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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著作權法第一條規定：「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

文化發展，特制訂本法。」揭示著作權之立法目的，由於文化方面之精神創作是

人類思想、智慧之結晶，屬於人類文化資產之一部分，對於人類文化之進步與發

展有所貢獻，因此有必要對於從事創作之人加以保障，並藉以鼓勵其從事精神創

作活動，使人類之文化資產更為豐富1。著作權法為鼓勵文學創作與提升科技發

展，透過賦予著作人獨占排他專屬權利（Exclusive Right）2，禁止他人以相同表

達重製著作人之創作，藉以保護著作人之人格與財產上之利益。然而，著作權人

卻可利用此種法律上或經濟上之優勢地位，利用如授權契約之限制約款、獨占地

位之行使或拒絕授權等行為，排除或限制其他競爭者進入市場，以不當之人為因

素而非提昇產品品質之行為，對他人產生市場之高度進入障礙，對於市場經濟造

成一定之影響。亦即，著作權法本身提供著作人一項壟斷的地位，有可能產生著

作權人利用該壟斷地位，影響原本正常運作之市場競爭機制。依公平交易法第一

條規定：「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

榮，特制訂本法。」，由於公平交易法之目的在建立公平之競爭秩序，以保護消

費者利益，最終之旨則是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等，因此著作權人行使權利本身

便有可能因為其具有某程度之壟斷性而產生公平法上之問題。本文將先闡釋公平

交易法與著作權法之基本關係，解析著作權法與公平交易法之接軌條文，公平法

第四十五條，並從搭售之類型切入，除說明一般搭售契約之意義與各國對於搭售

契約之法規範之外，另外從我國影音產業與著作權法制發展之過程及該產業上下

游間業者關係之微妙變化為觀察，作為論述之基礎架構，且針對我國公平交易委

員會所處理過有關著作物搭售之案例類型（聯營租片制度、電腦軟體搭售），加

                                                 
1 謝銘洋等著，著作權法解讀，2001年 3月，初版第 1刷，頁 3。 
2 從智慧財產權之發展過程上觀之，具有排他性之性質是其來有自，例如專利權完全排除他人就
相同技術自行研發之可能性，專利權人取得專利後，他人即使是未抄襲而自行研發出相同技術，

亦不得使用，其排他性最強。在商標領域，只要不是著名商標，商標權允許他人將相同或近似

之商標指定使用在不同類別商品上，亦即數人得共享一個商標。相較於專利權、商標權，著作

權之排他性較弱，著作權允許「平行創作」，只要未抄襲，即使著作內容一樣，也不會構成侵害，

另外著作權之內容係於著作權法逐一規定，其排他效力僅以所完成創作之作品為限，不能及於

其他著作，不如商標權之排他效力表現於其指定之商品上。以上是對於著作權法所賦予著作權

人獨占排他專屬權利的基本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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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析檢討。輔以美國法上之案例與實務見解，對照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理

方式，從中思考在處理著作物搭售之案例時，是否可能獲得與一般非著作物之商

品搭售不同之考量原則或標準，以及公平會目前實務處理作法上是否有改進之空

間。 

貳、公平交易法與著作權法之基本關係 

一、公平交易法之規範目的與保護法益 

（一）規範目的3 

按公平交易法第一條之規定，關於公平交易法之規範目的，可分為： 

1. 維護交易秩序 

所謂交易秩序，係指商品或服務之交易市場上，為供給或需要之經濟活動所應遵

行之規則，易言之，即市場規則與秩序。因本法名為「公平交易」，因此講求公

平，故禁止事業不得為任何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第二十

四條參照），在維護公平交易之市場秩序所應建立及遵行之規則，亦含有公平競

爭規則之意。 

2. 確保公平競爭 

競爭是二以上之事業，在市場上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事業為求得競爭之優勢，

勢必努力於降低生產成本與改進生產技術，進而使社會資源得有充分合理之使

用。因此競爭具有引導投資、節約資源與激勵提高生產效能之作用。另外，競爭

本身亦有淘汰、促進進步及使各個經濟力量相互牽制與制衡之作用。 

3. 維護消費者利益 

有學者認為，雖然公平交易法第一條將維護消費者利益列入立法目的之中，消費

                                                 
3 以下關於公平交易法之規範目的，參閱廖義男著，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八十三年二月初
版，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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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利益應併與重視，但並非唯一應保護之法益。而消費者利益與事業在市場上自

由競爭之利益不能兼顧時，應從維護競爭制度與功能以及整體經濟利益之觀點予

以衡量取捨。4 

4. 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競爭之本身係促進經濟安定與繁榮之一種政策手段，換言之，透過對市場競爭秩

序之維護，達到促進經濟安定與繁榮之政策目的。 

（二）保護法益 

公平交易法所保護之法益可要分為5： 

1. 公共利益 

所謂公共利益，在競爭法指市場經濟制度之建立、維持以及市場競爭機能之維護

所構成之利益。該利益之公共性格在於市場經濟體制一方面對於私人或是業提供

利用自己掌握之資源，根據其自由意思從事自己決定之經濟活動之項目與方法，

另一方面，使整體經濟因此可獲得安定繁榮。 

2. 競爭利益 

所謂競爭利益指參與市場之事業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可以經由提供商品或服務及

有利之交易條件供交易相對人選擇，爭取交易機會，以獲得發展自己之業務的利

益。亦即，競爭利益為市場經濟體制對於事業所提供之經營環境上之利益，為一

種制度性之利益。 

3. 交易利益 

交易利益指交易行為發生時或可期待其發生時，參與交易者間，亦即交易相對人

間，因該交易所可獲得之利益。 

                                                 
4 另可參閱黃茂榮著，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一九九三年十月初版，頁 2~3，574。 
5 參閱黃茂榮著，前引註 4，頁 5以下。另可參閱謝銘洋著，智慧財產權之基礎理論，1997年
10月第二版，頁 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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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競爭法對於智慧財產權市

場力量之管制態度與規範 

（一）概說 

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表面上似為衝突，然質言之，兩者在功能上屬於從市場機能

之維護觀點所提供之進一步保護，因此在保護上，專利、商標、著作權法等與競

爭法競合時，並不生互相排斥的問題，而只有從體系之觀點互相界定個別法律之

規範目的及其適用範圍之問題。6廣義來說，整體智慧財產權保護呈現出規範競

爭之功能，故智慧財產權法為競爭法之特別法；若從狹義之觀點瞭解，競爭法為

智慧財產權法之補充法，以補充該體系之漏洞。且為維持競爭之功能亦包括藉由

競爭達到革新技術之效果，故二者實為一相輔相成之法律體系7。智慧財產權因

具有提升產業技術、保護文化資產、鼓勵創新發明等公益性質，因此公平法對於

因行使智慧財產權所造成經濟秩序之負面影響，賦予其較大之寬容。我國公平法

第四十五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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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該條規定所使用之文字，似意在排除公平交易法對於行使該

等權利之正當行為的適用性。然究諸實際，條文僅將「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豁

免於公平法之適用，其應在表明專利、商標及著作權不阻卻濫用其權利行為之違

法性，亦即智慧財產權之行使並不當然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8。以上是我國學

者對於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之間的關係以及公平法第四十五條應為如何解釋所

為的說明。本文認為，有必要從宏觀之角度，觀察競爭法對於智慧財產權市場力

量之管制態度與規範，以此作為處理本文議題之基礎。 

                                                 
6 黃茂榮，專利濫用與公平交易，專利濫用與公平交易研討會，民國 83年 8月 30日，頁 3，轉
引自張心悌，國際智慧財產權保護擴張與競爭法規範，私立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國 84年 6月，頁 12。 
7 Gerhard Schricker,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the Law of Unfair Competition,  Symposium on Int’l 
Harmoniz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at 2（Mar.1994），轉引自張心悌，國際智慧財產權保護擴張與
競爭法規範，私立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4年 6月，頁 12。 
8 黃茂榮，專利濫用與公平交易，專利濫用與公平交易研討會，民國 83年 8月 30日，頁 3，轉
引自張心悌，國際智慧財產權保護擴張與競爭法規範，私立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國 84年 6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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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範立場9 

大體言之，從各國關於限制競爭行為之競爭法規範中，對於智慧財產權所形成之

市場力量應如何加以管制，可區分為三種規範立場，茲分述如下： 

1.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10以事業行為是否可歸屬於智慧財產權之權利內容，決定其

是否受到競爭法規範之拘束。若系爭事業行為並未逾越智財權之權利範圍，則排

除於競爭法規範之外。本規範立場對於智慧財產權之市場管制，僅以智慧財產權

權利範圍作為取決標準，忽視其權利範圍內容之市場力量濫用行為，有過度寬鬆

之嫌。 

2. 我國公平交易法 

第二種規範立場，對於智慧財產權權利範圍內之事業行為，不當然將其豁免於競

爭法之規範範圍。換言之，採取此一立場者，對於智慧財產權之行使，除須判斷

其是否屬於智財權之權利內容外，尚須就其是否不當擴張智財權專屬排他權能之

影響範圍、不當侵害他人權益或影響公共利益、是否專為損害他人或對市場競爭

造成過度限制等不同面向加以考量，已決定其是否適用競爭法上相關規範。我國

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對於依法行使智財權之行為，尚須要求其為正

當，方不受同法規定之拘束。可認為我國公平法所採取者為第二種規範立場，而

目前歐美各國與相關實務國際公約，對於智財權之市場力量管制，也都採取此一

基本立場。 

3. 日本學界通說 

第三種規範立場為日本學界通說所採取之確認說。本說認為競爭法對於智慧財產

                                                 
9 王立達，競爭法對智慧財產權市場力量之管制──以有線電視頻道授權案件為例，月旦法學第
84期，頁 150~152，2002.5。 
10 德國競爭防止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有關讓與或授權以取得或以申請之專利權、新型權、
布局權或品種保護全支授權契約，若其契約之約款係限制受讓人、被授權人之營業交易，且該

限制亦逾越相關法令排他性之範圍者，應禁止之。但對於前述讓與或授權標的物之使用方式、

範圍、技術上之適用範圍、數量、領域或時間所為之限制，不屬逾越法令之情形。」同條第二

項對於部分逾越智財權權利範圍之限制競爭行為，明文承認其仍屬有效，同樣不在該法之規範

範圍內。同法十八條並將前條除外規定之適用範圍，闊即於未受法律保護之技術、營業祕密、

商標、新式樣、農作物品種等人類精神成果之讓與及授權契約。參見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

公平交易委員會，88年 5月，9-10頁。王立達，前引註 9，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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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適用規定，充其量僅具有訓示作用，亦即提醒智財權賦予權利人之專屬排他

權利，並不等於競爭法上之獨占，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功能。且競爭法上之獨占，

本即按照特定市場相關產品之替代可能性加以判斷，與該產品本身的權利屬性係

屬二事，因此也不因為該等規定而有所影響。然而此說之缺點在於忽略了智財權

所具有的創新、促進研發及無體財產等特性。 

（三）小結──智財權與市場力 

市場力或市場控制力（market power），在經濟層面可被作為品質、服務或創新

程度之指標，但就反托拉斯法而言，則可視為影響、改變或破壞競爭市場上平衡

均勢的力量。因此，某廠商對於其較高品質之產品，能以較高價格售出之能力並

非市場控制力，而係指市場上不論買賣雙方，於相當之一段時間內，在競爭層面

下能擁有將物價予以上下控制或維持之實力。基本上，智慧財產之所有人並不當

然因其擁有無體財產權，而應立即被視為具有市場控制力（market power per 

se），本項原則在美國法中仍有爭議。雖然在理論上，智財權所有人就特別產品、

製程或創作可排除此種市場控制力，則此種市場控制力本身並不至於必然違反反

托拉斯法。就如同其他有形或無形財產所有人所可能擁有超越他人的競爭利益，

市場控制裡不過是一項具優勢之較佳產品，並不當然違反反托拉斯法，而且此種

市場控制力的存在，不會立即賦予智財權所有人非得將其權利授與他人的義務。

然而，問題是如智財權所有人以不法方式透過其智慧財產之控制而進行不合理行

為，以取得或維持其市場控制力，造成競爭之傷害，則當然有反托拉斯法之適用

11。亦即，智慧財產權之賦予，並不代表權利人必然擁有市場力量，智慧財產權

雖然在其權利範圍內，賦予權利人獨享其經濟利益之專屬排他權利，然其是否具

有市場力量，仍須視其與其他智慧財產或一般商品或服務，是否具有替代可能性

而定。倘系爭智慧財產權與其他具有替代性之產品相較，在特定市場中並不具有

市場力量，則其授權行為基本上應無限制競爭之可能，尚不至違反競爭法之規範

12。 

                                                 
11 陳家駿、羅怡德，公平交易法與智慧財產權──以專利追索為中心，頁 198~199。See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2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ion, Apr. 6, 1995），availabl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titrust（1995）。 
12 參見王立達，前引註九，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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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平交易法與著作權法之接軌－公平法第四十五

條 

（一）立法意旨與適用範圍 

1. 公平法第四十五條之法律性質13 

關於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之法律性質，有確認規定說、例外豁免規定說、豁免

規定兼確認規定雙重性質說及範圍性規定說等等，有學者認為公平交易法第四十

五條在性質上屬於除外規定，亦即符合該規定者，即可被豁免於公平交易法適用

範圍之外而不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因此可被稱之為範圍性之規定。亦即，原則

上應可認為所有之經濟活動受到公平交易法之規範，只有在例外之情形使得被排

除於適用範圍之外。而除外規定在適用時，原則上即應從嚴解釋認定之，而盡量

維持公平交易法之適用範圍。在這樣的想法之下，因為該規定之作用僅在於決定

公平交易法之適用範圍，因此某一行為縱使認為應該受到公平交易法之規範，並

不表示該行為必然違反公平交易法，是否違法仍應就該法中所規定之各種具體要

件判斷之14。此種說法，本文將之界定為「範圍性規定說」，該說認為公平交易

法與智慧財產權法間應是處於緩和之關係。雖然智慧財產權法賦予權利人某程度

之法定的壟斷性權利，但其與競爭法之間，並不必然處於相衝突之局面，因此範

圍性規定說站在公平交易法立場，認為原則上所有之經濟活動均應受到公平交易

法之規範，但在智慧財產權之「正當行使」權利之範圍內，例外不受公平法之規

範，彼此之間的關係理應為緩和甚至是相互補充之關係，因此本文贊同該說，以

下之論述亦以之為基礎15。 

2. 公平法第四十五條排除適用公平法之範圍 

公平交易法之目的雖在建立公平之競爭秩序，為部分事業之經濟活動有其他之特

                                                 
13 關於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法律性質為何，學說上素有爭論，可參閱溫俊富，專利制度與競
爭制度調和之研究，政治大學博士論文，八十六年七月，頁 227~233。 
14 參閱謝銘洋著，智慧財產權之基礎理論，1997年 10月第二版，頁 32以下。 
15 當然，也有從著作權法之角度來思考公平法第四十五條之法律性質，亦即，著作權法所賦予
著作權人之權利，基本上應不受到競爭法之規範，在著作權權利本身之外，由權利濫用所包裹，

在權利濫用之外，始有公平法介入之問題。在這樣以著作權法為主體的思考立場上，在競爭法

與著作權法之間，存有「權利濫用」之模糊中介地帶，而競爭法本身面對著作權法，應該是屬

於一種補充性之規範。這樣的思考面向，或許可以提供我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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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目的（例如專利制度之目的在於獎勵發明，而賦予專利權人排他性權利），或

針對公共服務予以特別考慮（例如公營事業不適合立即適用公平法），此種合法

之權利或特別考慮，與公平法本質衝突，有明文界定之必要，故參酌美國等外國

立法例，於公平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六條特設有除外規定。而公平法第四十五

條對於行使智慧財產權之正當行為所能排除適用之公平交易法範圍究竟如何？

事業適用本法第四十五條除外規定之範圍，應只限於自由競爭法（即反托拉斯法）

部分，就不正競爭法部分則無除外規定之適用，因任何人皆不得為不公平競爭之

行為，否則豈不鼓勵事業從事不法競爭，此係法理上必然之推論，而德國立法就

此亦有明文規定16。 

（二）行使權利正當行為之判斷標準－以著作權為例 

1. 概說 

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所允許之例外情形僅以「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為限，由

此可知立法者並無意將所有之智慧財產權行使行為均排除於公平交易法規範之

外，這些權利之行使仍然必須與正當之競爭原則相符。而所謂之「行使權利之正

當行為」所指為何？其認定之標準為何？此乃涉及高度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就公

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而言，其主要之目的在於調和「智慧財產權法對於智慧財產

權利人之保障」與「公平交易法對於公平交易秩序之維護」二者所產生之衝突現

象，因此在適用該規定時，除了考量智慧財產權人之利益外，亦需考量到維護一

個自由公平之競爭環境對於競爭者與社會公眾所具有之利益，並於該二者間為一

適當之衡量17。 

2. 判斷標準18 

在判斷某一行為是否屬於「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時，需要考量到兩個層次之問

                                                 
16 賴源河編審，公平交易法新論，頁 100~101，2000年 9月初版第一刷，此部分由魏千峰先生
執筆。此所謂之自由競爭法，乃是因公平交易法規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一為自由競爭法（即

反托拉斯法），一為公平競爭法（即不正競爭防止法），前者規定於第二章，規範企業之獨占、

寡占、結合及聯合行為，採低度立法原則，容許獨占、寡占之存在，但不得濫用其獨佔地位阻

礙競爭，聯合行為原則禁止，例外許可。後者則規定在第三章，規範仿冒及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或廣告等不公平競爭行為，採高度立法原則，違者重罰，同本註，頁 90。另可參閱謝銘洋
著，智慧財產權之基礎理論，1997年 10月第二版，頁 198~199。 
17 參閱謝銘洋著，前揭註 10，頁 200以下。 
18 參閱謝銘洋著，前揭註 10，頁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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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首先必須是「行使權利」之行為，其次必須是「正當」之行為，需二者均該

當，始得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 

（1）行使權利之行為19 

是否屬於行使權利之行為，應就相關智慧財產權法而為判斷，以著作權為例，依

我國著作權法第十條規定，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此著作權分為著作

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與公平交易法有關者乃著作財產權。依著作權之相關規

定，著作權人享有重製、出租或讓與其著作等權利。此外，依著作權法第三十條

第一項規定：「著作財產權，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存續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

死亡後五十年。」在此期間內，著作權人獨占上開著作財產權，不容他人侵害。

故行使著作權，若其係正當行使，乃依法行使合法權利，無公平法之適用。而實

務上，公平會八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公研釋第０二六號，即謂：「按著作物（錄影

帶）授權重製問題，純屬著作權法之課題，與公平交易法無直接關係」，此乃公

平法第四十五條之正面解釋。為著作權之行使並非全係合法，若其係濫用著作權

獨佔之權利，能可能有公平法之適用，上開公平會解釋意謂：「著作權人之行為

須係行使著作權之正當行為，始不適用公平法。」此即認為著作權之不當行使（如

獨佔、聯合行為及不公平競爭）仍適用公平法20。 

（2）行為正當性之判斷 

若是行使權利之行為，需進一步為正當性之判斷。由於權利之行使或多或少會對

競爭秩序造成限制或影響，但從智慧財產權法之立法目的觀之，公平交易法對於

此種行為原則上應予容忍。例如著作權人與他人訂立讓與或授權契約，於契約中

對於權利範圍、使用區域、使用期間加以限定等。但若是權利人行使權利時，有

其他情事足以被認為濫用其權利或違反誠信原則，並對競爭秩序造成影響時，例

如：搭售限制。此時不能再以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正當化其行為，公平交

                                                 
19 關於著作權之行使的範疇之說明，學者黃茂榮教授認為：「著作物之買賣涉及著作權之行使，
因此著作物之買賣當包括著作權之授權。有疑問者為其授權之範圍為何？限於自閱自覽，或包

括以有償或無償的方式，利用使用借貸或租賃借予第三人使用？目前的趨勢為將自閱自覽或轉

供他人閱覽，在授權範圍上分開來處理。基於以上的認識，關於著作之買賣，一直必須注意其

著作權之授權範圍究竟為何？特別是在影碟、錄影帶之買賣上，必須注意是否可以將該影碟、

錄影帶出租他人觀賞或在公開場合映演；在電腦軟體的買賣，則必須注意究竟限於單機使用或

多機使用。以上限制屬於著作權之行使的範疇。依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除有濫用之情形，可

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特別是阻卻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之適用。」參閱黃茂榮，公平

交易法理論與實務，1993年 10月初版，頁 574~576。 
20 參閱賴源河編審，前揭註 11，公平交易法新論，頁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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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法應有介入之空間與必要性。另外，有見解認為「何謂『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

此涉及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保護間平衡點之尋求。原則上係指智慧財產權公共財

轉化為私有財之過程中，法律所賦予公共財供給人之壟斷權內涵，即應訴諸各該

智慧財產權權專用範圍之內容定之。為基於競爭秩序與國家整體經濟產業政策之

考量，仍應以公平法作為補充判斷之標準。21」，亦可參考之。 

（3）著作權之權利濫用與公平交易法 

權利濫用此名詞，最早是從英美普通法（common law）上「衡平觀念」（equity）

及不潔之手原則發展出來的。此外，英美法在早期即有「不潔之手」（Unclean 

Hands）原則，意即原告在主張權利時，如有任何瑕疵、不當、隱瞞或矛盾（如

禁反言-Estopple），即欠缺保護要件，權利應受否認。此後才漸漸於智慧財產權

領域中，發展出「權利濫用原則」（Misuse/Abuse Doctrine），即權利人如將其權

利不當地擴張到專利或著作權本來所賦予範圍之外，或是利用權利當作控制競

爭的工具皆構成濫用。在美國訴訟案例中，權利濫用往往可構成有力的衡平抗

辯，導致權利人失權的效果。22 

                                                 
21 張心悌，國際智慧財產權保護擴張與競爭法規範，私立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4年 6月，頁 13。該文註 7談到智慧財產權為一公共財，為提高其價值與提供創新之誘因，即
以公共財轉化為私有財之法律手段，創造法律上之壟斷權，將之授與公共財之供給者；並加強

法律之執行，以保護供給者之壟斷權。參照蔡英文，公平交易法與智慧財產權，資訊法務透析，

1991年 7月，頁 37~38。 
22 陳家駿、羅怡德著，公平交易法與智慧財產權---以專利追索為中心，頁 106~107。關於權利
濫用，美國法上有許多相當值得注意的案例與見解，特別就著作權之濫用，因為非本文論述之

重點，僅能略為提及，關於著作權濫用美國實務見解之發展，詳見：陳家駿、羅怡德，著作權

之行使與不公平競爭---以美國反拉斯法及權利濫用為中心，法學叢刊一六０期，頁 1~24。大體
言之，早期美國實務對於是否承認「著作權濫用」此項原則，並不如「專利權濫用」一般順利，

直到一九九０年 Lasercomb America, Inc. v. Reynolds案，美國聯邦上訴法院首次明白表示「著作
權濫用」原則之存在，並且在適用上獨立於反托拉斯法之外，至一九九二年 Atari Games Corp. v. 
Nitendo of America, Inc案原則上法院已願意承認「著作權濫用」之原則存在，並得加以援引作
為抗辯之用。從這些發展上，可以觀察到美國法院原則上已願意接受「著作權濫用之觀念」，並

且也不會考量著作權人是否具有一定之市場力量，此點可為我國在處理類似案件時，一項參考

之標準，另外，著重於著作權人不得利用授權契約之限制，擴充其於著作權法中所未取得之權

利，特別是不得利用契約中之限制約款，限制第三人獨力完成內容相同或相似之著作。而關於

德國學說與實務有關權利濫用之見解，可參閱謝銘洋，前揭註 10，頁 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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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搭售契約（Tying Arrangement） 

一、搭售契約之意義及其在競爭法上之地位 

（一）搭售契約之意義 

在智慧財產權相關產品、創作之買賣、租賃或授權中，權利人為促銷其產品或加

強市場佔有率，往往會在契約中約定，若交易相對人希望成為某項產品（一般稱

為「搭售產品」，“Tying Product”）之被授權人，則必須同時購買或使用其他

產品（一般稱為『被搭售產品』，“Tied Product”），而後者往往係契約相對人

所不需要的產品或係該相對人在市場上可以取得品質較好、價格較低的同類產

品，此種具有強制他方接受另外一項產品，作為取得其真正需要的產品的條件之

契約，一般稱為「搭售契約」 （Tying Agreement）23另外，授權人禁止被授權

人使用或銷售其他競爭者之產品或技術（tie-out），亦為搭售之另一種樣態，同

樣將與授權人在被搭售產品市場處於競爭地位之對手，排斥於相關市場之外，以

確保授權人經濟上之利益。 

（二）搭售契約在競爭法上之地位 

搭售契約在競爭法原則上可被定位為屬於不公平競爭的類型之一，因交易相對人

為了成為搭售產品之被授權人，往往必須接受其所不必要或對其搭售產品無實質

上助益或根本沒有任何關係之其他產品（被搭售產品），交易相對人迫於市場需

求之壓力與考量自身之競爭力，而必須接受之。搭售契約除了限制交易相對人之

交易選擇自由外，並進而造成其成本增加並使其競爭能力受到影響，對於整體之

市場競爭亦有相當大之影響。因此在競爭法上，原則上是禁止搭售行為，唯有在

                                                 
23 Jeffrey J. Keys The Market Power Requirement in Frauchise Tie-ins, 54 Anti-trust L.J. 1239
（1985）；Herbert Hovenkamp, Tying Arrangement and Class Actions 36 Vanderbilt L. Rev. 2132
（1983），轉引自周信宏，著作財產權授權契約之研究，頁 199~200，台大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八十五年六月。另參閱 William C. Holmes, Antitrust Law Handbook, pp.218~219{Tying agreements, 
in which the availability of one product or service is conditioned upon purchasing another product or 
service or upon refraining from purchasing the products or service of the seller’s 
competitors},pp.363~364（1998）；Ernest Gellhorn, William E. Kovacic, 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in A Nutshell, p.326（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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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的情況下允許之。但關於搭售契約在競爭法上之地位，其實與各國法規範彼

此間態度之差異而有所關連，本文將於其後另為說明。 

二、搭售契約在經濟上之評價 

有謂搭售契約經濟上罪惡，係在於其自搭售產品市場延伸經濟上控制力至被搭售

產品市場，限制被搭售產品市場的交易。其經由搭售產品市場延伸經濟上控制力

發生兩個效果，第一，其排除賣方的競爭者加入被搭售產品的市場，或增大進入

該市場的困難。第二，若消費者對於賣方的搭售產品有興趣，及被迫必須接受被

搭售產品而放棄選擇其他同類產品的權利，無形中限制了消費者對被搭售產品品

質及需求的獨立判斷24。而搭售契約在經濟上之評價，利弊兼有。主其利者，認

為利用「搭售」，使企業得將其新產品隨著已建立聲譽及市場之商品一併銷售，

是新產品拓展示場之捷徑。而主其弊者，認為該等契約常是為限制者之企業利用

其經濟實力迫使交易相對人不得不與之訂立之結果。由於當事人地位懸殊，使交

易相對人營業自由受有限制，難免有不公平之處。在「搭售」之情形，使交易相

對人就事物上或交易習慣上不相繫屬之商品或服務，負有義務購取或受領，即屬

適例。且「搭售」契約更常是對某一種商品以具有獨占地位之企業，利用之以推

銷另一種商品而打擊其他同業競爭者之利器，故不僅使得交易相對人之營業自

由，會受到不公平之限制，且會使其他企業之加入市場，受到不公平之阻礙，更

進一步使交易相對人之顧客選擇自由也受到妨礙。如限制者之企業，在市場之佔

有率相當龐大，則對交易相對人做此種約定，更會使該商品或其他商品或服務之

市場上競爭，受到嚴重之損害。由於如搭售契約此種契約之經濟上的評價，利弊

兼有，因此在立法政策上，便有採「濫用原則」與「原則禁止，例外許可」之

兩種方式。申言之，所謂「濫用原則」係從搭售契約本身是一種有利之經銷手

段為出發點，在基本態度上，尊重當事人之契約自由，而承認此種契約合法有效。

但為防止此種契約之濫用，當事人一方之營業自由受到不公平之限制，或使其他

企業加入市場受到不公平之阻礙，或造成有關商品或服務之市場上競爭受到嚴重

損害，乃賦予主管機關有監督干預之權限，得宣告該契約無效。而「原則禁止，

                                                 
24 參見周信宏，著作財產權授權契約之研究，台大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05~206，85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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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許可」之立法，其是以對於搭售契約此種契約所可能伴隨而生之弊端，應嚴

加防範，故原則上當事人成立此種契約，不承認其為有效，即規定不生效力。但

如當事人能釋明成立此種契約有正當理由，諸如確保商品之品質或售後服務，或

其為進入新市場之唯一可行途徑者，經主管機關之許可，亦可因此而生效力。但

該契約內容如有不公平限制交易相對人之營業自由，或不公平阻礙其他企業進入

市場，或造成市場上競爭受到嚴重損害者，主管機關應不予許可。25 

肆、各國有關搭售契約之法規範概說 

一、美國反托拉斯法 

（一）美國反托拉斯法之特色 

美國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並非單一之法規範，而是由數個法律所組成，

與搭售契約相關的有休曼法（the Sherman Act）、克來登法（the Clayton Act）、聯

邦貿易委員會法（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與 1995年反托拉斯法智慧

財產權授權行為準則。其特色主要有三26： 

1. 規範多元性 

美國反托拉斯法最大之特色，在於其多元性，就基本成文法而言，便有休曼法、

克來登法與聯邦貿易委員會法，其適用關係亦有重複，施行機關（司法部與聯邦

貿易委員會）權限亦有部分重疊，適用程序也有不同，造成其多元性之特色。 

2. 規範內容廣泛性 

反托拉斯法所規範之內容廣泛，亦為其特色之一，如休曼法第一條禁止：「任何

                                                 
25 參照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立法，民國八十四年十月初版，頁 214~216。另可參照劉
孔中、陳家駿、韓毓傑，我國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與美、日、德相關規定與執行狀況之比較分

析，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十三年度委託研究計畫報告書，頁 186~188，有對於搭售行為經濟
分析之說明，頗具參考價值。 
26 參閱溫俊富，專利制度與競爭制度調和之研究，政治大學博士論文，頁 74~75。另外有羅賓
遜—派特門法（Robinson-Patman Act），但因為本文著重於論述搭售契約相關之法規範，因此就
此與搭售無關之部分，省略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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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交易之契約、以反托拉斯或其他方式作成之結合或共謀」（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即屬適例。 

3. 法院之主導性 

美國之反托拉斯法政策主要由法院形成，其原因在於反托拉斯法之模糊與概括，

因此在法院判例不斷之補充下，日益充實反托拉斯法之完整體系，發揮其強大之

規範效果。 

 

（二）美國克來登法對搭售契約之規範 

由於美國休曼法條以一般性條款之方式，規定所禁止之行為，造成法院在適用上

之若干困擾，而且也無法有效達成國會當初立法之目的，因此美國國會乃於一九

一四年制訂「克來登法」，以較為明確之立法方式，禁止特定型態之不當限制競

爭行為，作為休曼法之補充。27 

1. 克來登法第三條中對搭售之規範28 

克來登法第三條禁止搭售行為，係因該行為之效果可能會相當程度地減少市場競

爭或造成壟斷，其所稱之搭售行為為：「賣方之所以同意出售某項產品，係因買

方被迫同意購買其他產品。」然而，本條規定明確度，雖遠高於其他反托拉斯

法之規定，但其中依然有立法上之缺失。由於本條係制訂於一九一四年，因此本

條之規定僅及於「商品」（Commodity），而不及於其他可以作為商業交易之標的

者（例如：不動產、資訊），再者，依據本條之規定，所禁止之行為僅限於由賣

方加之於買方者，而不及於賣方本身之行為或買方加之於賣方者。故在分析本條

所禁止之行為時，可能必須同時採用其他反托拉斯法規之規定。且本條與休曼法

第二條29不同處在於本條規定中並未要求所謂「壟斷之力量」。 

                                                 
27 參照劉孔中、陳家駿、韓毓傑，我國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與美、日、德相關規定與執行狀況
之比較分析，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十三年度委託研究計畫報告書，頁 7，此部分由陳家駿教
授執筆。 
28 本文有關克來登法之說明，係參考整理自劉孔中、陳家駿、韓毓傑，前揭研究計畫報告書頁
32~39，如有未詳盡說明處，請參照上開研究計畫報告書。 
29 休曼法第二條中規定禁止濫用壟斷力量，即禁止於某項產品方面具有相當經濟力量者，利用
此種力量迫使對方接受有害於競爭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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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國法院處理搭售協定案件之原則 

搭售協議之所以被禁止，係因其對於市場中貨物之流通具有嚴重之威脅，一般而

言，有能力迫使交易相對人接受此種協定者，往往對 tying product具有相當之控

制力量，於此情形下，會造成交易相對人無法由其他供應商處獲得價格較低或品

質較優之 tied product，並且，與賣方從事競爭者，無法在 tied product中與賣方

競爭。美國法院在處理搭售協定之案件時，除了適用克來登法第三條外，為彌補

其本身之缺陷，會依據其他反托拉斯法予以規範。而於此類案件中，主要係依循

「當然違法原則」，但有時仍會依據「合理原則」，在適用「當然違法原則」，原

告需先舉證證明下述各項要件： 

◎ tying product 與 tied product 在性質上有所不同 

◎ 雙方之間確有搭售協議之存在 

◎ 被告賣方在 tying product 方面具有相當之經濟力量，足以造成對 tied product  

市場之不利競爭 

◎ 由於此種搭售協定，使相當數量之 tied product 的交易行為受到影響 

◎ 被告賣方對 tied product 享有直接或間接之經濟利益 

（1）就第一項要件，區分 tying product 與 tied product 為二項不同之產品，

看似簡單，但在美國實務之操作上卻時常產生複雜之情況，法院在此傾向

由消費者或使用者之角度予以觀察，以決定其中是否有二種不同之產品。

此外，法院就以下的各項因素，也會一併考量：例如是否將二種產品予以區

分或合併銷售、計算價格時是否合併或分別計算、tied product 是否為其他

產品之一部分等因素。但法院最終的考量，仍是偏重在使用者、消費者之評

估，若從彼等角度觀察，市場對於 tied product 有相當之需求量，足以使被

告或其競爭者對其另闢銷售管道或予以分別行銷，則該種產品便會被法院認

定為與 tying product 不同之產品。 

（2）就第二要件，原告必須證明被告以明示或默示之方式表示，若不同時購買 

tied product 便無法購買 tying product 或無法享受有關 tying product 之重

要的銷售服務30。 

                                                 
30 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Inc., 504 U.S. 451（1992）. William C. Holmes, 
Antitrust Law Handbook, pp.45~63（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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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第三要件經濟力量之證明，若是被告在 tying product 之市場中不有相當

之經濟力量，往往代表有相當數量之競爭者同時銷售與 tying product 競爭

之產品，則強迫買方之可能性即相當低。亦即，有關經濟能力之證明，其實

是與搭售協定之證明密切相關，因為當被告在 tying product市場中不具有相

當之經濟力量，往往代表有相當數量之競爭者同時銷售與 tying product 競

爭之產品，則其如何強迫買方必須接受搭售協定？買方可以自由地向其他競

爭者購買與 tying product 性能相同或類似之產品，如此便沒有強迫購買之

可能31。在過去的案件中，若是 tying product 為智慧財產權，則法院往往

推定智慧財產權人享有相當之經濟力量，而不要求原告另外證明，但此情形

於美國國會於一九九八通過「專利權濫用重整法」後改變，該法規定不得因 

tying product 為享有專利之產品，便直接推定該項產品在市場上具有一定之

經濟力量。雖然該法僅及於專利權，但美國司法實務在處理著作權之案件

時，亦將上開法理一併適用於具有著作權之產品。此外，被告是否享有其他

競爭者所無之優勢、被告在 tying prouct 之市場中所享有之佔有率、 tying 

product 本身具有若干特殊之性能能使其他競爭者之產品無法競爭或是有

其特殊之吸引力等等因素，亦是判斷被告是否在 tying product 是否具有經

濟力量之參考標準之一。 

（4）就第四要件而言，對於搭售契約法院採用「當然違法原則」予以分析，所

以必須要求原告證明被告之行為使得相當數量之 tied product 之交易受到影

響。因為在無此種影響之下，被告知行為便無法被認為對於市場競爭有所影

響。 

（5）就第五要件而言，原告必須證明被告賣方由 tied product獲有一定之經濟利

益，不限於直接利益，亦包含間接利益。 

                                                 
31 參見：United States Steel Corp. v. Fortner Enterprise, Inc., 429 U.S. 610(1977)，轉引自陳家駿、
羅怡德，公平交易法與智慧財產權──以專利追索為中心，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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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院適用「當然違法原則32」之情形 

雖然法院在涉及搭售協定之案件中，大多援引「當然違法原則」，但卻未予以完

全引用：因為在真正適用該項原則之案件中，一旦證明被告之行為屬於當然違法

之行為時，被告不得舉證說明本身行為對於市場有正面之效果，但在涉及搭售協

定之案件中，被告依然可舉反證證明本身之行為對市場競爭有利，從而免除責

任。是故，在處理搭售契約之問題時，「當然違法原則」之適用，即有所差異。

但即使如此，被告仍須設法證明，為達成必要之目的並無其他限制較少之方式可

以採用，否則仍然無法免責。 

（三）1995年反托拉斯法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準則 

1. 準則之效力與適用範圍33 

（1）效力 

授權準則之目的係在於使業者及一般民眾對於執法單位之判斷傾向能夠於事前

有所認知而頒佈之宣示性方針，其係屬透明化之執法政策，並非由立法機關授權

訂定之子法，因此準則並未創設任何權利或義務，而僅具拘束執法之美國司法部

及聯邦交易委員會之效力。 

（2）適用範圍 

關於授權準則之適用範圍，僅限於專利權、著作權、營業祕密及 know-how之授

                                                 
32 關於當然違法原則與合理原則之介紹與說明以及其與權利濫用之關係，參照陳家駿、羅怡德
著，公平交易法與智慧財產權---以專利搜索為中心，頁 106~107，茲整理如下：「就英美法上反
托拉斯法相關規定，如休曼法（Sherman Act）第一及第二條，任何契約或多或少皆有限制他人
權利之用意，因此為了避免動輒使任何交易違反反托拉斯法，英美法上透過法官造法，逐漸判

例定出若干違反類型，發展出兩項原則：一為「當然違法原則」（illegal per se），亦即不問其約
定內容，只要有此種約定必屬違法，不須再問其合理與否；另一為「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
亦即某種約定雖有若干限制，但該約定必需斟酌整個交易狀況，是其是否為合理的限制，如係

不合理的妨害自由市場競爭法則，即屬違法，因此這類交易條件，與當然違法原則不同，不會

立即給予違法的負面評價，而尚須進一步之探究，如存有正當理由，即不構成違法。基本上，

權利濫用雖然常與反托拉斯法一併提出，且本質上有其相通之處，但仍有所不同。首先，反托

拉斯法需具備特別之構成要件，並具有攻擊性，若違反反托拉斯法，可以主動提起一個訴訟

（claim），申言之，其為一獨立之法律行動，單獨成為一個訴因（cause of action），及可以直接
提出控訴。但權利濫用則否，其單純作為防禦之用，從大陸法之觀念來看，相當於所謂的「抗

辯權」，抗辯被法院接受即不構成智慧財產權之侵害。一項不當之行為縱使尚未達到違反反托拉

斯法之階段，仍可能構成權利濫用，再者，反托拉斯法違反之前提是需有受損害之事實，但主

張權利濫用則不必證明實際上已經受到損害。」 
33 參見姚嘉琳，授權契約限制約款與公平交易法──簡介美國 1995年反托拉斯法智慧財產權授
權行為準則，科技法律透析，2002.8，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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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行為始受規範。換言之，對於商標權之行使並不包括在內。此非因商標權之性

質特殊，不適用智慧財產權之一般共通性原則，而是授權準則所欲釐清者係有關

「技術移轉與創新」此一概念性市場之反托拉斯法適用問題，而商標權通常不會

必然涉及此一爭點，反而係以產品間隔性、差異性作為其重點，故不是用此授權

原則。 

2. 授權準則之基本原則34 

（1） 反托拉斯法下相同之評估 

  準則認為智慧財產權一經創設，其再次使用之邊際成本不變，此為智慧財產權

與一般傳統財產在經濟功能上之差異。但其在法律上有關財產權排他性質之適

用，與一般財產權並無不同。因此，授權準則的宣示主要在破除智慧財產權係是

一種「特別權利」的迷思，即有些傳統財產之取得，亦會有反競爭之效果，與取

得智慧財產權在競爭法上的效果相同，因此，對於智慧財產權並無特殊之反托拉

斯法審查，亦不必特別質疑其反競爭性。 

（2） 權利人之市場力量不被推定 

授權準則認為法定獨占權與實際市場力量不能劃上等號。所謂「市場力量」，在

經濟學上之定義係指事業有能力使價格持續高於競爭價位，或使產出持續低於競

爭狀態下產出之能力。換言之，法定獨占權是法律所創設之地位，市場力量則需

就個案作事實之檢證。 

（3） 授權行為有利於市場競爭 

此一基本原則闡明智慧財產權對資源配置的正面功能，由於智慧財產權之授權行

為，可使生產要素結合，加強該智慧財產對業主及消費者之價值，不僅能直接或

間接誘使技術創新、促進市場競爭，亦有助於整體經濟效益之提昇。 

3. 對搭售約款（tying arrangements）之規範35 

就涉及智慧財產權之「搭售」行為，授權準則亦有明文之闡釋，其內容與對搭售

行為之分析，並無甚大差異。由於搭售約款並不一定會導致限制競爭效果，因此

得以合理原則判斷其適法性，同時授權準則特別指出若符合下列情形，執法單位

會對搭售約款進行檢視： 

                                                 
34 參姚嘉琳，前引註 33，頁 26~27。 
35 參姚嘉琳，前引註 33，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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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契約當事人對搭售標的應有相當之市場力量，以致可限制被搭售產品市場

內之競爭。 

（2） 搭售對市場可能造成相當程度之負面影響。 

（3） 促進競爭效率之理由不足以權衡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然契約當事人對所授

權之智慧財產權是否具備市場力量不得遽以推定。 

二、日本獨占禁止法36 

（一）日本獨占禁止法之內容與目的 

1. 內容 

依照日本獨占禁止法第一條規定，日本獨占禁止法就內容言，包括「對私人獨占、

不當限制交易及不公平交易方法之禁止以防止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及「對以結

合、協定等方法對生產、販賣、價格、技術等不當限制及其他一切事業活動不當

拘束之排除」。 

2. 目的 

就目的言，該法之直接目的在於「促進公平自由的競爭」及「發揮事業者之創意、

興盛事業活動、提高僱傭及國民實際所得之水準」，其間接目的為「促進國民經

濟民主而健全地發展」及「確保一般消費者之利益」。因此可之「獨占禁止法」

之內容係以私人獨占、不當限制交易之禁止與不公平交易方法之禁止為中心。 

（二）日本法上對於搭售契約之規範 

日本法上關於搭售契約之規範，在於獨占禁止法第二條第九項第三款（不當引誘

或強制競爭者之顧客與自己交易）、第四款（附不當拘束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條

件之交易）與一般指定37第十項「搭配銷售販賣」（供應商品或服務予交易相對

                                                 
36 本文關於日本獨占禁止法中就搭售契約規範之說明，係參考劉孔中、陳家駿、韓毓傑，我國
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與美、日、德相關規定與執行狀況之比較分析，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

十三年度委託研究計畫報告書，頁 71~106。此部分由韓毓傑先生主筆。 
37 所謂一般指定，係針對獨占禁止法中規定「不公平交易方法」，經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據現行
法加以指定的行為類型。指定適用於全部所有事業者，為一般指定，適用於特殊事業者，為特

別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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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時，不當強迫對方同時購買自己或所指定事業者指定商品或服務，或要求其與

自己或指定事業者進行交易） 

三、德國限制競爭法 

（一）搭售契約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搭售契約係指：一造負有義務購買

客觀上或商業習慣上與契約標的物無關之商品或服務之契約。本條之規定在實

務上之功能很小，特別是搭售契約多半來自支配市場的事業或力量強大的事業，

故法院與卡特爾廳（相當於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實務上，多援引同法第二十

二條第四項或第二十六條第二項之規定規範之，以致於本款幾乎沒有任何意義。

除此之外，搭售契約與使用限制及排他約定極為接近，具有高度的替代性。 

（二）卡特爾介入之要件 

事業從事搭售行為，並不當然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申言之，卡特爾廳尚

不得隨即將此種契約宣布為無效或禁止再使用同種類之約定，而必須檢視此種契

約確實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後，方得介入。至於是否確實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

第十八條第一項列舉規定有三個選擇性之標準： 

1. 不當限制相當數量之事業 

搭售契約本身，固然直接限制事業之競爭自由，但基本上，該契約是事業自願簽

訂（是否有濫用市場地位，為另一問題），因此原則上卡特爾並不介入，需有相

當數量之事業受到此種契約同種類之拘束，卡特爾廳基於保護競爭自由此項機制

之考量，才會介入。此之「相當數量」之事業，所討論的應該是該某事業在相

關事業之重要性及佔有率，原則上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市場佔有率應該充足此

項條件；而所謂「不當」限制，德國通說認為應該在個別事業及其整體競爭自由

所受到之限制、對造事業（即限制他人事業之事業）銷售及採購策略之正當利益

以及維持市場開放之公眾利益間，從事法利益之衡量，以達成衡平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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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當限制其他事業進入市場 

3. 嚴重影響競爭 

所謂嚴重影響競爭，必須該項限制在數量上與質量上有一定之重要性，並且審酌

實際市場狀況而定之。 

在卡特爾廳之實務上，亦多同時基於該三標準而宣告限定約定（搭售契約）無效。

38 

四、中國反不正當競爭法 

（一）搭售規範 

中國在競爭法之發展上，相較於其他先進國家而言，速度較緩，並且目前也僅有

反不正當競爭法（相當於不正競爭法），尚未有反壟斷法（相當於限制競爭防止

法）之立法，不過因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需求，中國國內學者與政府當局，也

意識到反壟斷法之需求，因此目前立法呼聲高漲39。而中國法制對於「搭售」之

規範為：「經營者銷售商品，不得違背購買者的意願搭售商品或附加其他不合理

的條件」（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二條）。亦即不得使購買者不得不一併購買其不願

意購買之其他商品或不得不接受對其不合理之條件。又法條僅稱「購買者」，因

此解釋上不限於經營者，亦可包括消費者。 

（二）判斷標準之模糊 

中國法制以「違背購買者的意願」為判斷搭售是否違法，而不問「搭售」是否有

正當理由；亦不考慮搭售之經營者有無濫用其市場地位，以及其搭售行為是否對

市場競爭造成影響，其違法之構成要件，不若台灣法制之嚴謹。40 

                                                 
38 本文關於德國法之介紹，整理自 劉孔中、陳家駿、韓毓傑，我國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與美、
日、德相關規定與執行狀況之比較分析，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十三年度委託研究計畫報告

書，頁 107~144。 
39 可參考王先林，從微軟壟斷案看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控制，
http://it.sina.com.tw/technews/sinaCN/2001/12/24/10219153.html（visited on 2002/3/28） 
40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立法，頁 361~362，民國八十四年十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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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歐體羅馬條約 

（一） 羅馬條約八十六條之分析41 

由於歐洲共同體內禁止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之企業濫用其經濟力而破壞市場競爭

之公平。因此羅馬條約第八十六條規定：「於共同市場或其重要部分，一個或數

個事業有控制地位濫用行為，在會員國間之交易可能被影響的範圍內，與共同市

場不相容並應禁止。 

該等濫用行為特別包括： 

1. 直接或間接課加不公平的買價、賣價或不公平之交易條件 

2. 限制生產、行銷行銷或技術發展至生損害於消費者。 

3. 對交易相對人就相同之交易適用不同之條件，致使蒙受競爭上之不利益。 

4. 以他方當事人同意附帶給付為締結契約之條件，而此給付，依其性質或按照

商業習慣與契約標的並無關連。」 

由此可見，羅馬條約第八十六條所禁止者係優勢企業之「濫用行為」，並未非難

市場控制地位之存在。正體現歐體抱持緩和且實用之競爭政策，一方面考慮到可

能來自共同市場外之經濟競爭，另一方面亦烤量共同體內各種經貿藩籬之撤除，

市場逐步自由化，倘若允許經濟力量之適度集中，亦對事業體質之調整及改善能

多所助益，得以於劇烈之競爭下生存。 

（二）優勢地位之濫用類型與羅馬條約八十六條之適用要件 

羅馬條約第八十六條規定之宗旨在禁止控制企業於共同市場內為優勢地位之濫

用，所稱「濫用」該條例示四種類型： 

1. 課加不公平價格或交易條件。 

2. 為不利生產、銷售或技術發展之限制。 

3. 為歧視行為。 

4. 交易附加不當條件。 

要言之，羅馬條約第八十六條於適用上，需具備三項構成要件： 

                                                 
41 參見黃雪鳳，歐美競爭法對航空電腦訂位系統之規範，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九十年六月，頁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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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個或數個適用擁有市場控制地位。 

2. 濫用行為。 

3. 影響會員國間之交易。 

（三）優勢地位之判斷基準之一 ──市場佔有率 

優勢地位之判斷基準42之一為所謂「市場佔有率」，市場佔有率是企業經濟力之

表現，以市場佔有率推斷市場地位是最有效而直接之方法。歐洲法院認為長期於

相關市場維持 75%或以上之市場佔有率係具有市場優勢地位最有利之證據，而

40%至 55%之市場佔有率雖能認定涉案企業具有市場優勢地位，為仍須就其競爭

者經濟力之大小，市場之競爭條件與涉案企業之行為等因素，進一步確認涉案企

業是否真的擁有市場優勢地位。由此可知，市場佔有率越高，被認定具有市場優

勢地位之可能越高，但市場佔有率並不能作為判斷市場優勢地位之為一標準，因

市場佔有率高低與市場優勢地位之具備與否並無必然之關連，於判斷市場優勢地

位時，仍須將市場產業結構、其他競爭者之經濟力、涉案企業之行為等因素一併

加以斟酌，方屬妥適。 

六、我國公平交易法 

（一）搭售行為之規範 

我國關於搭售行為之規範，係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以不正當限制交易

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而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

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本法第十九條第六款所稱之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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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規定：「前項限制

是否不正當，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

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是故，就搭售契約之規範，從歷來

公平會處分之案例觀之，幾乎是適用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六款與同法施行細則第二

十五條作為其處分之立論基礎。 

                                                 
42 參見黃雪鳳，歐美競爭法對航空電腦訂位系統之規範，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九十年六月，頁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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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判斷是否構成搭售之標準 

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公研釋○四五號，就電腦產品搭售，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疑

義，提出判斷是否為搭售與搭售是否違法之標準： 

1. 判斷是否符合搭售之構成要件，應考慮以下因素：  

（1）至少存在二種可分的產品（服務）  

（2）在分析任何搭售契約時，首先必須確立者為必須存在二種可分的產品43（或

服務），至於如何判斷其是否可分，則可考慮下述因素：  

同類產業之交易慣例 

該二產品（或服務）分離是否仍有效用價值 

該二產品（或服務）合併包裝、販賣是否能節省成本 

出賣人是否對該二產品（或服務）分別指定價錢 

出賣人是否曾分別販賣該二產品（或服務） 

（3）須存在明示或默示之約定買受人無法自由選擇是否向出賣人同時購買搭售

與被搭售產品。  

2. 在判斷搭售是否違法之標準，應考慮以下因素：  

（1）出賣人須在搭售產品擁有一定程度的市場力 

搭售行為違法與否的考量因素中，出賣人在搭售產品市場擁有足夠之市場力是極

為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因若出賣人並未具足夠之市場力，其將很難成功地推動

其搭售設計；即或是能夠，其對於市場競爭之不利影響亦不致過於嚴重。  

（2）有無妨礙搭售產品市場競爭之虞 

搭售之實施有妨害被搭售產品市場公平競爭之虞時，例如被搭售產品的市場受到

一定程度、數量或比例之排除競爭時，即為違法。 

（3）是否具有正當理由 

例如若為了確保出賣人之商譽及品質管制，或保護商品創作者之智慧財產權，亦

                                                 
43 對此，學者黃茂榮教授認為：「在搭售發生於物之搭售者，所搭售之物必須為數物，且該數物
間沒有主物與從物之關係，蓋民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主物之處分及於從物，在一契約同

時以主物及從物為交易客體，自無搭售之問題。是故，數物間是否具有主物與從物之關係或互

為主物從物之關係之公平交易法上具有規範意義。亦即，不論數物間是互為主物從物或其具有

主物從物關係之數物，在交易上要求同時以之為一個為一個交易契約之客體者，皆不構成搭

售。」，參閱黃茂榮，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1993年 10月初版，頁 33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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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視為具有商業上之正當理由而予以容許。  

（三）搭售規範之適用 

搭售可能對交易相對人及競爭者造成損害。對競爭者造成損害之情形，其保護規

定為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三款。在此，因搭售之結果使競爭者喪失與交易相對

人交易之機會，從而受到損害。對交易相對人造成損害之情形，其保護之規定為

何有不同看法。實務上認為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為其規範基礎。蓋搭售的

結果限制了交易相對人決定是否購買搭售之商品或服務之自由，從而具有以限制

交易相對人對於契約自由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情形。為倘交易相對

人並非事業，而該法第十九條第六款規定，仍非該當之規定，而應轉依同法第二

十四條，將之認定為顯失公平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行為。44 

七、小結──搭售契約於競爭法體系之再定位 

（一） 搭售契約體系上之定性 

從以上各國法規範對於搭售契約之規範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除了中國反不正當

競爭法以外，其他如美國、日本等國，均是將搭售契約作為限制競爭之一種手段，

因此在此會產生的問題主要有兩項：第一是搭售契約究竟是屬於不公平競爭之一

種或是限制競爭的手段之一？第二是搭售契約在我國公平法上之定性為何？從

各國之法規範與實務處理搭售契約之態度，我們可以認為搭售契約應該是屬於限

制競爭的一種手段。換言之，在競爭法體系上，搭售契約應該是置於限制競爭之

領域。而在我國法上，雖然在處理有關搭售契約之爭議的案件中，是適用公平法

第十九條第六款，該條款是置於第三章不公平競爭專章，但從公平交易委員會歷

來處理有關搭售契約之見解以及參照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之規定，我

們可以觀察到不論是在實務態度與法律規範上，似乎已經將搭售契約視為限制競

爭手段之一種。因此，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搭售契約在體系上應該被定性為「限

制競爭」手段之一種。不過在我國公平交易法上，搭售契約確有其特殊之地位，

                                                 
44 黃茂榮，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頁 332~336，1993年 10月初版。同見解，參閱劉孔中、陳
家駿、韓毓傑，我國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與美、日、德相關規定與執行狀況之比較分析，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十三年度委託研究計畫報告書，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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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國反托拉斯法、日本獨占禁止法等，實務與學說對搭售契約之見解與處理

方式，是否能完全地適用在我國有關搭售契約之案件上，其實仍有討論的空間。

以下，針對我國公平法上搭售契約之特殊地位，或者更進一步地說，公平法第十

九條在我國公平法上之特殊地位為何，加以分析說明。 

（二） 搭售契約在我國公平法上之定位 

承上所述，雖然不論從各國法規範、實務處理方式等等相關的資訊中，可以觀察

到搭售契約是屬於限制競爭手段之一種，但是，在我國公平交易法上是否是如

此？本文認為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在體系上究竟處於何種地位，影響到搭售契約

之定位，因此有必要加以分析說明。 

1. 公平法第十九條之立法目的 

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

經濟之安定與繁榮，該法第一條對此揭櫫甚明。申言之，公平交易法係以維護競

爭之自由與公平為手段，以達成維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維護消費者權利，

以及促進整體經濟環境之安定與繁榮為其目的。為達成前述立法目的，公平交易

法在體例上將其分為二部分，即限制競爭（第二章）與不公平競爭行為（第三章）

之規範，前者屬於反托拉斯法領域，用於確保競爭行為之自由，後者則規範競爭

行為之公平性或正當性。限制競爭與不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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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雖置於該法第三章不公平競爭專章，然就其各款規定以觀，

除第五款規定不當取得業務機密行為，係參考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十七條制

定，類屬不公平競爭規範態樣外，其餘各款如第一款拒絕交易或杯葛，第二款差

別待遇，第三款強制交易，第四款強制限制競爭，第六款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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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可知，該條文在規範構造上，除有不公平競爭之規定外，

同時亦包括限制競爭之相關規範，此種立法體制固有其待商確之處，然卻適足以

說明維護自由競爭與公平競爭二者間，具有極密切之關係，且各所肩負對於市場

競爭秩序之維護任務，實質上並無二致45。因此從立法沿革上來看，可以知道公

                                                 
45 參見公平法第十九條之立法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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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法第十九條基本上是參考所謂的限制競爭法之內容為立法基礎，但於體系上將

之置於不公平競爭一章中，其實確有商榷之處。 

2. 公平法第十九之修正經過 

公平交易法於八十年二月四日公布，八十一年二月四日施行，嗣於八十八年二月

三日及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共歷二次修正。該法第十九條於八十八年二月第一

次修正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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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由公平交易法條文體系之編排而言，現行法第十九條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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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年二月公平交易法修正時，

為適用明確之考量，乃將該構成要件增修為「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者」。換言之，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既已明文增列「限制競爭」要件，則其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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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因此項修正，使過去該條文因體系上置於第三章，而被歸類為

不公平競爭之範疇爭議，有重新省思的空間46。從公平法第十九條修正過程之發

展，原本具有不公平競爭之屬性之條文，因為加入「限制競爭」之要件，導致該

條文具有限制競爭之性質，在適用公平法第十九條各款之規定時，除了「有妨礙

公平競爭之虞」作為適用之前提外，「有限制競爭之虞」亦為適用該條之前提之

一。申言之，我國公平交易法將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之規範，置於同一法典之

中，與世界主要國家之立法，將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以不同的法律加以規範之

方式不同，已屬特殊的立法形式。而於不公平競爭之規範中，又加入「限制競爭」

之要件，不免讓人對於我國公平法第十九條之體系地位感到困擾與混淆，這樣的

立法方式是否妥適？一網打盡的方式是否能夠真正確保市場競爭秩序？本文認

為的確仍有可以討論的空間。總括來說，特別針對規範搭售契約之公平交易法第

十九條第六款，在此本文認為因為我國法規範之特殊性，因此搭售契約之規範便

具有「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兩種性質。換言之，就文義解釋而言，雖然

                                                                                                                                            
http://www.ftc.gov.tw/SHOWMENUC.ASP?TEMP=TEMPLATETB&TEMPNAME=會本部單行選
單&MENU=HIERMENUTB&DISPLAYKEY=會本部公佈欄（visited on 2002/5/1） 
46 同前引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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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平會將搭售契約當作限制競爭手段之一種，但法規範面卻不能排除其具有

不公平競爭之性質。是故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搭售契約之規範，可以說是相當特

殊之立法方式，其在競爭法體系上即具備了兩種不同之性質。 

 

伍、著作物搭售形態之一－聯營租片制度 

一、 錄影帶業之著作權發展47 

隨著歷史的進展，與錄影帶產業相關的著作權問題可以區分為幾部分：最早是著

作權法承認錄影著作屬於著作種類之一，應受著作權法保護。接著是外國人著作

保護規範的發展，主要包括國外影片（以美國片為主）的錄影帶著作保護問題，

以及隨之而來的著作權保護期間擴大與回溯保護等。再來則是是否應立法保護著

作權人的出租權，使錄影帶出租店的出租行為需取得著作權人之授權，並繳納授

權金﹔而此規範對錄影帶上下游業者的權力關係有極大的影響，直接導致了發行

業對出租業的不當控制，連帶產生了不公平契約、搭售、B拷、與流片合法性的

問題。而對錄影帶著作權規範發展的影響因素包括：國內電影業者的競爭與施

壓、國家對錄影帶產業的態度與規範、美國影業與美國政府對錄影帶產業的著作

權利益之爭取、國內錄影帶代理發行商的利益、下游出租店的反抗或為爭取合法

的配合等。以下就錄影帶業之著作權發展的幾個時期，分別為介紹說明： 

（一）1976年~1985年：錄影帶業之起源與著作權問題之發展 

1. 錄影帶業之萌芽 

西元 1976年，新記公司首先引進日本新力Beta系統的家用錄影機至台灣，不過

在 1976年至 1979年這段時期，錄影帶出租業完全是以地下化、非法經營的狀態

為主﹔此時期錄影帶出租店沒有公開的店面，租金也因為供給稀少、需求量增加

                                                 
47 以下之論述，係參考與整理自王維菁，著作權與台灣影音產業的政治經濟分析，世新大學傳
播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 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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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一度處於昂貴的狀態。而所出租的錄影帶主要來源是經由盜錄電影以及對

外國影帶的翻拷、節目的側錄等，成本低廉，也因此錄影帶出租業獲利豐厚，吸

引許多人競相投入此一市場。 

2. 錄影帶產業納入行政管理與政府之盜錄取締 

1979年，行政院新聞局公布「處理錄影帶節目要點」，將錄影帶的進口及市面流

通納入管理，同年 9月修訂「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管理規則」，以將錄影帶的

製作、租售納入管理規範。而此時電影業者因不堪錄影帶業者盜錄未下檔電影的

打擊，在 1979年 5月自行成立「影視錄影帶違法營業調查檢舉小組」，自行蒐集

各地錄影帶業的違法事實，向治安單位檢舉，並要求取締，但 1981年錄影帶出

租業仍日益成長，盜錄影帶風波也日盛，因此，此小組擴大經費、編制，正式成

立「影視錄影帶違法營業調查檢舉專案小組」，加強反盜錄活動。國家機器在此

一時期並沒有積極、主動管理取締盜版錄影帶出租的問題，只扮演一被動回應、

立場模糊的角色。1982 年 6 月，廣播電視法修訂，增列錄影節目帶供應事業之

釋譯，但對於盜版錄影帶在市面的流通卻仍沒有明確有效的遏止或取締，1983

年 4月，修訂頒佈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增訂第五章「錄影節目帶管理」，並於

此時開始採取斷斷續續的取締盜錄行動，這些行動雖然無法有效制止盜錄與盜版

帶的流通，卻也開始促成業者尋求合法經營的動機，而錄影帶業的代理發片制度

於是在此時正式引進，不過所代理的正版影片主要是以當時衝突程度較高的國

片、港片電影為主，並沒有西片的代理發行。 

3. 錄影帶列為著作權保護標的與著作權法增列出租權所生搭售、B 拷之
問題 

1985年 7月 10日所公佈施行之新著作權法影響日後錄影帶產業發展極為深遠，

新法正式將錄影帶列為著作權保護的標的，使製作錄影帶節目正式納入著作權法

律保護的範圍內48﹔另外，在影帶發行商利益團體的遊說影響下，新著作權法增

列著作權人享有「出租權」的規定，且由於新法並無「第一次銷售原則」的規定

以對出租權產生制衡效果，因此使得台灣成為當時世界「唯一」規定影帶著作出

                                                 
48 之前錄影帶享有著作權保護的僅有電影轉錄的影帶受保障，因著作權保護電影影片，而自製
的錄影帶節目並不包括在舊著作權法保護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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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需經著作權人授權同意的國家49。影響所及，使日後出租業買進錄影帶時需先

與發片商簽約，以取得出租授權，並因此造成發片商與出租業不平等的權力關

係，發片商開始以此簽約制度對出租業進行不合理的獨占價格以及進行不合理的

控制，例如：強迫性的影片搭售、出租商沒有選擇影片的權利，甚至沒有得知

購買影片內容的權利，最後只剩被動選擇經營或不經營，簽約或不簽約的權利而

已。而由於發片商強制搭售的影片絕大多數是較不具市場價值的影片，因此出租

店為了平衡成本，開始對有限量的「熱門片」進行拷貝出租，而發行商為維持搭

售與簽約制度，也默許這個俗稱為「B拷」的行為，並以此作為威脅出租店配合

的籌碼，使發行商與出租店不斷處於對立衝突的情境之中﹔而 B 拷帶的風氣與

合法性，日後也演變成台美著作權談判的重點之一。 

（二）1985年~1993年：美國政經力量之介入 

1. 美國影片之影帶著作權保護 

（1）背景 

1985 年之前，由於國內對西片採取配額制度，能進入台灣市場的外國電影數量

有限，且對西片轉錄成影帶的著作權也只保護配額內的影片，在配額之外的轉錄

影帶並不受國內著作權保護，錄影帶業者可以自由拷貝配額外的西洋影片並加以

出租﹔至於日片由於屬於全面限制進口，因此，日片錄影帶完全不受我國著作權

規範的保障。 

（2）美國要求電影錄影帶須受到著作權保護 

1985 年 10 月，「第三次台美保護智慧財產權諮商」會議召開，以討論錄影帶著

作權的問題為主，美方以美國電影業受到台灣盜錄美國影片造成重大損失為由，

要求我國對配額以外的美國電影錄影帶也提供著作權保護，此要求得到我國政府

的首肯，同意全面擴大對美國影片錄影帶著作權的保護。而國內錄影帶代理發行

商也隨即迅速在 1985年 11月主動與外國業者洽談簽約購買國內發行權之事宜。

1986年 10月 1日，為對美方要求有所回應，以及為對影帶內容進行檢查，新聞

                                                 
49 當時大部分國家基於文化流通、社會進步的目的，均反對保護出租權，而僅有對出租權保護
的美、日兩國，其出租權保護也僅止於錄音著作與電腦程式兩項，可見，當時台灣立法單位通

過對影片影帶的出租權保護是相當「前衛」，且著眼於發行商利益的作法。而台灣當時會通過此

一法條的因素在於立委認為其他國家也都有出租權的保障，但卻不知有出租權規範的國家也都

以「第一次銷售原則」來平衡此規範，使出租權僅有宣示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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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規定所有錄影帶均需事先送審，並於 10月 10日又加規定送審錄影帶均需有出

口地電影事業協會的簽證，以防止盜錄，擴大對外國影帶著作權的保護。 

2. 回溯保護、延長保護期間與擴大受保護人範圍之規範 

（1）回溯保護 

1987年 4月，「台美一般貿易諮商會議」，美方要求在 1985年著作權法實施前的

美國影片，全部依新法中的本國人所採的創作主義原則加以保護，無論有無註

冊，甚至已超過舊法保護年限（十年）已成為公共財產者，均恢復保護。但因為

攸關產業利益，我國於開始時反對之，但最後還是同意追溯保護至新法實施前十

年。但在 1988年之「台美貿易諮商」中，我方卻動搖 1987年所達成之協議，與

美達成妥協同意從寬解釋著作權法，以便回溯保護 20年。 

（2）擴大受保護人範圍 

在1988年 4月所進行之「台美貿易諮商」，美國提出「受保護人」意義擴大的要

求，認為在美方領域內首次發行的著作也應受我國保護，而首次的定義卻廣泛包

括在其他國家發行後 90天內在美國發行者，也算是首次發行﹔而如依此認定，

則與我國無著作權互惠關係的日、韓等國影片，也可受台灣著作權法的保護，但

這些國家卻不需要對等保護我國著作權產品，形成不對等保護的情勢，而這樣的

方案，可能造成部分無版權之日片錄影帶出租店違反著作權法，影響不可謂不大。 

（3）著作權保護期間延長 

美方於前述「台美貿易諮商」中更要求將著作權保護期間延長，從著作人終身加

30年延長至加 50年，這對依賴美國著作權商品的產業之利益影響相當重大。 

（4）我國之反應 

歷經 1988年與 1989年「台美保護著作權諮商會議」，在美國電影商之強烈要求、

美方發動「特別 301條款」之壓力與我國對美國之經濟利益與外交關係之多重因

素考量之下，與美國就著作權保護達成數項共識：包括著作權保護期間之延長（30

年至 50年）、正式承認對已成為公共財產的美國影片追溯保護 20年，而著作物

在其他國家發行後在美國發行者，因不及於無互惠關係的第三國，因此雙方同意

不受國內著作權保護（但西元 1993年台美著作權保護協定通過，仍推翻此協議，

擴大對外國人著作保護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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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次銷售原則之訂定 

（1）背景 

由於我國著作權法列入「出租權」之規定，但卻未如同多數國家訂定之第一次銷

售原則（The doctrine of exhaustion）（也稱耗盡原則）來制衡著作權法中出

租權的規定。然而第一次銷售原則的增定受到美國與國內代理商強烈的反對，美

國政府甚至又擬以特別 301條款威脅台灣，但由於美國本身的著作權法第三條第

A項也有第一次銷售原則的規定，於情於理都難以要求台灣立法機關不得通過此

一條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學界、輿論界多有支持制訂第一次銷售原則的呼聲。 

（2）著作權法修正案 

1990年 1月 20日，著作權法修正案正式公布，新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增列第一

次銷售原則：「已取得合法著作複製物之所有權者，得出借、出租或出售該複製

物」，因此著作人在著作物所有權移轉後即不再享有出租、出售、與讓與等散佈

權。」然而，數年來隨出租權衍生的代理商的獨占地位已然無從動搖，成為慣例

的 B 拷與搭售問題也已經難以導正，因此，影帶發行商依舊透過各種方式規避

第一次銷售原則，並維持原先的簽約、搭售制度。 

4. B拷所衍生之問題與聯營租片制度之出現 

1992年 3月 2日，在每年特別 301名單公布前夕，「美國影片輸出協會」（MEPAA）

威脅要向美國貿易局提出控訴，因為台灣的盜版錄影帶（主要指 B 拷帶）已經

造成好萊塢各大片商每年損失至少一千至一千五百萬美金，而 1992 年 4 月 29

日，美國貿易代表署（United Stated Trade Representative，簡稱 USTR）將台灣列

入特別 301的優先國家名單，理由之一即包括我國對智慧財產權侵權取締的執行

效果不彰，而美國並威脅將選擇任一銷美產品採取懲罰性高關稅、禁止進口或是

要求賠償。為化解美國特別 301之報復壓力，同年 5月 22日，新著作權法修正

案三讀通過，其中規定翻拷（B拷）屬於盜錄行為，而新法也提高對侵權行為的

罰金數額，以使侵權者無利可圖，並收嚇阻之效，另外又對以侵害著作權為常業

者加重刑罰。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出租業者面臨上下游產業不合理的壟斷產銷行

為，必須被迫接受濫片搭售、全年付款等不平等條約，再加上面臨新產業的威脅，

與著作權法之規範，可說是已經沒有生存空間。故在 1993年 4月，在各方壓力

下，擁有最多代理權的標緻嘉通公司宣佈採用單支授權制度，廢除簽約制，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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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代理商與上游影片商卻仍未放棄要以各種手段繼續其對下游業者的控制，因

此實際上單支授權只維持了八個月，標緻公司便與外商集團共同推出「聯營制

度」，直接對出租業的經營方式與營收利潤進行控制﹔而其他代理集團如年代影

視與協和國際公司也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暗中恢復簽約與搭售制度。因此從以上

可以觀察到 B拷、搭售與聯營制度出現彼此間之關係與發展流程。 

二、著作權保護對錄影帶產業市場之影響與目前現況50 

（一） 著作權保護與錄影帶產業市場 

1. 著作權保護對錄影帶產業之意義 

對於錄影帶產業而言，著作權保護存在著不同的功能與意義，其規範影片公司（上

游）、代理發行公司（中游）、與錄影帶出租業（下游）間的產業結構關係。首先

是影片公司，影片公司是影片著作權的所有權人，由於影視著作的獨特性，使

得每部影片幾乎都是一種接近獨佔的商品，加上全球影片公司的集中整合，使

得數家主要的跨國影視公司（以好萊塢電影集團為主）幾乎壟斷了全球商業電

影的市場，獨佔了影片的供給來源。而為了爭取這些具有獨占性質影片的台灣

代理權，台灣的代理公司相較之下處於較競爭的狀態，代理商之間的競爭往往使

得代理權與影片價格節節高昇，使跨國影視集團坐收暴利。而代理商一旦取得台

灣影片出租授權，即成為某影視集團台灣獨家代理商，擁有在台影片出租片供給

市場的獨佔權利，而代理商往往藉此權利對下游的出租店行使獨佔的剝削以及經

營的控制﹔且下游傳統出租店經營者彼此連結鬆散、公會效能不彰，因此更使得

代理商對出租店的控制行為更肆無忌憚。 

2. 出租業與上游代理發行業關係之演變 

就出租業與上游代理發行業關係之演變，從以上的有關於錄影帶著作權保護之論

述，我們可以整理出以下幾個時期： 

（1） 1976－1983年：錄影帶出租市場無版權、無代理的時代。 

（2） 1983年－1993年：引進代理發行制度，代理商採契約授權制。 

                                                 
50 以下之論述，係參考與整理自王維菁，著作權與台灣影音產業的政治經濟分析，世新大學傳
播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 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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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93年－1994年：單支授權的時代。 

（4） 1994年至今：聯營制度、契約授權與單支授權並行。 

（二） 錄影帶產業目前之授權現況 

1. 標緻聯營制度 

國內西片代理的龍頭「嘉通標緻公司」，嘉通標緻結合了上游影片公司福斯、華

納、米高梅、聯美、嘉禾、新峰等開始推出「聯營制度」。聯營制度打著杜絕 B

拷、保護著作權的美麗光環，實際上卻是以其壟斷獨佔的地位，對下游業者進行

更嚴密的控制，如影帶的定價、支數、利潤與影帶選擇等均由標緻嘉通控制，並

要求消費者另付額外的押金、租金，成為變相的漲價51。這樣的聯營制度受到公

平會之處分，要求標緻必須提供單支授權。而標緻公司在與上游授權片商協商

後，宣布同意改採聯營加盟及單支授權同時進行的制度。但實際上標緻公司對單

支授權的規定仍多所刁難，其中包括價格刻意訂的太高、發行時間較晚、購買方

式複雜、以及缺乏服務等，使出租店還是不得不加入聯營制度。到1999年為止，

標緻的聯營系統已經高達1400家左右。涵蓋率幾乎達100%。 

2. 年代影視：契約授權與單支授權並行 

年代影視部分，其國片與港片採契約授權以及互相搭售的做法，默許拷貝，但不

發給側標，年代的無線港劇、嘉禾影片等港片屬於強片，國片部分則屬弱片，因

此年代以強搭弱，平均每片價格約2400元不等﹔至於西片部分，由於1996年7

月後，年代失去哥倫比亞的代理權，因此其洋片部分都是市場價值低、購片成本

也較低的影片，每支價格平均600元，採單支授權制度。雖然影片價格似乎有一

定的標準，但據出租店表示，發行公司會評估每個店家出租量的多寡來調整價

格，生意越好，賣的越貴，評估標準在於使出租店的實際利潤維持在接近於可以

                                                 
51 聯營制度的詳細規定包括：要求出租業者付給標緻 20萬元的押金、每年 5萬元的簽約金（1999
年 5月後漲至 8萬元），需向標緻購買的電腦硬體 3萬 5000元，另外還要付軟體租金每月 1500
元，且最後出租店每個月的標緻影帶之營業額一半屬於標緻公司，不過影帶所有權仍屬於標緻，

並未賣斷給業者。利潤分配計算如下： 
1999年 5月以前：不計算押金部分，每家出租店每個月要先付給標緻公司 5666元 
1999年 5月以後：每家出租店每個月要固定付給標緻公司的費用為 8166元 
營業額一半歸標緻公司，而根據公會統計，扣除掉付給標緻的基本費用，出租店最多也只能拿

到總營業收入的 43％，最少則是以認賠計算，加上扣除掉人事、房租、管銷成本後，幾乎已無
多餘利潤可言，且其對出租店主體性的剝奪，更使出租店變成標緻的直營店，老闆成為標緻的

店員，業者間戲稱此一制度是出租店的佃農制度。同前引註，頁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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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但又不會倒閉的邊緣，而多出來的利潤往往被代理商吸食殆盡。 

3. 協和國際：契約授權為主 

協和國際主要代理了環球與派拉蒙公司的電影，採取簽約授權與搭售制度，有些

默許拷貝、有些不准拷貝，可拷貝的支數視出租店的出租量而定，因此利潤的分

配也因各店的不同而有差異，但出租店僅能得到維持生存的利潤原則是一樣的，

但一般來說，協和國際的影帶平均每支價格大約2500至4000元不等。至於日片

部分尚處於有代理發行但無版權的狀態，因此每支影帶平均要價560元，價格最

低。 

4. 跨國影帶連鎖出租集團（百視達） 

1997 年 3 月 20日跨國媒體娛樂集團－維康（Viacom）集團旗下的百視達

（BlockBuster）娛樂公司進軍台灣錄影帶出租市場，維康集團擁有派拉蒙電影、

MTV傳播網、廣播公司與電影院等事業﹔而百視達更號稱在全球28個國家擁有

5300家分店，年營業額超過5000億台幣。百視達選擇在1997年進入台灣市場的

考量因素包括： 

（1）版權保護制度在歷經特別301威脅後漸趨完整。 

（2）由於版權問題與有線電視興起使出租店下降至約 1400 至 1600 家之間，而

出租店數量的萎縮使市場規模到達百視達認為可以介入的成熟程度，因此台灣的

版權發展可說是替跨國影視集團打造了一個理想的市場狀態。 

就百視達與代理片商的版權關係來看，百視達的影片來源都是單支授權，沒有傳

統出租店所面臨的不公平契約，以及不合理的版權交易問題如搭售、任意漲價、

受陷於非法狀態、不能選擇影片與數量等問題，也不會面臨聯營系統的控制等困

擾，使得百視達與傳統出租店實際上處於不平等的競爭位置。由於百視達的母公

司掌握了影片上游公司：八大電影公司之一的派拉蒙影業，加上不斷擴大的下游

出租店，使代理發行公司反而處於上下受制的狀態，但對百視達而言卻是產生了

垂直整合的優勢效果；也因此百視達可以享有一般出租店所沒有的優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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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公平會已處理有關聯營租片制度之案例類型與處

理原則 

（一）概說 

從上述對於錄影帶業與著作權法制之發展過程中，我們認為在處理有關著作物搭

售之議題上，需要先就整體的錄影帶產業與著作權法制間之關係以及目前之發展

現況，有通盤之了解後，以此作為處理著作物搭售議題之基礎，應該是比較適宜、

妥當之作法。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就聯營租片制度的產生，其

實在整個錄影帶產業之生成過程中，是比較晚近的事。而就搭售與聯營租片制度

間之關係，亦可以觀察到，其實搭售的問題，不是因為聯營租片之問題而產生，

而是因為著作權法中賦予著作權人出租權之權利，但未有第一次銷售原則之配套

措施，導致影片代理商在面對下游出租業者時，可以透過搭售來出清其比較冷門

的影片，藉以獲取其商業上之利益，而也因為搭售所衍生之成本問題，出租業者

為了平衡其因為搭售所必須付出之成本，因此就有所謂的「B 拷」。從以上這樣

的發展歷程中，可以知道其實搭售問題在聯營租片制度尚未產生的時候，便已存

在。但聯營租片制度其實某程度強化與提高影片代理商進行搭售之可能性，公平

會基於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立場與公平法禁止搭售的規範，因此介入聯營租片制度

所可能衍生之公平法上之問題。而就公平會所處理過有關著作物搭售之案例類

型，最大宗者係對於影片代理商或錄影帶上游業者利用其控制電影影片或

KTV、MTV等視聽著作之通路，以其市場之優勢地位或加盟制度對於下游錄影

帶出租業者或 KTV、MTV影帶有使用需求之業者，於定型化契約中列有搭售條

款，迫使下游業者必須接受搭售約款，一併購買不熱門甚至是不知名或是無法預

見可能購入之影帶為何之錄影帶等，否則即無法取得其所需要之錄影帶等，對於

市場之競爭造成一定之妨礙與影響。以下，針對公平會已處理過之案例，加以類

型化以及介紹、說明與分析。 

（二）類型一：濫用市場地位強制搭售 

公平會處理過之案例中，有關著作物之搭售，類型一即為利用其市場地位強制搭

售。茲就發生過之案例，擇其要者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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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一 

學者有限公司因搭售違反公平交易法案（(81)公處字第○二一號） 
學者公司因被檢舉要求出租業者一次購買四十部院線片不得選片，經調查後公平

會之意見謂： 

（1）判斷是否符搭售之構成要件 

學者公司要求出租業者一次需購買四十部不得選片，該四十部院線片內容並非自

成一套，原可一部部購買，而被處分人卻不許出租業者只簽其中之數部及不許出

租業者選片，則其約定便有搭售之特徵。 

（2）判斷搭售是否違法 

學者公司為國內兩大國語院線片錄影帶發行業其中之一家，核其行為該公司係利

用握有特定錄影帶獨家發行之市場優勢地位以簽訂定型化契約進行搭售行為，而

出租業者在與之簽約後，因其資金融通受到限制，因而降低向其他錄影帶發行業

進購錄影帶轉租之能力，此不但顯已影響出租業者依影片上映情況之叫座與否為

決定進購院線片錄影帶之衡量標準，並使錄影帶發行業之競爭活動產生抑制與妨

礙，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第六款之規定。另外，學者公司無法提出有提供交

易相對人一部購買機會之證據，是故交易相對人並無影片種類之自由選購權。 

（3）小結 

公平會於本件認為學者公司利用其市場優勢地位進行搭售，且使相對人無自由選

片之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之規定。 

2. 案例二 

有關美華影視股份有限公司被檢舉以加盟合約方式，壟斷市場調漲價格，涉有違

反公平交易法規定案（(84)公處字第一四九號） 

美華影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美華公司）被檢舉透過加盟52簽約方式，壟斷伴

                                                 
52 公平會最早針對加盟聯營制度作出處分係(84)公處字第○六一號「標緻錄影股份有限公司被檢
舉招募會員加盟簽約店，又片面追加附約書，致業者權益受損案」，該案公平會之所以介入是因

為標緻公司採取加盟聯營契約書之方式，與下游錄影帶出租店業者合作推廣錄影帶出租業務，

但因該公司以招募出租業者加盟聯營為唯一之交易方式，否則即拒絕與其交易，影響錄影帶店

提供消費者完整選片之權益。是故公平會有下列意見： 
(一)就標緻公司之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與商品特性而言，因錄影節目帶係著作權物享有獨家
排他性，一般消費者對製片公司影片之選擇亦具有強烈之偏好性，對於特定製片公司品牌忠誠

度高於一般商品，各錄影帶出租店在顧及片源完整性之壓力下，將被迫接受標緻公司所擬訂加

盟聯營契約書之各項交易條件，可知該公司以要求加盟聯營為唯一交易條件，其限制應屬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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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錄影帶發行市場，除收取加盟金外，並 KTV業者在無選擇權之下，不論節目

之好壞或是製作完成與否，均需一次購買三百首歌曲之伴唱節目帶。經調查後公

平會於處分書表示下列意見： 

（1）判斷是否構成搭售 

美華影視公司以加盟合約授權方式銷售伴唱錄影帶，其加盟合約書中規定，以該

公司總代理寶麗金等唱片公司所出品之三百部單曲伴唱錄影帶為合約之發行標

的，實際提供之伴唱帶內容亦由甲方單方決定。揆諸目前伴唱錄影帶市場多有單

卷選擇買賣之交易方式，該公司欲以三百首單曲伴唱帶成套銷售搭售之意圖至為

明顯。 

（2）是否給予交易相對人購買單項產品之機會 

按該加盟合約書中雖規定「甲方所提供之單曲伴唱錄影帶每卷單價新台幣二千四

百元整」，似仍允許買受人購買單項產品，惟按上述該合約書「交易方式」規定，

ＫＴＶ業者必須支付美華影視公司加盟權利金新台幣五萬元整，方能以每卷單曲

伴唱錄影帶新台幣二千四百元之價格購買，其單卷購買所應支付之價金，與目前

單卷購買價格之市場行情比較，顯不合理。 

（3）是否具有一定程度之市場力 

以新歌之發片量為計算基礎，該公司市場占有率達百分之十七•八，顯見該公司

已具市場地位，對伴唱錄影帶擁有一定程度之市場力。該公司利用伴唱錄影帶享

有著作權物之獨家排他性及消費者對流行新歌之偏好性等商品特性，迫使ＫＴＶ

業者在顧及歌曲選擇完整性之壓力下，必須成套購買美華影視公司提供之三百部

單曲伴唱錄影帶，ＫＴＶ業者無法自由選購單曲伴唱錄影帶，有妨礙單曲伴唱錄

影帶市場公平競爭之虞。 

（4）小結 

美華影視公司以加盟合約授權方式成套銷售伴唱錄影帶之搭售行為，已構成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之規定。 

                                                                                                                                            
當。  
(二)在標緻公司成功運用其加盟聯營經營策略之後，益形強化其優勢競爭地位，勢將恃以修訂對
出租店業者更不利之交易條件，此點由有妨礙上下游業者公平競爭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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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三53 

協和育樂股份有限公司為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案（(85)公處字第一

三三號） 

協和育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協和公司）被檢舉以聯營拆帳方式推出加盟合

約，利用其特定影片獨家發行之市場優勢地位，以斷絕未簽約加盟者單片買賣之

機會，並對加盟店進行強制搭售次級銷售帶之行為。經公平會調查後表示如下意

見： 

（1）單支買賣交易秩序之建立---協和公司未完全提供單支買賣之交易機會 

查錄影帶出租業興起於民國七十年代以來，國內總代理商 (Ａ拷發行商) 與出租

店業者之間已形成一定交易方式，其中「包裹簽約買賣」涉有違反該行公平交易

法之規定，前經本會命其改採單支銷售，因此單支買賣已形成業共同認知之交易

方式，全國數千家下游出租店業者並據以經營多年，形成錄影帶出租業一定之交

易秩序。今被處分人改以定型化加盟合約書之條款限制其下游業者須配合以加盟

聯營，迄至八十四年十二月底前，亦未提供下游業者單支購買之交易機會。該公

司雖於八十五年元月起調整發片方式，其多數影片已回復原有單支買賣之交易方

式，仍保留部分影片作聯營拆帳，尚未完全提供單支買賣之交易機會。 

（2）從著作物商品之特性與著作物平行輸入禁止之角度觀察 

被處分人代理美國八大影業環球及派拉蒙等影片在台發行權利，該等八大影業公

司皆為國人所熟識之製片公司，已有其一定之市場需求；而本案系爭錄影節目帶

商品又與一般非著作權物商品不同，係享有獨家排他性之著作權物，而八十二年

修正通過之著作權法，對著作物之平行輸入有所限縮，下游業者合法取得錄影帶

顯須仰賴協和公司。 

（3）優勢市場與經濟地位 

被處分人相對於目前多為個別獨立經營之出租店業者而言，擁有優勢經濟地位，

下游出租店業者於顧及片源完整性之壓力下，將被迫接受被處分人所擬訂之各項

加盟條件，其限制應屬非正當。 

                                                 
53 另外，如（八九）公處字第○七八號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因搭售 VCD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
案，公平會衡酌被處分人營業規模、VCD產品特性、發行業者及出租業者間不對等之市場地位、
發行業者獨家代理下影響及於全國出租業者等因素，認為被處分人銷售 VCD之方式，已構成有
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搭售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之規定，可一併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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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結 

協和公司挾其競爭優勢地位，以定型化加盟合約書之條款限制出租店業者之事

業活動，且未合理提供交易相對人單支購買之交易機會，構成公平交易法第十

九條第六款之違反。 

（三）類型二：不合理調漲單支售價強制搭售 

因為公平會對於聯營租片制度有無違反公平交易法關於不公平競爭之規範，向來

所採取之標準主要是在於「是否有提供交易相對人購買單支之機會」。因此實務

上便發生上游業者雖然沒有附加任何限制地可以單支購買，但其單支售價顯不合

理與相當之案例，茲就案例事實與公平會見解說明如下： 

1. 案例一 

家韻傳播製作有限公司因不正當限制他事業活動案（(86)公處字第一六八號） 

家韻傳播製作有限公司（以下稱家韻公司）被檢舉以大幅提高單曲伴唱帶訂購方

式迫使交易相對人成套購買之搭售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經公平會調查後，表示

如下意見： 

（1）大幅調漲單支售價之不合理性 

公平會於此案參考家韻公司所提供之成本資料，認為雖然家韻公司因先前公平會

處分美華公司之定型化交易合約中，訂立交易相對人需支付權利金始能單支購買

之交易條款構成搭售行為，而違反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六款規定論處，而在其合約

中取消原本參考美華公司之加盟權利金條款。沒有附加限制地允許交易相對人購

買單項產品，但公平會發現其單價之定價，較上一年調漲幅度達二００%，從其

成本資料分析，不足說明其大幅度調整單支售價之合理性。 

（2）搭售意圖明顯 

調整後之訂價（按：單支三、六００元），較一次訂購五套以上，款項一次付清

之單曲伴唱帶價格一、二○○元，顯然過高，被處分人以大幅調高單支訂價之手

段，使交易相對人無法自由合理選購單支單面伴唱帶，被處分人欲以上六十首單

曲伴唱帶成套搭售之意圖至為明顯。 

（3）從著作物特性與是否具一定市場力之角度觀察 

因單曲伴唱帶係享有著作權獨家排他性之商品，且該公司為主要發行代理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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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單曲伴唱帶擁有一定程度之市場力。被處分人利用交易相對人顧及歌曲選

擇完整性之經營壓力下，以大幅調高單支訂價之手段，使交易相對人無法自由合

理選購單支單曲伴唱帶，有妨礙單曲伴唱帶市場公平競爭之虞。 

（4）小結 

本案被處分人以大幅調高單支訂價方式，迫使交易相對人成套購買單曲伴唱帶之

搭售行為，已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之規定。 

四、公平會見解評析 

針對公平會歷來所處理過有關聯營租片制度之案例見解，評析如下： 

（一）著重於是否提供交易相對人「單支購買」之機會 

首先，對於加盟聯營之制度，在不影響整體市場機制正常運作之下，公平會是採

取不介入之立場，但若是對於未加盟之下游業者，拒絕授與發行租賃權或是無法

從任何其他之合法管道取得該公司之產品，則加盟聯營制度即有其非難性，公平

會亦會介入該項聯營制度。換言之，就錄影帶出租業者或 KTV經營者而言，能

夠取得完整之片源是維持其競爭力之基本要求，若是因為未加入加盟聯營，即喪

失取得片源之機會，公平會認為如此之限制有礙市場之自由競爭。而從公平會所

處理有關聯營租片制度之案例，我們可以觀察到，公平會在判斷被處分人之搭售

行為是否違法，很重要的一項標準即在於是否給予交易相對人有選擇單支購買

之機會。申言之，交易相對人對於交易標的物是否有充分之選擇自由，成為搭

售行為是否能夠被合理化之一項重要判斷標準。同樣的情形，其實也出現在整

批授權之情況下，由於整批授權之方式將導致被授權人在取得其所希望之著作授

權之同時，亦伴隨獲得其所無欲或無需利用之著作授權，使其授權行為同時發生

「搭售」的問題。依據美國法院的看法，雖然在整批授權之制度下，被授權人有

可能被迫得到對其無用之著作授權，但是如果授權人在進行授權時，倘許可訂定

個別授權之方式，即同意就單一著作個別授權時，便不致於產生「搭售」之問題，

因為被授權人尚有充分之選擇自由，可以決定究竟要採個別授權或整批授權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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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既無經濟上予以「強迫」之意思，便不構成搭售。54 

（二）著眼於著作物特性 

公平會在判斷搭售行為是否違法時，除了依循前開公研釋０四五號所提出之考量

因素：如出賣人就搭售產品是否擁有一定程度之市場力、有無妨礙搭售產品市場

競爭之虞、是否具有正當理由等。另外，在涉及聯營租片制度之案件中，會特別

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針對市場地位、市場結構與

商品特性等因素加以考量，尤其是商品特性此一因素，公平會針對著作物之特性

此點，予以高度之重視。例如在標誌公司招募加盟會員違反公平交易法案55，公

平會認為錄影帶節目具有以下之特性：「錄影節目帶係著作權物享有獨家排他

性，一般消費者對製片公司影片之選擇亦具有強烈之偏好性，對於特定製片公

司品牌忠誠度高於一般商品」，另外在美華影視股份有限公司被檢舉以加盟合

約方式，壟斷市場調漲價格，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案56，公平會認為：「伴

唱錄影帶享有著作權物之獨家排他性及消費者對流行新歌之偏好性等商品特

性」，可以推知公平會認為因為著作物本身具有與一般非著作物商品不同之特

性，因此在搭售行為是否違法之判斷上，似乎採取較嚴格之態度，對於著作物是

否允許搭售及允許之範圍為何，認為應該較為限縮，顧及到應從著作物之市場與

商品特性為考量，這樣的見解是否適當？本文認為仍有討論的空間。而在此可能

思考到的問題是：影片代理商可否抗辯，著作權授權之內容應由著作人自己決

定，聯營租片制度之運作應該屬於著作權行使之範圍，就如同著作權之授權可選

擇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一般？本文認為，聯營租片制度之引進，若未提供非加

盟者取得影片之機會，則可能會產生被迫加盟之情形，也會因為這樣之結果，造

成每個錄影帶出租業者或 KTV業者繳交之加盟費用相同，成本相同之情形下，

是否能夠為出租價格之競爭？可否提供消費者不同之選擇？其實是有疑義的，因

此在某種程度上有可能會造成限制競爭之效果。而上開影片代理商所可能提出之

抗辯，本文認為，前述案例所發生之情形，應該無法被判定在權利正當行使範圍

                                                 
54 周信宏，著作財產權授權契約之研究，頁 212，台大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八十五年六月。美
國法上搭售行為是否可被譴責，其核心的判斷標準即在於是否「強迫」交易相對人接受其搭售

行為，而無其他之交易方式可供選擇。 
55 見前揭案例，（84）公處字第０六一號。 
56 參閱前揭案例，(84)公處字第一四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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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在授權之情形，著作人本得就其授權之期間、內容為約定，所謂專屬或非

專屬授權亦是法律上所允許之授權方式，可認為是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之內，但

搭售行為則無法被所謂「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所涵蓋。是故針對如錄影帶、

伴唱帶之搭售，除了從一般搭售行為之成立與違法與否之標準為判斷外，另衡

酌著作物之特性（如涉及強烈主觀性、獨家排他性等等），相較於其他一般非著

作物之商品的搭售行為，公平會在此是否應該採取不同的判斷標準？在此，應

該留有討論的空間與餘地。 

陸、著作物搭售形態之二---電腦軟體搭售 

關於電腦軟體搭售，我國發生之案例較少，最近發生之案例為「松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案57」，與美國法上著名之微軟案58（U.S. v. Microsoft 

Corp.）。以下僅對微軟案與松網公司違反公平法案兩案為介紹與說明。 

一、United State v. Microsoft Corp.案（微軟案） 

微軟案本身所涉及競爭法上之問題，除違反休曼法第一條之不法搭售（將個人電

腦作業系統與網際網路瀏覽器結合之行為）以外，尚涉及休曼法第二條實施獨占

（對個人電腦作業系統）及意圖獨占（對網際網路瀏覽器）。本文將著重於微軟

案中有關搭售爭議之說明，至於涉及獨占之部分，則礙於篇幅與本文題旨，將略

而不述，合先述明。 

                                                 
57 公處字第０九一０二二號。 
58 由於微軟案所涉及之部分除了搭售以外，並涉及獨占之問題，因此本文在篇幅之考量之下，
僅就案例事實部分與搭售相關之爭點為說明，而就微軟案較詳細之介紹與說明，可參閱劉靜怡，

初探網路產業的市場規範及其未來：以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案的發展為主軸，台大法學論
叢第二十八卷第四期，頁 1~66。其他相關文獻可參閱李素華，軟體授權協議涉及之公平法規範，
http://it.moeaidb.gov.tw/sinet/pub/PUB40/40-8.htm （visited on 2002/3/28），王先林，從微軟壟斷案看

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控制，http://it.sina.com.tw/technews/sinaCN/2001/12/24/10219153.html（visited 

on 2002/3/28） 



 

 

 

 

44

（一）爭點概說 

微軟案中就搭售部分，最主要之爭議即在於微軟公司是否在 Windows95 之授權

契約中，要求 OEM廠商若要取得授權，必須接受其他軟體產品或要求 OEM廠

商不得授權、購買、使用或散佈任何非屬 Microsoft產品。進一步言，即利用授

權Windows95，搭售 IE（網際網路瀏覽器）。因此，在微軟案之發展過程中，IE

是否為獨立於 Windows 作業系統以外之產品，或是僅屬於該作業系統之一部

分，便成為相當重要的一項爭執點。 

（二）法院見解與本文評析 

關於 Microsoft 將 Windows95 與 IE（網際網路瀏覽器）搭售之行為所產生之爭

議，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由法官 Jackson作成初步判決，主要是對Microsoft

發出一暫時禁制令，禁止 Microsoft透過明示或默示之方式，強迫任何電腦製造

廠商接受任何網路瀏覽器軟體。但一九九八年六月，美國華盛頓特區巡迴法院針

對該案之上訴所作成之判決認為，下級法院所作出之初步禁制令有誤，並且判定

Windows95與 IE屬「單一整合性」之產品，而非兩個獨立之產品，不具有不法

搭售關係可言。巡迴法院明白指出：如果特定產品確是「科技整合」（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之結果，無論該整合性產品是否在市場上以分開之方式進行銷售，

不構成反托拉斯法上所譴責之搭售行為。至於何謂整合性產品，巡迴法院認為是

指「若該產品整合的產品功能所帶來之利益，無法透過這些功能分開銷售後再

由購買者自行整合之作法達成者」，換言之，巡迴法院對於所謂整合性產品之定

義如下： 

1. 該產品整合結果有異於購買者自行將分開產品予以結合之結果。 

2. 就某些方面而言，該整合之結果卻優於分開之產品59。 

就Windows作業系統與 IE究竟是否為兩個獨立之產品，法院提出整合性產品之

觀念，著重於結合後之產品是否能衍生效率及其對消費者之影響。這樣的想法，

有異於傳統美國法院從消費者需求及市場結構作為考量因素。從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所建立之處理搭售行為之原則中，佔據核心地位者，便是「強迫」此一因素。

                                                 
59 劉靜怡，初探網路產業的市場規範及其未來：以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案的發展為主軸，
台大法學論叢第二十八卷第四期，頁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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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搭售契約之所以應該受到非難，主要是在於其迫使消費者必須購買其在

無搭售契約之情況下不願意購買產品，或者希望從他處以不同之條件購買的產品

60。從微軟案我們是否可以觀察到消費者被迫購買 IE？這一點在上訴法院之判決

中，並沒有太多的著墨。而從使用者之角度來觀察，本文認為，就現在一般的使

用者的觀念而言，很自然地會認為 IE 應該是內建於 Windows 作業系統之一部

分，而非兩項獨立之產品。若是讓消費者有機會分別去購買 IE與Windows作業

系統，而加以組合使用，不但與消費習慣、使用習慣不符，技術上是否可行，亦

頗有疑義。即使是認為Windows作業系統與 IE為兩項獨立產品，因此Microsoft

有搭售行為，是否能遽然認為該行為違法，本文採取保留之態度。因為面對軟體

搭售，特別是此種在功能上有結合性、互補性之軟體搭售，可以增進產品效率、

運作之穩定性等等，其對於市場經濟效益之影響更應該加以審慎評估。並且從交

易成本上來看，若是Windows作業系統與 IE之搭售之交易成本低於兩樣產品分

開銷售之交易成本，則消費者即便在面對能夠有選擇兩項產品分開購買之機會的

情況下，仍然會選擇購買搭售之產品。這樣的情況下，微軟的搭售應該受到如何

的評價，其實仍有很大的探討空間。且在此可以思考的一個問題是：Windows

作業系統若使用其他廠牌之瀏覽器（如：Netscape Navigator），會使得Windows

作業系統表現較差之風險，應該如何解決？因為的確有可能Microsoft 會利用其

在作業系統之龐大市場力之優勢，主導或獨占瀏覽器之市場，使得其他競爭者無

法獲得公平競爭之機會。在此，可能的思考方向為：要求Microsoft 公開其結合

IE與Windows作業系統之相關資訊，使得處於其競爭地位的其他瀏覽器廠商能

順利將其瀏覽器軟體修正到能夠與Windows作業系統完全結合，不出現任何產

品表現水準不如預期之問題，也不至於使競爭者處於不利的市場競爭地位61。從

反托拉斯法的立場而言，建立與維持市場競爭秩序為其立法目的，而從微軟案之

發展，我們的確是可以預見到在 IE 與 Windows 作業系統緊密結合之情況下，

Microsoft 確實有可能在將來獨占瀏覽器之市場，為了促使網路產業之市場競爭

正常化與增加消費者之選擇性，法院（或競爭法主管機關）應使有利於市場公平

競爭之資訊能夠適時地被揭露，當然，有關於微軟案本身，除搭售外，涉及獨占

                                                 
60 參閱劉靜怡，前揭註 39，頁 37~38。 
61 參閱劉靜怡，前揭註 39，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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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網路產業管制與規範的相關問題，就該等問題，實有待更進一步之研究。 

二、松網科技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案62 

就軟體搭售之案件，我國公平會處理過之案件並不多，於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一

日，對於松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銷售遊戲軟體予網路咖啡業者時，強制網路咖啡

業者須同時購買合約書中所列之十套不同遊戲軟體，違反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六

款，茲就本件案例事實與公平會見解，說明如下： 

（一）案例事實 

本件對於軟體授權有爭議之兩造為「戰略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戰略

公司）及「松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松網公司）。松網公司係負責松網公

司有關網路咖啡業者之遊戲軟體授權部分，就遊戲軟體授權部分，戰略公司認為

松網公司（松岡公司之遊戲代理商）採取強制搭售之方式，迫使戰略公司除了所

需要之熱門遊戲軟體外，另需購買其他冷門之遊戲軟體，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

嫌。松網公司則提出說明，謂其之所以採取合售軟體之方式，是希望能使網路咖

啡業者能夠以較優惠之價格吸引其購買多種不同之軟體，若網咖業者只欲購買某

一軟體，則價格尚無法獲得優惠，但仍提供其有購買單項軟體之機會。 

（二）公平會見解 

1. 未提供單購或合購之選擇機會 

系爭遊戲軟體產品皆為獨立之遊戲軟體，彼此間具替代性、不具互補性，其中「暗

黑破壞神」及「戰慄時空」乃受玩家喜愛之暢銷遊戲軟體，餘八種遊戲則屬非暢

銷軟體，被處分人乃將其暢銷與非暢銷遊戲軟體合售予網咖業者，並未提供單

購或合購之選擇機會供網咖業者選擇。 

2. 從著作物之特性觀察 

遊戲軟體產品具有著作權物之不可替代之商品特性，且在現行實務上，遊戲軟

                                                 
62 就松網科技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一案，相關之法律問題之分析，另可參閱賴文智，有關戰略
高手網路遊戲授權爭議之法律分析，

http://www.lawtw.com/cgi-bin/dbboard/topic.cgi?forum=3&topic=244 （visited on 20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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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發行商或通路商多係取得上游研發商之獨家代理權，國內網咖業者除與發行

商或通路商交易外，尚難透過其他合法管道取得熱門遊戲軟體之公播權，同時前

往網路咖啡店之消費者，約六至七成係以玩遊戲軟體為主，故就網咖業者而言，

提供最受歡迎電腦遊戲軟體乃成為其吸引顧客上門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遊戲軟

體發行商或通路商相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即網咖業者）而言，多係擁有排他之強

勢經濟能力，雙方市場力量並不對等。若發行商或通路商挾其優勢之競爭能力及

市場地位，於遊戲軟體業者欲購買某些受歡迎軟體產品時，要求必須同時購買其

他冷門（即消費者根本不會去消費的軟體）產品、禁止單買，否則拒絕交易，可

能造成網咖業者為迎合消費者對熱門遊戲軟體需求之壓力下，被迫購買不需要之

遊戲軟體，增加營運成本負擔並佔據硬碟大量空間，不但剝奪網咖業者之交易選

擇自由，也對其他發行商造成不公平競爭之情事，將構成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搭

售行為，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之規定。 

3. 具有相當之市場影響力 

被處分人為松崗公司國內網咖業者系爭遊戲軟體之唯一合法授權通路商，其市 

場力量相對於網咖業者而言係具有優勢地位，且以網咖業者對受歡迎遊戲軟體之

依賴程度甚高及遊戲軟體產品具有著作權物之不可替代之商品特性以觀，其影響

力亦不可忽視。 

柒、從著作權之特性觀著作物搭售與公平會見解之再檢討

（代結論） 

一、著作物特性之釐清 

（一）思考的兩個面向：競爭法與著作物特性 

本文從公平交易法與智慧財產法之基本關係為出發點，並論及公平交易法與智慧

財產權法接軌之公平法第四十五條的相關見解，作為本文論述之基礎，而先從公

平交易法之角度來觀察搭售在公平法上之角色、地位為何，其經濟上之評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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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進而概略地介紹主要國家對於搭售契約之規範與處理方式、原則等。另外，

從我國錄影帶產業之發展與著作權法制保護之演變的過程，觀察著作權法制與錄

影帶產業間所產生的微妙關係以及搭售與聯營租片之間產生的先後順序與目前

的發展現況。並且回歸我國實務上最常發生之著作物搭售之案例類型，加以檢討

說明。本文寫作之出發點，即在於思考究竟在面對著作物搭售之案例時，是否

應該採取有別於一般非著作物商品搭售之案例的判斷標準？著作物與一般商品

而言，因為著作權法賦予著作人某程度的壟斷地位，在這樣的壟斷地位上，其實

著作物與一般商品一樣，都有可能發生搭售的問題，但是否應該給予「差別待

遇」？就聯營租片之案例而言，公平會相當強調是否給予交易相對人有購買單支

之機會，並且其也認為著作物有其商品之特殊性，例如獨家排他性、消費者主觀

的品牌忠誠度與喜好等，本文認為，公平會在面對著作物搭售的案件中，確實有

注意到著作物與一般非著作物商品有其特性上之差異，但何謂著作物之特性？公

平會似乎說明的不夠清楚，這也是以下本文所要檢討的一個部分。而除了從公平

法的角度來觀察搭售契約是否違法外，應該也可以從著作權法所賦予著作權人之

權利內容與著作權之特性來觀察、判斷著作物搭售之合法與否。而就軟體搭售爭

議部分，列舉了微軟案與松網公司強制搭售遊戲軟體予網咖業者兩件案例作為軟

體搭售之說明，就微軟案而言，因為所涉及之爭點相當複雜，本文礙於篇幅與題

旨無法一一檢討說明，但就搭售部分，除了前開從著作物之特性為判斷是否為搭

售及若是為搭售其合法性為何外，更應進一步從網際網路之發展、網路產業之管

制、市場經濟效益等等相關的面向加以觀察，所涉及的因素相當多，因此微軟案

之發展，的確是值得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詳加參考的一項案例，特別是網際網路

已經深入家庭生活的今天。至於松網公司強制搭售遊戲軟體予網咖業者而違反公

平交易法一案，從公平會之見解，可以看到其一貫對於著作物搭售之立場，不如

微軟案般之複雜。從一般商品搭售之判斷標準，輔以考量著作物之特性，加以判

斷即可。不過涉及到的一項問題即在於：何謂著作物之特性？ 

（二）著作物之特性 

承上所述，從公平會歷來關於著作物搭售案件之處分中所持之見解，在判斷搭售

是否違法之要件檢討中，不難發現除了一般非著作物搭售所需要符合的要件，例

如：一定的市場力、是否具有正當理由、是否構成限制競爭之效果、是否有搭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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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等等。另外，公平會特別提到所謂的「著作物特性」，其慣用的說法是：「錄

影節目帶係著作權物享有獨家排他性，一般消費者對製片公司影片之選擇亦具有

強烈之偏好性，對於特定製片公司品牌忠誠度高於一般商品」，或是「伴唱錄影

帶享有著作權物之獨家排他性及消費者對流行新歌之偏好性等商品特性。」從公

平會的見解中，我們可以整理出其對於錄影帶等商品特性的看法，有以下幾點： 

1. 不可替代性。 

2. 獨家排他性。 

2. 消費者主觀強烈之偏好性。 

3. 消費者之品牌忠誠度高於其他產品。 

本文認為，公平會確實在處理錄影帶搭售的問題上，注意到錄影帶本身與其他非

錄影帶商品之特性。但其中的說明，並不如想像中的明確，因此本文認為，再從

著作物之特性的角度來觀察著作物搭售的問題之前提上，必須先將著作物的特性

釐清後，始能於該基礎上，處理有關著作物搭售之問題。茲就著作物之特性，大

體而言，有以下數項： 

1. 不可替代性 

著作本身所具有之不可替代的性質，與公益性具有密切關係。著作之所以成為著

作權法所保護之客體，乃因其為著作人所創造出具有原創性之文藝作品等，其內

容深深地反映著著作人之個性或人格特質，從而利用人之所以利用特定著作，多

數乃著眼於該當著作所具有之特別性格。由於個人的人格特質或個性乃無法取代

之物，故而體現該等人格或個性之著作，於相當程度上，與其他著作之間，亦存

在著無法替代之關係。結果導致，特定著作的著作財產權人，對於該當著作擁有

法定獨占權。雖然，與其他智慧財產權法，如專利法所保護之專利技術有趨於同

一方向發展不同，著作權法所保障之著作，因個人人格特質之不同，而有多樣性

發展，其因獨占所可能發生之弊端，較諸專利等自亦較少63。 

2. 非排除性 

著作物之使用時，並不排除他人之使用，不如專利權一般，在未經合法授權之前

提下，禁止使用專利技術本身，其排他性不如專利權般強烈，此為其特性之一。 

                                                 
63 黃銘傑，著作權仲裁機制之研究，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整體著作權法制之檢討」研究計畫期
末報告書（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資訊智財權網路協會進行），頁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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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同性 

所謂共同性，即著作物在使用上可以多人同時使用，彼此間並不會造成衝突。此

一特性著重於「同時」使用並不會減損著作物本身的價值與增加所需之成本。 

4. 易複製性 

著作物具有容易複製之特性，在與著作權相關之問題上，有許多便是從著作物具

有容易複製之特性所衍生而來，例如前面所提錄影帶 B拷之問題，即屬適例。 

5. 侵害迅速性 

因為著作權之無體性、使用之非排他性與同時使用並不減損其使用價值之特性，

因此對於著作權之侵害可以在同一時間於不同地方同時發生，最近更由於網路科

技的興起，此種侵害行為蔓延之速度與廣度，其嚴重性較諸過去更為深刻64。 

6. 消費者主觀偏好性 

著作物有消費者主觀偏好性，以語文著作為例，消費者可能偏好某一位作者之著

作，即使是相同領域的著作（例如：中國文學），但其主觀上之偏好，並不會因

為如此而改變，而在視聽著作（例如：電影），消費者可能會偏好某位演員飾演、

某位導演所執導或是某家製片公司所生產的電影，在電影消費之市場中，我們也

可以觀察到如此主觀之偏好性。不同於一般非著作物之商品，雖然消費者也會有

品牌忠誠度之問題，但是這樣的性格在著作物的消費上，特別的顯出。 

7. 非耗盡性 

著作權本身並不會因為使用次數或使用人數增加而產生耗盡或是損失，如廣播或

藥方，不會因為多一點之使用而增加其成本或減少使用壽命，反而會因為越多人

使用而使社會利益增加65。 

（三）小結 

從以上公平會對於著作物特性之介紹，以及對於著作物特性之釐清，本文認為在

處理著作物搭售之案件中，公平會已經注意到著作物特性之問題，這一點應給予

正面之肯定，但是對於何謂「著作物特性」為何？本文認為因為著作物與一般非

                                                 
64 參黃銘傑，同前引註 60，頁 367。 
65 參王維菁，前引註 47，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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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物商品在特性上之差異，會直接或是間接影響到處理該案件所應採取之標

準、原則或是態度，因此需要在著作物特性上，需要加以釐清及說明。申言之，

本文認為，儘管公平會立於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立場，在處理上開案件時，應該從

競爭法之角度來處理，但是本文認為，因為著作權法賦予著作權人有某種程度之

壟斷權利，並且著作權法具有鼓勵創作、保護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

益與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等等立法目的，在這樣的基礎上，處理有關著作物搭售之

案件，不應該僅是從競爭法之角度來思考，也應該從著作權法之角度來加以思

考，就考量著作物與一般非著作物商品相異之性質或是特性這一面，多有著墨，

以強化其處分之正確性與正當性，這樣的思考與處理方式，或許是公平會將來可

以考量的一個方向。 

二、市場力因素之再檢討 

（一）市場力有無因素之考量 

在處理搭售案件中，應否考量到搭售行為人具有一定之市場力或是相當之經濟力

量？從公平會之處分中，可以觀察到在處理搭售案件時，不論為著作物或是一般

非著作物之商品，判斷搭售行為是否違法，市場力之有無必然會被列入考量之因

素之一。實因搭售雖然在我國公平法上是置於不公平競爭一章中，但從立法沿

革、現行公平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與各國實務之處理上，均可以看出搭售係被

當作是一種限制競爭之手段，所以在判斷搭售之合法性與否，市場力有無便是相

當重要之一項因素。 

（二）公平會見解之檢討 

1. 標準模糊不明 

然而，公平會對於市場力有無之判斷上，並沒有一項具體明確之標準。申言之，

從公平會之處分中，於論述市場力此一要件有無之理由構成上，過於模糊不清。

無法得知究竟所謂的「市場力」或是「優勢市場地位」所指為何？是以市場佔有

率為標準？或是依循其他相關資訊？勉強從公平會之案例中，我們可以觀察到，

公平會在搭售案件中，認定具有一定的市場力，多從市場佔有率著手，在市場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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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率百分之十以上66或因產業特殊性所生之相對市場佔有率，認為即具有市場

力。 

2. 美國實務見解 

（1）足夠市場力（經濟力）之解釋可能性 

從解釋上而言，所謂賣方在搭售市場上具有足夠之經濟力，一般而言，可以有兩

種解釋：第一，賣方就搭售產品市場具有獨占地位或足以支配市場。究竟產品是

否足以支配市場，通常需參照市場資料，純為數量測試，一般而言，大該需要擁

有搭售產品市場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市場佔有率始足當之。第二，自搭售產品為消

費者需求的程度或獨特性以衡量是否具有足夠的經濟力：此獨特性所具有的意義

包括：該產品必須是特殊而不平凡，致使消費者喜好茲而勝於其他，並且能防止

其他競爭者生產該類產品，例如享有專利權、著作權之物品；或物質本身無可代

替性，如土地；或經濟上的原因，競爭者不能產製此獨特品而獲利67。 

（2）實務見解 

就上面之解釋，美國司法部傾向採取前者之見解68，就所謂「市場力」或「相當

之經濟力量」抑或是「優勢市場地位」，從美國法規範與實務之處理中，大多是

在討論是否構成「獨占」時，所關注的一個部分。而在討論搭售之問題時，因為

將其視為一種限制競爭的手段，因此市場力有無便是是否構成限制競爭效果的重

要要件之一。從美國之實務見解，似乎在判斷是否具有獨占地位與判斷搭售是否

違法中有關市場力之要件，兩者所論述的市場力並無不同，也沒有採取歧異之標

準。換言之，美國實務上對於搭售、獨占等等問題，所涉及市場力或相當經濟力

之概念，基本上是相同的，採取同一論述之基礎與判斷標準。且市場力之有無，

美國亦多從「市場佔有率」之百分比為判斷，通常市場佔有率百分之五十以上，

便認為具有一定之市場力。 

3. 反托拉斯法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準則之安全地帶（safety zone）政策69 

授權準則制訂之目的即為使業者就執法機關之傾向，能在事前有所知悉，以便釐

                                                 
66如前開美華案，公平會見解認為：「新歌之發片量為計算基礎，該公司市場占有率達百分之十

七•八，顯見該公司已具市場地位，對伴唱錄影帶擁有一定程度之市場力。」 
67 參周信宏，著作財產權授權契約之研究，台大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03~204，85年 6月。 
68 參周信宏，前引註，頁 204。 
69 參姚嘉琳，前引註 33，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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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合法、非法授權之可能分界點。因此對於業者而言，知悉非法授權行為之領域

固然重要，倘對於合法授權行為之領域能有直接宣示，而不必業者從非法行為之

地帶再做反面解釋，則執法效果更佳。準此，授權準則明確宣示屬於合法領域之

安全地帶。詳言之，除非有特殊狀況，執法單位對於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在符

合下列條件之下，通常不會採取取締之措施： 

（1） 授權協議並非「表面上反競爭」（facially anticompetitve），亦即授權行為

所涉及之限制約定，並非適用當然違法原則之通常類型。 

（2） 授權人與被授權人之市場佔有率合計不超過 20%。 

（3） 授權行為最後不會導致併購之結果。 

然而，不符合前述條件，並不意味該授權行為即將受到取締，換言之，這種劃出

「本質合法」的安全區，其範圍並不具專屬、排他性。 

（三） 小結──市場力因素之明確化 

從以上之檢討與美國實務見解的觀察，本文認為，公平會目前對於市場力之見

解，可能有兩項缺失： 

1. 市場力之標準不清 

在公平會對於搭售行為之違法性判斷過程中，所論述之一定程度之市場力，往往

都是引用數據資料，沒有太多之說理過程，即認為行為人具有一定程度之市場

力。並且，對於著作權與市場力之間有何種關係，著作權是否會對於市場力有所

影響，也未見其提及。因此，本文認為，公平會應該對於一定的市場力為何加以

界定、說明，使得業者能夠對於公平會之見解能夠有所預見與了解。且針對智慧

財產權與市場力之關係，能夠表明其見解，究竟是採取美國準則之態度，亦即，

智慧財產權與一般財產權並無太大差異，或者是在判斷智慧財產權之市場力時，

採取不同之判斷標準。本文認為，公平會日後對於智慧財產權（如本文所處理之

著作物搭售議題）之案件，在市場力標準化以及其與智慧財產權是否有密切關係

之問題上，需要多所著墨之處。 

2. 市場力門檻過低 

在著作物搭售之案件，是否應該採取嚴格管制之態度，從美國實務的作法上觀

察，應該採取否定之見解。授權準則所例示之安全地帶第二項便提及：在授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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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授權人之市場佔有率合計不到 20%時，基本上競爭法主管機關並不發動調

查，換言之，市場佔有率是否達 20%，是發動調查之門檻。相較之下，我國公

平會在錄影帶搭售案件中，所認定的搭售行為人之市場佔有率似乎僅要百分之十

左右，便認為具有一定之市場力。但對於之所以採取這樣的認定，並沒有太多的

論述。本文認為，在對於智慧財產權案件市場力之態度尚未明確說明與界定之

前，參考美國實務之見解與授權準則之標準，至少搭售行為人應該具有百分之二

十以上之市場佔有率，始有所謂構成一定程度市場力之可能性。在這樣的見解之

下，我國公平會目前所採取之市場力門檻相較於美國或其他主要國家之規範或競

爭法主管機關，顯然偏低。本文認為，除非公平會在面對智慧財產權案件中所謂

的市場力界定清楚之前，不應為介入而介入，而應該依循國際上主要國家競爭法

主管機關所採取之標準，此應該是未來公平會所應該思考的一個面向。 

三、總結──態度之選擇與建議 

（一）態度之選擇 

在面對智慧財產權之案件，特別是本文所著重之著作物（錄影帶、電腦軟體）搭

售與不公平競爭之問題，公平會所應該採取之態度為何？有見解認為：「閱聽大

眾是影視著作商品直接的消費者，也是受到著作物獨占供給影響最大的一群人，

著作物供給的獨占以及獨占價格之訂定，可能影響閱聽大眾平等接近影視資訊的

權利，因此，基於傳播是一種人權的觀點，一旦資訊或著作物的來源受到壟斷或

控制，以至於無法自由與平等流通時，公共力量與政府應當介入價格的訂定以制

衡並解決此一壟斷與接近資訊不平等的現象，維護資訊社會閱聽大眾知的權利的

平等，也由於著作商品事關社會文化與知識權力的競爭及傳播人權，因此，一旦

壟斷的情況產生，不能把其與一般商品之壟斷同等視之，應更重視其可能造成的

社會不平等與階級的不平等，而公共力量也應更積極介入管制
70。」亦即，對於

著作物所衍生之公平法上之問題，應該採取積極介入管制之態度。但亦有見解認

為，在面對涉有智慧財產權（或是本案所注重的著作物搭售）之公平法上之問題

時，因為智慧財產權具有鼓勵創新等等特殊性，因此公平會所應該採取之態度應

該更為謹慎。面對積極管制與謹慎介入的兩種態度，本文認為，實則為競爭法機

                                                 
70 參王維菁，前引註 47，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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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所需要面對之態度選擇的問題。以錄影帶搭售為例，若有一市場佔有率不到百

分之十的公司，擁有數部相當熱門之影片代理權，利用其擁有代理權之地位，進

行影片之搭售，公平會應否介入？在搭售行為屬於限制競爭手段之前提之下，本

文認為，市場力之因素之考量屬於不可迴避之要件之一，而行為人需具備一定之

市場力始有因其行為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之可能性。因此若是採取美國之標準而

言，如上開之例，公平會實不應介入，以免過度介入而產生對於市場秩序不必要

之干擾。當然，若是公平會認為因為著作物之商品特性，因此管制之態度應該更

為嚴格，則上開案件便有介入之可能性。但這樣一來，似乎便違反了世界主要國

家對於智慧財產權案件所採取之態度與原則，對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我國，推

展國際化之際，這樣的作法是否妥適，值得公平會再多加衡量。 

（二）建議 

1. 強化處份正當性之可能解釋 

本文認為，公平會目前處理著作物搭售案件，確有不妥當之處，但從另外一個角

度來思考，是否可能因為我國公平法十九條之特殊性質，導致如此之處理態度？

申言之，我國公平法之立法，確有其特殊之處，而第十九條之立法，更可謂特殊

中之特殊。就搭售而言，依照公平法第十九條之解釋，可以認為搭售在我國公平

法上，確實是可以解釋為限制競爭之手段之一種，亦可認為是不公平競爭之一

種，具有雙重之性格。因此，本文認為，若要強化目前公平會之處分正當性，可

能的解釋方法或是理由構成上，可以採取的作法是：對於具有一定市場力之事業

為搭售之行為時，公平會採取限制競爭之標準來判斷。但對於不具一定市場力之

事業進行搭售行為時，公平會應該採取判斷是否該當不公平競爭之要件，亦即市

場力此一因素之判斷便應該捨棄。這樣的解釋，實出於我國公平法之特殊性所不

得不為，但可能是強化公平會處分正當性之一個思考面向。 

2. 增強公平會市場交易監督之功能 

本文認為，公平會除了在發生因為搭售所產生之爭議時，應該介入外。更應

該較積極地發揮其監督之功能，而非僅於事後「亡羊補牢」。申言之，公平會應

對於影片代理商與錄影帶出租業等下游業者間之交易，促使其交易透明化、公開

化。申言之，應實際介入監督著作物價格的訂定並保障消費權益，使著作物交易

透明化，包括上游影片商與代理商及代理商與流通映演業的契約交易，或者是軟

體授權交易，尤其對外交易的價量與契約應接受公平會的審核，政府並應依照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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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價格標準與本地市場需求訂定價格上限，以免跨國集團區域差別取價，有損我

國國民消費權益71。目前微軟案價格爭議之問題，即屬適例。 

3. 下游業者進行實質之水平整合 

此外，本文也認為，錄影帶出租業與網咖等下游業者，應該可以嘗試進行實質之

水平整合，因為著作權所產生之壟斷與獨占地位所產生之雙方不平等之地位的衝

擊與影響降至最低。並且強化其議價之能力，避免代理商之剝削。 

                                                 
71 參王維菁，前引註 47，頁 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