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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型流通業之買方力量日益提高，其中最明顯的現象之一，即是向供貨製造商

收取附加費用。本論文從經濟理論之觀點，研析大型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之現

況、學理上對市場結構之影響，並以歷年來依公平交易法處分之個案作解析，以探究

不當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相關違法案例之審酌原則。本研究發現，多數供貨廠商認為

流通事業雖係依據雙方事先訂定之書面契約收取附加費用，惟多數供貨廠商認為附加

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且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而供貨廠商與流通事業雖簽訂附加

費用等相關契約，惟因中小企業廠商對流通事業依賴，年度合約倘無法完成議約，商

品將遭下架停售，是供貨廠商處於期待維持既有業務關係之壓力下，唯有接受流通事

業之要求而支付附加費用。緣於國內產業結構特性，以及流通事業與供貨廠商之間的

資訊不對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行為可能有造成反競

爭效果之虞。從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的案件及進行行政訴訟的法院判決當中，

可歸納出在將具體案例涵攝於法條時，必須判斷三個要件：第一，事業之行為是否屬

欺罔或顯失公平；第二，事業是否濫用其所具有之市場優勢地位；第三，事業之行為

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關鍵詞：附加費用、流通事業、連鎖便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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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1999)所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1，流通業產業

結構已從中小型業者轉變成為以連鎖加盟經營或大型賣場為主流之結構。就後者而

言，有部分OECD的會員國，其前五大超級市場零售業者之市場占有率（即CR5）超
過50%2。因此，上游製造商與下游零售商的垂直交易交易關係中所衍生之問題，在

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中均廣泛的被討論。

在流通業市場結構轉向高度集中之情況下，流通事業已不再僅扮演製造業者與

最終消費者間之媒介角色，而是具有所謂之「買方力量」(buying power)。對於大多
數製造業者而言，倘無此類大型流通業者，其商品將無法順利拓展，公司的存續在某

種意義上亦不得不仰賴此等流通業。此一趨勢影響到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執法方

向，由過去著重防止大型製造業者濫用市場地位，轉為如何避免流通事業利用其買

方力量，不當榨取製造業者之利益及影響消費者福利。流通事業對上游製造業者濫

用其「買方力量」之行為所衍生的競爭法問題，較常被討論者有五點：(1)價格與非
價格的差別待遇(price and non-price discrimination)；(2)低價銷售(selling below costs)；
(3)垂直交易限制(vertical restraints)，包括排他性的區域限制(exclusive territories)、排
他性的供貨契約(exclusive supply contracts)、搭售(tying)、維持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收取上架費及其他附加費用 (slotting allowances and listing fees)；(4)優
勢地位之濫用(abuse of dominance position)，包括法律上的優勢(dominance laws)及經
濟依賴(economic dependence)上的優勢；(5)製造商和流通業者之間的水平結合、垂直
結合及多角化結合3。

近年來，我國流通事業隨著外國大型流通事業進入我國市場，並引進更多之業

種業態及新的經營技術。惟我國企業規模多屬中小企業（約占90％以上），而國內市
場供貨廠商又以中小企業居多，其與流通事業間具緊密之依存關係，是對中小企業之

供貨廠商的互動將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例如倘流通事業大型化後，挾其市場優勢地

位，向供貨廠商或其他交易相對人濫用其市場力量，涉有不當收取附加費用、不當限

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等行為，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依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

1 OECD, “Buying Power of Multi-product Retailers＂, DAFFE/CLP(99)21,詳見 http://www.
oecd.org/dataoecd/1/18/2379299.pdf , 1999.

2 這些會員國包括德國、英國、瑞士、法國、愛爾蘭、瑞典、奧地利及芬蘭，同註1。
3 同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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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近年來之資料觀察，流通事業被檢舉之違法行為態樣，包括：限制供貨廠商產品

售價、不當收取附加費用、要求供貨廠商給予最優惠價格、下架條件未透明化、未明

確訂定缺貨責任之歸屬、不當計算缺貨罰款等等，其中又以不當收取附加費用行為備

受爭議，值得進一步探討。然而，迄今為止，探討單一附加費用如上架費者較多，而

綜合探討附加費用者則甚少(鍾谷蘭，1995；黃營杉、吳師豪，2002)4。

為深入探討我國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之問題，以及我國在執行公平交易法過程

中所面臨之問題及未來處理方向，本研究首先就經濟理論相關論文對於附加費用究竟

會促進競爭或是造成反競爭的效果作一回顧；其次研析我國流通事業中之連鎖便利商

店產業狀況及其收取附加費用之現況，並以問卷調查方式瞭解流通事業與供貨廠商對

附加費用所持看法之異同，從中分析不同經營型態之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差

異性；最後則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規範及案例加

以分析，從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的案件及進行行政訴訟的法院判決當中，比較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及法院見解之異同，據以對未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附

加費用收取行為之處理方式做一建議。

貳、文獻回顧

基本上，附加費用(listing fees)係屬發生在流通事業與供貨廠商間「垂直交易限
制」（vertical restriction）行為中「非價格限制」（non-price restriction）行為的一
種，乃是下游事業向上游事業所收取之費用，而有別於權利金係上游對下游的收費，

但在文獻上卻未若其他垂直限制行為如搭售（tying）、維持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等受到廣泛的討論。直到學者Shaffer(1991)以賽局理論探討附加費用的
福利效果後，有關附加費用的議題在理論上才進入新的階段。由於發生附加費用的雙

方當事人並不全然具有同業競爭關係，而附加費用之收取人（即零售商或流通事業）

相較於交易相對人（即製造商或供貨廠商），或具有相對優勢地位，但在此垂直交易

關係中，流通事業向供貨廠商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之下，究竟可

4 鍾谷蘭 (1995)，「上架費之賽局理論分析」，臺大管理論叢，第6卷第2期，頁61-81；
黃營杉、吳師豪（2002），大型連鎖零售業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研究，東吳經濟商學學
報，第38期，頁1-35。

5 按該二篇論文係探討供貨廠商與零售商分別在不同市場結構時，收取附加費用行為所產
生的競爭效果就會有所不同。

6 參考美國FTC的二份報告“Report on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Workshop on Slotting 
Allowances and Other Marketing Practice in the Grocery Industry＂, March 2001及“Slotting 



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探討 353

促進競爭（鍾谷蘭 ，1995；王呈嘉，2005）或造成反競爭效果（劉瀚榆，2000；謝
勝傑，2003）5，國內外的文獻並無定論，二種不同的論點均各有其學理依據6。

一、附加費用之收取可促進競爭之理論
7

學理上有三種理論認為上架費之收取可以促進競爭，分別是藉由發出新產品品質

訊號、藉由從眾多產品中的篩選決定放置何種產品，以及藉由增加製造商的誘因以強

化投資來促進競爭8。

（一）訊號(Signaling)理論：訊號理論是假設製造商對於新產品的成功率較零售
商擁有更多的資訊，當製造商相信其產品有較高成功可能性時，基於未來銷售所得的

利潤可彌補所支出的費用，將會比較願意支付較高的上架費用。反之，製造商對於產

品成功的可能性抱持相當的懷疑時，將不願意支付較高的上架費用。因此，零售商會

認為如果製造商願意支付較高的上架費用時，新產品比較可能成功，從而有意願放置

支付較高上架費的產品。而對零售商而言，收取較高上架費用亦同時意味著零售商預

期該項產品是高需求產品，消費者對其有較高評價，且可產生較高的利潤。所以訊號

理論認為，上架費用確保新產品係高需求產品，其成功銷售可能性越高，越有可能被

零售商放置於貨架上9。

（二）篩選(Screening)理論：篩選理論對於上架費的前提條件與訊號理論類似，
即基本上假設製造商對於其新品成功的可能性較零售商具有更多的資訊10。零售商要

在眾多新產品中進行篩選，有兩種主要方式：第一，零售商提供契約選單，其中包括

上架費用及製造商可能選擇的交易條件。藉由架構適當契約條款，能確保在製造商相

信其產品可以成功銷售時才會作選擇，並同意零售商所提供的契約條件。第二種方式

Allowances in the Retail Grocery Industry: Selected Case Studies in Five Product Categories＂, 
Nov. 2003.

7 上開報告所論及之附加費用指第一次上架銷售所收取的費用（一般稱為「上架費」），
至我國對附加費用之定義係指除貨款價金項目外，流通事業向供貨廠商收取或自應付貨
款扣除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要求供貨廠商負擔之各種費用，其範圍較「上架費」廣泛。

8 本節內容所提到的零售商即為本文所論及之流通事業，製造商即為本文其他章節所述之
供貨廠商。

9 Chu, W. (1992) “Demand Signaling and Screening in Channels of Distribution＂, 11 
Marketing Science, 327-347.

10 無論是訊號理論或是篩選理論，其重點是附加費用可以做為解決製造商與零售商之間訊
息不對稱（asymmetry information）問題的工具，進而從許多具有潛力的產品中選出新的
產品置於貨架上，但二者最主要的不同點在於，前者是由製造商先提供交易條件（例如
批發價格）由零售商決定是否與其交易，後者則是由零售商先提出附加費用的交易條件
後，再由製造商決定是否與其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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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零售商從許多製造商的喊價中保留有限貨架的拍賣權，並且將貨架空間提供給願意

支付特定上架費及承諾其他條件的製造商。藉由製造商間彼此爭取有限貨架空間的方

式，零售商可以篩選出何種產品對消費者能產生高價值又最有可能成功地銷售。因

此，無論是由零售商提供契約選單，或是藉由拍賣有限的貨架空間，上架費用可使貨

架達到有效的配置11。

（三）提高誘因(Increasing Incentives)理論：對於品牌知名度較高的產品而言，
消費者相當依賴製造商對該產品之品質與品牌形象的投資。但若零售商未察覺這些投

資，則很難讓製造商與零售商直接簽約，然而製造商在這種投資誘因下與零售商簽

約，部分是因為支付附加費用之後不但可賺取更多利潤，而且透過附加費用可以將產

品的相關訊息經由製造商傳遞給零售商，同時亦將產品創新的風險在二者之間重新分

配，從而反映在較高的批發價格上。在製造商訂定較高的批發價格以彌補支付給零售

商上架費用情況下，上架費用將有助於提高製造商投資創新的誘因，雖然較高的批發

價格有可能導致零售價格之提高，但若消費者對於製造商願意投資創新並增加產品供

給予以正面評價時，上架費用就可提高消費者福利12。

二、附加費用之收取造成反競爭之理論

認為上架費會造成相當程度或具有潛在反競爭效果之理論有二，一為上架費用可

能是緩和競爭而導致較高價格的助長行為；第二種理論認為上架費可能會助長排除競

爭者。

（一）助長行為(Facilitating Practice)理論：助長行為理論假設製造商及零售商對
於產品價值有完整的資訊，且製造商不會執行誘因投資。因此，在傳遞品質訊息、從

不好的貨品中篩選好的貨品或強化投資誘因上，上架費用並沒有扮演任何角色。取而

代之的是反競爭理論純粹將重點集中於上架費用對價格的影響，以及在缺乏促進競爭

動機的環境中對生產及產品多樣化的影響。

基本上，零售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市場，零售商雖會因為商店位置、產品品質

而具有優勢，但並不因此形成獨占。由於零售商的貨架空間有限，製造商彼此之間的

競爭即決定哪一項產品會放置於零售商的貨架上銷售，若缺乏上架費用，則該競爭將

會以批發價格的形式為之。在此理論之下，具有較低批發價格之製造商將被認定為擁

11 參閱Chu, W.（1992）及Sullivan, M.（1997）＂Slotting Allowances and the Market for New 
Products＂, 40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61-493.

12 Kelly, K.,(1991),＂Antitrust Analysis of Grocery Slotting Allowances: The Procompetitive 
Case＂, 10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rketing, 18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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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高的競爭力，並轉為較低零售價格。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如果零售商是處於

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則零售價格將會比獨占價格為低。假設製造商可以利用上架費

補償零售商時，製造商就有誘因提高其產品批發價格以減緩競爭。所以製造商支付較

高的批發價格，就會導致零售商承擔較高零售價格的風險，同時導致競爭對手在提高

價格方面採取較不積極的行為。在此理論之下，收取上架費最後將透過零售價格的提

高，轉嫁給消費者並降低消費者福利13。

（二）排他(Exclusion)理論：排他理論主要是檢視上架費會提高多少市場參進成
本以及排除次要的競爭者，並說明上架費如何影響價格及產品種類。這個理論假設零

售市場有兩個零售商，而製造商也有二個，分別為優勢製造商及具潛力的次要製造

商，再進一步假設零售商因為貨架空間的限制，只能放置一個製造商的產品，最後，

假設優勢製造商取得第一個零售商的供貨權利。在這些假設之下，我們可以推論在優

勢製造商及次要製造商之間對第二個零售商供貨權的可能出價。優勢製造商由於較有

可能取得第二零售商的出價，而避免與次要製造商在批發價格上競爭，然而當優勢製

造商已經贏得第一零售商的供貨權時，次要製造商只願意支付可以彌補與優勢製造商

競爭所得的利潤金額。相較於次要製造商只願意支付與優勢製造商競爭的費用而言，

優勢製造商對獨占零售商的貨架空間常較願意支付較多費用。因此製造商將藉由支付

上架費而取得第二零售商供貨權，次要的製造商則被排除於市場之外。所以排他理論

認為，優勢製造商利用上架費提高市場參進成本，進而排除較小的製造商，最後並導

致產品價格的提高及減少貨架上的產品種類14。

叁、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現況

一、連鎖便利商店市場結構

根據調查顯示，94年連鎖便利商店營業據點數達8,656店，如表1所示。而近10
年來國內連鎖便利商店之總店數持續增加，惟總店數成長率幅度近5年來逐年減緩，

13 Shaffer, G.（1991）,＂Slotting Allowances and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 Comparison of 
Facilitating Practices＂, 22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135.

14 Shaffer, G.（2005）,＂Slotting Allowances and Optimal Product Variety＂, 5.1 Advances in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 Article 3, http://www.bepress.com/bejeap.

15 AC尼爾森「消費者購物行為調查」，http://www.acnielsen.com.tw/news/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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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88年25.38％一路下滑至94年7.01％。然儘管店數成長趨緩，其營業額之成長率，
仍居綜合商品零售業（包括百貨公司、超市、便利商店、量販店等細業）之首，而

依據經濟部統計處資料顯示，94年連鎖式便利商店營業額之成長率為8.88％，95年為
8.85%，成長率均較其他業態為高。另一方面，我國也是亞洲地區便利商店最密集的
地區，平均每2,600人就有一家便利商店，有超過85％的城市消費者去便利商店的次
數約為一週3至4次，突顯連鎖便利商店市場競爭白熱化及其激烈程度15。

表1  連鎖便利商店市場結構與集中度
　 店數 市占率(%) 市占率平方

統一超商 4,037 46.64% 2175 
全家便利 1,851 21.38% 457 
萊爾富 1,159 13.39% 179 
來來超商 860 9.94% 98 
福客多 360 4.16% 17 
中日超商 151 1.74% 3 
界揚超商 206 2.38% 6 
台糖蜜鄰 18 0.21% 0 
每一日 14 0.16% 0 
合計 8,656 100% 2,935(HHI) 
資料來源：依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新聞稿資料整理。

※統一超商至96年9月底止，總店數已達4651店。

（一）連鎖便利商店家數及分布

統計至94年底，受訪之連鎖便利商店系統營業據點數達8,656店。85年至94年之
國內連鎖便利商店系統店數變化，雖總店數持續增加，惟總店數成長率幅度近5年來
逐年減緩，由88年25.38％一路下滑至94年7.01％。如按縣市地區別觀察連鎖

便利商店分布情形，超過半數連鎖便利商店營業據點集中於北部地區（包括台

北縣市、桃園縣、新竹縣市、苗栗縣及基隆市），共有5,021家店，占58.01％，其中
又以台北縣之1,787家店，占20.64％，居全國各縣市之冠，其次為台北市之1,414家
店，占16.34％。南部地區（包括嘉義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及屏東縣）1,793家
店，占20.71％次之。中部地區（包括台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及雲林縣）1,543家
店，占17.83％居第3位。東部地區（包括宜蘭縣、花蓮縣及台東縣）僅269家店，占
3.11％，離島地區僅30家，分別是澎湖縣21家店及金門縣9家店，合計占0.35％。 
（二）市場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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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店數計算，各連鎖便利商店系統之市場占有率以統一超商4,037家店居首
位，占連鎖便利商店總店數之46.64%；全家便利1,851家店次之，占21.38％；萊爾富
1,159家店位居第3位，占13.39％；來來超商860家店居第4位，占9.94％。其次，福客
多360家店，占4.16％，居第5位。界揚超商206家店，居第6位，中日超商151家店，
居第7位；台糖蜜鄰18家店，居第8位；每一日便利商店14家店位居第9位。

（三）市場集中度

如以雙赫指數(HHI)評估市場集中度，並以全國作為地理市場，則按照店數計算
之HHI為2,935(如表2)，可見我國連鎖便利商店市場可視為高度集中之市場。如將全
國分為北、中、南、東等4個地理市場，以店數計算之HHI分為2,634、3,353、3,493及
5,599，則人口較不密集之東部地區，其集中程度愈高，有可能係因獲利、交通等因
素，一般業者到該地區設店之意願不高所致。

表2  各地理市場之集中度

地理市場 雙赫指數(HHI)
全國 2,935
北部地區 2,634
中部地區 3,353
南部地區 3,493
東部地區 5,599
資料來源：依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新聞稿資料整理。

二、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現況

由於便利商店主要以滿足消費者之即刻需求為理念，故在店鋪設計、商品結構、

消費客層、交易特性等均有其特殊之處。其中，在商品結構上，便利商店商品單價

較低，因此商品包裝也以少容量、少數量為主，而為使商品週轉率提高，在商品陳

列上，以各品類之暢銷品加上少量多樣來達成。就調查統計之數據資料顯示，在連

鎖便利商店整體銷售商品結構中，最主要銷售商品為香菸，平均占營業收入比例高達

26.47％，其次為食品，平均占營業收入比例18.84％。再其次是飲料，平均占營業收
入比例18.77％，再者是酒品，平均占營業收入比例6.74％，其餘像家庭用品及服務
性商品類等則占營業收入的比例相對較低。就商品品項數而言，多者高達4,700個品
項，少者亦有800個品項。如此眾多的商品項數，相對供貨廠商亦為數不少，而在有
限的貨架空間中，供貨廠商如何爭取貨架空間以及便利商店如何確保商品確為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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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需並獲取利潤，此時附加費用的功能與角色最益形重要，因為雙方透過協商談判

的過程中，除了貨款支付方式、供貨期間外，最重要的交易條件之一就是各種附加費

用的項目與金額。以下就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現況予以說明。

台灣連鎖便利商店在93年及94年向供貨廠商收取之附加費用項目計有新品陳列
（上架）費、固定退佣（新貨折扣）、附條件退佣、DM促銷費、燈箱費、發票廣告
費、端架陳列促銷費、節慶促銷費、新店開幕贊助費、週年慶贊助費、損耗品折扣、

不退貨折扣、入倉代送費（物流費用）及資訊服務處理費等14項。如依附加費用對商
品銷售助益之關聯性，可分為與商品銷售業績直接相關、與商品銷售業績間接相關、

替代減輕供貨廠商管銷費用、與商品銷售業績無關等4種類型，說明如下（表3）16：

（一）與產品銷售業績直接相關：即收取項目與供貨廠商商品銷售有直接關係或

有促進商品銷售之機會。包括新品陳列（上架）費、舊品陳列費、端架陳列促銷費、

DM促銷費、燈箱費、發票廣告費、固定退佣折扣、附條件退佣（目標獎金）及新店
開幕贊助費等項目。

（二）與產品銷售業績間接相關：即收取項目與供貨廠商商品銷售無直接關係，

但預期可能增加商品銷售機會，如週年慶贊助費之項目。

（三）替代減輕供應商管銷費用：即收取項目之本質雖與銷售業績無關，但可替

代減輕供貨廠商原本需負擔之管銷費用。包括入倉代送費（物流費用）、損耗品折扣

及不退貨折扣等項目16。

（四）與商品銷售業績無關：即收取項目與供貨廠商商品銷售無關或未能增加銷

售機會，或屬於流通事業本身經營管理必須負擔之費用。包括資訊服務處理費及退貨

處理費等項目。

如依附加費用的功能做分類，大致可分為上架費、風險或成本轉嫁、廣告費、獎

金（折扣）、及賠償等5種類型17：

（一）上架費：此類型附加費用係流通事業就供貨廠商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除

轉售差價或代銷佣金外，另外收取的其他對價，包括新商品上架、對於陳列貨架之特

殊位置、或定期於貨架上銷售商品，項目名稱有上架費、端架陳列促銷費、新品陳列

費、特殊陳列費、促銷陳列費、促銷陳列折扣等均屬之。

16 參考鄭優、羅昌發、黃營杉、黃銘傑(2000)，「競爭法對流通業經營行為之規範—以附加
費用收取行為為中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89年度合作研究報告分類，該分類並不
代表附加費用之收取是否具有合法性。

1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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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分類與產品銷售關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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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架費

端架陳列促銷費
新品陳列費
特殊陳列費
促銷陳列費
促銷陳列折扣
促銷處理費
新商品推廣費

　
　
　
　
　
　
　

　
　
　
　
　
　
　

　
　
　
　
　
　
　

風險或
成本轉嫁

新店開幕贊助
收銀台承租
DEMO費用

週年慶贊助
百店慶
店面改裝費

物流配送費
入倉代送費

手提袋贊助折扣
盤差補助費
資訊處理費
新商品印刷費
三節尾牙贊助

廣告費
新商品推廣費
DM廣告費
燈箱廣告費

　
　
　
　

　
　
　
　

折扣
(獎金) 年度目標獎勵

賠償 訂單缺貨罰款
損耗品折扣
壞品折扣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

（二）風險或成本轉嫁：此類附加費用係為使供貨廠商分攤流通事業開設之新

店、更新設備或改裝，或日常營運與設備使用之營運成本，項目名稱有週年慶贊助

費、節慶促銷費、資訊處理費、店面改裝費、百店贊助費、新店贊助費、入倉代送

費，及物流費等均屬之。

（三）廣告費：此類附加費用係流通事業為推廣促銷商品或服務之知名度及商

譽，而向供貨廠商收取之附加費用，包括DM廣告費、燈箱廣告費、促銷商品費、新
品廣告贊助費、新店廣告贊助費等均屬之。

（四）折扣（獎金）：流通事業通常與供貨廠商間多採取先進貨，事後結清貨款

之交易方式，此類附加費用係流通事業定期向供貨廠商結清貨款時，依實際銷售業績

給予之折扣或獎金，或締結契約時約定之折扣，項目包括固定退佣、附條件退佣、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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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金折扣、數量折回獎勵等均屬之。

（五）賠償：此類附加費用係流通事業因為供貨廠商的行為，所增加的支出或受

有的損失，實際上不屬使用該銷售通路所支付之費用，項目名稱如壞品折扣、損耗品

折扣、訂單缺貨罰款、商品耗損等均屬之。

三、供貨廠商支付給連鎖便利超商附加費用情形

附加費用發生在流通事業與供貨廠商的垂直交易關係中，因此如僅針對單方面調

查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情形，或僅針對供貨廠商支付情形調查，將不易獲致公正客

觀之結果。因此本研究分別對供貨廠商及流通事業就附加費用之支付及收取情形，於

93年10月以問卷方式進行調查，總計發出120份問卷，有效問卷25份。以下就調查結
果彙整說明18。

（一）供貨廠商支付附加費用之方式

計92%供貨廠商事先訂定書面契約，支付連鎖便利超商附加費用，計80%的供貨
廠商係採直接扣減貨款方式，支付連鎖便利超商附加費用，計76%的供貨廠商事先取
得連鎖便利超商扣款帳單明細資料，始辦理扣款。

（二）供貨廠商支付附加費用佔總營業額之比例

供貨廠商在93年所支付給連鎖便利超商「附加費用」佔總營業額之比重，13%供
貨廠商支付比例介於16~20%；33%供貨廠商支付比例介於11~15%；21%供貨廠商支
付比例介於5~10%；17%供貨廠商支付比例介於5%以下。
（三）供貨廠商支付連鎖便利超商之附加費用項目

多數供貨廠商支付連鎖便利超商之附加費用項目分別為上架處理費（18家）、
新品陳列費（18家）、退佣（17家）、資訊處理費（17家）、入倉代送費（16家）、
DM廣告費（15家）、新店開幕（15家）、不退貨折扣（14家）及週年慶（13家）。
（四）供貨廠商認為前揭費用是否對商品銷售有助益及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之意見

（詳表4）：
1.上架處理費：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有助益；有10家供

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有7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超過
其可直接獲得利益；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未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

2.新品陳列費：有6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有助益；有9家供貨
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有6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超過其

18 為保護個別事業重要營業資料，本節的分析儘量以百分比或平均值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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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直接獲得利益；有5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未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
3. 退傭：有1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有助益；有10家供貨廠商

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超過其可直
接獲得利益；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未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

4. 資訊處理費：有2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有助益；有9家供貨
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超過其
可直接獲得利益；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未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

5. 入倉代送費：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有助益；有6家供貨
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超過其
可直接獲得利益；有4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未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

6. DM廣告費：有10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有助益；有4家供貨
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有2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超過其
可直接獲得利益；有5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未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

7. 新店開幕：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有助益；有3家供貨廠
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有4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超過其可
直接獲得利益；有5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未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

8. 不退貨折扣：有1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有助益；有6家供貨
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超過其
可直接獲得利益；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未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

9. 週年慶：有4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有助益；有4家供貨廠商
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有4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超過其可直
接獲得利益；有4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未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

綜合而言，供貨廠商支付給連鎖便利商店之附加費用共有23項（表4），累計36
家次認為有益商品銷售，77家次表示無助益，雖說供銷雙方本有利益之爭，但供貨廠
商大多仍傾向認為對商品銷售不一定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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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供貨廠商支付連鎖便利超商附加費用項目表
                                                        單位：家次

附加費用
項目名稱

有支付該項
認為該項附加
費用

認為該項附
加費用

認為該項附
加費用

認為該項附
加費用

附加費用之
對銷售商品有
助益

對銷售商品
無助益

超過供貨廠
商可直

未超過供貨
廠商

供貨廠商家
數

 之供貨廠商
家數

之供貨廠商
家數

接獲得利益
之家數 利得者家數

退傭 17 1 10 3 3
上架處理費 18 3 10 7 3
新品陳列費 18 6 9 6 5
 DM廣告費 15 10 4 2 5
資訊處理費 17 2 9 3 3
發票廣告費 2 0 1 2 0
端架 4 1 0 1 0
燈箱廣告 1 0 1 0 0
結帳櫃台 1 0 0 1 0
試吃台 1 0 0 1 0
商品耗損 10 1 6 3 0
新店開幕 15 3 3 4 5
週年慶 13 4 4 4 4
節慶促銷費 8 1 2 4 1
店面改裝贊助
費 6 0 2 2 1
現金折扣 4 0 2 2 0
不退貨折扣 14 1 6 3 3
入倉代送費 16 3 6 3 4
禮券處理費 2 0 1 1 1
付款明細費用 3 0 1 2 0
盤差補助 1 0 0 0 0
棧板處理費 1 0 0 0 0
優惠毛利 1 0 0 0 0
累計 --- 36 77 54 38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



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探討 363

肆、公平交易法對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評價

一、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介入之理由與相關處理原則

相較於過去傳統通路型態，連鎖便利商店可以享有以下四種競爭優勢：一為連鎖

便利商店具有「規模經濟」的效益，因為其可匯集眾多的顧客，隨著顧客及銷售量的

增加，平均每項產品所負擔的賣場租金、運送及存貨、人事管銷等固定成本會逐漸下

降，因此可享有規模經濟的效益；其二為連鎖便利商店具有「範疇經濟」的效益，因

為連鎖便利商店產品線較傳統零售商店完整，可以滿足消費者購物需求與消費習慣，

因此可以獲取「範疇經濟」的效益；其三為具有「垂直整合經濟」的效益，連鎖便利

商店取代部分傳統批發商、中間商所提供的協調交易雙方、價格發現、匯集個別需求

的功能，亦即所謂「去中間商」(de-intermediaries)，縮短商品從生產者到消費者的通
路距離，進而節省商品在通路過程中層層轉售所產生的費用；其四為連鎖便利商店具

有較大的「買方力量」(buying power)，因為其匯集眾多個別消費者的買方力量，較
傳統通路商有更大的議價能力，在與供貨廠商談判過程中，可獲取較為有利的價格或

交易條件，具體的表現在較低的進貨價格及收取的附加費用。

對競爭法主管機關而言，上述連鎖便利商店所具有的「規模經濟」、「範疇經

濟」及「垂直整合經濟」等競爭優勢，純粹係反映其經營效率，連鎖便利商店的發展

雖導致許多傳統通路商被迫退出市場，但是競爭法或競爭政策的目的是「保護競爭，

不保護競爭者」（protect competition, not competitor），所以競爭法主管機關不用也不
能加以干涉，較有爭議的部分是在連鎖便利商店運用買方力量方面。對市場競爭或消

費者福利而言，連鎖便利商店一方面藉由其買方力量，在與供貨廠商談判過程中，將

獲取較為有利的價格或交易條件，假設通路市場具有足夠的競爭性，則流通業者在與

供貨廠商談判過程所獲得的買方剩餘，將會反映在較低的零售價格，而有利於消費者

權益。但另一方面，連鎖便利商店業者如果濫用買方力量，長期而言將會造成上游較

不具談判力量的小型供貨廠商被迫退出市場，或是形成市場進入障礙，使上游供貨廠

商市場的集中化或缺乏競爭，進而使商品批發價格上漲，連帶造成較高的零售價格，

而損害消費者福利。因此在連鎖便利商店市場具有買方力量時，供貨廠商與連鎖便利

商店之間上、下游垂直交易關係中收取附加費用的課題，則顯得益形重要。

19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125次、153次、173次委員會議討論決議。
20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375次、420次、437次、467次、470次等多次委員會議討論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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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費用的收取可否有提昇經濟效率或是損害競爭，相關的文獻或實證迄今仍未

有定論，在國外實務上也出現迥然不同的評價。我國則對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行為

採取較為折衷的評價，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一方面並不全面禁止流通事業收取附加

費用行為，另一方面則致力於有效規範流通事業「不當」收取附加費用行為，因此從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成立伊始，即訂有「大型流通業經營行為導正內容與期限」，

其後並訂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關於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案件處理原則」19(以
下簡稱附加費用處理原則)20，並規定不當收取附加費用行為將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
條第6款或第24條規定論處。

至於上開附加費用處理原則中，對於判斷是否構成「不當」收取附加費用行為，

隱含二個檢驗原則：「優勢地位原則」與「直接關連性與比例性原則」。至於「優

勢地位原則」原則之判斷，必須檢視流通事業相對於其供貨廠商是否具有優勢市場地

位，進行這項檢驗的原因在於附加費用的協議，若是基於供貨商與流通事業間平衡的

市場力量(即談判力量)運作的結果，則雙方自願性的交易結果(即附加費用的支付與收
受)係符合經濟學所謂「柏雷圖改進」(Pareto improvement)。因此只有流通事業相對於
供貨廠商具有優勢地位時，流通事業挾其強大的談判力量，要求供貨廠商支付附加費

用，因為此時附加費用的協議多少帶有強制(cohesive)性質，才需要進一步檢視是否
構成不當收取附加費用。至於「直接關連性與比例性原則」則是審視流通事業收取的

附加費用「用途」是否有助於促進供貨商的商品銷售，及附加費用的「額度」是否超

過供貨商所能獲取的利益。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基於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立場，在公平交易法法條及其訂定

之附加費用處理原則下，歷來已收辦並處分諸多涉及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之案例，

臚列如表五。流通事業不當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係被認定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
而在將具體案例涵攝於上開法條時，必須判斷3個要件：第一，事業之行為是否屬欺
罔或顯失公平；第二，事業是否濫用其所具有之市場優勢地位；第三，事業之行為是

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以下則依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案例及相關行政法院判

決予以分析21。

二、附加費用收取行為之違法構成要件及案例分析

（一）事業之行為是否屬欺罔或顯失公平

如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就此行為要件之決議，將其處理連鎖便利商店案例

（表5）予以分類，可分為二大類型：一為同時收取不同名目附加費用之合理性予以

21 95年5月9日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重要案例研討會引言報告。



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探討 365

表5   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相關處分案例一覽表
被處分人 處分事實及理由 罰鍰金額 處分書文號

統一超商
股份有限
公司

新店開幕贊助金分為「新開店」及「百店」
兩種，當店數滿百整數時，被處分人除收取
「新開店」之附加費用外並收取「百店」附
加費用。

(處分，無
罰鍰規定)

86.03.22 
(86 )公處字
第036號

家福股份
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向供應商收取上架服務費後，另又
以大量專案採購之優勢以低價取得相同商
品，排除供應商依約參與競爭，卻未於合約
條款中就促銷專案可能排除向供應商進貨之
情形預為說明，致供應商未能預見該項經營
風險而遭受經營困境，足以影響該商品供銷
業務之交易秩序。

(處分，無
罰鍰規定)

87.04.30
（87）公處
字第098號

家福股份
有限公司

於全國補充合約中，訂定「補充固定退佣」
之交易條款，向供貨廠商收取不當附加費
用，該費用與商品銷售無直接關係。

400萬元
89.11.04
（89）公處
字第178號

福客多商
店股份有
限公司

於交易協議書中，訂定「新開店協贊費」及
「週年慶贊助費」，於新開店數滿百整數
時，除收取「感恩(百店)慶贊助費」之附加
費用外，並重複收取「新開店慶協贊費」附
加費用，對促進商品販售，並無提供重複效
益。

60萬元
90.07.20
（90）公處
字第087號

萊爾富國
際股份有
限公司

於「交易推廣合約書」中，訂定「百店慶贊
助費」及「新開店促銷推廣分攤費」，於開
店數滿百整數時，除收取「百店慶贊助費」
之附加費用外，並重複收取「新開店促銷推
廣分攤費」附加費用，對促進商品販售，並
無提供重複效益。

100萬元
90.07.20
（90）公處
字第088號

惠康百貨
股份有限
公司

於「業務協商」定型化契約中，訂定「新舖
開張贊助金」、「新舖開張折扣」、「店舖
改裝重新開幕贊助金」、「改裝店開張折
扣」等項目，強制供貨廠商重複負擔該等附
加費用，係加諸於供貨商之重複額外負擔。

200萬元
90.07.20
（90）公處
字第089號

家福股份
有限公司

1.與供貨商簽訂「全國性合約」前，未就全
年度促銷活動進行協商，逕自訂定收取顯超
過供貨廠商可直接獲得利益之「全國性促銷
費」。
2.以單方制定之「新店開幕贈品承諾書」及
「重新改裝新開幕贈品承諾書」，強制供貨
廠商重複負擔與「全國性合約」中所載「開
幕特別條件」及「店面改裝新開幕特別條
件」用途相同之附加費用。

500萬元
90.12.07
（90）公處
字第1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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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相關處分案例一覽表(續)
被處分人 處分事實及理由 罰鍰金額 處分書文號

富群超商
股份有限
公司

供貨廠商為取得上架機會，已支付被處分人
一定金額之上架費，被處分人卻恃其相對優
勢地位，於其單方制定之「新商品廣告費協
議書」定型化契約中，訂立抽象不明確之下
架條件，並將商品下架，利用供貨廠商普遍
處於期待維持既有業務關係之壓力下，迫使
供貨廠商接受該項不公平交易條款，而使市
場競爭本質受到傷害，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顯失公平行為。

60萬元
91.11.29
公處字第
091193號

大潤發流
通事業股
份有限公
司

於採購合約中訂有「最低贊助金額」規定，
不論被處分人當年度實際採購金額有無達到
預估採購金額，供貨廠商至少須繳納予被處
分人之附加費用，未考量供貨廠商在年度中
所遇之不可抗力因素致銷售金額有所變化，
成為供貨廠商在期待與被處分人持續往來業
務下，不得不接受之交易條款，且儼然成為
保障被處分人至少可以獲得之利益，顯不合
理，同時供貨廠商銷售商品情形愈不佳者，
相對地須繳交更高比例附加費用，超過供貨
廠商可直接獲得之利益。

120萬元
94.05.20
公處字第
094053號

資料來源：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及新聞稿資料整理。

判斷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其次為附加費用收取及其相關條件之揭露予以判斷是

否違反公平交易法。茲分別說明如下：

1.同時收取不同名目附加費用之合理性

案例1：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新店開幕贊助金分為「新開店」及「百店」兩
種，當店數滿百整數時，除收取「新開店」之附加費用外並收取「百店」附加費用。

（86公處字第036號）
案例2：福客多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於交易協議書中，訂定「新開店協贊費」及

「週年慶贊助費」，於新開店數滿百整數時，除收取「感恩(百店)慶贊助費」之附加
費用外，並重複收取「新開店慶協贊費」附加費用。（90公處字第087號）

案例3：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於「交易推廣合約書」中，訂定「百店慶贊助
費」及「新開店促銷推廣分攤費」，於開店數滿百整數時，除收取「百店慶贊助費」

之附加費用外，並重複收取「新開店促銷推廣分攤費」附加費用，對促進商品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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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提供重複效益。（90公處字第088號）
上開3案中，被處分之便利商店業者均係於新開店時，已向供貨商收取新開店

之附加費用，而至新開店數為滿百整數時（即新開店適逢第100家、第200家、第300
家…），並再重覆收取「百店」附加費用。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不論被處分

人新開之店面係第99家或第100家，對於供貨廠商而言，均僅增加1個零售點，對促進
商品販售，並無提供重複效益，故該等便利商店業者實係另立名目重複收取相同關聯

性之附加費用，係屬不當。

上開3案之被處分人均提起訴願而遭駁回，其中福客多及萊爾富進一步提起行政
訴訟，該二公司一審勝訴22，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將原

判決廢棄發回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23，經更審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勝訴24，於訴訟程序中，爭點主要在於被處分人優勢地位之認定，法院並未

對相關費用是否屬相同關聯性而不當重複收取乙事表示意見。

2.附加費用收取及其相關條件之揭露

案例1：富群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向供貨商收取上架費，卻未將下架條件明確化
案。（公處字第091193號）

該案中，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富群超商向供貨廠商收取之附加費用本身

雖無不當，但供貨廠商為取得上架機會，已支付一定金額之上架費，惟富群超商在契

約中對於商品下架條件卻僅規定「當新商品『銷售不佳』經富群超商刪除下架時，供

貨廠商於接獲富群超商通知後，應於14天內前往富群超商各店辦理退貨…」，而對於
「銷售不佳」之下架條件、標準、時點等並未明確定義，亦未提供相關財務資料佐

證，即逕於供貨商新商品上架銷售數月後，自行判定「銷售不佳」並將責任全然歸於

供貨廠商，致供貨廠商產品突遭下架，於短期之內亦難另尋其他替代通路，對供貨廠

商帶來不能預計之不利益，屬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該案富
群超商提起訴願遭駁回，其後未再提起行政訴訟。

（二）事業是否濫用市場優勢地位

1.市場優勢地位之認定

由於流通事業與供貨廠商間為垂直交易關係，因此認定事業具有市場優勢地位

有別於一般所謂具絕對性市場力量(market power)之獨占事業或具有市場支配地位

2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10月7日91年度訴字第2485號、第1625號判決。
23 最高行政法院94年4月14日94年度判字第00542號、第00543號判決。
2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4月13日94年度訴更一字第00093號、第00094號判決。
25 單驥、何之邁、吳秀明(1999)，「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以公平法立場研
析適用」，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88年度合作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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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dominant position)之事業。而競爭法對於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事業之管制，應探
究者為「相對於」某事業是否具有市場力，亦即其市場力量僅存在於特定交易相對人

之間，而非如獨占事業之獨占力於一般市場均普遍存在。從依賴性理論之觀點認為，

市場力量之「相對性」則具體表現在交易相對人對於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事業之「依賴

性」上，而依賴性之有無，應以交易相對人是否具有所謂「足夠且可期待之偏離可能

性」作為判斷依據25。流通事業與供貨商之上、下游間「相對優勢」之產生，係供需

雙方交易活動之結果，由於供貨廠商與流通事業屬繼續性之交易關係，此種持續穩定

的交易，對上游供貨廠商而言，有助於掌握未來銷售數量，以便事前規劃原料採購、

生產規劃及庫存作業；對下游流通事業則可收穩定供貨來源，避免價格波動及節省庫

存管銷成本等功效，是以雙方均可從穩定交易中獲利。但是當通路市場集中度較高，

而供貨廠商市場集中度相對較分散時，供貨廠商可選擇之替代通路將較少，而流通事

業可選擇之貨品來源將較多；其次當雙方建立長久以來的交易關係，形成交易上專屬

投資關係 (relationship of specific-investment)時，就供貨廠商而言，即便有其他替代通
路存在，轉換交易對象將面臨前述專屬投資的損失，而下游之通路業者極有可能利用

對方之依賴性，進行所謂機會主義行為榨取對方，供貨廠商在此情形下，即形成所謂

套牢(hold-up)問題26。因此從經濟效率之觀點來看，市場相對優勢地位係指在特定交

易關係中取得更大的談判力量27。

無論從依賴性理論觀點或經濟效率觀點，依據附加費用處理原則第4點規定，行
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認定流通事業是否具有市場優勢地位時，所審酌的因素包括：

流通事業相對於供貨廠商之營業規模及市場占有率、供貨廠商對事業於交易上之依賴

程度、供貨廠商變更商品販售通路之可能性以及該特定商品之供需關係。而在諸多案

例中亦不難窺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判斷連鎖便利商店是否具有相對優勢地位，

除考量供貨廠商於該便利商店之銷售金額外，尚審酌事業之市場地位、營業規模、供

貨廠商對其依賴程度及供貨廠商變更商品販售通路之可能性以及該當商品的供需關係

等各項要素等因素綜合判斷28，且無須以該流通事業是否具市場支配地位為前提，僅

須以其與垂直之交易相對人之關係上，居於相對優勢為已足。

上開判斷原則適用於具體個案時則為（90）公處字第087號、第088號福客多及萊
爾富不當重複收取附加費用，綜合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向行政法院提出之答辯理由

及行政法院判決之理由如下：

26 最高行政法院94年11月17日94年度判字第01786號判決。
27 同註24。
28 (90)公處字第087號、第088號二案之行政訴訟中公平會答辯理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

4月13日94年度訴更一字第00093號、第00094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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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市場行銷實務上，供貨廠商之商品倘屬新參進品牌，在口碑尚未建立、消
費者大量採購之機率甚低之情況下，新商品曝光展示機會之多寡為銷售成敗之重要因

素，而由於連鎖性便利商店具有營業據點眾多、可同時上架銷售之特點，亦使連鎖便

利商店成為供貨廠商兵家必爭之地，而為菸酒零售點、超級市場及大型量販市場無法

取代。

(2)該案供貨商乃經營香煙商品為主之供貨廠商，而國內煙品之消費習慣，多為
消費者親至香煙零售點選購，致香煙供貨商對末端通路依賴甚深。而福客多及萊爾富

全國總店舖數各有200多及500多家，意謂供貨廠商之商品一經渠等同意銷售，全國立
即會有200多個或500多個零售點同時將該商品上架陳列，此一通路特性正符合香菸供
貨業者所需，而在掌控末端通路市場等同掌控零售市場之經濟現況下，便利商店業者

顯為其重要交易相對人。

(3)就商品銷售而言，鋪貨點之普及與消費習慣之建立，事涉企業長期經營與績
效良窳，絕非以某時點之銷售量即得判斷，且供貨商倘欲變更與其交易之連鎖便利商

店，除非其商品為利基商品，否則能否以較佳之交易條件與其他連鎖便利商店締約之

決定，非其所得掌控。況就該案供貨商與連鎖便利商店之締約情形以觀，其原有之連

鎖便利商店經銷通路係包括統一超商、全家便利商店、萊爾富、富群及福客多等五大

便利商店系統，惟最後卻僅剩中日超商一家，益證連鎖便利商店相對於新參進品牌之

供貨廠商握有締約及商品上、下架之主導權。

2.市場優勢地位濫用行為之認定

於認定流通事業具有市場優勢地位後，其次即須判斷其行為是否該當「濫用」前

開優勢地位。根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訂定之處理原則之規範目的，以及相關案

例之處分書及行政訴訟答辯書狀，可歸納出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認定標準如次：

(1)交易之長期性與持續性。蓋於長期性或持續性交易，因交易當事人對於未來
長期交易之期待，時而須做出一定之投資，以節約交易成本並促使整體交易能更有效

率之進行，倘遇有具相對優勢地位之事業濫用其市場地位，勢將導致交易相對人因心

生疑慮而不敢從事合理投資，從資源配置效率之經濟分析觀點，此時即有必要藉由法

律強行介入規範。

(2)供貨廠商負擔之附加費用若為不合理，其何以於簽約時仍同意該項條款。蓋
供貨商之所以願意在流通業並未支付同等對價之情況下，支付附加費用，乃是懼怕若

拒絕支付，可能遭致斷絕交易關係之報復，使自己蒙受經濟損失，此種非自願性支付

之附加費用將可能使事業不去從事具有經濟效率之投資，並導致整體交易成本提高，

使資源配置之達成受到不當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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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附加費用本身之性質、用途亦為考量因素之一。蓋流通事業之營業利益應由
銷售商品而來，其欲謀求獲利之增加，應經由調高零售價或降低進貨成本，不可藉由

收取附加費用之方式不當保障其獲利。

上開判斷原則適用於福客多及萊爾富之個案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即認為被

處分人以制式合約強制重覆收費之情形，其對所屬供貨商之交易相對人而言，係加諸

於供貨廠商之重覆額外負擔，增加供貨廠商之營業成本，從而剝削其正常經營利潤，

且該強制重覆收取附加費用對促進商品之販售，並無提供重覆效益，僅係利用供貨廠

商普遍處於期待維持既有業務關係之壓力下，迫使供貨廠商負擔該項附加費用，而使

市場競爭本質受到傷害，其行為已具有商業競爭倫理之非難性，再依該公司與檢舉人

之市場相對優勢地位而論，前開強制重覆收取附加費用行為，屬一種對交易相對人

為不當壓抑，強迫交易相對人接受不公平交易條款的行為，亦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
29。

然而於福客多及萊爾富重複收取附加費用2案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就該案中之相對優勢地位認定有所疑義，判決表示：「所謂相對優勢

地位者，既言『相對』，則非以事業居市場之『絕對』勢力衡量，而應以供給與需求

雙方於特定交易關係中是否生「相對」經濟依賴關係，而為評斷」、「依原告之營業

規模及上揭市場占有率以觀，檢舉人非無變更商品販賣通路之可能性，是原告之於檢

舉人是否果居於優勢地位，已屬可疑」30。

但上開判決其後遭最高行政法院廢棄發回，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茲因多數相對經

濟力量薄弱之中小企業廠商，縱使對本身將造成顯著不利益之情形下，亦不得不同意

負擔該等附加費用……則被上訴人是否以其具有優勢交易地位侵害競爭秩序所欲實現

資源分配之效率性及競爭行為賴以存立之健全交易社會，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
規定，並非無再探求之餘地。原判決以進貨金額不高，檢舉人對於被上訴人於交易上

之依賴程度仍屬有限，且檢舉人非無變更商品販賣通路之可能性，被上訴人之於檢舉

人是否果居於優勢地位，不無可疑，已嫌速斷」31。該二案經發回更審後，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認為，福客多及萊爾富等連鎖便利商店因握有締約及商品上、下架之主導權

而具有相對優勢地位，檢舉人並無特殊交易條件排除其相對優勢地位，於定型化契約

中，並無明文約定保證供貨廠商可使用新開店之通路，且系爭附加費用系在新開店滿

百時，另立名目重複收取相同關連性之附加費用，而該附加費用對促進商品銷售並未

29 (90)公處字第087號、第088號處分書。
3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10月7日91年度訴字第2485號、第1625號判決。
31 同前註，最高行政法院94年4月14日94年度判字第00542號、第00543號判決。
3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4月13日94年度訴更一字第00090號、第0009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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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雙倍效益，其收取行為實欠缺正當合理性，因此認定福客多及萊爾富已濫用相對

優勢地位32，雖福客多及萊爾富分別又提起上訴，然最高行政法院已駁回萊爾富之上

訴33。

（三）事業之行為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自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案例中，可歸納出其判斷個別流通事業之行為是

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依據，主要考量下列三點因素：

1.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營業規模及展店家數。因此等資料顯示個別流
通事業在相關市場上所具有之市場力量，亦代表其影響力高低程度。於所有處分書

中，均可看到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提出統計資料，顯見上揭因素為不

可或缺之判斷要素。

2.事業行為影響所及之交易相對人數量。按行為之普遍性愈高、涉及之交易相對
人愈多，即代表其對市場交易秩序之影響愈廣；尤其在流通事業以制式定型化契約訂

定不當收取附加費用條款之情形下，不但可推知其對絕大部分既存之交易相對人從事

濫用優勢地位之不公平交易行為，更顯示該等行為如不予以處罰扼止，則日後其行為

將持續影響其他潛在交易相對人。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書中，亦常見論及

此點，並輔以既存之交易相對人數量予以佐證。

3.事業行為對於個別廠商是否已發生實質之損害。由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構成
要件僅須「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即為已足，倘若行為確已發生影響交易秩序之實害，

更可確證其該當上開構成要件。例如於家福公司向供貨商收取上架服務費後，又向製

造商大量採購取得相同商品以低價促銷乙案中，家福公司之行為實質上已造成供貨商

因未能預見經營風險而遭受經營困境並結束該項商品之供銷業務，即為適例。

而司法機關對此項要件所表示之見解，以最高行政法院於家福公司重複收取附加

費用乙案判決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勝訴定讞之判決中所示內容，最為明確34：「上

訴人於判斷事業有無濫用權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行為，自須就事業與個別交易相

對人之市場力進行個案審查。原判決認以公平交易法第24條僅針對通案而言，而非針
對個別廠商之個案為判斷，未察交易行為於不同事業間有其個別差異存在，已有可

議。且流通事業不當收取附加費用，將使供貨廠商無法成為有效的競爭主體，傷害市

場公平競爭本質，且所增加供貨廠商之成本負擔將反映於商品最終零售價格，對消費

者利益產生負面影響，據此，上訴人雖依個別事業之檢舉展開調查，然因對個案所為

33 最高行政法院95年11月6日95年度判字第01756號判決。
34 同前註，最高行政法院94年11月17日94年度判字第01786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

4月13日94年度訴更一字第00090號、第0009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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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將使被上訴人或其他流通事業之類似行為產生警惕作用，自屬處理原則第5點所
稱『影響整體交易秩序』之判斷因素之一，與公平交易法第24條所規定『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要件尚無不合」。而在福客多及萊爾富重複收取附加費用2案中，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均認為35，該二連鎖便利商店相對於檢舉人係具有相對優

勢地位，在其以訂定不當收取附加費用條款之制式定型化契約與眾多交易相對人締約

之情形下，其對絕大多數交易相對人重覆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確實足以對交易秩序

造成一定之影響，且該等行為如不予以遏止，則日後其行為將持續影響其他潛在交易

相對人，對交易秩序構成更大損害。

伍、結論與建議

台灣連鎖便利商店在93年及94年向供貨廠商收取之附加費用項目計有新品陳列
（上架）費、固定退佣（新貨折扣）、附條件退佣、DM促銷費、燈箱費、發票廣告
費、端架陳列促銷費、節慶促銷費、新店開幕贊助費、週年慶贊助費、損耗品折扣、

不退貨折扣、入倉代送費（物流費用）及資訊服務處理費等14項。而供貨廠商對於附
加費用的看法，多數供貨廠商認為流通事業雖係依據雙方事先訂定之書面契約收取附

加費用，惟多數供貨廠商認為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且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

而供貨廠商與流通事業雖簽訂附加費用等相關契約，惟因中小企業廠商對流通事業依

賴，年度合約倘無法完成議約商品將遭下架停售，是供貨廠商處於期待維持既有業務

關係之壓力下，僅能接受流通事業之要求而支付附加費用。

緣於國內產業結構特性，以及流通事業與供貨廠商之間的資訊不對稱，行政院公

平交易委員會認為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行為可能有造成反競爭效果之虞，因此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基於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立場，在執行公平交易法相關條文及其依法

所訂定之規範下，歷來已處理不少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行為案件，違法案件中均以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論處。從處理的案件及進行行政訴訟的法院判決當中，可歸納
出在將具體案例涵攝於法條時，必須判斷三個要件：第一，事業之行為是否屬欺罔或

顯失公平；第二，事業是否濫用其所具有之市場優勢地位；第三，事業之行為是否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

在連鎖便利商店相關案例中，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均可自附加費用之名稱、實

際收取後之使用用途、收取數額等事實予以具體判斷，並說明認定其不符「直接關連

3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4月13日94年度訴更一字第00090號、第00093號判決；最高行政法
院95年11月6日95年度判字第0175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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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比例性」之理由，且行政法院之判決無論判哪一造勝訴，均不曾對附加費用

本身之合理性有所論述，惟被處分之事業於行政訴訟程序中，絕大多數均將爭點置於

市場優勢地位之認定上，然而，「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之認定，具有高度個案判斷性

質，且因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係發生在流通事業與供貨商之間，而與個別連鎖便利商店

在連鎖便利商店市場之占有率認定其市場力量有別，因此審酌重點包括供貨廠商於該

便利商店之銷售金額、事業之市場地位、營業規模、供貨廠商對其依賴程度及供貨廠

商變更商品販售通路之可能性以及該當商品的供需關係等各項要素等予以綜合判斷。

基於具有市場優勢地位及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涉及到個案發生時相關市場如何

界定，以及流通事業相關產業資料的蒐集與調查，因此本文建議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在有限行政資源下，對於流通業相關市場如便利商店、超級市場、量販店、百貨公

司乃至於新型態之大型購物中心等，漸次進行固定之產業結構調查，並建立完整產業

資料。其次，為維持流通業與供貨廠商之間的交易秩序，以及建立公平競爭的交易環

境，與產業界舉辦競爭議題座談會或研討會，聽取業界之意見，並配合產業發展現況

適時檢討修正相關處理原則或規範說明，亦為未來努力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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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Behavior of Collecting Additional Fees 
by Convenience Chain Stores

Yu, Chao-Chuan, Wu, Cheng-Wuh and Chen, 
Yuhn-Shan*

Abstract

The buying power of large chain stores is tremendously increasing in recent years. 
One of the obvious evidences is that they collect additional fees from the supply firm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arge convenience chain store to review the actual collections of 
additional fees. We discuss the theories of the impact on market structure. We then analyze 
the cases that were fined due to the violations of Fair Trade Act since the act was put to use. 
The judicial decision principles hence will be deducted.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most supply firm admit that large convenience chain stores collect additional fees 
based on the written contract, but they also claim these fees are not helpful for the sales 
of goods and the amount of the fees are higher than their direct gains from the sales of 
goods. The supply firms have to sign annual contracts that inferred various additional fees 
before they can supply their good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at most small/medium-sized 
supply firms are eager to maintain the existing channels, these firms generally accept these 
requirements for additional fees. The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TFTC) believes that 
these additional fees, including slotting allowance, might impose anti-competition effect. 
After reviewing the illegal cases fined by TFTC and judicial decision issued by courts 
of different levels, three conditions have to exist for the specific case to be fined. Firstly, 
the behavior of requiring additional fees is false, untrue or misleading. Secondly, the 
convenience chain stores abuse their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Thirdly, the behavior has 
already influences on the trade order.
Key words：additional fees, slotting allowance, convenience store, chain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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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吳教授秀明（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主持人、報告人陳科長還有在座各位先進大家好，今天很榮幸來參與第15屆的
公平法學術研討會。公平會持續辦理這樣的研討會，對於國內產官學的交流甚有助

益，實應予以肯定。回到這一篇文章，本文是我們的副座、主秘及陳科長三位的集體

創作，我想這是處理這樣一個實務發展之案例類型很好的研究組合。從這篇論文的內

容來看，也頗具有學術的品質與內容。對於這篇論文，我第一個感覺是處理問題的面

向很完整。本文第一個是處理經濟分析的部分，對於附加費用的收取，分析其經濟上

的利弊得失，扼要的歸納整理一些相關的經濟理論。再來就是，從經濟角度轉到事實

面的考察，將連鎖便利商店在我國的整體發展，有一個非常提綱契領的描繪，也就是

把我國便利商店的市場狀況，包括家數、集中度……等等，對於想要瞭解便利商店市

場問題的人有極大幫助。第三個則是法律層面的分析探討。在這部分本文基本上有兼

顧到下列面向：第一是規範制度面的處理，這裡主要是牽涉到所謂「相對市場優勢地

位」的要件與解釋適用之問題；其次，就是相關案例之研究。本文除了對於重要議題

整理出表格之外，也特別挑出具有爭議性的案例來深入探討，所以我覺得以上各層面

的組合，讓這一篇文章具有可讀性，這是不容易的。

在肯定之餘，以下幾點意見，是我看到或許可以再進一步研究的地方，謹予以提

出，目的是使本文能夠更臻完美。一篇論文的良窳，我們大概會從形式完整及內容充

實兩方面來看。在形式上本文有幾處引註到本會的研究計畫，個人建議應將該計畫的

作者註明，畢竟這是學術引註的慣例，不宜省略。其次在圖表方面，有些圖表未註明

資料來源，也宜補充。如果圖表是作者自行整理的，習慣上還是會註明由作者自行整

理，讓大家了解這是作者辛苦的心血。

在實質內容部分，第一個問題就是市場劃定的問題。本文是以連鎖便利商店作為

一個市場來討論，但是在討論到相對市場優勢地位的時候又提到包括大賣場及百貨公

司超商等，似乎有一些不一致，而這一直是我們在處理連鎖便利商店市場力濫用時的

難題。今天我們是把它放在第24條或是19條的架構之下談，但其實我們都沒有去觸及
到第10條獨占管制之問題。這裡就是涉及到市場劃定，如果把市場只劃在便利商店，
那麼統一的市占率已經快要超過二分之一了，就算他自己沒有超過，但是加上全家的

話，一定超過公平法第5條的獨占管制門檻，而且其銷售額基本上也都超過10億。但
是如果與所有其他的大型流通業者劃入同一市場，則其市場占有率可能就不到獨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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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門檻。大型流通業之市場劃定，當然有一定的難度。是不是24小時的便利商店可
以獨立劃出一個「次市場」，實不無疑問。這些業者基本上都是銷售不同種類多樣商

品的零售商，但是其與大賣場仍有很多的不同。這些特色是不是可以導致區隔出不同

產品市場，值得進一步做研究。過去因為一直把它與大賣場、百貨公司等劃在同一個

市場，所以一直沒有辦法構成一個獨占事業。其結果就是永遠會放在相對市場優勢地

位的架構下去處理，所以這一點是個人認為本文可以進一步討論的地方。

第二點是關於文獻回顧之部分。當我看到這個標題時，本來以為作者會去談有

關連鎖便利店規範的相關文獻。結果讀其內容，談的是附加費用究竟是促進或反競爭

的經濟上爭議的問題，並無處理任何國內外相關之法律文獻。所以個人建議這一個部

分之標題或可略做調整，以反映它的實質內容。因為其實作者並沒有去談整個題目所

涉及的相關文獻，只是談經濟部分的文獻回顧問題，所以標題也許可以作些調整。再

來就是第21頁這邊，在處理相對優勢地位的構成要件分析這裡，談到第一個是欺罔或
是顯失公平的問題，第二個是濫用市場優勢地位，第三個是足以影響市場競爭。這是

作者認為在第24條的架構下處理相對市場優勢地位時，要從上述三個要件切入。其實
第一個與第二個要件有所重疊，因為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之濫用基本上就是欺罔或是顯

失公平的一種類型。我們說第24條是一個概括條款，需要透過類型化才能具體化其內
涵，公平會為此也訂定有處理原則。根據處理原則，其實相對市場優勢地位的濫用是

欺罔或顯失公平一種類型，所以這兩者在邏輯上是不能並列為要件的。關於這點，似

宜作一些新的安排。

回到相對市場優勢地位或是附加費用的問題，本文把關鍵案例中雙方攻防的重點

作出整理，生動地告訴我們案例發展情況。我們可以看到附加費用的收取，甚至拉到

更上位的相對市場優勢地位濫用，其實已經成功地發展成為第24條的一種行為類型。
這種行為類型已經清楚地獲得我國法院之認可，而且在學界也可以看到數篇文章肯定

這種行為類型。此一確立類型化的工作，可以說是公平會多年實務努力的功勞，也成

為我國公平法第24條的特色之一。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相對市場優勢地位的處理在某
些地方的爭議性與難度，其實是比獨占管制還高。因為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不是一種絕

對的市場支配地位，當事人間的意思自治應獲得較高度的重視。雙方當事人一般透過

彼此的簽約行為，其實對於約定之內容是有所同意的。但是這邊會涉及到本文所說的

「不得已」，就是說因為彼此間存有高度的經濟依賴關係，而使得一方在非常心不甘

情不願的情形下還是簽了。因此在法律上我們必須去看有哪些「情非得已」的情況是

我們應該以法律予以介入的；而哪些另外的情況則是我們該把它留給契約自由的。記

得當年與單委員、何委員一起做依賴性理論的計畫時，單委員就曾特別提醒我說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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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優勢地位之諸多情況是你情我願的，這是要特別要謹慎的地方。就這一點而言我

們認為相對市場優勢地位的認定，比獨占事業的認定還要困難。本文有處理一些具體

標準，學界的一些文章也有所探討，但我一直認為這部分是可以再努力加強的。構成

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基本上只是一種主體資格，本身並不違法，必須再加上濫用其地位

才會違法，可是這個優勢地位的認定標準，還要再深化其研究。本文在這點上，整理

多於創新，仍有一些加強的空間。

簡單舉本文所處理之福客多、萊爾富的案子，它本身有幾百家加盟店、菸酒銷

售占百分之多少，其實並非關鍵，如果我可以很輕鬆地找到別人交易的話，法律就沒

有必要介入。關鍵乃是否「非你不可」或「沒你我會很慘」，也就是我對你有無高度

的依賴性，譬如套牢等等情形。經濟上依賴性的重點，第一個應該是說我若偏離你的

話，是否還可以找到其他的交易對象，即這個轉換可能性是否開放與存在；第二個

是，如果有此可能，那我的轉換成本的高低如何？如果高到我付不起，那也等於是關

閉轉換管道。再來，就算我可以在一定的成本下轉換，對於我的競爭條件，也就是供

貨商之間的競爭條件有何影響，會不會因為轉換到另一家事業，競爭上就會變得很不

利？其實這才是依賴性理論真正的判斷重點，這一點我們可以再一起思考，而本文在

這些問題上也似乎仍還有不少發揮之餘地。我的評論意見，大致上就是這幾點。總體

而言，我要肯定這一篇論文的貢獻，我在準備時非常愉快地閱讀，而且在閱讀之後也

收穫很大。當然，這個議題還有待理論與實務繼續耕耘的地方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