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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維持轉售價格制度的出現，產業經濟學的傳統學派與芝加哥學派分別提出不同之論

點。傳統學派仍然延續一向之主張，以市場力量為解釋的核心，認為維持轉售價格是市場

交易之一方受限於他方而出現的制度，因此它對市場的競爭維持會有傷害之影響。相對

的，芝加哥學派則主張，維持轉售價格之產生，係因經銷商提供額外服務時產生了市場失

靈時，製造商所想出的矯正手段。最後，市場的產品價格將因此而上升，然而額外服務也

可能帶來更多的市場價值，所以最終維持轉售價之制度，可能反而爲社會帶來整體福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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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緣於不同主張理論的依據，在政策上因此產生不同的看法，傳統學派認為必需加以管

制；相對的，芝加哥學派認為應予以鼓勵，否則與其他垂直整合策略比較，可能因為法律

上對前者較嚴，對後者較寬，而誤導廠商選擇成本較高之經營策略，反而不利於整體社會

的利益。 

然後依據 Scherer 與 Ross 的修正模型，發現維持轉售價格因額外服務確有提高需求的

效果，有利於社會福利的提升，但考量基本消費者與邊際消費者之差異，在特定情況下，

仍可能形成整體社會福利水準的降低。 

壹、維持轉售價格的意義 

依據公平法第十八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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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前手

製造商產品售予後手經銷商之後，不能再對其售價進行干預。當代經濟活動，製造商

（manufacturer）產品製造之後，絕少直接售予最終使用者（end users），或消費者

（consumers）。一般的銷售手法是先售予經銷商（distributor）或代理商，然後再轉售與一

般的消費者。如藥品、機車、化妝品等工業產品，大都依循此銷售模式。即使是農產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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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米食，亦大都遵循此銷售型態。換言之，在當代經濟活動中，產品的生產者或製造

者與使用者或消費者的關係，透過中間配銷商配銷是常態，直接售予消費者則為例外。這

種發展趨勢也顯示了經濟活動專業分工的結果。 

市場上，生產者或製造商的人數一般不會太多，經銷商的人數則相對較多，經銷商為

爭取更多交易的機會，以獲得較高的利潤，經常會採行「削價」的手段。對生產者或製造

商而言，「削價」的動作，有時會造成其產品為低品質的印象。同一品牌產品經銷商間的

競爭，對製造商而言，將帶來許多不確定結果，所以經銷商彼此的競爭，可能影響製造商

的利益，是製造商所不樂見。因此，在大部分的情況，製造商會在將產品售予經銷商時，

為達成市場價格的統一，對其轄下的經銷商售價、或零售價格或再轉售的價格，進行一定

的限制，而此種約制的行為即為公平法所規範的維持轉售價格。如圖一所示，上游為製造

商，中游為經銷商，而下游為零售商，最後則為消費者。製造商將產品售予經銷商時，即

對經銷商的批發價格採行限制之行為，或是對零售商的零售價格進行限制時，均稱為「維

持轉售價格」之行為。 

事業與下游的他事業，或再下游的他事業，訂定維持轉售價格的約定，其約定無效。

亦即事業間有維持轉售價格的約定，不但不受法律對契約約定的保障，約定之當事人，若

依法請求簽約人履行該約定，而且該行為不利於市場競爭時，還可能涉及公平交易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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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條的違反。 

 

製造商 

 製造商  

經銷商 零售商 消費者 
販售 販售 販售 

製造商與經銷商限制其銷售價格 

(A) (B) 

【圖一】維持轉售價格例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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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維持轉售價格的類型 

維持轉售價格依製造商與經銷商的約定內容，一般可區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一、固定轉售價格（fixed resale price）：是指上游製造商要求下游經銷商，依照指定的單

一價格出售產品，不能提高價格，也不能降低價格。這類型的維持轉售價格是限制最

嚴格的，它讓下游的經銷商沒有任何調整價格的空間，它對下游的銷售市場，最可能

形成同一品牌統一訂價（fixed pricing）的情形。 

二、最低轉售價格（minimum resale price）：是指上游製造商對下游經銷商的售價，要求

不得低於此約定價格，亦即他要求售價有一定的下限。所以此類的限制了下游經銷商

降價的空間，但對調高價格並未加以禁止。惟若原始所訂的下限價格很高時，對經銷

商而言，其所能決定的價格空間仍十分有限。「價格」競爭是廠商在市場上最重要的

手段之一，而其競爭的策略大都以降價為主，所以最低轉售價格的限制，對市場競爭

的影響並不亞於統一訂價限制的情形。 

三、最高轉售價格（maximum resale price）：是指製造商要求經銷商的轉售價格，不得高

於一既定價格水準。這種情形大都發生於專利或具有顯著市場力量的產品，製造商給

予經銷商的批發價格，經銷商有相當的加成（markup）空間，製造商擔心經銷商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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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市場力量，把產品價格加到太高水準，一方面影響產品銷售量，一方面有損製造商

的形象。由於最高轉售價格的訂定，讓經銷商有將價格向下調整的空間，其限制似乎

有利於消費者，被人責難的程度較前面兩種型態的維持轉售價較為緩和。而最近的學

理也都證明最高維持轉售價格對市場競爭的危害不足為道，在法律可採放任的態度，

不需像前兩種類型，採嚴格管制1。 

四、區間轉售價格（range resale price）：是指製造商對經銷商價格的限制，訂有上下限的

程度，經銷商的售價落於上下限的界限時，可被製造者認同。乍看之下，區間轉售價

格是最高與最低轉售價格的綜合體。事實上，若上下限價格的區間有限時，例如不得

高於或低於製造商建議價格的 1%。其效果，則可能會更接近固定維持價格之情形。

不管如何，由於區間維持轉售價格對價格的調整空間，做了一定的限制，事實上已對

市場價格調整空間產生若干的傷害。 

參、公平法對事業維持轉售價格的規範 

依據公平會出版的「認識公平法」的說明2，維持轉售價格的規範大致有下列四項： 

一、製造商不得以無效之約定限制交易相對人 

                                                      
1
 見陳志民（1999）接續性獨佔，共謀理論、與最高價格維持約定。 

2
 認識公平法，增訂第十版，頁 21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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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商與經銷商的銷售契約，若訂有限制轉售價格的條款，依據公平法第十八條的規

定，此部份之約定應屬無效。製造商不得以此項約定對抗與其交易之經銷商。然則過去實

務上經常可見，上游製造商常藉由經銷商違反該無效約定為理由，而對該特定經銷商採行

斷貨或停止經銷關係，從而產生限制競爭或妨害公平競爭的情形，而有違反公平法第十九

條第二款差別待遇之規定。 

二、維持轉售價格的規定所禁止者為上下游確有實際交易之行為 

公平法第十八條的規範之情形，係限於上游製造商將產品轉售出去後，仍對下游廠商

售價採行限制的行為。但若上下游間存在為代銷關係，如民法債權篇的代辦商及行紀時，

由於上下游彼此之間並不存在轉售的行為，物品的所有權仍屬於上游事業，二者之間的約

定價格並無維持轉售價格的問題。 

是故，為避免上游事業假「代銷」之名，而試圖規避公平交易法的規範。上下游事業

是否處於代銷關係，公平會不僅僅會從契約文字形式做判斷，也會就雙方契約之實質內容

加以考量，以瞭解交易的風險由誰負擔，所有權是否已移轉等情節加以分析。以確保維持

轉售價格的規定的適用，不因事業的投機行為而得以避免。 

三、上游事業的建議價格若沒有強制性，則不受規範 



 
74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公平法第十八條的規範，係指上游事業對下游交易相對人轉售價格的強制限制。若情

節為上游事業僅對下游交易相對人的轉售價格提供建議價格，實質上並不具強制性時，則

此建議價格不屬於第十八條的規範範圍。例如實務上，大多數的上游出版商對下游經銷商

的書籍價款，會提供一定的「建議價格」，但不會強制要求其不得打折，或約定最低的打

折數。是故，主管機關應當不會僅由出版物上印有建議訂價，而即認定出版商有公平法第

十八條維持轉售價格的違反。 

四、違反公平法第十八條的處罰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八條的事業，依公平法第四十一條前段的規定，公平會得限期命

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的更正措施，並得處罰新台幣 5 萬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

鍰；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依公平法四十一條後段，得繼

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新台幣 10 萬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換言之，公平法對事業違反維

持轉售價格的規定，只有行政罰不涉及如獨占力濫用、聯合行為的刑罰處罰。 

肆、維持轉售價格制度出現的經濟理由
3
 

                                                      
3
 本節之分析參酌Martin（1994）ch17，p49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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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轉售價格制度之所以在垂直市場的交易中出現，一定有其發生的原因，經濟學者

對它的存在，基本上提出兩種解釋，一是比較傳統的，較偏向「結構—行為—績效」的研

究方法，著重的是以市場力量（market power）為解釋的核心。另一種解釋則起源於芝加

哥學派（Chicago School）的詮釋，他們認為維持轉售價格之最大作用在於防範零售商對

配銷服務（distribution service）的搭便車（free rider），亦即它的分析重點在於以市場失靈

（market failure）為處理的核心。傳統分析法又因發動主體的不同，可區分為：1.零售商

市場力量，2.製造商市場力量，3.雙邊獨占（bilateral monopoly）等三種說法。以下我們依

次加以說明傳統學派的三種說法與芝加哥學派的市場失靈說： 

一、零售商市場力的說法 

（一）零售商發起的維持轉售價格 

零售商市場力量的說法，是指零售商借助製造商維持轉售價格的制度，意圖達成強

制、監督零售商遵守最低轉售價格（minimum resale price），以順水推舟的方式完成零售

商們的勾結行為目的。寡占理論告訴我們，廠商卡特爾的根本要件：第一、成員要能達成

協議（agreement），第二、協議必需能夠執行（enforcement）。而最低轉售價格制度的施行，

一方面使零售商成員無形中訂下相同價格出售產品的協議，另一方面則透過製造商的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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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對不遵守成員不予供貨的威脅，使協議可以容易執行。 

什麼樣的市場情況最容易達成零售發起（dealer-sponsered）的維持轉售價格呢？大致

而言，它必需所有的製造商都施行維持轉售價格制度，以及領導零售商要有若干的市場控

制力，此二條件是維持轉售價格能夠成功的要件。如果維持轉售價格不能涵蓋所有的製造

商，消費者對不同廠商的產品又沒有太大偏好差別的話，採行維持轉售價格制度的零售業

一旦提高售價時，消費者會將購買移向其他未採行維持轉售價格的產品。也就是說維持轉

售價格的制度必需及於全體製造商一體適用，才能產生較大的效果。如果只有少數製造商

採行維持轉售價格，產生的效果只是個別產品品牌內（intrabrand）的限制效果。 

另一方面，零售商發起的維持轉售價格要能成立，零售商群非有若干的市場力不可，

否則無法說服製造商採行維持轉售價格制度，強制提高零售價格，因為零售價格提高可能

造成最終產品銷售量降低，製造商利潤減少的不利結果。 

為什麼製造商會接受零售商的要脅，而使自己可能處於不利的地位。說穿了也是相互

利用，有些製造商產品的銷售經常有求於零售商，特別是有些商品處於不方便的配銷通路

上，尤其需要零售商提供特別配銷服務的協助，而這些特別配銷服務，例如銷售人員的促

銷，對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常常又占有重要的的決定因素的情況，尤其容易產生零售商發起

的維持轉售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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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審慎的產業研究，早期的學者Yamey（1954）發現零售業所發起的維持轉售價格

盛行於美國、英國、法國的藥品產業。Bowman（1955）的研究則發現它存在於美國的化

妝品產業和酒類產業。這些產業的特性是零售商組織嚴密、活力很強。此外，零售商當時

支持維持轉售價格的目的，不僅在於提高產品售價，進一步的是，防止市場上大量行銷

（mass marketing）組織和折扣零售（discounting retail）通路的出現，以及其對傳統零售

商的威脅，也是追求的目標之一。 

（二）芝加哥學派的反駁 

對於主張維持轉售價格的出現是零售商卡特爾發起的說法，芝加哥學派學者深不以為

然，他們分別提出四項論點逐一加以反駁4： 

1. 在零售階段的市場一般有大量的競爭者，零售市場卡特爾不可能成功。 

2. 零售階段市場有大量的潛在進入者（potential entry），零售市場卡特爾不太可能

成功。 

3. 成功的零售商卡特爾將減少製造商的利潤，製造商有阻止它成立的動機。 

4. 產品差別化是維持轉售價格的先決條件，它將使成功的寡占協調（oligopolystic 

coordination）不可能。 

                                                      
4
 見 Ornstein（1985），p41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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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學派的說法中，尤其是第 4 點的意見頗有道理，因為若干經銷者可能因為基於

有利的區位或者有利的形象，必然沒有與其他經銷商合作的意願。另外如果製造商的產品

存在差異化時，製造商會有較佳的品牌形象，也將較有能力對抗經銷商，這也是製造商不

易與經銷者合作的理由。 

（三）Porter 的辯駁 

芝加哥學派反駁的第 1 點與第 2 點理由，全都集中於市場結構，如果果真全如芝加哥

學派所稱，零售市場接近完全競爭型態，市場上有許多小廠商且進出市場自由，則要達成

零售商卡特爾確實不可能。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零售商市場到底是不是屬於競爭性市場。

對於零售商市場結構的認定，Porter（1976）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就傳統零售商而

言，他不會把消費品銷售到全國性的市場，零售市場的範圍一般只侷限於某些小區域內或

某一小城內，通常是只容許消費者開車五分鐘可以到得了的地方為範圍，在方便的據點上

讓消費者購買它所需要的產品。換言之，零售商的市場範圍有地方化的傾向，因此「實務

上」相關的零售市場的零售據點集中度將會很高，通常二到五家零售據點便可能形成一個

市場或一商圈。果真如 Porter 所云，實際的零售市場是較接近寡占市場，而非如芝加哥所

主張的零售市場為競爭性市場，如此則零售商彼此的依存性就相當高，成立零售商卡特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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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即屬較高5。 

此外，若再考慮現有廠商實質資產（physical asset）和人力資產（human asset）限制

的存在，零售市場的潛在進入者，要進入市場可能就沒有像想像的那麼容易。例如實質資

產，零售的藥商可能要投入大量冷藏設備，才能保證藥品品質的穩定，而該項設備又不能

移作他種之用途，屬於沉入成本（sunk cost），如此一來它便形成新進者進入市場的障礙。

又如人力資產，銷售人員可能是經銷者最重要的人力資源，尤其是在不方便的行銷道路

上，而新進廠商除非自己能夠培養所需人才外，否則就需向現有的零售商挖角，挖角當然

要付較高的薪水，形成較高工資的壓力，也同樣造成新進者進入市場的障礙。 

（四）小結 

產品的配銷如果需藉助不方便（nonconvenience）通路，則零售商對製造者就可能有

較大的談判力，要求製造商配合執行維持轉售價格，形成零售商發起的維持轉售價格制

度。學者 Sharp（1985）利用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ission, 簡稱 FTC）

資料研究，也證實這一點。如同 Sharp 所指陳的，若零售商為異質，製造商容許接受經銷

商的壓力，製造商的領導者在沒有正式的經銷卡特爾下，依然會採行維持轉售價格制度，

維持轉售價格遂變成了統一訂價暗地裡勾結（tacit collusion）的工具。Sharp 指出經銷商發

                                                      
5
 Porter（1976b），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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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維持轉售價格大概佔了所有維持轉售價格的 80%
6。 

二、製造商市場力量的說法7
 

（一）製造商市場力量的理由 

維持轉售價格制度有利於製造商勾結的理由，是製造商成立卡特爾以後，若想削減卡

特爾價格，增加產品的銷售量，他能採行的手段有兩種：一是對經銷商採行公開削價，二

是給予經銷商秘密折扣，並說明折扣能反應到零售價格上。但是如果產業內有全面維持轉

售價格之後，製造商則不敢公開降低經銷商的批發價，製造商卡特爾的穩定性便因而獲得

增強。另外，製造商維持轉售價格的功能是它讓製造商可以避免或減少來自經銷商要求的

壓力。如果沒有維持轉售價格制度，零售價格完全任由經銷商自己決定，則一些有效率或

自主性較強的零售商，可能會為擴充市場而降低行銷加成（mark up），失去市場銷售量的

經銷商，則可能回過頭來要求供應商或製造商降低批發價。如果雙方存在排他的配銷關係

時，製造商則需面對經銷商棄它高就的威脅；如果雙方存在一般的配銷關係，零售商經銷

許多品牌，經銷商可能因此減少該品牌的銷售，增加其他品牌產品的銷售。然而若市場製

造商建立卡特爾組織，又施行維持轉售價格制度，則可大大降低此種來自經銷商的壓力。 

                                                      
6
 Martin（1994），p496. 

7
 Pitosky（1978），p15-16. 



 
 維持轉售價格的研究 81 

 
 

總而言之，維持轉售價格的存在，一方面使製造商很難以隱蔽方法降低其寡占價格，

使卡特爾組織的穩定性增加；另一方面則使製造商容易用來對付來自零售商方面的壓力，

有利於市場勾結行為的實現。 

（二）芝加哥學派反對的理由8
 

芝加哥學派的學者，在理論上雖然承認維持轉售價格有利於製造商的卡特爾組織的穩

定性，與其運作的正常化，但在另一方面又認為它在實務上的意義有限。例如 Posner 就

認為維持轉售價格增強勾結的效果取決於每一位零售商只代理一家製造商產品的條件，而

此情形在市場的實務上並非正常現象，而是一種例外。零售商經銷許多種品牌才是常態。

因此零售商有降低批發價提高產品的購買與努力銷售的動機，如此將使製造商受到欺騙，

零售商則有獲利的機會，而此種形態的行為在正常的維持轉售價格下並不易被發覺。

（Posner（1977），p.9） 

Bork（1966）也贊成上述的結論，他認為如果零售商與製造商之間不存在排他性承銷

基礎下，製造商很難用維持轉售價的格制度發覺同業間的欺騙。零售商承銷的品牌超過一

家以上，他將可傳播任何一家製造商降價的消息，逼迫或誘發其他的製造商也跟著降價。

因為降低價格的消息在非排他性零售網的傳播非常快速。 

                                                      
8
 Martin（1994），p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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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ser（1960）則提出燈泡製造商的例子，說明通用公司（General Electric）、西屋公

司（Westhouse）和其他的公司，利用執照的卡特爾方式施行維持轉售價格制度，在此計

劃下，如同 Posner-Bork所預測的，經銷商最後變成排他性的代理者。 

Bork 也指出製造商秘密的減價，可增加經銷商的利潤，經銷商則增加非價格的策略

以增加產品的銷售數量，進一步提高減價製造商的市場占有率。相同的論點也由Bowman

（1955）所提出，他認為以維持轉售價格解釋製造商的卡特爾不太可信，原因是製造商極

端薄弱的協議假設，只要稍微的挑撥，卡特爾就很容易解體。 

上述 Bork 和Bowman 對於維持轉售價格不能完全解釋製造商的寡占協調，基本上是

對的，但有一點不可忽略的是維持轉售價格的存在可能使製造商比沒有維持轉售價格時更

容易協調，這是它存在的價值。 

三、雙邊獨占（Bilaternal Monopoly）9
 

經銷商卡特爾理論特別強調經銷商提供特別服務的情況，經銷商將對所有的生產者產

生相同的強制壓力，特別是那些品牌比較弱的生產者。而討論製造商卡特爾理論的學者，

則認為若每家經銷商只代表一家製造商的條件在實務上能夠成立，則製造商卡特爾成立就

相當可能。 

                                                      
9
 Martin（1994），p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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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不管是經銷商卡特爾或是製造商卡特爾，都是利用市場力量的運作對抗相對的

經營者。而雙邊獨占理論所強調的是上述兩種理論的統合，主張二者利益衝突不會經常發

生。 

維持轉售價格的雙邊獨占理論，原本起源於芝加哥學派，是為證明公平交易法允許州

內維持轉售價格的政策合法。後來芝加哥學派將它放棄，反而成為結構－行為－績效理論

的主張的一部分。 

Bowman（1952）認為在許多維持轉售價格的例子，是製造商和經銷商聯合支持以增

加雙方市場力量的結果。學者Bowman（1955）的基本理念，是製造商與經銷商二者採行

互惠原則，製造商對經銷商提供維持轉售價格，而經銷商則同意不協助其他製造商。在製

造商階段這方面，造成潛在的進入者必需承擔製造市場進入與銷售市場進入兩個階段的成

本，或必須經由製造商協議外的經銷商配銷產品。市場進入成本的增加將使製造商能以較

高的批發價批發商品，製造商與經銷商則相互增強彼此的市場力量，並相互共享其經濟利

潤；Bowman 並認為像書籍的出版與發行，壁紙、威士忌、時裝等行業的情況最符合上述

雙邊獨占卡特爾理論。 

Porter（1976）進一步的擴充Bowman 的說法，解釋經銷商影響製造商的來源。Porter

認為經銷商在製造商與經銷商聯合環境下的談判力，在於它對產品差異化的貢獻。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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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轉售價格最可能發生的機會在於經銷商對商品有顯著的促銷能力，或者是經銷商對

產品差異化貢獻很高的時候，……，經銷商對產品差異化的貢獻是市場力的主要來源。」

因此，維持轉售價格增加產品差異化，使製造商與經銷商的共同目標－利潤結合在一起。 

四、芝加哥學派學者的說法——市場失靈10
 

對於維持轉售價格的出現理由，芝加哥學派的學者認為是製造商對配銷服務市場失靈

的反應。「市場失靈理論」的先決條件是製造商產品的需求依存於經銷商的服務，這些服

務必需針對製造商產品，而且要能防止零售商分開取價。例如售後服務例子，就不符上述

要件，因為它常被經銷業者與產品分開取價。 

最重要的例子是售前產品的展示服務，特別是對不方便配銷通路的產品需求有顯著的

效果。製造商希望經銷商對他的產品增加售前服務，以增加產品在市場上的需求，而經銷

商又不能對此售前展示服務收取費用，但是製造商可以以降低批發價方式給予經銷商較大

的利潤做為補償，以彌補零售商對售前服務做較大投資。但是若不進一步對產品售價進行

約定，很快的「市場失靈」的現象就會在市場上出現。例如假定製造商降低批發價，有些

經銷商依製造商的約定，提供特定的服務，而有些經銷商則陽奉陰違，實際上並沒有進行

這些售前服務，因此他的成本就變得比提供服務的經銷商便宜，可以以較低的售價出售產

                                                      
10

 Martin（1994），p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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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不想要此種售前服務的消費者，即可前往零售價格較低的經銷商以低價購買產品，或

者是到提供售前服務的經銷商處消費「售前服務」，然後再到低價經銷商處以低價購買產

品。因此提供服務的經銷商得不到銷售增加的補償，最後勢必會停止該項服務的提供，對

製造商產品的銷售產生不利的影響。 

投機的經銷商以低價出售產品，搭其他提供服務經銷商的便車，造成提供服務經銷商

利潤的減少，最終將危及製造商的利潤極大化決策。但它並不代表所有的搭便車行為都表

示產品的市場失靈。有些消費者，特別對產品性質有所瞭解的消費者，他可能偏好低價位

低服務的組合，而不願付高價購買高價位高服務的產品組合。經銷商較製造商接近消費

者，將有較佳的機會體察市場的動向，所以與其說「配銷市場失靈」，還不如說僅僅是產

品配銷過程的市場運作出差錯。 

不可否認的，有了維持轉售價格制度後，製造商對經銷商便可師出有名的要求他遵守

最低價格的規定，使得即使不做服務的經銷商也不能再以降價求售，傷害到規矩提供服務

的經銷商。沒有投機的機會，經銷商最後必會遵照製造商的預期，提供售前的服務。維持

轉售價格制度的施行，即可獲得阻止「品牌內」價格競爭的效果，製造商與其他的競爭者

在經銷階段中只能採行非價格競爭，而零售價格維持愈高，經銷商將投入更多資源於服務

上。透過零售價格的調整，製造商可獲得極大化利潤所需要的特別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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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轉售價格的「搭便車」解釋對製造商階段的新進者特別可信，在製造商保證高零

售價格場合，引導經銷商促銷新產品應當相當有效，因為這個時候維持轉售價格可以讓製

造商對他的產品尋求更多的配銷通路。搭便車的產生是由於產品的行銷經由不方便通路配

銷的結果，若在經銷商事前的銷售努力能夠影響需求的情況下，最容易發生搭便車的情

事，這種說法與 Porter 的主張相符合。依此看雙邊獨占理論與芝加哥特別服務的理論並不

衝突，反而有互補的作用。也就是說市場力量與「市場失靈」的解釋並不互相排斥。「雙

邊獨占理論」分析提供擁有市場力量的相對廠商在他們自己的市場有合作的誘因，投資於

產品差異化以加強其市場地位。相反的，「搭便車理論」則提供除非有一些方法能夠阻止

市場的非合作經銷商，否則製造商與經銷商的合作不會進行。 

當然搭便車的理論也不是萬能的，對於不需要特別服務的產品，它即不能提出有利的

解釋。1970 年的 Levi Straus 的藍牛仔褲則為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在這些情況下的維持轉

售價格，最近已由搭便車一般化到解釋為經銷商對「產品認知」品質的影響。即使是經銷

商不能提供特定的服務，但是製造商的需求可能因其透過高品質的行銷網路形成有利的影

響，在此環境下，配銷的品質則可形成產品品質的保證。（Marvel & McCafferty, 1984） 

五、維持轉售價格的福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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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靜態福利效果11
 

芝加哥學派學者的福利效果是直接的，它的方法和獨占的福利測定相同，有獨占力量

的廠商造成的社會福利損失的手段是限制產出。因此維持轉售價格造成產出限制即造成社

會福利損失；反之，若造成產出的增加時，則政策效果為社會福利的增加。因此觀察維持

轉售價格的結果是形成產出的增加或是減少，就變成重要的衡量指標。大致而言，製造商

不會以限制產出為手段，大部分的情形會先設定利潤極大化的批發價後，製造商將盡可能

的壓低配銷利潤，如果製造商利用維持轉售價格強制零售商限制出售的數量，只會使它本

身的利潤減少。換言之，製造商在本身利潤的追求中，不會以減少社會福利為代價。 

隱含在上述說法的背後，事實是指維持轉售價格制度的設定，並不改變水平市場結

構。換言之，零售市場是競爭的，由零售商產品差異化的策略，對製造商市場力量並未能

產生貢獻。假如上面的說法不對，製造商將有增加零售商利潤的誘因，因為零售商的策略

能夠增加製造商的市場力量。 

以數量限制做為福利測定，基本上犯了需求曲線固定的缺點，事實上製造商採行維持

轉售價格制度，造成零售商提供特定的服務則有引發市場需求曲線向外水平移動的功能，

類似於廣告對產品需求的影響，然而擁有市場力量的廠商可能採行過多的廣告，不利於社

                                                      
11

 Martin（1994），p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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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資源配置。同樣的道理，也有可能個別製造商為追求自己利潤，做出有害於社會福利的

行為。 

更重要的是芝加哥學派的分析未能區別邊際消費者（marginal consumers）和基本消費

者（inframarginal consumers）兩者效果；所謂的邊際消費者是指沒有額外服務就不買產品

的消費者，而基本消費者是指沒有這些額外服務也會買產品的購買者。 

維持轉售價格制度有利於經銷商排除那些搭便車的人，只要消費者願意為額外服務付

出高價，製造商即有提供這些服務的動機，因為邊際消費者對這些服務評價高於服務的提

供成本，把產品售予這些消費者將增進社會福利。 

問題是並非所有消費者認為那些服務值得。若干消費者，甚至絕大部分的消費者偏好

於沒有特別服務的低價產品。因此在維持轉售價格的制度下，使得基本消費者因產品價值

低於他的評價因而遭受損失。假如有足夠的基本消費者處於此種狀況，維持轉售價格的施

行社會福利水準將因而下降。換句話說，維持轉售價格的利弊全需視二者效果的相對大小

而定。若一直以為維持轉售價格因保證可以排除搭便車的人，能提供特定服務以廣招新的

消費者而支持它，但對基本消費者遭致的不利效果刻意予以忽略，就直率的認為維持轉售

價格有利於社會福利，是值得商榷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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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態福利效果12
 

1. 新進入者 

如前所述維持轉售價格可以保障經銷商利潤，並且使新廠商或既有廠商銷售新產品時

較容易找到願意做銷售的承銷商。它亦可以以邊際消費者與基本消費者兩種效果加以分

析。假若產品是新的，所有消費者均屬於邊際消費者，可受益於售前服務，它相當於假定

市場競爭者增加可增加市場的績效，換言之，處於新進廠商與新產品的情況，維持轉售價

格是可增進社會福利的。 

2. 錯誤與惰性 

經濟學家常用價格機能來說明資源的有效配置，因為他們相信價格體系常能誘導廠商

找尋有效的生產方法。而維持轉售價格被證明會產生市場情報傳遞上的干預的特性。1976

年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對 Levi Straus 牛仔褲提出控訴，聲稱其利用維持轉售價格，

有違反休曼法防止貿易限制的規定。於是 FTC 要求 Levi Straus 停止維持轉售價格行為。

當時 Levi Straus 產品有兩條通路，一是經過百貨公司（department store）一是經由牛仔褲

連鎖店（chain of jeans stores）。維持轉售價格的制度阻止了兩種型態通路的品牌內的競爭，

FTC 控訴後 Levi Straus 放棄維持轉售價格制度。隨後連鎖店開始殺價，百貨公司隨後也跟

                                                      
12

 Martin（1994），p506-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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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其他品牌的牛仔褲也跟著降價。 

零售價格降低後，Levi Straus 的利潤與銷售量，在 1977 年的第三季比 1976 年同期間

上升了 30%，1976 年至 1980 年的銷售量上升 60%，因此使 Levi St-raus 的股票價格同期

間上升了四倍。 

零售價格的降低，消費者購買量增加，代表消費者獲得利益，單單以 Levi Straus 一種

品牌加以估計，每年約增加 7,500 萬美元，若以所有品牌估計大約每年增加消費者利益

25,000 萬美元。 

從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一旦 Levi Straus 放棄價格維持的限制後，讓連鎖店有進行「價

格降低實驗」的自由，基本上他們相信牛仔褲的市場彈性很大，降低價格可望增加收益；

反之，若降價錯了，他們將立即改為原來的價格。此種價格的實驗對市場需求產生了有用

的情報。然而採行維持轉售價格的制度，則形成干預此種價格情報的流通。使得有實驗概

念的經銷商沒有證據證明他是對的，造成決策上的惰性（inertia），認為改變策略會帶來風

險性，不願改變現況。 

要特別注意的是上述的說明，並非強調因為企業家誤解他的最佳利益，以及持續的做

出愚蠢不理性的行為造成福利損失。所要強調的是維持轉售價格制度干預了市場競爭，人

為故意的減低企業家情報的流通，反而阻礙市場顯示利潤的可能性。另外維持轉售價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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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使更有效的配銷形式發展速度減緩，在美國、英國和法國的藥品配銷通路發展即可找

到明證。 

六、小結 

大致而言，經濟學家同意維持轉售價格制度在配銷上的正面效果，特別是在對市場失

靈的情況下，經銷商利用維持轉售價格可在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增加產品的銷售量。經濟

學者不同意的是這些效果到底是對競爭造成干預，還是它是競爭的結果。 

一個極端的看法是把配銷視為和產品沒有兩樣的東西。它被生產出來，銷售出去，在

沒有的情況下，競爭自然被信任能管理資源有效的配置，在這樣的觀點下過多的產品差異

化固然可增加經銷者的利潤，但也代表資源的誤置。 

另外一個極端的看法是，視競爭使配銷能有配置資源是錯誤的，一般化的搭便車問題

被視為可以解釋維持轉售價格形成的原因。即使市場失靈阻礙市場內的最適資源配置，但

是經由競爭最適限制將產生資源配置。產品差異化經由修正配銷市場的失靈有增進市場績

效的可能。 

大部分的經濟學者介於兩者之間，相信維持轉售價格在若干特殊情況下有若干的效

率，但除非在市場失靈時，維持轉售價格有糾正配銷市場失靈的功效外，維持轉售價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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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市場力量的操作將使市場績效更糟。 

伍、維持轉售價格的經濟效果與政策 

一、最大維持轉售價格 

維持轉售價格的訂定與施行，在若干情形下，它可能產生垂直統合（vertical integration）

的效果，有益於整體社會福利的提升。以下即以(1)製造商市場為獨占結構，經銷商市場

為競爭結構，(2)製造商與經銷商市場均為獨占結構，(3)製造商與經銷商均為獨占結構，

而製造商要求經銷商以最大維持轉售價格出售產品（maximum resale price）等三種情況，

比較說明維持轉售價格的功能13。 

（一）製造商市場為獨占、經銷商市場為競爭 

如圖二，D 代表最終產品求曲線，MR 為產品邊際收益曲線，MCP代表製造商的邊際

生產成本與平均生產成本14。MCr代表經銷商的邊際成本，它只包括行銷成本，不包含自

製造商購入產品的中間投入成本。因此，製造商所面臨的需要曲線為D－MCr，對應的它

所面對的邊際收益曲線為 d＝MR－MCr。依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的利潤最大化原則，製

造商將生產Q1的產量，而產品的最終價格將訂於 P3。 

                                                      
13

 以下說明引自 Blair & Kaserman（1981）。 
14

 假設製造商的生產為固定規模報酬（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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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市場結構下，由圖二結果可以發覺，經銷商的產品售價為 P3，P0為中間投入成本，

MCr 為經銷商的邊際成本，P3－P0－MCr＝0，因此經銷商的超額利潤為零15，相對的，製

造商則可獲得（P0－MCP）Q1的超額利潤，即圖二之□AP0FE。 

（二）製造商為獨占經銷商亦為獨占的狀況16
 

若下游的經銷商結構改為獨占時，製造商所面臨的引申需求（derive demand）將會由

D－MCr，改變為MR－MCr
17，製造商的邊際收益將成為mr。依據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

原則決定最適產出，製造商的最適產出則減少為 Q2，產品的最終價格上升為 P2，如圖二

所示。 

在上下游為連續獨占的情況下，經銷商的中間投入為 P4，再加上行銷成本  

MCr，其總成本為 P1，產品的最終價格為 P2，因此在此情況下，經銷商可獲得（P2

－P4－MCr）Q2＞0 的超額利潤，如圖二的□P4CGP1。相對的，製造商的利潤水準為（P4

－MCP）Q2＞0，即圖二的□ABCP4。 

與前一個情況的結果比較，可以發覺在連續獨占的情況下，市場上上下游廠商均有超

額利潤。以消費者立場觀察，可以發覺消費者支付了高價，而消費產品的數量卻減少了，

                                                      
15

 （P1－P0－MCr）×Q1＝0 
16

 此即為連續性獨占模型。 
17

 因為經銷商也會按MR＝MC的原則決定最適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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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剩餘則由△P3LO 減少為△P2HO。換言之，經銷商以消費者和製造商利益的減少為代

價，增加自己的利潤。 

 

 

 

 

 

 

 

 

 

 

 

 

 

 

（三）製造商、經銷商仍為獨占，但製造商要求最大維持轉售價格 

和情況（二）相同，我們仍然假定上下游市場仍然維持獨占的市場結構，但和情況（二）

不同的地方是，製造商對經銷商要求維持最大轉售價格 P3。在此維持轉售價格的限制之

下，經銷商所面臨的客觀環境將有一些變更。產品數量在 0~Q1之間，邊際收益為 P3，當

產量高於 Q1時，適用的邊際收益為 K－MR。經銷商的總合邊際成本由批發價 P0與經銷

成本MCr組成，在 0~Q1之間經銷商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重疊，若 Q＞Q1時則經銷商的

邊際成本將大於邊際收益（K－MR），因此，經銷商最後最適的產出水準為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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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最高維持轉售價格的限制情況，與情況（二）的連續性獨占的情況相較，結果將

使製造商的利潤水準由□ABCP4增加為□AEFP0，相對的經銷商的超額利潤則消失。市場則

獲得產品價格由 P2下降為 P3，產出則由 Q2增加為 Q1，消費者剩餘則由△P2HO 提高為△

P3LO。 

從以上的分析比較，可以發現維持轉售價格不一定不利於社會福利的提升，尤其是最

高維持轉售價格的情況，它的施行，反而有增進社會福利效果。此外學者Blair & Kaserman

（1981），亦同樣的認為維持轉售價格與垂直統合（v-ertical integration）兩種策略，對廠

商而言，能夠產生相同之結果，因此在選擇上具有替代性，廠商採行何種策略，端視其成

本大小。若法律上允許廠商自由決定，廠商將會採行成本最小之策略，它對社會是有利的。

但在法律上對兩種策略，若有截然不同的待遇，對維持轉售價格採行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的態度，相對的，對垂直統合則採行較為寬容的態度，影響所及，廠商為避免反

托拉斯法違反的風險，可能在成本較高下，仍然被迫選擇垂直統合的策略，所以維持轉售

價格的管制，有造成廠商策略選擇扭曲的結果。 

二、最小維持轉售價格的福利水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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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垂直整合與最高維持轉售價格的分析，可以發覺最高維持轉售價格在上下游均為獨

占的市場結構條件下，若允許廠商可以自由決定市場策略，可能使社會獲得更高的福利水

準。同樣的，對於最低維持轉售價格，芝加哥學派的學者 Telser（1960），則提出維持轉

售價格存在的價值，乃在於阻止下游廠商搭便車（free rider）的外部效果，使得下游廠商

在統一價格下，會各自努力提供更多的服務取悅他的交易人，以獲取更大的利益。在提供

更多的服務中間，將使消費者對該產品的評價提高，最後固然使消費者的交易價格提高，

但就總體社會而言，其福利將比未提供額外服務時高。因此廠商即使是採行最低維持轉售

價格的策略，有造成消費價格上升的效果，但最終以社會福利角度衡量，該項結果仍有益

【圖三】最低維持轉售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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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整體社會。 

今假定市場情況回到前節的第一種情況，上游的製造商為獨占廠商，而下游的經銷商

為競爭市場，市場最終需求為D，經銷商的邊際成本（即經銷成本，不包括產品的進貨成

本）為 MCD，如圖三。製造商的引申需求線為 D－MCD＝d，對應的邊際收益線為 mr。

假定製造商的生產處於固定規模報酬情況，邊際成本為MCp，依據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

法則（mr＝MCP），製造商決定最適產出 Q1與批發價 P1，對應的產品最終價格為 P2。 

在最適產出 Q1與批發價 P1下，製造商可獲得（P1－MCP）Q1的利潤，即圖三中的□

ABCP1。P2 消費價與 P1 批發價的垂直差距代表經銷商支付的經銷邊際成本，因此經銷商

的利潤水準為零，即（P2－P1－MCD）Q1＝0，消費者剩餘則可獲得△P2Ka1的消費者剩餘。 

今假定製造商要求經銷商為其產品提供更多的服務工作，例如舉辦產品展示，產品發

表會等，經銷商的經銷邊際成本由MCD（S0）提升為MCD
*（S1），S 代表經銷商的服務水

準 S1＞S0，MCD
*（S1）＞MCD（S0）。製造商需求曲線因服務增加提升為D*，D*＞D，其

引申需求亦因此移至 d*＝D*－MCD
*，同樣的向上提升， d*＞d，其對應的邊際收益曲線

為mr*，mr*＞mr。依據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原則，製造商的最適產出由 Q1提升為 Q2，

批發價則由 P1 上升為 P1
*。依據圖三的觀察，製造商的超額利潤，π*＝（P1

*－MCP）Q2

大於π＝（P1－MCP）Q１。經銷商的情況仍然和前面情況相同，未能享有超額利潤，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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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２
*－P1

*－MCD
*）×Q2＝0。至於消費者剩餘則由△P2Ka1提升為△P2

*
Ga2。 

以社會的觀點而言，未施行維持轉售價前，整體社會福利水準 W1由□ABCP1的製造

商利潤，與消費者剩餘△a1KP2組成，如(1)式。製造商若採行維持轉售 

W1＝□ABCP1＋△ a1KP2.......................................................................... (1) 

W2＝□AEF P1
*＋△ a2G P２

*
 .................................................................... (2) 

價格後，社會的福利水準W2，如(2)式。採行維持轉售價格後，明顯的可以看出製造

商的批發價上升，產出增加，因此製造商利潤水準將提高。相對的，消費者福利水準的比

較，就比較不明顯。不過實務的觀點觀察，新的消費者剩餘△ a2G P2
*，大於原有消費者剩

餘△ a1KP2 機會的機率相當高18。換言之，(1)式與(2)式的比較，可以發覺最後的結果，呈

現的是，有了維持轉售價格之後，可為整體社會帶來製造商利潤的增加與消費者剩餘的增

加。因此，在政策上學者 Telaer 以為維持轉售價格不但不應予以禁止，相反的，還因為它

帶來正面的利益，應予以鼓勵才對。 

三、福利水準不變、遞增、遞減的分析 

針對芝加哥學派學者完全支持維持轉售價格的論點，哈佛學派的學者19
Scherer & Ross

                                                      
18

 見莊春發（2002），反托拉斯經濟學（下），〈產品生命週期與地域限制的管制〉，頁

991~992，928註 15的說明，以及(7)式與(15)式的比較。 
19

 有關芝加哥學派與哈佛學派的爭論，見莊春發（2002），反托拉斯經濟學（上），〈競爭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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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則提出廠商增加服務以及同時採用維持轉售價格策略，機率上社會福利水準有可

能增加、不變與減少，若一昧陳述維持轉售價格增加福利水準的情況，可能產生以偏概全

的謬誤。 

（一）福利水準不變的維持轉售價格 

捨棄其他基本的說明，Scherer & Ross 以維持轉售價格後的消費者剩餘變化，以及生

產者利潤的變化為分析核心。如圖四，假定市場的需求為 D1，MCm為製造商的邊際生產

成本，它比市場上品的批發價 P0 低。P0P1 代表經銷商的經銷成本，所以市場最後價格訂

在 P1，市場交易數量為Q1。 

在此情況下，經銷商的總成本由 P0的批發價與 P0P1的經銷成本所組成，而市場價格

為 P1，因此經銷商的利潤水準為零，在 P1價格下製造商可獲得□P0BHMCm的利潤水準，

消費者可獲得△P1AJ 的消費者剩餘。 

 

 

 

 

 

 

 

 

                                                                                                                                                      
念的發展、演變與反托拉斯政策〉。 

【圖四】福利水準不變之維持轉售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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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假定製造商要求經銷商增加提供之服務水準，並允許市場價格提高。同時假定此服

務未能影響市場最後之需求曲線，亦即需求曲線維持在D1。在新價格 P2下，MCm為製造

商邊際成本，P0P1為原有的經銷成本MCd，P1P2則為新的經銷成本。因此就經銷商而言，

其超額利潤仍為零，而製造商的交易數量減少為 Q*，利潤水準則減少為□P0YZMCm，比

原來減少□YZHB。相同的，消費者剩餘也自原有的△P1AJ 降為△P２SJ，共減少□P1ASP2。

是故，若增加經銷成本而未能提高需求曲線時，製造商利潤減少，消費者剩餘也跟著減少，

顯然此不合常理，製造商不會做出此種損人不利己的行為才對。 

今假定經銷商增加服務水準，可促使需求曲線由D1提高為 D2，假設市場的交易數量

仍需維持為Q1，則此策略的社會利益為□JKRS 消費者剩餘增加，而付出的代價為□P1P2SA

消費者剩餘的減少。製造商的利潤水準則因假定產出不變而不受影響，若□JKRS＝□P1P2SA

時
20
，則經銷商提高服務並以維持轉售價格阻止經銷商搭便車的行為，將使社會福利水準

不受影響。 

                                                      
20

 同前註 17，假設 a2－a1＝α2－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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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利水準增加的維持轉售價格 

條件和前小節相同，製造商增加服務水準，移動市場產品需求曲線到 D2，如圖五，

和前小節不同的是，此需求移動幅度較大，造成產品最後的交易數量由Q1提高為Q2。雖

然差別只此一點，但卻有完全不同的結果。 

 

 

 

 

 

 

 

 

 

 

 

 

 

 

（三）福利水準減少的維持轉售價格 

首先，由於產出增加，製造商利潤水準增加利潤□BMNL。其次觀察消費者的情況。

因為價格由 P1提高為 P2，損失了□P1P2HA 的消費者剩餘，但由於服務提供的增加，使消

費者對產品的評價提高；即使價格提高了，但卻從而增加□JKGH 面積所代表的消費者剩

餘的增加，因此就消費者部分必需衡量□P1P2HA 與□JKGH 兩塊面積的大小，以圖五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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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福利水準增加之維持轉售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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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而言；似乎是後者面積要大於前者21。至於經銷商的情況，由於假定產品最終價格等於

P0 的批發價，加上原有 P0P1 經銷成本，以及新加的經銷成本 P1P2，因此其利潤為零，和

未施行維持轉售價格前同，其不影響整體社會福利水準。 

由以上之分析，在產出會因維持轉售價格與服務增加而提高的前提下，造成消費者福

利的增加，以及製造商利潤水準的提高，所以就整體社會福利水準而言，維持轉售價格對

社會而言則具有正面的效果。 

Scherer & Ross（1990）的分析，雖然不排除上述兩種情況，維持轉售價格可能產生

社會福利水準不變、社會福利水準增加的情形，但他們真正想說的是以下的情況。即當製

造商要求經銷商提高額外服務時，市場之需求曲線可能不會像前面兩種情況一樣，整條水

平向外移出，比較可能發生的是，高評價的消費者並不關心經銷商是否提供額外的服務，

所以消費者對額外服務的評價，可能會形成原始對產品評價愈高的人愈不重視額外的服

務；相對的原始評價比較低的消費者，則因原有訊息不足，可能會對額外服務的重視程度

較高而會有較大之重視。所以額外服務提供之後，需求曲線的移動，並不改變原有的截距，

只造成需求曲線斜率的改變，如圖六，D1 為原有之需求曲線，額外服務提供之後，其截

距仍然維持不變如 K 點，而改變的是需求曲線的斜率，原始保留價格低的消費者較價格

                                                      
21

 如前註 a2－a1＞α2－α1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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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消費者重視此額外服務的提供，所以隨著價格的降低，新需求曲線與原有需求曲線的

距離愈大，反之，則愈小。 

和情況（二）一樣，Scherer & Ross 假定額外服務提供之後，將帶來交易的增加，交

易量由 Q1增加為 Q2。因此額外服務的提供，將可為製造商增加□BMNL 的利潤。對消費

者而言，則可因此增加△KGH 的消費者剩餘，但因為產品的市場價格提升為 P2，所有消

費者將付出消費者剩餘△P1P2HA 減少的代價。經銷商的情況一樣，由於假定其為價格接受

者，兩種情況下，均無法獲得超額利潤。 

以整體社會福利的角度而言，維持轉售價格制度基本要看△KGH、□BMNL 與□P1P2HA

三塊面積的相對大小，如(3)式。如果(3)式為正，代表維持轉售價格 

△W＝△KGH＋□BMNL－□P1P2HA ..................................................... (3) 

制度帶來福利水準的上升，若(3)式為負，代表維持轉售價格制度的施行，其將帶來

負面之效果22。 

 

 

 

 

 

                                                      
22

 相關數學分析，見莊春發（2002），反托拉斯經濟學（下），〈產品生命週期與地域限制的

管制〉，頁 99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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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三種情況的討論，可以發覺學者 Scherer & Ross 的分析中，它並不否定芝加

哥學派如 Telser 的主張，認為維持轉售價格制度的施行，係為阻止下游經銷商搭便車的外

部效果（externality effect），而且最終因為額外服務的提供，可能產生消費剩餘增加，製

造商利潤水準的提高，有增進社會福利的雙贏效果。Scherer & Ross 所要強調的是，上述

之情況，尤其是需求曲線因額外服務所造成的水平外移，只是在各種不同情況下的一種，

並非代表所有的結果，在其他情況下，有可能額外服務提供之後，價格上漲太高，社會付

出的消費者剩餘減少的成本太大，而釀成最後社會福利水準降低的結果。它為政府對維持

轉售價格進行管制的措施，提供經濟理論之基礎。 

究其實務，在產品市場的初期情況比較可能接近圖五的結果，代表維持轉售價格制度

帶來社會福利水準的增加。但若在產品成熟期時，應當較接近圖六之情形，維持轉售價格

制度最後則可能形成社會福利水準降低的效果。是故，欲判定維持轉售價格制度對社會福

利的影響可能與特定產品在市場所處的期別有密切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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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維持轉售價格個案分析 

一、某碳素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維持轉售價格案
23
 

某碳素化學公司於供銷「無水焦粉」時，為建立無水焦粉行銷體系，曾數次發備忘錄

予所屬經銷商，「重申禁止削價競爭，擾亂市場秩序。違反者將不經催告而終止合約，不

得異議。」，經查證該公司產銷協調會決議曾有轉售價格每公噸調漲 200 元之紀錄，足證

該公司於行銷上實施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顯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八條規定。 

二、台灣保麗股份有限公司蘭蔻化妝品，對環亞百貨公司等維持轉售價格案24
 

（一）背景 

公平會為瞭解進口商品未能反應關稅及新台幣升值之情況，選定化妝品進行調查，是

否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行為。公平會發動調查之後發覺被處分人台灣保麗股份有限公司銷售

之蘭蔻化妝品，於各百貨公司均為統一價格。另外由被處分人提供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簽

訂之專櫃廠商設立合約書觀之，被處分人涉有違反公平法第十八條之嫌。 

（二）分析 

台灣保麗公司與其經銷商簽訂專櫃合約，而專櫃廠商以經銷商的名義出售台灣保麗公

                                                      
23

 84公處字第 084號。 
24

 81公處字第 0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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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供之蘭蔻化妝品予消費者，依據公平法的規定，台灣保麗公司應允許專櫃廠商（經銷

商）自由決定售價。另外所得稅法規定，經銷商係以零售價格徵稅，而化妝品業者以扣除

經銷商之抽成後為所得稅，因此台灣保麗、經銷商、消費者之關係即為公平法所定義的「交

易」關係。台灣保麗公司自應遵守公平法第十八條的規定，允許經銷商自由決定價的權利。 

另外就台灣保麗與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的簽訂之設立專櫃廠商合約第八條：「乙方（即

台灣保麗公司），提供之商品甲方均按乙方所訂價格出售…」以及台灣保麗公司總經理郭

慕華至公平會之說明：「目前本公司所售化妝品零售價於全省售價均為一致。」兩項證據，

公平會認定台灣保麗公司確實有維持轉售價格之行為，逕以處罰。 

惟就實務而言，台灣保麗與百貨公司之間，實際上並不存在化妝品交易之關係。百貨

公司為控制專櫃廠商之營業額多寡，以做為其訂定場地租金的基礎，因此要求專櫃廠商產

品銷售後，發票必需以百貨公司名義開立。而且專櫃廠商之員工，雖配合公司之營運，穿

著百貨公司的制服，然其薪水之支付仍由專櫃廠商負責。所以就實務面而言，台灣保麗公

司之化妝品所有權並未移轉給百貨公司，而百貨公司並非化妝品之經銷商，二者並無交易

之關係，公平會僅憑發票之開立，而認定化妝品公司與百貨公司屬於交易的雙方，於事實

可能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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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帝輝公司行銷乳品維持轉售價格案25
 

帝輝公司對其乳品經銷商，於經銷契約中明示承銷價、建議批發價及建議市價，同時

向經銷商收取新台幣 10 萬元之保證金，經銷商如有違反經銷契約的規定事項者，則沒收

保證金做為懲罰。民國八十五年帝輝公司向經銷商宣布的經銷商「獎勵金實施辦法」中，

則明定實務要件包括：1.不越區銷售、2.不降價銷售、3.達成目標量、4.開立貨款支票如數

兌現。且於民國八十六年 12 月 3 日對越區銷售及削價販售之經銷商，採行沒收保證金之

行為，顯而易見帝輝公司與經銷商間所訂契，而實際履行之事實。而履行要件中，又以不

削價銷售產品，以及不越區銷售為關鍵，是故，其行為確有違反公平法第十八條之規定。 

四、南一書局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國小參考書限制轉售價格案26
 

南一書局對下游經銷商國小參考書的價格採行限定轉售價格的約定。表面上南一書局

在接受公平會調查時，聲稱其僅對經銷商建議售價表，因為根據公平會的執法規定，製造

商若僅向經銷商建議售價時，可被容許。然而公平會的事實調查中卻發現，南一書局聲稱

的建議售價卻非事實。因為依據兩位檢舉人及台南地區受訪門市書局的陳述，南一書局並

無讓經銷商及門市書局自由訂價的空間，若經銷商或門市書店有違反建議價格之約定時，

                                                      
25

 87公處字第 201號。 
26

 87公處字第 08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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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遭受停止供貨之處罰。而且實務上已有台南、高雄兩地兩件受處罰的紀錄。顯然南一書

局的行為並非公平會所定義的「建議售價」而是「維持轉售價格」。 

南一書局施行「限制轉售價格」的政策，如同前面理論所分析者，一方面它剝奪了經

銷商自由決定價格的能力，二方面它阻止經銷商進行價格變動的檢驗，妨害其追求利潤最

大化的努力。三方面將剝削經銷商依據面臨的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來決定價格的能力，基

本上已違反公平法第十八條的規定。 

五、立明光學有限公司銷售隱形眼鏡清潔液限制零售商之轉售價格行為27
 

立明光學公司為隱形眼鏡清潔液「金雙氧」的銷售商，售予一般店家之價格為新台幣

230 元，限制店家需最低以 250 元出售。若店家以低於 250 元出售，該公司即派員進行溝

通，若售價無法達成協議，立明光學公司即對店家減少供貨，或甚至斷貨。在公平會察訪

的業者當中，即有高雄市、三重市業者曾因不遵守最低轉售價格，而遭斷貨的處分，斷貨

期間為兩個月，足以證明立明光學公司以斷貨為手段，對下游銷售業者處罰。 

於該案立明光學公司曾以「代銷」關係做為辯解，但「代銷」關係是否成立，一般依

據之條件為(1)商品之所有權是否移轉，如商品所有權未移轉，即以行為人名義進行交易

者，方為代銷，否則非屬代銷。(2)交易風險包括商品之瑕疵擔保責任、商品保管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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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未能售出之風險負擔等，仍應歸屬委託代銷者。按公平會調查立明光學公司對「代銷

商」之交易，其「代銷契約」內容並未發現有所有權歸屬之約定，其次交易中大都以「連

鎖店」為買受人開立發票，也未說明「委託代銷」字樣，形式上所有權已經移轉。此外，

由立明光學公司與連鎖店之交易實況，可以瞭解商品之交易、資金等風險，均委由經銷商

承擔，因此表面上雙方雖簽訂代銷契約，為實際上該等交易方式，實屬買賣關係。為公平

法第三條之交易相對人，其行為仍應受公平會第十八條的規範。 

六、龍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高中參考書維持轉售價格案28
 

龍騰文化公司以銷售高中系列參考書為主業，對下游書局販售之高中參考書，約定售

予團體售價為八折以上，門市售價則為八﹒五折以上。對於未遵守約定之書局，則處以停

止供貨、斷絕往來之處分。本案之檢舉人係以七﹒五折販售參考書，被龍騰文化公司知悉

後，隨即由該公司南區經理以電話通知檢舉人，以停止發書做為處罰之手段。 

公平會除由檢舉人獲悉龍騰文化公司之行為外，另外亦向同區 A、B 兩書局訪查事

實，根據該二業者之陳述，書局被斷貨之情況，均與約定銷售折數未能履行龍騰文化公司

的約定有關。因此公平會乃依據上述事實，認定龍騰文化公司違反公平法第十八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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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銷售證券既期貨人員 

資格測驗用書維持轉售價格案
29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證期會）授權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以

下簡稱基金會），舉辦證券期貨從業人員資格測驗，基金會自行印製並出版測驗題庫相關

書籍，惟於出售該測驗題庫予書商時，要求書商切結，於單本出售時須依其原價出售，全

套出售之折扣亦需按其約定，若未依約定轉售價格出售者，基金會將不續供應該等書籍。 

公平會於本案依職權調查簽訂契約書之六家業者：永康公司、禾風公司、數位學苑公

司、考友社、三民補習班、三民書局。前三家書局完全依約定出售書籍。考友社未對外出

售，僅將其提供學生做為教材使用。三民補習班對學生收取學費，學費中包含書籍費，依

基金會之約定，全套合購以九折計價；若非該班學生購買，則依基金會的約定售書。三民

書局則表示單本出售時，以原價或九五折出售，有貴賓卡或老主顧折扣更低。 

本案經公平會調查六家業者雖聲明書方式或聲稱，簽立之切結書無實質拘束力，各公

司仍可自由決定書價。惟六家業者中除一家未對外售書外，其餘有銷售書籍之業者，均無

法提出未依約定價格售予一般消費者之憑證。是故，基金會要求書商之切結書約定，已對

其書籍銷售產生約定價格之強制影響，而非一般所稱之建議價格，顯已違反公平法第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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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 

柒、結論 

維持轉售價格係屬垂直約價行為的一種，依其型態可區分 1.固定轉售價格、2.最低轉

售價格、3.最高轉售價格、4.區間轉售價格等四種。最高轉售價格究其實務與理論，其對

市場的影響，似乎並未帶來限制，反而可能造就社會福利的提升。 

公平法對維持轉售價格之約定，規定其在法律上無效。其次所禁止者為上下游確有實

務交易之行為，對於民法債權篇所規定之代辦商及行記關係的代銷行為，並不屬於維持轉

售價格管制之對象。至於上下游訂有建議價格，而實際確實允許下游廠商決定價格之情

形，則該建議價格之行為，不屬於維持轉售價格規範的範圍。 

維持轉售價格出現的經濟理由，傳統學派提出 1.零售商擁有市場力量、2.製造商擁有

市場力量、3.零售商與製造商共同擁有市場力量等三種方式解釋為持轉售價格之所以出現

的理由。相對的，芝加哥學派，則提出為避免經銷商對額外服務所帶來的市場失靈理論，

做為解釋為持轉售價格出現的正當理由。 

此外利用圖形分析，本文也證明最大維持轉售價格，對製造商與消費者，將有帶來社

會福利水準提升之效果。利用相同之工具，本文也詮釋芝加哥學派 Telser 的市場失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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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證明維持轉售價因提供額外服務，將帶來製造商利潤水準與消費者剩餘的增加，因此

它對於社會水準福利有正面之效果。但依據 Scherer 與Ross 的修正，我門也發覺在定特定

的情況下，即使維持轉售價格係因避免市場失靈而產生，但因產品在市場所處之期別有

異，而可能形成社會福利水準的不變、增加與下降，不必然一定如芝加哥學派所主張完全

只有正面之影響。 

回顧公平會所處理之個案，大致上符合公平法所追求之目的，唯獨化妝品之個案，未

能全然瞭解百貨公司與化妝品專櫃之真正關係，而可能產生處罰不應被處罰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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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t advocacies brought up respectively by the traditional school and 

Chicago school in the industrial economics for the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system.  The 

traditional school has continued its proposition using the market power as the core of elaboration.  

They believe that the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system is the result of the limitation that one party 

of the market transaction encounters from the other party.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system could cause damage to market competition.  In contrast, the Chicago school has argued 

that the system is the counter measure devised by the manufacturers to remedy the market failure 

resulting from the extra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distributors.  In the end, the product price may 

be on the rise accordingly whereas extra services could also possibly generate more market value.  

As is the case, the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system may therefore facilitate the escalation of the 

overall social welfare. 

Due to different theory derivations,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policies.  The 

traditional school thinks the system shall be restrained.  However, on the contrary, the Chicago 

school presumes it be encouraged, otherwise, the manufacturers might be misled to choose a 

business strategy with a higher cost as, comparing with other vertical integration strategies, the 

restrictions in law for the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system may be stricter.  In this case, the 

overall social welfare may be therefore unfavorably affected.   

Based on the model modified by Scherer and Ross, it was proved that the demand could be 

reinforced due to the extra services made to maintain the resale price, and it would help the 

exaltation of social welfare.  However, taking the variance of basic consumers and margin 

consumers into account, the system may bring the overall social welfare to a lower level under 

some particular conditions.   

 

Keywords：Chicago school, Structure school, Market failure, Minimum resale price, Fixed resale 

price, Maximum resale price, Externalit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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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吳教授秀明（政治大學法律系） 

在座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很榮幸來參加公平會一年一度的盛會，莊教授是很知名的

經濟學者，我則是法律人，在經濟面上恐怕沒有能力給莊教授指正，只能從法律與經濟的

連結上來談。莊教授對於維持轉售價格有相當全面的說明，在經濟分析上，對於形成原因

及出現的理由有很好的說明，另外莊教授也有從產品生命週期的觀點來論述維持產品轉售

價格的政策寬嚴，加上這些變數之後，整個維持轉售價格之分析與規範會更形合理。 

在拜讀本文之餘，如果真的可以試圖對這篇論文提供些許補充意見，首先案例的分

析，感覺上寫法是蠻法律的，但是在那之前則是很經濟的。其實我們很期待是不是可以用

經濟分析的方法來分析案例，讓我們知道法律與經濟觀點在處理個案時有何不同。其次，

這篇論文對轉售價格的經濟分析做的很全面，我個人則想從莊教授身上多挖一點東西，而

期待本文似乎也可以嘗試從經濟觀點分析第 18 條過去在實務上的重要問題。 

我們很感興趣的例如是，最高和最低轉售價格的管制規範，經濟上的看法與比較是怎

樣？在美國因為採不同的經濟分析觀點，而有不同的規範方式。其次，轉售價格維持有一

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應否允許例外合法之 RPM。目前我們看到連聯合行為的水平價格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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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立法上都有例外許可之可能，但垂直約價則一律禁止，這是不是有些寬嚴失當之情

形？經濟觀點上是否說得過去？第 18 條在最初之立法有例外，後來卻拿掉了，我們是不

是應該考慮再做調整？這些例外可能包括品牌商品問題；另外，書籍、文化產品、日常生

活用品當品牌間的競爭夠強時，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內容許品牌內的限制競爭？這些都是

很值得探討之問題，我認為經濟分析對解決此等問題，能提供很大的幫助。 

再來如代銷和經銷的區別，對於公平法第 18 條的認事用法非常關鍵，歷年公平會的

見解是從實質面去介入，經濟的分析在如何區別代銷與經銷的問題，就應該有相當大的運

用空間。又如 18 條是不是在服務業可以適用？加盟呢？另外著作權授權的產品，是不是

一樣有 18 條的問題？維持轉租是不是與維持轉售應一樣處理？多層次傳銷領域是不是也

可以適用 18 條？還有關係企業內的轉售價格維持應如何規範？凡此種種的問題，其解決

經濟分析應該能夠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公平法已經施行了十幾年，實務上已經

有很實際的問題產生，包括公平法經濟分析之研究，也必須更深化地去處理競爭法領域所

產生之問題。  

本文有很好的圖形分析和說明，作為法律人，看到這些數理分析我們很是敬佩。如果

除數理分析外，也能以較容易理解之語言講出背後的道理，一般人可能比較容易瞭解和接

受。直接以圖形推導的結果說明，是比較經濟人之間的對話方式，但是對非經濟專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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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來說，可能希望聽到更進一步、「更白話」的說明。當然，法律人及一般人都應該努

力加強經濟知識，而經濟人似乎也可以幫幫一般人，試圖使經濟觀念和方法以他人可理解

之方式揭露給大家知道。盡量讓更多數之人可以檢驗法院或執法機關的某一判斷是不是正

確的，對於法律制度之落實，乃至為重要。以上一些淺見，尚請報告人及大家指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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