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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量販店、便利商店、與超級市場，是台灣的前三大流通業。近幾年來，此

三大通路之經營規模以迅速擴張之姿大舉進入台灣的各處鄉鎮市集，加上各路

通路商間頻繁的兼併與重組，使得我國通路產業的集中度不斷提高，通路商在

批售與中間商品市場的買方優勢力量日趨明顯。這些擁有市場主導力量的大型

通路商通常會要求上游供應商給予較優惠的進貨價格，或者向其施加各種的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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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交易限制。這些現象引起了學術理論界的高度關注，許多學者對大型通路商

的買方力量（buyer power）問題進行了研究，近期內也獲得了不少成果。本文
擬就通路商買方力量的界定、成因、及其經濟效果等方面對近期的研究成果進

行整理與評述，並在此基礎上對政府管制買方力量的政策作為提出建議。

關鍵字：買方力量、附加費、上架費、流通業者、垂直限制

壹、前言

量販店、便利商店、與超級市場，是台灣的前三大流通產業。在下面的表

1至表3裡，我們分別羅列了這三大流通業中前三大廠商的市場占有率。這些數
據的內容顯示，近幾年來此三大通路之經營規模以迅速擴張之姿大舉進入台灣

的各處鄉鎮市集,加上各路通路商間頻繁的兼併與重組，使得我國流通產業的集
中度不斷提高，通路商在批售與中間商品市場的買方優勢力量日趨明顯。

表1　前三大量販店市場占有率

店鋪數占有率 營業額占有率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家樂福 50.8% 52.7% 41.7% 43.3%
大潤發 19.7% 21.4% 27.6% 29.0%
Costco 4.9% 4.5% 16.5% 15.1%
總　計 78.6% 78.6% 75.8% 87.4%

資料來源：摘錄自李佳茹（2011）

表2　前三大便利商店市場占有率

店鋪數占有率 營業額占有率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統一超商 51.2% 52.1% 69.9% 68.8%
全家 25.9% 25.2% 18.5% 17.8%
萊爾富 13.4% 13.4% 7.1% 8.6%
 總計 90.6% 90.8% 95.5% 95.3%

資料來源：摘錄自李佳茹（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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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前三大超級市場市場占有率

店鋪數占有率 營業額占有率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全聯 34.7% 33.3% 39.5% 34.7%
頂好 19.8% 17.9% 13.8% 13.2%
松青 5.3% 5.8% 4.1% 4.6%
 總計 59.8% 56.9% 57.3% 52.5%

資料來源：摘錄自李佳茹（2011）

這些大型的通路商因其購買量巨大而擁有一定的購買勢力，從而能夠由上

游的供應商那裡獲得較為低廉的批發價格，然後利用其成本優勢在零售市場上

賺取高額的利潤。從公平交易秩序的維護而言，至少存在著下列三點疑慮，值

得我們特別去關注通路商買方勢力的操作所衍生出來的效率問題與政策意涵。

首先，通路商通常藉由水平或垂直的兼併來擴大其經營範圍與銷售規模，

進而由規模的創造逐步增強其與供應商談判時的買方力量，因此流通產業的合

併往往伴隨著買方力量的增加。有些學者認為下遊流通產業買方力量的增加可

以抗衡上游供應商在中間財或批發市場上對於價格操控的力量，因此通路商的

買方力量具有改善垂直相關產業在生產效率上不足的問題。
1
但是，社會大眾

或主管當局對於產業中（特別是下游部門）廠商的合併行為在習慣上都會有所

疑慮，從而買方力量的效率觀點是否可以作為消除流通產業合併疑慮的有效論

述，是一個值得我們深入討論的有趣問題。

其次，上游供應商在處理大型通路商的買方力量問題時，為了期望能夠彌

補給於後者較優惠的交易折扣而蒙受的經濟損失，有可能間接的同時調高對其

他中小型通路商的進貨價格，進而更加鞏固了大型通路商在下游最終商品市

場上的競爭優勢。這種因大型通路商買方力量的存在而導致其對手進貨成本增

加的現象，學者們慣稱為「水床效果」（waterbed effect）。很明顯地，「水
1 關於下游廠商買方力量的論述最早可以追溯到  Gra lbra th（1954）的研究。

Galbraith 曾經指出，大型零售企業能夠對供應廠商形成很強的買方力量，這種
買方力量的存在可以降低批發價格，從而導致零售價格的下跌，因此零售商的
買方力量有利於抗衡上游廠商的壟斷勢力，並有助於改善社會福利。但是，因
為Galbraith的觀點缺乏理論依據和實證支持，隨即遭到了一些學者，如Stigler
（1954）與Hunter（1958）等的批評。我們在4.1節中將進一步說明近期學術界對
於買方或抗衡力量的研究成果。



第 19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60

床效果」一旦存在必然會引發社會大眾對於流通產業是否產生不公平競爭的疑

慮，但是我們也不可忘記通路商或許也會將其所享有的優惠折扣傳遞給消費者

分享，那麼如何去衡量買方力量的「水床效果」與其價格傳遞功能，並比較其

輕重，將是主導行政當局是否對流通產業進行干涉或管制的一項不可忽略的因

素。

最後，隨著通路商規模化與連鎖化的發展，大型通路商已逐漸成為垂直

產業鍊裡的主導企業，有實力可對上游的供應商施加各種的垂直限制（vertical 
constraints）手段。譬如，大型通路商會向供應商收取各種名稱的上架費，促
銷活動的贊助費，或者要求簽訂專門供應的排他性協議等。往昔學者們在研究

垂直相關產業的契約關係時，主要在討論供應商會如何運用其市場勢力對通路

商進行零售價格限制、獨家代理、或獨佔區域銷售等契約安排，
2
對於通路商

以其買方力量「反相」操作垂直限制的作法相對的在研究上薄弱許多，如果我

們只憑直覺的推理將供應商實施垂直限制的相關結論用在後者的情況，很有可

能會導致錯誤的判斷。因此，針對通路商的買方力量所產生的各種垂直限制行

為進行學理上的討論，以瞭解其背後的福利效應，將有助於我國在制訂與流通

產業相關的公平交易政策上提供一定的見解與幫助。
3

在傳統的經濟學教科書架構下，研究者經常有意或無意的忽略了商品配銷

與零售的活動，儘管後者在一般國家經濟體系的運作裡之重要性日趨顯著，活

動範圍日趨繁密。可是，就算早期的經濟理論對於產業的配銷與零售略而不

談，卻也無法漠視管銷通路關係在許多國家形成反托拉斯法的過程裡往往扮演

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例如，美國在1890年就是因為關注了大型肉商的市場操作
力量而起草了著名的Sherman法案，而1936年的Robinson-Patman法案則是設計
用來處理百貨零售業的競爭問題。

自上世紀八零年代開始，經濟學家們逐漸認識到產業中的資源配置效率不

可忽略零售商的角色，而在分析模型裡逐漸納入零售商地位的探討，但是大多

數的產業組織文獻仍然慣常引用簡化的「生產者—消費者」模型來處理製造商

2 坊間探討上下游產業垂直限制行為的書籍相當多，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Whinston
（2006）第四章對於這類研究的文獻整理。

3 現今我國對於流通事業垂直限制行為的規範首見於2000年11月公布之「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案件之處理原則」，其目的為避免流通事業濫用市
場優勢地位向供應商不當收取各種附加費用。爾後，為了確保百貨公司與專櫃廠商
間重要交易資訊揭露之明確充分，公平會於於2004年10月又通過「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百貨公司與專櫃廠商間交易行為之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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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商與零售商的關係，因此學者門所構築的一整串垂直產銷關係就如同設
計一系列傳統市場買賣行為的理論架構。事實上，在處理產業垂直關係的經濟

文獻裡有大量的文章就是假設在這類的模型上面。在本文裡，我們將在下面清

楚交代，這樣的分析架構常常不適合用來分析供應商與通路商在雙方會談合約

下所衍發的市場競爭與效率的問題。特別是，我們會談及上述的傳統市場分析

架構通常會掩飾了通路商在操作買方力量時所產生的短期與長期的實質作用。

相對的，近來的學術研究已經顯示，
4
利用談判過程來處理供應商與零售

商之間的雙邊關係應是較佳的分析架構。因此，我們在本文中將引界一個簡

單的談判理論概念藉以適切的討論零售商買方力量的成因與結果，並進而發

展適當的評斷尺度來剖析買方力量對於公平競爭、市場效率、與社會福利的影

響。
5

本文的研究動機即是藉由近期相關文獻研究的成果，針對上述三項關於流

通產業買方力量的操作所帶來的公平競爭疑慮與社會福利效應進行統合性的文

獻回顧與評述，以期達到經濟學相關研究知識的傳播，並對政府在流通產業行

為規範上提供理論性的參考。

本文共分五節。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介紹買方力量的界定，並引界一個

簡單的談判模型來比較文獻上對於買方力量見解的差異；第三節則繼續借用上

述談判模型，以說明數種可能產生通路商買方力量的來源；第四節闡述通路商

買方力量的行使，可能會產生的公平競爭問題、經濟效應、與對福利的影響；

第五節為結語。

貳、買方力量的界定

迄今為止，買方力量（buyer power）的定義還沒有獲致一個統一的見解。
不同的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對買方力量進行了解釋。綜觀目前國內外的研究文

獻，對於買方力量定義的闡釋主要有以下兩個觀點。

4 如Chae and Heldhues（2004）、Chen（2003）、Horn and Wolinsky（1988）、Inderst 
and Shaffer（2007）、Inderst and Valletti（2011）、Inderst and Wey（2003, 2007）、
O’Brien and Shaffer（1992, 2005）、Raskovich（2003）與Snyder（1999）等。

5 我們在本文的討論裡，一概假設上下游廠商皆為風險中立。Chae and Heidhues
（2004）曾經指出銷售規模的大小可以增強一風險趨避零商廠商在與供應商談判時
的買方力量。DeGraba（2005）則指出，供應商的風險趨避態度可以解釋何以它會
給較大型的零售商一些優惠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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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於市場介面的觀點

這類的觀點在看待買方力量時通常都假定上游供應商為一完全競爭產業，

而下游零售商為一家專買（monopsony）或數家寡買（oligopsony）的局面，因
此上下游廠商的買賣係透過一個市場交易平台，彼此保持匿名的身份，並且很

少有機會面對面的談判交易內容。由於買賣廠商的數量在批發或中間財市場上

是這麼的懸殊，下游零售商可輕易的透過策略性的合作或購併方式來抑制批發

價格低於一個買賣雙方均為完全競爭市場下的水準。

為了說明零售商如何經由合併來改變競爭結構以方便操作購買價格，我們

不妨假設市場上最初有A、B、C三家零售商，這些零售商在最終消費市場上
的銷售量總和構成了批發市場上的總需求，而此一總需求則與來自於無數供應

商所構築的一條總供給曲線共同決定了批發市場上的單一成交價格。在下游零

售商未進行合併前，每一零售商依其銷售的邊際利得與誘發邊際成本的上升，

包含批發價格的變動，決定了其利潤極大化下的最適中間財購買量，但單獨零

售商的決策過程並未慮及批發價格的上揚也會損及其他零售商的利潤。現在假

設A、B兩家零售商合併了，此一合併後的廠商就會藉由較少的購買量策略，
以內部化因過高的銷售需求導致批發價格上揚所產生的利潤損失，從而在A、
B兩家零售商合併後最終商品的總銷售量滑落了，而批發價格也必然較合併前
為低。這些結果雖然可惠及未參與合併的零售商C，但消費者的福祉勢必會降
低，因為其可享有的商品數量較合併前減少。

事實上，上述在市場介面下的買方力量觀點也正是傳統教科書的看法，藉

由引用賣方獨佔力量（monopoly power）的思維來對於買方力量的運用進行了
解。例如，Blair and Harrison（1993）曾對買方力量下了定義，指出市場中存
在著唯一買方，使其購入了中間財價格低於競爭價格，並且具備保持這種價格

的能力。他們也首次提出了用買方力量指標（Buyer Power Index）來衡量價格
水準偏離完全競爭市場價格的程度，以此來決定買方力量的大小。

根據市場結構的觀點來解釋買方力量，是直接套用經濟學中有關獨佔廠商

壟斷勢力的定義方式，此一構想雖然簡單，但存在著明顯的侷限：這種觀點下

的定義只能適用於標準化的商品，譬如農產品或紡織品，這類的商品市場經

常是少數的幾家買方廠商透過既定的交易規則與數量甚多的賣方供應者進行交

涉。對於哪些提供異質財貨並且僅存在少數供應廠商，或者買賣雙方必須一對

一談判交易條件的中間財或批發商品市場而言，這種市場介面觀點下的買方力



流通業買方力量之經濟分析 163

量定義顯然的不能適用。除此之外，市場介面觀點下的買方力量定義只是關注

了零售商購入中間財價格的變化，並不能有效反映這種力量的行使對於競爭對

手購買價格的影響，同時它也忽略了零售商買方力量在其他垂直限制行為的表

現，如上架費，排他性交易協定等，從而影響了這一觀點在分析這些問題上的

解釋力。

二、基於談判介面的觀點

另外一種觀點，是把買方勢力看成為零售商擁有的與供應商交易談判時的

優勢力量。Galbraith（1954）首次提出，大型零售商能夠憑藉其購買能力對獨
佔供應商施加一種抗衡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透過這種抗衡力量的操
作能夠獲致較便宜的批發價格，從而產生一種成本節約效應，並且能夠把這種

成本節省的好處傳遞給最終消費者，進而增進社會福利。因此，Galbraith認為
大型零售商的抗衡力量對社會是有利的。

為了瞭解談判介面下的買方力量觀點，我們現在引介一個簡單的談判模

型架構。假設市場有一單獨的買家（零售商）和一單獨的賣家（供應商）。

這兩家廠商共同協商某一財貨的單位產量交易，其中賣家的供應成本為100
元，而買家可以價格200元轉賣給最終消費者，因此買賣雙方可以共同創造出
[200-100]=100元的好處。假設賣方也可將其產品直接賣給未受買家控制的其
他最終商品市場，售價為140元，因此賣家若未與該買家合作，其外部選項利
得 (outside-option value) 為 [140-100]=40元。相對的，假設買家也有管道以80元
買入較次級或劣等的商品，但只能以市價100元再轉售給消費者，則買家的外
部選項利得是[100-80]=20元。所以，扣除掉買賣雙方在未合作下的外部選項利
得，雙方在達到合作協議下的淨附加價值是[200-100-40-20]=40元。
很明顯地，買賣雙方任何一人若在交易過程中發現所獲得的好處小於其外

部選項利得，則雙方交易就無法進行。因此，若以 p 表示為雙方同意的成交價
格，則此一價格必然會讓他們覺得雙方的買賣交易划算；換句話說，成交價格 
p 必須滿足 [200－p]≥20與[p－100]≥40，這兩個條件又進一步引伸出 p 的可能
範圍為140≤ p ≤180。至於成交價格 p 最後落腳於何處，則需視買賣雙方的談判
力量而定。例如，若雙方的談判力量旗鼓相當，則每人都可平分合作下的淨附

加價值，此時 p 即為[140＋180]/2＝160。6

6 假設我們可以用買賣雙方分食淨附加價值的比率當成是各自的談判力量，則若
以 s 表示為買方的談判力時，那麼買方在交易後共可獲得20＋s‧40的好處，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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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買賣雙方談判的例子雖然相當簡化，但是足以讓我們了解何以大型的

通路商在與供應商談判時會具有較大的買方力量。這些理由包括：(1)大型的通
路商可能有較大的外部選項價值；(2)大型的通路商也許有方法降低供應傷的外
部選項價值；(3)大型的通路商在分食特定的淨附加價值時，比較有能力得到較
多的分配比例。在第三節裡，我們將更具體的說明大型的通路商如何透過經營

規模、守門員角色、與自有品牌來影響這三種管道以增強其在談判介面下的買

方力量。

參、通路產業買方力量的來源

正如表1、表2、與表3所示台灣三大通路產業的現況，不管是在量販店、
便利商店、還是超級市場這三大通路產業中前三大廠商所佔有的市場份額已經

是高居不下，再加上近期通路業在配銷與倉儲管理技術上的進步，大型通路商

目前已經掌控了我們日常生活所需數以千計的商品通路。在這一節裡，我們將

依循第二節所提出的談判架構下之思考邏輯，探討通路業的營運特性如何賦予

他們在與上游供應商談判時更大的買方力量。

一、經營規模

我們首先考慮通路商「經營規模」的本質。
7
透過組織部門的成長，或是

經由國內或國外兼併與收購，近十幾年來台灣通路商的經營規模愈來愈龐大，

服務經銷類別也愈來愈複雜。事實上，經營規模這個項目可以經由好幾個管道

來增加通路商的外部選選項價值，從而強化其買方力量。例如，我們可以考慮

下列的情境：假設上游供應商是目前唯一的商品供應者，所有的下游通路商都

必須向這家供應商進貨。因此，一旦供應商決定對某一小型通路商停止供貨，

後者必然會面臨倒閉的危機。然而，如果下游的通路商規模很大，或者透過合

併變為一大型的通路商，則供應商停止供貨的威脅將大幅降低，因為大型通

路商會比較有能力藉由垂直整合來建立自己的供貨來源，而其大規模的經營也

可獲得40＋(1－s)40的好處，故成交價格可算出為p＝100＋40＋(1－s)40＝100＋
40‧(2－s)。故若s＝0.5，成交價格即為160元。

7 這裡「規模」有兩重意涵，一是指大型通路商本身的營業面積、銷售數量、店面數
量等反映通路商競爭實力的競爭指標；二是指通路商向供應商採購商品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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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替其變更供應商的威脅提供更有實力保證。
8
同樣的，面對合作對象（供應

商）之談判勢力，即使目前並沒有其他適當的替代供貨管道，通路商的經營規

模也可作為扶植新一代供應商進入市場之有效喊話威脅武器。
9
例如，大型通

路商可以贊助新供應商部分的建廠成本，或者允諾後者一定比例的優先進貨數

量。所以，不論是垂直整合的潛在威脅，還是扶植新進供應廠商的能力，都是

大型通路商藉由經營規模的巨大來彰顯其特有的買方力量，此一力量的展現就

如同通知與其存在合作關係的供應商一個有信用的訊號：不要太「拿喬」，否

則我隨時可以換掉你。
10

除此之外， 依照賽局理論研究的說法，訊息不對稱這一因素也會影響談判
力量的分配。

11
根據現有的研究，談判一方若知道對手愈多的談判底線（即外

部選項價值的內容），就能獲得較佳的交易條件。依此，一個大型的通路商通

常較中小型的通路商有更多的機會與誘因去蒐集供應商在生產與事業經營上的

資料，從而進一步增強自己的談判力量。

在實證資料上面，已有部分的研究確認了通路商的經營規模的確會影響

8 Katz（1987）、Sheffinan and Spiler（1992）曾指出一個大型的零售商能夠以足以
令人信服的（credible）垂直購併威脅向上游供應商傳達各種探判讓步的要求，以
獲取比中小型零售商更為優惠的交易條款。事實上，通路商通過垂直整合策略將交
易成本內部化，或與上游供應商形成利益聯盟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並逐步壯大自己
的規模和勢力，從而使得通路商獲得某種程度的壟斷力量。當與其他通路商進行交
易時，這種壟斷控制力就顯現出來了，同時這種壟斷對通路業也起了抑制競爭的作
用。大型通路商跨區域甚至跨國的重組與橫向購併活動，也導致通路商的規模越來
越大，使得買方市場集中化趨勢不斷加溫，這也增強了大型通路商的買方力量。

9 Fumagalli and Motta（2008）將此論點擴充至聯合採購的狀況，在那裡大型零售商
的存在可以有效的降低採購集團(buyer group）的協調成本，因此可以共同獲益於
新進供應商的出現。此外，Dana（2012）與Inderst and Shaffer（2007）研究指出大
型零售商或者中小型零售商形成採購聯盟，宣稱不再與特定供應商採購更多的貨物
量，這個決定必將導致供應商之間展開激烈的競爭，從而增加零售商的買方力量。
Baake and Schlippenbach（2008）認為零售商可以通過提前支付貨款和減少採購規模
來提升在中間產品市場上的談判地位。

10 另一方面，Steptoe（1993）也指出大型的通路商為了因應本身龐雜的通貨管理，經
常會利用網路的公開拍賣來進行其進貨程序，但這種處理方式無形中卻加強了新舊
供應商間的競爭。

11 買賣任一方在一特定交易裡所能分配到淨附加價值的比例，按照賽局理論文獻的
說法，如Osborne and Rubinstein（1990），我們稱其為該方的談判力量‧在本文
裡，我們借用了賽局理論中所提供的一些見解，例如談判各方對於談判陷入僵局
（impasse）的忍受程度與訊息蒐集能力的差異，來解釋何以買方力量的形成可以影
響買賣雙方的談判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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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從供應商那裡拿到的優惠折扣。例如，Lustgarten（1975）與Schumacher
（1991）曾得出通路產業的市場集中度與供應商的利潤率呈現負向的關係。近
期的研究，如Bhattacharyya and Nain（2011）與Fee and Thomas（2004）等，也
顯示了通路商間的合併對於供應商的利潤平均而言會產生負面的衝擊。

二、通路商的守門人角色與經濟依賴性

Dobson and Inderst（2007）的研究顯示通路商的經營規模除了強化通路商
的談判力量，增加其外部選項價值外，還可同時降低與之交易供應商的外部選

項價值。這是因為供應商的產品必須經過通路商的銷售管道方能進入消費者領

域，而大型通路商可以由數量眾多的銷售門店和各種促銷策略為供應商提供便

捷的銷售通路，所以如果一旦大型通路商拒絕了特定供應商的交易，或則選擇

將其貨物下架，那麼後者就必須儘快尋找其他銷售管道來解決存貨的問題，這

時削價求售就成了供應商不得不採行的策略，而其所面臨的預期利潤損失將會

與原先合作的通路商經營規模的大小呈現一定程度的影響。

學者們將通路商的這種通道作用角色稱之為「守門人」（gate keeper）。
守門人角色使得供應商與大型通路商之間的交易契約可替代性降低，大幅地減

少了供應商的外部選項價值，亦即供應商的外部選擇機會減少，使得供應商品

的銷售過度依賴大型通路商，從而造成後者更大的市場勢力。
12
通路產業的合

併，或是通路商間合組的聯合採購團（buyer group），都可增加大型零售商在
特定區域的銷售渠道，這種渠道的獨佔範圍越大，就會越加強大型通路商作為

「守門人」角色的功能，進而更加壓縮了供應商的外部選項價值。

最近，Ellison and Snyder（2010）與Sorensen（2003）等學者針對美國的醫
藥產業裡藥商與醫生之間的商業關係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他們的研究指出，美

國藥商通常會給一些醫生是普通藥局沒法享有的特別折扣，原因是這些醫師在

藥商與病患之間充當了用藥諮詢的守門人地位。此外，在上述針對零售商經營

規模效果的實證研究裡，那些文章也都顯示了地區性零售商的合併明顯地增加

了供應商的經濟依賴性。

12 了這樣的描述：當零售商A決定停止採購供應商B的產品時，若零售商的總利潤下
降了1%，而供應商B的總利潤卻降低了10%，則表明了零售商A擁有對供應商B的買
方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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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有品牌

通路商開發自我品牌（private labels）的風潮始於上世紀七〇年代，通常
消費者視此類商標為次等商品，略遜於著名品牌。然而，經過這幾十年來的發

展，許多國家與地區的通路商以其本身的信譽為後盾成功的重新定位其品牌形

象，此外藉由將自有品牌產品緊鄰擺設在著名品牌商品的行銷策略也證明效果

相當顯著，而一些著名品牌的供應商甚至願意為通路商提供生產這些次品牌產

品的機會，儘管後者在爭奪消費者的商場競爭裡會對其造成嚴重的傷害。

Bergers-Sennou et al.（2004）等人認為大型零售商較有實力開發自有品
牌，並且這些自有品牌還可達到增加外部選項價值的效果。想像一下，現在大

型的通路商經常把他們的自有品牌商品擺放在著名品牌的臨架，這除了使其他

品牌的上架空間更加吃緊外，也使得通路商的次品牌直接與供應商的貨品進行

面對面的競爭，所以如果後者的商品暫時缺貨，或者其與通路商的合作關係暫

時破裂了，那麼通路商原損失的銷售額將可由這些次品牌商品的銷售獲得部分

補償。換言之，自有品牌使得大型通路商的外部選項價值增加了。

另一方面，依照賽局理論研究的說法，在談判陷入僵局時誰最有耐心

（patient）堅持自己的立場，這個人就會由淨附加價值中獲得愈高的比例•從
這個角度來看，當通路商擁有自我品牌或是委由二線供應商生產，則當它與著

名的供應商談判時，即使是短暫的談判陷入僵局而導致雙方交易暫時終止，這

時也會造成後者相當大的財務調度問題；換言之，只要大型通路商擁有自我品

牌的武器，就很容易將供應商陷入忍受程度較差的一方，使得談判結果傾向於

通路商的利益（Mills, 1995）。
實證上，在一些行銷的文獻裡，如Kadiyali et al.（2000）與Sudhir（2001）

等，曾經對自有品牌如何影響通路商與供應商的銷售份額分配進行檢測。另

外，Morton and Zettelmeyer（2004）與Sayman et al.（2002）也發現在強而有利
的全國著名品牌的環伺下，自有品牌的商品在定位愈來愈逼近後者的品質與功

能，說明了自有品牌在縮短雙方談判力上具有一定的功效。

肆、買方力量的經濟效果

在一般教科書的傳統觀念裡，獨買的下游廠商通常會藉由減少對上游財貨

的需求，來誘使中間財市場的價格下跌，但價格下跌的趨勢卻不會傳導到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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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市場上，原因是上游供應商在中間財價格下滑的指引下會去減少財貨的提

供，所以最終商品價格在獨買力量的操作下不但不會下降，反而會上升。在這

種「市場介面」的過程裡，我們很難想像買方力量會帶來何種效率與福利上提

升的效應。在下面的討論裡，我們將利用近期的文獻研究，並依循第二節所引

界的「談判介面」，首先試圖回答流通產業的買方力量何時可將其所擁有的價

格折扣惠及至消費者身上；接著回答大型通路商若是藉由合併下游對手，擴大

經營規模，來增強其買方力量，則行政當局應有哪些準則來判斷是否應對流通

產業的合併進行干涉；最後，我們將討論是否可將傳統的垂直限制管制觀點應

用在通路產業買方力量所驅動的垂直限制行為上面。

一、零售價格與公平競爭

（一）抗衡力量

仔細研究大型通路商的買方力量對於產業利潤、消費者利益、與社會福利

的影響，對於公平交易法規的訂定具有重大的意義。早在1952年Galbraith就指
出：大型零售業者能夠對原生產廠商形成很強的買方力量，這種買方力量的存

在可以降低上游廠商的批發價格，從而導致零售價格的下降，因此零售商的買

方力量有利於改善社會福利。Galbraith（1952）將零售廠商的買方力量亦稱為
抗衡力量。但是，買方的抗衡力量將使消費者受益的這種效應，由於缺乏理

論根據與實證支持，一經提出就受到許多學者的批評，如 Stiglier（1954）與 
Hunter（1954）就批評抗衡力量無法解釋為什麼零售商會有動機把成本的節省
傳遞給消費者。

抗衡力量缺乏理論根據的現象直至上世紀末才獲得改善。Ungern-Sternberg
（1996）建立了一個上游為壟斷廠商、下游為少數寡佔廠商組成的經濟模型，
並證明了當下游部門競爭非常激烈時，買方力量的確會降低市場的零售價格。

Dobson and Waterson（1997）擴充了Ungern- Sternberg（1996）的研究，考慮了
產品的不完全替代性，他們發現零售市場集中度的提高勢必會降低最終的零售

價格，但是社會福利並不一定增加。Chen（2003）假定下游市場由一個規模很
大的零售商和數目甚多、規模很小的零售商所構成，上游獨佔廠商則對於下游

零售商採用兩部定價（two- part tariff)，他的研究表明了隨著大型零售商買方力
量的增強，其獲得的批發價格並不會改變，但是其他零售商所獲得的批發價格

卻下降，進而導致零售價格的下降和消費者剩餘的增加。Erutku（2005）則對 
Chen（2003）的研究做了擴充，考慮了在產品異質情况下兩個零售商進行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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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時的買方力量問題，他指出買方力量可惠及消費者乃至整個社會。

上述的研究奠定了下游部門的抗衡力量對於零售價格傳遞效果的理論基

礎；換言之，上述學者們證明了在一定的條件下，抗衡力量的確會讓消費者受

益。但是，另一方面，理論界與實務界對於大型通路商買方力量(或抗衡力量)
的存在，是否會對中小型通路商造成傷害，其看法卻莫衷一是。此一問題牽扯

到買方力量的行使是否會產生所謂的水床效果（waterbed effect)，對此效果我
們將說明如下。

（二）水床效果

根據 Dobson and Inderst（2007）的定義，水床效果係指在一個上下游市場
結構的產業中，如果其中一家下游廠商向上游廠商購買中間財的力量較大時，

那麼他就可以獲得一個較為優惠的中間財價格，此種行為將導致上游廠商對其

他下游廠商索取較高的中間財價格。因此，一旦有水床效果存在，擁有較大買

方力量的下游廠商相對於其他的下游競爭對手，不但可以享有較高的優惠折

扣，還可同時抬高對手的進貨成本，進一步擴大本身的競爭優勢。

在實務上，由於既有的相關文獻對水床效果並沒有進行全面與深入的嚴謹

分析與正式的規範建議，連帶使得行政當局經常對水床效果這個概念的本質持

有高度疑慮。例如，英國的公平貿易局就提出，如果可以觀察到水床效果所產

生的價格差異，在對此一現象做出廠商行為違反公平交易秩序的結論之前，理

論上需要針對中間財價格歧視現象發生的問題進行重新思考。基本上，水床效

果會讓下游廠商之間的生產成本產生差異，甚至可能是其他非成本上的差異，

進而影響到競爭程度以及消費者面對的產品價格。因此，一個有趣並值得討論

的議題就是：買方力量產生的水床效果是否可以提高消費者福利抑或降低消費

者福利呢？

關於水床效果的理論文獻可以分為兩派，一派為水床效果的靜態理論，另

一派為水床效果的動態理論。以下將依序介紹這兩種理論。

首先，我們要討論水床效果的靜態理論。我們在第三節中已經說明了下游

通路商的經營規模是其獲得買方力量的重要來源，我們現在可以想像在流通產

業裡若有一通路商透過收購而使其經營規模愈形狀大，則當其與上游供應商進

行談判時，不論就增加自己的外部選項價值而言，或是就降低供應商的外部選

項價值而言，或是就增加自己的談判力量來說，大型的經營規模就如同大軍壓

境般的威脅可讓其從供應商那裡獲得較中小型的通路商更為低廉的進貨價格，

亦即經營規模的優勢會連帶產生成本節省的優勢。然而，經營規模帶給大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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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商的好處並不會止於此。在具有成本優勢情況下，透過下游零售市場的競

賽，其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勢必受到嚴重蝕化，因而後者的經營規模跟著進一

步縮小，使得供應商愈傾向不重視這些不具影響力或者規模較小的通路商，甚

至在下回談判時進一步提高其進貨價格，如此現象即會產生前述的水床效應。

接著，我們討論水床效果的動態理論。假設一大型通路商在短期內透過合

併增強了其經營規模與買方力量，而從上游供應商那裡取得較好的交易條件，

倘若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有些供應商就有可能在長期下面臨無利可圖的窘境，

從而選擇退出上游市場或被其他供應商合併，那麼上游產業在長期下的市場集

中度就會高於短期。此時，有兩個管道可以讓長期存活下來的供應商其利潤增

加。第一，在沒有改變任何通路商的經營規模下，市場集中度較高的上游產業

結構並不會對下游買方的批發價格產生任何直接的影響。其次，在長期下由於

上游供應商數目減少，這使得上游廠商之間的競爭程度下降外，也會讓下游中

小型通路商的外部選擇機會變少，因為這些下游廠商已沒有比短期下更多的機

會來替換與其合作的供應商了。但是，相對的，對於大型的通路商而言，即使

上游市場的結構在長期下經過調整，其在短期內透過經營規模的擴大所增加的

談判力量仍可以充分確保享有較低的批發價格。
13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大型零售商藉由其買方力量的行使可以

從供應商取得較低的零售價格，並再透過水床效果的效應，提高了其競爭對手

的批發價格。買方力量再加掛水床效果的作用，將產生兩股相反的競爭效果。

其中之一是，這些面對較高批發價格的中小型通路商會將其成本負擔轉移到消

費者身上，因而消費者會面對一個比較高的產品價格，此乃損害消費者福利的

負面效果；另外一方面，享有較低批發價格的大型通路商會藉由成本優勢而增

加市場份額，並經由中間商品進貨量的增加而導致最終商品價格跟著下降，此

乃提高消費者福利的正面效果。基本上，這兩股效果相互衝擊，我們無法事先

判斷流通產業的買方力量的操作是否會損害或提高消費者福利。倘若損害消費

者福利的負面效果小於提高消費者福利的正面效果，則買方力量對於公平競爭

13 即使我們不考慮上游市場的退出行為，我們依然可以發覺上游產業的市場集中度在
有買方力量存在下仍會比沒有這股力量時來得高，這主要是因為如果上游市場存在
進入的機會，但需花費一筆成本，那麼在長期下無論下游買方力量的大小，所有供
應商在事前都會預期零利潤的報酬，但是他們一旦進入市場後其事後的利潤卻由上
游的競爭程度與下游的買方力量來決定。因此，在其他情況不變之下，由於買方力
量的增加會讓上游廠商分食到的利潤分額減少，這使得上游供應商的進入數目就會
比不存在買方力量時來的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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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妨害並不需要太過憂慮。

此外，就長期來看，大型通路商買方力量的執行不但會影響到其他競爭對

手的成本，也會對上游供應產業的市場結構產生作用。當上游市場結構變得較

為集中時，上游廠商數目的減少，不但使得產品種類的供給數目隨之降低，中

小型通路商對消費者所定的零售價格也會隨著提高，這些現象都有損消費者福

利。

值得一提的是，現存的文獻對於下游的買方力量是不是一定會伴隨著水床

效果仍是頗多質疑。例如，Chen（2004）就認為當下游廠商靠著買方力量向
上游廠商索取一個較為優惠的批發價格時，若其買方力量愈大，其所要求的優

惠折扣將愈多，此時上游供應商為了彌補利潤的損失就會對其他小型的、不具

買方力量的下游廠商給予更多的折扣，以使後者利用更低的批發價格與具買

方力量的廠商在市面上競爭，來降低其所面對買方力量的威脅。因此，Chen
（2004）的結果顯示，即使存在買方力量，也不會產生水床效果。再者，若供
應商與通路商的契約內容是屬於兩部定價法，即包括一個固定費用（lump-sum 
fee）與每單位數量的進貨價格，那麼如果通路商買方力量的操作是反映在固
定費用上面，則兩者所談妥的進貨價格並不會受到買方力量影響，此時水床效

果也不會發生。因此，在兩部門定價的買賣契約下，雖然存在買方力量，但並

不會發生下游產業廠商之間的成本差異，故其違反公平競爭秩序的可能性也較

低。

二、通路商合併與效率爭議

一般而言，產業中部分廠商的水平合併動作通常是為了增加市場佔有率，

或是為了多角化經營和快速進入新事業，或是為了擴大生產以實現規模經濟。

從社會福祉的觀念，除非廠商間的合併可以帶來一些綜效（synergy)，如生產
成本或管理成本的下降，經濟學家通常對產業的購併行為抱持質疑的態度，因

為合併的直接影響就是減少了市場上競爭廠商的數目，而競爭不足的後果所造

成的商品價格上揚必會使消費者蒙受其害。

然而，上述論證不見得適用於流通產業中廠商間的合併行為，特別是當後

者因合併而帶來更巨大的買方力量的情況。此一論點的主要原因，乃是因為我

們觀察到當兩家或數家通路商進行合併而成為一大型通路商時，通常可以快速

累積後者的經營規模、強化其在合併後通路渠道守門人的功能、與養成更大的

實力來推行自有品牌，而這些因素恰好都是我們在前面（第三節）中所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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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通路商買方力量的來源，因此當合併後的大型通路商行使其買方力量時就

可在談判桌上向上游的供應商拿到比其競爭對手更為優惠的交易條件。在較低

的進貨價格下，合併後的大型通路商就會購買更多的製造商品，從而也會為了

促銷採行降價來使消費者購買更多的最終財貨。除此之外，未參與合併的通路

商為了對付此一大型通路商的降價行動，就有可能跟進降價或進行其他促銷活

動，遂使消費者與總社會福利之利得更形擴大。所以，至少從福利與效率原則

的觀點，通路產業的合併所帶來的福利增益就有可能壓倒此一產業因合併導致

競爭降低所帶來的福利減損了，即使此一合併動作並沒有使整體垂直相關產業

產生綜效現象。

可是，我們也必須注意這種通路商合併動作會帶來福利與效率效應的觀

點，事實上立基於下列兩點重要的前提：

第一點，通路商必須是個別的與上游供應商進行交易；換言之，買賣雙方

是經由雙邊談判來決定交易條件。這是因為在「談判介面」下，大型通路商才

可操作其買方力量從供應商取得與中小型通路商不同的進貨價格，進而導致

消費者與總社會福利有增進的機會。相較之下，若通路商的進貨來源是由中間

財或批發市場而來，則買方力量會產生福利與效率效應的觀點是不會成立的，

這是因為在「市場介面」下買方力量的操作方向只會藉由降低對上游財貨的需

求，來誘使中間財市場的價格下跌，但是這種需求限制的作法不會有益於消費

者福利。

第二點，通路商與供應商的交易價格談判必須限定在單位價格上面。上述

通路商的合併會有促進生產效率機會的看法，主要是由於買方力量的行使會降

低單位價格。如果我們允許通路商與供應商的交易價格契約為兩部定價，即交

易價格包含單位價格與固定費用，則通路商就有可能將其買方力量的操作重點

集中在降低固定費用上面，那麼這時通路商間的合併而導致買方力量的改變就

只會對通路商與供應商在利潤分配上面發生影響，並不會對消費者與整體社會

福利造成實質變化。

因此，把流通產業的合併當作效率改善的論點似乎只適用於某些特定的市

場，如供應商的數目須很少，商品供應必須具有異質性，或者買賣雙方必須面

對面的互動。在這些環境之下，相當少數的上游與下游廠商彼此交互談判，才

有可能產生差異的交易條件，也唯有在這個情況下買方力量的行使方向才不會

被指引去策略性的降低中間財進貨需求。除此之外，買方力量的效率論點似乎

也比較適合用在簡單的單位價格談判上面，因為只有在這種談判環境下我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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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確保買方力量會被用來作為降低單位交易價格的威脅武器。當然，就行政當

局的立場來說，流通產業的合併雖然可以產生效率增進的好處，但這並不足以

保證其列入豁免監視的名冊內，因為我們仍不可忽視合併在本質上具有降低市

場競爭的特性，從而是否政府應對流通業的合併進行干涉宜依案例狀況差異而

定。

三、買方驅動型態的垂直限制

傳統上，在產業經濟學的教科書中所談及的垂直限制係強調賣方力量（上

游供應商）所加諸於下游零售商的交易限制。
14
例如：上游供應商要求下零售

業者簽訂一些限制契約作為交易的條件，包括非線性的訂價 （兩部訂價、數量
折扣）、轉售價格維持（resale price maintenance)、強制購買數量、獨家交易、
獨家通路、地域制、拒絕供貨、搭售等形式。然而，垂直限制在實務上不僅會

有來自上游廠商對下游廠商的交易限制，也會發生由下游廠商發動對上游廠商

施加的交易限制。我們不難想像較具談判力量的企業會藉由買方力量去協商或

要求特別的交易條件（價格以外），或者對於供應商所提供的財貨或勞務強加

限制內容與供貨條款。

常見的買方驅動型態之垂直限制（buyer-driven vertical restrains）包括有條
件式的採購（如獨家供應、獨家通路、最低採購量）、附加費用（如陳列費、

上架費、溯及既往的折扣、聯合行銷費用分攤）、最優惠顧客條款（most-
favored customer clauses)、杯葛或拒絕採購（拒絕新產品上架、終止長期交
易、將產品下架）、風險轉嫁（延遲付款、負擔產品損耗）、服務與供貨要求

（特定的運送條件、客制產品展示）。
15
目前有越來越多產業的下游部門運用

了買方驅動的垂直限制，例如醫療、職業運動、自然資源的開採、農業、大牧

場的經營以及林業。
16
不過，近年來引起大家對買方驅動垂直限制的關注則是

因為大型流通業者的廣泛運用。

大型流通業者對於上游供應商除了索取產品轉售差價或代銷利潤的優惠

外，通常會收取所謂的 「附加費用」（additional fees）。這費用係指除貨款價
金項目外，流通事業以任何其他方式要求供貨廠商負擔之各種費用。

17
附加費

14 參見Tirole（1998）and Martin（2002）進階的產業經濟學教科書。
15 詳參Dobson（2008)。
16 詳參Foer（2005)、Grimes（2005）以及Noll（2005)。
17 請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案件之處理原則。本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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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收取方式不一，最常見的是某一固定金額（lump-sum payment），其名稱與
種類繁多；其中，最早與最普及的名稱為「上架費」（slotting allowance），18

此為上游供應商支付給下游流通業者，以獲取其銷售支援或服務的費用。在台

灣有時也稱之為「新產品推廣費用」。此費用最大的特色在於其所支付的費

用，不會隨著日後實際銷售數量的多寡而變動（Shaffer, 1991）。
關於流通業者對於上游供應商收取上架費究竟會造成「促進競爭」

（procompetitive），還是「限制競爭」（anticompetitive），在學術上引起
很大的爭論。有一派學者認為上架費是促進有限貨架空間的分配效率，進

而提高社會福利，文獻上稱為「效率學派」（the efficiency school）。效率
學派的代表學者有Kelly（1991)、Chu（1992)、Lariviere and Padmanabhan
（1997）以及Sullivan（1997）等。這一派學者認為上架費可以充當新品
引進市場時，解決存在於流通業者與供應商之間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工具。上架費不但有助於供應商 「宣示」（signal）其新品
品質，也有助於流通業者「篩選」（screen）具高需求產品生產能力的供應
商。若供應商對自己研發新品的獲利深具信心，那他們就願意付出最高的上

架費，這也意味著他們可提供給消費者較具價值的產品；而流通業者可以利

用上架費的收取來補償引進新品所增加的額外費用，進而增進貨架空間在新

品的供、需之間作更有效率的運用，並將產品創新的失敗風險在供應商和流

通業者間作一合適的重新分配。根據效率學派的觀點，如果小型供應商因為

他們無法支付高額的上架費因而被迫退出市場，那麼一定是因為他們所提供

的產品比較不佳而且不是社會所期待的。

另一派學者則認為上架費會增加流通業者的市場力量，有礙於市場競

爭，文獻上稱為「市場力量學派」（market-power school）。該學派認為收
取上架費用是大型流通商取得市場力量及助長價格上漲的工具（facilitating 
devices）。例如，Shaffer（1991）指出由於上架費的收取會降低流通業者的競
爭，因而導致零售價格上升，將不利消費者之福利，並有可能造成反競爭的效

果。此外，上架費的收取還會墊高優勢供應廠商（dominant supply firm）對手

所稱「流通事業」，係指量販店、便利商店、超級市場、百貨公司、消費合作社及
其他從事綜合商品運銷業務之事業。

18 文獻上亦稱為「listing fees」、「up-front payments」、「pay-to-stay fees」以及
「street money」。我們在附錄1裡，明列了鄭優等人（2000）對於台灣地區大型流
通店面收取各項附加費用所做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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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因為既存的優勢供應商若願意出高價來爭取流通業者的貨價空間，則

其對手勢必得同步加價，因而增加其供貨的成本。19此外，Shaffer也指出供應
商寧願用產品上架費的支付來換取批發價格的折讓，因為上架費可直接對流通

業者的營收有所貢獻，但降低批發價格的效果有可能會激化流通業者的價格競

爭而被抵銷。換言之，藉由上架費的支付，既可以補償流通業者因貨架空間不

足所造成的損失，也可免於批發價格的下降而損及雙方的獲利。

在實證上，Bloom et al.（2000）針對 800 位供應商與流通業者的管理階層
所做的大量問卷顯示，供應商與流通業者皆同意大型通路商比中小型流通業

者更需要上架費用的收入；換言之，大型通路商從收取上架費的獲益遠高於

小型流通業者。這項調查顯示上架費與流通業者的市場力量呈正向相關。這

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大型通路商比較會向供應商收取上架費是因為

他們對上游的供應商的議價能力較強。Shaffer（2005）指出許多小型供應商
（或推出新產品的業者）抱怨支付上架費讓他們處於不利競爭的地位，因為大

型供應商（或產品已上架的業者）比較有能力去負擔較高的上架費。大型的

供應商可以對上架費的競價來提高小型供應商的進入成本，這將有效地封殺

（foreclose）或排除（exclude）市場競爭，導致減少其他競爭產品之多樣性。
Wang（2006）也曾對大小型不對稱流通業者的市場力量與收取上架費需求的
關聯性進行研究，其分析結果指出大型通路商運用上架費抬高小型流通業者的

批發價、降地其獲利與市占率，以增進其市場力量。

伍、結語

在目前的商業環境運作下，即使時下流行的網購活動相當的盛行，基本上

供應商直接把貨品賣給最終消費者的現象仍舊相當少見。相對的，在供應商與

最終消費者之間往往存在著一群通路商，既扮演著前兩者供需訊息傳遞的橋

樑，也扮演著商品運送與經銷把關的角色。我們可以這麼說，現今大部分的商

品在出廠後直到抵達最終消費者手上之前，必需得在中間財或批發市場上經歷

幾番的轉手，在那裡供應商與通路商相互角力，共同決定了成交價格以及提供

給最終消費者購買的產品種類與品質。

但是，近年來隨著大型流通業者在世界各地的快速發展，流通產業的買

19 上架費被運用來墊高對手成本的策略運用參見Salop and Scheffman（1983）以及
Krattenmaker and Salop（1986）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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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力量問題不僅引起了經意學家的研究興趣，而且引起了政府有關部門的極

大關注。為了提供社會大眾對於流通產業買方力量的基本知識，並希冀能對

政府有關當局對於流通產業買方力量的規範提出政策建議，本篇文章的寫作

目的主要是探討下面兩個主題：一是我們想要對買方力量近來的學術研究成

果進行綜合性的回顧，以釐清通路產業買方力量的界定、成因､與其經濟效

應；二是我們也試圖回答有關大型通路商買方力量的行使對於公平交易秩序

維護的疑慮，特別是我們在本文中針對三種問題進行分析：(1)通路商買方力
量的行使是否會對零售價格發生影響？是否會對其他中小型通路商造成不公

平的競爭？(2)通路商的合併造成買方力量的增加是否會產生福利與效率增進
的效應？(3)傳統概念上對於產業內垂直限制的管制觀念是否可適用在買方驅
動型態下的垂直限制行為？

對於第一個主題，我們首先提出傳統的「市場介面」分析架構不適合用來

分析流通產業的買方力量的問題，因而我們引用了一個簡單的談判模型架構，

據以說明買方力量的大小取決於買賣雙方各自的外部選項價值與溝通協商的

談判力量，此外我們還列舉了通路商的經營規模、通路渠道的守門人功能、與

自我品牌的推動都可以用來強化買方的外部選項價值、或者削弱賣方的選項價

值、或者增加買方的談判力量，因此這三項因素被普遍認為是導致通路商買方

力量強弱的根源。

對於第二個主題，我們首先提出只要通路商與供應商的談判標的只包含單

位進貨價格，則前者因具有買方力量而從後者獲得的優惠折扣將會傳導至消費

者市場，亦即讓消費者享有較低廉的價格。至於大型零售商買方力量的行使是

否會對中小型通路商在競爭優勢上造成的傷害，我們也指出這需要看是否存在

水床效果而定；若有，則此傷害必然存在。其次，我們也對通路商的合併活動

是否需要行政當局介入管制表示了看法，我們說明了通路商的合併如同一般產

業的合併行為必然會造成產品市場上競爭程度的不足，但另一方面由於合併後

的通路商其經營規模會更加巨大，因此其買方力量也跟著增加，此時如果產生

了 Galbraith（1984）所稱之的抗衡效應，則通路產業部分廠商的合併就有可
能會帶來對生產效率與社會福利增加有所助益的機會。最後，我們對時下流通

產業經常實施的買方驅動型態的垂直限制行為進行評估，我們發現近來的研究

成果並不否認一些買方驅動的垂直限制行為具有活化上游供應商競爭誘因的功

能，因此即使存在垂直限制契約會對零售市場產生反競爭效果，這些研究並不

完全支持買方驅動的垂直限制行為一定會造成社會福利減損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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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對於流通產業買方力量的認知，我們認為行政當局對於通路商買

方力量操作的管制規範，似乎不可直接套用傳統上對製造商或銷售商賣方力量

操作的管制思維。我們建議行政當局，當在判定流通產業的買方力量是否有違

公平交易秩序之前，宜先確立步驟去審酌買方力量的操作是否會有伴隨的抗衡

力量或水床效果，如此才不會忽略了買方力量對於社會福利的正面效應。

附錄1　台灣地區大型流通店面收取各項附加費之調查與研究

國內的流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始於1988年統一超商（7-Eleven），而頂好
惠康超市（Welcome）也於1990年開始收取。20

近年來，由於流通業者的貨架

空間有限，形成了新產品的引進與既存貨架產品之間的搶架競爭局面，新品供

應商通常會支付「上架費用」來確保產品的上架與流通業者的進貨；而既存的

供應商則會支付「展示費」來取得較佳的上架位置。此外，供應商還會支付所

謂的「街道櫥窗費」以及「市場發展基金」，以用來補貼流通業者的廣告與促

銷費用。

根據鄭優等（2000）所做的問卷調查中發現，現今市面上所流通的附加費
用名目已高達43種以上，平均每一項產品進入一家零售業者所需支付之附加費
用金額約佔其銷售成本10%以上。各項附加費用項目則如下表所示：

附表1　附加費用名稱

編號 名稱 編號 名稱 編號 名稱

1 印花 16 共同商品費 30 商品促銷折扣

2 上架費 17 落地陳列費 31 促銷陳列折扣

3 物流費 18 退貨處理費 32 廣告贊助折扣

4 快訊費 19 促銷處理費 33 促銷廣告贊助

5 燈箱費 20 資料處理費 34 收銀台承租費

6 節慶贊助 21 DEMO費用 35 發票差異手續費

7 盤差補助 22 付款明細費用 36 手提袋贊助折扣

20 以美國的食品市場為例，根據食品行銷組織（Food Marketing Institute）指出通常一
家超市（面積至少40,000平方英尺）大約可陳列25,000產品，但每年約有10,000到
25,000向新產品問世，而在10,000個新品中能存活超過12個月的比例不超過10%。根
據估計，上架費的金額約占廠商新品推廣費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有些流通業者
對於供應商每年每產品收取的上架費高達10萬美元（Shaffer, 1991 and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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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編號 名稱 編號 名稱

8 獨賣贊助 23 新商品印刷費 37 月交易折扣獎勵

9 禮券推廣 24 新店開幕贊助 38 壞品不退貨補貼

10 端架承租 25 年度目標獎勵 39 資料變更手續費

11 新品推廣費 26 新商品登錄費 40 促銷處理手續費

12 補合約折扣 27 慶祝百店贊助 41 促銷活動委託處理

13 防盜設備費 28 訂單缺貨罰款 42 店舖改裝重新開幕

14 貨架清潔費 29 下架品處理費 43 損耗品不退貨折扣

15 週年慶贊助

資料來源：引述自李佳茹（2011)，頁40；原始資料整理自鄭優等（2000）。

國內學者多以實證問卷的方式來對流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的行為與公平交

易法之適用性進行探討。
21
例如，黃營杉、吳師豪（2002）以訪談及郵寄問卷

調查國內大型流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對供應商所造成的影響。結果顯示

(1)供應商與流通業者產生激烈衝突與歧視；(2)通路成員的利潤重新分配，零
售價格上升影響消費權益；(3)大型零售業者常以附加費用作為採購上架的門
檻，擴大其市場力量。許英傑、黃慧玲、黃銘傑（2005）則指出大型流通事業
因掌握了通路優勢，故為了抬高對供應商的議價能力進而發展出對後者的垂直

交易限制行為。該作者的研究結果指出，買方驅動的限制行為有下列三點值得

關注：(1)附加費用及獨買要求是供應商最關心的議題：(2)不同型態的流通業
可能發生違反公平交易法的垂直交易限制類型不同，其中價格的交易限制最為

普遍；(3)分析垂直交易限制之合理性應考量企業的規模、類型、與行銷規劃等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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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ypermarket (or so called big-box store), convenience store, and 
supermarket dominant Taiwan’s distribution industry. The domestic distribution 
enterprises have grown rapidly through expanding market with a business model 
of low costs and low sales prices.  The distribution enterprises soon become the 
dominant sale access in the retail market. The rise in retailer power, associated with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 the ability to extract discounts and obtain low prices from 
suppliers, imposing restrictions beyond price (i.e. additional fees) on suppliers of 
goods and services, ma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ffect the nature of competition in 
supplier markets.  The buyer-driven vertical restraints have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In this paper, we survey the recently emerging 
literature on the importance of buyer power.  We discuss various sources of buyer 
power and their economic effects resulting from the exercise of buyer power.  We 
also address some policy treatment towards vertical restraints is under consideration.

Keywords:  buyer power, additional fees, slotting allowances, distribution enterprises, 
vertical re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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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評論人：邱俊榮（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

謝謝主席孫委員、吳教授，以及在座各位先進大家午安，很榮幸有機會

拜讀吳老師大作，這篇行文非常流暢，我在看這篇時，事實上是刀光劍影，

好像在念武俠小說一樣，為什麼這麼說呢？有時候買方很厲害可以把上面殺

掉，有時候也不行，來來去去非常精彩。這篇文章，基本上是一個分析完整

的文章，把目前買方力量的文獻做了各種整理，並且把各種可能性都找出

來，而且透過有系統的方式告訴大家，當我們看見流通業買方力量愈來愈壯

大時是否對於社會福祉是不好的，文章告訴我們說其實也不盡然，有時會有

好的效果也說不定。

以下我大概只能雞蛋裡挑骨頭，提供幾個淺見，讓作者參考。通篇看下

來，大概只少了一點點東西，一般我們在看超市、量販店或超商也好，當我們

擔心愈來愈集中、力量愈來愈大的時候，我們最關心的是在Buyer Power中限
制競爭的效果，文章對這個地方著墨較少，但如果從台灣的現實面來看，愈來

愈集中的現象，有可能是因、有可能是果，如果把它看成是果的話，那就是告

訴我們Buyer Power很強；但從另一方面看，它為什麼會很強，可能就是因為發
揮限制競爭的效果，使得其他超商、超市、量販店沒有辦法存活，導致集中的

情況愈來愈嚴重，這樣的情況會不會也是Buyer Power力量的展現，因此Buyer 
Power造成下游的集中，那這也會是我們關心的重點，本篇文章對此探討較
少，也許可以再思考一下。

第二個，吳老師也提到這篇文章是要從經濟學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事情，

就是不同傳統市場介面來看，但我要強調，市場介面既然存在，那麼它也是

一種可能性，也就是當下游很強的時候會造成社會福利的傷害，這是我們傳

統知道的事情，它只不過是提供另外一個可能性，我要特別強調，這篇文章

補充我們過去認知的不足，但我覺得在結論的部分行文要非常小心，也就是

要提醒讀者說傳統那種對社會福利的影響，事實上還是存在的，這兩種可能

性同時存在是很重要的訊息；否則我讀了這篇文章因為太enjoy了，就好像覺
得Buyer Power是非常好的事情，完全不用擔心它會是什麼壞事，因此應該在
行文中，強調談判介面與市場介面的可能都是存在的，即使是談判介面也不

全然是好事情，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吳教授剛剛介紹的非常清楚，要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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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水床效果存不存在，這個效果會影響到我們用談判介面來看流通業Buyer 
Power效果大不大，如果可能的話，把這些在結論中再作一個完整的整理，
我想對讀者來說會很有幫助。

第三點我要談的是，在這文章談所謂抗衡的力量，我覺得這很重要，這裡

整理很多很重要的文獻，這裡有很多文獻精彩的內容，因為各種不同的力量都

在這邊呈現，但我覺得有點可惜就是這邊的文獻整理有點太簡單了，如果可

以把各種正反意見整理出來，就會形成非常重要的貢獻。舉例而言，這裡說：

「他們發現零售市場集中度的提高，勢必會降低零售價格，但是社會福利不一

定增加」，這個結論很有趣，但我不知道中間的推導是什麼，這裡蘊藏很多有

趣的部分，也許可以再多著墨。

第四點，這個文章很關鍵的地方在於水床效果（Water bed effect），但這
水床效果在描述讓我覺得有點凌亂，因為一開始就有對它定義、後來又出現一

段、後來又有一段介紹它的正反面效果，因此在行文時，可以再寫的更清楚一

點。特別是我剛開始看到水床效果時，我的理解是某種程度，我跟你購買會造

成上游供應量增加，上游供應量增加會導致邊際成本增加，而邊際成本增加會

導致其他的供應商要買，價格會更高，這是我一開始接受的概念。但是後來談

水床效果時，他的邊際成本增加的效果又不見了，因此到底是怎樣較對，可能

要加以綜整。

第五點，如果我把文章當作武俠小說看，是非常精彩的，刀光劍影，但我

看完也有點失落感，整個文章非常複雜，文字部分很多，我建議可以用簡單的

圖表或是架構以清楚把一些重要傳達方向整理出來，這樣對讀者的理解上，會

很有幫助。

最後一點，我要提的是一個非常小的問題，就是一開始的數字，它的加總

是錯誤的，等一下吳教授可以自己再檢查一下；那當然這個數據是比較早之前

的，如果可能的話，應該更新一下較新的數據，就我所知，全聯現在的市佔率

蠻高的，那如果可能把數據更新一下，文章的貢獻會更大。以上是我簡單的評

論，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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