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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實務重要案例之分析及檢討 

第一節  典型杯葛行為案件 

壹、金石堂杯葛古今集成案531 

一、案例事實 

受杯葛人古今集成公司向公平會檢舉，被檢舉人金石堂公司仗其二十

四家門市之強勢，於八十一年聖誕節前夕脅迫卡片供應商不得供貨給該公

司，否則將全面抵制拒售該供應商之商品。又古今集成為支持所檢舉之事

實，隨檢舉函檢附證物予公平會（乃古今集成與卡片供應商間之對話錄音

帶，內容涉及金石堂要求卡片供應商不得供貨給古今集成）。 

嗣後公平會函請關係人聖誕卡供應商及當事人到會陳述意見。關係人

否認金石堂曾要求其斷絕耶卡供應之情事，僅言金石堂曾作過「市場區隔

之要求」；而金石堂則主張上述市場區隔僅止於建議性質，並無拘束力。 

二、實務見解之介紹及分析 

(一)構成要件之判斷及涵攝理由 

１．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操作基準或判斷方法 

公平會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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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判斷是否構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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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妨礙公平競

爭之虞」之標準。 
                                              

531 （82）公處字第 046 號處分書。猶記得當年上吳秀明老師所教授的經濟法課程時，老師就杯

葛行為所為之實務解說，即為此案。當年青澀的大二小子，在執筆此時，卻已離而立不遠。時光

飛逝，在論文前看著當年的筆記，心中，一種青黃交替的落差，讓自己像失線的風箏，飄盪在不

知失去什麼的幽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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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就「發話人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受杯葛人斷絕

交易之行為事實」此點 

公平會乃就錄音帶中，聖誕卡供應商坦承受有金石堂之壓力而抵制古

今集成，並且供應商職員要求保密以免遭金石堂報復之資料，予以肯認。 

３．如何實際認定「妨礙公平競爭」 

公平會認為「與本案有關之聖誕卡供應商多為暢銷聖誕卡供應商，於

是項市場具有高知名度與高銷售度。因此，上開供應商迫於金石堂之壓力

與市場地位而斷絕古今集成聖誕卡之供應，古今集成於聖誕卡之銷售競爭

上，勢必居於劣勢，自屬顯有妨礙公平競爭。」 

(二)特殊之處 

１．肯認「杯葛人應具市場地位」 

在「杯葛人應否具市場地位」此點，公平會肯定之。其認為，「又金

石堂於全省已擁有二十四家門市，銷售貨品除聖誕卡外，於圖書、禮品、

卡片、紙製品等文化事業用品之銷售亦占有重要之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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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透過金石堂門市銷售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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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對金石堂行銷通路倚賴之程度與金石堂於聖誕卡、禮品等市場之重要影

響力。」 

２．駁回「商品（市場）區隔」之抗辯 

而金石堂代表到會陳述意見時，否認曾脅迫聖誕卡供應商為杯葛行

為，並辯稱雖曾要求供應商作市場區隔，但僅止於建議性質並無拘束力。 

但公平會認為，金石堂新竹分公司與古今集成之營業地點相距不及一

百公尺，審諸商品（市場）區隔之理念，卡片供應商似無理由接受金石堂

之要求對同一地區之消費者作「商品（市場）區隔」；由此益可驗證聖誕

卡供應商於聖誕節前夕突然收回全部耶卡，係受金石堂要求杯葛古今集成

之壓力所致。故所謂「商品（市場）區隔」實為事後串供推責之藉口，自

屬不可採。同時，公平會也依此肯認金石堂此類促使耶卡供應商之杯葛行

為，其手段由商業倫理及公序良俗觀之已顯失公平，與公平交易法之精神

有所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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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論 

公平會認定金石堂違反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而金石堂雖已停止其對

古今集成之杯葛行為，但其有違法性之行為，仍須予以糾正並警告其不得

再有類似行為，故仍命被處分人金石堂自即日起，不得再利用其現有市場

優勢地位對他事業為杯葛行為。 

(四)後續發展 

金石堂嗣後對此一處分提起訴願，但遭公平會予以駁回532。其中較重

要的爭執點如下： 

１．「商品（市場）區隔」之抗辯 

金石堂訴願時訴稱其賣場空間有限，強調公司一貫之特色化經營理

念，故採取商品區隔之方式要求卡片供應商配合，完全不具有損害特定事

業為目的之故意。 

而公平會則認，訴願人對卡片供應商所為之要求如確實是商品區隔，

則卡片供應商應是考量訴願人與檢舉人之消費地點、消費群之年齡、性

質、教育程度以及經營路線等特性分別對該二家公司推銷鋪貨，而非停止

對檢舉人之出貨；故訴願人所稱商品區隔顯不足採。 

２．發話是否須對受話人發生拘束力 

金石堂又辯稱其所為商品區隔之要求，僅止於建議性質，並無拘束卡

片供應商之強制力。 

公平會為此，對於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文義作出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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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如何適用，公平會首先論斷訴願人對卡片供應商具重要影響力

（考量金石堂之門市數量等因素）；次者，部分卡片供應商因未遵從訴願

                                              

532 （82）公訴決定第 034 號訴願決定書。 



競爭法上杯葛行為之研究 

 170

人所謂商品區隔之建議，即遭訴願人將該供應商之聖誕卡移至較冷僻之賣

場。故本案因訴願人所為之建議行為已致使卡片供應商採行，而發生效

果，訴願人此項主張亦不可採。 

三、評析 

(一) 杯葛發話人應否具市場地位？ 

學者指出，於金石堂案中，公平會乃採行依賴性理論，作為判斷事業

是否構成杯葛行為依據之案例。其立論根據，乃因公平會有以下之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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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結論上，於本案中公平會肯認「杯

葛人具有市場地位」。 

本文以為，在採以合理原則判斷杯葛行為之見解下，「發話人之市場

力量」僅為進行綜合判斷時之一考量因素，亦即其並非杯葛行為成立之必

然要件。公平會進行發話人之市場地位調查應屬妥當，但執法時應注意此

並非絕對要素。 

 (二) 當然違法／合理原則之適用？ 

於本案中，公平會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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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１．學說評析 

針對此段文字，論者有認，在認定方法之優先秩序上，似應從主觀目

的之構成要件著手，才能釐清是否應該適用當然違法原則。否則如果直接

進入分析杯葛行為手段之正當性與公平性，再回頭推斷動機，則或有本末

倒置之嫌，並且當然違法原則之訴訟經濟利益亦無能在本款適用上擷取，

                                              

533 汪渡村，前揭註 9，頁 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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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容易落入與合理原則混淆之反覆無常態度中534。 

２．本文看法 

在本文之理解中，公平會此段解釋，實乃說明其對系爭行為分就「競

爭手段」、「競爭結果」進行判斷。然而，此種作法，本文基本上並不贊同。

蓋，兩種狀態都判斷的結果，等於是公平會同時適用「當法違法」與「合

理原則」對杯葛行為進行檢驗。但從法制觀之，此二種原則適用上係屬擇

一關係；公平會之適用方法，似與他國執法標準不同。 

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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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一、案例事實 

案起緣由，乃基於南投縣液化氣體燃料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南投

縣液化氣同業公會）發函於該縣三家煤氣分裝場；其發函內容乃「為保持

業界市場安定，請貴場切勿任意接受新分銷商之委任分裝、運輸等業務」。

檢舉人因而向公平會反映，認其將使新分銷商無法進入市場，有違公平交

易法之規定。 

公平會嗣後調查發現，八十三年間南投縣液化氣同業公會召開第十屆

理監事聯席會，公會常務理事（甲瓦斯行負責人 X）於會中提出臨時動議：

「為保持業界市場安定，請本縣分裝場切勿任意接受新分銷商之委任分

裝、運輸等業務」，獲得決議，亦即「專案再函三家分裝場產生共識」。 

依會議決議，公會遂於八十三年五月間發函南投縣內三家分裝場並副

知各會員，切勿任意接受新分銷商委託分裝、運輸等業務。 

二、實務見解之介紹及分析 

(一) 構成要件之判斷及涵攝理由 

                                              

534 林廷機，前揭註 174，頁 104。 
535 （84）公處字第 013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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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操作基準或判斷方法 

公平會再次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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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判斷是否構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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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妨礙公

平競爭之虞」之標準。此部分之說理與上一處分之說明相同，並無相異之

處536。 

２．就「對『特定事業』予以損害」此點 

公平會認為，公會對分裝場之發函內容中，雖未言明係針對何一新分

銷商，但檢舉人及其他新分銷商為「潛在競爭者或可得特定事業」，均可

能因公會之發函行為而無法參進市場，因而失去任何交易之機會。結論

上，應認公平會由以上之推論，肯定此一要件。 

３．就「是否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此點 

在判斷是否構成杯葛行為之過程中，該同業公會與分裝場負責人曾提

出該函並不具約束力之抗辯，但公平會並不採納。公平會所持之理由為，

桶裝瓦斯體積笨重不利長途運輸，故有其特定地理市場之特性。而南投縣

境內僅三家分裝場，分銷商均就近委託分裝。若分裝場不當拒絕新分銷商

之委託，將使新分銷商經營成本提高，不利市場公平競爭。 

(二) 特殊之處 

１．「潛在競爭者」之概念 

本案有一爭點，亦即本案檢舉人是否可合致為公平法上受杯葛人之

「事業」？ 

公平會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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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定其為公平法上「事業」之身分。因此，本案檢舉人雖尚在申請營業執

照階段，但因其成為新分銷商之意願明顯，故為一潛在之競爭者，而應為

公平法所稱之「事業」。 
                                              

536 觀察公平會於歷來所為有關杯葛行為之處分書中，幾乎理由項下皆以此段說理為始。因此本

文後述之案例分析，不再重複就此一說明予以討論、整理，請讀者注意。 



第六章 實務重要案例之分析及檢討 

 173

２．討論「受話人與受杯葛人間之關係」 

公平會曾就分裝場（受話人）、分銷商（受杯葛人）間之關係予以分

析。其認為，於液化氣供銷體系中，運作上乃分銷商委託運輸商提氣後，

運至分裝場，於分裝成各單位桶裝液化氣後，再運回分銷商處，以便銷售

一般用戶。故其推論出，「分裝場、分銷商雖均為公會會員，但非屬競爭

關係之事業」。 

３．否定須以「受話人因而為拒絕交易行為」為必要 

從公平會「被處分人『以發函方式促使』煤氣分裝場，……，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之論述，並以此作為主文及結論，以及

處分書中並未實質討論分裝場是否有實際拒絕分裝之情事等數點觀察，似

代表公平會就是否構成杯葛行為之判斷，乃著重於「杯葛發起人之發話（促

使）行為」，而實際上受話人是否因而為拒絕交易行為，並非考量之必要。 

(三)結論 

南投縣液化氣同業公會，以發函方式促使分裝場斷絕新分銷商取得交

易機會之行為，足以妨礙公平競爭，違反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公平會

並命其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立即停止前述行為。 

三、評析 

(一) 本案是否存在聯合行為及杯葛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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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案中同業公會既已決議約束其會員事業之活動，故本案應有聯合

行為存在537。 

次者，本案同業公會（發話人）嗣後發函促使分裝場（受話人）斷絕

新分銷商（受杯葛人）取得交易機會，亦合致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而

成立杯葛行為538。故結論上，應認本案行為人先後存有聯合行為及杯葛行

                                              

537 此為一行為。 
538 此為另一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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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二) 討論受話人與受杯葛人間之關係有無必要？ 

如前所述，公平會於處分書中曾論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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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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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特定事業」用語之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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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而於本案中，公平會雖點出、肯定檢

舉人為「事業」，但卻未說明是否為「特定事業」；公平會是否也意識到條

文之缺陷，而有意識的避免討論此一要件？ 

(四)應否以實際進行杯葛行為為必要 

廖義男教授以為，在公平會所處理有關杯葛之案例中，實際上都有杯

葛行為，只有南投縣液化氣體商業公會一案是例外，該公會僅處於醞釀階

段，尚未達實際行為階段540。 

但本文拙見以為，該公會實已為「促使」行為（即發函予會員），而

已進入行為階段；至於受話人是否已實際進行杯葛行為，則屬另一判斷。 

參、三省堂書坊及文心書局杯葛案541 

一、案例事實 

                                              

539 此部分之詳細討論請見第五章。 
540 廖義男，前揭註 312，頁 34-35。 
541 （84）公處字第 034 號處分書；（84）公處字第 035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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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省堂書坊製作載明「若於八十三年五月二十七日前未簽署之業者，

請貴出版社（指三省堂書坊等競爭者之上游事業），曉以大義，並施予暫

停供貨制裁」之文件，與文心書局於八十三年五月間邀集桃園地區其他包

含檢舉人在內之中小學參考書籍經銷業者予以確認。雖無事證顯示該文件

內容已獲與會業者之贊同，但三省堂書坊與文心書局之代表人分別開立新

台幣二十萬元本票交與對方保管，以為執行該文件所載行為之相互約定。 

嗣後三省堂書坊與文心書局以電話聯絡方式，促使國中、小學參考書

籍、測驗卷出版業者南一、翰林等，對本案檢舉人實施暫停供貨之行為。 

二、實務見解之介紹及分析 

(一) 構成要件之判斷及涵攝理由 

１．就「行為主體之判斷」此點 

公平會認為，雖無事證顯示三省堂書坊所為之文件內容已經與會業者

認同，但依三省堂書坊與文心書局各別開立新台幣二十萬元本票相互收

執，以為保證約束執行上該文件內容之情事，以及三省堂書坊與文心書局

另以電話聯絡上游出版業者對檢舉人施以停止供貨制裁等情事觀之，本案

中，三省堂書坊與文心書局為共同行為人。 

２．就「發話人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斷絕供給之行為

事實」此點 

雖各出版社業者否認對本案檢舉人施以停止供給之行為，但據檢舉人

所提之交易對帳單及本案所涉之出版業者交易記錄顯示，自八十三年六月

起，翰林出版及南一書局等即陸續停止供貨於檢舉人。三省堂書坊與文心

書局以損害本案檢舉人之營業為目的，促使上游出版業者斷絕對檢舉人供

給之行為，已造成本案檢舉人無法參與該市場公平競爭，足堪認定。 

３．就「是否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此點 

三省堂書坊與文心書局以損害檢舉人之營業為目的，促使上游之出版

社斷絕對檢舉人之行為，業已妨礙公平競爭之精神，除損及檢舉人之營

業，並顯已妨礙該市場之公平競爭。 

(二) 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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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省堂書坊及文心書局違反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自處分書送達之

次日起，應立即停止促使他事業對特定事業斷絕供給之行為。 

三、評析 

(一) 杯葛行為與聯合行為之競合？ 

本案中，公平會已肯定三省堂書坊與文心書局為共同行為人。若自兩

者間處於水平之競爭關係觀之，其彼此間既已合意存在相互約束事業活動

之行為，依當時公平法第七條（同現行第七條第一項），兩者應構成聯合

行為。公平會未論究此部分，本文以為似屬違誤。 

結論上，本文贊同公平會就「被處分人促使上游出版社為拒絕交易行

為」此部分評價為杯葛行為。然，此時是否產生聯合行為與杯葛行為競合

之狀態？本文以為尚無涉二者之競合，蓋此乃有先後兩行為存在，自應分

別評價。 

(二) 是否應判斷「對受杯葛人造成損害結果」？ 

公平會於處分書中指出，「本案所涉南一、翰林等業者為國內出版國

中、小學參考書籍、測驗卷較具規模者，亦為檢舉人與三省堂書坊等賴以

取得商品銷售之供給者，檢舉人遭斷絕供給，自顯對其營業造成損害。」 

本文認為在採合理原則判斷杯葛之違法性下，「對受杯葛人造成損害

結果」是一考量之要素，但並非必然之要件。 

(三) 確認規範杯葛行為之目的兼及「保護受杯葛人」及「保護市

場競爭機制」？ 

在本案中，公平會指出，「三省堂書坊與文心書局以損害檢舉人之營

業為目的，促使上游之出版社斷絕對檢舉人之行為，業已妨礙公平競爭之

精神，除『損及檢舉人之營業』，並『顯已妨礙該市場之公平競爭』」。 

規範杯葛行為目的之一，在於防止受杯葛事業之營業活動受到阻礙，

通說並無爭論。但公平會所言之「顯已妨礙該市場之公平競爭」，吾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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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逕認為，公平會已明指規範杯葛行為目的，亦及於保護市場競爭機

制？ 

本文以為，自文義觀之，似尚未能認公平會已肯定此一看法；蓋「競

爭之公平與否」與「競爭機制是否受損」，判斷上係屬二事。就本文之理

解而言，從此階段之處分觀之，公平會似仍嚴守「杯葛行為乃規範於『不

公平競爭』章節」之體系解釋。 

(四) 有無必要討論或肯認「發話人與受杯葛人處於競爭關係」？ 

公平會在本案中，曾論述「……桃園地區以書局營業者雖為數不少，

但以銷售國中、小學參考書籍、測驗卷為主之書局或專事經銷上述書籍之

業者，僅三省堂書坊及其所邀集聚會等八家業者，渠等為該特定市場存有

競爭關係之事業」。 

但觀察其處分書之全文，本文以為公平會並未說明此一論證之作用為

何、於杯葛行為之構成判斷上有何意義。此外，如本文於第五章所討論者，

本文認為並無必要判斷此一關係。 

肆、台北市建築師公會杯葛不友善技師案542 

一、案例事實 

台北市結構技師公會（以下簡稱結構技師公會）會員洪呈和等七人，

認台北市建築師公會（以下簡稱建築師公會）、理事長之行為涉有違反公

平交易法之嫌，乃於八十三年十月間向公平會提出檢舉。檢舉緣由乃因建

築師公會於同年七月間發函，請其所屬會員勿複委託對該會不友善技師；

而該函內容則為「自八十二年二月四日實施結構專案簽證以來，本會會員

即面臨困擾及結構設計酬金節節升高等情事，……煩請本會員共體時

艱……謹檢具對本會不友善技師名冊（計七人），請勿複委託該等技師為

禱」。 

二、實務見解之介紹及分析 

                                              

542 （84）公處字第 040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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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構成要件之判斷及涵攝理由 

１．就「行為主體之判斷」此點 

公平會首先對「事業」之要件予以涵攝。其認，建築師、結構技師均

為獨立執行業務者，屬公平法第二條第四款「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

易之人或團體」所稱之事業。另由建築師、結構技師組成之公會，則屬同

條第三款「同業公會」所稱之事業；故上開事業之行為應受公平法之規範，

並無疑問。 

２．就「是否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此點 

公平會認，依建築法之規定，建築師應就其受託辦理建築物之結構工

程部分複委託結構技師辦理；故建築師自得選擇適任之結構技師辦理，結

構技師則憑其專業服務爭取業務機會。換言之，雙方交易合作應本市場機

能自由運作之原則。有關本案被處分人建築師公會與結構技師公會間爭議

多時之「酬金標準」及「統一代收酬金」制度之合理性與否，理應由兩造

循合法管道解決543；但被處分人卻以洪呈和等七名結構技師主導結構技師

公會致影響建築師之權益為由，發函要求所屬會員勿複委託前開技師，以

減損洪呈和等人在結構技師市場上之競爭能力，其杯葛行為顯有妨礙市場

公平競爭之虞。 

(二) 結論 

被處分人台北市建築師公會違反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自處分書送達

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其杯葛行為，並於一個月內撤銷事實中所示之函，並

通知所屬會員。 

                                              

543 本案事涉台北市建築師公會與結構技師公會兩造間就後者訂定酬金標準及「統一代收業務酬

金」制度合理性之爭。有關酬金標準乙節，經查技師法第三十二條明定技師公會應於章程內訂定

酬金標準及其最高、最低之限制。另「統一代收業務酬金」部分，據瞭解高雄市、台北市及臺灣

省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等均訂有「代收業務酬金及繳納業務費辦法」，並分別經經濟部工

業局、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台北市政府及臺灣省政府核備後施行。但因公平交易法實施之故，公

平會已於八十三年六月廿二日第一四一次委員會議決議，要求該等技師公會應比照公平會前對

「建築師公會統一代收業務酬金案」之決議辦理，於六個月內配合公平交易法精神依法調整代收

業務酬金制度；公平會並於八十三年七月四日函請經濟部、內政部及省市政府配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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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析 

(一) 本案應評價為聯合行為，抑或杯葛行為？  

１．公平會之見解 

本案之判斷結果上，公平會認為台北市建築師公會違反第十九條第一

款，構成杯葛行為。 

２．學者見解 

對於公平會之結論，學者有持不同看法。 

廖義男教授以為，依公平法第七條第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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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決定其會員不要與某事業交易，

應屬「交易對象」之限制，爰屬聯合行為。如果應用第十四條而卻用第十

九條處理，則是否有圖利他人、放水之嫌544？ 

３．本文看法 

於本案中，台北市建築師公會曾指出，「……故建築師公會『理事長』

鑑於會員對結構技師之不合理收費現象之反映，乃發函告知所屬會員，洪

呈和等七名乃對公會不友善結構技師，以示抗議。『該函件並未經公會理

監事會議協商』，僅屬『理事長』自身轉知會員週知而已，既未強制全體

會員遵守，亦未擬對不遵守之會員做任何處分。……」 

本文以為，就此段抗辯觀之，若真如該公會所為之抗辯，行為主體為

理事長個人，則在符合其他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要件下，本文認為本案實應

為定性為理事長個人所發起之杯葛行為。 

 (二) 杯葛發話人、受話人及受杯葛人是否應處於競爭關係？ 

假設本案得評價為杯葛，則公平會明顯採否定見解。 

                                              

544 廖義男，前揭註 312，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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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採用合理原則 

於本案中，台北市建築師公會曾提出辯駁，指有部分建築師仍繼續委

託前開所稱不友善之結構技師，故對結構技師之市場功能應尚無影響。 

但公平會認為，根據其調查，自被處分人發出系爭函件後，洪呈和等

七結構技師交易值產生劇減。被處分人雖辯稱系爭函件對所屬會員並無約

束力，部分建築師仍繼續委託函中所列不友善之結構技師，故似對市場功

能未生影響云云。然經查被處分人之代表人謝照明君以公會名義發函通知

所屬會員透過公會力量杯葛洪呈和等七人，已使其業務及執業所得受到嚴

重影響。職是，被處分人所謂不影響市場功能之詞，應不足為信。 

由以上之公平會對於「市場功能是否受有影響」之說明，應可確認公

平會乃運用合理原則來論斷杯葛之違法性，而非僅著眼於杯葛行為之手段

非難性而適用當然違法。 

(四) 本案無須考量建築師之杯葛緣由？ 

公平會指出，「按人民團體法之規定，人民團體應置理事、監事，均

為無給職。洪呈和等七名結構技師分別擔任結構技師公會理、監事，原即

負有推動公會業務運作之義務，與其經營或就業之結構技師事務所之營利

性質自屬不同。因此，被處分人以洪呈和等七人挾結構技師公會理監事之

身分，強力推動會員技師向建築師索取高額酬金，故認為彼等為對建築師

公會不友善技師之辯解，應不足採。」 

但本文以為，在結構技師公會及其會員採聯合行為之狀況下545，建築

師其實是受害的一群。在公平會並未事前處理結構技師公會及其會員之聯

合行為前，建築師公會的自力救濟－免於被統一計費，是否有其必要？且

建築師此舉，是否反而促進結構技師間之競爭？如著眼於此等正當事由，

則在本案被定性為杯葛行為的前提下，本文認為得以阻卻其違法性。 

                                              

545 因為依台北市結構技師公會代收業務酬金及繳納業務費辦法規定，凡建築工程結構設計酬金

均由公會代收後轉付予受託結構技師。且結構技師如違反該公會「結構技師酬金標準」及「統一

代收酬金」之規定，即認定為違紀而予以懲戒處分。在此約束下，結構技師勢必嚴格遵守所謂「酬

金標準」，形成聯合行為而減少同業間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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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華音響發展協會抵制新華音響刊登廣告案546 

一、案例事實 

中華音響發展協會因會員反映新華音響在音響雜誌上刊登一些尖銳

性廣告 (標示價格較低)，故於八十三年十月間召開理監事臨時會議，決

議「協會應與各專業雜誌作適度溝通，勸阻其刊登對代理商顯然有傷害性

之產品廣告 (如新華音響公司所登之不當廣告即是一例) 」，並於同年十

二月六日針對新華音響公司發函給台灣音響雜誌聯誼會，函中提及「多家

音響雜誌常刊登水貨廣告，且標有零售比較價格，此舉明顯表示公然與同

廠牌之代理商作尖銳化之惡性競爭……。本會鑒於會員權益及市場正常發

展，不得不商請貴會合作，鼎力協助勸說所屬雜誌社會員，慎重考慮刊登

上述廣告……」。新華音響嗣後向公平會檢舉遭中華音響發展協會抵制其

刊登廣告。 

二、實務見解之介紹及分析 

(一) 構成要件之判斷及涵攝理由 

公平會就競爭手段及其結果，分陳如次： 

１．就「競爭手段」而言 

真品平行輸入（水貨銷售）只要不故意造成消費大眾誤認其商品來

源，及對於商品之內容、來源、進口廠商名稱及地址等事項以積極行為使

消費者誤認係代理商所進口銷售之產品，即不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一及二十

四條之規定547。 

今被處分人中華音響發展協會發函給台灣音響雜誌聯誼會，請該會鼎

力協助勸說所屬雜誌社會員，慎重考慮刊登其廣告。雖文義僅是勸說性

                                              

546 （84）公處字第 74 號處分書。 
547 有關公平會對真品平行輸入及其廣告之評價及處理方式，請參閱陳櫻琴，「真品平行輸入之

廣告－評行政法院八十六年判字第二七四五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58 期，2000 年 3 月，

頁 166-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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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但因被處分人之會員在各雜誌社刊登廣告量所占比率大，各雜誌社有

所畏懼，必能給予相當程度之配合，而拒登類似新華音響水貨之廣告，因

此被處分人發函之行為，就競爭手段而言已具有不公平性。 

２．就「競爭結果」而言 

廣告為現代行銷之重要手段，消費者往往從報章雜誌中獲取相關資

訊，從而影響其購買與否之決定，尤以類似音響等較專業性之消費品，專

業性雜誌對其購買與否之決定影響更大。現被處分人函請台灣音響雜誌聯

誼會請其勸說所屬雜誌社會員，慎重考慮刊登水貨之廣告，因台灣音響雜

誌聯誼會所屬會員在音響雜誌市場普及率甚高，經其拒登，則消費者在音

響雜誌上看不見相關廣告，水貨品銷路自必受到相當程度之影響。因此，

被處分人發函給台灣音響雜誌聯誼會請其勸告所屬雜誌社會員，慎重考慮

刊登水貨之廣告，就競爭結果而言，將使自由市場競爭機能為之減損。 

(二) 結論 

中華音響發展協會針對新華音響之杯葛行為，因其手段具有不公平性

或且其結果有妨礙市場自由競爭機能之虞，違反第十九條第一款。 

三、評析 

(一) 程序說理之觀察 

在本案中，公平會非如往例，依循就杯葛行為之客觀要件、主觀要件

等而為判斷，而是逕行分就「競爭手段」及「競爭結果」予以討論。這樣

的論證，或許是公平會認為事實已臻明確，毋庸再論；但本文以為就法理

的適用、涵攝，以及對人民的權利保護之角度觀察，這樣的作法似乎容有

討論空間。 

(二)適用「合理原則」或「當然違法」？ 

本案中，公平會分就「競爭手段」、「競爭結果」予以討論，結論謂被

處分人其手段具有不公平性「或且」其結果有妨礙市場自由競爭機能之虞。 

本文以為，公平會似同時運用了「當然違法」與「合理原則」兩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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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進行分析。然而如此之判斷方法，實有悖於二法則區隔之用意；且實質

效果，等於最後還是用合理原則進行判斷。 

陸、飛寶公司被檢舉違反公平交易法案548 

一、案例事實 

飛寶公司發函予台中地區錄影帶出租業者，稱「若錄影帶出租業者購

買他家所代理之布袋戲錄影帶『金光霹靂菩薩藏』，則其將不提供該公司

所代理之布袋戲及其它錄影帶給錄影帶出租業者」；因而遭民眾向公平會

檢舉飛寶公司涉嫌違反公平法。 

二、實務見解之介紹及分析 

(一) 構成要件之判斷及涵攝理由 

在本案中，就所謂「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公平會更明確的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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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妨礙公平競爭之可能性』或達到『抽象危險性』之程度即可。」

而本案的違法判斷上，公平會可說核心全圍繞在「被處分人之行為具有不

公平性或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 

公平會於完成調查後，認為雖被處分人發函給錄影帶業者後，大部分

錄影帶出租業者稱並不會因被處分人之聲明而不購買「金光霹靂菩薩藏」

之布袋戲錄影帶，會視業務或客戶需要而定，不受聲明之影響；但被處分

人代理大霹靂公司之布袋戲在台中地區為獨家代理，其在台中地區發行量

占該區布袋戲錄影帶總發行量之約三十三％至三十六％，其在出租店布袋

戲錄影帶出租量之比例更高達八十％左右，顯見其在市場之潛在影響力。 

此外，固然有錄影帶出租業者稱，並不受被處分人聲明，影響其購買

與否，而對出租店產生實質之限制；但被處分人之市場之潛在影響力，已

如前述，其聲明對於欲進入此市場之「金光霹靂菩薩藏」布袋戲錄影帶之

代理商及欲購買他種布袋戲之錄影帶出租業者有構成限制及損害之可

                                              

548 （85）公處字第 181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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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而具有不公平性或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使錄影帶出租業者不為與其

交易之行為。 

至於被處分人到會說明時稱，目前市場上並無「金光霹靂菩薩藏」之

產品；但經公平會調查，當時市面上已有「金光霹靂菩薩藏」之產品，確

有代理商代理上述產品，故公平會認顯見被處分人辯稱「發此聲明函，係

為表明其產品正當性及防止業者受騙」等語不足採信，其用意係為阻礙新

產品加入競爭，保住其市場。 

(二) 結論 

飛寶公司違反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 

三、評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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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會曾論述「……固然有錄影帶出租業者稱，並不受被處分人聲

明，影響其購買與否……」，就此觀之，應認於本案中，公平會對於杯葛

行為之成立是否須以受話人實際上已為拒絕交易行為為必要，乃採否定見

解。 

(二) 杯葛發話人應否具市場地位？  

公平會於處分理由中曾論述，「......惟被處分人代理大霹靂公司之布袋

戲在台中地區為獨家代理，其在台中地區發行量占該區布袋戲錄影帶總發

行量之約三十三％至三十六％，其在出租店布袋戲錄影帶出租量之比例更

高達八十％左右，顯見其在市場之潛在影響力。」可見公平會認為須對發

話人之市場地位進行判斷。就此議題之討論，請見前述。 

(三)第十九條第一款「特定事業」用語之窘境 

此案之檢舉人僅為「潛在競爭者」，是否得合致於第十九條第一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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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事業」？本文以為似值商榷。就此部分之討論，請見本文第五章。 

(四) 是否須討論對於受話人（錄影帶出租業者）有構成限制及損

害之可能？ 

公平會曾論及，「……固然有錄影帶出租業者稱，並不受被處分人聲

明，影響其購買與否，而對出租店產生實質之限制。但被處分人之市場之

潛在影響力，已如前述，其聲明對於……及欲購買他種布袋戲之錄影帶出

租業者有構成限制及損害之可能……」。 

由此段文字觀之，公平會似亦肯認「確保杯葛受話人選擇交易對象、

交易方式之自由」為杯葛行為禁止之規範目的，故須討論對於受話人（錄

影帶出租業者）有構成限制及損害之可能。 

柒、台灣省台中家禽運銷合作社杯葛皇室吉利堡商行

案549 

一、案例事實 

被處分人台灣省台中家禽運銷合作社，係以生產製造禽肉製品如燻雞

肉片、雞腿堡等產品，經銷販售予各批發或零售業者為業，並以「正點」

系列為商品品牌名稱，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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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人皇室吉利堡商行與被處分人僅在八十八年八月三日至同年十

二月十四日間（約四個月期間）存有交易關係，嗣後檢舉人另藉由向同業

調貨之方式，間接取得被處分人的知名商品。惟被處分人於九十一年八月

間傳真予相關下游事業，其內容為「台中家禽自八十九年一月起，即未再

供貨予皇室吉利堡，也無任何交易之往來。然皇室吉利堡卻直接銷售本公

司產品，並藉以擾亂市場。在此敬告『正點』系列產品之經銷商，請勿供

應本公司之任何產品予皇室吉利堡，一經本公司查獲屬實，將列為拒絕往

來，不再交易。」 

                                              

549 公處字第 092152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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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見解之介紹及分析 

(一)構成要件之判斷及涵攝理由 

１．就「三方主體之存在」及「促使受話人為拒絕交易行為」等客觀

要件 

由於被處分人（杯葛發起人）以檢舉人低價銷售其「正點」系列產品，

破壞其商品價值為由，以傳真函要求經銷其「正點」系列產品之下游廠商

（杯葛參與人），不得再供應該系列產品予檢舉人（受杯葛人），否則將拒

絕往來，不再交易；而其傳真函內容則為「……在此敬告『正點』系列產

品之經銷商，請勿供應本公司之任何產品予皇室吉利堡，一經本公司查獲

屬實，將列為拒絕往來，不再交易」，故公平會肯定此等要件之成立。 

２．就「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之主觀要件 

公平會認為，被處分人知其「正點」系列產品係最熱門商品，且在明

知檢舉人向其下游廠商調貨以持續促銷其「正點」系列產品時，即以傳真

方式要求下游廠商斷絕供貨予檢舉人，係屬明知其行為有損害檢舉人之營

業上利益，而仍有意使其發生，顯已構成此一主觀要件。 

３．就「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共通要件 

又前開杯葛特定事業之行為，係被處分人以署名傳真下游經銷事業為

方法，輔以「一經本公司查獲屬實，將列為拒絕往來，不再交易」之約束

及制裁手段促使下游經銷事業對檢舉人斷絕供給貨物之行為，顯屬有限制

競爭之虞。 

另衡酌被處分人產品於特定市場之地位與影響力，及關係人在營業上

之高度依賴程度，其勢難以不遵從被處分人不再或減少供貨予檢舉人之杯

葛要求，致使檢舉人營業額滑落五成左右，足見被處分人之行為，亦已減

損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 

(二) 特殊之處 

１．公平會首次明確說明杯葛行為之意義，並肯認杯葛行為之型態及

於「促使」與「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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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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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亦首次明確說明成立杯葛行為之構成要件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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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主觀要件則為杯葛發起人之杯葛行為必須係基於「以損害特定事

業為目的」，即明知其行為將構成不當之損害，仍然有意使其發生。 

而事業之競爭行為是否該當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限制競爭或妨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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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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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競爭或妨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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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明確表示杯葛行為為限制競爭行為 

本案關係人陷於依賴被處分人之地位，從而決定不再或減少對檢舉人

之供應，致令檢舉人之銷售業績下滑，已限制了檢舉人參與競爭之可能

性，此外，對交易相對人亦造成不當壓抑，有妨礙交易相對人自由決定交

易對象之情形，已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自屬「限制競爭之行為」，

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 

４．於「杯葛發起人之市場地位」此部分，公平會似再次援用學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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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法上杯葛行為之研究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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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被處分人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用傳真方式並輔以相關約束及制裁

手段，促使其下游經銷事業斷絕供貨予特定事業，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

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 

三、評析－將「促使」與「合意」同視是否妥當 

公平會指出，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所規範之事業杯葛行為，

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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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本文以為，所謂「促使」與「合意」，不論自語意觀之，或自中文

理解、生活實況而言，確有所不同。也或許是意識到第十九條第一款有「無

法涵括合意型態行為」之漏洞，故公平會試圖予以填補。但公平會之作法

不但違反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文義解釋，且第三十六條定有刑罰之情形下，

如此作法尚有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嫌。 

捌、揚聲公司杯葛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案550 

一、案例事實 

案起緣由，乃伴唱帶代理商及視聽歌唱業者向公平會檢舉：揚聲公司

恃其市場優勢地位對視聽歌唱業者進行伴唱帶之搭售及差別待遇行為，並

迫使視聽歌唱業者拒絕與特定伴唱帶代理業者交易，明顯違反公平交易

法。 

公平會表示，其中就揚聲公司以損害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為目的，促

使視聽歌唱業者不得與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交易之事證如下：美華公司說

明，透過市場其他視聽歌唱業者反映，被處分人揚聲公司對外揚言「若與

                                              

550 公處字第 092167 號處分書。本案例實同時涉及杯葛、差別待遇及第二十四條之足以影響交易

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礙於篇幅及本文核心，以下之討論著重於該案之杯葛行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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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華公司簽單曲合約者，即別想取得被處分人的授權單曲合約」，並且煽

誘業者只要簽立被處分人單一家合約即可享受優惠價格。依公平會對於二

十四家分布於各縣市之視聽歌唱業者所填列之問卷顯示，被處分人係透過

各區主管人員，以口頭促使視聽歌唱業者拒絕與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簽

約；倘未理會，被處分人即採差別待遇。問卷中亦有部分視聽歌唱業者表

示，其因被處分人之杯葛行為而一度與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斷絕交易關

係。而就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九十二年簽約名單比對，確有數家視聽歌唱

業者未與美華公司及弘音公司締約，足證被處分人所為之杯葛行為對該等

事業已產生實質之限制效果。 

二、實務見解之介紹及分析 

(一) 構成要件之判斷及涵攝理由 

關於被處分人揚聲公司以損害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為目的，促使視聽

歌唱業者不得與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交易之行為部分： 

１．公平會首先論斷「被處分人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地位」 

被處分人九十一年於伴唱帶授權市場之占有率雖僅百分之十八，但自

九十二年三、四月起，其取得好樂迪 KTV 與錢櫃 KTV 之獨家交易權後，

因好樂迪 KTV 及錢櫃 KTV 之購買伴唱帶成本約占伴唱帶授權金額之百分

之六十，因此被處分人於歌曲伴唱帶授權市場之占有率及市場地位已不可

同日而語。亦即因九十一年後之伴唱帶授權市場消長變化，被處分人之相

關行為及市場地位已足堪影響我國境內伴唱帶授權市場。 

２．就「競爭手段之公平性」此點 

本案被處分人其競爭手段為提議、慫恿或脅迫視聽歌唱業者斷絕與弘

音公司及美華公司交易，若視聽歌唱業者與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簽約，則

被處分人則採差別待遇，如授權金額漲一倍或不提供熱門新曲等。被處分

人挾視聽歌唱業者需要熱門伴唱曲與同業競爭之優勢，以提議、慫恿或脅

迫之方式，促使視聽歌唱業者為免遭受差別待遇而難以與同業競爭，而斷

絕與美華公司及弘音公司交易，其競爭手段難謂正當。 

３．就「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此點 

另被處分人與弘音公司與美華公司處於競爭關係，前揭不正當競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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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係欲使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退出伴唱帶代理市場，即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十九條第一款規定所稱「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 

４．就「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此點 

被處分人所為之「若與美華簽約，本公司即不與之簽約」、「若簽美華

則揚聲簽約金額漲一倍」等行為，已對部分視聽歌唱業者產生實質之限制

效果，即斷絕與弘音公司與美華公司之交易關係。況以被處分人於伴唱帶

授權市場之市場地位及影響力，該杯葛行為對於未能與好樂迪 KTV 及錢

櫃 KTV 交易，而僅能爭取其他交易機會之伴唱帶代理商亦已構成限制及

損害，而具有不公平性或減損市場自由競爭之虞。 

(二) 結論 

被處分人揚聲公司以損害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為目的，促使視聽歌唱

業者不得與該特定事業交易之行為，妨礙事業之公平競爭，違反公平第十

九條第一款規定；無正當理由，對視聽歌唱業者給予差別待遇之行為，妨

礙事業之公平競爭，違反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利用交易相對人資訊不對

等，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 

玖、宜蘭縣超市聯盟案551 

一、案例事實 

喜互惠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二家宜蘭縣傳統超市業者共同簽署「宜蘭縣

超市聯盟致台灣雀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簽署函」；該函末段文字指稱「經

一致決議，貴公司如果未能斷絕或停止供貨給予前述假聯社者，本聯盟將

斷然立即採取一致且同時地全部下架所有貨品、停止販售，並在三日內辦

理退貨，以示抗議」，因而遭受檢舉。 

二、實務見解之介紹及分析 

(一) 構成要件之判斷及涵攝理由 

                                              

551 （88）公處字第 148 號處分書；何之邁，前揭註 9，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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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調查後認為，被處分人等幾乎已涵蓋宜蘭縣主要超市業者，其

彼此間互有競爭關係；其以連署決議之方式，要求供貨廠商停止供貨給假

聯社之行為，核屬公平法第七條所稱之聯合行為。 

而被處分人等之市場占有率，約占宜蘭縣八十七年整體超市營業額百

分之四十一點七，其聯合行為足以影響宜蘭縣超市零售業之市場功能。 

(二)結論 

被處分人等違反公平法第十四條之規定。 

三、評析 

就公平會認為被處分人等構成聯合行為此部分，本文並無異議。然，

被處分人等共同成為杯葛發起人，促使受話人雀巢公司斷絕或停止供貨給

予他事業，此部分之行為另構成杯葛行為，自難棄之不論。因此，本文淺

見以為，結論上應一併論處行為人等之聯合行為及杯葛行為責任。 

第二節  警告函（敬告函）類型 

就實務上常見之「專利權人發函警告其競爭對手之交易相對人」之情

形552，實涉及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杯葛行為與第二十四條兩項條文間

之競合關係553。 

由於第二十四條性質上係屬概括補遺條款，故一涉嫌違反公平法之具

體事實，於公平法各條文之適用順序上，學說認應作如下安排554： 

(1) 發生可能違反公平法之涉案行為。 
(2) 該行為不構成公平法個別規定之違反。 
(3) 惟如不加以管制，任其施行，將可能造成損及商業倫理、侵害效能

                                              

552 對於此一問題，論著上有針對此為較深入之探討者，如邱瑛琦，事業就有關智慧財產權事項

寄發警告函涉及公平交易法之探討，政治大學法研所碩士論文，1998 年；黃銘傑，前揭註 16，

頁 399-432；吳秀明，前揭註 80，邊碼 107-116。故本文就此議題並不擬為全面性討論，僅就其

間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與第二十四條之適用問題予以闡述。 
553 廖義男，前揭註 312，頁 35。 
554 吳秀明，前揭註 82，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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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排除或減損市場機能或相當重地損害消費者利益等情事。 
(4) 此時表示該行為仍具有「剩餘之不法內涵」，其不法內涵未為個別

規定所評價殆盡。 
(5) 有第二十四條補充適用之餘地，惟行為仍須符合第二十四條之構成

要件。 

按專利權人為維護其權利，於有合理事證認為其權利受侵害時，固得

以發警告函方式，警告侵害人停止其侵害行為；但若專利人之發函對象並

不僅限於侵害人，而尚包括專利權人與侵害人共同爭取之交易對象時，則

該警告函實具有爭取交易，並促使其拒絕與他人交易之作用，而涉及第十

九條第一款杯葛行為違反之問題。 

如專利侵害之警告信函中，已明確指明特定競爭者涉嫌侵害其專利權

，而要求受信人勿再購買或販賣該涉嫌侵害專利之商品，然卻未附以公正

客觀之鑑定報告或未經法院判決有專利侵害，亦未敘明專利權明確內容、

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者，則該發函行為之作用，將使受信人無從判斷

有無侵害專利，未免訟累而停止交易，即不能認為屬公平法第四十五條所

稱「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而已構成第十九條第一款杯葛行為之違反；

故實無須對同一行為同一可非難之部分，再適用第二十四條予以論處555。

但，公平會處理此類案例時，多逕自援引第二十四條予以論處556，對具體

個案何以不適用第十九條第一款，往往均未加說明557。因此，學說認為公

平會在論證方法上值得檢討558。 

 

 

 

                                              

555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審理事業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警告函案件處理原則第六點；

吳秀明，同前註，頁 209。 
556 如（82）公處字第 041 號處分、（83）公處字第 054 號處分、（83）公處字第 066 號處分、

（84）公處字第 002 號處分、（85）公處字第 008 號處分、（85）公處字第 019 號處分、（85）

公處字第 047 號處分等。 
557 實則，於公平會所為之公研釋 069 號解釋中，公平會認為專利權人以競爭者侵害其專利權為

由，發函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勿與該競爭者從事交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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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構成違反第十九條第一款之杯葛行為。 
558 廖義男、王以國，前揭註 412，邊碼 25；范建得、陳丁章，前揭註 234，邊碼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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