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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出版業適用反托拉斯法疑義 
－從蘋果電子書案觀察 

 何晴  
 

摘要 

蘋果電子書案同時涉及相關產品市場界定、水平與垂直價格卡特爾的成立與否

以及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的妥適性三個問題。就本案相關產品市場界定問題，由於網

際網路的市場主體行為顯著的需求導向性特點，本文著重從需求層面觀察電子書與

紙本書之間是否存在可替代性，除由價格、功能、用途、特性進行分析，並結合產

業經濟學基本原理分析相鄰市場上產品價格的改變，對於相關市場上競爭產品需求

量的影響，進而推演本案相關產品市場範圍。次就蘋果公司行為是否構成「參與並

促成出版商間的水平聯合」，經比較美國 1939 年 Interstate Circuit 案及 1954 年

Paramount Film Distributing Corp.案發現，本案地區法院並未對被告所為平行行為給

予充分的經濟合理性分析，而該分析將直接影響出版商間有無意思聯絡之認定。另

對於蘋果公司與各出版商間的協議是否該當競爭法上的垂直轉售價格限制，及是否

得適用 Leegin 案所確立之合理原則， 有爭議的一點即是否需判定其具有排除、限

制競爭的目的與效果，依美國法若適用當然違法原則，則該當限制競爭之效果，然

而本文對此存有疑慮，對於被告行為是否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以及是否為達此效

果之 優途徑，提出拙見以供參考。 

關鍵詞：輪軸與輪輻式共謀、相關產品市場、轉售價格限制、當然違法、合理原則、

混合型卡特爾、電子出版業、行動通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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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由於科技發展而衍生出的新交易型態如今已遍佈各個領域，消費者之消費習慣

也隨之改變。以出版業為例，傳統的以紙本書為載體之閱讀方式正受到數位化載體

的挑戰－讀者可以透過網路下載、購買電子書以滿足自身的閱讀需求。原本適用於

傳統出版業的競爭政策1是否得直接適用於電子出版業，以及是否會產生新的反托拉

斯疑義，例如相關市場界定、限制競爭效果認定等；電子出版業與行動通訊網路相

關聯，出版業傳統經營模式受到時下盛行的平臺經營模式影響，傳統的反托拉斯爭

點在新興產業型態下是否會延伸出新的問題，本文將以美國當前備受競爭法部門關

注的蘋果電子書案2作為研究探討之對象，期能為上述問題提供建議。 

2012 年 4 月，美國司法部向蘋果公司與相關出版商提起反托拉斯訴訟，指控其

共謀提高和操縱新書與暢銷書零售價格，違反休曼法第 1 條3。地區法院（為本案一

審法院，以下均以「地區法院」稱之）4於 2013 年 7 月判決蘋果公司與出版商違反競

爭法，並於 9 月發出禁制令。蘋果公司於 2013 年 10 月提起上訴。2014 年 11 月，地

區法院批准了蘋果公司提出以現金及電子書券方式，向 2,300 萬消費者支付共 4 億美

元，向團體訴訟律師支付 5,000 萬美元的和解協議，蘋果公司的上訴審也在同時進

行。此前，包括美國企鵝集團公司（Penguin Group Inc.）在內的 5 家出版公司已與原

告達成協議並支付 1.66 億美元罰款。2015 年 6 月 30 日，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駁

                                                        
1 法國 1981 年頒布 Lang Act，規定紙本書採取轉售價格固定制度，此排除任何形式的零售價格競

爭之立法，同時為歐洲其他國家，如德國、荷蘭、希臘、西班牙和奧地利所採納。隨著電子書的

興起，法國立法者擔心無節制的價格競爭會破壞電子書產業的平衡，於是在 2011 年將紙本書轉售

價格固定制度擴大適用於電子書。儘管歐洲其他國家尚未擴大適用於電子書，但此制度仍可能傳

播至歐洲其他國家；惟在英國、美國並無針對書籍的轉售價格固定制度。See Mark Powell & Audrey 
Oh, “E-Books in the EU: Competition, Pric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A New Digital Market,” 3 
Competition Law Journal: Concurrences, 27 (2012). 
2 United States v. Apple, Inc., et al., 12-cv-02826-DLC (Jul. 10, 2013). 
3 “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15 U.S.C. §1: 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is declared to be illegal.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ake any contract or engage in any 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 hereby declared to be illegal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shall be punished by fine not exceeding $10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1,000,000, or 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10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任何限制州際間或與外國之間的貿易或商業的契約，以托拉斯形式或其它形式的聯合，

或共謀，都是非法的。任何人簽訂上述契約或從事上述聯合或共謀，將構成重罪。倘若參與人為

公司，將處以不超過 1 億美元的罰金。倘若參與人為個人，將處以不超過 100 萬美元的罰金，或

10 年以下監禁，或由法院酌情並用兩種處罰。） 
4 紐約南部地區法院（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案號：12-cv-02826-DLC (Jul. 1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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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蘋果公司的上訴，維持原判決，裁定蘋果公司聯合 5 大出版商操縱電子書價格違

反聯邦反托拉斯法成立，並向消費者及律師支付 4.5 億美元罰金5。同年 9 月，蘋果

公司向美國聯邦 高法院提出上訴，於本文撰寫過程中6，聯邦 高法院於 2016 年 3

月 7 日作出終審判決，駁回蘋果公司的上訴請求，認定蘋果公司與 5 大出版商共謀

固定價格並提高電子書價格。惟 高法院與地區法院、上訴法院判決理由基本觀點

一致，故本文仍以地區法院及上訴法院判決之評析為主。 

本案在地區法院審理階段中當事人雙方攻防之爭點主要在於事實認定部分，即

蘋果公司的行為是否構成「參與並促成出版商間固定價格之一致性行為」；在上訴法

院審理階段，又進一步以違法性認定所適用之審查標準作深入探討，足見本案之複

雜程度、牽涉範圍之廣。就前一項內容，本案同時涉及水平價格限制和垂直價格限

制，上訴法院將本案行為模式認定為「輪軸與輪輻式」共謀（“hub-and-spoke” 

conspiracies）7，其中蘋果公司作為「輪軸」（hub）在不同市場層面的若干競爭者

（spokes）之間協調一項協議；該模式同時包含輪軸與各輪輻之間的垂直協議以及同

時遵循該垂直協議的輪輻之間的水平協議8。因此，當兩者以混合型態9呈現時是否將

影響後一項內容，即限制競爭違法判斷之方法的選擇？地區法院對於事實認定的部

分爭點，例如蘋果公司與出版商簽訂之代銷協議是否屬轉售價格限制行為、適用合

理原則之經濟分析10等問題，均未明確說明；另，上訴法院雖認定蘋果公司與各出版

商達成限制價格協議，亦指出本案限制競爭之實質不在於垂直限制的部分，而在於

以之為工具所促成之水平限制，但就違法認定部分產生意見分歧，雖多數意見支持

原審判決，惟反對意見亦陳詞詳盡且針鋒相對。以下就前揭問題逐一探討。 

                                                        
5 United States v. Apple, Inc., 13-3741-cv (L) (Jun. 30, 2015).  
6 本文初稿完成於 2015 年 11 月 15 日，當時聯邦 高法院尚未作出 終判決。 
7 該模式在美國法院判決中 早出現於 1939 年的 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nited States 案。See 
Nicolas Sahuguet & Alexis Walckiers, “Hub-and-Spoke Conspiracies: the Vertical Expression of A 
Horizontal Desire?” 5(10) Journal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 Practice, 712 (2014). 
8 Supra note 5, 52. 
9 混合形態係指混合了垂直與水平限制行為因素的形態（infringements mix elements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concerted practices）。See Nicolas Sahuguet & Alexis Walckiers, supra note 7, 711. 
10 地區法院雖明確採用當然違法原則作判斷，但仍提出「即使適用合理原則，被告仍然違反合理

原則」，因代銷協議限制零售價格競爭，也阻礙出版商之間競爭，不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惟未

依合理原則之審查程序，對限制競爭效果與促進競爭效果分別仔細檢視。Supra note 2,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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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事實與主要爭點 

在裝載有電子書店（iBookstore）的 iPad 平板電腦出現之前，美國 6 大出版商中

的 5 家11出版的電子書主要由亞馬遜公司透過其 kindle 閱讀器出售。由於亞馬遜公司

對電子書的定價很低（9.99 美元/本），進而壓低了讀者對紙本書價格的預期心理，影

響了紙本書的銷售利潤，上述出版商對亞馬遜公司的電子書定價一直不滿，但多次

協商未果。 

蘋果公司開發出裝有電子書店的 iPad 之後，開始分別與幾大出版商接觸，協商

電子書銷售合作事宜。經過反覆的分別磋商，蘋果公司 終採用代銷模式，不同於

亞馬遜公司的批發模式，分別與除蘭登書屋（Random House）以外的其他 5 大出版

商達成一致。這種代銷模式使電子書的銷售與蘋果公司應用商店（App Store）上其

他軟體的銷售模式相同，蘋果公司將收取銷售額的 30%作為佣金。此外，在蘋果公

司與出版商間的協議中還設置了 優惠條款（most-favored nations clauses，以下稱

「MFN 條款」），即對於蘋果公司電子書店銷售的電子書，出版商將保證給予蘋果

優惠的價格；蘋果公司的競爭者以更低價格銷售電子書時，蘋果公司也可相應降低

銷售價格。 

2010 年 1 月，蘋果公司的 iPad 與電子書店上市後，亞馬遜公司的 Kindle 閱讀器

的市場占有率受到衝擊，公司股價也因此下跌 9%。同時，上述 5 大出版商也不斷分

別向亞馬遜公司施壓，要求其也實行代銷模式，並再次提出提高售價，亞馬遜公司

終接受了。代銷模式推行之後，出版商開始不約而同地對電子書漲價。當 5 大出

版商同時漲價時，6 大出版商中市場占有率 大的蘭登書屋並未妥協，而仍然堅持與

亞馬遜公司之間的批發模式，因此，亞馬遜公司對其電子書定價也繼續維持在低位。

但蘋果公司 iPad 市場占有率，終使得蘭登書屋於 2011 年選擇加入蘋果公司的銷售管

道，並採納蘋果公司的代銷模式。 

本案爭點主要為以下三點：一是相關產品市場的界定。本案相關產品市場係僅

限於電子書，抑或是同時包括電子書與紙本書？對此，作為原告的司法部支持前項

觀點，惟一審判決態度並不明朗，一方面未否認司法部觀點，另一方面亦肯認電子

                                                        
11 美國 6 大出版商分別為 Macmillan, Harper Collins, Hachette, Simon & Schuster, Penguin 和
Random House。其中，前 5 家為本案被告，而第 6 家蘭登書屋之市場占有率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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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與紙本書之間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似不無商榷餘地。二是出版商間的平行行為

是否構成水平聯合，以及蘋果公司與出版商間的垂直轉售價格限制協議，是否構成

認定前者的間接證據及該轉售價格限制行為本身是否構成限制競爭行為。地區法院

未明確界定本案代銷協議屬轉售價格限制問題，但認定蘋果公司參與並促成出版商

間固定價格之一致性行為；上訴法院雖以轉售價格限制為探討對象，但認為其僅為

實現水平聯合之工具，故應以其所促成之水平聯合論斷。惟本文對上述觀點均存疑

慮。三是蘋果公司與出版商間的轉售價格限制協議之審查標準，應為當然違法原則

抑或合理原則。對此，一審判決一方面明確表示應適用當然違法原則，但仍提出即

使適用合理原則，其結論仍為被告違法；上訴法院支持原審判決亦採當然違法原則

為判斷，本文認為此亦有商榷探討之餘地。上述爭點同時涉及電子出版業與行動通

訊網路的反托拉斯疑義，因此不僅評論者多有爭論，且法院在判決中也存在不同觀

點。 

三、相關產品市場之界定 

對於聯合行為案件而言，界定相關市場同樣是競爭分析中的一個重要步驟。在

界定相關市場的基礎上，可以評估受競爭法質疑的業者之市場地位、談判能力，進

而觀察在協議達成過程中涉案業者扮演的角色，以及協議對市場競爭的影響程度。

對於涉及網際網路的反托拉斯案件而言，地理市場與產品市場界定分屬兩個議題，

然因本案攻防雙方及法院判決之爭點主要集中於產品市場界定部分，故本文僅以相

關產品市場界定問題做進一步探討。 

蘋果電子書案的相關產品市場界定備受法庭內外之爭議。美國司法部將其界定

為「電子書市場」，而將紙本書排除在外，其理由為：1.「兩種類型圖書的消費者群

體是相對固定的，不會任意切換，因為電子書可以被儲存在體積狹小的終端設備上，

而紙本書則不可」；2.消費者可以在任何有網路連接的地方購買、下載電子書12。但司

法部在具體事實陳述中又存在自相矛盾之處。在描述出版商從批發模式轉為代理模

式的動機時，司法部認為出版商是因為擔心低價電子書會降低紙本書的價格。在蘋

果公司介入電子書市場之前，亞馬遜公司將暢銷電子書價格統一定在每本 9.99 美

                                                        
12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omplaint, United States v. Apple, Inc., 2012 WL 3865135 
(S.D.N.Y. Sept. 5, 2012) (12 Civ. 2826 DLC),” http://www.justice.gov/atr/cases/f282100/282135.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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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遠低於同版紙本書的價格。此外，起訴書還提到，涉案的幾家出版商都同時經

營電子書和紙本書，他們擔心只出版電子書的出版商可能因低價的電子書搶奪紙本

書市場利潤13。顯然，這相當於間接承認電子書與紙本書在需求上具有可替代性。 

對此，地區法院判決書未予指正，但也沒有清晰界定。判決書在法律論證部分

提及「電子出版商十分清楚提高電子書定價會損失一部分銷售利潤，但 終目的是

以短期利潤損失換取紙本書的長期銷售利潤，而要實現這一 終目的，單一出版商

的調價行為是無法對抗亞馬遜的…」14，顯然，此處對於電子書與紙本書可相互替代

性的界定模棱兩可。那麼電子書與紙本書究竟是否具有可相互替代性，是否屬於一

個相關產品市場呢？此外，法院認定蘋果公司裝有電子書應用商店的 iPad 之銷售對

亞馬遜 Kindle 造成衝擊，以及出版商提高電子書價格的 終目的是以短期利潤損失

換取紙本書的長期銷售利潤，這兩項認定對本案相關產品市場界定有何幫助？ 

同為大型網路平台企業的微軟公司在 2001 年微軟案件中被指控其操作系統違反

反托拉斯法時，試圖將中間設備（middleware，例如，瀏覽器）劃入同一個相關市場，

這一觀點被法院否決。本案與微軟案之討論對象實有較大差別，蓋微軟案並未涉及

實體物與數位無體物二者間是否屬於同一相關產品市場之爭議，而是數位無體物間

與數位無體物間是否屬於同一相關產品市場之爭議，惟法院在處理產品功能快速升

級的科技產業上，提出「中間設備造成的威脅只是初期的…一種可替代產品只有在

造成現實威脅時才可被劃入同一個相關市場中」15。因此，替代性存在與否應是即時

的而非潛在的，應是可觀察的而非假設的。反觀電子書案，根據判決書中闡述的電

子書價格變化對紙本書銷售利潤具有顯著影響的認定，以及兩者在除價格以外的功

能、特性、用途上體現為同一閱讀內容的兩種版本（僅提供的閱讀方式不同），亦具

有可替代性16，故兩種版本的圖書是可即時替代之產品，對競爭的威脅也是即時的。

                                                        
13 Id. 
14 Supra note 2, 117-118.   
15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253 F.3d 34, 53-54 (D.C. Cir. 2001). 
16 透過價格變化的方式來判斷產品的需求替代性，符合傳統的 SSNIP 測試法，並且適用交叉價格

彈性的概念進行觀察，這一方法在 1997 年歐盟發布的「關於為歐洲共同體競爭法界定相關市場的

委員會通知」（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Market for the Purposes of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 (97/C372/03), 1997 OJC 372/5）中提及：「為了劃定市場的界限，已經專門設計了

一些數量試驗。這些試驗包含...產品需求價格彈性和交叉價格彈性的測算...」（第 3 部分「界定相

關市場之證據」第 15 段）。而透過從功能、特性、用途上判斷替代性，亦有其合理性，例如，上

述歐盟公告中提出「對產品特性和用途的分析，使得委員會首先可以限定可能替代品的調查範圍」

（第 3 部分第 12 段），但同時也指出「產品特性的不同之處本身也不足以排除需求可替代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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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可觀察性這一點而言，應從是否會有電子書需求減少而導致紙本書需求增加之

現象，或是否會有提高電子書售價而導致電子書需求及利潤減少致紙本書需求及利

潤增加之現象而為判斷，但由於自電子書出版品興起以來，整個出版市場（包括紙

本書與電子書）產出逐年增加17，雖然電子書價格低於紙本書（蘋果公司進入市場之

前）且增長幅度更大，但似乎仍無法直接得出紙本書與電子書之間發生替代性轉移

的結論，同理，在蘋果公司提高電子書價格之後，也很難直接由紙本書利潤增加得

出以上結論，因為無法從數據上排除可能存在其他影響紙本書利潤的因素，例如，

書籍品質、種類，或者出版商經營策略等。因此，本文藉助互補品之間的需求交叉

彈性、多邊市場不同邊的網路外部性，以及交叉溢出效應的方法進一步分析，即涉

及對第二個問題的討論。 

對於第二個問題，據判決書所述，因蘋果新一代 iPad（裝有 iBookstore）推出，

亞馬遜 Kindle 受到衝擊（表現為股價下跌 9%），亞馬遜 終決定接受代銷模式
18
。法

院將電子書及其行動裝置（蘋果的 iPad）帶動下的銷售量對其他行動裝置（亞馬遜

的 Kindle）的影響作為促使亞馬遜決定接受代銷協議的直接原因。這體現網路企業

獨特的雙邊或多邊市場特性所帶來的效應，也是運用網路外部性之作用：當多邊市

場中的一個市場上某種產品吸引了一定量的消費者需求，則網路外部性將促進這種

特定需求在其他市場上發揮更大效用。該特性對於相關市場界定的影響，主要體現

於相鄰市場對相關市場的影響，兩者關係密切且錯綜複雜。企業在多邊市場上各個

邊所在的各個市場即為本文所討論的相鄰市場，透過需求交叉彈性的驗證，可以確

定不同邊之間的互補關係19；在出版市場，電子書與紙本書之間的需求變動關係可以

                                                                                                                                                  
為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顧客如何看待不同的特性」（同前段）；此外，美國在其 1962 年 高

法院審理的 Brown Shoe 案中，也曾提出判斷替代性的實用性標準，不僅包括產品特性、用途，還

有生產設備、消費群體等，See Brown Shoe Co., Inc. v. United States, 370 US 294 (1962)；公平交易

委員會於 2015 年 3 月所發布「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理原則」，將產品市場明確

定義為「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上，具有高度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

範圍。」  
17 Mark Cooper & Jodie Griffin, The Role of Antitrust in Protecting Competition, Innovation and 
Consumers as the Digital Revolution Matures: the Case against the Universal-EMI Merger and E-Book 
Price Fixing, Report of Donald McGannon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Center, Fordham University, 49 
(2012). 
18 Supra note 2, 89. 
19 公平會相關市場界定原則規定公平會界定相關市場時，得採用「交叉彈性檢測法」，即以一產

品價格變動率影響另一產品數量變動率的比率值（即「交叉彈性」），測度該二項產品或地理區

域間的替代關係，並予以界定相關市場。參見廖義男，「相關市場界定之論證要求－從行政法院

相關裁判觀察」，法令月刊，第 67 卷第 1 期，13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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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間接網路外部性以及「交叉管道溢出效應」（cross-channel spillovers）來解釋。 

當前眾多網路企業均呈現出一種平臺性質，平臺所採用的定價模式通常是傾斜

的價格結構，即一邊是虧損中心，另一邊則是盈利中心，此為典型的雙邊市場盈利

模式20。例如，電信運營商在基礎電信業務資費水平連續下降的同時，必須借助於其

他邊的盈利加以補償21。採取傾斜的價格結構（non-neutrality of the price structure），

很可能是由於互補品銷售所帶來的正的間接外部性，以電子書零售商為例，其同時

出售電子書與閱讀載具，電子書銷售量增加會促進載具銷售量也隨之增加，申言之，

電子書銷售產生的間接網路外部性，促使零售商通過降低電子書價格，甚至不惜以

損失部分利潤來增加電子書的銷售，從而增加載具的銷售，成為企業盈利的主要來

源22。在確定相關市場範圍時，相鄰市場上互補品所產生的間接網路外部性會對系爭

產品的需求產生影響，因此，可以透過零售商的定價策略變化分析網路外部性變化

來觀察需求量的變動，然後由銷售模式的變化分析電子書與紙本書之間溢出效應，

從而判斷電子書與紙本書之間的需求變動，即是否產生替代性轉移。而所謂「交叉

管道溢出效應」指對於生產商透過電子銷售管道（e-channel）與傳統銷售管道

（traditional channel）銷售產品的總利潤的影響，具體體現為：不同的網路銷售模式

將使生產商做出不同的應對策略，因為溢出效應將使得零售商在電子銷售管道呈現

不同的銷售水平，這將影響生產商在傳統銷售管道的銷售狀況，並且生產商做出的

應對策略也會影響電子零售商（e-retailer）的收益率23。因此，若電子管道的產品利

潤的增加額度大於傳統管道的產品利潤的減少額度則交叉溢出效應為正，反之則為

負。 

根據外部性的作用原理，若互補一方的外部性為正，則該方消費者數量的增加

會促進另一方消費者數量增加，並且消費者的效果也將增加，使得間接網路外部性

為正。此時，假設市場上有兩家企業甲與乙，A 與 B 為兩個相鄰市場，甲有 A、B1

兩個邊，而乙只有 B2 一個邊，B1 為 B 產品的電子銷售管道，B2 為 B 產品的傳統銷

                                                        
20 Jean-Charles Rochet & Jean Tirole,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1(4)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990-1029 (2003). 
21 Id. 
22 Vibhanshu Abhishek, Kinshuk Jerath, Z. John Zhang, “Agency Selling or Reselling? Channel 
Structures in Electronic Retailing, Working Paper,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2015),” 
http://repository.cm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398&context=heinzworks, 20-21,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6/4/23. 
23 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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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管道。甲的 A、B 兩邊存在互補關係，且甲 A 邊為盈利中心，甲 B1 邊為虧損中心，

甲 A 邊的獲利來自甲 B1 邊產生間接外部性。若甲 A 邊（例如載具 Kindle）價格降

低且 B1 邊（例如電子書）價格上升，則是否一定會有需求從 B1 轉移至 B2（例如紙

本書）？這需要看 B1 產生間接外部性的大小，若間接外部性仍然較大，則消費者數

量仍較多，則不一定產生顯著的替代性轉移，但這不能說明 B1 與 B2 不具有合理可

替代性。根據學者提出的交叉溢出效應理論，當交叉溢出效應為負時，零售商對於

銷售模式的 優選擇是代銷模式，即由生產商制定相對較高的售價，如此可限制 B1

管道的銷售，從而限制對 B2 管道銷售所產生負的溢出效應，即可提高 B2 管道的利

潤24。 

對應到蘋果電子書案中，蘋果公司進入電子書市場之前，亞馬遜採取批發模式，

並以低於邊際成本的價格出售電子書，同時通過其互補品 Kindle 盈利，這是因為電

子書銷售雖不盈利但其產生正的間接網路外部性可以增加 Kindle 的銷售利潤；而當

蘋果公司進入市場後，亞馬遜與蘋果公司在載具層面相互競爭，Kindle 不得不降低

價格（如圖 1 所示），並轉而透過提高電子書售價獲得利潤彌補虧損25。當電子書銷

售所帶來的正外部性減少直至消失，零售商將更願意採取代銷模式26。亞馬遜在接受

代銷模式之前，出版商認為電子書的銷售對紙本書銷售產生不利影響並非毫無緣

由，有學者指出這是因為出版商在電子書銷售市場不具有市場力量，所以一旦電子

書成為主導，則出版商很可能會喪失其在出版市場的相對優勢地位27。因此，亞馬遜

對電子書低於邊際成本的定價，壓縮了出版商在電子書銷售上的利潤空間，同時紙

本書銷售又受到電子書銷售的衝擊，出版商在電子管道的產品利潤減少額度大於傳

統管道的產品利潤增加額度，交叉溢出效應為負，所以促使亞馬遜 終採取和蘋果

公司相同的代銷模式，提高電子書價格，並且對於出版商而言，可以提高傳統管道

（紙本書）的利潤。綜上所述，降低相鄰市場上載具的價格並提高電子書價格直至

正的間接網路外部性消失，使得消費者需求產生替代性轉移，且轉移程度可以彌補

因電子書需求減少所造成的利潤損失，故電子書與紙本書應屬於一個相關產品市

                                                        
24 Id. 
25 Id. 
26 Id. 
27 Germain Gaudin & Alexander White, “On the Antitrust Economics of the Electronic Books Industry, 
DICE Discussion Papers No. 147, Düsseldorf Institute for Competition Economics (DICE) (2014),”  
http://www.dice.hhu.de/fileadmin/redaktion/Fakultaeten/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_Fakultaet/DICE/D
iscussion_Paper/147_Gaudin_White.pdf, 21,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6/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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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但須注意者為並非所有類型的書都會發生顯著的替代性轉移，還會受到紙本書

自身的輕重（books with high weight and many pages, or books with low weight and few 

pages）以及消費者品牌意識（brand awareness）影響28，因此可進一步透過觀察紙本

書銷量變動的幅度，獲悉產生替代性轉移的比例。 

圖 1 Kindle 與 iPad 價格變動（2007/11-2013/12） 

 

資料來源：Germain Gaudin & Alexander White (2014)29. 

 

                                                        
28 Yu Jeffrey Hu & Michael D. Smith, “The Impact of Ebook Distribution on Print Sales: Anal
ysis of a Natural Experiment, Working Paper,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3),” http://ssrn.
com/abstract=1966115, 4-5,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6/4/23. 
29 Germain Gaudin & Alexander White, supra note 2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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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意之認定 

（一）事實認定之依據 

1.代銷協議 

本案需要認定出版商間構成水平聯合，且出版商與蘋果公司之間構成垂直價格

限制並促成出版商間固定價格之一致性行為。一方面，本案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蘋果

與各出版商以及出版商間事先透過溝通協調一致，因此無法直接認定出版商間存在

水平意思聯絡，也無法認定蘋果公司參與並促成共謀定價。成員之間無溝通的相互

意思，不受休曼法第 1 條所規制，僅有成員間的平行行為，並不足以證明成員間達

成一致性行為，還需要有「輔助證據」（plus factors）30。另一方面，本案亦無直接證

據證明蘋果與出版商簽訂的協議構成固定價格協議。因此，出版商與蘋果公司簽訂

的代銷協議是本案事實認定的依據，蘋果公司的代銷行為，是否屬受被代理人意思

表示限制的代理行為，或是可作為蘋果公司參與並促進聯合的證據，均需對這種代

銷模式作具體分析。本案的代銷模式是相對於本案之前圖書銷售所採用的批發模式

而言，因此，本文透過對兩種模式的比較來評價本案採用的代銷模式。 

(1)批發模式 

在蘋果公司推行代銷模式以前，圖書銷售採用的是傳統的批發模式。所謂批發

模式，是指零售商（行動通訊網路中的平臺企業）以批發價格從生產商（行動通訊

網路中的供應商）處購得商品，再自行定價銷售的模式。以蘋果電子書案為例，在

初向亞馬遜出售電子書時，出版商採用批發模式，但是亞馬遜為了促進其行動裝

置（Kindle）的推廣，以 9.99 美元/本（低於批發價）的價格銷售，並迅速佔據了電

子書市場 90%以上的市占率。出版商們對亞馬遜 9.999 美元/本的定價感到不滿，並

認為此一定價會嚴重影響到消費者對紙本書價格的預期心理，從而降低紙本書的銷

售利潤，但與亞馬遜多次協商未果，蘋果模式的提出恰好符合他們的期望。 

(2)代銷模式 

代銷模式並非第一次被應用於產品銷售，蘋果公司早在推出其應用商店（App 

                                                        
30 Supra note 2,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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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e）時即引用該模式，做為各應用軟體（apps）在其應用商店上的銷售模式。所謂

代銷模式，是指零售商（平臺）變成生產商（供應商）的代理人，由生產商定價，

零售商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在蘋果電子書案中，代銷協議規定採取分層式「 高」

價格（tiered “maximum” price, pricing tiers with caps），並參考紙本書價將暢銷書定為

12.99 美元與 14.99 美元，蘋果公司收取 30%的佣金31。美國司法部認為，協議中的

「 高」零售價其實就是實際銷售價格32，其行為構成價格操縱；且當所有出版商被

告都在與蘋果簽訂的協議中適用代銷模式時，協議中規定的「 高」價格成為出版

商間對可接受的電子書售價的共識，並且在之後與亞馬遜及其他電子書零售商的談

判中也要求適用類似協議，法院認為可以作為蘋果參與並促進聯合的證據。 

2.MFN 條款 

法院認為協議中適用 MFN 條款，是本案認定蘋果公司參與並促進出版商聯合的

另一依據，蘋果公司與出版商間的聯絡表現為向每個出版商承諾同樣 MFN 條款33。

MFN 條款即「 優惠待遇」條款，由買方或賣方提出，表示買方得以 優惠價格從

賣方購得產品或服務。該條款被廣泛應用於醫療衛生行業，醫療保險公司經常要求

醫療服務提供者確保 低價格的服務34。 

（二）出版商間是否構成水平聯合  

由於缺乏可直接證明協調價格行為的證據，5 個出版商被告的平行行為是否緣於

彼此間意思聯絡或者僅僅是獨立行為，需要透過間接證據進一步論證。首先，圖書

出版市場的市場結構屬於高度集中的寡占市場，這一點在判決書得到證實：「5 個出

版商被告與 Random House 構成美國「交易類」書籍（“trade” books）市場的 6 個規

模 大的出版商。」35判決書指出，6 大出版商 2010 年銷售暢銷書數量占全美暢銷書

總量的 90%，即使在電子書領域，這 6 家出版商也是規模 大的企業36。 

                                                        
31 Supra note 2, 10, 12, 37; Jonathan M. Jacobson & Kimberley A. Piro, “Storm Over E-Books Waters,” 
3 Competition Law Journal: Concurrences, 15 (2012). 
32 Supra note 2, 115. 
33 Supra note 2, 10, 118. 
34 Blue Cross & Blue Shield United of Wis. v. Marshfield Clinic, 65 F.3d 1406, 1415 (7th Cir. 1995). 
35 Supra note 2, 13. 
36 Supra note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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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般經濟學原理，在高度集中的市場，寡占企業很可能僅依靠觀察彼此的

行為，然後做出反應即達到行為的相互協調，然而這種行為並不具有競爭法上的非

難性，因此需要證明這種平行行為非獨立行為而是聯合行為。本案對於出版商間存

在價格固定協議的事實認定依據，主要是各出版商與蘋果公司簽訂的代銷協議以及

協議中的 MFN 條款。代銷協議中規定由蘋果公司代銷電子書的「 高」價格為 12.99

美元與 14.99 美元，法院支持司法部提出的觀點，即「 高」零售價事實上等同於實

際銷售價格，並且該價格成為出版商間對可接受電子書售價的共識，出版商被告的

行為構成固定價格行為。出版商的這一「共識」緣於出版商各自與蘋果公司簽訂內

容一致的代銷協議，由此推斷出出版商的平行漲價行為是緣於出版商間的意思聯

絡，這一論證過程跳過了對於出版商行為是否具有經濟合理性的討論，而是援引 1939

年的經典案例 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nited States (1939)中 高法院的一段論述：「電

影發行商們知道有人計畫並邀請自己參與一個協同行為，然後各自遵從這個計畫並

參與其中，這就足夠了。每一個發行商都被告知其他發行商也被要求參與；每一個

發行商都知道合作是該計畫得以成功實施的基礎。他們知道該計畫一經實施，將導

致限制交易的結果，並且知道該結果違反休曼法。37」蘋果電子書案件的談判過程與

此相似：蘋果公司分別聯繫幾大出版商並告知它將計畫與 6 大出版商逐個面談，並

且在就協議條款談判過程中，蘋果公司亦告知交易相對人已與其他出版商商談過，

為避免出版商們擔心亞馬遜報復而不敢單獨給予承諾，蘋果公司承諾只要有 4 家出

版商同意簽署，便開始實施。 終，Hachette、S&S、Macmillan、Penguin 同意簽署，

隨後不久，Harper Collins 也同意簽訂協議。 

惟本案是否得直接援引 Interstate Circuit 案的結論，而避開分析出版商行為的經

濟合理性呢？本文認為仍然有必要討論出版商行為的經濟合理性。首先，兩個案件

的具體實際情形有很大差異。從市場結構上看，上游市場雖都是寡占型市場，但下

游市場的市場結構卻不同。兩個案件都不是單純的水平聯合，而是伴隨著垂直交易

關係的參與，並且兩案下游廠商的市場力量、下游市場的競爭狀況均不相同，直接

影響對於案件的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因此有必要觀察下游市場的市場結構。

Interstate Circuit 案的下游市場可細分為首映市場（ first-run）與後續放映市場

                                                        
37 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nited States, 306 U.S. 208, 226-227 (1939); supra note 5, 154. 



58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subsequent-run），2 家電影放映商被告在首映市場上具有獨占之市場力量
38
，但在後

續放映市場上仍面臨著後續放映廠商的競爭，協議的目的即在於保證首映電影的高

額利潤並且限制後續放映廠商與其相競爭39。在蘋果電子書案中，根據法院所認定相

關市場的範圍，亞馬遜有 90%的市占率，而蘋果公司是市場的新進入者，下游市場

結構與上述電影放映市場結構不同，並且下游市場競爭狀況相較於前者似乎反而得

到改善。 

從市場行為上看，由於受到市場結構的影響，Interstate Circuit 案的放映商被告

利用其市場力量，聯合 8 家電影發行商，該放映商是聯合行為的組織者（organizer），

而發行商則是聯合行為的參與者，這種行為模式是此類案件的共同特徵，這一點在

蘋果電子書案中也被法院提及：「一個共謀者利用其市場力量去引導其他共謀者的行

為，即使該共謀者不具有完全的控制力，他依然是聯合行為的組織者。40」於是蘋果

公司以自己是市場新進入者提出抗辯，法院對此的解釋是「垂直主體不需要具有市

場力量41」，而仍然採用 Interstate Circuit 案的結論，但並未解釋前述「市場力量」源

自何處。 

其次，即使對 Interstate Circuit 案中電影發行商的行為進行經濟合理性分析，也

可發現其不具有獨立行動的可能性。電影發行商的獲利管道，是透過授權電影播放

獲得利益，其與電影放映商簽訂授權協議，往往規定獲利的多少取決於電影銷售量，

所以當下游處於競爭狀態時，發行商的利潤實際是取決於電影本身品質高低、市場

的認可度，因此不存在人為操縱而利益受損的情況。在該案之前，下游市場已存在

首映廠商與後續放映廠商的競爭，面對放映商提出聯合協議，雖然有利於維持首映

電影的高價，但對於發行商而言，是「既得利益者」，相較於聯合所可能承擔的違法

風險，可能更願意選擇穩妥的辦法來維護既有利益，以及若其他發行商 終未能參

與，則單方面調價可能導致銷售量下滑，所以發行商被告不存在獨立行動的可能性。 

                                                        
38 “The owner of those motion picture theaters in several cities in which the first runs of copyrighted 
‘feature’ pictures were exhibited, taking advantage of its monopoly, secured from each of several 
copyright owners...,”  See 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nited States, 306 U.S. 208, 230 (1939). 
39 協議內容包括兩項要求：「發行商同意無論何時在任何一家電影院出售的後續播放影片，其夜

間出售價格都不會低於 25 美分」與「對於夜間售價達 40 美分或以上的影片，不會作為連場播放

（double features）的影片與其他影片一起出售」。See 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nited States, 306 U.S. 
208, 217 (1939). 
40 Supra note 2, 139. 
41 Supra note 2, 153. 判決書原文：“Courts have never found that the vertical actor must be a dominant 
purchaser or supplier in order to be considered a traditional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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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加入經濟合理性分析可能導致判決結果的截然不同，例如，Theatre 

Enterprises v. Paramount Film Distributing Corp. et al. (346 U.S. 537, 1954) 42。該案同樣

面臨著需要借助間接證據來推定電影發行商的平行行為是否出自聯合的問題，然而

不同的是，該案法院採用了經濟合理性的分析方法。法院認為，由於原告 Crest 劇院

與市中心劇院存在「實質性競爭關係」，同步放映從經濟上考慮是不可行的。而且即

使被告願意授予與原告放映授權，也沒有市中心的放映商會同意同步放映。因此，

如果申請人要獲得首映資格，這個放映授權就必須是排他授權。顯然，從經濟上看

並不符合被告的自身利益。因為 Crest 是一個郊區劇院，座落在很小的購物區，公共

交通設施有限，廳內面積不足市中心劇院的十分之一，在吸引贊助商方面，根本無

法與便捷的劇院相提並論。因此，市中心的劇院為廣告宣傳與新產品推廣提供了更

大的市場，被告平行行為完全可能是出自於利潤 大化的個人商業判斷。因此，法

院 終駁回原告提出直接判決的請求，將查明是否存在意思聯絡事實提交陪審團解

決。該案 終判定被告行為不構成聯合行為。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有必要討論蘋果電子書案件中出版商行為的經濟合理性。

根據上述，蘋果電子書案的下游市場在本案之前由亞馬遜獨占，並由其主導的批發

模式使得電子書價格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但此一價格並非競爭狀態下的市場價

格，出版商在電子書市場的利潤因此受到擠壓，甚至影響紙本書價格，所以本案出

版商不同於 Interstate Circuit 案的電影發行商，他們不是「既得利益者」，有強烈的改

變現狀之動機，而唯一的顧慮是亞馬遜的報復，因此，需要確認蘋果公司的承諾是

否有效，所以蘋果公司提出「有 4 家出版商同意簽署才會開始實施」的保證，讓出

版商知道自己「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但並不等同於出版商間存在操縱價格的意思聯

絡，不能排除其具有獨立行動的可能性。 

由於亞馬遜的獨占地位及其推行的「批發模式」，使得出版商無論是對中間商還

是消費者，均無議價權，並且電子書的主要載體－電子閱讀器正面臨著各種終端設

備搶奪市占率的嚴峻形勢，即存在較大的需求交叉彈性43。這一點即可作為出版商價

                                                        
42 該案原告起訴理由為：原告聲稱電影製作商（producers）與發行商（distributors）共謀，將其電

影首映限制在巴爾的摩市中心的劇院，而原告的郊區劇院僅限於後續放映與不合理的「許可

（clearances）」，違反反托拉斯法。 
43 此處「需求交叉彈性較大」，係指電子書需求量的變動，對於其互補品閱讀載體的價格變動的

反應較為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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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行為的經濟基礎。因為儘管推行新的「代銷模式」提高了電子書市場利潤率，將

吸引新的競爭者，可以滿足消費者對於互動式閱讀方式的需求，減少需求交叉彈性，

提高產品利潤率，符合市場主體自身的利益，因此有眾多「追隨者」不足為奇，「近

乎一致而突然的漲價（an abrupt shift and near-unanimity of action）44
」證據不足以推

翻出版商獨立決定的主張。 

（三）代銷協議是否該當轉售價格限制 

首先，本案地區法院對於代銷行為是否屬代理行為並未做相關討論，亦未明確

指出該代銷協議為轉售價格限制協議，但本文認為有必要事先討論這一點，因為它

將影響之後對於本案法律適用的探討。關於本案蘋果公司代銷行為是否屬一般法律

意義上的代理行為，本文認為兩者並不等同。雖然代銷模式下的電子書價格名義上

由出版商設定，但蘋果公司在與出版商訂立協議的過程中，對價格的 終決定扮演

著關鍵的引導甚至是主導作用，包括提出分層式 高價格，並且曾拒絕出版商對於

調高價格的建議45。 

在討論代銷行為不屬於單純的代理行為之後，需要進一步確定蘋果公司與各出

版商間的協議是否符合轉售價格限制之構成要件。從主觀方面看，主體之間應當形

成卡特爾合意。本案合意主體為蘋果公司與出版商，蘋果公司是零售商，出版商是

生產商，兩者屬垂直交易關係；合意方式為簽訂代銷協議，並承諾給予買方 優惠

價格（MFN 條款）；稍有爭議的是合意內容，法院認為蘋果公司參與出版商關於調高

電子書價格的意思聯絡，而蘋果公司抗辯其並不知出版商們接受代銷模式之後如何

定價。本文認為，從蘋果公司與出版商往來的郵件內容可知，蘋果公司曾向出版商

提出關於電子書 高價格的建議，並且該價格高於原來由亞馬遜銷售的價格，表明

蘋果公司行為已超出「僅為平臺」的功能範疇，而是直接參與針對價格方面的溝通，

至少可以證明蘋果公司與出版商間，存在符合競爭法規制範疇的合意內容。 

但僅有合意是否足以證明具有限制競爭疑慮？依美國法架構下之違法審查標

準，分為當然違法與合理原則，只有適用合理原則審查之行為，才需分析被告行為

的目的與效果。易言之，只有當法院適用合理原則時，行為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競

                                                        
44 Supra note 2, 111.  
45 Supra note 2,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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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目的與效果，才構成判斷其是否具有競爭法上可非難性的要件之一，否則若能

證明合意存在，即足以證明該當限制競爭效果46。一審判決書並未就被告行為對於競

爭的影響做出詳細分析，因為地區法院認為被告行為（以轉售價格限制參與並促成

水平聯合）已經構成當然違法，適用當然違法原則，其損害競爭的效果是必然的。

針對被告提出應適用合理原則的抗辯，地區法院又提出：即使適用合理原則，被告

仍然違反合理原則，因為代銷協議實施不具有促進競爭的效果，其原因是協議限制

零售價格之競爭，亦阻礙出版商間的競爭。然本文認為，被告行為對於競爭之影響

並非「顯而易見」。就被告行為效果之分析以及應當適用當然違法原則或合理原則，

本文將於其下一節詳細闡述。 

五、限制競爭之判定－適用當然違法或合理原則 

（一）當然違法與合理原則在美國反托拉斯法中的適用 

美國反托拉斯法僅針對部分反競爭行為適用當然違法原則，這些行為包括不需

考慮行為之具體反競爭效果的價格操縱行為等。根據美國 高法院的解釋，當然違

法原則使得法院可以避開「業務確定性與訴訟效率（business certainty and litigation 

efficiency）」的「重要成本（significant costs）」問題，而這一問題是需要全面調查的

合理原則類案件所不可避免的47。然而，這種分析模式僅限於實行價格限制且沒有配

套條款的水平交易限制。如果協議於潛在的促進競爭之效果，則不可適用當然違法48。 

美國法院對於不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的協議將依據合理原則進行審查，具體審查

行為產生的經濟效果、對競爭與消費者福利產生的實際影響。在合理原則下，原告

必須證明以下兩點：1.在一個存在可替代產品的相關市場範圍內，被告具有市場力

                                                        
46 實際上，合理原則應當考慮之因素不僅限於目的與效果，還包括受限制產業的特殊情況、限制

的性質、限制的歷史等諸多考量因素，因此法院在衡量被告行為是否「合理」時，必須與具體案

件情形緊密聯繫。並且，美國法院對於適用兩種原則之間的界限並不清晰，不少案件類型更是經

歷了兩種原則的切換過程。See Ernest Gellhorn, William E. Kovacic & Stephen Calkins, 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5th ed., West Publishing Co., 210, 224 (2004). 
47 Steven Semeraro, “Should the E-Book Case Presage the Decline of The Per Se and Market Share 
Doctrines,” 15 Thomas Jefferson Law Review, 4 (2012). 
48 當然違法原則適用於當行為具有限制競爭和降低產出的外觀時，但若行為具有提高經濟效率與

擴大產出的意圖時，不適用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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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即具有將價格提高至均衡價格之上仍能獲利，甚至更多獲利的能力49；2.被告的

行為對消費者造成實際損害50。當滿足第一個條件時，可以證明此市場存在獨占，但

不能證明缺乏經濟效率、損害消費者福利，只有當同時滿足第二個條件時，才能認

定行為的違法性。 

美國 高法院曾一度認為任何影響價格的協議，都應適用當然違法原則51。在電

子書案件中，美國司法部指控有競爭關係之出版商間訂立協議具有操縱價格的意圖

與效果。但 1980 年代初，美國法院提出當一個合理的促進競爭之證據存在時，僅僅

查明價格效果不足以認定其具有反競爭效果。在 California Dental 案52中，一個牙醫

協會採用了一項道德準則，此一準則被解釋為在廣告上限制價格與服務品質，例如

廣告聲稱服務價格「打八折」或者牙醫提供「優質服務」。儘管廣告限制對於價格與

服務品質的影響顯而易見－如果一個牙醫無法將其競爭優勢傳達給消費者，那麼競

爭將被削弱—但是 高法院仍然要求下級法院審查潛在的正當理由。 終，法院發

現這一限制行為有利於約束虛假廣告，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並不一定損害消費者

利益，因此不得適用當然違法原則。 

（二）本案適用當然違法或合理原則之爭議 

蘋果電子書案在選擇宜適用之審查標準的主要爭點為：1.被告之間所訂立協議之

性質的認定；2.被告在相關產品市場上的市場力量認定及其對電子書價格之影響。 

1.關於代銷協議違法性認定之疑義 

地區法院判決將被告間訂立的協議，認定為構成本身違法的固定價格協議（本

文認為此協議係指轉售價格限制），並認為「固定價格協議包括具有垂直關係的人員

參與以及促成水平聯合」。因此，本案需要認定出版商間構成水平價格限制，且出版

商與蘋果公司間構成垂直價格限制，並促成出版商間固定價格之一致性行為。 

                                                        
49 Herbert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3rd ed., 
Thomson/West, 79 (2005). 
50 California Dental Ass’n v. FTC, 526 U.S. 756, 779-80 (1999). 
51 根據休曼法第 1 條，在各州之間或涉外貿易中，以提高、抑制、操縱、固定產品價格為目的並

且產生這些效果的聯合，應適用當然違法原則。 
52 Supra note 50,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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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地區法院判決書所述，蘋果公司與出版商被告簽訂協議所推行的代銷模式促

使出版商合謀將這一模式進一步給其他零售商，從而導致電子書價格全面上漲，並

以此認定這種代銷模式具有固定價格、排除競爭的效果53。但實際上只有在適用合理

原則的情況下才需要對行為所產生的經濟後果（代銷模式對電子書價格的影響）進

行評價，所以無論司法部還是法院，對於直接適用當然違法原則仍顯自信心不足。 

此外，前文對本案代銷行為是否屬代理行為進行認定，也正是因為代理行為的

認定將影響轉售價格限制是否適用競爭法以及是否適用當然違法原則，關於這一問

題不論法院或學界素有爭論。美國法院曾認定，若生產商與零售商之間不是買賣關

係而是代理關係，則雙方簽訂的價格固定協議被認為不違反「休曼法」，不適用當然

違法原則54。但在之後的相關判決中，法院仍未能有效區分出代理關係的合法性，而

如今之下級審法院通常會支持作為善意的代理或寄售安排的部分轉售價格限制案

件；在學界，無論是從經營效率或其邏輯均無法支持法院將生產商對零售商的定價

許可權簡單地劃在代理關係上，而認為應關注行為本身對於競爭或消費者福利的影

響55。 

其次，筆者贊同學界關注行為本身對於競爭或消費者福利影響的觀點，從這一

點上來說，本案法院未拘泥於代理行為之合法性認定，而將爭點落於電子書價格設

定對於消費者福利之影響，與本文所關切之內容相符：相較於批發模式，代銷模式

對消費者福利產生何種影響。本文認為應當從長遠利益的角度來考慮代銷模式下的

價格變動對消費者福利之影響。 

由於用戶鎖定效應，由批發模式變為代銷模式會對零售價格產生微妙影響：初

期價格上漲，但相較於批發模式，遠期價格將會下降。這是因為，在批發模式下，

初期由於零售商相互競爭，為了鎖定消費者，所以制定低價；而在代銷模式下，由

於供應商是透過零售商銷售，非以價格損失換取市場的動力，所以供應商們設定的

價格在初期是較高的；而遠期價格之所以會降低是因為供應商間存在競爭。換言之，

由供應商設定價格並透過零售商銷售，使得消費者鎖定效應不會影響到後期（鎖定

之後）的價格機制；與此相反，批發模式則允許零售商在後期將供應商間的競爭內

化，以便更充分地從被鎖定的消費者身上回收利潤。 

                                                        
53 Supra note 2, 118-119. 
54 Ernest Gellhorn, William E. Kovacic & Stephen Calkins, supra note 46, 354-355. 
55 Ernest Gellhorn, William E. Kovacic & Stephen Calkins, supra note 46, 35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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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代銷模式施行初期的價格上漲現象，並不足以得出消費者利益受損的結

論。相反，必須從更長遠的角度來對消費者福利進行評估。但需要注意的一點是，

保證代銷模式的價格機制能夠正常運行的前提是供應商對代理人享有自由選擇權，

即市場上存在若干零售商。 

2.關於協議中 MFN 條款正當性之疑義 

(1)對 MFN 條款正當性的理解 

就市場新進入者而言，其面臨的是已經擁有一定市場占有率的競爭者，MFN 條

款可以為先期投資提供一些保障，同時亦可避免隨後進入市場的競爭者採取低價策

略，而使得先期投資無法得到有效利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MFN 條款實質上是吸

引像蘋果公司這類新競爭者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可以防止供應商（出版商）突然

轉向其競爭對手給予更優惠待遇，從而導致新進入者定價過高而無人問津的結果。

另一方面，儘管 MFN 條款的實施，可能導致價格在初期呈現較高態勢，但是從網際

網路產品、平臺服務以及終端設備的動態發展角度來看，短期的價格上漲並不足以

證明對消費者利益造成實質損害。 

(2)對 MFN 條款的擔憂 

當 MFN 條款被規模較小的公司作為工具來吸引消費者或供應商時是有用的，它

可以激勵小型企業投入市場，否則這些企業可能不會輕易嘗試。但是當該條款被具

有市場力量的企業採用時，其潛在的反競爭效果可能是巨大的。此時，儘管名義上

MFN 條款是用來確保買方可獲得的 低價格，但實際上它抑制價格競爭的潛在威

脅，從而導致整個市場的價格始終處於高位。即使 MFN 條款減少交易成本的抗辯理

由（例如，透過加快招投標過程），但這並不足以成為具有市場力量的企業實施 MFN

條款的正當性理由。相反，因採用 MFN 條款而導致的交易成本減少是一種缺乏動態

效率的體現。這種赤裸裸的價格操縱行為雖然減少交易成本，但這種成本的減少是

源於一種「高枕無憂」的狀態－不必擔心自己的競爭對手花費比自己更少的成本。

因此，應當對 MFN 條款的實施保持一種審慎的態度。 

(3)蘋果公司與出版商所簽訂之 MFN 條款具有正當性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指控，其理由不足以否認蘋果公司與出版商所簽訂 MFN 條款

的正當性。一方面，無論從電子書市場，或電子書與紙本書整個市場來說，至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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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司法部所界定的相關範圍之下，蘋果公司是一個市場的新進入者，相較擁有 90%

市占率的亞馬遜而言，蘋果公司顯然不具市場力量56；另一方面，根據案件判決書所

闡述的案件事實，蘋果公司並未在 MFN 條款或者其他條款中要求出版商必須維持高

價出售，或是禁止出版商透過蘋果公司低價出售57。儘管蘋果公司提出希望以高於亞

馬遜的價格出售電子書，但是這種希望不能構成具有當然的損害競爭效果的依據，

而且在對電子書市場，乃至行動通訊網路市場的發展變化，無法更清晰地把之前就

認定短期價格上漲損害消費者利益，還為時尚早。 

3.關於被告市場力量認定之疑義 

司法部認為應將相關產品市場界定為電子書市場，其理由是：（1）兩種類型圖

書的消費者群體是相對固定的，不會任意切換，因為電子書可以被儲存在單個體積

狹小的終端設備上，而紙本書則不可；（2）消費者可以在任何有網路連接的地方購

買、下載電子書58。由於出版商製造與出售了大量暢銷電子書，司法部據此認定出版

商被告在相關市場（電子書市場）上具有市場力量，並將出版商 終成功提高價格

作為證明其市場力量的證據，從而認定其透過固定價格協議提高與維持零售價格59。 

（三）本案似宜援引合理原則為判斷 

由於本案一旦確定適用當然違法原則，被告將喪失抗辯的機會，因此法院在適

用當然違法原則之前，應充分考慮到任何非適用合理原則的有效理由，能夠確定限

制競爭的現實或潛在威脅60，即要求法官具備基本的經濟學知識，在蘋果電子書案的

                                                        
56 廖義男教授認為，就市場力量之評估問題，除獨占行為及結合行為，得另以「銷售金額」及有

控制從屬關係之關係企業等為評估標準外，皆以行為之事業所具有之市場占有率為 主要之評估

依據。參見廖義男，「事業市場力量之評估方法」，法令月刊，第 67 卷第 3 期，409（2016）。 
57 楊智傑教授對 MFN 條款之正當性做過詳細研究，提出倘若出現下述情況，採取 MFN 條款就可

能違反反托拉斯法：1.其涉及的產品市場中，廠商具有市場力量。2.由市場中市占率很高的買方或

賣方，要求採用 MFN 條款，或是 有能力改變定價的人所要求的。3.其不具有令人可信的效率上

的理由，且可能造成價格提高。4.其是水平協議的產物。此外，若該產業過去曾執行 MFN 條款，

或者採取的 MFN 條款有奇怪的規定（例如 優惠附加條款或溯及式 MFN 條款）等，也傾向被認

為違反反托拉斯法。因此，對照上述情形，本案似並不符合，惟價格提高情形尚屬短期想象，仍

難據此斷定其反競爭效果。參見楊智傑，「 優惠條款與競爭法之案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

第 23 卷第 3 期，81（2015）。 
58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supra note 12. 
59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supra note 12. 
60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s., Inc. v. PSKS, Inc., 551 U.S. 877, 87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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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能夠對行為產生的反競爭效果作出具體評估： 

1.適用當然違法原則似有疑慮 

一方面，就蘋果公司與出版商間訂立的協議性質以及協議對電子書價格的影響

而言，出版商與蘋果公司之間的協議是否應適用該規則具有爭議。首先，蘋果公司

與各出版商間協議雖可構成主觀上的卡特爾合意，但客觀上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競

爭的效果仍需要進一步的分析；其次，法院判決書中關於被告行為具有排除競爭效

果的認定，並不是單純基於對出版商不約而同採用代銷協議決定的認定，因為僅有

成員間的平行行為並不足以證明成員間構成水平聯合，還需要有「輔助證據」（plus 

factors），法院認定「被告近乎一致而突然的轉變可作為輔助證據」，但這一點並不充

分61。因此，法院又透過具體細節來加以證明：（1）電子書銷售如何影響常規圖書的

銷售62，和（2）被告出版商出於保護已投入資本（sunk investments）的欲望。而這

兩點同樣不足以證明蘋果公司與出版商達成固定價格協議並且促成出版商間的水平

聯合，並且第一點與「電子書與紙本書不具有可相互替代性」的觀點存在矛盾。 

2.協議是否具有促進競爭之積極效果 

另一方面，就協議對市場競爭的影響而言，在電子書案件中，蘋果公司從出版

商處收取 30%的佣金作為市場行銷服務報酬，如果沒有這筆佣金，沒有採用代銷協

議，蘋果公司作為新進入者，只能選擇低價策略來與亞馬遜競爭，或者根本不會參

與競爭。這種情況下產生的行為是否損害競爭，要看該特定產品的推出產生何種經

濟效果，和對消費者福利產生何種影響，而不是行為本身，至少根據美國以往的判

例63，適用當然違法原則似有不妥。 

本文認為，蘋果公司的行為對電子書市場的競爭具有促進效果。首先，轉售價

格限制為如蘋果公司一類的電子書市場的新公司進入市場提供了便利。當一種新產

品推出，取代市場上的成熟產品時，共同協調一項分配方案可能是促進競爭的。例

如，1980 年代初，索尼與飛利浦聯合實施了一項策略來授權壓縮光碟和播放器技術

                                                        
61 Supra note 2, 111. 
62 法院認為：電子出版商十分清楚提高電子書定價會損失一部分銷售利潤，但他們的 終目的是

以短期利潤損失換取紙本書的長期銷售利潤。 
63 Supra note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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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利使用權，以取代唱片與磁帶64。在此情形下，如若沒有來自專利授權金的收益，

新進入者或許將不復存在。 

其次，從價格限制行為產生的經濟效果上看，在蘋果公司推出電子書產品之後，

整個圖書出版市場上，無論是紙本書或是電子書之產出均有增加，其中電子書的產

量，隨數位化技術發展，取得較大幅度的增長（如圖 2 所示），惟若依據本案等支持

對垂直價格限制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的評論者所提出的觀點或疑慮－垂直價格限制很

可能在生產或銷售環節，成為生產商或零售商水平聯合的工具，則根據經濟學基礎

理論，該產業的產出將下降65。因此，本案對於蘋果公司參與並促成出版商水平聯合、

具有排除競爭效果的指控，則難以成立。 

 

 
圖 2 圖書出版市場年出版量（1990-2011） 

 
資料來源：Mark Cooper & Jodie Griffin (2012)66. 

 

後，從新產品推出對於消費者選擇權的影響來看，本案地區法院將亞馬遜電

子書產品（Kindle）銷售量下滑作為消費者選擇權受限的依據67，而並沒有從動態效

                                                        
64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v. Orient Power Holdings Ltd & Others, HKEC 382 (2007). 
65 Ernest Gellhorn, William E. Kovacic & Stephen Calkins, supra note 46, 341, 349. 
66 Mark Cooper & Jodie Griffin, supra note 17. 
67 Supra note 2,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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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角度來評價鎖定效應與技術創新的經濟效果。用戶選擇權需要考慮產品的鎖定效

應與創新問題，由於行動通訊網路市場容易形成相對封閉的生態圈（business 

ecosystems），用戶容易被鎖定成為這個市場的固有特徵，而構成進入壁壘的主要因

素就是技術創新，因此企業技術創新之能力成為一個重要的評價標準，本案蘋果公

司推出的創新產品為用戶帶來互動式閱讀的體驗，用戶的選擇權得到體現。 

3.協議是否為促進競爭之 優途徑 

在合理原則下， 初的舉證責任在原告一方，原告須先闡述被告行為在相關市

場上具有實際的限制競爭之效果（actual adverse effect on competition）；當原告說明

該效果之後，舉證責任即轉移至被告，由被告提供證據證明其行為具有促進競爭之

效果；之後，舉證責任又轉移至原告，由原告證明該行為並非促進競爭之 優途徑，

仍可通過其他方式降低損害並得達到同等效果（achieved through less restrictive 

means）68。故判定限制行為之妥適性，可歸結為認定行為的主要效果是促進競爭或

限制競爭。 

因此，除前文所述系爭協議具有促進競爭之積極效果外，還需進一步討論其是

否為 優途徑。由於本案爭點在於限制價格行為的違法性認定，故本文按蘋果公司

與出版商可能採取的定價策略，分為以下三種情形逐一探討： 

(1)若蘋果公司選擇以低於亞馬遜定價的方式進入市場 

這一方式實際上正是蘋果公司 初提議的方式，但被出版商所否決69。原因很明

顯，出版商本來即對亞馬遜過低的定價不滿，若蘋果公司定價更低，則按批發模式，

給予出版商的購買價格就更低，出版商的銷售利潤將會被進一步壓縮，自然不會欣

然接受。由此可見，一個零售商能否成功進入市場，不僅取決於能否爭取到消費者，

而能否爭取到上游生產商亦是關鍵因素。因此，儘管更低的價格對於消費者或許更

具吸引力，但卻難以吸引上游出版商，尤其是當市場上已存有一個 90%市占率的競

                                                        
68 Supra note 5, dissenting opinion, 26-27. 
69 在與出版商們的談判中，蘋果 先提出的並非「代銷」模式，而是以印刷書價格 75%的折扣價

作為電子書價格，仍實行「批發」模式，即蘋果提出的電子書定價為 9 美元，低於亞馬遜的定價，

但出版商拒絕接受。之後蘋果決定，除非出版商能接受更低的批發價格，否則蘋果將採取另一種

模式，即使要冒著經受損失的風險。兩大出版商 Harper Collins 和 Hachette 向蘋果提議採用代銷模

式，蘋果表示支持，因為該模式正是蘋果此前對各應用軟體（apps）在其 App Store 上銷售所採用

的模式。 終，蘋果提出採用代銷模式，收取 30%的佣金。Supra note 2,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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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對手，出版商與其之間的交易關係具有一定商業慣性，且更低的電子書價格意味

著出版商的紙本書利潤或將受影響而減少，故出版商出於自身商業利益考量拒絕與

蘋果公司的合作，亦是合情合理。 

(2)若蘋果公司選擇以等同於亞馬遜定價的方式進入市場 

雖就價格而言，對於上游出版商及 終消費者均具有同等吸引力，但若能在產

品品質上優於競爭對手，則仍有可能增加其銷量，搶奪市占率。蘋果公司所針對的

用戶群體主要是未來願意購買電子書且無打算購買亞馬遜 Kindle 的消費者。蘋果公

司的優勢可能在於如判決書所述的 iPad 作為「一個革命性的電子閱讀器，具有比

Kindle 更多的功能特性」，「希望閱讀電子書的 iPad 用戶必然不會因為亞馬遜 9.99 美

元的價格而單獨購買一個 Kindle」70。但法院忽略的是，作為終端設備的 iPad 卻比

Kindle 價格高，但又不如智慧型手機應用廣泛，是故，當電子書價格相同，終端設

備之價格亦成為影響消費者選擇的重要因素。選擇購買 iPad 的消費者往往是看中其

多功能的特點，但卻不必然會使用作為其中一項功能的 iBookstore（仍可能選擇購買

紙本書）；反之，選擇購買 Kindle 的消費者則必然會使用其唯一功能—電子書閱讀

器。若憑此定價策略新競爭者並無明顯競爭優勢，故難說服其進入市場參與競爭。 

(3)若蘋果公司選擇以高於亞馬遜定價但非代銷的方式進入市場 

採取高價雖然符合出版商的利益，但若非採取代銷模式而仍實行批發模式，則

蘋果公司將面臨「自負盈虧」的狀況，而採取高價即存在損失消費者的風險，所以

蘋果公司提出收取 30%佣金的代銷協議是符合其商業利益考量之選擇。然採取批發

模式或代銷模式實非重點，因為即使採取代銷模式，蘋果公司實際上仍參與價格制

定，即無論哪種模式下，價格制定都不是由出版商單方決定。對於一個新競爭者而

言，需要考量的因素在於，進入市場是否「有利可圖」（即使需要冒損失消費者的風

險），以及有多少出版商願意選擇與其合作。顯然，30%佣金保證了前者，而高價則

實現了後者。 

綜上所述，蘋果電子書一案似宜引用合理原則為違法判斷之方法。當適用合理

原則時，蘋果公司與出版商間代銷協議具有促進競爭的積極效果，且為促進競爭之

優途徑，不存在其他降低損害之方式能夠達到此同等效果。 

                                                        
70 Supra note 5,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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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訴法院判決之法理探討暨 高法院判決 

1.上訴法院判決 

美國聯邦 高法院對於垂直轉售價格限制案件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為其審查標

準，可追溯至 1911 年之 Dr. Miles 案71。惟當時尚未區分限制 高轉售價格與 低轉

售價格，直至 1997 年之 Khan 案72， 高法院始推翻當然違法原則作為 高轉售價格

限制之審查原則，而改以適用需充足經濟分析支持的合理原則。然而， 具轉折性

意義的當屬 2007 年之 Leegin 案，該案確立了 低轉售價格限制亦適用合理原則的審

查標準，垂直轉售價格限制案件自此得一體適用合理原則，再無 高價格限制與

低價格限制之區隔73。 高法院在該案中指出：「當然違法原則只有當法院對於限制

競爭行為之類型，具備足夠經驗時才宜適用，且只有當法院有信心能夠斷定可排除

所有或者幾乎所有適用合理原則之情形時，才宜適用。74」儘管法院也承認存在利用

轉售價格限制，以促成生產商或零售商之卡特爾的誘因，但 Leegin 案並未就如何處

理垂直關係的參與者促成水平限制競爭行為的情形提出解答，惟對下級法院就所有

垂直限制行為提出適用合理原則的 4 項指導原則：（1）反托拉斯法之設計目的主要

為保護品牌間之競爭75；（2）利用該行為（垂直限制）之生產商數量很重要，因為倘

若只有若干缺乏市場力量的生產商實施該行為則幾乎不可能形成生產商間之卡特爾

76；（3）由所謂的零售商來促成卡特爾比由生產商來促成更為可能存在，因為由單一

生產商促成的卡特爾需要非常特殊且經濟上可行的條件（very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to be financially logical）；（4）一個垂直關係的參與者必須具有市場力量來促成水平

卡特爾，否則從長遠看，市場競爭將會阻礙卡特爾組織獲利77。蘋果電子書案中，法

                                                        
71 Dr. Miles Medical Co. v. John D. Park & Sons Co., 220 U.S. 373 (1911). 
72 State Oil Co. v. Khan, 522 U.S. 3 (1997). 
73 Leegin 案主要事實為：皮革生產商 Leegin 同時與若干零售商約定不得以低於其建議售價出售其

產品，並保證所有零售商均可獲得足夠利潤，若有零售商違反則其將拒絕供貨；原告零售商 Kay’s 
Kloset 因自行折價銷售而遭 Leegin 斷貨，造成營業虧損。一審與二審判決均援引先例 Dr. Miles 案

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然而 高法院推翻了一、二審判決 終認定應適用合理原則。 
74 Supra note 60, 886-887. 
75 Supra note 60, 895. 
76 Supra note 60, 897. 
77 Supra note 60, 890, 896-898. See also Wan Cha, “A New Post-Leegin Dilemma: Reconciliation of the 
Third Circuit’s Toledo Mack Case and the Second Circuit’s Apple E-Books Case,” 67(6) Rutgers 
University Law Review, 157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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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並未就第 3、4 點給予充分闡述。就第 3 點而言，蘋果公司縱然比任一出版商更適

合作為「組織者（organizer）」，並且確實是由其提出的代銷協議，但仍無法排除出版

商具有「獨立行動的可能性（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alleged conspirators acted 

independently）」；而就第 4 點而言，上訴法院更未駁斥地區法院提出的「垂直主體不

一定需要具有獨占的市場力量（Courts have never found that the vertical actor must be a 

dominant purchaser or supplier in order to be considered a traditional “hub”）」的論斷。有

學者對此表示讚同，認為第 4 點原則的「市場力量」（market power）並非絕對概念，

而關鍵在於垂直主體是否具有脅迫（coerce）他事業參與共謀的影響力（leverage），

換言之，垂直主體是否具有足以阻礙消費者或上游供應商以更有利的價格與他事業

進行交易的影響力78。然學者對於「脅迫」並未給出明確定義，且並未具體闡述「市

場力量」與「脅迫之影響力」的差異，有疑問者為若無前者是否仍可證明存在後者，

故「市場力量」的概念值得探討。另有學者提出，垂直交易雙方的談判力（bargaining 

power）是關鍵，當作為輪軸的上游供應商相較於下游更具談判力時，則供應商與各

零售商之間的關係本質上係屬垂直限制，此時間接資訊交換行為的積極效果占主導

地位；相反，當作為輪輻的下游零售商更具談判力時，並且目的是提高下游市場上

的產品價格，則間接資訊交換行為本質上係屬水平限制，將損害消費者福利79。值得

注意的是，該論述是基於平等自願（voluntary）的垂直關係，且主要從經濟學觀點出

發，而並未涉及當然違法與合理原則適用等違法性認定標準，但從學者對於行為效

果之利弊比較，似乎較為符合合理原則的分析。縱觀上述兩類見解，筆者讚同在混

合型卡特爾案件中，「市場力量」的認定是一個相對概念，對於限制競爭行為的定性

不可忽略上、下游市場力量的比較。 

另在國際上，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以下簡稱「OECD」）亦曾於 1998 年就採取有

效措施共同抵制核心卡特爾（hard core cartel）發布建議書80，並於 2000 年發布具體

的「核心卡特爾公告」81。公告中明確指出，核心卡特爾係指由競爭者之間訂立、以

固定價格、限制產出、串通圍標、劃分市場為合意內容的反競爭協議82。由此可見，

                                                        
78 See Wan Cha, id., 1587. 
79 See Nicolas Sahuguet & Alexis Walckiers, supra note 7, 716. 
80 OECD,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effective action against hard core cartels 
(1998),” http://www.oecd.org/daf/competition/2350130.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5/22. 
81  OECD, “Hard Core Cartels (2000),” http://www.oecd.org/competition/cartels/2752129.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5/22. 
82 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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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以限制價格為合意內容的水平聯合行為受到嚴苛對待並無疑義。惟本案爭議較

大之處在於，當遇垂直轉售價格限制與水平價格限制混合交織於同一案件中，法院

應當採取何種審查標準。 

對於地區法院採取當然違法原則的做法，上訴法院的 3 名法官中，2 名持肯認意

見，1 名持反對意見， 終採多數意見維持一審判決。多數意見與反對意見辯論的爭

點 終落在對於 Leegin 案的解釋與適用上。多數意見認為合理原則所適用的垂直交

易限制，係指諸如一個生產商與其零售商就零售商所售價格或者銷售區域所做的限

制。易言之，上訴法院認為，合理原則所適用的垂直交易限制類型應限於單一型態

的垂直交易限制。反觀本案，上訴法院認為限制交易的行為不在於蘋果公司與出版

商被告所訂立之垂直協議，並且認為若單看該垂直協議則適用合理原則並無不妥，

但本案限制競爭之類型本質上為水平交易限制，即由蘋果公司組織（organize）、出版

商被告之間串通、以提高電子書價格為合意內容的水平聯合行為83。判決書中更多處

提到，是蘋果公司所同意施加限制的類型（本案為出版商聯合提高電子書價格）決

定了所應適用的審查標準，而非其中某一被告在該合意中所扮演之角色84；轉售價格

限制的唯一商業功能是促進生產商之間價格協調一致85，應視其為一種工具而非 終

目的。故可知，上訴法院對於「混合型」交易限制透露出如是見解：選擇審查標準

之關鍵在於被告所共同同意採取的限制方式及限制內容86，而其中某單一主體與其他

主體之交易關係則在所不論。 

比照反對意見之觀點，其強調不可忽視轉售價格限制本身所具有的限制競爭與

促進競爭的比較分析，認為應當遵循 高法院就 Leegin 案所揭示的「轉售價格限制

一體適用合理原則判斷」準則。本文認為，反對意見將辯論之重心落於轉售價格限

制行為之上確有疏漏之處（並未說明為何重點在於分析轉售價格限制的部分），似意

將同一案件中的垂直限制行為與水平限制行為分開來處理，此或許恰是其推演過程

易遭駁斥之根本原因所在；多數意見將兩者相結合並區分主次的做法似更符合混合

                                                        
83 Supra note 5, 75. 
84 Supra note 5, 72. 
85 Supra note 5, 86. 
86 此處「共同同意」應理解為，既有垂直方向上的蘋果公司分別與各出版商之間的同意，又有水

平方向上的各出版商之間的同意，還有混合之後的蘋果公司對於各出版商之間共謀固定價格的同

意，以及各出版商對於蘋果公司與除自己以外的其他出版商達成限制價格合意的同意，然此同意

是否同時包含積極同意和消極同意，則仍期待 高法院給予明確解釋。 



電子出版業適用反托拉斯法疑義－從蘋果電子書案觀察           73 
   

型卡特爾，有別於一般卡特爾之複雜情形，亦為本文所認同之分析方法，惟垂直限

制行為卻非僅為實現水平聯合之工具，以本案為例，當並無能夠證明出版商間存在

水平意思聯絡的直接證據時，能夠認定其水平聯合的間接證據即為其各自與蘋果公

司簽訂之代銷協議，然如前文所述，簽訂代銷協議的行為符合每個出版商獨立的個

人商業利益，從而不能排除其具有平行行為之可能性，故有此疑慮之下，又如何能

將本案限制競爭類型界定為水平交易限制。故而，當水平價格卡特爾的成立與否尚

存疑慮時，對於垂直價格卡特爾的經濟效果分析則至關重要，此時，借鑒 Leegin 案

所確立之準則才具有實質意義。 

然因法院意識到本案較為特殊之處在於其並非單純的水平價格限制或垂直價格

限制，又因轉售價格限制一類案件，自 2007 年始建立一體適用合理原則之觀念，並

推翻沿用一個世紀之久的先例87，故法院對於 Leegin 一案的判決結果可適用之範圍界

限為何持審慎態度則不難理解。因此，地區法院在適用當然違法原則時並非全無顧

忌，仍「簡易」分析了適用合理原則下的經濟效果，上訴法院對此做了進一步分析，

認為本案符合「快速檢查」（“quick look” review）的「簡略版」合理原則（abbreviated 

version of the rule of reason）之適用條件－適用於反競爭效果易於確認的聯合行為。

上訴法院援引學者論述：「當限制行為『從外表上』即能看出其…有提高價格的傾向，」

簡略版合理原則分析方法「可用於轉移舉證責任而非省去調查。88」法院更以杯葛為

例：當系爭行為在相關市場中的經濟效果「不能馬上顯現」時，法院不會適用當然

違法原則，但仍無須充分分析行為之反競爭性質89。 

上訴法院在肯認本案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的同時，仍對於簡略版合理原則的適用

進行補充論述，本文認為，其目的在於強調：具有「核心卡特爾」外觀的聯合行為，

例如涉及影響價格變動，即使採用合理原則，舉證之主要責任也將落在被告身上，

易言之，須由被告證明其行為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而原告則不需要對於被告行為

之反競爭性做出充分、全面的分析。由此觀之，美國法院對於同時涉及水平與垂直

的混合型價格卡特爾之規範態度，似有受 OECD 規範核心卡特爾影響之虞。 

                                                        
87 此處「先例」係指 Dr. Miles 案。 
88 Supra note 5, 92, citing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Law: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3rd ed., Aspen Law & Business, 1914d (2011). 
89 Id., citing FTC v. Indiana Federation of Dentists, 476 U.S. 447, 459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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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法院判決 

高法院於 2016 年 3 月 7 日作出終審判決，駁回蘋果公司的上訴請求，認定蘋

果公司與 5 大出版商共謀固定價格並提高電子書價格。 高法院基於地區法院與上

訴法院的判決理由進一步闡明以下幾點：（1）劃分適用界限。並非所有具有促成水

平聯合之效果的垂直限制行為皆會被認定為當然違法90。（2）強調限制競爭之主觀意

識（conscious commitment）。違法性之認定並非僅因其具有水平聯合之客觀效果，還

需要垂直主體明知（knowing about）或同意（agreeing to）水平共謀的目的；但從對

於蘋果公司以及出版商主觀目的的判斷上看，又是基於對出版商水平共謀事實的認

定，即對出版商獨立行動的否認－法院認為出版商選擇代銷模式與否取决於蘋果公

司能否成功組織，實際上是否認出版商獨立行動的可能性；同時法院還指出 Leegin

案未解決之問題為如何處理「垂直主體（vertical organizer）不僅實施垂直限制行為，

並且同意（agreed to）參與水平共謀」之情形，因此 Leegin 案確立之合理原則無法

適用於本案91。（3）按合理原則之認定步驟，對限制競爭、促進競爭、 優途徑問題

逐一闡述92。 

綜上所述， 高法院對於本案共謀事實以及當然違法的適用皆採肯認態度，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法院對於垂直關係的參與者主導水平卡特爾這一類型案件的規制態

度，雖有進一步討論，但與一、二審法院觀點基本一致，故本文不再做特別討論，

惟 高法院幾乎未提及市場力量問題，亦未進一步闡釋有關市場力量之疑慮，似有

遺憾。 

六、結論 

本案法院的認定是蘋果公司的行為構成「參與並促成出版商間的水平聯合」，並

且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然而，透過對出版商行為的經濟合理性分析，出版商間的平

行漲價行為，仍然存在獨立行動的可能性，對於出版商間構成水平聯合的指控不能

                                                        
90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pple, Inc., Petitioner v. United States, et al., No. 
15-565, 20 (Nov. 2015),” https://www.justice.gov/sites/default/files/osg/briefs/2016/01/04/15-565_app
le_v_us_opp.pdf; http://www.supremecourt.gov/search.aspx?filename=/docketfiles/15-565.htm, last vis
ited on date: 2016/4/24. 
91 Id., 21-23. 
92 Id.,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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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蘋果公司與各出版商簽訂代銷協議並訂立 MFN 條款，從主觀上看，符合合意

主體、方式、內容的構成要件，但是從客觀上看，其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卻並非

顯而易見，不能簡單適用當然違法原則，而應當對其進行充分的經濟分析，從長遠

利益的角度，考慮代銷模式下的價格變動對市場競爭以及消費者福利的影響。蘋果

公司作為一個下游市場的新進入者，與上游廠商簽訂轉售價格固定協議，並透過 MFN

條款獲得成本優勢，可以保證自身的競爭優勢，有利於活躍市場競爭。並且隨著蘋

果公司創新產品的推出，紙本書與電子書的產出均有增加，被告行為是一種有效率

的行為，有利於提高市場的經濟效率。電子書價格的短期上漲，雖然造成消費者價

格利益的減損，但在非智慧財產權濫用的前提下，技術創新可以 大化地滿足消費

者的需求，保護消費者的選擇權，從長遠角度，能增加消費者整體福利。因此，本

案被告行為從客觀上看，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質言之，蘋果公司與出版

商間的轉售價格限制協議，具有促進競爭的積極效果，且為促進競爭之 優途徑，

不存在其他降低損害之方式能夠達到此同等效果。 

此外，相關產品市場的界定在本案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問題，因為界定範圍為何，

主要是對下游廠商蘋果公司的市場力量的認定產生影響，但對於上游出版商而言，

不論是電子書市場或整個圖書出版市場（電子書與紙本書），出版商被告均具有市場

力量，借助於間接網路外部性原理與交叉溢出效應理論，本文認為電子書與紙本書

具有可相互替代性，應歸屬於一個相關產品市場。另，電子書與紙本書銷售之相互

影響，亦為出版商及蘋果公司選擇定價策略的考量因素之一。 

本案上訴法院雖維持原審判決，但仍有不甚明朗之處，故 高法院之判決結果，

頗受期待。 高法院所作之終審判決，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其對於混合型卡特爾，尤

其是垂直關係的參與者主導水平卡特爾類型案件的規制態度，並對 2007 年 Leegin 案

結論之適用情形作出一定區分：Leegin 案所適用之情形確實包含利用轉售價格限制

以促成生產商或零售商之卡特爾的誘因，但法院並未就如何處理垂直關係的參與

者，不僅實施垂直限制行為，並且同意參與水平限制行為的情形，給出解答。該項

解釋亦為將來進一步討論該案型成立之構成要件，提供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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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trust Issues in the Electronic Publishing Industry: A Case Study 

on the Apple E-Book Price-fixing Case 

He, Qing* 

Abstract 

The case of “E-Book Price-fixing” involves three controversial issues: the definition 

of the relevant product market, the identification of horizontal price cartels and vertical 

price cartels, and the adoption of per se illegal, each of which respectively merits 

discussion. 

Concerning the relevant product market defini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spect of 

demand resulting from the demand-oriented nature of the market players in the internet 

market, and thus observes the substitutability of the e-books and printed books in ques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examining how the variation in the specific product price in an 

adjacent market could exert an influence on the demand for the competitive products in the 

relevant market on the grounds of the principles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notwithstanding 

the analysis of its price, function, use and nature, to infer the relevant product market at 

issue. The second issue is about whether or not Apple, as a vertical player, participated in 

and facilitated a horizontal conspiracy among the Publisher Defendants. By comparing the 

cases of Interstate Circuit (1939) and Paramount Film Distributing Corp. (1954) with the 

case in ques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district court has failed to perform a full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rationality of the parallel conduct among the Publisher Defendants, which 

could determine the existence of the conspiracy. In addition, it is also controversial 

whether or not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restrictive purpose and effect on competition 

whe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consignment agreement is vertical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nd whether or not the rule of reason adopted by the court in the case of Leegin can be 

applied in the case here. The restrictive effect is self-evident if the rule of per se illegal is 

applied, on which I cast doubt. This paper makes a suggestion as to whether there is any 

positive effect of the defendants’ conduct and whether the conduct is the optimal choice in 

order to arrive at the result. 

                                                        
Date submitted: November 18, 2015                               Date accepted: June 24, 2016 
* Ph.D. Candidate in Law, Institute of Law,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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