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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經銷體系概述 

第一節 經銷通路說明 

自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化帶來的大量化生產成品技術，使得產品製造

業發展蓬勃。惟在大量生產的同時，亦須有大量的銷售來配合，以調節供

需。雖然製造技術不斷提升與創新，可使成本隨之下降而能讓製造商提高

獲利，似應為各製造商所關心的問題；惟縱使如何能降低生產成本，若無

適宜的方式使產品順利銷售，或銷售費用過鉅壓縮原有的利潤，仍為徒

然。而製造商本身利用生產技術障礙的突破、良率的增加、生產流程的效

率化、人力資源的充分利用等條件，或可降低所謂的生產成本。惟並非所

有製造商皆有能力為後續的銷售。是以，製造商如今所關心的重點，似乎

已成為產品如何能順暢無礙的到達消費者手中，此即「行銷」(marketing)

問題。又，行銷從近年來所愈漸強勢的通路力量可知，「經銷」或「配銷」

(distribution)的功能實不容忽視。故不管製造商的產品如何優勢，缺乏

良善的通路，製造商等同缺乏高獲利的管道。可以說，任何製造商對於其

產品經銷佈局，皆應有所關心。學者即指出，現代經濟環境中，大說多數

用品，其技術多已到達成熟階段，在缺乏創新性技術以及產品差異性愈來

愈小的情況下，事業為能在高度競爭環境下生存，必須藉由策略規劃發展

出其獨特的競爭優勢，而從產品的行銷通路中找出或建立其優勢，便是常

見的策略1。 

在現行的經濟體下，製造商與消費者之間通常存在著所謂的「中間商」

(middleman)，如「批發商」(wholesaler)、「零售商」(retailer)等，其

組成之網路(network)專門扮演分配與銷售產品的角色，以達成生產者與

顧客所需的各項功能。而行銷學稱這些專職產品配置的個人和機構，稱為

「行銷通路」或「配銷通路」(marketing channels；distribution 

channels)。以行銷學角度言，如何將產品推廣與促銷，建立有效率、合

適的行銷通路往往是事業能與他競爭者一較高下之利器，甚至能左右某一

事業之成敗。「掌握通路就掌握市場市場」一言，論者認為已成為國內消

費品製造商公認的金科玉律2。至於事業應如何選擇合適其產品之行銷決策

(marketing policy)，此問題毋寧為行銷學的重要問題3，亦與本文題目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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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2 葉日武，行銷學理論與實務，1997 年 8 月，頁 449。 
3 誠如行銷學者指出，由於現在社會經濟活動複雜，中間商種類繁多，同時大量生產，沒有大量

銷售配合，行銷經理應如何有效地選擇行銷通路，已是行銷活動上重要的問題。所謂效率化的選

擇行銷通路，就製造商而言，即為能夠得到銷售最有效和成本最少的行銷通路，以獲取最大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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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相關，惟畢竟仍非本文所欲研究之重心。故本文除了相關部分有必要提

及行銷學之概念外，仍以法律問題為中心，合先說明。但本文首先仍不可

避免的需要說明幾點與行銷相關的概念，以便與文後的說理作銜接。 

一、中間商的作用 

首先，吾等必須要理解的是，廠商為何要藉助中間商、經銷商（以下

統稱經銷商）？有論者以為，有以下之理由4。 

（一）專業分工(Specialization & Division of Labor)問題 

即經銷所需的資源與能力迥異於生產，因此廠商理應集中在自己所擅

長的生產活動上，避免把資源耗費在不熟悉的經銷事務上，從而可以獲得

較高的投資報酬。 

（二）經濟規模(Economic of Scale)問題 

即使廠商有能力執行各項經銷活動，也可能要考量所謂的「規模經濟」

(economic of scale)問題。以通路成員的運輸功能為例，如果廠商的銷

售量有限，則自行成立運輸車隊顯然不划算，交給貨運公司或批發商來處

理，即可省卻龐大的投資金額及可觀的固定成本，有效的降低損益兩平點。 

（三）從效率(Efficiency)面的觀點 

從作業流程的觀點，使用經銷商也有助於提高個別廠商及整體社會的

效率(efficiency)。例如，設有某甲、乙二家生產商，顧客 A、B、C。甲、

乙二廠商若無使用經銷商的情形下，其產品所有權移轉、協商、付款及實

體流程都分別發生三次。但使用經銷商之後，生產商必須自行處理的分別

只有一次。而經銷商再與三位顧客為三次交易行為。就整體社會言，交易

總次數由原先的六次降為五次，也能達到相同的目的。故可說經銷商的使

用對於個別廠商或整體社會均有所利。而效率問題，為競爭法所關注的重

要課題，故在衡量經銷關係時，此面向似必須加以考量。 

    承上知，經銷商的存在，對製造商而言，可依賴其為產品銷售的有效

管道，而產品銷售幾乎為製造商獲利的唯一來源，故經銷商實對其具相當

重要性；相對的，經銷商亦能藉由銷售製造商的產品而獲取報酬。是以，

二者間的關係可謂存有共謀、共生的關係。惟二者間亦存有經濟利害互為

消長的關係。申言之，某產品之製造商價格（大盤價格）與經銷價格（零

售價格）的價差，即代表該產品利用經銷商銷售所耗費的「經銷成本」

(distribution cost)。此成本差額愈大，即代表經銷商由銷售製造商產

                                                                                                                                            
潤。參見劉玉琰，行銷學理論與實務，1999 年 10 月，頁 302。 
4 葉日武，前揭書，頁 45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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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從其獲得較多利潤；反之，此成本愈小，即代表製造商由經銷商對其

產品的銷售獲取較多的利潤。以自利的(self-profit)產品製造商的觀點

言，抑制經銷成本似乎為達成其產品銷售與增加獲利的良好方式；相對

的，對經銷商而言，增加製造商經銷成本反能增加其獲利。 

是以，二者的利害關係不僅互補且互斥，這是吾等在討論本文題目垂

直限制前，首先需有之基本認識。因為垂直限制一般為學者所通認，係降

低經銷成本，達成效率經銷體系的有效方法5。惟製造商施加垂直限制的結

果，通常將會使得產品的經銷價格提高，無異加大製造商的經銷成本，似

與效率經銷目的的達成不符。故對於垂直限制，仍有些許的不同意見，而

此亦為本文多所著墨之處。至於，二者更進一步的分工與利害關係分析，

後文有詳細的說明，於此先不贅。 

二、經銷體系的角色定位與行文說明 

一般情形，產品在一個完整的經銷體系，從製造者(manufacturer)開

始，以至終端的消費者(end use consumer)，可能有數個銷售階段，存有

數個垂直交易關係。該交易的主體之名稱，應加以明確定義，使不致有所

混淆。但就連行銷學界亦無法有一統的說法，更使得在說理行文方面更為

困難。本文以為，對於體系角色首先必須有清楚的定位，始不致文後說明

中有混淆之虞，故本文在開始即先對經銷體系下的各種成員作一明確定義
6。最無爭議的是，生產產品之「製造商」(manufacturer)與終端購買之「消

費者」(consumer)二者。至於，經銷商部分，在行銷學說下，大致可區分

為「代理商」(agent)、「經紀商」(broker)7、「批發商」(wholesaler)8、

「零售商」(retailer)9、「經銷商」(distribution, dealer )10、「物流業

                                                 
5 垂直限制在市場行銷上係屬於「行銷統合」(Distribution Integration)之概念，其係指製造

商會有利銷售本身產品，確保、爭取經銷商之合作，實現本身之行銷策略，藉各種垂直限制，對

經銷商行為加以組織化、統合化之行為。一般而言，能確保經銷商有一定之服務品質、減低產品

投資風險等功能。垂直限制雖能達成一定的效率目的，惟不定然對競爭絕對有益。關於其正負評

價，可參見參見公平會第二處，我國公平交易法垂直限制行為執法實務之檢討—兼論歐盟、德、

法、美、日垂直限制規範，文收於《第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公平交

易委員會出版，1999 年 6月，頁 590 至 594。 
6 此提及的通路類型在行銷學稱為「消費品通路」(channels for consumer products)，意指為

將消費者產品至消費者手中所建立的通路。本文所探討的上下垂直交易類型皆為「消費者通路」，

合先說明。另有「工業品通路」(channels for industrial products)與「多重通路系統」

(multichannel system)等類型。詳細請參考劉玉琰，前揭書，頁 304 至 307。 
7 代理商與經紀商都只是負責洽談交易，通常並不取得商品之所有權，以佣金或手續費作為達成

交易的報酬。而這兩者在實務上經常不予區分，使用何者視業界習慣而定。 
8 批發商買進商品並銷售給其他通路成員，但通常不銷售給終端消費者。有些行業的批發商另有

特定名稱，例如圖書雜誌的批發商稱為「書報商」或「發行商」，但許多行業都將之泛稱為中盤

商，甚至視其規模再進一步區分為大盤商、中盤商、小盤商乃至於地方盤商。 
9 零售商是直接將產品或服務銷售給一般消費者的通路成員。 
10 經銷商一詞在國內很普遍，但所對應的英文並不明確。英文的 distributior 通常是指批發商，

dealer 則兼有批發與零售的意義，但國內只要是銷售某產品的業者，就可以視為該公司的經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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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physical distribution agency)11等。 

在某垂直經銷體系中，可能有數個交易階段階段。例如，製造商與通

路商、通路商與大盤商、大盤商與零售商之間，存在著數階層之關係。不

過，不管某行銷體系之階層如何，本文著重的角度係從，垂直關係之上游

事業為了便利行銷其產品，各自對其下游事業加諸若干限制；反之，下游

經銷商亦有其本身利益之考量而迫使上游經銷商實施垂直限制。本文以為

雖然各個垂直交易限制內容不一，但性質、目的、手段上卻多相同，可以

簡化事業主體數來討論之。故為行文方便，本文以下論及有關垂直交易限

制之相關內容，僅呈現二階層(two level)之垂直當事事業，即「製造商」

(manufacturer)與「經銷商」(distributor)二者12，以突顯出垂直交易事

業之上、下游關係。而經銷商之下，則為終端之消費者(end use 

consumer)。其餘垂直當事事業的行為則可類推之13。 

三、通路的型態選擇與垂直限制 

因為通路的選擇，對某製造商而言甚為重要，故某事業將會視情形而

定其最優之通路政策，也因為如此，實際上的通路類型可能因個案而不同
14。在行銷學理論下，消費市場的通路型態大概有以下幾種。 

（一）直接通路(Direct Channel) 

直接通路也稱作零階通路，係指廠商直接面對最終顧客，而通常將選

擇直接通路此一作法稱為「直接行銷」(direct marketing)。包括無店鋪

                                                                                                                                            
商，但通常專指簽有經銷合約者，其中可能同時包括批發與零售業者，也包括只賣該公司產品的

「專賣店」，以及兼賣其他公司產品的「開放店」或「萬國店」。 
11 物流業者是指協助廠商完成產品流程（物流）的組織或機構，包括貨運業者、倉儲業者等。 
12 須說明的是，相關外國文獻多以二階層當事事業來說明垂直交易限制，不過其用詞稍異（但均

指同一地位之事業）。用來表示上游事業的名稱有：“supplier,”“upstream firm,”

“manufacturer”，其意思著重在供給的角色，也通常是垂直限制的使用者；用來表示下游事業

的名稱有：“downstream firm,”“dealer,”“reseller,”“retailer,”“distributor”，

下游事業的角色為供給者與終端消費者(end use consumer)之橋樑，通常遭受垂直限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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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nd ed., 441 (1999). 
13 例如，大盤商受到製造商施以垂直限制，而該大盤商亦有可能對其下游之經銷商施以相似的限

制。此二者情形皆屬垂直限制之範疇，不過其著重者乃上、下游事業間之二層關係，故簡化當事

事業之關係，以此說理，行文較為方便。不過，有學者指出，在地域限制的情形，有時會限制物

流經銷商(traveling distributor)而非零售商(retailer)。究其原因，因係零售商皆屬小型商

業體，本身的發展性有限，故再以地域限制，並無甚大實益。Id. at 476.惟此例外情形卻無礙

本文對大部分情形的說理。 
14 大體而言，製造商選擇行銷通路所考量的因素的歸納為下列幾點：（一）產品因素：產品款式、

產品價格、產品重量、產品易毀性、產品的技術與服務、產品的訂購與標準化、產品線、政府的

規範等。（二）市場因素：市場規模、市場的集中性、顧客購買習慣、購買數量、產品的季節性、

競爭產品的配銷通路。（三）中間商因素：中間商的服務、能否找到良好的中間商、分配通路的

成本。（四）製造商因素：公司的聲譽與資金、行銷知識與經驗、行銷通路的控制、提供滿意服

務。詳細說明，見劉玉琰，前揭書，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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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non-store retailing)、直營零售門市與人員銷售等。 

（二）間接通路(Indirect Channel) 

若廠商不直接向消費者行銷，而係間隔著一個階層的通路成員，則稱

為「一階通路」，若間隔著二個階層則稱「二階通路」，以此類推。間接通

路因為常態，故又稱作「傳統通路」(traditional channel)。如果採用

間接通路，讓產品經由代理商、經銷商、批發商、零售商，轉至消費者手

中，則稱作「傳統行銷體系」(traditional marketing system)。 

    於使用垂直限制的場合，通常情形為製造商限制下游通路的活動，故

屬間接通路型態。又，間接通路依通路的涵蓋密度如何，更區分為以下三

類。而此三類通路的選擇，對競爭的影響程度、製造商經銷商關係皆有不

同，故區分有其實益存在，亦為本文所欲探討的問題之一。本文先對行銷

通路的涵蓋密度意義加以介紹15，後文另有通路選擇與其相關問題的詳細

分析。 

（一）密集經銷(Intensive Distribution) 

採用密集經銷的事業，是指所有消費者可能去購買產品的零售商，凡

是消費者必須時常購買的消費品，多取此種經銷策略，如麵包、口香糖等。

產品與市場的性質需要較廣的銷售面時，製造商多為採取此種策略。 

（二）選擇經銷(Selective Distribution) 

選擇配銷致力於只挑選那些最能使製造商獲利的經銷商，此為許多

「銷售選購品」(shopping products)製造商所採用的策略。通常選擇經

銷商的原則有，對製造商產品的推廣意願以及銷售量的多寡而定，畢竟，

經銷商的實際銷售量為製造商獲利的重要來源。 

（三）獨家經銷(Exclusive Distribution) 

獨家經銷係指生產者與經銷商約定，某一地域內，僅有該經銷商能銷

售該製造商之產品，製造商不能在同一地域或重複地域同時指定二以上經

銷商，亦不可再指定另一新經銷商。獨家經銷通常見於汽車、樂器、家庭

用具、機械用具、高級男女鞋與有品牌的服飾等行業，製造商期望獨家經

銷商，可提供比在選擇經銷或密集經銷下，為更積極的促銷服務。 

四、通路衝突 

「通路衝突」(channel conflict)有兩種形式，若為製造商與通路成

員之間的衝突，稱為「垂直衝突」(vertical conflict)，主要原因係因

為兩者的立場不同所致。對製造商而言，某一通路成員只是眾多成員之

                                                 
15 參見劉玉琰，前揭書，頁 313 至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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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而對某通路成員而言，某製造商也可能只是眾多貨源之一而已。因此

在雙方都尋求自己的利益時，必定會產生某種衝突。而在雙方都欲將本身

的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以契約條款來維持或穩定其本身利益則成為必然之

現象16。今將製造商與通路常見的衝突事項，列如下表17： 

層面 製造商立場 通路立場 

價格 各通路轉售價格相同

各通路進貨價格相同

緊縮的信用（付款條

件） 

自行決定轉售價格 

進貨價格低於其他通路 

寬鬆的信用（付款）條件 

產品 銷售全部品項 

不銷售競爭對手產品

不銷售自有品牌代替

品 

只銷售暢銷品項 

選擇最有利的供貨廠商 

以自有品牌壓低成本 

通路 較理想的陳列位置 

限制銷售區域 

暢銷品擺在理想位置 

沒有銷售區域限制 

促銷 有限制贊助促銷費用 收取各種通路規費 

若同一階層通路業者之間的衝突則稱為「水平衝突」(horizontal 

conflict)，其主要原因是為了爭取相同的顧客群所致。例如，量販業者

的進貨價格通常低於傳統的經銷體系，自然會搶去後者的部分營業額，因

此許多製造商會遭到傳統經銷業者之抗議。 

不論是製造商與經銷商間之垂直衝突或通路商間的經銷衝突概念，在

往後本文評斷垂直限制的合理性，剖析當事事業間之利害關係時，亦為相

當重要的考量依據。申言之，一合理事業所為的商業作為，除決策失誤等

例外情形下，通常皆為追求本身最大之利益。惟若某事業行為之結果，係

有利於他事業，不免使人心生懷疑其動機。在垂直限制的場合，最典型的

類型為，單一具市場力量的經銷商或經銷商卡特爾，迫使製造商從事不情

願、不利於己的限制條款；亦有可能為製造商間為卡特爾，要求其成員必

須為垂直限制，而順遂該卡特爾之目的。關於此部分的詳細說明，本文擬

在提及相關部分時，再行詳述。 

                                                 
16 在一般情形下，製造商與經銷商皆會為自己利益為不同行為，而對一方最佳之行動不必然對他

方最佳。因此，一方將會使用契約條款來限制他方的選擇，且誘使對其有利的結果發生。換言之，

每一事業的行為皆對他方產生所謂的外部性(externality)。而垂直限制契約即是被使用來控制

此種外部性之手段。See Massimo Motta, Competitio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302 (2004). 
17 參照葉日武，前揭書，頁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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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通路整合—垂直整合與垂直限制 

一、垂直整合 

製造商生產產品後，可經由他獨立之經銷商(distributor)、零售商

(retailer)之行銷方式，為實際之販售予消費者，使得本身的產品易於流

通於市面。事業若將影響力伸及其上、下游產業時，由競爭法的角度觀察，

則稱作「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申言之，垂直整合者，即

是指某事業將其控制力、影響力觸及上、下游事業，以達到垂直整併之經

濟效果18。大體來說，垂直整合有以下三種方式，至於實際上，事業會採

取何種方式來整併，則需評估成本、資金、專業性、規模經濟、市場結構

等條件而定。而各種整合方式因為對競爭的影響程度不同，管制法規亦有

不同之寬嚴標準。 

（一）獨立進入上、下游市場 

首先，事業可獨立進入另一上、下游市場。亦即，以本身之能力在上、

下游新設部門或公司，進入該上、下游市場，達到垂直整併之效果。例如，

整合製造與經銷於單一事業，該事業製造成品後獨自販售與終端消費者。

如此的經銷選擇視其欲對經銷系統控制的程度、投入資本、以往經驗等因

素而定。若使用其自身員工較與他獨立經銷商交易來的經濟(cheaper)與

簡易(simpler)，製造商或許會尋求此為其較佳的整合方式。相對的，若

與獨立經銷商交易時較節省成本與便利時，事業將會選擇與其他事業合作
19。 

（二）合併與收購 

事業可併購已存在之上、下游事業。此即所謂的採垂直合併(vertical 

merger)與垂直收購(vertical acquisition)方式。不過採此方式，因為

需要龐大資金，資金問題即為問題之一。又，併購是否符合成本效益亦為

事業的重要考量。 

（三）簽訂長期合作契約 

事業可與上、下游事業簽訂關於特定事項之長期合作契約。在此類

型，變化較多。在垂直交易的情形，製造商或許會對下游經銷商保留其自

由經營的自由而留其審酌判斷之餘地，不過許多製造商較喜愛在經銷商行

                                                 
18 事業在垂直整合時可選擇二不同之方向：一是向原料物品或服務取得之市場作整合，此稱為反

向(backward)、上游(upstream)整合；一是向終端消費者之方向作整合，稱作順向(forward)、

下游(downstream)整合。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12, at 370. 
19 See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Fundamentals of Antitrust Law Vol.Ⅱ, 584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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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面取得相當的控制力。製造商或許會透過授權契約(franchise 

contract)條款來限制下游經銷商，諸如指定地點(location)、設施的配

置(physical layout of the facility)、營業時間(hours of operation)、

最低的價格與服務(minimum prices or services)與其他通常的商業手段

(general business practices)。甚至，製造商會要求其經銷商不得與他

製造商交易（獨家交易）、要求經銷商需同時購買他種產品（搭售）。此些

限制方式上，可能透過製造商與經銷商正式的契約(contract)或僅為製造

商單純的建議(suggestion)。製造商並且透過斷絕供貨來使其經銷商遵循

該約款或建議。相同的，製造商也可能用此方式放棄其對他經銷商銷貨的

自由（即保證下游經銷商獨家的權利）20。 

附帶一提，法令管制或亦為事業考量垂直整合的方向之一，甚至當某

垂直整合作為受到法令相當嚴格的非難時，事業即可能放棄此一決定。申

言之，就美國法而言，在上述第一種類型下，原則不受任何限制，僅在該

事業本身為獨占時，始可能會受到休曼法(Sherman Act)第二條之管制。

第二種方式的垂直併購受到克萊登法(Clayton Act)第七條之管制。而第

三種方式，垂直之合作契約，則需依情形而定：在事業間有所謂轉售價格

限制與非價格限制時（品牌內競爭之限制），適用休曼法第一條；若其有

搭售或獨家交易契約等情事（品牌間競爭之限制），則適用克萊登法第三

條或休曼法第一條21。 

二、垂直限制 

    在一個典型的「垂直經銷系統」(vertical distribution system)，

製造商生產產品向其下游經銷商銷售，而該產品再由下游經銷商等通路，

最後被終端消費者所購買。雖然，此等具有層次的經銷關係非在任何產業

均有適用，但是卻適用在絕大多數的產品銷售問題。一般而言，消費者

(consumer)購買某產品，不會直接向製造者(manufacturer)購買；而製造

者也不會直接賣與消費者。亦即，此種生產者與消費者二層關係，在一般

情形均不易見。在通常情形下，產品從製造商以原料加工製為成品後，會

經由通路商(distributor)、大盤商(wholesaler)、零售商(retailer)等

經銷過程，而最終被消費者所購買。舉例來說，電腦製造商製成電腦後，

將該產品轉售予流通業者，在層層經銷、轉售之下，最後由消費者所購買。

此種由原料以至最終消費的過程，稱作「垂直鎖鍊」或「經銷鎖鍊」。在

每一流通過程中，都會在產品上創造所謂的價值（如產品的外觀包裝、服

務的提供等），而該創造之價值即係轉售之價差（即向上游購買的買價與

                                                 
20 See Id. at 584. 
21 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12, at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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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與下游之賣價之差）22。 

理論上，在每一層次經銷所獲得之利潤純為該層次之經銷商所得，與

他層級之事業無涉。不過，對製造商而言，其生產之產品在市場上是否成

功，則取決於在終端消費者市場是否成功。也因為製造商之獲利最終往往

取決於下游經銷商成功銷售其產品與否，故製造商對於產品經銷體系自十

分在意，其手足不免也涉及至下游經銷體系。因為行銷通路所需之費用日

漸龐大，故現今公司對增強行銷效率深感興趣。而行銷通路費用的節省，

須靠有效率的行銷系統來維持，如此則能加強公司的獲利能力，同時也能

達成滿足顧客願意支付之價格，不斷地增加產品銷售量。因此以增進行銷

體系之效率，以節省行銷產品之成本，似乎為合理之手段。而本文欲討論

者，即指製造商對下游經銷商之行為（包括銷售價格、銷貨地域）加以限

制之手段。該手段一般稱作垂直限制，其用意在表明「製造商」、「經銷商」

間上、下游事業之垂直關係，而以直接競爭者間所為之限制（水平限制）

相區分。 

學說上，重要的垂直限制種類（由上游限制下游）大致有二種種類：

（一）限制經銷商向其他製造商交易，即限制「品牌間競爭」(interbrand 

competition)，如搭售(tie-ins)23。（二）經銷商間對於特定製造商的同

一產品在轉售時的限制，即限制「品牌內競爭」(intrabrand 

competition)，如地域限制(territory restraints)24。不過，此二種類

限制在性質上並不排斥，實際上同一垂直交易主體間可能同時存在上述二

種限制。申言之，限制品牌間之競爭對於某經銷商言較為不利，因其即無

法向他製造商為交易。不過，限制品牌內之競爭使得經銷商間對於同一品

牌產品無庸相互競爭而影響獲利，對經銷商而言較屬有利，故製造商可以

其作為補償限制經銷商向他製造商交易可能的損失。 

    從商業自由的角度，製造商可以選擇對其最有效率的方式來達成其所

理想的經銷體系，法律似無必要干涉。不過不能否認的是，作為管制競爭

機制之競爭法，當事業在手段上有違反競爭之情事時，則必然須適當的介

入以導正該反競爭行為。但問題是，該手段是否為有助競爭或反競爭，極

難斷定，此本為競爭法核心問題。尤其，因為垂直限制之當事事業間並非

相互的競爭者，故其若以合意限制競爭，究為何種競爭、影響如何，是否

                                                 
22 此外，最終成品(final goods)也時常由不同的階層所共同製造，由最上游的原料、半成品至

售予最下游之成品。 
23 品牌間之競爭係指不同製造商之產品之競爭。而品牌間競爭之限制即是指限制數製造商產品間

之限制，除限制經銷商不得向他製造商交易之垂直合意外，亦包括在不同品牌之製造商間或數經

銷商之水平合意。詳見後述。 
24 品牌內之競爭係指同一製造商的產品在下游經銷商之競爭而言。品牌內競爭之限制為製造商避

免經銷商彼此競爭而有害其產品銷售，故限制經銷商彼此的競爭，以求利益最大化。品牌內之競

爭包括轉售價格維持、地域限制、顧客限制等。詳見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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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效能競爭的本質，即有爭議。也因垂直限制對競爭之影響，並不明顯，

且時常處在晦暗不明的地帶。加上管制該行為的競爭法規，通常具有曖昧

與抽象的先天個性。故建立合理的審查標準，似乎也是競爭法主管機關無

法避免的議題。從管制面言，合理的評斷該限制是否違反競爭本質，不但

有助於主管機關執法時的信心，亦可使當事事業對該此裁決得到信服。另

一方面，因為限制違反競爭法規可能有所處罰（行政罰甚至刑罰），故從

當事事業的預見可能性而言，若無建立相當標準使事業得以評估該行為之

風險，不免使其卻步，影響原本的商業手段的活潑性，亦有失競爭法制訂

之原意（管制競爭而非抑制競爭）。 

    承上文，管制垂直限制標準必須建立，此點並無疑問。惟在衡量垂直

限制的合理性、合法性前，仍有問題必須解決。進言之，垂直限制在概念

上雖然易於瞭解，惟在實際個案上，垂直限制常與他種限制產生混淆情

形。故在評斷垂直限制違法性前，勢必須先能與他限制清楚區分。例如，

水平與垂直、垂直價格與非價格限制如何區分等。因為若無區分標準，「特

別的」針對垂直限制建立標準似無實益。是以，本文特別在下章，對在實

務上與垂直限制常發生辨別疑義之限制種類，加以說明與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