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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85號 

 

被處分人：香港商極進網路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70806752 

址    設：臺北市南京東路 4段 126 號 5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對於參與相同採購案之經銷商，只給予特定 1

家經銷商專案價格支援，藉以保障該經銷商得標之機

會，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有限制競爭之虞，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條第 2款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

法行為。 

三、 處新臺幣 10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凱盟國際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盟公司)參

與國立臺北商業大學(下稱臺北商業大學)104年度「桃

園校區網路設備採購案」(下稱 104年桃園校區採購案)

公開招標案並為得標廠商(開標日期為 104 年 9 月 22

日)。凱盟公司計畫採用 Extreme Networks Inc.(下稱

Extreme)所生產之網路交換器參加前述招標案，為準備

投標資料爰於 104年 7月 1日請 Extreme國內代理商友

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友訊公司)向

Extreme 報備(Booking)，友訊公司並於同年 9 月 4 日

提供凱盟公司專案支援產品報價單。友訊公司於凱盟公

司得標之後，告知凱盟公司已有其他廠商向 Extreme 報

備，故無法以專案支援產品報價銷售網路交換器予凱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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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嗣凱盟公司向 Extreme反映，Extreme表示眾知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參標廠商之一，下稱眾知公司)是協

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協科公司)之關係企業，基於

協科公司與 Extreme 之長期合作關係，爰 Extreme 不支

持凱盟公司參與前述招標案。另凱盟公司向 Extreme 國

內其他代理商及經銷商詢價，其中新達電腦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新達公司)之人員表示曾收到 Extreme 寄發之

「專案保護」通知，其內容指明不得銷售網路交換器予

凱盟公司。倘凱盟公司未於期限交付 Extreme網路交換

器予臺北商業大學，則可能遭受違約罰款。被處分人涉

及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款規定。 

二、 經被處分人提出陳述書及到會說明，並訪談下游代理

商、經銷商等關係人，及調閱臺北商業大學提供 104年

桃園校區採購案之相關文件，本案調查結果略以： 

(一) Extreme係從事網路交換器之製造與銷售，Extreme

為與國內廠商進行交易之主體，Extreme透過友訊

公司、力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力麗公司)、逸

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等3家代理商將產品銷售

予經銷商，再由經銷商轉售予終端客戶。另Extreme

也透「直接夥伴」(可直接向Extreme進貨並銷售予

終端客戶之轉售商)將產品銷售予終端客戶。被處

分人為Extreme 100%持有股份之子公司，被處分人

為Extreme於國內之銷售代表單位。 

(二) Extreme依據其所訂定之「亞太地區專案報備計

畫」，代理商或經銷商若能爭取新客戶或新專案，

得申請合作夥伴激勵優惠，惟並非第1位登記之代

理商或經銷商必定可獲得折扣，代理商或經銷商

「就該案作出重大的銷售前努力」且「協助終端客

戶確認計畫需求以加入Extreme之產品或服務」。

被處分人進一步將「亞太地區專案報備計畫」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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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化」，要求下游代理商或經銷商在參與招標

採購案件前，必須先向被處分人「專案報備」並填

報「台灣專案報備申請書」(包含代理商名稱、經

銷商、報案日期、個案名稱、聯絡方式、總案金額

及採購產品的型號等資訊)，亦即業界通稱之「報

備」或Booking。 

(三) 被處分人總經理於103年3月11日寄送給各代理商

及經銷商主旨為「New Extreme Networks Booking 

form，報備規則」之電子郵件，其內容載稱「各位

夥(伙)伴：經過冗長的討論與精簡後，我們最新的

booking form如附件，其中會同時列出報備的規

則，但另一份booking rule會更說明報備判斷的原

則與注意事項，請參考，請各位在送報備資料時，

務必將email發給本人…」，並於電子郵件內容附

掛「Extreme專案報備(Booking)辦法」、「Booking

時機與本公司判斷說明」等檔案。其中「Extreme

專案報備(Booking)辦法」重要內容如下： 

1、 第1點：「任何個案(含非公家單位者)均須作報備

動作，…，個案Booking依提出時間順序作裁

定，…」該點要求所有代理商及經銷商於銷售

Extreme產品前都必須向被處分人報備，且報備成

功與否係依其提出之先後順序決定，顯非如「亞

太地區專案報備計畫」揭載係依「就該案作出重

大的銷售前努力」且「協助終端客戶確認計畫需

求以加入Extreme之產品或服務」等情形給予折

扣。 

2、 第2.2點：「報備案件若本公司產品佔總個案金額

未及 15%或該案中本公司產品總金額…未達

6,000,000以上者，則無法提供報備經銷商獨家報

價保障，但得享獨家供貨權」該點顯示對於報備

成功之廠商，可以依採購金額多寡獲得「獨家報



4 
 

價」或「獨家供貨」之保障。 

3、 第4點：「個案報備成功後兩週內為"待觀察期"…

若有其他經銷商亦報備相同案件…均有可銷售權

利。但為避免彼此惡性競爭，本公司會進行查證

與協調之。」該點說明倘遇有多家廠商就相同之

專案進行報備，為避免廠商間之惡性競爭，被處

分人將會介入協調。 

4、 第7點：「任何經銷商(含代理商)未經booking程

序任意報價且成交者，將視為破壞本公司經銷法

則，必須接受以一般經銷價(台幣定價6折)向原

booking廠商進貨。」該點表明倘經銷商未經報備

即向客戶報價並成交，必須以一般經銷價向原報

備廠商進貨。 

(四) 被處分人雖辯稱不知有「 Extreme專案報備

(Booking)辦法」之存在，亦未於國內實施前述辦

法。惟據下游代理商陳述表示，被處分人確實訂有

「Extreme專案報備(Booking)辦法」，且依該辦法

內容執行報備制度。另據被處分人總經理於104年1

月13日寄送予各代理商及經銷商主旨為「清華大學

宿網案被低價得標…」電子郵件，內容載稱「…各

位伙(夥)伴：我發現近期個案搶標的發生有逐漸升

高的狀況，我必須提出辦法嚴格執行規定條款，就

是在booking form上有說明：1.若任何經銷商(含

代理商)未經booking程序而任意報價且成交者，將

視為破壞本公司經銷法則，必須接受以一般經銷價

(台幣訂價6折)向原booking廠商進貨。請各位代理

商業務同仁勿存僥幸(倖)心理！…不是你booking

的案子，只應該報一般經銷價，而非專案價！這樣

的規則只會對大家都有利的，也就是自己努力的案

件是受到保護，如果各位不守住這條基本的準則，

各位的案件都不會有保障。…」綜合代理商陳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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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總經理之電子郵件，足認被處分人確實訂

有「Extreme專案報備(Booking)辦法」，且依該辦

法內容執行報備制度，對於未先報備即報價成交之

經銷商，必須依照一般經銷價向原報備廠商進貨。 

(五) 被處分人陳述表示，即使2個以上經銷商或代理商

就相同之專案進行報備，一般情況下只會有1家經

銷商或代理商能取得專案價格支援，被處分人會依

據各經銷商是否已長期服務該專案客戶、專案是否

由該經銷商開發或已提供售前服務及經銷商報備

之先後等因素，決定提供價格支援之經銷商，除非

所有經銷商報備之時間非常相近，該專案客戶又沒

有固定之經銷商提供服務或開發，才可能給予2家

以上報備經銷商專案價格，否則其他經銷商縱使有

事先報備，亦僅能依一般經銷價出貨。 

(六) 臺北商業大學於103年至104年間多次辦理包含網

路交換器等網路設備採購案，協科公司也曾多次參

與採購案，並於事前向被處分人報備或請求「專案

保護」。被處分人總經理在獲悉協科公司有意參與

臺北商業大學之採購案，即以電子郵件通知各代理

商及經銷商「若有收到客戶或經銷商詢價，尚請惠

予知會本公司。」據被處分人陳述表示，其用意為

瞭解相同專案是否有其他經銷商在詢價、詢價廠商

之身分，及可能有意願參與投標之廠商。倘有其他

經銷商有意願參與投標，代理商所報出之價格必須

要依據報備、工作服務時間、備品等因素決定「價

差」。協科公司也曾經在103年8月26日答覆友訊公

司詢問是否需發「專案保護」之電子郵件，表示「本

案因為數量較多且價格需要原廠支援才能投進，只

要確認Booking是我們，不需要昭告天下的發專

保」。 

(七) 協科公司於103年3月27日通知友訊公司表示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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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大學計畫辦理網路設備採購，並表示被處分人

已知悉，無須再送報備，友訊公司輸入其「專案報

備系統」，並註記無須向被處分人報備。103年度

臺北商業大學網路設備採購因故未決標。雖臺北商

業大學104年桃園校區採購案之採購金額及項目雖

較前一年度少，惟採購項目均包含網路交換器，友

訊公司認為係延續相同標案，友訊公司未在其專案

報備系統註記結案，而以更新修改方式維持協科公

司之報備狀態。 

(八) 凱盟公司於104年7月1日向友訊公司洽詢Extreme

及D-link產品價格，並詢問有無其他經銷商報備臺

北商業大學104年桃園校區採購案。友訊公司業務

人員在「專案報備系統」查詢並未發現有其他客戶

報備，故以電子郵件回覆表示「目前內部看起來應

該是沒有人報備，已經幫你送了。」但友訊公司在

事後發現「專案報備系統」登錄之客戶名稱仍沿用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而非更名後之「臺北商業

大學」，故查無報備紀錄，實際上該案係由協科公

司報備，友訊公司隨即通知凱盟公司前述情形。凱

盟公司於104年7月至9月間以其他客戶需採購

Extreme網路交換器為由，請友訊公司提供報價，

雖凱盟公司並未告知實際使用單位名稱為何，友訊

公司仍提供報價予凱盟公司，其中Extreme Summit 

X460-48x產品之報價為○元，該報價不須經被處分

人同意。 

(九) 協科公司亦於104年7月1日請友訊公司就臺北商業

大學104年桃園校區採購案協助「發專案保護」並

稱「這個部分我們還沒向原廠Booking，可以一併

麻煩你嗎？」友訊公司於104年7月2日通知被處分

人總經理「客戶：國立臺北商業大學 專案：國立

臺北商業大學平鎮校區交換器採購案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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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eme設備一批 近日將公告」。被處分人總經理

將此郵件轉寄各代理商及經銷商，並於郵件載稱

「各位伙(夥)伴：若有接到客戶或經銷商詢價，尚

請惠予知會本公司為感！」協科公司於104年8月10

日請友訊公司提供臺北商業大學104年桃園校區採

購案所需網路交換器等設備之報價，友訊公司於

104年8月11日回復專案價格 ，其中Extreme Summit 

X460-48x產品之報價為○元。協科公司於104年9月

9日通知友訊公司「本案今天公告囉。…Extreme的

專案保護請再協助…」友訊公司業務人員回復稱

「上午我已經跟○○○(即被處分人總經理)說

囉…」。 

(十) 104年9月22日臺北商業大學104年桃園校區採購案

開標，決標結果為凱盟公司得標，協科公司之關係

企業眾知公司未得標，協科公司質疑友訊公司給予

凱盟公司更優惠之價格，並要求友訊公司處理，友

訊公司通知被處分人「北商一案今日開標 被凱盟

國際系統科技低價得標 再請您幫忙」。被處分人

總經理將此信轉寄各代理商及經銷商，並於郵件載

稱「各位伙(夥)伴：若有接到詢價，尚請惠予知會

本公司」。另有經銷商表示曾聽聞被處分人總經理

口頭表示「臺北商業大學這個案子被幹走了」。該

經銷商並表示，通常原廠若遇到經銷商低價搶標並

引發同業間商業爭議時，要求代理商或經銷商如果

有接獲報價之請求時，應先知會原廠。友訊公司陳

述表示，協科公司因認定該案是其規劃且獲原廠確

定支援，卻被凱盟公司搶標，要求友訊公司不要出

貨給凱盟公司或進行賠償，但友訊公司表示不可能

不出貨，並請凱盟公司直接與被處分人洽談價格。 

(十一) 凱盟公司於104年9月25日請求被處分人就臺北商

業大學104年桃園校區採購案所需之網路交換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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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報價。被處分人於104年9月30日向友訊公司徵詢

「有沒有建議的售價呢？」友訊公司答覆表示是否

以價格冊上之內部經銷價(X460-48x每台○元、

X430-48t每台○元)提供予凱盟公司，被處分人考

量臺北商業大學為教育機構而酌減價格(X460-48x

每台○元、X430-48t每台○元)銷售予凱盟公司，

但凱盟公司認此價格仍比原先報價高出甚多，且若

購買將墊高成本而發生虧損，故未向友訊公司採

購。經向Extreme另一家代理商力麗公司詢價，經

凱盟公司多次催促下，力麗公司才以電子郵件提供

凱盟公司報價(X460-48x單價○元、X430-48t單價

○元)，並於電子郵件內容載稱「你這案特殊，需

與原廠確認，昨晚原廠也才給我訊息」。 

(十二) 香港商極進網路有限大中華區總經理○○○於104

年10月6日針對凱盟公司先前反映事項，以電子郵

件回復渠進行瞭解之情形，郵件內容載稱： 

1、 凱盟公司確實於104年7月1日與友訊公司聯繫有

關臺北商業大學專案，友訊公司也曾表示可以給

予專案保護，嗣因友訊公司發現其資料庫中仍沿

用臺北商業大學之原名，友訊公司在經與被處分

人確認後，通知凱盟公司不支持凱盟公司參與臺

北商業大學專案。 

2、 臺北商業大學專案共4家投標廠商，其中3家採用

Extreme產品投標，其中包含協科公司之關係企業

眾知公司，協科公司已提供臺北商業大學服務多

年，並成功地將該校網路設備由Cisco產品替換為

Extreme產品，除了1台Cisco 6509仍在使用中。

凱盟公司並未完全瞭解協科公司參加此次競標，

由於被處分人與協科公司長期合作關係，在臺北

商業大學專案開標日前，被處分人無法承諾凱盟

公司由其取代協科公司，成為臺北商業大學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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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廠商。 

理  由 

一、因公平交易法於 104 年 2月 4 日修正公布，故本案首須

釐清法律適用問題。按行政罰法第 5 條規定：「行為後

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

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

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被處分人總

經理於 103年 3月 11日以電子郵件寄送「Extreme專案

報備(Booking)辦法」、「Booking 時機與本公司判斷說

明」等文件給各代理商及經銷商，規定經銷商參與「任

何個案(含非公家單位者)均須做報備動作」、「個案

Booking 依提出時間順序做裁定可否銷售之權利」、「報

備案件若本公司產品佔總個案金額未及 15%或該案中本

公司產品總金額…未達台幣 6,000,000以上者，則無法

提供報備經銷商獨家報價保障，但得享獨家供貨權」、

「個案報備成功後兩週內為”待觀察期”，在此期間

內…若有其他經銷商亦報備相同案件…均有可銷售權

利。但為避免彼此惡性競爭，本公司會進行察證與協

調」、「任何經銷商(含代理商)未經 Booking程序而任意

報價且成交者，將是為破壞本公司經銷法則，必須接受

以一般經銷價(台幣訂價 6折)向原 Booking廠商進貨。」

要求經銷商參與標案前須向被處分人報備，若未經報備

即成交，須接受以一般經銷價向原報備廠商進貨之不利

益。依本案調查結果，截至 104 年 9月臺北商業大學 104

年桃園校區採購案決標時，被處分人仍在執行前述報備

規則。是以，本案行為在 104 年 2月 4日公平交易法修

正公布後仍持續中，尚無行政罰法第 5 條「行為後」

法律有變更之情形，故本案應適用修正後公平交易法規

定。 

二、次需釐清本案行為主體為 Extreme 抑或被處分人？

Extreme 雖為與國內代理商及經銷商簽署經銷合約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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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易，被處分人為 Extreme全資持有之子公司，並且

為 Extreme於國內之銷售代表單位。Extreme訂定之「亞

太地區專案報備計畫」，對於爭取新客戶或新專案、就

該案作出重大的銷售前努力，且協助終端客戶確認計畫

需求以加入 Extreme之產品或服務之代理商或經銷商給

予激勵優惠。被處分人再將「亞太地區專案報備計畫」

予以「在地化」，要求下游代理商或經銷商在參與招標

採購案件前，必須先向被處分人「專案報備」，並訂定

「Extreme 專案報備(Booking)辦法」。因「Extreme 專

案報備(Booking)辦法」及「台灣專案報備申請書」係

針對臺灣市場所設計之報備制度，對於專案報備之審核

標準、激勵優惠之方式，及經銷商未經報備即報價成交

之處理等，均與 Extreme「亞太地區專案報備計畫」之

內容不相同。且因在臺灣市場操作執行 Extreme專案報

備制度(包含審核國內代理商或經銷商之專案報備案

件、決定是否同意報備或給予優惠價格)為被處分人而

不是 Extreme，亦無事證顯示被處分人訂定之「Extreme

專案報備 (Booking)辦法」並實施報備制度，係受

Extreme 之指示或監督所為，故本案行為主體應為被處

分人。 

三、按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無正當理由對他事

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

得為之。本款所稱「差別待遇」，係指事業就同一商品

或勞務，以不同之價格或價格以外之條件與同一競爭階

層不同之事業交易而言，惟並非所有差別待遇均違反公

平交易法，僅有差別待遇並非基於成本差異等正當理

由，且其效果有限制競爭之虞，才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款之違反。依照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規

定「本法第 20 條第 2 款所稱正當理由，應審酌下列情

形認定之：一、市場供需情況。二、成本差異。三、交

易數額。四、信用風險。五、其他合理之事由。差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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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

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實施情況

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另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 條、第 15 條、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

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

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億元以

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

止。」 

四、被處分人對於參與相同採購案之經銷商，只給予特定 1

家經銷商專案價格支援，藉以保障該經銷商得標之機

會，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條第 2款規定，理由如下： 

(一) 品牌間競爭狀況及被處分人之市場力： 

1、 產業狀況：Extreme 係研發、生產及銷售網路交換

器等網路設備產品，主要競爭對手為 Cisco、HP、

Juniper、Brocade、Zyxel 及 Alcatel-Lucent 等。

依本會產業資訊管理系統有關網路交換器之產業

資料，103 年及 104 年曾進口網路交換器及路由器

等網路設備產品之業者分別有○家及○家，

Extreme 產品進口值占所有網路交換器及路由器進

口總值之比例分別為○%及○%。 

2、 儘管國內網路交換器進口業者及路由器之業者數

目眾多，Extreme 占國內所有網路交換器及路由器

進口總值之比例很低，但因網路交換器通常係透過

經銷商參與競標之方式，銷售給終端客戶，故本案

係涉及典型的「競標市場」(bidding market )之

競爭問題。競標市場競爭模式與一般市場之競爭模

式迥異，其與一般市場競爭模式的差異在於：A.競

標結果造成「贏家全拿」(winner-takes-all)，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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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複數決標下，廠商若能得標則贏得全部交易合

約，若未能得標則喪失全部交易合約；B.競標市場

是「鉅額且斷續」(lumpy)的交易模式，由於招標

金額通常極為龐大，且合約期間長達數年，故當廠

商得標即意取得長達數年的交易合約；C.合約履行

結束後所有競爭條件即重新歸零(afresh)。由於具

有前述之經濟特性，是以，在典型「競標市場」競

爭模式下，以競標結果評估之市場占有率，不適合

作為衡量市場力的指標。另據 OECD 於 2006 年「競

標市場之競爭」報告亦指出競標市場下，競爭是發

生在廠商競標的過程，銷售量(或市占率)只是反映

「競爭結果」，不必然能反映真實的「競爭過程」。

只有依照競爭者所擁有「稟賦」(endowments，例

如擁有特別的資產、生產產能、蘊藏量或現任優勢

等競爭條件)所評估之「結構性市占率」，才能反映

出廠商在競標市場的市場力。該報告建議，倘若有

N 個競爭者間參與競標且得標機會均相同時，則可

以將各廠商市場占有率指定為 1/N，但若競爭者間

存有不對稱性，例如「現任者」身分可以在後續招

標案享有競爭優勢時，則應將其市占率酌予提高。 

3、 網路交換器通常係透過經銷商參與競標之方式，銷

售給終端客戶，雖然上游原廠並未直接參與競標，

但在準備投標階段，上游原廠與投標廠商為贏得標

案之共同目的而形成合作夥伴關係，上游原廠係透

過投標廠商與其他品牌網路交換器原廠進行「代理

人間的競爭」，因此雖然被處分人並未直接參與競

標，但仍可採用 Extreme產品進行投標之廠商家數

作為衡量被處分人在原廠設備供應商層次之市場

占有率之方式。臺北商業大學 104 年桃園校區採購

案共有 4家廠商投標，其中有 3家投標廠商係採用

Extreme 產品投標。故在原廠設備供應商層次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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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即各廠牌網路交換器「品牌間競爭」發生之場

域)，Extreme產品之占有率至少已達四分之三。另

從過去臺北商業大學所採購網路交換器等網路設

備之情形觀察，相較於其他品牌，Extreme 產品出

線之機會較大，此有被處分人○姓員工於 104 年 10

月 2日寄送給友訊公司電子郵件載稱「從客戶網頁

上，只看到客戶有 1台 Cisco 6509，似乎其他都是

我們家的設備…」及香港商極進網路有限公司○○

○於 104 年 10 月 6 日回復給凱盟公司電子郵件載

稱「協科公司已提供臺北商業大學服務多年，並成

功地將該校網路設備由 Cisco 產品替換為 Extreme

產品，除了 1 台 Cisco 6509 仍在使用中…」等事

證可資佐證，顯見 Extreme在臺北商業大學所辦理

之網路交換器等網路設備採購案中具有現任優

勢，故儘管 Extreme 占國內所有網路交換器及路由

器進口總值之比例很低，但在本案仍具有顯著之市

場力。 

(二) 被處分人對於參與相同採購案之經銷商，只給予特

定 1 家經銷商專案價格支援，藉以保障該經銷商得

標之機會，係屬差別待遇之行為： 

1、 被處分人依照其所訂定之「Extreme 專案報備

(Booking)辦法」第 1 點載稱：「任何個案(含非公

家單位者)均須作報備動作，…，個案 Booking 依

提出時間順序作裁定，…」要求所有代理商及經銷

商於銷售 Extreme 產品前都必須向被處分人報備，

且報備成功與否係依其提出之先後順序決定。被處

分人之「Booking 時機與本公司判斷說明」揭載

「Booking的精神是在保障經銷商所花的 effort…

業務同仁應先行了(瞭)解個案狀況如下：1."是否為

已公告案件”，若是已公告案就不必再提 booking，

不會有人作了規格而不作 booking…」顯示只要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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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經銷商報備，其他經銷商就不得再就同一專案報

備。被處分人也承認，即使 2個以上經銷商或代理

商就相同之專案進行報備，一般情況下只會有 1家

取得專案價格支援，除非所有經銷商報備之時間非

常相近，該專案客戶又沒有固定之經銷商提供服務

或開發，才可能給予 2 家以上報備經銷商專案價

格，否則其他經銷商縱使有事先報備，亦僅能依一

般經銷價出貨。 

2、 從凱盟公司為準備參加臺北商業大學 104年桃園校

區採購案，與代理商聯繫過程中，亦可佐證實被處

分人只會給予 1家經銷商專案價格。查協科公司及

凱盟公司均於 104年 7月 1日向友訊公司表達欲參

加臺北商業大學 104年桃園校區採購案之意願，友

訊公司亦將渠等參標意願轉達給被處分人。友訊公

司於 104年 7月 2日將協科公司參標意願以電子郵

件轉達給被處分人總經理，該電子郵件載稱「客

戶：國立臺北商業大學 專案：國立臺北商業大學

平鎮校區交換器採購案 內容：Extreme 設備一批 

近日將公告」。被處分人總經理將此郵件轉寄各代

理商及經銷商，並於郵件載稱「各位伙(夥)伴：若

有接到客戶或經銷商詢價，尚請惠予知會本公司為

感！」另據被處分人於 104 年 10 月 6 日回復給凱

盟公司電子郵件載稱「凱盟公司確實於 104年 7月

1 日與友訊公司聯繫有關臺北商業大學專案，…嗣

因友訊公司發現其資料庫中仍沿用臺北商業大學

之原名，友訊公司經與被處分人確認後，通知凱盟

公司不支持凱盟公司參與臺北商業大學專案…」顯

示被處分人在 104年 7月 2日即已知悉協科公司及

凱盟公司均有意參與臺北商業大學 104年桃園校區

採購案，但被處分人僅針對協科公司之請求轉知給

各代理商及經銷商，要求若接到客戶或經銷商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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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會被處分人。復據被處分人表示其要求各代理

商及經銷商若接到詢價必須知會被處分人，其用意

係要依照報備等因素作出「價差」，顯見被處分人

給予參與相同採購案經銷商差別定價。另凱盟公司

於 104年 7月 1日向友訊公司詢問有無其他經銷商

報備臺北商業大學 104年桃園校區採購案，友訊公

司業務人員在「專案報備系統」查詢並未發現有其

他客戶報備，故以電子郵件回覆表示「目前內部看

起來應該是沒有人報備，已經幫你送了。」協科公

司於 104 年 9月 9日通知友訊公司「本案今天公告

囉。…Extreme 的專案保護請再協助…」友訊公司

業務人員回復稱「上午我已經跟○○○(即被處分

人總經理)說囉…。」另外，104 年 9 月 22 日開標

並由凱盟公司得標，協科公司之關係企業眾知公司

未得標，協科公司得知後質疑友訊公司給予凱盟公

司更優惠之價格，並要求友訊公司賠償或不要出貨

給凱盟公司。前述事證顯示，經銷商均普遍認為在

同一專案中，只有 1家業者能獲得被處分人之專案

價格支援，其他經銷商即使向被處分人報備，也僅

能依一般經銷價出貨，無法獲得被處分人之專案價

格支援。 

3、 在缺乏充分品牌間競爭之情況下，經銷商是否獲得

上游原廠專案價格支援，係攸關得標與否之關鍵因

素。被處分人總經理在接獲協科公司告知欲參加臺

北商業大學 104年桃園校區採購案，分別於 104年

7 月 2 日以電子郵件轉知各代理商及經銷商，並於

郵件載稱「各位伙(夥)伴：若有接到客戶或經銷商

詢價，尚請惠予知會本公司…」據被處分人表示其

用意，係為瞭解相同之專案是否有其他經銷商在詢

問價格、詢價廠商之身分及可能有意願參與投標之

廠商。倘有其他經銷商有意願參與投標，代理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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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出之價格必須要依據報備、工作服務時間、備品

等因素決定「價差」等語。其用意顯係欲透過給予

特定經銷商專案價格，使該特定經銷商較其他競爭

者擁有更大之價格競爭力，增加得標機率。另查，

協科公司在準備參加臺北商業大學 103年網路設備

採購案時，亦曾在 103 年 8 月 26 日答覆友訊公司

詢問是否需發「專案保護」之電子郵件，表示「本

案因為數量較多且價格需要原廠支援才能投進，只

要確認 Booking 是我們，不需要昭告天下的發專

保。」顯示經銷商亦認為能夠獲得原廠專案價格支

援，效果上等同於原廠給予「專案保護」(意指只

允許 1 家經銷商參標之情形)，相較於未獲得專案

價格支援之經銷商，能夠大幅增加得標機率。另從

被處分人總經理在獲悉臺北商業大學 104年桃園校

區採購案之開標結果後，曾口頭表示「臺北商業大

學這個案子被幹走了」之反應，亦顯示被處分人認

為獲得原廠專案價格支援之經銷商，原本應該較有

機會得標，凱盟公司竟從被處分人支持之經銷商手

中搶走標案，故對此感到不悅。 

4、 綜觀前述事證，被處分人對於參與相同採購案之經

銷商，只給予特定 1家經銷商專案價格支援，係就

相同產品以不同價格供應給同一競爭階層之各經

銷商，藉以保障特定經銷商得標之機會，顯屬差別

待遇之行為。 

(三) 被處分人之差別待遇行為無正當理由： 

1、 被處分人雖表示其專案報備制度之目的，是讓被處

分人能夠提前瞭解市場之需求，及特定最終使用者

或特定專案是否已有固定經銷商提供服務，被處分

人視已報備廠商銷售與支援之情形，提供專案價格

支援，使其能夠以較有競爭力之價格參與標案，並

鼓勵已報備廠商專注於提供最終使用者售前及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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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服務，促進 Extreme產品之銷售推廣等，主張給

予參加相同採購案經銷商差別之專案價格支援，具

有其正當理由。惟被處分人前述正當理由並不具說

服力，蓋因專案價格實際生效係取決於被支援之經

銷商能夠得標，若該經銷商未能得標，則無法自專

案價格支援中獲取實質利益，故專案價格支援並無

法賦予經銷商將市場需求資訊回報給被處分人，或

鼓勵經銷商投入售前/售後服務之經濟誘因。 

2、 況且，即便接受被處分人所稱專案報備制度及專案

價格支援，係要提供經銷商經濟誘因促使其回報市

場銷售狀況、使原廠能預測需求，及早佈署存貨、

規劃未來之生產及產品計畫等考量，但此亦無法正

當化給予經銷商差別之專案價格支援，被處分人

「Extreme 專案報備(Booking)辦法」第 1點載稱：

「…個案 Booking 依提出時間順序作裁定…」，被

處分人亦表示通常只會有 1家取得專案價格支援，

顯見是否給予經銷商專案價格支援，係取決於經銷

商報備之先後順序，而非提供市場情報之價值高

低，即便經銷商能夠提供被處分人更有價值之市場

情報，或較願意投入售前/售後服務，若未能最早

向被處分人完成報備，亦無法獲得專案價格支援，

倘如被處分人所稱專案報備制度及專案價格支援

係為鼓勵經銷商提供重要市場情報、投入售前/售

後服務等，則應是依照其所提供之市場情報價值，

或投入售前/售後服務之努力及成果給予專案價格

支援，而不會在採購案尚未招標前，依照經銷商報

備之先後順序決定是否給予專案價格支援，顯見被

處分人所稱事由僅是矯飾托詞。 

3、 再者，被處分人依照報備時間決定是否給予專案價

格支援也並非商業常見之「早鳥折扣」，該種折扣

係為鼓勵早期使用者購買或解決離尖峰需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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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但本案中投標廠商並非最終需求者，被處分

人依照報備順序給予經銷商專案價格支援，並不會

改變終端客戶之需求型態。被處分人只給予 1家經

銷商專案價格支援，也不是基於與其他品牌網路交

換器原廠競爭之目的。被處分人之「Booking 時機

與本公司判斷說明」揭載「Booking 的精神是在保

障經銷商所花的 effort…業務同仁應先行了(瞭)

解個案狀況如下：…若是專案為 open 的規格，也

不必 booking，我們會採取 open給各家經銷商的方

式進行。」顯示當專案係開放規格(亦即有眾多品

牌網路交換器均能符合採購單位需求之規格)，存

有品牌間競爭時，被處分人不要求經銷商報備，但

當專案係採非開放規格，不需要面對品牌間競爭

時，被處分人反而卻要求經銷商報備，顯見專案價

格支援均非出於因應品牌間競爭之緣故。被處分人

給予參加相同採購案經銷商差別專案價格，其實際

目的在其被處分人對於其代理商及經銷商之專案

報備規則及電子郵件內容，均已表露無遺。

「Extreme 專案報備(Booking)辦法」第 4點「…若

有其他經銷商議報備相同案件，則該案視為在待觀

察期間內報備之經銷商均可有銷售之權。但為避免

彼此惡性競爭，本公司會進行察(查)證與協調之。」

第 7點「若任何經銷商(含代理商)未經 booking程

序而任意報價且成交者，將視為破壞本公司經銷法

則，必須接受以一般經銷價(台幣訂價 6 折)向原

booking 廠商進貨」、被處分人總經理 104 年 1 月

13日寄送給代理商及經銷商之電子郵件載稱「我發

現近期個案搶標的發生有逐漸升高的狀況，我必須

提出辦法嚴格執行規定條款，就是…若任何經銷商

(含代理商)未經 booking 程序而任意報價且成交

者，將視為破壞本公司經銷法則，必須接受以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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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銷價(台幣訂價 6折)向原 booking廠商進貨。請

各位代理商業務同仁勿存僥倖心理！…不是你

booking 的案子，只應該報一般經銷價，而非專案

價！這樣的規則只會對大家都有利的，也就是自己

努力的案子是受到保護，如果各位不守住這條基本

的準則，各位的案件都不會有保障！」從前述事證

顯示，被處分人給予參加相同採購案經銷商差別專

案價格，其實際目的在保障完成專案報備之經銷商

在競標過程中，可以免於來自其他經銷商之競爭壓

力，並藉由消除或弱化品牌內競爭增加經銷商利

潤。 

(四) 被處分人差別待遇行為有限制競爭之虞： 

1、 公平交易法第 20條所稱「限制競爭之虞」之行為，

係指行為具有限制競爭之傾向，或放任行為之持續

實施，可合理預期將減損競爭，即已該當，並非以

實際上已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為要件。按 Extreme在

臺北商業大學採購網路交換器等網路設備具有現

任優勢、在本案具有顯著市場力已如前所述。且從

被處分人寄送給代理商及經銷商之專案報備規則

及電子郵件內容，顯示被處分人給予參與相同採購

案差異之專案價格支援，目的係為避免經銷商間競

爭，而非基於市場供需情況、成本差異、交易數額

及信用風險等合理事由。被處分人藉由給予參加相

同採購案經銷商差別專案價格，保障完成專案報備

之經銷商，在參與招標採購之過程中，可以免於來

自其他經銷商之競爭壓力，並藉由消除或弱化品牌

內競爭。被處分人之差別待遇行為，不僅傷害與獲

得專案折扣之經銷商立於同一階層之競爭對手，也

透過妨礙正常競標過程之運作，傷害市場競爭與終

端客戶利益。 

2、 正常競標過程是由招標單位透過經銷商間之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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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比價過程決定優勝者。但在被處分人所實施之

報備制度下，卻是由被處分人依據報備時間的先後

順序、是否具長期合作關係等非競爭性因素，在競

標或比價發生前，即已預先決定了優勝者。短期

下，此種分配方式扭曲了原本應「以較有利之價格

或交易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正常市場競爭過程、

取代了需求者選擇供應商之決策空間，並且剝奪終

端客戶原本從投標廠商間競價所能獲得之利益。長

期下，會阻礙新進經銷商或系統整合商參進市場

(因為其未與終端客戶建立「長期合作關係」而無

法獲得專案價格支援)，增加進入障礙。此外，經

銷商於投標前必須報備，並依照報備時間先後順

序、是否具長期合作關係，決定是否給予專案價

格，也可能有助長下游經銷商間輪流投標、劃分市

場等水平勾結之風險。因被處分人差別待遇行為，

具有限制競爭之傾向，且倘放任其持續實施，可合

理預期將減損競爭，故其差別待遇具有限制競爭之

虞。 

3、 況且，被處分人差別待遇所造成之限制競爭效果，

可以在臺北商業大學 104年桃園校區採購案中友訊

公司(經被處分人同意下)給予協科公司 Extreme網

路交換器之價格，竟然高於友訊公司在不知道終端

客戶名稱為何情況下，報價給凱盟公司 Extreme網

路交換器之價格，獲得證實。協科公司於 104 年 8

月 10 日請友訊公司提供臺北商業大學 104 年桃園

校區採購案所需網路交換器等設備之報價，友訊公

司於 104年 8月 11日回復專案價格 ，其中 Extreme 

Summit X460-48x 產品之報價為○元。友訊公司於

104 年 9 月 4 日在凱盟公司並未告知終端客戶為何

之情況下提供報價單，其中相同型號 Extreme 

Summit X460-48x 產品之報價為○元，友訊公司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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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此報價無須經被處分人同意。此事證可說明協科

公司雖獲得被處分人同意在臺北商業大學 104年桃

園校區採購案給予專案價格支援，但其報價甚至還

高於不須經被處分人同意、終端使用者不詳之報

價，若非因被處分人藉由差別專案折扣支援，保障

協科公司透過其關係企業眾知公司取得臺北商業

大學 104 年桃園校區採購案，及因排除其他經銷商

競爭之「壟斷租」，否則何以解釋協科公司願意接

受較一般報價更高之「專案價格」？此外，協科公

司在臺北商業大學 104年桃園校區採購案投標失利

後，曾要求友訊公司賠償○萬元，雖友訊公司不予

理會，但也可間接顯示協科公司原本預期若順利得

標其利潤達○萬元，而協科公司關係企業眾知公司

投標金額約○萬元，亦可顯示因被處分人差別待遇

行為限制經銷商間之競爭，而具有墊高決標金額之

反競爭效果。 

五、綜上論述，本案被處分人對於參與相同採購案之經銷     

商，只給予特定1家經銷商專案價格支援，藉以保障該

經銷商得標之機會，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有

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規定。經

依同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審酌被處分人差別待遇行

為之目的在於保障完成專案報備之經銷商於競標過程

中，可以免於來自其他經銷商之競爭壓力，並藉由消除

或弱化品牌內競爭增加經銷商利潤，反競爭意圖明顯；

被處分人103年及104年於我國之營業收入；被處分人初

次違法且配合調查態度等情，爰依公平交易法第40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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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0    月     3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

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