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問題緣起與研究動機 

近年來，由於經濟發展及市場自由化與國際化的推展，伴隨著商品製

造技術的快速演進，服務理念的高速發展，資訊科技的不斷推陳出新，使

得消費者擁有更多商品或服務的資訊，以及更廣的產品選擇範圍，影響所

及，加劇了廠商之間爭取交易機會的競爭1。在這樣高度競爭環境下，廠商

為了求取利潤，永續經營，必須藉由策略的規劃發展自己的競爭優勢，所

以由行銷方式，建立或找出能讓目標消費群2，產生購買自己商品或服務的

意願，從而引發實際的交易行為，便是常見的策略。 

為了有效引發特定目標市場及消費群的購買意願，以建立或維持實際

的交易關係，依據一般的行銷學理論，廠商通常可以運用：產品或服務的

設計（product）、定價策略（price）、各種銷售促進（或是業界通稱之「促

銷」promotion）的方法及配銷通路（place）等四種外界通稱的「行銷4P」。

在前揭所謂的「各種銷售促進」的方法中，其類型主要包括，廣告、試用

（或免費）樣品、特價品（折扣）、附贈贈品、愛用者回饋（忠誠折扣）、

商品包裹銷售或搭售、折價或集點券、提供中獎機會，以及比賽或遊戲等

促銷活動，以爭取交易機會。 

廠商的促銷行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見：每個人都曾從路邊收到試用

的面紙、商品折價券及消費抵用券；甚或發現到便利商店買報紙時，可以

免費得到茶葉蛋、飲料；到速食店吃東西時，發現買炸雞附贈可樂，買大

                                                 
1  在產業經濟學中，曾對競爭提出許多不同層面的詮釋，例如品牌內的競爭（intra-brand 

competition）與品牌間的競爭（inter-brand competition）；市場競爭（market competition）與產業競

爭（industrial competition）；水平競爭（horizontal competition）與垂直競爭（vertical competition）；

國外競爭（foreign competition）與潛在競爭（potential competition）；可運作競爭（workable competition）

與競爭市場（contestable competition）；完全競爭與純粹競爭（pure competition）等競爭概念，詳參

莊春發、李顯峰「經濟理論的競爭觀在執行反托拉斯管制上的定位與應用」收錄於行政院公平交

易委員會 2003 年 5 月第十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易法論文集。 
2 因為消費者的需求常呈現異質的現象，Smith(1956)提出在消費者原本較大的異質市場中，設法

分隔出幾個較小的同質市場，即為「市場區隔（Market Segment）」。廠商可以根據不同市場的區

隔特性，選定不同的策略，以符合消費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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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薩可以附送小披薩的情形。在實際購物經驗裡，都曾聽聞口香糖「多了

兩片價格不變」、「購物滿77元，免費送磁鐵」、「喝飲料，可抽汽車」、「辦

門號、送手機」、甚至出現「信用卡集點換贈品」、「集飛行里程換機票」

等，各種令人耳熟能詳的廠商促銷活動。彙整以上的各種現象，我們得以

如是歸納︰商品或服務的促銷活動，是每個經濟單位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到

的重要消費資訊，此一促成交易的附帶誘因，構成了經濟生活的多樣性與

從事消費活動的樂趣。 

查閱經濟理論的文獻，對於廣告的研究早已多到不勝枚舉。但根據行

銷學大師 Kotler（1995）在其「行銷管理學」一書中之描述，美國在 1970

年代前，廣告對其他促銷活動的預算比例（advertising-to-sales promotion 

ratio）約為 40:60；惟自 1980 年代起，在許多消費性商品中，不包括廣告

的促銷方法則越來越顯得重要，到 1992 年時不含廣告的其他促銷活動的預

算比例已成長至 72%。在此統計時間內，非廣告的促銷預算每年平均增加

12%，而廣告費用每年卻只增加 7.6%左右。另據 Gardener and Trivedi（1998）

估計，不包括廣告的促銷費用支出在 1988 年約為 1,100 億美元，而且這種

快速成長的現象仍然持續著，非廣告的促銷愈顯重要。 

更進一步細分促銷工具的特性，倘以「是否以實際達成交易為要件」

分析其性質，已可將廣告與非廣告等促銷工具，如折價券（coupons）3，以

及贈品（business gifts）等促銷工具，加以明顯區隔。析論之，廣告是不以

實際交易發生為要件的促銷工具，乃在嘗試說服或提供資訊讓消費者購買

自己的商品或服務，而折價券及贈品等非廣告的促銷，則必須在符合特定

時間、特定條件，且於完成交易後，交易相對人才能得到其他有償的附加

優惠，所以對於廣告的研究，並非可以直接運用在折價券及贈品的分析。 

在前述非廣告促銷工具之範圍內，對於折價券的部分，美國早有專門

的公司定期發布：折價券每年發行的數量、消費者的使用習慣、平均每張

                                                 
3  Kotler(1995)認為折價券是提供持有此券的消費者再購買特定的商品或服務時，享有折價券上

所列的折扣優待，主要發行對象是針對價格敏感的消費者。折價券的發送方式有：郵寄、附隨

產品包裝內、夾在雜誌或報紙內頁，或在購買地點發送。但折價券必須在促銷期限內送達消費

者手中，才能達到刺激消費者購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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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價券兌換時可節省的金額等之研究報告4。近年來亦有許多經濟學者建構

不同的模型，研究折價券在理論層面的意義5。但相對於折價券而言，在贈

品促銷的部分，雖然多已納入各國反托拉斯法規加以規範6，惟不論在實務

面或理論面，皆尚缺乏系統化的整理，除查無各國贈品促銷的實際舉辦情

形統計，亦沒有嚴謹的經濟理論加以討論。揆其原因或許是贈品的統計不

易，學者長期漠視了贈品在消費面的普遍性及特殊性，或已咸認廣告或折

價券的理論研究，可以直接運用在贈品促銷的分析。 

但不論由前述消費者在日常交易過程，接觸到的廣泛贈品促銷資訊，

或由我國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2000 年對於「公平交易法對贈品贈獎促銷

行為之規範」的研究顯示，我國約有 94%的廠商舉辦過贈品促銷活動，廠

商舉辦贈品促銷的動機分別為：介紹新產品占 24.41%、因應對手的競爭策

略占 22.83%、提高品牌知名度占 19.69%、塑造企業形象占 18.90%，以及企

業合作經營策略占 14.17%。又如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2001 年「車用加

油站業市場結構調查報告」，在當年 4 月底有高達九成以上具規模之民營

車用加油站，用附贈面紙、飲料、雨刷等贈品，從事促銷及競爭7。凡此皆

顯見不論從消費者面臨贈品促銷所反應（調整）的消費行為、或是廠商採

行贈品促銷策略，以及贈品對社會福利的影響，已是不容忽視的研究課題。 

另一方面，根據企管學者的分類，首先，如 Davidson（1987）及 Shimp(1990)

按照贈品與折價券這兩種促銷工具所提供優惠的時機，亦即消費者可實際

得到的優惠時點，將贈品歸類為「立即性的促銷工具」，另將折價券歸類

為「延緩性的促銷工具」，此一分類在於強調贈品給予立即有償優惠的特

性，而折價券則強調其再次購買的折扣使用特性。其次，如 Capmbell 及

                                                 
4 例如NCH Marketing Services於 2003 年 04 月 09 日所發布的＂Coupon Distribution Rebounds “的研

究(http://www.nchmarketing.com/us/news/press.asp )，美國在 2002 年發行約 2,480 億張左右的折價券，

有 84%的消費者，在上一年度曾經至少使用過一種以上的折價券，所有消費者於 2002 年使用折

價券可節省的金額達 30 億美金，平均每張折價券兌換時可節省 0.8 元美金。 
5 文獻上對於折價券主要有兩種研究方式。第一種研究方法是將折價券與重複購買加以連結，第   

二種則將折價券視為廠商作為差別取價的工具。詳參本文第二章文獻回顧。 
6 詳參附錄 1.1  美日德法日韓等國對贈品促銷活動規範之概況表。 
7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2001 年車用加油站業市場結構調查報告，http://www.gov.tw/90 年 4 月加

油站統計表.doc。本報告另調查「促銷成本占購油成本比例」分別是一成以下占 54%，一至二成

占 36%，二至三成占 8%，三成以上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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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mond（1990）與 Mela，Gupta 及 Lehmann（1997），又將折價券歸類為「價

格導向的促銷工具」；而贈品則為「非價格導向的促銷工具」，此種分類則

在強調折價券使用時的價格直接折扣功能，而贈品則提醒出此一促銷工

具，對於不同消費者或有不同評量贈品價值的方式，具有誘發不同需求的

效果。此亦顯示，贈品的促銷效果並不等同於折價券的促銷方式。 

基於贈品與折價券等促銷工具之不同特性，本論文將贈品定義為「附

隨」於「有償性給付」的「無償給付」。換言之，贈品係事業以促銷為目

的，以交易之形成為要件，由事業以附隨、無償（交易相對人勿須支付其

他取得主商品外之對價）之方式，立即提供其他具市場價值之商品或服務

予交易相對人之行為。亦將 在此一定義下，區分贈品與其他的促銷工具

的不同性質8，期架構出真正屬於「贈品的經濟分析」。 

總而言之，不論由消費層面所接觸贈品促銷的普遍性，或是由廠商間

的競爭策略加以觀察，甚至是由社會福利的角度，贈品促銷的重要性，並

不亞於其他的促銷工具；且因廣告、折價券等各種不同的促銷工具，在經

濟理論上已經不斷地受到廣泛的討論分析，但其中卻缺乏以贈品為主題的

部分。是以，如何將贈品促銷以系統化的分析與理論化的討論，並評估其

在經濟理論上的意義，引發吾人著手研究之動機。 

最後，在想要仔細衡量評估贈品促銷的經濟意義之同時，亦引發諸如

贈品與主商品或服務間，應具備何種相關性，才有較好的促銷效果？廠商

採行贈品為促銷方法，是否會受到市場結構，或廠商數目多寡等因素之影

響？贈品促銷對於社會福利的影響為何？有無須以法規加以規範或限

制？政府管制贈品活動能否提升社會福利？等問題，亦引發吾人嘗試以系

統化的經濟理論，加以討論研究之興趣。 

 

                                                 
8 如發送試用面紙、前 50 名到百貨公司者發紀念品、餐廳開幕試吃一天等。蓋此時廠商所為之

單純無償之贈與促銷行為，因無要求交易之形成，其促銷效果類似廣告行為。另如三折促銷、

跳樓大拍賣等，此屬於廠商降價銷售行為；而如買一送一、買大送小、多了兩片價格不變、免

費增量 20％等，依據相對人購買數量，額外再多給付同類的商品或服務，應屬於不同方式的數

量折扣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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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觀察各國經濟發展的過程，已明顯地由「製造導向」轉變為「銷售或

品牌導向」，而各種不同的促銷工具，尤其是以非直接降價導向的競爭策

略，近年來於市場上已不斷地被廠商所採用。面臨市場上激烈的促銷競

爭，其中有關以贈品為促銷工具，對於整體經濟及消費者利益所帶來之影

響的討論，則尚缺乏系統化的分析與理論化的探討；但是不論由消費者層

面對於接觸贈品促銷的普遍性，或是由廠商間的競爭策略加以觀察，甚至

基於社會福利的角度，皆有對於贈品促銷的行為，詳加以研究之必要。 

世界各國在其反托拉斯法規（antitrust laws）中，對於事業贈品促銷行

為均有周詳之規範。如附錄 1.1 所示，美國主要透過案例之累積，「贈品

促銷原則自由，惟不得對贈品取得的資格有不合理之限制」而且「形成贈

品促銷須充分揭露資訊、不得事後任意變更」來規範贈品促銷涉及欺罔及

不公平競爭的行為，但是對於以購買商品作為抽獎資格之條件，視同為賭

博行為，嚴格加以禁止。歐洲大部分國家原先對贈品促銷的態度多採「原

則 禁 止 、 例 外 許 可 」 之 方 式 ， 如 德 國 1932 年 即 制 定 「 贈 品 令 」

（Zugabeverordnung），原則上即禁止任何形式的贈品（第 1 條第 1 項規定），

雖經一再修法放寬，亦僅允許廠商在銷售中附帶贈送一些價值低廉的其他

商品，且應有永久性（不易除去）的廣告標誌，只能做為廣告宣傳用，並

規定贈品價值不得超過商品價值的 3%9。再如法國 1993 年所重新修正的「消

費法典」第 121 之 35 條規定，「任何對消費者所為之商品或財產出售或出

售之要約，或服務提供或提供之要約，即時或附期限無償給予商品或服務

者，應予禁止。但前項規定不適用於小件物品、價值微薄之服務及樣品」，

實務上亦僅允許銷售商品附贈屬於廣告性質的小額贈品促銷行為，並對所

謂的小額贈品，另加以解釋明確納入規範。鄰近之日、韓等國，則有「贈

品表示法」、「不公平交易行為之類型與基準」及「關於提供促銷贈品之

                                                 
9 德國已於 2001 年 7 月 15 日明令廢止「贈品令」完全倒轉過去原則禁止例外許可的模式，故贈

品促銷原則上雖被法律所允許，但仍受「不正競爭防止法」、「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等反托拉

斯法規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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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公平交易行為之類型及基準」等周詳規範贈品價值的上限與額度。 

所以，主要國家的反托拉斯法主管機關，對於「過當」的贈品促銷行

為，倘涉及妨礙市場競爭機能，致衍生廠商間不公平的市場競爭行為，多

認為有應從整體經濟的觀點，適度規範贈品活動的實質內容；甚至有嚴格

禁止舉辦贈品活動，或是限制贈品價值、年度或特定期間內，得舉辦贈品

促銷的次數及總額等，以法規面限制贈品的舉辦，規範廠商間的贈品活動。 

就我國法規面的管制情形而論，自 1995 年 4 月 1 日起，我國公平交易

委員會經參考各國的立法例，以制定行政規則的方式，訂定「行政院公平

交易委員會處理贈品贈獎促銷案件原則」（現行名稱經修正為「行政院公

平交易委員會對於贈品贈獎促銷額度案件之處理原則」）來規範廠商舉辦

贈品的促銷行為。根據該原則，廠商銷售商品或服務附贈贈品其贈品價值

上限如下︰(1)商品或服務價值在新臺幣 100 元以上者，為商品價值之二分

之一。(2)商品或服務價值在新臺幣 100 元以下者，為新臺幣 50 元。違反者

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以利誘之方式使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

與自己交易，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行為，除依法得限期命其停止、改

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外，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2,500 萬元以

下之罰鍰10。實務上，亦有事業因為採行「過當」的贈品促銷活動而遭到

處分及罰鍰的案例，詳參附錄 1.2。 

由前述各國及我國相關競爭法規的規範實務，進一步歸納分析各國規

範贈品活動的理由，包括： 

(一)廠商舉辦贈品促銷，致使消費者產生贈品是無償給付的「假象」，誘

使其做非經濟性的開支和購置超過需要的東西，消費者的選擇受到贈

品的誘餌方式所扭曲。 

(二)廠商經由舉辦贈品活動，可避開較為敏感的價格競爭，使消費者不能

知道商品或服務的真實價格，價格之競爭作用，以這種方式被排除。 

(三)將迫使廠商不以品質、價格及服務爭取顧客，而以贈品影響顧客對商

                                                 
10 請參我國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3 款及第 41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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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服務為正常之選擇，從而誘使顧客與自己交易行為，競爭之本質

受到損害，從而影響整體經濟之利益。 

(四)既存廠商以高額贈品阻礙潛在競爭者加入，形成進入障礙（barriers to 

entry）；另倘若贈品淪為廠商搶攻市場占有率的工具，無法舉辦贈品

的廠商，將被迫退出市場，可能影響長期的社會福利。 

然而上述從倫理面或法規面對於應該「適當」規範，甚至是嚴格「禁

止」贈品活動舉辦的理由，除缺乏系統化的經濟理論檢驗其是否正確外，

另對於應該如何來規範贈品的促銷，方可真正落實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

利益，確保公平競爭以提高社會福利，現亦無相關經濟理論的探討。 

綜上，本文架構「贈品的經濟分析」之研究目的，主要即欲探討贈品

促銷對於社會福利的影響，以及規範贈品促銷能否提昇社會福利。為達成

此目的，將以彙整蒐集相關促銷工具文獻為出發點，首先分析贈品促銷在

何種條件下，方能有實際的促銷效果。其次藉由架構獨占廠商的贈品促銷

的簡單模型，分析廠商贈品促銷的各項最適條件，並與社會福利的最適條

件加以比較，進而討論政府管制贈品促銷的福利效果。最後援引「猜測變

量」的分析方法，建構雙占市場結構的模型，援引「猜測變量」的分析方

法，分別在價格設定及定量設定的模式下，探討雙占廠商以贈品促銷當作

策略性互動行為下，「贈品的猜測變量」及其大小關係，對於廠商的各項

均衡條件，以及社會福利的影響，進而評析管制雙占廠商的贈品促銷能否

提昇社會福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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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章節安排 

為達研究目的，本文章節安排謹說明如後。 

第一章為緒論。說明本文研究動機、目的及主要研究內容。 

第二章為文獻回顧。主要針對差別取價、折價券、廣告及贈品等文獻進行

回顧，將彙整文獻回顧之結論，作為設立模型進行理論探討之參考。 

第三章為基本的理論模型，藉由架構獨占廠商的贈品促銷的簡單模型，分

析廠商贈品促銷的各項最適條件，並與社會福利的最適條件加以比較，進

而討論政府以管制「最適贈品量(適當定額)」與「最適贈品比率(適當比率)」

的福利效果。 

第四章以前章的基本理論，放寬市場結構為獨占的條件，並增加「贈品的

猜測變量」來代表雙占廠商贈品促銷的競爭狀態，建構雙占市場結構的基

本模型及線性模型。模型內，將分別在產量設定與價格設定的架構，探討

廠商以贈品促銷當作策略性互動行為下，雙占廠商的各項均衡條件，以及

贈品對於社會福利的影響。 

第五章將在價格設定與產量設定下，分析政府管制雙占廠商「最適贈品量」

的福利效果。本章基於「政府管制贈品量的措施，能否提高社會福利的觀

點」，分析政府在何種情形下，方有介入管制贈品促銷的空間，並以設定不

同贈品猜測變量的方式，討論贈品猜測變量與社會福利的關係，最後並分

析管制贈品政策與社會福利的關係。 

第六章為研究結論及未來研究方向，將彙整本文結論並提出未來研究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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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1  美德日韓法及歐盟等對贈品促銷活動規範之概況表 

國家 贈品規範情形 

美國 對於免費提供贈品之一般促銷行為本身，幾乎不加限制，僅要求免費之表示與真

實一致，以及要求其開示免費提供之內容及條件。 

德國 德國已於 2001 年 7 月 15 日明令廢止「贈品令」已完全倒轉過去原則禁止例外許

可的模式，故贈品行為原則上雖被法律所允許，但仍受「不正競爭防止法」、「營

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等反扥拉斯法規的規範。 

日本 商品或服務交易價額未滿一千圓者，贈品最高額為一百日圓。 

商品或服務交易價額超過一千日圓者，贈品最高額為交易總額百分之十。 

韓國 1.商品價值未滿五千圜者，贈品為五百圜以下。 

2.商品價值超過五千圜，未滿五十萬圜，贈品可為交易金額十分之一以下，但最

高為二萬五千圜。 

3.商品價值五十萬圜以上者，可為交易金額百分之五以下，但最高為五萬圜。 

法國 贈品行為原則禁止，惟下列行為不在規範之列，乃是例外情形： 

 (一)贈品與出售之產品、財產或提供之勞務具有同一性者。如法國習慣買蛋或蠔

時，買一打給十三個，或報章雜誌之增刊部分。 

 (二)小件物品、價值微薄的勞務及樣品。如所購買產品或為交易標的之勞務，價

值在五百法郎(包括五百法郎)以下者，贈品金額不得超過所購金額的百分

之七；在五百法郎以上者，不得超過三十法郎加所購之物價值百分之一。

惟無論如何，贈品價值不得超過三百五十法郎。小件物品為贈品者，須明

顯且不易抹擦脫落的標明贈送者之姓名、名稱、商標。贈品係為樣品者，

應明顯、易讀且不易抹擦脫落的標明「樣品免費，不得出售」，以告知消

費者係為樣品。 

歐盟 大部分禁止贈品活動，僅如法國容許例外小額贈品的情形，惟漸漸已轉變為，原

則許可、例外禁止，或限制贈品價值之上限，另對贈獎促銷活動，則規定不得以

購買商品作為取得抽獎資格之要件 

資料來源：作者修改自 鄭家麟（2001）「我國相關法規對贈品贈獎促銷行為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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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2  我國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相關贈品案件一覽表 

序號 贈品活動內容 處分理由 處分書字號及

處分情形 

1 文山有線播送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係台北縣新店地區經營有線電視播

送系統之業者，其於 85 年 12 月間

推出「凡持新唐成播送系統收據之

客戶，特別優待第一年費用只要一

百元」之特價活動，以利誘方法，

使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與自己交

易，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行

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3 款

規定。 

系爭特價活動之對象係以被處分人

之競爭對手新唐城公司之客戶為

主，此乃由被處分人散發之傳單載

明「凡持新唐成播送系統收據之客

戶，特別優待第一年費用只要一百

元」得証，揆其用意應係以低價利

誘新唐城公司之客戶為手段，打擊

新唐城公司，由於被處分人係該區

第二大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市場占

有率高達兩成以上，具有相當之市

場影響力。 

(86) 公 處 字 第

076 號、命其停

止 

2 私立遠景文理短期補習班係於台南

市經營升大學補習班為業，其於 86

年中，針對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

憑收據給予抵繳學費且再優待五千

元，係以利誘方法，使競爭者之交

易相對人與自己交易，而有妨礙公

平競爭之虞之行為，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 

台南市升大學補習班彼此競爭激

烈，該補習班與其他補習班之招生

人數相若，其對已在其他家補習班

報名並繳費，又至該補習班報名之

學生憑收據均給予抵繳學費且再優

待五千元，其活動期間僅維持二十

天， 

（87）公處字

第 059 號、命

其停止 

3 洪玲喬（以「中國時報南投中興辦

事處」名義）舉辦「一八八八特惠

專案」訂報促銷活動，該促銷方式

係以預付(折價後)六個月報費 1888

元為條件，於交易之同時附贈市值

被處分人雖另提供該項贈品採購之

「報價單」及「免用統一發票收

據」，試圖佐證該項「十八段變速腳

踏車」之購入成本為每輛「新台幣

六百元」，且提供系爭促銷活動之效

(88) 公處字第

002 號、命其停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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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500 元之高級腳踏車為贈品。違

反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所訂「行

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贈品贈獎

促銷額度案件原則」。 

果，僅招收二十八份報紙訂戶。惟

依據被處分人於系爭促銷活動文

宣，已明載所贈腳踏車每輛：「市

值：二、五○○元」，是該項贈品價

值業經被處分人於贈品促銷文宣內

加以明確宣稱。 

4 台塑加油站於 90 年 2 月 2 日開幕，

並於一個月前廣泛寄發宣傳單，待

開幕後，民眾憑宣傳單加滿油即送

贈品，以半滿油箱加滿油約三百元

為例，送洗車券十張、及內裝有現

金一百二十八元紅包袋乙個，其贈

品總值超過六百元，違反行政院公

平交易委員會所訂「行政院公平交

易委員會處理贈品贈獎促銷額度案

件原則」，構成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 19 條第 3 款，以利誘之方法，使

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與自己交易之

行為。 

自 90 年 2 月 2 日至 90 年 3 月 19 日

止，被處分人共計回收 7﹒68％，回

收總數 8,836 份，折價總額新臺幣

1,131,008 元。按事業之贈品贈獎行

為，係提供一定之利益以吸引交易

相對人與其交易，本為業界常見用

以爭取交易機會之行銷方法；惟如

提供之利益超過一定程度時，交易

相對人可能主要基於該鉅額利益之

考量始與事業從事交易，而非商品

或服務本身之品質、價格等因素，

在此情況下，該等利益之提供將有

悖於效能競爭之精神。 

公 處 字 第

091074 號、命

其停止並處新

臺幣 50 萬元罰

鍰 

5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一

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翰林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牛頓開發教科

書股份有限公司等利用業者間聚會

之機會，針對贈送學生物品之品項

相互討 論，並宣稱將自 95 學年度

起停止贈送學生作業簿及測驗卷，

已 構 成  相 互 約 束 事 業 活 動 之 行

為，足以限制競爭並影響國內國民

被處分人多次利用同業在集會或餐

廳聚會之時，就未來將一致停止贈

送學生物品之品項細目、時點、罰

則、保證金、律師之延聘、自律公

約之研擬簽訂等議題進行討論。為

配合前開決議之執行，被處分人於

95 年 4 月 14 日以(95)圖協發字第 014

號函行文全國各國民中小學，內容

藉籲請會員應遵守本會教科書規範

95 公 處 字 第

138 號處分書

處康軒文教事

業股份有限公

司新台幣 653

萬元罰鍰。處

南一書局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新台幣 423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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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教科書市場功能，違反公平

交易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之規定。

 

說明規定，述及「避免有類如：以

贈送作業簿、測驗卷、平面印製品、

光碟片及其他學生用材料，做為銷

售教科書之附帶條件等有違上開規

範之虞之行為，以符法律規定。」

藉以傳達業者將同時停止贈送作業

簿及測驗卷之秘密協議內容。 

元罰鍰。處翰

林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新

台幣 228 萬元

罰鍰。處牛頓

開發教科書股

份有限公司新

台幣 142 萬元

之罰鍰。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自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公報 http://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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