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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杯葛行為於我國法制面及實務

操作之爭議問題研究 

第一節  杯葛行為之體系定位問題 

壹、問題意識 

在立法體例上，我國公平交易法係將限制競爭行為與不正競爭行為合

併於同一法典中加以規範293。然而，此種立法方式，必然面對無法清楚將

某些行為類型劃分、歸屬於限制競爭行為或不正競爭行為範疇之難題。而

其中最典型的爭議類型，即為第三章「不公平競爭」中，第十九條所規定

的六款行為294。 

若就公平法第十九條的修正變遷予以觀察，可知於八十八年二月第一

次修正公平法前，其本文原規定：「有下列各款行為之一，而有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者，事業不得為之…」；而於八十八年二月進行公平法之修正時，

將此構成要件增修為「有下列各款行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

爭之虞者，事業不得為之…」。如此的條文增修，有以下兩個理由： 

(1) 於修法前，公平會於實務上已將第十九條之「公平競爭」作比較廣

義的解釋，實際上使其包括了限制競爭及公平競爭，並沒有將第十

九條限定在不公平競爭之範疇295。例如，公平會於第七十一次委員

會議決議所通過之「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適用考量」，即自「當然

違法」及「合理原則」之角度，結合競爭手段不公平性、競爭結果

是否增減市場競爭機能之判斷，就六款行為分別討論如何審酌有無

構成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也因此，當立法院於民國八十五年審議公

平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時，當時公平會副主委蘇永欽教授對於陳傑

儒委員等提議第十九條增加「限制競爭或」之詞句，乃「敬表同意」

                                              

293 此與多數國家將限制競爭與不正競爭分別立法，且將不正競爭之部分納入司法體系，由法院

審理之作法不盡相同。請參見，何之邁，前揭註 9，頁 4。至於限制競爭法與不正競爭法之立法

體例，請參見，孔祥俊，前揭註 107，頁 29-51。 
294 劉孔中，前揭註 9，頁 197。 
295 同前註，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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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2) 此外，於八十八年二月進行公平法之修正時，立法者說明，「由公

平交易法條文體系之編排而言，現行第十九條雖置於『不公平競爭』

章名之下，而以『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規範之，然就所列各款規

範之本質以觀，各國立法例、學說及實務見解，咸認其應為『限制

競爭』與『不公平競爭』行為規範之混合立法」，從而，為適用明

確之考量，乃將此構成要件增修為「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者」。 

換言之，公平法第十九條在增列「限制競爭」此要件之情形下，其各

款之適用前提，即由「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轉變為「有限制競爭或妨

礙公平競爭之虞」297。 

然而，在這樣的文義轉變下，公平法第十九條的「有限制競爭或妨礙

公平競爭之虞」究應如何解釋298？且，「如何將其六款行為分別定性為限

制競爭或公平競爭行為」？學說及實務仍存在許多的不同看法。 

若自公平會歷次作成之相關闡釋予以觀察299，可知公平會對於所謂的

「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以及「第十九條之構成要件」適

                                              

296 立法院公報，85 卷 59 期，1996 年 11 月，頁 407、409；劉孔中，前揭註 9，頁 199。而陳傑

儒委員提議之理由，乃為「有時個人會在市場中遭到排斥，若是增列『限制競爭』則可使本法更

為周延」。對於此一修正，有學者評析，修正公平法於本條增加「限制競爭」等文字，修正理由

謂「以求周延」，主要係依體系解釋－第十九條乃規定於第三章「不公平競爭」，惟其具有限制

營業競爭之本旨，在適用上易生疑義，修正後第十九條各款之違法類型，即包括限制競爭及不公

平競爭兩種情況，亦符合兩法合一之趨勢。請參見賴源河 編審，前揭註 9，頁 291，註 1（陳櫻

琴教授執筆部分）。 
297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前揭註 9，頁 231-232。 
298 對於「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此一不確定法律概念，學者指出須透過解釋函釋闡

明其真諦，並經由具體案例而歸納其適用類型及準則。請參見廖義男，前揭註 61，頁 292-296；

賴源河 編審，前揭註 9，頁 293（陳櫻琴教授執筆部分）。 

299 嚴格言之，下述論及之公平會第七十一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之「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適用考

量」及第四八一次委員會議決議，討論的議題是第十九條的「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此一（六款）共通要件；而第三八二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構成要件研析」，

則是針對「如何將其六款行為分別定性為限制競爭或公平競爭行為」之六款各論。理論上雖彼此

議題有所不同，然其實質內容卻相互關聯而於法理面難以切割（例如第七十一次及第四八一次委

員會議決議，實際論述過程中，乃將共通要件與六款各論相互解釋），故本文置於同一章節予以

觀察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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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內涵，其實交錯地使用這三組概念－「合理原則／當然違法」、「限制

競爭／不公平競爭」、「市場不法／行為不法」，以為第十九條適用上之依

據。而在公平會的解釋下，其對於杯葛行為其實已建立明確的判斷基準（杯

葛行為應適用「合理原則」予以判斷，而於法律體系上應劃歸「限制競爭

行為」）。 

然而，此三組概念，是否有必然之對應關係？本文採取否定之看法
300。而在採本文看法之前提下，若將此三組概念，分別套用於杯葛行為進

行檢視，結果是否真如同公平會所賦予其之定性？此等問題，皆有討論之

必要。 

而何以有討論之必要？本文以為，除了法理面之概念澄清外，即就杯

葛行為應適用「合理原則」抑或「當然違法」此一問題而言，其結論將左

右「行政機關是否須耗費行政資源進行系爭杯葛行為所造成之經濟面影響

之判斷」；因此，此類問題有其討論實益存在。 

本節以下之論述，本文將先整理公平會所為之實務看法，再分別自三

組概念之角度，分析杯葛行為於法體系上究應如何定性。 

貳、公平會之相關見解 

一、第七十一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之「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

適用考量」  

公平法第十九條所規範行為之態樣繁複，尤者，該條各款訂有「妨礙

公平競爭之虞」的實質構成要件。該要件配合各款觀察，究應有其共通性

適用標準，抑或各款適用上有不同考量，公平會認有其研究之必要。準此

公平會乃成立專案小組，就所謂「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判斷基準進行研

析，並獲致適用考量之初步共識，而於八十二年二月十日通過此一決議。

決議內容如下301： 

按事業之競爭行為是否該當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的構成要件，應就事業所採取之「競爭手段」本身是否具有「不公平性

                                              

300 理由請見後述。 
301 以下之決議內容，可自公平會之網站資料取得：http://www.ftc.gov.tw/（last visited：5/2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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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競爭結果」是否「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分別或綜合）加

以判斷。其競爭手段本身顯已失公平性者，即具可非難性，構成「妨礙公

平競爭之虞」的適用要件，相當於所謂「當然違法」。其競爭手段之「不

公平」未達當然違法時，應進一步從其競爭結果是否增加或減損市場之自

由競爭機能併同認定之。減損之者，必須再從「合理原則」審酌有無構成

「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一) 競爭手段 

第十九條各款明定已具非難性之不公平競爭手段如第三款、第四款脅

迫性競爭行為，及第五款以脅迫、利誘或其他不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之

產銷機密、交易相對人資料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之行為。上開行為原則為

刑法禁止之行為，故其市場行為之違法性或違反公平性應無疑義（刑法第

三百十七條洩漏業務上知悉工商秘密罪、第三百零四條強制罪）。至於其

他情形，其競爭手段是否已因有失公平而當然違法，尚須自具體個案中，

考量對於商業倫理及公序良俗的違反程度為斷。 

(二) 競爭結果 

當競爭手段之「不公平」性格不明顯，從而不能逕認其競爭手段為當

然違法者，必須從其競爭結果是否有增加或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併同加以

認定。在此並不以市場之競爭機能已實際受到影響為必要，只要認其實施

，將可能減損市場之競爭機能即具可非難性。惟倘經其實施之結果，對於

市場不生影響，則尚難認定違法。故須經認定其競爭手段能減損市場之自

由競爭機能，再依「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的經濟分析觀點加以審酌

是否構成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要件。 

二、第四八一次委員會議決議 

於八十八年二月公平交易法修正後，在判斷事業各項行為是否違反第

十九條規定時，改為必須以各該行為「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為要件。然而何謂「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其解釋上與公平

會於第七十一次委員會議，針對所謂「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所獲致共識

之執法標準有無不同302？案經公平會第四八一次委員會議就此議題進行

                                              

302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前揭註 9，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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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並獲主要決議如下： 

第七十一次委員會議有關「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適用考量，原係依

照歐美先進國家執行公平交易法的經驗，並不以各個行為的實施會對市場

競爭產生實質的限制為必要，而只要該行為實施後「有妨礙公平競爭的可

能性」或達到「抽象危險性」的程度即可；換言之，只要該交易行為對公

平的自由競爭構成一定程度的妨礙即可成立。亦即事業之競爭行為是否該

當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構成要件，應就事業採取

之「競爭手段」本身是否具有「不公平性」或其「競爭結果」是否「減損

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分別或綜合）加以判斷。其競爭手段本身顯已失

公平性者，即具可非難性，構成「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適用要件，相當

於所謂「當然違法」。其競爭手段之「不公平」未達當然違法時，應進一

步從其競爭結果是否增加或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併同認定之。減損之

者，必須再從「合理原則」審酌有無構成「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是以，

公平會過去見解即已將「妨礙公平競爭」之涵義與「限制競爭」之概念等

同視之。則修法後所增列之「限制競爭」要件，與以往執法標準並無不同

。 

三、第三八二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

構成要件研析」 

本決議指出，由規範本質、保護法益與各國立法例著眼，將第十九條

條第三、四及五款歸類為「不公平競爭」行為，而將第一、二及六款歸屬

「限制競爭」行為之範疇。 

該案研究並認為，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四及五款歸屬「不公平競爭」

行為之規定，主要係參考德國立法例而來，該等不公平競爭行為固以不同

之個別態樣出現（如爭取競爭者對手、使他事業參與結合、聯合及獲取他

事業營業秘密等），惟其本質上均屬使用不正當之競爭手段，違反商業倫

理非難性。其於競爭法上之非難性並非在於對市場競爭結構之不良影響，

而係在於其使用之競爭手段違反商業倫理及效能競爭，因對競爭秩序產生

不良影響而應受非難。此外，因不正當競爭手段既非擁有相當市場力量之

事業始得為之，是以，「不公平競爭」之行為人自不以有市場力量者為限，

而宜以其採行不正當競爭手段為主要之違法構成要件。 

至於第一、二及六款屬「限制競爭」之行為部分，一般而言，對於市

場競爭產生損害較小，有時甚至有益於市場競爭效能，所以各國針對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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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競爭產生之影響，多採合理原則判斷其合法性。又，可能對市場競爭

產生影響之「限制競爭」行為，則限制必以行為人具有相當之市場力量始

有可能。因此，各國對於「限制競爭」行為之規範，除規定須具備實質違

法要件外，尚多設有門檻規定，考量不具市場力量之因素，使事業排除違

法之可能。 

四、公平會第四五五次委員會議，單驥委員之不同意見 

值得參酌者，乃單驥委員於第四五五次委員會議，（89）公處字第 141
號處分中，所提出之不同意見。其認為：「……新近修正的公平法第十九

條中特別加入「限制競爭」之條件作為第十九條各款適用之要件，其修正

之法義，是在原來既有之「妨礙公平競爭之虞」不甚清晰的法律要件中，

強調第十九條之本意是多在處理「限制競爭」之相關問題。為此，公平法

第十條、公平法第十九條及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乃共同建構成限制競爭 (獨
占) 、限制競爭 (具一定市場地位) 、不公平競爭 (不具市場地位) 綿密

而層次完整之法律規範光譜。」且其認為一定市場地位為第十九條之要件
303。 

五、小結 

由以上的公平會實務看法，可以看出公平會交錯的使用了這三組概念

－「合理原則／當然違法」、「限制競爭／不公平競爭」、「市場不法／行為

不法」，對第十九條進行闡釋。何以言之？ 

論者有謂，歸納前述公平會見解可知，其第七十一次委員會議係將修

正前第十九條「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要件，由「限制競爭」之概念予以闡

釋，從而以大陸法系之「行為不法」與「市場不法」區分方式說明各款規

範本質；至於第三八二次委員會議之見解，則兼容英美法系對於「限制競

爭」行為之衡量範疇，將第十九條第三、四及五款認屬「行為不法」之「不

公平競爭」範疇，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第一、二及六款則認屬「市場

不法」之「限制競爭」範疇，而應適用「合理原則」之分析法則304。 

論者更進而評析305，認為此二次委員會議決議之見解，雖因援引大陸

                                              

303 范建得、陳丁章，前揭註 234，邊碼 80。 
304 李憲佐、吳翠鳯、沈麗玉，前揭註 2，頁 173。 
305 同前註。 



第五章 杯葛行為於我國法制面及實務操作之爭議問題研究 

 87

法系或英美法系之分析方式而有不同之文字說明外，然其基本概念並無二

致。換言之，公平會過去一貫之見解，係認公平法第十九條體系上雖係置

於第三章「不公平競爭」項下，惟除第五款本質上較有爭議外，原則上仍

屬「限制競爭」之範疇306。從而，學理上有關「限制競爭」之衡量準則，

包括英美法系之「當然違法」及「合理原則」之分析，暨大陸法系「行為

不法」及「市場不法」之概念，均得適用之。至於第十九條各款規範本質

之區分，前開二次委員會議之決議結果並無不同，屬於行為不法（當然不

法）者，為第三、四、五款；屬於市場不法（合理原則）者，則為第一、

二、六款。 

然而，就本文之觀察而言，本文以為，嚴格言之，公平會第七十一次

委員會議對第十九條適用之分析，援用的是「當然違法」及「合理原則」

概念；而第三八二次委員會議，則是自「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之

角度出發。該二次委員會議雖未言明「行為不法」與「市場不法」概念之

適用，但其論述內容實蘊涵此等法理之運用。 

綜合以上之實務見解及論者評述，公平會似乎「將不公平競爭行為對

應至行為不法及當然違法，將限制競爭行為則對應至市場不法及合理原則

」。然而，如此之推理過程及判斷，是否符合學理？似乎仍有討論的空間

。蓋「合理原則／當然違法」、「限制競爭／不公平競爭」、「市場不法／行

為不法」等三組概念，各有其內涵存在；其彼此間或有一定關聯存在，但

未必有等同關係。 

而杯葛行為，在三組不同的概念中，究應如何界定其體系地位？討論

此一問題之意義，在於其結論會影響杯葛行為之構成要件解釋、違法性之

判斷，以及執行時之考量，故實有必要作一研究。以下即以三組概念為核

心，分別討論杯葛行為之體系定位。 

參、性質係屬限制競爭行為抑或不正競爭行為 

一、限制競爭行為 

就限制競爭行為而言，居市場控制地位事業濫用經濟力、事業結合、

聯合，乃至於具市場一定優勢地位事業所為之個別限制競爭行為，因可能

對於相關市場之正常競爭秩序構成危害，故在規範上，乃著眼於競爭機能

                                              

306 汪渡村，前揭註 9，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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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整體經濟秩序之維持，此為限制競爭法之主要立法目的307。 

異言之，限制競爭法係以宏觀之角度，就整體市場狀況加以考量，避

免市場因經濟力之過度集中而無從發揮應有之效能；因此，以限制競爭法

介入事業之營業活動，原則上應考量涉案事業之行為對相關市場所可能造

成或已經造成之影響308。如屬限制競爭行為，其非難性為對市場競爭結構

之不當影響，故需一定市場力量者，始可構成309。 

二、不正競爭行為 

不正競爭行為，因此類行為將對個別事業之商業活動造成損害，是不

正競爭法之立法旨趣，乃在促使事業依據一般商業習慣從事經濟活動，維

護商業關係之忠誠堅實。亦即，不正競爭法乃係以微觀之角度，就個別事

業之競爭行為判斷其是否侵害其他參與市場活動之事業應有之權益，所重

者乃系爭行為是否具有商業倫理之非難性310。 

換言之，不正競爭行為，其非難性為其競爭手段本身已違反商業倫理

與違反效能競爭，故為不正競爭行為之事業不以具有一定市場力量為限311

；至於是否因而減損市場競爭效果，並非關鍵所在312。 

三、第十九條第一款之立法沿革 

公平交易法之研擬過程中，曾出現不同學者及不同行政機關所研擬之

草案版本。其中對於杯葛行為，如何安排其條文之章節地位，可看出學者

                                              

307 何之邁，前揭註 9，頁 4。 
308 同前註，頁 5。 
309 汪渡村，『公平交易法』，前揭註 9，頁 125-126。 
310 何之邁，前揭註 9，頁 4-5。從法制史觀察，不正競爭法係由民法上之侵權行為發展而來，因

此在民法上因個別權益受侵害時，受害者當可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我國公平法第三十

一條亦有損害賠償之規定；在適用該條時，仍應回歸民法債編總論侵權行為之基本構成要件，亦

即須有（一）故意或過失（二）損害之發生（三）因果關係。請參見，謝杞森，「我國公平交易

法執行三週年之回顧─以不(公平)正競爭為中心」，政大法學評論，第 52 期，1994 年 12 月，頁

307。 
311 汪渡村，前揭註 9，頁 126。 
312 廖義男，「論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之適用」，競爭政策通訊，1 卷 3 期，1997 年 5 月，並收

錄於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八十六年競爭中心專題演講彙編』，2000 年，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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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之不同詮釋，實值吾人參考。 

公平交易法相關草案，首先係經濟部於民國七十年六月委託廖義男教

授負責草擬之版本313。在該草案中，杯葛主要是規定在第二章第一節「限

制營業競爭之行為」中；條文內容則是「企業或企業團體不得意圖不公平

損害特定之企業，而要求他一企業或企業團體對該定企業斷絕供給、斷絕

購買或斷絕其他通常之營業交易。」（該案第二十三條「杯葛之禁止」）314

。然而，於該案第二章第二節「不正當之營業競爭行為」中，復又規定「

營業競爭行為，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即違背善良風俗：二、不公平阻礙同

業競爭－以意圖消滅之低價傾銷、杯葛、差別待遇、妨害他人信用、誹謗

、不當之比較宣傳或大量贈送而阻塞市場等方法，阻礙同業競爭者之營業

活動者。」（該案第三十九條「背於善良風俗之營業競爭行為」之第二款

）315。 

若對照廖義男教授所為之草案版本，可知該案第二十三條「杯葛之禁

止」之文字，與現行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之內容可謂相去不遠，幾近雷同。

然而民國八十年完成立法的公平交易法，則將杯葛行為制定於第三章「不

公平競爭」之下。 

四、公平會及學說見解 

(一) 認杯葛行為應屬限制競爭（法）之範疇者 

公平會即採此見解。蓋如前所述，於八十八年修法後，公平會於第三

八二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構成要件研析」中，即

清楚地將第十九條第三、四及五款歸類為「不公平競爭」行為，而將第一、

二及六款歸屬「限制競爭」行為之範疇。學者何之邁教授亦認為，第十九

條第一款之杯葛，應歸類為限制競爭法之範疇316。 

此外，支持杯葛行為應屬限制競爭行為之論著中，有認為第十九條雖

置於公平法第三章不公平競爭專章，然就其各款規定以觀，除第五款所規

定之不當取得業務機密行為，係參考德國修正前之不正競爭防止法第十七

                                              

313 廖義男，前揭註 61，頁 259。 
314 同前註，頁 259、418。 
315 同前註，頁 425。 
316 何之邁，前揭註 9，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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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制定，類屬不正競爭外，其餘各款如第一款之杯葛行為禁止，係參考

當時日本獨占禁止法第二條及韓國限制獨占法第十五條規定，本質上均屬

限制競爭之規範317。 

(二) 認杯葛行為應屬不正競爭（法）之範疇者 

採此說者，有以下數種不同觀點： 

有認公平交易法第三章「不公平競爭」中對於事業進行杯葛行為之規

範，在規範光譜上，係對於事業違反效能競爭並具有商業倫理可非難性之

不公平競爭行為加以規制，重在維護市場交易中競爭手段之純正，禁止事

業藉由不正當的競爭手段爭取交易機會或獲得產業活動上的不法利益，以

確保本法保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之意旨。故將杯葛行為納入不公平競爭章

中加以規範，係符合本章章名意旨318。 

有認第十九條第一款、第五款為典型之不正競爭行為，第六款為典型

之限制競爭行為，而第二、三、四款則介於二者之間。因此，對十九條之

解釋，實不可受限於體系安排以及該條文字及立法理由所強調之不公平競

爭，而應依各款之具體內容，兼顧及於其限制競爭之性質319。 

有認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杯葛行為，性質上屬商業侵權行為，乃不公平

之競爭方法之一種320。 

(三) 認杯葛行為兼具限制競爭與不正競爭之性質者 

採此說者，有以下數種不同觀點： 

有認杯葛行為，係屬一種常見的事業利用其經濟力量或其他方法限制

營業競爭或妨礙營業自由之手段；此種關於營業競爭或營業自由之限制，

                                              

317 李憲佐、吳翠鳯、沈麗玉，前揭註 2，頁 168。採杯葛行為屬限制競爭行為之看法者，尚有林

廷機，前揭註 174，頁 91-92。 
318 廖義男、顏雅倫，載：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吳秀明，「註譯公平交

易法之研究系列（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委託研究，2004 年，

第三章，邊碼 5。 
319 莊朝榮、劉孔中、陳家駿、韓毓傑，前揭註 231，頁 168。 
320 范建得、莊春發，前揭註 107，頁 221-222、24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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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上係屬限制營業競爭法所規範之一環。此外，杯葛乃以損害受杯葛人

為目的，此營業競爭手段乃背於善良風俗，屬於不正當之營業競爭行為，

自亦應受不正競爭法之規範321。 

有認法律著重其行為不法或市場不法，與該行為係屬於不正競爭或限

制競爭之行為類型，僅有大致相互符合之關係，而無絕對之關聯。故如杯

葛行為，其行為不法之色彩較重，惟以德國法為例，其在不公平競爭法與

限制競爭法中均受規範，屬於二法交錯領域之行為類型322。 

有認第十九條第一款雖規定於公平交易法第三章不公平競爭中，但其

同具有限制競爭之作用，故其所規範之行為同時為不公平競爭行為及限制

競爭之行為323。 

有認防止限制競爭的反壟斷法，其目的是要避免競爭「不夠」；而確

保公平競爭的不正競爭防止法，則是要禁止「太多」競爭。從法條分布上

來看，第十九條第一、二、三、四、六款均屬反壟斷法之範疇。但其又同

時認為，市場上的事業活動結果如有可能造成限制競爭，而行為手段從消

費者觀點判斷又非正當，就有可能同時適用反壟斷法及不正競爭防止法的

規定324。 

有認出於損害特定事業之明知故意而發起之杯葛行為，若欠缺正當理

由，則係一種最典型的不正競爭行為及限制競爭行為，具有高度的可非難

性325。 

五、本文看法－杯葛行為兼具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之性格 

本文以為，在公平交易法所規範之行為態樣中，有些行為類型本就界

於模糊地帶，會同時兼具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之一部特色，而杯葛正屬

其中之典型；結論上，實應認杯葛行為兼具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之性格
326。本文立論基礎如下： 

                                              

321 廖義男，前揭註 61，頁 29-41；同作者，『企業與經濟法』，自版，初版，1980 年，頁 66-78。 
322 吳秀明，前揭註 9，頁 134、523-524。 
323 黃茂榮，前揭註 19，頁 4、9。 
324 呂榮海、謝穎青、張嘉真，前揭註 30，頁 24。 
325 莊朝榮、劉孔中、陳家駿、韓毓傑，前揭註 231，頁 152。 
326 在此結論下，可知公平會將「限制競爭行為」及「不公平競爭行為」分別對應至適用「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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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法理面觀察 

就不公平競爭之部分而言，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何以對杯葛行

為加以規範，其立法理由即在於防止特定受杯葛事業之營業活動受到阻礙

，使其競爭利益免受侵害327。就「針對個別事業予以保護」此點，乃為典

型防範商業侵權行為之考量；再者，發話人並非依藉其本身之經營效能，

而係利用或結合第三人之力量排擠他事業，其手段上已具商業倫理之可非

難性。 

就限制競爭之部分而言，杯葛之結果亦同時影響受杯葛事業於市場上

為積極自由地從事效能競爭之可能性328，而產生限制競爭之實際效果。 

(二) 自立法沿革觀察 

於廖義男教授所草擬之公平交易法草案中，杯葛行為同時立於限制競

爭及不公平競爭之體系地位。即使該版本草案未獲支持，且現行公平法將

第十九條第一款對於杯葛行為之規範置於第三章不公平競爭之章節中，但

由八十八年修法時於第十九條本文增訂「限制競爭」四字觀之，亦可見第

十九條所規範之行為類型帶有限制競爭之色彩。 

(三) 自立法例觀察 

於德國立法例中，杯葛同時受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及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三條所規範；而該二法厥為德國限制競爭法及不公平

競爭法之典型代表。就我國公平法之法制繼受而言，此一立法例應有代表

性之意義。 

(四) 自限制競爭法與不正競爭法之功能及任務觀察 

                                                                                                                                  

原則」及「當然違法」之不妥。蓋同一行為，可同時具備前二者之性質，但卻只能適用後二者其

中之一。 
327 立法院公報，79 卷 96 期，頁 87。 
328 廖義男，「從行政法院裁判看公平交易法實務之發展」，收於廖義男、劉華美、吳秀明、莊

春發、黃銘傑、蘇永欽，『公平交易法施行九週年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元照出版公司，初版，

2000 年，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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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限制競爭法與不正競爭法之功能及任務而言，傳統上，不正競爭法

之立法精神乃在維護經濟秩序之倫理，也可說其是一種適應新經濟社會的

特別私法（侵權行為法）；異言之，其主要在規範個別事業的活動。相對

地，限制競爭法則著眼於保護經濟活動自由、保護市場競爭制度，公共政

策的考量遠大於倫理的因素，基本架構也傾向於公法。因此，雖然同以事

業活動為規範對象，但兩種法律的出發點卻是大異其趣329。 

然而，限制競爭與不正競爭之管制原理雖有所異，但因其均屬規制事

業競爭行為之規範，故有學者認為，此二者其實是互為表裡，相互影響。

因為一個事業的不公平競爭行為，當然會對其他事業之競爭自由造成某種

程度之限制；反之，一個事業非法限制競爭自由之行為，亦會對其他事業

構成某種程度的不公平競爭330。所謂維護「自由競爭」及「公平競爭」二

者間，實具有極密切之關係，且各所肩負對於市場競爭之維護任務，實質

上並無二致331。 

異言之，限制競爭法與不正競爭法之規範方向雖本不相同332，然而，

限制競爭法與不正競爭法彼此之間又具有密切的關係。一則，就維護健全

的市場競爭秩序而言，乃兩者殊途同歸之目的。二則，限制競爭與不正競

爭之間也存在著轉化與因果關係；例如不正競爭行為可能惡化競爭，進而

產生壟斷。若能制止不正競爭行為，則得早日防止壟斷之發生可能性333。

若從強調兩者之差異，到著重兩者之功能面向觀之，則杯葛行為同受兩者

所規範，也就不足為奇了。 

肆、適用當然違法抑或合理原則 

一、合理原則與當然違法 

「合理原則」與「當然違法」兩大原則，為美國及其他實施反托拉斯

                                              

329 蘇永欽，前揭註 226，頁 388。 
330 莊朝榮、劉孔中、陳家駿、韓毓傑，前揭註 231，頁 1。 
331 李憲佐、吳翠鳯、沈麗玉，前揭註 2，頁 168。 
332 何之邁，前揭註 9，頁 5。至於兩者之界限，除以上本文整理者外，論著上尚有參酌學者見解，

認兩者可從以下之不同面向予以界定：（一）公益面與私益面；（二）供給面與需求面；（三）

動的安全與靜的安全。請參見，林怡君，從不公平競爭法之體系論我國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

適用界限，台北大學法學系碩士班碩士論文，2004 年，頁 8-10。 
333 孔祥俊，前揭註 107，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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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先進國家，用作分析特定行為，是否構成反托斯法上限制競爭效果的

重要指標。 

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者，認為於認定特定事業是否違反公平交

易法之規範時，應綜合考量多項相關之因素，諸如可能受影響之產業其本

身相關特殊條件；相關產業於該行為發生之前後階段，其產生之目標、效

果等因素之異同；事業採行該行為之目的、所期待之目標與效果；事業有

無其他反競爭效果較小之代替行為可供選擇；有無合理之商業理由支持事

業採取該行為。 

而當然違法（illegal per se）者，凡事業之行為屬於某些反競爭效果明

顯之行為類型時，諸如價格不為競爭協議、搭售、分割市場協議等，主管

機關勿庸再舉證該行為之反競爭效果，即可直接認定該行為違法。採當然

違法之最主要理由，除為節省主管機關進行不必要之分析成本外，最重要

在於給事業有一確定之法的預期，使其事先避免進行當然違法之行為334。 

二、實務見解－兼論依賴性理論 

(一) 公平會乃以合理原則判斷杯葛行為之違法性 

於第七十一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之「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適用考量」

中，公平會認為第十九條明定已具非難性之不公平競爭手段者，如第三款

、第四款及第五款之行為，此等行為原則為刑法所禁止，故其市場行為之

違法性或違反公平性應無疑義。其並進而推論，至於其他情形，則須經認

定其競爭手段能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再依「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
）的經濟分析觀點加以審酌是否構成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要件。 

而第三八二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構成要件研

析」，更明確表示，第十九條第一款屬「限制競爭」之行為，一般而言，

對於市場競爭產生損害較小，有時甚至有益於市場競爭效能，所以各國針

                                              

334 汪渡村，前揭註 9，頁 127-128，註 17；同作者，專利授權限制條款之規範─以公平交易法草

案為中心，政治大學法研所博士論文，1990 年，頁 110、122-133。關於合理原則與當然違法之

詳細論述，請參見吳秀明，論卡特爾之法律規範，政治大學法研所碩士論文，1986 年，頁 152-157；

黃營杉、范建得，「事業垂直限制行為之公平法適用問題研究─以非價格垂直交易限制為核心」，

收於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編，『第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易法學術研討會論文集』，1999 年

11 月，頁 364-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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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對市場競爭產生之影響，多採「合理原則」判斷其合法性。 

由上可知，公平會乃以合理原則對於杯葛行為進行違法性判斷。 

(二) 合理原則與市場力量－依賴性理論 

１．依賴性理論的適用背景 

學者有參酌前述公平會第七十一次及第四八一次委員會議之決議意

見，認為應以「合理原則」作為判斷杯葛行為是否具限制競爭效果之標準
335。既而，因合理原則乃以對市場競爭產生之影響（不以實際之影響為限

）作為判斷違法與否之依據，故須先行認定事業之市場力量為何336。 

然而，此時面臨一問題：杯葛發起人其市場占有率應如何計算？抑或

，應以何種標準判定其市場力量？ 

就此一問題，公平法並無如獨占或結合規範般有明文規定。而杯葛行

為，其性質與獨占、結合不同，其規範意旨又非相似，故亦不宜類推適用

之。而外國立法例上，則有以該事業具有市場百分之十以上的占有率337，

或依「依賴性理論」作為判斷是否達到規範門檻的標準。 

２．依賴性理論之內涵概述338 

「依賴性理論」主要認為，特定事業之市場力量縱未達到如獨占般的

規模，但如該事業占有市場相對優勢地位且其程度已足令其交易相對人，

對之產生一定程度之依賴性者，如單就該特定事業之交易相對人而言，其

相對優勢地位之影響力與獨占體對市場之影響力，並無二致，故有加以規

範之必要。換言之，依賴性理論有二要素，即特定事業須具有「相對市場

                                              

335 汪渡村，前揭註 9，頁 128。 
336 同前註。 
337 美國於 1982 實施但 1993 年已停止適用之「垂直限制規範指導原則」（Vertical Restrains 

Guidelines，1982），規定以 10%（搭售則為 30%）為門檻，日本、歐體大體上亦採同樣規範。

參見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Merger Guidelines , 4 Trade Reg Rep. （CCH）¶13,102（1982）。

轉引自，同前註，頁 129，註 20。 
338 關於依賴性理論之詳細介紹，請參見，單驥、何之邁、吳秀明，「從依賴性理論探討相對市

場優勢地位─以公平法立場之研析適用」，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委託研究，1999 年；吳秀明，

前揭註 9，頁 42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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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量」，及令其交易相對人對之產生一定程度之「依賴性」始可稱之。 

所謂「相對市場力量」，有以下特色： 

(1) 其市場力量小於獨占力量，否則以獨占規範之即可。 
(2) 適用於垂直交易關係。 
(3) 其決定之標準採相對性標準，即須視特定事業與其交易相對人間相

互關係而定。 

至於「依賴性」之判斷，以特定事業之相對人於市場，有否足夠且可

被合理期待的選擇與其他事業進行交易的可能機會，作為決定標準339。 

３．公平會之立場－是否已於杯葛行為援用依賴性理論？ 

(1) 否定說：公平會第二屆委員經第三二五次及第三二六次委員會議討

論決議原則通過，但應提請第三屆委員確認之關於「公平交易法第

十九條構成要件」之議案內容中，第一次明白表達應同時採用市場

占有率以及依賴性之理論，作為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二、六款判

斷事業之行為是否構成其「門檻要件」之依據。如依此決議，則依

賴性之有無，將與其他標準共同成為判斷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

二、六款時，第一階段之基本要素。惟此一決議經第三屆委員於法

規小組數次之討論後，決議將本案修正為研究報告之形式；故學者

吳秀明教授認為，依賴性理論在公平法之適用上究竟定位如何，尚

未有所定論340。此外，自杯葛行為偏向「行為不法」之性質觀之，

吳教授採否定依賴性理論於杯葛行為適用之觀點；蓋與「市場不法」

有關之行為方需判斷相對市場力量341。 
(2) 肯定說：然亦有學者如汪渡村教授認為，公平會已採行依賴性理論

，作為判斷事業是否構成杯葛行為依據之案例。如於「金石堂」案

中，公平會即認定，「……而與本案有關之耶誕卡供應商除製造聖

誕卡及相關飾品外，平日透過被處分人門市銷售之生日卡、邀請卡

、禮品與紙製品等亦占渠等銷售業績之重要比例，是足見渠等對被

處分人行銷通路倚賴之程度與被處分人於聖誕卡、禮品等市場之重

要影響力。」342 
                                              

339 汪渡村，前揭註 9，頁 128-129。 
340 吳秀明，前揭註 9，頁 513。 
341 同前註，頁 523。但學說上亦有質疑相對市場力量於第十九條之適用者，請參見，黃銘傑，

前揭註 16，頁 218-245。 
342 （82）公處字第 046 號處分書；汪渡村，前揭註 9，頁 129-130。然而，相同的一段文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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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文觀察：就本文之觀察，在杯葛發起人之市場地位此部分，公平

會近來似已明確援用學說上所謂之依賴性理論、相對市場力量之概

念。蓋公平會曾於「台灣省台中家禽運銷合作社杯葛皇室吉利堡商

行案」343之處分書中論述：「被處分人之『正點』系列商品於國內

早餐店禽肉製品特定市場之範圍內，為知名品牌並具特定市場之影

響力；參據檢舉人及關係人之陳述說明，得知渠等主要係向被處分

人購買『正點』系列產品，國內並無其他可期待之進貨管道，且因

被處分人所提供之『正點』系列產品為國內早餐店知名商品，相關

經銷事業倘未銷售此一品牌，則對其營業將產生顯著之影響，是被

處分人所提供之西式早餐店雞肉冷凍食品，對下游經銷事業在早餐

店之特定市場中相對具有高度之依賴性地位。」 

三、學說見解 

(一)採適用「當然違法」說者 

此說以為，就杯葛行為言，一般說來其並不具有正當理由，因此應傾

向當然違法的看法。蓋為杯葛之促使者，使受話人與第三人從事交易，以

加害於第三人，此種行為之反商業倫理，至為明顯。因此，在公平法第十

九條第一款之適用上，是否還必須從合理原則考慮其有無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應採否定之見解，而應直接將杯葛論為當然違法344345。 

                                                                                                                                  

學者解讀為，此處對於影響力之判斷，乃在區別單純建議與杯葛呼籲；因為發起人之呼籲必須足

以影響受話人之意思決定。請參見，劉孔中，前揭註 9，頁 200-201。 
343 公處字第 092152 號處分書。 
344 黃茂榮，前揭註 19，頁 312。不過黃教授亦指出，有些商品具有個性，必須加以銷售通路上

之區隔，例如時裝、卡片。蓋此種流行性之商品，每一賣場常有建立其商品特徵的必要，以吸引

特定階層之顧客。在這種情形，倘不容許交易相對人間就特定商品約定不向第三人供貨，則無法

對該流行商品進行銷售上依商品性質所必須之市場區隔。是故，基於商品特性所為此種市場區隔

上的安排，對於第三者雖具有杯葛之外觀，但仍不宜還將之論為杯葛。然為避免此種安排流用為

杯葛之脫法行為，其通路上之區隔，原則上應在該商品進入市場之前，已為區隔上之安排與約定，

不得待推入市場後才因某一經銷商之要求，而拒絕對其他經銷商供貨。否則，其拒絕供貨在不能

證明有正當理由或不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時，便可能被認為構成杯葛或差別待遇，違反公平法

第十九條第一款、第二款。見同一出處，頁 312-313。 
345 但黃教授又於同一著作上，認為第十九條第一款應適用合理原則。其前後看法，似有所出入。

請參見，同前註，頁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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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亦有學者認為，若以經濟理論模型分析，則不管是在競爭市場

結構下，或是優勢廠商市場結構下，均可證明杯葛行為將帶來消費者剩餘

的減少，以及整體社會福利水準的降低，故支持應傾向以當然違法的模式

來處理杯葛行為的可責性346。 

 (二) 採適用「合理原則」者 

此說認為，在諸多商業行為裡，遇有糾紛產生，或是在經營利益遭受

損失時，企業為鞏固本身的市場地位，往往會採取自保或報復的行為。公

平會在審理類似案件時，有必要對其產生的原由進行了解，對於爭取合理

權益的杯葛行為，執法上應採取較寬容的態度347。 

因此，杯葛行為並非當然違法，而應屬合理原則適用類型，亦即仍然

允許一些正當的杯葛事由。至於判斷杯葛行為是否違法，原則上，仍須綜

合考量當事人之意圖、目的，是否有不得不為杯葛行為之理由，杯葛發起

人所處之市場結構及其本身市場地位、杯葛行為所涉之商品特性、杯葛行

為之履行狀況，乃至於杯葛行為實施後對市場競爭所造成影響程度等因素

而定348。 

而學者何之邁教授則指出，在肯定「杯葛其本質係屬於聯合行為」之

前提下，則於杯葛合法與否之判斷上，原則上自應探求其對市場正常競爭

機制所可能造成或實際業已造成之影響。或有認為，事業若有促使他事業

斷絕供給之杯葛行為，且其手段由商業倫理及公序良俗觀之已顯失公平，

或該行為實施之結果將可能減損市場之競爭機能者，即可能違法，而得純

就杯葛手段論斷其違法性，此就第十九條第一款所稱「以損害特定事業為

目的」之主觀要件而言，固非無見，惟杯葛行為有時與商業上慣用之「顧

客限制」不易區分，特別是受杯葛人並未具體特定之情況，兩者外觀上幾

無區別；再者，倘受杯葛人具相當之市場優勢地位，此時逕依本款規定論

斷杯葛發起人違法，恐無助於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之維持，反而可能助長受

杯葛人之優勢地位，是於探究杯葛行為之違法性時，仍宜考量涉案事業之

市場地位及競爭危害等因素349。 

                                              

346 莊春發，前揭註 17，頁 47。 
347 黃彬、黃麗美，「泛談不公平競爭行為」，臺灣經濟研究月刊，16 卷 3 期，1993 年 3 月，頁

44。 
348 孫奇芳，前揭註 14，頁 20；李憲佐、吳翠鳯、沈麗玉，前揭註 2，頁 175。 
349 何之邁，前揭註 9，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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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尚有參酌美國統一侵權行為法規彙編第七六八條，認符合下列

條件者，則不至構成不當的杯葛350： 

(1) 該受影響的關係，係干預者及受害者相互爭取的交易機會。 
(2) 干預者並未使用不法的手段。 
(3) 干預者之行為並未造成或延續不法的交易限制。 
(4) 干預者至少有部分之目的，係在促進自己與受干預者間的競爭利

益。 

(三)採折衷說者 

此說認為，杯葛之事業行為基於商業動機而發動者，則適用當然違法

原則；對於非經濟上之動機而損害效果較輕微者，則適用合理原則351。 

四、本文看法－適用合理原則 

上述實務及學說之不同看法，各有其理。然，本文基於以下數點理由，

傾向應以合理原則判斷杯葛行為： 

(一)刑法犯罪理論的觀察352 

本文淺見以為，如同訴訟程序乃一原告與被告間之攻防戰，杯葛之違

法與否，似也可自杯葛發話人與受杯葛人彼此間之關係觀察、出發。 

發話人為杯葛行為，當然原則上會帶有損害受杯葛人之主觀意圖。但

，是否只要有損害受杯葛人之主觀意圖，因而為一定行為，即具可罰性？

本文以為不然。因為，我們或許要考量，「其為何要損害受杯葛人？」正

如刑法現行通說所採之三階理論，即使犯罪構成要件該當，也要再考量是

否存在阻卻違法事由，而決定是否應對行為人之行為予以非難。 

例如，醫生為車禍受傷之病患截肢。該醫師主觀上當然有損害病患身

體之意圖，行為也該當傷害罪之構成要件。但其行為是否值得非難？此時

考量「業務上之正當行為」、「緊急避難」等阻卻違法事由，無疑此一行為

                                              

350 范建得、莊春發，『公平交易法(二)─不公平競爭』，初版，1992 年，頁 248-249。 
351 林廷機，前揭註 174，頁 92。 
352 關於刑法犯罪理論的討論，請參見林山田，『刑法通論(上)』，增訂六版，1997 年，頁 9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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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適合以法相繩。 

當然，本文以上所舉之例，適用於杯葛行為之解釋時，未必全然妥切。

蓋，於此存在四個問題點： 

(1) 一則，刑法理論是否得完全適用於行政法、經濟法領域，尚值研究； 
(2) 二則，在以美國法上「當然違法」或「合理原則」概念對某一行為

進行判斷時，此部分之討論若以「是否構成或成立……」觀之，則

其似應屬德國刑法理論之構成要件是否成立之第一層次，而與阻卻

違法之第二層次尚屬有間353； 
(3) 三則，刑法與公平交易法之立法目的並不相同； 
(4) 四則，上例中，醫師之傷害行為，可謂基於保護「他人」之目的，

但公平法中發話人所為之杯葛行為，則多半是基於保護「自己」（或

純為損害他人）之目的。 

但本文淺見仍然以為，刑法上三個階段的判斷，於評斷杯葛行為應否

非難時，仍有其參考價值。因為其中違法性的考量，即可能反映在經濟效

果面。此部分請見下述。 

(二)經濟效果的考量 

１．杯葛行為之成立，未必對競爭造成影響 

首先，即使發起人發動杯葛行為，其也未必對競爭造成影響。何以言

之？ 

於本文第二章，對於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杯葛行為構成要件之分析

中，學說、實務多認杯葛行為之成立，存在發起人之促使行為即為已足，

並不以「杯葛受話人因而為拒絕交易行為」為必要。 

然而，此時有一問題發生：若受話人根本不為所動，亦即未隨發起人

之促使行為而起舞，那麼，試問此時對「競爭」有何影響？ 

                                              

353 然而，若從另一方面觀之，例如「此杯葛行為是否違反休曼法第一條」，本文拙見以為，在

「合理原則」也對諸如「當事人之意圖、目的」、「是否有不得不為杯葛行為之理由」等進行考

量的情形下，其實美國法上的討論，對照德國刑法理論，似已同時涵括、進行「構成要件」及「阻

卻違法」之判斷，而非僅著眼於「構成要件」。於上述文中，本文指的是另一種思考、解釋方向

所可能面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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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論者有謂，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範目的亦在於「確保杯葛受話人

選擇交易對象、交易方式之自由」。然而對此，本文提出一質疑：就對受

話人的意思決定侵害而言，此純屬個人權益受損之情形；在依民法即可處

理之狀況下，是否有必要套用立法目的原在於保護市場競爭機制運作之公

平交易法，似尚有討論之空間。 

因此，在多數見解認為不以「杯葛受話人因而為拒絕交易行為」為必

要，即可成立杯葛行為之前提下，本文以為，既然此時杯葛行為未必會對

競爭造成影響，似無以公平交易法相繩之必要。 

２．杯葛行為之發動，可能反而有益於競爭 

本文曾設想以下之情事，認為即使存有促使他人對受杯葛人斷絕交易

之客觀事實，且發話人主觀上亦有損害受杯葛人之意圖，但此杯葛行為結

果有時仍可能有助於改善競爭狀態。 

例如甲為上游批發商，乙、丙為小型通路商，丁為大型通路商。丁恃

其通路優勢而向甲收取上架費，致使相同之貨物，丁之進貨成本小於乙、

丙，而降低乙、丙之競爭能力。甲於是拒絕供貨於丁，並向乙、丙發話，

日後不得供貨於丁。嗣後，丁退一步不再收取上架費。若自此觀之，甲之

杯葛行為對市場競爭反而有益，公平法不應給予懲罰。 

(三) 救濟手段的及時性 

例如，媒體批露我國市場所售之肉鬆含有對人體有害之防腐劑；因此

，消費者對猪肉鬆之購買情形大幅滑落。然而實際上，加入有害防腐劑之

產品，皆出自丙事業。丙對此抗辯，指該防腐劑雖為歐盟所禁用，但我國

尚未禁用；因此，丙仍堅持於其產品中使用該等防腐劑。此時，乙為挽救

此一市場，於是，向其上游猪肉供應商甲發話，促使甲斷絕對丙之原料供

應354。 

於此例中，可觀察政府公權力之行使，有怠惰之情形時（例如本例之

食品安全主管機關疏於檢視世界先進國家之最新研究，而仍持不時宜之檢

驗標準），由人民發起之杯葛行為，有時反而是最及時、有效之自我救濟

途徑。 

                                              

354 本例之詳細相關說明，請見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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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結 

綜上所述，考量主觀上發起人使用杯葛手段，目的可能在強制受杯葛

人履行其義務；而客觀上杯葛行為之成立，可能對競爭並無損害，甚至有

改善競爭狀態之正面效益，本文以為，對於杯葛行為之非難與否，應採用

「合理原則」判斷為妥。 

伍、性質係屬行為不法抑或市場不法 

一、市場不法 

「市場不法」者，乃相對於「行為不法」之概念。「市場不法」係指，

相關行為之所以在公平法上受到非難而遭禁止，並非因其行為本身所具有

之反商業道德倫理性，而係因其對市場競爭秩序帶來一定程度的不當影響

。從而，其是否違法，乃就其與市場整體競爭秩序間之關聯而作判斷。 

異言之，「市場不法」所進行之違法性判斷，並非在於行為本身之可

非難性，而係在於行為減損了市場自由競爭之機能。故，判斷時應考察行

為人之市場地位與行為所造成之市場效果355。 

二、行為不法 

相對於此，「行為不法」者，其所以受到公平法的禁止，實因該行為

本身所具有之商業道德倫理的可非難性，而與市場競爭秩序是否受到影響

，無直接關聯。故而其是否違法，乃就行為本身判斷之，無庸探討其與市

場整體競爭秩序間之關聯。 

異言之，所謂「行為不法」之違法性，主要表現在行為本身具有違反

商業倫理之不法內涵，而與行為人之市場地位及行為對於市場所造成反競

爭之效果較無關聨356。 

三、公平會之見解 
                                              

355 黃銘傑，前揭註 16，頁 218，註 73；吳秀明，前揭註 9，頁 523。 
356 黃銘傑，同前註；吳秀明，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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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82）公處字第 046 號處分書，亦即金石堂一案中，針對被處分人

以損害競爭同業古今集成文化公司為目的，促使聖誕卡供應商斷絕對古今

集成聖誕卡供給之行為，公平會強調被處分人之「行為手段」與「行為結

果」均可作為判斷是否該當本款之標準，亦即「其手段由商業倫理及公序

良俗觀之已顯失公平，或該行為實施之結果將可能減損市場機能之結果者

，即足當之」357。 

然而，公平會復又認為，事業之行為是否合致於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

範，亦即杯葛行為是否違法，尚須綜合考量當事人的意圖、目的、杯葛發

起人所處之市場結構及其本身市場地位、杯葛行為所涉之商品特性、杯葛

行為之履行狀況，乃至於杯葛行為實施後對市場競爭所造成影響程度等因

素而定358。 

若對上述兩段說明詳細觀察，似可發現，公平會前後之見解似有出

入。亦即前一處分，似認「行為不法」（行為手段）與「市場不法」（行為

結果）之概念，可同時運用於杯葛行為違法性之判斷；而後一說明，則完

全傾向以「市場不法」判斷杯葛行為之違法性。 

另，論著上有自前述公平會之第七十一次及第三八二次委員會決議內

容，認為依兩次決議結果，公平會乃認第十九條第三、四、五款屬於行為

不法（當然不法），第一、二、六款則屬於市場不法（合理原則）359。 

四、學說見解 

論著上有參考公平會前述二決議，認為第十九條第三、四、五款應屬

「行為不法」，而第一、二、六款則屬「市場不法」360。 

學者吳秀明教授則認為，公平法第十九條各款中，原則上第一、三、

四、五款違法性之判斷基本上屬於「行為不法」，而第二、六款則屬於「市

場不法」361。 

惟需注意者，吳教授同時亦說明，所謂「行為不法」與「市場不法」

                                              

357 汪渡村，前揭註 9，頁 132。 
358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前揭註 9，頁 234-235。 

359 李憲佐、吳翠鳯、沈麗玉，前揭註 2，頁 173。 
360 同前註，頁 183。 
361 吳秀明，前揭註 9，頁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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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區分，精確地說乃為一程度上之問題，而非簡單之三分法或二分法；且

其分類與某一款在性質上屬於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亦屬於不同層次之

問題，不應混為一談362。就杯葛行為而言，其行為不法之色彩較重，故於

判斷其有無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時，即應強調行為不法、行為非

價之判斷取向；但參照德國法，則其在不正競爭法及限制競爭法中均受到

規範，屬於典型兩法域之交錯領域363。 

如前所述，從行為不法到市場不法，乃為一高低不同程度之問題。換

言之，對行為不法行為之判斷，並非毫不考慮市場地位與效果等因素；對

市場不法行為之違法認定，亦非毫無讉責該行為本身之意義，亦即兩者之

運用僅是程度與偏重之不同。就杯葛行為而言，其雖屬行為不法之領域，

但杯葛發起人通常也必須具有一定市場地位，才能使其杯葛呼籲發生作用
364。 

五、本文見解 

對於吳教授將杯葛行為定性屬行為不法之見解，本文並無特殊意見。

但本文想質疑的是：「市場不法」與「行為不法」此組概念之存在，是否

有其必要？ 

依吳教授所言，「行為不法」與「市場不法」之區分，精確地說乃為

一程度上之問題，而非簡單之三分法或二分法。那，既然二者只是程度上

之問題，則其應用於公平法上不法行為之判斷時，如何界定二者之比重？

如果將杯葛行為定性為行為不法後，復要考量發起人之市場地位，那二者

之區分實益何在？蓋在必須同時相互考量，卻又不知其相互影響程度的狀

況，此種分類標準，操作上將會陷於界限混沌不明，人言言殊的窘境。亦

即此種分類標準，其實是沒有標準的。 

也因此，「適用行為不法者，對應至當然違法；適用市場不法者，對

                                              

362 同前註。詳論之，一般容易認為第十九條之六款行為中，其性質屬於不公平競爭者，應依行

為不法之標準判斷；性質屬於限制競爭者，則應依市場不法之標準判斷。其實，判斷某行為之實

施有無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時，究應著重其行為不法或市場不法，與該行為係屬不正競

爭或限制競爭之行為類型，僅有大致相符之關係，而無絕對之關聯。請參見同一出處，頁 523，

註 172。 
363 同前註，頁 523，註 172。 
364 同前註，頁 523-524，註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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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至合理原則」365，此種看法，已不符邏輯，亦無其必要。蓋「行為不法」

與「市場不法」既為程度問題，其於適用上即無法明確地指出僅適用其中

一者；相對的，「當然違法」與「合理原則」之適用，僅處於擇一關係。

異言之，一為「不確定之範圍」，一為「確定之結果」，自無法產生對應關

係。 

相較於「當然違法」及「合理原則」之概念，國內對於「市場不法」

與「行為不法」之討論明顯減少許多366。本文上述的看法，純粹是個人拙

見；在筆者蒐集能力範圍內，似未發現有學說論著對此加以討論或支持。

這樣的思考方向，或許無法得到學者、實務的支持；但仍衷心希望，此一

問題，將來會有宏文加以討論、闡釋。此外，在本文放棄「市場不法」／

「行為不法」此種概念的前提下，本文以下對於杯葛行為進行相關議題之

討論時，僅聚焦於「當然違法」／「合理原則」以及「不公平競爭」／「限

制競爭」等兩組概念。 

第二節  構成要件之問題 

壹、主體之相關問題 

一、主體之數量問題－三方當事人之肯認 

學者有認，若事業單方面對某一特定事業採行斷絕購買、供給等交易

行為，因僅有二方當事人，故並非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所規範對象，亦

即本款之當事人有三方367；故，第一款解釋上僅限於間接杯葛而不及於直

接杯葛。但直接杯葛行為，則有可能構成同條第二款之「差別待遇」行為
368。 

                                              

365 例如論著上有認為，第十九條第三、四、五款應屬「行為不法」之「不公平競爭」範疇，適

用「當然違法」準則；第一、二、六款則屬「市場不法」之限制競爭範疇，而應適用「合理原則」

之分析法則。請參見李憲佐、吳翠鳯、沈麗玉，前揭註 2，頁 183。然該文對於第十九條六款行

為之定性及判斷標準，似有數處前後不一之情形；請參見同一出處，頁 183-184、191。 
366 「市場不法」與「行為不法」之概念，究竟源自何種立法例或學說，國內似無深入討論。但

論著上則有認此為大陸法系之區分方式。請參見同前註，頁 173。 
367 賴源河 編審，前揭註 9，頁 295（陳櫻琴教授執筆部分）。 
368 汪渡村，前揭註 9，頁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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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淺見以為，就我國法制而言，對「杯葛行為」之闡釋，實無須引

用日本法上「直接杯葛」與「間接杯葛」369之概念進行討論。蓋我國法所

謂之杯葛行為，依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文義，已明確界定為「須三方

當事人存在」；學說上所謂「存在雙方當事人」之「直接杯葛」，徒易使人

望文生義，而對杯葛行為之構成要件產生混淆。 

二、主體間之關係之一－杯葛發起人與受杯葛人間，是否應

存在競爭關係？ 

(一)肯定說 

學說上有認，杯葛乃一事業誘發他人，對「與其處於競爭關係」之他

事業斷絕供給、斷絕購買或加以不公平之侵害370。 

(二)否定說 

關於受杯葛事業之適格，宜認不必然要求與杯葛發起人有競爭關係，

蓋其只要因為杯葛人發起人之破壞效能競爭行為，受有損害而將致無法維

持，造成市場競爭秩序之不當影響即足當之371。 

此外，由於本法之目的即在維護競爭，因此，事業是否基於「損害特

定事業為目的」始為規範之重點，所以，本款之適用並不需要求杯葛發起

人與受杯葛人間存有競爭關係。亦即，只要杯葛行為客觀上足以破壞受杯

葛人參與競爭之公平性，即足非難372。 

(三)本文見解 

                                              

369 「直接杯葛」與「間接杯葛」之討論，請見後述。 
370 楊永明，排他性契約，台灣大學法研所碩士論文，1987 年，頁 26；莊春發，「獨家交易反托

拉斯管制之研究」，公平交易季刊，7 卷 2 期，1999 年 4 月，頁 9；廖義男，前揭註 61，頁 34；

同作者，前揭註 321，頁 70。 
371 范建得、陳丁章，前揭註 234，邊碼 101。 
372 同前註，邊碼 106。同持否定看法者，如黃銘傑，前揭註 16，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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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受杯葛人並不限於與發起人處於競爭關係之事業。例如為發

話人之上游製造商甲公司，為損害其下游批發商丙公司，故發話於另一下

游批發商乙公司，令其不許再轉售商品於丙公司。此種情形，仍應認構成

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杯葛行為。本文理由如下： 

(1) 規範杯葛行為之目的，主要乃在防止受杯葛事業之營業活動受到阻

礙。如本文所舉之例，與甲公司非處於競爭關係之丙公司，其營業

活動已受到阻礙。 
(2) 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文義，並未限制受杯葛人與杯葛發起人須處於競

爭關係。 
(3) 實務上公平會公研釋○一五號亦採相同見解373。 

三、主體間之關係之二－若杯葛發話人與受話人處於同一水

平階段，則是否仍有適用第十九條第一款之可能？ 

第七條、第十四條乃規範「水平聯合」，學說多無爭議；而第十九條

第一款，學者則認為其乃規範「垂直」型態之行為374。 

然而，若吾人細究第七條之構成要件，可知其主要係由「水平階段」

加上「合意」兩大部分所組成。異言之，只要系爭行為類型，不符「水平

階段」、「合意」兩者之一，即不可能適用第七條。例如，雙方處於「水平

階段」，但卻「不存在合意」時375，應如何處理？ 

本文淺見以為，此時第十九條第一款，於其其他構成要件亦合致時，

應得援用於此情形。本文之理由如下： 

(1) 若觀諸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文字，可知其規範之行為態樣，乃著重在

促使之「單方行為」；異言之，其文義並未強調、限制「僅適用於

垂直階段」376。 

                                              

373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公報，1 卷 5 期，頁 27。 
374 何之邁，前揭註 9，頁 127。嚴格言之，何教授乃言「第十九條第一款與同條第六款，皆為『垂

直聯合』」。惟本文對此持不同看法，故僅援用何教授所言之一部文字。 
375 例如甲為逼迫其下游廠商丙給付其積欠貨款，故斷絕其對丙之繼續性供給。但甲惟恐丙得自

甲之同業處取得貨源，故對同業乙發話，要求乙亦勿供給商品予丙。 
376 然學說上認杯葛行為乃被我國列入垂直交易限制者，如石世豪，載：廖義男、何之邁、范建

得、黃銘傑、石世豪、劉華美，「註譯公平交易法之研究系列（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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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補雙方行為人處於「水平階段」，但「不存在合意」時，無法以

第七條、第十四條處罰當事人間限制競爭、不公平競爭之漏洞。 

因此，若發話人與受話人兩者之間並無固有意義之合意，則不論兩者

之間處於水平階段抑或垂直階段，依本文拙見，仍為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文

義範疇所及，且此種類型亦應認得屬立法理由所示之典型杯葛型態之一

種。 

四、主體間之關係之三－討論受話人與受杯葛人間之關係有

無必要？ 

(一)實務見解 

公平會於「南投縣液化氣體燃料商業同業公會聯合當地分裝場拒絕接

受新分銷商委託分裝、運輸業務案」之處分書中377，曾論述「分裝場（受

話人）、分銷商（受杯葛人）雖均為公會會員，但非屬競爭關係之事業」。 

(二)本文看法 

本文以為，規範杯葛行為之目的，主要在於防止受杯葛事業之營業活

動受到阻礙，以及確保杯葛受話人選擇交易對象、交易方式之自由；至於

受話人與受杯葛人間是否處於競爭關係，此一判斷無論成立與否，皆與是

否違反規範目的之判斷無涉，故公平會此一討論，似無意義。 

五、杯葛發起人－是否以具有一定市場力量之地位為必要？ 

(一)實務見解 

公平會針對此一問題，乃採肯定見解。於第三八二次委員會議決議通

過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構成要件研析」中，公平會認杯葛屬「限制競

爭」之行為；其並進而推論，「可能對市場競爭產生影響之限制競爭行為

                                                                                                                                  

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委託研究，2003 年，第一條，邊碼 2。 
377 （84）公處字第 013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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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限制『必以行為人具有相當之市場力量』始有可能」。 

此外，於金石堂案中，公平會先行認定「被處分人於聖誕卡、禮品等

市場具重要影響力」；而於南投液化氣體燃料商業同業公會案中，公平會

亦「先決定桶裝瓦斯之特定地理市場後，再行決定分裝場於該特定之地理

市場中具有市場影響力」378。 

 (二)學說見解 

１．肯定說 

對於此一問題，論者有延續公平會之見解，認為第十九條第三、四及

五款為不公平競爭行為，當然違法，不論行為人的市場力量；第一、二及

六款則為限制競爭行為，行為人須具有相當的市場力量才有可能限制競爭

，其並指出公平會在實務上乃以市場占有率百分之十作為相當市場力量的

門檻379。 

論著上，多數見解皆肯定事業欲藉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杯葛行為達其目

的者，其先決條件乃該事業擁有相當程度之市場影響力380。蓋杯葛行為效

果的產生，杯葛受話人的配合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若受話人不配合，甚

至陽奉陰違，相信杯葛發起人即使有杯葛之企圖，最後也可能產生不了影

響市場之效果。故，要受話人受命於發起人之指示，而進行斷絕供給、購

買或其他交易之行為，必須杯葛發起人要擁有指揮受話人之力量381。 

也因此，採本說者認為，本款之適用上有其門檻要件；亦即須先檢視

                                              

378 （82）公處字第 064 號處分書；（84）公處字第 013 號處分書；（84）公處字第 074 號處分

書；（85）公處字第 065 號處分書；汪渡村，前揭註 9，頁 134。 
379 李憲佐、吳翠鳯、沈麗玉，前揭註 2，頁 222、235；劉孔中，前揭註 9，頁 199。劉孔中教授

並認為，公平會將第三、四及五款之行為視為當然違法，可能會導致公平會因為必須「大小通抓」

而過度執法的缺點；所以建議公平會採取與被害事業不同的觀點，對第十九條「限制競爭或妨礙

公平競爭之虞」的解釋，配合以公共利益為發動調查權門檻的標準，選擇從整體交易秩序是否受

到影響加以判斷。請參見劉教授著作之同一出處。 
380 湯明輝，前揭註 18，頁 117。而在肯定之前提下，此時亦可能涉及獨占事業濫用其獨占地位

之問題；此部分之討論，請見後述。 

381 莊春發，前揭註 17，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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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人之地位是否已達以下之門檻，若未達，則不適用本款規定382： 

(1) 擁有該商品或服務相關市場占有率百分之十以上，或 
(2) 交易相對人對其在營運上具有高度依賴性。 

２．否定說 

學說上則有不同意見以為，若針對第十九條各款行為判斷是否有妨礙

公平競爭之虞，均須全面考量市場地位如何，恐怕只有獨占、寡占地位、

「相當市場占有率」之事業才有違法的適格；如此解釋恐非第十九條立法

之本意，亦有鼓勵未具市場影響力者，從事不正當競爭行為之嫌。況從另

一觀點言，事業雖屬新進事業或市場占有率低之事業，其實施不正當競爭

行為，可能已經設定短期內市場對象為相同競爭力之新進事業或市場占有

率低之事業，而非市場占有率高之事業；或者說該等事業在某程度內自成

一競爭市場，而市場占有率高之事業非其競爭對象。因此，其不正競爭行

為，對整個市場影響力固然不大，亦無法波及具市場影響力事業之業績，

但對同屬新進事業或同屬市場占有率低之事業，極可能造成彼此業績極大

之消長383。 

學者廖義男教授則更明確指出，就杯葛發話人是否應具備市場地位此

點，鑑於杯葛與效能競爭之精神不同－效能競爭乃事業依憑自己力量，杯

葛則是依靠別人力量，因此，杯葛發話人市場地位之高低即非關鍵所在。

公平會於其處分書中描述杯葛發話人之市場地位，即屬畫蛇添足384。 

３．折衷說 

亦有認為，如將杯葛行為歸類為限制競爭行為類型，則以肯定說為當

；但如依第十九條「有法定各款行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

之虞者，事業不得為之」之文義而言，則只要杯葛行為具有限制競爭或妨

礙公平競爭二者其中之一的抽象危險性，即應受公平交易法之規範。換言

之，縱杯葛發起事業，未具有一定之市場力量，亦有可能因其競爭手段本

身顯失公平性，而應受公平交易法規範385。 

其採此看法之理由，乃援用公平會第七十一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之「

                                              

382 李憲佐、吳翠鳯、沈麗玉，前揭註 2，頁 226。 
383 孫奇芳，前揭註 14，頁 13-14。 
384 廖義男，前揭註 312，頁 34。 
385 汪渡村，前揭註 9，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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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適用考量」。亦即，「……當競爭手段之『不公平』性

格不明顯，從而不能逕認其競爭手段為當然違法者，必須從其競爭結果是

否有增加或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併同加以認定。在此並不以市場之競爭機

能已實際受到影響為必要，只要認其實施，將可能減損市場之競爭機能即

具可非難性。」 

(三)本文看法 

本文以為，此問題實涉及將杯葛定位為限制競爭行為或不正競爭行為

、應適用合理原則抑或當然違法判斷其違法性等爭議。 

在本文認杯葛行為兼具限制競爭行為與不正競爭性質之前提下，若從

不正競爭所重視之「違反商業倫理」此點，則並不要求行為人具市場力量

；但若從限制競爭之角度觀察，則未具市場影響力386之行為人，似又難以

對競爭造成危害387。 

在這樣的僵局下，或許我們能從杯葛行為究應適用合理原則抑或當然

違法之討論出發。在本文採取以合理原則判斷杯葛行為違法性之看法下，

本文淺見認為杯葛行為之成立，並不以杯葛發起人有市場力量為必要。 

蓋在採取合理原則之判斷下，固然行為人市場力量愈大，愈能幫助執

法單位肯認其對經濟秩序所造成之影響；然而，市場力量於合理原則之適

用上，僅為一考量因素，亦即判斷過程中仍需綜合考量其他因素如當事人

之意圖、目的、杯葛行為之履行狀況等以為決定。 

再者，支持行為人須具有相當之市場力量之見解，其實目的就是在找

出支持「發起人之促使行為足以影響受話人之意思決定」之基礎。然而，

本文以為，發起人之促使行為足以影響受話人之意思決定此一考量事項，

重點應在於「『是否足以』影響受話人之意思決定」，而非「『以市場力量

』影響受話人之意思決定」388。 

換言之，未必僅有發話人之市場力量此一因素，方能影響受話人之意

                                              

386 此處之市場影響力並非指絕對之市場占有率，而是指包含相對市場力量之廣義市場影響力概

念。 
387 因為受話人未必會受所其所動，受杯葛人實質上可能並未受到損害。 
388 依通說，杯葛行為的成立要件之一是「杯葛發起人之促使，須足以影響杯葛受話人之決定」；

因此，杯葛之成立，重點應在於，對於受話人「發生影響之結果」，而非「影響其決定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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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決定389。舉例言之，受話人因發話人之促使行為而為拒絕交易行為，可

能是因為發話人與受話人之間存在著親情、交情等非涉於經濟上利害關係

之因素；例如，上游之發話人與下游之受話人為父子關係。此時，即使發

話人不具一定之市場力量，亦不足以影響杯葛行為之成立。 

此外，當限定杯葛行為之成立以發起人有市場力量為必要時，等於無

形中提高杯葛行為之成立門檻，而可能將許多原本應具可罰性之杯葛行為

過早排除於外。拙見以為，在一開始即以市場力量為判斷標準、門檻，恐

失以合理原則綜合其他因素判斷杯葛行為之立場。 

異言之，杯葛發起人之市場力量大小，本文以為，於杯葛行為之判斷

上，此僅為一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390。 

貳、客觀構成要件之相關問題 

一、發話之方式－是否僅以發話人為「促使」行為即為已足？

若發話人與受話人間存在「合意」，是否得適用本款？ 

對於「發話人之促使行為」，與「發話人與受話人合意」等兩種情形

，兩者之法律評價是否相同？是否皆得以第十九條第一款論處？此等問題

值得討論。以下分述之： 

(一)實務見解 

公平會對此，前後見解不一： 

１．肯定說 

                                              

389 換言之，本文以為，「市場力量之大小」與「足以影響杯葛受話人」，不一定有絕對連結關

係。 
390 在口試過程中，何之邁教授自經濟面及社會運作面，陳志民教授自美國實務運作之觀點，指

正本文似應以「行為人具有相當之市場力量」之見解為可採。諸位教授之指正鏗鏘有力，但本文

仍以為，「實然（面）」並不等同於「應然（面）」；換言之，發起人具有市場力量雖為目前實

務上杯葛行為之存在情形，但若改採諸位教授之見解，本文並無法說服自己，本文上述見解立論

錯誤。因此，再三考量之下，本文仍決定保留己見，也虛心接受任何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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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於公處字第 092152 號處分書中認為，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

所規範之事業杯葛行為，係指事業為達成損害特定事業或剝奪特定事業日

後參與市場活動之目的，促使或透過「合意」方式約定他事業不與特定對

象事業從事交易之行為。 

２．否定說 

然而，公平會於其出版刊物「認識公平交易法」中，復又認為：所謂

「促使」，與「合意」應有不同。亦即，若兩事業出於合意共同執行或由

一方執行對某一特定事業從事斷絕供給或其他不正當交易行為者，仍難謂

為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範對象391。 

(二)學說見解 

１．肯定說 

有學者認為，依本款規定，杯葛發起人僅有「促使」之行為即可該當；

亦即，並不以杯葛發起人與受話人之間成立任何合意、協議，或受話人因

而實施任何具體杯葛行為為必要392。然而，其亦認為，第十九條第一款規

範之範圍，係指事業以達成損害特定事業或剝奪特定事業日後參與市場活

動為目的，促使或透過「聯合方式」，「約定」他事業不與特定事業從事交

易之行為393。若依其後段見解，似認為發話人與受話人若存有合意，亦可

合致於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394。 

延續上段後半部之看法，論著上亦有以為，例如 A 公司為了打擊 B 公

司而要求 C 公司不要供應原料給 B 公司；此時 A 公司與 C 公司間可能是

共謀，也可能是 C 公司受 A 公司脅迫而為拒絕交易之行為。但無論 A、C

                                              

391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前揭註 9，頁 234。 
392 汪渡村，前揭註 9，頁 132。 
393 同前註，頁 130。 
394 持類似看法者，如范建得、陳丁章，前揭註 234，邊碼 102，認為所謂「促使行為」者，凡客

觀上足以引致杯葛受話人做出影響被杯葛人經營狀態之決定者屬之，包括杯葛發起人與杯葛受話

人之「協議行為」，亦包括杯葛發起人對杯葛受話人之施壓行為，亦可能包括單純之宣示行為。

又如賴源河 編審，前揭註 9，頁 296（陳櫻琴教授執筆部分），認為「企圖杯葛者之行為係『促

使』，故只要企圖杯葛者或實行杯葛者，雙方達成杯葛之協議（Agreement）或安排（Arrangement），

企圖杯葛者即符合適用本款之規定」；然本文以為此段文義似未清楚說明「促使」與「合意」之

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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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關係為何，B 皆可依第十九條第一款尋求救濟395。 

２．否定說 

學說上有認，杯葛乃一事業「誘發」他人，對與其處於競爭關係之他

事業斷絕供給、斷絕購買或加以不公平之侵害396；故學者進而認為，杯葛

雖然隱含共同的行為，但是此乃基於杯葛發起人的杯葛呼籲而非彼此的合

意；如果當事人以合意方式共同決定交易對象，則構成公平法第七條之聯

合行為397。 

(三)本文看法 

本文以為，「促使」與「合意」，二者語意、內涵即有不同。就中文的

理解上，兩者可能根本是毫無關係的兩種不同行為態樣，也可能在某程度

上彼此間存在一定發展順序之階段關係。因此，本文嘗試區分為以下三種

類型予以觀察並討論： 

１．類型一：「發話人單方先為促使行為，受話人被迫為杯葛行為」 

於進入本類型之討論前，本文以為，有一前提必須先為處理：若發話

人與受話人處於同一水平階段，則是否仍有適用第十九條第一款之可能？ 

此問題已於前論之，本文採肯定見解。在採肯定之前提下，則於本類

型中，因發話人與受話人兩者之間並無固有意義之合意，故不論兩者之間

處於水平階段抑或垂直階段，仍為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文義範疇所及，亦屬

立法理由所示之典型杯葛型態。此時，自得以該款項論處發話人。 

至於受話人部分，則應認其並無第十九條第一款之適用。蓋： 

(1) 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文義所規範之主體難認及於受話人。 
(2) 此時難以認定受話人存有商業倫理之非難性基礎。 
(3) 基於第三十六條之罪刑法定主義。 

２．類型二：「發話人單方先為促使行為後，發話人與受話人進而合

意為杯葛行為」 
                                              

395 周德旺，前揭註 107，頁 129。 
396 廖義男，前揭註 61，頁 34。 
397 劉孔中，前揭註 9，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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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為，首先，必須判斷「行為數目」。此時發話人既已為促使行

為，則嗣後雖再與受話人有另一合意行為，並不影響原先發話人所為促使

行為之存在。蓋，前階段存在一發話人之事實行為，並引發、進行另一後

階段之雙方契約行為之情形，若自行為性質、時間點觀之，二行為截然可

分，於此處並無質變、吸收之理。 

次則，即使發話人與受話人嗣後變更為合意為杯葛行為，本文認為同

樣應再區分兩者間為水平或垂直關係，而決定其法律適用及評價。 

亦即，在發話人先為促使行為後，發話人與受話人進而合意、達成杯

葛之協議或安排時，若兩者為水平之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則發話人構成

第十九條第一款及第七條；因為 

(1) 一則，第十九條第一款之適用並不限發話人與受話人須處於垂直階

段，已如前述。 
(2) 二則，此時發起人存在二行為，自應分別論處。 

而原先之受話人，於此時則應以第七條、第十四條論處。 

若兩者為垂直之不同產銷階段事業，則因第七條之聯合行為僅適用於

水平階段事業，故發話人仍僅得適用第十九條第一款。然就受話人之部分

，則無法適用第十九條第一款；此乃基於： 

(1) 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文義所規範之主體難認及於受話人。 
(2) 第三十六條之罪刑法定主義。 

惟本文以為，此時受話人之行為若足以影響交易秩序，而有顯失公平

或欺罔之狀況，在無法以第十九條第一款對其規範之情形下，因其行為之

不法內涵未受窮盡評價，而具有剩餘之不法內涵，應可適用第二十四條論

處受話人之責任398。 

３．類型三：「一開始兩者即合意為杯葛行為」。 

若行為人彼此間存有合意，而其復又為同一水平階段之事業，則自應

以第七條及第十四條規範之，而與第十九條第一款無涉。蓋依第十九條第

一款之文義，其乃規範「促使」之單方事實行為。 

                                              

398 關於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補充適用、窮盡規範原則等之深入討論，請參見吳秀明，前揭註 82，

頁 196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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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若兩者處於上下游之垂直關係，行為人間又存有損害他人之合意時

，是否得依第十九條第一款論處行為人？ 

本文淺見以為， 

(1) 一則，就「解釋論」而言，在文義解釋上，「合意」無法涵攝於第

十九條第一款「促使」之文義射程； 
(2) 二則，在文義解釋無法突破的前提下，應嘗試以其他法學方法進行

「漏洞之填補」399。然觀諸現行公平法第三十六條對第十九條所為

之處罰規定，因其涉有刑罰制裁，故應嚴守罪刑法定主義，不得以

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類推適用於行為人間存有「合意」之情形。 

故，此時將同時無法以第十九條第一款論處行為人之責任。就此點，

本文認應屬本條項之漏洞；在依解釋論及法學方法皆無法填補此一漏洞之

狀況下，似僅得求諸立法，以修法防堵之。於現行法下，似只能暫依第二

十四條論處行為人之責任400。 

二、「建議」與「促使」之不同 

(一)實務及學說見解－自「金石堂案」觀察 

公平會於「金石堂案」中曾指出，「……而與本案有關之耶誕卡供應

商除製造聖誕卡及相關飾品外，平日透過被處分人門市銷售之生日卡、邀

請卡、禮品與紙製品等亦占渠等銷售業績之重要比例，是足見渠等對被處

分人行銷通路倚賴之程度與被處分人於聖誕卡、禮品等市場之重要影響力

。」401 

對於此段文字，學說上有認為，此乃公平會區別所謂「單純建議」與

                                              

399 關於漏洞之填補，請參見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增訂三版，1993 年，頁 323 以

下；王澤鑑，『法律思維與民法實例』，自版，初版八刷，2003 年，頁 301 以下；黃立，『民

法總則』，元照出版公司，二版二刷，2001 年，頁 39 以下。 
400 惟須注意者，在垂直上下游之事業間存有合意時，可能構成第十九條第六款之情形。此時其

與第十九條第一款之差別，或許應著重於行為人之主觀目的及手段。亦即就「主觀目的」而言，

第十九條第一款限定須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但同條第六款則並無此一限制；就「手段」而言，

第一款乃以促使之事實行為為之，而第六款則以合意之契約行為為之。 
401 （82）公處字第 046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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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之不同，用以說明杯葛發起人之「促使」必須足以影響被發起人

之意思決定402。 

而觀諸該案發展，被處分人金石堂公司於訴願時，辯稱其所為商品區

隔之要求「僅止於『建議』性質，並無拘束任何卡片供應商之強制力」403。

異言之，被處分人於攻防上，即爭執「建議」與「促使」有所不同－亦即

二者之區別點在於是否對受話人有拘束之強制力；因而，其「建議」行為

並不該當於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促使」之適用。 

公平會訴願委員會則就此回應：「……按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款

所謂促使他事業對特定事業斷絕供給之行為，無須明白地對相對人課予契

約上之義務，只要依其情形相對人已認識到如不遵守其所為之要求，即可

能在經濟上帶來某種不利益，進而為斷絕對特定事業之供給行為，而發生

實際效果為已足，並不以發生拘束性強制力為必要。」404 

就本文之理解，若就此段文字加以分析，則公平會訴願委員會乃就「促

使」之內涵予以解釋、補充，似未正面說明「建議」與「促使」之不同。

結論上，公平會應認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促使」之成立，並不以杯葛

發起人之發話行為對受話人產生拘束性強制力為必要。 

綜合上述之說明，於公平會之看法中，所謂「促使」： 

(1) 必須足以影響受話人之意思決定； 
(2) 但又不以對受話人產生拘束性強制力為必要。 

(二)本文看法 

本文以為，所謂「建議」與「促使」，不論自語意觀之，或自中文理

解、生活實況而言，確有所不同。就本文所研究之議題而言，本文認可再

自兩層次觀之： 

                                              

402 劉孔中，前揭註 9，頁 200-201。嚴格言之，於立法論上，劉教授乃認應以「呼籲」代替「促

使」之用語，於其論著上亦言「此乃公平會區別單純建議與『杯葛呼籲』，用以說明發起人之『杯

葛呼籲』必須足以影響被發起人之意思決定」。本文於此處因進行現行法之討論，故乃借用劉教

授之一部概念。 
403 （82）公訴決定第 034 號訴願決定書。 
404 （82）公訴決定第 034 號訴願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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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區分標準 

「建議」與「促使」，在文義上固截然可分，但行為外觀上則未必涇

渭分明。拙見以為，兩者之不同，似可從效果、實際操作面，「綜合」以

下數點予以觀察： 

(1) 是否足以影響受話人； 
(2) 是否使受話人因而為一定之行為； 
(3) 是否「事後」伴隨發話人之相關制裁行為。 

至於「（一開始之）杯葛人發話，有無附加對受話人之拘束效果」，也

就是金石堂主張其因未對受話人附加強制力故不構成「促使」之抗辯，本

文以為並非決定是否構成「促使」之判斷重點，充其量只能作為增強成立

「促使」之判斷參考。 

蓋事業為避免違反公平法，多半不可能一開始即明目張膽地說明「如

果你受話人不照我的意思，那我便如何如何……」。換言之，若將構成「促

使」之判斷重點置於「『發話之初』有無附加不受約束之效果」，則在事業

有意規避之情形下，「促使」之構成將永難成立。 

故，實應將「建議」與「促使」之區別重點，置於發話人「事後」有

無相關制裁「行為」，而非「一開始」其是否有附加對受話人之拘束力。 

然本文欲澄清者，乃本文之所言，並非指事後無制裁行為，即一律評

價為「建議」；亦即事後之制裁行為，乃為評價「促使」之充分條件，而

非必要條件。即使事後並無制裁行為，仍有可能構成「促使」。 

詳言之，本文意指，在發話人事後有制裁行為時，應可明確地認為其

所為者乃「促使」；而如發話人尚未對受話人為制裁行為以前，即已受檢

舉，此時公平會對於受檢舉人究為「建議」或「促使」行為之區別，即應

回歸前二區別標準，審慎綜合判斷之。異言之，若金石堂抗辯其發話僅為

「建議」，則其無理由之原因，實在於其發話對上游卡片廠商已足以產生

影響力，並且使受話人因而為拒絕交易行為，而已構成「促使」行為，並

非僅為「單純之建議」。 

本文之看法，可大致圖解如下： 

 事後有制裁行為時：可明確評價為「促使」 

 尚未有制裁行為時發生時：應回歸前二區別標準，綜合判斷。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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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只是單純的「建議」，但亦有可能

構成「促使」 

２．區分實益 

區分「建議」與「促使」之實益，乃在於滿足憲法上對人民言論自由

之保護405。在純粹的「建議」類型，因並未產生對競爭產生任何損害，基

於言論自由，公平法此時並無介入之空間。故考量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

之適用時，自應分析其行為型態究屬何者，方能判斷系爭行為是否該當。 

三、發話之結果－是否「須使受話人實際上已為拒絕交易行

為」為必要？ 

(一)實務見解 

公平會就此一問題，曾於不同之案件中表示其意見。然而，其歷來見

解並不一致，有採肯定見解者，亦有採否定見解者；茲分析如下： 

１．肯定見解 

公平會於（82）公訴決定第 034 號訴願決定書中認為，「公平交易法

第十九條第一款所謂促使他事業對特定事業斷絕供給之行為……只要依

其情形相對人……『進而為斷絕對特定事業之供給行為』，而發生實際效

果為已足……」。 

此外，公平會並於公處字第 092152 號處分書中指出，杯葛行為之客

觀要件須滿足下列要件： 

(1) 須有杯葛發起人、杯葛參與人及被杯葛人等三方當事人參與； 
(2) 杯葛發起人之呼籲須足以影響杯葛參與人之決定； 
(3) 須有斷絕交易之行為。 

                                              

405 但言論自由如其他基本權，非屬絕對；亦即在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法律保留要件之前提下，

仍應受到限制，例如惡意誹謗即不屬保護範圍。陳慈陽，『憲法學』，元照出版公司，初版，2004

年，頁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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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於此顯然將「須有斷絕交易之行為」列為「杯葛」之要件406。 

２．否定見解 

公平會於公研釋字第 069 號解釋認為：「事業以競爭者侵害其專利權

為理由，發函予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勿與該競爭者從事交易，在該函中如

未明確表示其專利權之範圍及該競爭者所為之具體侵害事實，其發函行為

顯係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

其他交易行為之行為，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

一款之規定。」407 

依本解釋，杯葛發起人僅須發函予他事業，促使其對特定事業斷絕交

易，即該當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並未將受話人因而為拒絕交易行為列

為該款適用之要件408。 

(二)學說見解 

１．否定說 

採此見解之學者認為，依本款規定，杯葛發起人僅有「促使」之行為

即可該當；亦即只須使杯葛受話人之意思決定受影響為已足，並不以受話

人完全遵從發話人之意思及因而實施任何具體杯葛行為為必要409。蓋： 

(1) 杯葛行為之禁止，係以事前防範為概念，而非以杯葛行為造成市場

競爭損害事實為認定標準410； 
(2) 杯葛受話人是否確實發動杯葛行為，依本條款之文義解釋，並非違

法行為之構成要件411。 

此外，學說上亦有認杯葛行為之非難性，在於杯葛發起人以損害特定

事業為目的，藉助他事業以斷絕交易之方法，迫使該特定事業退出市場或

阻礙該事業參與競爭，故杯葛發起人之行為，客觀上若足以認為有「誘導

                                              

406 范建得、陳丁章，前揭註 234，邊碼 105。 
407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公報，2 卷 10 期，1993 年，頁 58。 
408 莊春發，前揭註 17，頁 57。 
409 汪渡村，前揭註 9，頁 132；孫奇芳，前揭註 14，頁 18-19。 
410 莊春發，前揭註 17，頁 58。 
411 范建得、陳丁章，前揭註 234，邊碼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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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唆使」他事業拒絕與特定事業交易之作用，自效能競爭之觀點上，即具

有可非難性，至於杯葛受話人是否聽從唆使，事實上有無斷絕供給或購買

之行為，均不足以影響杯葛發起人杯葛行為之認定412。 

２．肯定說 

廖義男教授曾謂，「如專利敬告信函中已進一步明確指出特定競爭者

涉嫌侵害其專利權，而要求該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勿使用或銷售該競爭者

之商品者，此際該發函行為即與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所規定杯葛行為相

當，而應適用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加以論處。」413 

對此，黃銘傑教授持不同看法。黃教授認為，前述公平會公研釋字第

069 號解釋與廖義男教授之見解似乎都意味著，寄發敬告信函行為其本身

即違反本款規定，而無須實際上是否有杯葛行為之發生。黃教授提出以下

數質疑點414： 

(1) 現行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與我國公平

法第十九條第一款相類似，惟其該當文言乃為「要求」（aufforden），
而非「促使」（veranlassen）；因此，在適用該項規定時，只需有要

求之行為即已足，不需實際上有杯葛行為之發生。在一九七三年該

法修正時，該項文言確曾為「促使」，而需實際上有杯葛行為之存

在，始得滿足其構成要件；而於一九七三年修正時時，將其置換為

現行法之文言。相對於此，我國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之文言

乃為「促使」他事業為杯葛行為，而非僅止於「要求」而已。 
(2) 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與同條第三款之規定方式相異；亦即，其

並未有「以脅迫、利誘或其他不正當方法」等語，以表示出杯葛行

為其手段本身即具有商業倫理的可非難性。 
(3) 基本上，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禁止杯葛行為之目的大致有二。一

為保護受促使之他事業選擇其交易相對人的自由；一為藉由維持受

杯葛事業的繼續存在並充分發揮其事業活動力，以促使競爭機制的

                                              

412 廖義男、王以國，載：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吳秀明，「註譯公平交

易法之研究系列（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委託研究，2004 年，

第三章，邊碼 22。 
413 廖義男，「專利權人發函警告其競爭對手及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應注意及尊重其專利權─兼

評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85）公處字第○四七號處分」，月旦法學雜誌，第 14 期，1996 年 7

月，頁 111。 
414 黃銘傑，前揭註 16，頁 41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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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運作。若僅著重前者之目的，則無須等待實際上是否有杯葛行

為之發生，只要事業因受他事業之強制或拘束等而不得不實施杯葛

行為時，即屬違法。然而，在不少情形，杯葛行為並非是因為受促

使之事業受到強制或拘束等而發生的，而是在「促使」之事業與「受

促使」之事業雙方的合意或協定下實施的。此時，因為「受促使」

之事業選擇交易相對人的自由並沒有受到侵害，若僅依第一項目的

來作判斷，該行為將不被認定為違法行為。但是，若因該項杯葛行

為的實施而使得市場競爭及交易秩序受到影響時，仍應對照於第二

個目的之內容將之視為違法行為。若此，則本款規定將因為對何種

目的的重視不一而產生不同的結果，導致法運用上與解釋上的不統

一。為解決此一難題，在解釋本款規定時，應側重於第二個目的，

而將第一個目的視為第二個目的達成時之反射效果，而要檢證市場

競爭、交易秩序受到何種程度的影響時，必須要有杯葛行為的實際

存在。惟所謂杯葛行為的實際存在或實施，包括「受促使」之他事

業以警告或暗示等方法表示其欲拒絕交易，而使得受杯葛之事業的

正常競爭、事業活動實際上受到限制一事。 

總而言之，基上三點，黃教授認為，若無杯葛行為的實際存在，而使

得市場競爭、交易秩序受到影響時，實難立即謂其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

平競爭之虞」。因此，解釋上，為該當於本款之構成要件，原則上應有他

事業之杯葛行為的實施始可415。 

而發布敬告信函行為之不當性或違法性，並不求諸其實際上是否有無

限制到市場競爭、交易秩序之正常進行，而係求諸於發函行為此一手段本

身的不當性。因此，若有不當發函行為的存在，則無庸等待其對市場競爭

產生實際的影響，於此一發函階段即應制止之，而公平會歷來亦作如是之

見解。因此，在黃教授的看法下，則需有杯葛行為的實際發生、致使市場

競爭秩序受到影響始得發動其規制手段的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作

為規範行為本身即屬違法的發布敬告信函行為之手段並不恰當416。 

(三)本文見解 

本文以為，就解釋論而言，依現行第十九條第一款「促使」之用語，

必須「受話人實際上已為拒絕交易行為」，方能成立杯葛行為。但本文並

                                              

415 同前註，頁 411-412。 
416 同前註，頁 41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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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贊同此一現狀，而認於立法論上，應將「促使」之用語修正為「要求」，

進而不以「受話人實際上已為拒絕交易行為」為必要。以下分述之： 

１．自解釋論 

自解釋論言之，第十九條第一款杯葛行為之成立，須以「受話人實際

上已為拒絕交易行為」為必要，蓋：  

(1) 就「促使」之文義而言：「促使」之用語，理解上，本即須產生「受

話人因而為一定之行為」之結果417。 
(2) 就德國法之修法變遷而言：以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之法制變遷觀之，我國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之「促使」，

內涵與該法於一九七三年修正前所規定之 veranlassen 並無不同，

亦即解釋上須杯葛受話人有依杯葛發話人之意思為相應之行為為

必要418。 

２．自立法論 

本文以為，應修正現行第十九條第一款「促使」之用語，改為「要求」
419，而使杯葛行為之成立，並不以「受話人實際上已為拒絕交易行為」為

必要。本文立論基礎如下： 

(1) 避免使杯葛行為成立之可能性降低：若強調須受話人因而為拒絕交

易行為，則無形中提高杯葛行為成立之門檻；換言之，將減少第十

九條第一款之適用可能。實則，在本文採以「合理原則」判斷杯葛

行為違法性之觀點下，「受話人是否為拒絕交易行為」，僅是決定應

否以第十九條第一款相繩之考量要素之一，而非一門檻要件。 
(2) 自杯葛行為之商業倫理可非難性觀之：杯葛行為，其「手段」本身

即具有商業倫理的可非難性，而與發動杯葛行為之「動機、目的」

                                              

417 本文曾對此一字詞進行查證。依教育部國語辭典之解釋，促使乃指「推動使達到一定目的」；

其並舉例如下：「他的一番勸勉促使她下定決心努力用功」。因此將促使理解為須產生「受話人

因而為一定之行為」之結果，應無不妥。上述資料，請見：

http://140.111.34.46/cgi-bin/dict/GetContent.cgi?Database=dict&DocNum=134994&GraphicWord=ye

s&QueryString=促使（last visited：6/17/2006）。 
418 此部分之說明，請參見第四章。 
419 學說上亦有認應改以「呼籲」代替「促使」之用語，如劉孔中，前揭註 9，頁 200。而實務上，

公平會於前述公處字第 092152 號處分書中，亦認杯葛行為其客觀構成要件之一，乃杯葛發起人

之「呼籲」須足以影響杯葛參與人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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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正當，係屬二事。也正因如此，故無須如第三至五款，於杯葛

行為之規範中設定「以脅迫、利誘或其他不正當方法」之要件，以

免此等文字成為贅文。故本文淺見以為，黃教授的第二點說明，似

尚有可討論之空間。 
(3) 就立法例而言：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所以

修正 veranlassen，改以 aufforden 之用語，一則考量杯葛行為之可

非難性在於杯葛發話人之行為本身，故即使未產生實際效果之要求

行為亦應加以禁止，二則避免主管機關必須證明斷絕供給或購買與

杯葛之要求間有因果關係之實務難題。我國就杯葛行為之規定，可

謂德國法同一條文之沿襲，立法上實無必要重蹈他國法制之覆轍。 

四、針對「特定事業」？ 

杯葛行為之成立，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須以損害「特定事業」

為目的。然而實務操作上，是否嚴格遵守此一構成要件？此一要件之存

在，是否妥當？皆值得討論 

(一)實務見解 

公平會於「南投縣液化氣體燃料商業同業公會聯合當地分裝場拒絕接

受新分銷商委託分裝、運輸業務處分案」之處分理由中，認為「潛在競爭

者（或稱『可得特定』事業）是否存在，在執行公平交易法時就必須審慎

考量其影響性，且不因其尚未有實際營業行為，而否定其為本法事業之身

分。是以，本案檢舉人雖尚在申請營業執照，惟其成為新分銷商之意願顯

明，是為一潛在的競爭者，而應為本法所稱之事業」420。 

若細究此一處分理由並觀察處分全文，可知公平會之推論上，於肯定

潛在競爭者得為公平法第二條所指之事業後，便進而肯認本案檢舉人之受

杯葛人地位。 

(二)本文看法 

本文以為，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限定須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

方能構成杯葛行為，似有所不當。 

                                              

420 （84）公處字第 013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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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公平會所言，執行公平法之規定時，必須審慎考量其影響性。而

任何人，皆有可能為潛在競爭者，若未對行為人之不當行為事先加以防範

，即可能因行為人之行為而阻絕潛在競爭者參進市場，進而減少競爭。 

然而，所謂「潛在競爭者」，語意上是與「特定事業」不相容的；蓋

既為「潛在」，即為一不確定之狀態而無法特定。若堅持第十九條第一款

之適用上，必須行為人乃欲對「特定事業」進行損害，則將會相當程度地

限縮此一規範之適用範圍；因為其無形中排斥了行為人對「未來可能對手」

進行防堵、損害之行為型態，也因此將有失公平交易法保護競爭制度之原

意。 

或許是公平會也意識到條文規定有此一缺陷，故論證上將「潛在競爭

者」等同解釋為「可得特定」事業，且於處分書中避免對「特定事業」此

一要件進行討論。然而，儘管公平會用心良苦，但， 

(1) 「可得特定」是否等同於「特定」，文義上似乎尚值研究。畢竟就

涵括之範圍而言，前者仍帶有某程度之不確定性，而後者則為已確

定。 
(2) 第三十六條帶有刑罰規定，公平會如此之解釋，是否有違反罪刑法

定原則之疑義？ 

綜上所述，本文以為第十九條第一款限定行為人乃欲對「特定事業」

進行損害，有所不當，應予修正。本文建議修正如下：「以損害他事業為

目的，促使其他事業對他事業斷絕或減少供給、購買或其他交易之行為。

」421 

五、所謂促使他事業所為之行為，僅限於「斷絕」交易，是

否有所不足？ 

本文曾試想，如果發話人並非促使受話人對受杯葛人「斷絕」交易，

而是促使其「以更不利於受杯葛人之條件與受杯葛人交易」，是否得合致

於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舉例言之，原本受話人每個月乃提供一萬噸水

泥給受杯葛人；但發話人之促使行為內容，乃命受話人改為至多僅得對受

杯葛人提供一噸水泥。 

                                              

421 此部乃僅就第十九條第一款之內容而言，而未及於同條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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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義觀之，本文設想之情形，實「仍有」交易存在，故自無法涵攝

至條文中所示之「斷絕」之射程範圍。然而，此一情形，就「使受杯葛事

業之營業活動受到阻礙、降低受杯葛事業之競爭力」而言，與第十九條第

一款所設定之情形並無二致，實無區分而有不同法律效果之理。 

因此，此一情形應屬第十九條第一款規範之漏洞。就現行解決方式而

言，雖仍得適用第二十四條論處此類行為人之責任，但本文認為於立法論

上，仍以修正第十九條第一款為妥。蓋行為之作用、效果既然相同，自不

宜異其法律適用，而造成行為評價之割裂。至於如何修正，即如上段問題

之結論，修正為「以損害他事業為目的，促使其他事業對他事業斷絕或減

少供給、購買或其他交易之行為。」 

六、是否應肯認「須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此一

要件之存在？  

(一)否定說 

學說上有少數見解認為，出於損害特定事業之明知故意而發起之杯葛

行為，若欠缺正當理由，則係一種最典型的不正競爭行為及限制競爭行為

，具有高度的可非難性，故自始即妨礙公平競爭，因此實在無庸在認定杯

葛行為係不當之外，再論斷是否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422。 

學者亦有從解釋論之角度出發，對「妨礙公平競爭之虞」數字之用語

予以批評。蓋「公平競爭」四字，解釋上產生疑義：其重點究在「競爭的

公平性」，抑或是「競爭本身」？ 

(1) 如重點為前者，則第十九條各款之行為是否在判斷上並非當然為不

公平行為，而須在執行時再次判斷其是否不公平、是否對競爭者相

對競爭地位產生不當的變化。若如此解釋，則是否公平不由立法者

予以判斷，而委諸於（行政機關之）執行，將恐因缺乏客觀標準，

而使執行偏差加大，甚或至於有窒礙難行之處。 
(2) 如重點為後者，則行為合法性的判斷依競爭效果而定。但若如此解

釋，則此一方式，與一般不公平競爭法規，以保護之法益為競爭者

之公平競爭機會為主，有極不相合之處。 

                                              

422 莊朝榮、劉孔中、陳家駿、韓毓傑，前揭註 231，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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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妨礙公平競爭之虞」數字，實無積極意義可言，形同贅文423。 

(二)肯定說 

但多數看法及公平會之實務，仍認應正面判斷、肯認「有限制競爭或

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此一構成要件。論者亦有謂，就條文文義解釋而言，

此為第十九條各款之共通要件，自難棄之不論；況「有無正當理由」與「有

無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係屬不同之法律概念，後者有相當大之

經濟性判斷成分在內，自難等同論之。惟不妨從行為競爭結果，依個案就

其對整體市場競爭機能之減損，及造成特定事業競爭之不利狀態的程度，

採取比其他各款較寬鬆之解釋以資判斷424。 

(三)本文見解 

如前所述，在本文採以合理原則判斷杯葛行為之前提下，事業之行為

是否合致於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範，尚須綜合考量杯葛發起人所處之市場

結構及其本身市場地位、杯葛行為之履行狀況，乃至於杯葛行為實施後對

市場競爭所造成影響程度等因素425。故，「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之判斷，其實已反映在杯葛行為所造成之經濟效果影響之考量中；因

此，此一概念應有其存在之價值。 

七、杯葛手段必須顯失公平？ 

(一)實務見解 

公平會於（82）公處字第 046 號處分書中曾表示，「事業若有促使其

他事業斷絕供給之杯葛行為，且其手段由商業倫理及公序良俗觀之已顯失

公平，或該行為實施之結果將可能減損市場之競爭機能者，即足當第十九

條第一款之規定」。 

針對其中「其手段由商業倫理及公序良俗觀之已顯失公平」此部分，

                                              

423 蔡英文，「公平交易法與智慧財產權」，政大法學評論，第 44 期，1993 年 10 月，頁 262。 
424 孫奇芳，前揭註 14，頁 24。 
425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前揭註 9，頁 23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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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以為，公平會之見解似乎認為杯葛行為之可非難性亦在於其手段之顯

失公平性，而單純之杯葛呼籲尚不足以構成第十九條第一款之行為426。 

(二)學說見解 

延續上述看法，學者進而指出，公平會此種看法，不僅從比較法的觀

點而言是無例可循，而且可能錯失了杯葛之非法本質：事業出於損害受杯

葛人之目的，而影響受話人之意思決定的行為本身就值得非難；至於其手

段是否顯失公平，則所非問。只不過是愈有失公平之手段，就愈加重系爭

杯葛行為之可非難性罷了427。 

(三)本文看法 

１．對學者見解之質疑 

本文認為學者之看法，有幾點值得討論： 

(1) 一則，本文以為，杯葛手段存有不公平性，乃其性質、本質使然；

緃使如學者所言之單純杯葛呼籲，亦難脫損害他人之效果。異言

之，在筆者淺見中，實難想像，有「公平」之杯葛手段存在；學者

有此見解，或許是將「出於正當目的」之杯葛行為「動機」，與杯

葛「手段」混為一談。 
(2) 二則，公平會於（82）公訴決字第 035 號訴願決定中，針對「杯葛

發起人發函於受杯葛人之交易相對人，說明受杯葛人之產品侵害其

專利，而侵害專利權之訴訟已繫屬法院中，促使交易相對人勿與受

杯葛人交易」之行為，表示「杯葛發起人得以基於防衛正當利益為

理由而排除其損害之目的」。學者對此表示不同看法，認為事業為

維護其正當利益所採取之杯葛行為，仍為帶有損害受杯葛人之目

的，只不過是其行為得以阻卻違法罷了428。此段話，是否代表，學

者亦承認杯葛手段帶有不公平性呢？因為如果不顯失公平，又何來

對受杯葛人之損害呢？若本文理解無誤，則學者此段論述是否與以

上其看法自相矛盾？ 

                                              

426 莊朝榮、劉孔中、陳家駿、韓毓傑，前揭註 231，頁 150。 
427 同前註。 
428 同前註，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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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結論 

簡言之，本文拙見以為「杯葛手段是否必須顯失公平」此點，於杯葛

行為之成立、判斷上根本無關輕重。因此本即為判斷系爭行為是否合法之

過程中，一定會涉及、成立之行為狀態及本質。 

或可言，杯葛手段本即顯失公平；但是否應以杯葛行為之規範相繩，

重點應在於其他考量如動機為何、是否有阻卻違法事由及其他要件等，實

無庸討論「杯葛手段顯失公平」此一存在前提或此一當然解釋。 

第三節  違法性之問題－杯葛之正當理由？ 

發起人可否以基於防衛正當利益等理由，排除其損害受杯葛人之意

圖？若無法排除，是否得以此等理由主張阻卻違法？以下分述之。 

壹、實務及學者見解 

廖義男教授指出，杯葛使受杯葛人之營業受到妨害，且杯葛發起人利

用杯葛而造成競爭上之優勢，乃得利於杯葛受話人之協助，而非基於自己

之營業努力，故杯葛之運用，乃違反效能競爭之本質。且杯葛本質上，即

有危害他企業利益之性質；既知其有危害性而加以運用，故原則上，應認

為係違反善良風俗之營業競爭行為。僅在少數例外之場合，例如為對抗受

杯葛人之壓迫，而在法律上又無及時救濟方法，因而不得已以杯葛為防禦

者，始容許杯葛之運用429。 

而實務上，於「張聰閨君被檢舉利用專利權以濫訟手段達到獨占市場

之目的」不處分案之訴願中，公平會訴願委員會表示：「被檢舉人所發函

之內容係敘述其擁有系爭產品之製造方法專利權，說明侵害專利權之訴訟

已繫屬法院中，而促使訴願人之交易相對人台北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勿核准

侵害專利之產品為合格建材」，而認被檢舉人之發函行為，並非以損害訴

願人為目的430，不構成第十九條第一款杯葛行為，因而維持不予處分431。 

                                              

429 廖義男，前揭註 61，頁 41，註 82。 
430 學說上有延續實務之看法，認事業若能證明非以損害他事業為目的，即有機會排除本款之適

用，如賴源河 編審，前揭註 9，頁 297（陳櫻琴教授執筆部分）。但，行為人既已使用杯葛手段，

本文實難想像其無損害他事業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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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上之見解，學者以為，事業為維護其正當利益（或為保護其權利，

抑或迫使相對人履行契約義務）所採取之杯葛行為，仍為帶有損害受杯葛

人之目的（為次要或未必故意之目的），但其行為得以阻卻違法。異言之，

參照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一條432，必須造成受杯葛人「不當」

之損害，方屬該規定所禁止之杯葛行為433。 

論者認為學者之看法值得贊同。蓋依公平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依

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法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不適用本法之規定」，

是以，智慧財產權人為保護其權利，促使他事業勿與侵權行為人交易，雖

合於杯葛行為之外觀，惟仍如在行使其正當權利範圍內，自應認為有杯葛

之正當理由，而不應論以違法。惟如超越正當權利範圍，已屬權利濫用程

度，則應論以違反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434。 

若延續以上之見解，則事業之杯葛行為，究為行使正當權利抑或濫用

權利，有予以分際之必要。 

就此一分際，公平會於公研釋 069 號解釋表示，「事業以競爭者侵害

其專利權為理由，發函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勿與競爭者從事交易者，在該

函中如未明確表示其專利權之範圍及該競爭者所為之具體的侵害事實，其

發函行為顯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

購買或其他交易之行為，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

第一款之規定。」 

依此解釋意旨觀之，智慧財產權人若明確表示「其權利之範圍」及「

該競爭者所為之具體的侵害事實」，可認為在行使正當權利範圍內，其杯

葛行為應認有正當理由，據以阻卻違法435。 

因此，在「勁泰股份有限公司被檢舉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中，公

平會之處分理由為「被處分人……在未取得任何有關大漢企業社有仿冒侵

害其專利及著作權之證物資料前，即已向大漢企業社之交易相對人及可能

之交易相對人陳述該社有仿冒及侵權之情事，有損害特定事業，以排除該

特定事業從事市場競爭，期維持既有之交易地位；被處分人利用其市場地

位及業務關係從事杯葛之行為，已顯失公平且將減損市場競爭機能，而有

                                                                                                                                  

431（82）公訴決字第 035 號；孫奇芳，前揭註 14，頁 20。 
432 請參見第四章就該規定之討論部分。 
433 莊朝榮、劉孔中、陳家駿、韓毓傑，前揭註 231，頁 151。 
434 孫奇芳，前揭註 14，頁 21。 
435 同前註，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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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故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436，即為

上述解釋之具體適用。 

就該案之發展，被處分人嗣後提起訴願。雖其訴願遭公平會訴願委員

會予以駁回，但於訴願決定書中，蔡英文及許宗力委員所提出之不同意見

，認為「公平交易法對於不公平競爭之規範，與智慧財產權人行使正當權

利之分野，端視行使權利之方法與手段有無逾越正當範圍為斷。亦即專利

權人或著作權人就其權利之行使或保護手段如顯然逾越正當範圍，而有足

夠理由判斷已構成權利濫用時，為維護公平競爭秩序自應依公平交易法予

以規範，但如行使權利之人，係依客觀之事實對他事業之仿冒有合理之懷

疑，進而採行未逾越正當範圍之保護手段，自難以公平交易法加以非難」
437，亦值注意。 

貳、本文見解 

本文以為，在杯葛行為應採「合理原則」予以評價之前提下438，多數

學者之見解值得贊同；亦即基於正當理由所採取之杯葛行為，其雖帶有損

害受杯葛人之目的，但仍得阻卻違法。 

本文曾試想，例如乙、丙同為製造猪肉鬆之事業，且界定市場中僅有

此二事業為相同之事業活動。嗣後，經由媒體批露，我國市場所售之肉鬆

含有對人體有害之防腐劑；因此，消費者對猪肉鬆之購買情形大幅滑落。

然而實際上，加入有害防腐劑之產品，皆出自丙事業。丙對此抗辯，指該

防腐劑雖為歐盟所禁用，但我國尚未禁用；因此，丙仍堅持於其產品中使

用該等防腐劑。此時，乙為挽救此一市場，於是，向其上游猪肉供應商甲

發話，促使甲斷絕對丙之原料供應。 

於此例中，乙促使甲對丙斷絕交易之行為，乃因丙於食品中不當添加

防腐劑，導致乙之產業，沒有消費者願意購買產品；此時乙為了重拾消費

者信心，使消費者知其產業有自清行動，應認乙之行為有正當理由。 

此外，乙並沒有權利或實質上影響力，要求丙變更其製造方法或禁止

其販賣產品。乙、甲之行為結果，反而有助於市場經濟之重行運作或活絡

、有益於民生福祉。 

                                              

436 （84）公處字第 014 號處分書。 
437 （84）公訴決字第 043 號。 
438 此部分請見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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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於政府有公權力行使之怠惰時（例如本例之食品安全主管機關

疏於檢視世界先進國家之最新研究，而仍持不時宜之檢驗標準），由人民

發起之杯葛行為，有時反而是最及時、有效之自我救濟途徑。 

以下，本文即基於「得以正當理由阻卻杯葛行為違法性」之立場，探

討所謂之正當理由。 

參、正當理由 

一、維護杯葛發話人之正當利益 

所謂正當理由，第一種類型即是「為維護杯葛發話人之正當利益」。

例如，其杯葛行為乃「迫使發話人之相對人履行契約義務」。 

但行為人維護其正當利益之同時，必須妥善選擇其手段，並且適度兼

顧相對人之正當利益。以前述發函維護專利之情形為例，公平會即認為應

「明確表示其專利權之範圍及該競爭者所為之具體的侵害事實。」439 

二、言論自由 

除第一種類型外，基於憲法基本權利規定對於公平交易法之影響力440

，亦可能衍生出阻卻杯葛違法性之正當理由。而與此最有關之基本權利，

應屬「言論自由」。 

依據憲法第十一條之規定，人民有言論、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而言論自由的目的，有數面向。例如，其一方面在於保障人民發展人格、

實現自我之自由，另一方面則在於藉由保障言論而確保推行民主政治形成

共識及輿論的過程。而其最後一個目的，則在於維護民主政治所不可或缺

的監督與制衡機制。因此，不論行為人以言論發起杯葛之目的意圖為何，

若該言論為其人格之流露，可促進公共意見的形成，並有助於監督與制衡

集中的力量（如經濟力量集中之情形），則應可阻卻杯葛行為之違法性－

緃使其行為亦出於為本身經濟利益、縱使受杯葛人之經濟利益因而遭到損

                                              

439 公研釋 069 號；莊朝榮、劉孔中、陳家駿、韓毓傑，前揭註 231，頁 151-152。 
440 呂榮海，「公平交易法法源及其適用關係」，公平交易季刊，1 卷 2 期，1993 年，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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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441。 

第四節  法律效果之問題 

壹、對第十九條第一款是否應採先行政後司法之處理

方式 

依公平法第三十六條之規定，對於違反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杯葛行為，

須經中央主管機關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而逾

期未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未採取必要更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類似

違反行為時，始處以刑罰。 

第三十六條之處置方式，學說多稱之為「先行政後司法」。然而，對

於「先行政後司法」制度，學說上有持正反之不同意見，分述如下： 

一、持批判觀點者 

對此一制度，學說上不乏批評聲浪，例如陳櫻琴教授即持反對的態度

。其理由有三442： 

(1) 「先行政後司法」使刑事司法權的發動，受限於行政權之發動，與

刑法理論不合； 
(2) 危及司法獨立的精神； 
(3) 不啻鼓勵行為人先為不法行為，然後視行政機關有無反應，再作打

算。 

論著上對於先行政後司法制度亦採質疑態度者，尚有認為何不連續重

處罰鍰而除罪化，甚或改採專屬告發權，或可解決行政與司法併行時二者

產生不同見解與判斷之困擾443。 

                                              

441 莊朝榮、劉孔中、陳家駿、韓毓傑，前揭註 231，頁 152。 
442 陳櫻琴，前揭註 66，頁 263。 
443 謝杞森，前揭註 66，1998 年，頁 171-174。對第三十六條之立法技術採取批判角度者，尚有

廖義男教授；請參見，廖義男，前揭註 29，頁 60，註 2。 



競爭法上杯葛行為之研究 

 134

二、持贊成觀點者 

但對此制度，學說則多持肯定態度。理由大致有444： 

(1) 先行政後司法制度，不僅合於比例原則，且於刑罰理論並無衝突之

處445。 
(2) 公平交易法條文，有很多不確定及專業之法律概念，如違反該等行

為即科以刑罰，不僅嚴苛且與刑事制裁屬最後規範手段之性質有

違。 
(3) 為解決可能存有鼓勵事業為違反公平交易法行為之誘因，其解決方

法應是修正第四十一條之規定。 
(4) 先行政後司法制度與司法獨立，性質上無涉。行政權與司法權本應

互相尊重，有關執行單位應相互協調。 

貳、受處分人對命停止之處分提起行政爭訟並且不停

止其行為者，是否即可認為具備第三十六條之犯罪構

成要件？ 

如公平會認定事業違反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因而命其停止其行為

者，由於該命停止行為乃是一種行政處分，當事人對之不服得提起訴願、

行政訴訟以求救濟。 

然而，當事人對命停止之處分表示不服提起行政爭訟，並且亦不停止

其行為者，是否即可認為具備第三十六條之犯罪構成要件而可論罪？ 

對此，廖義男教授認為，由於訴願決定或行政法院之判決，如認公平

會之命停止行為之處分係違法而將之撤銷者，一方面可能表示事業之行為

，並不違反第十九條第一款；另一方面，原命停止行為之處分被撤銷後即

自始不存在，從而第三十六條所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即不具備而不能論罪

。故事業不服公平會命其停止其行為之處分而提起行政爭訟期間，縱事業

                                              

444 黃茂榮，前揭註 19，頁 524 以下；汪渡村，前揭註 9，頁 274。 
445 例如許宗力教授即認為此制度符合比例原則，而且有擴充的必要。請參見，「公平法第三十

六條『先行政後司法』之法律分析」，收於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編，『第二屆競爭政策與公

平交易法學術研討會論文集』，1999 年 6 月，頁 264，許宗力教授評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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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停止其行為，第三十六條所規定之犯罪構成事實尚非完全確定，檢察官

不宜在該訴願及行政訴訟案件確定之前即進行偵查起訴。同理，刑事法院

亦應在該訴願及行政訴訟案件確定後，始能進行本案犯罪之審理446。 

參、第三十二條之操作 

公平法第三十二條規定：「法院因前條被害人之請求，如為事業之故

意行為，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不得超過已證明損害

額之三倍（第一項）。侵害人如因侵害行為受有利益者，被害人得請求專

依該項利益計算損害額（第二項）。」 

一、第一項之部分 

(一)學者之正反評價 

對此一立法，廖義男教授指出，此顯然仿照美國立法例，藉損害賠償

金額之提高，以鼓勵被害人勇於起訴主張權利，而間接達到遏阻違法侵害

行為之產生447。 

然而，曾世雄教授則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持批判態度，認為違反公平

交易法之損害範圍，本質上原已難以估算證明，列其倍數意義不大；且賠

償超過損害，仍以損害賠償稱之，有以法律踐踏法學之嫌448。 

不過，學說上有從「嚇阻功能」出發，參酌本項立法理由449，對此項

立法加以詮釋。如陳志民教授即指出，在立法過程中對本項立法必要性持

保留或反對的學者專家，似仍受限於傳統侵權行為法「填補損害」原則，

而忽略了其所具有的「嚇阻」功能。爾等所提出的因過度補償所對企業造

成不公平負擔，以及可能創造出「熱心被害者」（eager victim）的疑慮，

固非無見；但解決之道，應是從如何透過相關法律機制的設計，以協助法

                                              

446 廖義男，前揭註 29，頁 61。 
447 廖義男，前揭註 61，頁 178。 
448 曾世雄，前揭註 74，頁 358。 
449 依本項立法理由所示，三倍損害賠償規定在於避免「……被害人常因損害額不大或甚難證明

實際之損害範圍，致不願或不能向侵害人請求損害賠償，此種情形將造成對不法侵害行為之縱容

或鼓勵」的情形，故乃參考美國立法例制定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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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作更精確的加倍乘數判斷，以避免出現學理上所謂的「過度嚇阻」

（over-deter）或「嚇阻不足」（under-deter）的現象，而非因此即主張本項

無制定之必要450。 

(二)損害額之計算及舉證問題 

本文以為，第三十二條第一項雖明定賠償金額之請求，但於實際案例

中，「如何證明其損害額」，實為操作上之一大難題。蓋，違反第十九條

第一款規定，所破壞者，並非一具體之財物本體。尤其是，若依多數見解，

認第十九條第一款杯葛行為之成立，並不以杯葛受話人確實為拒絕交易行

為為要件時，此一問題更顯棘手。 

易言之，杯葛行為之違反，所影響者乃受杯葛人之整體財產狀況、交

易機會；其損害如何計算、舉證，實非易事。學說上並有認為，賠償權利

人為證明其整體財產蒙受損害之程度，勢須將其營業情形及財務狀況等曝

光。賠償權利人為恐曝光之結果招致其他之損害，必也怯於舉證，賠償權

利人徒有請求權而卻難於實現451。 

如何解決此類問題，學說上有認： 

１．就「舉證責任」而言 

此部分或可參考美國實務作法。學者指出，在美國實務上，認為「計

算損害中，因不確定因素產生的風險既然由被告引起，自應由被告承擔」

；在我國之適用上，法院似應以較積極的方式要求被告提出相關帳冊等資

料，使原告較易取得計算所害賠償的基礎452。 

２．就「損害額之計算」而言 

至於損害金額之計算，雖有舉證之困難，學說上認為此時得適用民事

訴訟法第二二二條第二項規定，亦即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不能證明其

數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切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數額

                                              

450 陳志民，前揭註 68，邊碼 11；同作者，前揭註 77，頁 73-77。 
451 曾世雄，前揭註 74，頁 360。 
452 羅昌發，「由美國反托拉斯法實務論公平交易法的民事責任規定」，收於廖義男教授祝壽論

文集編輯委員會 編，『新世紀經濟法制之建構與挑戰』，元照出版公司，初版，2002 年，頁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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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此外，比較法上所謂「前後理論」、「標準理論」、「市場占有率理論」，

亦值得我國參考學習454。 

二、第二項之部分 

依第三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侵害人如因侵害行為而受有利益者，被

害人得請求專依該項利益計算損害額。 

學者雖有謂，此項立法，作用之一在於「使被害人得以避免對其損害

須舉證證明之困難」455；然而，條文中所謂「杯葛發話人如因杯葛行為而

受有之利益」，本文以為受杯葛人同樣會面臨上述難以計算456、舉證該利

益數額之窘境。 

肆、受話人是否應負第十九條第一款之違反責任？ 

於判斷發話人成立杯葛行為後，有一疑問者，乃受話人是否也應負公

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之違反責任？值得討論。 

一、實務見解 

自文義上觀之，本規定僅處罰發起人，對於受話人並未論究其責任。

而公平會於實際案例中亦多循此方式處斷，亦即並未對受話人課以第十九

條第一款之責任。 

二、學說見解 

學者有持與公平會類似之見解者，認為鑑於受話人在杯葛僅處於被動

之角色，而且受話人原則上依契約自由原則，並無與該特定事業締結契約

之義務，是故，除非其例外有與該特定事業從事交易之義務，否則受話人

不負違法責任。且縱其負違法責任，其規範基礎亦非關於杯葛之禁止規定

                                              

453 范建得、陳丁章，前揭註 234，邊碼 233。 
454 吳秀明，前揭註 68，第三十一條，邊碼 51；陳志民，前揭註 77，頁 61；游成淵，違反公平

交易法之損害賠償責任－以限制競爭法為中心，政治大學法研所碩士論文，2003 年，頁 17-21。 
455 廖義男，前揭註 61，頁 178-179。 
456 關於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謂之利益，其範圍如何，請參見陳志民，前揭註 78，邊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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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係其他對受話人課以締結義務之規定457。 

學說上另有認為，就公平會之見解而言，此於受話人並未實際參與杯

葛行為，或其懾於發起人之經濟力而被迫配合時，固為適當；惟倘受話人

本於其自由意願而參與此項行動，自不應置其違法行為於不顧458。雖我國

公平法並未就垂直聯合行為設置專條加以規範，仍得依本法相關規定論究

杯葛受話人之責任459。 

三、本文看法 

本文淺見以為，就以上學者的看法，其所謂「仍得依本法相關規定論

究杯葛受話人之責任」，究為何指？如果指第十九條第一款，則觀諸第三

十六條之罰則，似有違反罪刑法定主義之可能；如非指第十九條第一款，

則復又應以何種規定論究杯葛受話人之責任？ 

本文以為，此似應區分： 

(1) 受話人是否與發話人為同一水平產銷階段事業 
(2) 受話人是否與發話人之間存有合意 

等二不同層次來思考受話人之責任為何。本文之思考體系如下460： 

水平事業間之合意行為（類型一）：第七條之聯合行為 

水平事業間之促使行為（類型二）：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杯葛行為461 

垂直事業間之合意行為（類型三）：無法歸類為聯合行為或杯葛

                                              

457 Volker Emmerich, Kartellrecht, 6 Aufl., München 1991, S. 283；黃茂榮，前揭註 19，頁 312，註

9。 
458 此種看法，是否代表學者認為杯葛行為亦包括「發話人及受話人雙方存有合意」此一情形？

此一問題之討論，請見後述討論。 
459 何之邁，前揭註 9，頁 128-129。 
460 此部分之詳細論述，請見後述有關「杯葛行為與聯合行為－兼論垂直聯合及水平聯合」此議

題之討論。 
461 須注意者，於九十一年二月修正公平法時，於第七條第四項規定「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

會、理、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亦為第二項之水平聯合。」因此，

本文以為，同業公會與其成員間存有約束，所進行之杯葛活動，應存有聯合行為及杯葛行為。此

部分之討論，請見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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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應適用第十九條第六

款或第二十四條462 

垂直事業間之促使行為（類型四）：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杯葛行為 

於本文之理解中，僅類型二及類型四之行為型態，方構成第十九條第

一款之杯葛行為。此時基於以下兩點理由，本文以為應認受話人並不存在

責任： 

(1) 受話人乃受發話人之促使、迫使行為而為拒絕交易行為，似不應予

以非難； 
(2) 第三十六條定有刑罰；然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文義射程既不及於規範

受話人，則基於罪刑法定原則，自不得加諸責任於受話人。 

至於類型一及類型三之行為型態，已非杯葛行為之問題，亦即與「受

話人是否應負第十九條第一款之違反責任？」此一命題已無關聯，自無討

論「受話人責任」之可能。 

第五節  同業公會杯葛行為之法律適用問題 

本節之核心問題在於，公平會對於同業公會所發起之杯葛行為，究應

以第十四條或第十九條第一款論斷為妥？ 

壹、實務見解 

觀諸公平會歷來就杯葛行為所為之處分案件，對於「同業公會所發起

之杯葛行為」此種行為類型，有依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論處者，例如台北

市建築師公會杯葛不友善技師案463。 

貳、學說見解 

                                              

462 然公平會於公處字第 092152 號處分書中，認為「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所規範之事業杯葛行

為，係指事業為達成損害特定事業或剝奪特定事業日後參與市場活動之目的，促使或透過『合意』

方式約定他事業不與特定對象事業從事交易之行為。」故此類型依公平會之見解，認得屬第十九

條第一款之杯葛行為。 
463 （84）公處字第 040 號處分書。對於此實務見解之較詳細介紹及討論，請見本文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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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應適用「第十四條」之見解者 

針對此，廖義男教授以為，公平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聯合

行為，謂事業以契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

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數量、技術、產品、設備、交易對象、

交易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而言」；故，公會決定其會員不要

與某事業交易，應屬「交易對象」之限制。在應用第十四條處理之情形下，

卻改用第十九條第一項處理，是否有圖利他人、放水之嫌464？ 

何之邁教授大致亦持與廖義男教授相同之看法。其以為，同業公會藉

由會員大會、理監事會議決議為杯葛行為，倘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

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應依公平法第十四條之規定加以處斷。公平會以第

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論斷同業公會之責任，或係考量八十八年公平法修正

前，對於聯合行為之行為人直接課處刑事責任，並無以行政處分介入要求

行為人改正之機會；為避免對業界造成過大之衝擊，爰變更應適用之法條

。惟公平法修正後，對聯合行為之處罰亦採「先行政後司法」之方式，上

開顧慮應不復存在，自應回歸常態，以維法律適用之公平性。尤以九十一

年新法第七條最末項，直接為同業聯合行為之規定，更應作如是解釋465。 

二、認應適用「第十九條第一款」之見解者 

不過，少數見解如莊春發教授，認為主觀上「損害特定事業」是杯葛

行為最重要的特徵，也是與聯合行為區分最清楚的分野。其並進而指出，

廖義男及何之邁兩位教授以為同業公會發函所屬會員，拒絕對特定事業斷

絕供給或斷絕購買，此種行為應採用聯合行為加以規範，比以杯葛行為相

繩要適當，此種看法即忽略了杯葛係以特定事業為對象，而聯合行為並不

以一定對象為損害之目的466。 

參、本文看法 

公平法第七條第四項規定，「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理、監事

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亦為第二項之水平聯合。」

                                              

464 廖義男，前揭註 312，頁 35。 
465 何之邁，前揭註 9，頁 129。 
466 莊春發，前揭註 17，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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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規定，乃在評價同業公會「決議階段」之行為。就其行為性質觀之，

應屬法律行為之共同行為。 

次者，本案同業公會（發話人）嗣後發函促使其會員（受話人）斷絕

他事業（受杯葛人）之交易機會，亦合致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亦即，

此一「執行階段」之行為，成立杯葛行為。而杯葛行為之性質，係屬事實

行為。 

因此，結論上，應認同業公會所發起之杯葛行為 

(1) 就行為性質、數目而言：因其法律性質不同，故理論上應無法評論

為一行為，而應認有二行為存在； 
(2) 就行為階段而言：其亦存在先後關係； 

故本文拙見以為，此時應認同業公會先後存有聯合行為及杯葛行為，

亦即第十四條及第十九條第一款皆得適用，得以一併評價。 

第六節  相關概念之區別及討論 

壹、杯葛行為與聯合行為－兼論垂直聯合及水平聯合 

一、引言 

杯葛行為與聯合行為之間的關係如何，是本文一直想釐清的問題之一

。問題意識的發生，我們可以從以下有關文獻的論述來觀察： 

杯葛係企業（或個人）聯合其他企業（或其他個人）拒絕與某人或廠

商進行交易的共同抵制行為467。此外，杯葛既係指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

，個人或企業聯合起來，對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易之行為，

故事實上此項行為包含了兩重意義，其一為事業的聯合問題，其二為阻礙

他事業之加入競爭468。 

從以上的文字敘述，可知杯葛之概念，於論著中時常與聯合行為一併

                                              

467 黃彬、黃麗美，前揭註 347，頁 43。 
468 湯明輝，前揭註 18，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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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469。然而，也由於許多論著並未清楚界定兩者之概念，又時常互為解

釋，故使得兩者之關係看似截然可分，實則令人霧裡看花，剪不斷，理還

亂。 

二、體系及用語之界定 

於進入此一問題的實質討論之前，本文認為有必要先對「杯葛行為與

聯合行為」、「垂直聯合及水平聯合」等學說上用語，其彼此間之體系結構

大致為一界定，如此才不至於因學者彼此間之看法不同，而如陷五里霧中。 

(一)學說見解及體系 

學說上認為，基本上事業之聯合，依行為者之主體及目的，可以區分

為垂直聯合及水平聯合470。 

我國公平交易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所謂聯合行為謂「事業以契約、

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

格，或限制數量、技術、產品、設備、交易對象、交易地區等，相互約束

事業活動之行為而言。」從這段定義的文字來看，聯合的對象乃有競爭之

其他事業；換言之，第七條第一項所規範之聯合行為，係屬水平聯合，而

不包括垂直聯合471472。 

                                              

469 論著上亦不乏直接將杯葛行為認定為聯合行為型態之一者，如陳祐治，前揭註 145，頁 163。

筆者研讀本論文主題之相關外國文獻時，亦發現多數立法例並未將杯葛行為與聯合行為為一區

別，而多半將杯葛置於聯合行為或水平交易限制之章節中討論。而於本論文進行口試時，何之邁

教授亦說明於法國、歐盟立法例上，其將杯葛置於聯合行為之一環；陳志民教授則指出，何以美

國法上並未特別將杯葛獨立於聯合行為之外，乃因杯葛實為聯合行為之一實行手段。本文非常感

謝兩位教授於立法例上給予宏觀的指導；但由於我國公平交易法體例上仍多承襲德國法之概念，

不論現行德國法及我國法，對於杯葛行為及聯合行為仍予以區別規定，故本文於架構上，仍認兩

者於我國有區分之必要。 
470 論者以為，我國的公平交易法對水平聯合與垂直聯合給予不等程度的待遇，同時亦在第十四

條閞了七道允許水平聯合之缺口，此種立法的安排，旨在將公平交易法對經濟發展之負面影響降

至最小。請參見，湯明輝，前揭註 18，頁 85。 

471 范建得、莊春發，前揭註 107，頁 205；湯明輝，前揭註 18，頁 59。而於修法後，第七條第

二項規定「前項所稱聯合行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段之水平聯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

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在此明文規定下，第七條所規範者乃水平聯合，應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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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垂直聯合，學說上有認其主要規定於公平法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第

六款473；而何之邁教授則認為，第十九條第一款與第六款為垂直聯合之規

定474。 

綜合學說之意見，可將「杯葛行為與聯合行為」、「垂直聯合及水平聯

合」，其彼此間之體系大致界定為 

 水平聯合：第七條之聯合行為 

 垂直聯合：有爭議  第十八條之轉售價格維持契約             

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杯葛行為              

第十九條第六款之不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事   

業活動 

 (二)本文之體系 

本文對於所謂「聯合行為」之用語，則概念上區分如下：廣義之聯合

行為，包括水平聯合及垂直聯合；而狹義之聯合行為，則專指第七條之水

平聯合475。亦即 

                                                                                                                                  

472 論者並指出，就我國公平交易法對聯合行為之規範而言，一方面考量此法係屬草創階段，不

應對聯合行為採過份禁止態度，以免影響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則考量垂直聯合對經濟體系整合化

的正面作用，因此，公平法第七條僅規範水平聯合，並於第十四條規定政府可准許之水平聯合範

圍。請參見湯明輝，前揭註 18，頁 65-66。而行政院函請立法院審議之公平交易法草案，第七條

之立法理由亦說明，按所謂聯合，在學理上可分「水平聯合」及「垂直聯合」兩種，目前各國趨

勢，對於垂直聯合係採放寬之立法；本法初創，亦不宜過於嚴苛，除第十八條（又稱轉售價格維

持契約之禁止）係就垂直聯合為規範外，第七條則僅就水平聯合加以規定。立法院公報，79 卷

96 期，頁 78。 
473 范建得、陳丁章，前揭註 234，邊碼 267。 

474 何之邁，前揭註 9，頁 127。而如前所述，行政院函請立法院審議之公平交易法草案中，第七

條之立法理由認第十八條係就垂直聯合為規範，第七條乃就水平聯合加以規定，體系上之界定與

學者之看法並不相同。但立法院於民國八十五年審議公平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時，陳傑儒委員則

於修正提議中指出，本條應屬垂直非價格聯合行為。陳傑儒委員修正提議部分，請見廖義男，前

揭註 61，頁 534。 
475 學說上似尚未有學者使用「廣義／狹義聯合行為」之用語；然本文認為有必要建立此一概念

說明，以在學理討論水平面及垂直面之不同事業合意類型時，使初學者不致混淆「聯合行為究專

指第七條之水平聯合行為抑或有其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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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狹義之聯合行為：第七條之水平聯合 

 廣義之聯合行為  水平聯合（即第七條）               

垂直聯合476                      

三、爭議類型 

就事業可能發生之違法聯合行為，論者曾援引美國判例，列出數種可

能型態477。其中之「集體排外協議」478及「集體杯葛協議」479類型，即為

典型涉及聯合行為及杯葛行為其間關係之重要議題，殊值討論。故本文擬

先對「集體排外協議」及「集體杯葛協議」予以探討，再由其間之法律適

用，對聯合行為及杯葛行為其間關係作一觀察、整理。 

(一) 集體排外協議（collective exclusive-dealing agreements） 

１．內涵 

事業往往為了「先行占有市場」或「排除其競爭者進入市場」，而締

結所謂「集體排除協議」。 

例如，某一批發業同業公會或協會與另一群製造業者訂定協議，要求

參與協議之製造業者不對「非參加者」供應貨源。這種作法的用意，就是

降低非參加協議者的市場競爭能力，甚至阻礙其進入市場480。 

                                              

476 有力學說指出，所謂「垂直聯合」，並非指垂直約價或獨家交易安排等垂直非價格限制競爭，

而係指所謂「雙面獨家團體交易」之類，有聯合行為性質，行為主體含有數個產銷階段事業之限

制競爭約定而言。而公平法第七條之立法理由中有「第十八條係就垂直聯合為規範外，本條僅就

『水平聯合』加以規定」之語，按公平法第十八條一般為當事人之一方受另一方限制之情形，稱

之為「聯合」，並不妥當。請參見，吳秀明，前揭註 9，頁 42。本文贊同此一概念。然基於針對

以下討論之相關議題之考量，本文所指之垂直聯合意義，暫從多數說之看法。 
477 計有「單純的統一定價」、「默契」、「集體排外協議」、「分割市場協議」、「集體杯葛

協議」等，請參見湯明輝，前揭註 18，頁 70-85。 
478 同前註，頁 76-77。 
479 同前註，頁 81-85。 
480 美國最高法院於一九○三年的蒙太奇公司判例 Montague and Company v. Lowry（193 U.S. 38 

(1903)）中，針對一群批發業者與另一群製造商締結協議，規定參與協議的雙方，不對不參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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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學說評價 

就以上之情形對應至我國法，論者以為，雖然我國公平法第七條之聯

合行為界定在水平聯合，而「集體排除協議」之行為，在形式上可能發生

在「供應者」與「被供應者」之垂直關係上，因此其往往可能被視為不受

水平聯合行為所規範；但就協議之本質而言，它是「一群供應者」與「另

一群被供應者」之間的協議，而所謂「一群供應者」或「一群被供應者」，

本身即構成聯合行為，其目的在於限制交易對象。因此，論者以為此種聯

合行為並不能以其具有垂直之形式，而得以排除公平法第七條及第十四條

之規範；事實上，以它的「集體排除」目的來看，亦構成了第十九條第一

款之違法行為。 

異言之，此種情形，依公平法第七條之規定，當然構成限制交易對象

之聯合行為。而從上述集體排除協議的內容來看，除了其「協議之形式」

涉及聯合行為外，就「不對非參加者供應貨源」而言，更違反了公平法第

十九條第一項之杯葛禁制規定。 

(二) 集體杯葛協議（collective boycott agreements） 

１．美國實務的態度 

美國法上對聯合杯葛協議的態度，以前述一九一四年的創造者時裝協

會案481為例，創造者時裝協會雖以打撃仿冒品為目的，而簽署限制製造商

使用仿冒設計、停止對仿冒品販賣者供應商品之協議，最高法院仍然以此

有害市場競爭，而認定其違法。 

另一個案例為一九三○年派拉蒙公司案482。本案係一群電影製造商與

配銷商同意使用一種標準契約書，來與電影院老闆訂定契約；標準契約內

                                                                                                                                  

供應與採購排水管之情形，判決此項協議違反休曼法第一條之規定。另一發生於一九一二年之標

準衛生器材製造公司案例 Standard Sanitary Manufacturing Company v. United States（226 U.S. 20 

(1912)），除了涉及集體排除協議外，亦涉及專利權之處理問題；最高法院認為縱使是供應者擁

有製造之專利權，但亦不能以此作為免責之藉口，故判定此項集體排除協議違反休曼法。事實上，

這兩個判例對於聯合定價以外之其他聯合行為，更奠定了兩項原則：（一）任何協議只要是違反

公平競爭原則，不管是垂直協議或水平協議，均可能被視為違法行為；（二）事業對專利權的行

使只能在合法之行為內為之，而不得以專利權作為締結「集體排除協議」之藉口。 
481 Fashion Originators’ Guild of America v. FTC, 312 U.S. 457 (1941).  
482 Paramount Famous Lasky Corporation v. United States, 282 U.S. 30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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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仲裁條款，規定任何爭議均經由仲裁決定，若電影院不願依仲裁程序

或不履行仲裁事項，則全體會員將對違反者採取同樣的懲罰行動。此項標

準契約之作用，旨在保護電影事業，使其免於不必要的爭訟。然而，針對

此種條款，最高法院表示「仲裁的適切使用或許是電影事業的一項要求；

但是在仲裁的偽裝（guise of arbitration）之下，參加者卻因此而進入不合

理的競爭狀態，其行為即變為違法，此種禁止條款（the prohibition of the 
statue）不能因動機純良而得豁免。」 

２．於我國適用之學說見解 

上述兩個判例有一項共同特性，即被告均認為其聯合行為係為維護公

共利益，例如創造者時裝協會以打擊仿冒品與仿冒設計，而派拉蒙公司則

是為了建立電影事業的糾紛處理模式。 

比照我國公平交易法，創造者時裝協會案例近似於合理化聯合（即提

高技術、改良品質而共同開發市場），派拉蒙案例則類似於統一聯合（即

統一規定爭訟之處理程序），然於美國此類案例卻因有聯合杯葛之意圖而

判為違法。 

我國公平法第十四訂有七款聯合之許可事項，卻未對「不允許他事業

加入聯合者」作任何規範；若有業者藉合法之聯合行為來杯葛另一群業

者，則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因此，論者認為公平會在審查聯合行為之申

請案時，除應考量「整體經濟與公共利益」外，更應考量未加入聯合行為

之其他業者；假設這些業者係為聯合行為申請人所故意杯葛，則申請案縱

使被認為「有益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益」，也應該予以駁回。因為公平法

應以「維護市場之公平競爭」為主，而非以「促進經濟發展」為主。同時，

主管機關更應善用公平法第十五條之規定，對於許可案附加「不得限制他

事業加入聯合」之條件，以避免可能造成之聯合杯葛情事483。 

                                              

483 論者之理論基礎在於，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事業不得為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

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易之行為」之杯葛條款；同時，同條第四款亦規

定「事業不得以脅迫、利誘或其他不正當方法，使他事業不為價格之競爭、參與結合或聯合之行

為」之脅迫聯合條款。然而，就第十九條第一款而言，構成違法之要件必須有「斷絕供給、購買

或其他交易」之事實，且須由公平會認定有限制競爭或妨害公平競爭之虞。但事實上，事業之聯

合行為，尤其是依據第十四條所許可之行為，雖然不一定會對不參加聯合之事業造成「斷絕供給、

購買或其他交易」，卻可能因不公平競爭，而造成集體杯葛之效果。同時，我國公平法第十九條

第四款只規範「不得脅迫他事業加入聯合」，並未規範「不當限制他事業加入聯合」。假設，某

一群事業依法申請「統一規格或型式之聯合」、「合理化之聯合」、「輸入之聯合」，而有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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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說見解 

由上述可知，杯葛行為與聯合行為、垂直聯合及水平聯合等概念，彼

此間行為型態相互關聯而又錯綜複雜。因此，論著上從不同角度出發，就

產生了以下不同的解釋方向： 

(一) 複合式聯合行為 

論者即有針對「杯葛行為與聯合行為」、「垂直聯合及水平聯合」其間

關係，討論所謂「複合式聯合行為的歸屬問題」。而美國在一九○三年所

發生的蒙太奇公司案484，其認就是一種包含了垂直與水平聯合之「複合式

聯合行為」。 

就我國法制之適用而言，其首先認為，此種聯合行為具有強烈的「集

體排他」之性質，若將此情形對應至我國法，此屬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

規範之聯合杯葛。 

其復又推論，「但就聯合行為之主體與內涵來看，它係『一群有競爭

之事業』與其上游或下游事業，簽訂『排除另一群有競爭者加入市場』之

協議，很顯然已經構成公平法第七條水平聯合定義之要件；且就維持市場

之競爭性而言，此種集體排除他人之殺傷力，較之一般聯合杯葛（第十九

條第一款）有過之而無不及，因此，值得執法者之深思。」 

故結論上，論者認為這種複合式聯合行為應歸類為「水平聯合」之一

種，除非合於第十四條許可規定而經申請許可者，否則即視為違反第十四

條之規定；同時，即使經許可者，亦應考量其行為是否構成第十九條第一

款之違法要件485。 

                                                                                                                                  

除某特定事業加入；雖然此種聯合係經申請許可，且未構成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杯葛條件，但對被

排斥加入聯合之特定事業而言，卻因不公平競爭而造成進入市場之障礙，其實際效果與所謂的「集

體杯葛協議」並無二致。以統一規格或型式之聯合而言，假若目前市場有十家生產滴點液的製造

商，其中九家以降低成本、改良品質為由，向公平會申請聯合，共同將瓶裝之五百 CC 滴點液改

為六百 CC；同時不同意第十家加入統一規格之聯合，則第十家即可能因規格與眾不同而被迫退

出市場。 
484 請參見註 480。 
485 湯明輝，前揭註 18，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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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平杯葛及垂直杯葛之概念 

１．何之邁教授之看法 

何之邁教授認為，杯葛發起人與受話人之間，就斷絕供給、購買或其

他交易之行為存有合意，因此杯葛行為本質上屬於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聯

合行為486。析言之，杯葛乃企業聯合對某特定企業所為之提供，為不當之

拒絕或收受之限制，或不當地拒對特定企業為供給或為供給限制487。 

而聯合行為有水平聯合及垂直聯合之分，杯葛亦有水平杯葛及垂直杯

葛之別；至於兩者之差異，則以發起人與受話人是否為同一產銷階段之事

業為區別之標準488。就我國公平交易法而言，本法第十四條明文禁止事業

為水平聯合行為，故水平杯葛自在禁止之列；而垂直杯葛，則由本法第十

九條第一款加以規定489。 

２．周德旺先生之看法 

同使用水平杯葛及垂直杯葛之概念者，學說上有持與何教授不同之內

涵解析。 

如周德旺先生認為，就第十九條第一款的內容來看，其所規範者並不

限於垂直企業間；換言之，水平拒絕交易行為也應包括在內，例如：公會

行為。假設化妝品公會為了打擊新加入市場的競爭者，故要求所屬會員皆

不得與此競爭者互通庫存；此時公會會員與競爭者屬於水平競爭關係，而

這種行為係屬於水平杯葛行為，仍應合乎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490。 

(三) 第十九條第一款杯葛行為與第七條聯合行為之不同 

學者有認，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杯葛行為與第七條之聯合行為，於外形

                                              

486 何之邁，前揭註 9，頁 127-128。 
487 何之邁，「企業聯合類型之探討與分析」，法學叢刊，126 期，1987 年 4 月，頁 72。 
488 何之邁，前揭註 9，頁 128。但學說上有持不同定義者，認為水平杯葛及垂直杯葛之區別，在

於杯葛發起人與受杯葛人是否處於同一市場；請參見莊春發，前揭註 17，頁 51。本文此處採何

教授之區分標準。 
489 何之邁，前揭註 9，頁 128。 
490 周德旺，前揭註 107，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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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些地方相當類似，例如都是以複數事業而非單一之事業，以特定之故

意，對市場之競爭情況產生危害。但若細究之下，仍有以下數點之不同491： 

１．造成損害之對象不同 

聯合行為所形成的市場損害效果，是以另一市場的交易相對人為限；

例如統一訂價或聯合提高價格，其傷害的對象為下游的購買交易相對人。 

相對的，杯葛行為所損害的對象，則可能是另一市場的交易相對人，

也可能是同一水平階段市場的同業。 

２．有無特定對象之不同 

聯合行為對市場產生的限制效果，及於所有與聯合行為集團有交易關

係的交易相對人，並不以特定事業或特定交易人為特定對象。 

相對的，杯葛行為效果的產生，其所造成的傷害則是以特定事業為對

象。 

３．違法集團的組成形式不同 

聯合行為的組成，是藉由所有參與者的協議與可執行性而完成；在組

成的過程中，原則上每一位參與者均有相同的主觀意願。 

但反觀杯葛行為的組成，是中間擁有一定市場力量的事業所主導492；

其他的杯葛受話人，可能僅係攝於杯葛發起人的市場力量之脅制，而不得

不配合杯葛發起人之意旨，實際上其並無參與的意願，甚至，其亦是該次

杯葛行為的間接受害者。 

４．行為主體、客體的差異 

聯合行為形成的主體，是市場上大部分的事業，且其占有市場相當比

例時，才會形成危害效果；而其傷害之客體，為不同市場之交易相對人。 

相反的，杯葛行為之形成，大都以市場占有相當比例之單一事業或事

業群（如公會）為主導者，而配合者為上、下游在市場上不具壟斷力之交

                                              

491 莊春發，前揭註 17，頁 53-55。 
492 就杯葛發話人是否應具備市場地位此點，如前所述，學說上存有爭議，例如廖義男教授即認

杯葛發話人市場地位之高低並非關鍵所在。此部分之討論請見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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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事業；其與聯合行為最大的差異在於，杯葛行為所損害的對象可能為同

一市場之競爭者，而非如聯合行為乃限於上、下游之交易相對人。 

５．採行的手段不同 

聯合行為乃在於以較高之價格壓榨交易相對人（出售）或以較低價格

逼迫交易相對人（購買），故聯合行為仍有交易存在。 

相對的，杯葛效果之產生，則是以拒絕交易為手段，以達成削弱對手

的競爭力量，或將對手排除於市場之外。亦即聯合行為是以「交易條件改

變」為策略，而杯葛行為則是「使交易不發生」為手段。 

五、本文看法 

(一) 杯葛行為與聯合行為有予區別之必要 

１．區別實益：現行法律效果之不同 

違反第十四條聯合行為之效果，依第三十五條規定，乃「經中央主管

機關依第四十一條規定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 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

，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未採取必要更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

或類似違反行為者，處行為人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一億元以下罰金。」 

相對地，違反第十九條第一款杯葛行為之效果，依第三十六條規定，

乃「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一條規定 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

取必要更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未採取必要更正措施，或

停止後再為相同或類似違反行為者，處行為人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金。」 

由此可知，一系爭行為被評價為杯葛行為或聯合行為，所附隨之法律

效果截然不同，對行為人之影響甚鉅，故判斷上自應審慎為之。 

２．立法考量 

如前所述，就法律效果部分，第三十五條重於第三十六條。然，在我

國公平交易法何以嚴責前者之聯合行為，輕責後者之杯葛行為？ 

其道理當在前者對市場之競爭造成一般之影響，傷害到市場之競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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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而後者則僅以特定事業為其加害對象，尚非直接以限制競爭為目的，

所以公平交易法將後者規定為不公平競爭，而不規定為聯合行為493。 

(二)體系之重構－檢視現行法制及通說之缺失 

１．現行通說看法 

依通說對「聯合行為」與「杯葛行為」之看法，此二種行為類型，其

構成要件各自由兩大部分組成，亦即 

 第七條之聯合行為：「水平」階段事業＋雙方之「合意」行為 

 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杯葛行為：「垂直」階段事業＋單方之「促使」

行為 

２．缺失 

若採通說對第七條及第十九條第一款所建立之架構，則就本文之觀察

而言，於法制運作上將會對於某些變型行為產生適用之漏洞。何以言之？ 

蓋在某些行為類型，例如 

(1) 「水平面＋單方之促使」 
(2) 「垂直面＋雙方之合意」494 

等情形，依通說對聯合行為與杯葛行為之解釋，其實是無法直接依第

七條及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文義處理的。 

本文以為漏洞的產生原因，在於通說同時以「水平面／垂直面」及「

雙方之合意／單方之促使」等兩組概念，作為聯合行為與杯葛行為之區別

標準，但卻未注意同時使用兩組概念之附隨效果。 

異言之，前一組概念有兩個變動因素存在，後一組概念亦同；若其相

                                              

493 黃茂榮，前揭註 19，頁 200。 
494 公平會於公處字第 092152 號處分書中，認為「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所規範之事業杯葛行

為，係指事業為達成損害特定事業或剝奪特定事業日後參與市場活動之目的，促使或透過『合意』

方式約定他事業不與特定對象事業從事交易之行為。」故此類型依公平會之見解，認得屬第十九

條第一款之杯葛行為。本文後述及此類型時，原則上不再重複公平會此部分之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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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搭配，則理應有四組變化。但，通說於使用這兩組概念時，卻往往忽略

此一現象，而僅用其作為解釋「聯合行為」與「杯葛行為」之理由。也因

此，一旦某一行為類型各具「聯合行為」與「杯葛行為」之一部特徵時，

學說便陷入無法自圓其說之境；是故，對於某些爭議行為類型，有認屬聯

合行為，有認屬杯葛行為，也就不足為奇了。 

３．本文見解 

簡言之，本文以為，聯合行為與杯葛行為，各屬上述四組變化其中一

組；而本文以上所示之「水平面＋單方之促使」、「垂直面＋雙方之合意」

之行為類型，即屬其餘兩組概念，亦為通說所未精確掌握之部分。就其彼

此間之關係，依本文所建構之體系觀察，可圖示如下： 

 

 

  水平事業間之 合意行為 → 第七條 √           

促使行為 → 第十九條第一款？第二十四條？        

垂直事業間之 合意行為 → 第十九條第一款？同條第六款？       

促使行為 → 第十九條第一款 √ 

如就另一角度觀察，亦可理解如下： 

第七條 → 水平面事業間之  合意行為 √              

促使行為 ？ 

第十九條第一款 → 垂直面事業之  合意行為 ？              

促使行為 √ 

此時，「一事業向同一水平階段事業發話，促使其對他事業斷絕交易」
495（即「水平面＋單方之促使」），以及「上游事業與下游事業合意，共同

對他事業斷絕交易」（即「垂直面＋雙方之合意」），此兩種行為類型，應

如何解決、評價，即有討論之必要。 

                                              

495 例如甲為上游原物料商，而其下游批發商乙有惡意拒付貨款之情事，此時甲為迫使契約相對

人乙履行債務，故決定施以杯葛手段；甲為避免乙仍得自甲之同業處取得貨源，故發話予同業丙，

促使其亦對乙斷絕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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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為，法律條文若產生缺陷，解決方式不外乎透過以「解釋方法

」、「類推適用及目的性限縮」、「修法」等方式來填補其漏洞。因此，本文

擬先觀察現行第七條及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是否足以規範上述兩種行

為類型；若確定其無法涵括、適用於此二類型，即自此等立論予以出發，

找尋解決方案。以下即區分二種類型，分別予以討論。 

４．「一事業向同一水平階段事業發話，促使其對他事業斷絕交易」

之法律適用情形 

首先，自第七條之構成要件而言，因其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聯合行

為，謂事業以『契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

業』共同…」；第二項規定「前項所稱聯合行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

段之水平聯合』…」，故可知聯合行為，乃係由「水平階段事業」加上「彼

此間存在合意」兩大部分所組成。 

異言之，只要系爭行為類型，不符「水平階段」、「合意」兩者之一，

即不可能適用第七條。因此，此時「一事業向同一水平階段事業發話，促

使其對他事業斷絕交易」，因只有單方之促使，而不存在雙方合意，故不

得評價為第七條之聯合行為。 

本文淺見以為，此時第十九條第一款，於其其他構成要件亦合致時，

應得援用於此情形。本文之理由如下： 

(1) 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乃「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

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易之行為。」若觀諸其文字，

可知其規範之行為態樣，乃著重在促使之「單方行為」；異言之，

其文義並未強調、限制「僅適用於垂直階段」，亦即並未限定發話

人與受話人須處於水平或垂直階段496。 
(2) 填補雙方行為人處於「水平階段」，但「不存在合意」時，無法以

第七條、第十四條處罰當事人間限制競爭、不公平競爭之漏洞。 

因此，若發話人與受話人兩者之間並無固有意義之合意，則不論兩者

之間處於水平階段抑或垂直階段，依本文拙見，仍為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文

義範疇所及，且此種類型亦應認得屬本條項立法理由所欲規範之型態497。 

                                              

496 然學說上認杯葛行為乃被我國列入垂直交易限制者，如石世豪，前揭註 376，邊碼 2。 
497 其實，本段所討論之問題，也就是「若杯葛發話人與受話人處於同一水平階段，則是否仍有

適用第十九條第一款之可能？」此一問題之另面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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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上游事業與下游事業合意，共同對他事業斷絕交易」之法律適

用情形 

於此一情形，事業間雖存在合意，但因其處於垂直階段，故並無第七

條之適用可能。亦即其無法評價為聯合行為。 

次者，因第十九條第一款使用之文字乃「（單方之）促使」，故本情形

於文義上並無法涵攝於本款項498。然而，此時是否得考慮進行類推適用第

十九條第一款之可能？本文採取否定見解。蓋違反第十九條之法律效果，

規定於第三十六條，而其涉有刑罰規定。基於罪刑法定主義所派生之類推

適用禁止原則，於此時自不得類推適用。 

若此種情形，既無法歸類為第七條之聯合行為，亦無法適用第十九條

第一款之杯葛行為，則於公平交易法中，是否尚有其他具體規範可茲援用

？本文以為，在符合第十九條第六款要件的情形下，此時應得援用第十九

條第六款。 

６．本文結論 

綜上所述，本文以為在我國法制下，其實「聯合行為」與「杯葛行為」

截然可分，並無令人混淆之虞。而某些行為類型所引起之「究應適用聯合

行為或杯葛行為」之爭議，本文淺見以為，實係論者於分析時，因忽略檢

視該等行為之構成因素、前提，未注意該等行為與二者間之差異，而造成

判斷上之不清抑或誤用。就本文之理解而言，結論圖示如下： 

水平事業間之合意行為：第七條之聯合行為 

水平事業間之促使行為：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杯葛行為499 

垂直事業間之合意行為：無法歸類為聯合行為或杯葛行為，應適

                                              

498 本文淺見以為，將杯葛行為認屬「垂直聯合」之學說見解，其前提必須建立在杯葛發起人與

受話人之間存有「合意」上。然此其勢必無法圓滿說明，在我國法條文字中已明示「促使」之用

語，且「促使」與「合意」顯有不同之狀況下，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杯葛行為何以再能劃歸為「聯

合」型態之一種？ 
499 須注意者，於九十一年二月修正公平法時，於第七條第四項規定「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

會、理、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亦為第二項之水平聯合。」因此，

本文以為，同業公會與其成員間存有約束，所進行之杯葛活動，應存有聯合行為及杯葛行為。此

部分之討論，請見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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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第十九條第六款或第二十四條500 

垂直事業間之促使行為：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杯葛行為 

貳、單獨杯葛與聯合杯葛（共同杯葛、集體杯葛501） 

一、學說見解 

所謂單獨杯葛與聯合杯葛，依學者見解，其區別點在於係由單一事業

進行杯葛行為抑或由複數事業為之。在學說的分類上，對於單獨杯葛與聯

合杯葛此種概念及分類，學者各有持支持及批評之不同看法，就此分述如

下： 

 (一)採支持見解者 

學者有認杯葛的類型複雜，有由單一事業進行杯葛行為者（即單獨杯

葛），亦有由複數事業進行杯葛行為者（即聯合杯葛）502。其中複數事業

進行杯葛者，又可分為橫的聯合杯葛行為及縱的（上下游企業）聯合杯葛

行為503。 

如果是複數事業之橫的聯合杯葛，則構成第七條、第十四條之「聯合

行為」；若是複數事業之縱的聯合杯葛，則構成上下游企業間限制事業活

動之行為，違成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504。其並認為，在美國，複數

                                              

500 如前所述，公平會於公處字第 092152 號處分書中，認此類型得屬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杯葛行為。 
501 聯合杯葛與共同杯葛、集體杯葛為同一概念。使用共同杯葛之用語者，如賴源河 編審，前揭

註 9，頁 297（陳櫻琴教授執筆部分）。使用集體杯葛之用語者，如黃銘傑，「專利授權與公平

交易法─以拒絕授權與強制授權為中心」，萬國法律，第 120 期，2001 年 12 月，頁 18 以下；

周德旺，前揭註 107，頁 131。多數學者則使用聯合杯葛之用語（請見後述），本文從之。 
502 異言之，所謂單獨杯葛與聯合杯葛之區別點，在於參與者個數之不同。 
503 呂榮海、謝穎青、張嘉真，前揭註 30，頁 95。 
504 有論者對聯合杯葛持不同定義，認為聯合杯葛係指「同一層次」的競爭事業以共同行為進行

杯葛之行為，而所謂單獨杯葛即是只有一家事業從事杯葛之行為。請參見黃彬、黃麗美，前揭註

347，頁 43。此外，亦有學者並未如上述區分此二種類型討論；僅言現行法體例之下，共同杯葛

如有涉及聯合行為，顯已構成第十四條之情形，應依第三十五條加以處罰。請參見賴源河 編審，

前揭註 9，頁 297（陳櫻琴教授執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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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之聯合杯葛行為構成違反休曼法第一條「契約、聯合、共謀」性的非

法行為505。 

(二)採批評見解者 

有學者持不同看法，認為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杯葛」不應稱為「聯合

杯葛」。 

因為杯葛雖然隱含共同的行為，但是此乃基於杯葛發起人的杯葛呼籲

而非彼此的合意；如果當事人以合意方式共同決定交易對象，則構成公平

法第七條之聯合行為506。將杯葛稱為聯合杯葛507，有誤導的嫌疑，因為使

人以為杯葛也是公平法所禁止的聯合行為508。 

二、本文看法 

本文並不贊同「單獨杯葛」及「聯合杯葛」此類用語，理由如下： 

(一)「聯合杯葛」之部分 

就學者所謂的「聯合杯葛」之行為型態， 

(1) 如果自發話人與受話人為「同一產銷階段」，且彼此之間「存有合

意」等兩方面觀察，此即為我國第七條之「聯合行為」； 
(2) 如果自發話人與受話人為「不同產銷階段」觀察，其若僅存在單方

之發話行為，此即為我國第十九條第一款之「典型杯葛行為」；若

存在雙方之合意，如本文前述，此屬第十九條第六款或第二十四條

之適用問題。 

故使用「聯合杯葛」之用語，文義上會使人無法清楚界定其究指第七

條之「聯合行為」抑或第十九條第一款之「典型杯葛行為」，甚或指實無

法歸類於兩者其一之第十九條第六款或第二十四條適用情形。因此就結論

                                              

505 呂榮海、謝穎青、張嘉真，前揭註 30，頁 96。 
506 劉孔中，前揭註 9，頁 200。 
507 例如學說上即有認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乃規範「聯合杯葛」行為，亦即「集體杯葛」（group 

boycott），如范建得、莊春發，前揭註 350，頁 246；林廷機，前揭註 174，頁 91-92。 
508劉孔中，前揭註 9，頁 200，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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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本文認為，「聯合杯葛」此種用語似無存在之必要。 

(二)「單獨杯葛」之部分 

「單獨杯葛」，也是一種語意不清之用語。 

在我國法上，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構成要件中，依學者通說及公平會之

實務見解，本就存有三方當事人。亦即杯葛行為成立之前提，定為系爭行

為存有「杯葛發話人」及「杯葛受話人」此兩方之複數主體。 

而單獨杯葛，乃指單獨一方事業拒絕與他方事業交易之情形；此時，

因無相對應之受話人存在，故此實為拒絕交易之議題。異言之，若未存有

「杯葛發話人」及「杯葛受話人」此兩種主體，並不構成第十九條第一款

所指之典型之杯葛行為。 

此外，本文認「聯合杯葛」此一概念無存在之必要，則相對應之「單

獨杯葛」概念，即失去比較、區分之對象及必要，亦即無存在之價值。 

參、直接杯葛與間接杯葛 

一、學說見解 

學者有認，杯葛可分為直接杯葛及間接杯葛。前者是由杯葛者直接對

被杯葛者直接進行杯葛；後者則非直接進行杯葛，而是使他企業對被杯葛

者進行杯葛，如他企業不進行杯葛，發動者便對該他企業進行杯葛或其他

報復行為509。 

我國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

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易之行為」，係只對間接杯葛加

以規範；至於直接對該特定事業進行杯葛之行為，在此款中並未規定。 

但此並不是說「直接杯葛」為合法，因為，至少，直接杯葛將構成「差

別待遇」之行為（第十九條第二款）510。在日本，杯葛（不當的交易拒絕）

                                              

509 呂榮海、謝穎青、張嘉真，前揭註 30，頁 96。 
510 持相同看法者，如賴源河 編審，前揭註 9，頁 296（陳櫻琴教授執筆部分）。其亦認為，由

於杯葛發起人企圖杯葛時，並非自行對於被杯葛者採取杯葛行為，此係屬於間接杯葛；至於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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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與「交易條件之不當差別待遇」共列在「對他事業為差別待遇」之項中
511。 

二、本文看法 

本文淺見以為， 

(1) 一則，通說所指之「杯葛行為」，依第十九條第一款，其已設定「須

有三方當事人存在」之前提、要件； 
(2) 二則，學者所謂之「間接杯葛」，其實即為我國公平法第十九條第

二款規定之差別待遇； 

故在我國法制，對此不同行為類型各有其對應規範之情形下，實無須

再行引用日本法上概念，將所謂杯葛行為區分為「直接杯葛」與「間接杯

葛」，否則易使人產生混淆，且使第一款與第二款之區分並無實益。 

肆、杯葛行為與拒絕交易行為/差別待遇行為  

一、二者之比較 

(一)主體構成及立法考量 
                                                                                                                                  

杯葛，亦有可能構成第十九條第二款所規定之「差別待遇」行為。但若屬單純之拒絕交易情形，

由於事業具有選擇交易對象之自由權利，不能輕易認定其屬於妨害公平競爭，日本法規定直接杯

葛限制必須有「不當的」要件，我國法就直接杯葛行為，在第十九條第二款亦規定「無正當理由」

之要件。 
511 呂榮海、謝穎青、張嘉真，前揭註 30，頁 96。日本法上之「一般指定」在昭和 57 年全面修

正以前，第一項規定為直接杯葛，但對間接杯葛欠缺明文規定，致實務上引用（舊）第七項、（舊）

第八項、（舊）第九項之不同作法。於修正後，其第一項規定共同杯葛，第二項規定單獨杯葛，

且分別區分為直接杯葛與間接杯葛。學說上有對照日本法制，認為就立法技術觀之，我國公平法

第十九條第一款僅規定間接杯葛，直接杯葛另以第二款加以規範，似嫌割裂；且亦欠缺明文規定

共同杯葛。而日本立法例規定共同杯葛與單獨杯葛、直接杯葛與間接杯葛，明定為「一般指定」

第一、第二項，可減少適用上之疑義。此部分請參見，賴源河 編審，前揭註 9，頁 297（陳櫻琴

教授執筆部分）。日本相關法制部分，另可參閱辛志中，「簡介日本『不公平交易方法』」，公

平交易季刊，4 卷 4 期，1996 年 10 月，頁 147-155；范建得、陳丁章，前揭註 234，邊碼 12-13；

莊朝榮、劉孔中、陳家駿、韓毓傑，前揭註 231，頁 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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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構成要件，須有杯葛發起人、杯葛受話人

及受杯葛人等三方當事人存在，始足以構成本款規定之違反。若事業僅單

方面對某一特定事業為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易行為，因僅有兩方當事

人，尚非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範對象。 

蓋一般而言，事業基於私法自治及契約自由原則，本享有選擇交易對

象之自由，單純與特定事業拒絕交易，並未違反自由與公平之競爭秩序。

僅當事業具有市場地位，而有濫用其經濟力之情事，使他方交易相對人在

選擇可能性受限制之下，因遭無正當理由之拒絕交易（差別待遇）而妨礙

其公平競爭時，方構成第十九條第二款之「差別待遇」行為512。 

(二)行為人是否須具備市場力量、適用合理原則或當然違法 

一事業在與多數同種類事業進行交易之情形下，若針對特定事業斷絕

現有之交易關係，或拒絕成立新的交易關係，即構成交易對象選擇之差別

待遇。惟對於不具市場地位之事業，其所為之差別待遇行為，雖亦使特定

少數事業之交易機會受到限制或不利對待，但該等交易相對人因尚有多重

之選擇可能，可改與其他事業交易，並不會對市場競爭自由秩序造成損害

，公平法並無介入規制之必要，故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於適用上，應以該

事業具有一定之市場地位為限。 

同時，在差別待遇有無「正當理由」之判斷上，亦需審酌市場供需情

況、成本差異、交易數額、信用風險及其他合理事由513，學說有認，此與

第十九條第一款係利用他事業排擠其競爭者，該手段本身即具商業倫理非

難性之情形有所不同514。 

而在本文採取以合理原則判斷杯葛行為違法性之看法下，本文淺見認

為杯葛行為之成立，並不以杯葛發起人有市場力量為必要。蓋在採取合理

原則之判斷下，固然行為人市場力量愈大，愈能幫助執法單位肯認其對經

濟秩序所造成之影響；然而，市場力量於合理原則之適用上，僅為一考量

因素，亦即判斷過程中仍需綜合考量其他因素如當事人之意圖、目的、杯

葛行為之履行狀況等以為決定。異言之，杯葛發起人之市場力量，於杯葛

行為之判斷上，僅為一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 

                                              

512 廖義男、王以國，前揭註 412，邊碼 23。 
513 公平法施行細則第二十六條。 
514 廖義男、王以國，前揭註 412，邊碼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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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文對於部分學說見解之質疑 

學者有認「拒絕交易行為又稱『杯葛』」515；在此見解下，似將「拒

絕交易行為」與「杯葛」同視。 

惟本文並不贊同此一看法。本文理由如下： 

(1) 此類看法，可能是美國法上「共同拒絕交易」之用語之影響。然而，

美國法上「共同拒絕交易」之內涵，多數情形實類似我國公平法第

七條、第十四條所規範之水平聯合行為； 
(2) 再者，如前所述，只存在雙方當事人之拒絕交易行為，我國學界多

置於第十九條第二款之無正當理由而為差別待遇予以討論。在杯葛

行為已界定為須三方當事人之存在，且對應規範為第十九條第一款

之情形下，「拒絕交易行為」之概念，實不應逕與「杯葛」同視。。 

伍、杯葛行為與獨家交易 

一、獨家交易之意義 

獨家交易（Exclusive dealing；Ausschlieslichkeitsbindung），在經濟法

上的定義有廣義及狹義之分516： 

(一)廣義之獨家交易契約 

廣義的獨家交易契約，係指排他性契約的各類型之總稱；包括狹義之

獨家交易、搭售、使用限制、販賣限制（地域限制）等各類型517。 

(二)狹義之獨家交易契約 

狹義的獨家交易契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向第三人取得或對第三人讓

                                              

515 汪渡村，前揭註 9，頁 130。 

516 楊永明，前揭註 370，頁 24-25。 
517 另可參照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本法第十九條第六款所稱限制，指搭售、

獨家交易、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動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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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產品或營業上給付受到限制之契約518，亦即市場交易的一方，以限

制交易自由為代價，同意有條件的交易行為；而極限發展時，限制條件可

能同時存在於買賣雙方，使各自的交易對象被侷限於對方一家事業519。 

一般常見之情形為，供應商以獨家交易契約限制經銷商（批發商或零

售商），僅能向其購買產品，並應專門經銷其產品而不能兼售其競爭者之

產品。例如，經銷商向製造商或煉油廠購買汽車或汽油時，必須承諾僅致

力於銷售出賣人廠牌之汽車或汽油，而不得兼售其他競爭者廠牌之汽車或

汽油。又如，製造某飲料之廠商貨款給一餐館時，同時約定該餐館在一定

時期內僅能提供該產品之飲料給餐館顧客，亦即在約定之時期內，該餐館

不能購買其他廠牌之飲料，亦不能對其顧客提供他種廠牌之飲料；即該餐

館向第三人取得或對第三人提供其他產品之自由受到限制520。 

二、杯葛行為與獨家交易之區別 

獨家交易契約於某程度上與杯葛雖同為一種不正當之競爭手段，並且

有限制競爭之情形，但兩者仍有所不同521： 

(一)就當事人數目而言 

獨家交易契約之當事人為兩面性，多為製造商與經銷商之約定；杯葛

行為之當事人則為三面性，即杯葛發話人、受話人以及受杯葛人。 

(二)就營業限制效果範圍及是否針對特定事業而言 

獨家交易契約所為營業限制效果，並不以特定之事業為對象；但於杯

葛之情形，受杯葛人須為個別確定，否則不符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要

件，也因此營業限制效果範圍只及於此特定事業。 

(三)就手段之運用方法及行為性質而言 

                                              

518 廖義男，「從法律上看反托拉斯之對策」，中國論壇，206 期，1984 年 4 月，頁 16。 
519 莊春發，前揭註 370，頁 1-2。 
520 楊永明，前揭註 370，頁 25。 
521 莊春發，前揭註 370，頁 9；陳祐治，前揭註 145，頁 175；楊永明，前揭註 370，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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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交易係以排他性的供需契約來實施；而杯葛則是以促使他事業對

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易之事實行為方式來達其目的。 

第七節  競合之問題 

杯葛行為，依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係指事業以損害特

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易之行

為。但同一杯葛行為，可能亦同時符合其他公平交易法所規範之行為類型

，而產生競合，此時應如何處理之？本文區分以下情形予以討論。 

壹、杯葛行為與獨占之競合 

如杯葛發起人為獨占事業，利用其獨占地位促使他事業對特定事業斷

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易，此時，該獨占事業之行為除符合杯葛行為之要

件外，並構成公平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以不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

接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522。然而，此時應如何處理此一情形？ 

一、學說見解 

學說上有謂，就杯葛行為同時構成其他公平交易法所禁止行為時，應

先適用其他公平交易法所禁止行為之規定。因公平交易法其他禁止規定，

對杯葛行為而言，應係特別規定，故應優先適用；是以，應先適用獨占之

規定523。 

持類似看法者，認為若杯葛行為乃由個別事業為之，且此個別事業不

屬獨占事業時，則當然可依第三十六條處理之；若此個別事業屬獨占事業

時，則依第三十五條處理。異言之，基於整個公平交易法的周延性考量，

                                              

522 王銘勇，前揭註 109，頁 91。亦即，依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獨占事業不得「以不公

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其規定內容，與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之情形類似，

但並不完全相同。因為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在適用上只須存在雙方主體（但不排除利用

第三人），且其不法行為主體限定為獨占事業。但其用以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之手段，

則可以是杯葛或其他具有阻礙作用之行為。請參見，黃茂榮，前揭註 19，頁 312。當然，若獨占

事業此時乃「拒絕自己與他事業之交易，以阻礙他事業之參與競爭」，此一行為態樣並不屬第十

九條第一款所規範之杯葛。 
523 王銘勇，前揭註 109，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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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第一款應與第十條形成互補關係；在優先適用上，應先考量獨占

之適用，亦即不屬第十條所規範者，始考慮第十九條第一款之適用524。 

二、本文看法 

依上述之學說見解，認為有關獨占之規定，對杯葛行為而言，應係特

別規定，故應優先適用獨占之規定。在此看法下，其似採「法規競合說」。 

本文以為，就法律之適用而言，必須兩種規定對於同一事件，基於相

同之「立法目的」、「構成要件」而為規定者，方成為「法律競合」而有優

先適用之問題525。因此，有必要就此等考量、規定進行判斷，以決定究應

如何適用。 

(一)分析 

１．就「立法目的」而言 

第十條之立法理由中言明，衡諸我國經濟發展之現況與特色，似不宜

對具有大型化經濟規模之產業抱徹底否定之態度，故參考韓國、西德等國

立法例，採較進步之防弊主義立法，即僅就獨占之事業以不公平之方法濫

用其獨占地位之行為，方予禁止。而同條第一項第一款則屬明定之獨占事

業應禁止之行為，亦即禁止以「不公平之方法」，對他事業之活動採取破

壞行為，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526。 

而第十九條第一款之立法理由，則為「事業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

促使他事業或事業團體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易之杯葛行

為，將阻礙該特定事業之營業活動，應予禁止。」527可知公平法第十九條

第一款之所以對杯葛行為加以規範，主要乃在防止特定受杯葛事業之營業

活動受到阻礙，使其競爭利益免受侵害。 

                                              

524 湯明輝，前揭註 18，頁 119。 
525 李欽賢，「票據行為之越權代理或代理權之限制」，台灣本土法學，60 期，2004 年 7 月，頁

152。關於競合理論之詳細探討，請參見王澤鑑，『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第一冊），自版， 1996

年，頁 401 以下。 
526 立法院公報，79 卷 96 期，1990 年 12 月，頁 79-80；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公平交易法

立法目的與條文說明』，1998 年，頁 10-11。 
527 立法院公報，同前註，頁 87；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同前註，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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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就「構成要件」而言 

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構成要件，乃： 

(1) 行為人為獨占事業； 
(2) 行為人以不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 

而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構成要件，依通說則為 

(1) 須有三方當事人； 
(2) 杯葛發起人、杯葛受話人、受杯葛人，皆須為公平法所規定之事業； 
(3) 杯葛發起人須促使杯葛受話人對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

易行為； 
(4) 杯葛發起人之促使，須足以影響杯葛受話人之決定； 
(5) 須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6) 杯葛發起人須有損害特定事業之主觀目的。 

(二)小結 

若自「避免他事業之營業活動受到阻礙」觀之，應認公平法第十條第

一項第一款與第十九條第一款，就此部分之立法目的相同。 

然而，若欲成立法律競合之特別關係，必須一個構成要件在概念上必

然包括著另一個構成要件之所有構成要件要素；行為人只要實現此一具有

特別關係之構成要件，亦必然會實現其他之一般構成要件528。 

於上述分析中，吾人得知兩規範之構成要件顯有不同。亦即在實際操

作上，系爭行為符合其中一規範時，並非當然亦同時符合另一規範。故，

應認此二規定並不成立特別關係。而在不成立特別關係的結論下，自無何

者優先適用之問題，亦即發起人同時為獨占事業時，此時對於行為人之杯

葛行為，應同時論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責任。 

貳、杯葛行為與聯合行為之競合？ 

有競爭關係之事業聯合成為杯葛發起人，而促使他事業為杯葛行為時

，此時應如何處理此一情形？ 
                                              

528 林山田，前揭註 352，頁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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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說見解 

學說上有謂，就杯葛行為同時構成其他公平交易法所禁止行為時，應

先適用其他公平交易法所禁止行為之規定。因公平交易法其他禁止規定，

對杯葛行為而言，應係特別規定，故應優先適用；是以，應先適用聯合行

為之規定529。 

論者亦有以為，就我國公平法而言，若此項杯葛行為係屬聯合杯葛，

則行為者只要包含二以上具有競爭關係者，即屬第十四條「應申請許可」

以外之聯合行為，此即水平聯合與複合行為，違反者應依第三十五條處罰

。異言之，基於整個公平交易法的周延性考量，第十九條第一款應與第十

四條形成互補關係；在優先適用上，應先考量水平聯合、複合聯合之適用

，亦即不屬第十四條所規範者，始考慮第十九條第一款之適用530。 

二、本文看法 

本文以為，「聯合行為」乃存在合意之契約關係，「杯葛行為」則為事

實行為，故理論上不至於有「一行為」同時構成聯合行為及杯葛行為之競

合問題。 

而如「有競爭關係之事業，聯合成為杯葛發起人而促使他事業為杯葛

行為」此一問題，本文認為應分別以觀。亦即： 

(1) 就「聯合」此一部分，構成聯合行為； 
(2) 就「促使」此一部分，則構成杯葛行為。 

然若仔細觀察，本文拙見以為，於此一問題類型中，實存在「兩行為」；

亦即發起人彼此間之聯合行為在先，復再為其後之促使行為。故此時應分

別論處其行為責任，而無所謂競合之問題。 

 

 

 
                                              

529 王銘勇，前揭註 109，頁 91。 
530 湯明輝，前揭註 18，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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