefits from the presence of group 2.”（註釋未引用）； Armstrong (2007), supra
note 806, 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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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格823。在夜店的例子裡，很明顯地夜店保鑣（bouncers）的一個重要作用是
排除不具吸引力、或者可能惹麻煩的客人（即便他們願意付錢）
；婚友社也會強
調參與者的身家背景、外貌學歷；客群訴求為一般中產階級普羅大眾的購物中
心則可能希望招徠不同種類與價格範圍的店家，而不僅只限於高價位的精品店
等等824。
為了提高成功媒合後所產生的交易價值，平台也可能有動機抑制某一方的
市場力量，增加另外一方從交易中所獲取的剩餘（surplus）
。同理，當經濟個體
必須透過中介使用平台時，例如圖 5. 2 所描述的狀況，平台可能也有動機削弱
這些中介的市場力量，例如設定中介所能收取的價格上限（price caps）或者補
貼使用者，以提高經濟個體使用平台的誘因。這些策略考量使得平台扮演類似
競爭主管機關（competition authority）或者管制機構（regulators）的角色825。
以交易量作為商業模式基礎的考量也可能使得平台採用「最惠待遇」
（most
favored nation clause）措施。例如網路零售平台，包括訂房、訂票等旅遊網站，
或者一般零售網站可能要求供應商必須給予在自己平台上交易的買家至少不低
於從其他管道交易的交易條件826。如果沒有這項要求，買家與賣家可能在平台

823

Rochet and Tirole (2008), supra note 806, p. 552.
有趣的是，Hagiu 與 Jullien 教授指出平台可能刻意設計成使用者無法最有效率地搜尋到最適
合的交易夥伴，例如購物中心可能設計成讓消費者多走幾步路才能找到想去的店家—同時在過
程中「順便」逛到其他店家。 Andrei Hagiu and Bruno Jullien, “Why do intermediaries divert search?”
42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37-362 (2011). 更一般地說，平台在可能會為了提高一方的參與
意願而做出較不利另一方的設計； Evans and Schmalensee (2007), supra note 810, p. 162-163.
825
Rochet and Tirole (2008), supra note 806, p. 551-553; Kevin Boudreau and Andrei Hagiu,
“Platform Rules: Multi-Sided Platforms as Regulators,” Platforms, Markets, and Innovation (2009;
David Evans, “Governing Bad Behavior by Users of Multi-Sided Platforms,” 27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201-1250 (2012. 但這不代表平台的策略選擇必然符合社會最適。例如獨占平台的
價格結構通常不會是社會最適的價格結構； Rochet and Tirole (2003), supra note 806；以及 Weyl
(2010), supra note 806.
826
因此，與維持轉售價格不同，最惠待遇並未設定絕對價格，僅對不同通路的相對零售價格做
限制，亦即具備「比價機制」
（price matching mechanism）的特徵。參見 Akman and Sokol (2017),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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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配對」
，找到交易對象後，離開平台，到別的通路完成交易。例如旅客可能
在一般航空訂票網站找到適合的航班後自行到航空公司的網站、或者實體門市
或旅行社開票、完成交易。平台將無法從所提供的「媒合」服務獲取報酬，雙
邊平台的商業模式可能因此受到極大傷害。由於網路的比價搜尋、更換交易對
象相對便捷，僅「一鍵之隔」（one click away），禁止最惠待遇對於網路平台的
重大影響之一可能是平台難以藉由其最主要功能—媒合—收益，因而對平台商
業模式的發展不利，或者迫使平台使用其他收益模式。這是競爭主管機關在考
量網路最惠待遇時所必須納入分析的要素827。
3、 組間外部性與社會福利
以上關於平台選擇價格結構以及非價格策略的考量不僅僅限於獨占平台。
例如就算滿街都是熱門夜店、彼此競爭，每間夜店往往都會有保鑣負責把關、
也往往都對男性客群收取較高的入場費828。
但是如同所有追求利潤的廠商，平台往往也有動機排除競爭，或者設立進
入障礙使新平台無法進入市場。而組間外部性，或者更一般地說，網路外部性829
supra note 690.
827
針對網路平台的維持轉售價格與最惠待遇分析，以及近期美國、歐盟、澳洲案例整理，參見
Akman and Sokol (2017), supra note 690.
828
這是 Wright 教授 2004 年文章中的第四與第五個謬誤：“Fallacy 4: An increase in competition
necessarily results in a more efficient structe of prices.”以及“Fallacy 5: An increase in competition
necessarily results in a more balanced price structure.”Wright 教授也在謬誤 7 中指出男女入場費不
同並不是夜店在進行交叉補貼（cross-subsidy）；謬誤 7 為“Fallacy 7: Where one side of a
two-sided market receives services below marginal cost, it must be receiving a cross-subsidy from
users on the other side.”Wright: “Another way of demonstrating the lack of a cross-subsidy is to note
that if there was a cross-subsidy from men to women, then it would follow that men would necessarily
be better off if women were banned from the nightclub. It would also imply a rival nightclub that just
catered to men could set up and profitably undercut the original nightclub.” Wright (2004), supra note
806, p. 48-50.
829
關於網路外部性與新廠商進入的文獻回顧，參見 Joseph Farrell and Paul Klemperer,
“Coordination and Lock-In: Competition with Switching Costs and Network Effects,”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ume 3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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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新進平台或廠商面對更大的挑戰。新平台也會面對同樣的「雞—蛋問題」，
也需要同時吸引足夠的兩群經濟個體830；而既有平台的「先發優勢」也可能進
一步造成市場封鎖，使新平台無法進入市場。我們以下會做進一步說明。
但是在這裡，與通常的單邊市場不同，當有組間外部性存在時，較少的平
台本身就會產生一些經濟效益。暫時忽略定價，比起分散在不同平台，當兩群
經濟個體都只能在同一個平台尋求交易夥伴時，則每個人能夠找到適當交易機
會的機率都會增加，平台所提供的經濟效益也隨之增加。換句話說，
「平台市場」
的市場集中度高本身可以促進經濟效率，而外部性越強、這個效益就越大831。
必須注意，如果新平台與既有平台具有不同特徵，亦即平台之間具備產品
差異化，則較多平台、提供經濟個體較特殊或者專門的交易機會可以提供經濟
效益832。此外，若經濟個體可以採用「多窟」策略，如圖 5. 3，則多個平台也
不會減少交易機會。這兩個因素都會限制前述的減少平台效益。

830

以 Evans 與 Schmalensee 兩位教授的論點，新平台的成功須仰賴足夠的群聚效應（critical
mass）； David Evans and Richard Schmalensee, “Failure to Launch: Critical Mass in Platform
Businesses,” 9 Review of Network Economics, 1-26 (2010).
831
Evans and Schmalensee: “The existence of interdependent demands, however, also provides
rationales for why these strategies could increase consumer welfare even though they discourage entry.
Putting congestion effects aside, when there are positive feedback effects between the multiple
platform sides, increases in the demand on each side increases the value that the platform can deliver
overall. Therefore tactics such as requiring customers on one side to consolidate their demand on the
platform‒e.g. exclusive dealing‒can benefit not only those customers but also the customers on the
other side. These tactics can therefore increase consumer surplus.”（註釋未引用。）Evans and
Schmalensee (2015), supra note 806; Armstrong (2007), supra note 806, p. 44. 應用這項性質，在
Armstrong 與 Wright 兩位教授於 2007 年發表的文章中，當平台之間不具差異性，平台使用獨家
交易導致市場封鎖、只有一個平台獨大的狀況符合社會最適。 Mark Armstrong and Julian Wright,
“Two-Sided Markets, Competitive Bottlenecks and Exclusive Contracts,” 32 Economic Theory,
353-380 (2007).
832
關於平台之間的差異化研究，參見 Armstrong and Wright (2007), supra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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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雙邊市場對競爭法的挑戰

延續以上關於雙邊市場特性的說明，我們可以大略介紹目前經濟學家所提
出雙邊市場對於競爭法帶來的挑戰。這些挑戰主要來自於兩個層面：第一、過
去基於單邊市場所建立的認知或者經驗法則（rule of thumb）、以及所發展出來
的分析工具可能無法直接適用於雙邊市場；以及第二、雙邊市場的特性可能誘
使平台基於不同的原因而採取某些策略行為，如獨家交易或者搭售，我們無法
直接套用單邊市場的理論，而必須重新討論平台的經濟誘因。
在這裡，我們就這兩個層面一一說明。我們仍然必須提醒，雙邊市場以及
相關的競爭法議題仍然是經濟學界目前關注的重點之一，許多相關研究—包括
理論與實證研究—仍在持續進行。我們的整理並非「蓋棺論定」
，只能視作我們
所蒐集到學界對於相關議題的一些想法與提醒。
1、 市場界定
實務上，市場界定是任何競爭法案件的最重要步驟之一，也是個案判斷時
的兵家必爭之地。雖然這一份報告內容並未涵蓋市場界定部分，基於其重要性，
我們在此簡述雙邊市場之下的市場界定問題。
首先，在概念上，雙邊市場文獻告訴我們平台的訂價決策是以整體價格結
構對於使用平台的雙方影響而決定。因此我們不應將兩方切割開來，單看平台
對其中一方的定價行為。例如當我們應用「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
（hypothetical
monopoly test，HMT），考慮「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調漲」（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SSNIP）時，在單邊市場的思維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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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考慮夜店對男性顧客提高入場費（並滿足 SSNIP 的條件）
，然後在「其他條件
不變—包括女性顧客的反應不變」的狀況下討論平台利潤是否改變，進而決定
市場範圍。但是雙邊市場的理論告訴我們「女性顧客的反應」恰恰好是夜店作
為平台決定定價的重點。忽略「男性顧客因價格提高、需求下降之後，女性顧
客也隨之降低需求」的這個影響管道所做出的市場界定將無法真實反應夜店—
或者平台—所面對的市場環境與競爭限制（competition constraints），也隨之導
致不恰當的競爭法判斷833。
此外，就算我們考慮到雙邊市場的特性，同時納入價格上升對於雙邊參與
者的影響，雙邊市場的分析、尤其是價格結構的重視也帶來實務上的第二個問
題：我們應該只變動價格水準，但是（設法）維持價格結構不變？還是只改變
一邊的價格？還是同時改變兩邊的價格？換言之，有關價格結論的討論表明就
算在相對簡單的雙邊市場模型中，平台也可以決定不只一個價格，要應用 SSNIP
在哪個、或者那些價格就變成實務上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這個問題仍有賴學界
與實務界的努力834。
2、 市場力量與排除行為
其次，基於單邊市場所發展出來的競爭法分析，常常根據市場價格與廠商
成本的差異做出推論：例如價格高過邊際成本則表示廠商有相當的市場力量、
競爭會使得價格趨於邊際成本、以及低於平均變動成本（average variable costs）

833

學者並指出直接應用單邊市場思維在雙邊市場，有可能形成過寬或者過窄的市場界定。參見
David Evans and Michael Noel, “Defining Antitrust Markets When Firms Operate Two-Sided
Platforms,” 2005 Columbia Business Law Review, 101-134 (2005); David Evans and Michael Noel,
“The Analysis of Mergers that Involve Multisided Platform Businesses,” 4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 663-695 (2008); Evans and Schmalensee (2015), supra note 806.
834
Auer and Petit (2015), supra note 810. 其中包括 SSNIP 在近期案例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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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格可能是掠奪性定價（predatory pricing）的指標等等。
但是在從上述對於雙邊市場之下價格結構的說明，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推論
在雙邊市場中都不見得成立。如同在夜店的例子，相較於多服務一位（男性或
女性）客人所帶來的成本，對男性客群收取高過成本甚多的入場費不代表夜店
在「男性市場」有相當的市場力量—面對激烈競爭的夜店可能仍然採用這個定
價結構835；對女性客群收取較低的入場費，甚至免費或者給予補貼也不代表夜
店在「女性市場」進行掠奪性定價—就算沒有競爭者的威脅，夜店也可能持續
使用這個定價結構836；而如前所述，夜店之間的競爭或許會壓低整體價格水準，
但是不見得會使男、女客群的票價都趨向成本，甚至不見得會縮小男、女的票
價差異幅度837。
同樣地，根據單邊市場所建立的市場封鎖理論也未必能直接套用於雙邊市
場838。我們必須重新檢視既有平台使用垂直限制策略的動機與競爭效果。近年
來已陸續有經濟學家嘗試建構、分析雙邊市場下的垂直限制與其競爭效果，雖
然整體研究成果仍不到成熟階段，我們仍然針對獨家交易與搭售這兩部份分別
做簡單介紹。

835

這是 Wright 教授在 2004 年文章所提出的第二個謬誤：“Fallacy 2: A high price-cost margin
indicates market power.” Wright (2004), supra note 806, p. 47.
836
這是 Wright 教授在 2004 年文章所提出的第三個謬誤：“Fallacy 3: A price below marginal cost
indicates predation.” Wright (2004), supra note 806, p. 48.
837
這是 Wright 教授所提出的第四與第五個謬誤；前揭註 828。
838
Evans and Schmalensee: “Most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s on which antitrust analysis relies assum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that the businesses considered are single-sided. They therefore are not
obviously applicable to situations in which firms serve multiple customers with interdependent
demands. Moreover, given the sensitivity of many of these models to the specific assumptions on
which they rest, there is no basis for assuming that the results of models built for competition among
single-sided businesses would apply to competition among multi-sided businesses. The only way to
know for sure is to do the math.” Evans and Schmalensee (2015), supra note 806. 前述在組間外部
性之下單一平台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也使得任何競爭法實務分析都必須考慮這些福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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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雙邊市場之下的獨家交易
在獨家交易的分析方面，經濟學家的關注焦點迄今仍然在雙邊市場上獨家
交易的排除效果。而採用這個分析角度的原因也很直覺：如同之前在獨家交易
中的文獻討論，當潛在競爭者需要足夠的客群才能夠進入市場時，既存賣家可
以使用獨家交易簽下一定數量的消費者來防止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839。而雙邊
市場的基本特徵—組間外部性—以及其衍生的「雞—蛋問題」一來表示新進平
台也需要足夠的（雙方）客源，否則無法存活；二來也使得既存平台可以只用
獨家交易簽下其中一方的（部分）客戶，另一方的顧客自然會因為新平台上沒
有足夠的交易對象而仍然留在既存平台。雙邊市場之下既存平台仍然可能藉由
獨家交易達成市場封鎖。
Doganoglu 與 Wright 兩位教授在 2010 年發表的論文就是以這樣的想法，指
出既存平台可以使用獨家交易封鎖一個更有效率的新進平台840。Doganoglu 與
Wright 教授特別指出，在雙邊平台的情境下，當平台參與者可以多窟時，獨家
交易契約必須特別要求參與者不使用其他平台，而非僅要求參與者會在自己的
平台上交易。不使用其他平台才能使另一方也不願使用競爭平台，進而達到排
除效果841。
839

Rasmusen et al (1991), supra note 61; Segal and Whinston (2000), supra note 62.
Doganoglu and Wright (2010), supra note 815. 另外，在一篇未發表論文中，Brühn 與 Götz 兩
位學者也針對商場的常見獨家交易條款—「半徑條款」（radius claus）—提出分析； Tim Brühn
and Georg Götz, “Exclusionary Practices in Two-Sided Markets: The Effect of Radius Clauses on
Competition between Shopping Centers,” working paper (2016). 「半徑條款」係指商場或者百貨公
司要求零售商不得在一定半徑範圍內另外設置專櫃或者零售據點。我國公平會也曾對半徑條款
做出處分；參見公處字第 091086 號處分書。被處分人太平洋崇光百貨被處以新台幣 250 萬元罰
鍰。
841
Armstrong 與 Wright 兩位教授在 2007 年的文章也指出獨家交易可以使單一平台達成獨占、
另外一個平台遭受封鎖的結果，亦即所有使用者都只利用一個平台交易。但是在這篇文章中，
兩個平台彼此為對稱狀況，都可以使用獨家交易。 Armstrong and Wright (2007), supra note 831.
事實上，網路外部性使得單一廠商獨大的狀況是網路經濟學的一個常見結果；參見 Farrell 與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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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雙邊市場之下的搭售
與獨家交易不同，針對雙邊市場上的搭售行為，經濟學家到目前為止大致
上並未直接承襲「槓桿理論」的研究主軸，而是從雙邊市場的特性出發，討論
平台在這個特殊環境下使用搭售的誘因。經濟學家在這裏所注意的雙邊平台特
性是組間外部性所導致不對稱定價結構，例如夜店中女性票價較男性低、甚至
為零或者可以享受補貼的狀況。
如前所述，競爭不見得可以使平台的價格結構往有效率的方向調整。如果
某些策略手段可以舒緩平台的競爭壓力，使得價格結構往較有效率的方向重新
調整（rebalance）
，則可以促進經濟效率。在 Rochet 與 Tirole 教授關於信用卡市
場的研究中842，兩位教授指出 Visa 與 MasterCard 所使用的信用卡（credit card，
搭售品）與簽帳卡（debit card，被搭售品）搭售行為，亦即所謂的「所有卡都
接受」（honor-all-card rule）規則，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使得平台可以重新調
整價格結構、進而提升社會福利。
此外，有時平台的最適定價必須補貼某一方的消費者。但是補貼在某些狀
況下並不可行，例如可能會引來只想拿補貼、而不是真正想在平台上交易的投
機客。此時平台可以藉由搭售，亦即將使用平台的行為與其他消費綁在一起，
使得整體價格為正，但是（某一方）使用者使用平台實質上得到補貼。在這裡，
搭售成為平台避開「價格不得為負」（non-negative prices）的市場限制的手段。
根據這個想法，Amelio 與 Jullien 兩位教授於 2012 年發表論文探討搭售在

Klemperer 兩位教授的回顧文章；Farrell and Klemperer (2007), supra note 829. 另外，獨家交易的
另一種可能是平台承諾不讓一方的同種類競爭者參與平台，例如購物中心與麥當勞簽約後，承
諾不讓肯德基進駐商場； Armstrong (2007), supra note 806, p. 48-49.
842
Rochet and Tirole (2008), supra note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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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市場的效果843。兩位教授指出，在獨占平台、沒有其他競爭平台的情況下，
搭售使得平台可以進行實質補貼，進而提升受補貼一方的參與誘因。而組間外
部性使得另一方參與平台的動機隨之增強；搭售使得價格得以重新調整的效果
會提升整體社會福利844。
延伸這個思維，Choi 與 Jeon 兩位教授在近期的一篇未發表文章845中指出若
只有一個（獨占）平台廠商可以使用搭售、另外一個競爭平台無法進行搭售，
則只有前者能夠使用搭售規避「非負價格」的限制。在 Choi 與 Jeon 兩位教授
所使用的例子中，獨占平台為 Google，其獨占產品 Android 具備雙邊市場特性；
競爭產品則為手機 App，可由 Google 與其他廠商提供，而某些 App 也同樣具備
雙邊市場特性。
如同上面的分析，獨占平台可以利用搭售補貼其中一方使用者，進而鼓勵
另一方使用自己的平台。而這個行為等同於對另外一個競爭平台的「挑釁」
，但
是由於缺乏產品進行搭售，競爭平台無法也使用搭售補貼使用者。這個搭售的
策略效果使得獨占平台可以延伸市場力量至另外一個產品市場。亦即 Choi 與
Jeon 兩位教授利用雙邊市場的價格結構特性建構了一個雙邊市場之下搭售的
「槓桿理論」。
我們最後簡短介紹 Choi 教授在 2010 年所發表的論文846。這篇論文也是受
843

Andrea Amelio and Bruno Jullien, “Tying and Freebies in Two-Sided Markets,” 3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436-446 (2012).
844
兩位教授也討論兩個平台彼此競爭之下的搭售。此時搭售會產生另外的策略效果，對整體福
利的影響不確定； Amelio and Jullien (2012), supra note. 另外，也有學者探討雙邊市場下混合綑
綁的價格歧視效果； Yong Chao and Timothy Derdenger, “Mixed Bundling in Two-Sided Markets
in the Presence of Installed Base Effects,” 56 Management Science, 1904-1926 (2013.
845
Jay Pil Choi and Doh-Shin Jeon, “A Leverage Theory of Tying in Two-Sided Markets,” working
paper (2016).
846
Jay Pil Choi, “Tying in Two-Sided Markets with Multi-Homing,” 58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607–626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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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歐洲微軟案的影響，試圖在雙邊市場的情形下討論微軟以作業系統搭售影音
撥放軟體的策略847。Choi 教授的一個分析重點是強調使用者單窟與多窟的差別。
當消費者只能單窟時，如同單邊市場下的搭售模型，微軟的搭售行為將使得消
費者不使用另外一個平台，競爭對手的影音軟體將被封鎖在市場外。但是組間
外部性使得所有交易集中在一個平台的結果產生一些經濟效益，因此搭售所造
成的排除效果在雙邊市場下不必然降低社會福利。但是若消費者能夠多窟，那
麼採行搭售將誘使消費者同時參與不同平台（亦即同時安裝微軟與競爭對手的
影音撥放軟體），消費者能夠享受不同平台上的獨特內容（platform-specific
exclusive contents），因此搭售能夠進一步提升社會福利。
3、 雙邊市場的定義
根據上述說明，在雙邊市場中，競爭法議題的分析以及分析工具的選擇必
須特別小心，不能理所當然地應用單邊市場的想法。因此在實務上，我們必須
要能判斷一個市場是否具備雙邊市場的特徵，而這需要一個實務上可操作的雙
邊市場界定848。但是，或許由於雙邊市場文獻發展至今不過十幾年，經濟學界
至今尚未有一個統一的雙邊市場界定。這個問題加深了對於競爭主管機關在應
用雙邊市場理論時的挑戰，也是未來學界與實務界應該努力的方向849。

847

Choi 教授假設只有影音撥放軟體呈現雙邊市場特徵，作業系統仍為單邊市場；Choi (2010,
supra note. 反之，在 Choi 與 Jeon 兩位教授的 2016 年論文中，兩個產品都可以具備雙邊市場特
徵；Choi and Jeon (2016), supra note 845.
848
Rysman 教授採取較不一樣的看法，認為或許每個市場多少都具備一些雙邊特徵，因此比較
相關的問題或許是雙邊的相關議題在個案中有多重要。 Rysman (2009), supra note 806, p. 127.
849
關於產業經濟學界的主要雙邊市場界定整理與討論，參見 Auer and Petit (2015), supra note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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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oogle 案850（歐盟）
歐盟執委會在 2017 年 6 月 27 日對正式 Google 提起處分，認定 Google 濫
用其搜尋引擎優勢（the search engine）地位，恣意更動搜尋結果排序，獨厚旗
下的比價服務平台 Google Shopping851，給予不法的競爭利基（illegal advantages）
，
可能造成交易相對人資訊上的損失，以及使其他競爭者無法在平等的基礎上競
爭與創新。歐盟執委會對 Google 處以 24 億歐元（約新台幣 826 億元）的反托
拉斯罰款852。
(1) 案由事實
歐盟執委會自 2008 年起調查 Google 在歐洲經濟區域（European Economic
Area）內各個國家的市場地位，發現在絕大多數的國家中，Google 自調查起始
的 2008 年起在一般網路搜尋（the general internet searc）就占有優勢地位，市占
率高達 90%以上853。執委會於 2010 年 11 月 30 日宣布開始調查 Google 是否濫
用其搜尋引擎優勢地位，更動搜尋排序、給予自家服務優惠待遇854。

850

參見歐盟執委會於 2017 年 6 月 27 日所發的新聞稿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Google €2.42 billion for abusing dominance as search engine by giving illegal
advantage to own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歐盟 Google 案的官方資訊連結，參見前揭註 812。
851
Google 在 2004 年進入歐洲的比價服務市場，其產品曾使用 Froogle、Google Product Search
等名稱；至 2013 年才改生 Google Shopping。參見歐盟執委會於 2017 年 6 月 27 日新聞稿；前
揭註 812。
852
這筆金額超過之前對美國晶片大廠英特爾（Intel）的 10.6 億歐元罰款紀錄，但是仍然遠低於
可能的最高罰罰款金額—80 億歐元—亦即 Google 前一年度全球總營收（annual global revenues）
的 10%。
853
參見歐盟執委會在本案的相關事實（the fact sheet）新聞稿；前揭註 812。歐盟執委會認定在
EEA 的 31 個國家中，Google 只有在捷克共和國（Czeck Republic）是從 2011 年起占據優勢地
位；在其他國家都是自調查起始便享有優勢地位。
854
亦即 Google 是否進行進行「搜尋偏見」（search bias）行為，調低競爭者網站搜尋結果之排
名，以此排除市場中之競爭。關於搜尋偏見的學界討論，參見 Eric Goldman, “Revisiting Search
Engine Bias,” 38 William Mitchell Law Review, 96-110 (2011); Joshua Wright, “Defining and
Measuring Search Bias: Some Preliminary Evidence,” working pap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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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歐盟執委會之認定
根據 2017 年 6 月 27 日所發佈的新聞稿855，歐盟執委會認定 Google 系統性
地在使用者的搜尋結果中將自家的比價服務網站排放在較明顯的位置，使得使
用者往往優先點選 Goolge 的比價服務856。此外，歐盟執委會也認為 Google 在
其搜尋演算法中設定條件，使得其他競爭比價服務在搜尋結果的排名下降使用
857

，大大影響競爭者的網路閱覽流量（traffic），進而傷害消費者以及比價網站

市場的競爭與創新858。
基於以上發現，歐盟執委會裁定 Google 違法歐盟競爭法規，濫用其在一般
網路搜尋的優勢地位，損害比價服務市場的競爭。歐盟執委會對 Google 處已 24
億歐元的反托拉斯罰金，並要求 Google 在 90 天之內停止所有違法行為，給予

855

歐盟執委會官方網站似乎尚未釋出正式處分書（最後檢查於 2017 年 11 月 13 日）。
“Google has systematically given prominent placement to its own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
when a consumer enters a query into the Google search engine in relation to which Google's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 wants to show results, these are displayed at or near the top of the search
results.” 參見歐盟執委會 2017 年 6 月 27 日新聞稿；前揭註 812。
857
“Google has demoted rival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s in its search results: rival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s appear in Google's search results on the basis of Google's generic search algorithms.
Google has included a number of criteria in these algorithms, as a result of which rival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s are demoted. Evidence shows that even the most highly ranked rival service appears
on average only on page four of Google's search results, and others appear even further down.
Google's own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 is not subject to Google's generic search algorithms,
including such demotions.” 參見歐盟執委會 2017 年 6 月 27 日新聞稿；前揭註 812。
858
“As a result of Google's illegal practices, traffic to Google's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lst rivals have suffered very substantial losses of traffic on a lasting basi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each abuse, Google's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 has increased
its traffic 45-fold in the United Kingdom, 35-fold in Germany, 19-fold in France, 29-fold
in the Netherlands, 17-fold in Spain and 14-fold in Italy.

Following the demotions applied by Google, traffic to rival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s
on the other hand dropped significantly. For example, the Commission found specific
evidence of sudden drops of traffic to certain rival websites of 85% in the United
Kingdom, up to 92% in Germany and 80% in France. These sudden drops could also not
be explained by other factors. Some competitors have adapted and managed to recover
some traffic but never in full.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mmission's other findings, this shows that Google's practices have stifled
competition on the merits in comparison shopping markets, depriving European consumers of genuine
choice and innovation.” 參見歐盟執委會 2017 年 6 月 27 日新聞稿；前揭註 812。
856

439

競爭平台「同等待遇」（equal treatment）859。
(3) Google 之上訴
Google 在 2017 年 9 月 11 日向歐洲法院上訴，主張應該取消或者降低歐盟
執委會的裁決罰金860。Google 將其上訴主張分成六點，分別論述如下：


Google 主張歐盟執委會錯誤認為 Google 使用分類商品搜尋結果
（grouped product results）是為了優厚自家比較服務；Google 主張使
用分類商品搜尋結果是為了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而非為增加自家比
價網站之流量。



Google 主張歐盟執委會錯誤認為 Google 使用陳列分類商品廣告
（grouped product ads）是為了優厚自家比價服務；Google 認為其實並
沒有歧視性行為。



Google 主張歐盟執委會並未列視（demonstrate）其所聲稱的 Google
濫用優勢地位行為有導致其競爭對手的流量減少、同時 Google 本身的
比價平台流量提高。



Google 主張歐盟執委會僅是推測（speculate）可能的限制競爭效果，
而未實際檢視市場發產（market developments）
、也未適當地考慮競爭
平台所施加的競爭壓力。

859

Google 必須在 60 天之內告知歐盟如何改善、遵守執委會決策。若不遵守，則最高可能被處
以每日全球營收 5%的罰金。參見歐盟執委會 2017 年 6 月 27 日新聞稿；前揭註 812。
860
Google and Alphabet v Commission, Case T-612/17. Google 的上訴主張可見於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uriserv:OJ.C_.2017.369.01.0037.01.ENG&toc=O
J:C:2017:369:TOC (最後瀏覽於 2017 年 11 月 15 日)。Google 曾經在 2017 年 8 月間向歐盟執委
會提出改進措施；但措施內容並未公布。參見
https://techcrunch.com/2017/08/30/google-takes-steps-to-comply-with-ec-antitrust-order-for-google-s
hopping/ （最後瀏覽於 2017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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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認為歐盟執委會誤將品質提升的競爭行為錯認為濫用市場優
勢地位之行為。



Google 主張歐盟執委會採用新理論、同時金額計算有誤，因此罰金不
具正當性。

(4) 本案分析
在本案中861，Google 的行為涉及一般網路搜尋市場以及網路比價服務市場
這兩個市場。而兩個市場的基本特徵—搜尋與資訊提供—也多少具備雙邊市場
特徵：若越多人使用某搜尋平台，則根據使用者回饋可以提升搜尋引擎的演算
法效能；而使用者也越喜歡搜尋結果品質越高的搜尋平台。在分析概念上，本
案似乎較趨近 Choi 與 Jeon 兩位教授在 2016 年未發表文章所使用的理論架構862。
但是在行為上，Google 並非進行單純的「搭售」，亦即 Google 並非以契約或者
技術方式限定使用者，若利用 Google 的一般搜尋引擎，則也只能使用 Google
的比價服務。根據歐盟執委會的控訴，Google 乃是以調整搜尋結果的方式試圖
影響、或者操弄使用者後續的比較搜尋服務選擇。
這兩個特徵以及衍生議題可能是本案最值得關注的重點之一。首先，
「雙邊
市場」的理論角度在未來的法律攻防以及法院意見中扮演何種角色，包括法院
如何認定、衡量雙邊市場上的限制競爭行為，值得我們持續追蹤；其次，Google
在一般搜尋服務的市場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必須仰賴使用者對於其搜尋結果與品

861

除了本案以外，歐盟執委會在近年來有其他的 Google 調查案，一覽表與個案進程請參見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index.cfm?fuseaction=dsp_result&policy_area_id=1&cas
e_title=Google（最後瀏覽於 2017 年 11 月 15 日）。
862
Choi and Jeon (2016), supra note 845. 兩位教授所使用的模型容許不同市場展現不同程度的
雙邊特性，因此也可以討論其中一個市場、或者兩個市場都為單邊市場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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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信賴；亦即 Google 所提供的是資訊服務，若資訊品質不佳，則使用者的使
用意願隨之下降。如同芝加哥學派的一貫質疑，Google 是否有動機冒著損失「商
譽」的風險、提供較低品質的產品，以「延伸市場力」
，值得進一步討論。此外，
當 Google 無法直接限制使用者必須使用其比價服務時，若使用者得知 Google
會調整搜尋結果863，則至少可能以「調整觀看搜尋結果次序」的方式「反制」
（undo）
Google 的作為。以搭售做類比，消費者或許可以輕易地「分拆」（un-tie）獨占
廠商的搭售措施。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又要如何分析歐盟執委會所提出「延
伸市場力」、「槓桿」推論？
最後，Google 本身所強調的創新、以及歐盟執委會所宣稱的 Google 行為對
（比價服務網站）創新的影響，使得創新成為本案在經濟分析上的一個重要因
素。然而，或許由於雙邊市場的特性，搜尋引擎通常並未向查詢資料的使用者
收費，而是以廣告或其他收入為收益來源864。亦即，在搜尋引擎市場上，廠商
並無法、或者並未選擇直接從創新結果（更好的搜尋品質）獲取利潤。這個考
量是否會影響在雙邊市場上的競爭政策？我們迄今未發現關於此種商業模式、
包含平台創新的相關研究。因此，無論在學術界或者實務界，或許都值得進一
步討論。我們也可以仔細觀察 Google 案在未來是否會在這些面相上有所發展。

三、

小結

我們在這一節初步討論了學界關於雙邊市場的一些發展，並整理一些學界

863

Google 在歐盟受到天價罰金、以及相關爭議，大概就可以產生一定的「廣告」作用，讓消
費者在使用 Google 時「稍加提防」。
864
關於 Google 在 2014 年的各項收益來源及比較、還有 Google 成本結構的新聞分析報導：
https://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investing/081315/how-googles-search-engine-makes-money.as
p（最後瀏覽於 2017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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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知，對於雙邊市場競爭政策的提醒、以及在競爭法實務上的挑戰。我們
整理的重點如下：


雙邊市場的特性使得平台可能針對參與平台的其中一方訂定相對於
成本而言過高、或者過低的價格，甚至對其中一方給予補貼。但這樣
的價格結構未必表示平台擁有相當的市場力量。平台之間的競爭也未
必能改善這樣不平均的價格結構。



因此，我們無法直接套用傳統的（單邊市場）競爭政策與分析工具於
雙邊平台上。例如平台對其中一方所訂價格與成本的差異無法直接成
為獨占力量或者掠奪性定價的佐證。應用傳統分析工具如 SSNIP 時也
須另外考量變動哪個、或者哪些價格的問題。



根據目前研究，平台仍然可以使用獨家交易契約進行市場封鎖。但是
雙邊市場的基本特性—組間外部性—使得集中所有參與者在一個平
台就能產生一定的經濟效益。因此在市場封鎖的競爭效果上，排除進
入不必然就會降低社會福利。

反之，目前的研究強調搭售可以使得平台在面對競爭、或者非負價格限制
時重新調整價格結構，因此具有一定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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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政策建議與結論

在這份期末報告裡，我們首先整理、說明經濟學關於獨家交易、搭售、以
及垂直行為（包括垂直整合、維持轉售價格、以及地域或顧客限制等）的市場
封鎖研究；接著從比較法的角度匯集、討論美國、歐盟、以及我國對於市場封
鎖相關行為的立法規範與重要範例；我們也蒐集了我國公平會近 5 年來的相關
案例，並從案件量與罰鍰數額等趨勢提出一些觀察與討論；最後，我們進一步
探討一些關於競爭政策在「新經濟」所面臨的挑戰，包括技術標準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與智慧財產相關議題，以及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s）等
重要商業模式中的市場封鎖議題。
根據各章的討論，我們大致整理重要論點與相關建議如下：


從第二章的經濟理論分析，我們知道各式垂直行為的確都有可能產生
市場封鎖的效果，但在各樣態之下的運作機制稍有不同，競爭主管機
關的著重點也應該有所差異。具體來說，
針對獨家交易，競爭主管機關可以檢視獨家交易契約中的約定違約賠
償條款或是其他價格誘因，使得新進廠商必須實質補貼交易對象以爭
取交易機會，進而削弱進入市場誘因；或者檢視市場上的買家（或者
獨賣時的賣家）之間是否有較分散、不易彼此協調的狀況，同時由於
規模經濟或者進入成本等因素，潛在競爭者必須在有一定自由買家的
狀況下才能成功進入市場，此時獨占廠商（或者具優勢地位廠商）可
以利用買家之間的協調問題達成排除進入的目的。
另外，對於批發市場上的獨家交易，目前經濟理論文獻仍在討論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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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競爭的可能。我們建議公平會可以密切關注後續的發展，並在文獻
逐漸成熟後適時納入政策或者個案考量。此外，雖然學界也在爭辯獨
家交易是否可以提升投資誘因、甚至在鼓勵投資之下的市場封鎖效果。
但是要有效運用這些學理結果於實務分析，競爭主管機關必須有充足
資訊判斷廠商投資對於整體產業的淨效果。我們建議公平會可以衡量
本身資源與資訊限制後，決定是否將這個因素納入分析。
針對搭售，競爭主管機關可以檢視獨占廠商是否使用搭售於兩個消費
上缺乏互補關係的獨立商品，藉此增強本身的價格競爭力、或者藉由
零售商彼此之間的競爭壓力以排除進入；而當搭售品為互補商品時，
競爭主管機關可以檢視獨占廠商是否藉此保護核心市場（亦即搭售品
市場）
，可能指標包括新進廠商是否也有能力進入核心市場，以及是否
有規模經濟、網路經濟、或者研發風險等因素使得新進廠商極度仰賴
單一市場的利潤，來做為進入多個市場的前提。
此外，搭售的排除進入效果也可以延伸到創新市場，藉由削弱新進廠
商的研發誘因來維持市場地位。因此在部分的搭售案，競爭主管機關
可能有必要進一步檢視搭售對於研發、創新的影響。
針對垂直行為（包括、但不限於垂直結合、維持轉售價格、地域或者
顧客限制等）
，競爭主管機關可以檢視獨占廠商是否藉此解決垂直結構
中的「承諾」問題，以恢復、而非延展獨占力量。最明顯的指標是基
於承諾問題而採行的垂直限制將使零售市場上的價格提高、購買量下
跌。反之，若獨占廠商基於雙重邊際而採行垂直行為，則零售市場價
格應該下降、購買量上升。此外，獨占廠商會使用維持最低轉售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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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承諾問題、但是以維持最高轉售價格解決雙重邊際問題。
此外，以垂直結合進行市場封鎖的另外一個管道是提高競爭對手成本。
但是這有賴於上游市場的供給條件，尤其是垂直結合廠商可以（在結
合後）藉由多購買要素投入來提高要素價格。而近期研究也表明以這
個機制進行市場封鎖的競爭效果也取決於下游市場的競爭程度，若下
游廠商數越多、競爭程度越大，則以垂直結合提高競爭對手越容易造
成限制競爭效果。因此競爭主管機關可能必須衡量上游與下游的市場
條件。
維持轉售價格與地域或者顧客限制的一個主要促進競爭管道是藉由保
障零售商利潤來提升服務品質、進而促進（品牌間）競爭。但是近期
的一些研究對於這個機制逐漸產生質疑，論點包括：保障零售商利潤
可能也同時造成零售商不願接受新進製造商，以防止產業整體利潤下
跌；藉由提高零售價格來提升服務未必能促進整體消費者福利，尤其
當某些消費者並不太需要零售服務、或者當零售服務是不影響消費價
值的資訊提供時，零售服務對於消費者的整體正面效果可能有限，但
是價格提高的負面效果卻由所有消費者承擔；以及，零售商可能有動
機限縮零售服務以吸引製造商用更好的條件、包括更高的最低轉售價
格來競逐有限的零售服務。這些較新的論點可能尚待學界進一步爭辯、
檢視，但是值得競爭主管機關參考。
最後，我們仍然必須提醒，由於本計畫的主題在於「市場封鎖」
，同時
限於篇幅與時間限制，我們所整理的經濟理論以「獨占廠商擁有先發
優勢」的模型架構為主。但是在實務上，不是只有具獨占地位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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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使用獨家交易、搭售、維持轉售價格等等商業手段（例如 Leegin 案
865

中的 Leegin 公司就是在競爭激烈的女裝服飾產業中創業 10 年左右

的年輕公司）
，新進廠商或者市場地位相當的競爭者也可能採取各式各
樣的垂直行為，其效果可能大不相同；廠商使用這些商業手段的目的
也不限於市場封鎖。經濟理論與實證研究一向都很強調這些商業行為
也有相當的促進競爭效果；廠商也可能使用這些手段進行價格歧視等
福利效果較為難以衡量的目的。在實際個案的判斷上，競爭主管機關
必須就這些不同面向、在個案中取其輕重做綜合判斷，而不應一開始
就限定在市場封鎖的切入角度。


根據第三章的比較法分析與個案整理，我們知道目前在美國的整體趨
勢是朝向「合理原則」的方向發展，就爭議行為的限制競爭與促進競
爭效果，在個案中做整體判斷。自從 2007 年的 Leegin 案866之後，除
了搭售以外，我們所論及的垂直行為皆以「合理原則」判斷。就算搭
售也非「當然違法」，實務上必須證明產生限制競爭效果。
而在歐盟，歐盟執委會採行「安全港」設計，在集體豁免條款中設定
出明確條件，包括「核心限制」以及市占率等要素，無法適用集體豁
免時則回歸個案論斷，使得事業在市場競爭上有一些指引、降低競爭
法的不確定性。
而在個案分析上，我們也整理、討論一些較新的案例。其中有些個案
的爭議點值得後續追蹤，例如美國的 Uber 案867涉及新的平台商業模

865
866
867

參見前揭註 255。
前揭註 255。
前揭註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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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及歐盟 Murphy 案868涉及地域限制與智慧財產權等等。
此外，在某些個案中我們也發現國外競爭主管機關以及法院在「合理
原則」操作上、或者執法時所要求的證據標準。在歐盟微軟案869（涉
及搭售）與美國 McWane 案870（涉及獨家交易）等重要案例中，並未
要求以具體、明確證據來建立相關行為的限制競爭效果。就算在歐盟
屬於「核心限制」的維持轉售價格，在 Floras Bookshops 案871中，歐
盟執委會也根據對市場影響程度、以及繼續調查的成本與效益等因素
而決定中止調查。
對比於我國公平法的立法與執法經驗，我國立法趨勢大致與美、歐相
符，除了維持轉售價格之外，其他樣態皆以 「合理原則」審酌。而在
2015 年修法之後，維持轉售價格也不再構成「當然違法」，而是納入
了「正當理由」的考量，讓維持轉售價格的促進競爭效果成為個案判
斷的因素之一。
但是在實務經驗上，自從修法之後我們並未發現任何事業施行維持轉
售價格案件、同時能成功提出正當理由而免罰的案件。或許是因為修
法迄今時間不長，而民間廠商仍然在摸索公平會的執法標準。以下我
們會在政策建議中做進一步探討。


在第四章，我們改以敘述統計方式整理、分析近五年來我國公平會在
市場封鎖相關處分案的一些特徵。由於我們並沒有進行嚴謹的統計檢

868
869
870
871

前揭註 594。
前揭註 634。
前揭註 487。
前揭註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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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來確認兩個平均罰鍰是否有顯著差異，我們的比較結果只能視作非
正式地觀察。我們認為跳脫個案裁處，將所有相關案件作一通盤整理、
統計，可以提供不一樣的資訊，進而嘗試解讀可能的趨勢發展，或者
作為持續研究的基礎。
我們發現近期公平會的市場封鎖相關行為處分案以維持轉售價格的案
件最多，占全體處分案的 71%，其次則有少量的獨家交易案件與地域
限制案件。按照不同樣態比較平均罰鍰，在刪除一些極端值後，我們
發現維持轉售價格的平均罰鍰與其他樣態的罰鍰似乎沒有太大差異。
根據這些觀察，我們提出一些建議與想法作為參考。首先，理論上來
說，不同行為、樣態可能對市場產生不同影響；競爭主管機關能夠接
觸、成案的程度可能也有異。然而近五年來維持轉售價格與其他案件
平均罰鍰似乎沒有太大差異的結果；這個現象可能值得主管機關進一
步觀察、以更細緻的資料進一步剖析背後是否有值得關注原因。
其次，在案件類型分布上，我們理解競爭主管機關所面對的資源限制，
也肯定公平會在個案上的積極調查。但是我們建議公平會進一步檢視
案件來源管道：第一，某些類型案件（例如搭售與獨家交易）是否受
限於資訊或者資源限制而不在公平會「偵測範圍」之內；第二，在維
持轉售價格案例中，若公平會的確認為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所
列舉的「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防免搭便車之效果」等正當
理由應積極列入個案考慮，則公平會或許應該考慮主動檢舉案件的可
能「樣本偏誤」
（sample selection）
、或者「案件選擇」
（case selection）
問題。亦即，相對上來說，當提供售前服務的確值得鼓勵、也因為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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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成本而需要鼓勵時，會不滿於維持轉售價格限制而提出檢舉零售商
可能是較不以提供服務、而以價格競爭為主要競爭策略的下游通路。
當然，這並不表示，公平會應該拒絕此種零售商的檢舉；但是在個案
考量時，或許可以做為在「售前服務」、「搭便車」等相關因素進一步
調查的提示。


在第五章，我們針對兩個較新的議題，包括技術標準專利與雙邊市場，
進行探討。在技術標準專利的部分，我們彙集、分析一些近期重要案
例，並建議競爭主管機關在做相關裁處時，應該考量專利制度「以鼓
勵發明為目的」、「以排它權為方法」的本質，應以個案判斷，而不宜
逕認為 SEP 權利行使或授權請求為正當權利行使或獨占地位濫用。進
一步而言，個案上 SEP 究為事實上或法律上的技術標準、SEP 權利人
是否自行投入創新研發或其為專利訴訟實體或專利地痞、技術需求者
與 SEP 權利人之關係、SEP 授權條件等諸多因素均有不同，競爭法於
審酌 SEP 權利行使之適法性時，均應納入考量，以兼顧專利法與競爭
法之立法意旨。另一個值得注意之處，乃美歐國家對於介入 SEP 權利
行使之節制，迄今由競爭法主管機關作成處分之案件，相當有限。究
其原因在於智慧財產制度肩負創新研發之政策目的及無體財產權交
易活動之複雜性。以歐盟 2007 年 8 月第一次對高通公司展開調查為
例，歷經兩年多努力於 2009 年 11 月中止程序，執委會表示：本案涉
及使用 SEP 相關發明之定價問題，實務上關於此等問題的判斷非常複
雜，任何競爭法執法者在干預商業協議時，必須非常謹慎（any antitrust
enforcer has to be careful about overturning commercial agreements.）
。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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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會 調 查 Qualcomm 所 主 張 之 權 利 金 數 額 是 否 不 合 理 的 高
（unreasonably high），雖投入時間與資源進行調查及搜集相關證據，
但仍不足以作成正式結論（reach formal conclusions）。
而在雙邊市場的部分，我們整理、說明雙邊市場的重要特徵，並提出
雙邊市場對於競爭法的挑戰。尤其，經濟文獻發展至今強調不應以過
去累積的競爭法原則與分析工具直接套用於雙邊市場。包括以價格與
成本的關係推測市場力或者掠奪性定價、以及 SSNIP 等分析工具的使
用等，在雙邊市場都需加以修正。
鑒於這兩個議題的重要性，以及學界與實務界的持續討論，我們建議
公平會密切注意未來發展，並適時納入競爭分析之中。
最後，我們整合以上各個面向，提出以下建議僅供主管機關參考。
市場封鎖以及垂直行為相關議題在近年來頗受重視。經濟學家所提出的理
論模型是否能夠落實在個案判斷、具體而言又應如何操作，的確也是學界與實
務界關切的問題872。例如 Riordan 與 Salop 教授曾以「提高對手成本」理論為基
礎，提出包含四個步驟的分析架構來衡量垂直結合的競爭效果 873；Hovenkamp
教授也提出一個包含六個步驟的「流程圖」來決定垂直限制是否合理874。這些
872

關於「賽局革命」對於產業經濟學以及競爭政策的影響、或者辯論，參見 Franklin Fisher,
“Games Economists Play: A Noncooperative View,” 20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13-124 (1989);
Carl Shapiro, “The Theory of Business Strategy,” 20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137 (1989);
Michael Klass and Michael Salinger, “Do New Theories of Vertical Foreclosure Provide Sound
Guidance for Consent Agreements in Vertical Merger Cases?” 40 Antitrust Bulletin, 667-698 (1995);
Bruce Kobayashi, “Game Theory and Antitrust: A Post-Mortem,” 5 George Mason Law Review,
411-421 (1997); Bruce Kobayashi, “Does Economics Provide a Reliable Guide to Regulating
Commodity Bundling by Firms? A Survey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1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 707-746 (2005).
873
Michael Riordan and Steven Salop, “Evaluating Vertical Mergers: A Post-Chicago Approach,” 63
Antitrust Law Journal, 513-568 (1995).
874
Hovenkamp (2005), supra note 19, p.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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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架構都值得公平會參考，視需要整合進現有的調查程序中。在此我們採取
另外一個方向，借用 Evans 與 Padilla 教授的觀點，從決策理論（decisio theory）
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議875。
Evans 與 Padilla 教授指出，完美的競爭法判斷幾乎不可能達成，競爭主管
機關的任何決策都可能犯錯；而不同類型的錯誤往往會讓整體社會付出不同的
代價。競爭主管機關的目標應該是讓社會因決策錯誤而造成的預期成本越小越
好。在討論完這個大原則的各個組成後，Evans 與 Padilla 將之應用於搭售的分
析。而我們則嘗試應用在公平會所面對的挑戰。
就算是再簡單的決策，宥於客觀環境的限制，都有可能是錯誤的決策。在
競爭法的領域中，面對一個處分案，公平會最簡單的決策或許是判斷這個行為
是否違反公平法。亦即，我們暫時不考慮違反公平法之後的罰鍰問題。那麼公
平會可能犯的錯誤有兩種876：


首先，如果這個行為的確造成限制競爭的（淨）效果，理應接受處分，
公平會卻裁決沒有違反公平法，這種誤判通常稱之為「誤縱」（false
acquittal）。



其次，如果這個行為沒有造成限制競爭的（淨）效果、甚至整體上促

875

David Evans and Jorge Padilla, “Designing Antitrust Rules for Assessing Unilateral Practices: A
Neo-Chicago Approach,” 72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73-98 (2005). 應用類似的分析架
構在競爭法中的研究，參見 Frederick Becker III and Steven Salop, “Decision Theory and Antitrust
Rules,” 67 Antitrust Law Journal, 41-76 (1999); James Cooper, Luke Froeb, Dan O’Brien, and
Michael Vita, “Vertical Antitrust Policy as a Problem of Interence,” 2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639-664 (2005). 事實上，在法律經濟分析中這個分析架構曾被應用到不
同的法律決策；Richard Posner, “An Economic Approach to Legal Procedure and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2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99-458 (1973). 關於法律體系的精準度（accuracy）
分析，參見 Shavell (2004), supra note 22, p. 450-456.
876
我們借用刑事審判用語。其實這兩種錯誤也是統計學中的「型一誤差」（type-1 errors）與
「型二誤差」（type-2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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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競爭，理應不受處分，公平會卻裁決違反公平法，這種誤判可以稱
之為「誤枉」（false conviction）。
我們不認為公平會在審酌案件時會故意犯錯，但是現實的各樣限制使得公
平會很難達成完美決策，不犯任何錯誤。尤其，我們認為公平會至少面對三項
限制：


資源限制：公平會以單獨機關面對全國各行各業，以我國的經濟規模
與產業成熟度，加上現今各個新興領域的快速發展，公平會很難匯聚
足夠龐大的人力、物力全面「監管」各產業可能發生的競爭法問題。
就算要在每個個案仔細調查至盡善盡美，也有極高難度。



資訊限制：競爭法案件的很多相關資訊可能難以蒐集，或是極端仰賴
民間機構、甚至當事人提供提供877。而當代資訊經濟學告訴我們擁有
資訊的一方很可能不願輕易洩漏資訊，而有動機藉此牟利。有時我們
可以使用適當的機制設計（mechanism design）來取得資訊，但是往往
必須付出相當代價878。
此外，產業發展的快速變遷與未來競爭環境的不確定性也添增衡量個
案中競爭效果的難度。就算沒有資訊不對稱，所有廠商都願意據實以
告，未來產業如何發展仍然難以預測。



政治或者制度限制：公平會雖然是獨立機關，公平會主委仍需至立法
院備詢。而其他部會對於公平會決策可能也有所評論。這些都是無形

877

關於資訊不對稱之下的競爭法執法議題，參見 David Besanko and Daniel Spulber, “Antitrust
Enforcement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99 Economic Journal, 408-425 (1989).
878
關於資訊經濟學的教科書介紹，參見 Laffont and Martimort (2002), supra note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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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壓力。此外，公平會並非競爭法案件的最後決策者。被處分人
仍然可以提起訴願或者行政訴訟879。法院判決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對
公平會產生限制。
除了政治或者制度限制受到各國法規制度影響而有所差異，所有的競爭主
管機關都受到前兩項、亦即資源與資訊的限制。在某些案件中，我們也可以觀
察到法院或者競爭主管機關意識到這些限制而做出對應決策。例如在歐盟的
Floras Bookshops 案880，歐盟執委會明顯基於資源有限之下，繼續調查不符成本
效益，因而做出終止調查的決定881。而在歐盟微軟案882中，歐盟執委會強調的
確有某些原因使得我們不應在進一步調查之前就認定微軟的搭售會造成市場封
鎖883，但是微軟的市場力量使得微軟可能以搭售造成市場封鎖、甚至軟體產業
創新的風險太大884。執委會也指出市場封鎖案件不是一定必須提出證明市場已
經確定被封鎖、或者能夠證明完全封鎖，否則競爭法的介入可能會太晚885。亦
即歐盟執委會認知到雖然所得資訊不夠充足，但是仍然必須在有限資訊之下做

879

而在執法程序上，這裡可能有些不對稱之處：被處分人可以採取救濟；但是若接到檢舉後，
公平會決定不成案，則在我國實務上似乎檢舉人很難採取民事訴訟管道。
880
前揭註 434。
881
類似的思維也可能出現在德國的 Almased 案（前揭註 456）
與西班牙 El Corral de las Flamencas
案（前揭註 457）中。法院因為對於市場競爭影響有限而認定維持轉售價格不違法。而影響有
限的意思是即便這些行為的確限制競爭，花費司法資源與行政資源矯正這些行為所帶來的利益
也不大。
882
前揭註 634。
883
“There are therefore indeed good reasons not to assume without further analysis that tying WMP
constitutes conduct which by its very nature is liable to foreclose competition.”Supra note 634, para.
841, p. 222.
884
“In a nutshell, tying WMP with the dominant Windows makes WMP the platform of choice for
complementary content and applications which in turn risks foreclosing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for
media players. This has spillover effects on competition in related products such as media encoding
and management software (often server-side), but also in client PC operating systems for which media
players compatible with quality content are an important application. Microsoft.s tying practice
creates a serious risk of foreclosing competition and stifling innovation.” Supra note 634, para. 842, p.
222-3.
885
前揭註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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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當時）最適當的決策，而衡量「誤縱」
、不處分的後果可能太過嚴重，執委
會因此選擇介入，寧可犯下「誤枉」的成本。
根據這樣的決策架構，我們提出最後三個對公平會的建議。首先，我國公
平法實務上的某些現象或許也反應資源與資訊的雙重限制。例如我們所討論到
近五年市場封鎖相關案件在不同類型之間數量頗有差距的現象，或許就是因為
公平會資源有限、仰賴民間檢舉人，而擁有（搭售或獨家交易）相關資訊的相
關人士不見得願意提出檢舉的結果。
面對這些限制，公平會可以嘗試在現有環境下設法改善、減低限制造成的
影響。例如資訊經濟學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若要資訊持有人提供資訊，則揭露
資訊至少要能夠產生某些（對持有人有利的）結果886。如果資訊完全不影響結
果，那麼持有人在缺乏誘因的情況下也沒有動機揭露資訊。在維持轉售價格案
件中，被處分人負有「正當理由」的舉證責任，必須“生產”資訊，而由公平
會“驗證”資訊、決定「正當理由」是否成立。公平會固然不需替代或協助被
處分人生產資訊，但是若希望被處分人能夠積極配合、提出「正當理由」的最
相關資訊，以增進判案品質，或許可以考慮要維持適當的提供資訊誘因，廠商
至少要知道提供什麼樣的資訊或者證明887可以使得「正當理由」成立而免罰、
什麼樣的資訊又不夠充足。在極端的情況下，如果公平會一律拒絕所有資訊、
認定被處分人所提出的證明皆不成立「正當理由」
，則被處分人很可能失去意願
提供任何資訊，公平會也無法藉由民間部門揭露資訊以提升辦案品質。而在提
供資訊對當事人不是免費、需要成本的情況下，資訊品質往往與提供資訊後被
886

Philippe Aghion and Jean Tirole, “Real and Formal Authority in Organization,” 105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9 (1997); Wouter Dessein, “Authority and Communication in Organizations,”
69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11-838 (2002).
887
當然，這些資訊或證明必須是公平會可驗證（verifiable）而無法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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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人處境的改善幅度有關。若受到處分的後果有限，被處分人也沒有太大誘
因提出具有充足說服力的「正當理由」以免除處分。
其次，就算公平會設法改善資訊限制，錯誤仍然難免。這時公平會就要考
慮到在一件個案中「誤縱」
、或者「誤枉」所造成的可能結果孰輕孰重。尤其公
平會所做出的處分或者不處分其影響可能不僅限於個案，更可能藉由其「宣示」
意涵，讓廠商了解從事某些行為可能會、或者不會產生的競爭法後果，進而影
響廠商行為。
對應到法律經濟分析，
「誤縱」可能產生「嚇阻效果」不足的狀況，使得其
他廠商也跟進從事具有限制競爭效果的行為；「誤枉」則可能產生「寒蟬效果」
（chilling effect），使得其他廠商裹足不前，因害怕被處分而不願採取能夠促進
競爭、提升福利的商業手段。
選擇承受「誤枉」
、或者「誤縱」的成本，除了視產業環境或個案有所不同，
往往也是公平會應該抉擇的政策目標。例如在新興產業中，廠商、競爭主管機
關、甚至學界都還在摸索階段，試圖找出正確的商業模式。在這個階段的「誤
枉」成本可能太大；
「寒蟬效果」效應可能使廠商不願試驗新的商業手法、嚴重
時更可能降低投入新興產業意願，因而妨礙新興產業發展。而「誤縱」可能使
得獨占廠商得以延續、或者延伸市場力量。同樣也可能透過影響競爭者的研發
動能而阻礙創新—事實上，這也是前述微軟案中歐盟執委會的論點之一。
在垂直限制與市場封鎖相關行為中，有一些學者主張「誤枉」的成本可能
高過「誤縱」
，因此建議採取較寬鬆的態度，除非有強烈證據，否則不輕易處分。
所持的論點主要是「誤枉」可能產生寒蟬效應；但是若有「誤縱」
，則獨占廠商
所享有的高額利潤將吸引競爭者不斷挑戰、嘗試進入市場。因此市場機制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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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矯正「誤縱」的後果，但是很難改變司法體系「誤枉」的結果888。我們則認
為這是公平會必須做的政策判斷。
最後，雖然錯誤在所難免，但是從錯誤中累積經驗與資訊、回饋至未來決
策，卻是降低未來犯錯成本的重要機制。我們建議公平會可以蒐集資料，在個
案處分之後一段時間定期檢驗市場表現，或者與學界合作、嘗試衡量處分案效
果，以累積執法經驗，提供未來相關產業或者案件參考，使我國公平法執法品
質能夠不斷精進。

888

Easterbrook: “There is no automatic way to expunge mistaken decisions of the Supreme Court. A
practice once condemned is likely to stay condemned, no matter its benefits. A monopolistic practice
wrongly excused will eventually yield to competition, though, as the monopolist’s higher prices attract
rivalry.” Frank Easterbrook, “The Limits of Antitrust,” 63 Texus Law Review, 1-40 (1984). Evans and
Padilla (2005), supra note 875, p. 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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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公平會近五年市場封鎖相關處分案889

處分書字號

違反法條

101009

公平法 19-4

101031

公平法 19-6

101068

公平法 18

101076

公平法 18

101137

公平法 18

101153

公平法 18
公平法 19-6

102010

公平法 18

102074

公平法 18

102081

公平法 19-4

102088

公平法 24

102089

公平法 24

102090

公平法 24

102091

公平法 18

102119

公平法 10-4

被處分事業
事由
新世紀廣告
聯合行為
和泰汽車
限制銷售區域
中祥食品
限制轉售價格
祥美食品
限制轉售價格
天下遠見
限制轉售價格
巨大機械
限制轉售價格
限制轉售區域
中祥食品
限制轉售價格
逍遙遊山野
限制轉售價格
立翊
限制轉售價格
輝洪開發
濫用優勢地位
智軒文化
濫用優勢地位
影聯、影聯
濫用優勢地位
泰摩科技
限制轉售價格
台塑
濫用優勢地位

889

產業

檢舉人

廣告

多家報社

汽車
食品
食品
文化

台北市計程
車客運商業同業
公會
彰化縣調查
站
公平會主動
調查
公平會主動
調查

腳踏車

公平會主動
調查

食品

彰化縣調查
站

休閒用
品
手機周
邊

百岳公司
下游經銷商

DVD

競爭廠商

DVD

競爭廠商

DVD

競爭廠商

手機周
邊
石化產
業

下游經銷商
緣合一實業

本附錄表列出報告第四章所分析的所有公平會處分案。其中違法法條的部分我們以處分書公
布當時的公平交易法條文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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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5

公平法 18

102135

公平法 18

102136

公平法 18

102146

公平法 18

102154

公平法 10-4

102163

公平法 18

102185

公平法 18

102195

公平法 18

103002

公平法 18

103020

公平法 19-4

103026

公平法 18

103027

公平法 18

103039

公平法 18

103041

公平法 18

103043

公平法 10-4

103053

公平法 18

103060

公平法 10-2

103131

公平法 18

103132

公平法 18

歐萊德
限制轉售價格
視連科
限制轉售價格
耀星數位
限制轉售價格 材
鴻茂工業
限制轉售價格
台灣港務
濫用優勢地位
怡心工業
限制轉售價格
喜特麗
限制轉售價格
豪山
限制轉售價格
蘋果
限制轉售價格
華藝
限制轉售價格
丞燕
限制轉售價格
勁成
限制轉售價格
台灣櫻花
限制轉售價格
雅適
限制轉售價格
台灣港務
濫用優勢地位
三怡水族
限制轉售價格
飛利浦
不當維持授權金
古迪
限制最低售價
四隻腳
限制最低售價

459

美髮用
品
錄影器
材
錄影器

下游經銷商
下游經銷商
下游經銷商

熱水器

下游經銷商

倉儲建
築

競爭對手

熱水器

下游經銷商

熱水器

下游經銷商

熱水器

下游經銷商

手機
電子書

公平會主動
調查
公平會主動
調查

保健用
品

民眾

讀卡機

下游經銷商

熱水器

下游經銷商

熱水器

下游經銷商

倉儲建
築
寵物食
品
CD-R
寵物食
品
寵物食
品

競爭對手
下游經銷商
巨擘科技
下游經銷商
下游經銷商

104014
104027
104033
104080

104100

104101
104102
104103
104104
105078
105107

新天鵝
限制轉售價格
飛利浦
公平法 10-2
不當維持授權金
戴爾
公平法 19-1
濫用優勢地位
佑達
公平法 19
限制轉售價格
魚中魚水族
萬達寵物
寵物王國
旭海水族
公平法 14
北高雄水族
愛諾寵物
美自愛犬
聯合行為
淞運泰
公平法 18
限制轉售價格
柏希菲克
公平法 18
限制轉售售價
威阜
公平法 18
限制轉售售價
鴻苗
公平法 18
限制轉售售價
華廣
公平法 19
限制轉售價格
公平法 18

公平法 19

105111

公平法 19-1
公平法 20-5

106007

公平法 20-3

106013

公平法 19-1

106024

公平法 19

台灣櫻花
限制轉售價格
濟生
限制轉售價格
限制轉售區域
弘音多媒體
濫用優勢地位
新視代
限制轉售價格
杏輝藥品
限制轉售價格

460

桌遊

下游經銷商

CD-R

巨擘科技

防火牆

澤威公司

寵物食
品

下游經銷商

寵物食
品

犬貴族寵物
用品

寵物食
品
寵物食
品
寵物食
品
寵物食
品

犬貴族寵物
用品
犬貴族寵物
用品
犬貴族寵物
用品
犬貴族寵物
用品

醫療用
品

公平會主動
調查

熱水器

民眾檢舉

辛香料

公平會主動
調查

伴唱機

競爭廠商

液晶螢
幕
醫療用
品

下游廠商
公平會主動
調查

106036

公平法 19-1

106064

公平法 20-3

106065

公平法 20-3

106066

公平法 20-3

歐娜
限制轉售價格

美容用
品

天外天
獨家經營權
大安文山
獨家經營權
金頻道
獨家經營權

有線電
視
有線電
視
有線電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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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
全聯
北都
北都

附錄二

公平會訪談紀錄

競爭法下市場封鎖經濟效果之研究會議議程
時

間：106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地

點：公平會

與會人：資訊及經濟分析室主任、邱敬淵教授、李素華教授、服務業競爭處代
表、製造業競爭處代表、法律事務處代表、資訊及經濟分析室代表。
討論事項
一、
1.

垂直限制

自 101 年以來搭售與獨家交易案件極少，幾乎沒有，請問研究團隊整理是
否有所疏漏？
服務業競爭處：搭售要成案之要件十分嚴格，所以通常較難成案。獨家交易
之狀況時通常不一定會檢舉，且反映後時常有後悔的現象，故樣本很少。
製造業競爭處：基本上，此兩種案件本身數量較少，加上我國之文化、產業
型態導致，且公平會長期對民眾宣導公平交易法，此種案件仍然很少，
故可能是市場上搭售與獨家交易之狀況真的是比較少的。
法律事務處：常常未達要件，如公平會介入，可能會影響一般契約履行之正
義，所以公平會在面對搭售與獨家交易之狀況時是較謹慎的。
資訊及經濟分析室：101 年之弘音案後就無獨家交易與搭售，但在更早之前仍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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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任何行政決定皆會刊載在網路上，法條的構成要件包括妨礙競爭之虞
與當事人之契約等，在合則兩利的賽局下，要誘發當事人檢舉是值得探
討的議題。聯合行為有檢舉之獎金，而其他案件是否也要有獎金則尚在
討論，垂直限制下通常上下游廠商皆有利益，故要如何減少此種現象有
待研究。在網路上能找到的皆是處分書，不處分是不公布的。
邱：公平會在處理程序上是在接受檢舉人檢舉後，首先經過初步判斷才決定
是否成案、若成案後再決定處分或不處分嗎？
服：成案後才要開始調查，如不成案就停止相關作業。
李：會問這些問題是因為我們在思考在本研究要著重在哪些部分，透過今天
的提問我們了解在獨家販售與搭售的案件確實較少，之後會做通盤的研
究，但較著重在價格的部分。
邱：垂直限制下，通常受害者是其他競爭廠商，尤其可能進入市場的競爭者。
其他競爭廠商是否會花心力去檢舉獨家交易或者搭售等行為？
服：第三方擁有事證較少故較難檢舉。
製：通常會有檢舉之狀況時，為契約兩造通常不再有繼續合作之可能才會發
生。因此檢舉案較少，主動調查的狀況也不多。且行政成本有限較難每
個個案深入調查。
2.

是否會持續追蹤被處分人後續是否卻停止違法行為？
服：相信處分對市場有較佳的影響，所以才會做出處分，如業者收到處分書，
那本會會要求業者提供已改正之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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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被處分人會自行提出改正措施。
法：本會中有後續追蹤之團隊，會去持續追蹤狀況。
李：在國外，大案件上會有第三方監控人，故在國內不知是否會有相似的情
況？
主：此為本會內部管考機制，如案件有檢舉人，倘被處分人未改正則檢舉人
有權立刻反應。會給予被處分人固定的時間反應。
3.

在台南市寵物食品業之案件，在做出處分後是否有對市場做出完整的評
估？
製：公平會希望市場有競爭，使消費者有更多商品且不同的商品價格可供選
擇，故本會相信如發生水平聯合之行為必會使消費者之福利減損，才會
對此行為做處分。
服：在立案調查後才可依據公平法 27 條向各業者取得資料。如處分完後，仍
有異議，本會才會再向業者取得資料。一般狀況時，如只是為了單純調
查市場向業者索取資料，可能被認為是擾民的行為。
主：任一反競爭行為遭遏止後的市場影響，本會著墨不深，希望學界可多加
研究。本會相信遏止此類行為，即可增加市場競爭及增加消費者福利，
故就不會再進行後續的評估。如有需要，會就特殊個案進行評估。

4.

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達抽
象危險性之程度為已足。然而，此抽象危險性之程度與刑法是否用同一標
準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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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同法考量的程度不相同，在公平法上之衡量標準以抽象為限。近年，
適用 25 條之要件越來越明確，而競爭法仍有進步之空間，未來將持續改
進。
主：如有實質事證，無論有無實施，即可推定其有限制競爭。
二、
1.

轉售價格
在修法之後限制價格非當然違法，故要判斷之時，有無把限制競爭此一要
素考慮進去？抑或是只要有限制轉售價格且無正當理由，那就是違法的？

製：19 條中無限制競爭之條件，20 條中的杯葛、差別待遇、獨家交易過去認
定是市場不法，而 20 條第 4 款則是行為不法，不管對市場影響多少其行
為就具有非難性。限制轉售價格是行為不法，雖在修法後限制轉售價格
可以有正當理由來除罪，其仍不需考慮對市場影響之大小，目前本會立
場為如此。業者須依施行細則 25 條中列舉出適當的舉證來證明自己是正
當的限制轉售價格。
法：104 年修法之前限制轉售價格為當然違法，在修法後受日本影響，故也
沒有很大的放寬，本會仍認為價格對競爭的影響是重要的。法律的立場
仍是原則違法，若有正當理由的話即可不受罰。
服：修法後可以提合理是由，實務上有合理事由且經過確認可以促進競爭，
而不處分之案件亦不會公布，因國人之文化與習慣的問題，不喜歡上報，
所以是看不到不處分書的。不處分的狀況大多為事證不足，非有正當理
由。正當理由仍需要經過案件的累積、委員會的討論才有辦法對外公布。
資：限制轉售價格目前無市占率門檻，目前案例尚且不足，故還須累積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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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例再討論是否要訂立市占率門檻。
主：20 條有 15%的門檻限制，19 條則無，故現在會裡所採定的方式是，面
對限制轉售價格時是原則違法，但有合理之事由時是可以不罰的。
李：此乃執法上的兩難，一方面需釐清執法標準，另一方面不致淪為教導業
者如何脫罪。
邱：減少法律之不確定性，或許能提升效率，提供案例只是讓廠商能參考何
以為之，裁決與調查的判定仍是公平會之權利。
2.

某廠商有許多產品，經發現此廠商有某一商品有限制轉售價格之問題，此
時公平會是否會調查其他商品有沒有限制轉售價格的問題？
製：因下游廠商通常所簽之經銷契約相同，故會包含其他商品，而 Apple 案
中的限制轉售價格如要調查 HTC 或 SAMSUNG 等其他公司，則需要另
立新案處理。
主:不同的行業會訂立不同的處理原則。

3.

當事業為某一日常用品為最低轉售價格限制時，消費者則會選擇其他日常
用品替代之，是否仍認該事業此舉違法？
法：本會參考日韓之作法，但因不適用而廢止。而保護產業所採用補貼等方
法，並非本會所能觸及。
製：文化部有討論是否要立專法保護文化產業。
主：新興科技之興起較容易有限制轉售價格之問題，公平交易法是面對所有
行業的法條，故無法特別對單一產業進行保護，在鼓勵創意的角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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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業主管機關可以用一些不妨礙市場競爭的方式去保護。
法：捷安特在經銷商方面有業績壓力所以會盡力的推銷，而直營店則無，但
直營店主要著重在售後服務的部分。
製：重點仍在是否有正當理由，捷安特的合約書中仍是有限制轉售價格之條
例，如在新法下得要提出適當的理由，但在修法前有限制轉售價格之條
例即是違法的。
資：美國玩具反斗城一案中廠商宣稱其有售前服務，但經調查後美國地方法
院仍是認為事證不足。
法：玩具反斗城的狀況稱其有售前服務或許事證不足，但同樣的狀況放在醫
療用品或許又不同，所以要以具體個案來判斷。
裁罰金額究竟是如何計算?

4.

法：依公平法 36 條之規定。詳細計算屬於機密。
製：限制轉售價格為單一廠商與水平聯合之廠商大小有所差異，且在限制轉
售價格方面沒有市占率的考量，故罰金較低。
承辦人：賈伯斯案中的罰金有依照網路書城所賣的冊數去估算。在實務中業
者往往不清楚如何針對競爭法之要求提出答辯或證據。
三、
1.

優勢地位濫用
圖書館標案之問題，台南環保局之標案處理。規格標究竟適用第 20 條或
第 9 條?是否將商品寫入標案會被強制降價?

製:圖書館所使用之公播版本需獨家授權之廠商，而圖書館採規格標，而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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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第 9 條是因為市場之界定，公平會不會將市場界定得太小，故此三
案不會劃入第 9 條，這三者並不符合獨占事業;而第 20 條第一款為杯葛
之行為，而杯葛行為需要有三方人馬，在這三者中皆只有檢舉人與被處
分人，故不會構成第 20 條第 1 款之事由。戴爾案有三方人馬，其透過經
銷商不供貨給得標廠商，狀況與前案不一樣。市場之界定不應該由得標
之後去看，而是要由一開始之狀況去界定。損害特地事業需要是明確的。
四、
1.

限制銷售責任區域
和泰汽車案中，公平會以國都、北都汽車有以契約畫定特定之銷售地區，
即作出當事人有限制銷售地區之意圖及目的，在調查方面是否曾經考慮其
他因素？

製：和泰汽車在汽車市場有一定的市占率，本會用監理站的新車發牌數所界
定市占率。因為其有達到一定的市場占有率，且對市場劃定銷售區域，
故對市場競爭有一定的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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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近期獨家交易實證研究簡介

近年來產業經濟學在實證研究的方法與成果上也有相當豐碩的進展。實證
產業經濟學家運用豐富的資料與細緻的計量方法，試圖驗證經濟理論。在競爭
法相關領域中，實證研究也使得政策分析更具嚴謹度、更能檢驗實際產業表現
與廠商行為。在這個附錄，我們簡短介紹一些產業實證的主要思維方法，並以
幾篇近年來的獨家交易實證研究為例說明890。
簡單來說，當今的實證研究已經不滿足於建立變數之間的相關性
（correlation），而必須進一步試圖釐清因果關係（causation），並進行反事實
（counterfactual）分析。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經濟學家大致採用兩種實證策略：
其一，將理論模型整合成實證研究的一部分，從經濟理論出發，推演經濟個體
的互動與決策，然後使用統計計量推估理論模型推導後的結果。這種方法稱之
為「結構模型」
（structural models）891；其二，設法利用外生事件（exogenous events）
，
檢驗事件發生前後或者有無的變數變化，進而推論出政策效果。例如近年來廣
為使用的「工具變數」（instrumental variables）、「差異中的差異」（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或者「斷點迴歸」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都是以這種思維
所發展出來的計量方法。

890

近年來也陸續有學者將實驗的研究方法帶入產業經濟學以及反托拉斯的研究中；Martin et al
(2001), supra note 297; Claudia Landeo and Kathryn Spier, “Naked Exclusion: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Contracts with Externalities,” 99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850-1877 (2009); Hans Theo
Normann, “Vertical Mergers, Foreclosure and Raising Rivals' Costs-Experimental Evidence,” 59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506-527 (2011); William Rinner and Avishalom Tor, “Behavioral
Antitrust: A New Approach to the Rule of Reason After Leegin,” 2011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805-864 (2011); Stephen Martin, “Behavioral Antitrust,” working paper (2017).
891
關於結構模型的文獻回顧與在產業經濟學的應用，參見 Peter Reiss and Frank Wolak,
“Structual Econometric Modeling: Rationals and Examples from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Handbooks
of Econometrics, Volume 6A, chapter 6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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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來，使用前一種「結構模型」的方法檢驗獨家交易效果的兩篇實證
文章是陳嘉雯教授在 2014 年所發表關於美國啤酒市場的研究892、以及 Nurski
與 Verboven 兩位教授在 2016 年所發表關於歐洲車市的研究893。兩篇文章都關
注獨家交易的進入障礙、或者排除效果。我們在此做個簡單介紹。
在其 2014 年的文章中，陳嘉雯教授設立一個在產品差異化之下的廠商進入
模型（an entry model）
，並配合美國啤酒業的資料，推估消費者需求以及新廠商
的（固定）進入成本。在陳嘉雯教授所考慮的啤酒產業之中，有具顯著地位釀
酒廠，Anheuser-Busch（簡稱 AB），與啤酒通路之間成立獨家交易關係，陳嘉
雯教授接著根據所得到的實證結果進行一個反事實試驗，估算禁止獨家交易之
後消費者剩餘以及新釀酒商進入市場機率的可能變化。
而 Nurski 與 Verboven 兩位教授的 2016 年文章則是以歐洲汽車業為資料來
源，同樣估計消費者需求，並針對車種的產品差異與汽車經銷商的地理分布做
區隔（a demand model with product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Nurski 與 Verboven
兩位教授結合所得到的需求與寡占廠商定價模型，進而考慮一個沒有獨家交易
的反事實分析。
由這兩篇文章所採用的研究架構，我們可以得知使用結構模型的好處是可
以從得到的實證結果進一步進行各種反事實分析，直接估量若沒有獨家交易或
者其他垂直限制行為，甚至在其他可能政策情境下的市場表現（包括新廠商進
入、消費者剩餘等等）將會如何。所得到的結果能夠直接回應競爭主管機關的

892

Chia-Wen Chen,”Estimating the Foreclosure Effect of Exclusive Dealing: Evidence from the
Entry of Specialty Beer Producers,” 3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47-64
(2014).
893
Laura Nurski and Frank Verboven, “Exclusive Dealing as a Barrier to Entry? Evidence from
Automobiles,” 83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156-118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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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但是這個方法的主要限制之一是反事實分析的結果取決於所採用的經濟
理論與計量模型（以及其相關假設）
，在估計方法與假設抉擇上的挑戰不低，另
外必須有相當詳盡的資料來進行消費者需求以及其他實證模型的推估。
其次，在後一種，以外生事件為基礎的分析中，包括 Ater 教授在 2015 年
所發表的文章894、以及陳嘉雯與謝修教授在 2016 年發表的文章895。在其 2015
年文章中，Ater 教授分析影響以色列購物中心與漢堡餐廳（hamburger restaurants）
簽訂獨家交易契約，禁止其他漢堡店進駐商場的因素、以及獨家交易的效果。
為了估計獨家交易的影響，Ater 教授使用 1993 年麥當勞與漢堡王（Burger-King）
作為外生事件，按購物中心在 1993 年之前或者之後開幕做區分，然後討論獨家
交易對漢堡銷售量的影響896。
陳嘉雯教授與謝修教授在其 2016 年文章中仍然以美國啤酒產業為背景，探
討獨家交易契約對啤酒廠市場份額（market shares）以及零售價格的影響。陳嘉
雯與謝修兩位教授使用「差異中的差異」分析方法，利用前述美國啤酒大廠 AB
成為某外國品牌（InBev）的獨家代理此一事件，以及 AB 本身有獨家與非獨家
經銷商兩套系統，區分在代理事件發生之前 InBev 是否已經出現在 AB 的地區
經銷商銷售品牌中897，進而釐清獨家交易的效果。
894

Itai Ater, “Vertical Foreclosure Using Exclusionary Clauses: Evidence from Shopping Malls,” 24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620-642 (2015).
895
Chia-Wen Chen and Shiou Shieh, “Does Exclusive Dealing Matter? Evidence from Distribution
Contract Changes in the U.S. Bear Industry,” 64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411-435 (2016).
896
Ater: “To estimate the impact of exclusive dealing clauses on sales, it is necessary to identify an
exogenous source of variation in the decision to incorporate an exclusivity clause into the least
agreement. Such a determinant of exclusivity clause should affect the decision to include an
exclusivity clause in the lease agreement while not having a direct effect on the sales of hamburger
restaurant. I take advantage of the unexpected entry of McDonald’s and Burger-King into the Israeli
market, turning the local hamburger chain market into an oligopoly.” Supra note, p. 621-622.
897
若地區經銷商為 AB 的獨家經銷，則在此事件前不可能銷售 InBev 啤酒；但是若不是獨家經
銷，則有可能銷售。詳細的「實驗組」（the treatment group）與「對照組」（the control group）
說明，參見 Chen and Shieh (2016), supra note 895, p, 41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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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採用外生事件為實證策略的分析在分析的複雜度不若前述結構
模型來得大。但是通常無法直接衡量消費者剩餘的變動，也非常仰賴一個合理
可信的外生事件，而對於資料品質更有相當的要求。其優點則是因果關係的途
徑明確，不受限於特定理論模型所做的相關假設。
從競爭主管機關的角度來說，兩種方法各有其優、缺點。結構模型往往需
要產業中詳盡的消費資料以推估消費者需求、而可靠的外生事件在個案判別時
不見得能隨手可得。但是競爭主管機關若能配合主計單位或其他研究單位，針
對（重要）產業建立起消費行為與廠商資料的資料庫，或許能夠使結構模型的
方法逐漸成為競爭法案件分析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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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市場封鎖、獨家交易、搭售、垂直結合、維持轉售價格、地域或顧客
限制、技術標準專利、雙邊市場

本研究計畫系統性地整理近年來經濟學界對於市場封鎖相關議題的理論發
展，將之與我國以及美國、歐盟之垂直整合、搭售、限制轉售價格、獨家交易
等立法例與實務相關案例做比較，並討論在創新產業的技術標準專利以及雙邊
市場相關議題。
本計畫第二章匯集、討論經濟學關於獨家交易、搭售、以及垂直行為（包
括垂直整合、維持轉售價格、以及地域或顧客限制等）的市場封鎖研究。
針對獨家交易，獨家交易中的違約處置、尤其是約定違約賠償，可能會導
致部分比較有效率的競爭者無法進入市場。雖然獨占廠商設定違約賠償的目的
並不再於排除進入、而是藉由約定違約賠償汲取競爭者的效率利得（efficiency
gains）
，但是若簽訂獨家交易時具有不確定性，獨占廠商無法明確得知競爭者的
生產技術（或者生產成本），則約定違約賠償會造成排除進入的結果。
此外，當買家數量眾多、並且彼此難以協調、整合，獨占廠商可以利用買
家之間的協調問題簽下獨家交易，藉此排除競爭者進入市場。而在「製造商/供
應商—零售商/分銷商—終端消費者」的市場結構中，獨家交易的市場封鎖效果
仍然未有定論、可能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最後，獨家交易是否能夠提升廠商
對於專屬性投資的投資意願、以及鼓勵投資所可能產生的市場封鎖等議題也有
待學界進一步釐清。
針對搭售，搭售或者綑綁可以強化獨占廠商的承諾能力，使潛在競爭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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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一旦進入市場後，將會面對一個更積極、更具攻擊性、更願意以低價搶攻市
場的對手，進而使削弱競爭者進入市場的誘因。這個承諾能力可以進一步延伸
到研發市場，削弱競爭者的研發、創新誘因，使得競爭者推出新產品（或者研
發新製程）的能力下降、因而無法進入市場。亦即產品市場的搭售會對創新市
場產生排除的限制競爭效果。
在批發市場上，既存賣家也可以藉由搭售與綑綁折扣延伸市場力量，利用
零售商降低進貨成本、以在零售市場取得競爭優勢，或者至少不落於對手之後
的誘因來排除競爭者。當另外一個市場的產品可以從升級獲取相當利益時，獨
占賣家為了未來的升級利益，也有動機藉由搭售延伸市場力量、排除競爭。
最後，獨占賣家藉由搭售延伸市場力量、排除競爭者進入另外一個市場的
目的不見得是著眼於該市場的利益，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核心市場、亦即原本
擁有的獨占地位，防止競爭者在其他市場站穩腳步後，進一步進入獨占廠商的
核心市場。當競爭者必須從事研發創新才能進入市場；或者競爭者無法一次進
入所有市場、必須分時段進入，同時市場特性具備規模經濟（或者範疇經濟）、
或者網路外部性時，獨占廠商藉由搭售不但可能防止競爭者進入核心市場、並
且一開始就阻止競爭者進入其他市場，因此獨占廠商可能可以延伸、維持在所
有市場的獨占地位。
針對垂直行為，在垂直結構中，獨占廠商與下游零售商私下協議的可能產
生了「承諾」問題，獨占廠商有動機背離獨占產量、私底下多賣出產品給部分
零售商，而損及其他零售商利益；零售商因而一開始就不願簽屬能取得獨占利
潤的契約。這個承諾問題使得獨占廠商無法享有獨占利潤；獨占廠商必須延伸
獨占力量至下游市場、進行垂直封鎖以解決承諾問題、回復獨占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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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顯著地位廠商可能會藉由向後整合、購買產能來提高產能價格，以此提
高競爭對手成本而達成市場封鎖。但是此種行為的競爭效果需視下游市場結構
而定。當其他競爭者在下游市場具備市場力量時，並不會充分運用產能。此時
若提高中間財（產能）價格將逼使其他競爭者更有效地運用有限產能，進而提
升經濟效率。若下游市場越集中、競爭者市場力量越大，這個促進競爭的效果
越強。但是若競爭者不具備市場力量，則本來就會充分運用產能。向後整合會
產生限制競爭的效果。
使用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或者地域限制等垂直限制來保障零售商利潤也可能
產生市場封鎖效果、排除上游競爭者進入市場。上游獨占廠商可以利用這些垂
直限制與下游零售商分享獨占利潤。為了保護藉由垂直限制而分享來的（一部
分）獨占利潤，下游零售商有動機不與競爭者交易，因此排除競爭者進入市場。
針對維持最低轉售價格與零售服務的競爭效果，零售服務對邊際消費者的
正向作用較邊際內消費者來得大，但是維持最低轉售價格的影響卻及於所有消
費者。雖然邊際消費者的消費者剩餘會提升，邊際內消費者的剩餘卻可能下降。
整體消費者剩餘的影響因此無法確定。
此外，若零售服務只是提供資訊，而不改變產品的使用價值，由於邊際內
消費者無論是否接受零售服務都不改變其購買決策，零售服務不會提高其購買
後從產品所得到的消費價值。但是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所導致的零售價格提高將
使得邊際內消費者的消費者剩餘必然下降。以維持轉售價格促進零售服務未必
能夠提升消費者福利。
當零售服務為稀有資源，而製造商必須彼此競爭零售服務時，零售商有動
機減少零售服務，使稀有資源更稀缺，進而讓製造商的競爭更激烈、提供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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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低價格給零售商以提升其單位利潤。因此維持最低轉售價格甚至可能無法
促進零售服務。
第三章從比較法的角度匯集、討論美國、歐盟、以及我國對於市場封鎖相
關行為的立法規範與重要範例。根據第三章的比較法分析與個案整理發現，美
國的整體趨勢朝向「合理原則」的方向發展，在個案中整體判斷爭議行為的限
制競爭與促進競爭效果。自從 2007 年的 Leegin 案之後，除了搭售以外，計畫中
所論及的垂直行為皆以「合理原則」判斷。就算搭售也非「當然違法」
，實務上
必須證明產生限制競爭效果。而在歐盟，歐盟執委會採行「安全港」設計，在
集體豁免條款中設定出明確條件，包括「核心限制」以及市占率等要素，無法
適用集體豁免時則回歸個案論斷，使得事業在市場競爭上有一些指引、降低競
爭法的不確定性。
第三章並整理、討論一些較新的外國案例。其中美國的 Uber 案涉及新的平
台商業模式、以及歐盟 Murphy 案涉及地域限制與智慧財產權等等，其所引發的
爭議點對於未來產業發展有重要影響，值得競爭主管機關持續追蹤。此外，某
些個案也涉及國外競爭主管機關以及法院在「合理原則」操作上、或者執法時
所要求的證據標準。在歐盟微軟案（涉及搭售）與美國 McWane 案（涉及獨家
交易）等重要案例中，並未要求以具體、明確證據來建立相關行為的限制競爭
效果。就算在歐盟屬於「核心限制」的維持轉售價格，在 Floras Bookshops 案中，
歐盟執委會也根據對市場影響程度、以及繼續調查的成本與效益等因素而決定
中止調查。
對比於我國公平法的立法與執法經驗，我國立法趨勢大致與美、歐相符，
除了維持轉售價格之外，其他樣態皆以 「合理原則」審酌。而在 2015 年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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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維持轉售價格也不再構成「當然違法」
，而是納入了「正當理由」的考量，
讓維持轉售價格的促進競爭效果成為個案判斷的因素之一。
第四章蒐集我國公平會近 5 年來的相關案例，以敘述統計方式整理、分析
近五年來我國公平會在市場封鎖相關處分案的一些特徵，包括案件量與罰鍰數
額等及其趨勢。近期公平會的市場封鎖相關行為處分案以維持轉售價格的案件
最多，占全體處分案的 71%，其次則有少量的獨家交易案件與地域限制案件。
但是按照不同樣態比較平均罰鍰，在刪除一些極端值後，維持轉售價格的平均
罰鍰與其他樣態的罰鍰似乎沒有太大差異。
第五章進一步探討競爭政策在「新經濟」所面臨的挑戰，包括技術標準專
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以及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s）等重要商業
模式中的市場封鎖議題。在技術標準專利的部分，專利制度的本質為「以鼓勵
發明為目的」
、
「以排它權為方法」
，因此在進行技術標準專利的相關裁處時，應
以個案判斷，而不宜逕認為 SEP 權利行使或授權請求為正當權利行使或獨占地
位濫用。進一步而言，個案上 SEP 究為事實上或法律上的技術標準、SEP 權利
人是否自行投入創新研發或其為專利訴訟實體或專利地痞、技術需求者與 SEP
權利人之關係、SEP 授權條件等諸多因素均有不同，競爭法於審酌 SEP 權利行
使之適法性時，均應納入考量，以兼顧專利法與競爭法之立法意旨。彙集、分
析近期技術標準專利重要案例後的另一個值得注意之處，乃美歐國家對於介入
SEP 權利行使之節制，迄今由競爭法主管機關作成處分之案件，相當有限。究
其原因在於智慧財產制度肩負創新研發之政策目的及無體財產權交易活動之複
雜性。
而在雙邊市場的部分，由於雙邊市場的特性，尤其是「組間外部性」所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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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價格結構、以及平台對於整體交易量的重視，使得過去累積的競爭法原則
與分析工具，包括以價格與成本的關係推測市場力或者掠奪性定價、以及 SSNIP
等分析工具的使用等，都需加以修正後才能適用於雙邊市場。
本計畫最後於第六章綜合整理各章所得結論，並對競爭主管機關提出政策
建議：包括將經濟理論整理所得的可能市場封鎖機制與要素納入案例分析、判
斷中；就重要議題發展（如批發市場的獨家交易、維持轉售價格的促進零售服
務效果、技術標準專利、雙邊市場等等）持續追蹤、整理，以適時納入未來的
競爭法分析中；以及建立系統性地衡量競爭法執行成效的機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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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market foreclosure, exclusive dealing, tying,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vertical integration, territorial restriction,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two-sided
market.

This project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conomic theory
of market foreclosure, derives insights about competition policy, and compare
competition policy and cases in Taiwan, U.S.A, and European Union. The project
also discusses related issues in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and two-sided markets.
The second chapter of the project discusse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of market
foreclosure based on game theory. On exclusive dealing, economic theory
demonstrates that a monopolist can use liqudated damages in an exclusive dealing
contract to extract surplus from a potential entrant. These damages are actually paid
by the entrant to seduce the buyer, hence reduce the entrant’s payoff and discourage
entry. Partial exclusion occurs when the entrant’s cost is uncertain ex ante.
When there are several buyers, and scale economy prevents the potential entrant
from entrying without a sufficient number of free buyers, the monopolist can exploit
coordination failure among buyers to successfully sign the exclusive dealing
contracts and exclude the potential entrant. With a cleaver design of bargaining
protocol, i.e., by making public, sequential, and discriminatory offers, the monopolist
can secure exclusivity at (almost) no cost.
The competitive effect of exclusive dealing at the wholesale market, 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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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yers are competing retailers, has not yet been fully understood. It depends on both
factors of the retail market, such as whether a retailer needs to pay a fixed operation
cost to remain active, and wholesale market, such as whether there are multiple
potential entrants. If a retailer does not need to incur a fixed operation cost, then
fierce retail competition implies that a retailer obtains nil profit for not signing
exclusive dealing and serving the entrant. The monopolist can use exclusive dealing
to foreclose the potential entrant. By contrast, if a retailer needs to incur a fixed cost
to remain active and compete in the retail market, or if there are several potential
entrants at the wholesale market, then the monopolist is less likely to use exclusive
dealing to deter entry.
On tying, when two products are independent, and when a potential entrant can
only enter into one (the peripheral) market, tying or bundling can deter entry by
helping the monopolist commit to a more aggressive stance should the entrant enter
into the peripheral market. This commitment can extend to the innovation market and
discourage the potential entrant from engaging in innovation, which is necessary for
product market entry.
When the two products are perfect complements, and the potential entrant can
only enter into one market, a monopolist can use tying to exclude the entrant in order
to reap future benefits of upgrades. And when the potential entrant can enter into
both markets, the dynamic leverage theory indicates that the monopolist has
incentives to use tying or bundling to protect the primary market. Tying reduces the
potential entrant’s profit when it has not fully developed the whole product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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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may severaly undermine the incentive of entry when the entrant needs to
engage in innovation, or when there is scale or scope economy of entering.
On vertical foreclosure, the commitment problem of the monopolist vis-à-vis
retailers prevents the monopolist from obtaining the monopoly profit. To alleviate the
commitment problem and restore the monopoly profit, the monopolist can engage in
vertical integration, (industry-wide)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or exclusive dealing.
A dominant firm may also engage in backward integration by purchasing more
capacity, thus raise the price of capacity and increase the cost of other competitors.
The competitive effect of this strategy of “raising the rival’s costs,” however,
depends on the degree of downstream competition. If there is considerable
concentraton at the downstream market, then in order to push up the market price
competing firms will refrain from fully using their capacity to reduce output. In this
case, “raising the rival’s cost” will force competitors to buy less capacity, thus better
utilitize existing capacity and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 upstream monopolist can also use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or other vertical
restrictions to share monopoly profit with downstream firm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share of monopoly profit they obtain, downstreams firms have incentives to foreclose
upstream potential entrant, whose entry intensifies competition and reduces total
industry profit.
The third chapter summarizes and compares competition policy regarding
market foreclosure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and Taiwan. It also
discuss important recent cases in this area. Overall, the general treand heads to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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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le of reason” approach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has adopted a “safe harbor” approach by instituting the “block exemp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legal certainty to the business community. Competition policy in
Taiwan in this area is also broadly consistent with the global trend.
The forth chapter describes the summary statistics of foreclosure cases,
including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territorial restriction,
and other practices, in Taiwan, from January 2012 to August 2017. Within this period,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ccounts for 71% of total cases, and contains quite a few
cases originated from complaints by online retailers. Excluding outliers, on average,
there seems no difference in the average fine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vertical
restraints.
The fifth chapter discusses issues related to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and
two-sided market, respectively. For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it is important to
acknowledge and preserve the policy objective of the patent system, namely, to
encourage innovation, and consider a number of case-specific factors, such as
whether it is a de facto or de jure standard, the business model of the right-holder,
and licensing terms.
For two-sided markets, the defining feature of “crsoo-group externalties” has a
number of important implications. High profit margin on one side may not indicate
market power; and pricing below costs may not be predatory. Competition may not
push the platform toward a more efficient price structure; and the platform is
concerned with the trading volum and may assume the role of the competi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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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y. These features may render conventional competition policy insights or
analytical tools inadequate.
The sixth chapter of the project summarizes the finding and put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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