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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16 號 

被處分人：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555003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東興路 8號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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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

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露加盟經營期間須配合

指示或要求訂購商品，及最低建議訂貨數量或標準等加盟

經營關係限制事項，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

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並於 2 個

月內改正前項違法行為。 

三、 處新臺幣 5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民眾(下稱檢舉人)來函略謂，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被處分人)以加盟契約暨管理規章第 10 條「營業內容及

限制」第 3 項與第 25 條「重大違約」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16 款等規定，要求加盟店須依其指示訂、進貨及其他經營

事項，迫使其採購不符合經營利益之商品數量，屬強制不

當限制加盟店進貨、採購等經營管理事項。 

二、 調查經過： 

(一) 函請檢舉人補充說明及到會陳述，略以： 

１、 其與被處分人洽談加盟過程中，被處分人未就須配合

訂、進貨之相關事項說明。惟加盟後卻經由區顧問監

控其訂、進貨之數量，查驗門市是否有達到被處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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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預設之數量(即對每一加盟店之銷售目標)，若未

達到此數量，區顧問即以電話或口頭施壓、訓斥沒企

圖心、以績效評分、存證信函、不給續約等事為要脅。

而門市每月需報廢數萬元不等，均係加盟主負擔，而

其門市每月報廢的商品，大致為鮮食(便當、飯糰、三

明治)、速食(燴飯、涼麵)、麵包、關東煮類商品，報

廢原因主要是效期太短，如鮮食為 1天、速食為 2 天。

此類商品區顧問會要求門市訂購，要求的方式是提出

門市過去銷售紀錄決定目標值，且倘報廢率太低、或

訂購量太少，即會要求門市訂購。 

２、 被處分人指示或指導訂貨之具體行為，大致為： 

 (１)被處分人有發行行銷雙週刊，雙週刊為被處分人該期

推出之新品及活動資訊。當期雙週刊發行後，區顧問

會召開區組會議，會議中區顧問會依據雙週刊內容說

明商品，並發給門市會議說明，會議說明上會有各門

市某商品訂購之數量，該訂購數量係區顧問於召開會

議前即先擬定。雖會議說明有載明「有異見請告訴我

修正訂量」，惟區顧問係以「○○門市，這個商品訂

○箱，沒意見吧」之類似方式與門市溝通，因此門市

基本上均不敢對區顧問所擬定之訂購數量有意見。而

其曾經就區顧問要求訂購之數量過多提出反映，區顧

問則說這是你的目標，並不理會其提出之反映。 

 (２)加盟店可透過後台電腦系統列印營運線上資訊，時有

記載買斷商品拍賣作業說明，而該商品於訂購時，尚

不知可否退貨，區顧問即會要求訂貨達多少目標值，

而於事後才會告知不可退貨。 

 (３)區顧問訪店亦時有訂貨之要求，如訪店紀錄表會記載

商品的 PSD(即每日銷售數量)，門市倘未達到 PSD，

區顧問即會記載未達標並紀錄異常，或記載 A級品不

缺貨，或記載商品報廢率數據、實銷率或報廢率高

低，用以提示門市要提高訂貨量，或記載商品某一期

間之訂量/陳列量數據(因消費者會購買商品，為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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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陳列數量，所以會基於該數量多訂購)，或直接記

載商品訂量不及、不足。 

 (３)行銷轉化會議有訂購之要求，如會議資料記載「本期

不缺貨品項如下，請門市落實至少安全庫存 10 瓶以

上，低於 5個以下就列為異常」(不缺貨查檢項目)。 

３、 對於未配合被處分人指示或指導訂貨後續效果之說

明： 

(１)如門市報廢率太低、缺貨率太高、或訂購數量排名區

組裡後幾名，區顧問會電話通知上課，而上課並不會

單獨針對訂貨檢討部分，而是以商店形象不佳為由，

找優質服務考核不佳的門市。據其所知，優質服務考

核包含商店形象，商店形象包含量感加質感陳列之考

評，所以訂貨量不足就可能會因優質服務考核不佳而

被評比為 C，評比為 C就會有後續處罰。又門市如有

異常情形，加盟店再不配合訂貨，除被經常性訪店，

加盟店更害怕是否被處分人即可透過加盟契約第 25

條規定擴大解釋，視為重大違約，即可對門市寄發存

證信函、扣減績效報酬、解約等。 

(２)加盟門市面對訂貨要求，常是敢怒不敢言，其都會依

區顧問要求之目標數量訂購商品，因此沒有遇到因訂

貨而被扣績效報酬或寄存證信函之情形。但如果不配

合區顧問要求訂貨，後續的區顧問經常性訪店、或續

約時認為加盟店不配合而不予續約，也迫使加盟店不

得不配合訂貨要求。 

(二) 經請被處分人提供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１、 被處分人自 70 年開始推動加盟制度，一開始為特許加

盟(fc1)類型之招募，委託加盟(fc2)則自 79 年開始招

募。兩者之差異在特許加盟主應負擔門市店舖之取得

及維護之契約上義務，委託加盟則否。被處分人對於

兩者之經營協助、教育訓練與加盟店訂、進貨方式皆

完全相同。102 年至 104 年各年度不含原具加盟主身分

之新簽約店數，特許加盟招募○ 家、○ 家、○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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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加盟招募○ 家、○ 家、○家，截至 104 年底，

特許加盟店共○○○家、委託加盟店共○○○家。被

處分人 102 年至 104 年各年度營業收入分別為 1,269

億 9,879 萬元、1,313 億 3,085 萬元及 1,334 億 768 萬

元，門市總店數分別為 4,901 家、5,029 家及 5,028 家。 

２、 有意加盟者如為「特許加盟店」類型，須繳交○萬元

加盟金及○萬元履約保證金或擔保品，與預估平均約

○ 萬元之裝潢費用(視店舖坪數大小，另 105 年因投

資項目變更可能降至約○ 萬元)；如為「委託加盟店」

類型，加盟金部分如係承接舊有門市，則視門市之前

業績情形計算，平均繳交○萬元，如係開設新店則先

繳交○萬元，經營滿 1 年後再視業績情形計算，多退

少補，另有○萬元履約保證金或擔保品。 

３、 被處分人招募加盟過程，會舉辦加盟說明會，並提供

加盟簡介予有意加盟者，而與有意加盟者洽談期間，

將進行 2 至 8 次面談，第 2 次面談時會提供申請人資

料表予有意加盟者，第 3次面談時會提供經營企劃書、

加盟總部資訊暨其附件， 加盟契約之管理規章部分，

第 4 次面談時則說明加盟契約之契約條款部分，後於

第 4 次面談結束後提供予有意加盟者攜回。完成 8 次

面談後，如有意加盟者對被處分人加盟體系無疑義，

即會簽訂加盟預約書。於簽完加盟預約書後有意加盟

者即會知悉所承接之門市，爾後至關西馬武督接受為

期 4 週之教育訓練課程，含 1 週門市店面實習，之後

簽訂加盟契約。 

４、 被處分人與有意加盟者面談過程提供之書面資料，其

中加盟總部資訊中有載明「經營協助及訓練指導之內

容與方式」之資訊，及加盟總部資訊附件二有載明被

處分人所有販售之品項。另新進人員教育訓練期間，

會教導有意加盟者基本經營門市概念相關課程，其中

即有商品訂貨操作課程，並教授營運所需訂貨數量可

依據天氣、商圈情報及過往銷售實際情形等資料進行



 5

評估。至於門市店面實習會安排有意加盟者至特定直

營店學習，有意加盟者亦可直接使用後台電腦，學習

如何運用相關情報進行訂貨，也會初步接觸到缺貨

率、實銷率、報廢率等概念，但因門市商圈特性、消

費習慣、銷售情形、季節、當日天候狀況皆不相同，

故該等數據沒有一定標準，加盟主尚須經過日後長時

間經營，始有辦法充分運用。但對於訂、進貨並無相

關內部作業規定，僅於新進人員教育訓練內，有教導

如何於後台電腦進行訂貨。加盟店經營期間，關於訂

貨、理貨、客群經營、商品銷售等，端視加盟主自身

經營能力、商圈開發程度、商品行銷能力而定，故基

於自主管理之理念，從無要求須依被處分人之指示進

行訂貨，或最低訂貨數量。 

５、 被處分人會希望商品能不缺貨，以滿足消費者需求，

因缺貨情形即是產生商機損失，惟基本上無法控制到

商品完全不缺貨，所以不會強制要求門市一定不可缺

貨，或對缺貨有任何的懲處。另外安全存貨量、陳列

量，因為單店商圈特性不同，難有一致標準，所以會

就單店特性提供不同安全庫存、陳列數量建議，實際

數值會在經營後由區顧問指導，在馬武督教育訓練

時，有關商品經營課程，會提到相關概念。 

６、 對於檢舉人及加盟店表示被處分人有指示或要求訂購

情形之說明： 

 (１)門市經營時，區顧問會依以往歷史或類似商品銷售資

料，提供商品訂購數量建議，惟門市店長對於商品訂

購數量建議個人感受不同，部分店長也許認為係區顧

問提供之建議，部分店長則認為係訂購數量之要求。

被處分人因知悉有店長認為區顧問之建議係訂購數

量要求，及臉書社團相關發言，亦會給予外界被處分

人有要求加盟店商品訂購數量之印象，或是加盟店誤

會社團相關發言而有錯誤認知，此非被處分人對於加

盟店採自主訂貨之方針，為使加盟店瞭解被處分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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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被處分人爰於 104 年 8 月 15 日第 550 期行銷雙

週刊內頁新增「本刊物主要……公司與營業幹部不會

強迫門市訂貨，……，與區顧問討論後達成共識後，

決定引進的商品品項與訂貨數量……。」之相關說明。 

 (２)缺貨率、實銷率、報廢率無一定標準，而係利用計算

該等數據提醒加盟店不要遺漏商機，相關數據可用以

與區組或區課平均數據比較、同類型商圈鄰近門市銷

售狀況、該門市往年銷售歷史資料，輔以現場實際情

形，與加盟店共同討論後，由加盟店自行訂購。至於

加盟店表示如有缺貨率高、實銷率高而報廢率低，或

拒絕訂貨等情形，區顧問會至門市關切、要求訂貨或

門市人員須參加檢討會(交流會、座談會)，所謂門市

關切應係指門市輔導，而檢討會並非定期會議，且應

不能稱為檢討會，而係被處分人會邀請銷售狀況較佳

加盟主現身說法，進行銷售經驗的交流分享，而由實

際經營之加盟主說明，也利參與之加盟主認同。 

 (３)加盟店表示今(105)年度以前，對於區顧問訂貨數量

之要求或指示無說明溝通之機會，而不依要求訂貨，

無預警訪店及查核頻率增加、查核變嚴格、評分不佳

等情形。被處分人說明對於區顧問至門市訪店規範，

每禮拜至少 1次、1個半小時訪店之次數及時間。故

倘有增加不配合訂貨數量要求加盟店之訪店次數，相

對應其他門市訪店次數可能會減少，其他加盟店也會

認為不公平。另增加訪店次數，加盟店也許認為區顧

問經常訪店進行輔導，對於加盟店經營有助益。至於

查核變嚴格或評分不佳之情形，應為加盟主個人主觀

感受，被處分人不可能因單一不配合訂貨之因素，即

加強查核加盟店或給予不佳之評分。又區顧問評分部

分為商店形象之評分，評分高低主要會影響考量加盟

主將來續約或開複數店因素之一，惟商店形象評分有

具體標準，且必須向門市說明評核之原因，故不可能

有區顧問亂評分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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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不缺貨查檢一般係於旺季(7 至 9月)辦理，查檢項目

為全國銷售最佳前 5名商品，主要目的係為協助加盟

店檢視旺季重點商品之備貨情形，以免流失商機。首

阜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會依據不缺貨查檢表

進行抽查，另區顧問收到要進行不缺貨查檢之通知，

即會先對門市進行查核，惟區課、區顧問仍須按該門

市查核日期及時段進行現場機會點檢視，與加盟主共

同討論精進作法，讓不缺貨查檢為門市減少盲點與機

會點掌握。至於加盟店及檢舉人表示門市查檢商品有

缺貨情形，會列為異常及缺失記點，惟被處分人對於

加盟店不會有後續處罰，僅係讓區顧問知道有機會點

可進行輔導。 

 (５)103 年及 104 年被處分人對於發熱衣、涼感衣、節慶

禮盒等商品，區顧問會依據過往銷售經驗與加盟店共

同討論，最後仍是由加盟店自行決定訂購量，並無區

顧問要求訂購量或訂購目標值之情事。 

 (６)被處分人過去行銷主管曾灌輸區顧問貨架上同商品

不能僅有一個，而應陳列 3個以上以吸引銷售，但此

僅商品陳列、銷售方式之技巧。如有缺貨或僅剩 1個

商品，區顧問會給予建議並與加盟店持續溝通，溝通

後加盟店仍不依照區顧問之建議，區顧問會於訪店紀

錄表記載此事，但不會送法務部門寄發存證信函，而

不依區顧問之輔導或建議訂購，並不會作為考核是否

核准加盟主申請複數店或續約之依據，及作為解約之

依據。惟如一直呈現缺貨現象，將作為考核是否核准

加盟主未來申請複數店或續約之考量因素之一。 

 (７)檢舉人以區組會議區顧問發給門市之會議說明，會議

資料係區顧問於會議前準備，但其中議題仍會與加盟

主互相討論，而非依會議資料定案。 

 (８)區組會議資料提及「部經理指示：麵包類五月份目標

成長 10％，缺貨率 15％(目前麵包缺貨率 17％)，後

續可能還有類別 A 級品缺貨率 5％以下要求」「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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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持續會追蹤缺貨率(A 級品須於 10％以下)……」，

惟轉化會議，僅建議訂貨數量以至少成長 30％為目

標，單品以單店 A級品做加量選擇。椰香奶酥建議訂

量 15 個，並無任何強制加盟店訂貨之說明。而會議

資料內載有部經理指示有關缺貨率 15％，及 A 級品

須於 10％以下，係區經理認為門市有達成之可能，

而訂定門市努力之目標，區顧問於區組會議中轉達加

盟主。至於資料所載「指示」、「要求」，僅是個人用

詞習慣，部經理之指示若為命令或強制，何以檢舉人

經營門市 4、5 月份之平進數持平，5 月份進銷數據

更是下降，缺貨率亦在 20％至 24％，無任一月份達

缺貨率 15％之要求，亦無以違反訂貨數量及缺貨率

為由，寄發存證信函。 

７、 104 年每月平均商品報廢金額，特許加盟店為○萬   

○○ 元，委託加盟店為○萬○○ 元。惟被處分人會

依照商品類別及進貨比例，給予加盟店壞品補貼。另

被處分人於 104 年 4 月所實施之經營補貼(每月○萬

元，依單店每月實際營業天數之比例發放)，其中內含

○○ 元之壞品補貼。 

(三) 經對被處分人加盟店實施問卷調查，計回收有效問卷 34

份，其調查結果如下： 

１、被處分人簽約前或契約約定中已說明或提供之資料：

32 人表示曾說明委任報酬的計算方式(占 94%)；21 人

表示曾說明店舖經營指導內容（例如公司對於訂貨的

指導方式及內容)(占 62%)；17 人表示曾說明營運過程

中應維持多少存貨量(例如銷售量與進貨量間的比例) 

(占 50%)；28 人表示曾說明報廢損失金額由誰負擔(占

82%)；14 人表示曾說明商品報廢損失預估金額(占

41%)；另有 2人勾選前揭資訊均未提供。 

２、被處分人是否要求或指示加盟店訂購一定數量的商

品：4 人表示總部從未干涉(占 12%)；3 人表示加盟時

已約定加盟店應依總部指示訂貨(占 9%)；21 人表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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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時未約定，但實際經營時總部經常要求或指示訂貨

(占 62%)；6 人表示加盟時未約定，但實際經營時總部

偶爾會要求或指示訂貨(占 17%)。 

３、被處分人是否要求加盟店的進貨量必須大於銷售量多

少(即銷售量與進貨量間的比例)，以維持固定存貨量

或存貨比例：6 人表示總部從未干涉(占 17%)；5 人表

示加盟時已約定店舖存貨應維持固定存貨量或存貨比

例(占 15%)；18 人表示加盟時未約定，但實際經營時

總部經常要求店舖存貨應維持固定存貨量或存貨比例

(占 53%)，其中有 5 人自行填答進貨量必須高於銷貨

量；5人表示加盟時未約定，但實際經營時總部偶爾會

要求店舖存貨應維持固定存貨量或存貨比例(占 15%)。 

４、加盟店對於總部要求訂購的商品項目或數量有意見並

反映後，總部之處理方式：曾提出意見者 23 人中，12

人表示總部能接受反映而調整訂貨要求(占 52%)、11

人表示總部拒絕接受反映或不予處理(占 48%)。 

５、加盟店是否曾因拒絕總部之訂貨要求而遭受處罰：曾

拒絕訂貨者 20 人中，8人表示總部未處罰亦未警告(占

40%)、4 人表示曾遭處罰(占 20%)、8 人表示曾遭警告

未處罰(占 40%)。又表示總部於加盟時未約定須依要

求、指示訂貨及有相關存貨量，惟實際經營時經常或

偶爾要求或指示訂貨，而加盟店曾拒絕訂貨者 15 人

中，5 人表示總部未處罰亦未警告(占 33%)、4 人表示

曾遭處罰(占 27%)、6 人表示曾遭警告未處罰(占 40%)。 

(四) 為進一步瞭解被處分人對於加盟店訂貨之指導方式及相

關資訊揭露情形，從回收問卷中擇取 4 家加盟店進行實

地訪查： 

１、 A 店： 

(１)洽談加盟及教育訓練至簽約前期間，被處分人有教導

如何操作訂貨系統、告知報廢成本須由加盟店全額負

擔。對於商品應訂購數量、何謂缺貨率、缺貨有警告

等事項，並無教導或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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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區顧問會以通訊軟體通知檔期新品，或有配合促銷活

動，或為暢銷商品，告知提高訂購量。另有每月 1次

店經理大會，及區顧問會視需求召開每月 2次區組會

議，都會有訂貨要求或指示及檢討績效評比。區顧問

巡店時，也會有訂貨要求或指示。 

(３)目前區顧問對其不完全配合提高訂購量之通知，較無

意見，惟前一區顧問會以恐嚇方式，威脅寄發存證信

函，或告知有規定，如不遵守會有相關處罰。惟其門

市目前未因未配合要求或指示訂貨，而被寄發存證信

函或被處罰，但如不依照區顧問要求或指示，區顧問

會開始對門市一些小地方挑東挑西。被處分人要求或

指示訂貨之情況，去(104)年時很嚴重，今(105)年情

況已有改善。 

(４)一般情形門市如缺貨率達到 35％以上，被處分人會

提出檢討或區顧問會至門市關心(即要求多訂貨)。另

不缺貨查檢表會列有要查檢不缺貨商品品項及數

量，區顧問會告知這些商品品項在任何時段來查檢

時，都至少要有這些數量，如果少於這個數量，就會

紀錄缺貨並警告要寄發存證信函。 

２、 B 店： 

  (１)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對於商品訂購相關規定等資  

訊，被處分人於簽訂加盟契約前(含教育訓練期間)，

僅告知門市訂購商品完全透過 POS 機，及一些經營概

念。教育訓練時，有對於商品如何擺放之說明。然庫

存商品組成，仍須依商圈、店格，實際經營後才會瞭

解。 

(２)被處分人會提供行銷雙週刊，雙週刊有新品資訊及訂

貨數量建議，區顧問會依據雙週刊提醒加盟主訂貨。

其門市區顧問雖不會強迫訂購，但實際訂貨時，仍會

有無形壓力，且倘完全沒訂貨，門市店長可能須參加

檢討會。 

(３)缺貨率主要是被處分人判斷鮮食類商品是否須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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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之數據。一般而言，缺貨率最好 30％以下，缺貨

率過高，區顧問就會至門市關心。其因連續 2週部分

商品缺貨率過高(達 40%以上)，須參加座談會(有 70

多家分店，後 20 名須參加座談會)，而座談會上有績

效好的門市店長分享銷售經驗。 

(４)不配合進貨被處分人雖不會有如寄發存證信函相關

處罰，但如預購、節令商品門市都沒訂貨，會被區顧

問關心。 

３、 C 店： 

(１)被處分人對於門市商品訂購之規定，可能為不能缺  

貨，相關規定加盟規章有記載。專案不缺貨查檢門市

有異常(即存貨量少於所訂數量)，區經理和區顧問會

被列入缺失，因此區經理和區顧問就會要求異常的加

盟店上課或開檢討會，如加盟店不到就是重大集會不

到，而列入違約事由，惟不同區經理可能有不同作法。 

(２)區顧問會以口頭通知門市商品訂購數量，如礦泉水落

地陳列促銷，會要求訂購一定數量，又如涼麵促銷，

總部會以前一次同類型商品促銷訂購量，加上預定成

長率，要求加盟店訂貨，如加盟店依照區顧問要求訂

購而產生報廢，區顧問會在一定權限的補貼金額內會

給予加盟店補貼，而其則會依實際需求訂貨，不會完

全依照指示，並無被刁難之情形。但早期時，新商品

或商品訂購量太少，區顧問會直接和門市說要訂多少

數量，但因某一高雄加盟店將商品丟棄於門市之糾紛

上報，區顧問對於訂購數量就沒那麼強硬。 

(３)有被處分人有規定部分商品(如美容用品類洗面乳、

洗髮乳等)要 3 個以上庫存陳列，而規範未在加盟契

約內，應是所謂政策指示。另加盟契約沒有規範商品

庫存數量，但有加盟店要依據輔導之規定，故被處分

人也許不會說門市缺貨，但會說不依輔導。 

(４)被處分人對於加盟店營運期間訂購商品項目及數

量，及幹部轉達予加盟店時，均會告知係訂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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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倘某些加盟店沒有主見，總部建議訂購之數量，

也許就會遵守。未遵守並無具體處罰，惟其門市區經

理換人前，區顧問會通知加盟店參加交流會，然而交

流會非該區所有加盟店參加，而是未達到訂貨要求

(或拒絕訂貨)加盟店參加，因此其認為係為處罰，而

非交流。 

４、 D 店： 

(１)被處分人於加盟教育訓練時有教導，缺貨率計算、概

念，及門市如何降低缺貨率等，惟有關缺貨率過高，

被處分人會如何處理等事項，則無提及，而係實際經

營後才知悉。每個商品類別有不同標準缺貨率，通常

商品效期 3天內，如飯糰、燴飯、三明治，缺貨率 20

％以上，即要注意；冷藏類商品，如鮮乳、純喫茶，

缺貨率則要在 5％以下。一般而言，缺貨率不常出現

在該區前 5 名或前 10 名門市名單，通常就不太會被

關切。 

(２)新商品上市時被處分人會建議門市訂購數量，門市可

依建議參考，但有時會有無形壓力，如區顧問會以口

頭或通訊軟體告知其他門市訂量，至於是否嚴格要求

訂購數量，區經理及區顧問作風是最主要之因素。另

不缺貨查檢如被查檢有品項庫存不符規定，主管會檢

討要求改進，雖目前並無罰責，也不會使加盟主收入

減少，但還是會擔心被認為係不配合之加盟店，找機

會找缺失開存證信函。 

(３)季節性商品，如發熱衣、涼感衣等，或節慶禮品等，

此類商品被處分人會給門市一定期限完成訂購，數量

係門市自行決定，但主管會告知去年或其他門市銷售

數量，給予訂購數量之建議，如不足整體數量，會和

門市溝通能否增加訂量，倘數量尚可，其大多盡量配

合，至於不配合，可能在區主管間就會認為難溝通，

事後像品保、優質服務等評分，門市可能會擔心如臨

時訪店、或嚴格評比等情形，而評分不佳，須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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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或接受複評，故門市會盡量不讓此情形發生，故合

理要求下，會盡量配合，但要求不合理，門市也會反

彈。 

(４)被處分人今（105）年度較以往年度，對於要求或指

示訂貨之情形變得較為合理，如訂貨不如被處分人預

期，區顧問會詢問而有解釋空間，而以前主管就不會

詢問，討論說明機會較少。以前不論電子郵件或 LINE

通知，被處分人要求如何訂貨就要如何訂貨，且依其

以前經驗，不依要求訂貨會被認定為不配合門市，主

管態度會變很差，會無預警訪店，當下更改訪店程序

等，且之後查核頻率增加、變嚴格，評分不好，例如

品保會查核全店商品是否過期，現金查核等。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

為。」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

競爭或營業交易，而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即為常見類

型之一。 

二、 鑒於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即有意加盟者)間存有高度訊

息不對稱性，有意加盟者倘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無法充

分掌握相關加盟重要資訊，藉此作為選擇加盟品牌之依

據，將使市場競爭秩序受到不當扭曲。按有關加盟契約存

續期間，加盟業主加諸於加盟店經營關係之限制，例如商

品或原物料每次應訂購之項目及最低數量等，攸關投入加

盟之成本、經營績效與風險等重要資訊，且對加盟店之事

業活動構成限制，核屬有意加盟者基於事業經營者所關切

事項，並賴以評估是否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選擇加盟業主

之重要資訊。倘加盟業主未於招募加盟過程中，以書面充

分揭露加盟店於加盟契約存續期間須受之限制等加盟重要

資訊，即與交易相對人締結加盟契約，對交易相對人顯失

公平，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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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被處分人對加盟店之訂貨指導，構成加盟經營關係之

限制，惟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揭露加盟

經營期間須配合指示或要求訂購商品，及最低建議訂貨數

量或標準等加盟經營關係限制事項資訊： 

(一) 本案檢舉人表示，經營期間區顧問會透過通訊軟體、會

議、訪店、後台電腦系統、不缺貨查檢等方式指示或指

導訂購商品，惟於洽談加盟過程中，未就配合訂、進貨

及其數量或標準等相關事項說明。對照本會問卷調查結

果，回復之有效問卷 34 人中，27 人表示被處分人於加盟

時未約定，惟實際經營時經常或偶爾要求或指示訂購一

定數量之商品(占 79%)；23 人表示被處分人加盟時未約

定，惟實際經營時經常或偶爾要求進貨量須大於銷貨量

多少，以維持固定存貨量或存貨比例(占 68%)。 

(二) 據被處分人表示，加盟店訂、進貨，乃基於自主管理之

理念，並無要求須依其指示進行訂貨，或最低訂購數量。

另缺貨率、實銷率、報廢率無一定標準，加盟店經營期

間，區顧問會運用情報(即門市商圈客群屬性、商圈銷售

情況、歷史銷售資料及缺貨率、實銷率、報廢率等數據)，

提供商品訂購數量建議予加盟店，與加盟店討論共識，

最後由加盟店決定訂購數量。至於不缺貨查檢之陳列

量，係為協助加盟店檢視旺季重點商品之備貨情形，區

課、區顧問仍須進行現場機會點檢視，與加盟主共同討

論精進作法。惟據本會訪談加盟店結果，加盟店提及缺

貨率曾表示「35％以上會提出檢討或區顧問至門市關心

(要求多訂貨)」、「超過 30％區顧問會至門市關心」、「效

期 3天內商品，20％以上須注意；冷藏鮮乳、飲料商品，

要於 5％以下」，可認「7-ELEVEn」加盟體系雖無缺貨

率一致標準，惟就單一門市而言，區顧問尚有一定基準

判斷是否到店輔導門市商品之訂購數量。又據問卷調

查，加盟店對總部要求訂購項目或數量有提出意見之 23

人中，11 人表示總部拒絕接受反映或不予處理(占 48%)；

勾選被處分人加盟時未約定須訂購一定數量商品及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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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存貨量，而於經營時經常或偶爾要求或指示訂貨，曾

拒絕訂貨之 15 人中，4人表示曾遭總部處罰(占 27%)、6

人表示曾遭總部警告未處罰(占 40%)，5 人表示未遭總部

處罰或警告(占 33%)。是難認如被處分人陳稱，商品訂購

數量會與加盟店討論，最後由加盟店決定，而僅屬建議

之性質。 

(三) 另被處分人表示加盟店反映不依要求訂貨，區顧問會至

門市關切應係指門市輔導、須參加檢討會(交流會、座談

會)僅係會邀請銷售狀況較佳加盟主進行銷售經驗交

流，且由實際經營之加盟主說明，有利參與之加盟主認

同、區顧問增加訪店次數，加盟店也許認為對於經營有

助益、查核變嚴格或評分不佳，應為加盟主個人主觀感

受、不缺貨查檢有缺貨情形列為異常及缺失記點，僅係

讓區顧問知道尚有機會點可進行輔導等情。然加盟店反

映被處分人對於不依要求訂貨之後續行為，諸如加盟店

表示曾遭處罰、未遭處罰仍受有警告，以及須參加相關

檢討會議，甚者有影響後續加盟店營運評分考核，進而

影響獎金發放之可能，非僅為本會訪談加盟店中，單一

加盟店之說明，被處分人之陳述，顯與加盟店對於該等

行為產生之感受不同，且該等行為難認不致拘束加盟店

決定訂購商品與否及數量之自主意思。再者，多家訪談

之加盟店均曾表示，104 年前被處分人要求或指示訂貨之

情形較為嚴重且強硬，至 105 年較為合理可溝通，足見

被處分人指示或要求加盟店訂購商品，非僅單一加盟店

有明顯前後執行強度差別之感受，且被處分人商品訂購

之指示或要求，對加盟店已產生實質拘束之普遍認知。 

(四) 基上，被處分人對於加盟店商品訂購數量或其標準之指

示或要求，並非單純之指導建議性質，實對加盟店訂購

商品與否及數量構成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惟未於締結

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揭露加盟經營期間須配合

指示或要求訂購商品，及最低建議訂貨數量或標準等加

盟經營關係限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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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被處分人於加盟店加盟經營期間須配合指示或要求訂購商

品，及最低建議訂貨數量或標準等加盟經營關係限制事

項，係屬加盟重要資訊，有揭露之必要： 

(一) 加盟店係以被處分人分公司名義經營，加盟店雖透過訂

貨系統訂購經營上所需之商品，然而實際並未支付貨款

及取得商品所有權，而係以加盟店當月銷售商品之營業

額扣除銷售之商品成本後，得出之毛利額再依加盟契約

約定之分配比例，計算毛收入，再與當月毛利保證額相

較取大值，加計補貼、扣除管銷費用，即為加盟店報酬。 

其中管銷費用即包括壞品費用。是據上開流程可知，加

盟店於訂貨過程雖無須支付商品貨款，惟商品報廢損失

的多寡，將直接影響加盟店每月可得之報酬金額，亦即

報廢損失實際上係由加盟店吸收。 

(二) 又據被處分人所述，104 年每月平均商品報廢金額，特許

加盟店為○萬○○ 元，委託加盟店為○萬○○ 元，   

並稱會依照商品類別及進貨比例，給予加盟店壞品補

貼，另自 104 年 4 月實施之每月○萬元經營補貼，其中

內含○元之壞品補貼，然各加盟店可獲得之壞品損失補

貼金額，顯與其每月應負擔之報廢損失金額並不相當，

故倘加盟店未能自主決定商品訂購與否及其訂購數量，

將無法控制報廢損失金額，甚而減少之。 

(三) 然而如前所述，被處分人對於加盟經營期間須配合指示

或要求訂購商品，及最低建議訂貨數量或標準等事，全

然未予揭露，致加盟店無從預先知悉商品訂購之限制及

相關認定標準。而於加盟店經營期間，以「建議」、「目

標」提供相關商品之訂購數量或須達某一標準，並對未

依建議或未達目標之加盟店，施以加強輔導或其他管理

措施，迫使加盟店可能非基於自身經營之考量，增加商

品訂購數量，而致拘束於被處分人不確定性之訂購建

議、經營目標。 

(四) 鑒於被處分人有加盟經營期間須配合指示或要求訂購商

品，及最低建議訂貨數量或標準等事項，已對加盟店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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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訂購商品與否及數量之自主意思已構成限制，勢將影

響加盟店之報廢損失金額及績效報酬，核屬有意加盟者

作成交易判斷之重要資訊，故被處分人於與有意加盟者

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應予揭露。 

五、 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揭露加盟

經營期間須配合指示或要求訂購商品，及最低建議訂貨數

量或標準等加盟經營關係限制事項，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一) 按加盟經營關係並非單一個別或暫時性之關係，依被處

分人與加盟店間之契約關係論，加盟店必須透過被處分

人提供之訂購系統訂貨，被處分人按月依毛利額之相關

約定比例，加計補貼、扣除管銷費用後支付報酬予加盟

店，可知加盟店在營運及取得利潤分配額方面乃高度依

賴被處分人。且加盟經營關係之締結，加盟店必須支付

一定金額以取得被處分人之授權加盟，加盟經營期間如

欲終止契約關係，將須負擔相當之沉沒成本甚至違約

金，造成加盟店在加盟經營期間僅能遵守被處分人所訂

之限制事項。然被處分人基於資訊優勢之一方，利用交

易相對人之資訊不對等，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

書面充分揭露加盟經營期間須配合指示或要求訂購商

品，及最低建議訂貨數量或標準等加盟經營關係限制事

項等重要資訊，即與交易相對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核

屬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稱之顯失公平行為。 

(二) 被處分人 102年至 104年之門市總店數分別為 4,901 家、

5,029 家及 5,028 家。102 年至 104 年各年度不含原具加

盟主身分之新簽約店數，特許加盟招募○ 家、○ 家、

○ 家，委託加盟招募○ 家、○ 家、○ 家，截至 104

年底，特許加盟店共○○ 家、委託加盟店共○○ 家。

按被處分人掌握資訊優勢地位持續與不特定交易相對人

進行締約之行為，屬重複性之交易模式，惟利用其掌握

重要交易資訊之優勢地位，為不相稱的資訊揭露，將妨

礙交易相對人作成正確之交易判斷，已影響與其締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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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經營關係之多數交易相對人，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

平，並易使競爭同業喪失交易機會，產生不公平競爭之

效果。是被處分人在與眾多交易相對人締約之情形下，

確實足以對交易秩序造成一定影響，且該等行為如不予

以遏止，行為日後將持續影響其他潛在交易相對人，對

交易秩序構成更大之損害，核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

失公平行為。 

六、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向

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露加盟經營期間須配合指示或要

求訂購商品，及最低建議訂貨數量或標準等加盟經營關係

限制事項，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經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

規定，審酌被處分人 102 年至 104年營業額、102 年至 104

年店舖數、102 年至 104 年新加盟簽約店數、未完整揭露

重要交易資訊持續期間、加盟投入金額、配合調查態度等

因素，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3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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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