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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平交易委員會維持轉售價格規範法律執行之現狀與問題點
一、漠視限制競爭行為之對市場效果要件
二、將維持轉售價格限制競爭效果限定於價格競爭之錯誤認知
三、不當區別價格及非價格垂直限制之違法性判斷標準
伍、維持轉售價格規範未來應有之改革方向與內容
一、公平交易法第19條規定應有的解釋之道
二、公平交易法第19條立法改革論
陸、結語

壹、前言
公平交易法（以下稱「公平法」）2015年2月4日之修正，將修法前原本列
於不公平競爭章節中之第18條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依其規範本質改置於限制競
爭章節中條次並變更為第19條，且配合對其規範性質的重新認知及釐清，並
將條文內容由原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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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效力規定方式，變更為「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
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之禁制規定
方式，並增加第2項之服務準用規定。立法理由對此規範性質及方式的重大變
動，如此說明：「本條之立法意旨，係為防止事業對商品轉售價格為限制，惟
現行條文所採約定無效之規定，究屬民事契約之效力規定，或係歸責該行為具
限制競爭內涵之違法性格而為禁止規定，時有爭議。為杜爭議，爰明定禁止限
制轉售價格之行為，另參酌國際潮流之趨勢，如最高轉售價格等有正當理由
者，即不在此限，爰於第一項增列但書規定。」論者對於本次修正，亦多持高
1

度肯定態度 。
1

參照馬泰成，「限制轉售價格與合理原則」，公平交易季刊第25卷第4期，32頁，
2017年10月。氏對於該次修正如此總評：本次法律修正「使得競爭體制對RPM的
規範由過去以行為為基礎的絕對違法標準，放寬為以效果為基礎的合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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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立法理由說明，似乎可以窺知，公平法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以
下稱「公平會」）似已體察國際競爭法潮流有關維持轉售價格規範發展趨勢，
從而遂有該次對其規範定位及條文內容的「正名」修正。然而，聽其言，觀
其行。在仔細檢視公平會於該次法律修正後，基於現行法第19條規定所為的
2

全部處分案例後 ，卻又發現公平會不僅違背競爭法「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之違法性判斷一般法理，直接將所謂「正當事由」之促進競爭情事的
舉證，轉嫁給被處分人，且縱令於被處分人提出各種正當事由抗辯後，公平會
皆以渠等未能提出「促進品牌間之競爭」之積極效果的具體事證，而駁回其正
當理由的抗辯。論者對此執法作為，批評以：「現行公平法對於轉售價格維持
3

的管制，形同趨近於適用當然違法」 。
此種形式修法、實質不修法的執法態度，其根本原因或在於公平會對於維
持轉售價格行為的限制競爭、促進競爭真諦之所在，仍未能徹底有效理解，以
致於對於維持轉售價格一事，依舊抱持著修法前的敵視、敵對態度，認為除其
立法理由所提及之最高轉售價格維持等極為少數例外的情況外，最低或固定維
4

持轉售價格 本質上即內含限制市場競爭因子，故應原則視為違法，從2015年
法律修正後第1件維持轉售價格之處分理由中，公平會已有如下定調：「倘事
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所供給之商品設定轉售價格，或對交易相對人就其銷售
商品與第三人後，就該第三人銷售價格為間接限制，並以配合措施限制交易相
對人遵行，致經銷商無法依據其各自所面臨之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訂定售價，
其結果將削弱品牌內個別經銷通路或零售業者間的價格競爭，故為上開法條原
則所禁止。另限制轉售價格雖有降低下游市場競爭，可能成為事業從事聯合行
為之工具，降低品牌內同質商品之競爭；然在例外情況下，限制轉售價格或
有相較於自由訂價，更具促進競爭效果，而得依前揭但書規定主張其正當性
5

者。 」
然而，此種將維持轉售價格視為理所當然內含有限制競爭因子的認知，是
2

3

4

5

參照公平會公處字第104110號、公處字第105078號、公處字第105107號、公處字
第105111號、公處字第106013號、公處字第106024號、公處字第106036號、公處
字第107023號、公處字第107030號、公處字第107047號等號處分。
魏杏芳，「論網路經銷的價格限制」，公平交易季刊第26卷第2期，166頁，2018
年4月。
本文以下提及「維持轉售價格」時，除非有特別另外提及，否則皆係指最低維持
轉售價格或與此有同樣效果之固定維持轉售價格。
參照公平會公處字第104110號處分，處分理由二。

56

第 25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否真的符合國際潮流發展趨勢？且是否與近年來競爭法經濟分析的發現相吻
合？倘若現今主流的競爭法經濟分析成果難能附和公平會上開見解，則未來
我國公平法第19條的解釋及適用，又應如何為之，方能徹底實現公平法第1條
「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
榮」之立法目的。於此問題意識下，本文嘗試基於近年來競爭法經濟分析所獲
致的成果，探索公平法第19條未來應有之規範作為。首先，於第二節中，簡述
美、歐二國（區域）競爭法制關於維持轉售價格規範理念及作為之變遷，藉此
以概觀國際潮流有關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之發展；其次的第三節則就維持轉售價
格所具有之促進競爭、限制競爭效果加以分析，並具體提出其可能產生限制競
6

爭效果的具體類型 ；第四節針對公平會現行關於第19條之解釋及適用，於公
平法整體規範邏輯上可能發生之謬誤，加以指摘；之後的第五節，分別從解釋
論、立法論出發、探討公平法第19條未來可有的解釋及修正之道；最後的第六
7

節，則就本文敘述，做一總結 。
6

7

本文第二、三節部分多有援用筆者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1046號訴訟
過程中，受原告美商蘋果亞洲股份有限公司委託所提出之法律意見書。
維持轉售價格最近之規範發展及研究，乃是在於探討網路時代的電子商務或網路
零售時所發生的線上維持轉售價格，其規範原理及方式是否可以繼續沿用過去實
體時代的規範理念及作法。最近歐盟對於包含我國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在內的
事業，以渠等對線上零售商強加維持轉售價格一事，認定為違法行為，並處以高
額的罰鍰（See European Commission - Press release,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four
consumer electronics manufacturers for fixing online resale prices, available at https://
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ved=2ahUKEw
jssMbY6IDeAhUI_GEKHciWAUIQFjACegQIBxAC&url=http%3A%2F%2Feuropa.
eu%2Frapid%2Fpress-release_IP-18-4601_en.pdf&usg=AOvVaw2HuAjZBNB07pm8u
ULmqVcw, last visited 2018/10/19.），或將再度引發對於此種線上維持轉售價格規
範應有之道的探討。筆者基本態度認為，電子商務或網路零售的興起，使得維持
轉售價格策略所欲解決的搭便車問題，更形嚴重。有以所謂「showrooming」現
象，描述其問題者。蓋實體店面對於光臨其店面的消費者所提供的實物展示、性
能、用途解說、試用、試穿、試戴等服務，將為網路商家所搭便車，消費者在實
體店面享受該等服務並確認有購買該產品之意願後，轉而上網購買未提供此類服
務從而可以較低價格銷售的網路商家，導致實體店面好像成為網路零售商的展示
間，網路時代資訊大量生產、即時取得的特性，使得實體店面被搭便車的情況變
得更為嚴重。事業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策略避免此種搭便車行為，以促使對消費者
有利的售前、售後服務之提供，遂有其必要性與合理性。基於此種認識，論者遂
多主張，維持轉售價格應有的規範方式及作法，實無必要因電子商務、網路銷售
的崛起而做修正。參照馬泰成，前揭註1，62頁；魏杏芳，前揭註3，164-165頁；
Benjamin Klein,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of Online Retailing, in Roger D. Blair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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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競爭法制關於維持轉售價格之規範變遷
2015年2月的公平法修正，將維持轉售價格規範從原本置放於第三章「不
公平競爭」之章節中，特地配合對其規範理念及本質認知的轉換，將之改置於
第二章「限制競爭」中。此種章節改置不能單純認知為僅是形式的變換，而應
8

配合其規範性格從「行為不法」轉換成「市場不法」 ，進一步探討行為主體
是否具有一定的市場力量（market power）、其行為是否對相關市場帶來限制
競爭效果、其所具有之促進競爭效果並不足以彌補其限制競爭效果，並於確認
9

上開對市場效果後，方能終局地對系爭行為做出合法、違法之判斷 。蓋絕大
多數的競爭行為皆同時具有限制競爭及促進競爭之效果，從而公平法對於其規
範對象之限制競爭行為類型，遂要求依個案判斷，確認其反競爭或限制競爭效
果後，方能介入加以管制、禁止。例如，對於聯合行為規範，要求必須滿足
「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要件（同法第14條第1
項）；對於獨占事業的管制，則除要求必須存在同法第9條各款之「不公平之

8

9

Daniel Soko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Economics (Vol. 2)
(2015). 雖有論者認為，現今網路零售業相當發達且提供多元且低價的產品，故應
對線上維持轉售價格予以嚴格禁止，以免影響網路零售業之發展。See, e.g., Marina
Lao,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The Internet Phenomenon and Free Rider Issues, 55(2)
The Antitrust Bulletin 473 (2010).然而，網路零售方式終究只是製造商眾多銷售方
式之一，倘若因為網路零售的搭便車行為，導致其他銷售方式或管道受到不當影
響，進而斲害其競爭能力，實難肯定製造商於此得實施無限制競爭效果之線上維
持轉售價格。See, e.g., Reuben Arnold, Neill Norman, and Daniel Schmierer,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nd Dual Distribution, available at http://awa2017.concurrences.com/
IMG/pdf/resale-price-maintenance-and-dual-distribution.pdf, last visited 2018/10/09.更
何況，反對見解所提出，製造商可以以限制競爭效果更小之其他方式（最主要為
促銷津貼）鼓勵下游經銷商提供各種銷售服務，藉此以解決搭便車問題。然而，
下游經銷商是否確實提供相關銷售服務、其提供之服務價值多少，上游製造商對
此是否擁有正確且及時的資訊，此一問題隨著銷售地域範圍及經銷管道的擴大及
多元化，將益形惡化。況且，若該方式有效且對製造商有利，不待學者建議，上
游製造商自必採行，渠等為採行該等維持轉售價格以外之其他方式，或可反正該
等方式於實際運作上，有其問題點。
關於「行為不法」、「市場不法」之說明，參照吳秀明，「從依賴性理論套討相
對市場優勢地位」，收錄於氏著，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523頁，元照出版，
2004年1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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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24頁，元照出版，2001年8月。
類似的認知，參照魏杏芳，前揭註3，164-1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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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不當」、「無正當理由」等具體濫用行為外，行為主體並必須擁有
一定高度的市場占有率，以確定其濫用行為會對市場競爭造成不利影響；對於
事業結合則僅於其所帶來之限制競爭的不利益大於整體經濟利益時，方得禁止
之（同法第13條第1項）；而於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規範上，則要求系爭「無
10

正當理由」或「不正當」的交易限制行為，於其「有限制競爭之虞」時 ，方
得認定違法（同法第20條本文）。
由此可知，就我國公平法之立法體例而言，其有關限制競爭行為類型之規
範方式，乃是以其必須同時滿足「行為形式或樣態」加上「對市場效果」二者
要件後，主管機關方能介入、加以管制。維持轉售價格規範既屬於「限制競
爭」章節之一環，自不例外於此規範方式。事實上，司法實務雖未明言但實際
上亦是基此理念解釋、適用公平法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例如，於有關維持轉
售價格最為著名之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825號判決中，判決理由如此說
明：公平法第18條「規範意旨，在於製造商直接對經銷商為商品轉售價格之拘
束，此一限制訂價之自由，將使特定商品『品牌內』之價格競爭完全趨於消
滅，再因品牌內競爭喪失，使得該特定商品價格下降壓力減少，進而間接導致
『品牌間』之競爭減少，故具有高度之限制競爭效果，致使少數事業獲得利
益，不利於自由市場之公平競爭、經濟繁榮及消費者之利益，均有公平競爭阻
礙性，自應視為當然違法。」
乍看之下，該號判決似基於行為不法規範理念而為，惟仔細詳查之，卻又
不然。判決理由之所以認定維持轉售價格行為屬當然違法，並非因其行為形式
或樣態本身有以致之，而係法院基於過去實務運作經驗及當時相關學說論述之
瞭解，認為維持轉售價格必定會使「『品牌內』之價格競爭完全趨於消滅」，
進而導致「『品牌間』之競爭減少」，從而具有「高度之限制競爭效果」、
11

「均有公平競爭阻礙性」，故一般應認定其屬違法 。在其他限制競爭規定皆
10

11

公平會實務運作對於「有限制競爭之虞」之解釋，要求行為主體其市場占有率必
須達15%以上。參照公平會2016年2月17日第1267次委員會決議：「1.公平交易
法第20條所規範之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行為，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未達
15%者，推定該事業不具有市場力量，原則上無限制競爭之虞。2.另考量市場運作
實務，事業之市場占有率雖未達15%，但若交易相對人對該事業不具有足夠且可
期待之偏離可能性，應認事業間有依賴性存在，該事業具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其
限制競爭之行為仍得依公平交易法第20條予以規範。」
本號判決「當然違法」之用語，或受美國反托拉斯法中之「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及「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二種法律適用法則之影響；惟於美國反
托拉斯法實務運作中，二者並非在將合法行為與違法行為迅速且嚴格的類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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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對市場效果」以為其適用前提要件的情況下，公平法第19條雖未有類似
之「對市場效果」要件，但若對其解釋、適用當不能偏離公平法「限制競爭」
章節規範目的與原理有正確認知的情況下，則於認定系爭維持轉售價格違法之
際，自當要求存在有對市場效果要件。上開判決雖屬2015年修法前之判決，
但已依當時實務運作經驗及學說見解，藉由闡明維持轉售價格行為所應具有的
「對市場效果」之內涵，以正當化其判決結果。只是，維持轉售價格是否果真
如該當判決所言，具有「高度之限制競爭效果」、「均有公平競爭阻礙性」，
故而應認定其屬當然違法行為呢？
近年來，隨著有關維持轉售價格的產業經濟研究之發展及各國競爭法實務
運作的演進，前述維持轉售價格必定具有「高度之限制競爭效果」的命題，逐
漸被推翻，且認為其不僅不會導致上述判決所稱「『品牌間』之競爭減少」，
甚至被推崇為促進品牌間競爭的利器。發生如此巨大變化的出發點，其實相當
簡單，其所要問疑者僅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上游製造商，為何要限制下
游經銷商之轉售價格？蓋對於上游製造商而言，其利潤＝銷售給經銷商之對價
×銷售數量。若此，則經銷商所銷售的數量愈多，製造商的獲利愈高；一般經
濟基本法則告訴我們，商品價格愈低，銷售數量就會愈多。於此認知下，上游
製造商根本不應對於下游經銷商限制其（最低）維持轉售價格，而應是鼓勵、
刺激下游經銷商間之競爭，競爭愈激烈、零售價格就會愈低、整體銷售數量就
愈多、製造商獲利就會愈高。依此論理，則合理的事業不當以維持轉售價格或
其他垂直交易限制手段，限制其下游經銷商之品牌內競爭，而應是開放、自由
令下游經銷商就其品牌商品從事激烈的品牌內競爭。如此簡單的道理，事業為
何不懂，又為何要從事於法律上存在疑義之包含維持轉售價格在內的垂直交易
限制等行為。答案在於：品牌間競爭。
12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1977年Continental TV, Inc. v. GTE Sylvania, Inc. 一案
13

判決指出：品牌間競爭才是「反托拉斯法的主要關心對象」 。一語道破，公

12
13

而係對應於行為之合法性或違法性推定程度的不同，產生舉證責任變化之理論。
申言之，適用「當然違法」之行為，原則上被推定為違法行為，惟當事人得提出
反證，證明該當行為有利於競爭及經濟效率，免除違法性之推定。See, e.g., J. J.
Flynn & J. F. Ponsoldt, Legal Reasoning and the Jurisprudence of Vertical Restraints: The
Limitation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 Analysis in the Resolution of Antitrust Disputes,
62 N. Y. U. L. Rev. 1125, 1145-51 (1987).
433 U.S. 36 (1977).
Id. at 52 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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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法應有的規範理念及目的。蓋品牌間競爭的存在，見證著市場多數競爭者彼
此間爭相為迎合、爭取消費者，而於價格、品質、服務上展開激烈的競爭；相
對於此，品牌內競爭並不保證消費者定會因此受益，倘若只有一家獨占事業存
在，則不論其品牌內競爭如何激烈，消費者都必須忍受其高額的獨占價格之設
定，忍受其因獨占而對於品質精進的怠惰……試著回憶過去我國不少國營事業
一家獨大之景況。由此可知，品牌間競爭是品牌內競爭有效的前提，沒有多
數競爭者從事品牌間競爭，品牌內競爭勢將無法有效發揮其作用。基於如此認
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遂有上述品牌間競爭方是「反托拉斯法的主要關心對
象」之警語。
只有認知到品牌間競爭才是公平法主要關心的對象後，吾人方能理解為何
事業要採取外觀或形式上看起來對其不利的維持轉售價格策略，限制其品牌內
之競爭。蓋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策略的實施，上游製造商將可激勵下游經銷商提
供消費者所需求的售前、售後服務，令消費者對於其商品產生信心，進而發生
購買慾望，以提高其整體銷售量。正如同公平法第4條對於競爭之定義，謂：
「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
交易機會之行為。」競爭之元素，並非只有「價格」而已，尚包含「品質、服
務或其他交易條件」等種種要素。若此，則當事業實施維持轉售價格之目的係
在於激勵、配合下游經銷商提供更為優質良善的售前、售後服務以增加其競爭
能力及能量時，其如此作為之本質及目的，仍在於促進競爭。或許，品牌內之
價格競爭因維持轉售價格的實施而不存在，但品牌內服務競爭、其他交易條件
的競爭，當會更加激烈進行、擴散。因為，不好好提供服務等交易條件的下游
經銷商，未來勢將面臨上游製造商拒絕繼續經銷合約的困境。毋庸贅言，於此
情境下，品牌間競爭只會更為激烈，而不會鬆緩或消失。
由上可知，當吾人深切認知到公平法第4條關於競爭之規範意涵，並非只
有價格競爭，而尚包含服務等其他條件的競爭時，則品牌內競爭並不會因維持
轉售價格的實施即全然消失；更何況，倘若吾人將視野開拓到品牌間競爭，更
可發現，不僅品質、服務等其他交易條件的競爭因此更形激烈，只要事業間
14

未藉此從事價格聯合 ，各種不同品牌間的價格競爭，只會更為激烈，而不會
後退。因此，前述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825號判決所稱「限制訂價之自
由，將使特定商品『品牌內』之價格競爭完全趨於消滅，再因品牌內競爭喪
14

倘若，事業有將維持轉售價格作為聯合行為實施工具之情事，則自可依據公平法
第14條第1項，制止、取締該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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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使得該特定商品價格下降壓力減少，進而間接導致『品牌間』之競爭減
少，故具有高度之限制競爭效果……自應視為當然違法。」之推論，對照最近
各國產業經濟及競爭法研究有關維持轉售價格之發展，當有變更其認知的必
要。在品牌內競爭限制並非限制或導致品牌間競爭的減少，而係具有促進品牌
間競爭之功能時，對於維持轉售價格就無法繼續「自應視為當然違法」，而必
須從具體個案衡量其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二者之效果後，方能確定其違法性，
確保公平法第1條「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立法目的之實現。
基於上述認識，促使過去將維持轉售價格視為「當然違法」之外國競爭法
實務運作，於今亦不得不改弦易轍，承認維持轉售價格促進競爭的可能性，對
其違法性判斷方式，改採「合理原則」為之。例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不僅早
15

於1997年即宣告最高維持轉售價格適用合理原則 ，更於2007年Leegin Creative
16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一案中，廢棄其將近一百年前所形成的最
17

低維持轉售價格當然違法的判例 ，對於最低維持轉售價格亦改採合理原則之
法律適用方式，於考量系爭行為所具有之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效果二者並加以
18

比較衡量後，方論斷其違法性 。至此，美國法上，所有價格、非價格的垂直
交易限制，皆適用同一「合理原則」之法律適用方式。值得注意者，美國二個
反托拉斯法主管機關（法務部反托拉斯局及聯邦交易委員會），在上述2007年
Leegin一案審理過程中，共同提出「法庭之友」（Amici Curiae）意見書，全力
支持對於最低維持轉售價格應廢棄當然違法之判斷方式，改採合理原則認定其
19

違法性 。
同樣的蛻變，亦可見於歐洲聯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之判決實務。歐盟法院於1985年的Binon一案判決中認為，維持轉售價

15
16
17
18

19

See State Oil Co. v. Khan, 522 U.S. 3 (1997).
551 U.S. 877 (2007).
Dr. Miles Medical Co. v. John C. Park & Sons Co., 220 U.S. 373 (1911).
關於美國法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之發展沿革及變遷，參照周振鋒，「美國法對轉售
價格維持的新發展─兼論公平交易法第18條的妥適性」，公平交易季刊第19卷第1
期，122-126頁，2011年1月。
FTC and Department of Justice Amicus Curiae Brief in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Concerning Vertical Minimum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greements,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micus_briefs/leegincreative-leather-products-inc.v.psks-inc.d/b/kays-kloset...kays-shoes/070122leegin06480amicuspdc.pdf, last visited 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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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格本身構成對競爭的限制，屬當然違法 ，毋庸再實際認定其限制競爭效果之
有無，而得一律認定其違反現行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21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101條第1項規定 。然而，於2008年CEPSA

22

一案判決中，歐盟法院放棄當然違法之法律適用方式，聲明維持轉售價格是否
違反TFEU第101條第1項規定，仍必須就系爭行為是否滿足該條規定所要求之
23

以限制競爭為目的或發生實質限制競爭效果二者要件，加以判斷之 。此一法
24

律見解的變更，其後於2009年Pedro IV Servicios 一案判決中，再度受到歐盟法
院的確認。
與此同時，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於2010年所頒布的「垂直交易限制指
25

26

針」 中，亦放棄其之前指針 對於維持轉售價格採取當然違法之執法政策，
而認為維持轉售價格雖有限制競爭的可能性，但亦有促進競爭之效果，而可依
27

據TFEU第101條第3項規定，取得豁免 。該指針並舉出具體事例說明，倘若維
持轉售價格係為促使下游經銷商提供必要的售前服務時，該當行為即有增進銷
28

售效率的可能性，而得適用TFEU第101條第3項規定之豁免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See Case C-243/83 Binon [1985] ECR 201. 判決中，歐盟法院如此敘述：「provisions
which fix the prices to be observed in contracts with third parties constitute, of
themselves, a restriction on competition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101 (1)] which
refers to agreements which fix selling prices as an example of an agreement prohibited by
the Treaty.」
TFEU第101條第1項規定禁止任何可能對於會員國貿易帶來實質限制競爭效果或以
限制競爭為其目的之事業間的水平或垂直合意行為。
Case C-279/06 CEPSA Estaciones de Servicio SA [2008] ECR I-6681.
判決如此說明：「If [a distributor is] required to charge the fixed or minimum sale price
imposed by [a supplier], that contract…..will be caught by the prohibition provided for in
[101(1) TFEU] only if its object or effect is to restrict appreciably competition within the
common market and it is capable of affecting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Id at 72.
Case C-260/07 Pedro IV Servicios [2009] ECR-2437.
Commission notice -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Official Journal C 130,
19.05.2010.
Commission notice -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OJ C 291, 13.10.2000.
依據TFEU第101條第3項規定，系爭行為縱令有限制競爭效果但若其對於產銷效率
的增進、經濟及技術發展的提升且將其雨露適當均霑給消費者時，將可排除第101
條第1項規定的適用。
Id at 225.該指針相關敘述之原文如下：「However, RPM may not only restrict
competition but may also, in particular where it is supplier driven, lead to efficiencies….
the extra margin provided by RPM may allow retailers to provide (additional) presales
services, in particular in case of experience or complex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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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美、歐法院判決及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實務運作可知，縱令法條規定
內容本身完全沒有修正，仍是維持一百年前的原樣，但肩負著「確保自由與公
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重大使命之競爭法，其法律執行絕不能墨守
成規、故步自封，而須隨時配合社會經濟情勢的發展、產業經濟研究的深化，
調整其法律適用方式，唯有如此方能有效落實公平法之立法目的。倘若僅是拘
泥於法律形式文言字句，致使其法律執行結果禁止促進競爭行為之遂行，實是
本末倒置、見樹不見林的荒謬。已故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院長Charles E. Hughes
對此早有洞見，氏謂：「Realities must dominate the judgment….. "The legality
of an agreement or regulation cannot be determined by so simple a test as whether it
restrains competition. Every agreement concerning trade, every regulation of trade,
29

restrains."……The Anti-Trust Act aims at substance.」 的確，在公平法的實務運
作中，並沒有如此簡單的違法性判斷標準，得以斷言特定合意一定會限制競爭
而具有違法性。在重視法律實質、經濟實質的公平法規範理念及精神下，現
實、事實應主導著判決走向，任何判決或處分應根本於其限制競爭或競爭效果
之分析，方能契合實際，符合公平法確保公平競爭之立法目的。

參、維持轉售價格之促進競爭、限制競爭效果及類型
從前一節所述美、歐競爭法運作實務對於維持轉售價格之法律適用方式，
已從過去的當然違法修正為適用合理原則之變遷過程，當可清楚知悉，維持轉
售價格或可能引發部分限制競爭情事，但其促進競爭之正面效益不可忽視。正
如同當今美國反托拉斯法泰斗Herbert Hovenkamp教授於其檢討美國反托拉斯
法執行良窳之名著中所言：「由製造業者所發動而未受零售業者脅迫所推行之
維持轉售價格策略，幾乎確定都是具有促進競爭效益者；反之，由有力的經銷
業者或經銷集團所強加製造業者實施之維持轉售價格，則有更多限制競爭的
30

可能性。」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前委員亦是著名的產業經濟學者之Joshua D.
Wright教授，在2014年4月9日對歐洲競爭法學者及官員演講時，亦明白指出：
「經濟學家幾乎都一致同意，雖然維持轉售價格於部分事例中可能發生限制競
29
30

Appalachian Coals, Inc. v. United States, 288 U. S. 344, 360, 377 (1933).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Enterprise – Principle and Execution 185 (2005).
Hovenkamp教授此一結論，其實與前述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所頒布的垂直交易限
制指針之見解一致，參照前揭註26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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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結果，但實證資料顯示，其於大多數事例皆有促進競爭之效果。」 由上敘
述，當可得出如下具有相當確信之結論，亦即：由製造業者自主發動的維持轉
32

售價格，原則上都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 。
實際上，前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007年之Leegin判決，亦是在此種認識
下，決定推翻其幾乎已經運行一百年的判例，對於最低維持轉售價格從原本
的當然違法，改採合理原則之法律適用方式。判決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如
此敘述：「economics literature is replete with procompetitive justifications for a
manufacturer’s use of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the justifications for vertical price
restraints are similar to those for other vertical restraints….. vertical price restraints
33

are to be judged by the rule of reason.」 究竟維持轉售價格有何促進競爭效果，
是我國法院及公平會經常輕忽，而為美、歐司法判決實務所大肆讚揚，進而變
更其長期以來之當然違法作法，改採合理原則以比較衡量其促進競爭、限制競
爭之效果。以下，先就維持轉售價格所具有的促進競爭效果，分項予以詳細敘
述；維持轉售價格可能帶有的限制競爭效果，則留待下節敘述。

一、維持轉售價格之促進競爭效果
(一)防止導致市場失靈之搭便車行為，激勵有益於消費者之銷售相關服務的提供
如同前述，上游製造商具有相當程度的誘因試圖激勵下游經銷商提供消費
者需求的服務，令消費者得因此等服務而更深一層認識到系爭商品的優點，進
34

而產生購買慾望。尤其是，在經驗財 或複雜商品之情形，因必須經由體驗方
能理解商品之內容及其消費目的之合適性，故而銷售服務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此種銷售服務廣泛包含商品展示空間、促銷活動、銷售人員對商品知識的嫻熟
度、投入系爭商品之銷售時數、整體販賣空間的舒適性、售後服務……等。當
銷售服務提供更多、更有可能獲得消費者的青睞，而得以連結至商品銷售數量
的增加時，上游製造商當然期待下游經銷商可以提供更多此類銷售服務。然
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此種銷售服務的提供需要成本，鑑於製造商因已將
31

32
33
34

Joshua D. Wright, The Economics of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 Implications for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
public_statements/302501/140409rpm.pdf, last visited 2018/10/12.
國內經濟學者亦有類似見解者，參照馬泰成，前揭註1，61頁。
551 U.S. at 878.
所謂「經驗財」，係指消費者在購買前不易利用低成本的方法，清楚檢視或瞭解
商品品質或特性，而通常需於消費後方能認知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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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所有權移轉給經銷商而取得對價，從而是類銷售服務的成本將由經銷商自
行負擔，衝擊經銷商之獲利程度。當然，倘若經銷商藉由銷售服務的提供，可
以大幅增加銷售數量，則薄利多銷亦可維持其獲利。
然而，若該系爭品牌商品有諸多經銷商存在而彼此競爭時，極有可能產生
市場失靈之現象，導致消費者所期待的銷售服務無人有誘因提供。理由在於，
倘若提供銷售服務的經銷商將其銷售服務成本轉嫁至零售價格，勢必使得其零
售價格大為上漲；惟此類銷售服務具有一種準公共財性質，其他未提供此類銷
售服務之經銷商，因未付出相對的服務成本從而可以設定較前者為低的零售價
格，並向消費者引誘促其至提供銷售服務之經銷商處享受優良的銷售服務後，
再至自己的店鋪消費，以更為低廉價格購買系爭品牌商品。此種搭便車行為，
若為提供銷售服務之廠商所知悉，其亦將合理地放棄此類有利於消費者服務之
提供，期能減少成本以與其他經銷商進行價格競爭。當所有合理的經銷商都採
取不提供銷售服務之合理策略後，就產生不合理的結果，亦即因再也無人提供
對消費者有益之銷售服務，降低消費者對於系爭品牌商品的購買意願，導致整
35

體銷售數量的銳減，衝擊上游製造商的獲利能力 。
為解決此一銷售服務提供的市場失靈問題，上游製造商或有二種應對方
式。其一，將市場劃分為多個銷售區域並於各該區內實施獨家交易或總經銷制
度，賦予經銷商在該區域內擁有相當於該品牌之獨占地位，從而無其他競爭事
業可對其銷售服務搭便車；其二，實施維持轉售價格策略，課予所有經銷商遵
守一定最低轉售價格之義務，令消費者無有誘因於享受特定經銷商之銷售服務
後，再到其他經銷商購買商品，蓋所有經銷商之價格皆因維持轉售價格的啟
動，趨於一致。根據法律經濟分析大師Richard A. Posner氏之研究，上述二種策
略中，維持轉售價格相較於區域總經銷更具有經濟效率及實施上的彈性。蓋在
區域總經銷制度下，於該區域就該品牌享有獨占地位的經銷商是否會提供足夠
的銷售服務，難能預知及監控。相對於此，藉由維持轉售價格，製造商將可於
同一區域內建立數個經銷據點，並藉由其間的競爭，創造出最適規模的銷售服
36

務之提供 。毫無疑問，對於希望藉由更多經銷商銷售其品牌商品之製造商而
言，維持轉售價格於此似乎就是唯一的選項，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策略的推動，
上游製造商得以激發下游經銷商提供消費者所需求之服務，進而藉此與其他品
35

36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1977年Sylvania一案判決中，認為此種結果是一種市場失靈現
象。See 433 U.S. at 55 (1977).
Richard A. Posner, Antitrust Law 184-185 ( 2nd ed.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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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進行更為有效的競爭，消費者亦得經由此種服務的提供，於不同品牌間進行
正確且有效的比較，以購買符合其需求之商品。維持轉售價格於此解決銷售服
37

務提供不足或未能提供之市場失靈問題，創造出事業與消費者雙贏的局面 。
(二) 調整上游製造商與下游經銷商間誘因不一致問題，促使二者誘因一致，令
契約得以有效執行
前項敘述再次確認本文前述有關我國公平法第4條「競爭」定義之見解，
競爭之真正意涵並非僅是侷限於價格競爭，而係包含品質、服務及其他交易條
件在內之整體商品提供情境的競爭。職是，縱令維持轉售價格限制特定品牌內
之價格競爭，但由前項敘述可知，其目的在於激勵出更多其他服務、相關交易
條件的提供，促使同一品牌內的經銷商從事有益於消費者需求的激烈服務競
爭，於此不僅品牌內競爭並未消滅，而係轉換成銷售服務提供的競爭，品牌間
之價格及服務競爭，並因此而益形激烈。對此主張，或有反論，認為倘若搭便
車問題不存在或一部分消費者對於系爭銷售服務並無需求時，上游製造商是否
仍有實施維持轉售價格的必要性。事實上，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Leegin一案判
38

決，反對意見即基此而質疑多數意見見解的合理性 。
的確，若現實上前述搭便車問題並不會發生，則市場將不致於失靈；惟縱
使如此，並不表示上游製造商即對於下游經銷商之銷售服務完全沒有需求。於
此再次提醒注意者，對於上游製造商而言，包含價格、品質、服務整體在內
的競爭，乃是渠與其他品牌商品間競爭之利器，即使下游經銷商間並未有搭便
車問題的存在，但渠仍無法確定，各該下游經銷商是否會提供足夠其所期望之
銷售服務。此際，上游製造商及下游經銷商二者間，存在誘因不一致的問題，
維持轉售價格策略即是解決此種誘因不一致問題之利器，成為促進二者間契約
39

「自我履行」（self-enforcement）的特異機制 。
依據此一見解，製造商因經銷商銷售服務的提供而增加其銷售數量、獲益
良多，但經銷商因此而必須支出必要費用，導致其欠缺提供銷售服務之誘因。
於此，需求更多銷售服務的製造商與無意提供銷售服務的經銷商二者間，產
生誘因不一致或不對稱之問題。而且，對於經銷商而言，針對特定品牌所提供
37

38
39

See Lester G. Telser, Why Should Manufacturers Want Fair Trade? 3 J. OF L. & ECON.
86, 91 (1960); Lester G. Telser, Why Should Manufacturers Want Fair Trade II?” 33 J.
OF L. & ECON. 409 (1990).
551 U.S. at 921.
See, generally, Benjamin Klein, Assessing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fter Leegin, in
Einer Elhauge (ed.), Research Handbook on the Economics of Antitrust Law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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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銷售服務並無法提升其店鋪整體對於顧客之吸引力，無助於店鋪整體營業額
之增加。此一情形，於經銷商同時銷售多數品牌之商品時，更形惡化。理由在
於，針對特定品牌的銷售服務之提供，將導致經銷商對於其他品牌銷售服務提
供的減少，進而導致其他品牌商品銷售數量的減少，整體加減乘除、挖東牆捕
西牆後，經銷商可能並不會因此銷售服務的提供而增加其獲利，益加減損其提
供銷售服務之誘因。
對於此類誘因不一致的問題，製造商可藉由維持轉售價格予以消弭。申言
之，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策略，製造商確保經銷商可以獲得一定利潤，不致因其
銷售服務提供致利益受損；與此同時，對於無意願提供此類銷售服務或提供
不足的經銷商，製造商將取消其經銷合約作為懲罰。由此可知，倘若銷售服務
對於系爭品牌商品而言，並非必要，製造商自可無須傷神特意推動維持轉售價
格以促使提供此類銷售服務，徒然提高其商品銷售價格而於競爭上處於不利地
位。然而，當此類銷售服務為系爭品牌商品競爭上所必須，製造商當有誘因藉
由維持轉售價格促使經銷商提供此類服務，經銷商若覺得此舉無利可圖，自可
不簽訂或終止經銷合約；惟若有意銷售系爭品牌商品，就必須積極提供相關銷
售服務，否則將可能面臨製造商以服務提供不足為由，終止經銷合約。於此，
維持轉售價格扮演著監督、促使經銷商自動履行契約條款之義務，令上游製造
商與下游經銷商二者誘因趨於一致，促進消費者所期待之銷售服務提供的最佳
化，品牌間競爭因此而更加健全。
正如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Leegin判決所述：「提供經銷商一定的保證利
潤並於其銷售服務提供未符合期待時終止經銷契約，或將是藉由誘發經銷商充
分發揮其功能擴大製造商市場占有率最有效率之作法。」

40

(三) 藉由下游經銷商品質認證功能服務的提供，維持上游製造商之良好聲譽
在百花齊放的激烈商品銷售競爭中，消費者雖然因此得享有更多的商品消
費選擇對象，但也可能因選擇對象過多而無法一一確認各該商品之品質，或是
縱使有意確認但亦因專業能力不足或時間限制等因素而無法就相關商品品質
進行合理比較，以確保選購符合其需求之商品。於此情形，若能由下游經銷商
基於消費者立場、為消費者扮演品質認證功能之角色，將可大幅減少消費者搜
尋、認證等交易成本，促進其消費意願、增加商品的銷售數量。申言之，倘若
下游經銷商向來即因其對於商品品質管理要求特別嚴格或僅銷售高品質商品、
40

551 U.S. at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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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因經常得以有效掌握流行趨勢而建立起流行商品店鋪等信譽時，其於整體
產銷過程中將扮演著非常特殊且重要的角色，令消費者因此對其產生信心，認
為只要是此類店鋪所販售之商品定當是品質保證或引領流行的商品。
毫無疑問，下游經銷商於扮演上述品質認證角色時，勢必要投入大量的費
用與精力從事各種品質確認、比較與發現流行等工作，或須花費鉅資設計展銷
空間以引起高品味、高格調之共鳴。然而，一旦特定經銷商建立起此一信譽，
即有可能遭到其他經銷商搭便車的行為，產生前述市場失靈之結果。蓋其他經
銷商對此即有誘因，向消費者大肆宣傳，告訴消費者渠等可以更為低廉價格選
購到與「○○名牌精品店」同樣的商品，享受同樣的品質保證與流行追隨功
能。當然，製造商或許可將其品牌商品單僅銷售給該擁有品質保證功能之經銷
41

商，惟此一作法可能產生類似前述總經銷作法之弊端 ，而不可行。此際，製
造商可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的實施，於確保該等經銷商可以獲得一定利潤、補貼
其為品質確認功能所付出之投資成本的同時，並可因此斷絕其他經銷商搭便車
42

的念頭，防止市場失靈現象之發生 。其結果不僅可以有效促進不同品牌間之
商品競爭，亦可確保消費者作出正確的消費決定，而應予以高度肯定。
或有謂，此種對於名品、精品追求的潮流是否應予鼓勵，不無疑問。惟
對於此種涉及個人高度主觀價值判斷之問題，法律不應貿然介入，誠如1974
年諾貝爾經濟學講得主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所言：「競爭是一種發現過
43

程」 。市場競爭的主要功能在於發現消費者需求，進而滿足其需求，此種過
程及功能，正是消費者主權之體現，不能因個人主觀對於所謂搞怪、標新立異
的嫌惡感，即漠視消費者有此需求，而以法律完全否定、斷絕該等消費者的合
理期待。此一觀點，亦適用於以下維持轉售價格所欲發揮之功能─品牌形象的
維持。
(四) 維持商品品牌形象，促使事業有建立自我品牌、提高其商品附加價值之誘因
相信大家對於施振榮先生所提的「微笑曲線」概念，應該不會陌生。依照
施先生之主張，企業只有在建立自我品牌、提供優良服務，才能進入高獲利階
段，促進國家產業升級、推動經濟的快速成長。我國政府經濟事務主管部門亦
41
42

43

參照前揭註34及其所註釋之本文。
See, generally, Howard P. Marvel & Stephen McCafferty,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nd
Quality Certification, 15 Rand J. Econ. 346 (1984).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translated by Marcellus S. Snow), 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5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9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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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基於鼓勵我國企業投入自我品牌的建立，推出所謂「品牌台灣發展計畫」 ，
協助企業建立自我品牌，希冀藉此提昇我國商品及服務整體之競爭力。品牌之
重要性，不言可喻而毋庸贅言。惟須強調者，品牌有二大重要功能：一為品質
45

保證功能 ，一為提高附加價值之功能。如同前述，品質保證或品質確認功能
亦可經由具有此種功能之經銷商予以充分發揮，但若企業能建立自我品牌，並
於消費者心目中型塑出良好的品質形象，使品牌與品質劃上等號，則縱令無前
述可扮演品質確認功能之經銷商存在，消費者亦會將系爭品牌與品質產生聯
想，願意付出更高的對價，購買該品牌之商品，且其利潤大多數將可由製造商
直接收益，毋庸與經銷商分享。此一結果，直接連結到品牌所具有之高附加價
值功能。
高附加價值功能所意味者，並非僅是其高度的獲利能力，尚表示擁有自我
品牌之事業，有時必須維持其產品一定的高價格，避免消費者降低對其品牌忠
誠度，損毀其品牌形象。試想，如果滿街都是LV包包、處處有LV的促銷價、
折扣戰，LV還有其品牌形象可言嗎？已故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早於1913年
即對於因未能有效維持其品牌商品之價格，所帶來的不當後果，加以指陳，氏
謂：其結果將導致「一般大眾確信不是製造商、就是經銷商通常都賺取過度高
46

額的利潤，進而斲傷其商品品牌形象，減低消費者對於該商品之需求」 。
著名的經濟學家Harvey Leibenstein教授，對於上述就品牌特別鍾愛或特別
47

挑剔之消費模式，稱之為「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 。教授
主張，因為以下二種效應可能促使消費者願意付出較諸商品實際效用更高的對
價，選購該當品牌商品：1.「花車效應」（bandwagon effects）2.「虛榮效應」
（snob effects）。前者意指一般人跟隨者一般大眾認同之想法或觀點而行動，
後者則意味著個人對於專屬性、獨特性的追求，希冀與眾不同的心裡。實則，
對於此種消費大眾心理層面的觀察，早可見於19世紀末美國社會學者Thorstein
Veblen的論述中，於其「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一書
的論述中，氏深刻描繪出當時美國社會中所存在的炫耀性消費現象。其後，有
44

45
46

47

參照該計畫之網站資料，available at https://www.branding-taiwan.tw/, last visited
2018/10/12.
想想看以下的廣告標語：「華碩品質，堅若盤石。」
Louis D. Brandeis, Cutthroat Prices: The Competition that Kills, HARPER’S WEEKLY,
Nov. 15, 1913, at 11.
Harvey Leibenstein, Bandwagon, Snob, and Veblen Effects in the Theory of Consumers’
Demand, 64 Q.J. ECON. 183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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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種品牌商品，稱為「范伯倫商品」（Veblen Goods）者。相對於一般商品
通常因價格下降而增加其銷售數量，范伯倫商品的特徵在於其商品售價的上
漲，反而促進其銷售量之成長，結果使得范伯倫商品之品牌製造商有維持其商
品高價格之誘因。
如同前述，或有論者對於此種范伯倫商品的炫耀式消費，嗤之以鼻，但因
其涉及高度個人主觀價值判斷問題，法律不應貿然介入、管制。倘若消費者意
欲藉由范伯倫商品的消費，顯示其獨特的品味與格調，此種消費選擇自應加
以尊重，而在「競爭是一種發現過程」的認知下，事業自亦有發現此種需求、
滿足其需求的權利與必要。為維持其品牌形象、提高其商品附加價值，製造商
實有必要藉由維持轉售價格之推動，避免經銷商不當降價舉動、傷害其品牌形
象。此種維持轉售價格策略實為維持品牌形象、提高品牌價值所必須，不當認
48

定其有限制競爭效果，具有公平法上之違法性 。特別是，此一品牌形象維持
見解，亦與前述搭便車、特定銷售服務之提供、品質確認功能等理論，相互密
切連結，不論是從製造商維持其品牌形象之觀點，抑或是從促使經銷商提供特
定優良展售空間、銷售服務等觀點而言，維持轉售價格之推動，在在有其必要
性，其或可能因此而限制品牌內之價格競爭，但其真正目的在於促進品牌內其
他有利於消費者銷售服務提供之競爭，以有效滿足消費者之需求，進一步而能
與其他品牌進行更有利的品牌間之價格、品質、服務等全面性競爭。
(五) 避免雙重剝削、維護消費者權益
前面所述4項功能，大多為最低維持轉售價格所特有，本項所提「避免雙
重剝削、維護消費者權益」之功能，則為最高維持轉售價格擅場之處。相較於
仍有部分經濟學者質疑最低維持轉售價格所具有前述功能之必要性，對於最高
維持轉售價格所具有促進經濟效率、確保消費者權益的正面功能，幾乎沒有學
49

者加以反對 。一般而言，在上游製造商之獲利＝銷售給經銷商之對價×銷售
數量的情況下，若非有促進競爭之必要性，上游製造商不僅沒有合理理由介入
下游經銷商之最低售價，更無理由限制其最高售價，壓迫其獲利空間，導致經
銷商無有意願銷售該品牌商品或僅是等因奉此式的草草了事，不論何者都將使
得其商品銷售數量減少，衝擊製造商的獲利能力。
48

49

See, generally, Barak Y. Orbach, The Image Theory: RPM and the Allure of High Prices,
55 Antitrust Bulletin 277 (2010).
See, generally, Jean Tirole,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74-77 (1988); Roger
D. Blair & David L. Kaserman, Antitrust Economics 342-46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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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此，則為何仍可見事業實施最高維持轉售價格。理由在於，避免雙重剝
削之問題。一般而言，倘若下游經銷商處於競爭狀態，則上游製造商實無誘因
課賦最高轉售價格維持義務。蓋此時零售價格已趨於競爭價格水準，上游製
造商可因此獲致最多銷售數量及利益，毋庸再行干涉下游經銷商之價格設定
策略。職是，上游製造商若實施最高維持轉售價格，當係鑑於下游零售市場
50

中未見競爭存在 ，致使最終零售價格過高造成上游製造商整體銷售數量的減
少、獲利受損。申言之，此際上、下游事業間發生「連環獨占」（successive
monopoly）之現象，由於各該獨占事業的價格設定係以其各自邊際收益等於邊
際成本為準，從而最終零售價格受到「雙重剝削」（double marginalization），
51

呈現價格過高景況 。於此情形，上游製造商遂有誘因及必要性，以最高維持
轉售價格介入下游經銷商的價格訂定行為、控制其價格支配力，藉此以抑制不
當過高售價情事之發生，增加全體銷售數量，於造福本身獲利能力的同時，亦
令消費者可因最終零售價格的降低而獲益。不論是將競爭政策之目標定位於經
濟效率的提昇、抑或將之視為消費者利益的增進，最高維持轉售價格於此皆有
助於二者目標之達成，而應受到高度肯定。
52

基於如此認識，不僅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早於1997年State Oil Co. v. Khan 一
案判決中，將最高維持轉售價格從當然違法名單中除名，改採合理原則而於審
斷其促進競爭、限制競爭二者效果後，方認定其違法有無。當今美國反托拉斯
法泰斗Herbert Hovenkamp教授更認為，最高維持轉售價格是所有價格及非價
格垂直交易限制類型中，對競爭最沒有影響、最沒有爭議之行為類型，並堅決
主張：「禁止最高維持轉售價格整體而言將損害消費者、製造商及經銷商之權
益，而僅對於可以自由設定其所希望之過高售價的經銷商有利。最高維持轉售
53

價格是最應該被視為屬於當然合法類型之行為。」 當係有鑑於此，2015年2月
4日的公平法修正，關於維持轉售價格條文的修正理由遂謂：「參酌國際潮流
之趨勢，如最高轉售價格等有正當理由」者，即不應加以禁止。

50

51

52
53

此一無競爭狀態之產生或由於現今所常見之行銷管道的巨大化所形成之獨占或寡
占狀態、或因上游製造商賦予獨占的地域銷售權、或由於下游經銷商間勾結成立
聯合行為。
有關「雙重剝削」理論，see, geneally, Joseph J. Spengler,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Antitrust Policy, 5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47 (1950).
522 U.S. 3 (1997).
Hovenkamp, supra note 28, at 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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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小結
由以上敘述可知，維持轉售價格、特別是最低維持轉售價格，其目的並非
在於限制競爭，反而是在防止市場競爭機制因不當競爭行為而發生失靈景況。
在沒有實施維持轉售價格策略的情形，因為搭便車效應、製造商與經銷商二者
間誘因的不一致、品質檢驗的困難性等問題，導致所有基於自利基礎而行為之
理性經銷商，其個別合理行為帶來整體不合理的結果，造成製造商、經銷商、
消費者三者同時受害。為避免此種弔詭、荒謬情狀之發生，製造商遂有必要藉
由維持轉售價格的介入，於適度限制價格競爭的同時，積極鼓勵經銷商從事品
牌內之品質及服務等二種類型的競爭、進而促進品牌間之有效競爭。僅是短視
地將其執法認知置於「價格」維持本身，不僅忽略公平法第4條所強調競爭包
含價格以外之品質、服務提供等各種面向的競爭，亦可能因此而阻礙其他面向
競爭的發展。在我國政府相關部門與民間企業一致戮力於推動品牌發展的今
日，若其他國家事業可以藉由具有促進競爭效果之維持轉售價格策略，以維持
其品牌形象、提升其商品競爭力，我國法制反而禁止此種具有促進競爭效果之
維持轉售價格的推行，不僅與國際競爭法規範潮流發展背道而馳，亦勢將導致
我國事業無所適從，於國際競爭場合上落荒而逃，妨礙公平法「促進經濟之安
定與繁榮」之立法目的的有效實現。
另一方面，當公平會本身於其公平法修正立法理由中，明白肯定最高維持
轉售價格係屬具有正當理由的合理行為，則執法者應劍及履及深刻反思，對於
消費者權益維護只有正面效應而無負面效果的其他維持轉售價格行為之禁止，
真的符合公平法第1條所要求「維護消費者利益」之立法目的嗎？
上開結論，實際上亦與有關維持轉售價格的實證研究相契合。美國反托拉
斯法執法機關之法務部反托拉斯局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所屬的一群經濟學家，共
同針對該國過去有關維持轉售價格爭訟或訴訟案件所作的實證研究報告中闡
明，難以發現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證明維持轉售價格確實傷害競爭，反
54

而是促進競爭之事例頗多 。同樣的結果，亦可見於曾任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
經濟局副局長Pauline M. Ippolito女士，就1975年至1982年間所發生的維持轉售
價格案件所為之實證研究結果，該段期間乃是美國反托拉斯法針對維持轉售價
格規範最為嚴厲之時期，惟Ippolito女士的研究發現，絕大多數的維持轉售價格
54

James C. Cooper, Luke M Froeb, Dan P. O’Brien & Michael Vita, Vertical Antitrust
Policy as a Problem of Inference, 23 INT’L J. INDUS. ORG. 63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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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都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而非限制競爭 。另一份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經濟學
家針對1965年至1982年間，該會所處理之維持轉售價格案件所為的實證分析，
56

亦產生同樣結論 。
上述各該研究結論的啟示，促使競爭法主管機關於思考維持轉售價格之應
有規範方式時，當有必要花費更多心力去瞭解、實證研究維持轉售價格之促
進競爭、限制競爭效果及類型，如此方能以更為客觀、正確的角度看待此類
行為，也才能更深刻體認前述已故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院長Charles E. Hughes所
57

謂：「反托拉斯法的規範目的，在於實質」 ，而不在形式之警語。學說及實
證研究督促我們注意，大多數的維持轉售價格皆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公平法
立法理念、規範意旨是絕不會也不應該禁止此類有助於其立法目的達成的促進
競爭行為之實施。當然，本文並非意欲詭辯、睜眼說瞎話，主張維持轉售價格
絕無限制競爭之效果，所欲指陳者僅是，若未能舉證系爭維持轉售價格具有限
制競爭效果，而係有促進競爭效果的可能性時，公平會及法院之法律執行態度
不當牛驥同一皂、不分良窳，一律以之為違法，而應進行更為細膩之分析，確
信系爭行為具有反競爭效果後，方認定其違法、禁止其施行。
以下，進一步說明，維持轉售價格可能具有的限制競爭效果及類型，而應
為競爭法主管機關注意加以規範者。

二、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維持轉售價格之類型
前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Leegin一案判決，將維持轉售價格可能引發的限制
競爭效果，歸納為下列4種類型：（一）由上游製造商所推動之製造商間的聯
合行為；（二）擁有市場支配力之製造商為維持其市場力量所實施之行為；
（三）下游經銷商所推動之經銷商間的聯合行為；（四）擁有市場支配力之經
58

銷商為維持其市場力量所實施之行為 。
以下，分項說明之。
55

56

57
58

Pauline M. Ippolito,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itigation, 34
J.L. & ECON. 263 (1991).
Thomas R. Overstreet, Jr.,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Economic Theories an Empirical
Evidence (1983),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
resale-price-maintenance-economic-theories-and-empirical-evidence/233105.pdf, last
visited 2018/10/13.
參照前揭註18及其註釋之本文。
551 U.S. at 8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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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游製造商可能藉由維持轉售價格促進其彼此間之聯合行為有效被推動、
遵守
一般而言，事業間勾結成立價格聯合行為，最怕有人偷跑或作弊
（cheating），不遵守聯合行為之約定而偷偷降價，導致聯合行為分裂、失
敗。為防止此種作弊、偷跑行為的發生，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遂有誘因設計出
監督機制，監控是否有此作弊、偷跑行為。當上游製造商彼此間就其躉售給經
銷商之躉售價格成立聯合行為時，渠等藉由下游經銷商維持轉售價格策略的施
行，將可於一定程度上扮演上述監控作弊、偷跑機制之功能，維續聯合行為的
有效施行。理由有二：首先，當所有上游製造商皆對於下游經銷商之零售價格
實施維持轉售價格時，經銷商因無法藉由降價或低價策略進行競爭，從而亦無
法以降價可以增加商品銷售數量、提昇製造商獲利為由，要求製造商應對其調
降其躉售價格，致使躉售價格之聯合行為遭致破壞。其次，當特定下游經銷商
針對特定品牌商品未遵守維持轉售價格之要求時，即有可能表示，提供該當商
品之上游製造商未遵守躉售價格聯合之協議，進而促使其他成員對於該製造商
之躉售價格進行深入調查。
雖然，乍看之下，上述說明似乎言之成理，但仔細觀之，卻又有不少弔詭
之處。原因在於，縱令無維持轉售價格的存在，下游經銷商的低價促銷或銷售
行為，亦可作為其上游製造商未能遵守躉售價格聯合行為的協議，而有對其躉
售價格實施降價之作弊行為。此外，縱令下游經銷商確實恪遵維持轉售價格要
求，亦不表示其上游製造商未破壞價格協議，私下調降其躉售價格給下游經銷
商。無論如何，倘若下游經銷商係同時銷售數種不同品牌商品，特定品牌之製
造商若欲偷跑給予該經銷商低於協議的躉售價格時，該經銷商嗣後可能以此為
由要求其他品牌製造商亦給予其優惠價格，導致前者之作弊行為曝光。若此，
則維持轉售價格於穩定上游製造商之躉售價格聯合行為上，似仍可發揮一定程
度的監控功能。
(二) 擁有市場支配力之上游製造商，可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策略維持其市場力量
如同前述，原本上游製造商得以藉由維持轉售價格，保證下游經銷商一定
獲利程度，以補貼其為提供銷售服務、品質認證服務等所支出之費用。然而，
當上游製造商藉由維持轉售價格所欲保證經銷商獲利之目的，並不在於補貼
其銷售服務、品質認證服務等費用支出，或是下游經銷商根本未提供此類服務
時，則其保證獲利之策略目的可能就是阻礙、制止下游經銷商銷售其他品牌之
商品，並對於不遵守此一協定而繼續銷售其他品牌商品之經銷商，施以斷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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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商品作為其不遵守要求的處罰。結果所導致者，可能是其他品牌製造商退出
市場或新事業無法進入上游製造市場。當然，於此情形，該上游製造商所提供
的躉售價格與維持轉售價格二者間之價格差距，必須優惠至經銷商無誘因經銷
其他品牌商品之程度，方能吸引經銷商加入此一行銷體系。
如同本項標題所示，此種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的排他性策略，必須是由擁有
市場支配地位者加以推動，方有其成效。若推動此一策略者，並不享有市場支
配地位，則其所作所為將是飛蛾撲火，招致其他事業的反彈而群起力抗之，嚴
重者可能帶來滅亡的結果。職是，本項策略成功之前提，在於係由擁有市場支
配地位者所推動，而所謂市場支配地位究竟如何認定。二位哈佛學派的經濟學
者William S. Comanor及Frederic M. Scherer教授認為，倘若係由上游製造商所發
動之維持轉售價格，於其市場占有率未滿50％時，應推定該行為合法，只有在
其市場占有率超過50％時，方有必要進一步深入探究其競爭效果，論斷其合法
59

性與否 。由此或可推知，意欲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維持其市場力量者，必須其
市場占有率超過50％而相當於我國公平法所規範的獨占事業，其策略方有成功
的可能性，亦才有可能對競爭產生不利影響。
(三) 下游經銷商可能藉由維持轉售價格促進其彼此間之聯合行為有效被推動、
遵守
前面所述具有促進競爭效果之維持轉售價格策略，大多是由上游製造商為
促進其商品銷售數量主動而為，下游經銷商鮮有誘因促使此種維持轉售價格之
啟動。當然，個別的下游經銷商為避免其銷售服務、品質認證服務等遭受其他
經銷商的搭便車，或有誘因要求上游製造商實施維持轉售價格。惟此仍是個別
經銷商之個人作為，經銷商群體集結起來施壓要求製造商推動維持轉售價格，
殊難想像其目的係為防止搭便車。下游經銷商群體所為如此不合理舉動，其目
的即在希冀藉由維持轉售價格，有效監控其彼此間之零售價格聯合行為，避免
有人作弊、不當調降價格。此際，雖然名義或形式上維持轉售價格策略係由上
游製造商所要求，但實際上係受下游經銷商集體所脅迫，並依照渠等已經協商
完成之零售價格作為其維持轉售價格水平。
事實上，從世界各國過去容許維持轉售價格制度的事例中亦可窺知，要
求政府不應對維持轉售價格進行管制之團體，多為下游經銷商或零售事業團
59

See Brief for Williams S. Comanor and Frederic M. Scherer as Amici Curiae Supporting
Neither Party in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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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下游經銷商逼迫上游製造商推動維持轉售價格以有效維繫其彼此間之聯
合行為，其來有自，幾乎所有的產業經濟及競爭法學者都一致認同，此種聯
合行為對於競爭機制帶來重大危害，應予嚴格禁止。前述哈佛學派經濟學者
William S. Comanor及Frederic M. Scherer二位教授即主張，倘若維持轉售價格係
61

由下游經銷商集體所共同要求推動，即應推定其違法、嚴格取締 。與前述上
游製造商意欲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維繫其躉售價格聯合，不少經濟學者對其有效
性及合理性仍持有疑義不同，下游經銷商共同施壓製造商實施維持轉售價格以
維繫其彼此間之零售價格聯合，並未能取得任何經濟或競爭法學者的認同，而
為維持轉售價格規範及取締重心所在。
(四) 擁有市場支配力之下游經銷商，可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策略維持其市場力量
具有市場力量的下游經銷商若為繼續維持原有獲利而不願調降售價以因應
來自於其他經銷商的價格競爭時，或將有誘因要求上游製造商實施維持轉售價
格，令其他經銷商無法藉由低價促銷挑戰其地位，同時又可維持其原有獲利。
此種作法可能導致擁有創新行銷模式之經銷商，縱令開發出新的、更有效率之
行銷方式，而有意將其因此所節約的行銷成本以價格調降方式回饋給消費者，
但因受到上游製造商維持轉售價格要求的牽制，致無法實現其回饋消費者之目
的。其結果將使得下游經銷商縱令是開發出更有效率之行銷模式亦無法取得消
費者的青睞、無法於競爭上取得優勢，長此以往勢將扼殺創新誘因，令擁有市
場支配力量但早已怠惰、無創新能量之經銷商得以繼續溫存。此種不當結果，
自亦不應容許，應藉由公平法相關規定加以取締、禁止。
當然，對於上開行為取締之前提，仍必須是由擁有市場支配力之下游經銷
商施壓上游製造商所推動、實施。市場支配力量於此如何認定，依舊是問題所
在。淺見以為，當可如同擁有市場支配力的上游製造商企圖藉由維持轉售價格
維持其市場力量時之違法性判斷方式，將具有市場支配力的經銷商之市場占有
率設定為50％，只有跨越此一50％門檻，下游經銷商方有阻擋其他不參加維持
轉售價格體系之經銷商的價格挑戰，繼續維持、鞏固其市場地位。
除上述所列之4種限制競爭類型外，另有認為維持轉售價格可能導致零售
價格之高漲，對競爭產生不利影響，實際上Leegin一案判決的反對意見，即
62

明白指陳此種可能的弊端 。然而，此種以價格上升即認為危害競爭機制之見
60
61
62

See, e.g., Basil S. Yamey (ed.),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1966).
See Comanor and Scherer, supra note 57.
551 U.S. at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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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有其盲點，曾任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經濟局副局長Pauline M. Ippolito女士
63

則更進一步指出，認為此種見解是一種迷思 。理由在於，該當見解忽略競爭
內涵不僅只有價格層面，而係廣泛包含品質、服務等各種層面的競爭，此等品
質、服務若對於商品消費有加值作用，自應包含於商品售價而導致其價格提
高。重點在於，商品售價的提高是否導致其整體銷售數量的銳減；倘若商品數
量並未因維持轉售價格的實施而減少，反倒是增加的話，表示消費者對該等品
質、服務有所需求，並願意為此付出應有對價。申言之，此際價格上升係因供
給曲線因品質、服務的加入而整體往右上方移動，並非是在同一供給曲線上的
點之移動，對於消費者福利並未帶來減少。有鑑於此，美國著名的產業經濟學
者Benjamin Klein教授遂謂：「市場產量的減少乃是證明維持轉售價格具有限
64

制競爭效果之必要前提。」

無論如何，經由本文以上分析，當可清楚知悉，維持轉售價格因其實施主
體、市場結構、實施目的而可能具有各種不同促進競爭及限制競爭效果與類
型；因此不應一竿子打翻一艘船，不問是非黑白，只因刻有維持轉售價格烙
印，即認定其當然違法，不給予任何翻身的機會。在行政程序法第9條「行政
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的規範意
旨下，主管機關對系爭維持轉售價格是否應認定為違法行為前，當有必要綜合
考量各種市場結構、行為要素，並對其促進競爭、限制競爭效果等加以分析、
比較後，方能做出其最終決定。如同本文一再強調，公平法限制競爭章節的規
範原理志在實質、屬市場不法規範類型之一環，主管機關不能為形式所迷惑、
依舊以過去行為不法的方式處理之，否則即泯滅2015年2月法律修正將維持轉
售價格條款從原本的不公平競爭章節，特意轉置至限制競爭章節之立法原意。
於此認知下，針對維持轉售價格問題，主管機關至少應先就系爭維持轉售價格
究竟是為促進品牌間競爭而為，抑或是上、下游事業為其聯合行為或市場地位
鞏固的煙幕彈，加以分析。倘若係屬後者，則當不假辭色、嚴厲以對；若為前
者，則因其促進競爭機制發展有功，不僅不應加以禁止處罰，反應予以鼓勵。

63

64

Pauline M. Ippolito, RPM Myths that Muddy the Discussion, 55 Antitrust Bulletin 151,
154-56 (2010).
Klein, supra note 37, at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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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平交易委員會維持轉售價格規範法律執行之現狀與問題點
從前一節之敘述中，可以窺知，由不具有市場力的上游製造商個別所推動
之維持轉售價格，通常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除非可以例外舉證出其具有限制
競爭效果，否則不應禁制之；相對於此，具有市場限制競爭效果而應加以取
締、禁止之維持轉售價格，乃是上、下游廠商以之作為聯合行為的手段或煙幕
彈，或是上、下游獨占事業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維繫或強化其獨占地位而造成市
場封鎖效果者。基於此種認識，論者遂有如下主張：「只要不涉及製造階段或
是經銷階段的水平聯合或獨占力濫用，品牌製造商單方的RPM行為應該比照非
價格垂直限制，被認定為『原則合法，例外禁止』」，以賦予事業經營更多自
由，使其能夠因應不同的市場環境與產品特性，就RPM、獨家經銷、獨家代
理、區域限制、促銷補貼等策略，選擇最有效率的行銷方式……競爭機關應將
多數執法資源用於水平聯合，而非垂直限制。競爭機關針對製造商發動RPM之
65

優先處理事項，就是調查該等案件是否涉有聯合行為情事。」 然而，言者諄
諄、聽者藐藐。
於檢討自2015年2月4日公平法修正施行，迄今為止公平會有關維持轉售價
格之全部處分案後，可以發現並無以維持轉售價格作為實施上游或下游聯合行
66

為者，縱使將檢討對象放寬至公平法第14條第1項的處分案例 ，亦未見有因
藉由維持轉售價格實施聯合行為而被處分之案例。若此，則依照前段所述之見
解，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且因此而被認定具有違法性之維持轉售價格案例，當係
因為上游或下游事業擁有高度市場力或獨占地位，進而濫用其市場力或獨占地
位，致使發生限制競爭情事，遭公平會處分。然而，仔細檢視各該處分案例，
卻又發現在所有案例中，維持轉售價格案例全數為上游廠商所推動，對此公平
會從未界定過相關市場，既無相關市場之界定，當然就不會有獨占事業或獨占
地位之認定，亦當然不會針對系爭相關市場競爭究竟受到何種程度的限制效
果、封鎖效果，加以檢討。此種無視修法理念的實務運作結果，被批評為「現
67

行公平法對於轉售價格維持的管制，形同趨近於適用當然違法」 ，其來有
自。
65
66
67

馬泰成，前揭註1，62頁。
參照前揭註2所舉之各號處分。
參照前揭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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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公平會現行有關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之實務運作，主要問題點有
三。

一、漠視限制競爭行為之對市場效果要件
如同前述，縱使不是芝加哥學派的學者，而係傳統上屬於哈佛學派之
William S. Comanor及Frederic M. Scherer二位教授亦認為，由上游製造商所發
動之維持轉售價格，若其市場占有率未滿50％，應推定其行為合法，只有在其
市場占有率超過50％時，方有必要進一步深入探究其競爭效果，論斷其合法性
68

與否 。申言之，只要競爭法規定對於維持轉售價格不再採取行為不法的當然
違法規範模式，而係轉化改採市場不法之規範模式時，競爭法主管機關即有必
要藉由市場占有率等代理指標，檢討系爭維持轉售價格對相關市場所造成的限
制競爭效果之有無及程度，並基此認定該當行為違法性之有無。然而，很可惜
地，如同前述，迄今為止有關維持轉售價格之處分案中，公平會從未就系爭行
為的對市場效果若何，進行任何檢討。
猶有勝者，當被處分人主張：「公平交易法關於限制轉售價格規定之適用
範圍應限縮於該轉售商品在市場上已達寡占或獨占者，而其所經銷之各項商品
均非在市場上達到寡占或獨占之商品，尚有其他品牌之寵物食品、用品於市
場上競爭。亦即被處分人認為消費者與其下游經銷商既然無轉換交易對象之困
難，即使存在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之行為，仍不至於減損品牌間之競爭，
且某限制競爭行為縱然對某些消費者產生不利影響，亦不能即謂該行為與消費
者福祉有違，仍應進一步檢驗對整體消費者福祉有無減損而定。公平交易法之
目的既在維護競爭機能與秩序，在解釋及適用於具體個案時，自應視該個案行
為是否確實已抑制了競爭機能而定，況渠下游經銷商受轉售價格條款限制之範
圍不大，與渠簽有書面年度經銷合約者僅占其103年度營業額14%」，而要求
公平會應檢討系爭行為之對市場效果時；公平會如此輕率回應如下：「公平交
易法第19條第1項禁止事業限制轉售價格之規定，所欲保護之法益乃『促進品
牌內之價格競爭』，旨在避免經銷商無法依據其各自所面臨之競爭狀況及成本
結構訂定售價，否則將削弱同一品牌內不同經銷通路或零售業者間的價格競
爭。又事業限制轉售價格之行為，必然造成該品牌商品價格維持在較高水準，
剝削對產品價格較不敏感之消費者剩餘，直接損害消費者福利，故該項規定並
68

參照前揭註57及其所註釋之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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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保護『品牌內消費者之利益』。再者，限制轉售價格阻止品牌內經銷商進
行價格競爭，促使零售價格高於競爭價格，且不易下降，不但減損下游市場之
價格競爭，更有促成下游零售市場之價格聯合或用以加強維持上游供應商之勾
結行為，其反競爭效果至為明顯，是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項禁止事業限制轉
售價格之規定，不以『限制競爭之虞』為要件。綜上，判斷公平交易法第19條
第1項規定之違反，不以整體消費者福祉已受減損作為前提，亦不限於已發生
具體抑制市場機能結果者，即使行為事業不具獨占或寡占地位，亦有違反公平
69

交易法第19條第1項之可能，故被處分人對前揭法律規定之認識顯有錯誤。」

現今競爭法的國際潮流趨勢大多肯定，競爭法的規範目的主要在於保護
70

品牌間之競爭 。理由相當簡單且明瞭，公平法規範在保護市場競爭，而非競
71

爭者 。除非單一事業本身就構成一個相關市場，否則市場應存在諸多競爭事
業，競爭法規範的目的就在於維護、確保此等競爭事業得以「自由且公平」地
競爭，因此競爭法主要之關心對象當然在於事業間、亦即品牌間的競爭，而非
單一品牌內競爭。維持轉售價格規範既為競爭法整體規範之一環，其規範理念
及目的豈可背離競爭法整體規範理念及目的而自我設限，自認為其「所欲保護
之法益乃『促進品牌內之價格競爭』」。品牌間競爭的存在，方可確保各該品
牌之事業不敢於品牌內濫用其優勢地位，倘若品牌間競爭不存在，則品牌內競
爭亦自身難保。推至極端，例如倘若只有一家獨占事業存在，則不論其品牌內
競爭如何激烈，消費者都必須忍受其高額的獨占價格之設定，忍受其因獨占而
對於品質精進的怠惰。若能有此正確認知，就不會錯誤認為維持轉售價格規定
的規範目的在於促進品牌內競爭，而會將其執法重心置於確認系爭行為是否促
進或阻礙品牌間之競爭。將其執法焦點聚焦於品牌內價格競爭之執法方式及態
度，實難肯定其已確實體認國際潮流關於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之發展趨勢。
公平會另一重大的錯誤認知，在於其認為雖然2015年2月法律修正，將維
持轉售價格規範從原本的不公平競爭章節，轉位置入限制競爭章節中，但其規
範前提仍「不以『限制競爭之虞』為要件」，再次突顯出縱使維持轉售價格屬
72

於限制競爭類型，卻依舊可自外於限制競爭應有的規範理念與方式 ，真不知
69
70
71

72

公平會公處字第104110號處分，處分理由六（一）。
參照前揭註69及其所註釋之本文。
See Brown Shoe Co. v. United States, 370 U.S. 294, 320 (1962); Brunswick Corp. v.
Pueblo Bowl-O-Mat, Inc., 429 U.S. 477, 488 (1977).
此種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不以『限制競爭之虞』為要件」而依舊停留、靜止於
2015年2月修法前基於行為不法認知所為的執法方式及態度，亦可見於公處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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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此種推論從何而來？沒有了父親，兒子哪裡來？但是，公平會就是堅
持，沒有父親，兒子依舊可以從桃子裡面迸出來。此種特異功能的論理方式，
混淆、破壞了公平會限制競爭章節的規範邏輯。
如同前述，公平法對於違法的限制競爭行為之禁制，皆以其對市場帶來一
定的反競爭效果為限，例如聯合行為規範「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
需之市場功能」之要件，獨占地位濫用管制以擁有「獨占地位」為前提，縱使
是公平會所稱不涉及競爭核心之「價格」限制的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規範的第
20條，亦以其行為「有限制競爭之虞」為前提要件。為何獨獨其限制競爭效果
可能介於聯合行為、獨占地位濫用及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之間的維持轉售價格
規定，就可以不需要任何限制競爭效果的要件，此種規範邏輯，不得不謂已背
離競爭法常識及常態。
尤其是，當現今世界各國競爭法的執行率皆逐漸對包含維持轉售價格在內
之垂直交易限制採行較為寬鬆的規範態度，而將其法律執行對象集中火力於價
格、數量、市場分割及圍標等幾乎只有負面效果而未見其正面效應的惡質聯合
73

行為（hard-core cartels） 之際，我國公平法執行卻一反常態、與世界競爭法
潮流發展趨勢背道而馳，實令人難以苟同。蓋縱令是上開被認為只有限制競爭
效果而無其他促進競爭效益之價格、數量、市場分割及圍標等惡質聯合行為，
我國公平法第14條第1項尚要求必須於確認該等惡質卡特爾產生「足以影響生
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限制競爭效果後，方得認定其違法，
為何一般被認為惡性、違法性較低的維持轉售價格行為，縱使未對市場競爭帶
來限制效果，亦被禁制、處罰。此種法律規範的邏輯何在，立法者立法原意真

73

105107 號處分之理由中，該號處分理由六如此認定系爭行為的違法性：「被處分
人透過總經銷商之下游經銷商銷售產品，並以渠與總經銷商間約定之價格作為經
銷商價格轉售之制約，經銷商倘未符規定，可能遭受網站移除網頁之處罰，對經
銷商之心理易形成壓迫，經銷商之價格設定自由實已受前開不利益制裁配合措施
之拘束，被處分人前開行為形成之干涉與壓迫，致有限制轉售價格之實效，而有
價格僵固之情事，影響經銷商自由決定商品價格，損及市場價格競爭機制。」此
種以事業「心裡易形成壓迫」、「影響經銷商自由決定商品價格」為其違法性判
斷基準，而完全不觸及經銷商價格決定的不自由可能是為促進品牌間競爭的論述
方式，實在是修法前行為不法的規範原理，但在修法後依舊不改其「初衷」。
See, generally, OECD,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Effective Action
Against Hard Core Cartels, 25 March 1998 - C(98)35/FINAL, availabl at www.oecd.
org/dataoecd/39/4/2350130.pdf, last visited last visited 2014/9/4; OECD, Hard Core
Cartels: Third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98 Council Recommendation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dataoecd/58/1/35863307.pdf, last visited 201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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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要公平會做出此種違反一般常理、背離國家競爭法規範潮流之法律執行
嗎？

二、將維持轉售價格限制競爭效果限定於價格競爭之錯誤認知
在前述回應被處分人抗辯之說明，可以窺知，公平會因為認定公平法第19
條維持轉售價格規定的保護法益在於「促進品牌內之價格競爭」，因此產品售
價的維持或提高，就幾乎成為系爭維持轉售價格違法性的唯一判斷要素，公平
會如此說明：「限制轉售價格阻止品牌內經銷商進行價格競爭，促使零售價格
高於競爭價格，且不易下降，不但減損下游市場之價格競爭，更有促成下游零
售市場之價格聯合或用以加強維持上游供應商之勾結行為，其反競爭效果至為
74

明顯」 。然而，如同本文一再強調，非由獨占事業實施且未涉及聯合行為的
維持轉售價格策略，其目的在於促使下游經銷商提供消費者所需的售前、售後
服務，以提高消費者的消費滿足度，增加其購買意願。
此際，該等售前、售後服務的成本，自會反映、加料於售價中，致使產品
價格居高不下，此種高價格的結果原本理當會削弱該品牌與其他品牌之競爭能
力，消費者亦理當對此高價位情事加以唾棄，轉而購買其他品牌產品，最終導
致該當維持轉售價格策略不攻自破、自我毀滅。然而，當事業實施維持轉售價
格後，其產品銷售數量不減反升而呈現一片欣欣向榮時，所意味者不外乎消費
者對於該等售前、售後服務的高度需求及肯定，從而縱使因為維持轉售價格策
略導致系爭產品價位可能居高不下，消費者亦無意願轉而購買其他品牌產品，
而仍願意繼續購買該當品牌產品。由此可知，公平會所強調的「價格高於競爭
價格，且不易下降」的惡性或弊端，根本不是維持轉售價格是否具有限制競爭
效果之判斷要素。
不合理、對消費者不利的維持轉售價格策略，不用公平會的介入、處分，
皆將因其高價格問題而自行毀滅、不攻自破；反之，合理、符合消費者需求的
維持轉售價格策略，縱使導致產品價格居高不下，亦因受到消費者普遍歡迎
而得持續推動、成長。問題癥結，不在於價格，而在於消費者是否於維持轉售
價格策略實施後，依舊有購買意願；倘若有，則產品銷售數量不減反增、企業
繼續成長；倘若無意願繼續購買，則事業將因銷售數量日益減少而退出市場。
一言以蔽之，不是價格高低，而是產品銷售數量的增減，方是維持轉售價格行
74

參照前揭註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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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屬合法或違法的判斷標準。聚焦於價格之違法性判斷方式，早已被批評為
75

「迷思」 ，著名的競爭法經濟學者更直言：「市場產量的減少乃是證明維持
76

轉售價格具有限制競爭效果之必要前提。」 公平會未來是否會因為繼續「迷
思」而「迷失」，端視其是否（1）正確體認到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之前提，依
舊以其發生限制競爭效果為要件；（2）限制競爭效果有無之判斷，在於系爭
維持轉售價格策略實施後，該品牌產品之銷售數量是否減少，而非價格是否維
持不變或調高。

三、不當區別價格及非價格垂直限制之違法性判斷標準
現今競爭法學界大多主張，關於垂直交易限制，不論是有關價格、抑或是
77

非價格，應適用同一套的違法性判斷標準 。實則，早於2015年2月法律修正
前，在檢討過當時公平會針對修正前公平法第18條及第19條第6款之實務運作
後，陳志民教授曾有如下感慨：「至少在法律上，主管機關或法院，已很難再
將垂直的價格限制，認為是必然對市場競爭無益的競爭行為，可以直接認定其
必定違法，而無須再就行為所處市場結構與產品特質等因素加以評估……公平
會深知單從公平法第18條及第19條規定文字本身，形式化的去合理化法律的差
78

別適用，將難以服人……」 倘若對於法律修正前依其條文文義內容係禁止一
切維持轉售價格的實施之規範架構，陳教授都認為不能單從「規定文字本身，
形式化的去合理化」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不以『限制競爭之虞』為要件」，
而應與其他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一樣，有類似「限制競爭之虞」之對市場效果
要件為其發動規範之前提，則於2015年2月「參酌國際潮流之趨勢」所為之修
正後，更沒有理由將維持轉售價格規定解釋為「不以『限制競爭之虞』為要
件」，而是應與其他獨家交易、搭售、地域限制等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類型一
樣，其規範之發動以對市場競爭產生限制之虞為前提。
然而，很遺憾地，公平會雖成立至今已27年有餘，但仍未能正確體認到公
平法規範之目的在於「實質」，而不在於「形式」，從而對於維持轉售價格規
範依舊盲從於公平法第19條規定之形式文言，一方面認定其規範之發動「不以
75
76
77

78

參照前揭註62及其所註釋之本文。
參照前揭註64及其所註釋之本文。
參照馬泰成，前揭註1，61-62頁；施錦村，「公平交易法對於價格垂直限制與非
價格垂直限制之評價」，公平交易季刊第23卷第1期，189頁，2015年1月。
陳志民，「To Sylvania and Beyond!：一項分水嶺判決之理論建構及延伸觀點」，
公平交易季刊第19卷第1期，46-47頁，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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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競爭之虞』為要件」；與此同時，又認為其執法方式及態度只要堅持修
法前的行為不法之作法即可，只是修法後因有第19條第1項但書存在，因此被
調查人等可以藉由該項但書規定，舉出具體事證抗辯其維持轉售價格存在「正
當理由」，藉以逃離公平會的處分。惟於實務運作上，被處分人關於正當理由
之抗辯，完全不為公平會所接受，導致實際運作上，容許「正當理由」抗辯的
但書規定，名存實亡，而被現任公平會委員自身譏為：「現行公平法對於轉售
79

價格維持的管制，形同趨近於適用當然違法」 。
既然公平會於2015年2月修法已然承認維持轉售價格並非行為本身當然違
法，而係存在有促進競爭的可能性，故對其違法性判斷方式應由過去的當然違
法，改採合理原則加以論斷。若此，則依照競爭法合理原則之法律適用方式，
意欲論斷系爭行為是否帶來限制競爭效果而應認定其違法，當有必要就系爭相
關市場結構、行為人市場占有率、商品特性、競爭事業之抗衡能力等各種要素
加以衡量。正如同，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第28條第2項所言，其他垂
直交易限制「是否不正當而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
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
判斷。」現行公平法第20條各款規定中的「無正當理由」、「不當」等，不能
從當事人本身主觀意圖的正當、不正當加以論斷，而應從其行為客觀的對市場
效果之「限制競爭之虞」，加以評定。否則，縱使當事人主觀認為正當，但客
觀上已經產生限制競爭效果時，難道可以以當事人私人的主觀認知，就置其行
為所帶來的限制競爭效果於不論，迴避對其行為違法性的認定。
同樣的道理，亦可適用於公平法第19條但書之「正當理由」的解釋與適用
上。雖然，2015年2月的公平法修正，無法完全擺脫修法前規定文字、內容的
桎梏，從而將其「正當理由」置於但書規定中，惟從公平會體察國際潮流趨勢
方有是次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修正之舉動來看，不論「正當理由」、「無正當理
由」是放置於本文中，抑或列於但書規定中，皆無法泯滅是次修法對於維持轉
售價格規範已改採合理原則之規範方式，若此則有關系爭維持轉售價格限制競
爭效果的舉證責任，理當由公平會本身擔負之，而非如同現行運作方式，公平
會繼續堅持其過去以來之行為不法的違反性認定方式，而將促進競爭效果的舉
證責任強加給被處分人。公平會應謹記，被處分人縱使負有促進競爭效果的舉
證責任，但此等促進競爭效果是否大於限制競爭效果而可被正當化，仍須視公
79

參照前揭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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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對於系爭行為限制競爭效果的認定如何。然而，如同前述，公平會現行實
務運作，根本未對系爭維持轉售價格的限制競爭效果有過任何認定，蓋渠於所
有維持轉售價格之處分案例中，從未界定過相關市場，既未界定相關市場，又
如何評估、認定市場競爭是否有受到限制、其程度若何。於此情形下，倘若當
事人真的可以提出促進（品牌間）競爭效果之事證，則不論其促進競爭效果之
程度如何，公平會是否必須一律肯定其抗辯，蓋渠並無法將此促進競爭效果與
渠從未調查、認定過的限制競爭效果，二者加以比較、衡量後，做出正確的決
定。
再者，如同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第28條第2項等規定所示，欲認
定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
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其中，
「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並非被處
分人得以清楚認知者，而係長期浸淫於競爭、市場研究因而對此擁有高度專業
的公平會方有以致之，若將此等因素之判斷亦全數委由被處分人抗辯為之，不
僅是強人所難，亦可能導致被處分人因利益衝突所致無法就此做出正確的認識
及判斷。
由上可知，雖然從現行公平法第19條第1項之規範內容及方式，形式、名
義上似乎公平會只要認定有維持轉售價格行為存在即可，其他是否有促進競爭
效果的「正當理由」，則應由被調查人自行舉證、提出抗辯。但事實上，合理
原則的規範原理在於限制競爭效果、促進競爭效果二者的比較、衡量，而非單
方面考慮促進競爭效果即可正當化其行為之合理性。公平會現行實務運作不僅
錯誤將價格維持或提高本身直接視為限制競爭效果的存在，而無視銷售數量是
否減少方是評估、認定限制競爭效果的關鍵之所在，且因於所有處分案例中皆
未界定過相關市場，導致從未針對系爭維持轉售價格限制競爭效果有無、程度
如何之認定，從而無法依照合理原則之違法性判斷方式理念，就限制競爭效
果、促進競爭效果二者加以比較、衡量，最終做出系爭行為合法、違法之認
定。吾人實不知，於此完全無視競爭法規範理念的實務運作方式下，公平會果
真可以正確認定系爭維持轉售價格違法嗎？
競爭法主管機關最忌諱的就是墨守成規、食古不化，無法隨著經濟情事發
展的變化、產業類型及結構的改變、經濟學研究的深化及進展而與時俱進，導
致過往的執法認知依舊影響著現在的正常、合理的競爭行為。美國反托拉斯
法主管機關在前述聯邦最高法院於Leegin一案所提出的「法庭之友」（Am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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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iae）意見書，對於競爭法主管機關必須隨時與時俱進的認識，或許可以作
為我國公平會未來執法心態的參酌，謂：「先例遵循原則並不足以成為繼續肯
定Dr. Miles判決之正當化事由。該當原則於反托拉斯法的脈絡中，並不具有重
要地位，蓋國會期待貴法院能隨著環境變化及經驗累積持續發展、型塑反托拉
斯法規定之意義。在當然違法原則、而非合理原則的適用決定上，國會對此期
待，特別殷切。因為，當然違法或合理原則二者之選擇，係奠基於針對特定經
濟行為的經驗及經濟分析之上。假若經過時事的變遷，經驗及經濟分析指導應
朝另一個方向邁進時，吾人實已無堅實基礎繼續維持一個已經過時的原則。 貴
法院過去因認知到支撐舊有判決的理論支柱已受到嚴厲挑戰，從而推翻對於非
價格垂直交易限制及最高維持轉售價格當然違法之判例。至此，於現代的反托
拉斯法規範原則及經驗中，繼續維持既無理論亦無經驗基礎支持的維持轉售價
格當然違法原則，既是違反常理，亦無其正當化事由。」

80

伍、維持轉售價格規範未來應有之改革方向與內容
在前節所述，公平會現今有關維持轉售價格之執法方式及態度在在充滿著
錯誤與矛盾的情況下，展望未來，我國維持轉售價格規範勢必要有所變革，避
免因為錯誤的執法，不當干擾事業正常的經營活動，而影響我國事業之國際競
爭力。此際，改革方向有二，一從現有規定內容的解釋論出發，一則毅然決然
從事立法論的改革。

一、公平交易法第19條規定應有的解釋之道
如同前述，2015年2月公平法維持轉售價格的修正，既已揚棄先前的行為
不法之當然違法規範模式，而踏襲「國際潮流之趨勢」，正確認知到維持轉售
價格亦有促進競爭之正面效果後，理當依循國際潮流趨勢之發展，就維持轉售
價格之違法性判斷，採取合理原則之判斷方式。雖然，現行公平法第19條條文
之規定方式，令公平會因此推論出該條規定乃是維持轉售價格「原則違法、例
外合法」，進而將例外的「正當理由」之舉證責任轉嫁給被調查人。然而，只
要是不屬於當然違法的判斷方式，則不論是「原則違法、例外合法」抑或是
「原則合法、例外違法」，皆屬於合理原則之違法性判斷方式的一環；特別
80

FTC and Department of Justice, supra note 18,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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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同前述，被調查人之舉證責任僅止於其所認為存在的促進競爭效果，至
於系爭相關市場內的限制競爭效果之有無、程度如何，並非其舉證責任所在。
公平會縱使請被調查人提供其所認為促進競爭效果之證據，亦是當事人自願性
的協力協助之一環，並未免除公平會對系爭維持轉售價格之對市場效果要件的
調查及認定，公平會依舊必須遵循行政程序法第9條「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
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之要求，進行類似前述公平
法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第28條第2項「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
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具體判
斷系爭行為是否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且其負面效果大於被調查人所舉出之促進
競爭的正面效果，而得認定其違法。
於此認知下，殊難想像當被調查人並未主動提出相關「正當理由」之抗
辯，而公平會卻經由其歷來累積的執法經驗可以於相當程度上得到被調查人有
實施系爭維持轉售價格之正當事由時，公平會仍舊可以無視此一事實狀況，遽
然認定系爭維持轉售價格屬違法行為，當事人對於公平法認識的不足、無相關
競爭專業能力等情事，竟然可以成為公平會怠忽職責、推諉卸責的屏障及藉
口。而行政程序職權主義之一般原則，到了公平會手中，竟然可以退化成幾近
當事人進行主義的運用方式。此種執法方式及態度，實難謂其符合法治國依法
行政之精神。若此，則為符合法治國依法行政之基本原理原則，關於現行公平
法第19條的解釋，就必須從合目的性解釋方法論的觀點出發，重新釐清維持轉
售價格之規範定位，體認立法者特地將其規定從原本的不公平競爭章節中，改
頭換面重置於限制競爭章節的立法原意與目的，只有系爭維持轉售價格確實可
能發生限制競爭效果時，方能以第19條規定介入、管制。
此際，公平法第19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正當理由」所扮演的角色，正如
同同法第20條第2款之「無正當理由」、第5款之「不正當」之規範功能，在於
闡明其因帶來限制競爭效果，且此限制競爭的負面效應大於系爭行為可能產生
的促進競爭之正面效應，此種結果使得系爭行為不再屬於「正當」或其實施得
認定具有「正當理由」，因而須認定其違法。而如何確定系爭行為是否「無
正當理由」、有無「不正當」，就必須依據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第
28條第2項規定之闡釋，「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
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具體分析、比較
衡量。同樣的法律解釋、適用方式，亦可適用於公平法第19條第1項之「正當
理由」，蓋當前述以消極敘述方式所規定出「無正當理由」、「不正當」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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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其實質乃是在於闡明該等規定適用所須的對市場效果時，則使用正面敘述
方式所呈現的「正當理由」，於競爭法上之意義，亦在於闡明系爭規定適用
時應具備的對市場效果要件，確認只有在經由類似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6條第2
項、第28條第2項規定所要求的「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
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之分析後，得以
發現系爭行為帶有限制競爭效果，且其限制競爭的負面效應大於其促進競爭的
正面效應後，使得因其未滿足「正當理由」之要件要求，而認定其違法。唯有
如此解釋，方能使得公平法第19條規定符合其上位規範的限制競爭章之規範原
理，亦方能因此而與限制競爭章節中其他濫用獨占地位、聯合行為、結合、垂
直交易限制等規定，求得內部適用邏輯的一致性，於滿足前述合目的性解釋的
同時，亦符合論理解釋方法論要求法規範內部規範邏輯應行一致的要求。

二、公平交易法第19條立法改革論
倘若公平會認為，前一節的解釋方法論之展開，對照於公平法第19條之規
定文字所為的文義解釋，根本行不通，則從現今公平會關於該條規定的實務運
作，實難肯定其符合立法者將其從不公平競爭章節中，洗心革面改置於限制
競爭章節之立法原意，而已經發生濫用該條規定之可能時，則徹底有效的解決
方法，就是廢除該條規定。蓋公平會現行對於該條規定所採取的「原則違法、
例外合法」的嚴苛執法態度，已經加諸企業諸多錯誤的執法或法遵成本。一般
而言，公平會執法錯誤成本包含二種類型，一種為錯誤的積極執法取締（false
positive）之成本，另一則為錯誤的消極不執法（false negative）之成本。就維
持轉售價格規範而言，錯誤的積極執法取締之成本，將遠遠大於錯誤的消極不
執法之成本，論者對此如此闡明：「競爭機關規範RPM可能涉及兩項執法錯
誤：1.放鬆RPM管制，以致減損品牌內部競爭；2.嚴格規範RPM，以致減損品
牌間競爭。依據Lambert（2010）的評估：過於嚴格執法所肇致的錯誤成本會
高於過於寬鬆者。原因在於：即使寬鬆執法，允許傷害市場競爭的RPM，以致
衍生出市場獨占甚至聯合行為。但因市場具有自我癒合功能，市場壟斷所形成
的超額利潤，一定會吸引新生產者進入市場或誘發卡特爾成員秘密增產的欺騙
行為，從而使寬鬆執法的後遺症會隨著時間經過逐漸消失。反之，嚴苛立法與
執法禁止良性RPM，所造成的限制競爭影響將會一直延續，直到政府重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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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或是法院修正判例為止。」 善哉斯言！在公平會關於維持轉售價格的
82

法律執行已經被認為「形同趨近於適用當然違法」 之情況下，公平會若亦無
意願變更其法律解釋與執法態度，則實已來到必須進行法律修正的地步。
於此，如同前面關於維持轉售價格競爭效果的經濟分析所述，維持轉售價
格一般具有促進競爭的正面效應，真正會帶來限制競爭效果而阻礙市場競爭機
制之正常運作者，乃是上、下游廠商以維持轉售價格作為聯合行為的手段或
煙幕彈，或是上、下游獨占事業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維繫或強化其獨占地位而造
成市場封鎖效果者。若此，則當系爭維持轉售價格係遭不肖事業作為其聯合行
為的手段或煙幕彈時，比起利用公平法第19條規定，適用同法第14條的聯合行
為規範，將更具有規範實效性且可以更有效打擊聯合行為參與事業，以對其參
與、實施此種高度破壞市場競爭機制、惡性重大的聯合行為，給與相對應的懲
罰。蓋不僅依據公平法第40條第2項規定，違反聯合行為禁制規定之事業，其
違反「情節重大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百分之十以下罰鍰」，
而非同條第1項的固定上限罰鍰之處罰，且其違法行為經主管機關處分後又從
事同樣行為者，其刑事責任亦採公平法第34條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之處罰，而非同法第36條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等較輕程度之處罰。因此，就法律規範
之實效性而言，對於利用維持轉售價格作為其實施聯合行為手段的不當行為，
較為有效、合適的法律適用方式，當是直搗黃龍，直接運用公平法聯合行為禁
制規定，加以取締，而非規範、管制其煙幕彈。於此情形下，為有效取締此種
限制競爭行為，公平法第19條實無存在的必要。
其次，當擁有獨占地位的事業藉由維持轉售價格以維繫或強化其獨占地
位造成市場封鎖時，對此獨占地位濫用行為，自可繩之以公平法第9條各款規
定。此際，倘若獨占事業實施維持轉售價格的目的及效果，在於阻礙其他事業
的市場進入或導致其退出市場，則其行為該當於第9條第1款規定之違反。另一
方面，獨占事業若對於交易相對人因其不配合維持轉售價格的實施，而拒絕供
貨或對之要求比競爭對手更高的進貨價格時，其行為可能該當於第9條第1款或
第4款之禁制規定。無論如何，對於此種獨占事業藉由維持轉售價格導致市場
封鎖的限制競爭行為，因獨占地位濫用規範與上述聯合行為禁止規定一樣，可
以適用第40條第2項的營業額連動型罰鍰，且於先行政後司法之刑罰中，亦適
81
82

馬泰成，前揭註1，59頁。
參照前揭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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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刑度較高的第34條規定，使得利用獨占地位濫用規範，較諸現行的第19條規
定，更具有規範的實效性，且可以對造成市場封鎖效果更大的不肖事業，施以
相對應程度的懲罰。
從以上敘述可知，當吾人從經濟學、特別是產業組織論近年來關於維持轉
售價格的競爭效果之研究成果得到啟示，知悉維持轉售價格可能產生的限制競
爭效果，其實是在於促成聯合行為的形成及促進獨占地位濫用行為的實施時，
實可直接針對系爭行為的本質及惡性，適用以聯合行為或獨占地位濫用禁制規
定，毋庸針對維持轉售價格本身設計出特別的規定。原本，若針對維持轉售價
格設有特別規定，將之當成補充規範亦無不可，於聯合行為或獨占地位濫用規
範發生漏洞時，可以補充該等規範之不足，對帶有限制競爭效果之維持轉售價
格加以禁止。然而，我國公平法實際運作的結果是，公平會不僅未對系爭維持
轉售價格的限制競爭效果，加以詳細分析，反而輕率認為公平法第19條規定之
適用，「不以『限制競爭之虞』為要件」，完全泯滅、漠視該條規定為整體限
制競爭行為規範之一環。此種世界鮮見、過度嚴苛的積極執法，已帶來巨大錯
誤執法成本，致使吾人不得不重新審視公平法第19條繼續存在的必要性與正當
性。倘若如同本文之分析，則維持轉售價格所造成的限制競爭效果已有聯合行
為、獨占地位濫用等規範，可以更為有效且適當的禁止，則實已無繼續讓已有
產生重大社會成本之虞的第19條規定，繼續存在的必要，而應廢除之。

陸、結語
本文從2015年2月4日公平法關於維持轉售價格修正，係為符合「國際潮流
之趨勢」出發，釐清美、歐二國（區域）對於維持轉售價格規範態勢由嚴格漸
趨舒緩之發展，並著眼於近年來產業組織論針對維持轉售價格所具有的競爭
效果之研究成果，嘗試分析我國公平會現行法律執行的現狀，並發現其執法現
狀蘊藏諸多問題點，其結果並可能對我國市場競爭、事業（國際）競爭能力帶
來不當的影響，進而從解釋論層面，提出公平法第19條規定未來應有的解釋、
適用之道，且主張若公平會無意更改其現行執法方式及態度時，則乾脆一勞永
逸，廢除該條規定，以免其存在繼續對我國市場競爭及事業競爭能力，造成不
當影響。本文之提案，或許過份幾近而難能遽然為各位賢達所接受，惟與其
繼續打混戰、和稀泥，不若長痛不如短痛，吸取創新經濟時代破壞式創新的啟
發，大刀一揮斬斷千萬煩惱絲，廢除第19條規定，敦促公平會正視維持轉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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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所具有諸多促進競爭之正面效應，而不當繼續以其行為本身帶有惡性故原則
違法、例外合法的執法態度，對待之。正確的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之執法方式及
態度，當是詳細分析其所具有的促進競爭、限制競爭效果，並加以比較、衡量
分析後，方論斷其合法、違法。若此，則廢除公平法第19條規定，令維持轉售
價格之違法性判斷回歸聯合行為或獨占地位濫用規範，或將有助於促使公平會
詳細調查、分析系爭維持轉售價格之競爭效果，比起繼續留存該條規定，當可
以帶來更好的競爭法執法態勢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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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王文宇（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兼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
維持轉售價格是公平交易法中相當重要議題，特別是在市場經濟、契約自
由的架構下，美國、歐盟都走向放寬、採取合理原則，即便在價格或非價格、
經銷商或製造商發起等方面仍有爭議。
我國公平交易法，針對維持轉售價格也往好的方向去調整，對正當理由方
面，原則上不進行特別的限制。然而，實務上「限制競爭效果」的抗辯理由卻
大多不被主管機關承認，有學者認為是由於廠商可能不夠努力提出抗辯理由。
「舉證責任之所在，敗訴之所在」限制轉售價格的舉證責任變得更為困
難，對中小型企業更是困難，我個人認為比較好的解決方式，公平會應該主動
出擊，透過具體案件，提出函示，建立具體操作標準。如果是Google、Apple
等大型企業的相關案件，案件相對少卻也眾所矚目，當然必須採用嚴謹的經濟
分析。反之，對於中小型企業的相關案件，即便有限制效果也不會太嚴重，建
議採用相對簡單、容易的標準，我贊同黃教授的看法，盡量容許、豁免中小企
業維持轉售價格的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