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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一、說明 

品牌內垂直非價格限制在美國自 Sylvania(1977)案以來，一向以合理

原則作為檢驗其合法性之基準，迄今仍無變更。但學界仍對最高法院的看

法有不同的聲音。以擁護「效率」聞名的芝加哥學派顯然對最高法院看法

不能認同，該派認為幾乎所有的（品牌內）垂直限制皆有助競爭，故不論

為垂直價格限制、垂直非價格限制，皆應為合法。雖然最高法院對於應將

垂直非價格限制列入管制（但放寬標準）之基本立場並無因此動搖，但本

文前已說明，在芝加哥學派對最高法院之影響下，最高法院已改變原先對

垂直價格限制的管制態度，對垂直非價格限制管制的鬆綁，似乎亦為趨勢

無疑。垂直非價格限制應否列入反托拉斯法管制，似乎仍有進一步發展的

想像空間。 

    此外，垂直非價格限制既以「合理原則」為檢驗準則，則市場、經濟、

競爭方面的分析應為主要的工作。惟在最高法院作成 Sylvania(1977)案

時，僅揭示垂直非價格限制應適用合理原則而已，至於如何具體適用並無

太多的指引，以致於各下級法院各行其道。例如，市場占有率應否為違法

限制之必要條件、或僅要能證明事實上有造成競爭之損害即可無庸證明，

因為最高法院並無表示意見，而各法院的不同作法，理論上似可能因此導

致訴訟結果的反轉，甚屬不妥。縱然事實上無此現象產生，但在多方向的

發展下，難免會有出乎意料結果產生之可能性。本文以為，美國法雖然在

垂直限制之管制經驗豐富，惟管制標準的建立，似乎仍不十分明確。但在

最高法院未對此表示意見之前，此現象恐怕還得持續下去。不過，就美國

法的管制經驗與結果，仍值經驗不足的我國作為參考。 

基本上，本文以大部分篇幅說明美國對品牌垂直非價格限制管制立場

的歷史轉變與建立之用意，無非希望藉由美國法對垂直非價格限制之管制

歷史，作為我國管制之參考與借鏡。尤其，我國不論在立法上、實務操作

方面，多有承襲美國反托拉斯法之意旨存在。故該國的執法經驗應頗值我

國管制機關作為參考。可惜的是，觀諸我國公平會管制結果，我國對品牌

內垂直非價格限制的態度似乎較為敵視，與美國法大異其趣。以我國法下

之垂直地域限制為例，僅要行為事業具「相當市場力量」（如市占率百分

之三十），公平會即斷言系爭限制係屬違法之地域限制。其理由不外乎，

垂直地域限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自由」、「限制消費者選擇自

由」、「限制品牌內競爭等」1。惟殊不知上述結果本屬垂直地域限制之當然

                                                 
1 關於公平會處分垂直地域限制之理由，請詳見本文第七章第四節實務案例評析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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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換言之，若垂直地域限制無對品牌內競爭、事業與消費者自由作抑

制，則根本無用武之地。所以，本文認為，對垂直地域限制加以處罰之事

由，應以其對競爭效能有無減損而定。故縱具相當市場力量之事業使用垂

直地域限制，僅要市場中品牌間競爭仍激烈，系爭限制不應被認為違法。

公平會似應揚棄系爭限制於「當事者公平否」、「對他方自由限制否」等概

念作為判斷垂直非價格限制之依據，改以更精確的市場分析，作為主要評

價標準。 

    垂直限制（尤其是非價格限制）既然通認其對競爭無造成負面影響，

又鑑於美國法院的管制結果，幾乎可得到垂直非價格限制為合法之結論。

但在我國實務的操作下，卻得到不少違法的案例，實令人質疑其理由何

在。雖然我國法的立法目的、產業特性、市場背景、管制方式與美國法皆

不盡相同，不必完全追隨美國法的腳步。但就公平法反托拉斯法（限制競

爭法）部分的基本理念，與美國法應無大差異。亦即，處罰事業行為之理

由應在於「對競爭所造成之負面影響」。反觀我國公平會處罰事由，因為

公平法體系混亂下，使得本屬限制競爭法域的垂直非價格限制，亦包含不

正競爭法下「公平競爭」、「商業倫理」等概念，甚至，在個案上重要性凌

駕限制競爭法下對競爭之評價。 

二、結論與建議 

根據以上論述，本文以為，公平法的立法與公平會的執法意見似有適

度修正之必要。至於，在立法論方面應如何修正、修正前如何解決等問題，

本文以下分幾點論述，作為本文之結論。 

（一）公平法宜適度修正 

    雖然，某些競爭行為應歸類於限制競爭與不正競爭法，並無明確界

線、準則存在。不過，從二者發展歷史、著重的面向出發，仍可覓出二者

間實有不同之處。整體來說，不正競爭法著重公正競爭秩序之維持，而限

制競爭法追求競爭機能的確保。於二者的管制方式言，不正競爭法強調系

爭行為的反商業倫理性，而限制競爭法則強調系爭限制對競爭機能的負面

影響。也因為此二法域的管制基準、方法並不相同，公平法將不正競爭防

止法與限制競爭法鎔為一法，體例上本有不妥。尤其，於第十九條各款中，

將限制競爭與不正競爭行為加以並舉，更屬不當。此舉不但造成法體系混

亂外，對執法的基本態度亦會有所動搖。 

若以前揭垂直非價格限制為例，通認其屬限制競爭法下之範疇，並無

疑問。且按美國法院與學界通說見解，因其僅影響品牌內競爭，故在行為

人無市場力、無水平共謀的情形下，幾乎可得到有助競爭之結論。但按我

國公平會之見解下，雖然亦採合理原則分析，但卻踏太過強調不正競爭法



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論品牌內垂直非價格限制-以美國法為中心                   

 188

所追求的「公平性」、「手段可非難性」等因素而忽略限制競爭法的基本立

場「效能競爭」，故在無對系爭行為作更精密的經濟分析下，常自然的得

到系爭垂直地域限制係屬違法之結論，縱使僅品牌內競爭遭到系爭限制之

影響亦同。 

    為根本解決現行實務與學說適用之紛擾，本文認為公平法有修正之必

要。具體言之，規範垂直價格限制之第十八條與規範垂直非價格限制之第

十九條第六款應移於第二章「限制競爭法」中，以求體系一貫。 

    另外，在現行法規範下，違法的垂直非價格限制應符合「有限制競爭

之虞」與「不正當限制」二要件。在公平會的看法下，二要件幾乎無分別。

本文以為，「有限制競爭之虞」與「不正當限制」二者在理論上甚難脫鉤

處理。申言之，「有限制競爭之虞之正當限制」與「無限制競爭之虞之不

正當限制」甚難想像。惟在法規明文規範下，若認為二者要件相同，似乎

有違法規意旨，理論上，亦無強加區分之必要性。尤其，從公平會對垂直

非價格限制的相關處分不難看出，對「不正當限制」的著墨，比之「有限

制競爭之虞」要件，實有過而無不及。 

本文認為，「不正當」一詞在意義上即帶有反面評價，某行為若「不

正當」當然不可能合法；反之，「正當」即帶有正面評價，某行為若「正

當」亦難指其違法。既然如此，管制者便很容易的從「正當與否」來作為

系爭限制是否合法、違法的主要依據。因為系爭限制究竟有無「限制競爭

之虞」，並非僅從當事人之市場地位、公平與否等「外觀情事」即可輕易

推論。相反的，必須作相當實質的市場分析工作，諸如行為事業的市占率、

商品差異性、系爭限制使用造成的影響（是否降低品牌間競爭）等因素，

始能論斷。是以，在公平會認為「不正當」與「有限制競爭之虞」評斷標

準為相同的見解下，極容易以系爭限制之「不正當」來推論其「有限制競

爭之虞」。而「正當與否」之判斷又往往從使用事業之目的、當事者之公

平性、對他方自由之限制等觀點著眼，忽略了在限制競爭法下，系爭限制

對市場造成的負面影響始為處罰最主要之理由。 

    鑑於如此，現行法將「不正當」、「有限制競爭之虞」分作二要件處理，

既無必要、亦不適宜。其實，在美國法下，違法系爭限制被認為反競爭

(anticompetitive)、不合理(unreasonable)，而反競爭、不合理此二概

念，係可互通、亦互換。故若認為違法限制應構成「反競爭」、「不合理」

等二要件，不但不妥適亦無必要。故在我國法下，將「不正當」（相當不

合理）與「有限制競爭之虞」（相當反競爭）強加區分，似乎亦無必要。

尤其，在如此立法下，使得公平會在執法時往往著重「不正當」之分析，

忽略對「有限制競爭之虞」之分析，更屬不妥。故本文建議，規範垂直非

價格限制之條文，實不必再區分「不正當」之個別要件、「有限制競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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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之共通要件，一律以「不合理」來總括。故現行公平法對垂直非價格

限制之規範可修改成：「以不合理之限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

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在此之下，認定合理與否，應綜合相關經濟與

非經濟因素決定之，而經濟因素應為主要判斷標準，非經濟因素為輔。具

體言之，若系爭限制在經濟上顯示有助競爭、有效率的結果，在限制競爭

法下則應屬合法；若顯示反競爭、無效率的結果時，則應屬違法；若有助

競爭、反競爭不甚明顯時，則應輔助其他因素，如行為目的、行為可非難

性程度等相關非競爭因素綜合判斷之。 

（二）公平會的執法態度宜作修正 

    關於評價垂直非價格限制合法性一點，公平會向來從當事者、競爭

者、消費者間之公平與利益等為出發點，作為判斷系爭限制合法與否之主

要依據。但由美國對「合理原則」的發展吾等可窺知，經濟因素實為決定

系爭限制合法與否的要角，即以系爭限制是否對整體競爭造成負面影響作

為判斷合法性之依據，至於「當事者之公平性」、「消費者保護」等因素，

或一併考量、或已被整體競爭的概念所涵蓋，在個案審查中，並不被特別

強調。反觀我國公平會之處分，多從「不正當」、「不公平」的角度出發來

論斷系爭限制之合法性，而忽略了對系爭限制作更進一步的經濟分析。如

此作法，不但與美國管制作法有違，對該國通行的經濟理論分析，亦有所

矛盾。因按芝加哥學派的見解，除便利卡特爾外，垂直限制幾乎顯示出對

競爭有利之結果。縱使對芝加哥學派存有疑問的學說，也不當然認為垂直

非價格限制對競爭定有損害，僅反對芝加哥學派如此優遇垂直限制而已，

基本上亦認同垂直非價格限制甚少反競爭之情形。 

    雖然美國實務與學說的看法，在不同的時空與經濟背景下，我國不見

得定應遵循。惟公平會既已對垂直非價格限制之審查採取美國法下之「合

理原則」，但操作內容與結果確有相當差異。吾等不禁提出疑問，公平會

採不同作法合理依據何在？如何得到垂直非價格限制為反競爭之結論，公

平會對此並無多加說明。本文以為，既然多數經濟理論已肯認垂直非價格

限制通常係有助競爭，於例外時始反競爭。故公平會在認為某垂直非價格

限制係屬反競爭時，似乎應對此例外情形多作說明，以加強其處分之正當

性，亦能得到被處分人之信服。 

    總言之，本文以為，垂直非價格限制因僅影響品牌內競爭，除在有卡

特爾、或行為事業有強大的市場力之情形外，其對品牌間競爭甚難抑制更

遑論銷除之。而品牌間競爭之確保，應為限制競爭法關注的焦點。亦即，

僅要系爭限制無減損品牌間競爭之機能，縱使其限制、甚至完全銷除品牌

內競爭，亦不可作為處罰之事由。故公平會在「和成欣業案」，認為「⋯

導致品牌內經銷商間競爭降低之效果，減損品牌內競爭，已具不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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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見解似有修正之必要。 

（三）公平會宜避免涉入消費者紛爭 

    由公平會諸多處分不難看出，公平會常將事業之行為將侵害「消費者

權益」作為處罰之主要理由之一。本文以為，雖然公平法第一條明揭消費

者保護為公平法所追求之目的之一，但一來已有消費者保護法專以保障消

費者權益、二來公平法乃在以維護競爭為其主要功能，個別性的私法紛爭

似不宜交由公平會解決。尤其，公平法所謂之消費者，應以宏觀的角度視

之，指整體消費者而言，而非指個別、團體消費者。是以，個案上應以系

爭限制是否有害整體性消費者而斷，而整體消費者利益又與競爭、效率等

概念相通。職是之故，縱認為消費者利益為公平法所追求目的之一，在個

案審查中，不應將此概念曲解為「特定的消費者」，過度涉入私人爭議，

使公平會成為消費者爭議的仲裁機關。 

（四）對特殊產業執法準則宜明確化 

    實務上，公平會處罰違法的垂直地域限制個案，多發生在教科書、百

貨業等事業。據此，公平會目前對某些特殊產業（如百貨流通業、教科書

業），認為其競爭手段有可能違反公平法之虞，故本於教示之責，發布諸

多處理原則，先以闡明公平會執法之態度為方法，使相關事業行為前能有

所遵循。本文前已說明，目前公平會針對此二產業，有發布「公平交易法

對於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與「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處理百貨公司與專櫃廠商間交易行為案件原則」二則準則，作為執法基準

的說明。 

本文認為，公平法規本有抽象特性，業界難以理解本屬自然，公平會

本於公平法之執法機關對法規意旨與執法基準加以闡述，應屬可行。此舉

不但可使事業於為行為前有預見與遵循之行為基準，對往後執法基準的建

立與鞏固亦有所幫助，能避免個案表述、浮動標準的情形產生。惟觀諸前

揭準則，其內容多僅重複宣示條文之文義，對因應產業特性、市場環境等

因素，應如何進一步建立評斷標準，則無多作說明。舉「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處理百貨公司與專櫃廠商間交易行為案件原則」第三條為例，該條

款認為「百貨公司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為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行

為：（一） 以脅迫或其他不正當之方式，促使專櫃廠商，為避免遭撤櫃，

而斷絕與他事業交易，阻礙其參與競爭。（二） 以脅迫或其他不正當之

方式，限制專櫃廠商之營業區域，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從上述條款文

字，大致與公平法條文相若，並無更深入的因應產業特性與具體化基準。

故公平會發布此原則之實益、對行為事業的預見可能言，應不大。又，何

謂不正當之方式，公平會亦無多加說明。此外，該條款認為「限制專櫃廠

商之營業區域，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一詞，顯然為對垂直地域限制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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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解。因垂直地域限制僅影響品牌內競爭，在行為事業無獨占或類似獨占

的地位之下，根本無法作為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作為抑制品牌間競爭之

手段。 

    有鑑上述說明，本文認為，公平會於發布相關準則時，似應將執法基

準較具體、明確的說明，以達到發布準則的功效。 

（五）建立相當的管制基準 

    品牌內垂直非價格限制在實務操作上，可能為有助競爭、亦可能為反

競爭（卡特爾）之結果，因之，美國將其以「合理原則」管制，不預設系

爭限制有助競爭或反競爭之立場，而將限制作個案審查，經過一連串的經

濟分析過程決定系爭限制對競爭的正反評價。如此一來，對具兩面性的垂

直非價格限制毋寧為較適宜的管制措施。不過，「合理原則」與「當然違

法」較之，雖能彰顯其意義，惟其內涵並不十分明確，通常需要進一步實

務具體化操作以充實之。前已說明，合理原則在美國實務操作，仍無一定

準則，各法院在作法上仍有不同。但從美國各法院管制下，吾等仍可歸納

幾點基準：1、行為事業之市場占有率；2、相同或相似之系爭限制於相關

產業施用的普遍情形；3、品牌間競爭受系爭限制抑制的程度。以上三點，

不論各別或總合觀之，僅說明一件事：系爭限制究否抑制品牌內競爭。總

言之，上述第三點為結果，而第一點（市占率）、第二點（有無卡特爾可

能）為原因。是以，品牌間競爭是否受到抑制應為決定垂直非價格限制合

法與否最主要、根本之因素。 

    在我國公平會的見解下，認為垂直非價格限制亦應以「合理原則」管

制之。但從公平會的見解下，其「合理原則」所著重之判斷基準，與美國

著重品牌間競爭的程度，實相去甚遠。申言之，公平會多從難以建立準則

之「非經濟因素」論斷垂直非價格限制之合法性。如此作法，對後續管制

基準的建立，似將造成困擾。本文認為，若欲對垂直非價格限制作相當的

管制基準，宜以「經濟因素」為基準，亦即，如同美國法般，以品牌間競

爭是否受到抑制為主要判斷標準。而管制方法上，可採以下方式： 

1、行為事業市占率審查 

現行公平會係以行為事業市占率有無超過百分之十作為「發動」第十

九條之基準。本文以為，以此標準作為管制垂直非價格限制之發動門檻，

應屬合適。不過，既然垂直非價格限制著重係品牌間競爭之抑制與否，故

在行為事業無類似寡占、獨占的力量下，系爭限制並無法有效抑制品牌間

競爭。是以，對某垂直非價格限制加以「處罰」，預想上應以行為事業擁

有相當的市占率為可能（除卡特爾外）2。故公平會若對某不具相當市場力

                                                 
2 對於市占率應達多少，美國各法院並無一定基準。一般而言，行為事業市占率若低於百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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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事業加以處罰，似必須對系爭限制如何抑制品牌間競爭作更多的說

明。 

    須說明者是，並非市占率極高的產業之垂直非價格限制，即將其認為

影響品牌間競爭而非法。只是說，垂直非價格限制抑制品牌間競爭，僅有

在行為事業具相當市場力量為前提；但不可反面推論，具相當市場力量之

事業使用垂直非價格限制，皆會抑制品牌間競爭。事實上系爭限制是否真

影響、抑制品牌間競爭，非以行為事業市占率為唯一標準，仍應參酌其他

市場因素綜合決定之。故公平會在處分行為事業時，某事業不具相當市場

力量僅可說其為處罰之消極事由；但某事業具相當市場力量仍非處罰之充

分事由，仍應對系爭限制如何影響、甚至抑制品牌間競爭有更多的闡述。 

2、舉證責任轉換 

在美國法下，若原告能證明被告具相當的市場力量，因為是否抑制品

牌間競爭甚難舉證，某些法院則會要求被告說明使用系爭限制之理由以證

明其使用系爭限制之合理性。若被告能舉出合理抗辯，在原告無法進一步

舉證品牌間競爭遭到抑制的情形下，系爭限制即會被認為合法。通常，防

止搭便車、激勵經銷商促銷其品牌產品為合理的抗辯事由。 

在我國法下，與美國法制不同者是，美國反托拉斯法訴訟大部分多由

私人向法院提起訴訟。而在我國管制多為行政機關所發動，故若由管制機

關負所有舉證責任（市占率、品牌間競爭被抑制），似不可行。是以，為

減輕行政管制成本，舉證責任轉換似乎亦有其必要性。具體言之，公平會

仍應對行為事業的市占率負舉證說明之責。在證明行為事業具相當市場力

量後，給予該事業舉證抗辯之機會。若該事業無法舉出合理之抗辯，公平

會即可加以處罰，而無庸進一步分析系爭限制對品牌間競爭之影響；反

之，該事業能舉出合理抗辯，在公平會無法舉證系爭限制對品牌間競爭造

成負面影響時，系爭限制應為合法。 

上述方式，似能減輕管制機關執法成本與負擔。不過本文認為，舉證

責任轉換畢竟使行為事業落入不利之地位，以法律保留觀點言，似以法規

明確規範、或授權公平會制訂命令為妥。 

3、事業抗辯事由審查 

須說明者是，行為事業舉出之抗辯，與其市場力量或有關聯，但切不

可以該事業具相當（甚至獨占）市場力，即否定其抗辯之合理性。申言之，

通常垂直非價格限制對市占率低、新進事業最具吸引力，因如此可建立有

                                                                                                                                            
十，法院即會認為其不具市場力量、無影響競爭之可能、無對競爭產生負面之理由，給予被告勝

訴之判決。文獻整理，參見 See Theodore L. Banks, Distribution Law: Antitrus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2nd ed., 4-73—4-77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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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經銷通路，有助其品牌產品之建立與鞏固。但不可因此反面推論，

獨占事業無須使用垂直非價格限制，其使用並無合理性。於美國法，縱使

某事業具獨占地位，僅要其施用理由係屬合理（以增加效率方式增加銷

售），其抗辯仍可被認為合理3。 

                                                 
3 See, e.g., Newberry v. Washington Post Co., 483 F. Supp. 470 (D.D.C. 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