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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轉售價格維持（Resale Price Maintenance），又稱作垂直價格限制（Vertical 

Price Restraint），係指不同生產或銷售階層的上下游事業，對於產品轉售價格有一

定限制的契約或合意。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早期對轉售價格維持的競爭效果普遍持懷

疑態度，指標案例為 Dr. Miles（1911）判決將轉售價格維持視為「當然違法」行

為。不過，後續經濟理論不斷挑戰該判決，認為不論轉售價格維持或垂直非價格限

制均可能有促進競爭的功能，不應視所有類型之垂直限制為「當然違法」行為，而

應以「合理原則」個案審查各別垂直限制對整體競爭之影響，以定其合法性。受前

開理論影響，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Sylvania（1977）案與 Khan（1997）案分別將垂

直非價格限制與垂直最高價格限制（最高轉售價格維持）改以「合理原則」審查，

但仍維持轉售價格維持應為「當然違法」的立場。惟此「當然違法」立場在 Leegin

（2007）判決遭到推翻，判決所持理由在於轉售價格維持能作為限制、甚至消滅品

牌內競爭的有效手段，因而能促進品牌間競爭且達到效率競爭的結果。不過有質

疑，轉售價格維持仍有促進卡特爾與導致物價上升的疑慮，而 Leegin 法院似未成功

                                                      
投稿日期：99年 2月 25日 審查通過日期：99年 12月 27日 
* 周振鋒現為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法學院博士生；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法學碩士；政治大學
法律研究所財經法碩士，作者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審查意見，惟仍由作者負所有文責。 



120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澄清此等疑慮。因此關於轉售價格維持的違法性爭議雖然暫有定論，但由於有上述

疑慮，未來如何走向仍難預測。不過 Leegin 判決以品牌間競爭解除對轉售價格維持

以「當然違法」管制之主要理論基礎，實為反托拉斯法管制垂直限制與轉售價格維

持之重要里程碑。本文擬詳細介紹 Leegin 判決與該判決所持之理由，並探討該判決

往後可能引發的問題。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禁止一切轉售價格維持態樣（包括最高轉售價格維

持），規範上近似美國法下的「當然違法」。本文於介紹美國 Leegin 判決之時機，

擬一併檢討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規範之妥適性，除提出現行法上的矛盾與缺失外，

亦將提出具體建言，作為往後改進之參考。 

關鍵詞： 垂直價格限制、轉售價格維持、品牌內競爭、品牌間競爭、公平法第 18

條、搭便車、Leegin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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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轉售價格維持（Resale Price Maintenance），又稱垂直價格限制（Vertical Price 

restraint），係指不同生產或銷售階層的上下游事業，對於產品轉售價格有一定限制

的契約或合意1。轉售價格維持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早期即被視為非法行為。指標判

決為 Dr. Miles（1911）案2將轉售價格維持歸類為「當然違法」（Illegal Per Se）的

行為態樣。自此，於反托拉斯訴訟，原告僅須證明被告有轉售價格之限制或合意存

在即可獲得勝訴，法院無須進一步審查該限制或合意對整體競爭的影響。不過，後

續經濟理論（以芝加哥學派為主）對於各類垂直限制的競爭效果則持不同意見。該

理論主張幾乎所有類型的垂直限制均為有效率的競爭手段，並認為垂直限制的使用

結果通常有利消費者福祉（Consumer Welfare），因此垂直限制不應為「當然違

法」，而應以「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甚至「當然合法」（Legal Per Se）

視之3。前開理論對往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垂直限制與轉售價格維持判決發展實有相

當關鍵性的影響。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早於 Sylvania（1977）案4即採納該理論作為判

決的主要理由，而將垂直非價格限制（如地域限制）改列為「合理原則」行為類

型。不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轉售價格維持的開放似乎仍有相當疑慮。例如，雖

然 Khan（1997）案5將垂直最高價格限制（亦稱最高轉售價格維持）改以「合理原

則」審查，但卻同時宣告轉售價格維持仍為「當然違法」。但此情形在 Leegin

（2007）判決6有重大突破。Leegin 判決廢棄 Dr. Miles 之判決先例，並採「合理原

則」審查轉售價格維持。Leegin 法院主要論點在於，轉售價格維持雖會限制「品牌

內競爭」（Intrabrand Competition），但亦會同時加強「品牌間競爭」（Interbrand 

Competition）而達到效率競爭的結果。自 Leegin 判決後，各類垂直限制不論是否牽

                                                      
1 若垂直限制限制內容不涉及價格時，則稱為垂直非價格限制（vertical non-price restraint），如

地域限制（territorial restaint）或顧客限制（customer restraint）等。 
2 Dr. Miles Medical Co. v. John D. Park and Sons, 220 U.S. 373 (1911). 
3 See, e.g., Robert H. Bork, The Antitrust Paradox, 297 (1978). 
4 Continent T.V., Inc. v. GTE Sylvania, Inc., 443 U.S. 36 (1977). 
5 State Oil Co. v. Khan, 522 U.S. 3 (1997). 
6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s. v. PSKS, Inc., 551 U.S. 87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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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價格與非價格之限制已非「當然違法」類型。惟 Leegin 判決並未提供足夠理由說

服轉售價格維持的反對聲音。尤其，轉售價格維持的使用通常會造成物價上升的結

果，而被認為有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可能性，可惜 Leegin 法院似未成功澄清此點疑

慮。因此關於轉售價格維持的違法性標準雖然暫有定論，惟由於有上述疑慮，未來

如何走向仍難預測。不過 Leegin 判決以品牌間競爭為主要理論基礎，解除對轉售價

格維持之「當然違法」管制，實為反托拉斯法就垂直限制管制之重要里程碑。本文

擬詳細介紹該判決理由，並探討該判決可能引發之爭議與相關問題。 

我國公平交易法（以下稱「公平法」）第 18 條禁止一切轉售價格維持態樣

（包括最高轉售價格維持），規範上近似美國聯邦法下的「當然違法」。本文於介

紹美國 Leegin 判決之時機，擬一併檢討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規範之妥適性，除提岀

現行法上的矛盾外，亦將提出具體建言，作為往後改進之參考。 

二、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對垂直限制判決發展概述 

休曼法（Sherman Act）第 1條禁止事業抑制競爭的貿易或商業限制行為，亦即

事業為任何契約（Contract）、結合（Combination）或共謀（Conspiracy）等方式限

制競爭，皆屬該條禁止之範圍7。垂直限制因涉及上下游事業間以合意拘束其經營內

容，對整體競爭可能有負面影響，自成為休曼法管制對象。不過由於休曼法文義過

於模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被賦予將特定行為類型歸類為限制競爭或促進競爭類型

之廣泛解釋權限。因此，聯邦最高法院如何看待垂直限制的促進競爭或反競爭效

果，對後續個案審查系爭限制的合法性將有巨大影響。例如，若聯邦最高法院普遍

認為垂直限制對整體競爭傾向有負面影響時，自會以嚴格的標準審查之。以下就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就垂直限制的重要判決，簡要說明如下，據以對垂直限制審查標準

之發展歷程，有基本之理解。 

                                                      
7 15 U.S.C. 1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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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Dr. Miles (1911)：所有垂直限制均為當然違法 

於休曼法早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Dr. Miles案確立所有轉售價格維持與垂直

限制類型均為「當然違法」，縱使該限制不涉及任何卡特爾行為亦同8。Dr. Miles判

決認為轉售價格維持等同經銷商的水平卡特爾限制競爭行為，因此宣告轉售價格維

持屬「當然違法」的行為態樣。不過，Dr. Miles 判決並未對該限制所可能導致的競

爭效果作太多論述，反而僅以普通法（Common Law）就移轉限制（Restraints on 

Alienation）為基礎，作為禁止轉售價格維持或垂直限制的主要理論基礎。 

(二) Colgate (1919)9：事業得單方面拒絕與他人交易 

在 Colgate 案，法院基本立場認為，事業在無意圖創造或維持獨占的前提下，

應有選擇交易對象的自由。Colgate 法院基此推論，事業可事先宣布於何種條件下，

將拒絕與他事業交易（如停止供貨或終止經銷權），而此種單方面宣告與拒絕交易

行為由於不構成休曼法下的合意，因此並非違法行為。此即所謂「高露潔原則」

（Colgate Doctrine）。從而僅要製造商不具獨占或非意圖建立獨占地位，拒絕與不

遵守轉售價格政策的經銷商交易，即有可能通過高露潔原則檢驗而為合法。如此一

來，事業仍能以單方面拒絕交易為手段，間接、迂迴的使用轉售價格維持或其他垂

直限制。 

(三) Sylvania (1977)：垂直非價格限制為合理原則 

Sylvania 法院對於垂直非價格限制的判斷標準有重大的變革。原在 Schwinn

（1967）10判決以「當然違法」管制垂直非價格限制之見解遭到廢棄11。Sylvania 法

                                                      
8 Thomas C. Arthur, “The Core of Antitrust and the Slow Death of Dr. Miles,” 62 Smu L. Rev., 437, 

439 (2009). 
9 United States v. Colgate & Co., 250 U.S. 300 (1919). 
10 United States v. Arnold, Schwinn & Co., 388 U. S. 365 (1967). 
11 Schwinn判決推翻在White Motor Co. v. United States, 372 U.S. 253 (1963)，聯邦 高法院拒絕

以當然違法審查垂直地域、顧客限制的見解。在 Sylvania 案前，聯邦 高法院對於垂直非價格限

制的立場，時寬時嚴。但對於轉售價格維持，於 Leegin 判決前，則一貫採取嚴格的當然違法立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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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認為，垂直非價格限制如顧客限制與地域限制應適用「合理原則」審查，主要理

由在於垂直非價格限制雖會限制品牌內競爭，但亦會有促進品牌間競爭的效果。且

製造商能藉由垂直非價格限制的使用，減少經銷商間的搭便車行為，並能引誘其經

銷商致力於高品質的行銷，因而促進品牌間競爭。對於 Sylvania 判決，有學者指出

僅要競爭手段實質有助競爭效果發生的可能性時，即無庸受到「當然違法」的管

制。因以「當然違法」管制的理由係由過去司法經驗觀察，某行為幾乎顯示為反競

爭性格時，始足當之。垂直非價格限制有助品牌間競爭的可能，推定其為「當然違

法」並不適當12。 

自 Sylvania 案以來，系爭限制應為垂直價格限制或垂直非價格限制對訴訟當事

人而言極為重要。由於轉售價格維持於當時仍屬「當然違法」，原告無須為繁複的

市場分析，而僅要證明被告與他人有垂直價格合意，通常即可獲得勝訴。而垂直非

價格限制適用「合理原則」，除垂直非價格合意外，原告仍須舉證系爭限制的負面

競爭效果，否則無法勝訴。惟縱使 Sylvania 判決已將垂直非價格限制改為「合理原

則」，有論者仍對該判決結果仍不滿意，並持續主張所有垂直限制均為有助競爭，

甚至認為應屬「當然合法」的見解13。 

(四) Monsanto (1984)14：被告終止折扣商經銷權並非即有價格合意 

在 Monsanto 案，原告 Spray-Rite 係 Monsanto 多年的大盤經銷商，但遭被告

Monsanto 終止經銷。Spray-Rite 於訴訟中主張，其係因為價格折扣者（Price-

Cutter）而被終止交易，且有證據證明於 Monsanto 終止其經銷權前，其他經銷商確

曾向 Monsanto 抱怨其價格折扣行為。惟 Monsanto 主張，終止原告經銷非基於價格

折扣，而係因為原告缺乏足以促銷產品的專業雇員。該爭論引發被告是否因為價格

因素或非價格因素將原告終止經銷，但該案陪審團認為係非價格因素。事實上，因

為 Spray-Rite 並無僱用專業人員，所以自然能為價格折扣，亦即搭了其他競爭者雇

用專業雇員提供資訊的便車，自然其他競爭者會有所抱怨，但所抱怨的對象通常是

                                                      
12 Herbert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477 (1999). 
13 See Bork, supra note 3, at 297. 
14 Monsanto Co. v. Spray-Rite Svce. Corp., 456 U.S. 752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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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的現象，即價格折扣而非專業人員的缺乏。Monsanto 判決限縮終止折扣商經銷

權被認定為價格合意，對於製造商而言將有更多空間運用終止經銷權，以間接達到

轉售價格維持之目的。 

(五) Business Electronics (1988) 15：「有價格或價格層級合意」

始為價格限制 

在 Business Electronics 案，聯邦最高法院明確指出僅因為經銷商就價格折扣的

抱怨並不足以證明存有「價格共謀」（Price Conspiracy）。該案證據指出曾有經銷

商向被告抱怨原告的低價格經銷，並威脅被告若不終止原告經銷權，其將停止販賣

被告的產品，被告乃終止原告經銷權。Business Electronics 法院認為，雖然本案有

合意存在，但卻非價格合意。法院並指出，事實上所有經銷商抱怨他經銷商幾乎都

會用到價格折扣的字眼來表示，且價格折扣與一些服務折扣方法常是緊密相連的。

因此法院要求製造商與經銷商必須有「特別的價格合意」（Specific Agreement），

而該合意為經銷商必須遵守，更具體的說，轉售價格維持除非包含「價格或價格層

級」（Price or Price Levels）之合意，否則非「當然違法」。  

(六) Kahn (1997)：垂直最高價格限制非當然違法 

聯邦最高法院在 1997 年，在 Kahn 案對於垂直最高價格限制，認為應以「合理

原則」審查，理由為：(1)垂直最高價格限制可降低價格而符合消費者利益；(2)垂直

最高價格限制並無嚴重的反競爭效果，無法合理化「當然違法」的適用。不過法院

同時仍認為轉售價格維持應屬「當然違法」的行為態樣。   

(七) Leegin (2007)：轉售價格維持非當然違法 

如前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Leegin 案正式推翻 Dr. Miles 的判決先例，認為

轉售價格維持因能藉由限制品牌內競爭，而達到促進品牌間競爭的效果，故應以

                                                      
15 Business Elecs. Corp. v. Sharp Elecs. Corp., 485 U.S. 717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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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原則」審查之（判決理由詳見本文三、(一)）。自 Leegin 判決後，可謂所有

型態的垂直限制將以「合理原則」審查。以下就前述重要判決，整理判決摘要與後

續影響如表 1。 

表 1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垂直限制重要判決摘要與影響 

判決(年份) 判決重點摘要 判決後續影響 

Dr. Miles (1911) 所有垂直限制均為「當然違法」 事業避免有垂直限制合意存在 

Golgate (1919) 事業有拒絕和他人交易的自 
由，並可事先宣布拒絕交易的原
因 

製造商在符合高露潔原則下，
得單方終止折扣經銷商的經銷
權利(得迂迴使用垂直限制) 

Sylvania (1977) 廢棄 Schwinn 判決(採垂直非價格
限制為「當然違法」)，確立垂直
非價格限制為「合理原則」 

區分垂直限制為價格或非價格
限制為訴訟重要爭點，但未有
明確區分標準 

Monsanto (1984) 製造商基於經銷商抱怨而終止折
扣經銷商經銷權，非構成垂直價
格合意 

從嚴認定垂直價格合意 

Business 
Electronics (1988)

事業合意除非包含價格或價格層
級合意，否則不屬垂直價格合意 

從嚴認定垂直價格合意 

Kahn (1997) 垂直最高價格限制為「合理原
則」 

「部分」開放轉售價格維持 

Leegin (2007) 轉售價格維持為「合理原則」 所有垂直限制均以「合理原
則」審查；區分系爭垂直限制
屬價格或非價格限制的重要性
已不如以往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Leegin 判決理由與問題探討 

(一) Leegin 判決理由 

首先，Leegin 法院宣示反托拉斯法的管制立場，表示事業行為以有明顯反競爭

效果時，始能將其歸類為「當然違法」的態樣16，且「當然違法」僅有在法院對特

                                                      
16 Leegin at 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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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限制類型有相當執法經驗，並能預測該類限制以「合理原則」檢驗在「所有或幾

乎所有情狀」（All or Almost All）均傾向不法時，「當然違法」之認定始為正當
17。Leegin 法院強調，將某類限制歸類為「當然違法」雖可能有「便宜行政執法」

（Administrative Convenience）的效果，但此並非正當理由18。再者，對於轉售價格

維持對競爭所造成的效果，Leegin 法院基本上認為轉售價格維持與垂直非價格限制

相似，因此判決大量援用 Sylvania 案之判決理由。Leegin 法院主要論點在於，雖轉

售價格維持將有降低、甚至消滅品牌內競爭的效果，但該類限制的施用亦可同時促

進品牌間之競爭。至於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競爭彼此的衝突如何權衡？Leegin 法院

清楚表示，雖品牌內競爭將遭轉售價格維持的抑制，但品牌間競爭的議題始為反托

拉斯法所應關心的重點，據此不認為抑制品牌內競爭可為認定轉售價格維持屬「當

然違法」之理由。申言之，透過轉售價格維持的使用，銷售相同品牌產品的經銷商

彼此間將無法以折扣或低價促銷方式，作為競爭的策略（因轉售價格維持消滅相同

品牌內的價格競爭），而僅能以加強服務或以其他促銷手段（如提供更好的產品展

示空間、售後服務等），以吸引更多消費者自經銷商購買該產品。製造商亦能以轉

售價格維持保證經銷商有一定的產品銷售利潤（因他經銷商無法折扣經銷），如此

將間接激勵經銷商的產品的促銷行為，增強該製造商品牌產品於同業的競爭力，最

終即有強化品牌間競爭的效果（請參考圖 1說明）。 

依 Leegin 判決，轉售價格維持之所以能有促進品牌間競爭的效果，主要理由在

於該類限制能有效解決經銷商的搭便車問題19。申言之，在轉售價格維持之下，經銷

商彼此無法為產品的價格競爭。個別經銷商若欲求銷售更多產品時，其只能轉向增強

服務或促銷，如此將能使製造商產品於同業更具競爭力；但在未有轉售價格維持的場

合，下游經銷商即能自由的為削價競爭。由於擔心被搭便車，恐無經銷商願意提供製

造商所希望的服務或促銷，最終將影響產品競爭力（請參考圖 2說明）20。 

 

                                                      
17 Id. 
18 Id. 
19 Id. 
20 關於製造商對下游經銷商使用垂直限制的動機，國內文獻可參考黃亮州，「廠商採行垂直限

制策略之理論探討」，公平交易季刊，第 4卷第 3期，41-46(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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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競爭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2：轉售價格維持對製造商建立經銷網路的重要性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製造商甲（有價格限制） 

經銷商 A 經銷商 B 

經銷商無法對甲產品為價格競爭 
→轉向服務競爭 

經銷商 A 經銷商 B 

製造商乙（無價格限制） 

經銷商可對乙產品為價格競爭 
→不願提高服務（擔心他經銷商搭便
車） 

甲產品將較乙產品具競爭力（若其他條件
相同） 

製造商甲 

經銷商 A 經銷商 B 

品牌內競爭：經銷商 A、B 為銷
售甲產品所為之競爭，包括以價

格、服務、促銷等手段為競爭→

轉向服務競爭 

經銷商 A 經銷商 B 

製造商乙 
品牌間競爭：製造商甲、乙不同

品牌產品的競爭。除產品本身的

競爭外，亦須透過經銷商提供促

銷加強產品競爭力 

品牌內競爭：經銷商 A、B 為銷售
乙產品所為之競爭，包括以價格、

服務、促銷等手段為競爭→轉向服

務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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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Leegin 法院認為轉售價格維持能鼓勵新廠商進入市場，亦可間接促進品

牌間競爭。理由為新產品品牌製造商得藉轉售價格維持的使用，確保行銷產品的經

銷商的銷售利潤，藉以吸引有能力的經銷商銷售其產品，且鼓勵經銷商為銷售產品

進行必要投資21。反之，在無法使用轉售價格維持的場合，新事業可能無能力解決

經銷商間的搭便車問題，導致經銷商拒絕經銷產品或不願為必要的投資，最終恐有

使新事業產品不易進入市場的不良影響。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Leegin 在強調轉售價格維持的促進品牌間競爭的效果時，

並討論到轉售價格維持亦有反競爭的可能性22。由於轉售價格維持向來被認為可作

為促進製造商層次卡特爾。亦即，製造商能藉轉售價格維持，使經銷商的轉售價格

一致或限制不超過特定價格，如此製造商卡特爾便可監視成員違反卡特爾協議的削

價或欺騙行為（參見圖 3說明）23。 

 

圖 3：製造商卡特爾可利用轉售價格維持遂行卡特爾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21 Leegin at 2716. 
22 Id. at 2716-2717. 
23 國內文獻另可參照莊春發，「維持轉售價格的研究」，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73-75(2006)。 

製造商甲 製造商乙 製造商丙 

卡特爾(產品價格合意) 
使用轉售價格維持 

經銷商 A 經銷商 B 經銷商 C 

甲乙丙產品售價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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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於經銷商卡特爾的場合，經銷商卡特爾亦可迫使上游製造商與卡特爾合作，

對其經銷商施用轉售價格維持，使經銷商產品的售價一致，確保卡特爾成員不會有

欺騙或折扣等行為（參見圖 4說明）24。 

 

 

圖 5：經銷商卡特爾可利用轉售價格維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不過，Leegin 法院認為儘管轉售價格維持有上述反競爭的可能，仍無法確信該類

限制「均會或幾乎會」（Always or Almost Always）限制競爭與降低產出（Output）
25。法院反而立於製造商的觀點，認為製造商甚少為反競爭目的使用轉售價格維

持。理由在於，由於製造商利潤來自產品銷售，自然希望銷售越多產品以獲得更多

利潤，而使用轉售價格維持將可確保經銷商銷貨利潤，因此經銷商有誘因促銷其產

品。此似能說明，除非轉售價格維持有助於促進產品銷售時，製造商始會選擇此種

                                                      
24 Id. at 2717. 另可參考莊春發，前註 23文，71-73。 
25 Id. 

製造商甲 製造商乙 

經銷商 ABC卡特爾（銷貨價格合意） 
脅迫製造商甲乙向經銷商 ABC使用轉售價
格維持 

經銷商 A 經銷商 B 經銷商 C 

甲乙產品售價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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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類型26。法院進一步表示製造商利益係與消費者利益一致，因而推論除非轉售

價格維持符合消費者福祉，製造商應無使用動機27。職是，僅要製造商自願且合理

使用轉售價格維持，該限制幾無反競爭效果。相反的，若製造商非自願而係源於外

部強迫使用（如卡特爾），轉售價格維持即可能反競爭。  

最後，Leegin 法院指出轉售價格維持使用的結果，將可能導致產品價格上升。

不過，法院亦指出可能的上升價格無法作為將轉售價格維持視為「當然違法」的理

由，並強調由於休曼法係以維護品牌間競爭為目的，且低價與促進競爭缺乏必要關

聯，個案上仍須進一步顯示系爭限制將導致反競爭的結果，始能加以處罰28。 

(二) Leegin 判決理論探討 

由 Leegin判決理由，主要可歸納如下： 

1. 製造商甚少為反競爭目的而使用轉售價格維持 

支持 Leegin 法院的論者，相信自願的使用轉售價格維持係有效率且符合消費者

福祉。或許會有人疑慮如此將增加經銷商限制產出的能力。不過，Bork 法官相信該

情形不可能發生，因為將無任何製造商會願意銷經商自其利潤中獲取超額利潤

（Above-Competitive Profits）。Posner 法官亦指出，大盤與零售的價差（Price 

gap）係為製造商的經銷成本（Cost of Distribution），製造商自然希望該成本越低越

好，惟較高的經銷價格將導致需求降低，因此製造商並無誘因增加產品的經銷價格

29。有論者進而主張垂直限制與製造商內部垂直擴張（Internal Vertical Expansion）

相似，因此所有垂直限制（包括轉售價格維持）應屬當然合法30。 

有從 Dr. Mile 判例的合理性出發，認為該判例係基於財產法原則而非基於反托

                                                      
26 Brain Winrow & Kevin Johnson, “The Rule of Laws is the Rule of Reason,” 84 N. Dak. L. Rev., 59, 

81-82 (2008). 
27 Leegin at 2718. 
28 Id.  
29 Richard A. Posner, Antitrust Law, 171 (2000).  
30 Louis B. Schwarts & John J. Flynn & Harry First, Free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titrust, 630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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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法的核心原則所作成，因此將其廢棄應有合理性31。且縱使認為垂直限制可能

作為卡特爾的工具，在「合理原則」之下，仍能處罰此種促進卡特爾的垂直限制與

轉售價格維持32。 

2. 垂直限制與轉售價格維持能解決搭便車問題並促進品牌間競爭 

促銷係指，在預定的有限期間內，藉由媒體與非媒體的行銷力量，針對消費

者、零售商或經銷商，來促使其試用、增加需求、或改善產品的可及性33。亦即，

促銷的目的是讓消費者對產品的優點能有更深入認識與瞭解，並將適當的價格傳送

給消費者或經銷商，再利用人員銷售，或運用廣告的大量推銷，來擴展潛在顧客銷

售範圍。並設法刺激或喚起消費者需求，說服或提醒消費者購買，以拓展市場並能

增進銷售34。在許多情形下，製造商之品牌產品若要在特定地區作最有力、最有效

率的競爭，須視經銷商是否致力於廣告推廣或其他之促銷活動，甚至提供所謂「銷

售點」（Point of Sale）服務而定，如提供展示地點以吸引消費者、提供應有之資

訊、高品質維修服務之提供與專業銷售人員等等35。 

不過，倘若經銷商知悉他經銷商將會巧取服務的利益而無庸支付費用，經銷商

將不會投資其資金在廣告、促銷、展示館等行為。亦即，每個經銷商皆懼怕被他經

銷商搭便車，故在某些情形下，經銷商可能不願意花費太多心力在促銷個別之產品

上。申言之，那些提供資訊、展示館等售前服務之廠商，因為其銷貨成本提高（指

提供地點展示產品、備足專業銷貨人員等有關促銷產品的必要支出），此成本隨即

                                                      
31 Auther, supra note 8, at 439.  
32 Id.  
33 葉日武，行銷學理論與實務，642(1998)。 
34 劉玉琰，行銷學理論與實務，476(1999)。 
35 當新進或未建立穩固品牌的製造商特別會有此問題。新進或未穩固的品牌製造商很難維持相

當利潤，使經銷商促銷其產品。即使有某些廠商會進貨，或許不會積極、實地的為促銷。為了解

決此問題，希望促銷其產品的製造商，將有意願去建立與維持一可信賴的經銷商網路（dealer 
network），而其可能選擇以下幾種方式：(1)打價格戰（低價策略可使經銷商易於經營該產品，且
使其能獲得誘人之利潤）；(2)建立製造商贊助之廣告建立消費者的品牌忠誠；(3)將製造商之銷售
員至經銷商處實施促銷服務；(4)製造商提供經銷商未售出產品之買回，減低經銷商經營該產品之
風險；(5)使用促銷津貼以獎勵經銷商之促銷服務，包括地區廣告、實地展示等；(6)建立經銷限制
確保經銷商對銷售其產品之高利潤；(7)建立經銷商的授權網路；(8)購買下游的經銷商（即垂直整
合）。而事實上，廣泛使用的垂直限制即暗示著其為相當有效的促銷工具。Lawrence A. Sullivan 
& Warren S. Grimes, The Law of Antitrust: An Integrated Handbook, 304-30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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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到產品價格上，銷貨價格自然提高。不過，對一個沒有提供任何或較少資訊、

服務的經銷商（即搭便車者）而言，因為其銷貨成本較低，當然可以提供較低廉的

價格。從而價格敏感的消費者，會先向提供較多服務的經銷商之銷售點得知該產品

的相關資訊，但卻會向提供較低廉價格的經銷商購買。如此，提供服務之經銷商即

被未提供服務經銷商搭便車。在此現象下，提供服務的經銷商並不會因其提供較

多、較好的服務而吸引消費者向其購買，將減低經銷商繼續提供促銷產品與服務之

誘因。若經銷商降低服務水準，可能使得製造商的產品在市場上無法與他品牌競爭

或削弱其競爭力。在極端的情形下，若所有下游經銷商都不願促銷特定品牌產品、

不願提供該品牌產品任何服務，想必該品牌產品之銷售將產生重大打擊，最終影響

到製造商產品之競爭力。 

若製造商限制下游經銷商的轉售價格，那麼提供完整服務的經銷商即無庸顧慮

搭便車的問題，而將致力於品牌的促銷活動。以消費者的角度言，既然經銷商銷售

價格一致，自然會較願意向提供完整服務的經銷商購買。如此，價格即非下游經銷

商所競爭者，而係所提供之服務成為競爭之焦點，即由價格競爭轉為服務競爭，製

造商產品競爭力隨之增加36。亦有論者認為除搭便車外，轉售價格維持亦得促進經

銷商提供相當服務的誘因，因而能增加製造商的競爭力37。 

(三) 對 Leegin 判決的不同意見 

1. 垂直價格限制的促進競爭效果僅屬推測（Speculative） 

對於 Leegin 判決不同意見，首先則質疑垂直價格限制反競爭的性格至為明顯，

但該限制何時（How Often）有助競爭，則有疑問38。反對意見並質疑 Leegin判決對

此疑問並未提供有力說理，且質疑轉售價格維持有助水平卡特爾的可能。 

2. Leegin 判決明確違背國會意思 

                                                      
36 Hovenkamp, supra note 12, at 450. 
37 Benjamin Klein, “Competitive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in the Absence of Free Riding,” 76 Anti-

trust L. J., 431, 449-461 (2009).  
38 Leegin at 2726 (Breyer’s diss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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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75 年，美國國會通過消費品價格法案（Consumer Goods Pricing Act, 

CGPA），並廢止Miller-Tydings Act與McGuire Act二法。由於該廢止的二法係賦予

製造商權力控制下游經銷商之轉售價格，且國會廢除該二法的目的係為提供消費者

更低的銷售價格39。有論者相信國會已藉 CGPA 的通過，清楚表示重新建立 Dr. 

Miles 的基本原則（即視轉售價格維持為「當然違法」）40。但 Leegin 判決卻忽視

國會意向，且未清楚交代反對國會立法的理由。實則，有關經濟效率等議題，或許

國會為較合適的決策者。尤其當國會明白表示對轉售價格維持將會提高價格的疑慮

時，法院作出為違背國會意思的判決之妥當性，即令人疑問。  

縱使如此，國會往後仍得制定法律，再將轉售價格維持列為「當然違法」行

為。實際上，自 Leegin 判決不久後，為免可能的價格上漲，參議院委員會（Senate 

Subcommittee）旋即舉辦聽證會（Hearing）探討可能的修法議題。Kohl 參議員並提

法案將轉售價格維持再度列為不法行為41。不過或許國會目前對轉售價格維持並未

有一致看法，因此未作出立法回應。但可預見的是，未來大多數消費者若對轉售價

格維持帶來的高物價普遍表達不滿時，轉售價格維持的合法性，可能再度成為國會

爭論的議題。 

3. 轉售價格維持將導致價格上升 

不論認為轉售價格維持是否有助競爭、是否合法，多數論者均同意轉售價格維

持的使用將導致產品價格上升42。基此，有論者表示 Leegin 判決並非符合消費者福

祉43，且該判決將導致消費者買單的疑慮。惟理論上，若消費者普遍視經銷商因轉

售價格維持施用所增加提供服務的價值，高過該限制所致價格差異時，轉售價格維

持仍應被認為具效率且有助競爭的商業手段。不過是否如此仍需有進一步的理論論

                                                      
39 Lance McMillian, “The proper role of courts: The mistakes of the supreme court in Leegin,” Wis. L. 

Rev. 405, 416-418 (2008). 
40 Id. at 418, Mark D. Bauer, “Whither Dr. Miles?” 20 Loy. Consumer L. Rev., 1, 21-23 (2007), 

Stephen F. Ross, Principles of Antitrust Law, 234 (1993). 
41 Thomas B. Leary & Erica S. Mintzer, “The future of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now that Dr. Miles 

is dead,” 4 N.Y.U.J.L. & Bus., 303, 340-341 (2007).   
42 Bauer, supra note 40 at 13. 
43 Edward D. Cavanagh, “Vertical Price Restraints after Leegin,” 21 Loy. Consumer L. Rev., 1, 17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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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職是，Leegin 法院進一步認為由於製造商的利益與消費者福祉一致，因此製造

商理論上不會使用與消費者福祉違背的轉售價格維持政策。不過，當經銷商未提供

相等值的服務時，轉售價格維持除價格上升外，將無其他競爭利益44。此時，轉售

價格維持可能有反競爭的不良效果，可惜 Leegin法院並未清楚解釋此問題。 

4. 搭便車的爭議  

自從搭便車理論的出現，有些學者認為搭便車理論幾乎能解決所有垂直限制（包

括轉售價格維持）的問題。惟亦有認為垂直限制並不能完全解決搭便車之問題45。舉

例言之，在製造商維持轉售價格條款下，理論上若各經銷商的價格一致，則不會有

搭便車的現象產生。實則搭便車的現象仍可能會發生。因為經銷商可能不從事服務

上的競爭，而提供其他優惠予顧客以吸引其購買，如提供贈品、延長保證期間或免

費運送等競爭手段。如此一來，顧客仍有可能在提供完整服務的經銷商取得相當資

訊後，再向提供其他非價格優惠的經銷商購買，搭便車仍會發生46。 

(四) Leegin 判決的影響 

1. 製造商得依需要建立有效率的經銷網路 

在 Leegin 判決前，製造商為避免遭轉售價格維持的指控，必須迂迴的採取各種

手段達到相似的效果。但如此迂迴手段，可能導致無效率的結果。例如，製造商往

往「單方面」提供轉售價格上限政策，迴避構成「價格或價格層級合意」。Leegin

                                                      
44 Crystal J. Clark,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Loosening the belt on price 

fixing,” 59 Mercer L. Rev., 767, 782 (2008). 
45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Fundamentals of Antitrust Law (II), 594 (2002). 國內文

獻亦可參考，陳冠儒，「廣告信息與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之關聯性」，公平交易季刊，第 17 卷第
2期，189 (2009)。 

46 然而，搭便車的問題在每個產品市場的程度不一。因此「產品的特性」（the nature of the 
product）可幫助法院決定，垂直限制是否用來對抗搭便車問題，抑或因為其他理由（如出於卡特
爾、差別取價）。例如，在「特別品牌的產品」（brand-specific product）搭便車問題 為嚴重，

因為顧客能區分清楚品牌且關心其購買之品牌（如某汽車顧客需試乘經驗以決定購買何種廠牌之

汽車）。所以，銷售點服務乃係不可或缺，為避免搭便車問題，使用垂直限制似有其合理性考

量。但在「代替物」（fungible product）市場，銷售點服務通常不重要。所以，在代替物產品市
場使用垂直限制的合理性或許可採較為懷疑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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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後，製造商將有更多空間合法使用轉售價格維持，以直接手段達到目的，減少

浪費或無效率的行為。因而，製造商得依實際需要，合法使用價格、非價格限制或

兩者混合的手段，建立有效率適合的銷售網路47。 

2. 垂直價格與非價格限制的區分已不如以往重要 

自 Sylvania（1977）判決以來，垂直非價格限制改以「合理原則」審查，原告

挑戰此類限制須負擔極重的舉證之責，勝訴可能性不高48。典型案例為原告經銷商

為價格折扣，經其他經銷商向製造商抱怨後，製造商遂終止原告經銷權或限制供貨

以作為違反約定經銷價格的懲罰。為求勝訴，原告經銷商通常主張製造商與他經銷

商間有垂直價格或轉售價格維持合意，而能使被告製造商行為落入「當然違法」的

類型49。是以，系爭限制或終止經銷之原因究為垂直價格與非價格之因素，將左右

系爭限制的定性與適用法則，甚至最終決定當事人之訴訟成敗。不過，Sylvania

（1977）判決雖然清楚將垂直價格與非價格限制分別適用不同的法則，但卻無明確

的指出價格與非價格的界線（Line）何在，留下後續爭訟的因子50。 

Leegin 判決後，所有垂直限制（包括轉售價格維持）將同受「合理原則」審

查。因此，對往後的反托拉斯法訴訟，價格與非價格的區分似已不如往常重要。不

過可預見的是，由於通常管制者對於價格限制較為敏感，訴訟上垂直價格合意似較

易被質疑有反競爭的效果。 

3. Leegin 案僅就聯邦法院之反托拉斯法案件有直接效果 

值得注意者，Leegin 判決性質上屬聯邦案件，因此該判決結果理論上僅對往後

聯邦反托拉斯案件有直接拘束效果。對各州反托拉斯法、或州法院審理的反托拉斯

                                                      
47 例如，若搭配獨家經銷的地域限制，將可完全消滅特定品牌產品在特定經銷地區的品牌內競

爭。 
48 因此，有學者甚至認為以合理原則管制垂直非價格限制，實已接近當然合法原則（rule of per 

se legal）。Hovenkamp, supra note 12, at 473.  
49 如果原告能將垂直非價格限制的執行（如終止經銷）成功的將其定性為價格限制，則系爭限

制將會被視為當然違法，原告的勝訴機會極高。而事實上，已有多數的成功案例，因為當原告被

終止經銷在他經銷商抱怨原告之價格折扣之後時，法院很有可能判斷系爭限制為價格限制。 
50 關於美國反托拉斯法就垂直價格與垂直非價格限制的牽連與判斷。可參見周振鋒，論品牌內

垂直非價格限制－以美國法為中心，政治大學法律系碩士論文，33-38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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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並無直接拘束效力。Leegin 判決前，各州與聯邦對轉售價格維持均採「當然違

法」的立場。但 Leegin 判決後，各州必須決定是否追隨聯邦最高法院案例所建立的

新標準。雖以往州反托拉斯法傾向順應聯邦之反托拉斯法判決，不過由於 Leegin 判

決一般被認為不利消費者，對傾向消費者政策（Pro-Consumer Policies）的州，是否

加以採納，須再為觀察。值得一提的是，於 Leegin 審理期間，有 37 個州具狀表達

支持維持轉售價格維持為「當然違法」的立場51。因此不難想見某些州有可能會維

持既有的轉售價格維持政策，以保護該州消費者。 

承上所述，僅要有任何一州維持既有轉售價格維持政策時，Leegin 判決實際上

恐將導致州與聯邦、或各州間之法律歧異。如此對跨州經營的製造商言，須面對各

州不同的反托拉斯法規，將使其難以決定全國性或跨州的經銷手段。即使 Leggin 判

決後，各州或許需相當時間思辨該州的轉售價格維持政策。在正式政策形成前（如

立法或司法判決），製造商似乎更無所適從。製造商自保之道或許為，在確定各州

政策制定前，儘量避免使用轉售價格維持，以杜往後的司法訴訟52。職是，為使事業

有明確依歸，如何協調各州法與聯邦法53，將成為 Leegin 判決後的首要工作。論者以

為，國會得制定相關法律明確排除（Preempt）州法歧異部分，作為解決方法54。 

4. 不確定的法律與訴訟風險 

在轉售價格維持為「當然違法」時期，法院審理重點在於被告（通常為製造

商）是否與他人（通常為經銷商）有轉售價格合意存在。若無價格合意存在，該限

制即屬非價格限制，應以「合理原則」審視之。因之，「垂直價格合意存在與否」

通常為判斷系爭限制合法性的關鍵問題。Leegin 判決將導致所有垂直限制皆以「合

理原則」審查，如此意謂對於垂直限制將不再有明確合法性標準（Bight-Line Per Se 

Rule）。缺乏明確性標準導致的法律風險不確定，將招致事業承受不必要的訴訟風

                                                      
51 Francis J. Devlin,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nd Leegin: Opening Kay’s Kloset Opened the Lid on 

Pandora’s Box in Global Competition Law,” 31 Hous. J. Int’L L., 565, 584 (2009).   
52 Julie M. Olszewski, “Overruling a nearly century-old precedent: why Leegin got it right,” 94 Iowa L. 

Rev., 375, 405-407 (2008).  
53 Warren S. Grimes, “The path forward after Leegin: Seeking consensus reform of the antitrust law of 

vertical restraints,” 75 Antitrust L. J., 467, 503 (2008). 
5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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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與法律成本55。以「合理原則」審酌，亦將毫無疑問的增加訴訟當事人的成本56。

如法院需傳喚專家證人提供專家意見以分析市場相關因素，作為決定系爭限制效果

的依據。 

職是，法律不確定性將是採用垂直限制事業的另一憂慮。此外，由於 Leegin 法

院並未提供具體適用「合理原則」的準則，下級法院得就轉售價格維持發展各自的

審查基準57。如此將可能造成各聯邦地區法院適用法律上的歧異，並使事業擬定轉

售價格維持政策與後續可能面臨司法訴訟的成本58。加上前述聯邦法與州法的不一

致，亦為事業增加法律成本的原因。 

(五) 小結 

自 Leegin 判決後，轉售價格維持若能用以促進品牌間競爭，該維持即可能通過

司法審查59。但若轉售價格維持係作為反競爭目的使用時（如便利卡特爾為目

的），仍為法所不許。不過，轉售價格維持究為有助競爭或限制競爭的爭議，將毫

無疑問的會持續且難以達到共識（參見表 2）60。如前述說明，由於 Leegin 判決普

遍被解讀為違反國會對垂直價格限制的立法意思。國會將來自得以立法實質廢棄

Leegin判決。但事實上也能藉由 Leegin判決，以理性辯論形成民意論壇，作為往後

管制轉售價格維持的基礎。因此，Leegin 判決無疑能提供反托拉斯法學界與實務界

一個討論轉售價格維持的機會。 

目前能確定者為，實務上除非國會以立法廢棄或支持 Leegin 判決而有統一見解

前，事業為保險起見，或許仍會繼續沿用既有的經銷措施，不會因 Leegin 判決而有

                                                      
55 Bauer, supra note 40, at 23.  
56 Clark, supra note 44, at 782. 
57 Leegin 法院雖有舉出判斷標準，如「市場普遍使用垂直限制」、「限制來源非製造商自

願」、或「製造商或經銷商具有市場力量」等。即便如此，對承審法院而言仍屬難題。Olszewski, 
supra note 52, at 408-411.  

58 Clark, supra note 44, at 782.不過，有文獻從 Leegin判決後 2年的下級法院（聯邦巡迴法院與
地區法院）案例觀察，目前並未發覺太多問題，作為反對聯邦法院無法處理合理原則分析的論

證。Jordan A. Dresnick & Thomas A. Tucker Ronzetti, “Vertical Price Agreements in the Wake of 
Leegin v. PSKS: Where Do We Stand Now?” 64 U. Miami L. Rev., 229, 266 (2009). 

59 Winrow & Johnson, supra note 26, at 83. 
60 Devlin, supra note 51, at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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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改變，以避免不必要的反托拉斯訴訟。縱使對轉售價格維持全面採「合理原

則」，Leegin 法院的所支持反托拉斯法目標（即限制品牌內競爭以促進品牌間競

爭），基於現實法規歧異的因素，或許短期間內無法完全實現。因此，Leegin 判決

實際上造成的衝擊程度，頗值後續觀察。 

表 2 轉售價格維持的促進競爭、反競爭效果與爭議問題 

促進競爭效果 反競爭效果 核心爭議問題 
1.轉售價格維持限制品牌內
競爭可間接促進品牌間競
爭； 

2.轉售價格維持可鼓勵新進
事業有效建立經銷通路； 

3.轉售價格維持可解決經銷
商間的搭便車問題，以利
製造商建立理想經銷系
統。 

1.轉售價格維持實際上可能
有助製造商卡特爾實行；

2.轉售價格維持實際上可能
有助經銷商卡特爾實行。

 

1. 轉售價格維持將使價格上
升，有效率？ 
(1) Leegin 判決：製造商與
消費者利益方向一致，
轉售價格維持將促使經
銷商提供消費者重視的
服務→整體將有利消費
者； 

(2) 反對意見：經銷商可能
未提供消費者等值服務
→個案可能不利消費
者。 

2. 製造商以轉售價格維持促
進卡特爾實行，被濫用？ 
(1) Leegin 判決：機會甚
微； 

(2) 反對意見：無法排除。 
3. 轉售價格維持是否能解決
搭便車問題？ 
(1) Leegin判決：肯定； 
(2) 反對意見：無法解決所
有搭便車問題。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公平法轉售價格維持之規範與檢討 

(一) 說明 

我國公平法對垂直限制管制與美國反托拉斯法類似，基本上區分為垂直價格限

制與垂直非價格限制二種基本態樣。不同者為，美國聯邦法下之垂直價格與非價格

限制皆由休曼法第 1 條管制，至於違法性判斷準則再由法院補充之；公平法則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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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分別規定，並明定不同的違法標準。亦即，我國轉售價格維持係由公平法第 18

條規範，若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

時，應容許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垂直非價格限制如地

域限制或顧客限制者，則依公平法第 19條第 6款，限制若有「以不正當限制交易

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且有「限制競爭之虞」時，即屬違法。不過公平法

並未再區分轉售價格維持的子類型，不論是固定轉售價格、垂直最高價格限制或其

他垂直價格限制，皆為公平法第 18 條所禁止；而公平法對垂直非價格限制持較寬

容的立場，限制須「不正當61」且有「限制競爭之虞」，始為不法。  

1. 公平法第 18 條體例探討 

公平法體例包括「限制競爭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二大法域。惟鑑於二者

立法目的與管制方式並不相同，因此研究公平法時，首應釐清各條文之性質究屬

「限制競爭法」或「不正競爭防止法」，以便後續討論。申言之，「限制競爭法」

著重事業行為對整體競爭造成的負面影響；而「不正競爭防止法」則禁止違反商業

倫理與效能競爭的行為，個案上不再討論事業行為是否損害整體競爭機能。從而

「不正競爭防止法」通常不問事業行為對競爭的負面影響，但「限制競爭法」以維

護自由競爭為目標，若事業行為並無限制或抑制競爭效果時，即無須加以管制62。 

公平法將「第 2章：獨占、結合、聯合行為」與「第 3章：不公平競爭」分

別列舉，似得作為區分「限制競爭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之標準。惟公平法

「不公平競爭章」之條文，一般解讀不獨有「不正競爭防止法」規範而已，亦包括

「限制競爭法」在內。因此，判斷「不公平競爭章」條文應為「限制競爭法」或

「不正競爭防止法」，仍應從其他如立法目的、管制手段或違法性輔助標準等著

手。 

首先，垂直價格限制傳統上為「限制競爭法」領域（如美國反托拉斯法），若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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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判斷之（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7條參照）。 
62 惟應注意者，雖然某行為可大致將其歸類為「限制競爭法」或「不正競爭法」之行為態樣。

但學者指出，並非「不正競爭法」的行為類型即完全無庸檢視其對競爭的影響。如杯葛通常被認

為其本質上帶有反商業倫理性質，但若杯葛發起人無一定市場地位，杯葛將無法發生作用。而此

杯葛行為，通常因對競爭未具有負面影響之因素，而不予處罰。參見吳秀明，「從依賴性理論探

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172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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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條文或立法意旨無明顯違背「限制競爭法」時，原則上應作此推定。再按轉

售價格維持與垂直非價格限制（如地域限制或顧客限制等）行為本質相同（或至少

高度相似），且論者多同意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垂直非價格限制應為「限制競

爭法」而非「不正競爭防止法」63，由此亦可推論出垂直價格限制屬「限制競爭

法」之範疇。 

儘管如此，若從公平法第 18 條規範文義或自實務的執法態度角度觀察，歸類

該條為「限制競爭法」，似有矛盾之處。公平法第 18 條禁止所有垂直價格限制手

段，不但無任何例外規定64，亦無庸以系爭限制對整體競爭有負面影響為處罰條

件。另本條文義雖僅規定轉售價格約定的法律效果為無效，惟學說與實務多解讀公

平法亦有禁止事業為轉售價格（或垂直價格）的約定或要求之意65。因此事業有無

轉售價格約定（或其他類型之垂直價格合意），並非違反公平法第 18 條之必要條

件。實務上，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執行本條時，除以事業有無轉售

價格合意或約定為「形式認定」外，亦就事業交易相對人實際是否得自由訂定轉售

價格為「實質認定」66。從而縱使事業間無任何「形式」轉售價格維持合意存在，

若事業以其他方式已「實質」剝奪他人轉售訂價之自由時，仍應加以處罰67。 

                                                      
63 公平會 88 年 3 月 3 日第 382 次委員會決議將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認為屬「市場不法」之

「限制競爭」。國內學者亦多數支持該款為限制競爭法。參見何之邁，公平交易法實論，作者自

刊，123 (2001)；吳秀明，「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
照出版，523-524 (2004)；廖義男、顏雅倫，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行政院公平會，
8、9 (2004)。黃銘傑教授則從破壞公平競爭成立條件的行為加以區分，其認為可分為「行為本身
之性質」與「對市場整體自由競爭機能之影響」二方面，來判斷是否有「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市場

公平競爭之虞」，認為該款若指搭售，則就「行為本身性質」即有「壓抑交易相對人的交易自由

或自主性」的不法；但若指獨家交易、顧客、地域或使用之限制，則需就「行為對市場整體自由

競爭機能之影響」檢討是否有違法性。黃銘傑，「公平交易法第 19條之規範原理與架構」，公平
交易法施行九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元照出版，321-324 (2001)。 

64 原公平法制定時（民國 80年 2月 4日）第 18條第 1項但書規定「日常用品」例外不受禁止
限制轉售價格的規範。制定理由為「一般消費者日常用品之市場競爭性較強，其同種類商品在市

場上可為自由競爭，不易受到轉售價格限制之不良影響，故參考日、韓立法例，於本條但書作除

外之規定」。不過，該規定於公平會第一次修法（民國 88 年 2 月 3 日）時遭刪除，刪除理由為
「鑒於一般消費者之日常用品，在國內市場並非為完全競爭之市場，且為反映與水平價格聯合一

致之規範理念，並參考美國法之精神，以及日本發展趨勢，爰刪除第一項但書規定」。因此現行

公平法已無任何例外。關於「日常用品」詳細討論，可參考胡光宇，「維持轉售價格行為與『日

常用品』認定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卷第 2期，73-93 (1994)。 
65 王銘勇，「公平交易法第 18條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0卷第 4期，57 (2002)。 
66 賴源河編審，公平交易法新論，2版，元照出版，282 (2002)；劉孔中，公平交易法，元照出

版，193 (2003)。 
67 陳冠儒，前揭註 45 文，188。因此，若製造商僅為的單純建議經銷價格，由於經銷商仍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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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平法第 18 條嚴格且無例外的禁止管制方法，已接近「不正競爭防止

法」的管制手段。如併同參照公平法第 18 條之制訂理由，亦未明示限制競爭的考

量，反而強調交易相對人的轉售價格決定自由68，更似「不正競爭防止法」以保護

商業倫理為主要處罰理由。再依本條執法結果，僅要事業有剝奪或限制「交易相對

人決定轉售價格的自由」時，即會被認定為不法69，而無庸判斷事業使用的目的、

市場地位、對競爭影響等因素。如此更顯示出公平法第 18 條有強烈的「不正競爭

防止法」之性格70。職是，不論由公平法第 18 條規範方式、立法說明，或自公平會

執法結果觀之，我國對垂直價格限制或轉售價格維持的管制似有被誤解為「不正競

爭防止法」的可能，且易造成後續管制的矛盾與失焦（詳本文後述說明）。 

2. 公平法與美國法對轉售價格維持規範的比較 

公平法第 18 條規範與美國法就轉售價格維持的管制內涵有相當不同。首先，

美國法下之轉售價格維持自 Leegin 判決後，已全面改由「合理原則」審查；但公平

法禁止所有類型的垂直價格限制，包括轉售價格維持在內，並無任何合法的例外。

再者，美國法下構成轉售價格維持仍以事業行為不符高露潔原則為前提。事業行為

若僅單方面宣示其訂價政策並拒絕與他事業交易，僅要無「價格或價格層級合

意」，將不構成轉售價格維持；但由公平法第 18 條或現行公平會執法實務觀察，

                                                        
由決定銷貨價格，故為合法。參見行政院公平會，認識公平交易法，161 (2002)。另關於公平會本
條案例討論，可參見顏廷棟，「我國公平交易法垂直限制行為執法實務之檢討—兼論歐盟、德、
法、美、日垂直限制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 8卷第 2期，64-68 (2000)。 

68 為防止事業對於商品轉售價格之限制，本條規定事業應容許其交易相對人轉售商品或再轉售
時自由決定價格，並明定其相反之約定為無效（公平法制訂條文說明(1991/02/04)第 18 條）。資
料來源：公平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32&docid=170，
後瀏覽日期：2010/02/04。 
69 此可參照公平會公處字第 098074 號處分理由「…本案係涉及維持轉售價格之垂直交易限制

行為，因上游廠商限制下游廠商轉售價格，無形中即剝奪下游廠商自由決定價格之能力，經銷商

將無法依據其所面臨的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決定售價。此外，基於維護事業之營業自由及品牌內

競爭之理由，公平交易法禁止事業對於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

時，約定轉售價格及限制轉售價格。」。 
70 公平法係結合「限制競爭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二大法域。「限制競爭法」規範事業之

獨（寡）占、結合與聯合行為等限制競爭行為。公平法許可獨（寡）占之狀態存在，惟不可濫用

其市場地位而阻礙競爭，而聯合行為則採「原則禁止、例外許可與濫用控制」之「三階段式」規

範架構，屬低度立法原則；而「不正競爭防止法」部分，主要在規範仿冒、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或廣告、損害他人營業名譽之行為等，公平法對此類不公平競爭行為管制採高度立法原

則，如有違反即予以處罰。吳秀明，「聯合行為理論與實務之回顧與展望」，競爭法制之發軔與

展開，元照出版(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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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未有如美國法高露潔原則的適用71。另，依美國法事業若未就「價格或價格層

級」為合意時，即非轉售價格維持；惟按公平法，事業間有為特定價格的合意並非

違反第 18 條之要件，而僅要事業行為致使交易相對人無決定銷售價格的自由時，

即可處罰。 

綜合上述，公平法對轉售價格維持似採「不正競爭防止法」之管制模式。不但

自行為本質上予以非難，且執行上強調事業交易相對人的經營自由，不以有「價格

合意」為要件。從而僅要事業行為實質上有使交易相對人無決定銷售價格的自由之

虞，即滿足處罰條件。美國法則純以限制競爭法的角度思考，著重事業行為對整體

競爭的實質影響，而非強調行為本質的可非難程度（請參見表 3整理）。 

表 3 公平法與美國法管制轉售價格維持之比較 

 公平法 美國法 

規範法源 公平法第 18條 休曼法第 1條 

規範屬性 應為限制競爭法，但管制手段近
似不正競爭防止法 

限制競爭法 

禁止型態 禁止任何形態的轉售價格維持
(包括垂直最高價格限制) 

自 Leegin 判決後，轉售價格維持非
「當然違法」 

高露潔原則適用 無適用→單方面宣告訂價政策仍
有可能違法 

事業有決定交易相對人的自由；單
方面宣告訂價政策並非休曼法下的
合意或共謀 

價格合意 非必要→使交易相對人無決定銷
售價格的自由即違反公平法第 18
條 

必要→除有「價格或價格層級合
意」外，非屬垂直價格合意 

違法判斷基準 近似「當然違法」→實務常以
「交易相對人有無決定銷售價格
的自由」判斷 

「合理原則」→(Leegin 判決後)除有
轉售價格合意外，仍需審查系爭限
制對整體競爭的影響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71 Richard Y. Fang,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Treatment of Vertical Price-Fixing between 

U.S. Antitrust Law and Taiwan’s Antitrust Law,” 24 Chinese (Taiwan) Y.B. Int’L & Aff., 59, 65 (2008). 
關於公平會執法立場，可參照公平會公處字第 098044號處分書理由「查被處分人終止會員楊君經
營權之通知函中，終止理由包括楊君違反限制商品轉售價格規定。退步言，縱如被處分人所稱，

終止楊君經營權主因係其違反禁止雙重經營權規定，而非違反限制商品轉售價格規定；然被處分

人以網站公告及個別電子郵件通知等方式要求參加人遵守限制轉售價格規定，且宣示相關罰則，

實質上已對交易相對人決定商品轉售價格之自由，產生一定程度之限制，並促使再交易價格趨於

同一，損及市場價格競爭機制，仍構成限制轉售價格之情事。故被處分人訂定系爭約定，核已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1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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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平法第 18 條合理性之探討 

公平法第 18條規範的合理性，本文認為可從以下二個觀點出發： 

1. 管制手段：垂直價格限制與垂直非價格限制應否不同？ 

若從學界與實務解讀，公平法第 18 條規範目的無非在保障事業有自行決定銷

售產品價格的自由，不受他事業的干涉。由此推論，事業干涉他事業的訂價自由之

行為，在公平法下應具高度商業倫理可非難性。從而事業僅要侵犯他事業的訂價自

由時，無需考量該行為對整體競爭之影響，即可能受罰。不過垂直非價格限制按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在無限制競爭的疑慮時，事業則可合法干涉他事業的經營區域

（地域限制）或交易對象（顧客限制）。如此操作結果豈非與公平法第 18 條所欲

保障的事業經營自由之理念相違背？若以「不正競爭防止法」的角度觀察，同屬干

涉他事業經營自由的行為，以干涉內容是否涉及轉售價格區分不同的規範強度，合

理性頗值懷疑。 

即便認為公平法第 18 條為「限制競爭法」之「當然違法」規定，解釋上似不

宜以「保障事業決定銷售產品價格的自由」為主要目的。如此不但與限制競爭法的

規範本質有違，對於實務執法亦恐有失焦之嫌(即以相對人有無決定轉售自由為依

據)。亦即，限制交易相對人銷售產品價格的自由本屬垂直價格限制的本質，不應作

為禁止該限制的主要依據。而似應回歸「限制競爭法」之目的，以競爭為該條主要

保護之法益。只不過在現行法第 18 條近似「當然違法」的操作下，公平會無庸個

案檢視事業限制行為實際上有無限制競爭之效果而已。 

2. 立法目的：保護交易相對人或消費者？ 

現行實務將公平法第 18 條解讀為保障事業有自行決定銷售產品價格自由而不

受他事業的干涉72。不過公平法在保障交易相對人訂價自由時，亦同時限制事業對

                                                      
72 如劉孔中教授即言，垂直價格拘束妨礙經銷商自負盈虧而從事價格競爭的正當銷售權利。劉

孔中，前註 66 書，191、192；陳志民教授亦從公平會案例解釋，「公平會對公平法第 18 條的執
法態度，仍較傾向於保護價格決定之自由」。陳志民，「『接續性獨占』，共謀理論，與『 高

轉售價格維持』約定」，法政學報，第 9 期，93(1999)。另參公平會公處字第 098074 號處分理由
提及「基於維護事業之營業自由及品牌內競爭之理由，公平交易法禁止事業對於交易相對人，就

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約定轉售價格及限制轉售價格」，似認為品牌內競

爭亦為公平法保護的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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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選擇交易對象的自由。申言之，事業選擇交易對象時，自然期待其交易對象具有

相當營業能力、或足以信賴其會依約定履行條款。以製造商立場而言，自希望其經

銷商能提供令消費者滿意的銷貨服務，而對存有搭便車心態的經銷商，當然避之則

吉。公平法禁止維持轉售價格的任何約定或要求，恐將致使製造商無能力解決經銷

商間的搭便車問題。況且，若折扣經銷商遭製造商處分或終止經銷後，反可向公平

會檢舉製造商違法，懼怕遭到處分的製造商，似乎僅能息事寧人，回復經銷商的經

營權利。本條實務操作下結果，似有可能成為搭便車者的保護傘。 

若自維護消費者福祉的角度出發73，由於不論學說支持轉售價格維持與否，對

限制可能導致的價格提升已有共識。一般理解上升價格概念上對消費者福祉似有損

害。不過如前述，若製造商施用轉售價格維持而能激勵經銷商提供更多服務，且該

服務對消費者言價值超過的上升的價格時，轉售價格維持的使用不但有效率，亦符

合消費者福祉。因此，縱使強調物價上升可能導致損害消費者福祉或社會福利的疑

慮，似乎亦無法支持將所有轉售價格維持視為「當然違法」的立場。 

(三) 小結 

在現行法下，轉售價格維持不論使用的目的、手段與結果，均為不法行為，法

律效果與美國法的「當然違法」相近。不過如前述，公平法對轉售價格維持的管制

較美國 Leegin 判決前的「當然違法」時期，更為嚴格。申言之，在美國法之「當然

違法」下，事業仍得主張高露潔原則與不構成所謂的「價格合意」等防禦方法主張

免責，如此似乎得和緩「當然違法」原則對事業經營自由的衝擊。因此在美國法

下，事業仍得單方面拒絕與不配合其訂價政策的經銷商交易，而能透過間接、迂迴

                                                      
73 按公平法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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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由上，公平法主要目的係為維

護交易秩序與公平競爭之確保，而達到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之終極目標。雖有將消費者利益視

為公平競爭下之「反射利益」。黃茂榮，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14 (1993)；劉孔中，前註 66
書，4-8。不過因為我國法的將「消費者利益」之文字明揭於公平法條，故學說上多傾向採「消費
者利益」亦為公平法立法目的之見解。何之邁，前註 63 書，3-6；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立法
目的與保護之法益」，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作者自刊，1-14 (1994)；賴源河編審，前註 66
書，27-34。另從立法歷程中，亦可得知公平法第 18 條亦有保護消費者的意旨。參照立法院經
濟、司法兩委員會審查「公平交易法草案」第 5 次聯席會議記錄，立法院公報，第 77 卷第 35
期，16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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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某程度維持理想經銷系統。惟公平法不以事業有轉售價格之合意為處罰要件，

僅要上游事業用契約或以其他方法（如限制出貨或扣押保證金等）事實上使經銷商

無自訂價格的自由時，即會受罰。事業縱使以迂迴方式達到轉售價格維持之目的，

仍有可能受罰。 

綜合前述理由，公平法第 18 條規定實有修正必要。至於應如何修正，本文提

出以下二點看法： 

1. 明定轉售價格維持為限制競爭法 

雖然通認公平法第 18 條為「限制競爭法」，不過由於法條文義與執法結果，

似與「不正競爭防止法」較為接近，恐造成矛盾。因此，往後公平法修法時宜刪除

現行條文之「應容許其自由決定價格」並增加「限制競爭之虞」為要件。如此似可

避免誤解該條主要係禁止「干涉他人自行決定售價」之行為，因此而忽略限制競爭

的本質，導致執法的矛盾與失焦74。  

2. 轉售價格維持不應一律違法 

在確立轉售價格維持為限制競爭法時，自然宜有相當理論說明其強烈反競爭性

格時，始能將之列為「當然違法」的類型。例如，公平法對反競爭性格更明顯的聯

合行為，公平法尚有得公平會許可的例外合法75，甚至不罰不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

聯合行為76。惟現行法下轉售價格維持不問事業的市場力量、使用動機與對競爭的

結果皆為不法，與聯合行為規定對照下似不合理。另外，縱使轉售價格維持有導致

                                                      
74 須另行指出者，雖然傳統上均認為垂直限制均為反托拉斯法（限制競爭法）的範疇，但此不

排除我國仍得考量自身的社會環境與商業倫理而有不同思考。例如，若依我國社會通念，事業干

涉交易相對人經營自由實已嚴重違反商業倫理，並有妨礙公平競爭的高度可能時，仍得以不正競

爭行為視之。不過若循此思路，在事業「自願」的接受他事業的「轉售價格」限制時，是否意謂

雙方的合作不具干涉他人經營自由的可非難性程度，而應為合法？然依現行公平法，事業自願的

合作行為仍會受罰。因此，縱使將來公平法第 18條採「不正競爭防止法」的立場，亦宜加入「不
正當限制」為處罰垂直價格限制的要件。如此能使公平會於執法時，得個案衡量系爭限制是否已

達到不正當的可非難程度，以增強處罰的合理性。 
75 公平法第 14條第 1項但書參照。 
76 吳秀明，「聯合行為理論與實務之回顧與展望－以構成要件之相關問題為中心」，競爭法制

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70-71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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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上升的疑慮，亦不宜將所有轉售價格維持列入「當然違法」行為77。例如，對

於不具市場力量的事業，其施用轉售價格維持對同類產品價格可能毫無影響。以最

高轉售價格維持而言，該類限制並無助長價格上升的疑慮。論者有以經濟分析方式

分析垂直限制的社會福利，認為最高轉售價格維持對製造商與消費者，將可提升社

會福利的效果，但在轉售價格維持則可能有負面影響78。如此更無將該最高轉售價

格維持列為「當然違法」的理由。亦有從特定產業的分析，認為僅要無品牌間無勾

結之情事，事業使用品牌內的轉售價格限制行為並無礙公平競爭的本質79。 

職是，轉售價格維持不宜將之視為完全、無例外的「當然違法」，而須視系爭

限制實際上是否抑制競爭或促進競爭而定。論者有提出轉售價格維持「原則違

法」，而最高轉售價格維持則為「原則合法」，允許事業或公平會舉反證推翻違法

或合法的推定之見解80。總結前揭理由，最高轉售價格維持的反競爭性似較低，而

轉售價格維持仍有價格上升與減損社會福利的疑慮，目前似不宜全面合法化。但個

別事業如有正當理由使用時，公平法似不宜全面禁止。若併同考量公平法之執法成

本與各類垂直限制的反競爭程度的差異。學者前揭轉售價格維持「原則違法」、最

高轉售價格維持「原則合法」之建議，應值得參考。 

五、結論 

雖然公平法制定時，對轉售價格維持採較為敵視的態度。惟既然近期經濟理論

認為轉售價格維持將可能助長效率競爭，並已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接受。公平法

是否宜漠視此立法趨勢，持續禁止一切態樣之轉售價格維持，值得吾人思考。基於

                                                      
77 但國內論者有以產品替代性角度分析，認為當產品替代程度高時，製造商使用轉售價格維持

均將使社會福利下降，而應禁止之。而在當僅產品替代性非常小時，以當然違法管制轉售價格維

持將導致社會福利下降。吳大任、吳威達，「上下游雙邊寡占時垂直限制行為之規範」，經濟論

文叢刊，第 27卷第 2期，171 (1999)。 
78 學者莊春發認為，垂直限制在產品初期時較可能增加社會福利。但在產品成熟期後，垂直限

制可能對社會福利有負面影響。莊春發，前註 23文，87。 
79 陳紀元、李培齊、姜禮華，「品牌內限制轉售價格與限制競爭—臺灣機車市場實證研究」，

公平交易季刊，第 10期第 2卷，85 (2002)。 
80 黃銘傑，「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之再檢討」，臺大法學論叢，第 29 卷第 1 期，147-148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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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討論，公平法未來得考慮規定最低轉售價格維持為「原則違法」、最高轉售價

格維持為「原則合法」。個案上允許事業或公平會舉反證推翻違法或合法的推定，

以適當鼓勵促進效率競爭並禁止限制競爭之轉售價格維持行為。具體而言，公平法

第 18 條未來可考慮修改為：「（第 1 項）事業約定轉售價格之合意或約定而有限

制競爭之虞時，該合意或約定為違法。但事業有正當理由且該合意或約定無限制競

爭之情形者，不在此限。（第 2 項）事業依前項約定最高轉售價格時，除有妨礙競

爭之情形，應允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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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Developments Concerning Vertical Price Restrai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 Analysis of Article 18 of the Fair Trade Act 

Chou, Cheng-Fong ∗ 

Abstract 

In 1911, the U.S. Supreme Court in Dr. Miles (1911) categorized vertical price 

restraints as being per se illegal. Since that time, however, such treatment has been 

repeatedly challenged by scholars who believed that nearly all vertical restraints should  

be procompetitive and efficient. In Sylvania (1977), the U.S. Supreme Court overruled 

Schwinn where vertical nonprice restraints were ruled to be illegal per se, and held that the 

rule of reason should apply.  In Kahn (1997), the court even went forward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maximum resale price-fixing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rule of reason, rather 

than being per se illegal.  In Leegin (2007), the court overruled Dr. Miles and officially 

legalized all vertical restraints.  The Leegin court believed that vertical restraints could 

promote interbrand competition among manufacturers who made use of them, by virtue of 

limiting or eliminating intrabrand competition among downstream dealers who sold the 

products of a single manufacturer.  In addition, the Leegin court opined that interbrand 

competition should be the focus emphasized in antitrust cases.  However, some 

opponents remain concerned that vertical price restraints could facilitate cartels, and would 

likely result in increased prices of products.  It appears that debates regarding vertical 

price restraints will remain in the near future. 

Article 18 of the Fair Trade Act (“FTA”) prohibits all vertical price restraints in 

whichever forms, and this rule appears to be much stricter than is the case under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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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trust law.  There is a trend towards the deregulation or legalization of vertical price 

restraints, as is the case under U.S. law. It may be worthwhile to discuss whether Article 

18 of the FTA should be sustained, or whether it should have corresponding amendments.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Part I of this article will feature an overview of 

important U.S. decisions concerning vertical restraints, and will also discuss the detailed 

reasoning behind the Leegin case, the possible practical results, and oppos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opinions. Part II of this article will featur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that will 

examine the rationality and appropriateness of Article 18 of the FTA, and will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forms. 

Keywords: Vertical Price Restraint;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Intrabrand Competition; 

Interbrand Competition; Article 18 of Fair Trade Act; Free Riding; Le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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