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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整理近年來經濟學界對於市場封鎖中「搭售」行為的理論發展，並以

簡單範例說明重要理論背後的經濟邏輯。我們先回顧芝加哥學派對於傳統「槓

桿理論」（leverage theory）的批評，亦即所謂的「單一獨占利潤」理論（single 
monopoly profit theory）；接者討論以賽局理論（game theory）為基礎的近期理
論。搭售可以使廠商在產品市場上定價更為積極、更願意削價競爭，進而阻卻

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Whinston, 1990）。這個承諾效果（commitment）可以進
一步延伸到研發階段，降低競爭者經由研發而進入市場的誘因（Choi, 2004）。
此外，受到微軟案以及微軟其他行為的啟發，經濟學家也發展出理論說明獨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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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可以藉由搭售來防止潛在競爭者進入核心市場（Choi and Stefanadis, 2001；
Carlton and Waldman, 2002）、保障未來的產品升級收益（Carlton and Waldman, 
2011）、或者從競爭對手汲取利益（Carlton, Gans, and Waldman, 2010）。我們
最後討論搭售對於促進經濟效率，尤其是提升產品品質的研究（Dana and Spier, 
2015）。
關鍵字：市場封鎖、搭售、槓桿理論、單一獨占利潤理論。

一、前言

以經濟理論模型分析市場封鎖（market foreclosure）行為，包括垂直限
制（vertical restraints）或排他行為（exclusionary practices），可追朔至芝加
哥學派的口述傳統（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oral tradition）1

。藉由簡單的市

場模型，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論證獨占廠商並無法、或者無動機
以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或搭售（tying）等垂直限制達到限制競爭
（anticompetitive）的目的；反之，這些行為的往往可以促進經濟效率。因此，
過去美國法院早期對於這些行為的嚴厲處置反而對經濟活動的發展有害。芝加

哥學派的影響極為深遠：其奠基於數理模型的分析方式使得競爭理論扎根於經

濟分析之上，深刻改變了競爭法的思考模式與走向；其嚴謹而富於直覺的推論

改變了法學界對垂直限制與排他行為的認識以及法庭裁決，使得在今日的歐美

競爭法規範中，多數的行為不再受到過去的「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原則
管轄，而是以「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審視其經濟效果2

；並在方法論上

提醒我們，要正確地判斷這些行為的經濟效果，我們必須首先了解廠商採取行

為的誘因為何。

隨著新的分析工具的發展，近年來經濟學界與競爭法學界對於市場封鎖的

不同效果有更深入的探討與理解，而呈現出不同於之前主導競爭法思考的芝加

哥學派的看法，更對歐美競爭法實務帶來新一波的思維衝擊。尤其1980年代之
後賽局理論（game theory）逐漸應用於經濟學各個子領域，成為主要分析工具
之一。賽局理論所能處理的核心議題—策略性互動（strategic interactions）—
1 Whinston: “As a matter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this is a good example of the power of 

theoretical models：the Chicago School had models; their opponents had none.” Michael 
Whinston, LECTURES ON ANTITRUST ECONOMICS, p. 134 (2006).

2 在實務上，我國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5款禁止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為
交易條件，搭售屬於其中之一，而須就對整體市場競爭的影響做一綜合判斷。參
見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第17版，頁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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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經濟學尤其得到廣泛應用。經濟學家以賽局理論為分析基礎，藉由更細

緻、深入地刻畫產業裡不同決策者之間的策略性互動，探討廠商採用各個行為

的原因（rationales）以及其競爭效果3
。一些重要研究的出現大大改變了競爭法

理論的面貌，也受到近年來數個重要競爭法案例的啟發，或者影響競爭主管機

關對於案件審酌的思維。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關注在廠商的「搭售」行為。在這個領域，芝加哥學

派提出「單一獨占利潤」理論（single monopoly profit theory）挑戰傳統的「槓
桿理論」（leverage theory），亦即獨占廠商會藉由搭售將市場力量延伸至其
他市場的論點；而新的經濟理論發展往往仍然在試著回應芝加哥學派的基本論

點，亦即獨占廠商是否會為了限制競爭而採行垂直限制或排他行為。因此我們

從芝加哥學派的論點出發，以簡單的經濟範例闡明傳統槓桿理論的邏輯疏漏。

接著，我們整理自1980年晚期以來的重要市場封鎖理論，並且同樣以簡單的數
學範例說明其經濟邏輯與結果背後的重要假設。

值得注意的是，新理論的發展往往受到新興產業的影響，或者反映近年

來重要搭售案件中的關鍵議題。其中搭售對於廠商創新（innovation）行為的
影響尤其受到重視，而逐漸形成所謂的「動態槓桿理論」（dynamic leverage 
theory）。整理搭售相關領域的發展，也可以讓我們了解競爭法主管機關所面對
的新挑戰。

以下我們首先在第二節就「搭售」行為做一般性的介紹，並簡短討論除了

市場封鎖以外，廠商使用搭售的可能原因。我們接著在第三節說明芝加哥學派

的「單一獨占利潤」理論；第四節整理近期的「搭售」市場封鎖理論發展。鑒

於「搭售」也具備相當的促進競爭（procompetitive）效果，我們在第五節介紹
對於「搭售」可以提升產品品質的研究。最後，我們在第六節總結全文。

二、搭售與廠商行為

與獨家交易類似，搭售也是一種對購買行為的限制：賣家使用契約或者產

品設計的方式使得想購買某一產品（搭售產品，tying goods）的買家也必須、且
只能向其購買另一產品（被搭售產品，tied goods）4

。參見圖 1：既存賣家出售
A與B兩個商品，若既存賣家要求購買商品A的消費者也購買B，則構成搭售行
為，並以商品A為搭售產品、商品B為被搭售產品。
3 這些分析有時統稱為後芝加哥學派（post Chicago school）。
4 獨家交易則是要求買家不得向其他賣家購買同一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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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搭售的市場結構
與法律用語稍有不同，在經濟文獻中，綑綁（bundling）行為指涉賣家直

接將兩個商品包裹販售，並可進一步區分為「單純綑綁」（pure bundling）與
「混和綑綁」（mixed bundling），兩者的差異為廠商是否提供產品單獨販賣。
例如當A為主菜、B為甜點，如果餐廳只提供套餐的點餐方式（必須A與B一起
購買），則為單純綑綁；但是如果除了套餐之外，消費者也可以單點包含在

套餐中的各品項（可以只消費主菜、或只消費甜點），則為混合綑綁。一般而

言，搭售與（單純）綑綁的差別是兩商品的購買數量是否具固定比例的關係。

由於包裹販售，綑綁中A與B商品的購買比例維持固定；但是搭售並沒有這個要
求，甚至買家可以只購買被搭售商品。例如當購買汽車、冰箱、印表機等耐久

財（durable goods）時，廠商往往限定原廠維修（maintenance）或使用原廠零件
（spare parts）5

。在這個例子裡汽車、冰箱、印表機等即為搭售商品，而維修與

零件則為被搭售商品。兩者的購買或消費比例則受到消費習慣、產品品質、產

品週期與下一代產品的推出等因素影響
6
。

廠商有多種達成搭售的方法：廠商可以直接以契約要求的方式禁止買家

向別的廠商購買搭售品，例如電影院、觀賞球賽、遊樂場所等禁帶外食，即

是用「商家規定」，亦即契約方式要求消費者若想入場看電影、球賽、或者遊

憩等（搭售商品），也只能向經營場所的商家購買、滿足飲食需求（被搭售商

5 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Inc., 112 S. Ct. 2072 (1992).
6 關於產業經濟學對於搭售與綑綁的的定義，參見Carlton與Perloff 教授的教科書；

Dennis Carlton and Jeffrey Perloff, MODER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4th. 
ed., p. 319-2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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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7
。而連鎖商店（franchising）的經營模式也常常要求加盟店（franchisee）

向總店（franchisor）購買重要原料（被搭售商品），此時的搭售商品為連鎖
商店的招牌或商譽（brand name、trademark）8

。廠商也可以使用價格誘因或

者「綑綁折扣」（bundled discounts）達到搭售的效果，例如觀光地區的旅館
往往無法禁止旅客在旅館附設餐廳以外的地點消費，因此以提供優惠的方式

鼓勵住宿（搭售商品）旅客在旅館餐廳用餐（被搭售商品）；又如「買A （搭
售商品）送B （被搭售商品，折扣至零元）」、「加一元多一件 （被搭售商
品）」、「紅標、綠標」商品等等促銷活動。

產品設計也是常見的搭售或綑綁手法。例如左腳鞋與右腳鞋、鞋子與鞋

帶、車子的車體與各部位零件 （輪胎、音響、空調等等）、電腦的主機板與周
邊設備、一份報紙的不同版面、一份雜誌的不同專欄、醫院中的手術與麻醉

9
、

旅館的過夜與清潔服務等等，許多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一個商品」，其實都是

廠商將不同部分組合、配置好之後一併呈現、綑綁販賣給消費者
10
。事實上，

產業或者交易習慣的演變對於將不同功能的組合視為一個商品或是不同商品的

綑綁也有影響。在近年來最重要的競爭法案例之一—微軟案中，微軟將不同應

7 參見陳俊廷 （2002），營業場所禁帶外食行為於公平交易法之適用觀點，公平交
易季刊，第10卷第4期。

8 Queen City Pizza, Inc. v. Domino’s Pizza, Inc., 124 F. 3d 430（3d Cir., 1997）。關於連
鎖契約中的搭售分析，參見Benjamin Klein and Lester Saft,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Franchise Tying Contracts, 28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p. 345-61
（1985）。

9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v. Hyde, 466 U.S. 2 (1984).
10 根據定義，搭售必然涉及多個產品市場，但是Carlton與Waldman教授強調：

“Indeed, any product can be viewed as a bundle of tied characteristics.”Dennis Carlton 
and Michael Waldman, Tying, ISSUES I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VOLUME 3, p. 1860（2008）。關於搭售與相關競爭法議題的討論，參見Patrick 
Rey and Jean Tirole, A Primer on Foreclosure,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UME III（2006）、Michael Whinston, LECTURES ON 
ANTITRUST ECONOMICS, chapter 4（2006）、Dennis Carlton and Michael 
Waldman, How Economics Can Improve Antitrust Doctrine towards Tie-In Sales, 1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p. 27-40 （2005）、Barry Nalebuff, 
Tied and True Exclusion: Comment on Jean Tirole’s“The Analysis of Tying Cases: 
A Primer,” 1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p. 41-53（2005）、
Jean Tirole, The Analysis of Tying Cases: A Primer, 1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p. 1-25（2005）、Alden Abbott and Joshua Wright, Antitrust 
Analysis of Tying Arrangements and Exclusive Dealing, 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p. 183-212（2010）等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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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軟體與個人電腦作業系統（operation system）的搭售成為爭訟焦點之一：在
美國，微軟被控告將瀏覽器（browser）與作業系統搭售11

、在歐洲則是多媒體

撥放軟體 （media player） 與作業系統搭售12
。暫且不論這些行為的競爭效果，

將不同功能整合在一個軟體中，其實是軟體業發展的常態
13
。例如現在的文書

處理軟體都附有拼字與文法檢查功能，但是在早期文法檢查是作為獨立商品販

賣、且有多個廠商競爭的個別產業
14
。

體認到搭售與綑綁實為商業活動的常見方法，當代經濟學家在評論其競爭

效果時必然強調我們不可忽視搭售帶來的效率進步：左腳鞋與右腳鞋、鞋子與

鞋帶一起銷售、以及電腦或汽車組裝好販賣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包括消費者的

搜尋成本（search cost）、廠商的流通或配送成本（distribution cost）、以及避

11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oration, 253 F.3d 34（D.C. Cir. 2001）。 關於經濟學家
對於微軟案的非技術性討論，參見Richard Gilbert and Michael Katz, An Economist’s 
Guide to U.S. v. Microsoft, 15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p. 25-44
（2001）、以及Michael Whinston, Exclusivity and Tying in U.S. v. Microsoft: What 
We Know, and Don’t Know, 15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p. 63-80
（2001）。

12 Case COMP/C-3/37.792 Microsoft, 24 March 2004.
13 Gregory Sidak, An Antitrust Rule for Software Integration, 18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p. 1-83 (2001).
14 Robert Hahn, ed., ANTITRUST POLICY AND VERTICAL RESTRAINTS, p. 5
（2006）。Carlton與Waldman教授在其2011年發表的論文中，統計在論文發表當時
的Windows版本，Windows 7，內建、或者綑綁了至少有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 
browser）、Windows Media Player（多媒體播放程式）、Windows Media Center、
Windows DVD Maker、WorkPad、Calculator、以及Sticky Notes等應用程式；參見
Dennis Carlton and Michael Waldman, Upgrades, and Switching Costs and the Leverage 
Theory of Tying, 122 ECONOMIC JOURNAL, footnote 5, p. 677 （2011）。有些經
濟學家認為綑綁是微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 Nalebuff教授認為；“One of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ers of our modern economy is the competitive success achieved by 
product bundles, Microsoft Office being the case in point. It has achieved a commanding 
market share over previously dominant firms selling individual software applications, 
such as WordPerfect, Quattro or Lotus, Adobe PageMill, and Harvard Graphics.“ Barry 
Nalebuff, Competing against Bundles, INCENTIVES, ORGANIZATION, AND PUBLIC 
ECONOMICS, ed. by G. Myles and P. Hammond, p. 1（2000）。這也許是微軟採用的
所謂「embrace, extend, extinguish」策略的一部分；參見 Joshua Gans, Remedies for 
Tying in Computer Applications, 2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TRIAL 
ORGANIZATION, p. 505-12（2011）、以及美國司法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在美國微軟案中的事實發現，位於網址: https://www.justice.gov/atr/us-v-
microsoft-proposed-findings-fact-2 （最後瀏覽於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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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零件不相容（incompatibility）而發生的成本；連鎖業為了保證品質、維護聲
譽而必須限制加盟店的用料來源；印表機要求使用原廠墨水、複雜機械要求原

廠維修可能是為了保證運作品質
15
。

此外，搭售也常被視為協助廠商進行價格歧視（price discrimination）、或
者測度消費者使用價值並據此定價（meter pricing）的方法16

。比較頻繁使用印

表機的消費者可能對於「列印」這項服務有較高的願付價格，也會較常更換墨

水；反之較不常使用的消費者可能願付價格價低、也比較少更換墨水。印表機

廠商可以降低印表機價格、提高墨水價格來區隔、「吃下」這兩類消費者：由

於印表機價格下降、同時不常用墨水，願付價格低的消費者會願意購買；而廠

商可以透過較高的墨水價格從願付價格較高的消費者身上賺取利潤。但是廠商

能夠這麼做的前提是消費者無法從別處取得墨水，亦即廠商必須進行搭售。

三、單一獨占利潤理論

在競爭法的發展上，自從美國於1914年通過克萊登法（Clayton Act）後，
法院對搭售的態度趨向嚴苛，列入「當然禁止」的範疇

17
。早期的搭售案例有

不少與專利（patents）有關：專利權所有人要求想要購買有專利保護的A商品
（搭售商品）的買家也必須向專利權人購買沒有專利保護、或者專利權已經過

期（expired）的B商品（被搭售商品）。例如在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mpany v. 
Universal Film Manufacturing Company 一案中18

，專利所有權人Motion Picture在
15 參見Ward Bowman, Tying Arrangements and the Leverage Problem, 67 YALE LAW 

JOURNAL, p. 19-36 （1957）；Richard Posner, ANTITRUST LAW: AN ECONOMIC 
PERSPECTIVE（1976），chapter 8；與Robert Bork, THE ANTITRUST PARADOX
（1993），chapter 19；Carlton and Waldman （2005），前揭註13；Tirole
（2005），前揭註13；Roger Blair and David Kaserman, ANTITRUST ECONOMICS, 
2d ed, chapter 18（2009）。

16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 v. United States, 298 U.S. 131（1936）。價
格歧視的福利效果一向極難判斷。例如當某些市場過小時，若無法進行價格歧
視、針對這個市場隔離出一個較低價格，並且防止其他市場的消費者「套利」
（arbitrage），用較低價格購買，則廠商往往會定價在較高的水準，使得這個較小
市場的消費者不願購買。此時價格歧視會提高社會福利。關於搭售與價格歧視的
文獻討論，請參見我們的研究報告。

17 參見 Bork教授在其競爭法名著中對於美國搭售案例發展的討論；Bork（1993），
前揭註18，chapter 19。Blair與Kaserman教授在其反托拉斯經濟學教科書也提供較
近期的美國案例分析；Blair and Kaserman（2009），前揭註18，chapter 18。

18 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mpany v. Universal Film Manufacturing Company, 243 U.S. 
502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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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映機 （projecting machine）專利有效、但是底片（film）專利已經失效後，仍
然要求商家不得使用其他家的底片。Clarke 大法官在其執筆的多數意見書中認
為：

Such a restriction is invalid because such a film is obviously not any part of the 
invention of the patent in suit; because it is an attempt, without statutory warrant, to 
continue the patent monopoly in this particular character of film after it has expired, 
and because to enforce it would be to create a monopoly in the manufacture and use 
of moving picture films, wholly outside of the patent in suit and of the patent law as we 
have interpreted it. 
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搭售案件受到這個思維所主宰（Bowman, 1957）19

，

亦即法院所發展出來的「槓桿理論」：廠商藉由搭售將（專利或其他方式所賦

予）在A產品的獨占力量「延伸」至原本不具市場力量的B產品市場20
。

但是芝加哥學派並不認為獨占廠商有動機使用搭售來排除競爭
21
；槓桿理

論中描述的狀況可能發生，卻對獨占廠商沒有好處
22
。芝加哥學派的大將之一

Posner教授曾說明23
：

A fatal weakness of the leverage theory is its inability to explain why a firm with a 
monopoly of one product would want to monopolize complementary products as well. 
It may seem obvious…, but since the products are by hypothesis used in conjunction 

19 Bowman（1957），前揭註18。
20 Bork教授曾評論；“The Court’s theory of tying and reciprocity is that they are means 

of extending power from one market to another. When a seller of product A, the tying 
product, requires that purchasers also take product B, the tied product, the Court assumes 
that some market power inheriting in A is extended or transferred to B, so that the seller 
now has two monopolies or positions of strength in place of one.” Bork（1993），前揭
註17，p.365-6。

21 如同獨家交易，芝加哥學派也不認為搭售的主要目的在於市場封鎖或者排除競
爭。但是與此處稍有不同，芝加哥學派認為獨占廠商無法使用、而非不願使用獨
家交易來排除競爭。參見Posner（1976），前揭註18，p. 203。我們的委託研究報
告中亦有詳盡說明；參見邱敬淵與李素華（2017），競爭法下市場封鎖經濟效果
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22 關於搭售是否能夠排除競爭，或者削弱被搭售產品市場的競爭程度，參見Tirole教
授於2005年的討論；Tirole（2005），前揭註13。Tirole教授列舉了以下因素：若邊
際成本越高、產品差異化（包括水平差異）可能性越低、或者產品越不具有多邊
市場特性（multisideness）則搭售對競爭的影響程度越大。

23 Posner（1976），前揭註18，p.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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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one another…, it is not obvious at all. If the price of the tied product is higher than 
the purchaser would have to pay on the open market, the difference will represent an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the final product or service to him, and he will demand less of 
it, and will therefore buy less of the tying product. To illustrate, let a purchaser of data 
processing be willing to pay up to $1 per unit of computation, requiring the use of 1 
second of machine time and 10 punch cards, each of which costs 10 cents to produce. 
The computer monopolist can rent the computer for 90 cents a second and allow the 
user to buy cards on the open market for 1 cent, or, if tying is permitted, he can require 
the user to buy cards from him at 10 cents a card—but in that case he must reduce his 
machine rental charge to nothing, so what has he gained?
芝加哥學派的想法又被稱之為「單一獨占利潤」理論。當兩個商品為完全

互補（perfect complements），亦即只有同時消費時才能產生任何價值（例如
成對的鞋子或襪子、電腦的軟體與硬體、作業系統與應用程式；或是在Posner
的例子裡，計算機時間與打孔卡），消費者購買兩個商品的意願取決於價格的

加總、而不是商品各自價格多寡。名義上，兩個商品即便在不同的市場各自交

易，但是完全互補的特性使得消費者只有一個總和的願付價格，因此實質上只

有一條需求線、一個獨占利潤。

芝加哥學派指出，當廠商掌握其中一個商品的獨占地位時，就能夠取得兩

個商品市場的獨占利潤，不需要、也無法延伸獨占力量來取得較高利潤；甚至

會希望另外一個商品可以由品質較高、較有效率的競爭者來提供。直覺來說，

由於產品為完全互補，掌握單一商品的獨占地位即掌握產生消費價值的關鍵，

獨占廠商可以提高獨占商品的價格來獲取完整的獨占利潤。如果獨占廠商試著

以搭售（或其他方法）延伸市場力量至另外一個產品市場，排除在另外一個市

場的競爭者，這個行為本身並不會提高消費者對於兩個商品的整體評價，因

此無法提升獨占利潤。反之，如果競爭者比較有效率，能夠提供品質較高的產

品，排除競爭的市場封鎖行為將使得消費者的整體願付價格下降，獨佔利潤隨

之減少。因此芝加哥學派強調獨占廠商沒有動機使用搭售排除競爭。

以下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案例作進一步說明。

範例 1
考慮圖 1的市場結構：既存賣家銷售A、B兩商品；另外有一個潛在競爭者

可以在花費進入成本  後進入B產品市場。但是潛在競爭者無法進入A產品市場
（例如既存賣家握有A產品的專利權，能夠有效行使禁制令，injunction，來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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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進入），因此A市場為獨占市場、B市場在潛在競爭者進入後由兩家廠商進行
競爭。廠商沒有其他生產成本24。

A與B兩商品對於消費者為完全互補25；消費者最多只買一單位的A與B商
品。消費既存廠商的A與B產品可以產生 3 + 3 = 6 元的價值；但是如果結合既存
廠商的A產品與潛在競爭者的B產品，消費價值可以提升到 3 + (3 + ) = 6 + 。令 

 >  ≥ 0，因此潛在競爭者（在B市場）較既存廠商更有效率，可以提供較高
品質的產品；並且進入市場後可以提升社會福利，產生    > 0 的效益。
按照槓桿理論，如果既存賣家進行搭售，要求想購買A產品的消費者也必

須向既存賣家購買B產品，那麼消費者的確不會與潛在競爭者交易。即便潛在
競爭者的B產品品質較好，在搭售的限制下買了潛在競爭者的B產品就買不到A
產品；而在完全互補的假設下，只有B產品、沒有A產品無法產生任何消費的效
益。因此搭售會使得消費者只與既存賣家交易；而在沒有顧客的預期下，潛在

競爭者不會花費任何進入成本。既存賣家的確可以用搭售排除競爭，然後對消

費者收取獨占價格   6，此時消費者剩餘為零，既存賣家可以得到獨占利潤 
  6。
但是芝加哥學派質疑：搭售是既存賣家利潤極大化的最佳策略嗎？如果不

進行搭售，讓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雖然名義上既存賣家必須與潛在競爭者在

B產品市場競爭，但是利用完全互補的性質，既存廠商反而可以藉由在A產品的
獨占地位汲取（部分）潛在競爭者帶來的價值 。因此既存廠商反而有動機鼓
勵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不會用搭售來排除競爭。

要理解這個論點，假設在潛在競爭者進入B產品市場後，兩個廠商進行價
格競爭、同時決定產品價格。令既存廠商對A、B產品的定價為  與 ；潛在

競爭者對其B產品的定價為 。我們要找出價格競爭下的 Nash 均衡，同時證明
在均衡時既存廠商的利潤會高於搭售之下的獨占利潤 6。
24 更精確地說，我們假設兩個廠商的邊際生產成本為零。軟體業（ so f twa re 

industry）特別適合這個假設：銷售軟體的主要成本來自開發與測試軟體的固定成
本；相較之下，一旦完成開發，複製軟體的邊際成本極低、幾乎為零。

25 Whinston教授在其1990年的論文中指出這個分析的關鍵不在於完全互補的產品性
質，而是既存賣家的A產品是否為不可或缺（essential）。如果市場上有較差的產
品能取代A、或者B產品有其他獨立用途，芝加哥學派的論點都不成立，既存賣家
會有動機進行搭售。此外，Whinston教授也指出即便兩商品為完全互補，如果B
產品市場為寡占（oligopoly）、且生產技術具有規模報酬特徵時，芝加哥學派結
論也不成立。Michael Whinston, Tying, Foreclosure, and Exclusion, 8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 837-59（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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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廠商利潤受限於消費者的願付價格（消費者最多願意付出多少購

買產品）。既存廠商的利潤大於 6 必然表示消費者購買的是潛在競爭者的B產
品，然後結合既存廠商的A產品，產生 6 +  的價值。而消費者願意購買這個組
合的條件是

3 + ( 3 +  )  (  +  ) ≥ 0       +  ≤ 6 + ,                ( 1 )

亦即消費者剩餘不為負值。其次，廠商定價同時必須防止消費者選擇搭配既存

賣家的B產品，否則消費者對A與B產品的整體願付價格會下跌到 6，既存廠商
的利潤無法大於 6。而要讓消費者不選擇既存買家的B產品的條件是

3 + ( 3 +  )  (  +  ) ≥ 3 + 3  (  +  )       ≤  +  ,                ( 2 )

亦即選擇潛在競爭者的B產品會產生較高的消費者剩餘。
若滿足這兩個條件，既存賣家只會售出A產品，得到利潤 ；潛在競爭者

由於出售B產品，可得利潤 。而由（1）式看來，兩廠商利潤總和的上限是消
費者願付價格 6 + 。如果潛在競爭者拿得越多、  越高，既存廠商能夠分得的
利潤就越少。另一方面，根據 （2）式，潛在競爭者的定價會受到既存廠商對
其B產品定價  的限制，若  越高則潛在競爭者越有漲價的空間。因此即使
不會出售B產品，既存廠商也會將其定價在  = 0，以便壓縮潛在競爭者的價格 
、提高自己在A產品的價格與獲利。
將既存賣家對其B產品的最適定價為零這個結果代入（2）式，同時令

（1）式的等號成立，亦即兩個廠商可以完整瓜分消費者的願付價格 6 + ，我
們得到任何滿足  +  = 6 +  與  ≤  這兩個條件的價格  與  都是一
組價格均衡26。只要潛在競爭者無法充分享受其高品質產品帶來的效益，既存

廠商的A產品定價與利潤就會超過搭售之下的水準，亦即只要  <  就能保證 
 = 6 +    > 6。當然，潛在競爭者只有在利潤超過進入成本時才會進入市

場。因此只有滿足    ≥ 0，既存廠商才能夠享受超過 6 的利潤。

26 亦即我們有多重均衡解。這是此類價格競爭賽局的典型結果；參見Janusz Ordover, 
Alan Sykes, and Robert Willig, Nonprice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 by Dominant Firms 
Toward the Producers of Complementary Products, ANTITRUST AND REGULATION: 
ESSAYS IN MEMORY OF JOHN J. MCGOWAN（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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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搭售的排除效果

芝加哥學派的論證改變了學界對槓桿理論的想法、以及對搭售的認知。反

應在競爭法實務，則是搭售案件逐漸往「合理原則」的方向改變。但是隨著賽

局理論的新工具發展，產業經濟學家回應芝加哥學派的想法，提出新的觀點與

模型推論獨占廠商有怎麼樣的動機使用搭售排除競爭。我們以下介紹幾個主要

模型。我們將討論集中在搭售的市場封鎖、或者排除進入效果27。

如同我們在第一節所提及，搭售理論的發展特別受到新興產業與相關競爭

法案件的影響，例如前述的微軟案就對不少研究帶來啟發。而微軟案與新興產

業的重要特徵，包括廠商的研發決策（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規模經濟、
網路效果（network effect）28以及產品升級（upgrade）等現象就成為這些模型的
組成要素。例如Choi教授及長期合作者Stefanadis教授曾經發表一系列論文探討
搭售如何透過改變廠商研發誘因影響市場結構29；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也
有不同文章分別討論在規模經濟與網路外部性、以及產品升級與轉換成本等要

素之下，搭售的排除效果30。

27 文獻亦有討論一個或多個廠商藉由搭售或綑綁造成產品差異化、改變既有廠商之
間的競爭程度；此外，綑綁也與廠商的產品相容性決策以及研發決策有關；而在
在生產過程中，當多種生產要素可以有不同比例的搭配（variable proportions）
時，上游要素市場的搭售也會影響廠商成本結構。關於這些分析的相關文獻，請
參見我們的研究報告。

28 網路效果，或者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指的是某一商品對使用者能
產生的效益會受到使用這項商品的總人數的影響。例如當文書檔案格式無法相
容時，使用 word 文書軟體的人越多， 則遇到不相容文件的機率越低，因此使用 
word 編輯的效益就越大；這時有正的網路外部性。負的網路外部性的典型例子為
公共運輸：當越多人使用高速公路，交通擁塞（congestion）會使得速度減緩，使
用高速公路的效益因此下降。關於網路外部性對產業競爭的影響與文獻討論，參
見產業經濟學教科書的介紹，例如 Jean Tirole，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988）。

29 Jay Pil Choi, Preemptive R&D, Rent Dissipation, and the `Leverage Theory,’ 111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p. 1153-81 (1996); Jay Pil Choi, Tying and 
Innovation: A Dynamic Analysis of Tying Arrangements, 114 ECONOMIC JOURNAL, 
p. 83-101 (2004); Jay Pil Choi and Christodoulos Stefanadis, Tying, Investment, and the 
Dynamic Leverage Theory, 32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p. 52-71 (2001); 
Jay Pil Choi and Christodoulos Stefanadis, Bundling, Entry Deterrence, and Specialist 
Innovators, 79 JOURNAL OF BUSINESS, p. 2575-94 (2006).

30 Dennis Carlton and Michael Waldman, The Strategic Use of Tying to Preserve and Create 
Market Power in Evolving Industries, 33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p. 194-
220 （2002）；Carlton and Waldman（2011），前揭註17。



競爭法下市場封鎖經濟效果研究─以搭售為中心 191

此外，根據既存賣家藉由搭售所希望達成的目標，我們大致可以將這些文

獻區分為兩大類：既存賣家藉由搭售將獨占力量從A產品市場延伸至B產品市
場；或者既存賣家的目的在於保護其核心的A產品市場。以微軟的例子來說，
我們可將視窗（Windows）作業系統視為A產品、應用軟體（如網路瀏覽器、多
媒體播放軟體等）視為B產品。某些應用軟體可能在未來可以進一步發展、替
代作業系統，例如瀏覽器。因此微軟搭售的目的可能是為了保護其作業系統的

核心市場（primary market）。但是某些應用軟體大概很難具有這樣的威脅（例
如計算機、小畫家等），此時微軟搭售的著眼點可能就是這些應用軟體市場的

利潤31。以下我們分別說明。

(一)延伸獨占力量
在延伸獨占力量，亦即既存賣家著眼於B產品市場利益而進行搭售的研究

上，Whinston教授在1990年所發表的開創性研究中首先指出，不同於芝加哥學
派的看法，獨占廠商的確可能有動機使用搭售將其獨占力量延伸至另外一個市

場32。原因在於搭售可以提供策略價值，使既存賣家在B產品市場成為一個更強
悍、更具侵略性（agreesive）的價格競爭者。Choi教授在2004年的文章中進一
步考慮廠商在B產品市場的研發決策，指出搭售在產品市場上產生的侵略性可
以使既存賣家在研發上較為積極，進而阻卻潛在競爭者的研發誘因33。

此外，Simpson與Wickelgren兩位教授在2007年發表文章將「製造商—零售
商—終端消費者」的三層產業結構導入搭售的研究中，指出在這種情況下，獨

占賣家可以利用零售商之間的競爭以及搭售排除在B產品市場的競爭者34。最

後，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在2011年發表論文，提出當B產品在未來可能會
升級（upgrade）時，既存賣家也可能進行搭售，以確保未來在B產品市場的利
潤35。在這些文獻裡潛在競爭者都沒有能力提供A產品，「進攻」既存賣家的
核心市場。因此，如同傳統的槓桿理論，這些研究都強調既存賣家為了強化或

者鞏固在B產品市場的地位而進行搭售。我們以下分別討論這4篇文獻的理論模
型。

31 Carlton and Waldman（ 2011），前揭註17。
32 Whinston（1990），前揭註28。
33 Choi（2004），前揭註32。
34 John Simpson and Abraham Wickelgren, Bundled Discounts, Leverage Theory and 

Downstream Competition, 9 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 REVIEW, p. 370-83 
(2007).

35 Carlton and Waldman（2011），前揭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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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搭售與延伸市場力量

1.搭售的承諾價值
Whinston教授在1990文章的分析架構中，與芝加哥學派理論的關鍵差異是

考慮A與B兩商品不再為完全互補，而是各自有其消費價值。例如當A、B兩商
品為獨立產品時，理論上兩產品市場亦為彼此獨立。考慮圖 2的產業結構，既
存賣家仍然出售兩個商品、潛在競爭者只可能進入B商品市場。與之前圖 1市場
結構的差異僅為A、B兩商品的消費特性：只單獨購買A或B產品時消費者仍能
產生消費效益；兩商品不再需要依一定比例一起消費（此外，一起消費也不會

增加效用）。

Whinston教授指出在這個情境下，既存賣家的確有誘因藉由搭售將獨占力
量由A產品市場延伸至B產品市場，亦即槓桿理論成立。其原因在於如果既存賣
家不進行搭售，兩個獨立商品市場沒有關聯，既存賣家可以維持在A產品市場
的獨占利潤，但是在B產品市場必須面對潛在競爭者的競爭壓力。如果潛在競
爭者的產品品質較高（如同範例 1的狀況）或者成本較低，在潛在競爭者進入
市場後，價格競爭下既存賣家將完全失去B產品市場，無法從B產品取得任何利
潤。如果既存賣家進行搭售或者綑綁，要求想購買A產品（搭售品）的消費者
也必須向其購買B產品（被搭售品），這個策略可以使既存賣家在B產品市場上
變得更具攻擊性：如果既存賣家無法賣出B產品，也一併會損失A產品的銷售利
潤。因此，相較於沒有搭售的狀況，搭售使得既存賣家有動機進一步壓低產品

價格。搭售可視為既存賣家有效地對潛在競爭者宣示、或者承諾（commit）其
在B產品市場的競爭力道。預期到既存賣家藉由搭售而展現的競爭誘因，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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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進入市場的動機因而削弱；因此既存賣家可以將獨占力量延伸到B產品
市場。以下我們用一個簡單例子說明。

範例 2
考慮圖 2的市場結構。與範例 1類似，假設既存賣家的A、B兩產品各帶來 

3 的消費價值，潛在競爭者的B商品帶來 3 +  的價值。但是兩商品彼此獨立： 
只購買A商品的消費者也可以享受 3 的價值；同理，只消費B商品可享受 3 或 
3 +  的價值，看消費者購買誰的產品。此外，除了進入成本 ，兩個廠商沒有
其他成本。

如果既存賣家不進行搭售，兩個產品市場各自獨立，藉由在A產品市場的
獨占地位，既存賣家可以從A產品獲得利潤為 3。在B產品市場，當潛在競爭者
進入後，兩個廠商進行價格競爭。若既存賣家的B產品價格為 、潛在競爭者
的價格為 ，消費者選擇購買潛在競爭者的產品的條件為

�3 +    ≥ 3         ≤  +  ;                ( 3 )

潛在競爭者品質優勢會帶來競爭時的價格優勢。由於既存賣家至多只會將

價格壓低到零（生產成本假設為零），  = 0，潛在競爭者可以定價在  = ，
在進入市場後享受  的利潤。因此只要  ≥ ，潛在競爭者會選擇進入B產品市
場，既存賣家無法與之競爭，只能固守A產品市場。
現在考慮既存賣家進行搭售，要求想購買A產品的消費者也只能向其購買

B產品。當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消費者必須將兩個產品的購買選擇連結在
一起：只向既存賣家購買，但是可以得到A與B產品；或者只向潛在競爭者購
買，此時消費者只能買到B產品，但是產品品質較佳。同樣令既存賣家（在搭
售後）的定價為 、潛在競爭者的定價為 。消費者選擇向購買潛在競爭者購

買的條件為

3 +    ≥ 3 + 3         ≤   3 +  ;                ( 4 )

與（3）式比較，搭售會削弱潛在競爭者在B產品市場的品質優勢。如果既
存賣家將價格定為零（  = 0），潛在競爭者最高只能定價在  = 3  。因此
如果潛在競爭者地產品優勢幅度不夠大， 0 <  < 3，即便潛在競爭者也將價格
訂為零，  = 0，消費者仍然只會購買既存賣家的產品。就算  > 3，潛在競爭
者在進入市場後可以獲得利潤為   3，如果利潤小於進入成本，   3 < ，潛
在競爭者會選擇不進入B產品市場。因此當  < 3 +  時，既存賣家可以藉由搭
售排除進入，將獨占地位由A產品市場延伸到B產品市場。



第 24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4

必須注意的是，搭售之後此時既存賣家是以  的價格賣出A與B兩個產
品；在沒有搭售時，這個價格相當於 3 + 0 = 3，亦即既存賣家對A產品的定價
為 3、對B產品的定價為 0 的加總。而在（4）式中，搭售後既存賣家願意將兩
個產品的價格總和降價到零，否則失去的不只是B產品的銷售、連A產品也無法
賣出。因此搭售使得既存賣家在價格競爭時更具侵略性、更願意以低價搶攻市

場。觀察到搭售對既存賣家帶來的策略變化後，潛在競爭者因此較不願意進入

市場。這個經濟邏輯說明了Whinston教授在其1990年論文中所提出搭售的排除
競爭效果36。

在Whinston教授1990年論文的模型中，如果既存賣家無法藉由搭售排除進
入，那麼在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既存賣家有動機放棄搭售，以保留A產品
市場的獨占利潤37。例如在範例 2中，當  > 3 +  的條件成立時，即便有搭售
潛在競爭者仍然選擇進入市場。此時如果進行搭售既存賣家無法出售任何產

品，利潤為零；但是如果放棄搭售策略，既存賣家可以保留A產品市場的獨占
利潤 3。

這表示既存賣家的搭售策略可能會面對一個搭售是否可信（credible）的承
諾問題（commitment problem）：如果潛在競爭者相信既存賣家會在潛在競爭
者進入市場之後放棄搭售，那麼即使   3 < ，潛在競爭者仍然會選擇進入市
場。既存賣家無法維持承諾，搭售就無法達到排除進入的效果。因此，為了解

決這個承諾問題，既存賣家可能選擇以無法事後更改、拆解（undo）的產品設
計（product design）方式將兩個產品綑綁在一起，使得消費者無法拆開購買。
相較之下，以契約要求方式進行搭售比較容易在事後修改，因此較無助於解決

承諾問題。

Nalebuff教授在2004年發表論文，使用一個不太一樣的模型考慮搭售或綑綁

36 Whinston（1990），前揭註28。根據Fudenberg與Tirole教授對於廠商政策的分類，
這裡的搭售屬於「top dog」策略：既存賣家藉由搭售使得自己在B產品市場變得
更具攻擊性，藉此排除潛在競爭者。但是由於兩個廠商的價格具備策略性互補的
關係，一旦無法排除競爭者，既存賣家應該改採「puppy dog」的策略，不再進
行搭售以減緩自己的攻擊性、進而軟化競爭者進入市場後的價格競爭。參見Drew 
Fudenberg and Jean Tirole, The Fat-Cat Effect, the Puppy-Dog Ploy, and the Lean and 
Hungry Look, 74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p. 361-6（1984）。另外參見Tirole（1988），前揭註31，p.323-36。

37 Choi教授根據這個論點說明傳統的「槓桿理論」不成立。參見Jay Pil  Choi 
(2007), Antitrust Analysis of Tying Arrangement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NTITRUST: THEORY AND EVIDENC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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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入障礙效果38。在他的模型中既存賣家不再面對搭售的承諾問題，亦即，

即使競爭者進入市場，既存賣家仍會選擇搭售。但是其模型稍微複雜，包括異

質消費者，亦即不同消費者對A、B產品有不同的消費效益，因此我們不做進一
步說明39。

2.搭售與研發 I
微軟案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其產業背景—有高度創新動能的軟體業；而研發

創新是否對競爭法帶來不同的挑戰、或者傳統競爭法對搭售的處理是否能適用

於創新產業，不無疑義40。在這樣的背景之下，Choi教授在2004年發表的論文
中，將廠商的研發投資決策納入搭售的分析之中41。

Choi教授考慮Whinston教授1990年論文的設定，亦即A、B兩商品為獨立
商品，但是假設潛在競爭者沒有進入成本，因此既存賣家無法以搭售排除潛在

競爭者，我們直接稱後者為競爭者或競爭廠商。按照之前的分析，無法排除競

爭者時既存廠商就沒有進行搭售的動機。這是Choi教授所得到的第一個結果。
Choi教授接著導入研發決策，假設兩個廠商都可以在B產品市場進行研發投資，
然後考慮既存賣家是否搭售對於研發誘因的影響。

38 Barry Nalebuff, Bundling as an Entry Barrier, 119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p. 159-87 (2004).

39 Nalebuff教授同時想比較捆綁作為進入障礙或者價格歧視功能所產生的利益，因此
需要異質消費者的設定（若消費者為同質且最多只購買一單位產品，沒有進行價
格歧視的必要）；前揭註。所得到的結論為進入障礙對既存賣家所帶來的利益要
遠大於價格歧視帶來的利益。此外，在Nalebuff教授的模型中，兩個廠商的B產品
有相同品質，潛在競爭者不具有品質優勢。Peitz教授在其2008年的論文裡，擴展
Whinston教授1990論文（前揭註28）與Nalebuff教授2004論文（前揭註）的架構，
假設A、B兩商品不為完全互補，有各自的消費價值；但是兩商品各自對不同消費
者產生不同的消費價值 （如同Nalebuff教授的設定）；潛在競爭者仍然只能進入
B產品市場。但是與Whinston教授以及Nalebuff教授所使用的設定不同，潛在競爭
者與既存賣家提供水平差異化的B產品，亦即在相同價格之下，某些消費者會偏
好潛在競爭者的B產品、另一群消費者偏好既存賣家的B產品。參見Martin Peitz, 
Bundling May Blockade Entry, 2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p. 41-58（2008）。

40 Choi：“[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 antitrust policy in the US – which was developed in 
the late ninethh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to address concerns about price practices 
in the railroad and smokestack industries – is appropriate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ly 
evolving technology based industries like computing and the Internet.“ Choi （2004），
前揭註32，p. 84。

41 Choi（2004），前揭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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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hoi教授所考慮的設定之下，兩個廠商的研發決策具有所謂「策略性替
代」（strategic substitutability）的性質：一個廠商增加研發投入會降低另一個廠
商的研發誘因。因此，如果競爭者在B產品市場的研發力道被削弱，既存賣家
會隨之增加研發投資，使得既存賣家在B產品市場更具競爭力，能得到更大利
潤。Choi教授提出搭售就是削弱競爭者研發誘因的方式：搭售可以扭曲廠商在
研發市場上的表現，進而鞏固、或者延伸既存賣家在B產品市場的市場力量。
而直覺地說，搭售能夠達成這個效果的原因與Whinston教授1990年論文中的
「承諾效果」相同：搭售使既存賣家在B產品市場上的定價更具侵略性，因此
箝制競爭者的獲利空間、進而使得競爭者的研發報酬下降、削弱研發誘因。而

藉由策略性替代的性質，競爭者較弱的投資誘因強化了既存賣家的研發投入。

換句話說，搭售成為既存賣家宣示在B產品市場積極進行研發的承諾工具42。

Choi教授的分析將搭售的經濟效果從產品市場進一步延伸，強調搭售在
所謂「創新市場」（market for innovation）、或者「研發市場」（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rket）的影響。除了商品市場之外，垂直限制以及廠商的智慧
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策略如何改變研發誘因，進而改變研發市場
結構也成為國外競爭主管機關在「新經濟」產業中的考量重點。例如美國司法

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反托拉斯署（Antitrust Division）在1995年所公布的
「智慧財產授權之反托拉斯指導原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與最近於2017年的更新中都將授權行為在研發市場的效果
明確列入執法考量43。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2010年所公布的
「垂直限制指導原則」（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也將創新及其帶來的
「動態效率」（dynamic efficiency） 如何受到垂直限制的影響列入考量因素；
並將影響廠商創新的能力納入「市場力量」（market power）的定義之一44。

42 Choi：“[T]ying can serve as a mechanism for the tying firm to commit itself to more 
aggressive R&D in the tied good market.”Choi（2004），前揭註32，p. 85。

43 最新版的2017年智慧財產授權之反托拉斯指導原則可從美國司法部的網站下載 
（網址為：https://www.justice.gov/atr/guidelines-and-policy-statements-0/2017-update-
antitrust-guidelines-licensing-intellectual-property；最後瀏覽於2017年8月）。

44 參見歐盟執委會垂直限制指導原則第97段：“Market power is the ability to maintain 
prices above competitive levels or to maintain output in terms of product quantities, 
product quality and variety or innovation below competitive levels for a not insignificant 
period of time.”亦即歐盟執委會在考量廠商是否具有市場力量時，將產品數量、
品質、種類、以及創新程度等作為市場表現的指標。歐盟執委會的垂直限制指
導原則可以從歐盟網站下載（網址為：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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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執法考量反映了創新在當代經濟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競爭法除了確

保商品市場的合理運作，也應該重視研發市場的競爭條件。

以下我們用一個簡單例子說明Choi教授2004年論文的論點。
範例 3
考慮範例 2的設定：A、B兩商品為獨立財貨；A商品市場只有既存賣家

一間廠商、B商品市場則為既存賣家與競爭者進行價格競爭。但是在這個範例
裡，我們假設  =  0，因此沒有競爭者進入市場的問題。無論有無搭售，既存
賣家都必須面對來自競爭者的競爭壓力。此外，我們將考慮兩個廠商對B產品
的研發投入；為了簡化分析，我們假設在沒有任何投資的時候，兩個廠商的B
產品有一樣的品質，對消費者都產生 3 的效益。亦即在範例 2 中的  = 0。

我們首先驗證當搭售無法阻止競爭者進入市場時，既存賣家無法藉由搭售

提升利潤。首先，如果不進行搭售，兩商品市場各自獨立。既存賣家可以從A
產品獲得 3 的獨占利潤；但是在B產品市場，同質商品加上價格競爭使得兩個
廠商定價為零。因此既存賣家的整體獲利為 3。如果既存賣家進行搭售，根據
（4）式，在  = 0 的條件下競爭者無法贏得與既存賣家的價格戰：既存賣家最
低願意將兩產品的合併售價壓到零，此時競爭者要能賣出任何產品的唯一可能

是賠本出售。反過來說，消費者願意用  的價格向既存賣家購買A、B兩商品
的條件是

3 + 3   ≥ 3         ≤  + 3 ;                ( 5 )

競爭者最低願意將價格壓低到零，  = 0，因此既存賣家可以用  = 3 （或者低
一點點，  = 3  ） 的價格出售A、B兩產品的組合。但是既存賣家就算可以用
搭售贏得價格戰，從兩個商品市場得到的整體利潤仍然無法提升。因此在無法

阻卻進入的情況下，既存賣家沒有動機使用搭售。

我們接者考慮針對B產品的研發。假設兩個廠商各自可以用 i 的研發成本
提昇自己的B產品品質，亦即提高B產品對消費者產生的效益（A產品品質則維
持不變）45。但是兩個廠商有不同的研發能力。同樣花費 ，競爭者可以將B產

legislation/guidelines_vertical_en.pdf ；最後瀏覽於2017年8月）。
45 不同於這裡的產品研發（product innovation），Choi教授在2004年論文中的模型考
慮的是能夠降低製造成本的製程研發（process innovation）；Choi（2004），前揭
註32。此外，Choi教授假設兩廠商的B產品具水平異質性，使用Hotelling線型城市
（linear city）模型捕捉水平差異。關於Hotelling現型城市的模型介紹，參見Tirole
（1988），前揭註31，p. 97。



第 24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8

品品質從 3 提高到 3 + ，但是既存賣家只能將產品品質提高到 3 + ，其中 
0 <  <  < 3。令  ≣    > 0 為消費者對兩廠商B產品品質差異的評價。
我們假設 >，因此在沒有競爭對手時，研發是有效率的行為。

為了分析搭售對於研發決策的影響，我們考慮以下的決策時序：既存賣家

首先決定是否進行搭售；接著兩廠商各自決定是否進行研發；然後根據研發以

及搭售與否，兩廠商進行價格競爭。

如果既存賣家不進行搭售，那麼A產品市場維持獨占。既存賣家可以從A產
品取得獨占利潤 3。在B產品市場的狀況則取決於兩廠商是否進行研發以及各自
的產品品質。由於廠商同時（simultaneously）做出研發決策，我們討論不同個
策略組合及對應的報酬後，建立出報酬矩陣（payoff matrix）如圖 3，並且找出
Nash 均衡。

圖 3 搭售與研發的報酬矩陣
(1)  若兩個廠商都不進行研發，都不支出投資 ，我們回到兩廠商在B產品市場進
行同質產品價格競爭的狀態；兩廠商在B產品市場的報酬均為零。因此既存
賣家的總利潤為3、競爭者的利潤為零。我們將兩個廠商在這個策略組合之
下的利潤寫入圖 3（a）的報酬矩陣中對應的｛不投資、不投資｝策略組合
裡，其中第一個數字為既存賣家的總利潤、第二個數字為競爭者的總利潤；

總利潤的計算都包含投資支出。

(2)  如果既存賣家仍然不投資，但是競爭者進行投資，那麼在B產品市場競
爭者的產品品質提升到 3  +  ，但是既存賣家的產品品質維持在 3。價
格競爭之下競爭者可以用  =   的價格誘使消費者向其購買B產品。46 
因此在這組｛不投資、投資｝的策略組合下，競爭者可以得到淨利潤 

46 給定兩個廠商對B產品的定價分別為 （既存賣家定價）與 （競爭者定價），消
費者願意向競爭者購買的條件為 3 +    ≥ 3  ，或者  ≤  + 。既存賣家
最低可將價格壓到零，因此競爭者可以定價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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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既存賣家只能得到從A產品的利潤 3；我們同樣將這組報酬寫入圖 
3（a）對應的格子裡。

比較這兩組策略組合的報酬，我們發現當既存賣家不進行投資時，競

爭者會選擇投資，亦即競爭者的投資策略是對既存賣家不投資的最適反應

（best response）47。

(3)  當只有既存賣家進行投資，亦即在｛投資、不投資｝的策略組合之下，既存
賣家的B產品品質較高，因此可以用  =  的價格售出。既存賣家在兩產品
市場 得到的利潤總合為 3 +   ；競爭者則由於無法出售B產品，其利潤為
零。

(4)  如果兩個廠商都進行投資，兩者都必須付出投資成本 。B產品市場的價格競
爭仍然導致消費者向擁有較高品質產品的廠商購買：給定定價  與 ，消
費者購買競爭者產品的條件為

�3 +    ≥ 3 +          ≤ (    ) +  =  +  ;                ( 6 )

由於既存賣家最低定價為零，競爭者可以定價在   =   而得到 
   的利潤；既存賣家的利潤則為 3  ，如圖 3（a）中對應到｛投資、投
資｝這個策略組合所顯示的利潤。

推導出這些報酬後，我們可以找出既存賣家針對競爭者策略的最適反應：

當競爭者投資時，既存賣家也投資後所能得到的報酬 3   較不投資時的報酬 3 
為低；因此如果競爭者進行投資，既存賣家的最適反應為不投資。而當競爭者

不投資時，既存賣家從投資可以得到較高的報酬 3 +   > 3，因此既存賣家的
最適反應為投資。既存賣家的最適反應展現了前述策略性替代的性質：競爭者

的投資行為削弱了既存賣家的投資誘因，因此只有當競爭者不投資時既存賣家

才會投資。

對於競爭者而言，我們之前已經推導出當既存賣家不投資時，競爭者的

最適反應是選擇投資。而當既存賣家選擇進行研發投資時，我們進一步假設 
 > ，因此競爭者的最適反應也是進行投資48。無論既存賣家是否投資，競爭者

47 報酬矩陣中的勾住表明最適反應。例如在這裡，我們在競爭者    的報酬上打個
勾註明這個特性。

48 如果我們假設 △<i，則競爭者的最適反應會更改為不投資。此時賽局會有｛投
資、不投資｝以及｛不投資、投資｝兩個均衡策略。但是既存賣家搭售之下的分
析不受影響，仍然只有｛投資、不投資｝一個均衡。此時既存賣家會進行搭售以
確保其偏好的｛投資、不投資｝這個均衡能夠出線。亦即搭售變成一個選擇均衡
（equilibrium selection）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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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應該投資的性質表示投資為競爭者的優勢策略（dominant strategy）。而在競
爭者會不顧既存賣家的選擇、進行投資的情形下，既存賣家不會進行投資。因

此當沒有搭售時，研發階段的均衡為只有競爭者進行研發投資。

如果既存賣家選擇進行搭售，我們同樣必須考慮兩個廠商在不同的研發策

略組合之下所能得到的報酬；結果列在圖 3（b）的報酬矩陣裡。我們一一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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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果只有既存賣家進行投資，在搭售並且產品研發的雙重策略下，競爭者無
法與之競爭。給定既存賣家對產品組合A加B的定價 、以及競爭者對其B產
品的定價 ，消費者選擇購買既存賣家的A產品與品質提升後的B產品的條
件為

3 + 3 +    ≥ 3         ≤ 3 +    ;                ( 7 )

價格競爭使得競爭者最低定價在   =  0，因此既存賣家可以定價在 
 = 3 + 。此時既存賣家的總利潤為3 +    、競爭者的利潤為零；如同圖 

3（b）中｛投資、不投資｝這組策略組合的報酬。
(3) 如果只有競爭者進行投資，但是既存賣家有搭售，面對  與  的價格，消
費者會購買競爭者B產品的條件為

3 +    ≥ 3 + 3         ≤ (   3 ) +  ;                ( 8 )

在 3>x_E 的假設下，既存賣家若壓低價格至  = 0，競爭者必然虧本。因此
我們考慮消費者購買既存賣家的A產品與B產品組合的狀況：消費者向既存賣
家交易的條件為

3 +    ≤ 3 + 3         ≤ ( 3   ) +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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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最後，如果兩廠商都投資，3 >  的假設仍然導致競爭者在搭售之下的劣
勢，消費者向既存賣家購買的條件為

3 +    ≤ 3 + 3 +          ≤ ( 3   ) +  ;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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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  ，因此 3 >  的條件也保證 3   > 0。當競爭者壓低價格至 
 = 0，既存賣家可以用  = 3   的價格出售。此時既存賣家的利潤為 

3    、競爭者利潤為  ；如同圖 3（b）中對應｛投資、投資｝這組策略
組合的報酬。 
與不搭售的狀況相比較，在搭售之下既存賣家選擇研發的投資決策變成優

勢策略；而給定既存賣家進行投資，競爭者不會投資。因此搭售之後，研發階

段的均衡變成只有既存賣家進行投資。亦即搭售使得既存賣家採取更積極的研

發策略，因而降低了競爭者的研發誘因。最後藉由搭售，既存賣家成為A產品
與B產品兩個市場的獨占廠商 （雖然競爭者的存在仍在對既存賣家的定價策略
構成壓力，使其無法將總價格定在 3 + 3 +  ）。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搭售之下仍然有研發活動，但是是由研發能力較差的

既存賣家進行研發。與沒有搭售時的狀況相比較，搭售之後消費者所享受的B
產品品質只有 3 + ，低於沒有搭售之下的品質 3 + 。因此在這個簡單模型
裡，搭售帶來了降低產品品質的效率損失。

我們在以上分析中所假設的 3 >  條件使得競爭者無法藉由創新克服搭售
帶來的競爭劣勢，亦即競爭者的研發能力與其能夠帶來的產品創新程度不夠

大。如果假設 3 < ，則使用同樣的分析步驟可以得到新的研發均衡，但是完
整的分析必須進一步區分 3 >  與 3 <  兩種狀況，亦即搭售之下若兩個廠商都
進行投資，消費者最終會向哪個廠商交易。如果 3 < ，則競爭者可以克服搭
售與既存賣家進行研發的雙重劣勢，價格競爭之下消費者會向競爭者購買B產
品。若投資成本低廉（   3 > ）49，競爭者的投資在搭售之下仍為優勢策略。

既存賣家無法以搭售改變競爭者的研發誘因，因此沒有動機進行搭售。而若 
 > 3 >  ，當既存賣家搭售並且進行研發時，競爭者無法與之競爭；但是若只
有搭售、既存賣家不進行研發，則競爭者可以在研發後贏得價格戰。此時既存

賣家仍然可以用搭售配合研發誘使競爭者不進行研發投資，亦即搭售後研發階

段的均衡會是只有既存賣家進行研發投資，與範例 3的結果類似。

3.搭售與買家競爭
在 LePage’s 一案50 中，LePage’s 指控3M 對大型零售業者如Staples、Office 

49 這個前提表示我們也可以根據投資成本 i 的大小考慮不同狀況。
50 LePage’s, Inc. v. 3M（Minnesota Mining and Manufacturing Co.）， 324 F.3d 141（3rd 

Cir. 2003）， cert. denied， 124 S. Ct. 2932（2004）。關於本案的進一步說明，請
參見Blair and Kaserman（2009），前揭註18，p.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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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ot等提供反競爭的「綑綁折扣」：3M針對6個產品線以及不同的零售商設置
不同的購買數量，若零售商滿足這些數量要求，就可以得到價格折扣。Simpson
與Wickelgren兩位教授在2007年發表論文指出：“LePage’s suit essentially alledged 
that 3M offered competing retailers a discount off a product in which it had market 
power in exchange for a requirements tie for a product in which it did not…”51。

受到 LePage’s 案的啟發，Simpson與Wickelgren兩位教授在2007年的論文中
考慮批發市場上的搭售行為。考慮圖4的市場結構，並且沿用Whinston教授在
1990年文章的商品設定：假設A、B兩商品各自獨立、各有各的消費價值；既存
賣家是A產品的獨占廠商、在B產品市場上則必須面對競爭者的挑戰（在此我
們不考慮競爭廠商的進入問題）。為了簡化分析，假設兩家廠商的B產品為同
質。換句話說，競爭者在B產品市場上為「具同等效率競爭者」

 

（as-efficient competitor，或者 equally efficient rival）。但是與Whinston教授的
1990年文章設定不同，既存賣家與競爭者不是直接將商品出售給終端消費者，
而是在批發市場上販售給零售商1或2之後，兩個零售商再在零售市場上進行
（價格）競爭。

51 LePage’s, Inc. v. 3M（Minnesota Mining and Manufacturing Co.）， 324 F.3d 141（3rd 
Cir. 2003）， cert. denied， 124 S. Ct. 2932（2004）。關於本案的進一步說明，請
參見Blair and Kaserman（2009），前揭註18，p. 161-2。

圖 4 搭售與批發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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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產業環境之下，Simpson與Wickelgren兩位教授指出零售市場上的激
烈競爭將使得每一個零售業者都害怕自己的進貨成本較別家來得高。既存賣家

可以利用這個零售商不願「落於人後」的動機，以綑綁折扣的方式提供同時購

買既存賣家A、B兩個產品的零售商比較漂亮的價格，或者對不購買既存賣家B
產品的零售商求取較高的A產品批發價格作為「處罰」。較高的批發價格將使
零售商在A產品市場失去競爭力，零售商因而有動機加入既存賣家的綑綁折扣
活動，購買既存賣家的A、B兩產品；競爭者因此無法取得任何零售通路。

在Simpson與Wickelgren兩位教授的模型中，綑綁折扣使得兩個零售商面
對「囚犯兩難」的局面：兩個零售商的優勢策略都是加入既存賣家的綑綁折

扣，但是對兩個零售商比較好的結果其實是兩個都不加入。因此Simpson與
Wickelgren兩位教授所得到的搭售的排除效果也有賴於零售商之間的協調失
誤52。以下我們用一個簡單範例說明Simpson與Wickelgren兩位教授的結果。嚴
格來說，我們的簡化架構無法呈現Simpson與Wickelgren兩位教授所提及零售商
間「囚犯兩難」的問題，但是仍然能夠大略呈現搭售、或者捆綁折扣的排除效

果53。

範例 4
考慮圖 4的市場結構。假設A、B兩產品各有兩個終端消費者，消費者最多

只購買一單位。既存賣家的A產品對於每個消費者能帶來3的消費效益；既存賣
家與競爭者的B產品對於（另外兩個）消費者也同樣能產生3的消費效益。所有
的上游製造商（既存賣家與競爭者）與下游零售商（零售商1與2）都沒有任何
製造或者零售成本。因此零售商的唯一成本為進貨的批發價格。在同質商品的

情況下，廠商在上游的批發市場與下游的零售市場都進行價格競爭。

如果既存賣家不進行綑綁折扣（亦即搭售），那麼在兩商品各為獨立產

品、並且兩個零售商在零售市場進行價格競爭的條件下，我們可以分別討論

52 對比於獨家交易之下的（終端）買家協調問題（參見Eric Rasmusen,  Mark 
Ramseyer, and John Wiley, Naked Exclusion, 8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 
1137-45（1991）；以及Ilya Segal and Michael Whinston, Naked Exclusion: Comment, 
9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 296-309（2000）兩篇經典研究），這裡
的零售商若要進行協調以解決囚犯兩難的問題，由於零售商之間涉及零售市場的
水平競爭，可能引起競爭主管機關的疑慮；或者，當零售商以協商方式避免囚犯
兩難時，競爭主管機關必須確定協議內容不會擴及至零售價格的決定。這可能增
加競爭法的執法難度。

53 參見本節註63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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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兩商品在批發市場的競爭情形。在A產品市場，既存賣家為獨占廠商，而
兩個零售商的下游競爭解決了「雙重邊際」的問題；既存賣家的批發價格同時

成為零售市場上的零售價格54。既存賣家可以將批發價格定在3；兩個零售商各
向既存賣家購買一個A產品，然後同樣以3的零售價在零售市場轉賣給終端消費
者。既存賣家在A產品市場可以得到獨占利潤6。

圖 5 綑綁折扣下零售商的報酬矩陣
在B產品市場，面對來自競爭者的同質產品，批發市場上的價格競爭使得

既存賣家與競爭者都將批發價格壓到零（成本價）；同樣地，在B產品的零售
市場上，兩個零售商的價格競爭也會使得零售價格下降到零。因此所有的上、

下游廠商在B產品市場的利潤均為零；而B產品的兩個消費者各可以得到完整的
消費者剩餘3。
現在考慮既存賣家對於兩個零售商提出同樣的綑綁折扣契約，內容如下：

零售商簽約後可以得到 3  的簽約金55，並同意只向既存賣家購買A、B兩產品，
而既存賣家同意將兩產品分別以 、  的批發價格售與簽約廠商；同時針對
不接受綑綁折扣的零售商，既存賣家同意定以較高的其批發價 、 ，其中 

 > ，而  > 。令既存賣家對於不簽約與簽約廠商在A產品的批發價差為  

54 我們假設既存賣家不會對兩個零售商有差別待遇（discriminatory offers）。這也
是Simpson與Wickelgren兩位教授所採用的模型設定；參見Simpson and Wickelgren
（2007），前揭註37。

55 在Simpson與Wickelgren兩位教授的分析中，既存賣家並未提供簽約金；此外，兩
位教授所採用的模型設定也與此處有所差異：零售商的產品可能為異質產品、同
時不侷限在價格競爭的狀況。參見Simpson and Wickelgren（2007），前揭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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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同時令  ≤ 3。
兩個零售商同時決定是否接受這個綑綁折扣契約。市場上所有參與者（包

括競爭者）都能查知這個契約（亦即為公開契約，public offers），以及個別零
售商是否接受契約。此外，我們排除簽約之後又違約的可能。

在兩個零售商同時決定是否接受綑綁折扣契約後，競爭者接著與既存賣家

在批發市場進行價格競爭，而兩個零售商在零售市場也進行競爭。我們將零售

商的報酬矩陣列於圖 5，並一次說明如下：
(1) 如果兩個零售商都不接受綑綁折扣契約，亦即考慮｛不接受、不接受｝的策
略組合，則市場競爭回到之前沒有折扣綑綁的狀態。根據之前分析，價格競

爭使得兩個零售商的利潤均為零、既存賣家只能得到A產品市場的獨占利潤
6、競爭者則無任何利潤。

(2) 如果兩個零售商都接受綑綁折扣，亦即考慮｛接受、接受｝的策略組合，則
兩個零售商都無法與競爭者交易、購買B產品。另外，由於兩個零售商從既
存賣家的進貨價  與  都一樣，在零售市場上的價格競爭使得零售商利潤
均為零。在這個策略組合之下，既存賣家成為A、B兩市場的唯一供應商，可
得利潤為 2 (  +  )  6 、競爭者則無法出售任何產品。

(3) 如果只有一個零售商接受綑綁折扣契約，亦即考慮｛接受、不接受｝或者
｛不接受、接受｝的策略組合，則接受契約的零售商可以享受A產品的進貨
價為 、B產品的進貨價為 。拒絕綑綁折扣的零售商（自由零售商）則必

須面對較高的A產品批發價格 。在A產品市場，接受綑綁折扣的零售商憑
藉較低的批發價可以贏得價格戰；此外，由於我們將  限制在不高於 3 的
範圍，接受綑綁折扣的零售商可以用 （或者略低）的價格賣出兩單位的產

品，得到 2 (    ) = 2  的利潤。
至於B產品，拒絕綑綁折扣的自由零售商可以選擇以  的批發價向既存
賣家進貨，或者向競爭者進貨。對於競爭者來說，給定其中一個零售商

已經拒絕綑綁折扣契約，競爭者可以此為通路供應B產品的終端消費者。
但是也如同Abito與Wright兩位教授在2008年文章的分析56，競爭者只須

讓自由零售商在零售市場維持足夠的競爭力，以便能售出產品，而沒有

動機留給自由零售商額外的利潤。在這裡，給定  > 0，競爭者的最適

56 Jose Mighel Abito and Julian Wright, Exclusive Dealing with Imperfect Downstream 
Competition, 2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p. 
227-46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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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是比  略低，例如   2 ，使得自由零售商可以在B產品市場贏得
價格戰，例如用    的零售價，賺取 2 [ (    )  (   2  ) ] = 2  的
利潤57。結合A、B兩產品零售市場的競爭結果，接受綑綁折扣的零售商
可得到的總利潤（含簽約金）為 2  + 3 、拒絕綑綁折扣的零售商則可得 
2  的利潤。如圖 5所示。
根據圖 5的報酬矩陣，我們可發現只要  為正值，無論多微小，兩個零售

商的優勢策略都是接受綑綁折扣契約，競爭者因此而被排除，無法找到自由零

售商做為其產品通路。既存賣家可以得到的利潤為 2 (  +  )  6 。按照之前
分析，既存賣家的定價限制為  <  ≤ 3 以及  < ；此外，均衡時的B產品
的批發價格不能超過消費者願付價格，  ≤ 3。因此，既存賣家的最適定價為 

 = 3，而  則比 3 略低；既存賣家藉由綑綁折扣可以排除B產品的競爭者，
得到趨近於兩市場整體的獨占利潤 12。

4.產品升級
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觀察到微軟會不斷對旗下各項應用軟體進行

升級58。如果我們試著用芝加哥學派或者之後所發展出來的動態槓桿理論解釋

微軟的搭售與升級這兩種行為，可能都會遇到一些困難：當微軟在作業系統

市場（A產品市場）具有獨占地位，而作業系統與應用軟體具有完全互補的關
係時，微軟無法藉由搭售、排除應用軟體（B產品市場）的競爭者來提高利潤
（即單一獨占利潤理論，見範例 1）。此外，微軟也沒有必要自己進行應用軟
體的升級投資或者研發。應用芝加哥學派的想法，微軟可以讓競爭廠商開發更

好的應用軟體，或者對既有版本升級、提供更多功能，使作業系統加上應用軟

體的整體使用價值提高，微軟就能憑藉在作業系統的獨占地位汲取這些升級帶

來的利益。按照芝加哥學派的推論，微軟沒有必要進行搭售與升級。

當然，這個策略的前提是微軟在作業系統能維持穩固的獨占地位，一旦

有其他廠商可能進入微軟的核心市場，微軟就有動機「預防」、或者排除此

類廠商的興起。競爭廠商要直接切入作業系統可能有其困難，但是可能先透過

發展應用軟體、取得足夠的市占率、再逐漸「反攻」作業系統市場，例如瀏覽

器被視為具備這個潛能的應用軟體。根據這個想法所發展出來的「動態槓桿

理論」提出微軟進行搭售的可能動機；我們之後會進一步介紹。但是Carlton與

57 若  = 0，則競爭者沒有砍價的空間，但是之後的分析可知既存賣家不會採用此一
定價。

58 Carlton and Waldman（2011），前揭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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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man兩位教授不認為這能夠解釋微軟的所有升級行為，畢竟不是所有規律
升級的應用軟體都有潛力進一步發展成作業系統、威脅視窗（Windows）的獨
占地位。

為了解釋獨占廠商（或者我們的範例中的既存賣家）的搭售與升級行為，

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在2011年發表的論文中建構了一個動態賽局模型，
指出當未來升級能夠產生相當的消費價值時，則芝加哥學派的推論不成立。獨

占廠商有動機進行搭售，以排除競爭廠商進入非核心市場（B產品市場），並
且自己進行（B產品的）產品升級。原因在於產品升級是一個在未來發生的可
能事件，亦即消費者購買A產品與升級後的B產品是發生在不同時間點的購買行
為。當選擇購買A產品（作業系統）與升級前的B產品（應用程式）時，獨占廠
商的確可以藉由A產品的獨占地位，汲取競爭廠商在當下（未升級前）版本B產
品所能提供的效益。但是之後當B產品升級，消費者選擇是否購買新版本的B產
品時，消費者已經不需要購買A產品，亦即A產品具有耐久財（durable goods）
的性質。此時獨占廠商無法藉由A產品市場的獨占地位汲取B產品升級後所產生
的效益，而必須與競爭廠商在B產品市場進行產品升級的競爭。當產品升級能
產生足夠大的效益時，為了排除競爭，獨占廠商有動機採取搭售，使得消費者

不向競爭廠商購買，同時自己進行B產品的升級。我們以一個簡單的範例說明 
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2011年論文的觀點59。

範例 5
我們將範例 1的設定拓展成一個兩期模型，同時假設  = 0，亦即潛在競爭

廠商沒有任何進入成本，因此沒有是否進入市場的問題。延續範例 3，我們僅
稱之為競爭廠商。

A與B兩個產品仍然為完全互補，亦即消費者必須同時擁有這兩個產品才能

59 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進一步考慮模型的不同延伸，包括消費者也可以使
用「租賃」 （leasing）的方式享受產品、消費者必須承受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廠商可對消費者進行補貼、以及對核心產品（A產品）的升級等等狀況；
Carlton and Waldman（2011），前揭註17。除了微軟，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
授在文中所引用的另一個例子為IBM在1960年代的策略行為，包括租賃其主機
（mainframe computer）、搭售軟體與服務、以及定期的軟體升級等等。轉換成本
指的是使用者從某一家公司商品轉換到另一家公司的產品時，除了價格以外必須
付出的成本。例如當慣常使用Windows作業系統的使用者要改採蘋果的Macintosh
系統時所必須額外花費的學習成本。轉換成本也是產業經濟學中的獨立課題，已
經有相當數量的文獻累積。參見 Tirole（1988），前揭註31；或其他產業經濟學教
科書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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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消費效益。而在這個兩期模型中，在第一期購買的產品能夠產生兩期的消

費效益。例如當消費者在第一期購買既存賣家的A產品與B產品時（暫時不考慮
產品升級），消費者所能享受的消費效益為第一期效益（3 + 3）與第二期效益
（3 + 3）的加總；而當消費者在第一期購買競爭者的B產品來搭配既存賣家的A
產品時，能產生的兩期總效益為第一期效益（3 + 3 + ）與第二期效益 （3 + 3 
+ ）的總和60。

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接著導入產品升級：假設在第二期一開始，兩
個廠商分別決定是否付出 c 的成本提升B產品的品質、提高 △ 的消費效益。因
此，在產品升級後，既存賣家的B產品能產生 3 +  的效益、競爭者的B產品能
產生 3 +  +  的效益。但是升級後A與B產品仍為完全互補，消費者仍然需要A
產品才能產生消費效益。令  > ，因此一個廠商進行產品升級能夠產生正的社
會效益（但是由於消費者只需要一個升級後的B產品，兩個廠商都升級必然造
成社會效益的損失）；同時假設當消費者購買升級後的B產品，則原來第一期
購買的（升級前）B產品沒有任何的殘餘價值（scrap value）61。

我們考慮以下的決策順序：在第一期，既存賣家首先決定是否進行搭售

並維持到賽局結束62、接著兩個廠商進行價格競爭，由消費者做出產品購買決

策；然後到了第二期（維持之前的搭售決策），兩個廠商決定是否進行B產品
升級、接著為B產品的價格競爭，並由消費者做出升級版本的購買決策。
由於A產品由既存賣家獨占，消費者只能與既存賣家購買。搭售影響的是

60 為了簡化分析，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不考慮產品折舊（depreciation）、未來
效益的折現（time discount）等因素；Carlton and Waldman（2011），前揭註17。
納入這些考量也不會改變模型的主要結果。

61 例如不存在B產品的二手市場（secondhand market），因此消費者無法轉售。
62 如同 Whinston教授在1990年論文的設定（前揭註28），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
授在2011年論文的主要分析假設既存賣家的搭售決策為不可逆（irreversible），
例如透過產品設計達成的搭售或者綑綁（前揭註17）。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
授在文中有討論到可逆轉（reversible）的搭售，指出此時廠商可能必須借助搭售
以及補貼消費者的方式達成封鎖競爭者的目的，而這個策略組合的效果與Salop
與Scheffman兩位教授提出的「提高競爭對手成本」（raising rivals’ costs） 的策
略有相同邏輯。參見Steven Salop and David Scheffman, Raising Rivals’ Costs, 73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 267-71 （1983）；Thomas Krattenmaker and 
Steven Salop (1986), Anticompetitive Exclusion: Raising Rivals’ Costs to Achieve Power 
over Price, Yale Law Journal, 96: 209-93;以及Steven Salop and David Scheffman, 
Cost-Raising Strategies, 36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p. 19-34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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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是否能保留向競爭者購買B產品的選項。如果既存賣家決定進行搭售，
那麼一旦購買了競爭者的B產品後就買不到A產品，而在完全互補的假設下，
沒有A產品就無法產生任何效益。因此在搭售之下，無論是否升級消費者都只
能向既存賣家購買兩產品。如果既存賣家在第二期決定不升級，消費者在兩期

能夠享受的產品效益為 (3 + 3 ) + ( 3 + 3 ) = 12；而如果既存賣家在第二期對B產
品進行升級，消費者在第二期能夠享受較高的產品效益，而兩期的消費總效益

為 (3 + 3) + (3 + 3 + ) = 12 + 。既存賣家可以在第一期將A與B兩個產品的總價
訂在 12、然後在第二期將升級後的B產品訂價在  。由於A與B兩個產品的兩
期總效益至少為 12、而升級後的產品能增加  的效益，因此這兩個價格分別能
被消費者接受。此外，根據  >  的假設，既存賣家為了增加    的利潤而在
第二期進行升級。因此，在搭售之下既存賣家的利潤為 12 +   ；既存賣家藉
由搭售完全取得自家產品本身帶給消費者的兩期消費效益、以及產品升級的利

潤63。

接著考慮既存賣家決定不搭售的市場競爭。此時消費者可以選擇購買競爭

者的B產品。由於在第二期兩個廠商同時決定是否進行升級，如同在範例 3中的
分析，我們必須建構報酬矩陣、找出這個「子賽局」（subgame）的Nash均衡。
此外，第一期競爭之後可能出現兩種結果，亦即消費者決定購買哪家廠商的B
產品，而這兩種結果會導致第二期的升級賽局的一些差異。因此我們區分兩種

情況討論。

如果第一期的競爭結果使得消費者購買競爭者的B產品以及既存賣家的A產
品，則第二期兩個廠商的升級賽局報酬如圖 6（a）所列出。消費者在第一期購
買的產品組合能夠在第二期產生  3  +  3  +   的效益。此時如果兩個廠 

63 除非既存賣家能夠有效承諾未來必然會進行升級、同時保證不加價，消費者不會
在第一期就接受 12 +  的價格。

圖 6 產品升級的報酬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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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都決定進行B產品的升級，亦即策略組合為｛升級、升級｝，則消費者決定
是否購買品質為 3 +  的既存賣家升級後B產品、品質為 3 +  +  的競爭者升級
後B產品、或者不購買升級品，仍享受之前購買的競爭者升級前B產品（品質為 
3 + ）。我們假設    >  > 0，因此  >  ，亦即升級能夠帶來顯著的產品效
益提升。（若 △<x，則既存賣家無法藉由升級對競爭者在B產品市場造成任何
威脅。）

令既存賣家對其升級後B產品的定價為 、競爭者對其升級後B產品的定
價為 （上標  表示升級, upgrade）。在第二期，消費者如果選擇競爭者的
升級產品搭配手中的A產品，可以產生3 + ( 3 +  +  )   的淨效益（消費者剩
餘）；選擇既存賣家的升級產品的消費者剩餘為 3 + ( 3 +  )  ；而不購買升
級產品的消費者剩餘為 3 + ( 3 +  )。因此，若

�3 + ( 3 +  +  )   ≥ 3 + ( 3 +  )         ≤  +                 ( 11 )

以及

�3 + ( 3 +  +  )   ≥ 3 + ( 3 +  )       ≤                 ( 12 )

兩個條件同時成立，消費者會購買競爭者的升級產品。由於兩者皆升級後既存

廠商仍居於品質劣勢，價格競爭之下既存廠商會削價至 ，但仍無法勝過與

競爭者。而在  >  的條件下，競爭者最高只能定價在  = 。因此，對應於
｛升級、升級｝這組策略，既存廠商的報酬為  （花費成本升級後仍然賣不出
去）、競爭者的報酬為   =   。

根據類似的推論方式，我們可以得到其他策略組合的報酬。如果只有競爭

者進行升級，亦即考慮｛不升級、升級｝的策略組合，由於消費者已經有了競

爭者未升級的B產品，對既存賣家未升級的B產品沒有任何購買誘因，因此只要
（12）式成立，消費者就會購買競爭者的升級產品。競爭者可以定價在  = 
。此時既存賣家在第二期的報酬為零、而競爭者可以得到利潤    =   。

如果只有既存賣家進行升級，亦即考慮｛升級、不升級｝的策略組合，則

既存賣家的定價壓力來自於消費者手中已有的競爭者未升級產品。給定既存賣

家的定價 ，消費者願意購買升級產品的條件為

�3 + ( 3 +  )   ≥ 3 + ( 3 +  )       ≤    ;                ( 13 )

因此既存賣家最高只能定價在  =    ，在第二期得到報酬     c；而競爭
者的報酬為零。最後，如果兩個廠商都不升級，則消費者已經擁有最高品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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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產品、不會再購買任何產品，因此兩個廠商的第二期報酬均為零。
考慮圖 6（a）的報酬矩陣，當競爭者選擇升級時，既存賣家的最適反應為

不升級；而當競爭者不升級時，既存賣家應該升級。反之，無論既存賣家是否

升級，競爭者都應該升級，這表示升級為競爭者的優勢策略。因此這個子賽局

的Nash 均衡為｛不升級、升級｝，亦即只有競爭者會升級。
其次，第一期競爭的另一個可能結果為即便沒有搭售，消費者仍然向既存

賣家購買A與B兩個產品。到了第二期，給定消費者手中的B產品來自既存賣
家，只能產生 3 的效益，兩個廠商的升級賽局報酬矩陣如圖 6（b）。當兩個廠
商都升級時，消費者選擇競爭者的品質較優升級品的條件仍為（11）式。但是
消費者願意購買、而非持續消費手中的未升級產品的條件正為

�3 + ( 3 +  +  )   ≥ 3 + 3       ≤  +  ;                ( 14 )

價格競爭之下，品質居於劣勢的既存賣家仍然削價至零，因此競爭者最高只能

定價在  = ，在第二期享受    的利潤。既存賣家的第二期報酬仍然為  
。

如果只有競爭者升級，則消費者願意購買的條件為（14）式，因此競爭者
最高可以定價在  =  + ，享受  +    的第二期報酬；既存賣家的第二期報
酬則為零。而如果只有既存賣家進行升級，則消費者願意購買升級品、而非繼

續享受手中的未升級品的條件為

�3 + ( 3 +  )   ≥ 3 + 3       ≤  ;                ( 15 )

此外，消費者仍然可能考慮購買競爭者的未升級產品。若競爭者將其未升級產

品定價在 ，則消費者會選擇既存賣家的升級產品、而不是競爭者未升級產品
的條件為

�3 + ( 3 +  )   ≥ 3 + ( 3 +  )         ≤    +  ;                ( 16 )

競爭者最低願意將價格定為零，因此既存賣家最高只能定價在  =   ，享
受      的第二期利潤；競爭者的利潤則為零。最後，如果兩個廠商都不升
級，則消費者可以考慮換購競爭者品質為 3 +  的B產品來取代手中既存賣家品
質只有 3 的產品。競爭者可以定價在 ，在第二期取得  的報酬。
根據圖 6（b）的報酬矩陣，競爭者仍然有升級的優勢策略，而此時既存賣

家會決定不升級。因此Nash 均衡仍然為｛不升級、升級｝，亦即只有競爭者會
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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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討論，我們發現若既存賣家不進行搭售，就無法在第二期取得任何

報酬，所有升級的利潤會由競爭者享受。我們接下來仍需考慮既存賣家是否可

使用第一期的定價「事先」汲取未來在第二期的升級報酬。

在沒有搭售的情況下，令既存賣家在第一期對其A、B兩產品的定價分別
為  與 、競爭者對其B產品的定價則為 。如果最後的價格均衡導致消費
者購買競爭者的B產品，消費者必然預期到在第二期只有競爭者會進行升級，
並以  =  出售升級品。因此這個在第一期購買既存賣家的A產品與競爭者的
B產品所能產生的兩期總消費效益為 3 + ( 3 +  ) = 6 + （第一期消費效益）與 
3 + ( 3 +  +  )   = 6 + （第二期的消費者剩餘）的總和。若要讓消費者願意
付出  與  的價格得到這兩樣商品，必須保證總消費效益不低於付出的總價
格，亦即

6 +  + 6 +      ≥ 0       ≤ 1 2 + 2    ;                ( 17 )

由於競爭者不會賠本出售，  ≥ 0，同時既存賣家無法在第二期享受任何報酬，
因此既存賣家在這個狀況之下的兩期總利潤為  ≤ 12 + 2 。
其次，如果第一期最後的結果為消費者向既存賣家購買A與B兩個商品，

則消費者在第一期的消費效益為 3 + 3 = 6。到了第二期，只有競爭者會進
行升級，並以  =  +  出售升級品給消費者，後者的第二期消費者剩餘為 
3 + ( 3 +  +  )   = 6。因此兩期的消費效益為 6 + 6 = 12；消費者在第一期付
出的總價格為  + 。因此，只有在

12  (  +  ) ≥ 0                ( 18 )

時消費者才願意做出這樣的消費決策。此時既存賣家的兩期總利潤為  +  ≤ 12
（既存賣家同樣無法在第二期享有任何報酬）。

總結分析，我們發現如果既存賣家進行搭售，可以享受的總利潤為 
12 +   c；但是若不進行搭售，則其總利潤不可能超過 12 + 2 。在其前者，進
行搭售時，既存賣家可以充分享有升級帶來的利益   c；但是在後者，不進行
搭售時，升級的報酬完全歸諸於競爭者，既存賣家頂多只能得到芝加哥學派所

強調，藉由A產品獨占地位所得到的競爭者（未升級前）B產品的品質優勢 2
。因此，當升級的利益夠大時，亦即當   c > 2 ，既存賣家會進行搭售。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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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所提出，獨占廠商為了保障未來從產品升級得
來的報酬而進行搭售的市場封鎖理論64。

(二)保護核心市場
在美國與歐盟的微軟案受到經濟學家極大的注目，其中搭售的部分更引起

諸多研究興趣。經濟學家關心微軟的搭售行為是否為微軟能在個人作業系統長

久維持獨占地位的重要關鍵。亦即，微軟搭售的目的可能並像傳統槓桿理論所

說，是為了延伸市場力量，反而可能藉由搭售來保護其核心的作業系統市場。

以圖 7的市場結構來看，微軟所擔心的可能不是潛在競爭者在競爭部門 （B產
品市場，微軟案中的瀏覽器應用程式） 的活動，而是競爭者進入B市場後，可
能以此為跳板，進一步進入獨占部門（A產品市場，微軟案中的作業系統），
威脅到既存賣家的核心市場（A產品市場）獨占地位。為了防備這個威脅、維
持在核心市場的獨占地位，微軟可能藉由搭售扼殺潛在競爭者進入B市場的契
機。

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以及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使用不同的
模型、以不同的機制分別描述搭售為何能夠達成這個保護核心市場的效果。

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在2001年發表的論文強調潛在競爭者必須進行研發活
動、開創新產品（或製程）後才能進入市場；而研發具有不確定性，亦即潛在

競爭者的研發計畫可能失敗、無法順利發展出能夠有效競爭的產品65。Carlton
與Waldman兩位教授在2002年的論文則考慮進入不同的市場可能有不同的進
入成本。例如規模經濟使得進入第一個市場後能夠降低進入第二個市場的進

入成本；或者範疇經濟使得平均進入成本隨著進入多個市場而下降66。在這兩

個情形下，搭售都可能達成既存賣家保衛核心市場的目的。此外，Carlton與
Waldman兩位教授進一步指出其分析同樣可以解釋為網路效果之下結果。

64 Carlton and Waldman（2011），前揭註17。
65 Choi and Stefanadis（2001），前揭註32。
66 Carlton and Waldman（2002），前揭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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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下分別說明。

1.搭售與研發 II 
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在2001的論文中假設潛在競爭者可以分別針對

A、B兩個市場執行研發計畫67。計畫成功後就能夠得到品質較既存賣家為佳的

產品；計畫失敗則沒有產品可以進入市場。A、B兩個產品仍為完全互補。
按照芝加哥學派的想法，如果潛在競爭者只能進入一個市場，例如B市

場，則既存賣家不會有動機使用搭售排除進入。但是在這裡，當潛在競爭者針

對兩個市場的研發計畫都成功之後，潛在競爭者可以進入A、B兩個市場，挾其
較高品質的產品組合「完敗」既存賣家，使得既存賣家連在A產品市場的利潤
都完全消失。面對這樣的威脅，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指出既存賣家可以借
助搭售來降低潛在競爭者的研發誘因，因此緩和被替代的威脅。

當潛在競爭者能夠在研發成功後打進A、B兩市場時，既存賣家必須削弱潛
在競爭者的研發誘因才能維持獨占地位、防止被競爭者取代。影響研發動機的

管道有兩個：既存賣家可以試著增加潛在競爭者的研發成本、或者降低研發成

67 Choi and Stefasnadis（2001），前揭註32。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在文中另外考
慮不同潛在競爭者可能進行R&D，進入不同市場的情境；前揭註32。此外，Choi
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在2006年發表得論文同樣分析綑綁對研發以及進入市場的影
響，但是區分「統整性」（generalist firms） 與「專門性」（specialist firms）廠
商；前揭註32。統整性廠商能夠對多個產品進行研發、專門性廠商的研發則侷限
於單一產品。綑綁使得專門性競爭者無法單獨進入市場，因此面對與其他產品部
門的專門性競爭者的協調問題，降低既存賣家所面對的競爭威脅。

圖 7 搭售與保護核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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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之後的報酬。而在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的模型中，搭售屬於後者影響報
酬的手段。換句話說，既存賣家藉由搭售拉低潛在競爭者的報酬。

值得注意的是，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的論點要成立，除了必須要有
研發成本的存在，研發活動的風險性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甚至不同計畫的風

險關聯性設定也會影響結論。原因在於搭售的本質為影響（A與B）產品市場
競爭的手段，而對潛在競爭者的研發決策來說，產品競爭決定了研發活動的報

酬，而非研發計畫的成本。而搭售與否只有在潛在競爭者只發展出一個成功產

品時才對產品市場競爭有影響；當潛在競爭者在A、B兩個市場的研發活動都失
敗時，無論有沒有搭售，消費者都只有既存賣家的商品可以選購，而當潛在競

爭者的兩個研發計畫都成功時，無論有無搭售既存賣家都無法與潛在競爭者競

爭。但是當潛在競爭者只成功發展出一個產品時（如同範例 1的設定），若既
存賣家有搭售，則潛在競爭者無法出售產品（A、B為完全互補），無搭售則潛
在競爭者可取得一些利潤。因此搭售的效果在於降低潛在競爭者只有一個研發

計畫成功時的報酬。

 根據這個推論，當研發有成本卻沒有風險、一定成功時，若潛在競爭者執
行兩個計畫就不會只有一個計畫成功的情形，此時搭售沒有任何效果。就算研

發有可能失敗，如果兩個計畫的成功率關聯性很高，則只有一個計畫成功的機

率很低，搭售的影響隨之下降。例如在極端時兩個計畫不是一起成功就是一起

失敗，同樣不會出現只有一個計畫成功的狀況，搭售也無法達到排除競爭、保

護核心市場的效果。而在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的分析中，兩個計畫的成功
為獨立事件（independent events），有相當的機率出現只有一個成功計畫的情
形，搭售因此有相當的市場封鎖效果。以下我們用一個簡單例子說明。

範例 6 
考慮圖 7的市場結構，A、B兩產品為完全互補，既存賣家在每個市場有消

費價值為 3 的產品。消費者最多只購買一單位的A與B。（根據完全互補，只購
買單一產品無法產生任何消費價值）。

潛在競爭者可以針對A、B兩個市場分別進行研發。每個研發計畫的成本為 
，不做研發、或者研發失敗就無法進入該市場。針對某個市場的研發計畫成

功後，潛在競爭者就可以得到消費價值為 3 +  的產品，同時不需要付出另外的
進入成本68。潛在競爭者可以決定進行兩個研發計畫、一個研發計畫、或者不

68 另一個解釋為每個市場有 f 的進入成本；但是花費進入成本不代表不一定能成功打
進市場，只有一個機率能夠進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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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任何計畫（亦即不進入市場）69。每個計畫的成功機率為 1/2，並且互相獨
立，亦即一個計畫是否成功不影響另外一個計畫的成功或者失敗。此外廠商沒

有其他生產成本。

既存賣家首先決定是否進行搭售，同時一旦決定後就無法更改；接著潛在

競爭者決定執行幾個研發計畫；最後，依據是否搭售以及潛在競爭者的研發成

果，兩個廠商在產品市場進行競爭。

首先分析既存賣家決定不搭售之後的研發與市場競爭決策。在沒有搭售的

狀況下，消費者可以根據A、B兩個市場的產品與定價狀況分開做決定，不須合
併一起考慮。如果潛在競爭者最後沒有任何產品（例如不做任何研發、或者研

發都失敗），既存賣家在兩個市場都是獨占，可以享有 6 的利潤，潛在競爭者
的報酬則為零。如果潛在競爭者只有一個產品，例如B產品，按照範例 1中的推
論，尤其對於（1）式與（2）式兩式的分析，我們會有多重價格均衡：任何滿
足  +  = 6 +  與  ≤  這兩個條件的價格（  , ） 都是一組均衡，其中  

 為既存賣家對其A商品的定價、  為潛在競爭者對其B產品的定價。為了讓
潛在競爭者在沒有搭售時有最強的研發誘因，我們考慮   = 、  = 6 這組均
衡，亦即在沒有搭售之下潛在競爭者能夠充分享有其品質較佳產品帶給消費者

的額外消費效益 。
最後，如果潛在競爭者成功發展出兩個產品，則兩個廠商都能提供一組

A+B產品的完整「系統」（system）。但是由於潛在競爭者既存賣家的系統品
質較高，總共有 6 + 2  的消費效益，價格競爭之下消費者會選擇向潛在競爭者
購買，同時潛在競爭者可以得到 2  的利潤。我們簡單說明這個結果如下：令既
存賣家對其A、B產品的定價分別為  與 ；潛在競爭者對其產品的定價分別

為  與 。當沒有搭售時，消費者可以任意搭配兩個廠商的A、B產品，但必
須A、B都購買才能產生消費效益。給定消費者的確會購買A、B兩商品，消費
者選擇潛在競爭者的A產品的條件為

 + ( 3 +  )   ≥  + 3         ≤  +  ;                ( 19 )

其中  為消費者購買B產品（結合A產品）之後的淨效益：如果消費者選
擇既存賣家的B產品，則  =3  ；如果選擇潛在競爭者的B產品，則 

 = 3 +   。無論選擇哪一家的B產品，我們可發現潛在競爭者在A產品的

69 由於A、B兩商品的消費價值具對稱性，當潛在競爭者只進行一個計畫時，我們不
需要進一步區分是針對A商品的研發還是B商品的研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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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優勢可以轉化為價格優勢。既存賣家最低將價格下壓至零，  = 0，此時
潛在競爭者可以定價在  = ，從而在A產品市場得到  的報酬。應用同樣的分
析，在B產品市場上，無論消費者購買哪家廠商的A產品，潛在競爭者都可以憑
藉品質優勢贏得與既存賣家的價格戰。在B產品市場上的價格均衡為  = 0 與 

 = ，既存賣家同樣可以獲得利潤 。因此在沒有搭售之下，成功發展兩個產
品的潛在競爭者可以得到報酬 2 。
根據這些產品市場的競爭結果，我們接下來分析潛在競爭者的研發決策。

如果不進行任何研發，則潛在競爭者報酬為零。如果潛在競爭者只執行一個研

發計畫，不管是針對A或者B產品市場，研發成本都是 f、成功機率都是 1/2、成
功之後的報酬都是 x。潛在競爭者執行一個研發計畫的預期報酬為

    ;                ( 20 )

而如果執行兩個計畫，潛在競爭者必須付出雙倍的成本 2 。由於兩個計畫成果
彼此獨立，( 1/2 )．( 1/2 ) = 1 / 4 的機率兩個計畫都成功，此時潛在競爭者可以
得到報酬 2 ； 同樣有 1/4 的機率兩個計畫都失敗，此時報酬為零；而有 1/2 的
機率只有一個計畫成功（1/4 的機率A產品計畫成功但B產品計畫失敗、與 1/4 的
機率A產品計畫失敗但B產品計畫成功），此時報酬為 。因此潛在競爭者執行
兩個計畫的預期報酬為

 ( 2  ) +   + ．0  2  = 2 (    ) ;                ( 21 )

我們發現只要研發有利可圖，亦即當

  >                 ( 22 )

的條件成立，潛在競爭者就會選擇執行兩個研發計畫，既存賣家就必須面對有 
1/4 的機率會被完全替代掉的風險。
如果既存賣家進行搭售，那麼在市場競爭階段，如果潛在競爭者仍然沒有

任何產品，報酬仍然為零。但是如果潛在競爭者只有一個產品，不管是A或者B
產品，在既存賣家的搭售策略之下，消費者都不會購買潛在競爭者的產品，因

此搭售使得潛在競爭者在只有一個產品時的報酬由  降為零。
而當潛在競爭者成功發展出兩個產品時，潛在競爭者可以克服搭售的銷售

限制，仍然享有 2  的利潤。說明如下：當既存賣家進行搭售時，既存賣家的兩
個產品等於整合為一個系統產品，消費者要不然就購買既存賣家的A+B產品組
合，要不然就完全不向既存賣家購買。因此我們只需要考慮既存賣家對A+B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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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組合的總定價  +  = 。而如果消費者不向既存賣家購買任何產品，唯一
的其他選擇就是購買潛在競爭者的A+B產品組合，亦即搭售在這個狀況會使得
兩個廠商進行「系統對系統」的競爭。因此我們也只需要考慮潛在競爭者的總

定價  +  = 。
比較兩個廠商的兩個A+B產品組合（系統），品質優勢會使得潛在競爭者

贏得價格戰：消費者願意購買潛在競爭者的產品組合的條件為

( 3 +  ) + ( 3 +  )   ≥ 3 + 3         ≤ 2  +  ;                ( 23 )

既存賣家最低將價格訂為零，  = 0，而潛在競爭者可以訂在  = 2 ，同樣賺
取 2  的報酬。與沒有搭售時的狀況相比較，當潛在競爭者成功發展出兩個產品
時，搭售對於產品市場競爭結果沒有任何影響。

修改過產品競爭的價格均衡與潛在競爭者報酬後，我們同樣考慮潛在競

爭者的研發策略。首先，搭售會使得潛在競爭者沒有任何誘因只執行一項研發

計畫，因為即便計畫成功，搭售使得潛在競爭者在產品市場上無法得到任何報

酬。其次，如果潛在競爭者執行兩個研發計畫，則預期報酬為

 ( 2  ) + ．0 + ．0  2  = 2 (     ) ;                ( 24 )

與（22）式相比較，潛在競爭者只有在

  >                 ( 25 )

的條件下才有動機進行研發。搭售明顯地藉由降低只有一個產品時的報酬而削

弱了潛在競爭者的研發誘因。此外，當研發成本介於

  >  >                   ( 26 )

的範圍時，既存賣家可以藉由搭售來排除競爭，維持獨占地位。亦即，如果既

存賣家不進行搭售，由於（22）式滿足，潛在競爭者會進行兩個研發計畫，而
既存賣家必須面對 1/4 被完全取代的機率；但是如果既存賣家選擇搭售，由於
（25）式不滿足，潛在競爭者不會花費成本進行任何研發計畫，自然無法進入
市場、威脅既存賣家。

觀察（21）與（24）式，我們發現如果研發一定成功，亦即成功機率為 
1，則無論是否搭售，只要  > ，潛在競爭者都會執行兩個研發計畫、然後完
全取代既存賣家。因此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在2001年論文的論點必須仰賴
研發成本（  > 0）與風險。
其次，就算計畫具有風險性，成功機率維持在 1/2，如果計畫具有完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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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不是一起成功（1/2 機率）就是一起失敗（1/2 機率），那麼潛在競爭者只
有單一產品的事件不會發生，搭售與否的報酬 0（有搭售）或者 （無搭售），
就不會影響潛在競爭者地研發誘因。（21）與（24）式都必須修改為

 ( 2  ) + ．  2  = 2 (     ) ;               ( 27 )

因此既存賣家無法以搭售排除進入、防止潛在競爭者進行研發。

2.規模經濟範疇經濟（scope economies）
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在2002的文章中採用動態的觀點，強調潛在

競爭者由於資金或者廣義上資源的限制通常無法一次進入多個市場，而必須

「延長戰線」，一次進入少數市場、然後分多次陸續進入所有相關市場70。但

是一旦潛在競爭者進入所有市場，具備完整的產品線（product line）之後，就
能夠憑藉齊全而質優的產品組合在產品市場競爭上取得絕對優勢、淘汰既存賣

家。例如在微軟案中，網景（Netscape）或其他競爭者的瀏覽器就被視為可能
進一步發展成作業系統的產品，在未來能夠挑戰微軟在個人作業系統的市場地

位。著眼於未來的挑戰，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認為微軟將其瀏覽器產品
Internet Explorer（IE）綑綁於視窗作業系統的動機可能是為了防止競爭者能在
順利進入瀏覽器市場，站穩腳步之後進一步跨足作業系統市場。

如同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在2001年文章中的分析，搭售的效果仍然在
於減損潛在競爭者只進入一個市場時的利潤，而無法對潛在競爭者成功進入兩

個市場後造成傷害，因此必須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既存賣家才會有動機、且能夠

成功使用搭售保衛核心市場。

沿用範例 1的設定，但是將模型擴展為一個動態的兩期模型：潛在競爭者
在兩個產品市場都有較高品質的產品，但是在第一期（第一個時間點） 只能夠
進入一個市場。例如潛在競爭者在第一期先選擇是否進入B產品市場，而只有
在第二期才能考慮是否進入A產品市場，亦即既存廠商的核心市場。在這樣的
設定下，既存賣家會使用搭售排除競爭的一組可能條件組合為：首先，潛在競

爭者進入市場必須耗費進入成本，否則在沒有成本的狀況下，潛在競爭者沒有

所謂進入或者退出的問題，可以直接將產品上架，與既存賣家競爭71。但是花

70 Carlton and Waldman（2002），前揭註33。
71 但是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也為他們的模型結果提出第二種解釋，亦即當B產
品消費具有網路外部性。此時就算沒有進入成本，搭售也可以具備排除進入的效
果；Carlton and Waldman（2002），前揭註33。我們會接著說明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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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進入成本後，能否成功的風險或者不確定性則不是搭售的排除效果的必要條

件。因此在這一小節的討論，我們不考慮風險的存在。

其次，當成功進入B產品市場後，潛在競爭者必須要有動機進一步花費成
本進入A產品市場。如果潛在競爭者會滿足於局限在B產品市場，不想跨足既存
賣家的核心市場，則芝加哥學派的論點成立，搭售所引起的排除進入效果無助

於既存賣家實現更高的利潤。

最後，當潛在競爭者會以B產品市場為跳板、進入A產品市場，搭售要能
夠防止潛在競爭者進入A產品市場，必然表示搭售對潛在競爭者所造成的利潤
能夠一開始就使得潛在競爭者不願意進入B產品市場，因此在沒有「灘頭堡」
的狀況下也無法進入A產品市場。原因如同之前所闡明的機制，搭售會降低潛
在競爭者只進入一個市場之後的報酬，而對進入兩個市場之後的產品市場競

爭結果沒有影響。因此，一旦潛在競爭者已經在B產品市場站穩腳步，考慮的
是要不要進一步花費成本進入A產品市場，根據假設搭售不會影響進入成本；
按照之前的分析，搭售與否也無法影響進入A產品市場的報酬。因此，搭售的
作用不在於阻止潛在競爭者進入第二個市場（A產品市場、既存賣家的核心市
場）；而是一開始就要能改變潛在競爭者進入第一個市場（B產品市場、競爭
部門）的誘因。我們以一個簡單例子進一步說明。

範例 7
如同以上分析，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在2002論文中使用的模型將範

例 1的設定延伸至一個兩期模型。但是與之前所討論產品升級的狀況不同，所
有產品都不是耐久財，因此消費者在兩期必須分別購買A、B兩個呈現完全互補
關係的產品。既存賣家兩個產品的品質都為 3；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兩
個產品的品質都為 3+ 。除了潛在競爭者的進入成本，兩個廠商沒有其他的生
產成本。

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所考慮的進入決策設定比之前的說明稍微複雜
一點，但是也可能較為符合現實環境。潛在競爭者仍然只能在第二期決定是否

進入A產品市場，但是在兩期都可以決定是否進入B產品市場。因此，如果在第
一期沒有進入B產品市場，潛在競爭廠商仍然可以在第二期決定是否進入A、B
兩個產品市場，或者只進入其中一個市場。

令潛在競爭者進入B產品市場的進入成本為 、進入A產品市場的進入成
本為 。一旦花費進入成本進入某個市場後，在下一期就不需要為該市場再花

費一次進入成本。我們假設進入成本滿足以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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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  +  < 3  ;                 ( 28 ) 

以下我們會說明這個條件各部分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兩個市場的

進入成本一樣，  = ，則  < x 會導致  +  = 2  < 2 ，（28）式無法
成立。因此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假設產業的進入成本結構具備規模經濟
（多為一個市場生產、所多增加的產量能夠降低進入市場的固定成本）、或者

範疇經濟（多增加一個產品線、多樣化的生產能夠降低額外的進入成本），亦

即我們必須有  ≠  的條件。而直覺來說，由於潛在競爭者先考慮是否進入
B產品市場，因此規模經濟或者範疇經濟應該使得進入第二個市場（A產品市
場）的進入成本較低，亦即  < 。

在模型的時序上，既存賣家首先決定是否進行搭售（並且不可逆轉），接

著潛在競爭者在各期決定是否進入市場72。每一期的產品市場競爭結果取決於

既存賣家是否搭售以及潛在競爭者進入了那些市場。我們沿用範例 6的分析結
果作為各廠商產品市場競爭之下的報酬：如果潛在競爭者順利進入兩個市場，

則在當期可以享受 2  的報酬，既存賣家會被完全取代，報酬為零；如果潛在競
爭者只進入一個市場，不論是A產品市場或者B產品市場，只有在沒有搭售時潛
在競爭者可以得到  的當期報酬，但是若既存賣家進行搭售則潛在競爭者報酬
為零；而如果潛在競爭者沒有進入任何市場，既存賣家維持在兩個市場的獨占

地位，潛在競爭者報酬為零。

在（28）式成立的條件下，我們分別考慮既存賣家搭售或者不搭售如何改
變潛在競爭者在兩期的進入決策。

如果既存賣家不進行搭售，當第一期潛在競爭者進入B產品市場時，當期
從B產品市場可以得到收益為 、但是必須付出  的進入成本。根據 （28）
式，潛在競爭者在第一期的淨收益為負，    < 0。但是給定在第一期已經
進入B產品市場，到了第二期，潛在競爭者進入A產品市場只需要付出  的
進入成本。而一旦進入後，潛在競爭者有完整的A、B產品線，可以在第二期
取得 2  的報酬，得到 2    的淨利。因此，採用第一期進入B產品市場、
隨後在第二期進入A產品市場的策略可以讓潛在競爭者得到的兩期總利潤為 
72 潛在競爭者無法在第一期就宣告第二期必然會進入A產品市場，並且能完全執行
此一承諾（commitment）。如果潛在競爭者具備完全的承諾能力（commitment 
power），搭售就無法影響潛在競爭者的進入決策。反之，Carlton與Waldman兩位
教授在2002年文章（前揭註33）、以及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在2001文章（前
揭註32）裡所使用的模型都假設既存賣家的搭售為不可逆，例如藉由產品設計、
而非契約方式的搭售，使得既存賣家之後無法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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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 = 3   (  +  )。根據（28）式，這個利潤為正73。

我們檢驗這個進入策略的確符合潛在競爭者的最大利益：如果潛在競爭

者都不進入市場就沒有利潤。但是如果選擇不在第一期進入B產品市場，而在
第二期一口氣進入兩個市場，則潛在競爭者第一期報酬為零。到了第二期，

潛在競爭者總共花費的進入成本為  + 、總共能夠得到的產品市場利潤

為 2 。根據（28）式，這個延後進入的策略無法讓競爭者得到正的淨利潤， 
2   (  +  ) < 0。
此外，我們也必須考慮潛在競爭者只進入一個市場的利潤。如果只進入

A產品市場，由於潛在競爭者只能在第二期進入A產品市場，其總報酬為第
二期的淨利潤   。如果只進入B產品，選擇第一期就進入時可以得到兩
期的總報酬 2   ，選擇第二期才進入就只有第二期的報酬    。由於 
3   ( +  ) = (    ) + ( 2    )，根據（28）式中  >  與 2  >  的條
件，只進入單一市場的報酬為正、但是較低。的確，在沒有搭售時，潛在競爭

者會選擇依序進入所有市場。

接下來，如果既存賣家選擇進行搭售，那麼潛在競爭者只進入一個市場

（不管A或者B產品市場），從產品市場上得到的報酬為零，而仍然必須付出對
應的進入成本。潛在競爭者唯一的選擇是在第二期同時進入兩個市場，得到 2  
的報酬，並付出 +  的進入成本。根據（28）式，這個同時進入策略的淨利
潤為負，2   ( +  ) < 0。因此，在搭售之下，潛在競爭者找不到任何能夠
獲利的進入策略，會選擇從頭到尾都不進入市場。既存賣家因而可以穩固在兩

個市場的獨占地位。

直覺來看，（28）式的條件設定讓潛在競爭者第一期進入B產品市場的選
擇變成一個短期有害（短期利潤為負，    < 0）、但是長期有利（長期利潤
為正，3   ( +  ) > 0） 的「投資」行為；同時 2  <  +  的假設使得這
項投資成為成功打進產品市場的必要步驟，否則潛在競爭者可以等到第二期再

一起進入兩個市場，而不需要先進行進入單一市場的投資。從這個角度來看，

搭售的作用是提高這項投資的「成本」，讓短期的損失從    提高到  ，

因而打消潛在競爭者的投資意願。既然這項「投資」為進入的必要條件，搭售

因此能防止潛在競爭者進入所有市場。

73 我們同樣假設廠商不對未來報酬折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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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網路外部性
前一小節的分析是藉由進入成本（以及規模或者範疇經濟的特徵）使得搭

售具備排除競爭的市場封鎖效果。但是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接著指出同
樣的邏輯可以應用在產品的消費效益具備網路外部性的時候。此時就算潛在競

爭者不需花費進入成本，搭售也可以同樣達到市場封鎖的效果74。

消費上的網路外部性指的是消費者從某商品得到的消費效益會受到使

用者人數的影響，若使用同樣（廠商）商品的人數越多、單一消費者能享受

的消費效益越大，則此商品具備正的網路外部性75。軟體使用由於檔案格式

（format）、功能設計、或者使用方法學習與習慣的問題，常被認為具備正向
的網路外部性。亦即若越多消費者使用同一個公司的軟體，則每一個消費者越

能彼此交流、越不需要花費額外心力使用不同軟體，因此消費效益越大。在這

樣的情形下，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指出若B產品具備強大的網路外部性，
則就算沒有進入成本，搭售也可以排除潛在競爭者進入產品市場。

以上的說明可知網路外部性的前提是必須有多個消費者使用此商品，需要

對我們目前已經使用的範例設定做較為複雜的更動。因此我們不以數學範例，

只用直覺的方式說明在網路外部性之下搭售的作用76。

首先，當沒有進入成本時，潛在競爭者只要有產品，永遠可以將產品上

架、在市場上出現、與既存廠商競爭。因此我們將搭售的排除效果稍微修正，

不是看搭售是否能夠防止潛在競爭者在市場上推出產品，而是看就算有產品與

既存賣家進行價格競爭，潛在競爭者是否能夠憑藉品質優勢贏得消費者，進而

獲利。

我們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前一小節的設定。搭售的影響在於就算潛在競爭者

在第一期時在B產品市場推出品質較佳的商品，由於欠缺A商品的搭配，消費
者只能夠向寄存賣家購買。而一旦所有消費者都在第一期購買既存賣家的產品

後，強大的網路外部性將使得消費者在第二期出現持續購買同一家公司產品的

傾向。就算在第二期潛在競爭者補齊了產品線、同時提供較高品質產品，由網

路外部性所導致消費者延續購買既存賣家產品的傾向也使得潛在競爭者難以競

爭。因此，針對微軟案的狀況，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指出軟體使用具備

74 Carlton and Waldman（2002），前揭註33，section 3
75 Carlton與Waldman教授的模型設定一開始就包含數個消費者；前揭註33。
76 Carlton與Waldman教授的模型設定一開始就包含數個消費者；前揭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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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路外部性特徵可能也是微軟採用搭售來維持獨占地位的原因77。

(三)榨取對手利益
我們最後討論Carlton、Gans以及Waldman3位教授近期關於搭售的一篇論

文78。Carlton等3位教授的研究出發點仍然是微軟的搭售行為。3位教授觀察到
微軟的搭售、或者綑綁實際上並無法防止消費者在技術層面下載、使用競爭對

手的產品。消費者如果不喜歡「隨機附贈」的應用軟體，例如瀏覽器（IE）或
者影音撥放軟體（WMP），通常另行下載自己偏好的軟體；而微軟的應用軟體
只是儲存在系統裡，占用空間與資源。亦即，微軟的搭售事實上對消費者而言

是可逆的（reversible），並不會因為在搭售之後，為了持續使用微軟的視窗系
統，就只能搭配微軟的應用軟體使用。

而在另外一方面，微軟在競爭法案件裡的攻防常常宣稱他們的搭售事實

上可以增進效率。例如將應用軟體整合進作業系統可以帶來穩定性、提升功

能79、或者節省消費者的安裝成本（installation costs）以及結合不同產品的交易
成本（transaction costs）80。

結合這兩個觀察，Carlton等3位教授提出以下論點：當獨占廠商的非核心、
競爭產品（B產品）效能較差，但是搭售可以提升效能，使消費者滿足程度提
高時，獨占廠商的確可以藉由可逆的搭售來獲取更高利潤。因此獨占賣家有動

機使用搭售來綁定一個消費者不會使用的產品。

獨占廠商能夠藉此獲利，因可逆的搭售使得消費者仍然想買競爭對手所提

供、品質較高的產品來與獨占廠商的核心產品搭配。亦即搭售後競爭者仍然可以

試著調整價格，出售產品。但是搭售後獨占廠商的產品效能提升，表示競爭者

必須降低價格才能吸引消費者。而一旦競爭者的價格降低，但是競爭者產品維持

在高品質，那麼獨占廠商就可以提高（核心產品的）價格來增加利潤。換句話

說，獨占廠商可以藉由搭售來將競爭者原本能夠享受的利潤移轉到自己身上。

77 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進一步推論這兩個要素（進入成本與網路外部性）以
及搭售的效果可能使得既存賣家就算面對新的（B）產品不斷出現，也能夠藉由
搭售持續排除競爭廠商進入新的市場，進而長期延續其獨占地位。微軟在軟體產
業長期的強勢角色似乎也符合這個機制與行為模式的描述。Carlton and Waldman
（2002），前揭註33。

78 Dennis Carlton, Joshua Gans, and Michael Waldman, Why Tie a Product Consumers Do 
Not Use? 2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p. 85-105 
(2010). 

79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4 March 2004 in case COMP/C-3/37.792, para. 962.
80 前揭註，para.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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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汲取利益（rent extraction）的手法似乎可以聯想到Aghion與Bolton兩位
教授所提出的獨家交易契約中，獨占廠商同樣可以使用約定違約賠償來汲取潛

在競爭者的效益81。而在Aghion與Bolton兩位教授的模型中，當潛在競爭者效益
具有不確定性時，汲取利益的社會損失將是部分排除，亦即有時候比較有效率

的競爭者將無法進入市場。Cartlton等3位教授的文章中並未考慮競爭者產品品
質具有不確定性的狀態，因此消費者一定會使用競爭者的產品。納入這個設定

之後，搭售是否能夠產生如Aghion與Bolton兩位教授所言的部分排除效果，則
有待經濟學家的進一步研究。

以下我們以一個簡單範例說明Carlton等3位教授的論點。
範例 8
考慮圖 1的市場結構，既存賣家在A產品市場唯獨占、B產品市場則面對

競爭。我們假設潛在競爭者的進入成本為零，  = 0，同時已經有B產品可以販
賣，因此沒有是否進入市場的問題；我們僅稱之為競爭者。A、B兩個產品為完
全互補。廠商沒有任何成本。

既存賣家的A產品能夠產生 3 的消費效益、競爭者的B產品消費效益為 
3 + 。如果沒有搭售，例如既存賣家沒有將自家的A、B產品整合在一起，則
既存賣家的B產品只能產生 3 的消費效益。但是在搭售之後，或許出於效能
（performance）的提升、或者節省消費者的安裝成本，既存賣家的B產品能夠
產生 3 +  的消費效益。但是  < ，亦即就算整合後，競爭者的B產品品質仍
然較高（否則若  > ，搭售後消費者就不會想購買競爭者的產品）。而如果消
費者同時擁有競爭者與既存賣家的B產品，也只能夠產生 3 + ( 3 +  ) = 6 +   的
總消費效益。

如果沒有搭售，既存賣家與競爭者在B產品市場進行價格戰。令既存賣家
的兩個產品定價為  與 、競爭者的B產品價格為 。按照範例 1裡 （1）、
（2）兩式的分析，既存廠商會將其B產品價格訂為零，  = 0。因此競爭者最
高可以訂價在  = 。我們同時假設競爭者能夠得最高可能利潤，  =  =   

 = 0；因此在沒有搭售之下，既存賣家只能得到 

 =  = 6 +    = 6                ( 29 )

的利潤。

81 Philip Aghion and Patrick Bolton, Contracts as a Barrier to Entry, 7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 388-401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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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既存賣家進行搭售，設定其A+B產品組合價格為 ；但是搭售為可
逆，消費者在選購既存賣家的兩個產品之後，仍然能夠考慮購買競爭者的產

品。令既存賣家對於其A+B產品組合的訂價為 、競爭者對其B產品定價仍然
以  表達。

在搭售之後，既存賣家的B產品提升效能，因此消費者消費A+B產品組合
的總效益變成 3 + ( 3 +  ) = 6 + 。由於兩產品為完全互補，消費者必須要購買
既存賣家的產品組合。而在購買之後，消費者已經能夠享受 6 +  的消費效益
（同時花費  的支出）。如果要讓消費者進一步購買競爭者的B產品，則必須
滿足的條件是

6 +      ≥ 6 +          ≤     ;                ( 30 )

搭售使得競爭者的最高定價由  降到    。給定競爭者定價在  =    
，既存賣家的定價策略只要確保消費者願意購買自己的產品組合，以及競爭者

的B產品即可：

6 +      ≥ 0        ≤ 6 +    = 6 +   (    ) = 6 +  ;                ( 31 )

因此搭售使得既存賣家的利潤提升到  =  = 6 +  。
比較兩個狀況，無論有無搭售消費者所使用的產品都是既存賣家的A產品

與競爭者的B產品，而兩個廠商的利潤總和都是 6 +  = 6 +  + (    )。搭售所
提升的效益事實上並沒有被消費者享用、社會總效益並不因搭售而增加。搭售

只是用來將利潤從競爭者移轉到既存賣家的手法。如果生產這些商品有生產成

本（如Carlton等3位教授的文中設定），那麼這個藉由搭售來汲取利益的行為只
會造成社會效率的損失。

五、搭售與產品品質

本文的關注焦點在於廠商行為的市場封鎖效果，我們對於搭售的經濟理論

也著重在其限制競爭層面。但是誠如本文第二節所論及，搭售以及綑綁實為廠

商在設計產品時的常用策略，也往往能節省相當的交易成本。經濟學家並未忘

卻，實務上我們也不應輕忽搭售的經濟效益。在此我們簡單討論Dana與Spier兩
位教授的近年研究82，論證搭售對於產品品質的正面影響。

82 James Dana Jr. and Kathryn Spier, Do Tying, Bundling, and Other Purchase Restraints 
Increase Product Quality? 4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p. 142–7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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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a與Spier兩位教授在2015年論文中所考慮的市場結構如同圖 1所列示：
既存賣家在產品A（搭售品）市場為獨占廠商，但是在產品B（被搭售品）市場
則必須面對競爭者。兩位教授不考慮搭售的排除效果，因此競爭者沒有進入成

本；同時廠商的B產品均為同質產品、也沒有成本上的差異。此外，沿襲芝加
哥學派的設定，產品A與B呈現完全互補的關係。

Dana與Spier兩位教授的設定與以往研究的差異在商品A為耐久財與經驗財
（experience goods）。耐久財表示一次購買之後，消費者就可以使用該商品一
段時間；為了簡化分析，Dana與Spier兩位教授假設商品A可以永遠使用，而沒
有折損（obsolete）或者折舊（depreciation）的問題。經驗財則表示商品A的真
正消費價值只有在消費者購買之後、親身體驗才能得知；亦即商品A的品質無
法在購買前確認。反之，商品B則為非耐久財，消費者必須定期購買；同時沒
有品質問題，亦即消費者在購買前能夠確認產品價值。典型的例子為產品A為
印表機、產品B則為墨水匣；兩者缺一不可，但是印表機可以使用極長一段時
間，而墨水匣必須定期更換。

在這樣的條件下，市場機制必須提供適當的誘因才能促使既存賣家提供高

品質的A產品，而Dana與Spier兩位教授指出搭售就提供了這樣一個誘因機制。
當沒有搭售時，B產品市場的競爭狀態使得既存賣家在產品市場無利可圖。A產
品的耐久財表示消費者不需經常購買；或者，在Dana與Spier教授的設定中，只
需購買一次。而經驗財性質表示消費者必須在不確定產品品質之下決定是否購

買。因此，既存賣家可以「宣稱」產品為高品質，但是實際上出售低品質A產
品，而消費者在購買之後才發現上當；又因為耐久財的性質，消費者無法藉由

未來拒絕購買來「懲罰」既存賣家。

但是當既存賣家進行搭售時，消費者雖然必須向既存賣家購買B產品，因
此付出較高的價格，但是也可以藉由B產品對既存賣家所產生的利潤（revenue 
stream）來促使既存賣家提高A產品的品質。根據A、B產品的完全互補性質，A
產品的品質也會影響消費者對B產品的需求：若A產品為高品質，則消費者在未
來願意持續購買較多的B產品；但是若A產品為低品質，則未來消費者購買B產
品的動機下降，既存賣家從B產品所得的利潤隨而下降。搭售使得A產品的品質
反應在消費者對B產品的需求，既存賣家因此有動機提升A產品品質。這是搭售
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之一。

以下我們以一個簡單範例說明Dana與Spier教授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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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9
考慮圖 1的市場結構，但是假設競爭者不需花費任何成本進入B產品市場、

同時無法進入A產品市場。既存賣家與競爭者在B產品市場以零成本提供同質產
品；因此在B產品市場的競爭價格為零。既存賣家在A產品市場為獨占廠商，並
且能夠選擇提供高品質或者低品質產品。高品質產品也有較高的生產成本：令

低品質產品的生產成本為零、高品質產品的生產成本則為 c > 0。
市場上只有一個消費者∕買家。對於此買家來說，A、B兩產品呈現完全互

補關係，但是A產品品質同樣影響消費價值。為了簡化分析，假設只有當A產品
為高品質時一起消費兩產品才能產生消費價值；反之，如果A產品為低品質，
則買家無法得到任何效用。買家無法在購買前查知A產品的品質；亦即我們假
設A產品為經驗財。

A產品為耐久財的假設表示買家只要購買一次，未來一段時間就只需要購
買B產品（但是未來能否產生消費價值仍視當初所購買的A產品品質而定）。我
們因此必須導入未來以及「折現」的概念。我們以間斷式（discrete）的本期、
下一期、再下一期等等捕捉時間，並假設廠商會以  的折現因子（discoounting 
factor）折算未來利潤；令  值介於 0 與 1 之間。83

如果買家購買高品質的A產品，則每期加購一單位B產品可以產生  的消費
效益；但是若購買的A產品為低品質，則就算配合B產品也無法產生任何效益。
Dana與Spier教授在2015年的文章中假設若A產品為低品質，則購買後每一期買
家有 1   的機率可以察覺到手中的A產品為低品質產品，之後會因為缺乏消費
效益而停止購買B產品。反之，若A產品為高品質，則買家不會感受到任何異
狀；每期配合一單位的B產品可以產生  的消費效益。例如A產品品質可能與故
障（malfunction）發生頻率有關：高品質產品永遠不會故障；低品質產品則在
每期配合B產品使用、產生消費價值之後，在下一期有 1   的故障機率，故障
之後A產品就再也無法使用。但是無論品質為何，買家無法退回已經購買的A產
品84。

83 通常  值會與借貸市場利率  有關，  = 1/( 1 +  )。
84 我們可以假設產品品質具有相當的主觀性，而非可以在法庭上驗證（verify）的
客觀性值。同樣假設也使得既存賣家無法藉由「品質保證」或者「瑕疵擔保」
（warranty）等機制來提升品質誘因。而當品質與故障頻率有關時，若消費者使
用習性也會影響故障發生機率，則試圖追究故障發生原因（產品本身為低品質或
者消費者使用習慣不良）帶來的困難，亦即所謂「雙向道德危機」（double moral 
hazard）的問題也使得品質保證機制難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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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設定下，我們分別討論既存賣家是否進行搭售時的A產品品質決
策。如果沒有搭售，買家可以自由在既存賣家與競爭者之間選擇B產品的供應
商。同質產品與相同成邊際本之下的價格競爭會使得B產品價格為零；既存賣
家即便可以賣出B產品，也無法從中得到任何利潤。

考慮既存賣家出售A產品時的品質決策。假設既存賣家以  的價格賣出。
如果既存賣家選擇製造高品質的A產品，則必須負擔  的成本。之後買家會定
期購買B產品。但是既存賣家無法再出售任何A產品，又無法從B產品得到任何
利潤。提供高品質產品之下，既存賣家的利潤為   。而如果選擇低品質A產
品，既存賣家可以節省成本 ，並在買家無法確認產品品質的狀況下以  賣出
A產品。就算之後發現買的是低品質產品，買家的回應是停止購買既存賣家無
法從中賺取利潤的B產品。既存賣家選擇低品質產品的利潤是 。因此，在不
進行搭售的時候，既存賣家沒有動機提供高品質A產品；缺乏消費價值使得買
家也不會購買任何產品。

既存賣家選擇搭售，買家想要購買A產品也需要一併向既存賣家選購未來
所需的B產品；令既存賣家將A、B兩產品的單位價格分別設為  與 。如果
既存賣家選擇高品質的A產品，除了出售A產品的利潤    之外，未來每一期
買家都會定期向既存賣家購買一單位的B產品。既存賣家的總利潤是

(    ) +  +  +  +  +  = (    ) +  ,                ( 32 )

其中  為出售A產品當期一併出售B產品所得利潤、  為下一期出售B產品利
潤的折現值（discounted value）、  為再下一期B產品利潤的折現值，其餘項
目以此類推。

如果既存賣家選擇低品質產品，同樣可以節省成本 ，而買家會在第一期
以  +  的總價格購買A、B兩產品各一單位。但是到了下一期，買家有 1   
的機率發現事實上購買到了低品質的A產品，因此不再購買B產品。只有  的機
率買家會在下一期購買B產品，而既存賣家從下一期B產品銷售的期望報酬折現
值為 。如果買家在下一期的確購買B產品（這個事件的發生機率為 ），
那麼到了再下一期，同樣地有 1   的機率買家會發現A產品為低品質產品，因
此只有  的機率會購買B產品。從再下一期的預期銷售，既存賣家可以得到的
期望報酬折現值為  (  ) = (  )2

。以此類推，既存賣家選擇低品質的總

期望報酬為

 +  +  + (  )2  + (  )3  +  =  +  ;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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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高、低品質所帶來的報酬，當

(    ) +  ≥  +         (    ) ≥                 ( 34 )

的條件成立時，搭售會使得既存賣家願意提供高品質A產品。因此搭售能提升
經濟效益。

仔細觀察（34）式，我們可以發現若要成功利用搭售提升產品品質，則搭
售之下B產品的價格（ ）不能太低、同時在低品質情況下買家願意持續購買B
產品的機率（ ）不能太高。誠如Dana與Spier兩位教授所解釋，搭售使得既存
賣家仰賴未來在非耐久財（B產品）部分的收益；而如果買家在B產品的購買行
為與A產品品質有關，越高品質的A產品使得買家未來願意購買B產品的意願提
高，搭售就可以將A產品品質與未來的B產品收益連結在一起，因此提供品質誘
因85。

六、結論

關於經濟理論對於搭售的市場封鎖效果討論，我們從芝加哥學派的論點出

發，論證獨占廠商有能力、但是沒有動機藉由搭售延伸市場力量到另外一個市

場、排除進入86。接下來的經濟理論發展重點之一可以說是重建「槓桿理論」

的理論基礎，而部分理論的建立來自於對重要競爭法案件的回應。我們將一些

重要理論整理如下：

(一) 搭售可以強化獨占廠商的承諾能力，使潛在競爭者相信一旦進入市場後，
將會面對一個更積極、更具攻擊性、更願意以低價搶攻市場的對手87。

(二) 這個承諾能力可以進一步延伸到研發市場，削弱競爭者的研發、創新誘
因，使得競爭者推出新產品（或者研發新製程）的能力下降、因而無法進

入市場88。

85 同樣從經驗財出發，但是不考慮搭售的情形（因此只有單一一個A產品），Dana
與Spier兩位教授接著討論當有多個具差異性的買家（heterogeneous consumers）
時，最低購買限制（minimum purchasing requirements）可以解決不同消費者之間
「監視」（monitor）產品品質的搭便車問題，因此也能提高既存賣家的品質誘
因。參見Dana and Spier（2015），前揭註93，p. 145-6。

86 Ponser（1976）與Bork（1993），前揭註18。
87 Whinston（1990），前揭註28。
88 Choi（2004），前揭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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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批發市場上，既存賣家也可以藉由搭售與綑綁折扣延伸市場力量，利用
彼此零售商降低進貨成本的誘因來排除競爭者89。

(四) 當另外一個市場的產品可以從升級獲取相當利益時，獨占賣家為了未來的
升級利益，也有動機藉由搭售延伸市場力量、排除競爭90。

最後，獨占賣家藉由搭售延伸市場力量、排除競爭者進入另外一個市場

的目的不見得是著眼於該市場的利益，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核心市場、亦即原

本擁有的獨占地位，防止競爭者在其他市場站穩腳步後，進一步進入獨占廠商

的核心市場。當競爭者必須從事研發創新才能進入市場91；或者競爭者無法一

次進入所有市場、必須分時段進入，同時市場特性具備規模經濟（或者範疇經

濟）、或者網路外部性時92，獨占廠商藉由搭售不但可能防止競爭者進入核心

市場、並且一開始就阻止競爭者進入其他市場，因此獨占廠商可能可以延伸、

維持在所有市場的獨占地位。

最後，我們必須提醒，學術發展的途徑往往會以新的分析工具重新檢驗過

往的結論是否仍然成立。而在發展新的賽局模型時，學者為了凸顯與芝加哥學

派理論的差異、同時簡化分析，慣例會排除垂直限制行為的促進效率效果，而

專注在其限制競爭效果。但在實務案例的判斷，很可能出現限制競爭與促進效

率的效果並陳的狀況。因此在討論、應用經濟理論時，必須特別注意建構模型

時的重要假設以及模型限制，以分辨理論的可適用範圍與產業特徵。此外，市

場封鎖的相關課題在經濟學界仍屬於相當活躍的領域，不斷有學者提出新的模

型理論、或者分析視角。而新的理論提出可能是為了回應實務面的新案例或者

商業模式，試圖理解過去理論所不能解釋的部分。因此理論發展往往落後於執

法實務。因此一個理論是否已經發展成熟、穩定（robust）、獲得廣泛認同；或
者仍有學者爭論其基礎與適用性，也應為應用者所考量。換言之，理論與實務

的有效結合，有賴經濟學家與競爭主管機關的持續努力與合作。

89 Simpson and Wickelgren（2007），前揭註37。
90 Carlton and Waldman （2011），前揭註17。
91 Choi and Stefasnadis（2001），前揭註32。
92 Carlton and Waldman（2002），前揭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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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review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conomic theory about the market foreclosure 
effect of tying. We brief describe the Chicago critique to the traditional leverage 
theory, then moves to new theories that are based on game theory. We use simple 
examples to demonstrate important results in the literature, including: (i) tying can 
provide commitment of aggressive pricing behavior and thus deter entry (Whinston, 
1990); (ii) this commitment can further reduce the innovation incentive of a potential 
entrant (Choi, 2004); (iii) tying can also be employed to protect the primary market 
(Choi and Stefanadis, 2001；Carlton and Waldman, 2002) or the future benefits of 
product upgrade (Carlton and Waldman, 2011); and (iv) a dominant firm may engage 
in tying to extract surplus from the rival (Carlton, Gans, and Waldman, 2010). We 
also discuss the efficiency benefit of tying, especially to enhance product quality (Dana 
and Spier, 2015).
Keywords: Market Foreclosure, Tying, Leverage Theory, Single Monopoly 
Profit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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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鎖效果，係指某一策略使競爭廠商供銷管道受到阻礙，而不見得是將競

爭廠商排除在外。搭售可能產生兩種效果：正面為產生效率品質的提升，負面

則為封鎖效果，我們需要對於兩者進行分析。因此搭售不見得有反競爭效果，

只有在負面效果大於正面效果時，才構成反競爭效果。

另外，廠商搭售一定是圖利自己，而到底是來自於效率提升或是單純阻礙

對手，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廠商進行搭售，主財貨必須具有優勢地位，逼迫消

費者必須購買副財貨，使副財貨競爭對手被排擠，形成封鎖效果，此稱為獨占

力的延伸。

如果副財貨具有高度規模經濟，固定成本高，則副財貨競爭者一旦失去需

求量，則更加容易退出市場。如果副財貨價格低甚至免費，則其目的可能是要

拓展副財貨的市場，構成搭售掠奪的疑慮。其次，回饋主財貨，將副財貨作

為福利品贈送，等同於主財貨降價，讓主財貨的使用者增加，犧牲副財貨，護

衛主財貨。最後，綑綁折扣是搭售的一種類型，消費者須購買一定數量的主財

貨，使能贈送副財貨或者整體價格打折，因此副財貨競爭對手很難拉走自身的

購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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