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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網路使用普及化，世界各國數位經濟占整體經濟比例逐次提升，電子商務

活動成為民眾生活不可或缺的經濟活動，尤其是2019年開始出現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後，為防止該肺炎傳染，各地採取封城或類封城措施，到實體商店購
物不便，利用網路從事各種經濟活動比例更加頻繁，電子商務成為民眾生活必需活動

之一。

在我國情況亦復如此，2020年臺灣地區民眾使用網路活動調查在12歲以上至55
歲民眾，上網率超過95%，其中網路購物比率，除56歲以上為31%、12歲至24歲為
66.1%、25歲至39歲為74.7%、40歲至55歲64.3%1

，再依經濟部調查我國零售業網路銷

售金額，比較108年至110年各季銷售金額，銷售金額逐年提升2
，網路零售業在整體經

濟活動所占地位，已不容忽視。

數位經濟時代，電子商務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且在數位科技應用多變化下，電子

商務相關包括平台與在平台上賣家，在行銷策略與方式上，雖無實體商店經營場所成

本，但隨著電子商務普及化，在平台上販賣商品更加方便，電子商務平台間、賣家間

價格競爭、非價格之服務競爭非常激烈，科技協助下，電商平台可取得消費者大量消

費數據，有較實體通路業者更多的行銷手法，另一方面，部分電子商務平台近年來大

量設置實體門市
3
，作為消費者電商取貨據點，降運送成本，增加線下銷售，電子商務

與實體銷售通路間呈現競爭，另一方面可能經由結合促進銷售。

在數位化經濟時代，電商平台、賣家間價格競爭激烈，上游供應商為避免下游

零售商進行價格競爭，是否可限制交易相對人零售價格，即成爭議問題，公平交易法

第19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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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經濟時代零售商品限制轉售價格行

為，其對競爭影響是否與實體通路相同？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如何運作？應值得觀察

與研究。

1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20台灣網路報告，引自：https://report.twnic.
tw/2020/，最後閱覽日：2021年7月4日。

2 引自：經濟部統計處零售業網路銷售額計調查，https://dmz26.moea.gov.tw/GMWeb/
investigate/InvestigateEA05.aspx，最後閱覽日：2021年7月4日。

3 國內電商平台蝦皮購物2021年8月開始在北部地區設立「蝦皮店到店」，至同年11
月已有150家，引起國內相關業界注意，參見聯合新聞網，「蝦皮店到店來襲！免
運費吃到飽超吸睛　10大網友熱議話題一次看」，2021年11月22日。引自：https://
udn.com/news/story/7266/5907614，最後閱覽日：2021年11月23日。



數位經濟發展下零售商品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研究 221

貳、數位經濟下電子商務產業概況與商品限制轉售價格對競爭之影響

一、數位經濟下電子商務產業概況一、數位經濟下電子商務產業概況

（一）國內電子商務產業概況

如以一般消費者為交易相對人，電子商務依其銷售模式，大致可分為下列幾種類

型：

1. B2C(Business to Customer)
企業設置網站或網頁，以單一電子商務商店方式，面對消費者。至其經營之模

式，亦因所銷售之商品是否為自己品牌之商品，而有不同，有僅銷售自己商品之電

商，有向他人進貨後再對消費者銷售者。

2. B2B2C(Business to Business to Customer)
B2B2C的經營模式是事業開設網站，提供開店平台，雖有一致的上架刊登頁面，

開設站之事業雖負責一部分金流，但在該開店之業者，則須負擔比B2C供貨業者更多
的責任，包括運送貨物至消費者處、如有買賣爭議後之退貨處理等。

3. C2C(Customer to Customer)
至C2C是由消費者直接面對消費者，事業僅在提供網路銷售平台，刊登賣家商品

銷售相關訊息，至於買賣細則包括交付貨物、支付貨款等，均由消費者直接與消費者

進行協商。拍賣網站即是典型的C2C電子商務。另一C2C類型是電商賣家利用社群軟
體，如臉書、YOUTUBE等，銷售自己或他人所生產之商品。

且現在電子商務使用者除利用一般網路系統至電商業者站中進行商品搜尋，找尋

所需商品外，部分經營網路平台之電商，以APP（mobile application，行動應用程式）
吸引消費者消費，我國電商另一特色在於與便利商店結合，我國超商（便利商店）家

數占人口比例非常高，電商與便利商店結合，買家與賣家到便利商店交貨、取貨，再

透過宅配業者運送至另一便利商店或消費者處，也是我國電商近年來快速發展重要因

素之一。

經營電商平台之事業，除C2C中單純拍賣網站，讓消費者自己處理收款及交貨事
宜，如以面交方式外，另負責處理收買家交付款項轉交賣家及運送貨物事宜。現電商

賣家關於運貨物運送，多係以到超商取貨或宅配到家方式，關於運送貨品費用，常由

買家負擔，並不在電商貨物價格範圍內，電商向在平台上賣家收取之費用，常係以貨

品售出價格百分比計算，並不含運送費用。

依據2018年行政院問卷調查，國內民眾電子商務管道以「購物網站」(58.7%)比例
最多；其次依序為以「網路社群」(35.8%)、「APP」購物(31.5%)4

。根據資策會產業

4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行政院「網路購物消費者意識及行為調查」研究計畫案期
末報告，執行單位：異視行銷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3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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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研究所針對臺灣網友網購行為進行調查，2019年網友最愛用的B2C前5名為蝦皮
24hr (42.3%)、momo購物網(38.9%)、PChome24h (37.9%)、Yahoo購物中心(32.1%)與
創業家兄弟(14.3%)。而網友愛用的開店平台，前5名為蝦皮商城(54.8%)、PChome商
店街(31%)、Yahoo超級商城(27%)、露天拍賣(24.5%)與Yahoo拍賣(22.8%)5

。

且隨著通訊技術進步，電商平台業能提供給消費者的服務更加多元，與電子商務

相關新型網站的出現，都可能影響公平交易法對電子商務相關行為之適用。

（二）電子商務與比價網站

比價網站，有稱價格比較網站，是蒐集複數電子商務網站上商品或服務價格加以

比較，供使用者了解特定商品或服務，在不同電子商務平台賣家的售價。

消費者購買特定商品前，一定會想了解該商品的價格，透過比價網站，可以了解

該商品在各個電子商務平台上所販賣的價格。另一方面，電子商務零售業者制訂特定

商品的零售價格時，應為進貨價格加上經營成本，再加上其所要的利潤。但在最後決

定價格時，一定會看競爭者或競爭商品之價格決定，如果所制訂的價格偏離市場，自

無競爭力。在比價網站出現前，要想了解特定商品的售價，可能要到競爭商品網頁查

看，但透過比價網站，可在短時間內得知競爭商品的價格，其次，電子商務零售商也

可透過比價網站發佈自己商品價格訊息，透過比價網站使消費者得以知悉自己商品的

價格。

日本公平會在2019年「消費者電子商務交易實態調查報告書」中，就電子商務零
售業使用比價網站之問卷，也呈現此一現象，該報告認時至今日比價網站成為是消費

者收集和比較價格資訊的有用工具。

在該調查中，零售商為了解競爭商品價格，除直接瀏覽競爭者網頁外，有33%是
利用比價網站；製造商為了解下游零售商零售價格，也有24%是利用比價網站知悉6

。

另一方面，零售商也透過比價網站發佈價格資訊。這是消費電子商務市場上為確保客

戶的重要手段。該會調查在日本電子商務零售業者使用比價網站的使用情況。就電子

商務銷售的零售商銷售自己產品，是否在比價網站發佈有關售價的資訊時，11%表示
有發佈。至對於回答說他們沒有在比價網站上列出的零售商，其理由有38%的受訪者
回答說成本高於吸引客戶的效果。至其他原因，具體內容是覺得無必要性、不是原創

產品
7
。至於為什麼很少有零售商在比價網站上發布價格，根據比價網站運營商的聽證

會調查，原因可能為消費者不只是通過價格選擇零售商購買、還可以通過瀏覽商場的

5 相關數據，請參見該會網站，引自：https://mic.iii.org.tw/news.aspx?id=555，最後
閱覽日：2021年11月10日。

6 公正取引委員 ，消費者向けｅコマースの取引 態に する調 報告書，26、
66（2019）。

7 註7前揭書，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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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頁面等來比較每個零售商的價格
8
。

比價網站出現後，使得在電子商務通路實施限制轉售價格的製造商，得以使用比

價網站，更加容易監督下游經銷商是否遵守上游製造商所制訂的價格。

二、電子商務限制轉售價格對競爭影響二、電子商務限制轉售價格對競爭影響

（一）傳統經濟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對競爭之影響

限制轉售價格，係上游製造商或供應商對下游銷售商對銷售價格之限制，但該行

為可能促進競爭，也可能有限制競爭之影響，是以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適法性，在經

濟學上與法學界有諸多討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2007年Leegin案判決（本章以下簡
稱Leegin判決）9

對限制轉售價格法制，推翻1911年Dr. Miles案所建立對限制轉售最低
價格行為「當然違法原則」，改採「合理原則」，在該判決中對限制轉售價格限制競

爭與促進競爭之分析，受到國際重視，為本文分析時重要參考。

1. 限制轉售價格促進競爭分析
在傳統實體經濟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競爭的正面影響時，常提出的理由是限

制轉售價行為可避免品牌形象與商譽，因下游經銷商削價競爭之受損；可防止不提供

服務或資訊經銷商，因價格較低對提供服務或資訊經銷商「搭便車」之不公平競爭競

爭，並因而促使同一品牌內服務競爭；另限制轉售價格，有助於廠商經銷商配合，建

立穩固之銷售網路，訂立優勢價格打進市場或從事不同品牌間之價格競爭
10
。

製造商如實施限制轉售價格，下游經銷商因受該限制價格拘束，與其他銷售相同

品牌商品經銷商間之價格競爭即受到限制，將降低品牌間價格競爭，但有認經銷商為

吸引消費者，會提供價格以外服務
11
，創造更多需求，強化對其他品牌商品競爭力，

增加實施限制轉售價格商品銷售，即限制轉價格商品雖弱化同品牌商品間競爭，但可

增強品牌間商品競爭力
12
。

其次，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有認可防止「搭便車」（Free Riding）之情況，在商品
實體行銷通路，搭便車常發生於消費者會到有良好展示櫥窗、對商品知識豐富完整銷

售人員門市，取得關於商品豐富知識後，但到價格便宜商店購買該商品。使價格便宜

銷售商搭便車提供優質服務銷售商。造成銷售商不願投資在展示設備、人員訓練，反

使商品需求減少。實施限制轉售價格可減少前開搭便車情況。

2. 限制轉售價格限制競爭影響
限制轉售價格對競爭可能的負面影響，除限制下游經銷商價格決定權外，常見的

8 同前註。
9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s., Inc. v. PSKS, Inc., 551 U.S. 877 (2007).
10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三冊），元照出版，149-150（2020）。
11 Leegin, No.06-480, slip op. at 16.
12 Leegin, No.06-480, slip op.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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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是可能造成價格卡特爾與限制行銷創新。

認限制轉售價格在某些情況，可能被用以作為限制競爭之手段。製造商經銷商在

某些情況下，以限制轉售價格組成與監督價格卡特爾（聯合行為）。製造商與經銷商

均可以限制轉售價格監督價格卡特爾
13
。在某些情況，如經銷商均同意固定價格，可

能脅迫製造商實施限制轉售價格，以確定所有經銷商都會遵行該價格卡特爾。另在某

些情況，製造商以限制轉售價格支撐製造商卡特爾，即製造可以限制轉售價格監視經

銷商價格，以確認製造商卡特爾成員沒有背叛卡特爾價格協議
14
。

在某些情況，具有支配力的經銷商亦可能使用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防止在經銷通路

創新，以確保通路上占有率。即有支配力的經銷商利用其購買力使製造商實施限制轉

售價格以防止具有低成本經銷商進入市場與降低售價
15
。某些案例中，具有支配力的

經銷商不僅對低成本經銷商限制競爭，也同時利用限制轉售價格預先制止在經銷通路

中業者提供低價模式設計動機
16
，例如低成本網路賣家如果不能透過降價取得市場占

有率，將無法進入市場。

（二）數位經濟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對競爭之影響

在數位經濟時代，商品行銷通路由實體通路成為多元通路化，在實體通路與電子

商務行銷下，限制轉售價格對限制競爭之影響，是否仍與前述影響相同，在電子商務

出現後，受到討論。美國Leegin案所分析說明限制轉售價格促進競爭的影響，並未考
量電子商務之情況，隨著電子商務能提供服務更加多元，該案件所分析限制轉售價格

正面效能，也受到挑戰。

茲就電子商務下限制轉售價格對競爭之影響加以簡要分析。

1. 電子商務限制轉售價格與促進跨通路競爭
如前開說明，就商品限制轉售價格限制或消滅品牌內價格競爭，但可促使經銷商

提供價格以外服務，促進不同品牌間經銷商之競爭，但在電子商務情況，製造商實施

限制轉售價格，電子商務經銷商是否會強化提供價格以外服務？電子商務消費者在購

買商品，往往重視的是較低廉的價格，較並不重視電子商務經銷商所提供價格以外的

服務，在此情況下，製造商實施限制轉售價格，電子商務經銷商並不會將因製造商限

制轉售價格，所獲得之利潤轉向提供價格以外服務，其結果在電子商務時代，限制轉

售價格僅有提高商品價格，而沒有促進經銷商提供銷售點競爭之正面效益
17
。

13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TICE 443-48(2d. 1999).

14 Leegin, No.06-480, slip op. at 12, 17-18.
15 Leegin, No.06-480, slip op. at 16.
16 Leegin, No.06-480, slip op. at 11.
17 Daniel B. Nixa, Internet Retailers and Intertype Competition: How the Supreme Court's 

Incomplete Analysis in Leegin v s Incomplete Analysis in Leegin v. PSKS Lea. P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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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部分案例中顯示，電子商務經銷商受限制於部分服務須實體提供，所以無

法提供如實體經銷商所提供的服務。在此情況下，製造商就電子商務實施限制轉售價

格，電子商務經銷商以較高價格銷售，但並未能創造商品需求。可能造成電子商經銷

商喪失銷售量，此效果將有害跨通路競爭
18
。

2. 電子商務與搭便車
如前開說明，傳統見解認製造商限制轉售價格可防止競爭經銷商搭便車。有認此

見解，並未考量在電子商務通路帶來的變化。電子商務通路雖可能使經銷商搭便車更

加容易，但因為電子商務經銷商，可針對消費者不同口味銷售，網路也使法院判斷究

係經銷商搭便車或合法競爭更加困難。美國學者曾舉列說明，電子商務消費者，在電

子商務消費前，不一定會到實體商店。即電子商務經銷商可能會針對不會因享受實體

服務到實體商店消費的消費者提供服務。在此情況下，即不致發生電子商務經銷商搭

便車實體經銷商之情事
19
。

另在電子商務時代，通路間經銷商搭便車之情況，應交互觀察，即在實體經銷商

與電子商務經銷商間搭便車情況，在電子商務能提供關於商品服務內容日益增加時，

常見的雖是電子商務經銷商搭便車能提供就該商品相關問題有豐富知識的銷售人員解

說實體經銷商的便車，但亦有可能是消費者先利用網路，在電子商務平台先行檢視商

品相關知識後，再到實體商店購買該商品，此時即係實體商店搭電子商務平台的便

車，此在網路科技日新月異，能提供更多的訊息時，發生的機會可預見越來越多。

參、我國公平交易法數位經濟下商品限制轉價格規範與執法概況

一、公平交易法對數位經濟下限制轉售價格規範一、公平交易法對數位經濟下限制轉售價格規範

（一）公平交易法第19條法制沿革
關於限制轉售價格之規範，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19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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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該規定係公平法民國104
年2月3日修正公布實施。在該次修正前，公平法第18條原規定「事業對於交易相對
人，就其所供給之商品轉售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

反之約定者無效。」其立法理由係認「為防止事業對於商品轉售價格之限制，本條規

定事業應容許其交易相對人轉售商品或再轉售時自由決定價格，並明定其相反之約定

Leaves Lower es Lower Courts Improperly Equipped to Consider Modern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greements, The Vanderbilt Journal of Entertainment and Technology Law, 
V.11 479(2009).

18 Id. 481.
1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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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效。」公平法就限制轉售價格之規範，除修正前第18條前開規定外，於80年2月4
日立法時，原另有「但一般消費者之日常用品，有同種類商品在市場上可為自由競爭

者，不在此限。」「前項之日常用品，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之規定，惟該規定

於公平法88年2月3日修正時，以「鑒於一般消費者之日常用品，在國內市場並非為完
全競爭之市場，且為反映與水平價格聯合一致之規範理念，並參考美國法之精神，以

及日本發展趨勢。」而刪除前但書與同條第2項之規定20
。

比較公平法104年修正前後關於限制轉售價格規範方式顯有不同，現行規定係採
取「事業不得」，但在修正前係規定「有相反約定者無效」。該次修正前規定體例不

用「事業不得為限制轉售價格」之方式，而係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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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規定該行為之民事效果為無效，對比公平法立法時其他規範內

容，係一相當特殊之立法方式，致引發公平法就限制轉售價格規範效力之爭議，即公

平法施行初期，曾有見解認此獨特規範方式，顯示立法者並不採取嚴格禁止原則，故

未規定行政或刑事制裁，僅規定契約無效，且理論上修正前公平法第18條既無禁止之
規定，自不應有制裁之規定

21
，但就此亦有採不同見解，認該規定既使用「應容許」

之用語，自有禁止規定之意義
22
，實務上公平會仍認限制轉售價格係修正前公平法第

18條禁止之行為，自得依修正前同法第41條之規定，命其改正或停止或加以處罰，在
司法實務上則認前開修正前公平法第18條「其規範意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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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惟為避免相關爭議，就原公平法第18條限制轉售價格規範，即有建

議應改為禁止規範方式
24
。

104年2月公布修正公平法第19條限制轉售價格規範，修正為現行規定，其修正
理由為「條次變更，由原條文第十八條移列。」「本條之立法意旨，係為防止事業對

商品轉售價格為限制，惟原條文所採約定無效之規定，究屬民事契約之效力規定，或

20 關於公平交易法第18條立法沿革詳細說明，請見王銘勇，「公平交易法第十八條
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10卷第4期，19-26（2002）。

21 賴源河，公平交易法新論，元照出版，283（2005）。
22 黃茂榮，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自行出版，298（1993）。
23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825號判決。
24 王銘勇，限制轉售價格、其他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行為之執法檢討與展望，
引自：公平交易委員會發行，公平交易法施行20週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202-247（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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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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第二項。基於實務發展所需，

為免限制『服務』轉售價格之行為因本條未予明文而適用本法其他條文予以歸責，致

使法規規範意旨及適用產生分歧，爰將『服務』納入規範。」是以現行公平法就限制

轉售價格規範之特點如下：

1. 採禁止規範方式。即原則禁止，例外准許。
2. 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如有正當理由時，無該禁止規定之適用。
3. 限制客體包括「服務」。

公平法第19條關於限制轉售價格規範，並未針對數位經濟下電子商務交易特性加
以特別規範。

（二）法制要件分析

茲簡述公平法第19條所規定之限制轉售價格要件如下：
1. 行為主體

公平法第19條限制轉售價格的行為主體是事業，且該事業係「供給商品的事
業」，如該事業非提供商品的事業，係購入商品的事業，與上游供貨廠商約定該上

游廠商供貨給其他零售商之轉售價格時，該上游廠商係公平法第19條所規範之行為主
體，但該下游廠商則無公平法第19條之適用。
2. 行為客體

公平法第19條所規範之行為客體除商品外，包括服務。即事業須就其所供給之
「商品」，不得限制交易相對人決定轉售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如事業所提供的

不是商品，而係「服務」時，則無公平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
3. 限制行為

前述公平法第18條僅規定，事業就其供給之商品，應容許交易相對人自由決定其
轉售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該規定中並無對限制

轉售價格之限制行為加以規定，如就該規定之用語「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

觀之，立法意旨應認該限制行為係指限制轉售價格之約定，如非約定，僅係事業對交

易相對人單方面的要求，似不符公平法第18條規定限制行為之要件。
「上開條文係在規範上、下游事業間之垂直價格限制行為，亦即事業應容許其交

易相對人有自由決定價格之權利。倘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所供給之商品設定轉售

價格，並以配合措施限制交易相對人遵行，此種限制下游廠商事業活動之交易行為，

已剝奪配銷階段廠商自由決定價格之能力，經銷商將無法依據其各自所面臨之競爭狀

況及成本結構訂定售價，而為上開法條所禁止。次按拘束之概念，並不以實際上因違

反該配合措施而蒙受任何不利益為必要，而係觀察交易相對人之價格設定自由有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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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為的干涉，亦即在心理上形成壓迫，致實際上有維持轉售價格實效之虞者。」
25

就限制轉售價格之限制行為之意義，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在公平法

施行之初，曾於該會公研釋字第007號解釋中，表示「依公平交易法第十八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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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欲規範者，係事業與交易相對

人間對轉售價格之『約定』，故如出版社對下游經銷商未要求或約定應以某固定價格

出售或不得打折，即不能僅以出版品上印有定價而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八條規

定。」
26
其後在該會公研釋字第19號解釋就書籍定價是否為限制轉售價格之問題上亦

認公平法第18條所規範者係事業與交易相對人間對轉售價格之「約定」，故如出版社
對下游經銷商未要求或約定應以某固定價格出售或不得打折，即不能僅以書籍上印有

定價而認定違反公平法第18條，惟在該會其後之公研釋字第022解釋上，則認在商品
上張貼「定價」、「金額多少之標籤」售與零售商，因未約定以固定價格出售或不得

打折，故無違反修法前公平法第18條之規定，但「廠商在產品上貼不二價之標籤（不
二價三○○元）售予零售商，則顯有限制零售商銷售價格之意，依公平交易法第十八

條之規定，該限定售價無效。」是以就公平會前開解釋觀，事業於其所提供之商品上

印「定價」、「金額多少」，並不屬於修法前公平法第18條所規範之「約定」，但如
係印「不二價」，則屬該規定之約定。

復依公平會前開解釋之見解，修法前公平法第18條所規範者係事業與其交易相對
人間事業所提供商品轉售價格之「約定」，惟在前開二解釋中復又將「要求」與約定

並列，似與前開二解釋前半段認公平法第18條所規範者係約定有所矛盾。
另因我國在公平法實施前，部分業者即有在商品上標示「建議售價」、「建議零

售價格」之慣例，故在公平法實施之初，部分事業恐該行為違反公平法限制轉售價格

之前揭規範，公平會曾就此認為「廠商於產品外包裝上印上“全省建議售價四○○○

元＂，如對下游經銷商未要求或約定應以該建議價格出售或不得打折，即不能僅以印

有建議售價而認定違反修法前公平交易法第十八條規定」（公研釋字032號解釋）。該
解釋於104年公平法第19條規定修法後仍有效適用，是以上游就其所提供之商品雖有建
議售價，但如未「要求或約定」應以該建議售價銷售時，依公平會之見解，並未違反

公平法第19條之規定，是以上游建議售價成為事業限制轉售價格主要規避方式，在後
述處分案例說明分析中，可發現違反公平法第19條事業幾乎都有建議售價之情事。
（三）市場力是否應列為執法要件

104年公平法修法後，有認該修法代表立法者肯認公平法以「效果」為依歸的執

25 公平會公處字103002號處分書。
26 該解釋係公平會於81年3月21日第18次委員會討論案，係針對出版品定價是否違反
公平交易法所為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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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原則，相較之下美國法的「合理原則」是最能充分反映限制轉售價格整體市場競爭

效果的執法原則。但若顧慮主管機關執法資源與經驗的不足，而擬依「原則禁止，例

外許可」的方向來適用第19條，則應將「市場力量」的要件列入該條執法要件，具體
作法可將第19條的「事業」限縮解釋只包括「具市場力之事業」。此除了可維持公平
法「限制競爭」立法體例的一致性外，以「市場力量」作為門檻，對不具市場力之案

件，不須再判斷有無「正當理由」，亦可降低公平會之執法成本，提高執法效率
27
。

惟就前開見解，本報告認有待商榷，理由如下：

1. 公平法第19條於104年修改時，修改相關法條用語，並將該規定置於限制競爭章節
中，但是否即謂立法者之意見係就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係採「效果」為依歸，實有疑

義，在104年修正公平法在立院討論時，並未就此部分有詳細明確討論，大幅改變
執法要件，應非該次修法意旨。

2. 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禁止雖與公平法第20條非價格垂直限制行為均屬限制競爭行為
類型，但二者規範體例不同，應採取不同執法規範。

3. 與我國法制規範方式、用語相近的日本獨占禁止法制，未將市場力列為執法要件。
4. 美國休曼法就限制競爭行為之規範，係將水平與垂直限制競爭行為以相同法條規
範，個別限制競爭行為究係採當然違法或合理原則，透過司法判決方式處理，與我

國分別規定形式完全不同，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007年leegin案判決後，美國聯邦
法制就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雖由原採取之「當然違法原則」改採「合理原則」，在適

用合理原則時，違法事業之事業力部分，係考量該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是否違法因素

之一，但美國聯邦法制與我國法制不同，不應將美國聯邦法制逕行列入我國法制要

件判斷。

5. 就執法成本言，如後述就公平會處分案例分析，公平會就違法限制轉售價格之處
分，罰鍰金額偏低，如以市場力為執法要件，因界定市場範圍、判斷市場力，反使

執法機關增加大量執法成本。

在公平法第19條現行規定下，就限制轉售價格之執法要件，不應將市場力列入公
平法第19條規定。
（四）正當理由

公平法第19條有關限制轉售價格之規定方式，係採原則禁止，但在例外情況有
「正當理由」時，則認不違法。即公平法第19條，立法意旨在防止上游事業對下游事
業為轉售價格之限制行為。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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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陳志民，2015年公平交易法修正與「轉售價格維持」約定之違法性判斷初探，9。
引自：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2152114_zhuanshoujiageweichiyuedi
ngxinjie，最後閱覽日：2021年11月10日。



第 2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30

合措施迫使交易相對人遵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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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果將削弱同一品牌內不同經銷通路或零售業者間的價格競爭，是原則

予以禁止；僅於限制轉售價格或有相較於自由訂價，更具促進競爭效果時，才例外得

依該條項但書規定主張其正當性
28
。但何種情況係有「正當理由」？在該規定中並沒

有具體說明，難以避免判斷上爭議。

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本法第19條第1項但書所稱正當理由，主管機關
得就事業所提事證，應審酌下列因素認定之：1、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
或品質。2、防免搭便車之效果。3、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4、促進品牌間
之競爭。5、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即事業如經公平會認有限制轉
售價格行為時，如主張該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有正當理由者，應提出證據證明該限制轉

售價格行為具有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
質」、「防免搭便車之效果」、「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促進品牌間之

競爭」、「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始可能符合正當理由之要件。即

在公平會執法實務上，認限制轉售價格究係限制市場競爭抑或是促進市場競爭，事業

是否於必要之期間及範圍內以限制轉售價格之方法達到促進競爭之效果，屬當事人之

抗辯事由，其就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正當性負有舉證責任，主管機關再就其所提出之

事證，經審酌具有競爭之效果者，始有依前揭第19條第1項但書之適用29
。即事業如未

提出有正當理由之主張（抗辯），公平會並不會主動考量是否有正當理由
30
。但有認

公平會應告知受處分人可提出實施限制轉售價格正當理由，以供該會處分前確認有無

該正當理由規定之適用。

二、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數位經濟限制轉售價格執法概況分析與檢討二、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數位經濟限制轉售價格執法概況分析與檢討

（一）處分案例分析

公平會101年至110年6月來就違法限制轉售價格行為處分案例共有39件，依行為
客體、行為態樣、有無正當理由與罰鍰數額等加以分析。

1. 處分主文格式
公平會就違法限制轉售價格事業處分書中，主文記載內容包括載有被處分人違反

公平法第19條第1項（修正前第18條）之規定、立即停止違法行為與罰鍰數額。
就違法行為之記載部分，類型如下：

（1）被處分人於「產品買賣合約書」中約定經銷商依其訂價銷售產品，不得折價銷
售，且對違反約定者處以停止出貨及賠償之違約處罰條款，限制其下游事業就

所供給商品之轉售價格，違反公平法第18條規定31
。

28 參見公平會公處字第105078號處分書。
29 參見公平會公處字第105111號處分書。
30 如公平會公處字第104080號對佑達股份有限公司處分案。
31 公處字第102125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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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處分人限制下游經銷商銷售００商品之轉售價格，違反公平法第18條規定。
（3）被處分人限制下游事業須依其訂定之建議售銷售００商品，違反公平法第18條

規定。

（4）被處分人限制下游交易相對人就００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時之價格，違反公平法
第19條第1項規定。

（5）被處分人限制下游經銷商業者轉售價格行為，違反公平法第19條第1項規定32
。

其次，就命被處分人停止該違法行為者，記載為「被處分人自本處分送達之次日

起，應停止前項違法行為。」

2. 行為客體
就前開處分書，涉及之商品

33
分別為有豆米奶

34
、書籍

35
、自行車

36
、蘇打餅乾

37

（2件）、登山露營戶外用品38
、手機皮套

39
、美髮類商品

40
、行車紀錄器

41
（2件）、

熱水器
42
（6件）、手機43

、讀卡機
44
、寵物飼料

45
（3件）、桌上遊戲46

、寵物營養

食品
47
（7件）、血糖機48

、胡椒製品
49
、家電商品

50
、杏輝專櫃商品

51
、數位繪圖產

32 公處字第105111號處分書。
33 其中公處字第13026號處分書中並未特說明丞燕公司所限制轉售價格商品種類，僅
稱係「丞燕商品」。

34 公處字第101076號處分書。
35 公處字第101137號處分書。
36 公處字第101153號處分書。
37 公處字第102010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1068號處分書。
38 公處字第102074號處分書。
39 公處字第102091號處分書。
40 公處字第102125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2136號處分書。
41 公處字第102135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1107號處分書。
42 公處字第102163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2185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2195號處分書、
公處字第103039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3041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5107號處分書。

43 公處字第103002號處分書。
44 公處字第103027號處分書。
45 公處字第103053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3132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3131號處分
書。

46 公處字第104014號處分書。
47 公處字第104048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4101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4102號處分書、
公處字第104103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4104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4110號處分書、
公處字第110004號處分書。

48 公處字第105078號處分書。
49 公處字第105111號處分書。
50 公處字第106013號處分書。
51 公處字第106024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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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52
、車頂架

53
、自行車車架等零件

54
。遍及各種商品，至某類商品處分案例較多，似

與斯時公平會就該類商品有無實施限制轉售價格進行調查有關，難認係該類商品實施

限制轉售價格情況較其他商品普遍。

3. 限制行為態樣
至違法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類型如下：

（1）單方面通知不得以低於特定價格販賣
在祥美食品公司處分案中，被處分人係以電子郵件通知下游通路以特定價格銷

售
55
；中祥公司處分案，被處分人向下游銷商大潤發公司發送價格保證書，要求依該

保證書所列價格銷售，否則暫停供貨
56
；

在佑達公司處分案中
57
，被處分人以LINE通訊及口頭要求下游經銷商以建議價格

的折數銷售。

（2）契約約定終端銷售價格
在天下遠見公司處分案，被處分人與下游電商平台係以協議書約定書籍銷售價

格
58
；歐萊德公司處分案亦係在契約中約定應依訂銷售產品，不得折價銷售

59
；在怡心

工業公司處分案，被處分人與經銷商經銷契約均有限制價格約定，如經銷商未依該價

格銷售，被處分人員工會發電子郵件通知經銷商調價，否則將向電商平台檢舉侵害智

慧財產權
60
。

濟生公司處分案中
61
，被處分人係以銷售契約限制下游經銷商產品價格。

（3）契約訂有拘束力之建議價格
巨大機械公司處分案中，係在經銷合約書約定，經銷商應「參考」被處分人之建

議價格銷售，並訂有違約時，被處分人得終止契約與請求賠償之條款
62
；逍遙遊山野

公司處分案，被處分人亦係在「商品經銷合約書」中規定，銷售價格不得低於「建議

售價」，違反者經勸阻無效者，被處分人可中止出貨
63
；在泰摩科技公司處分案中，

被處分人與經銷商訂立「經銷市場管理規則」，要求經銷商應依被處分人提供消費者

52 公處字第107023號處分書。
53 公處字第107030號處分書。
54 公處字第107047號處分書。
55 公處字第101076號處分書。
56 公處字第102010號處分書。
57 公處字第104080號處分書。
58 公處字第101107號處分書。
59 公處字第102125號處分書。
60 公處字第102074號處分書。
61 公處字第105111號處分書。
62 公處字第102163號處分書。
63 公處字第102074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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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經銷商建議售價銷售，並有違規罰款之約定
64
。

在三怡水族寵物用品公司處分案
65
、四隻腳公司處分案

66
、古迪寵物食品公司處分

案
67
、淞運泰公司處分案

68
、柏克菲克公司處分案

69
、威阜國際公司處分案

70
、鴻苗寵

物用品公司處分案
71
、達飛國際公司處分案

72
、台灣惜時公司處分案

73
中經銷契約定有

建議售價，如未依該價格銷售者，並訂有違約條款，得停止供貨。

在新天鵝堡公司處分案
74
中，被處分人就其代理桌上遊戲訂有建議售價，對未依

該建議售價銷售之零售商，以電子郵件要求調價，並請批發商不再出貨給該下游經銷

商。

華廣生技公司處分案
75
，經銷契約訂有建議售價，但經銷商如未依該建議售價銷

售時，被處分人得終止契約。

杏輝藥品公司處分案中
76
，被處分人與下游經銷商間之合約書約定應以雙方協議

或被處分人建議價格銷售，並訂有違約條款。

忠欣公司處分案中
77
，被處分人在經銷合約中明訂銷售價格不得低於建議售價95

折，違反者中止合作。

建來運動行銷公司處分案中
78
，被處分人在經銷合約中明訂銷售價格不得低於建

議售價9折，違反者警告，屢次違反者中止合作。
在耀星數位公司處分案、視連科公司處分案中，係在電商平台銷售商品，在商品

供貨合約約定經銷商應配合上游提出建議售價銷售，如發現未依該價格銷售者，由耀

星公司以電話或拍賣平台留言，如不調價即向電商平台檢舉經銷商侵害智慧財產權將

該經銷商下架
79
。

64 公處字第102091號處分書。
65 公處字第103053號處分書。
66 公處字第103132號處分書。
67 公處字第103131號處分書。
68 公處字第104101號處分書。
69 公處字第104102號處分書。
70 公處字第104103號處分書。
71 公處字第104104號處分書。
72 公處字第104110號處分書。
73 公處字第110004號處分書。
74 公處字第104014號處分書。
75 公處字第105078號處分書。
76 公處字第106024號處分書。
77 公處字第107030號處分書。
78 公處字第107047號處分書。
79 公處字第102135號、102136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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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茂公司處分案中，被處分人與網路經銷商間之「網路授權經銷商合約」約定如

售價低於被處分人標示「產品建議售價」9折者，被處分人有權停止授權，並要求經
銷商停止網路登記資料。對經銷商顯已構成如不遵守經銷合約牌價9折，可能遭制裁
之不利益心理壓迫

80
。

喜特麗公司處分案
81
、豪山公司處分案

82
、公平會103年對櫻花公司處分案83

、雅

適公司處分案
84
與鴻茂公司處分案類似方式，與網路經銷商約定，如不依建議價格銷

售，將可能遭停止供貨，並向電商平台提出侵害智慧財產權檢舉，請求將該經銷商移

除下架。

勁成公司處分案中
85
，被處分人與經銷商間之契約約定如依約定協議價格銷售，

將停止供貨，並請求電商平台協助下架。

新視代科技公司處分案中
86
，被處分人每月提供報價表內載商品建議售價，如不

依該建議售價出售者，被處分人會向電商平台提出侵害智慧財產權檢舉，請求電商平

台移除下架經銷商之頁面。

歐娜國際公司處分案中
87
，被處分人在授權銷售同意書及商品價目表中，訂有建

議價格，如有違反約定時，被處分人可終止契約，停止出貨。

（4）經銷商銷售價格須經上游事業同意
美商蘋果亞洲公司處分案中

88
，被處分人係透過對國內各電信公司促銷方案之審

核，限制電信事業綁約手機價格。

公平會105年對台灣櫻花公司處分案中89
，契約約定銷售價格由被處分人與下游廠

商約定，並訂有違約條款。被處分人對低於建議價格銷售者，會向電商平台檢舉侵害

智慧財產權，請求電商平台移除下架該經銷商頁面。

（5）傳銷事業以配合措施限制經銷商售價
丞燕公司處分案中

90
，被處分人係傳銷商，以「丞燕政策與規範」限制經銷商轉

售被處分人商品價格。

80 公處字第102146號處分書。
81 公處字第102185號處分書。
82 公處字第102195號處分書。
83 公處字第103039號處分書。
84 公處字第103041號處分書。
85 公處字第103027號處分書。
86 公處字第106013號處分書。
87 公處字第106036號處分書。
88 公處字第103002號處分書。
89 公處字第105107號處分書。
90 公處字第103026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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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透過交易相對人警告零售商不得降價銷售
在台灣和冠訊科技公司處分案中

91
，限制對零售商降價銷售，如有降價銷售時，

被處分人會透過中間代理商警告不調漲價格，將拒絕再供貨。

4. 有無正當理由
依公平法第19條第1項但書雖規定有正當理由時，在具體案例上，公平會對違法

事業主張限制轉售價格有正當理由者，均未認有正當理由。關於公平法第19條第1項
但書規定正當理由考量因素，依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本法第19條第1項但書
所稱正當理由，主管機關得就事業所提事證，應審酌下列因素認定之：一、鼓勵下游

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二、防免搭便車之效果。三、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

進之效果。四、促進品牌間之競爭。五、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

依公平法施行細則前開規定意旨，就公平法第19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適用，程序
上公平會應先認定事業有違反公平法第19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事
業如主張該行為有正當理由時，應提出事實與證據，由公平會依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
之前開因素認定。

公平會於公平法104年修法後，適用該修正規定之處分案，處分書中就違法事業
所為違法限制轉售價格行為無正當理由加以分析說明。以下茲就公平會104年後處分
案中涉及電子商務案件受處分人關於正當理由之主張與公平會不採之理由分別加以分

析說明。

（1）達飛公司處分案（公處字第104110號處分書）
受處分人達飛公司就其實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正當理由，主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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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係基於維
持經銷商合理利潤的考量」、「要求下游經銷商須依其提出之建議售價銷售其所代理

之商品，係為遵守其與外國原廠約定不得影響商品形象之契約義務，例如進貨量大之

通路業者倘擅自決定『牧野飛行』系列商品以低於合理正常價格出售，此情形一旦被

外國原廠得知，可能影響被處分人之代理權、品牌形象及商譽等。」

依本案受處分人前開主張內容，該主張應屬實施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理由，且前

該理由中並未與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公平會考量因素連結。
就被處分人前開主張，公平會基於下列理由駁回被處分人主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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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違反公平交易

91 公處字第107023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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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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項但書及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已揭示，須先由限制轉售

價格之事業對正當理由負舉證責任，主管機關再進一步判斷該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雖限

制品牌內之價格競爭，惟是否仍有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5條例示之促進競爭效果，
故限制轉售價格之事業倘欲主張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項但書之正當理由，應提出其
促進競爭之具體事證供主管機關審酌。經查被處分人僅以其品牌未達獨占或寡占、市

場上尚有其他替代品牌、交易相對人可轉換交易對象、簽訂合約之下游經銷商家數不

多云云，辯稱其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對品牌間之競爭不生影響，並未提出事證說明如何

以限制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之方法達到『促進品牌間之競爭』之積極效果，或提

出事證說明其自有及代理之品牌商品建議價格被維持時，將提升經銷商間非價格之競

爭，以達成促進品牌間競爭之正面效益。故尚難認被處分人已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25條提出案關行為有『促進品牌間之競爭』之具體事證，而符合公平交易法19條第
1項但書規定之正當理由。」

「有關被處分人主張維持經銷商合理利潤乙節，因為限制轉售價格將使下游經銷

商所銷售之案關商品維持在高價位，且較高零售價格除減損消費者利益外，同時或有

抑制案關商品銷售量之可能，又各下游經銷商之事業規模、營運模式及管銷成本均不

相同，並無法確保各下游經銷商均有合理之經銷利潤，故亦難認是項主張符合公平交

易法施行細則第25條各款正當理由之一。」
「至於被處分人主張為遵守其與外國廠商間維護商品形象之契約義務乙節，經

查被處分人與外國原廠之約款內容為「The Distributor 『may freely set a resale price』 
for the Products, on condition that any pricing policy shall not jeopardize the image of the 
Products.」明白表示容許經銷商自由訂定轉售價格，僅商品之訂價策略不得危害品牌
形象，並非限制被處分人自身之銷售價格，亦非要求被處分人應限制其下游經銷商之

轉售價格。復按品牌形象係指消費者對品牌的整體認知，所反映的是消費者記憶中

對品牌聯想到的所有事物，包含商品屬性、品質、價值、來源國及品牌個性等品牌聯

想，其中商品價格雖為重要的聯想屬性，常成為消費者判斷品質優劣之替代指標，惟

單純商品價格低於建議售價難謂危害整體品牌形象，是被處分人辯稱渠限制轉售價格

行為係履行與外國原廠之契約義務所不得不為之舉措，核無足採。」

「縱被處分人或有以限制通路業者網路及實體店面售價係為防止『品牌內搭便

車』而主張其行為有正當性之意，然查『品牌內搭便車』效應，通常發生在通路商為

銷售商品而必須提供售前服務（例如展示間、商品陳列、雇用並訓練銷售人員、解說

服務），但當顧客接受通路商提供售前服務後，可能轉向另一個不提供售前服務而價

格較低的通路商購買，長期下將無任何通路商願意投資售前服務，故供應商為避免因

下游通路商間『品牌內搭便車』效應，限制通路業者轉售價格，以抑制品牌內價格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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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換取通路商願意提升售前服務，而達到品牌內服務競爭之效果。惟查被處分人所

代理經銷之寵物飼料，其內容皆有商品標示，或僅為一般使用方式之寵物用品，如清

潔劑、貓砂等，為經常、重複購買之商品，有別於著重售前服務或現場說明之複雜技

術性商品，故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尚不具有避免搭便車效果之正當理由，併予

敘明。」

（2）台灣櫻花公司案（公處字第105107號處分書）
在此案公平會請受處分人台灣櫻花公司提出實施限制轉售價格的正當理由，被處

分人僅稱多為商標之檢舉，惟比對本會抽查遭被處分人檢舉而下架之網頁，多數僅為

商品實照、品名或型號表示或賣家說明，甚至沒有商品圖示，被處分人辯稱有商標侵

權情事，惟迄無事證證明該等商品非屬被處分人之產品，而有商標侵權情事。

本案公平會認被處分人符合違法限制轉售價格之規定，係因查被處分人於公司網

頁載有相關產品建議售價，被處分人與各區總經銷商討論協議訂定經銷價格。且被處

發現網路經銷商價格低於前開協議價格時，被處分人即向電商平台檢舉，請求下架該

經銷商網頁。是以公平會請被處分人提出正當理由時，該被處分人即提出前該理由，

但該理由應屬認定有無限制轉售價格之限制行為，而與正當理由無關。

就被處分人前開主張，公平會認被處分人迄未提出事證說明如何以限制下游經銷

商轉售價格之方法達到「促進品牌間之競爭」之積極效果，換言之，被處分人並未提

出事證說明其商品之建議售價被維持時，將有何促進品牌間競爭之正面效益，或提出

事證說明其商品之零售價格較建議售價低時，何以減損品牌間之競爭，且亦未提出除

限制轉售價格外，是否已無其他不生阻礙競爭效果之方法可達成其目的。按各經銷商

之事業規模、營運模式及管銷成本等不盡相同，限制轉售價格將抑制經銷商自行訂定

售價，致削弱品牌內不同經銷通路間之價格競爭，而有價格僵固之虞，故尚難謂被處

分人已依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5條提出其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有「促進品牌間之競爭」或
「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等具體事證，而符合公平法第19條第1項但
書規定之正當理由。

（3）新視代科技公司案（公處字第106013號）
此案被處分人新視代科技公司主張限制轉售價格正當理由為「被處分人僅稱避免

削價競爭影響服務品質、提供售前服務之必要性（如商品陳列展示空間、僱用並訓練

銷售人員、提供解說服務）、減少賣家的商品來源不明或以非正常手段取得商品及為

降低呆帳風險之考量等」。

就「減少賣家的商品來源不明或以非正常手段取得商品及為降低呆帳風險之考

量」部分，被處分人並未再說明，該等事由與競爭有何關係？

就被處分人前開主張，公平會以「惟上開所辯，並無具體實施之內容及具體事

證，以實其說，難謂為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駁回其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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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歐娜國際公司案（公處字第106036號處分）
被處分人向公平會主張正當理由係「希望維持美髮沙龍市場價格一致，以保障本

身及所有沙龍店家權益，期各美髮沙龍店不刻意拉低價格，避免擾亂市場造成惡性競

爭。」

本件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目的在避免下游價格競爭，是製造商與上游供應商常

見限制轉售價格之動機，但也是限制轉售價格對競爭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就被處分人前開主張，公平會認：「按被處分人以其限制下游美髮沙龍業者轉售

價格行為係為維持美髮沙龍市場價格一致，避免擾亂市場造成惡性競爭等語，作為其

限制下游美髮沙龍業者轉售價格之理由，惟並未提出其限制轉售價格與促進競爭之關

聯。據本會對美髮沙龍店之調查資料，可知被處分人係要求下游美髮沙龍業者銷售商

品依被處分人建議之零售價銷售或促銷價不得低於建議零售價之9折，然被處分人之
供貨價格（即下游美髮沙龍業者之進貨成本）尚遠低於建議零售價或該售價之9折。
按上游廠商與下游廠商本即各自獨立之事業主體，若上游廠商『限制轉售價格』，無

形中即剝奪下游廠商自由決定價格的能力，經銷商將無法依據其各自所面臨的競爭

狀況及成本結構以訂定售價，其結果將使同一品牌內不同經銷商間的價格競爭為之減

弱。本案被處分人系爭行為使下游美髮沙龍業者銷售之MOROCCANOIL摩洛哥優油
系列商品維持在較高之零售價格，而較高MOROCCANOIL摩洛哥優油系列商品零售
價格除減損消費者利益外，同時或有抑制前揭商品銷售量之可能，且各下游美髮沙龍

店規模、營業模式及管銷成本等均不相同，限制轉售價格已抑制下游美髮沙龍業者自

行訂定MOROCCANOIL摩洛哥優油系列商品零售價格，削弱品牌內之競爭。爰被處
分人所主張其限制下游美髮沙龍業者轉售價格行為係為維持美髮沙龍市場價格一致，

避免擾亂市場造成惡性競爭等語，尚難認屬與維持競爭秩序有直接關聯之合理或必要

性事由，故尚難謂被處分人已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5條提出其限制轉售價格行為
有『促進品牌間之競爭』或『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等具體事證，而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正當事由。」
（5）臺灣和冠資訊公司案（公處字第107023號）

被處分人主張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為「表示因考量經營教育通路之零售商需

投入較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更多之行銷資源及承擔較大風險，且大多數學生

經濟能力有限及培養Wacom產品之潛在客戶等因素，故針對教育市場及一般零售通路
採取差異化定價策略，以較優惠價格提供予上奇公司等以教育市場為主之通路商。檢

舉人明知被處分人以低價供應教育通路市場，卻向上奇公司購買後透過網路以低價販

售予一般零售客戶，違背被處分人針對教育及一般零售通路之差異化定價策略。被處

分人為避免學校方面忽略教育通路與一般零售通路間經營成本之重大差異，僅膚淺地

比較價格，進而施壓投標廠商調降投標價格，擠壓零售商在教育通路之合理利潤，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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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零售商繼續投入銷售人力、成本等以維持售前售後服務之水準，才介入關切一般

零售通路之價格，目的係為緩和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對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

之價格壓力，使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能維持基本獲利，以鼓勵其投資增進售前售後服

務之品質與效率係基於『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

被處分人此部分正當理由主張，與限制轉售價格使下游經銷商提供價格以外服

務，促進品牌間經銷商競爭正面效果相關。

公平會認基於下列理由，被處分人無正當理由：「避免下游零售商之套利行為：

差別定價之福利效果（或經濟效率）可能為正面、負面或中性。本案縱接受被處分人

所主張其針對教育及商用市場採取的差別定價具有效率性，但依調查所得事證，不足

以支持被處分人介入零售價格，目的是在防止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零售商利

用被處分人對於教育及商用市場之價差，經由購買原本應供應教育市場之產品銷售至

商用市場進行「套利」。依照展碁公司陳述表示該公司通常只有在當下游經銷商訂購

Wacom產品之數量較大（例如要參與學校或企業的招標案件），或最終客戶希望提
供特殊之服務（例如售後教育訓練或安裝服務）之情形，才會在接獲客戶訂購Wacom
產品時向被處分人『專案申請』並告知需求內容（包含最終客戶名稱），『專案申請

書』是在大量或有特殊需求的訂單之情形下才使用，故需填報最終客戶名稱，被處分

人才能瞭解產品之銷售用途。上奇公司到會陳述表示通常只有在下游經銷商要參加學

校的招標案件，交易數量比較大，必須先向和冠公司報備並告知最終客戶名稱。顯見

一般參與學校大型標案的零售商，通常須在參與招標前向被處分人提出專案申請，申

請書上要載明購買數量及供應對象，被處分人藉此便能掌握出貨的流向，並控制不讓

原本要供應予教育市場的產品銷售到一般商用通路。是以，被處分人所宣稱零售商可

能利用教育市場及商用市場之價差進行套利，實際發生可能性極低。另外，代理商對

於計畫參與學校採購案的零售商之報價，也與出貨予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的

零售商時之定價方式不同。上奇公司知悉檢舉人是透過網路銷售予一般零售客戶，此

有上奇公司員工於102年1月30日回復被處分人之電子郵件記載『我也不知道他們何時
開始做網拍了，○○（檢舉人）並沒有門市，只有一間辦公室…剛剛進去○○（檢舉

人）網路商店，確認他們已將Wacom產品下架…』可證。檢舉人係在接獲訂單後才
向上奇公司進貨，每筆訂單數量僅1台，上奇公司依照一般價格銷售予檢舉人，此有
上奇公司之出貨紀錄可稽，並無事證顯示檢舉人以低價取得原本欲銷售予教育市場之

Wacom產品，再透過網路銷售至一般零售通路。準此，本案並無事證支持被處分人限
制轉售價格係在防止零售商之套利行為，維持有效率的差別定價。」

「鼓勵下游事業投入以服務為基礎的競爭：雖然鼓勵下游零售商投入銷售點服務

（point of sale service；例如聘用訓練銷售人員、提供展示及解說服務、保持適當存貨
水準等）常被引用作為限制轉售價格之抗辯事由，但在本案情況下，尚難認有該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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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限制轉售價格之所以能提供下游零售商投入售前服務誘因，原因在於該限制

使銷售相同品牌產品之零售商無法再以價格作為競爭工具，只能透過提高服務水準爭

取顧客，因此會將行銷資源投資在銷售點服務，此機制運作的前提是零售商間仍有足

夠之競爭壓力存在，限制轉售價格才能將零售商間的競爭壓力從價格面向轉到服務面

向。以本案而言，如欲達成被處分人所宣稱鼓勵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投入售前售後服

務之目的，則其限制轉售價格實施之對象應為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而非經營一般零

售通路（含網路銷售）之零售商，被處分人表示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之零售

商與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間並無競爭關係，復據上奇公司、展碁公司等代理商陳述表

示學校客戶之需求與一般客戶不同，學校除採購Wacom數位繪圖產品外，還有安裝、
延長保固、教育訓練等售前、售後服務等方面之需求。而且學校每筆訂單數量較大，

必須先向被處分人報備並告知最終客戶名稱，以利被處分人能提前備貨。此外，倘若

採購單位為公立學校，必須依照政府採購法規定採公開招標。前述情況顯示，對學校

客戶而言，網路銷售零售商與參與學校標案之零售商間，不具明顯之替代關係，被處

分人限制檢舉人等經營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的零售商之轉售價格，無法增加

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投入服務競爭之誘因。」

「避免搭便車效應：縱再考慮另一個與促進服務競爭相關且常見之抗辯事由『防

止搭便車』，亦無法認為在本案有該抗辯事由之適用。『搭便車理論』所描述情形係

指若不限制轉售價格，則不提供售前服務(no-frills)零售商，會利用節省下之成本，以
低價方式搶走由提供售前服務(full-service)零售商所開發之潛在顧客。本案檢舉人係
經營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之零售商，且據被處分人表示檢舉人『在網路通路

低價銷售予一般消費者，與參與學校大型採購案零售商之銷售通路（即教育通路）及

客戶（即學生）完全不同…』，因對學校客戶而言，網路銷售零售商與參與學校標案

之零售商間並無替代關係，則參與學校標案之零售商提供學校規劃、解說展示等售前

服務，及教育訓練、保固等售後服務，並不會增加檢舉人等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

售）之交易機會。被處分人復表示檢舉人透過網路平台銷售之Wacom產品數量甚少，
也不會因此搶走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的客戶，足見檢舉人等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

售）的低價也不會搶走提供學校售前服務零售商所開發之客戶。故本案與搭便車理論

所描述情形完全不同，並無『避免搭便車』抗辯之適用。」

「防止學校上網比較價格：被處分人辯稱其限制轉售價格之原因，係為避免學

校因為忽略教育通路與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間成本之重大差異，逕以Wacom
產品在網路銷售管道之售價，作為壓低投標廠商價格之依據，且因參與學校標案零售

商與經營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之零售商間不具有競爭關係，故其限制轉售

價格並非基於限制競爭之原因等語。惟前述抗辯事由仍難認屬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

由。蓋因『價格資訊』是影響市場機能正常運作及競爭發揮的關鍵因素，參與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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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雙方都必須在充分的價格資訊下才能做出正確的交易決定，因此抑制價格資訊的

流通、增加買方的價格搜尋成本、操縱或提供錯誤的價格資訊，會阻礙市場正常的價

格形成功能，而具有反競爭效果。被處分人透過上奇公司要求檢舉人將Wacom Cintiq
產品下架、不得販售，並指示上奇公司暫停對檢舉人出貨Wacom產品，縱使原因並
非擔心檢舉人搶走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的客戶，其目的也是要透過抑制價格資訊的流

通，增加學校方面對於價格資訊之搜尋成本，而墊高學校對Wacom產品的採購成本。
再者，縱使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願意提供學校展示、教育訓練等售前售後服務，但學

校方面是否均有售前售後服務之實際需求、究竟偏好『高服務/高價格』、『低服務/
低價格』或兩者之間的組合，應由學校等採購單位選擇，而非由被處分人代替學校選

擇，更不應該為了提供教育市場售前售後服務，而扭曲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

市場的競爭。」

「經綜合考量Wacom數位繪圖產品在國內之市場占有率已達7成，品牌間競爭較
薄弱，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更進一步削弱品牌內競爭，也不具促進品牌間競爭之效

果，尚難認被處分人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有正當理由。」

（6）忠欣公司案（公處字第107030號處分）
被處分人提出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是為減少經銷商之紛爭、有助維持客戶服

務水準，且合約未訂罰則，實務上亦無限制轉售價格等情事。但被處分人所提出前開

事由，大多與競爭無關。

公平會基於下列理由認無正當理由：「惟按維持轉售價格有促進經銷商勾結之疑

慮，而被處分人亦未提出如何以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之方法達到維持客戶服務水

準及促進競爭之具體作法與事證，被處分人辯詞尚無具體實施之內容及具體事證以實

其說。又被處分人稱THULE車頂架、車頂行李箱等相關產品之經銷合約訂有限制轉
售價格係為交通安全之考量，然查車頂行李箱非屬一次性安裝之商品，向由消費者依

需要而裝卸，其裝卸向附有說明書，經銷商說明之完善與良莠本即經銷商爭取交易，

從事品牌競爭之所在。復查車頂架依是否可徒手拆裝而有活動式與固定式之別，其中

僅固定式車頂架依交通法規應辦理汽車設備規格變更登記。另據公路總局、車安審驗

中心及監理所表示，法規未規定須由安裝事業辦理檢驗及變更登記，亦未規定須至專

業廠進行安裝，且安裝不具技術性，消費者可自行安裝。又變更登記之審查僅係查驗

是否領有符合高度、長度、適用車型、規格、功能及荷重等之書面審查報告及統一發

票，並不就安裝牢固與否進行檢查，至被處分人辯稱對『固定式車頂架』須先經其派

員示範安裝並教育訓練，另稱概括估算安裝、認證、保固、售後服務等成本約占銷售

成本15%至20%等語，然認證（產品須取得合格證明始得對外銷售）、保固、售後服
務為銷售之一般性成本，尚難認該等成本係為公共安全而需額外支付之成本，且被處

分人並未提出經銷商於銷售時為恪盡交通安全考量所需提供銷售服務之具體內容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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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服務所須支付成本之具體數據與事證，又查經銷商中有未提供安裝服務者，故被處

分人稱為交通安全考量，難謂有據。被處分人又稱限制轉售價格之理由係為避免惡性

競爭影響服務品質，亦為避免安裝不當而使產品壽命縮短、保固成本增加，然查經銷

商就安裝即有收費與否之別以為爭取交易之區隔，故並無事證足證被處分人限制轉售

價格之行為係與提升經銷商注意商品公共安全性有關。本案尚難認被處分人已依公平

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5條提出其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有『促進品牌間之競爭』或『其他有
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等具體事證，而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項但書規
定之正當理由。」

（7）建來運動行銷公司（公處字第107047號）
本案被處分人提出限制轉售價格正當理由係「其限制經銷商轉售cervélo當季車架

組之價格，係為確保經銷商有足夠利潤可提供售前解說、組裝服務，確保騎乘安全，

惟非當季車架組尚無售價限制。」

公平會就此認：「然被處分人之經銷商均有專屬實體店面，且兼營國內外其他

品牌自行車或車架組相關銷售業務，組裝服務亦可另外付費」、「是經銷商利潤來源

不限於銷售cervélo車架組商品，各經銷商在向被處分人買斷貨品後，自可衡量其他營
業項目之經營成本、行銷策略及獲利概況等，自訂最適零售價格，甚至可另外收取組

裝費用，而無須由被處分人經由限制轉售價格而保障其利潤。況且被處分人對非當季

車架組則無售價限制，倘其以確保合理利潤供經銷商組裝自行車之安全性理由，不應

因車架組款式新舊與是否過季而有區別，故安全性理由顯非其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事

由。」

（8）台灣惜時公司（公處字第110004號）
本案處分書中被處分人主張限制轉售價理由如下：「（1）實體店及網路賣家成

本不同，形成不公平競爭，網路賣家訂價低於一般通路銷售成本，實體店將無法生

存。又被處分人花費無數金錢、人力，開發及經營旗下各品牌商品，無不希望經銷商

增加銷售量，透過提高經銷商獲利，使其向被處分人增加進貨，故訂定『零售價格

表』，限制網路賣家之零售價格，確保經銷商之合理銷售利潤，促使更多經銷商（包

含實體店及網路賣家）銷售被處分人商品，並提升經銷商採購被處分人商品之意願。

（2）部分下游網路賣家自行聘請美編設計商品文宣、辦理促銷活動或購買關鍵字廣
告等行銷被處分人產品，為避免其他不作行銷活動之網路賣家搭便車（即省卻行銷費

用用以降價銷售吸引消費者），故限制下游網路賣家之零售價格。（3）被處分人105
年6月推出新產品每客思主食罐，除在各參展場合向廣大消費者推廣產品，並於各實
體通路及網路平台辦理各項促銷活動，限制網路賣家之零售價格目的在於提升新產品

參進。」

公平會就被處分人主張，認：「（一）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難認有鼓勵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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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寵物食品係屬一般性商品，與著重售前服務或現場

說明之複雜技術性商品有別；又寵物食品為飼主長期持續性採購商品，對於商品內容

及如何使用等飼主均有相當認知，經銷商提供售前服務並無助於商品銷售。且被處分

人亦坦承銷售寵物食品無須下游通路業者過多之售前服務或店面服務，故被處分人限

制轉售價格，難認有鼓勵下游通路業者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二）被處分人

限制轉售價格，無防免搭便車之效果：被處分人雖主張部分下游網路店自行聘請美編

設計商品文宣、辦理促銷活動或購買關鍵字廣告等行銷被處分人商品，限制轉售價格

得避免其他不作促銷活動之網路賣家搭便車。惟如前所述，寵物食品之產品特性，消

費者採購寵物食品並無須下游通路業者提供售前服務與店面服務，且飼主多係對相關

商品已有相當認知，而採取持續性回購，所著重者即在於同一商品之價格高低，自無

發生通路業者提供售前服務或店面服務後，所開發之潛在客戶遭其他未提供售前服務

或店面服務之通路業者以此節省下來的成本降價搶走之可能。另網路賣家自行聘請美

編設計商品文宣、辦理促銷活動或購買關鍵字廣告等，旨在吸引或招徠消費者駐足瀏

覽其商品網頁，進而與其交易，為一般正常之商業行銷模式，與被處分人有無限制其

零售價格並無任何因果關係，難認有防免搭便車之效果。（三）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

格，難謂有提升新事業或品之效果：被處分人主張105年6月推出新產品『每客思主食
罐』，於新產品上市推廣期間限制網路賣家之零售價格旨在提升新產品參進市場。惟

查被處分人生產（委託代工）、銷售寵物食品數十年，為國內貓罐頭知名品牌業者，

其非市場新進業者顯然可見。況縱使『每客思主食罐』於當時確屬新產品上市，亦只

須限制該項新商品之零售價格，無須及於其他13項既有商品。案關『黃金貓罐』及
『特級金貓大罐』即分別為被處分人於87年及98年上市之既有商品，均已歷時上市20
年或10餘年，故難認屬提升新品牌參進市場之理由。（四）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
難認有促進品牌間競爭之效果：被處分人主張實體店及網路賣家成本不同，形成不公

平競爭，限制網路賣家之零售價格，確保經銷商之合理銷售利潤，可使更多經銷商

（包含實體店及網路賣家）願意銷售被處分人商品，並提升經銷商採購被處分人商品

之意願。按寵物食品下游通路業者之營業規模、經營模式及管銷成本等各不相同，限

制轉售價格並無法確保經銷商之合理銷售利潤，只是保障無效率之經銷商繼續存留市

場，卻同時阻礙較有效率之經銷商依據其各自所面臨之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訂定售價

以擴張市場，及銷售模式之創新等。另寵物食品占飼主支出比例最大，對其價格敏感

性高（即價格彈性大），限制下游通路業者轉售價格，降低通路業者間之價格競爭程

度，將使產品平均售價提高，恐導致產品銷售量大幅下跌，並不利於整體產品之銷售

與推廣。又因寵物對於不同品牌飼料之嗜口性，且頻繁更換飼料品牌易於引發寵物腸

胃不適應問題，縱有更換寵物飼料品牌之必要，亦多採漸進式更換。易言之，僅有在

尚未決定飼料之前，寵物飼料較存有品牌間競爭。（五）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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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有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查被處分人於我國貓罐頭市場之占有率達

○％，且據被處分人表示，全國2,000家實體通路業者有○家銷售該公司商品，故被處
分人之產品對於下游11通路業者具有相當重要性。另寵物食品係屬長期持續性回購商
品，飼主並不在乎寵物飼料品牌間之競爭，而是著重於品牌內之價格競爭，故限制網

路賣家之零售價格，消費者短期內將被迫以更高價格選擇相同品牌之商品，無從享受

競爭所帶來之福祉。況且，被處分人亦表示，寵物罐頭為寵物每天每餐必須食用，就

消費者立場而言，相同品質的罐頭價格越低就是越好的服務，故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

格，尚難認有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

5. 罰鍰數額與考量因素
依公平會自100年至110年39件對違法限制轉售價格事業之處分書分析，在罰鍰數

額與考量因素部分有以下特點：

（1）罰鍰數額
罰鍰數額部分，5萬元者7件、10萬元者9件、15萬元者4件、20萬元者5件、30萬

元4件、50萬元3件、60萬元1件、100萬元者2件、120萬元1件、250萬元者1件、350萬
元者1件、2000萬元者1件。其中就涉及電子商務部分最高罰鍰僅有120萬元92

，且該案

係第2次違反公平法第19條之規定。
（2）罰鍰數額考量因素部分

公平會對違法限制轉售價格事業處以罰鍰數之考量，依公平會處分書審酌因素之

記載，審酌因素絕大多係抽象、簡略，有的僅係將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應審酌
要件全部列入；有的列入部分要件。

如就涉及被處分人要求網路經銷商統一價格之公平會公處字第102091號處分書對
被處分人違法限制轉售價格行為，處罰鍰5萬元之審酌因素為「經審酌其違法行為之
動機、目的及預期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類型

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情形、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因素等情狀。」 
（二）處分案例檢討

1. 處分書主文格式部分
主文記載部分前述我國公平會限制轉售價格處分案主文記載格式，可發現有些許

不同，雖可揭示事業違法之行為，但部分主文記載仍有相當的異差，在主文記載上應

有一致性。其次，比較我國與日本、歐盟限制轉售價價格處分書，就主文關於命被處

分人停止違法行為部分，我國記載相對較為簡略，日本處分書部分主文較為詳細，如

92 公處字第105107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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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開涉及電子商務限制轉售價格處分案例中，被處分事業先制訂建議售價，再以確保

實效措施要求經銷商遵守該建議價格銷售，處分書中命被處分人停止違法限制轉售價

格行為，究係停止何種行為？停止確保實效措施行為或包含制訂建議售價行為？恐有

爭議。

日本實務上不僅是單要求被處分人停止該違法行為，並要求採取具體改善措施，

經日本公平會承認，並通知交易相對人與消費者？值得我國法制參考。

2. 處分書事實與理由
我國公平會行政處分書格式，係採類似司法判決的格式，採主文、事實與理由形

式，但在事實欄中往往記載公平會調查經過與被調查者及相關人員、機關所提出之資

料，其中有互相矛盾不一致者，在理由中才說明採證認定的結果，但往往在理由中看

不到公平會認定違法行為時間的記載，但違法行為持續期間是考量罰鍰數額重要因素

之一，在處分書中無法確認違法限制轉售價格持續時間，在最後罰鍰數額決定時，即

有疑義。

比較日本、歐盟限制轉售價格處分書，就違法行為時間、態樣在處分書中即有明

確記載，此應為我國處分書格式上可借鏡者。

公平會處分書上之事實，應係公平會最後認定之違法事實，包括行為時間、態樣

等，現行將所有調查資料混雜在處分書中事實欄中，使人難以理解與處分相關事項，

應再加以調整。

3. 限制行為態樣
依前開公平會處分案例行為態樣分析，公平會認違法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態樣非

常多變，但以上游事業在經銷契約或合約書載明建議售價，並有確保下游遵行之措施

案例最多。在確保下游廠商遵守上游事業制訂之建議售價措施中，終止契約、停止供

貨、請求賠償等措施，固無疑義，在現今數位經濟電商平台普及情況下，以向電商

平台檢舉不遵守建議格銷售經銷商侵害智慧財產權，請求電商平台移除下架經銷商頁

面，形同強制關店的事例，亦甚常見，就此爭議問題分析與討論請參見後述說明與檢

討。

4. 罰鍰處分之檢討
如前開說明，公平會限制轉售價格處分書中關於罰鍰考量因素與罰鍰數額，就

涉及電子商務違法限制轉售價格處分案罰鍰數額部分偏低，部分是最低數額，但觀該

案件之考量因素被處分人並不承認行為違法，但仍處以最低罰鍰數額，妥當性甚有疑

義。

其次，處分書中就罰鍰考量因素之記載過於簡略且抽象，決定罰鍰數額不透明。

就涉及電子商務限制轉售價格行為罰鍰部分，公平會公處字第110004號處分書
對被處分人違法限制轉售價格行為，處罰鍰30萬元之審酌因素為「審酌被處分人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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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期

間；106年及107年營業額；初次違法且已停止系爭違法行為；配合調查態度；與其他
因素。」

在涉及電子商務限制轉售價格罰鍰數額最高120萬元之公平會公處字第105107號
處分書中，就罰鍰數額審酌因素為「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

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

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類型、

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因素等」。

比較二處分書就罰鍰數額審酌因素，受處分人或其他第三人無法理解公平會何

以在相同審酌因素下，會有不同罰鍰結果，關於罰鍰考量因素之記載，係將公平法施

行細則相關規定照抄，喪失在處分書須載明考量因素之意義。其次，依前開處分書所

載，公處字第105107號被處分人台灣櫻花公司曾有一次違法紀錄，且主張無違法限制
轉售價格，何以構成「違法後悛悔有據」？何以符合「配合調查」之要件？

另再比較歐盟華碩案處分書關於罰鍰之記載，可看到歐盟關於違法限制轉售價格

罰鍰數額決定之計算程序、考量因素相對清楚明確，歐盟雖與我國關於違法限制轉售

價格罰鍰規範類型不同，歐盟關於違反競爭法規範亦有相當詳細計算程序規則與我國

不同，但公平法第40條關於違法行為罰鍰數額已遠高於一般違反行政法之處罰，罰鍰
程序與考量因素，在執法程序上應更加明確透明化。

違反行政法之處罰，罰鍰程序與考量因素，在執法程序上應更加明確透明化。

5. 限制轉售價格正當理由之判斷
就前開涉及數位經濟下電子商務上游廠商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適用104年修正後

公平法第19條第1項但書前開處分書，均有關於正當理由判斷之說明，但就該部分處
分書之判斷，有以下問題與建議：

（1）一般違法限制轉售價格事業，就實施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動機，常見的是避免下
游削價競爭，以保障下游廠商利潤，並沒有特別考量。公平會在調查時，如果

要求違法限制轉售價格事業提出實施限制轉售價格的正當理由時，多數事業恐

無法提出正當理由，如事業所提出之理由不屬公平法第25條規定之理由或所提
出來者係屬幽靈主張（無法查證或無證據證明），公平會是否仍要審酌，並依

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之項一一檢視？恐有疑義。
（2）部分處分書理由內容觀察，關於無正當理由之判斷內容多於有無限制轉價格行

為之判斷，似有倒因為果。比較附件歐盟華碩案處分書內容記載，就無除外規

定之適用部分，記載較為簡略，雖該案係被處分人同意接受處罰，未提出適用

除外規定的主張，是以記載簡略，但該處分書關於除外規定之記載，應係我國

公平會處分書可參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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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部分處分案中，就有無正當理由之判斷，已逾當事人主張之範圍，是否適當，
實有疑義。按限制轉售價格正當理由屬公平法第19條第1項前段禁止規定之除
外規範，被處分人要適用該除外規範者，應負舉證責任，如被處分人僅主張有

部分除外規範之適用，但處分書中卻要就全部除外規範條款加以分析，如同行

政罰法規定行政罰之減輕或免除事由，被處分人僅主張其中之一減輕或免除規

範時，行政機關是否有義務就全部減輕或免除條款之適用都加以分析之情況類

似，是以部分處分書關於無正當理由之論述，已超出被處分人之主張，是否符

合行政程序法之規範，應再審酌。

（4）前開理由書中就被處分人相關產業特性、商品消費特質之論述，並未註明分析
之依據，被處分人就此如有爭執，在司法審查時將引起爭議。

（5）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正當理由主張格式化
就被處分人實施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應容許被處分人放棄正當理由之主張

或抗辯，被處分人如放棄該部分主張或抗辯時，公平會應減輕罰鍰數額，以利

加快行政調查程序處理。

被處分人如要提出限制轉售價格正當理由之抗辯時，建議公平會製作被

處分人主張正當理由格式化文件，內容包括主張之正當理由及證明該主張之證

據，以利被處分人填寫，供公平會審查。

肆、數位經濟下限制轉售價格法制與執法爭議問題分析

茲就數位經濟下，在電子商務零售商品限制轉售價格行為近年來引起討論相關問

題，加以說明分析，並嘗試提出判斷標準，以供參考。

一、上游廠商檢舉電商平台經銷商侵害智慧財產權與限制轉轉售價格一、上游廠商檢舉電商平台經銷商侵害智慧財產權與限制轉轉售價格

近年來網路電商平台經銷商與上游供應商發生爭議問題，其中之一為網路電商平

台經銷商認不配合上游供應商價格政策，以低於上游廠商建議零售價格促銷販賣，引

起電商平台其他零售商向上游供應商抗議，上游供應廠商即以侵害智慧財產權為由，

向電商平台提出檢舉，致被檢舉之下游經銷商遭平台下架，喪失電商通路造成損失，

因而發生爭議，此種檢舉侵權要求電商平台下架方式，在數位經濟下，何以會發生比

向法院訴訟更強烈效果？上游廠商為避免違反公平法第19條之規定，往往對外宣稱，
係因被檢舉人侵害其智慧財產權，與低於約定售價或建議價格銷售無關，此爭議為執

法機關接受下游廠商檢舉後，如何調查處分須面對的難題。

（一）電子商務賣家（經銷商）行銷與上游廠商之智慧財產權

在電子商務銷售模式中，不論B2C或C2C銷售方式，銷售者為使消費者了解其所
銷售商品，往往會利用電腦網路特性，將該商品相關訊息利用拍照或作成電子檔方

式，將照片或電子檔刊登在電商平台網頁上，供消費者觀看商品相關訊息，以了解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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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內容，提升消費者購買該商品的意願。

賣家在電商平台刊登與銷售商品相關訊息，常見者為包括商品各種角度照片、

該商品平面廣告、使用方法說明、製造商品原廠相關訊息（工廠、作業流程序）、檢

驗報告、商品國內外得獎紀錄等。前開與商品有相關之訊息，如在該訊息中有製造廠

商之商標，可能涉及商標權，如係商標以外商品、廣告、使用方法說明照片或網頁影

像，可能涉及著作權。

就在電商平台販售商品，拍攝所販售之商品照片上傳網路，及將商品說明文字等

刊登於網頁上是否侵害商標權或著作權之爭議上，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與司法實務

見解如下：

就商標權部分，智慧財產局認「自行拍攝含商標的商品照片，如果該販售的商品

確實是標有他人註冊商標的真品，而自行拍攝商品照片於網路販售，依消費者認知，

僅係指示他人的商品，亦即，利用他人商標來表示自己所提供商品或服務內容相關

的必要訊息，亦不受他人商標權效力所拘束（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參照）。
但判斷是否符合『合理使用』，應考量行為人的使用是否符合商業交易習慣的誠實

信用方法、使用他人商標是否為必要的行為，以及其使用的結果是否造成相關消費

者對於商品或服務來源產生混淆誤認之虞，包含有無致使消費者誤認二者商標指示的

來源間存在授權、贊助或同意關係等情形，應由司法機關依具體個案存在因素綜合考

量。」
93

就經銷商／零售商為轉售或促銷商標權人已同意流入市場附有商標之真品時，

除真品本體外，如使用商標權人之商標另行刊登廣告或發行型錄促銷時，是否侵害商

標權之問題上，我國司法實務曾有法律座談會多數見解認
94
「為轉售或促銷商標權人

已同意流入市場之附有商標的真品時，在網路上陳列該附有商標之真品，甚至是以該

真品所標示之商標另行刊登廣告或發行型錄促銷行為，若係為對消費者提供正確、真

實的商品資訊，屬於必要之使用行為，且其使用符合商業交易習慣的誠實信用方法，

亦不會造成相關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來源有產生混淆誤認之虞的結果，則該等行為宜

依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所涵蓋之指示性合理使用概念，應不受商標權之效力所拘
束，而非以第2項權利耗盡之理論論之。至於本題所界定之行為主體為商標權人之經
銷商／零售商，依此等主體之性質，其前述行為於商業上之評價更屬正當及習見，於

具體個案時，以指示性合理使用判斷其行為是否適法，更不待言。」原則上認「該真

品所標示之商標另行刊登廣告或發行型錄促銷行為，若係為對消費者提供正確、真實

的商品資訊，屬於必要之使用行為。」

9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106年11月27日電子郵件1061127號令函解釋。
94 民國106年5月8日，法院106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民事訴訟類相關議
題」提案及研討結果第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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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著作權部分，智慧財產局前開函釋認「商品如係工業化量產之商品或不符著作

之保護要件，則不受著作權法保護，將該等商品予以拍照，不生侵害著作權之問題；

惟商品上之圖像（例如Logo），如具有原創性及創作性，則屬著作權法保護之美術
著作，將該等著作予以拍照及上傳網路，涉及『重製』、『公開傳輸』等利用他人著

作之行為，除有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65條所定合理情形外，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
權或同意，始得為之。」「另商品品名、說明文字等如僅係一般通用的名詞（例如：

成分、製造商名稱等）或僅係單純的事實敘述而不具備原創性及創作性者，因不屬著

作權法保護之標的，對其加以利用，亦無著作權侵害問題。」「由於網路上之商品照

片、圖片、說明文字等，只要具有原創性、創作性，即屬受著作權法保護之攝影、美

術或語文著作，因此賣家如果為了販賣商品，而需利用他人之商品照片、圖片及說明

文字等，除符合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65條規定之合理使用情形外，仍應向各該著作之
著作財產權人取得同意或授權，始得利用，…」「由於著作權屬於私權，如當事人對

利用該著作有無構成合理使用發生爭議時，仍應由司法機關就具體個案調查事實認定

之。另臺北地方法院在實務上，有認定為在網路上銷售正版音樂唱片，將唱片封面

放至網頁供人瀏覽的行為，符合合理使用之見解（臺北地方法院92年度易字第1969號
判決）。」

95
是以依該函釋見解，電商平台賣家如將自己拍攝商品照片上傳電商平台

網頁，就該商品外觀，如涉及著作權，依該函釋引用司法實務判決見解，有引用合理

原則之餘地，但他人所拍攝商品照片、圖片及說明文字，應以取得著作權人同意為適

當，以免觸法。

（二）電商平台受理檢舉侵害智慧財產權作業流程

就所供應商品商標權與著作權人之上游廠商，對在電商平台賣家，何以常使用檢

舉侵害智慧財產權方式，要求電商平台將該經銷商網頁移除下架，理由係因各電商平

台都建立侵權通知下架機制，智慧財產權人使用該方式可快速阻止侵權廠商繼續利用

電商平台通路銷售，且成本較低廉。

以我國電商平台Shopee蝦皮購物網為例，其訂有「智慧財產權侵權通知辦法」，
該辦法規定「權利人及賣家認知並了解蝦皮購物非司法機關，無法逕行認定商品是否

構成侵權，故當權利人認為在蝦皮購物上刊登的商品侵害其智慧財產權時，蝦皮購物

建議以下列方式維護權益：

1. 透過蝦皮購物的聊聊功能直接與您認為涉及侵權的賣家聯繫：直接與涉及侵權的賣
家聯繫有助於釐清事實及雙方主張，是快速且有效的解決方法之一。

2. 透過本辦法規定的方式向蝦皮購物提出侵權通知主張移除商品：提交侵權通知時應
提供該權利的證明，並聲明願賠償蝦皮購物或其他第三人因不實通知造成的損害及

95 同註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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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至於檢舉程序，係權利人應填具聲明書與申訴書向蝦皮客服信箱提出檢舉，在

該申訴書中，侵害商標權事由包括「商品使用權利人商標做額外的廣告、宣傳或其他

非為合理描述之情事（請檢附說明）。」，在侵害著作權事由包括「商品盜用權利人

圖片或文字（請檢附說明）。」蝦皮購物網收到檢舉後，若經確認皆已完備，將移除

涉有侵害智慧財產權之商品頁面，並回覆處理結果，且另以App推播或電子郵件等方
式通知被移除商品之賣家。被移除商品頁面，賣家若認為沒有侵害檢舉人的智慧財產

權，可與蝦皮購物聯繫並說明主張，蝦皮購物會提供檢舉人相關資訊，由被檢舉人與

檢舉人直接聯繫以釐清解決爭議，或依公平法關於不公平競爭等相關法律主張維護權

益。

Yahoo奇摩拍賣網分別訂有「商標權及專利權權利人檢舉侵權商品辦法」、「檢
舉著作權侵權處理辦法」，但Yahoo奇摩僅受理「賣家販售商品為仿冒品」及「平行
輸入商品使用到商標權人國內註冊之中文商標，且商品與註冊商標屬同一類別」侵害

商標權案件之檢舉，其範圍顯較蝦皮購物網為小。

我國另一電商平台露天拍賣網就平台侵權爭議處理程序，訂有「智慧財產權保

護傘方案」，就侵害著作權部分，除仿冒外包括「刊登物品抄襲有著作權之文字或圖

片」。露天拍賣網就權利人侵權主張，依其說明在收件後24小時即會下架處理完畢。
依前開各電商平台檢舉侵害智慧財產權處理辦法相關規定，電商平台收到檢舉案

件後，如形式認符合條件，即將被檢舉涉有侵權網頁內容移除，電商平台僅為形式審

查，如有爭議，則應由檢舉人與被檢舉賣家自行協商或透過司法程序處理，對權利人

而言當然是相當方便的處理方式。

二、檢舉電商平台賣家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例二、檢舉電商平台賣家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例

公平會處分案例中，多個案例均涉及被處分人曾向電商平台檢舉賣家侵害智慧財

產權案例，茲以下列2例說明：
1. 臺灣櫻花股份有限公司案（公處字第105107號）

該案中被處分人曾於網路平台限制賣家商品價格，經公平會受理檢舉調查後，以

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18條（現行第19條）處分在案。104年4月間檢舉人於網路平台販
賣櫻花牌熱水器，因價格太低遭被處分人向網路平台檢舉侵權而被下架，被處分人再

次以同樣手法控制網路賣家之商品售價，涉及違反公平法規定，經人再向公平會提出

檢舉。

經公平會調查結果被處分人103年4月至104年12月間以商標權權利人向雅虎公司
提出（賣家銷售的是仿冒品）侵權檢舉24次。被處分人103年4月至104年12月間以商
標權權利人向露天公司（露天市集）提出侵害其商標權之檢舉20次，提出同時侵害
其商標權及著作權之檢舉5次，侵權檢舉合計25次。經公平會檢視比對檢舉人提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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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處分人檢舉侵權而遭雅虎公司下架之網頁資料，及露天公司提供網路賣家因被

處分人檢舉侵權而被下架且明顯未使用櫻花網站之網頁資料獲悉，該等被下架網頁均

發生於104年1月以後，對應該等網頁商品標價及被處分人公司網站之公告建議零售價
及其所屬總經銷商之經銷價及建議零售價，賣家被下架網頁商品之標價均低於被處分

人公司網站之公告建議零售價，且多數亦低於或接近於各區總經銷商之經銷價。本件

處分理由，公平會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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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另一特點，在於被處分人將電商平台經銷商侵害智慧財產權作為限制轉售

價格正當理由，但此主張並未為公平會所採認。

2. 新視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處分案（公處字第106013號）
本案係被處分人於網路平台限制經銷商轉售奇美家電商品價格，檢舉人認因於網

路平台販賣之價格太低遭被處分人限貨或斷貨，涉及違反公平法規定，提出檢舉。

經公平會調查結果認被處分人於104年4月至12月間共向雅虎公司檢舉5次，理由
均係著作權侵權；雅虎公司接獲檢舉後均直接下架被檢舉內容之商品，下架後並未收

到被檢舉會員之申訴。被處分人103年向露天公司檢舉6次，所檢舉之商品品項為161
項，104年檢舉1次，所檢舉品項為4項，理由均係著作權侵權。經公平會檢視比對被
處分人之報價表及雅虎公司提供網路賣家因被處分人檢舉侵權而被下架之網頁資料獲

悉，該等被下架網頁之網頁商品標價均低於被處分人當月之建議售價（或促銷價）。

公平會認被處分人構成違法限制轉售價格行為理由係「被處分人與經銷商間簽訂

之經銷合約書及網路經銷授權書雖無明確限制轉售價格條款及相關罰則，次查多數遭

被處分人向網路平台檢舉著作權侵權致停權或商品下架之賣家亦自承網頁圖片擷取自

被處分人網頁，惟仍有受本會調查之經銷商表示倘不遵守被處分人之價格規定，即遭

拒絕供貨之處罰。」

前開案例中，相同點為上游廠商就其所供給之商品都訂有建議零售價格，且依檢

舉人之檢舉內容檢舉人都未遵守上游要求之價格販賣，所以上游廠商提起侵權告訴或

向電商平台提出侵權通知，致檢舉人在電商平台販賣商品網頁遭移除。

如前開說明，數位經濟下在電商平台銷售商品，刊登商品相關資訊內容越多，消

費者可透過觀看該商品相關訊息頁面，提升購買該商品之慾望，但關於商品之多數資

訊往往係掌握在上游廠商手中，電商平台賣家在電商平台上銷售商品時，行銷策略往

往希望能將商品所有訊息刊登在電商平台容許使用之頁面上，加以電腦網路下載作業

簡便，電商平台賣家如非一般銷售廠商，往往會使用上游廠商網站中與商品相關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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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說明，如取得上游廠商授權，自無疑義，如未取得授權時，即可能陷於遭受上游廠

商向電商平台申請侵權通知請求移除之狀態。

與商品相關商標權或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利人，就其所供給商品如約定或要求

其交易相對人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智慧財產權人之上游廠商如通

知交易相對人電商平台賣家，如不依其要求價格出售時，將對電商平台主張該賣家侵

權；而電商平台經銷商不依其要求價格銷售時，上游廠商以對電商平台發侵害智慧財

產權通知為確保該限制價格行為發生實效之手段時，因對電商平台發侵權通知會發生

賣家販賣商品之網頁遭移除下架之效果，對賣家將發生經濟上不利益，該行為違反公

平法第19條第1項，是以公平會前開臺灣櫻花公司處分案、新視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處分案之見解應可採認。

至公平法第45條雖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法規
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但上游供應商如係著作權人或商標權人，

以落實限制交易相對人零售價格為目的，向電商平台為侵害智慧財產權檢舉，要求電

商平台移除下架未依其要求價格販賣之賣家頁面，該行為係利用電台平台就侵害智慧

財產權檢舉，因須快速處理，採形式審查機制，發生爭議即先移除權利人檢舉侵權頁

面，造成電商平台賣家喪失遭移除電商平台通路，實質上形同關閉某一實體商店，該

行為自不能認係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行使權利正當行為。

三、對電商平台侵權通知以限制轉售價格之判斷標準三、對電商平台侵權通知以限制轉售價格之判斷標準

上游廠商對電商平台侵害智慧財產權通知在何情況下始符合違反公平法第19條第
1項違法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應考量下列因素：
（一）上游廠商就所提供之商品是否約定售價或制訂建議零售價格

公平法第19條第1項禁止上游廠商就其所供給之商品，對交易相對人轉售給第三
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加限制，限制方式過去可能係在經銷或銷售契約中明定販

賣價格，但隨著公平法規範日漸普及，廠商多了解在契約明定可能涉及違反公平法，

所以，常見限制方式係由上游廠商訂立「建議售價」，要求下游經銷商依該建議售價

出售。但該建議售價如有拘束力時，仍違反公平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
是以在智慧財產權權利人上游廠商對電商平台以下游廠商侵害智慧財產權為由，

請求移除電商平台賣家網頁時，是否與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有關，應先檢視上游廠商就

其所供給之商品，是否在經銷契約中約定零售價格或是否訂有建議售價。上游廠商未

就其所供給商品在經銷契約中訂有零售價或訂有建議零售價，亦未曾通知下游廠商系

爭商品販賣價格，上游廠商通知電商平台，電商平台賣家侵害智慧財產權，請求移除

下架該商品網頁時，難認與限制轉售價格有關。

（二）上游廠商通知電商平台侵權賣家銷售價格是否低於上游廠商要求價格或建議價格

應檢視遭智慧財產權人上游廠商通知電商平台侵權賣家，其在電商平台上就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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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人所供給商品之銷售價格，是否低於上游廠商所要求販賣價格或建議售價。

如賣家在電商平台以遭上游廠商認侵權之網頁，行銷上游廠商供給商品，已有相

當時間，在販賣價格高於或等於與上游廠商約定販賣或建議價格時，上游廠均無任何

維護智慧財產權行動，但開始促銷降價時，上游廠商要求降價，賣家拒絕後，即以向

電商平台主張賣家網頁侵害智慧財產權，請求移除下架，此時應可認上游廠商係以該

方式，請求賣家依上游廠商所訂零售價格或建議售價出售，即可能違反公平法第19條
第1項之規定。

在公平會前開2件違反公平法第19條第1項之違法限制轉價格案例中，即可明顯看
出遭被處分人對電商平台請求侵權移除經銷商網頁，都是銷售價格低於被處分人所要

求或建議零售價格的廠商。

（三）上游廠商對電商平台侵權通知前是否曾通知平台賣家侵害智財權

公平會訂頒「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

案件之處理原則」第4點規定「事業踐行下列各款確認權利受侵害程序，始發警告函
者，為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一）發函前已事先或

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理商請求排除侵害。（二）於警告函內敘明

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例如系爭權利於何

時、何地、如何製造、使用、販賣或進口等），使受信者足以知悉系爭權利可能受

有侵害之事實。」「事業未踐行前項第一款排除侵害通知，但已事先採取權利救濟程

序，或已盡合理可能之注意義務，或前項通知已屬客觀不能，或有具體事證足認應受

通知人已知悉侵權爭議之情形，視為已踐行排除侵害通知之程序。」該處理原則第2
條復規定「本處理原則所稱事業發警告函行為，係指事業以下列方式對其自身或他事

業之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散發他事業侵害其所有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

之行為者：…」上游廠商向電商平台主張平台上賣家侵害智慧財產權，請求移除下架

該賣家販賣商品網頁，其效力顯高於對交易相對人所發警告函之行為，自應比照此處

理原則第4條規定之發警告函前應遵守程序，始為適當。
且在電商平台經銷商品之賣家，在電商平台所刊登商品相關訊息，除係仿冒品

外，所刊登廣告內容，如前開我國法制之說明，縱有侵害著作權或商標權情況，也不

一定是全部內容侵害智慧財產權，但電商平台就侵權網頁內容之審查程序，有時難

以細緻化，依前開蝦皮購物網、Yahoo奇摩與露天公司前開智慧財產權人主張侵權程
序，電商平台認內容侵權，即可能移除全部內容。如智慧財產權人上游廠商要求電商

平台賣家修改或自行刪除部分可能侵權內容時，賣家可能會接受自行修改，不致蒙受

上游廠商向電商平台主張賣家侵權，致受網頁移除之風險，上游廠如確係真正要維護

其智財權，對銷售其所製造或供給商品之賣家，主張侵權目的應不在關閉電商平台銷

售點，是以如上游廠商對電商平台賣家所刊登商品訊息之內容，向電商平台主張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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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曾通知賣家移除部分內容，應可認該上游廠商向電商平台主張侵權目的不在限制

轉售價格。

（四）上游廠商主張侵權事由是否明顯不成立

另可檢視上游廠商向電商平台主張某賣家侵權，但該主張明顯不會成立，如前開

關於我國法制之說明，電商平台上賣家僅刊登自行拍攝商品照片，我國司法實務認無

侵害著作權、商標權，但上游廠商仍向電商平台主張該賣家侵害著作權、商標權，請

求移除，此時應可認上游廠商向電商平台主張侵權目的並不在維護其智慧財產權。

（五）上游廠商對電商平台侵權通知之賣家與其他相同情況賣家是否相同處理

最後，可檢視上游廠商對所有與其所檢舉電商平台侵權賣家刊登商品訊息內容相

同的賣家，是否採取相同維護智慧財產權行動？如上游廠商僅是對銷售販賣價格較低

者，向電商平台主張侵權，但對其他刊登相同廣告內容，販賣價格遵守其要求者，卻

未採取相同方式，應可認上游廠商向電商平台主張該賣家侵權目的不在維護智慧財產

權，而在以該方式落實賣家依其所制訂之零售價格販賣。

四、數位經濟下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判斷四、數位經濟下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判斷

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本法第19條第1項但書所稱正當理由，主管機關得
就事業所提事證，應審酌下列因素認定之：一、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

品質。二、防免搭便車之效果。三、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四、促進品牌間

之競爭。五、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

公平會經調查結果如認與電子商務有關事業有違法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時，應通知

可能被處分人事業，提出違法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事業接獲公平會通知後，得

提出實施限制轉售價格正當理由與證據，供公平會判斷是否有正當理由，但事業不提

出正當理由之主張時，應認公平會即無須再就事業有無正當理由為判斷說明。如事業

僅提出理由，但未提出任何證據時，公平會應無就該事業所提出之主張進行職權調查

有無所主張之事實，應可逕行認無正當理由。

事業如提出正當理由之事證，如未主張所主張之理由係屬前述施行細則之類別

時，公平會先就事業主張定性歸類，再就該主張有無理由加以分析，但就事業所主張

之正當理由分析說明時，應了解該涉及電子商業產業實際運作情況、商品特性等。

事業在提出正當理由之事證與公平會在具體考量公平交易法第25條施行細則所列
因素時，可依各款規定，分別具體考量下列事項：

（一）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

事業實施限制轉售價格時，如何要求下游經銷商限制轉售價格所取得之利潤轉嫁

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上？有無具體作法？如電子商務下游經銷商未採取提升服務效

率或品質具體作為時，上游事業有何稽核或監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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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免搭便車之效果

在系爭案件中限制轉售價格如何發生防免搭便車之效果？或如果沒有限制轉售價

格，是否會發生電子商務經銷商會搭便車實體經銷商之情形？

如說明商品的服務對消費者是重要商品，例如化妝品、功能複雜的家用電器，此

部分服務基本上是免費。如果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一律違法，則消費者享受關於商品說

明服務後，以回去再考慮離開實體商店再到網路購買價格便宜商品，結果將造成提供

商品說明服務實體商店不存在，有害需求者之利益。

但此應注意的是，商品說明服務應限於一定需實體體驗之商品說明服務，因現

行電子商務透過相關通訊設備，視訊影像對話，電子商務也可能完成部分商品說明服

務，與實體商店並無差別。

（三）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

如在電商平台通路中實施限制轉售價格之事業或其商品係在何時進入相關產品市

場？限制轉售價格如何促進新事業或品牌進入市場？

（四）促進品牌間之競爭

應就限制轉售價格減少、消滅品牌內競爭與促進品牌間競爭效果之比較衡量。限

制轉售價格行為減少或消滅品牌內競爭，但另一方面，可能促成品牌間競爭，應就二

者加以衡量比較。

比較衡量二者，參考判斷標準係商品的可替代性，如後述日本公平會實務上對限

制轉售格行為處分案例之商品，對零售商的展示品而言，均為不可或缺之商品，因該

類商品，難以期待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有促進品牌間競爭之效果。

五、檢視數位經濟交易模式與限制轉售價格要件五、檢視數位經濟交易模式與限制轉售價格要件

如前開說明，上游製造商如下游經銷商係代銷關係者，上游製造商限制下游經

銷商商品轉售價格者，無公平法限制轉售格之適用。至代銷之判斷標準，依最高行政

法院92年度判字第825號判決認「是在判斷是否為代銷關係時，應就系爭事業間實質
之交易內容加以認定，諸如所有權是否移轉、以何人之名義做成交易、銷售價金之支

付方式、不能履約之危險承擔、商品瑕疵之擔保責任、報酬之計算方式等，用以判斷

為何人之利益而為計算；亦非僅憑契約之字面形式，而應就其實際之交易內容加以認

定。」

但在數位經濟電子商務時代，就上下游是否屬代銷關係，應就電子商務相關交易

關係綜合判斷。不宜以單一因素所有權是否移轉即認定係屬代銷關係與否。即應就電

子商務交易模式加以檢視是否符合限制轉售價格之要件。

例如在所有權移轉部分，電子商務經銷商型之一是經銷商收訂單，上游製造商

負責出貨，經銷商處並無存貨，貨物係儲存在上游製造商或代理商倉庫中，以節省庫

儲空間，等經銷商接到訂單後，再通知供貨上游製造商逕行託運宅配公司運至買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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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買賣過程中，電子商務經經銷商並未手商品，此時應以履約風險判斷是否為

代銷關係？即如履約風險係上游廠商負擔者，則電子商務經銷商僅係代出賣人處理

事務，自屬代銷，否則縱電子商務經銷商未經手商品，其與上游商間，仍不屬代銷關

係。

伍、結論

數位時代電子商務興起後，電子商務在一般民眾日常生活中已成不可或缺的交易

形態之一，隨著各種電商平台之出現，電子商務能提供買家服務更加多元，傳統公平

法如何規範數位經濟，成為近年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須面對的議題。

價格是電子商務平台賣家與實體商店最有效的競爭武器，是以在電商平台出現

後，上游製造商對在電子商務通路實施限制轉售價格，為數位經濟下製造商可能發生

的違反公平法行為之一，但電子平台交易模式多變化，了解電商平台交易模式以利妥

當執行公平法，應是面對數位經濟下零售商品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主要態度。

本文首在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Leegin案判決之分析，簡要說明限制轉售價格對競
爭的正反影響，並討論在數位經濟下電子商務通路限制售價格對競爭的影響是否與傳

統經濟相同對電子商務，依前開說明，可以發現在某些情況下，傳統經濟下，限制轉

售價格對競爭正面影響，並不能成立。

其次本文說明，公平法第19條限制轉售價格規範沿革與要件，我國公平法限制轉
售價格之規定就電子商務並無特別規定，適用傳統經濟之限制轉售價格規範仍同適用

於數位經濟下電子商務交易。

本文並分析公平會對電子商務相關限制轉售價格處分案例，並分就處分主文、事

實與理由之記載、正當理由與處分罰鍰加以檢討，並提出執法建議。

最後本文數位提出經濟下限制轉售價格法制與執法相關爭議問題，包括電子商務

限制轉售價格常見的上游檢舉侵權要求電商平台下架之爭議、正當理由之判斷、數位

經濟交易模式與限制轉售價格要件加以分析與檢討，並提出執法建議，以供公平會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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