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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論 

第一節 題目說明 

本文題目「品牌內垂直非價格限制」(intrabrand vertical nonprice 

restraint)，類型上屬垂直限制之其中一種態樣。在本部分，本文擬先將

此名詞作以下釐清，以便說明本文欲討論之主題。 

首先，謂「垂直」者，係從事業於產銷「階層」關係(level)之角度

加以觀察，學說上皆以「垂直」意指行為事業間之上、下游位階關係。而

「垂直限制」(vertical restraint)者，按字義，係指上、下游事業相互

間所施加的各種限制，概念上包括任何類型之限制，涵義甚廣。惟從競爭

法管制之觀點而論，非事業間所為的任何限制行為皆需列入管制。事業間

限制行為受競爭法管制者，僅有在其對競爭可能產生相當負面影響者為

度，而其相關議題始為競爭法所關心。此界線於討論垂直限制時亦有適

用。吾等從垂直限制的管制歷史觀察，較可能損害競爭的垂直限制態樣大

致有「垂直約價（垂直價格限制）」(vertical price restraint)、「地域

限制」(territorial restraint)、「顧客限制」(customer restraint)、

「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與「搭售行為」(tie-in)等。而此些

垂直限制之態樣亦為競爭法管制垂直限制之重心，相關問題也有較多討

論。 

再者，垂直限制類型頗多，各類型雖有共通之要素，但若欲更進一步

說明各態樣的特性，將其種類細分與釐清應有必要，如此始能更進一步的

因應各態樣的特性差異，恰如其份的決定其後續管制措施。若依國外通行

學說與執法經驗言，通常另將「地域限制與顧客限制」、「獨家交易與搭售

行為」，分別歸類與論述。一言以蔽之，此實因此二限制種類對競爭有不

同的影響，而不宜作同等對待之故。申言之，其區別在「地域限制與顧客

限制」主要係限制「品牌內競爭」(intrabrand competition)；而「獨家

交易與搭售行為」係限制「品牌間競爭」(interbrand competition)1。因

二者對競爭的影響不同，將二者作不同處置，似較合宜，國外學說亦多採

此法2。本文亦贊同此種分類。雖我國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無為此區

                                                 
1 有關品牌內與頻牌間競爭的涵義與區分更詳細的說明，請參見本文第三章第四節。 
2 如 Sullivan 教授將搭售、獨家交易等品牌間限制總稱作 foreclosure restraint，另作專章說

明；Hovenkamp、Areeda 教授亦對搭售、獨家交易與品牌內之垂直限制分別說明。See Lawrence 

A. Sullivan & Warren S. Grimes, The Law of Antitrust: An Integrated Handbook, 380 (2000);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Fundamentals of Antitrust Law Vol.Ⅱ, 679 (2002); 

See Herbert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p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2nd ed., 391 (1999).期刊文獻亦有在文首開宗明義將垂直限制限縮為品牌內限制，以便行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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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皆併同於第十九條第六款論處3。惟二者對競爭產生不同影響乃不容否

認之事。故本文既以品牌內垂直非價格限制為題，當然僅以品牌內垂直限

制為主要說理範疇4。 

又，品牌內限制依限制內容又可區分為「品牌內價格限制」與「品牌

內非價格限制」，而「品牌內非價格限制」最重要的限制型態，莫過於「地

域限制」、「顧客限制」二者，至於其他態樣的限制，在國外（美國）幾無

違法疑慮，故甚少成為競爭法關注的焦點。本文題目既基本上以美國之管

制為中心，當然在內容安排上與美國法採取相同看法。故本文題目「品牌

內垂直非價格限制」，乃專指對品牌內限制影響之限制型態，主要指「地

域限制」與「顧客限制」二種型態，合先說明。 

垂直地域限制，係指限制他交易相對人在一定地域內始能營業之意，

具體言之，即製造商與某經銷商約定，該經銷商僅得在指定地區營業，不

得在該地域以外的範圍銷售製造商之產品。垂直地域限制，有銷除品牌內

限制之效果。簡言之，製造商透過與其經銷商約定銷售地域，使經銷商間

無法越區銷售，製造商即得在特定地區控制經銷商數量，使品牌內競爭不

致過於激烈。而顧客限制係指，製造商並沒有指定一定區域，惟禁止其經

銷商向特定種類之顧客銷售。顧客限制使得經銷商在區分顧客種類的同

時，銷除特定種類顧客的品牌內競爭。此二者限制可說為「品牌內垂直非

價格限制」最典型也最重要之類型，亦為本文討論的重心所在。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品牌內垂直非價格限制」（以下簡稱垂直限制5）被通認為產品製造

                                                                                                                                            
See Marina Lao, Tortious Interference and the Federal Antitrust Law of Vertical 
Restraints, 83 Iowa L. Rev. 35 (1997). 惟國內學者多不區分，認為搭售、獨家交易、地域
限制、顧客限制皆係垂直非價格限制之態樣。見黃營杉、范建得，事業垂直限制行為之公平法適

用問題研究—以非價格垂直限制交易限制為核心，文收錄於《第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出版，1999 年 11 月，頁 334-335。但已亦認同搭售與地

域、顧客限制屬性之差異，參見范建得、陳丁章，文收於廖義男等，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

（二），第十九條，邊碼 199、200。 
3 該條款所規範之限制包括搭售、獨家交易等品牌間限制與地域限制、顧客限制等品牌內限制。
惟品牌內與品牌間限制對競爭影響的程度不同，在判斷系爭限制的違法性時，似不應將其同等視

之。 
4 功能上，品牌內與品牌間限制常有互補作用，故在實務上，品牌內與品牌間限制常有併用情形，
故在說明品牌內限制時，本文必要時仍會加以著墨。 
5 品牌內垂直限制，包括價格（如地域限制）與非價格限制（如轉售價格維持），在概念上除限

制的內容不同外，多數學者認為其使用理由與效果皆相同。故在論及垂直限制時，除有特別指明

外，即意謂價格與非價格限制皆有適用。本文亦為方便行文，往後若無特別區分垂直價格與非價

格限制時，對垂直限制之說明，上述二者皆有適用，特此說明。有關垂直價格與非價格限制之區

別說明，請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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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創造效率通路的有效利器6。而近來通路的快速發展與力量之強勢，製造

商對通路的選擇與建立，勢必須有另一全新的思考。而製造商對於通路的

選擇、建立與持續，若以垂直限制方式為輔助時，因會某程度的抑制競爭，

而可能引發是否違法之疑慮。 

而本文所關心的，即為製造商在行銷通路的選擇上，因為使其產品行

銷更有效率而限制下游事業的商業行為時，可能必須面對的相關法律問題

與爭議。例如，某製造商決定以授權某獨家下游事業經銷其產品為其通路

策略，在實施獨家授權策略的同時，不免須終止與既存經銷商之交易，亦

須拒絕他欲經營該產品之經銷商，以建立獨家經銷之網路佈局（是否為杯

葛？）。而隨著在該網路之架構後，為了強化經銷商「實質的」獨家交易

利益，限制下游經銷商越區經銷即成為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之一（地域限

制）。又，為確保經銷商能盡心盡力專注促銷製造商品牌，不致於予分散

他品牌，更可因此建立所謂的獨家交易體系（獨家交易）。在上述情形中，

吾等可輕易察覺，不論是製造商對他下游事業所作的有利（授權獨家、拒

絕他事業交易）、不利（限制經營區域、經營他品牌產品）行為，對於競

爭秩序（上、下游）皆有所影響。作為管制競爭秩序的競爭法，對於此等

行為應採取如何的態度，實值得吾等探究。加上此為上、下游事業間的關

係，不論是當事事業的利害關係、使用動機、對競爭的影響等問題，較之

水平競爭對手事業間，實更複雜與不同，故更應有加以探討的必要性。其

實，競爭法是否管制垂直限制、應否管制、如何管制、標準何在、成效如

何，皆是有待澄清的疑問。 

關於是否管制方面，能很明確的從我國公平法第十八、第十九條第六

款，找到肯定解答。至於，如何管制？則必須有更進一步的深入探究。從

競爭法的管制原意出發，競爭法的目的係為維護競爭機能，而以處罰事業

間從事競爭所採取的不當行為，作為管制措施。惟該管制若缺乏明確標

準，導致事業無所錯其手足，至壞可能產生所謂事業間「寒蟬效應」

(chilling effect)的出現。此結果應非管制者所預見，為避免此問題，

實有必要建立一套明確的執法標準，以作為事業往後商業行為的準繩。惟

管制競爭法規先天的抽象性、變動性，使得明確標準建立不易。又有關垂

直限制之國內案例之缺乏、執法經驗不足，縱使執法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

（下稱公平會）已有訂一套執法標準，不過未經相當案例累積適用、相關

疑問澄清、觀察成效與後續的修正，實難謂已有所謂「實質標準」存在。 

此外，就垂直限制本身性質與個性言之，其對競爭具正、反影響的可

能性，亦使其管制更為棘手。申言之，垂直限制可作為效率經銷、便利產

                                                 
6 垂直限制可使製造商藉由維持下游經銷商之高利潤，激勵其促銷製造商品牌產品，有助於製造
商通路之建立。此點請詳見本文第四章關於垂直限制經濟考量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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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銷售的手段而有效率、有益競爭；亦可便利水平共謀而無效率、反競爭
7。也因為如此的兩面性質，垂直限制應為競爭或反競爭，論者意見不一，

極具爭議性質。實則，垂直限制問題已紛擾美國學界與實務數十年，近年

仍未有完全一統的見解。而實行公平法未久的我國，亦對垂直限制有所規

範，想必同會產生相似理論與執法上的困惑。 

本文以為，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美國法關於競爭法的管制，不論是

管制歷史、實際個案的累積、理論形成、相關文獻，皆較我國多且豐。雖

國內文獻中，不乏有對國外垂直限制的學說與管制之介紹，惟內容上甚少

專注在美國法如何管制垂直限制作一完整說明8。有鑑於此，乃生本文寫作

之動機。是以，本文特將美國有關垂直限制的學說與實務見解加以整理與

歸納，藉對該國管制垂直限制的執法經驗、違法性標準、學說意見等明鏡，

建立作為往後我國執法的參考。此為本文最終寫作之目的。 

第三節 研究架構 

因垂直限制為製造商建立行銷通路的有用工具，故本文認為，相關行

銷學的觀念、製造商與通路商的關係、選擇垂直整合方式等，必須先有基

本認識。故本文在架構安排上，第二章先就相關行銷體系概念、種類、政

策選擇、與垂直限制的關聯性作一簡單說明。第三章則開始進入本文重

心，對垂直限制的意義、種類加予詳述，而後再辨明與垂直限制相似的其

他手段，如垂直與水平、價格與非價格限制的辨別等。至於，關於最重要

的垂直限制之合法性問題，則安排於於第四、五章說明。因垂直限制合法

性之判定，一般除經濟理論分析外，主管當局與法院意見亦會隨著政治、

經濟環境的改變等因素而影響。故本文第四章為對經濟分面的分析，第五

章則為其他觀點的分析。第六章則將美國法管制垂直限制的歷史作一清楚

的闡述，以其作為我國往後執法之借鏡。第七章則轉向對我國法管制垂直

限制的介紹。最後，以第八章作為本文之結論。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文主要係研究有關製造商施以下游經銷商垂直非價格限制的合理

性、合法性與因此所衍生之相關問題。以下幾點，並非本文之研究範圍。 

                                                 
7 請參見本文第四章有關垂直限制之經濟考量之說明。 
8 有關垂直非價格限制之國內相關文獻。見黃營杉、范建得，前註 2，頁 331 至 440；劉俊儀，

公平交易法垂直交易限制之研究—以美國、歐盟垂直交易限制規範為中心，國立臺北大學法學研

究所博士論文，2001 年；顏廷棟，論垂直性交易限制在競爭法上之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六

卷第二期，2000 年 4 月，頁 89 至 156；黃永勳，我國公平交易法上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之實務

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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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前述，本文主要係探討有關「品牌內非價格之垂直限制」，故對品

牌間（搭售與獨交交易）、品牌內價格限制並無多少著墨，為本文限

制之其一。而「品牌內非價格之垂直限制」，亦以地域限制、顧客限

制為主要之說明範圍。 

二、垂直限制在實務上，亦多有用於智慧財產權的授權使用之配套，如商

標、專利授權等，惟因此重心常涉及智財權的相關議題（如耗盡原

則），與本文議題偏離甚遠，故本文對智財權授權與使用的部分並不

多加以介紹。至於實際上其若涉及垂直非價格限制問題，本文之論述

應仍可部分適用。而另一垂直限制態樣—使用限制，通常皆與智財權

的使用、授權併同使用，故亦非本文討論範圍9。 

三、有關垂直限制經濟分析方面，本文僅對學者對於垂直限制的經濟觀點

作歸納性的整理，惟本文對其無法作更深入的概算與實際的驗證，故

有關經濟分析部分僅限於理論性的論述，特此說明。 

                                                 
9 See Mark R. Joelson, An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Primer, 2nd ed., p 146-147 (2001).

國內文獻相關說明可見，范建得、陳丁章，前註 2，邊碼 227、228；陳家駿、羅怡德，公平交易

法與智慧財產權—以專利追索為中心，五南，1999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