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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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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八十八年二月三日修正公布之公平交易法，刪除商品限制轉售價格之除外規 

定，依該規定，所有商品均不得限制轉售價格，惟有部分國家如德國、日本，雖 

原則上禁止限制轉售價格，但對圖書，均准許得為限制轉售價格。 

    德國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十六條准許圖書得為限制轉售價格，而日本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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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禁止法第二十四條之二，亦准許圖書可為限制轉售價格，而英國在一九九七年 

三月十三日前，英國限制實務法院亦認可圖書轉售價格協議 (Net Book Agreem- 

 ent，簡稱ＮＢＡ) 為合法，本文試就德國、日本、英國就圖書限制轉售價格法 

制之沿革、現況及遠景加以分析說明。 

    最後本文討論在我國公平交易法下，對圖書限制轉售價格之處理及未來發展 

方向。 

 

 

 

壹、前言 

    限制商品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係指商品製造商或批發 

商在交易時，與交易相對人即其他批發商或零售商約定批發商或零售商轉售給第 

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該商品之價格。該限制係垂直交易限制之一，但與其他垂 

直交易限制如地域、交易對象不同，按商品由製造者製造後，至消費者手中，有 

不同之通路，有直接由製造者交給消費者；有經過其他經銷通路者，在後者之情 

形，製造商或經銷商為維持其利益常會對下游業者，限制商品轉售價格一方面侵 

剝奪了交易相對人決定商品價格之權利，限制交易相對人在市場上價格之競爭力 

，且使消費者失去可以更低之價格獲取商品之機會，故限制商品轉售價格之行為 

，為大部分國家所禁止（註一）。而我國八十八年二月三日修正公布之公平交易 

法，刪除商品限制轉售價格之除外規定，使我國關於限制商品轉售價格之規範成 

為無例外之禁止規定。 

    惟就限制商品轉售價格之禁止規範，在部分國家法制就部分商品設有除外之 

規定，即就該商品並無限制商品轉售價格禁止規定之適用，使該商品得限制轉售 

價格，關於限制商品轉售價格之除外商品中，最特殊者為圖書，然在近年來，各 

國關於商品限制轉售價格制度之態度日趨嚴格，且圖書交易形態亦異於往昔，圖 

書得否作為限制轉售價除外規範之商品，亦受到消費者、書商及各國公平交易法 

執法機構之批評與檢討，甚有復將圖書籍列入禁止限制轉售價格之對象，其發展 

趨勢均值吾人注意。 

    我國關於圖書之價格，慣例上出版者在印刷時，均會在書籍上印上該書之零 

售價，且圖書具有與其他商品不同之特性，且出版界在公平易法實施前亦多曾同 

意實施圖書不二價運動（註二），故在我國公平交易法上應如何定位圖書之限制 

轉售價格，應為出版業界、作者及消費者所關心，本文試以分析、比較德國、英 

國、日本關於書籍限制轉售制度法規範之沿革、內容及最新發展，最後並以我國 

公平交易法之規定加以說明，使吾人得以就該問題有進一步之了解。 

 

貳、德國圖書限制轉售價格法制 

  一、沿革 

    德國傳統上雖存在限制商品轉售價格制度，然縱係如此在無反托拉斯法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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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德國，限制轉售價格之適法性仍受爭議，惟因生產業與零售業，不論在縱的組 

織或橫的組織均相當發達，使限制轉售價格得以有效維持，故在德國限制價格制 

度具有長時期之傳統。 

    但是在第二次大戰後，即發生變化，首先聯合國部隊施行反托拉斯法，認價 

格協議為違法，而廢除全部價格協議，但因製造商仍可在商品上標示標準價格， 

並鼓勵零售商遵守該價格，此雖非強制零售商遵行，但實際上零售商均依該價格 

販賣（註三），實際上具有限制轉售價格之功能，直到一九五七年營業競爭限制 

防止法制訂後，限制轉售價格始與卡特爾行為一樣受到嚴格之規範。 

    關於圖書之限制轉售價格部分，在德國圖書限制轉售價格之架構，係在一八 

八０年代，由柏林及萊比錫之小型書店為首之書店要求而成立。其起因係當時許 

多出版社常降價直接將圖書販賣給消費者，對消費者而言，是否向書店購書，即 

有選擇之餘地，在書店間即產生價格競爭，所以在圖書零售業之書店間即發起， 

以統一價格為目的之勵行定價販賣運動，引進限制圖書轉售價格之制度，其結果 

逐漸形成定價販賣之商業習慣（註四），於一九五七年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立法 

時，即准許圖書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 

    一九五七年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十五條（註五）係禁止垂直價格約束 

之規定，依該規定，限制商品轉售價格之行為，原則上為無效，但在該法第十六 

條復規定有二例外：即出版物及「與其他生產者或販賣者之同種商品間，有價格 

競爭」之商標品得為限制轉售價格，惟在一九七三年就該例外規定復加以修正， 

刪除商標品得為限制轉售價格之規定，僅容許出版物得為限制轉售價格（註六） 

。而就商標品部分，僅剩下依同法第三十八條之一所規定之無拘束力建議價格之 

規範（註七），而該次修正關於出版物之限制轉售價格未加以刪除之原因係因「 

文化政策之觀點」而繼續維持（註八）。 

    二、法制規範分析 

    德國關於圖書得為限制轉售價格之相關法規範為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修正生 

效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第十五條之規定，該法條之規定，將原規定出版品為 

限制轉售價格除外商品之第十六條、第十七條之規定合併為一條，用語上並加以 

精簡，惟因該修正規定始實行數月，是以本文之說明仍以修正前之規定為之，該 

法修正前法第十六條規定： 

    「第十五條之規定，對於企業向其出版物之購買者加以法律上或經濟上之限 

制，使其轉售時須遵守特定價格或須限定其轉售之購買者售與最後消費者時，同 

樣受有特定價格之拘束者，不適用之。」 

修正前同法第十七條規定： 

    １、卡特爾署確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依職權或受第十六條限制之購買者 

        之聲請，應宣告其價格限定即時或自其所指定之未來時點不生效力，並 

        禁止其施行同類之新價格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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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在整體經濟價格限定或與其他限制營業競爭之手段相結合，適於使 

        價格限定之商品，在整體經濟關係上認係以不正當之方法，提高價格或 

        阻礙其價格之降低或限制其生產或銷售者。 

    ２、卡特爾署為第一項之處分前，應先要求為價格限定之企業停止受指摘之 

        濫用行為。 

依前開二條文即准許圖書得為限制轉售價格，惟在歐洲聯盟（簡稱ＥＵ）競爭法 

，並無關於出版物得為限制轉售價格之除外規定，故ＥＵ關於垂直價格約定之基 

本規範即歐洲經濟共同體設立公約第八十五條第一項，其規範對象包括出版物， 

就出版物之限制轉售價格侵害加盟國間之通商時，即為違法，具體言之，在德國 

國內為合法之出版物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如係涉及輸出或輸入後再輸出之跨國性 

出版物交易，其限制轉售價格之適法性即有問題。 

    惟前開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十六條規定中「出版物」之意義，並非包 

括所有出版物，自該規定之目的觀，應係以書籍販賣業（Buchhandel）為傳統對 

象，即包括書籍、雜誌、報紙、日曆、美術作品複製照片、樂譜、明信片、地圖 

及地球儀等。即關於藝術、學術或類似此之性質者均屬之。而德國聯邦最高法院 

判決認出版物係指書籍、報紙、雜誌（註九）。至錄音帶則不在出版物之列（註 

一０）。惟亦有就「書籍之概念」歷史形成之觀點，認雜誌及報紙，是否應在前 

開規定中出版物之範籌內，非無疑義，而提出質疑（註一一）。 

    而隨著資訊產業之發展，與書籍具有相同功能之電子出版物，如光碟等新型 

資訊產品，是否屬前開出版物，而得限制轉售價格，即有爭執。德國卡特爾署認 

為隨著資訊科學技術之發展擴及家庭，資訊軟硬體可提供與傳統書籍、雜誌、報 

紙具有相同機能，如從卡特爾法之觀點，資訊產物是否應賦與營業競爭限制防止 

法第十六條出版物之「拘束價格之特權」，即成問題，依該署見解，從該適用除 

外規定之意義及目的觀，此類產物，僅於符合下列要件，始享有拘束價格之特權 

，即： 

    １、此類產品，縱借用技術補助手段之幫助，而代替傳統印刷物（Drucke- 

        rzeungnisse ），但仍須如印刷品般閱讀。 

    ２、其販賣須專透過傳統書店為之。 

    該署認如依此標準，電子資料記憶媒體（包括磁片）並非出版物，因電子資 

料記憶媒體，已超越閱讀之結構，關於閱讀已不具重要性，僅係提供機器利用之 

可能性（註一二），在德國著名法律轉業書籍出版社 C.H.Beck出版社將一九九三 

年之部分法律專業雜誌及判例製成光碟（CD-ROM），並於書店訂購時，要求該書 

店負有依該出版社所訂之價格出售給消費者之義務之案例中，德國聯邦卡特爾署 

認光碟是性質上與書籍不同之商品，已超越文書純粹閱讀之性質，而具有更多可 

得利用性，僅係可提供多附加服務功能之資料庫，但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的確 

營業限制競爭法第十六條作為限制轉售價格之例外，應限定地解釋，但出版物之 

概念，對立法者未考量之技術發展，係開放的」，且就此類新產品，從利用者之 

立場，是否成為圖書之代用品，有其重要性，而推翻聯邦卡特爾署之見解，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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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屬前開規定所稱「出版物」之範圍，而可合法地限制轉售價格（註一三）。 

    就前開營業限制競爭法就出版物准許限制轉售價格之行為態樣上，係包括所 

有交易階段之價格約束。故在交易之第一階段，為價格約束之當事人固應為出版 

物之發行人（出版者），但在其後之流通階段之交易者，得就自己下游交易關係 

之價格加以約束，即如圖書之輸入業者，得以書籍發行者之名義，為價格約束行 

為。 

    至在圖書限制轉售價格之制約上，卡特爾署則依前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十七條之規定，可就同法第十六條所准許之價格約束行為發生濫用時加以制止（ 

修正後第十五條），常發生之濫用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包括：違反禁止差別待遇之 

規定及濫用漲價行為等，如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聯邦卡爾署就米休蘭公司 

發行之旅行說明書、旅館說明書及汽車用地圖限制轉售價格宣告為不生效力，因 

該公司前開出版物在德國之零售價格，係在法國零售價之二倍到三倍，此即為與 

在整體經濟關係認係不正當之手段相結合，而阻礙出版品價格之下跌（註一四） 

，符合前開修正前第十七條規定之要件。 

    而關於圖書得限制轉售價格理論上依據，依前開說明，文化政策之考量，係 

圖書得為限制轉售價格之根據，在德國學界固無爭執，但文化政策之考量是否為 

書籍得為限制轉售價格之唯一原因？有認為社會政策及保護中產階級等亦是圖書 

得為限制轉售價格之原因，但亦有認就國民經濟觀點言，該二理由尚有疑義（註 

一五），以試就為圖書限制轉售價格之理論上依據加以說明。 

    １、文化政策 

    圖書限制轉售價格，使得出版冊數少之圖書亦可出版，可吸引特定之讀者群 

之關心，可促進圖書出版之多樣化，對書店而言，僅得購入一部分或難以儲存須 

特別處理之圖書亦可出版，因價格在圖書市場經濟中，已非占重要地位，故該類 

圖書，與大量印刷及較好銷售之圖書，在成本計算上可混合計算。 

    如無限制轉售價格度制，大部頭之出版物如百科全書等的出版，將只有願獲 

取微簿利潤之大出版社願出版，而且對書店言，要營業必須進貨，如進貨價格低 

廉，則將創造高額利潤，但僅有少數精選圖書（約占出版圖書百分之五至十）之 

價格較低廉，其他書籍之價格較高，甚有部分書籍之價格較其他書籍高達數倍， 

其結果將使很多圖書不能出版。而新型態之書商，片面強制決定書籍之選擇、陳 

列、及價格等，並透過集中買進方式，很快地獲得市場支配力。因大量消費而取 

得支配性之地位，將使具有特別性質之圖書、學術圖書、藝術圖書等，對出版社 

言將乏人問津，其結果為出版此類圖書，將有賴國家補助，在無限制轉售價格之 

國家，如瑞典及一九八一年前之法國均發生此情況（註一六）。 

    因有限制轉售價格，具有大規模展示、受教育店員、文化服務等內容之複合 

式之書店始可能存在，此類書店可在短時間內提供四、五萬本以上之德文書籍， 

如固定之圖書價格制遭廢止，圖書銷售流通之結構將發生改變，與現行不同，而 

產生不能回復原來之可隨時供給圖書之連鎖反應。 

    且限制轉售價格，也使組織化之圖書代售成為可能，即透過小型電腦訂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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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每天為一次至二次輸送服務，即可在二十四小時內取得訂購之圖書，這種服 

務，在價格競爭下，對嚴格地以成本為考量之大型圖書販賣業者言，是不可能的 

（註一七）。 

    ２、社會政策考量（註一八） 

    限制轉售價格，可保護中產階級，即圖書限制轉售價格，可使中小型書店繼 

續存續，特別對從業人員較少之獨立零售書店，有其重要性。易言之，德國之圖 

書限制轉售價格制度，就對中小企業政策方面，亦有其必要性（註一九）。 

    ３、經濟政策 

    圖書限制轉售價格，在文化政策、經濟政策上固均有其益處，但在經濟政策 

方面上有何影響即有問題，因圖書限制轉售價格，弱化了原係市場經濟之中心原 

動力之價格競爭，而德國限制轉售價格最大弊病在於使得圖書之價格非常昂貴， 

尤其是學術方面之圖書更是如此，其原因仍係在限制轉售價格制度，易發生濫行 

決定圖書價格（註二０），即限制轉售價格，雖有安定價格之功能，但同時具有 

維持最高價格之功能。惟在另一方面，亦有認圖書限制轉售價格在經濟政策上亦 

有益處，即該制度有助於經營之合理化、易增強對價格管制，進而可保護為小型 

顧客之大部分消費者免於受官署或企業濫用購買力之害（註二一）。 

    三、德國圖書限制轉售價格發展之方向 

    依前開說明，德國關於圖書限制轉售價格之制度，有其存在之背景，雖有少 

數學者反對該制度之存在，而德國聯邦議會對聯邦政府自文化政策考量，而支持 

書籍限制轉售價格之態度亦表歡迎（註二二）。而德國聯邦經濟部於一九九七年 

公布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之修正案中，仍維持圖書得為轉售價格之規定，並無 

廢止該規定之意（註二三），且該法修正後於第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生效之規定 

第十五條仍將出版品列為限制轉售價格之除外商品，顯見德國政府對此問題態度 

之堅決。 

    但德國書籍限制轉售價格制度之未來並非坦途，仍將面對諸多挑戰，其中最 

重要者係ＥＵ之態度。歐明執行委員會於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四日宣布決定基於Ｅ 

Ｕ競爭法，對於德國及奧地利之圖書轉售價格協議加以調查（註二四），就在德 

語系地區內之書籍零售價格協議，執行委員會認與ＥＵ競爭法之規定不符。事實 

上相關業者曾於一九九三年三月，依據ＥＵ競爭法（ＥＣ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三項 

）之規定（註二五），對執行委員會申請免除該規定之適用，惟執行委員會以下 

列理由認該限制轉售價格，不符該規定之要件： 

    １、書籍發行、流通 

    執行委員會認並不能證明圖書限制轉售價格有利有文化價值但不受歡迎圖書 

之出版，且在廢止圖書轉售價格之各國（如瑞典、比利時、芬蘭及英國）圖書之 

出版、流通並未發生惡化之情況。且執行委員會亦認限制轉售價格契約，阻礙圖 

書郵購等新流通途逕之開發。 

    ２、利益分配消費者上 

    執行委員會強調限制轉售價格，使圖書之零售價格有上漲之傾向。依市場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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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德國消費者百分之五十以上，購買每一本書之支出在三十至四十馬克以上， 

加以因再版制度之利益，受害者係學生及處於弱勢地位之市民。 

    ３、最小限度之限制競爭 

    為改善圖書出版、流通，明顯地仍可運用其他制度，非限制轉售價格不可。 

    ４、該制度不能過度排除競爭 

    實際上，圖書限制轉售價格已包含德國百分之九十以上圖書市場，因此該商 

品已顯著地排除競爭。 

    執行委員會對德國前開圖書限轉售售價格協議之調查結果所為之決定，恐將 

影響德國圖書限制轉售價格制度之存續。 

    參、英國圖書限制轉售價格法制 

    一、英國商品限制轉售價格規範 

    關於商品限制轉售價格，英國可說是自古以來最發達之國家，其肇始之時間 

約可回溯十九世紀中頃甚或更早之前，但真正開始實施限制轉售價格，係在十九 

世紀末期之藥品業界，即在一八九五年在倫敦之一千七百家醫藥品零售業者與四 

十家生產者及幾乎是所有之批發商合組「專利商標品交易協會」（Proprietary 

A rtcle Trade Association 簡稱為 P.A.T.A.），是世界初期為實施限制轉售價 

格較成功之組織，同年「出版業者協會」（the publishers' Association） 亦 

告成立，隨著分別成立酒類、馬具、煙草、照相材料、電器用品、收音機等業界 

所組成之組織，以實施限制轉售價格（註二六）。 

    但英國關於限制競爭（含商品限制轉售價格）之明文立法規範，直到二次大 

戰後始出現，在二次大戰前，僅以部分普通法（common law）原則如限制交易原 

則（doctrine of restraint of trade ） 規範競爭行為。在普通法時代，限制 

轉售價格行為雖因限制交易而受攻擊，但並無案例成功，一般言，普通法認限制 

轉售價格行為係有效的，即生產者與零售業者如在契約中有限制轉售價格之約定 

，生產者得依該契約要求對造履行該約定（註二七），法院對限制轉售價格之約 

定爭執中，就商人約定負有不得銷售貨物低於特定價格義務之協議（註二八）， 

亦加以支持。在一九二八年之 Palmolive Soap Company(of England) Ltd. v.Fr- 

eedom（ 註二九）案判決中，法院認為賣方既可依其意願決定產品價格，自可強 

制訂立任何條款，而認賣方可依限制轉售價格約定條款要求買方履行該約定。在 

此時期，法院認尚無理由改變普通法之原則以制止限制轉售價格行為，而支持當 

事人應履行所締結限制轉售價格契約之觀點（註三０）。 

    在二次大戰後，一九四八年英國制訂獨占及限制實務法，就禁止獨占之觀點 

，應如何處理限制轉售價格制度即受注意，一九四九年限制轉售價格委員會（Co 

mmittee on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或稱 Lloyd-Jacob Committee ）及一九 

五五年獨占及限制實務委員會（Monopolies and Restrictive Practice Commis- 

sion）之報告，均認任何形式之限制售價格，尤其是有組織地執行限制轉售價格 

，違反公共利益，結果即導致一九五六年限制交易實務法（Restrictive Trade 

Practice Act 1956)立法，依該法第六條規定，二或二以上從事商品生產或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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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當事人所簽訂關於商品價格之限制，應適用本法，依該法係禁止普通法所准許 

組織性之限制轉售價格，但當時對個別事業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則適用該法之 

除外規定，而非違法，惟至一九六四年，為強化英國國內之競爭政策，圖以禁止 

限制轉售價格以有效降低物價，以獲取選舉之勝利，英國當時執政之保守黨，於 

一九六四年春天提出轉售價格法 (Resale Prices Act 1964)， 於當年七月完成 

立法，該規第一條規定，商品販賣契約有訂立販賣商品最低價格之條款者該條款 

無效（註三一）。 

    英國現行關於商品限制轉售價格之規定，係廢止前開一九五六年之限制交易 

實務法、一九六四年之轉售價格法，而改以一九七六年限制交易實務法及一九七 

六年轉售價格法代之，但其基本規範內容並無改變。禁止組織性與個別限制轉售 

價格行為，但該禁止規範並非絕對，亦有除外之規定，依一九七六年轉售價格法 

第十四條之規定，限制實務法院接受當事人提出申請後，認商品最低轉售價格維 

持制度之違反，符合該條第二項所定之法定要件（註三二），且對該產品消費大 

眾之損害大於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對該等消費或使用大眾所生損害時，得指定該商 

品為除外商品，就該除外商品，如零售商以低於約定之轉售價格出售時，供應商 

得拒絕供貨。惟英國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經英皇批准，將於二０００年三月一 

日生效施行之競爭法，將前揭轉售價格法部分規定納入該法中，並宣告廢止轉售 

價格法，但該新競爭法垂直協議之行為，採ＥＵ前揭公約第八十五條規定之形式 

，即禁止價格協議之行為（註三三），值得吾人注意。 

    二、圖書轉售價格協議（簡稱ＮＢＡ）沿革 

    英國關於圖書限制轉售價格制度，係以圖書轉售價格協議(Net Book Agree- 

ment，簡稱ＮＢＡ) 為之。ＮＢＡ係在英國、愛爾蘭出版社間所為之協議，該協 

議係約定除少數例情形外，零售商販賣書籍不得低於出版社所定價格，ＮＢＡ實 

際可分為二種協議，一為出版協會會員間之協議；一為非會員間之協議。 

    ＮＢＡ最早簽訂於一九００年，其後並經由代表英國、愛爾蘭出版社利益而 

合組之出版社協會（Publishers' Association） 主導多次修改，該協議之目的 

，依出版協會表示係經由書店之同意，創造了有助於增加由出版社定價出售書籍 

可行性之全國性制度（註三四）。 

    ＮＢＡ之內容主要係規範出版社就販賣定有價格之圖書（包括書籍、地圖及 

其他類似印刷品）基本條件之協議，基本之條款有七條，其內容為：就定有價格 

之圖書，除該協議所定之例外情形外，不得低於該定價出售；其次販賣圖書時之 

折扣及增品，視為降價；列舉定有售價之書籍得降價出售之情形；該協議之用語 

及該協議之適用地區等（註三五）。 

    依ＮＢＡ所載，出版社就書籍之轉售價格得要求零售商遵守出版社就該圖書 

所訂之價格，但於例外情形時，零售商得降價出售，該例外情況，主要有二：即 

庫存書及特定種類圖書之販賣。在庫存書方面，圖書販賣業者，就該圖書之進貨 

之日起，已庫存一年，且對原出版社要求退書遭拒絕時。在圖書銷售之通路上， 

原則上出版社已將該圖書賣斷給書店，故如要退書，自應須得原出版社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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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有此規定，但在此條款之適用，對大型書店而言，其對出版社係處於優位之 

地位，出版社對該大型書店退書之請求，事實上很難拒絕，而大型書店進貨庫存 

約三個月，即會要求出版社，即會要求出版社退書，改換其他圖書，而出版社亦 

都加以配合，在此情形上，自無適用此條款之餘地，故此規定主要適用於地方性 

中小型專業書店。另在期間上，有業者認十二個月之時間太長，應加以縮短，有 

主張一般圖書可降價販賣之時間應係五到六個月，學術圖書部分約九個月（註三 

六），但直到該協議遭廢止，仍無修改。 

    另就零售商得自由決定價格販賣之圖書部分，最典型者為聖經等宗教書籍及 

教科書，在前者，因很多出版社並非以營利為目的，且教會亦常廉價提供給信徒 

，至後者是直接販賣給學校季節性非常強之商品。此外圖書則包括壽命較短之書 

籍，如聖誕節所須圖書及關於食譜、園藝之書籍等，但事實上很多書店並不歡迎 

該種類之圖書（註三七）。 

    惟前開一九五六年限制交易實務法、一九六四年限制轉售價格法立法後，Ｎ 

ＢＡ是否違法，即引起注意，就限制交易實務法所禁止之組織性限制轉售價格部 

分，英國限制實務法院於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就會員間之前開限制轉售價格 

協議，判決認不違反公益；該法院復於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四日就非會員間之ＮＢ 

Ａ判決認不違反公益，使ＮＢＡ取得限制實務交易法之除外規定適用之地位。 

    其後一九六四年限制轉售價格法禁止個別限制轉售價格之行為，圖書如未取 

得該法所定除外商品之資格，ＮＢＡ即違反該法之規定而不能存續，出版社協會 

遂基於該法除外規定，向限制實務法院提出申請要求准予適用除外規定，經該法 

院於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就書籍、地圖等商品，判決認有該法除外規定之適用（ 

註三八）。 

    三、圖書限制轉售價格制度之廢止 

    英國前開以ＮＢＡ為主幹為圖書限制轉售價格制度，在一九九０年代初期開 

始受到批評，因圖書零售業連鎖店之興起，部分大型圖書零售業者提出主張反對 

ＮＢＡ之存續，並認書籍市場，如與其他商品相同，回復價格競爭，整體圖書市 

場將更為擴大，在英國國內遂開始檢討ＮＢＡ存續之必要性（註三九）。在國外 

方面，英國出版社協會於一九七三年就與愛爾蘭間適用一九五七年ＮＢＡ之適法 

性，依當時歐洲經濟共同體設立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聲請適用除外條 

款之規定，執行委員會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認該協議違反前開條約第八十五條 

第一項之規定，且該協議並無該條第三項除外條款之適用，對該決定出版社協會 

向歐洲法院第一審法院提起上訴，該法院於一九九二年七月判決支持執行委員會 

之意見，出版社協會再向歐洲法院提起上訴，該法院於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判 

決就執行委員會所為ＮＢＡ無前開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三項除外規定適用之判斷理 

由並不適當，而加以撤銷，但對歐洲委員會認ＮＢＡ違反同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一 

項之判斷並未加以撤銷（註四０）。 

    另一方面一九九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英國公平交易廳（Office of Fair trad- 

ing ，以下簡稱ＯＦＴ）依據限制交易實務法第四條（法院判決之變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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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售價格法第十七條（法院判決之再審）之規定，要求變更原認ＮＢＡ不違反公 

益，且有限制轉售價格法除外規定適用之判決，於該案審理中，一九九五年九月 

二十六日ＮＢＡ主要成員之 Harper Collins、、Random House、 Pengiun Books 

等出版社宣布退出ＮＢＡ，出版社協會已不能維持ＮＢＡ之存續，ＮＢＡ事實上 

已崩潰，故該會亦公開表示不再監視書店之降價出售行為，對該協議之成員亦不 

要求遵行維持限制轉售價之條款，且順應外在環境之變化，對ＯＦＴ之前開聲請 

亦不表反對（註四一）。 

    英國限制實務法院（以下簡稱法院）對ＯＦＴ所提出之前開聲請，Ferris 法 

官依限制交易實務法第四條及轉售價格法第十七條之規定分二階段處理，第一階 

段是檢討相關環境是否實質上發生變化；第二階段是檢討在現行環境下，依ＮＢ 

Ａ所為之限制，依限制交易實務法第十條是否違反公益？及圖書是否為轉售價格 

法第十四條之除外商品？ 

    在第一階段部分，ＯＦＴ提出下列關於相關環境發生變化之事實及法院就該 

事實之意見大概如次（註四二）： 

    １、ＮＢＡ之崩潰 

    如前述因大型出版社相繼退出ＮＢＡ，出版社協會亦表示是否出版定有書價 

之圖書，由各別出版社自行決定，是以對定有書價圖書出版之比率，法院雖無證 

據可證明，但七大出版社明確地不再出版定價書籍，而就中小型出版社部分，出 

版定價圖書或有之，但自一九九五年五月以後，己無發生引起法院注意之事實， 

幾乎所有證人均認ＮＢＡ已遭廢止或不能實施，就此法院亦認關於ＮＢＡ崩潰之 

相關環境已發生變化。 

    ２、印刷技術之變化 

    關於圖書印刷工程，因電子處理及保存，所需之成本已大幅下降，關於圖書 

規模在經濟上重要性已變小，圖書之保存可維持在最小生產量，因印刷技術之改 

變，可依需要迅速印刷。 

    ３、因印刷技術之改變致成本減少 

    因前開印刷技術之改變，出版社因初版生產量之計算致發生損生之情況，可 

大幅減少，且與一九六二年比較，現代圖書再版較便宜，且速度較快，而在一九 

二年之判決係以出版社初版生產量須慎重決定為判斷之重要事實。 

    就前開２、３部分，法院之認相關環境已發生變化。 

    ４、預約訂購大幅減少 

    一九六二年之判決中，書店於出版前，向出版社預約訂購，出版社風險係與 

書店共有為其重要考量依據，現在書店已無一九六二年那樣大量預約訂購之情形 

，書店方面之風險減少。且如印刷技術並無改變，書店之風險減少，因而出版社 

之風險即上昇，但因印刷技術之改變，初版數量下降，且可以低成本快速再版發 

行，因而預約訂購之減少，對出版社幾乎無影響。 

    法院亦認此變化為實質之變化。 

    ５、連鎖書店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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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九六二年當時幾乎不存在之連鎖書店，在現在英國發展非常快速，約占 

市場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且有部分連鎖書店，自一九九五年九月後，亦自出版 

社所建議之價格降價出售。法院關於連鎖書店成長，從以下二點，認有實質變化 

售業，係傳統書店，惟連鎖書為因應限制轉 

 

六二年之判決曾表示如無限制轉售價格制度，則超市等非傳統書店將降價或書店 

為採取市場防禦行動，將降價出售，惟連鎖書店在該案件審理時已採取降價行動 

。 

    ６、批發業之發達 

    在一九六二年圖書批發業之交易量非常少，約百分之九十八點五之零售業者 

，均係與出版社直接交易，但是依ＯＦＴ之調查，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社交易額之 

百分之十八係和批發業為之，且因批發業者提供翌日配送之服務，零售業者向批 

發業進貨，可減少庫存量及庫存之風險，故批發業對小規模之零售書店有其存在 

價值，一九九四年小規模書店交易量之百分之四十九是向批發業者進貨，且縱係 

大規模之連鎖書店，亦有百分之十一係向批發業者進貨。 

    ７、利用「附退書條件買賣」之可能性 

    在圖書交易條件上，一九六二年幾乎無「附退書條件買賣」，而在現在則成 

為一般性條款，此雖僅係將書店之風險利轉給出版社及批發業者，就參與圖書交 

易之全部當事人觀，並無取低風險，但對書店言就風險部分仍發生變化。 

    因前開６、７增加利用批發業及之變化及「附退書條件買賣」之一般化，減 

少壓迫書店經營之要素，法院亦認亦為實質變化。 

    ８、引進販賣電子顯示系統 

    販賣電子顯示（electronic point of sale） 系統，係指書店管理庫存、販 

賣，認識暢銷、剩餘書籍標題之系統，出版社如利用書店販賣電子顯示系統之資 

料，可因應需要再版發行，有助於減少書店因庫存不足所喪失販賣之風險。前開 

系統在一九六二年並無使用，但在現在大型書店則廣泛使用。 

    法院就該系統之引進，雖不認係環境實質變化，但引進該系統有助於交易條 

件之變化。 

    ９、對圖書館販賣之減少 

    在一九六二年對圖書館出售圖書，係書店交易之重要部分，但在現在，書店 

對圖書館之交易大量減少，成為專門提供圖書給圖書館業者之業務。在一九六二 

年判決係認如廢止ＮＢＡ，書店將喪失對圖書館之交易，但是在ＮＢＡ廢止前之 

一九九五年九月已產生此變化。 

    法院亦認此變化為實質變化。 

    １０、出版社對零售業者提供之利潤不同 

    一九六二年時，出版社對書店所提供之利潤是標準化的。但現在就大眾市場 

導向之書籍及一般書籍，出版社對大型書店所提供之利潤較小型書店為高。而法 

院認自一九六二年以來，書店普遍接受各種不同之利潤，其重要之點在於書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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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決定利潤之比例，為與其他書店競爭，即須提供特別服務。 

    此法院認與一九六二年書店所獲取之利潤係固定的相較，亦係實質變化。 

    １１、讀書俱樂部等非傳統零售管道之成長 

    在一九六二年時，讀書俱樂部佔出版社之銷售比例不到百分之一，而在一九 

八九年時，已上昇至百分之十二至十九，讀書俱樂部會員，在一九九五年較六年 

前，成長約百分之四十，此外，非傳統之零售管道，包括以平裝廉價書為主要商 

品而進入書籍市場之超級市場及連鎖書店。 

    透過一般書店定價販賣之圖書，在前開非傳統之零售管道，會降價出售，故 

關於此點，法院亦認係實質的變化。 

    １２、圖書現在是和未限制轉售價格之商品競爭 

    與圖書競爭商品分為二重，一為錄製朗讀書籍之錄音帶、資料庫等紀錄工具 

，在資訊來源意義上，是與圖書競爭之商品。而另外音樂錄音帶、錄影帶、雷射 

唱片等，在消費者之支出之意義上，係與書籍競爭之商品，前開商品，或係一九 

六二年後始發明、或在一九六二年雖存在，但其重要性在其後始增加，但這些商 

品，都不是轉售價格法除外規定之商品。 

    故得為限制轉售價格之商品與不得為限制轉售價格商品競爭，並不正常，且 

因網路等電子技術易於操作，圖書已非資訊與娛樂之傳統方法，就此點法院亦認 

係相關環境實質的變化。 

    至就ＯＦＴ所提出之其他二個相環境發生變化事由：書籍年度發行之數量與 

發行之冊數及雖適用轉售價格法之除外規定，但圖書價格實際上仍上漲。法院認 

該二事由，並非相關環境發生實質變化。 

    惟就ＯＦＴ所提出之前開事由，法院雖非認全部均係相關環境之實質變化， 

但認已足以證明該實質之變化，是以在第一階段，法院即支持該ＯＦＴ之主張。 

    在第二階段，被告部分則主張ＮＢＡ仍符合限制交易實務法第十條及轉售價 

格法第十四條所定之要件，其理由為如廢止ＮＢＡ，將造成有展示圖書之書店數 

量減少、書價上昇及出版數量減少，公眾所享受之利益因而喪失。 

    然法院就被告前該主張認為，在書店減少部分，一九六二年之判決固以，如 

無ＮＢＡ，則非以圖書為主要商品之非傳統零售業者，將降價出售，為推論之依 

據，而實施降價者固係連鎖書店，然連鎖書店與傳統書店在地理上係處於競爭關 

係，以犧牲連鎖書店商業自由來保護傳統書店，並不能認為有助於公益，況因前 

開第一階段相關環境之實質改變，可減少因降價造成書店倒閉之風險。 

    就書籍價格上漲方面，法院認一九九五年後之廉價小說價格上漲，雖不能忽 

視，但並無證據顯示該上漲與ＮＢＡ之崩潰有因果關係，是以不能假設ＮＢＡ之 

崩潰該上漲之原因，且大眾化之平裝書之價格，在最近幾年間一般物價上昇的二 

倍，此係限制轉售價格制度壓低價格失敗之例，是以不能認為無限制轉售價格制 

度，書價即有上漲之傾向。 

    至在圖書出版數量減少部分，被告此部分主張有二理由，即一、書店為想儘 

速將出售庫存，不願保存難以出售之圖書；二、出版社將把資源集中在暢銷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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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易於出售之圖書上，而不願出版、獎勵新作者之作品。但法院對此主張並不贊 

同。蓋出版社獎勵新作者著作之理由，乃在期待該著作能成為暢銷著作，在此範 

圍內，出版社係基於追求利潤而就該著作之出版加以準備，而非基於利他主義， 

此縱無限制轉售價格制度亦不受影響。 

    是以英國限制交易實務法院就廢止ＮＢＡ是否剝奪公眾利益之點，經檢討結 

果，認無剝奪公益之情形，故認基於ＮＢＡ所為之限制，不能認有限制交易實務 

法第十條及轉售價格法第十四條之要件。 

    綜合前開二階段之審理結果，英國限制交易實務法院於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三 

日判決（註四三），撤銷過去所為ＮＢＡ未違反公益之裁示，改判認ＮＢＡ違反 

公益，同時，關於轉售價格法除外適用上，撤銷一九六八年認圖書得為限制轉售 

價格除外商品之命令，改宣示圖書等商品非該法之限制轉售價格除外商品。 

    就ＮＢＡ廢止之前開判決，其對英國國內競爭規範之影響實值注意，該判決 

顯示英國法院對限制轉售價格制度之態度，不再認其具正當性（註四四），對英 

國現尚合法之醫藥品限制轉售價格制度，究產生何影響，尚待觀察。 

    肆、日本圖書轉售價格制度 

    一、立法沿革 

    日本在第一次大戰前，並無競爭法之規範，除部分著作物之業者外，限制商 

品轉售價格之情形並不多見，在戰後制訂之前開獨占禁止法始禁止限制轉售價格 

之行為，但在該法立法時，並無除外之規定，其後始另行修法將部分商品排除該 

規定之適用。 

    日本獨占禁止法關於限制商品轉售價格立法規範之形式，與前開德國、英國 

立法例不同，該法中並無明文具體規範限制商品轉售價格，係以授權日本之獨占 

禁止法之主管機關係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命令（一般指定）之方式，將限制商品轉 

售價格行指定為「不公平交易方法」而加以禁止。 

    依獨占禁止法第十九條之規定，事業不得為不公平交易方法，而該規定所稱 

之不公平交易法依同法第二條第九項規定係指「左列各款行為之一，經公平交易 

委員會指定足以妨礙公平競爭者。……四、不當拘束對方事業活動作為條件者。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依該規定於昭和二十八年（一九五三年）告示第一一號之 

舊「一般指定」第八項之「附條件交易」為限制商品轉售價格規範之依據，但因 

限制商品轉售價格含有對競爭秩序不良影響之內在性格，且依公平交易委員會之 

審決例、法院之判例案例觀，限制商品轉售價格有強烈阻礙公平競爭之虞，故在 

昭和五十七年（一九八二年）修訂新「一般指定」時，將該行為列為「足以妨礙 

競爭」之典型行為，單獨定義規範（註四五）。 

    依前開新「一般指定」第十二條之規定，限制轉售價格係指： 

    無正當條理由，對於購入自己所供給之商品相對人，為下列各款所示之拘束 

條件： 

    １、對於相對人決定其所販賣商品之販賣價格、維持此價格、拘束其交易相 

        對人自由決定該商品之販賣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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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決定從交易相對人購入該商品之企業，其對該商品之販賣價格，使相對 

        人令該企業維持此價格，使相對人拘束該企業自由決定該商品之販賣價 

        格。 

    此指定第一項係交易相對人為批發業時，直接限制該批發業或零售商商品販 

賣價格之行為，第二項係交易相對人雖為批發業，但透過該批發業，限制該批發 

業之下游零售業商品售價之行為（註四六），有稱前者為直接限制、後者為間接 

限制者（註四七）。 

    在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年）獨占禁止法立法時，雖禁止限制商品轉售價 

格行為，但並無除外規定，在昭和二十八年（一九五三年）獨占禁止法修改時， 

始增訂第二十四條之二限制商品轉售價格之除外規定，該規定主要內容為（註四 

八）： 

    １、本法之規定，對於生產或販賣公平交易委員會指定而品質容易識別之商 

        品之事業人，與其販賣之相對事業人共同議定或維持該商品之轉售價格 

        之正當行為，不適用之。但此價格之議訂，如不當損害一般消費者之利 

        益或如為販賣該商品之事業所議訂而違反該商品生產人之意思者，不在 

        此限。 

    ２、公平交易委員會非有左列情事，不得為前項之指定。 

         

         

    ３、第一項所稱之指定，應以告示為之。 

    ４、發行著作物之事業人或販賣其發行物之事業人，與販賣該物之相對事業 

        人共同議定或為維持該物之轉售價格，所為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 

        規定。 

    ５、第一項或前項所規定販賣之相對事業人，對於依左列各款（略）法律之 

        規定，而設立之團體，不包含之，……。 

    該除外規定之法律性質為何？在日本之學界及實務有三不同見解，有認為該 

合法限制商品轉售價格行為，本質上即未違反獨占禁止法，而當然地排除該禁止 

規定之適用，該除外規定僅係加以確認（即合法性確認說）；有認為該特定商品 

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原係違反獨占禁止法之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不公平交易 

方法，但例外地基於其他政策之考慮，而規定不違法（即純粹適用除外說）；有 

認為該限制商品轉售價格行為，不當然符合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不公平交易方 

法之要件，前者應解為特別規定，後者應解為確認其合法性（即折衷說）（註四 

九），此不同之意見，影響了公平交易委員會就前開例外商品以外商品，是否符 

合前開獨占禁止法第二十四條之二規定實質要件違法性之判斷。日本最高法院認 

限制商品轉售價格行為，符合前開舊「一般指定」第八條者，以無正當理由為前 

提，而前揭獨占禁止法第二十四條之二規定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例外地，不論 

有正當理由，均認不違法，與以確保販賣業者間競爭為目的之舊「一般指定」第 

八條之規定，在經濟政策上有不同之觀點（註五０），係採純粹適用除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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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立法理由 

    前開除外規定，係同年大幅增訂排除獨占禁止法適用相關規定之一部分， 

有認為該次修改，就排除獨占禁止法之適用部分係日本競爭政策之倒退（註五一 

），依公平交易委員會之意見該修訂主要目的係在保護中小販賣業者（註五二） 

，惟日本如前所述，除少數例外，並無限制商品轉售價格之傳統，該制度之引進 

亦非零售業之要求，獨占禁止法所採取之競爭政策，較當時其他國家為嚴格，是 

以在修法時，即考慮各國修法之基本方針，而當時在美國就消費財承認為限制商 

品轉售價格之例外，在當時西德政府向聯邦議會提出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草案 

，就商標品及出版物亦規定為限制轉售價格規適用之除外；且韓戰後經濟不景氣 

中，為保護受制於低價販賣之零售業之經濟上政策均為前開除外規定立法之原因 

（註五三）。 

    然前開立法理由係限制商品轉售價格整體規範之理由，日本限制轉售價格除 

外之商品有二種，一為經公平交易委員會指定之商品；一為著作物，但何以將著 

作物列為限制轉售價格之法定除外商品？在立法時，並無明確說明（註五四）， 

除了參照前開德國立法例將「出版物」列為限制轉售價格除外之規定為可能為理 

由外，理由有下列幾個： 

    １、商業習慣追認說：關於出版物在日本大正時期即有定價販賣之制度，故 

該限制轉售價格之制度，對消費者而言，並不陌生，故對著作物規定得為限制轉 

售價格，係對該商業上之習慣加以追認（註五五）。即以該立法解決自二次大戰 

前即在出版業存在之「定價制度」、「定價販賣」在獨占禁止法之地位之問題。 

    ２、弊害稀簿說：在出版業歷來均存在著許多出版社，並得自由進入該市場 

，是出版市場一具有強烈競爭性質之市場構造，且著作物具有個別的、非代替性 

之商品特性，限制轉售價格之危害性較少（註五六）。 

    ３、文化考慮說：書籍等著作物為維持國家之文化水準，普及文化之所不可 

或缺之商品，是有必有必要在國家內維持同一價格，例外地准許得為限制轉售價 

格（註五七）。 

    三、要件分析 

    依前開規定，日本獨占禁止法容許得為限制轉售價格之商品，有二種：即指 

定商品及著作物，所謂指定商品，係指經公平交易委員會指定之商品，而商品須 

符合下列條件，公平交易委員會始得指定，容許為限制轉售價格： 

    １、商品已為一般消費者所使用。 

    ２、商品已自由競爭。 

    但商品經公平交易委員會指定後，為限制轉售價格時，仍須受下列要件限制 

始為合法： 

    １、須為該生產或銷售品質容易識別之指定商品之事業所為之限制轉售價格 

行為。 

    ２、所為之行為屬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行為。 

    ３、非不當損害一般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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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限制轉售價格係販賣業所為者不得違反生產者之意思。 

    而著作物則係日本獨占禁止法以法律明文排除限制轉售價格規範之適用，是 

為法定限制轉售價格商品，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獨占禁止法上之著作之定義 

，無必要與著作權法上之著作物為同一解釋，應從立法意旨、商品特性、各國之 

趨勢加以考慮，而明白表示，該著作物係指：書籍、雜誌、報紙、唱片、音樂用 

錄音帶、音樂用雷射唱片等，故與前開商品同為著作權法上著作物而受著作權法 

保護之電腦程式、數據庫（data  base）、錄影帶及ＬＤ（影碟）即不在其中（ 

註五八）。惟前開「著作物」之定義包括書籍、雜誌、報紙固無爭執，但對錄音 

帶、一般唱片、雷射唱片是否應列人著作物之範籌，尚有爭執，有主張前開除外 

規定屬例外規定，應從嚴解釋，在立法時，並未明示「著作物」定義包含錄音帶 

，且雷射唱片係在立法後之昭和五十年代始開發售，對該新出現之媒體，竟認係 

屬著作物之一，公平交易委員會前揭見解，違反法的確實性、安定性之要求（註 

五九），與前開德、英規範比較，日本關於限制轉售價格之商品，除圖書外，尚 

包括其他視聽出版品，是其特點。 

    依獨占禁止法規定著作物（含圖書）與指定商品，雖均得為限制轉售價格之 

行為，但著作物與指定商品不同者，在於不須向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申請指定，只 

要符合著作物之要件，即受保護而得為限制轉售價格之行為，但著作物之限制轉 

售價格行為，仍受下列要件限制，即（註六０）： 

    １、不得不當損害一般消費者之利益。 

    ２、限制轉售價格係販賣業所為者不得違反出版者之意思。 

    ３、所為之行為屬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行為。 

    ４、對獨占禁止法第二十四條之二第五項所載適用上除外之團體，不得為限 

制轉售行為。 

    在不當損害一般消費者之利益上，著作物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規範，雖係 

保護企業而設，但對一般消費者，仍不應不當地侵害其利益，但如何始為不當地 

侵害一般消費者之利益，是否以著作物限制轉售價格之利益與一般消費者之利益 

加以比較，在該規定中並無明文規範，適用上不無疑義。此不當侵害一般消費者 

之利益，以有侵害之可能性即足，不以實發生侵害為必要。具體情形包括： 

    １、著作物之生產者，在限制轉售價格下，給與販賣業者過大差額之利益或 

折扣，但販賣者未將該利益歸於一般消費者：蓋因此將使限制轉售價格成為販賣 

商可獲得超過較一般商品銷售為多販賣利益之保證。 

    ２、限制轉售價格含有不當之高利潤者：蓋因此限制轉售價格將使生產者獲 

得高利潤。 

    ３、在限制轉售價格下，持續過度為廣告者：因過度廣告之結果，該過度廣 

告之成本，將轉嫁至著作物之價格中，由一般消費者負擔，造成消費者負擔加重 

    在違反生產者之意思方面，此要件與前開各國立法例相較，是各國之立法例 

所未見的，其目的在於防止不當低價銷售造成對生產者之不利益，故限制轉售價 

格若由販賣者為之時，應得生產者之同意，以防止販賣利益之擴大。惟有認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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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經銷商強大影響下，由經銷業所為之限制轉售價格，實際上係與生產者共同 

為之，故本規定僅有預防之功能（註六一）。 

    另著作物雖容許得為限制轉售價格，但所得為之者應係維持、決定該價格之 

正當行為，但「正當行為」之定義為何，即成問題，「正當行為」應係指合理且 

必要之行為，至其內涵詳述如次： 

    １、著作物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限於事業與「販賣該物之相對人」共同議 

定或維著作物之價格，但在同業間，則不得為之，若同業間共同為限制轉售價格 

之行為，即與前開要件不合，非屬「正當行為」（註六二）。 

    ２、關於限制轉售價格之約定，著作物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事業與其交易 

 

 

違反時，得約定損害賠償、沒收保 

證金等，均為「正當行為」。 

    ３、至就停止交易者名冊（stop list） 之散發行為，在同業間既不得為限 

制轉售價格之協議，故在同業間散發停止交易者名冊即非下當行為；至事業對下 

游之批發業者散發零售業之停止交易名冊，是否為正當行為？即有不同見解，如 

該名冊之散發行為，係以不當損害特定人之名譽或信用之方法為之者，應非屬正 

當行為。 

    ４、僅在特定之地區或特定之相對人為限制轉售行為，是否為正當行為？在 

價格混亂之地區或對轉售價格容易不同之相對人，為限制轉售價格者，如無不當 

差別待遇之目的，並未超出正當之範籌。但若在自己獨占之地區限制轉售價格或 

無正當理由，對不同交易相對人擔示不同之轉售價格，構成差別待遇時，即已超 

出正當行為之範圍（註六三）。 

    四、日本關於圖書限制轉售價格法規範之妥當性檢討 

    如前述日本容許圖書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立法，自昭和二十八年迄今引進日 

本已逾四十年，在日本經濟及產品通路之結構、交易習慣均有相當大之改變，各 

種零售商店出現，對消費者得提供之價格及服務亦呈多樣化，而消費者亦因所得 

之增加，價值觀之多樣化，消費生活、購物行為，亦因而發生變化，在此經濟、 

社會狀況之變化下為促進流通市場之價格競爭，開放日本國內市場及確保消費者 

之利益即為日本國內受廣泛支持之政策（註六四），且各國亦日益重視維持競爭 

秩序，日本之指定得為限制轉售價格之商品，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公告指定後，遂 

次減少，到一九九二年之公告僅有化妝品、藥品兩類（註六五），近年來檢討時 

，亦將是否廢止指定商品之限制轉售價格列為檢討重點（註六六），故就圖書之 

限制轉售價格部分，近年來不論是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產業界及學界，均多方 

檢討，以謀改進之道，以下試從該規範之立法理由及交易實況來說明該規定之妥 

當性。 

    依前揭說明，日本圖書之容許得為限制轉售價格之立法理由，除係參考斯時 

德國之立法例外，尚有商業習慣追認說、弊害稀薄說及被化考慮說等理由，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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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由，亦有其缺點，在商業習慣追認說上，並未充分說明須以法律追認商業習 

慣之依據為何？且在錄音帶部分，昭和二十八年時定價販賣之商業習慣，係形成 

於昭和二十六年生產者因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規定，而受處分之價格聯合行為（註 

六七），將原係違法之交易習慣，以法律使之合法化，應有其他理由，而非因係 

交易習慣，故須合法化。其次在弊害稀薄說上，在出版業，因大盤經銷商之寡占 

地位（註見後述交易實況說明），出版業之經營政策已受到扭曲，進入該市場亦 

有困難性，而錄音帶在昭和二十八年時與出版業相同，亦係寡占行業（註六八） 

，是以圖書之市場顯非一自由競爭之市場，弊害稀薄說已失其據。最後在文化考 

慮說部分，該說並未詳細說明，為何文化商品有必要限制轉售價格，且若廢止限 

制轉售價格，是否確會發生阻礙購買者與書籍間交流管道？若不發生此狀況，從 

文化之觀點，圖書即無限制轉售價格之理由（註六九）。 

    在交易實況上，日本圖書主要流通管道係：出版社─批發商─零售書店─購 

買者，出版社共有四三二０家（一九九二年），批發商約一百家，書店一九九七 

四家（一九九一年），但若以前三位供貨集中度比較，出版社占百分之二十五點 

八，批發商占百分之六十九點三，前三位之零售書店占百分之七點二（註七０） 

，三者相較，批發商集中度相當高，尤其是前二家批發商對日本圖書之通路擔負 

著主導之地位。而圖書之交易形態，可分為委託販賣（實質上係附有退還商品條 

件之買斷）、買斷制及普通委託販賣等，但在買斷時，事實上亦承認可退還該商 

品，故買斷與委託之區別並不明顯。 

    日本獨占禁止法雖容許圖書得為限制轉售價格之行為，但並非謂生產者或販 

賣者有為限制轉售價格之義務，是否限制轉售價格，由出版社自行決定，但實際 

上，出版社與批發商間、批發商與書店間幾乎均定有限制轉售價格契約，且批發 

商以締結限制轉售價格契約為交易開始之條件者之情形很多，幾達占半數以上，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為導正出版業者將所有之出版物均成為限制轉售價格客體之 

行為，在昭和五十五年（一九八０年）曾指導業者採取部分限制轉售價格制度（ 

以出版社之意思而決定是否為限制轉售價格）及時限限制轉售價格制度（即在發 

行一定期間後，排除限制轉售價格契約之適用），並曾於同年十月制作模範契約 

書供業者參考，但實際上該二制度未完全實施（註七一）。 

    在圖書之業者方面，所主張限制轉售價價格必要性之理由，除認圖書係文化 

商品不適宜為競爭外，主要理由為： 

    １、與前開文化考慮說相近，認圖書係對教育、學術、文化發具有貢獻之媒 

介，讀者就該教育、文化有平等享受之權，若廢除限制轉售價格制度，則因地區 

、書店不同，即有不同之售價，對讀者將有不公平之感。 

    ２、廢止限制轉售價格後，因大型零售書店大量進貨，並削價競爭，原來所 

施行之前開委託販賣制即無法施行，書店中將不會存有較不易出售、具有高風險 

之圖書，書店備有各種圖書之制度亦無法持續，況因書店間激烈競爭，造成部分 

書店倒閉，書店之數目減少，使無書店之地區增加，讀者購書之便利性亦將到損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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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因限制轉售價格制度及前開委託販賣制之存在，出版社始會出版須長期 

販賣始能回收之各種圖書，並因此使出版社得以安定經營，出版活動更加活潑， 

實質上確保了言論及出版自由，再轉售價格制度如廢除，因書店數目減少，出版 

社即不會再發行各式各樣之圖書，特別是販賣速度較慢之專門書籍，其結果將有 

損圖書之多樣性。 

    ４、限制轉售價格制度廢除後，因圖書通路並無充分發揮效率，可能因而增 

加流通之成本，其結果書籍、雜誌之價格上漲，對購買者而言，甚為不利（註七 

二）。 

    但是，就其他生活必需品，因禁止限制轉售價格，而認得為價格競爭，並不 

發生確保生活必需品公平享有之問題，是以認須承認圖書之限制轉售價格，始得 

確保圖書之公平享有之見解，顯無依據（註七三），相反地，因限制轉售價格， 

同一圖書，在全國各地同一價格，實質上反否定了圖書之公平享有（註七四）， 

因為如在全國同一價格時，負擔流通成本之大盤經銷商自無意將圖書送至偏遠地 

區，尤其是對可能退書率較高之圖書，情形更是嚴重。且因全國係同一價格，書 

店販賣圖書所得之利潤，將因地區不同而異，在東京地區之書店之獲利潤將遠高 

於偏遠地區之書店，進而新書出版時，採大量配售自較一本本處理之預定方式更 

能獲利，故對單價低之訂購書，書店自不歡迎（註七五）。 

    在書店店面之陳列、須備有各種圖書方面，限制轉售價格實際上亦不能確保 

書店之陳列、須備各種圖書形態之存在，例如：在書籍方面，不僅是專業書籍， 

甚至一般書籍，消費者常有在一般書店無法購得所需之書籍情況，縱係透過書店 

以訂購方式買書，也因流通系統之僵化，而耗費時間，所以消費者往往須至大型 

書店，始得購得所需之書籍。且因價格一致，週轉率或獲利率較低之書籍，書店 

之販賣意願即低，況在限制轉售價格制度下，因流通管道固定，中小型書店較多 

，縱使批發經銷商將多數書籍送到書店，限於空間問題，書店亦不可能全部陳列 

於店面，其結果，因書籍送到書店，也不可能長時間陳列，過了不久該書即退回 

出版社成回頭書，故限制轉售價格制度對書籍消費者而言，實際上是否可確保購 

書之機會或便利性，實有疑義（註七六）。 

    在解釋論上言，日本現行圖書限制轉售價格之行為，依其交易實況觀，應已 

超出前開限制轉售價格規定之要件之範圍，蓋依前開說明，日本關於容許著作物 

限制轉售價格之規定，於不當損害一般消費者之利益、違反生產者之意思之限制 

轉售價格為違法，對以消費者相互扶助團體為交易相對人時，不得為限制轉售價 

格，是為例外，在日本不承認部分限制轉售價及限時限制轉售價之批發經銷商所 

主導限制轉售價格，顯己超出前開適用除外之界限（註七七），即依日本現行書 

籍、雜誌之交易形態，顯己損害一般消費者之利益，而無限制轉售價格除外規定 

之適用。 

    然在日本學界亦有主張書籍限制轉售價格制度有其特殊性，非以出版社對流 

通過程有支配力為要件，與一般商品之限制轉售價格不同，對公平競爭之阻礙較 

弱，況如交易形態及大盤經銷商支配力之問題未解決，縱使廢除限制轉售價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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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委託販賣制度下，前開問題仍維持現狀而無法解決（註七八），亦值注意 

。 

    伍、我國圖書限制轉售價格制度分析─代結論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十八條關於限制商品轉售價格原採原則禁止，例外准許之 

體例，但因例外得限制轉售價格之商品，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告，而公平交易 

委員會自該法立法後，並未公告任何得限制轉售價格之商品，是以實際上，我國 

公平交易法關於限轉售價格與無例外之情況相同。而在八十八年二月三日修正公 

布之公平交易法刪除該例外規範，是以我國公平交易法關於限制轉售價格之規範 

，係採取絕對禁止之規範（註七九）。 

    就圖書之限制轉售價格規範部分，在八十八年二月三日前，因公平交易委員 

會並未公布任何得為限制轉售價格之「日常用品」，是以在我國縱於公平交易法 

修法前，亦無任何得限制轉售價格之商品，是以事業如就圖書有限制轉售價格之 

行為均為違法，如公平交易委員會八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處分中認中央文物供應 

社股份有限公司就其所經銷空中大學教科書之經銷合約第五條定：「售價以定價 

為準，並不得加（減）價售出，一經查覺，則為違約，甲方得宣佈本契約終止， 

除沒收乙方押金外，並得負甲方一切損失之損害賠償責任。」係構成限制轉售價 

格行為（註八０），另該會就南一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對其所出版之教科書訂定建 

議售價表，且並無讓經銷商及門市書局得以自由訂價，如有違反即給予停止供貨 

之處罰，認構成公平交易法第十八條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註八一）而為之處分 

等均屬之。由以上二案列可知，我國圖書「定價」制度與其他制裁手段結合，發 

生限制轉售價格效果。 

    我國公平交易法對圖書限制轉售價格之規範，依形式觀之，雖甚嚴格，然對 

前揭外國立法例較重視之書籍定價制度，公平交易委員會復採取較寬容之態度認 

不能僅以書籍上印有價格，即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八條之規定（註八二）， 

二者相較似有矛盾，顯係對現行圖書經銷通路制度之妥協（註八三）。 

    綜上所述，就就我國關於圖書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法規範與前開德、英、日 

比較，可得幾點結論： 

    一、，德、日明文規定圖書得為限制轉售價格，有其歷史背景，但文化政策 

之考量係最重之因素，從而衍生文化政策與市場之自由競爭發生衝突時，應以何 

者為優先之問題，自由競爭是否完全不能受挑戰？深值吾人探究，在德、日關於 

圖書轉售價格法制部分顯然文化政策之考量已超對自由競爭秩序之維護，而我國 

就此問題應以何方向應有討論之空間。 

    二、就日本就圖書限制轉售法制之討論言，可見時間因素對競爭法制之影響 

，隨著市場之變化，競爭法制應採取較具彈性之規範，使執法機關得以因時而有 

不同作法，使競爭法制得以充分發揮其效能，從而我國圖書限制轉售價格法制之 

規範似過於僵化，執法機關能發揮之效能即相當有限，是否足以面對多變之圖書 

及相似產品市場之競爭，實有疑義。 

    三、鑑於圖書之特性，我國應就圖書限制價格之法制加以檢討，其方法在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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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就圖書出版業限制轉售價格之現況、圖書之通路及圖書本質上之特性加以充分 

調查、檢討，以決定圖書是否有限制轉售價格之必要性，如認圖書無限制轉售價 

格之必要，就現行圖書出版業廣泛使用之圖書印上定價，出售給下游業者之行為 

，應與其他產品相同視為之，予以相當程度之規範，防止以該方式實質上達到限 

制轉售價格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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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of book prohibited by section 18 of Fair Trade 

Law in Taiwan,R.O.C. But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of book is legal in 

Germany, Japan. It was legal in U.K. before 3.13.1997. 

This report is to discuss, analyze the  history  and provisions of 

regulation of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of book in Germany, Japan and 

U.K. 

In last of this report is to describe the decisions of Fair Trade 

Commission about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of book in Taiwan, R.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