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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30 號 

 

被處分人：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0592312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 2段 45號 2樓 

代 表 人：〇〇〇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限制經銷商轉售 THULE、OGIO、CASE LOGIC 及

MARIUS FABRE 等品牌商品之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民眾檢舉忠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略以：被處

分人經營之 THULE 臉書網頁載有限制經銷商售價情事之相

關公告，上稱「本公司於 2016年 11月 24日在奇摩購物中

心及超級商城發現 MyRack車架專家（方貝廣告有限公司）

之都樂經銷商削價惡性競爭，經確認給予廠商停止供貨一

個月，我們也將不定時會在網路上查價，敬請各經銷商配

合……」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條規定，爰向本會檢舉。 

二、 調查經過 

（一） 方貝廣告有限公司（下稱方貝公司)表示與被處分人簽

有車頂架之經銷合約，知悉系爭臉書網頁訊息，迄未

曾遭斷貨情事。 

（二） 請被處分人提出答辯說明及到會說明，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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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處分人主要營業項目分測驗(辦理多益、托福等英

語能力鑑定考試)及貿易(代理 THULE、CASE LOGIC

等 6 知名品牌產品)2 業務，分別占總營收 7 成及 3

成。 

2、 被處分人代理銷售 6品牌商品，包括瑞典都樂 THULE

之車頂架、車頂單車架、車頂行李箱及休閒包、美

國凱思 CASE LOGIC 之 3C 電子用品包、美國 OGIO之

休閒運動型背包、法國法鉑 MARIUS FABRE 之馬賽肥

皂、美國 FOUR Wheel 之露營車及波蘭 NIEWIADOW之

露營拖車，主要通路包括休閒用品、多媒體行銷、

百貨通路、電子通路、網路郵購、箱包通路及汽車

百貨等。 

3、 被處分人代理之美國 FOUR Wheel 露營車及波蘭

NIEWIADOW 露營拖車屬客訂交貨營運模式，故無經銷

商，其餘 4品牌（含 THULE）之經銷均簽有經銷或代

理合約。合約有關價格條款係沿襲行之有年之合約

所致(未有公平交易法時期即沿用迄今)，早年或為

因應經銷商之傳統思維，要求代理商給予訂價標

準，以減少消費者對市場價格紊亂之抱怨及經銷商

間之紛爭，且有助經銷商在合理價格條件下維持對

客戶之服務水準，並無任何限制價格之意圖，經銷

商亦無任何被限制價格之事實或感受，且合約中從

未訂定罰則，亦未發生任何限制價格情事。另於本

會調查期間陸續依照公平交易法規定修訂合約範

本。 

4、 方貝公司為被處分人 THULE 車頂架系列產品經銷商

之一。105 年 11 月 28 日 THULE Taiwan 臉書粉絲團

網頁限制方貝公司末端售價之通告發布後，經網友

提醒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隨即撤除系爭公告，

實際上亦無停止供貨或斷貨情事，且於 106 年 3 月

間以 email 通知都樂車頂架之其他經銷商，重簽經

律師審核以遵循公平交易法規範之新合約，改以更

周延方式防範經銷商為銷售產品而有損道路安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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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行為。 

5、 被處分人代理之 THULE 商品種類包含車頂架、車頂

單車架及車頂行李箱等，經銷模式係向 THULE 買斷

後銷售予各經銷商。被處分人對 THULE 車頂架經銷

商會進行教育訓練，包括如何利用 THULE 瑞典官網

採購指南查詢正確零配件、認識產品特色、適用範

圍及示範安裝方式與注意事項；如「固定式車頂架」

須先經被處分人派員示範安裝並教育訓練，且經銷

商須親自安裝並送監理處檢驗及變更行照登記；對

於「非固定式車頂架」及「車頂行李箱」則要求經

銷商須在消費者初購時親自示範安裝並訓練其具備

該項專業技能與安全認知。因倘消費者未經經銷商

示範指導而自行安裝，將可能因安裝不當，造成產

品壽命縮短而增加保固成本，甚至可能導致交通事

故，進而造成難以負荷之聲譽損失。 

6、 因考量銷售產品之特殊安全責任及重視現場安裝示

範教導之服務特性，爰以「價格變動」作為探究經

銷商是否有不當行為之管理工具，並無控制價格之

動機。所訂建議售價亦供經銷商評估商品價值，然

對於經銷商之實際銷售價格並無以合約限制，此由

經銷合約第 6條約定：「乙方對外售價，宜照甲方之

附件中建議售價（含稅）售出，惟乙方對外售價低

於甲方之建議售價九五折時，須以書面方式先經甲

方同意後再實施之……」該條文並未限制價格不得

低於 95折，只是要求經銷商告知，俾便了解其降價

銷售是否有正當理由或查詢其是否有其他不當行

為，無強制約定可證；至調降建議售價須先書面通

知被處分人之約定，係因「Thule（應為 THULE之誤） 

Dynamic 900 雙開式車頂行李箱」為汽車用品，為符

合政府法令規範及維持行車公共安全，應依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第 23條規定，經監理機關檢驗合格並辦

理變更登記始得上路；又 THULE 產品價格內含安裝

認證勞務、保固責任及售後服務等費用，為避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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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商以消費者自行安裝做為降價銷售方案而產生違

反前揭政府法規，並可能產生危害其他車輛及路人

之衍生損失與造成品牌商譽損失，故而糾正，以維

護行車安全。 

（三） 洽詢交通部公路總局(下稱公路總局)，獲復略以： 

1、 有關小型車裝置固定式置放架（不含活動式)係屬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23 條規定應向公路監理機關

辦理變更登記（須經檢驗合格)之汽車設備。 

2、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附件 15 汽車設備規格變更規

定，固定式置放架應取得交通部核發之審查合格報

告，並繳驗改（加)裝設備之統一發票，經公路監

理機關檢驗合格後，始得辦理變更登記，並無規定

須由安裝事業辦理檢驗及變更登記。另同規則第 77

條第 1 項第 10 款訂有小型汽車置放架使用遵守之

規定。 

3、  變更登記之審驗通常以書面(即申請人是否附具審

查報告及統一發票)為主，審查報告內容應包含荷

重、安裝位置、材質、規格及功能等資料，且僅查

驗裝置後高度或長度有無超過規定、有無遮蔽車牌

或後方燈光，及所裝設備(或零件)是否適用於被安

裝之車型。另車頂架之安裝並不具技術性，故並未

就安裝牢固與否進行查驗。 

（四） 又洽臺北市區監理所，獲復：固定式置放架依規定應取

得交通部核發之審查報告，並繳驗改(加)裝設備之統一

發票，經公路監理機關檢驗合格後，始得辦理變更登

記。實務上以書面審核(即有無審查報告及統一發票)

為主，且僅查驗裝置後高度或長度有無超過規定、有無

遮蔽車牌或後方燈光，及所裝設備(或零件)是否適用於

被安裝之車型，並未就「安裝牢固與否」進行查驗。 

（五）  復洽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有關車頂架安全檢驗

之規定及實務作法，獲復：車頂架屬小型汽車置放架，

依裝設方式分為「固定式」(需以工具拆裝)與「非固定

式」(可徒手拆裝，或稱「活動式」)，該 2車用物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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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均須辦理檢測及審查。安裝於車體後，固定式尚須

至監理處進行檢驗及辦理變更登記（非固定式則不需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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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消費者可自行安裝，

且監理處之檢驗亦可對安全作最後把關。 

（六） 問卷抽查 THULE經銷商獲悉，渠等與被處分人為買斷關

係，對車頂架產品多數免費安裝，惟不乏有計費安裝或

不安裝者；曾看過系爭公告者表示，原本即遵守價格約

定或認同被處分人管制價格之作法。被處分人有限制轉

售價格（包括簽約者表示為合約約定，無簽約者表示為

口頭約定，曾簽約但目前無簽約關係者則表示為舊合約

之約定），且對未依規定販售之經銷商或予以警示、或

拒絕供貨、或終止合約或取消經銷商資格。 

（七） 另抽查 MARIUS FABRE、OGIO 及 CASE LOGIC經銷商獲悉，

渠等均以買斷方式經銷被處分人商品，受訪之 MARIUS 

FABRE經銷商均未與被處分人簽約，並表示被處分人無

限制販售價格； OGIO 經銷商多數與被處分人有簽經銷

合約，並表示被處分人無限制販售價格；CASE LOGIC

經銷商均與被處分人有簽經銷合約，並表示被處分人以

合約或口頭限制販售價格，但無罰則。 

（八） 復訪查被處分人車頂架之競爭同業關於車頂架之市場

競爭現況，獲悉市售車頂架品牌除 THULE 外，尚有

YAKIMA、WHSPBAR (與 YAKIMA屬同一家公司所有，被視

為同一品牌)、ATERA 及 RVINNO 等進口品牌及 BNB 

RACK、TBR、TRAVEL LIFE 及 3D等國產品牌，市售國產

品與進口品之比重相當，各占一半，而進口品以 THULE

及 YAKIMA 為主，二者市占率相當。另查被處分人及

YAKIMA 進口商 106 年車頂架等車載裝備進口值，THULE

及 YAKIMA 106年之進口值相當。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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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條文係在防止



 6 

上游事業對下游事業為轉售價格之限制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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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按同法施行細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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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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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酌具有促

進競爭之效果者，始有依前揭第 19條第 1項但書之適用。

復按公平交易法第 40條第 1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

第 9條、第 15條、第 19條及第 20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

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

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

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萬元以上

1億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為止。」 

二、  本案緣被處分人於臉書公告「……發現 MyRack車架專家（方

貝廣告有限公司) 之都樂經銷商削價惡性競爭，經確認給

予廠商停止供貨一個月，我們也將不定時會在網路上查

價……」而遭民眾檢舉。所涉為 THULE（都樂)之相關產品。

經查被處分人之營業內容主要包括辦理語言測驗及貿易 2

業務，分別占總營收 7 成及 3 成。貿易業務除代理瑞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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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THULE 之車頂架、自行車架、車頂行李箱及休閒包外、

美國凱思 CASE LOGIC 之 3C電子用品包、美國 OGIO 之休閒

運動型背包、法國法鉑 MARIUS FABRE之馬賽肥皂、美國 FOUR 

Wheel之露營車及波蘭 NIEWIADOW之露營拖車等 6個品牌商

品。其中美國 FOUR Wheel露營車及波蘭 NIEWIADOW 露營拖

車屬客訂交貨營運模式，故無經銷商，其餘 4品牌（含 THULE）

之經銷均與經銷商簽有經銷或代理合約。 

三、  次查被處分人與其經銷商之商品交易俱為買斷關係。復查

被處分人因不同品牌及商品之經銷需求，其經銷合約未盡

相同，但均訂有限制轉售價格之相關約定條款，例如 THULE

車頂架、行李箱、登山背包等全系列商品經銷合約書第 6

點約定「買賣價格係依照附件中商品經銷價（含稅）計算

之。而乙方對外售價，宜照甲方之附件中建議售價（含稅）

售出，唯乙方對外售價低於甲方之建議售價九五折時，須

以書面方式先經甲方同意後再實施之，違者視同違法，甲

方得以立即終止合約。」THULE SG 系列產品經銷合約書第

6 點約定「買賣價格係依照附件中商品建議售價(含稅)計

算之。而乙方對外售價，宜照甲方之附件中建議售價(含稅)

售出，倘若因市場行情變動或有大型販促活動需調整售價

時，乙方得以書面方式向甲方說明其原由，並經甲方書面

同意後得以施行之。……末端成交價：不得低於建議售價

九五折。如有違反，並經查證屬實，甲方得不經乙方同意

立即中止合作關係並收回乙方尚未售出之庫存商品，乙方

絕無異議。」OGIO 系列產品、 Case Logic 經銷合約書第

6 點約定「買賣價格係依照附件中商品建議售價(含稅)計

算之。而乙方對外售價，宜照甲方之附件中建議售價(含稅)

售出，倘若因市場行情變動或有大型販促活動需調整售價

時，乙方得以書面方式向甲方說明其原由，並經甲方書面

同意後得以施行之……」另 Marseille 代理合約書第 5點

約定「……，乙方及其經銷商對外售價，宜照甲方之建議

售價售出。乙方非經甲方之事先書面同意前，乙方及其經

銷商對外售價不得低於甲方建議售價之九折。」該等約款

明顯限制經銷商決定轉售價格之自由，被處分人雖辯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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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迄今未處分過任何經銷商，或 OGIO、Case Logic 及

Marseille 合約中未訂有未遵價格約定之處罰措施條款，

惟前開約款所定事項具拘束締約雙方之作用，此由調查獲

致多家經銷商表示被處分人有限制轉售價格可證，況合約

書係締約雙方之合意，既查被處分人與經銷商訂有經銷合

約書，互為約定，系爭合約書即有一定之約束力，且系爭

公告並載有「我們也將不定時會在網路上查價」，另查被處

分人系爭公告雖僅刊載一天旋即自行撤下，惟經查被處分

人從事 THULE 商品網路銷售之經銷商，亦多表示原即遵守

價格約定。另查我國車頂架市場進口占約 5 成以上，進口

品牌以被處分人代理之 THULE 及溢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

理之 YAKIMA 及 WHSPBAR 為主，二者市占率大致相當，經銷

商對於進口車頂架品牌之選擇有限。經銷商表示原即遵守

價格約定，不無與交易對象轉換受限或經銷之沉入成本有

關，被處分人藉由合約約定限制經銷商商品轉售價格之事

實，洵堪認定。 

四、   案並請被處分人提出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關於

THULE、OGIO、CASE LOGIC等包類產品及 MARIUS FABRE 肥

皂類產品等之經銷合約訂有限制轉售價格之理由是為減少

經銷商之紛爭、助於維持客戶服務水準，且合約未訂罰則，

實務上亦無限制轉售價格等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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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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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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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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綜上，被處分人上揭限制經銷商販售價格行為，已剝奪事

業自由決定價格之能力，事業將無法依據其所面臨之競爭

狀況、營運策略等訂定產品售價，其結果將削弱經銷通路

間之價格競爭，且無促進競爭之正當理由，核已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19 條第 1項規定。 

六、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限制經銷商轉售 THULE、OGIO、CASE 

LOGIC及 MARIUS FABRE 等品牌商品之價格，並無促進競爭

之正當理由，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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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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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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同法第 40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24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