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10004號

被處分人：台灣惜時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9378648

址    設：新北市新店區福園街12巷 6號 1樓

代 表 人：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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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限制下游網路賣家「SEEDS」品牌寵物食品之轉售

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3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緣民眾(以下稱檢舉人)向本會檢舉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

內容略以：檢舉人於107年間被處分人辦理優惠促銷活動

時，低價採購一批產品，之後發現該產品銷售情形不佳，

擬降價出清存貨。因知悉被處分人有限制轉售價格之規

定，且曾因低於其規定之價格銷售產品遭停止供貨，故為

避免爭議，在網路平台上仍依其規定之價格銷售產品，僅

於自身粉絲專頁中通知客戶私下詢價。嗣有其他寵物用品

店假裝客戶詢價後，向被處分人抗議，被處分人之業務員

即要求改回原價。由於是客戶私訊後才報價，並未公開降

價資訊，不知如何改回原價，惟之後再向被處分人訂貨

時，被告知雙方已停止配合，無法出貨，爰向本會提出檢

舉。

二、調查經過：

（一）函請檢舉人提供相關資料並到會說明：

１、檢舉人自103年起於蝦皮等網路平台銷售包含被處分

人在內之○餘家供應商之寵物食品及用品，亦經營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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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粉絲專頁銷售相關產品。檢舉人向被處分人採購貓

罐頭、零食及貓砂等，雙方未簽訂銷售合約，檢舉人

透過 LINE 直接向被處分人之業務員訂貨，採現金交

易，產品除有長蟲、包裝破損等情形可退貨外，否則

進貨後須自負盈虧。

２、被處分人訂定產品報價表，表中「採購價格」為下游通

路業者之進貨價格，「建議售價」為被處分人希望下

游通路業者以該價格銷售產品。被處分人另針對部分

品項產品訂定「零售價格表」，由其業務員透過手機傳

送予網路賣家遵守。被處分人約於106年下半年開始管

控網路賣家之價格，檢舉人曾因低於前述「零售價格

表」規定之價格銷售產品，遭被處分人停止供貨。

３、107年被處分人辦理促銷活動，檢舉人大量採購「特級

金貓大罐」(即「大金貓罐」)及「黃金貓罐」(即「小金貓

罐」)，進貨價格分別為每箱新臺幣(下同)○元及○

元，107 年 6月間發現庫存過多，爰於臉書粉絲專頁

貼文「Seeds大金貓罐」、「Seeds小金貓罐」、「年中超優

惠」等資訊，請有意購買者私下詢價，再告知「大金貓

罐」每箱○元，「小金貓罐」每箱○元。因其他寵物用品

店以消費者身分詢價後，將檢舉人回復之價格截圖轉

發予被處分人之業務員，該業務員質疑其售價低於被

處分人規定之最低售價，檢舉人於 107 年 7月再次向

被處分人訂購產品時，業務員回復「抱歉〜我現在無

法出貨給您了〜公司公告和您停止配合了」，遭被處

分人停止供貨。

（二）經訪談多家銷售「SEEDS」品牌寵物食品之網路賣家，瞭

解情形略以：

１、我國寵物食品供應業者眾多，網路賣家除銷售被處分

人之「SEEDS」品牌寵物食品，亦同時銷售其他多個品

牌之寵物食品。另網路賣家直接透過 LINE與被處分人

業務員訂貨，雙方並未簽訂供貨合約。

２、網路賣家「SEEDS」品牌寵物食品定價多高於被處分人

「零售價格表」規定之價格，其中有網路賣家曾因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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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價格表」所列之「單罐最低價」銷售「SEEDS」品牌

寵物食品，遭被處分人通知網路平台業者移除其商品

頁面(即產品下架)，嗣將價格調回「單罐最低價」重新

上架後，產品即不曾再遭網路平台業者下架。

３、被處分人之「SEEDS」品牌寵物食品雖為國內知名品牌，

但其銷售利潤不高，網路賣家銷售被處分人之寵物食

品目的在於維護老客戶，或吸引消費者上門，順帶採

購玩具、營養品及其他高毛利商品。

（三）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提供寵物有關產業

資料：

１、動物保護法104年 2月 4日納入寵物食品之管理，依規

定犬貓食品製造、加工或輸入業者須辦理申報及標

示，品質亦須符合法律規定。

２、該會並無寵物食品及用品之市場規模、網路銷售比例、

實體通路業者家數等資料，爰提供臺灣寵物市場供應

鏈現狀與發展及寵物保健食品發展趨勢與策略規劃等

資料。其內容摘述如下：106年我國家犬及家貓飼養數

量分別為 177萬隻及 73萬隻，犬貓飼養比例約為 7：

3；依據國立中興大學資料，國內整體寵物市場中食

品、用品、醫療、美容及活體所占比例分別為

33％、20％、14％、10％及8％；另據 Euromonitor市場

研究報告，104年我國寵物食品市場營業規模為93億

元，以年複合成長率 2.9％計算，106年國內寵物食品

營業規模約98.5億元，其中乾飼料、濕飼料(罐頭)、

零食、處方食品、液體食品及有機食品所占比例分別為

48％、26％、11％、9.1％、4％及1.8％。

（四）通知被處分人提供書面意見、到會陳述，並就訂定「零售

價格表」限制轉售價格情事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提出正當理由：

１、關於被處分人寵物食品銷售通路：被處分人之寵物食

品品牌為「SEEDS」，產品以貓狗食品為主（貓砂及尿

布等用品僅占總營業額○％），貓、狗食品之營業額

比例為○及○，其中貓罐頭又占貓食品銷售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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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自行設計寵物食品配方及包裝，委託泰

國廠商製造生產，除少部分銷售予新加坡及香港之代

理商外，其餘進口至國內銷售予下游寵物店(包含獨立

店家及連鎖業者)及動物醫院等○家實體通路業者(全

國約 2,000 家寵物店及動物醫院)，以及 momo、博客

來、好市多等少數網路銷售業者。除家樂福、大潤發等

大賣場要求簽訂供貨合約外，被處分人並未與下游零

售業者簽訂供貨合約。下游實體通路業者約有半數兼

營網路銷售業務，「SEEDS」寵物食品透過實體通路及

網路銷售之比例約為○比○。

２、國內貓罐頭供應概況：貓罐頭原料以鮪魚(70％)、雞肉

(30％)為主，再加上其他配料填充加水或膠凍即可製

罐，技術層面不高。全球貓罐頭 80％由泰國生產，我

國每年進口貓罐頭 600個貨櫃，被處分人約占其中○

％，為我國貓罐頭最大供應商。據 2020年貓咪用品年

鑑資料顯示，國內貓罐頭供應商有64家，其中除雀巢

(冠能)、瑪氏(偉嘉)、艾澌克(喵樂)及峻百(維齊)等主

要貓罐頭供應業者外，尚有許多國內連鎖寵物店因有

實體店及網路店亦委託泰國工廠代工自有品牌，市場

競爭激烈。

３、被處分人「零售價格表」訂定之考量及定價方式：

（1）寵物罐頭對消費者而言，幾乎無法以提高服務品質

來提高零售價格，因為寵物罐頭每天每餐都要吃，

相同品質之罐頭價格越便宜就是最好的服務。又網

路賣家多為上班族兼差，銷售產品以箱(24罐)為單

位，實體店則以罐為銷售單位，且有開店成本(房

租、人事、水電、稅金及勞健保等)，倘網路賣家以提

升網路評價為由，定價低於一般通路業者之銷售成

本，實體店將無法生存，被處分人訂定「零售價格

表」，限制網路賣家零售價格，確保經銷商之合理

利潤，得以讓更多通路業者銷售被處分人之商品。

（2）被處分人參考市場其他同級產品定價、下游零售業者

所需銷售利潤、產品內容及生產成本等各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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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產品報價表提供予下游零售業者參考，其中採

購價格為下游零售業者之進貨價格，採購價格加○

成為建議零售價格。另針對貓罐頭及狗罐頭等 14項

產品訂定「零售價格表」，表中載有該等產品之「單

罐最低價」及「整箱價」，其中「單罐最低價」約為建

議售價每罐減○元至○元。
４、對於訂價低於「零售價格表」之網路賣家之處理情形及

介入理由：

（1）當被處分人接獲下游零售業者舉報有網路賣家低於

「零售價格表」，甚至低於進貨價格銷售被處分人產

品時，將由業務員前去瞭解、溝通，多數網路賣家

也接受勸說並調整價格，僅少數賣家為增加平台流

量，提升網路評價，不接受勸說，但需經至少 3次

溝通仍無結果後，才會告知停止供貨。另倘有網路

業者之商品頁面使用屬於被處分人版權之商品廣告

或商品圖片，且售價等於或低於經銷牌價(即進貨價

格)，並不符將本求利之銷售原則，合理質疑其商品

來源異常或為贗品，即於該商品網頁留言表明身

分，請其於一定期限內提出雙方之交易證明，倘未

在期限內提出證明，即表示非屬被處分人之下游通

路業者，而未獲准使用被處分人之相關影像及圖

檔，始向蝦皮公司檢舉該網路賣家侵權。

（2）網路賣家縱使不設算自身工資，仍需支付網路平台

費用、銷售稅及產品包裝費等，任何正常經營者都

無法長期賠本銷售。據被處分人以往經驗，接近進

貨成本或低於進貨成本銷售者，通常是經營不善快

倒閉之業者，透過超低訂價換取現金，事後倒帳風

險很高；另有網路賣家訂價雖低，但都是缺貨狀

態；亦有部分網路賣家為衝高網路評價而賠本銷

售，該等情形皆非正常經營行為，被處分人訂定

「零售價格表」係為避免前述異常情形影響通路業者

銷售其產品之意願。

（3）檢舉人係被處分人下游通路業者，因接獲其他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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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檢舉人低價銷售被處分人產品，並傳送檢舉人

網路售價截圖，其中「黃金貓罐」每箱○元，低於通

路業者採購價格每箱○元。雖然檢舉人表示是在107

年 2月被處分人辦理促銷時以每箱○元所採購，並

未低於進貨價格，但當時該促銷活動已過數月，

「黃金貓罐」採購價格已調回原價每箱○元，且檢舉

人 107 年 6月 28日亦曾向被處分人訂購「黃金貓

罐」1箱○元，故就當時而言，檢舉人售價確實低於

採購價格，經溝通後檢舉人仍不願調整價格，因此

決定不再與其配合，並停止供貨。

５、訂定「零售價格表」限制下游網路賣家零售價格之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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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 

６、被處分人共有44項產品，倘欲限制下游通路業者之零

售價格，自應將所有產品品項全部列於該「零售價格

表」中，而非僅將少數品項列於其中。且「零售價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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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供內部參考，沒有提供予下游通路業者，被處分人

並未要求網路賣家不得低於「零售價格表」中之價格銷

售產品，並無限制網路賣家自由定價之意圖，其目的

在於避免少數非正常營運者以接近進貨成本或低於進

貨成本之超低價格影響其他下游通路業者向被處分人

訂貨之意願，因為網路資訊非常透明，假如其他通路

業者發現很多業者賠本銷售被處分人產品，會降低他

們持續採購被處分人產品之誘因，且實際上低於「零

售價格表」銷售被處分人產品之網路賣家隨處可見。

７、下游通路業者遭被處分人停止配合，不再供貨之業者係

結束營業、惡性倒閉，或改變經營模式不再銷售被處

分人產品之業者。實際上除檢舉人因低於牌價(通路業

者的進貨價格)銷售，經多次溝通後沒有共識，才暫停

供貨外，沒有網路賣家因訂價太低遭被處分人停止供

貨。另被處分人108年以來即未再接獲通路業者反映網

路賣家低價銷售被處分人寵物食品情事，縱使再有通

路業者舉報類似情形，被處分人亦將告知干涉下游業

者轉售價格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８、被處分人表示已瞭解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5條各款

有關限制下游業者轉售價格正當理由之意義，但銷售

寵物罐頭並無須下游通路業者過多售前服務或店面服

務之必要，被處分人也非市場新進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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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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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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針對「特級金貓大罐」等14項貓罐頭與狗罐頭產

品訂定「零售價格表」，為限制下游網路賣家零售價格之行

為：

（一）查被處分人自行設計配方、包裝，委託泰國廠商生產貓

罐頭等寵物食品，產品進口後直接售予寵物店、動物醫

院或網路賣家等下游通路業者，除非發生包裝破損、產

品瑕疵等情形，交易後概由下游通路業者自負盈虧，雙

方交易模式係屬產品「賣斷」關係。

（二）次查被處分人除訂定各項寵物產品之建議售價提供予下

游零售業者參考外，並就「特級金貓大罐」、「黃金貓罐」

等14項貓罐頭與狗罐頭產品訂定「零售價格表」，表中

載有該等產品之「單罐最低價」及「整箱價」，並於接獲其

他零售業者反映有網路賣家低於前述「單罐最低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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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箱價」銷售時，由業務員前往瞭解與之溝通調整價

格，請對方不要以接近進貨成本甚至低於進貨成本賠本

銷售，經 3次溝通仍未調整者，即告知雙方不再配合，

並停止供貨，此為被處分人所不爭者。

（三）雖然被處分人主張訂定「零售價格表」僅供內部參考，並

未提供予下游通路業者，縱有網路賣家低於「零售價格

表」之價格銷售被處分人產品，亦未主動予以干涉，其

目的係為避免少數業者以接近或低於進貨成本定價，影

響其他通路業者向被處分人訂貨之意願，並無限制下游

網路賣家自由定價之意圖等。惟被處分人被動接受其他

下游通路業者舉報，經查明網路賣家定價確有低於「零

售價格表」，經溝通後不願配合調整價格，即有遭被處

分人停止供貨之可能。就檢舉人與被處分人業務員之

LINE對話內容而言，雖然檢舉人已說明低價銷售係因庫

存過多，臨時於自身社團私訊客戶出清「特級金貓大罐」

及「黃金貓罐」等庫存，且該等商品為被處分人辦理促銷

活動時採購，售價並未低於其進貨價格，惟被處分人業

務員仍告知，檢舉人低價銷售已遭其他業者舉報，被處

分人必須處理，並於檢舉人再次訂貨時告知，被處分人

已不再與檢舉人配合，無法供貨，足證被處分人係因檢

舉人低價銷售而停止供貨。

（四）據農委會所提供資料推估 106年我國貓罐頭市場規模約

7億 4,781 萬元，以被處分人 106 年貓罐頭銷售金額○

元計算，被處分人於我國貓罐頭市場占有率為○％。且

據被處分人表示，全國 2,000家實體通路業者(寵物店及

動物醫院)即有○家銷售被處分人產品。另寵物食品為飼

主支出金額最多，採購頻率最高之商品，實務上，通路

業者多藉由陳列展示各主要品牌寵物食品，吸引各類型

飼主與其交易，並帶動寵物用品、美容、醫療等其他周邊

商品或服務之銷售，被處分人為國內貓罐頭主要供應商

之一，其產品對於下游通路業者明顯有其重要性。是

以，被處分人針對「特級金貓大罐」等14項產品訂定「零

售價格表」，並要求低於「零售價格表」所規範價格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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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游網路賣家配合調整價格，不願配合調整者即停止

供貨之行為，已限制下游網路賣家決定商品價格之自

由，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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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

三、被處分人限制下游網路賣家寵物食品轉售價格無正當理

由：

（一）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難認有鼓勵下游業者提升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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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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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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濟上合理事由。

四、綜上論結，被處分人針對「特級金貓大罐」等14項產品訂

定「零售價格表」，限制下游網路賣家決定商品零售價格之

自由，其結果將削弱品牌內不同下游業者間之價格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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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依同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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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他因素等，爰依同法第 40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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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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