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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整體商品產銷過程中，連結著上游生產製造與下游消費的流通業

界，扮演著特殊且重要的地位。近年來更由於經濟情勢及資訊科技的發

展，使得流通業界興起一股革命，居其領導地位者厥為大型流通業者的

崛起。基本上，大型流通業界在提昇流通效率、促進消費便利等事上，

有其不可抹滅之功，且正因為其所具有此種經濟效率或福利上的意義，

其發展更見迅速，現今大型流通業者儼然已成為流通業界之主流。與此

同時，與過去小規模的流通業者相較，此等大型流通業者由於具有雄厚

的資金與眾多的銷售管道及據點，使得其在與製造商等供貨業者、尤其

是中小型的供貨業者之關係上，明顯地居於買方之優勢。實務上，我們

亦經常可聽見供貨廠商抱怨，大型流通業者在正常的契約規定之金額，

另外巧立各種名目，收取額外費用；對此，大型流通業者則反駁以，該

等費用乃用於市場規範之拓展及各種促銷活動之推廣，增進供貨廠商商

品之銷售量，其利益實回流至各供貨廠商，故其費用應由供貨廠商支付。

在此種公婆似乎皆有理的情況下，我們實有必要居於競爭法之觀點，分

析大型流通業者此種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是否符合公平法相關規範，

設若此種行為有違反公平法規範之精神，則公平法應以何種方式加以規

範，始符合現行流通業界發展的需求。 

在上述問題思考下，本計畫從法律及經營學之觀點，探討我國對大型

流通業者不當的交易行為、尤其是對供貨業者收取不當附加費用之行為應

有的規範方式。經過詳細探討公平法基本規範理念及美、日、歐等國競爭

法有關大型流通業之規範內容，並以問卷調查、實地訪查等方式，分析我

國流通業有關附加費用收取行為之實務作法後，本研究發現，我國流通業

界中盛行的附加費用收取行為，極有可能對市場競爭及消費者利益，造成

不當的侵害，而有必要由公平會介入予以適當的管制。本研究以為，公平

會應以制定附加費用收取行為指導方針及協助流通業者與供貨廠商進行協

商等程序規範及自律規範為規範之主要核心，如此不僅可以減輕不必要的

行政管制成本，亦可由業者自行研擬出最有效率的附加費用收取方式及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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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過去，競爭政策上關於市場優勢地位或市場支配地位之關心，多集中

於利用規模經濟之特質，在大量生產體制下，擁有高度市場佔有率的製造

業者。在此思考方向下，扮演著製造業者與最終消費者間之仲介角色的流

通業者，時而被賦予重大的期待，希望藉由其功能之發揮，對具有強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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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業者之市場支配力，防止其肆意提高商品價格。然而，此種對流通業者

功能的期待，最近似乎有逐漸轉變的趨勢。原因在於，各國流通業界近年

來出現漸次集中的傾向，流通業者從過去以中小業者為主的產業結構，逐

漸轉變成為大型加盟超商或大型賣場躍居主流之結構。根據「經濟合作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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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CD）之統計資料顯示，在各主要國家零售市場上，此類大型流通業者

的市場佔有率超過 50% 
2。  

在如此情勢發展下，流通業者不再僅是扮演居於製造業者與最終消費

者間之仲介角色，其時而利用各種促銷活動刺激消費欲望，時而運用複雜

的流通技術，控制、掌握商品的銷售數量、地區及範圍。對不少製造業者

而言，沒有此類大型流通業者，其商品市場將無法順利迅速拓展，公司存

續在某種意義上不得不仰賴此等流通業者3。甚者，當大型流通業者除了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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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 (2nd ed., 1956)。 

2 SeeOECD,Best Practice Roundtables─ Buying Power of Multiproduct Retai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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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www.oecd.org/daf/clp/Roundtables/buying00.htm>。 
3 論者對此有精彩的描述，其謂：「Modern retailers are not al all transparent to 

the manufacturer and they are making efforts to become even more opaque. They 

have woken up to the value of their contact with the consumer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rketing variables (price, display, promotions) under their control. 

As they begin to manipulate these marketing variables to further their own 

objectives, they construct an obstacle between the manufacturers and the end 

consumer‧‧‧」。See Judith Corstjens and Marcel Corstjens, Store Wars – The 

Battle for Mindspace and Shelfspace 5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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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其傳統的商品媒介角、銷售色外，更進一步發展出「自有品牌」商品時，

在於製造業者的關係上，其以演變成為製造業者的「競爭者」，而非上下游

製造、銷售之關係。 

一般而言，導致流通業產業結構集中、抬高流通業者市場地位之原因

有三：（1）消費習慣的改變；（2）資訊科技的運用；（3）行銷過程逐漸複

雜化4。首先，由於工作型態、地理分佈、運輸工具等的轉變，愈來愈多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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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富的大型流通業者，最能滿足此種需求。其次，由於資訊科技（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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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趨重要，而且使得流通業者更能掌握重要的消費資訊，令其在與製造業者

的關係上，立於資訊優勢之地位。最後，由於整體行銷過程及技術愈來愈

區複雜，製造業者對行銷過程的控制能力逐漸衰退，使得流通業者的角色

較諸以往更形重要。 

在上述各種情勢的演變下，傳統的製造業優勢、流通業弱勢的景況，

雖然尚無法稱之為丕然一變，但對各國競爭政策主管機關的執法方向，卻

帶來非常重大的衝擊。較諸過去僅側重於如何防止製造業者濫用其市場支

配地位的執法態度，現今主要國家競爭政策主管機關紛紛將矛頭指向大型

流通業者，致力於思考如何避免其因市場集中所取得的優勢地位，不當榨

取製造業者、尤其是中小型製造商的獲利5。換句話說，最近各國競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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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勢」（buyer power or buying power）之傾向。 

根據研究指出，在買方優勢的情況下，買方行為在競爭政策上可能產

生問題者，有下列九種類型：（1）上架費（slotting allowances）之收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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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ECD, supra note 2, at 16. 
5 前揭註 2 所舉 OECD 競爭政策及競爭法委員會有關大型流通業者與競爭政策關係之研

討會，即為此一趨勢發展之結果。此外，歐盟會員國亦於 1995 年舉辦有關競爭法研討

會時，即將此一課題列為重要討論議題之一，參照Claus Dierter Ehlermann and Laraine 

L. Laudati (eds),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Competition Forum (1997)一書中，

第三部份（Part 3）關於「經濟依賴」（economic dependence）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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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仿冒行為（cloning behaviour）；（5）共同聯合行銷（joint marketing）；

（6）掠奪性購買行為（predatory buying of inputs）；（7）策略性的購買必

要設施之行為（strategic purchasing of facilities）；（8）互惠交易（reciprocal 

dealing）；（9）不當交易條件（terms of business）6。 

上述各類行為中，第二類至第八類行為，傳統上即屬於競爭法之規範

對象，雖然行為主體由賣方轉為買方，但基本上各該行為之所以違法，乃

是因為其對各該市場帶來了限制競爭的效果（第四種類行之仿冒行為除

外），於競爭法之適用上，並未出現特別困難的課題。相對於此，第一項的

上架費與第九項的不當交易條件，例如我國便利超商加盟連鎖市場上經常

收取的「獎勵金」、「推廣費」、「贊助金」等交易條件，此等在一般買賣差

價盈餘外，另行收取之「附加費用」，其行為形式雖然與排他性交易等垂直

交易限制行為一樣，同樣發生於上、下游交易業者間，但與垂直性交易限

制大異其趣，其並不直接對各該市場競爭產生限制效果，從而傳統上以維

護自由競爭秩序為主的各國競爭法制，在適用上就碰到一定的界限。另一

方面，以維護公平競爭或效能競爭為職志的不公平競爭防止法制，基本上

乃以禁止具有「競爭關係」間的事業，利用不公平競爭手段，不當取得競

爭優勢；然而，當附加費用之收取，並非為在與其他競爭業者之關係上，

取得優勢，而僅係在當事人間產生所得再分配的效果時，不公平競爭法制

似乎又無用武之地。 

在此情況下，若流通業者向製造業者等供貨廠商收取附加費用之舉

動，在其收取並非出自供後者主動、自願的繳付時，我們通常都會直覺地

認為，二者之間存在著「不公平交易」行為。但是，當我們仔細從公平法

維護自由且公平的競爭秩序之觀點，審視該當交易之違法性時，卻對於適

用哪一個法條以為規範，產生迷惑。職是之故，當流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

行為已成一般慣行時，究竟該當行為在公平法以及競爭政策上的定性、定

位如何，就有深入探討的必要了。基於此一問題意識，本研究擬從法學與

經營學之角度，主要針對流通業者附加費用附加費用收取行為的合理性及

                                           
6 See Paul Dobson, Michael Waterson, and Alex Chu, The Welfare Consequenc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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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oft.gov.uk/html/rsearch/reports/oft23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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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進行檢討，希冀對公平法未來有關此等附加費用收取行為，提供

一個規範方向與具體的規範內涵。 

貳、附加費用收取行為與公平交易法 

從最近各國有關附加費用收取行為規範之趨勢來看可知7，各國法制用

以規範附加費用收取行為之方式，係以相對優勢地位濫用為核心，然而此

等針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之規範，有時並不以其對競爭秩序產生影響

為前提。在此情況下，部份國家的立法者乾脆將此等規範之執行，不再交

由競爭法主管機關來做，而專門交由法院等部門執行。惟吾人並不否認具

有相對優勢地位之事業，藉由附加費用收取行為，其結果可能對整體競爭

秩序產生間接影響，甚而導致公平法所欲實踐之保護消費者利益、促進國

家發展之終極目的的達成，受到不當的阻礙。本文後述參有關我國流通業

者附加費用收取行為的實證調查結果，也反映出現行流通業界附加費用收

取行為之結果，導致我國流通業間市場競爭機制無法發揮其正常功能，而

有藉由公平法予以管制之必要。在承認對於流通業界之附加費用收取行

為，公平法有介入管制之必要性後，我們就必須探討，究竟公平法對此介

入的理念及其實踐方式，應如何為之。 

一、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之理念 

由前面之敘述可知，或由於相對優勢地位規範對照於整體公平法規範

之特異性，或由於至今為止我們關於相對優勢地位對整體經濟效率之影響

的理解，仍未能夠深入到可以得出一定的規範意涵，導致不僅各國競爭法

制在有關此之規範上，出現相當大的歧異，就連我國公平法的運作實務，

也有可能在不正確的理解下，做出錯誤的解釋與處分。一般而言，公權力

強制介入當事人間的契約自由，之所以能夠正當化，乃是在自律、自主的

情況下，該當契約無法實現社會一般所能滿意的結果，期待經由此一介入，

朝向更令人滿意的狀態邁進。但在相對優勢地位規範意涵不確定的情狀

下，公平法或公平會應以以種方式或態度介入，就成為一項相當困難的課

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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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為，在有關相對優勢地位的規範上，自律規範應重於法律規範，

程序規範應重於實體規範，結構（結合）規範應重於行為規範。以下，分

述之。 

（一）、自律規範 v.法律規範 

為了防止相對優勢事業之濫用行為，動輒以法律規範強行介入，或許

可以立即得到依賴事業的喝采，但是其合理性及實效性，卻經常會受到相

當程度的質疑。理由在於，法律規範性質上必須具備安定性與可預期性，

為此目的其時而不得不做出一律性或固定性的規範內容，導致規範僵化，

此種僵化將會產生規範過多或不足的結果；況且，關於更換交易相對人的

可能性、對該當交易之依賴程度等判定相對優勢地位存在二項基準，較諸

當事人，政府僅能擁有部份的資訊，在此情況下，其貿然介入，經常是管

制失靈的事例之一。 

當然，於此並非否定法律規範完全無用武之地。由於相對優勢地位濫

用主要發生於依賴事業被「lock-in」後，無法再以平等地位，與相對優勢

事業進行交涉，而可能蒙受事後投機行動所帶來的不利益；因此，法律規

範目的應是禁止此種事後投機行動的發生，促進當事人間事後交涉的進

行。惟鑑於法律規範所可能產生上述管制失靈的不當結果，吾人以為，法

律規範應該只有在自律規範無法有效運作的情形下，方有介入餘地。此時，

自律規範的重要形式之一，乃一般所謂「聲譽」（reputation）機制。 

只要事業具有永續經營的企業理念，則縱使不是在長期交易關係或與

諸多企業具有交易關係之情況下，其仍有維持企業良好形象或聲譽，自我

克制濫用行為之誘因。因為，一旦該當企業行使濫用行為為業界中其他事

業所知，則其他事業或可能沒有意願與此企業進行交易，或縱使進入交易

關係也會要求較諸一般契約更為嚴苛的交易條件，或根本不會進行任何關

係專屬性投資，結果都將使得該當企業營運成本升高8。 

                                                                                                                            
7
 See OECD, supra note 2; Ehlermann and Laudati (eds),supra note 5. 

8 在日本，汽車製造商與其有所謂「系列」關係的長期零件承包業者，一般被認為具有

相對優勢事業與依賴事業之關係，而曾有過汽車製造商因為在日圓升值時，為將其所產

生的不利益，轉嫁給零件承包業者，乃課以非常嚴苛之交易條件，使得「聲譽」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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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是之故，在整體企業營運績效之考量下，正常的事業應該會努力維

護其良好聲譽，免得因貪圖一時小利而得不償失。當然，在某些例外情況

下，例如相對優勢事業預測未來交易利益並不大時，就不會在乎於市場上

的形象，而有可能採取事後投機舉動，濫用其優勢地位。對此例外舉動，

公平法當然可以介入，予以管制。 

綜上所論，在一般情況下，「聲譽」機制當可正常運作，發揮其抑制相

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之功效，惟於例外情況「聲譽」機制無法正常運作時，

法律規範可以補充性地介入當事人間之交易關係，實現公益需求。 

（二）、程序規範 v.實體規範 

在承認法律規範可以在例外情況，強行介入當事人間的交易關係時，

尚必須考慮以何種法律規範方式介入較佳。一般而言，於此可資考慮的法

律規範方式有程序規範與實體規範二種方式。實體規範直接介入契約內

容，限制或禁止當事人的行為，前述法律規範僵硬化及其所可能引發的不

當結果，最可能發生在此一實體規範形式上。相對於此，程序規範一般並

不直接介入當事人間的契約行為，不去對其契約內容或法律行為的當與不

當做實體判斷，僅是要求當事人間在契約締結前後，必須履踐一定的程序

或說明義務。 

如同本文一再重複地，在與相對優勢地位規範的關連上，法律規範之

目的應該是儘量避免當事人間的契約因資訊不對稱或不完全，導致事後投

機行動的發生。從而，程序規範的重心就在於如何促使具有相對優勢地位

關係之當事人，於契約簽訂前，能儘量將與契約相關之資訊予以徹底揭露。

如此，一方面既可以避免第三人機關因為資訊不足而強行介入所導致的管

制失靈之問題，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相當程度上補充契約的不完全性，使得

當事人能夠在契約保障下，安心地從事關係專屬性投資，促進交易效率的

達成，而不會有躊躇不前或經濟學上所謂「hold-up」行為之發生。 

                                                                                                                            
導致其後在景氣回穩、需求增加時，其他零件承包業者亦拒絕與其維持如過去般的密切

合作關係，嚴重影響到其擴大生產規模之計畫。參照伊藤元重、加賀見一彰，「企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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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經濟學，東京大學出版會，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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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在對相對優勢事業施予法律規範時，吾人應該以預防勝於

治療之理念，儘量擴充程序規範的適用範圍，觀諸公平會最近所頒佈的「加

盟業主資訊揭露之規範」9，可知公平會對於此種規範方式已有相當深的體

認。 

（三）、結構規範 v.行為規範 

雖然，結構規範或結合規範主要係針對絕對優勢地位的產生，而非相

對優勢地位的形成，施加規範。但鑑諸最近世界各國，對相對優勢地位規

範之所以比以前更加關心，主要原因在於各國生產、流通結構，因為各種

大型賣場或加盟超商的蓬勃發展，而發生逆轉情勢。過去，經濟上一般所

擔心者，乃係在規模經濟下所形成的獨占或寡占製造商，是否會利用其市

場支配地位，攫取不當利益。然而，邇來因為各種資訊科技的運用、消費

習慣的改變等因素，流通產業結構漸形集中，如今我們所擔心者，則為此

等大型流通業者是否會利用其強大購買力量，壓迫其交易相對人的製造商
10。相對優勢地位或經濟依賴狀態之規範，於此乃成為許多國家競爭法主

管機關注目之所在。 

在OECD最近有關大型流通業者購買力量規範方式的研討會中，大多

數國家認為，對於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若採取行為規範方式，直接針對

其行為內容予以規範的話，從許多擁有此類法律規範的國家其施行經驗來

看，實際上並不成功，且有可能受到國內相關利益團體的壓力，流於「當

然違法」之規範方式，結果將會阻礙流通業界的競爭，損害消費者權益11。 

或因此故，不少國家的競爭法主管機關認為，應該從根本解決此一問

題，亦即利用結合管制，在一開始的時候，就防止此種相對優勢地位的發

生。惟由於結合規範傳統上乃係針對絕對優勢地位而發，故而縱使競爭法

主管機關依相對優勢地位概念，實施結合管制，但在法院訴訟階段，經常

                                           
9 參照「行政院公平會對加盟業主資訊揭露之規範」，此一規範內容可於下列網站取得：

< http://www.ftc.gov.tw/framec1.htm>。 
10 OECD, Buying Power of Multiproduct Retailers, OECD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Vol. 2 No. 1, at 93-96 (2000). 
11 Id. at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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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受到法院的支持，導致結合管制成效亦不彰12。雖然如此，徵諸行為

規範與競爭法規範理念不合、可能導致限制競爭等結果，結合規範以維持

市場競爭結構之觀點，從事管制的規範方式，更契合競爭法之規範理念13。 

綜合以上敘述，結構規範理念上較諸行為規範更適合於相對優勢地位

之規制，然而在實際執行上，如何針對流通業界可能產生的特殊狀況，有

效利用結合規範之功能，實仍有待吾人進一步之研究14。 

二、附加費用收取行為之規範方式 

依循上述有關相對優勢地位一般規範方式應有之理念時，則我們對於

附加費用收取行為之規範方式，所應採取之理念乃是，以自律規範為主、

法律規範為輔，而於實證調查顯示在我國流通業界中，自律規範並無法有

效發揮其功能時，我們可以利用法律規範介入，但是此時，仍應遵守程序

規範為主、實體規範為輔之大原則。在此等原則下，我們認為從法律觀點

來看，公平法對附加費用收取行為可以採行下列三種規範方式：（1）不予

規範，即由業界自律規範；（2）容許流通業者可以於契約前或契約存續中，

收取附加費用，但公平會訂出一定規則，以程序規範介入；（3）僅容許流

通業者於契約締結時收取附加費用，其後不得再行收取其他附加費用，此

時依可收取之附加費用類型，尚可再分為，僅容許收取上架費與亦可收取

                                           
12 Id. at 132-35. 
13 Vogel認為，現行結合規範成效不彰之原因，乃是因為過去有關結合規範之學理研究

及執法實務，多側重於賣方的結合側面，鮮有針對買方結合詳細研究者，結果導致現行

法制並未針對買方結合的特性，予以特別規範。在此理解下，氏認為，若欲依現行法制

有效規範流通業界之結合，不應將之視為買方結合，而亦應將之視為賣方（供給者）結

合；於此，流通業界所供給者，乃是銷售的服務或空間。在此逆向思考向下，我們將能

充分利用原有的結合規範研究與經驗，有效對流通業界的結合潮流予以適當管制。Lo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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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Review Vol. 19 Issue 1, at 11 (1998).. 
14 惟需注意者，本研究雖然主張結合規範更適於相對優勢地位之管制，但對現行公平會

實務有關統一超商等便利商店的結合管制方式，實不能苟同。雖然公平會現行以批次審

查結合申請案的方法，而非每一便利商店加盟店新開幕，即需申請結合的方式，處理此

類結合案件，避免過分擾民。但公平法有關結合規範之理念，乃係因其以外部人為成長，

而非內部自然逐漸發展之方式，擴大其市場佔有率；然觀諸國內便利商店之加盟，與其

說是外部成長，應認其係內部自然成長，公平法於此實無介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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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架費以外之其他費用。以下，對此三種規範方式，分別予以詳述。 

（一）、自律規範 

如同本研究一再強調地，公平法之所以得以介入有關附加費用收取行

為，係因為此一行為結果影響到自由且公平的競爭秩序之正常運作，而非

因為該行為導致供貨廠商與流通業者間，所得分配的不平衡。從而，如果

公平會對有關附加費用收取行為的關心，僅止於供貨廠商與流通業者間二

者間所得分配的問題，或者是公平會並無法充分舉證，附加費用收取行為

會對競爭秩序帶來不當影響時，則我們認為在此情形下，公平會不應貿然

以公平法介入此等交易關係。 

然而，公平會也並非沒有介入、協調的機會，我們認為公平會於此可

以扮演輔導的角色，協助流通業界、尤其是大型流通業界，訂立一「附加

費用收取自律規約」。於此，公平會應該讓流通業界瞭解，附加費用收取有

時雖然有經營理由上之需要，然而各個業者不同的收取方式，將使得供貨

廠商無所適從，進而產生不當的敵意，於此情況下，供貨廠商可能會抑制

原本有利於整體供貨交易效率提昇的措施，結果導致流通業者本身亦蒙受

不利。設若業界整體能夠訂立一個公平、合理的附加費用收取規則，則供

貨廠商將有所遵循，在對其未來應支出費用、獲利狀況可預測的情況下，

供貨廠商當有更多的誘因會去從事其有利於自己，且附帶地又有利於流通

業者的專屬性投資，此對於整體經濟效力的提昇，理當有所裨益。 

當然，在設定此一自律公約時，必須要有供貨廠商與消費者代表的參

與，以使得此一公約的訂立，能夠符合所有利害關係人之需求，並增加其

公信力。雖然，公平法至今為止尚未對業界自律公約有任何規範，導致該

類公約之法律效力妾身未明，而無法僅以該等公約內容之違反，立即認定

其為公平法上之違法行為，但公平會當可以宣示其執法理念，令利害關係

人理解違反公約中的某些條款，很有可能即會對競爭秩序產生不當影響，

而為公平法上之違法行為。此種規範方式，符合我們前述自律規範為主、

法律規範為輔之規範理念。 

然而，公平會若經過實證調查發現，附加費用收取行為對競爭秩序有

不當影響，而對整體消費者福利帶來不利衝擊時，且發現現行流通業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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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譽」之自律機制，並未能充分發揮其制衡功能時，就可以進入第二

種規範方式，程序規範。 

（二）、程序規範 

公平會在認為有證據足以顯示附加費用之收取會對競爭秩序產生不當

影響時，亦不應貿然即以法律實體規範介入，因為此種介入可能導致所有

附加費用遭受一律的禁止，不論其對相關交易的進行是否有利或合理，結

果是過度的規範。職是之故，我們認為公平會在以公平法介入相關交易關

係時，應首先遵循程序規範為主、實體規範為輔之理念。公平會過去在進

行「大型流通業經營行為導正內容暨導正期限」之行業導正時或最近的「加

盟業主資訊揭露之規範」之訂定，都已經透露出公平會利用程序規範之意

願。 

在程序規範時，公平會必須要求流通業者應於契約中，將其未來所要

收取之附加費用，其計算標準、用途、收取時期、金額等等的事項，全部

清楚的載明，並對供貨廠商負起說明義務，令契約條件在為雙方所共同理

解的情況下，進入交易關係。公平會可以提示出法律適用見解，宣示在沒

有契約先行約定的情況下，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將可能使供貨廠商對流通

業者產生不信，導致其抑制應當從事有利於交易效率提昇的投資之實施，

影響競爭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的實踐，而有強烈地違反公平法規定之虞。然

而，縱使是在契約中先行約定，亦可能因為其中條件過分苛刻，同樣導致

供貨廠商毫無意願去從事有利的專屬性投資，於此情況下，我們認為或可

仿效日本公平會之作法，對於不符合「直接關連性」與「比例性」原則之

附加費用收取行為，縱使於契約中明訂，但此一契約條款本身，亦有強烈

違法之嫌。具體上，可做如此規定： 

「流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應遵循該當附加費用與商品銷售間須有『直接關

連性』與『比例性』二項原則，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

或顯失公平之行為，有違反公平法第 24條規定之虞： 

1. 附加費用之支付額度、其計算依據、方式、支付時期及其用途等等與附加費用收取

有關之情事，應於契約中清楚載明，若未清楚載明致其收取將會給供貨廠商帶來其

事先無法預測或計算之不利益時； 



 13 

2. 下列各款情形縱使於契約中清楚載明，亦得認定其屬違法行為： 

（1） 於並未直接有助於供貨廠商商品之銷售增加的促銷活動、賣場的重新整

修、廣告宣傳等情事上，要求該供貨廠商支付附加費用； 

（2） 相關活動雖有助於供貨廠商商品的促銷和成本的削減，然而零售業者所要求之附

加費用金額，卻遠超過供貨廠商因此而可獲得之直接利益的額度； 

（3） 為了零售業者本身會計結算方面之因素，而要求供貨廠商繳付附加費用者； 

（4） 在約定若流通業者能於一定期間內，達成一定銷售業績的話，則供貨廠商將給予

流通業者一定比例回扣時，流通業者雖未達成前述銷售業績，卻仍然要求該項回扣

之情形； 

（5） 供貨廠商供給所流通業者訂購之商品後，非因可歸責於供貨廠商之情事，流通業

者卻要求減低該當商品之進貨價格。」 

依據上述規範實施的話，將可實踐程序規範為主、實體規範為輔之理

念15。然而，設若公平會有絕對證據顯示，交易過程中，附加費用的收取

由於帶有著太多不確定因素，導致雖然有上述程序規範，但供貨廠商仍躊

躇於其所應為有助於供貨效率提昇之投資時，或公平會認為上述各項情形

判斷，隱含著諸多困難的判斷要素，而將使法律適用、施行成本過高，不

當影響公平法實效性之達成時，則公平會或可進入第三階段之實體規範作

法。 

（三）、實體規範 

實體規範實為有關附加費用收取行為規範之最後手段，此一規範方式

主要得自於美國法之啟發，美國法在羅賓遜─波特曼法及聯邦交易委員會

法第五條嚴格的規範下，除了上架費之外，幾乎所有其他附加費用收取行

為，都有可能因為具有差別待遇性質，而有抵觸上述二者法律規定之虞。

依此規範方式，流通業者僅能在進入交易關係前，收取一定的費用，在交

易關係存續中，不得再行收取其他任何附加費用。 

此種規範方式具有下列優點：（1）合法與違法行為界線清晰，執法成

                                           
15 此外，在有關執法程序方面，若公平會認為真有必要規範附加費用收取行為時，則為

確保執法之實效性，鼓勵相關事業挺身出面檢舉不當濫用其優勢地位之事業時，或應仿

效德國現行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70 條之規定，在調查、處分過程中，對於檢舉人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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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較為低廉；（2）供貨廠商對其應支付之附加費用金額完全瞭解，在成本

計算後，可以更正確地決定是否進入交易關係；（3）在不少事例中，流通

業者收取附加費用的理由乃是，因為供貨廠商不願配合改進供貨效率，故

而有各種附加費用之收取，故而若能禁止各種名目的附加費用，則供貨廠

商於此就必須做出有用的投資，結果將能使得社會整體資源被更為有效的

利用。但是，此一規範方式當然亦有此致命的缺失，亦即因為其一律禁止

方式，而缺乏彈性，或將使得流通業者無法因應情勢變化，適時地收取必

要的附加費用，而導致美國實務界及學界所批判的羅賓遜─波特曼法施行

各項弊端之產生。然而，若考慮流通業界習慣上每年重新締結一次契約，

則或許可以依據前一年的經驗，對各該年度的契約再行修正，對應缺乏彈

性之缺失。 

無論如何，此種實體規範由於內容相當嚴格，對事業活動的自由經營

帶來嚴重的限制，其規範的正當性應是在公平會有充分的證據顯示，附加

費用收取行為一般對競爭秩序有帶來不當影響之傾向時，始可為之。而在

規範技術上，尚可區分為，只容許上架費名目之附加費用的收取，以及除

上架費外，其他附加費用亦可一併收取，但必須在契約中全部明訂，且只

能於契約成立時一次收取。無論何者，只能在交易關係進入前收取費用，

交易關係存續中不得收取任何費用之規範本質未變。 

以上吾人所提出之自律規範、程序規範、實體規範等建議，何者應為

公平員會所採行，則應針對我國現行流通業界有關附加費用收取行為的實

際狀態，予以調查後，方能做出一定的規範建言。為此，我們有必要對我

國現行流通業界有關附加費用收取行為，究竟處於何種狀態，而應該利用

什麼樣的規範方式，予以管制。 

參、我國流通業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研究 

一、緒論 

(一)、研究背景 

                                                                                                                            
以各種保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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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通業向製造商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16，美國是在 1980 年代中期以

後才開始受到重視，主因流通業的連鎖經營型態愈來愈盛行，而連鎖集團

強大的採購能力，與以往強勢的製造商形成一股抗衡的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這股潮流趨勢最早由食品雜貨業吹起，目前則蔓延至電腦軟體、

書籍、雜誌、藥品、菸酒、服飾等行業，且附加費用的項目、名稱、收取

方式、收費標準也不斷推陳出新，而導致製造商與大型零售商尖銳的對立。 

我國流通業現代化連鎖的發展以民國 68 年統一企業與美國南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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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先進國家業者與台灣企業合作，導入多樣化的連鎖經營型態。據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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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起，各種業態的連鎖規模亦已逐步形成。國內綜合零售業結構在近六

年來有很大的改變，如表 3-1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綜合零售業商業動態統計

所示，百貨公司佔零售業結構比由 37.3%降至 31.5%，其他商店的結構比

由 16%左右降至 12.2%，超市結構比亦由 16.7%降至 13.9%，而便利商店

及量販店的結構比則大幅增加，且以其成長率而言，仍在擴大中；便利商

店結構比由 13.7%成長至 18.6%，量販店則由 16.5%成長至 23.8%。由這些

業態的消長可看出國人在生活型態與購買行為的轉變，量販店及便利商店

已成為日常消費的主要場所，造成其經營規模快速擴充。再深入分析各主

要連鎖系統在其業態之市場佔有率，如表 3-2 台灣地區主要連鎖系統在其

業態市場占有率統計表，便可知量販店前三大業者（市場占有率 62.1%）

及便利商店前五大業者（市場占有率 78.2%）所形成寡佔規模之強勢；而

四家超市業者在其業態之市場佔有率達 23.6%，亦有相當之影響力。 

                                           
16依據公平會定義，附加費用係指除貨款價金項目以外，由供貨廠商給付流通事業或由

流通事業應付貨款所扣減之一切費用，最早僅有上架費(Slotting Allowance or Slotting 

fees)，其後衍生出許多名目費用，統稱以附加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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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綜合零售業商業動態統計 

                                                                             單位:億元                                                                

民國 83年 84年 85年 86年 87年 88年 

 金額 

結構比

(%) 金額 

結構比

(%) 

 

 

金額 

結構比

(%) 

 

金額 

結構比

(%) 

 

金額 

結構比

(%)  金額 

結構比

(%) 

百貨公司 1,138 37.31 1,288 36.13 1,450 36.29 1,570 35.21 1,566 32.22  1,708 31.44 

超市 510 16.72 556 15.60 614 15.37 662 14.85 722 14.86  757 13.94 

便利商店 416 13.64 492 13.80 596 14.91 711 15.95 848 17.45  1,011 18.61 

量販店 504 16.52 654 18.35 774 19.37 898 20.14 1,081 22.24  1,293 23.80 

其他 479 15.70 575 16.13 562 14.06 618 13.86 643 13.23  663 12.21 

合計 3,050 100.00 3,565 100.00 3,996 100.00 4,459 100.00 4,860 100.00  5,432 100.00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編印（民國 89年 2月） 

 

表 3-2 台灣地區主要連鎖系統在其業態市場占有率統計表(民國 88年) 

                                                                       單位：億元 

 量販店 超級市場 便利商店 合計 

主要連鎖系統營業額合計 802.8 179.4 790.3 1772.5 

業態營業額合計 1293 757 1011 3061 

市場占有率(%) 62.1 23.6 78.2 57.9 

*註：主要連鎖系統係指：量販業為家樂福、大潤發、萬客隆等 3 家；超級市場為台北農產、頂好惠康、

惠陽、松青等 4家；便利商店為統一 7-11、OK、全家、萊爾富、福客多等 5家。 

由於量販店、超級市場、便利商店之市場規模逐年擴大，買方議價能

力增強，國內流通業向製造商收取附加費用的行為也日益興起，壓縮了中

小型製造商的生存空間，不但造成彼此對立衝突，亦引起行政院公平會的

高度關心。本研究為了解實際收費狀況，進行探索性研究，並提出改善對

策。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係以我國量販店、超級市場、便利商店等大型連鎖業者對食品、



 17 

日用品製造商現行收取附加費用行為為範圍，具體目的為： 

1.國內大型流通業收取附加費用之現況了解。 

    2.收取附加費用行為對自由競爭、經濟效率及消費者權益之影響。 

    3.對附加費用科目的歸類、規範，以供政府施政及監督管理之依據。 

二、文獻探討 

本節將就附加費用形成的原因，其對經濟效率、通路成員之關係、社

會福利之影響等相關議題，就中外學者的論點提出探討，以了解此一領域

目前的研究方向及成果。 

(一)、國外學者重要研究發現 

Porter（1980）著名的五力分析模式中，提出當購買者議價能力大時，會壓

縮供應商獲利能力，而購買者對供應商具有影響力，主因： 

1.購買量佔供應商銷售比例很大時。 

2.所購產品的產業是標準化或無差異的。 

3.供給面是由許多小企業組成，但購買者少而且購買量大時。 

4.購買者在供應商之間轉換訂單成本很低時。 

5.買方獲利不高，會設法降低採購成本。 

6.供應商的產品對買方的產品或服務品質是不重要的。 

7.購買者擺出向後整合的姿態威脅。 

8.購買者能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 

   大型連鎖流通業以販賣民生消費品為主，幾乎完全具備上述資格條件，

因此在採購議價及其他附帶條件的要求上，便具有優勢地位。 

有關上架費的爭議自 1989 年起就有不同的論點，其中 Rao & 

McLaughlin (1989)、Toto (1990)、Kelly (1991)、Chu (1992)、Lariviere & 

Padmanabhan (1997)、White. Troy & Gerlich (2000)對上架費持正面觀點，認

為有助於商品流通的效率；而 Shaffer (1991)、Partch & Santa (1997)則對上

架費的經濟效率持負面觀點。 

Bloom, Gundlach & Cannon（2000）在一項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中，試圖

將上架費（及折讓）歷年來爭論的學者分為效率學派（The Efficienc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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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市場力學派（The Market Power School）兩種學派，並以製造商、批發商、

零售商的經理人為對象，調查對此兩學派論點的支持度。茲將上架費的兩

種學派主要觀點列表如下: 

         表 3-3 效率學派（The Efficiency School）之主要觀點 

觀   點 描               述 

1.宣告與過濾 上架費能使製造商與零售商溝通，並使零售商評估新產品資訊。 

2.成本分擔 上架費可補償零售商為介紹與管理新產品所增加的費用。 

3.風險移轉 上架費可幫助重新分配新產品介紹的風險（因製造商對自己的產品最熟

悉）。 

4.貨架空間分配 上架費可使零售商以最佳使用方式分配貨架空間。 

5.供需分配 上架費能使得供應的新產品與消費者的需求相等。 

6.降低零售價 上架費提供了增進零售競爭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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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4 市場力學派（The Market Power School）之主要觀點 

觀     點 描                             述 

1.零售商市場力的

實踐 

上架費反應了零售商對製造商所獲得之市場力。 

2.通路關係 上架費會破壞製造商與零售商的關係。 

3.歧視 上架費使零售商對大小規模不同製造商產生歧視。 

4.競爭排斥 上架費是一種競爭的機制，使得大規模且有更多資源競爭者可排斥小型

對手，以獲得零售店貨架空間的優勢。 

5.提高零售價 上架費減少了零售競爭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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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研究發現製造商、零售商並未如預期的只純粹同意市場力學派或效

率學派的所有觀點。由於Bloom等學者此次大規模的調查，仍具有相當代

表性，因此，對我國附加費用行為的規範，可參考圖 3-1 製造商與零售商

均同意(第二象限)及兩者均不同意(第四象限)的各項觀點，作為政府施政決

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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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商傾向於 

          同意 不同意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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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力觀點 

＊零售市場力的實踐 

＊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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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力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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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意 

效率觀點 

＊貨架空間分配 

市場力觀點 

＊通路關係 

＊競爭排斥 

效率觀點 

＊宣告與過濾 

＊降低零售價 

市場力觀點 

資料來源：Bloom, Gundlach & Cannon（2000） 

圖 3-1 兩種學派不同觀點的研究發現彙總 

(二)、國內學者重要研究發現 

鍾谷蘭（1995）曾進行上架費之賽局理論分析，以了解在寡占市場中，

居領導地位之獨家經銷商或共同經銷商，對其供貨之製造商收取上架費後

所產生的經濟效果。研究結果發現，在該研究之模型假設條件下，就消費

者、經銷商、整體通路或是社會福利水準之觀點而言，上架費的收取有利

而無害，唯一不利的僅有製造商而已。  

相較於 Shaffer（1991）對於上架費研究，當製造商市場為完全競爭，

且製造商必須自行宣告上架費以爭取貨架空間時，由於製造商的利潤透過

上架費轉移給經銷商，造成批發價、零售價同時上揚，對消費者以及整個

社會福利而言，均有不利影響，此與鍾谷蘭之研究結果大不相同。 

陳麗瑛（2000）調查三家多國籍企業在台灣內銷市場之共同問題表示：

「台灣內銷市場通路被少數新型流通業者所寡占，剝削製造供應商許多不

合理之利潤，台灣流通業的環境竟然已到了令業者敢怒不敢言之苦境。」

陳麗瑛並以一家公司的產品要進入國內四家連鎖系統須支付之附加費用為

例，其代價令人吒舌。保守估計每年共需支付 28,064,250 元，如表 3-5。           

由此可見，附加費用分食了供貨廠商本身利潤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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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支付附加費用試算實例                                   單位：元 

通路商 興隆超市 萬客隆 家樂福 7-11 合計 

額外費用金 132,250 8,750,000 17,787,000 1,395,000 28,064,250 

資料來源：陳麗瑛（2000）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概念性架構 

本研究屬探索性研究(Exploratory Research)，主要探討製造商與零售商

之間有關附加費用行為之現況與問題點，並試圖以經濟及非經濟之觀點來

解釋其合理性；此種行為對消費大眾福利之影響？政府主管機關及通路成

員應扮演何種角色？上述關係建構出本研究之概念性架構如圖 3-2。 

 

 

 

 

 

 

 

 

 

 

 

 

圖 3-2本研究之概念性架構 

(二)、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所蒐集資料以多重管道方式進行，除次級資料外，初級資料蒐集以

郵寄問卷及深度訪談方式。郵寄問卷及深度訪談均分供貨廠商及連鎖流通

業兩部分，從相對立場來比較分析資料的客觀性與可信度。此外亦向相關

協會、公會（如中華民國食品發展協會、台灣區肥皂清潔劑工業同業公會

等）蒐尋會員意見。問卷設計內容經由行政院公平會及代表性之業者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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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修正與預試，具有內容效度。 

(三)、抽樣與進行方式 

  本研究採便利抽樣法，蒐集與流通業者常往來之供貨廠商(含製造商、

批發商、進口代理商等)，依食品與日用品業別及大、中、小規模別兩種準

則，共選出 100 家供貨廠商樣本；而流通業者則選定量販店、超級市場及

便利商店三種業態，以較具規模之全國性或地方性連鎖業者共 60 家為樣本

對象。 

  自 89 年 4月 3日起寄發上述問卷，一週後以電話追蹤樣本對象收到問

卷之填寫狀況，由於回收不理想，再陸續以三次電話跟催以提高回收率。

至 5 月 15 日止，供貨廠商回收有效樣本 30 家，回收率 30%，其中包括日

用品業者 17 家、食品業者 13 家；連鎖流通業者回收有效樣本 14 家，回收

率 23.3%，其中包括量販店業者 3 家，超級市場業者 9 家，便利商店業者

2 家。至於深度訪談則徵得有意願合作之流通業代表性業者四家，及與其

往來之著名製造商三家進行之。 

四、研究結果 

  (一)、流通業收取附加費用之現況 

   1.供貨商與流通業之交易狀況 

(1)三種業態所佔產值比重 

由表 3-6 顯示，在日用品業者中，經此三種通路銷售所佔之產值比重

分布由 21~100%不等，主要則落於 30~55%間﹔而食品業者則由 11~100%

不等，主要則落於 20~60%間。因此，我們看出一般供貨廠商對此三種通

路業者之仰賴程度非常高。 

表 3-6 供貨商產品經由連鎖業者銷售比重 

流通業者型態 日用品業者 食品業者 

連鎖便利商店 主要在 3%~10%之間 主要在 5%~15%之間 

連鎖超級市場 主要在 8%~12%之間 主要在 3%~10%之間 

連鎖量販店 主要在 25%~35%之間 主要在 5%~15%之間 

總    計 主要在 30%~55%之間 主要在 20%~60%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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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貨商與主要連鎖流通業者未來五年交易趨勢 

由表 3-7 得知，有 83.3%的受訪者認為未來五年與上述三大零售通路

將會有愈來愈多的交易，由於高度依賴性，顯示流通業者在談判合作條件

時握有相對優勢地位。 

表 3-7供貨商與三大連鎖通路未來五年交易預估 

 次數 百分比(%) 

愈來愈多 25 83.3 

維持現狀 3 10 

愈來愈少 1 3.3 

不一定 1 3.3 

不知道 0 0 

合計 30 100 

 (3)去年(88年)供貨廠商所支付附加費用佔總營業額之比重由表3-8得

知，日用品業者所支付之附加費用佔其總營業額之比重由 1~30%不等，主

要集中 10~20%之間﹔而食品業者所支付之附加費用佔其總營業額之比重

由 0.3~30%不等，主要集中 3~10%之間﹔由於日用品業與食品業屬於傳統

產業，競爭激烈，且利潤微薄，對於繳交上述比例之附加費用，實造成供

貨廠商極大之負擔。 

表 3-8 供貨商支付附加費用之比重(民國 88年) 

 日用品業者 食品業者 

附加費用佔總營業額

之比重 

由 1~30% 

主要集中於10~20%間 

由 0.3~30% 

主要集中於3~10%間 

 

2.供貨廠商對目前收取附加費用現況的看法 

由表 3-9 得知，目前供貨廠商被收取之附加費用科目高達 30餘種，其中以

新店開幕贊助、週年慶贊助，及年度目標獎勵為最普及（100%）之附加費

用，其次則為上架費及物流費，普及率亦達 96.67%；其中受訪者認為不合

理的費用科目依序為手提袋贊助折扣、慶祝百店贊助、資料處理費、店鋪

改裝重新開幕贊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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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供貨商繳交附加費用及意見一覽表 

序

號 

附加費用項目 供貨廠商繳交給流通業

者之附加費用名稱 

供貨廠商認為不合理之

項目 

 

供貨廠商認為與其銷售

業績完全無關之項目 

  次數 百 分 比
(%) 

排序 次數 百 分 比
(%) 

排序 次數 百 分 比
(%) 

排序 

1 物流費 29 96.7 4 2 6.7  3 10  

2 新店開幕贊助 30 100 1 11 36.7 8 8 26.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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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交易折扣獎勵 28 93.3 6 11 36.7 8 3 10  

5 年度目標獎勵（年度獎勵金折

扣、年度獎勵） 

30 100 1 3 10  1 3.3  

6 上架費 29 96.7 4 10 33.3 10 7 23.3 9 

7 共同商品費 14 46.7  12 40 5 9 30 6 

8 資料處理費 27 90 7 14 46.7 3 11 36.7 2 

9 新商品登錄費 16 53.3  10 33.3 10 4 13.3  

10 新品推廣費 25 83.3 9 12 40 5 6 20  

11 商品促銷折扣 23 76.7  3 10  3 10  

12 促銷陳列折扣 20 66.7  4 13.3  2 6.7  

13 廣告贊助折扣 21 70  10 33.3 10 7 23.3 9 

14 促銷廣告贊助 27 90 7 8 26.7  5 16.7  

15 促銷活動委託處理費 9 30  8 26.7  4 13.3  

16 手提袋贊助折扣 21 70  15 50 1 10 33.3 5 

17 節慶贊助 24 80 10 12 40 5 11 36.7 2 

18 慶祝百店贊助 23 76.7  15 50 1 11 36.7 2 

19 訂單缺貨罰款 25 83.3 9 8 26.7  7 23.3 9 

20 店鋪改裝重新開幕贊助 23 76.7  13 43.3 4 9 30 6 

21 損耗品不退貨折扣 20 66.7  5 16.7  2 6.7  

22 壞品不退貨補貼 16 53.3  1 3.3  4 13.3  

23 下架品處理費 10 33.3  8 26.7  6 20  

24 其他 8 26.7  4 13.3  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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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1(續) 其他附加費用項目(由供貨商提供) 

序號 附加費用名稱 

1 盤差補助 

2 印花 

3 快訊費 

4 燈箱費 

5 收銀臺承租費 

6 發票差異手續費 

7 防盜設備費 

8 補合約折扣 

9 貨架清潔費 

10 禮券推廣 

11 端架承租 

12 落地陳列費 

13 退貨處理費 

14 促銷處理費 

15 促銷處理手續費 

16 獨賣贊助 

17 DEMO費用 

18 資料變更手續費 

19 付款明細費用 

20 新商品印刷費 

  3.流通業者收取各項附加費用之方式 

    流通業者所收取之附加費用相關資料相當敏感，業者大都不願意完整

提供。本研究另由全國具規模之供貨廠商及相關食品、日用品協會、公會

等，獲得較具體之資料，經相互比較分析後，並將相同性質科目合併，歸

納而得表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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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流通業收取附加費用一覽表 

項次 附加費用名稱 收費標準或計算方式 收費理由 收費頻率 

1 物流配送費 

(入倉代送費用) 

便利商店按體積大小×6.5%~8%×單品進貨成本 

超市按進貨成本×3.5%~5% 

物流配送服務 每月一次 

2 新店開幕贊助 

 

 

 

 

 

 

 

 

1.定額方式 

例：便利商店每店1000~4500元 

超市每店1000~2500元 

量販店每店20000~150000元 

或 

2.按營業額抽%(新店當月) 

例：便利商店抽0.9%~1.5% 

量販店抽3%~5%或 

3.免費商品5~10箱/品 

1.新店開幕幫廠商代定

花籃、花圈 

2.貨架費用分擔 

開新店時收

一次 

3 週年慶贊助 1.定額方式 

例：便利商店20000~150000元/年 

或 

2.@元×店數 

例：便利商店200~300元×店數 

超市500~1000元×店數 

量販店10000~20000元×店數 

1.週年慶酒會 

2.廠商表揚大會 

3.消費者回饋活動費用

分擔 

每年一次 

4 

 

月交易折扣(行銷贊助

金，無條件退佣) 

按每月營業額抽% 

例：便利商店1%~2% 

超市2%~4% 

量販店1%~6.5% 

每月固定進貨數量獎

勵 

每月一次 

5 年度目標獎勵(年度獎

勵、年度退佣) 

按每年達成目標營業額之% 

例：1%~5.5% 

銷售目標達成 每年一次 

或每月一次 

6 

7 

共同商品費 

資料處理費 

(資訊處理費) 

@元/年/品×店數 

例：量販店每店10000~15000(元/年/品) 

按月營業額抽% 

例：便利商店及超市約抽0.5%~1% 

舊商品固定貨架陳列 

1.廠商主檔登錄及維護 

2.列印訂單及對帳 

3.每月銷售資料提供 

 

 

每年一次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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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流通業收取附加費用一覽表（續一） 

項次 附加費用名稱 收費標準或計算方式 收費理由 收費頻率 

8 新商品推廣費 

(新商品上架費、新品登

錄) 

1.@元/品×店數 

例：便利商店每品400~900元 

超市每品1500~3000元 

量販店每品3000~10000元 

或 

2.固定＋變動 

例：便利商店330000元＋三個月毛利×10% 

賣場空間有限，貨架短

期出租收入 

只收一次，保

證架上販售

三個月 

9 促銷陳列折扣 

(固定促銷陳列贊助) 

超市每月營業額×1.1%~1.3% 促銷陳列展示 促銷期間 

10 廣告贊助折扣(印花補

助、快訊補助、燈箱廣告) 

1.定額方式 

例：超市每店2000~3000元/品 

量販店每店5000~140000元/品 

或 

2.按銷售當月營業額抽% 

例如：超市抽0.7%~1.2% 

1.賣場POP製作費 

2.DM 印製費及廣告露

出費 

3.燈箱出租 

配合促銷才

收 

11 手提袋贊助折扣 按每月營業額抽% 

例：超市抽0.2%~0.5% 

提供手提袋與消費

者，費用共同分擔 

每月一次 

12 三節/尾牙贊助 定額方式 

例：超市3000~10000元/次 

提供摸彩品予消費者

或員工 

三節或尾牙

時才收 

13 百店慶/千店慶 便利商店百店慶100000~150000元 

千店慶500000~1000000元 

公司慶典、共襄盛舉 發生時收取 

14 訂單缺貨罰款 便利商店 

1.(零售價－成本)×缺貨量×50% 

或 

2.缺貨總成本×30% 

未按時交貨導致商機

留失之機會成本 

缺貨時計收 

15 店舖改裝重開幕(重新開

幕贊助) 

超市按新店開幕贊助金×50% 同新店開幕贊助理由 重開幕才收 

16 損耗品不退貨折扣(壞品

補助) 

按每月營業額抽% 

例：便利商店抽0.25%~0.3% 

超市抽0.3%~0.5% 

下架品或產品不良之

風險成本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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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流通業收取附加費用一覽表（續二） 

項次 附加費用名稱 收費標準或計算方式 收費理由 收費頻率 

17 下架品處理 物流費×2 人工及物流服務 下架時收 

18 端架陳列費 @元/月/品×店數 

例:：量販店3000~5000元/月/品 

端架短期出租收入 按月收或專

案一次收 

19 促銷處理費 便利商店 

1.原貨架促銷100~300元/品×店數 

或 

2.落地或專案架促銷300~500元/品×店數 

促銷賣場製作物費用

及陳列費 

有促銷才收 

20 收銀台承租 @元/店/月 特定空間出租 按月收或 

專案一次收 

21 獨賣補助 1. 競標方式，以供貨成本最低者得標。 

2. 若營業目標未達成，供貨商須補貼差額給零售

商。 

專賣利益分享 按月收取 

22 DEMO費用 量販店3000元/次×品項數×店數 人工費及POP費用 有舉辦時才

收 

23 資料變更手續費 定額方式 

例：超市每筆變更資料2000元 

人工代辦費用 資料變更時

才收 

24 發票差異手續費 @元/每張 人工作業費用 發生時才收 

25 

 

付款明細費用 定額方式 

例：量販店2000~10000元/月 

上網對帳費用 每月一次 

26 年度合約換約服務 @元/年 人工作業費用 每年 

27 新商品印刷費 

(門市刊物) 

便利商店定額方式， 

例：3000~20000元/品 

製作產品訊息傳達各

門市 

新品上架時

收 

28 促銷處理手續費 

(印刷品、告知) 

定額方式 

@元/品/店 

人工作業費用 發生時才收 

29 盤差補助 年營業額×% 

或補貼部分產品或搭贈 

盤點損失轉嫁 每月或盤點

時 

30 防盜設備贊助 每次進貨金額折扣×% 無 裝置時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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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流通業收取附加費用一覽表（續三） 

項次 附加費用名稱 收費標準或計算方式 收費理由 收費頻率 

31 貨架清潔費 年營業額×% 人工作業費用 每月 

32 退貨處理費 物流費% 

例：便利商店物流費×2×90% 

退貨物流配送服務 有退貨才收 

 

(二)、對自由競爭、經濟效率及消費者權益之影響 

  1. 自由競爭狀況 

(1)入店販賣機會 

     由供貨商深度訪談得知，除了少數明星產品之外，絕大多數的產品均

須繳交附加費用，才有進入大型連鎖通路販賣的機會。而對流通業者的調

查顯示(如表 3-11)，當供貨商未依規定繳交附加費用時，僅有(7.1%)受訪者

表示會影響新商品入店販賣之機會，28.6%受訪者認為不會，大多數受訪

者（64.3%）認為不一定會禁止該產品在其店內販賣，亦即入店販賣機會

並未完全受附加費用之影響。兩者之間的認知落差很大。 

 

表 3-11 未繳交附加費用進入流通業販賣的機會 

 次數 百分比(%) 

是 1 7.1 

否 4 28.6 

不一定 9 64.3 

合計 14 100.0 

 

(2)供貨商被強制收取附加費用之現狀 

由表 3-12 可看出供貨商受訪者之中，被強制收取附加費用的比例有

56.7%之多。而流通業受訪者則僅有 7.1%表示有強制收費，此與供貨商意

見亦有很大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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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未事先約定而被流通業強制收取附加費用 

 供貨商 流通業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沒有 13 43.3 12 85.7 

有 17 56.7 1 7.1 

未填答 0 0 1 7.1 

合計 30 100 14 100 

 

(3)未配合支付附加費用，而遭連鎖流通業者採取不尋常之處置 

由表 3-13 得知，曾有 73.3%的供貨商在未配合流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

規定時，遭到不合理的處置﹔如停止正常進貨、不配合促銷、陳列排面縮

減、移位或下架…….等，迫使製造商不得不妥協。 

 

表 3-13 供貨商未配合附加費用規定而被異常處置 

 次數 百分比(%) 

沒有 8 26.7 

有 22 73.3 

合計 30 100 

 

2.附加費用對經濟效率及消費者權益之影響 

   (1)附加費用對零售業進價成本及售價之影響 

   由表 3-14 得知，雖然有 50.0%流通業的受訪者認為收取附加費用並未

導致進貨成本增加的情形。但亦有 35.7%的流通業受訪者認為收取附加費

用會導致進貨成本增加，此一疑慮可推論附加費用確實會影響產品流通的

經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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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附加費用會導致流通業進貨成本增加 

 次數 百分比(%) 

有 5 35.7 

沒有 7 50.0 

不知道 2 14.3 

合計 14 100.0 

 

   (2)附加費用對零售價格之影響 

由表 3-15 得知，76.7%的供貨商受訪者並不會因被收取附加費用而轉嫁至

零售價，因此，附加費用大都由供貨廠商本身吸收。然而，亦有 13.3%的

受訪者表示已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負擔，此結果與流通業者之意見大致相

同。但令人憂心的是，由表 3-15-1 得知，有 46.7%的供貨商受訪者不堪長

期承受此一負擔，而預定未來會將此費用轉嫁至零售價﹔另有 13.3%的供

貨商受訪者表示亦有可能採用此種對策，故長期而言，附加費用收取行為，

極有可能危害消費者權益。 

表 3-15 供貨商將附加費用轉嫁零售價情形 

 供貨商 流通業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是 4 13.3 2 14.3 

否 23 76.7 11 78.6 

不一定 3 10 1 7.1 

合計 30 100 14 100 

 

表 3-15-1 供貨商未來將附加費用轉嫁零售價之預期 

 次數 百分比(%) 

是 14 46.7 

否 12 40 

不一定  4 13.3 

合計 3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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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附加費用的分類 

    流通業者之附加費用項目每年都會推陳出新，舉例說明流通業附加費

用的衍伸方式如下：其可由某項活動產生許多附加費用，亦可由該活動延

伸出其他相關活動，這些相關活動再產生許多不同的附加費用。由此可見，

附加費用的名目合理性確有可議之處。 

例：流通業為特定目的舉辦促銷活動 

    成  本   費   用 

活動項目 

 

 

 

   

附加費用項目 1.促銷折扣   1.廣告贊助折扣   1.原貨架陳列折扣 1.印刷品 

2.直接降價 2.DM廣告、印花 2.專案貨架陳列折扣 2.內部通知 

3. 搭贈      3.落地陳列折扣     3.佈置物 

4. 贈品    

為便於管理及消除收費爭議，乃有分類之必要，而不論未來流通業者

如何增改附加費用之名目，均可依照此一分類就其發生性質、收費理由來

評估合理性。茲將附加費用分為四大類(如表 3-16)： 

  第一類、與產品銷售業績直接相關──即費用科目本質上與供貨商產品

銷售有直接關係或是有促進產品銷售。 

  第二類、與產品銷售業績間接有關──即費用科目本質上與供貨商產品

銷售無直接關係，但預期可能增加銷售機會。 

  第三類、替代減輕供貨商管銷費用──即費用科目本質上與銷售業績雖

無關，但可替代減輕供貨商原本需負擔之管銷費用。 

  第四類、與產品銷售業績無關──即費用科目本質上與供貨商產品銷售

無關或不能增加銷售機會，或屬於流通業為本身經營管理目的需自行負擔

之費用。 

促銷活動 廣告 陳列 處理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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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附加費用分類表 

 與產品銷售業績直接相關 與產品銷售業績間接相關 替代減輕供應商管銷費用 與產品銷售業績無關 

附 

加 

費 

用 

項 

目 

名 

稱 

1.新商品推廣費 

2.共同商品費 

3.月交易折扣 

4.年度目標獎勵 

5.獨賣補助 

6.新店開幕贊助 

7.促銷陳列折扣 

8.端架陳列費 

9.促銷處理費 

10.收銀台承租 

11.廣告贊助折扣 

12.DEMO費用 

1.週年慶贊助 

2.百店慶/千店慶 

3.店舖改裝重開幕 

4.訂單缺貨罰款 

 

1.物流配送費 

2.損耗品不退貨折扣 

3.退貨處理費 

1.手提袋贊助折扣 

2.盤差補助 

3.發票差異手續費 

4.三節/尾牙贊助 

5.下架品處理 

6.資訊處理費  

7.資料變更手續費 

8.付款明細費用 

9.防盜設施贊助 

10.年度合約換約服務 

11.促銷處理手續費 

12.貨架清潔費 

13.新商品印刷費 

  

 

五、 本章小結 

(一)、結論 

流通業收取附加費用行為在國內已有 12年之久，供貨廠商由最初的抵制、

抗拒而一步步的被迫接受。綜合而言，本研究結論如下： 

 1.雖然，大型流通業者都聲明附加費用並非選擇商品上架的唯一條件，商

品力才是主要考慮因素，然而商品力很難衡量，因此附加費用絕對會比商

品力列為優先考慮。 

 2.調查顯示，供貨商多已同意支付附加費用，但應與銷售業績相關，對於 

  不合理的費用項目則應訂定法令禁止之。因此，政府主管機關有責任協

助將附加費用收繳行為導入正確交易之規範，以塑造自由、公平競爭的交

易環境。  

 3.附加費用不僅造成產業上下游垂直的競爭，其實也衍生出水平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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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型製造商相對於中小型製造商其產品較有生存空間；大型流通業則較

中小型流通業可獲得更高的利潤，及更多的殺價競爭能力。 

 4.食品、日用品之銷售，甚為依賴大型連鎖通路。而大型流通業動用買方

優勢地位的案例屢見不鮮。如何防範大型連鎖業者不當動用優勢地位，是

政府不得不正視之課題；而最棘手之處在於，即使買方不當動用優勢地位，

政府仍無法有效扼止。 

 5.由問卷得知，供貨商確實有跡象會將附加費用內含於批發價導致流通業

進貨成本提高，影響產品流通的經濟效率，而流通業提高零售價將此成本

負擔轉嫁給消費者也是可預期的。亦即流通業收取附加費用行為，已不是

單純的通路上下游成員的利潤重分配而已，消費者的福利亦因此而受牽連。 

(二)、建議 

  本研究提出具體建議如下： 

  1.附加費用的分類管理 

    (1)對於第一類「產品銷售業績直接相關」及第二類「產品銷售業績間

接相關者」，可由供需雙方直接協商附加費用行為之內容。 

  (2)對於第三類「替代減輕供貨商管銷費用者」，因流通業的功能替代

需確實能減輕供貨商的負擔，才能收費，故須事先徵得供貨廠商同意， 亦 

即，若供貨商並無減輕費用者，流通業不得強迫為之。 

     (3)至於第四類「與產品銷售業績無關者」，則依公平法之規定禁止向

供貨商收費。  

   2.行政院公平會宜著重扮演教練角色，引導通路成員良性合作與競爭，

並在雙方缺乏互信的基礎下，建立溝通協調的機制。或協調供貨商與流通

業雙方的協會、工會發揮功能，長期持續的進行產業協商，以合作性溝通

解決共通性的議題。 

3.行公平會要維護的是交易秩序與消費者權益，並確保公平競爭。 

     (1)在交易秩序的維護。由於附加費用中有些科目(如新商品推廣費)

屬事前繳交，且金額龐大，可視為供貨商的專屬性投資﹔因此，流通業必

須在事前明確告知(契約)銷售不佳之下架條件，以免誘引供貨商陷入鎖住

(lock-in)困境之嫌。再者，可提供雙方參考性之定型化契約，促使雙方在簽

約之前，有一定程度之資訊公開與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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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消費者權益的維護。國外研究指出附加費用會引起零售價上

漲，此一結果勢必影響到消費大眾的福利，而國內卻無此一方面之實證研

究；因此，公平會宜委託學者專家針對此一議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3)在確保公平競爭的原則。公平會宜明確禁止不當動用優勢地位之

行為一方面以適當的透明化規範相對優勢者之行為，一方面也有公認之準

則，作為評估收費行為合法性之依據。 

  4.流通業者本身的經營觀念要改變。例如： 

(1)採購人員的職責不是只有「買產品」，還要負責「賣產品」，如此，

才會真正把商品力而非附加費用列為首要考量因素，企業經營才會持續受

到消費者惠顧。 

(2)唯有建立密切合作的垂直行銷系統（Vertical Marketing System）關

係，才能確保企業永續經營，亦即通路成員之間是共存共榮的競合關係而

非零和的競爭關係。 

  5.供貨廠商本身宜自立自強，改善企業經營體質，並順應產業競爭環境

之趨勢，可從下列方向著手： 

(1)開發獨特性產品，如在包裝、口味、成分之差異化，以加強商品力。 

(2)持續投資建立品牌形象。 

(3)中小企業製造商可將目標市場設定在地方性或區域性，選擇地方性

規模之零售通路，而不必支付高額附加費用。 

(4)發展顧客快速回應系統（ECR/QR），掌握資訊權，才能有更大議價

空間。 

(5)加強公會、協會功能，及產業間公會、協會相互之聯繫，以整體力

量與流通業者溝通協商。 

(6)尋求政府相關輔導單位，如中小企業處、工研院……等，協助改善

生產技術與提昇經營管理品質。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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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本文之敘述，可以得知，邇來流通業界的革命性進展，使得流通業

界已脫離過去單純居於處理、販售製造業者之商品，而僅對之提供一種流

通的附加價值之角色，流通業已有逐漸儼然成為整體生產流通經濟結構之

主角的趨勢。尤其是，當我們注視現今流通業界、尤其是大型流通業的興

起之變化，所帶給產業經濟結構之影響時，就可以理解到，未來的產業結

構研究中心或將不再是以製造業為主軸，而將流通業視為其生產或投資函

數之一；流通業的角色及功能或將躍居整體產業經濟結構研究之中心，而

在尋思如何促進複雜的流通網路能夠更順暢的架構及運作時，製造業或將

被視為僅是如何配合此一整體流通網路有效運作的一個配角。 

雖然，流通業在整體經濟結構中，所發生的影響力早已令人無法漠視

其存在，但很可惜地，有關流通業對我國經濟體系運作所具有之涵意的研

究，至今為止，卻乏善可陳。結果導致，流通業的各種經營行為樣態，在

經濟效率上究竟是具有正面意義，或帶來了負面的影響，都充滿了不確定

性。於此情形下，吾人實亦難從現有的經濟研究文獻中，得出一定的政策

意涵，作為公平會實施規範的基礎，此實亦為公平會至今為止，無法針對

流通業的經營行為、特別是本研究的重心之各種附加費用收取行為，做出

明確的違法或合法判斷之緣由。在理解此一規範所隱含此種固有的限制之

前提下，本文試圖從法規範理念之觀點出發，摸索公平會在規範附加費用

收取行為，所可能採行之規範模式，並求助於經營學實證調查研究之分析

方式，呈現出我國現行流通業界有關附加費用收取行為之現況及其可能衍

生之各項弊端，最後並嘗試將二者研究結合在一起，提出一定的建言，以

供公平會規範時之參酌。 

從本文之分析，我們得到以下各項結論。 

一、 世界主要國家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流通業界經營行為與競爭法

之關係，愈來愈加重視，而其競爭法有關此之規範，也有愈來愈趨

向嚴格規範之發展。 

二、 雖然在理念上，於市場競爭機制正常運作之情況下，所謂的「聲

譽」機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大型流通業者的優勢地位濫用行

為；但經由本研究實證研究結果指出，在我國現行流通市場中，「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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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機制並未扮演著制衡的功能，仍須公平會依據公平法規定，對

大型流通業者進行一定的規範。 

三、 對於公平會的介入，大型流通業者並不表示歡迎，主要理由在於

其認為：（1）附加費用之收取具有風險分擔的效果，使得商品之產

銷能更具效率性；（2）有些流通業者並主張，其之所以收取附加費

用，原因之一在於供貨廠商不肯配合改進供貨效率，為彌補流通業

者因此產生之損失，乃收取附加費用；（3）附加費用收取行為乃交

易當事人間之契約自由，政府機關不應隨意介入；（4）附加費用之

收取主要乃有關當事人間之所得再分配的問題，公平法主要規範目

的係為促進經濟效率，所得再分配問題不應為其規範對象。 

四、 對前項流通業者所提之理由，本研究認為：（1）誠然，國內外有

關附加費用收取行為之研究，顯示其具有風險分擔之功能，但多數

研究將具有此一功能之對象限定於上架費，惟觀諸我國流通業者藉

以收取附加用之各種名目，實已脫離相關經濟分析所支持之範圍；

（2）與前述（1）相同，現今流通業者所收取附加費用之種類繁多，

不僅許多附加費用與所謂供貨效率毫無關連，更幾乎沒有看到流通

業者針對促進供貨效率所收之附加費用；（3）契約自由之前提，乃

其未對公益造成不當影響，若公平法所欲保護之競爭秩序或消費者

利益等公益，遭受到不當的侵害，則公平法當然可以介入；（4）同

樣地，縱使當事人間的所得再分配問題，並非公平法可得介入管制

之依據，但問題癥結在於，現今於我國所存在的附加費用收取行為，

其不當性是否僅存於當事人間的所得再分配，抑或對整體消費者福

利造成不當影響，若有後者之情形發生，公平法當然有介入的空間。 

五、 根據本文所進行之問卷調查及實地訪查結果，我們發現，我國流

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很有可能導致以下各種弊端之發生： 

1. 不少供貨廠商在非自願之情況下，被迫繳交附加費用，使得應為

自由競爭機制之根本的意思決定自由，於此受到漠視及侵害； 

2. 未配合流通業者要求持續繳交附加費用者，將會受到不公平的對

待，使得供貨廠商對未來交易的可預測性喪失信心，抑制了其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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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供貨效率的專屬性投資，導致供貨的不效率性持續存在，增加

社會整體經濟成本； 

3. 不少供貨廠商宣稱其於現在或不久的未來，將會把支付附加費用

之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導致商品最終零售價格的高漲，損害消費

者之利益； 

4. 附加費用、尤其是期初的上架費用等的收取，金額若過高實質上

可能成為一種進入障礙，阻礙新商品進入市場； 

5. 附加費用收取的名目日益增加、所需繳交的金額日益擴大，在在

壓縮了供貨廠商的獲利空間，使得其難能在研發上投入更多的經

費，阻礙新產品的開發； 

6. 偏重於附加費用收取的獲利之經營模式，或將導致流通業者輕視

商品內容，而無法對所陳列之商品做最有效率的組合； 

7. 流通業者在對大型供貨廠商與中小規模供貨廠商之附加費用收取

上，經常存在在差別待遇，結果扭曲了上游供貨廠商間的競爭秩序； 

8. 附加費用收取使得流通業者產生更多的利潤，並藉以開發更多的

行銷據點，而可以以更低費用進貨，不僅增加獲利空間，亦可藉此

收取更多附加費用，此一循環結果，或將導致流通業界大者恆大之

結局，成為流通業界本身的進入障礙。 

六、 從前項所述各項弊端可以發現，至少從本研究之取樣對象中，大

型流通業者的附加費用收取行為已導致競爭秩序及消費者利益，受

到不當的侵害，公平法有必要介入，矯正此種不當慣行。 

七、 本研究發現，公平會在介入管制流通業者的附加費用收取行為

時，有三種不同手段可資因應：（1）實體規範；（2）程序規範；（3）

自律規範。最好的管制方式，當是程序規範與自律規範的同時併進。 

二、建議 

    從前項之敘述中，可以窺知，僅就本研究所問卷調查及實地訪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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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析結果而言，現行國內附加費用的收取行為，的確對競爭秩序和消費

者利益，帶來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響，而有必要藉由公平法的介入，予以

適當的管制。針對公平會對此問題應有的介入方式，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

議。 

一、 雖然，理念上可以藉由實體規範之作法，禁止所有附加費用的收

取行為，並藉由此種規範方式，促使流通業者將所有附加費用統一

納入供貨價格一併收取，以促進附加費用收取之透明性及可預測

性，且從管制行政的經濟性之觀點而言，此種管制方式其成本較低。

然而，此種規範方式亦蘊藏著不少缺失，不僅其作法缺乏彈性，令

交易當事人無法適時因應經濟情勢的變化，而在費用上做機動的調

整，其結果或反而可能使得供貨廠商處於更加不利之地位。尤其是，

當現今供貨廠商依賴於大型流通業者之情勢已然成形的情況下，處

於劣勢地位的供貨廠商未必能在供貨價格的交涉上，取得有利的結

果。況且，從依法行政的理念來看，過份嚴苛的禁止，或將違反比

例原則，而在合法性上，受到嚴重的挑戰。基於此等觀點，本文並

不同意以實體規範方式，完全禁止附加費用的收取。實際上，不僅

大多數流通業者不贊同此種作法，部分供貨廠商、特別是大規模供

貨廠商，亦對此種規範方式，抱持著反對的態度。 

二、 若此，則對公平會而言，較為合理且合法的管制方式，當是如現

行規範方式一樣，容許合理的附加費用之收取，但對於濫用優勢地

位的附加費用收取行為，則依法予以禁止。於此，本文強調程序規

範的重要性，認為公平會不必凡事介入，而可以藉由Guideline等的

制定，提供契約當事人一定的行動指針，促進契約內容的透明性即

可預測性。如此，不僅於規範上具有彈性，在行政成本上，亦可達

到節約的目的。 

三、 若公平會同意以程序規範方式作為有關管制附加費用收取行為之

主軸，則本文建議，公平會當可仿效日本公平會，制定類似前述第

11 頁中所提示之規範準則。 

四、 甚至，公平會可以針對各種不同附加費用之性質，而以其與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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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關連性之程度，仿效本研究下列之作法，將各種名目的附加費

用予以分門別類，並給予白（原則合法）、黑（原則違法）、灰（違

法性不確定）之判斷基準，且隨著經濟、經營研究理論之進展、實

務運作經驗之累積，逐漸縮小灰色地帶，提供更明確的法律規範指

引。於此，可採取本文前揭第 30 頁、表 3-16 所提示之分類方式。 

五、 在與程序規範之關連上，當流通業者有違法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

發生時，供貨廠商經常懼怕流通業者的報復，而怯於向公平會進行

檢舉，導致違法行為的持續存在。針對此一問題，德國於 1999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施行的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70 條規定中，特別追加

保密規定，令德國卡特爾署可以在整個調查、處分程序中，無庸明

示撿舉人之姓名，使得檢舉人可以因此保持其匿名性，鼓勵中小企

業可以對流通業者的違法行為進行檢舉。為了促進有關附加費用收

取行為規範之實效性，我國公平法制實有必要引進此一匿名制度。 

六、 雖然，公平會可以藉由上述程序規範方式，收到一定的規範成果

並大幅度地節約行政成本，但如同本文所一再強調地，有關附加費

用收取行為的經濟意涵尚無法完全確定，公平會的各種規範方式也

因此會一直處在摸索過程中。於此情況下，最好的作法將是由最熟

知其各自產業內容的流通業者與供貨廠商雙方，坐下來冷靜地進行

協商，規劃出對彼此都有利的附加費用收取內容及方式；較諸公平

會的介入因資訊的不完全性，而有失靈的可能，具有充分資訊的雙

方，將更能夠做出有益整體經濟效率的附加費用收取方式及內涵。

於此，公平會應有之作為乃是促進雙方的對談、確保協商中雙方交

涉力量之平等並適時提供經濟與法律的見解，供雙方參考。此種自

律規範或自律公約在現今解除管制政策潮流下，其合理性和正當

性，受到更大的支持。問題在於，至今為止，公平會對於自律公約

的法律性質和地位，一直未有明確的表示，當事人可能因相互協商

而有違反公平法有關聯合行為等的規定，而導致此種自律規範的實

施，受到挫折。公平會或有必要對此種自律規範或自律公約的法律

性質、地位、功能，再做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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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供貨商基本資料 

 日用品業者 食品業者 

供貨廠商品之品

項數 

介於 5~2000種之間 

大部分則介於 100~300種之間 

介於 10~200種之間 

大部分則介於50~100種之間 

產品銷售區域 全省及外島:7家 

全省:7家;北部:3家 

全省及外島:5家 

全省:7家;北、中、南區:1家 

88年營業額 介於 650萬~93億元之間 

 

介於 1900萬元~300億元之間 

資本額 介於 100萬~14億4千萬元間 介於 1000萬~292億元之間 

 

附錄二 

流通業者基本資料 

 便利商店 超級市場 量販店 

連鎖經營型態 主要為特許加盟連鎖及自願

加盟連鎖兩種方式經營。 

大部分為直營方式經營，由5~96

家分店。 

大部分為直營方式經營。 

產品銷售區域 分布於全省及外島 2家 北、中部：7家 

南部：2家 

全省：1家 

中、南部：2家 

每家販賣品項數 約 2500種 500~20000 種大部分則集中於

5000~1200種之間 

10000~30000種之間 

年淘汰品項 300~1000種不等 100~900種不等 500~5000種不等 

與之往來供應商數 200~400家不等 100~1000家不等 120~1500家不等 

88年營業額 8億元~497億元 1億元~95億元 3.6億元~12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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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tribution business, which channels upstream producers and 

downstream consumer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and special role in the whole 

marketing system. Recent years has witnessed a revolution in the distribution 

business. Thanks to the evolution of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ig 

distributors burgeon and prosper. Nowadays, big distributors are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players in the distribution business. Voluminous stocks and 

abundant sales points have made the big distributors more effective than those 

old-type small-and-medium distributors. The result is that big distributors stand 

on a superior position in the bargaining game with their suppliers. In the practice, 

many suppliers, especially small-and-medium ones, complain that big 

distributors tend to exert their superior positions and charge them additional fees 

besides normal contract fees. Big distributors refute these statements as undue 

and claim that those additional charges were used to increase sales points and 

promoting activities, thus benefited the suppliers. Faced with this confusion,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dditional charg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mpetition law. If necessary, we also have to impose some 

regulations on the big distributors, preventing them from unduly exert their 

buying power. 

     Based on the ideas stated above, this research makes clear the ideas of 

competition laws, investigates the regulations concerning big distributors 

imposed in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U.S., Japan and EU, conducts field research 

to understand the additional charges collecting behaviors in Taiwan’s 

distribution business. As a result, we found that the additional charges collecting 

behaviors in Taiwan’s distribution business put undue burdens on consumers’ 

welfare as well as competition. The research, therefore, suggests that FTC 

should regulate such undue behaviors and the best strategies for this regulation 

would a mix of procedural regul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This kind of regulation 

not only reduces the cost necessary, but will also strike a best balance between 

the distributors and their suppli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