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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品牌內垂直限制之意義、類型與判斷 

第一節 說明 

「垂直限制」(vertical restraints)，又稱「經銷限制」(distribution 

restraints)，即對於經銷體系中之交易他方施以限制，而稱垂直者則是

強調該當事事業間上、下游之階層關係。如前文言，在多數行銷策略中，

經銷體系之運用，產品並非全由製造商直接售予消費者，而係經由數個不

同的經濟實體之傳銷，達成產品的分配與銷售功能。從製造商、大盤商、

零售商最終至消費者。每個經銷的過程中，都或許會提供附加的生產或服

務，以增進該產品之價值。雖然製造商已將產品所有權轉讓與下游廠商，

不過製造商真正獲利應該是其產品實際銷售的情形如何。為了確定下游經

銷商能提供一定之附加價值以增加其銷售。此時，製造商可使用的方式，

可能為垂直限制的方式，甚至由製造商自己擔任銷售的工作（即垂直整

合）。 

製造商因為必須收回其製造產品之投資，下游經銷商實際銷售狀況為

其所關心之事，故其有必要限制下游經銷商的經營自由。當下游經銷商能

成功促銷其產品時，也代表著該製造商之品牌產品與他製造商之品牌產品

相較，是較具競爭力的。而垂直限制即是達成此目標的有用工具之一，當

然垂直限制此時即不應認為係反競爭。惟垂直事業間使用垂直限制的理由

不僅一端，惡意之理由亦有可能。如為垂直限制為便利卡特爾獲取超額利

潤為目標，此垂直限制應當然具有反競爭性。既然，垂直限制可能被製造

商為善、惡目的之使用，對競爭亦有正反二面的影響。故吾等實無法斷言

垂直限制是否合法。反之，似應在個案上詳加探究，以決定系爭限制之合

理性、對競爭之影響性。一方面，以免過度管制而干涉事業的商業自由；

另一方面，亦不應對有害競爭的行為有所疏漏，達到毋枉毋縱的理想目標。 

承上述，在經銷體系之下，垂直限制可能被廣泛的運用以促銷品牌產

品。但在助長下游經銷商促銷的同時，品牌產品的價格在如此的限制下也

可能造成提升1。此即產生一重大疑問，是否此限制對消費者所加諸之負

擔，提供了有價值促銷服務之誘因，而超過任何反托拉斯之損害2？目前並

無一致看法。應否管制垂直限制此問題本身即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問題3。

                                                 
1 縱使是相信垂直限制是有助競爭的學者，亦承認該限制有造成提升產品價格的結果。因如果沒

有增加經銷商的獲利，製造商並無法要求其作其他之行為，如廣告、促銷活動等行為。 
2 Lawrence A. Sullivan & Warren S. Grimes, The Law of Antitrust: An Integrated Handbook, 

290 (2000). 
3 一般來說，傾向追求效率的芝加哥學派認為，垂直限制通常會增加效率、促進競爭，故無須管

制。僅有在極少數的情形，如垂直限制的實施乃因為製造商或經銷商對於價格、地域與服務之合

意（卡特爾），因為此情形將造成抑制競爭、無效率的結果，故始例外加以管制。但學者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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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點從歷史的軌跡看來，我們可以從美國之政府部門與最高法院的態度突

然轉向可以得知其梗概4。此部分可說係垂直限制之核心問題，本文留待經

濟分析第四章時，再予詳論。 

本文在此欲處理的是，如何區分事業間的限制態樣之疑問。雖然，管

制法規與主管機關多針對以往執法的經驗，將諸多限制類型化，進而加以

評斷該類限制之反競爭性。如競爭者間對於某產品價格之合意，稱作「水

平價格固定」，為水平限制的態樣之一。而水平限制（亦稱卡特爾）通常

被認為具有反競爭性，故管制法規與主管機關多以嚴格的態勢視之。此管

制方式若不論理論合理與否，以行政資源有限性、執法的效益考量，似乎

有其理由。而此類型化方式顯然的被多數國家所採用。惟本文認為，類型

化管制的前提，以應且能區分各類型限制為其前提。不過，實際發生的管

制個案卻常出現模糊不清的情形。尤其，在垂直非價格限制方面，近年來

受到較為寬容的對待，故欲對垂直限制的合法性加以責難者，通常即尋求

其他嚴格標準管制的限制取代之，如價格限制、聯合杯葛(group boycott)

等。雖然吾等或可在概念上輕易的區別，惟在個案上或因事實隱晦、舉證

責任等因素，使得「定性」、「歸類」等基本問題變趨複雜。故本文認為，

有關垂直限制與實務上極易產生判斷疑義之限制，不論在定義或區別界

線，皆應有明確的認識。如此一來，始能不失類型化管制之基本立場，進

而才能對垂直限制為穩妥之管制。 

事業間限制誠如上言種類繁多，惟卻可因出發點的不同作一些基本的

分類。若以當事事業的「產銷階段」觀察，有「垂直限制」與「水平限制」

之分；若以限制本身的「內容」觀察，有「價格限制」與「非價格限制」

之分；若以「限制競爭是否存在競爭者間」觀察，有「品牌內限制」與「品

牌間限制」之分。上述諸多態樣，概念上或為重疊、或可並存，實令人困

擾5。而垂直限制一般認為可分為二大類，一為限制他方的經銷活動的限

制，一為賣方限制買方購買他品牌產品之限制。前者又可區分為「價格」、

「非價格」限制，主要影響為「品牌內競爭」；又後者通常以「搭售」、「獨

家交易」之型態出現，主要影響為「品牌間競爭」6。如何區分相關概念，

則應為首要之事，故本文於此首先對相關限制與垂直限制作一概念上的釐

                                                                                                                                            
見解，認為垂直限制的結果，使得產品價格上升，造成消費者之負擔，且卡特爾的情形不見得不

常發生，僅主管機關無察覺而已。詳見本文第四章說明。 
4 美國司法部(the Justice Department)在 1985 年發布垂直限制的指導原則(Vertical 

Restraint Guidelines)，但在 1993 年又將該指導原則撤銷。在法院方面，先在 1963 年的 Schwinn

案對垂直非價格限制採當然違法的看法，其後於 1977 年的 Sylvania(1977)案將 Schwinn(1967)

案所建立的原則撤銷，改採以合理原則衡量垂直非價格限制。詳見本文第七章說明。 
5 可並存的概念如垂直價格限制、水平非價格限制等；重疊的概念如品牌間限制包括某部分的垂

直限制（如搭售）與某部分水平限制。詳後述說明。 
6 See E. Thomas Sullivan & Jeffrey L. Harrison, Understanding Antitrust and Its Economic 

Implications, 3rd ed., 217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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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以正其名。其後，本文則將易與垂直限制混淆的情形加以說明，以期

能清楚掌握其概念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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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水平與垂直限制之區別與判斷 

一、意義 

垂直限制(vertical restraints)係指經銷體系中不同市場階層

(market level)之事業，對於經銷之價格、地區、顧客、服務品質、經營

模式等之限制；而水平限制(horizontal restraints)即是同一生產階段

的事業對於競爭之限制，不論限制為其本身或其他市場階層(market 

level)。二者最大的不同在於為限制當事事業間之關係。垂直限制之主體

為不同產銷階層之事業（即具有買賣方關係之上、下游事業），該當事事

業間通常不具競爭關係，反而，二者常有相互合作的關係存在；而水平限

制之當事事業間則處於同一產銷層次，通常相互間存有競爭關係（為相同

產銷階段之水平事業）。也因為如此的不同，一般咸認，競爭者對於競爭

之限制合意，通常為限制產出以便索取高價格為其目的，具強烈反競爭

性；而垂直當事事業應不具有相互競爭關係，事業不僅不希望他方採取抑

制競爭的手段，甚而一方的成就取決於他方的效率競爭，故垂直限制的合

意，通常被認為係為達成當事事業利潤最大化之雙贏手段，其存在有其合

理考量，對競爭的負面程度甚低，甚至時常有助於增進效率與競爭。故通

常被認為較水平合意（卡特爾）的反競爭程度來得輕微許多。基於此觀點

可進而推斷，判斷水平限制合意與垂直限制合意的合法性標準應為不同7。

但區分標準何在、違法性標準如何，則有必要進一步說明。 

二、水平與垂直限制之判斷 

（一）說明 

「垂直」與「水平」說明了當事事業間在經銷體系中的關係。理論上、

概念上，垂直與水平限制應不致有混淆的情形。在許多方面，「水平與垂

直之二分法」(horizontal-vertical dichotomy)之區別界線，實相當模

糊不清8。美國法院自 Sylvania(1977)9案以來，因為對垂直非價格限制改

採「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審查。故原告為避免在合理原則下繁重

的舉證責任，許多個案則將地域、顧客限制定性為「水平」限制，使得該

限制得以用「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原則審查（因為類似水平競爭

者劃分市場）；又雖然垂直最低價格限制方面，最高法院仍維持當然違法

的見解，惟在 Monsanto(1984)10、Business Elecs.(1988)11二案，最高法

                                                 
7 See Joseph P. Bauer & William H. Page, Kintner Federal Antitrust Law Vol.Ⅱ, 200 (2002). 
8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Fundamentals of Antitrust Law Vol.Ⅱ, 587 

(2002).  
9 Continent T.V., Inc. v. GTE Sylvania, Inc., 443 U.S. 36 (1977). 
10 Monsanto Co. v. Spray-Rite Svce. Corp., 456 U.S. 752 (1984). 
11 Business Elecs. Corp. v. Sharp Elecs. Corp., 485 U.S.717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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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嚴格要求垂直價格限制之要件，限縮其適用範圍，使得事實上訴訟原告

或執法機關在垂直限制的場合，亦難成立價格限制而適用當然違法12。因

此，訴訟原告與管制者亦有將垂直限制轉向水平價格限制之誘因（因為外

觀上類似經銷商間為水平價格固定）。 

是以，辨別系爭限制究屬垂直與水平限制，則成為訴訟上最重要的爭

點之一。例如，實務上最常發生者，係某經銷商因不遵守製造商之垂直限

制而被製造商終止之場合，因為終止之起因常因為製造商接受數經銷商之

抱怨，而終止某經銷商之結果，自然會嘉惠某些經銷商，又，垂直限制對

經銷商之施用產生有如經銷商間為水平限制相同之外觀效果。故該被終止

經銷商常會訴諸法院，認為系爭終止係基於水平限之因素而為當然違法13。 

不過，對於限制究係垂直亦或水平，並非僅從外觀上加以判斷而已，

仍應視限制的「起因」、「來源」而定，學者稱此作「來源法則」(source 

rule)14。申言之，若其系爭限制之起因源於水平力量（卡特爾力量），不

論其外觀顯現係水平或垂直限制，皆視為水平限制；相同的，系爭限制之

起因若為製造商本身考量，而施加以經銷商，則為垂直限制無疑15。實務

上，因為對水平限制的嚴格管制之故，是以，事業為避免受罰，通常會採

垂直限制之形式而達到與水平限制之相同效果。實務如此作法也因此更加

淡化垂直與水平限制區分之界線。實則，水平與垂直限制辨別之爭點，在

訴訟上至為重要，可說當事人訴訟成敗之關鍵。惟司法實務上，雖創設「來

源法則」以資判斷，惟進一步的原則細節，則較少討論。本文以為，實務

雖有明確的判斷準則，惟因實際個案事實的晦暗、隱蔽性，可能有造成難

以辨明之窘況。又，「來源法則」在實際操作上是否無任何疑義，亦值得

吾等重視。故本文於此部分，首先以下面幾點說明實務上可能產生判斷的

                                                 
12 關於此二案詳細情形，詳見文後說明。 
13 在美國反托拉斯法下，判斷系爭限制的違法性大致可分為合理原則與當然違法、當然合法三

種。系爭限制被認定當然合法幾乎無違法性的疑慮，故多非以訴訟解決，亦非爭議的焦點。反之，

合理原則與當然違法二大類型則為較常使用的判斷標準。申言之，若系爭限制被認為係有助競

爭，則傾向適用合理原則論斷；若系爭限制在經驗上多傾向反競爭效果時，則可能被歸類為當然

違法。在合理原則下，訴訟原告必須證明系爭限制對競爭造成負面影響始能勝訴；惟在當然違法

的場合，系爭限制被推定具有反競爭性與違法性，原告僅要舉證有系爭行為的存在，即可獲得勝

訴判決。也因為如此區分對訴訟當事人利害攸關，故系爭限制究應適用當然違法與合理原則審

視，通常皆會成會訴訟中最影響訴訟成敗的爭點。 

當然違法與合理原則通常係具擇一關係，亦即選擇合理原則即排除當然違法之適用；反之，

亦同。惟以當然違法管制對於行為人而言屬極為不利，容易造成過度管制的情形。故為免過度管

制，美國法院通常以限縮當然違法的適用範圍為權宜方式。方法上，先將當然違法的行為態樣加

以確定與類型化，若系爭限制非屬上述類型行為，即適用合理原則，個案上審查系爭限制對競爭

的影響，進而判斷是否違法。一般而言，聯合行為（卡特爾）、聯合杯葛等傳統較具反競爭性之

行為，皆以當然違法視之。 
14 See Val D. Ricks ＆ R. Chet Loftis, Seeing the Diagnal Clearly: Telling Vertical from 
Horizotal in Antitrust Law, 28 U. Tol. L. Rev. 151, 156 (1996). 
15 理論上，可能出現雖來源係製造商單獨決定施加垂直限制，惟形式上採水平限制者。不過，因

為水平限制通常遭受嚴格之處罰，故實務上似不會出現此種情形，無討論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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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題。 

（二）垂直與水平施用理由可能相同 

垂直限制會造成品牌內競爭的抑制，因此常作為促銷產品、解決搭便

車、增加經銷商銷售利潤的有效方式。惟此理由，於下游經銷商間亦有可

能有所需求。故經銷商間達成協議限制品牌內競爭，且其理由如製造商實

施垂直限制一般，造成在外觀上不易辨別，實非不可能16。例如，經銷商

間為防止搭便車問題而制定減少服務條款。在使用垂直限制的諸多理由

中，解決搭便車問題往往為具相當合理與正當性之抗辯事由。不過，如此

限制因為實際上為競爭者間對於彼此競爭所為之限制，縱使使用理由與垂

直限制相同，仍應被認為係水平而非垂直限制17。不過，若其外觀上採垂

直限制，事實上甚難發覺此類型之水平限制18。 

反之，單純為製造商使用垂直限制的場合，亦容易使人誤會有水平限

制的存在。因某製造商使用垂直限制的理由或許不是因為達成效率經銷的

考量，而係因為有力的經銷商(powerful dealers)或經銷商間卡特爾

(dealer cartel)的要求19。因為垂直、水平理由常有一致情形，故易造成

誤判。惟水平合意的存在，應有些條件之限制。通常在此情形下，垂直限

制在某一產業將會廣泛的被使用，亦或該限制產品係獨占、強勢品牌，水

平限制始能發揮功效20。 

（三）垂直與水平施用效果可能相同 

形式上為垂直限制，有時被誤認為水平限制，亦有可能，實因水平限

制與垂直限制在外觀與效果上極為類似之故。前文已說明，限制之定性並

非以形式定之，而係以其來源。故若施用垂直限制之效果與水平限制相

                                                 
16 製造商施以垂直限制的重要理由，即是欲限制下游經銷商間的品牌內競爭，因為限制品牌內競

爭可解決搭便車問題，亦可提升經銷商銷售產品的利潤，進而使經銷商有意願促銷其產品。詳見

後述說明。 
17 製造商與經銷商卡特爾施用垂直限制之區別，在於製造商乃為增加銷售、極大化利潤而使用垂

直限制，因為其理由在增加產出；惟基於經銷商合意施用之限制雖用以增加各別經銷商之利潤，

但不見得會增加產出（通常會降低）。 
18 因為若經銷商間「善意的合意」要求製造商施以垂直限制，可能在外觀上顯示製造商係合理使

用垂直限制，故常為執法者所疏忽。 
19 雖然外觀上係製造商施用垂直限制，不過若其原因基於經銷商卡特爾之強迫所致，該垂直限制

即非重點。垂直限制即被認定有助水平限制而帶有水平性格。關於製造商參與卡特爾的理由，可

能係可分享部分卡特潤利潤、或被脅迫不得以如此等因素。 
20 因水平合意通常的方式，即是以限制產出的方式達到價格提升的效果，所以競爭者即可享有超

額利潤。惟若僅有部分品牌事業採取垂直限制，縱該品牌產出減少，在仍他牌產品可供選擇的情

形，消費者即會轉換他品牌，水平合意即無法順遂其目的。故廣佈產業(industry-wide)的施用

垂直限制被認為，有助水平限制之其一條件。惟廣佈產業的使用垂直限制有時除反應水平卡特爾

存在外，亦有可能意味著垂直限制係一合理且必要的商業手段。因為若無水平合意，經過個別製

造商的判斷仍會採用，即能清楚說明。此亦可說明垂直限制兩面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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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不免引起誤會。如製造施對各經銷商施以獨家地域限制（即在某地域

僅有一經銷商），仿如經銷商間對地域分割之合意；製造商對經銷商施以

垂直價格限制，外觀上亦同經銷商對價格固定(price fixed)之合意21。 

不過，最重要之區分應非在施用外觀而係施用之效果。因為製造商之

所以會使用垂直限制，必定其考量考量施用的效果對其有利，但結果若顯

示出結果對其不利，而有利於其經銷商。則該限制的使用，即有可能來自

水平合意。 

（四）雙重經銷 

在「雙重經銷22」(dual distribution)的場合，製造商自行經銷部分

產品將造成其與下游經銷商共同競爭的情形，若製造商施以垂直限制，限

制其與經銷商間之水平競爭。以「來源法則」判斷，既符合水平限制（競

爭者彼此間對競爭所為之限制）、亦符合垂直限制（製造商向下游經銷商

施加限制）之概念。是以，「來源法則」在雙重經銷的情形似無法發生判

斷作用，故有論者主張，僅單純的來源測試並無法作為判斷垂直與水平限

制之基礎。 

在雙重經銷下施用垂直限制的性質，以往甚有爭論。不過，如此限制

現今通常皆被垂直限制所管制。是以，在雙重經銷下使用垂直限制，應為

垂直而非水平限制。詳見本章第七節說明。 

（五）美國司法判決發展 

1、Sealy(1967)案 

Sealy(1967)23案為深入討論水平與垂直限制區分的首宗案件。被告

Sealy 被指稱其地域分配與價格固定係水平限制。此案件決定關鍵於 Sealy

的所有權與結構。事實上，並存在無單一製造商 Sealy，惟有三十個 Sealy

授權製造商(licensee manufacturers)，共同擁有所有 Sealy 之股權。

Sealy 被其董事所控制且其董事必須為股東。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處理日常事務，其組成為總裁與五位董事會成員，皆為被授權

之股東或其提名之人。董事會與委員會管理授權與地域事宜。 

最高法院遵循以下原則：(1)法院將會以系爭限制的本質(substance)

                                                 
21 因為若產業間多數製造商皆對其下游經銷商施以相似限制，如固定轉售價格，則其效果有如下

游經銷商間本身達成水平價格固定一般。純就外觀言，實難辨明該限制、或該效果，係由何種原

因所致（各製造商之獨立考量抑或經銷商卡特爾之力量）。 
22 所謂雙重經銷，係指製造商將部分產品由獨立他經銷商銷售，部份由其自行設置經銷商銷售之

型態。雙重經銷最重要問題的係，製造商對經銷商施以限制，不僅具垂直限制亦為水平限制之效

果，因垂直、水平的管制標準不一，故實有必要加以決定。詳細分析，請詳本章第七節說明。 
23 United States v. Sealy, Inc., 388 U.S. 350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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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斷而非形式(form)；(2)法院將檢視何人實質上施加系爭限制。在本案，

Sealy 之董事全為獨立之競爭者，建立與執行地域限制，故法院認為股東

與董事為 Sealy 利益行為時，與其戴上 Sealy hat 並無關聯。法院重視的

是，該組織是否為競爭者為分配市場目的之工具。且法院並不注重 Sealy

是否為獨立之公司。法院最後結論認為，Sealy 為被授權者為達成水平地

域限制分配目的之手段24。 

2、Topco(1972)案 

Topco(1972)25案， 法院遵循 Sealy 案所建立之原則。Topco 係貨物買

方合作組織 (a grocery products buying co-operative)，為其成員所

擁有，其成員相互間具競爭關係。事實與 Sealy 類似，Topco 由其董事會

控制，而其董事來源亦為各方成員。所以法院認為，Topco 施以各成員地

域分配之限制係為水平限制26。 

3、來源原則的發展     

由法院對二案的處理，可清楚的明瞭「來源法則」的發展。惟法院並

無謹慎思考該案競爭者事實上所獲得之利益與通常水平競爭者之獲利，係

不同或相反。事實上，因為競爭者試圖以合作組織來掩蔽，故法院認為顯

然為競爭狀態。也因為如此，上述二案並無發展區分垂直與水平限制的普

遍法則。申言之，法院並無確認垂直限制在個案事實應如何呈現、如何精

確區分垂直與水平限制。而往後法院則從該二案中衍生出形式上的「來源

法則」，認為競爭者在同一產銷階段而能控制系爭限制時，系爭限制即為

水平限制。 

4、來源法則批評 

    論者以為，「來源法則」雖可解決事實明顯的案例，但實際上對系爭

來源的分析常導致結果的不確定性，故有主張以「利益法則」(interest 

rule)來決定垂直與水平限制之區分標準。申言之，若系爭限制之使用係

為垂直事業各自之利益時，則為垂直限制；但係為水平事業間之利益時，

則為水平限制。而系爭限制的所此顯示之「目的」與「效果」可作為評判

利益的歸屬。不過在實際適用上，除非「來源法則」的適用結果係屬不確

定，否則其仍為主要參考標準。換言之，「利益法則」僅為解決「來源法

則」造成的不確定因素而已，並非完全取代之27。 

（六）小結 

                                                 
24 See supra note 13 ,at 161-162. 
25 United States v. Topco Assocs., Inc., 405 U.S. 596 (1972). 
26 See supra note 13 ,at 162-163.關於 Topco 案說明的國內文獻，可見簡資修，經濟推理與法

律，元照，2004 年 4 月，頁 298。 
27 Id. at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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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係垂直與水平限制較容易混淆的部分。雖如同上述，吾等

仍可以很清楚的辨識何謂垂直、水平限制。不過，那係假設在已知所有關

鍵事實的前提下所作的推論。事實上，某一牽涉垂直限制的「來源」、「起

因」究因製造商獨立之商業考量抑或源自經銷商間之合意所壓迫，在外觀

上可能並不容易察覺。故如何精確的推斷該限制究為「水平」與「垂直」，

實非易事。也因為水平與垂直限制之違法性標準並不相同，故吾等在個案

上更須能夠有清楚的判斷該二者的方法，否則水平、垂直之二分法，即失

其原意28。以法律管制維護競爭的角度出發，若將有助競爭行為作誤為反

競爭時，亦會使該管制失其正當性；反之，應管制而未管制，亦非允當。

鑑此，在辨別系爭限制為水平、垂直時，則必須謹慎檢視相關事實，以期

毋枉毋縱。 

而是否係水平、垂直限制應非以其外觀所顯示當事事業之關係為準，

應探究系爭限制之「實質來源」係基於水平或垂直合意。惟實務上多以垂

直限制掩蔽水平合意，相關事實皆非明顯。故相關事實的隱蔽性、證明不

易性，常造成執法機關的困擾。本文認為以下幾點，在辨別系爭限制是否

基於製造商考量抑或水平合意時，或可作為執法參考。 

首先，若系爭限制的使用造成產出增加(output)，則推定系爭限制為

垂直限制。因外觀上無造成無效率的結果，故系爭限制推定為垂直限制尚

屬合理。如此一來，則可減緩執法機關的負擔與執行的效益。 

再者，若系爭限制並無在某產業中廣泛使用，即可推定系爭限制為垂

直限制。因為垂直限制能達成水平合意，以此為條件。故事實上，若無相

同、相似的垂直限制廣泛使用，則可反面推論系爭限制非為水平限制29。 

最後，若系爭限制的使用造成產出的減少，並不當然意謂其乃基於水

平合意。事實上，理性製造商亦可能有誤判之情事，加上商業活動的瞬變，

實難僅以產出減少即推斷出系水平限制之結論。不過，此時執法機關確可

發動進一步的調查，探究引發產出減少之因素、系爭限制的影響等事實。

若發現系爭限制的使用使得產出減少、價格上升、經銷商利益提升時，此

似可作為使用水平限制之佐證。當然，水平合意的相關事實仍是不可或

缺，如經銷商間的聚會、對於產品價格的討論等事實，仍為構成水平合意

                                                 
28 關鍵在於，系爭限制是否為同一產銷階段之競爭者對於彼此間之競爭有所抑制。 
29 此見解為多數學者所接受，知名學者如 Bork、Posner、Easterbrook 等。Easterbrook 主張，

除非某產業所有（或大部分）之事業皆採用相同之限制，否則任何對垂直限制之挑戰訴訟皆應被

駁回。F. Easterbrook, Vertical Arrangement and the Rule of Reason, 53 Antitrust L. J. 
135, 141 (1984). 轉引自 Theodore L. Banks, Distribution Law: Antitrus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2nd ed., 4-133 (1999). Posner 見解與 Easterbrook 相似。See Richard A. Posner, 

Antitrust Law, 2nd ed., 172 (2000).而 Bork 則最為激進，認為事實上製造商施用垂直限不可

能因經銷商卡特爾之因素，故所有垂直限制皆應有效率與合法。See Robert H. Bork, The 

Antitrust Paradox: A Policy at War with Itself, 292 (1978). 



論品牌內垂直非價格限制-以美國法為中心             第三章 垂直限制之意義、類型與判斷                   

 25

的充分條件30。 

三、違法性之判斷 

（一）垂直限制 

垂直限制開始為反托拉斯法重視係因為它減少了下游經銷商間之競

爭31。而因為垂直限制乃減低了經銷商之競爭，其效果有似經銷商間的卡

特爾（經銷商的水平限制）一般，故其違法性之判斷，曾類推水平限制之

標準。然而，製造商施以垂直限制之結果，使經銷商能取得類似卡特爾之

利潤，惟其本身並無享受該利益。反之，製造商的利益在於，建立一個有

效率的經銷系統使其經銷商與他廠牌為更有效率的競爭，而能增進品牌間

競爭。是以，因認為製造商所施用的理由與效果通常係為達成有效率的經

銷系統，故此為達成效率的限制手段，似無理由以嚴格態度管制，所以近

來垂直限制通常不被嚴格管制32。 

承上，因垂直限制明確的作為達到促進競爭商業目標之手段，司法機

關對其有較大的包容。申言之，垂直限制除了垂直價格固定（最低轉售價

格維持）以外，對於競爭的威脅通常是小於水平限制的，也因此通常用合

理原則(rule of reason)來管制。在合理原則下，法院必須衡量系爭限制

對競爭所產生之損害與對競爭之促進有助益程度。僅在對競爭之損害「明

顯」逾越對競爭之利益時，系爭限制行為始被認為不合法。反之，個案上

若原告無法舉證證明被告行為之反競爭效果，其訴則應被駁回。 

（二）水平限制 

而水平限制，係指數競爭者對於價格、生產、市場劃分等合意。若允

許其合意以限制競爭，該事業即可以限制產出達到提高價格之目的，享有

卡特爾（獨占）利潤。也因為以限制產出的方式達到增加價格並非有效率

的方式，故將會減損效能競爭所帶來之利益，而消費者福祉亦會因此受

損。以反托拉斯法的觀點與目的，水平限制係具無效率、反競爭之本質。

而水平限制的合意係具反競爭性質，故水平限制則是被主管機關以嚴格的

標準審視。以美國法而言，在開始管制水平限制之初期，大部分的水平限

                                                 
30 美國法院亦認為，若事業間僅有相似的行為並不因此招致共謀。僅有在事業採取與其利益明顯

矛盾的行為、或事實顯示足以認定有共同合意(joint agreement)的存在時，始能對其存有共謀

的懷疑。Tripper Corp. v. Chrysler Corp., 484 F. Supp. 507 (N.D. Cal. 1980).此外，在

Package Shop(1987)案，法院有更清楚的闡釋。其認為，除了有意識的平行行為(consciously 

parallel act)之外，原告必須證明被告(1)其行為與其利益的矛盾性；(2)加入共謀的共同動機

(common motive)，始可推論有共謀存在。Package Shop, Inc. v. Anheuser-Busch, Inc., 675 

F. Supp. 894, 53 A.T.R.R. 783 (D.N.J. 1987).詳細說明 See Theodore L. Banks, supra note 

29, 4-124—126. 
31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8, at 586. 
32 Id. at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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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合意被認為係「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採當然違法之檢驗基礎，

法院不須驗證系爭限制對競爭之利弊，即可推斷該限制具反競爭與違法

性。此方式對於原告相當有利。不過如今，美國最高法院則些微改變態度，

承認某些競爭者間之合意亦有助競爭與帶來效率。所以，現在部分的水平

限制亦係以合理原則來判斷，但對價格固定(price fixed)與分割地域

(territory divided)的「明顯」(naked)合意，仍以當然非法繩之33。此

外，若雖外觀上係垂直限制，惟施用之原因係因為水平合意者，仍係當然

違法，此時應視為水平限制而非垂直限制。 

四、垂直與水平限制之合意 

原則上，某事業除其為獨占事業外，其「純粹的單獨行為」(purely 

unilateral action)幾乎不為限制競爭法所管制。限制競爭法所要管制的

是，事業間以合意方式排除、消滅彼此間原有的競爭。以美國法來說，水

平限制與垂直限制同，皆須有事業間的「合意」(agreement)，始為休曼

法管制之範疇。惟如何始能達到休曼法下之合意，可謂「具資格的合意」

(requirement agreement)，個案上至為關鍵爭點34。又，不同的限制型態，

其達成「合意」的要件亦有所不同。申言之，因認為水平限制較垂直限制

具反競爭性，相對的，管制水平限制時似更應謹慎小心，以免應被管制者

脫逃管制。故，在水平合意的要件方面似應較寬鬆；反之，垂直限制的合

意應較嚴格。 

除反競爭性質、管制寬嚴的政策選擇有異外，從實際面言，水平合意

與垂直合意的概念區分對避免執法失當，亦極為重要。例如，水平競爭者

間若聚集一堂討論市場價格可能會招致相當的懷疑。因為競爭者所為定價

可能因其本身效率、成本等因素而有異，且理論上價格係某競爭者與他競

爭者競爭之最重要因素。故數競爭者討論價格，可能會招致具水平價格固

定的嫌疑。但某製造商與某經銷商為買賣合意(buyer-seller agreement)

的二造，想必隨時在討論價格。因此，在判斷水平、垂直合意的有無方面，

似應有不同的標準。 

又，因為美國管制限制通常以價格、非價格二分法作為區分限制之二

大類型，而價格限制往往遭到嚴格的管制。因此美國法多以辨別該限制是

否價格合意之方式，以作為區別價格與非價格之標準。故吾等僅需掌握何

謂價格合意，即可反向推論非價格合意之情形。以美國法發展的價格合意

來說，在垂直價格限制的案件中，證據著重在「合意的內容」(content of 

                                                 
33 關於美國法院與反托拉斯主管機關態度的轉變因素，請詳見本文經濟分析章部分說明。 
34 關於休曼法下之合意，亦為休曼法所衍生的重要爭點之一。美國對合意的概念原相當寬鬆，直

到 Colgate(1911)案作成後，則開始有漸嚴的趨勢。實則，對合意要件認定的寬嚴，與執法政策

寬嚴的實一體二面之事。申言之，傾向開放、解除管制的政策，將會傾向將合意嚴格認定，限制

法規的適用範圍；反之，則會將合意寬鬆認定。 



論品牌內垂直非價格限制-以美國法為中心             第三章 垂直限制之意義、類型與判斷                   

 27

agreement)，然而在水平限制案件中，著重在「合意的事實」(fact of 

agreement)35。申言之，法院在判斷「垂直價格」的合意係較「水平價格」

合意來得嚴格。個案上，系爭水平合意僅要「影響價格」(affects price)

即可認為價格合意；但系爭垂直合意除非其有對「特定的價格」(specific 

price)、或「價格層級」(price level)為合意，否則並不被認為係垂直

價格合意（即非價格合意）36。而是否為垂直價格合意，著實影響對其違

法性的判斷標準，見本文下述說明。 

 

 

 

 

 

 

 

 

 

 

 

 

 

 

 

 

 

 

 

                                                 
35 不論是水平或垂直限制，僅要清楚的掌握「價格合意」之概念與運用，即可反面推論某合意係

為「非價格合意」。此種「價格」與「非價格」之二分法常為美國司法實務所使用。因其認為，

認為事業間對於價格所為之決定，係對競爭的負面影響較大，故多以嚴格的標準審視；反之，非

價格之合意，雖某部分有抑制競爭的效果，但亦有可能助長競爭，故多以寬鬆的標準視之。亦即，

若事業間針對價格之合意，原則上可說對競爭造成負面影響，該限制也被推定為非法；若為非價

格之合意，則需個案審視該限制對競爭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與正面影響，當負面影響明顯超過正面

影響時，該限制始為非法。不過，絕大多數的學者皆認為，價格與非價格的限制將對競爭造成相

同的效果，故無理將二者設置不同標準，而最高法院此價格與非價格二分法，當然飽受非議。又，

價格與非價格合意是否真能清楚辨別，亦為一大疑問。詳見後述說明。 
36 See Herbert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2nd ed., 459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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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品牌內垂直價格限制與非價格限制 

一、意義 

垂直限制的意義已如前述，一般而言垂直限制又可區分為垂直價格與

非價格限制37。簡言之，「垂直價格限制」(vertical price restrictions)

係指製造商限制下游事業對轉售其產品之價格，形式上可為「轉售價格維

持」(resale price maintenance，RPM)、「最低轉售價格限制」(minimum 

resale price restraint)與「最高轉售價格限制」(maximum resale price 

retraint)等。實務上，以轉售價格維持與最低轉售價格較為常見；而「垂

直非價格限制」(vertical nonprice restrictions)係指製造商限制經銷

商除價格以外之其他限制，而其最典型乃有關「市場區隔」(market 

division)之事項，如地域、顧客等限制。惟垂直價格限制與非價格限制，

非僅定義之不同而已，其使用的效果、對競爭之影響、違法性判斷標準皆

有所異（有爭議！），本文以下就價格限制與非價格限制分別說明。不過，

垂直價格限制因非本文主題，故不作詳論，先予說明。 

（一）品牌內垂直價格限制 

在上、下游事業間之價格限制中，最典型的垂直價格限制即是製造商

與經銷商對於產品「轉售價格之固定」(resale price fixed)，又稱「轉

售價格之維持」。亦可為製造商對經銷商的轉售價格設定最低與最高限

制，前稱轉售最低價格限制，後稱轉售最高價格限制。垂直價格限制因為

限制經銷商之轉售價格，使下游經銷商間不能或減低彼此之價格競爭，而

轉由加強服務的方式競爭，對製造商的產品來說，可提高其附加價值，便

利該產品之銷售。以垂直價格限制擔保經銷商一定的獲利，亦可提高經銷

商促銷該產品之意願。又，價格限制亦可有效解決「搭便車問題」

(free-riding)38，故常為製造商所使用以增加效率經銷之手段。惟換個角

度思考，其實施用垂直價格限制之效果，使得有效率（低銷售成本）的經

銷商無法以低價銷貨的方式吸引更多消費者，而無效率的經銷商因為垂直

價格限制而得存活，造成無效率的情形。又，施用價格限制將會造成產品

價格提高的結果，對消費者而言似有損害。 

總括來說，因為製造商施以垂直價格限制，使得在經銷商間，對於該

產品原本可能產生的劇烈競爭相對的減弱或消失，使得經銷商間得不以加

強效率的方式以為競爭的手段，造成有所謂「品牌內競爭」(intrabrand 

                                                 
37 雖然垂直限制在名稱上包搭售與獨家交易安排等限制類型，惟因此類限制主要限制品牌間競

爭，性質上與垂直價格限制、垂直價格限制僅限制品牌內競爭不同。故國外學說上，多將垂直限

制限制於垂直價格限制與垂直非價格限制二者，本文亦同。詳見後文說明。 
38 關於搭便車問題，請見本文第四章之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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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減少或限制之效果。誠如上述，施以垂直價格限制某程度將

會抑制、銷除「品牌內競爭」，對反限制、追求效率的競爭法而言，無疑

將為其管制之對象。惟「品牌內競爭」之限制並非定然對全體競爭造成「無

效率」之結果，其有時亦會有助競爭、增加效率。故若單純以限制「品牌

內競爭」之理由即加以處罰，不免時常造成與競爭法之意旨有違之結果，

其管制也無法令人信服。因為多數論者指出，若限制品牌內競爭會激勵品

牌間競爭，則該限制即屬有效率。故若系爭手段僅造成限制品牌內競爭之

結果，似不應只此理由而禁止之。 

至於，「品牌內競爭」之限制究為有效率抑或無效率，並無一律標準，

而應以個案事實分別而論。惟認定之標準如何、有無例外、有無一定的可

操作模式、該模式是否符合經濟原則、追訴的可行性等問題，實為競爭法

域難解之問題。於文後將有更詳細的說明，於此不贅。 

（二）品牌內垂直非價格限制 

垂直非價格限制係指，製造商對非價格之事項施以限制，而要求其經

銷商必須遵循該等限制。承上述，垂直非價格限制係泛指對下游經銷商轉

售「價格以外」之其他事項為限制，不過在實務上最典型也最為重要的類

型，則為「地域限制」(territory restraints)與「顧客限制」(customer 

restraints)二者39。至於，其他限制態樣，或實務上較少發生、或可能無

違法之疑義40，並非本文垂直非價格限制所討論之重心，前已聲明。故本

文文中所謂「垂直非價格限制」，即指「垂直地域限制」與「垂直顧客限

制」二者，而相關問題，亦以該二者限制態樣為討論範圍41。 

在垂直非價格限制的場合，經銷商仍有自由決定其經銷價格，不過如

同價格限制般，品牌內競爭亦會被製造商與經銷商之合意所抑制。如製造

商限制經銷商僅能販售與特定對象（顧客限制）、或僅能在一定地區經銷

產品（地域限制）42。因為在如此之垂直限制情形下，競爭遭受限制而有

                                                 
39 See E. Thomas Sullivan & Jeffrey L. Harrison, supra note 7, at 217. 
40 以美國法管制限制競爭而言，當事事業若以合意（契約、結合或共謀）為之，皆為休曼法第一

條所規範之範疇。不過，學著指出，因為地域、顧客限制以外之限制似乎對競爭沒有影響，故該

等限制幾乎被認定為合理而沒受到挑戰。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36, at 476.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8, at 587. 
41 應注意者，雖然文獻上「顧客或地域限制」與「非價格限制」二名詞常有互用，不過按文義觀

之，後者似應較為廣義。因既以「價格」二字為區分之標準，故舉凡非屬價格之限制之範疇皆應

為「非價格限制」之定義所包含，諸如對展示地點、存貨、服務設施、廣告、促進產品品質、營

業時間等之限制。See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Id. at 656. 
42 品牌內競爭限制不僅能由經銷商間允諾不為相互競爭，更可以由製造商向其經銷商承諾不指定

新經銷商參與競爭。某製造商可能會同意與某經銷商在特定地區為獨家經銷商(exclusive 

distributor)而與其經銷商約定，放棄指定新經銷商之權利。或稍微不同的變化，賦予在指定範

圍內之現有經銷商對新增經銷商之提案有否決權或有參酌的權利。製造商之所以擔保經銷商的獨

家經銷，可能係作為與其遵守地域、顧客限制或抑制經銷商與他製造商交易的交換條件。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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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競爭之潛能，故亦可能係屬違法。也因為，垂直非價格限制可能同時具

有「助競爭」與「反競爭」之性格，故在判斷其違法性時，常會造成困擾，

而此亦為非價格限制最為重要的問題。而相關問題，本文以後將以專節說

明之。今擇要將地域限制與顧客限制之意義、型態說明如下。 

1、地域限制 

地域限制自文義上觀之，係指限制在一定地域內之意，即製造商與某

經銷商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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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地域限制與轉售價格維持相同，亦有銷除品牌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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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若在特定地區僅指定一經銷商時（即透過「獨家」地域之

安排），造成單一地區僅有一經銷商，不但經銷商間無價格競爭，更無任

何形式之品牌內競爭，可以說品牌內競爭完全被銷除43。但如同垂直價格

限制，此限制銷除「品牌內競爭」究係「效率」、「無效率」，似乎也難有

明確的解答。 

以美國法為例，以往認為垂直非價格限制同如垂直價格限制，皆應為

當然違法。不過，該見解一度遭到質疑。此爭議問題最終在 Sylvania(1977)

案獲得解決，該案認為垂直非價格限制並非皆為反競爭，有時甚會造成對

競爭有助益之效果。故在評價垂直非價格限制的合法性時，除系爭限制不

合理時，始被認為違法；若系爭限制合理時，即應被認為合法44。惟美國

自 Dr. Miles(1911)年以來，對垂直價格限制多採敵視的態度。 

承上，美國法院似乎認為垂直價格限制（尤其是維持最低轉售價格）

較垂直非價格限制具反競爭性格，從而對垂直非價格限制的態度，較為容

忍。即使在獨家地域經銷的場合，完全銷除在該地域的品牌內競爭，亦同。

惟此見解遭到相當多學者之質疑。 

上述雖為地域限制的核心概念，不過應注意，地域限制之型態非僅限

制經銷商於指定區域外販售而已。實際上可能有數不同的變體型態，視當

事事業因應實際需要決定之。本文於此作一簡單的分類如下，於文後再為

更詳細的論述。其種類有： 

(1)地域條款(territory clause)：此為地域限制最典型的條款，係限制

經銷商僅能在一定的營業地域為產品之銷售，禁止其在指定地域外銷售。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8, at 587. 
43 See Id. at 656. 
44 即是運用合理原則判斷垂直非價格限制之合法性，詳見後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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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其在指定區域外銷售時（所謂的「轉運」）45，將會有不利益的後果，輕

者為罰款或被製造商減少、停止供貨，重者被製造商終止經銷。 

(2)主要責任區域(area of primary responsibility)：又稱為「影響地

區」(zone of influence)、「銷售量」(quota)限制。在此條款下，經銷

商被要求在指定區域內必須辛勤的促銷或必須達成一定的銷售量

(specified quota)。該銷售量的決定，可能係大到足以使該經銷商無能

力在指定之地區外為銷售、或滿足製造商在該地區的需要量，並無一定。

不過在此條款下，僅要經銷商在該指定地區到達一定之銷售量後，如無另

外禁止經銷商在他地區經銷的約定，並無法禁止該經銷商向其他地區銷售
46。故製造商必須提供其他誘因（如較低的大盤價格），使其在指定地區銷

售，以維持其行銷策略47。 

(3)報酬補償條款(pass-over payment)：在此條款下，各經銷商皆有其指

定地區，但並不全然禁止越區販售。只是若允許經銷商相互的越區販售，

將造成搭便車問題，經銷商即不可能盡力的為該產品之促銷與服務。故為

解決此一問題，越區銷售之經銷商可能被要求支付「補償」予他經銷商，

作為他經銷商對該產品促銷努力之報酬，亦減低越區銷售的誘因。 

（二）顧客限制 

在顧客限制條款下，並沒有指定一定區域，而係製造商禁止其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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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如將產品區分為給家用與工業用顧客，

並分別指定不同的經銷商，故在家用產品市場，品牌內競爭可告完全的消

失；工業用產品亦同。不過，顧客限制雖同地域限制般，可能完全銷除品

牌內之競爭，但其違法性之判斷亦如同地域限制採取合理原則為判斷標

準，顧客限制僅有在限制不合理時始為違法。 

實施顧客限制的理由。可能用來為「差別取價」(price discrimination)

的工具，故對製造商之重要性極大。顧客限制也可用來分配特別顧客予經

銷商、或禁止中間經銷商私賣(bootleg)製造商之產品予未經授權的商店

等理由49。 

                                                 
45 轉運(transship)係指，在指定地區外銷售的情形。 
46 See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8, at 657-658. 
47 See Julian O. von Kalinowski, Peter Sullivan, Maureen McGuirl, Antitrust Law and Trade 

Regulation, 19-3 (1999). 
48 See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8, at 659.不過學者亦指出，地

域限制限制某經銷商僅能與一定地域之顧客為銷售，亦是一種顧客限制之型態。不過，顧客限制

一詞，應專指依據顧客特性(characteristics)的不同而將顧客於經銷商間為分配，而非依據地

域為區分基礎。 
49 關於製造商實施顧客限制之理由，詳見第四章的經濟分析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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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限制在類型上亦可能有諸多變化。例如，製造商規定其經銷商僅

能轉賣予經授權經銷商，以避免其產品被無競爭能力的零售商所銷售。相

同的理由，製造商也可能禁止次經銷(subdistribution)50，所以零售商必

須銷售給消費者，而非其他零售商。另一種顧客限制，允許特定經銷商僅

能向特定種類顧客(specialized customers)為販售，使該經銷商發展更

趨專業。此外，該限制亦可能為禁止經銷商向特定階層之顧客(certain 

classes of customers)為銷售，如在有大量購買的買方之情形時，該等

顧客委由製造商直接供應。在此情形下，製造商本身將產品直接銷售予消

費者，與下游經銷商競爭。製造商即有製造商與經銷商二重身份，而學者

稱此情形為「雙重經銷」(dual distribution)。 

二、品牌內垂直價格與非價格限制之判斷 

（一）說明 

在概念上，價格限制與非價格限制似能清楚區分，惟在在實際案例的

區分上卻是在垂直限制上一個模糊的難題。在美國法，自 Sylvania(1977)

案以來，因為垂直非價格限制係以合理原則來管制，原告若以此訴求必須

負擔極重的舉證之責，勝訴可能性不高51。實務上，典型的案例多為原告

經銷商因為為價格折扣之原因，經過其他經銷商向製造商抱怨後，原告經

銷商即被製造商終止經銷或限制供貨等懲罰手段。故原告多以被告限制價

格之合意為其主張，使被告之行為落入當然違法管制的範疇52。是以，系

爭限制或終止經銷之原因究為價格與非價格之因素，左右系爭限制的定

性、適用法則、甚至當事人之訴訟成敗，故往往成為訴訟中最爭議的焦點。

不過，Sylvania(1977)案雖然清楚的將價格與非價格垂直限制分別適用不

同的法則，但卻無明確的指出價格與非價格的界線(line)何在，實留下令

人費解的難題53。若從法規範的一致性與規範的可預見性言，此問題實有

釐清的必要。否則，當事事業在抉擇商業手段時或無所遵循，其後對之處

罰失其合理性為輕，造成整體事業的「寒蟬效應」(chilling)為大。本文

                                                 
50 次經銷係指，製造商將產品轉賣予銷售給零售商(retailer)之大盤商(wholesaler)，而該零售

商不銷售給消費者而販賣與其他零售商之情形。 
51 學者認為以合理原則管制垂直非價格限制，接近當然合法原則(rule of per se legal)。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36, at 473.附帶一提，文中此情形為 Monsanto 案所示，有關

搭便車或對違反非價格限制的抱怨，經常以言詞表述其對價格之抱怨。Monsanto Co. v. 

Spray-Rite Svce. Corp., 465 U.S. 752 (1984).有關該案內容，文後有較詳細的說明。 
52 如果原告能將垂直非價格限制的執行（如終止經銷）成功的將其定性為價格限制，則系爭限制

將會被視為當然違法，原告的勝訴機會極高。而事實上，已有多數的成功案例，因為當原告被終

止經銷在他經銷商抱怨原告之價格折扣之後時，法院很有可能判斷系爭限制為價格限制。 
53 為何 Sylvania 法院將價格與非價格限制區分適用不同違法性標準，但卻未建立區分準則，此

疑問頗耐人玩味。本文猜想，也許該法院在作成判決之時，價格與非價格牽連的性格並未有爭議，

故法院直覺的認為價格與非價格的區分並不困難，所以並未特別強調其區分方法。不過，從後文

整理出幾個美國法院判決可知，價格與非價格的區分實相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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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作為管制競爭的競爭法，應謹守份際，切莫不當的干涉事業的正常

商業活動。而既然管制法將垂直價格與非價格區分適用，故所謂的價格與

非價格限制實有釐清的必要，否則不但會造成管制失當，價格與非價格的

區分亦失其原意。本文以下就價格與非價格難以區分的地帶、美國司法如

何處理此類問題，加以說明。 

（二）價格與非價格限制的牽連 

在垂直價格與非價格限制牽連的情形，常造成價格與非價格限制區分

的界線模糊不清。尤其，當非價格限制對價格明顯有影響時，極易造成誤

斷。因為以垂直非價格限制品牌內之競爭，結果使得經銷商間對同一品牌

產品的競爭減弱，最後個別經銷商得向其顧客索取較高的價格，此為對價

格之影響。又，在獨家地域的場合，當某經銷商之經銷地域被他經銷商侵

犯時，其向製造商抱怨的方式常以反對該侵入者之低價銷售之言詞方式為

之（因不可能以高價越區銷售）。學者指出，在大多數的案件，經銷商對

於有關搭便車或非價格限制的違反常以言語表述為對價格的不滿。例如，

經銷商 B對經銷商 A所提供昂貴銷售點服務搭便車而能提供較低的價格，

用此低價奪取顧客。此外，經銷商 B的價格折扣常比起搭便車行為較易察

覺。故當經銷商 A抱怨，其語言很可能自然的指，「經銷商 B在為價格折

扣」54。 

   甚至有學者認為，每個非價格限制都對價格有些許的影響，因為其傾

向控制供給，在經濟均衡(economic equation)下，將直接轉變至價格方

面55。舉一具體案例，某僅用以控制搭便車問題之非價格限制，若其成功

將使經銷商間避免某種程度的競爭，而使經銷商可索取較高價格以涵蓋其

促銷與服務之成本。不過，卻不能僅有影響價格的效果即認定其為價格限

制。因為如前所述，對垂直價格之合意認定係較水平價格合意為嚴格，非

僅影響價格即可，仍須有一定的價格(specific price)或價格層級(price 

level)合意始可。 

又，價格、非價格限制之使用動機可能相同，亦可能使二者的判斷更

為不易。價格限制與非價格限制皆可激勵經銷商促銷特定品牌、有效解決

搭便車問題與限制品牌內競爭，而因為該二者的效果相似，故製造商使用

價格限制與非價格限制的動機可能相同56。故單純以使用動機來判斷二

者，並不足夠，仍須輔以其他客觀條件，始能作完整的辨別。然而，價格

                                                 
54 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36, at 473. 
55 See Theodore L. Banks, supra note 29, at 4-81 (1999).因價格與非價格限制皆會影響轉

售價格，故將價格與非價格限制加以區分即非以經濟基礎(economic basis)為之。故多有加以質

疑其合理性者。See Wesley J. Liebele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rice and Nonprice 
Restriction, 31 U.C.L.A. 384, 388 (1983). 
56 關於價格與非價格限制的使用動機，請見後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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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非價格限制仍有些許不同。雖然非價格限制使得該經銷商得以索取較高

的經銷價格，不過此並非該經銷商被強迫的結果，其仍有決定價格的自

由；反之，在價格限制下，經銷商多無決定價格的自由。此應可作為判別

的標準之一。 

（三）美國司法判決的發展 

本文以為，既然垂直「價格」與「非價格」限制之管制係為不同標準。

故實有必要在個案上加以釐清，不過如上述，難免會發生灰色的中間地

帶，應如何認定，則恐生見仁見智的疑義。若無一具體操作準則，不但對

主管機關在執法時造成躊躇、矛盾，其作成之判斷亦難昭信服。不過此些

疑問，即使連首訂反托拉斯成文法的美國，也長時間被此問題所困擾57。

故在公平法實施未久的我國，如何確實落實「價格」與「非價格」之區分，

可能亦會遭到相似的困難。本文以為，可以美國司法實務所遭受到的問題

與其後建立的標準，作為往後執法之借鏡。故本文乃將美國司法上有關此

問題的重要判決，作一簡介如下。 

1、Socony(1940)案 

    在 Socony(1940) 58案，法院表示價格固定(price fixing)係屬當然違

法的行為態樣之一。其認為，帶有提高(raise)、降低(depress)、固定

(fix)、限定(peg)或穩定(stabilize)商品價格的目的(purpose)與效果

(effect)之結合，係為當然違法。系爭行為並不需要有「嚴格的價格」

(rigid price)，甚至系爭行為對價格的影響並非直接，亦會落入當然違

法之範疇59。 

    此案對於價格限制的範圍，顯然甚廣，僅要系爭行為有影響價格之虞

時，皆有可能會被認定為價格固定限制。惟在此時因為價格限制與非價格

限制皆屬當然違法，故二者的區別界線縱使不清楚，似無引起太多的爭論。 

2、Eastern Scientific(1978)案 

                                                 
57 因為 Sylvania 案以經濟效率分析方式肯定垂直非價格限制的有助競爭性，但亦明確的拒絕將

合理原則適用在垂直價格限制。因若採經濟分析，垂直價格限制似應以合理原則來衡量。不過既

然法院仍維持原見解，法院只能尋求「形式」(form)的依據。亦即，不分析系爭限制對競爭的影

響，僅管其形式究為「價格」、「非價格」來適用評量法則，故爭議則由此而生。也衍生出，單方

行為與相關價格限制行為的區分爭議（因縱使因價格因素，單方行為原則不罰）。如此的區分爭

議常為商業界、律師與法院困擾之難題。而此形式化所衍生的適用法律不確定性，使的許多原欲

採用有助競爭的垂直限制之製造商，生退卻之意，導致「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的結果。

See Thomas A. Piraino, The Case for Presuming the Legality of Quailty Motivated 
Restrictions on Distribution, 63 Notre Dame L. Rev. 1, 3 4 (1988).  
58 United States v. Socony-Vacuum Oil Co., Inc., 310 U.S. 150 (1940). 
59 See Wesley J. Liebeler, supra note 55, at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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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astern Scientific(1978)60案，製造商要求經銷商在其地域外之

銷售時，必須在一特定價格(specified price)下始可。本案法院支持製

造商此種政策，給予控制價格的製造商較寬容的態度61。換言之，要構成

所謂「垂直價格限制之合意」，相當困難。值得注意，因為本案的作成在

Sylvania(1977)案後的一年，故對於垂直限制的管制，有傾向鬆綁的趨勢。 

3、Cernuto(1979)案 

在 Cernuto(1979)62案，原告因為他經銷商的抱怨而被被告終止經銷。

法院認為基於減少價格競爭的期望而將經銷商終止係屬不合法。本案似乎

認為一旦顯示出有不妥當的動機存在，即使無任何對競爭影響的證據，仍

允許使用價格固定測試(price-fixed test)方法63。因為本案法院的認定，

在往後的訴訟中，原告即自然的會主張系爭終止係因為被告意圖終止價格

限制所致。本案可說是垂直價格合意由嚴轉寬的重要判決。 

4、Vally Liquors(1982)案 

在 Vally Liquors(1982)64案，法院認為系爭終止經銷為被告減少大盤

商的計畫之一部分。有證據顯示出，原告以低於其他經銷商百分之五的價

格售出產品，故系爭終止也被認為係增加價格之共謀的基礎。原告 Vally 

Liquors 主張 Cernuto 判決在本案應有適用，不過法院要求，必須要有證

據顯示被告為追隨其他經銷商之期望而實行計畫始可，而非僅為促進自己

利益之行為。某事業為了使競爭更有效率而限制經銷並非競爭法所加以禁

止者，故不能僅因為其他經銷商合作(went along)以致於減少價格競爭即

認定其違法。雖然法院承認要區分 Cernuto 類型與合法限制相當困難，不

過在本案並無法證明被告有不適當的動機(improper motive)65。 

5、Monsanto(1984)案 

在 Monsanto(1984)66案，法院認為原告 Monsanto 係非價格限制而非價

格限制。被告 Spray-Rite 係 Monsanto 多年的大盤經銷商，但某日被

Monsanto 終止經銷。Spray-Rite 主張，其係因為價格折扣者(price-cutter)

而被終止交易，且其他經銷商確曾抱怨其價格折扣行為。但 Monsanto 主

張，原告被終止之原因非因其為價格折扣，而係因為「其缺乏足以促銷產

                                                 
60 Eastern Scientific Co. v. Wild HeerBrugg Instruments,Inc., 572 F.2d 883 (1st Cir.), 

cert. denied, 439 U.S. 833 (1978). 
61 See Theodore L. Banks, supra note 29, at 4-13. 
62 Cernuto,Inc. v. United Cabinet Corp., 595 F.2d 164 (3d Cir. 1979). 
63 See Theodore L. Banks, supra note 29, at 4-81. 
64 Vally Liquors, Inc. v. Renfield Importer, Ltd., 678 F.2d 742 (7th Cir. 1982). 
65 See Theodore L. Banks, supra note 29, at 4-81—4-82. 
66 Monsanto Co. v. Spray-Rite Svce. Corp., 456 U.S. 752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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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訓練有素的專業雇員」。該爭論引發被告是否因為價格因素或非價格

因素將原告終止，但該案陪審團(jury)認為係非價格因素。事實上，因為

Spray-Rite 並無僱用專業人員，所以自然能為價格折扣，也就是說，其搭

了其他競爭者雇用專業雇員以提供資訊的便車。自然的，其他競爭者會抱

怨，但所抱怨的是在外觀上造成其損失的現象，即價格折扣，而非專業人

員的缺乏67。 

學者認為，垂直非價格限制通常係一達成目的的手段，此目的在鼓勵

經銷商提供適當的轉售服務。而製造商可以下方式維持該服務（1）透過

價格限制；（2）透過非價格限制；（3）透過其他契約條款或單方面的溝通。

Monsanto 案基本問題並非是否原告受到非價格限制的限制，而係是否其有

提供協議好的服務或達到轉售交易必須的投資。若其無到達如此協議，被

告可能會順從有力經銷商的壓力。但若原告已承諾提供轉銷服務，但未遵

守，無論非價格限制是否適當，終止皆為適當68。 

6、Business Electronics(1988)案 

在 Business Electronics(1988)69判決，最高法院認為「僅因為經銷

商關於價格折扣的抱怨並不足以證明存有具資格的價格共謀(qualifying 

price conspiracy)」。原告為被告之電器產品的授權經銷商(authorized 

dealer)。某一有競爭力的經銷商(competing dealer)向被告抱怨原告的

低價格，而威脅若被告不終止與原告之交易，其將停止販賣被告的產品。

被告有著建議零售價格系統(system of suggested retail prices)。雖

然該二經銷商皆低於建議價格，但原告的折扣較多且更頻繁。 

最高法院認為，雖然有合意存在，但卻非價格合意之類型。法院指出，

事實上所有經銷商抱怨他經銷商幾乎都會用到價折折扣的字眼來表示。價

格折扣與一些服務折扣方法常是緊密相連的。因此，在經銷商抱怨後之終

止行為是很難讓陪審團相信此與價格無關。 

法院指出，「垂直非價格限制能實現預期的利益，在於其減少品牌內

之價格競爭至經銷商的獲利邊緣，允許其提供必須的服務」。法院即要求

製造商與某經銷商必須有特別的價格合意(specific agreement)，而該合

意他經銷商必須遵守，而非僅是每個經銷商必須提供的服務層級。其認

為，「垂直限制除非包含價格或價格層級(price levels)之合意，否則非

                                                 
67 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36, at 474.雖然在本案法院對系爭終止仍可作出非價

格因素的判斷。惟法院承認在某些情形下區分價格與非價格限制有其困難，亦承認二者有相同的

經濟效果。不過最終本案法院並無推翻 Sylvania 的見解。 
68 Id. at 475. 
69 Business Elecs. Corp. v. Sharp Elecs. Corp., 485 U.S.717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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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違法」70。是以，製造商必須與某一以上之經銷商為有關價格或價格

層級之合意，始為價格合意。 

此案結論為，垂直價格限制應為較限縮的解釋，而僅建議價格並非違

法。製造商直接與其經銷商溝通轉售價格，無論是廣告或在印在包裝外盒

上，係屬合法。此種類型的大多數案件，製造商將會片面的行為，所以並

無合意存在。不過，若製造商使用強迫性的策略迫使經銷商遵守其價格，

即有可能為違法的垂直價格限制71。 

附帶一提，學者亦指出，「對價格或價格層級的合意」此一概念，並

沒有自我定義(self-defining)。但其認為，該合意並無庸表明(name)特

定的價格(a particular price)，僅須確定該合意是否有給予某競爭經銷

商權利索取高於競爭經銷商之價格，而非僅有關其他經銷商提供轉售服務

的水準72。 

（四）小結 

價格與非價格區分界線的模糊已如前述。實則，價格與非價格限制是

否能區分或是否應區分，則是另一具爭議性的問題。美國法院顯然的將此

概念區分，但區分之合理性、標準何在，因無合理的論理支持，故常招致

學者的批評73。首先就區分的合理性言，有學者主張，既然價格與非價格

限制常有相同的動機與效果74，且並無經濟上的證據顯示支持一律禁止轉

                                                 
70 誠如前述，在水平卡特爾，僅要該合意有「影響價格」(effecting price)時，即會認定為價

格固定共謀(price-fixing conspiracies)，較垂直合意為廣。 
71 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36, 474-475. 
72 Id.at 475. 
73 美國法院向來將違反反托拉斯法的態樣加以類型化，分作當然合法、當然違法與合理原則三大

類型。若某行為態樣被歸類為當然違法，法院則無庸再探討系爭行為產生的經濟效果如何，即可

認定系爭行為係為不法。此種此類型化的方式處理案件可說相當便利，因可省卻繁雜的調查與舉

證等問題。而以往被歸類為當然違法之態樣有，價格固定、聯合杯葛、搭售與垂直限制等。不過

在 Sylvania 案，法院不遵守此類型化的方式，而採經濟分析的方式認定垂直非價格限制。故究

以「類型化」或「經濟分析」方式來評價系爭行為的合法性，乃產生些許衝突。也因為此種衝突

將造成法規的不安定與不可預見性，故有多數學者倡議不區分價格與非價格限制，一律以合理原

則視之。See Wesley J. Liebeler, supra note 55, at 386-388; also see Thomas A. Piraino 

Jr.,supra note 57, at 15. 
74 大多數的論者皆同意，施用垂直價格與非價格限制將有相似的經濟效果。See Thomas A. 

Piraino Jr., supra note 57, at 6-8.; Adrew M. Rosenfield, The Use of Economic Analysis 
in Antitrust Litigation and counseling, 1986 Colum. Bus. L. Rev. 49, 77 (1986).惟有
論者指出其二者仍有不同之處。其以為垂直價格限制常用以擔保經銷商一定利潤使得其願意投資

促銷製造商的產品（如銷售服務、建立品質標竿之商店等），是因製造商希望經銷商由原本的價

格競爭至服務競爭，而能增加其產品之銷售；惟在獨家地域限制方面，因為所有的品牌內競爭皆

為銷除，不論是價格與服務競爭。故最終產品價格的提升，即無法擔保經銷商將會以多餘的利潤

用來增強服務。也因為並無服務競爭存在，故經銷商即無誘因提升服務，而仍可維持相當利潤。

所以，非價格限制似較價格限制加諸消費者更多成本，因此其似更應為法所禁止。See William S. 

Comanor, Vertical Arrangement and Antitrust Analysis, 62 N.Y.U.L. Rev. 1153, 1159-60 
(1987).此學者對於垂直限制的優點較存有疑問，自然的對垂直非價格限制也存有敵視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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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格維持的理由，亦無區分二者適用的公共政策(public-policy)理

由，故將價格限制一律視為違法應屬不妥75。故應將轉售價格維持認為係

當然合法，或至少以合理原則檢驗76。不過，論者亦同意，短期內要法院

改變當然違法見解的可能並不高。 

再者，若直接價格控制的限制，或無控制價格的經銷手段但顯示出價

格限制的目的時，仍會遭到當然違法的衡量。此之標準亦遭到學者的非

難，因為判斷系爭限制的合法性不應以使用系爭限制的動機而論，而應以

對競爭的影響才是77。惟此見解在短期內仍為司法實務所判斷的依據之

一，亦難更動。又，有認為若以限制度而言，非價格限制比價格限制來的

高。以價格限制來說，受限制之經銷商雖不得為價格競爭，但仍可用其他

方式競爭（如服務競爭），惟在獨家地域限制時，於某一地域由某一經銷

商獨家經銷，可完全排除他經銷商任何手段之競爭78。 

不過，既然司法實務如此區分適用，在其見解未獲更動前。唯一補救

之法似乎以建立明確判斷依據為要79。由上述可知，美國亦經歷一段長時

間的摸索與進化。就結論言，垂直非價限制採用、實行有影響價格或意圖

影響價格，並非當然違法。申言之，實際(actual)或意圖(intended)的價

格影響並不能將某非價格轉換成價格限制，應無疑義80。 

三、違法性之判斷 

承上述，垂直價格與非價格限制有時在外觀上甚難辨明，而此之區分

非僅於概念上的意義不同而已，在司法實務上亦極具有實益。以下簡單就

美國法對於垂直限制的違法性之判斷，作一說明。 

就美國法言，美國法院將垂直價格限制與非價格限制以二分法的方式

區分來判斷該限制的合法性。法院認為認為垂直價格限制對於競爭有不利

的影響，故該限制原則適用當然違法原則來判斷，自 Dr. Miles(1911)案

以來，轉售價格維持的合意即被認定為當然違反休曼法。再者，價格限制

可再分為「最低轉售價格」與「最高轉售價格」限制，二者皆為休曼法第

一條所管制，不過美國最高法院將二者在違法性的判斷上作不同處理。在

最低價格限制方面，製造商與經銷商任何關於此之合意皆被視為「當然違

法」(per se illegal)，而不論該限制是否有助於競爭。換言之，不管當

事事業之市場力、限制之合理性、限制之效果等因素，一律將垂直最低價

                                                 
75 See Theodore L. Banks, supra note 29, at 4-84. 
76 Id. 
77 Id. 
78 See E. Thomas Sullivan & Jeffrey L. Harrison, supra note 6, at 217. 
79 也可以說，能區分垂直價格與非價格限制應為將二者分別適用的前提條件。See Joseph P. 

Bauer & William H. Page,supra note 7, at 199. 
80 See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supra note 8,at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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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限制視為違法行為81。相對的，最高轉售價格限制，在過去幾十年來與

最低轉售價格同，認為係當然違法82。不過，此見解遭到許多學者之批評，

而最高法院在 1997 年的 State Oil(1997)83案，推翻其原有的見解，揚棄

當然違法而改採以合理原則檢驗最高價格限制84。 

至於，垂直非價格限制，對競爭的影響較小，甚至有時會造成促進競

爭的效果，故適用合理原則檢驗即可。自 Sylvania(1977)案以來，垂直非

價格限制即確定的運用合理原則來檢視其合法性。除非法院發現，以垂直

非價格限制為外觀隱含著垂直最低價格限制與水平卡特爾，否則適用合理

原則的結果，與當然合法無異85。 

 

 

 

 

                                                 
81 美國最高法院自 Dr. Miles(1911)案以來，皆將轉售價格維持認定為當然違法，不論係最高或

最低限制。甚至，垂直的非價格限制亦同樣被認為係當然違法。直到 Sylvania(1977)案，始將

垂直非價格限制確定的改採合理原則檢驗。不過最高法院卻重申對價格限制仍採當然違法的立

場。雖然最高價格限制在 State Oil (1977)案亦已改採合理原則，不過對最低轉售價格限制採

當然違法的看法，最高法院至今仍無改變。值得一提的是，在 Dr. Miles 案作成時，垂直限制（尤

其是最低價格限制）常會造成物價膨脹的結果，社會對於價格限制常加以非難，故視其為當然違

法，並無招受太多質疑。在此時，總體來說垂直限制的負面影響被認為明顯超過其產生之正面效

果，故皆以當然違法視之。不過經過將近一世紀的社會、經濟、政治思想的變遷，近幾十年已有

許多文獻質疑將垂直價格與非價格限制區分之合理性，支持將垂直限制一律以合理原則視之。顯

然的，最高法院對於垂直最高價格限制、垂直非價格限制已因此動搖其立場。至於，最低價格限

制方面，仍有待進一步觀察。持平的說，多數學者已肯認最低價格限制對競爭所生之正面效益，

而最高法院對最高價格限制、非價格限制評價的轉向，學者文獻的影響力，實不容忽視。是以，

想必往後最高法院再為處理最低價格限制之案件時，學者的意見將是考量的重點之一。相關學者

意見，詳見後文說明。 

    也因為最高法院將案件類型化的方式將引起適用法律的爭議，對法律預見性、安定性言，極

有負面影響。故某些激進的反對形式主義(anti-formalistic)學者主張，應揚棄最高法院對當然

違法的類型化適用，而應對個案限制的競爭影響作判斷。採取如此作法，不但能防止真正的反競

爭行為，亦能避免不必要阻礙合法的限制。See Thomas A. Piraino Jr., supra note 57, at 6-8. 
82 在1968年的Albrecht案，最高法院對最高轉售價格維持採取當然違法的看法。Albrecht v. The 

Herald Co., 390 U.S. 145(1968). 
83 State Oil Co. v. Khan, 522 U.S. 3 (1997). 
84 為何最低轉售價格與最高轉售價格同屬價格限制，卻有不同的評斷標準。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36, at 470-473. 
85 See Herbert Hovenkamp, Vertical Restriction and Monopoly power, 64 B.U.L. Rev.521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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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品牌內與品牌間競爭之限制 

一、意義 

若不論當事事業在經銷體系的地位而僅從限制對競爭者產生的影響

觀察，又可區分為「品牌間競爭限制」(interbrand restraints)與「品

牌內競爭限制」(intrabrand restraints)二者。 

「品牌間競爭限制」係指，該限制「直接」妨礙、排除與影響品牌間

競爭而言。此種限制在態樣上可為「水平限制」，即競爭者對於相似產品

不同品牌之競爭所為之限制合意，如價格固定、市場分配之卡特爾等；亦

可為「垂直限制」，即上游事業禁止下游事業與他競爭品牌交易，相關行

為如「搭售」(tie-ins)86、「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87與「最惠

條款」(most-favored-nation clauses，MFN)88等89。而「品牌內競爭限制」

係指，無涉及他品牌產品之競爭，而僅限制「單一品牌產品」(single brand 

product)之內部競爭而已。相同的，「品牌內競爭」限制可以為「水平限

制」，即下游經銷商間對於同一品牌產品為價格、市場分配之合意，惟實

際上甚少發生90；亦可以為「垂直限制」，即上游製造商對於下游經銷商銷

售其產品加以相關之限制，相關行為有「垂直價格限制」(vertical price 

restriction)與「垂直非價格限制」(vertical nonprice restriction)。 

實際上，某垂直交易限制所涉及的限制競爭可能是品牌內競爭，也可

                                                 
86 搭售意指，賣方要求買方，於購買某一產品（搭售產品）時，須同時購買另一產品（被搭售產

品），否則將拒絕出售該產品。搭售是一種常見的市場行銷手法，其背後往往帶有各種的動機，

例如追求效率、逃避價格管制、差別取價、品質控制、排除競爭、獨占力延伸等。因此，搭售對

於市場競爭之影響，可能是促進競爭亦可能妨礙競爭，更可能是中性的。參見楊宏暉，競爭法對

於搭售行為之規範，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12 月，頁 1。 
87 「獨家交易」也稱排他約定，是指契約一造就特定商品負有只與另一造進行交易的義務。這種

約定又可分為獨買（排他購買）及獨賣（排他銷售）二種。學者以為，獨家交易如果安排妥當，

可以降低製造商與經銷商成本、促進經銷階段的產品銷售、避免搭便車而使得製造商較願意協助

經銷商作促銷的努力、有助於新產品進入市場、可有效保護營業秘密、維持產品的品質及供應商

的信譽，以及可使經銷商免受貨源不穩定之困擾；但在另一方面，其也可用來阻礙競爭者進入市

場之手段與限制經銷商營業自由及消費者購買自由。故此種約定可說是利弊互陳。見劉孔中，公

平交易法，元照初版，2003 年，頁 210。 
88 MFN 條款又作價格保護(price protection)或反歧視(anti-discrimination)條款，係為了使

賣方承諾提供買方最低價格之契約約款。此條款本身並無違法的問題。但若其作為便利卡特爾行

為或獨占化(facilitating cartel behavior or monopolization)，遭到休曼法第一條、第二條

與聯邦貿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第五條管制。另外，MFN 條款也可助於搭

售或獨家交易安排的實行。See Lawrence A. Sullivan & Warren S. Grimes, supra note 2, at 

446. 
89 Id.  
90 因「品牌內競爭限制」僅涉及單一品牌產品，故理論上不可能由數製造商對品牌內競爭為限制。

不過，雖然理論上下游經銷商可對單一品牌產品為限制競爭合意，但除非該單一品牌無他產品可

資取代，否則經銷商並不會僅對單一品牌產品為卡特爾合意。因為卡特爾限制改品牌產品之內部

競爭，將會使得該產品價格上升，消費者即有可能轉而選擇他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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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品牌間之競爭。舉例來說，若是維持轉售價格之垂直價格限制、地域

或顧客限制等非價格垂直限制，因為其銷除的僅為下游經銷商間對單一品

牌之競爭，故性質上屬對「品牌內競爭限制」；而搭售、獨家交易等，因

為其有限制、或銷除下游經銷商與他廠牌製造商交易之效果，等於該限制

在不同品牌競爭間發生作用，故屬「品牌間競爭限制」。一般而言，垂直

交易事業究應採取何種限制，應視其所欲達成的目的而定。例如，若僅為

防止搭便車問題，可能會採取品牌內限制；若為便利其品牌產品之推廣，

排除他品牌與之競爭，獨家交易安排或為適宜手段。不過，二述二種限制

並不相互排斥，反而能相輔相成。也就是說，事業有時會同時採用二種限

制來達成其目的。例如，事業與下游事業約定其僅能在特定地區經營（地

域限制）且該事業僅能販售該事業之產品（獨家交易）。上述即是地域限

制與獨家交易之結合，含有對品牌內與品牌間競爭之限制91。 

不過需注意者，雖然將限制依其所影響的競爭屬性分作品牌間與品牌

內限制，惟嚴格來說，該上述區分並非絕對，亦即某限制影響之競爭究為

品牌間或品牌內並非如此一分為二，毫無牽涉。品牌間與品牌內競爭相互

間實有牽連關係存在。可以確定的是，所有的限制皆會影響品牌間競爭。

例如，使用垂直非價格限制（被歸類為品牌內限制）後，使得經銷商致力

於促銷某品牌，該品牌因此在品牌間更具競爭力，而對其他品牌製造商而

言，推銷其產品即變得較困難，可能亦會採他方法增進品牌之競爭力92。

不過於此時，無論品牌間競爭受到如何實質的影響，但對於經銷商經營他

競爭品牌而言卻無直接限制，經銷商仍可自由經營他牌產品，故不歸類為

品牌間限制。相反的，品牌間限制係，如獨家交易，以交易相對人不與他

品牌製造商為交易條件，「直接」排除經銷商向競爭對手交易的可能，直

接對品牌間競爭產生影響。 

按本文之重心乃對在垂直非價格限制（即品牌內競爭限制）之分析。

至於其他限制（如搭售、獨家交易），雖亦為垂直限制之態樣。但二者因

為其限制競爭的種類大異其趣，故通常將其另為處理93。國外文獻通常對

                                                 
91 因為事業對經銷的考量因素頗多，故實務上鮮少事業對於經銷商採取限制係基於某一特定因素

而已。時常賦予經銷商相當程度限制與義務之後，必須同時給予其利潤，始能確保目的達成。例

如，製造商希望其經銷商僅販售製造商之產品（獨家交易），惟若該製造商之產品於經銷商階段

競爭過於激烈使得從事經營單一品牌之經銷商無法存活或獲利不足時，製造商即很難要求其經銷

商依其所期待。故同時施以地域、顧客限制，抑制品牌內競爭增加經銷商之獲利即成為不可或缺

之配套措施。實證上，有文獻對汽車與鮮乳產業進行研究，該二產業間獨家交易與地域限制係通

用的經銷手段，參照黃營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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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至 363。 
92 有關於垂直非價格限制如何增加品牌競爭力的說明，詳見本文第四章經濟分析部分。 
93 惟應注意者，雖然說品牌內與品牌間之限制性質不同，不過管制法規卻有部分為相同。如我國

以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六款，管制顧客限制地域限制與搭售、獨家交易等行為；在美國法品牌內限

制皆為休曼法第一條為管制對象、搭售與獨家交易行為除同條管制外，亦受克萊登法(Clay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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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限制的說明與分析通常也僅限於「品牌內競爭」之垂直限制而已，對

於品牌間垂直限制則另賦名稱、另闢專章說明之。本文亦採相同見解，以

俾便行文。後文若提及「垂直限制」，乃將定義限縮為限制品牌內競爭之

垂直限制，特此聲明。 

（一）品牌內競爭與限制 

承上述，品牌內競爭(intrabrand competition)係指同一事業所生產

之同一品牌產品在下游事業間之競爭而言。在單一品牌產品，若製造商將

其產品由數經銷商分別經銷，經銷商間對於該品牌產品有著相當的競爭關

係，此競爭關係即稱作品牌內競爭。通常情形，激烈的品牌內競爭會使得

下游經銷商會以價格、服務作競爭，以期望增加銷售額。不過，當下游經

銷商過度的競爭而壓縮其利潤，甚至無利潤可言時，其可能選擇消極的方

式銷售，甚至放棄經營此一產品。尤其對經營複數品牌(multi-brand)、

複數產品(multi-product)的經銷商而言，僅要是非強勢品牌(strong 

brand)，放棄經營某品牌產品對於其營業影響或許不大。反之，以對下游

經銷高度依賴的製造商言，尤其是新進入市場、品牌弱勢的製造商，下游

經銷商放棄經營其產品，可能對其打擊甚大，甚至危及其存續。是以，在

一般情形下，製造商會希望其品牌產品之品牌內競爭不要過度激烈，而讓

經銷商對該品牌銷售有利可圖，故而有限制品牌內競爭之限制產生。即製

造商希望同一品牌之產品間不要相互競爭，製造商利用垂直限制之機制，

限制某經銷商在其品牌產品的銷售方面直接與他經銷商互相競爭。雖然說

製造商施用垂直限制的理由可能不只一端，但就最主要的理由與施用垂直

限制所產生之效果的角度言，限制品牌內競爭絕對係其不可避免的問題。

而也因為該限制會限制、消滅「品牌內競爭」，與維護競爭、追求效率為

宗旨的競爭法較之，是否違背，則成為關於品牌內競爭限制所討論的焦點
94。 

（二）品牌間競爭與限制 

品牌間競爭(interbrand competition)係指不同事業所生產之數產品

間之競爭。與品牌內競爭不同者為，品牌間之競爭在製造商階層與經銷商

階層皆會發生。數製造商有不同品牌之相似產品(similar product)時，

品牌間競爭即會在製造商與經銷商階層中發生。是以，品牌間限制常發生

                                                                                                                                            
Act)第三條、聯邦貿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FTC Act)第五條規範。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36, at 392, 430. 
94 品牌內限制因會限制品牌內競爭，故其究為有助競爭、反競爭影響，則為品牌內限制之難題。

See E. Thomas Sullivan & Jeffrey L. Harrison, supra note 6, at 217.關於此詳細的分析，

請見後述。又，所有的垂直限制（價格或非價格）皆會某程度的減少品牌內競爭。在轉售價格維

持下，並無品牌內價格競爭；地域限制下，某地域減少經銷商數或給予各經銷商獨家經銷權利皆

會銷除品牌內競爭。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85, at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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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競爭者對於價格、地域之合意（製造商、經銷商卡特爾），當然亦可能

會在垂直限制中發生（搭售、獨家交易）。 

多數經濟理論認為，品牌內之限制競爭的結果會增強品牌間之競爭。

故只要製造商彼此間有實際的競爭行為，使用垂直限制作為其競爭策略的

部份手段，該限制即會被認定為合理且合法。不過，若該限制係出於競爭

者間（製造商間或經銷商間）之合意，此限制即會認定為水平限制而違法。

雖表面上使用垂直限制，不過卻引含水平限制的合意，仍會被認為違法。

是以，若雖某品牌內競爭被合意（垂直限制）所抑制，但若對品牌間競爭

無造成抑制、甚至助長品牌間競爭時，限制品牌內競爭是可被容忍的。而

學者與主管機關對於限制品牌內競爭（除垂直約價）的合意通常予以較寬

容的態度，亦常給予正面的評價。由此，或許品牌間競爭始為競爭法所關

心的重點95。對品牌內競爭限制，競爭法之主管機關與多數學者似乎認為，

僅要有增強品牌間競爭之效果，該限制即可被容忍；反之，對品牌間競爭

之限制，通常予以較嚴格的審查標準。 

二、品牌內競爭的優點 

學者指出，瞭解品牌內競爭潛在優點對垂直限制的競爭性評價至為重

要，因為該限制即抑制此型態之競爭。品牌內競爭係反應上游市場力量的

下游市場。該力量或來自製造商的獨占地位、或僅來自對其品牌產品的忠

誠，造成需求無彈性。當製造商享有該力量，其即可能容忍或甚至歡迎品

牌內競爭，以作為「限制轉售利潤」(limiting resale margins)的手段。

限制的轉售利潤使得製造商確保其佔有消費者需求的最大利潤。惟不論利

益是否流向製造商，品牌內競爭亦可達成以下目標96。 

（一）套利功能(The Arbitrage Function) 

若消費者需求集中在某品牌，「套利商」(arbitragers)將在市場上發

揮關鍵性角色。此時，擁有品牌的製造商將享有市場力量，或會釋放出獨

占利潤(monopoly rent)，而下游經銷商因有利可圖將會相互的爭奪。而

品牌內競爭套利的角色，即是將產品的買賣在未受限制的競爭環境下，而

能調適供給與需求。 

套利功能即是促成某需求品牌的效率分配(efficient allocation of 

a desired brand)。若某受歡迎的品牌(popular brand)供給短缺，經銷

商則需有更高的價格始能取得。另一方面，若該品牌供給充足，效率的經

銷商將會使經銷利潤(retail margin)接近經銷的邊際成本(retailer’s 

                                                 
95 美國法院在審查系爭限制的合法性時，明確指出僅要系爭限制無對品牌間競爭造成負面影響，

系爭手段即應被認為合法。 
96 See Lawrence A. Sullivan & Warren S. Grimes, supra note 2, at 29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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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inal cost )。此機制將會有效率的將該品牌分配給消費者。提供最

低消費者價格的效率經銷商將會獲得更多的銷售。消費者亦會從儘可能低

的價格獲取利益。當製造商係獨占或在製造商已成功的差異化其產品時，

套利功能亦將會運作。 

套利亦傾向限制「差別取價」(price discrimination)的使用。製造

商為了增加其利潤，對產品的無彈性需求(inelastic demand)，常會尋求

不同之價格，以獲取最大之利潤。通常差別的目標在較無力量或較缺乏知

識的買方。但套利使得製造商難以實施差別取價，因為如果以低價購買的

買方若有存貨而能支應，製造商希望能索取高價格的買方將不願意向其購

買，反而將會轉向能夠以低價格承購的其他買方購買。是以，製造商可能

會使用垂直限制以避免、限制套利行為與有助其差別取價的計畫97。 

（二）維持經銷效率與創新(Preserving Efficiency and Innovation in 

Retail) 

品牌內競爭有助於於經銷商間作有效率的配置。有效率的經銷商能儘

可能的降低銷售價格而增加其銷售量，而無效率的經銷商可能會被淘汰。

又，激烈的品牌內競爭與產生市場力的下游經銷商的共謀、水平行為並不

合致，故實為正面。最後，若該品牌產品係有利可圖，將吸引更有效率的

經銷商加入市場參與競爭，對製造商而言，此亦最有效的競爭工具之一。

是以，以此方向思考，若製造商無其他使用垂直限制的動機，其使用垂直

限制可能會招致便利卡特爾運作之疑問。 

（三）品牌內競爭的上游利益(Upstream Benefits of Intrabrand 

Competition) 

下游的品牌內競爭可促進上游的競爭紀律(competition 

discipline)。例如，下游品牌內競爭的套利特性將會使得製造商難以使

用市場力量以差別取價。且雖然製造商的共謀風險減少，但假使製造商可

抑制下游的品牌內競爭，其透過品牌推銷規劃差別化其產品，水平價格模

式(parallel pricing patterns)即可便利運作。反之，假使下游品牌內

競爭激烈，製造商即必須以低價銷售、或以廣告贏得品牌忠誠。不過，抑

制品牌內競爭亦可達到效率的目標。例如，以使用垂直限制解決搭便車問

題，使經銷商更致力於產品之促銷。 

（四）減低濫用資訊不對稱的危險(Risk of Exploitation of Information 

                                                 
97 例如，製造商發覺，使用其產品之某族群消費者其需求較他族群無彈性，故製造商即可對該族

群索取較高的價格。不過，此時若有套利商介入，則製造商的計畫即會失敗。是以，製造商可對

其經銷商施以顧客限制，限制經銷商不得與該族群的消費者交易，保留該族群予自己經銷，以便

利其實施差別取價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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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mmetries) 

某些經銷限制，藉由創造高經銷商利潤以促銷某特定品牌，將會增加

經銷商剝削「消費者資訊缺口」(consumer information gap)的風險。而

品牌內競爭減低此種風險，因為具侵略性的經銷商(aggressive dealer)

將會減低獲利，因其索取較高價格。 

由前所述，經銷商將可能會銷除任何製造商之差別取價。差別取價在

某些使用，可能被運用在剝削較少資訊(less informed)、較無力量(less 

powerful)的買方。而享受優惠價格(favored price)的經銷商常會扮演套

利者的角色，轉賣與對差別取價無意識或無能力避免的買方。是以，品牌

內競爭亦有減低製造商濫用資訊不對稱的危險。 

三、評價品牌內垂直限制
98
 

（一）製造商與經銷商之關係 

經濟學家認為，製造商與經銷商間，其利益實有反向關係。即當製造

商的利潤上升，經銷商的利潤則傾向會下滑，此結果與製造商力量相符。

例如，當製造商創造相當高的「品牌忠誠度」(brand lotalty)時，使得

消費者願意至數經銷商以尋找該牌產品的最佳價格時。在此情形下，經銷

商必定會遭遇相當的品牌內競爭且會降低該品牌之價格以吸引消費者。相

對的，若經銷商的利潤提高，則製造商的利潤傾向減低，即符合經銷商力

量的結果。例如，當消費者無品牌忠誠且其願意在任何經銷商處購買他牌

產品時。在此情形下，經銷商將會尋求最低的製造商價格以獲取最高的經

銷商利潤。製造商為取得經銷商之訂單，將有壓力降低其價格99。 

故只要上述的反向關係可資確定，則經銷商或製造商皆可能因此受損

害，但從消費者的角度觀察並無任何損害：製造商與經銷商相互對抗以獲

取消費者所消費金額的最高占有率，但最終消費者所支付的金額並無變動
100。惟不會造成消費者價格提高的垂直限制，或許仍會其他產生競爭性的

損害，但該損失僅在經銷商階段造成進入與創新的障礙，此問題與反托拉

斯法所追求的目的係一元或多元有關101，容後再為詳述。相對的，若一經

                                                 
98 此部分僅為一般性的論述，詳細說明請見本文第四章。 
99 此為經濟學家 Steiner 的見解，轉引自 Lawrence A. Sullivan & Warren S. Grimes, supra note 

2, at 300.其實，此理論亦為多數學者與芝加哥學派所認同的。 
100 經濟學說有所謂「雙重排除理論」(double marginalisation)，指製造商與下游經銷商皆有

市場力量時，其皆能在不同階段索取相當的利潤，不過最後會導致該產品的市場價格過高而乏人

問津。故為解決此問題，垂直限制即提供相當好的方式。例如製造商可垂直價格限制，限制經銷

商轉售價格的上限；垂直非價格限制如規定經銷商需要達成一定的銷售量，也能解決此問題。See  

Massimo Motta, Competitio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307-309 (2004). 
101 因為芝加哥學派認為效率為反托拉斯法所追求的唯一目標，又效率的追求與消費者的保護結

果相符合，故僅要認為系爭手段無損害消費者，即可推定其非違法。反之，傳統理論認為，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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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限制使得消費者的價格提高，該限制即可能會破壞有效率的分配或競爭

的財富移轉目標。例如垂直限制有助在寡占市場之卡特爾，將使財富由消

費者不當的轉移至經銷商或製造商。不過，縱使垂直限制使得最終價格提

高，亦有可能有助於競爭。例如，該上升的價格使得經銷商願意提供相關

服務，而該服務對消費者而言，其價值超過增加的價格。惟事實上，此情

形是否能解決所有垂直限制的合法性問題，學者仍有爭論102。 

總之，本文認為某垂直限制對競爭、對消費者究為有利、有害，實不

能一概而論。製造商、經銷商關係，應為正向、反向關係，與消費者福祉

又有何種牽連，實為垂直限制經濟分析的一大重點。此部分容留待經濟分

析部分再予詳述。 

（二）競爭之抑制與違法性判斷 

以美國法院的經濟分析言，垂直限制對品牌內與品牌間競爭發生的影

響，實為決定該限制合法性與否之關鍵因素。質言之，法院在評價垂直限

制合法性時，若發覺垂直限制雖減損品牌內競爭，惟對品牌間競爭有所促

進時。當品牌間競爭增強所帶來之利益超越品牌內競爭減損所帶之不利益

時，該限制即為合法。是以，比之品牌內競爭，品牌間競爭似乎係競爭法

較關心的重點103。原因是，當某相似、可替代產品中有數品牌時，縱某一

品牌內競爭遭受到抑制，其結果雖可能會造成該品牌產品價格的提升，不

過僅要其他品牌仍處於競爭狀態，消費者即可放棄該品牌而選擇他品牌產

品。是以，限制品牌內競爭對於整體競爭的影響似乎不見得會造成負面影

響，反而，在使用人有正當合理的商業考量下，或會有助於競爭。多數學

者認為，製造商施用品牌內競爭限制將使得其產品與他品牌較有競爭力，

會促進品牌間競爭，故通常為有助競爭104。申言之，因為競爭法較關心之

                                                                                                                                            
拉斯法所追求者，不僅效率而已，更有其他的社會價值，如公平性、保護弱勢者等。詳見本文第

四章經濟分析部分說明。 
102 芝加哥學派認為，消費者願意以高價格向經銷商購買產品，必係其所提供服務的價值超過提

高的價格。故垂直限制的使用雖然會造成價格上生的結果，但卻不會因此損害消費者福祉，而垂

直限制似為有效率。反之，傳統的學說認為芝加哥學派的見解有失偏頗，並不認同所有垂直限制

皆會如其所述有益消費者與有效率。詳見本文第四章經濟分析部分說明。 
103 自從 Sylvania(1977)案後，法院於合理原則之下檢視系爭限制對競爭之影響時，其衡量重點

即由系爭限制對較狹隘品牌內競爭單一品牌範圍之影響，轉向較廣的品牌間競爭市場之影響。多

數學者亦認為，僅要市場上品牌間競爭夠激烈，品牌內競爭的維持則可不必要。惟亦有不同說法。

國內有論者則舉實例說明，品牌內競爭的效果大於品牌間競爭的效果。進而認為，品牌內競爭的

目標，在反托拉斯法追求競爭市場的維持過程中，應佔有一席之地。但其結論亦為，如不能兼顧

品牌內競爭，只要品牌間競爭的節制，市場上競爭維持的目標似乎也能達成，不一定要對廠商作

過度的要求。參見莊春發，競爭的內涵與公平交易法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十卷第三期，2002

年 7 月，頁 22 至 24。 
104 學者認為垂直限制在許多方面可能促進品牌間競爭。例如，垂直限制可能鼓勵下游經銷商對

未知名產品投資相當資金與勞力以至消費大眾；鼓勵經銷商致力於促銷與廣告與提供高品質之服

務與維修設施，此些因素皆對製造商之商譽與其產品之競爭能力具相當影響。See Julian O. von 

Kalinowski, Peter Sullivan, Maureen McGuirl, Antitrust Law and Trade Regulation,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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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係為品牌間競爭，故僅要市場上存有數品牌實質競爭，某一品牌

內之競爭程度如何，競爭法似乎較不關心。職是之故，某競爭手段若僅抑

制、銷除品牌內競爭，而對品牌間競爭不致造成顯著的負面損害時，系爭

手段競爭法應給予較寬容的態度，不應過度管制。 

由上述，因為品牌內與品牌間之競爭於競爭法上的「地位」不同，故

其限制在競爭法下的評價似應不同才是。許多法院判決亦承認，品牌間競

爭的增強係反托拉斯法的主要目標，並且認為僅有品牌內競爭的銷除並不

足以作為處罰垂直限制之基礎。 

品牌間限制，如水平的價格固定、市場分配等，原則以當然違法為審

查基準；而品牌內限制，如垂直地域限制，通常以合理原則為檢驗基礎105。

惟某限制影響究係品牌間或品牌內競爭實難斷定。可能的情形有(1)品牌

內競爭遭到限制，對品牌間競爭無甚影響，此類限制應屬中性，並非當然

違法；(2)品牌內競爭遭到限制，但使品牌間競爭更為激烈或無影響者，

此類限制應為合法106；(3)品牌內競爭遭到限制，品牌間競爭亦受限制，此

類限制應屬違法107。舉例來說，系爭限制不僅對於品牌內競爭造成影響，

經過實際調查後發覺其亦對品牌間競爭產生抑制效果，雖然事實表面上顯

示系爭限制為製造商與經銷商合意之垂直限制，但吾等不免懷疑系爭限制

實源自卡特爾之力量，若能確定為卡特爾所致，系爭限制即非垂直而係水

平限制。另一方面，若個案上若製造商能舉出其限制乃出於促進品牌間競

爭的動機，則水平與垂直限制的區分即不相關，因為系爭限制即帶有垂直

限制的性質。 

傳統的限制合法性分析方式，係以先對系爭限制作出定性，再決定其

影響的競爭種類。例如，若認定系爭限制為水平價格合意，則不論系爭限

制「實際上」對競爭造成如何的影響，一律將其視為違法限制。此方法近

年雖招受不少的批評。不過，本文認為個案上，判斷系爭限制的定性與系

爭限制所產生的影響實是難捨難分、相互的糾葛，且調查相關事實將造成

資源的過度耗費，嚴重者將導致管制之失衡與錯亂。是以，以管制資源配

                                                                                                                                            
(1999). 
105 雖然理論如此，但如前所述實務上惟有例外情形，垂直最低價格限制亦僅限制品牌內競爭，

亦有促進品牌間競爭的功能，至目前為止美國法院仍將其視為當然違法。雖然學者對此見解多有

批評，但實務立場至今仍未有任何改變。 
106 如在 Chrysler(1989)案，法院表示，垂直地域限制在無顯示出對品牌間市場有反競爭性之影

響時，系爭限制應為合法。International Logistics Group, Ltd. v. Chrysler Corp., 884 F.2d 

904 (6th Cir. 1989). 
107 類似見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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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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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594。惟本文於此分類粗略分類，僅為了表明系爭限制抑

制的競爭類型，在競爭法下的不同評價而已。在個案上，仍應考量市場力量、市場結構、系爭限

制之使用動機、抑制競爭的程度等因素，以決定系爭限制之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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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執行效益的考量，此方式似乎仍具正當性。 

其實，上述管制方式在美國似乎亦有些轉變。在 Bogan(1999)108案，

被告等係同一保險公司之代理人(agent)。其保單(policy)實際的銷售與

更新，則交由其下游的獨立代理人為之。被告等合意在無得共同代理人之

同意下，其不再招募或雇用各別的代理人。原告 Bogan 為某一被告公司之

前代理人，為某一被告予以終止且無法成為任一被告之代理人。不過，

Bogan 仍能成為他保險公司的代理人。法院認為，雖然被告地位為競爭者

之關係，但其合意所影響者，並非品牌間之合意。因為被告等係為同一保

險公司之代理人，故被告等所為之合意僅在品牌內發生限制效果而已。故

應適用合理原則而非當然違法。法院指出，系爭合意並非典型的當然違法

限制，與反托拉斯法較關心品牌間競爭之保護之結果相符109。是以，吾等

可以發現，縱使系爭合意為競爭者所為（水平限制），亦不得斷言系爭合

意所限制之競爭定為品牌間競爭，而對其採取嚴格之審查準則。 

最後，需注意者係當事事業的市場力部分。肯定的是，幾乎所有垂直

限制皆會影響品牌內競爭。因此，該品牌之競爭的原本完全競爭將會停

止。然而「競爭」一詞不僅為市場賣方數量因素而影響，競爭係價格與競

爭者的一連續調整過程，在競爭之下，競爭者皆為「價格接受者」

(price-taker)，換言之，無一競爭者能以限制產出索取高價格且其價格

會趨近「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垂直非價格限制會「損害」品牌

內競爭僅有在其允許某經銷商索取超過競爭水平(competitive level)的

價格時。而若施用此限制的製造商在品牌間市場若無市場力量，該情形並

不會發生。因為若經銷商索取過度的利潤，消費者將會轉向他牌產品110。 

（三）小結 

一般而言，製造商使用垂直限制的理由，大多為使其經銷系統更加的

效率化，減低經銷產品所可能產生的不必要成本。就此點而言，可說係有

助競爭。但，在某方面，亦會對競爭造成損害。是以，絕不能斷然說垂直

限制必定有助競爭抑或反競爭，全部的否定或肯定經銷限制皆可能有欠周

慮。 

總言之，垂直限制係一使下游經銷商促銷製造商品牌的有效方法。且

其允許製造商移轉促銷的風險與成本予下游經銷商。又，一些垂直限制有

建設性的促使經銷商投資與冒險行為。相對的，該限制的促銷利益因為品

牌內與品牌間競爭的減少而有增加製造商市場力量的傾向。假若該製造商

                                                 
108 Bogan v. Hodgkins, 166 F.3d 509 (2d Cir. 1999). 
109 關於本案詳細的說明，參見 William C. Holmes, Antitrust Law Handbook 2000 Edition, 

18-22. 
110 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85, at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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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為其產品或服務本身所帶來的競爭優勢，則該雙重影響即應被容忍

（甚至被歡迎）。但某些垂直限制（尤其對複數品牌經銷商），很可能造成

資源配置與財富移轉損失。且當某製造商成功的達成目標將造成其他製造

商跟進之壓力。而最後可能造成在某產業廣佈使用的結果，而加倍的造成

配置與財富移轉的損害，且增加進入與創新的障礙。因此部分需說明的部

分頗多，故本文待垂直限制經濟分析章時，再予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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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選擇、獨家經銷與品牌內垂直限制 

一、說明 

理論上，品牌內之競爭不僅被製造商與經銷商間之合意所影響，且包

括製造商的單方面選擇經銷商之行為。申言之，如製造商選擇下列方式，

品牌內之競爭將會被有效抑制。（一）僅供給產品予少數經銷商且其相互

間有一定距離，銷除、減弱品牌內競爭；（二）僅供給產品予那些遵照價

目表索價之經銷商，銷除、減弱品牌內價格競爭；（三）僅供給產品予將

自己限制在一定顧客或一定地域之經銷商，銷除、減弱品牌內競爭。上述

經銷商採用手段，可能造成所謂「選擇經銷」(selective distribution)、

「獨家經銷」(exclusive distribution)的現象產生，而使得品牌內競爭

銷除或減弱。而關於此對品牌內競爭有極大影響之行為，是否應為競爭法

所管制，則是此部分欲解決之疑問。 

一般而言，若若非獨占事業，事業單方面、片面的商業決定與作為，

皆有極大之自由，競爭法無由管制之。以美國法言，按休曼法第一條文義，

該條之違犯，以事業間有契約(contract)、結合(combination)或共謀

(conspiracy)為要件111。如果上述「選擇經銷」之決定係由製造商單方面

決定，縱其決定存有對競爭的潛在負面影響，但因其無「合意」(agreement)

存在，故該手段並無違法與否之問題。所以，「選擇經銷」若僅係單方面

行為，則應製造商合法的商業決定112。 

甚至，製造商亦可能僅在特定地域指定一單獨經銷商為「獨家經銷」，

且拒絕銷售其產品予欲轉賣之他經銷商。並且製造商為了使某經銷商能為

獨家經銷商，甚至會終止其他既有的經銷商。如果獨家經銷的決定、拒絕

與終止經銷商之執行行為亦係單方面，亦不違反休曼法第一條之問題。所

以，單方面為獨家經銷之決定亦為合法。 

不過，若上述的選擇有涉及事業間之「合意」，仍不可斷定系爭合意

係屬違法。仍須視事業對於通路政策的選擇與執行面本身，是否違反競爭

法規而定。舉例而言，若某製造商決定以「獨家經銷」為其產品之行銷策

略，為確實執行此策略，將某些無效率經銷商終止交易、與既存之經銷商

約定獨家地域限制條款。在此例中，雖約定地域條款係屬「合意」，惟在

                                                 
111 按我國公平法第七條，「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

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

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第十條，「獨占之事業，不得有左列行為：一、

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二、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

維持或變更。三、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四、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可知，我國公平法對於非獨占事業之行為，以有「合意」為管制之發動要件，與美國法規範類似。 
112 See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8, at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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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原則檢視之下該合意通常被認為合法。又，「獨家經銷之決定」與「終

止交易之執行」二者仍屬單獨行為而為合法，與地域條款以「合意」方式

無涉。亦即，二者不因製造商與經銷商有任何合意存在而轉變其為單方行

為之本質。 

二、與品牌內垂直限制之關聯 

    雖說單方面行為造成選擇、獨家經銷的結果，係當然合法。惟於個案

上，製造商在決定為選擇、獨家經銷的同時，若對其經銷商有垂直限制合

意存在，或某經銷商係因違反垂直限制而被製造商終止之情形，皆有引發

事實上系爭製造商決定是否單方行為之爭論。因為「合意」既為管制相關

作為之前提，故常為訴訟中重要爭點之一。 

不過如前述，若事實上證明經銷決定係出於「合意」而非單方面決定，

並不當然指該合意係違法。只是說，因為該決定已非單方面的行為，故為

休曼法第一條所管制之範疇，而應在個案上判斷該作為對於競爭的影響性

以論斷系爭行為合法與否。惟若非垂直價格限制之因素而賦予經銷商獨家

經銷之權利，系爭合意在合理原則的判斷之下也通常為合法。甚至對垂直

非價格限制施以當然違法對待的 Schwinn(1967)案，也認為獨家經銷極少

提升至競爭關心的地步113。 

另外，除單方面決定交易對象外，製造商也可用「建議」(suggest)

經銷商的方式達到相同目的，例如建議其相關安排（價格、地域劃分、顧

客種類），甚至視相對人有無提供特別服務或遵守其建議調節往後之供

給。對於此種介於合意與單方面行為中間的作為，究應如何定性？實有釐

清之必要。按字義言，建議與合意仍有所差別。建議在本質上並非一種合

意，而係行為人之一方將其主觀認為值得遵循之價值與行為告知另一方，

而讓對方獨立自主決定是否要依建議之內容而行。故建議之雙方當事人故

曾經有意思之接觸，卻尚無意思之合致114。是以，建議仍不脫單方面意思

表示的範疇，故非合意無疑，當然非休曼法所管制之範疇115。惟以建議形

式，實具威脅、利誘相對人定要遵守時，則該建議即非單純單方面行為。

故學者以為，無強制性之建議（即不遵守並無任何處罰），其為合法；惟

若視相對人有無遵循建議調節供給時，有關轉售價格、地域與顧客的情

                                                 
113 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36, at 483. 
114 吳秀明，聯合行為理論與實務之回顧與展望，文收於氏著《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頁 48。 
115 惟學者以為雖單純建議並無違法疑問，但建議如被採納，對於市場機能則可能會發生有如聯

合行為（卡特爾）一般之影響，公平法自不應置之不理。不過，學者亦指出在現行法下，建議仍

難直接為公平法所相繩，此一法律漏洞，僅能透過法律補充方式處理。在立法論上，學者認為對

建議之立法特別規範為根本解決之道。即另設「建議/遵循建議之禁止」之規定，使其與聯合行

為之禁止，分別依有無合意之基礎建立其規範架構，並共同形成配套制度，規範事業之聯合行為。

詳細說明，參見吳秀明，前註文，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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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應被視為「契約限制」(contractual restraints)116。 

三、小結 

其實，「選擇經銷」與「獨家經銷」的爭議問題或許不在於策略決定

的本身，而係其後執行面的問題，諸如終止與拒絕經銷商之交易等。因被

終止或被拒絕之經銷商其後常訴於法院，認為終止、拒絕交易係屬不法。

故製造商後續的執行措施究應為「合意」或「單方行為」，影響甚大。亦

因為，對垂直限制的合法性不易顛覆，故該經銷商通常為求勝訴，即轉向

其他方式，最常見即「杯葛」。而「杯葛」成立與否，亦與「合意」成立

與否相關聯，見下節說明117。 

 

 

 

 

 

 

 

 

 

 

 

 

 

 

 

                                                 
116 See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8, at 588. 
117 管制限制的合法性與認定何謂「合意」之定義緊密相連，實一事二面。申言之，「合意」定義
越廣，吾等在判斷限制適法性時卻必須越謹慎，以免不當干涉了促進競爭的安排；而限縮該定義

則可減少此危險且製造商能有更廣泛的商業選擇。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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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杯葛、拒絕交易與品牌內垂直限制 

一、說明 

杯葛(boycott)、拒絕交易(refusal to deal)為執行垂直限制的普遍

工具之一。例如，製造商會終止不服從限制之經銷商的交易關係。亦可能

為，作打壓競爭對手之有效手段，如不願意競爭的經銷商可能不願、無能

力排除折扣商(discounter)之競爭，故轉向製造商方面施加壓力，要求其

終止與其不喜愛的競爭者之交易，或限制競爭者對製造商的交易管道。許

多有關垂直限制爭訟的起因，乃係為回應經銷商的抱怨因而導致製造商決

意終止或限制與某經銷商之交易。其後該被終止經銷商主張，製造商與經

銷商為「合意」將其排除在競爭之外，此即杯葛。在一般情形，製造商為

了實施顧客與地域限制，製造商將會終止與不遵守限制的經銷商的交易
118。而不甘心被終止的經銷商，即會主張製造商該終止係為不法。惟前已

說明，若製造商的單獨行為幾乎不為競爭法所管制，故該被終止之經銷商

多主張其終止係因製造商實施不法的垂直限制、或因他經銷商之杯葛行為

所致119。 

    本來杯葛與地域限制等非價格限制無論是定義、要件與違法性標準皆

有不同，不應混為一談。不過自從美國法院在 Sylvania(1977)案將垂直非

價格限制以合理原則審查後，在負擔極沈重的舉證責任下，原告幾無勝訴

可能。故多數原告（包括管制機關）為規避 Sylvania 所建立之原則，免

去繁重舉證之責，則將製造商的「拒絕交易」與「終止經銷」定性為「杯

葛」。因為在「杯葛」的情形，製造商的行為或會受到當然違法的檢視。

不過學者認為，當然違法的類別(per se classification)必須限制在由

數競爭者的水平合意始可120。是以，至少杯葛的主張中應有所謂水平合意

存在，即二競爭製造商合意終止某經銷商之交易或競爭經銷商間合意強迫

製造商終止第三經銷商之交易。因他經銷商之終止若純粹基於某經銷商與

某製造商之垂直合意，即適用「杯葛」，將會使 Sylvania 的合理原則喪失

意義。總言之，該學者認為水平合意應為當然違法之杯葛之一要素無疑。

不過，亦有學者採取反對的立場，其認為，抱怨經銷商的力量來源究為單

獨或聯合，應無差別。製造商終止某經銷商或使其不利益並非基於消費者

                                                 
118 See Lawrence A. Sullivan & Warren S. Grimes, supra note 2, at 377. 
119 對杯葛當然違法的適用前提，必須是系爭行為出於合意行為(concerted action)，單純單方

面行為與平行行為並無構成杯葛。故系爭行為是否出於合意或單方行為，常為訴訟中重要爭點。 
120 在 Business Electronics 案，不同意見者(dissenters)將「杯葛」適用在單一抱怨經銷商與

製造商合意終止他經銷商之情形，但為多數所否決。Business Electronics Corp. v. Sharp 

Electronics Corp., 485 U.S. 717(1988). 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36, at 482. 



第三章 垂直限制之意義、類型與判斷              論品牌內垂直非價格限制-以美國法為中心                 

 54

福祉(interests of consumer)或基於製造商本身利益，而係因為製造商

順從經銷商的經濟力量。故具強烈的反競爭性格，係當然違法121。 

至於司法實務，較傾向需有水平合意的見解（詳見下案例）。首先，杯

葛之所以引起反托拉斯法之注重之主要理由，係因為其結合數競爭者之力

量。故僅涉及單一製造商產品的經銷限制，並無適用。再者，非價格限制

的實現不能重新被歸類為當然違法的杯葛，而必須遵守 Sylvania 案所建

立之原則。亦即，惟有不合理之限制始為非法122。故若將非價格限制之執

行（即終止經銷）視為杯葛，則不免有淘空 Sylvania 原則的疑慮。 

二、杯葛的類型 

杯葛按我國公平法條文義，指「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

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符合杯葛之行為，必

須存在三方的當事人，即杯葛發起人、杯葛參與人以及受杯葛人123。實際

上，可形成的杯葛類型頗多，本文乃將有關垂直限制之重要類型，整理如

下。 

（一）最典型的杯葛行為係，為了回應經銷商的抱怨(complaint)，製造

商乃將某經銷商終止或限制交易。經銷商之抱怨若為他經銷商違反垂直約

定，則製造商將該經銷商加以懲罰或終止交易並不能認為係「杯葛」，因

其並無合意存在。惟事實上市否果真如此，極難斷定。 

（二）有時杯葛發起人係為單一、大型經銷商，有足夠力量強迫製造商將

某較小的經銷商終止；在其他情形，經銷商間可能聚集形成強大力量將其

厭惡的競爭者排除在市場之外。在此情形下，被終止之經銷商若能證明經

銷商間之共謀，即能輕易的獲得勝訴判決124。僅要法院發覺杯葛中有水平

合意存在，即無庸檢視其有無市場力量，即能判斷該杯葛係屬不法行為125。 

（三）另一種不同形式為，當某具力量的經銷商對製造商發出最後通牒

(ultimatum)，威脅製造商將其產品下架，除非其停止與其競爭對手交易。

假若此通牒送達於單一製造商，此並無水平行為(horizontal action)存

在，應無疑問。但若二個以上的製造商與該經銷商聯繫，即有可能引發是

否為杯葛之爭論。此稱作「中心對話的共謀」 (hub and spoke 

                                                 
121 See Lawrence A. Sullivan & Warren S. Grimes, supra note 2, at 377. 
122 See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8, at 664. 
123 認識公平交易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增訂九版，頁 172。 
124 See Lawrence A. Sullivan & Warren S. Grimes, supra note 2, at 377. 
125 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36, at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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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piracy)126，該強力經銷商或許會個別的或集合的威脅製造商停止與其

競爭者交易。 

三、與品牌內垂直限制之關聯 

雖然如上述，垂直限制與杯葛似能清楚的區分。但其二者不乏有令人

容易誤判之情形，應格外注意。舉例來說，若某製造商在某地域有數經銷

商，其中某一經銷商涉嫌搭便車或違反契約，其他經銷商皆有可能向製造

商為抱怨。如果其單獨為抱怨，並無水平合意的情形無疑。不過經銷商很

有可能聚集討論此事以查核該嫌疑經銷商是否有違反行為。或他們認為一

齊發聲較單獨抱怨更能被製造商所取信。如此是否可被認為係水平合意？

是否應被非難？學者認為，經銷商間為反對其他經銷商行為所為之純粹品

牌內合意並不適用當然違法原則。若該合意為經銷商卡特爾，用以強迫製

造商順從其所望，則該合意應被處罰，但非僅經銷商共同向製造商訴諸或

溝通有關違反經銷商之行為。區分上述二者可有助釐清，是否製造商與經

銷商有「合意」存在。申言之，若終止該違反經銷商係為製造商之利益，

則製造商將不會與招致與他人合意的疑義。雖然經銷商間的水平合意已達

到休曼法下合意要件，但此情形卻缺乏因果關係(causation)。亦即，系

爭終止並非因經銷商之合意而起，而係因為製造商獨自的判斷127。故此應

為製造商之單獨行為，不違反休曼法，亦與垂直限制無關。 

四、美國重要司法判決 

    在休曼法下，杯葛通常被認為係當然違法類型中之其一。惟為當然違

法管制者，並非所有的杯葛類型皆在內，而僅包括特定的類型，即「聯合

杯葛」(group boycott)。反而，多數的杯葛類型多以合理原則衡量。是

以，僅有在有競爭者之水平合意的情形下，始為當然違法之杯葛。本文以

下擇數美國重要司法判決作為說明。 

（一）Klor’s(1959)案 

在 Klor’s(1959) 128案，經銷商主張其被製造商拒絕交易乃因製造商

聽命於被告之指示。但原告之請求被法院所駁回，因為原告並未能提供事

實推論，有「中心對話共謀」之存在，因為很有可能每個製造商單獨對被

告之壓力作出讓步而並不知悉競爭對手的行為。是以，顯然法院認為構成

共謀，必須是個別製造商已知他製造商將為如何行為之情況。故因為本案

並無法證明有所謂的共謀存在，因此被駁回。 

                                                 
126 按 Black’s law dictionary 的解釋，此又稱作 wheel conspiracy，意指一單獨成員或團體

（稱作中心 hub）分別的與二個或二個以上的成員或團體（稱 spokes）之共謀。 
127 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36, at 482-483. 
128 Klor’s, Inc. v. Broadway-Hale, Stores, Inc., 359 U.S. 207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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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eneral Motors(1966)案 

杯葛最典型的案例為 General Motors(1966)129案，在該案中，通用汽

車(General Motors)回應雪芙蘭(Chevrolet)經銷商與經銷商同業公會，

禁止雪芙蘭經銷商將新車售予折扣商店(discount house)，因其將以低價

轉售予消費者。最高法院認為，此為「典型的限制貿易之共謀」(classic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在該案中受到非難的安排或被視

為卡特爾之執行者(cartel enforcer)，法院謹慎的不要忽略對個體行為

(individual action)之判斷，因通用汽車或許執行經銷限制時並無其他

經銷商之參與。 

（三）NYNEX(1999)案 

在 NYNEX(1999)130一案，最高法院認為若缺少水平或對價格之合意，

反托拉斯法將不許對垂直杯葛(vertical boycott)適用當然違法原則。該

案原告 NYNEX 係販售移動服務(removal service)，其中一顧客為 Material 

Enterprises Co.(下簡稱 Material)公司，為 NYNEX 之子公司

(subsidiary)。Material 公司停止向 Discon 公司購買移動服務，因為

Discon拒絕參與詐騙管制者與消費大眾之計畫。Material公司轉向Discon

之競爭對手 AT&T Technologies（下簡稱 AT＆T）公司購買。Material 公

司向 AT&T 購買相同的產品但價格卻高於向 Discon 購買之價格。然後將高

價格轉嫁給 New York Telephone（NYNEX 之母公司），該公司再以提高費

率的方式轉嫁給消費者所負擔。在年度終了，AT＆T給 Material 公司一「特

別扣款(special rebate)」，後再給 NYNEX 公司。 

最高法院認為，單一買方既使無任何競爭的目的而選擇向轉向他方交

易，亦不適用當然違法。而原告必須證明此對競爭係為有害。而垂直限制

除非對價格或價格層級有合意，並且在杯葛內容中，否則非當然違法。法

院限制當然違法的適用，僅在直接競爭者之水平合意時。雖然 Material

拒絕與 Discon 交易並無競爭合理之考量，卻不可以此據以施用當然違法。

又雖然本案牽涉到消費者福祉的問題，但法院承認在獨占或少競爭的移動

服務市場，運用市場力量使消費者權益受損係屬合法。故有論者以為，該

案係對垂直限制與杯葛，為當然違法嚴格適用的趨勢展現之一131。 

五、小結 

從上述案例可看出，美國法院對於杯葛與垂直限制有相當清楚的理

解。雖然對杯葛的違法性見解仍有些許雜音，但美國最高法院與大部分的

                                                 
129 Untied States v. General Motors Corp, 384 U.S. 127(1966). 
130 NYNEX Corp. v. Discon, 525 U.S. 128(1998). 
131 Julian O. von Kalinowski, Peter Sullivan, Maureen McGuirl, supra note 47 ,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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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級法院則見解一致，認為評價系爭垂直非價格限制的合理性時，運用某

些當然違法原則的歸類並非其代替品。所以，對於非價格限制的再定位

(recharacterize)以訴求當然違法評斷之冀望，絕大多數皆失敗132。法院

仍相當尊重 Sylvania(1977)案所建立的原則。 

 

 

 

 

 

 

 

 

 

 

 

 

 

 

 

 

 

 

 

 

 

                                                 
132 See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8, at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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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雙重經銷下之品牌內垂直限制 

一、說明 

    所謂「雙重經銷」(dual distribution)係指製造商利用雙重經銷通

路銷售其產品之意。申言之，製造商若部分產品交由「獨立經銷商」

(independent dealer)販售133；部分產品（如特定顧客、地域）由本身所

擁有的通路販售，即建立雙重經銷體系。在雙重經銷的場合製造商所擁有

的通路與其經銷商，在經銷階段可能係為競爭者。亦即，製造商直接或間

接販售相同產品給其經銷商之潛在顧客134。此時，製造商若施以顧客與地

域限制即能有效的分隔其本身通路與獨立經銷商，而在轉售階層將不會有

太多的競爭。故施以垂直非價格限制以限制製造商與經銷商之競爭是否有

損害競爭的疑慮，則是本文於此所必須討論的重點。 

二、合法性爭議 

    稱垂直限制者，著重當事事業在經銷體系的上、下游關係，與水平限

制之當事事業必須為同一產銷階段的特性不同。惟在雙重經銷，製造商對

其下游經銷商施以限制所造成的結果，一方面為製造商與經銷商之垂直限

制，一方面亦為製造商與經銷商之水平限制。是以，此類限制應被視為垂

直限制抑或水平限制來處理，則有一些爭論。也因為垂直限制與水平限制

之違法性、價格合意的認定有些許的不同，故此問題也相形的重要135。 

    法院對於此種限制曾經有相當的敵視態度。其認為此類限制本質上即

使人懷疑，且實質上應為水平限制而非垂直限制。因為等於製造商限制本

身與其經銷商相互競爭136。例如，許多汽油公司皆有本身經營的加油站，

同時其也與他獨立的加油站簽訂加盟契約。汽油公司與獨立加油站之加盟

契約或會包含一些地域與顧客限制，使汽油公司直營之加油站避免與他競

爭者競爭137。 

                                                 
133 需特別說明者，此之「獨立經銷商」特指經濟上與製造商獨立之經濟個體，是以，有別於製

造商之子公司、部門等。 
134 製造商達成此目標的方式有三。一、製造商可以直接販售予消費者相同產品，如「工廠直銷」

(factory-direct sales)、網路銷售等，與其競爭商競爭；二、製造商可建立獨立的經銷通路，

與其經銷商競爭；三、製造商可販售白牌(unbranded)產品予第三者，在以第三者之標籤(label)，

透過其經銷通路與製造商的品牌產品競爭。See James M. Mulcaby, The Exclusive Distribution 
and Dual Distribution: How to Avoid Dealer Litigation, 44 Orange County Lawyer 18, 19 
(2002). 
135 惟價格限制例外，因為採水平與垂直限制形式皆屬當然違法之故。 
136 Pitchford v. Pepi, Inc., 531 F.2d 92 (3d Cir. 1975), cert. denied, 426 U.S. 935 (1976); 
Hobart Bros. Co. v. Malcolm T. Gilliland, Inc., 471 F.2d 894 (5th Cir. 1973), cert. denied, 
412 U.S. 923 (1973); Interphoto Corp. v. Minolta Corp., 295 F. Supp. 711 (S.D.N.Y.), 

aff'd, 417 F.2d 621 (2d Cir. 1969). 
137 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36, at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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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理性 

有認為，雙重經銷較易受到搭便車問題影響。製造商所有之經銷商並

無任何搭便車之誘因，因為其損益表(profit-and-loss statement)與其

母公司相同。但獨立經銷商可能有強烈的搭便車誘因，因為製造商所有的

經銷商必定會提供銷售點服務，且其不可能以減少服務與價格來回應搭便

車問題。 

又，製造商在雙重經銷中並不會參與經銷商卡特爾。因為製造商可以

自己的商店來銷售其產品。任何經銷商卡特爾將會將獨占利益自製造商移

轉與經銷商卡特爾。製造商對經銷商的價格固定的最佳反應是進入經銷市

場、繼續保有獨占利益。雙重經銷的存在時常能證明，製造商以對獨立經

銷商施壓的方式，欲打擊長期的經銷商共謀、或貧乏的表現，使其能達到

相當的價格與經銷商服務138。 

故由上述可知，在雙重經銷使用垂直限制似有其合理性考量。論者亦

指出，除非雙重經銷係用以便利差別取價，否則雙重經銷計畫的存在與垂

直限制的合法性分析並無關聯139。 

四、美國法院見解 

（一）早期見解 

在 White Motor(1963)案與 Schwinn(1967)案中，皆有雙重經銷情形，

最高法院並無將系爭限制定性為水平限制。申言之，在 White Motor 案，

製造商保留直接銷售予顧客之權利，與其經銷商相互競爭，但法院並不認

為，垂直限制即因而變為水平限制。另外在 Schwinn 案，法院認為因為系

爭限制的來源(source)係為製造商，故雙重經銷亦不視為水平限制。 

雖然上述二案對於雙重經銷拒絕將之定性為水平限制的看法，不過並

未建立完整的辨別體系。故在此期間，下級法院對於雙重經銷的定性相當

分歧，有認為係水平限制、有認為係垂直限制，並無統一。多數法院在此

時期較傾向制式化的認定，即將重點注重於製造商與受影響經銷商的同一

市場位階方面。因為系爭限制影響製造商與經銷商的競爭，法院多將系爭

限制歸類為水平限制140。惟應注意者是，因為在 Schwinn 案認為所有垂直

限制皆為當然違法，與水平限制採同等標準。故在此時期，區分製造商在

雙重經銷下對下游經銷商施用限制究為垂直或水平限制之實益，或許不

大。 

                                                 
138 Id. 
139 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85, at 548. 
140 William C. Holmes, Antitrust Law Handbook 2004 Edition, 354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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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ylvania 案以後 

   因為 Sylvania(1977)案對於垂直非價格限制採取合理原則審查，故定

性垂直與水平限制之實益即突顯出來。作法上，採取較彈性的方式，先推

定雙重經銷限制係屬垂直限制，惟可舉證系爭限制作成背景與經濟動機來

推翻該推定。是以，系爭限制是否屬垂直限制與水平限制之爭議，將與與

在合理原則下為相同調查之事項相結合（本文以下 Abadir 案說明）。 

事實上，大多數的判決認為雙重經銷施用限制係屬「垂直限制」，以

合理原則審視，故多為合理、合法141。多數法院認為，系爭限制是否為垂

直或水平限制，取決於系爭限制之「效果」與「目的」而定。故若系爭限

制使得垂直之事業得各自追求其經銷效率，而增強品牌間競爭，系爭限制

即被認為垂直限制142。在通常情形，製造商與經銷商競爭係有助競爭，因

其傾向增加產出、防止價格欺騙且使服務更易為消費者所利用。不過，若

作為雙成經銷一部之限制若被發現源自經銷商之結合，該限制即會被認為

係水平限制143。 

（三）Abadir(1981)案 

1、案例事實 

在 Abdir(1981)144案事實為，原告 Abdir 係為被告 First 農業產品之

獨立經銷商。Abdir 向 First 購買產品，並承諾該產品僅在亞洲地區使用。

其後 First 知悉 Abdir 不遵守其轉售限制與 Abdir 在美國競爭販售產品之

事實後，即拒絕運送(delivery)。Abdir 即起訴指稱 First 違法施加水平

的地域限制。 

2、法院判決 

經調查，First 的確與 Abdir 在經銷階段相互競爭。惟法院認為系爭限

制本質上並非水平而為垂直限制。其實，本案在初審時，陪審團曾作出水

平限制之判斷，惟上訴時遭法院駁回。明顯的，上訴法院拒絕下級法院以

簡化的測試來判別，即僅注重製造商是否在製造與經銷階層皆為存在之事

實。上訴法院改採以較彈性的測試標準，即以當事事業使用地域限制的明

                                                 
141 例如，在 Electronics Communications(1997)案，法院認為，除了價格固定外，垂直限制通

常以合理原則檢視。即使在雙重經銷的場合亦然。Electronics Communications Corp. v. Toshiba 

American Consumer Products, Inc., 129 F.3d 240 (2nd Cir. 1997).又如在 Smalley(1993)案，

法院清楚表示系爭限制在雙重經銷的使用並非水平而為垂直限制。Smalley & Co. v. Emerson & 

Cuming, Inc. 13 F.3d 366 (10th Cir. 1993).惟應注意，至目前為止最高法院在雙重經銷情形，

仍無作成清楚的判斷標準。See Val D. Ricks ＆ R. Chet Loftis,supra note 14. at 151, 168. 
142 Id. 
143 See Theodore L. Banks, supra note 29, at 4-199—4-200. 
144 Abdir & Co. v. First Mississippi Corp. 651 F.2d 422 (5th Cir.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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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經濟動機分析為方式。申言之，水平限制之使用，事業之動機常有可議

且對競爭常造成負面影響；反之，垂直限制之使用似有許多合理的商業考

量存在。是以，存在或缺乏相關動機將會直接影響對系爭限制之定性問

題。因為除非某些合法利益事實上確屬必要，製造商不會對經銷商施加限

制。 

適用上述原則，法院認為系爭限制有明顯的經濟動機支持其為垂直限

制。因為農業產品的季節性需求特性，使得 First 有緩和生產與庫存之合

法考量。對 Abdir 施以地域限制，有助於 First 政策之執行與達到真正行

銷效率的目標145。 

五、小結 

   在雙重經銷施用垂直限制，究因視為垂直或水平限制之問題，近年來

似已有解決方案。美國法院以系爭限制來源作為判斷標準，若限制的來源

來自於製造商即視為垂直限制而使用合理原則；若來自於經銷商即視為水

平限制而使用當然違法。其實，此標準與一般情形下垂直限制的違法性標

準實屬相同。是以，本文或可推論，在雙重經銷下施用垂直限制，縱系爭

限制有限制水平競爭者之相互競爭，惟其仍僅限於品牌內競爭而已，故違

法性標準仍採寬鬆的審查標準146。 

     
 

                                                 
145 William C. Holmes, supra note 140, at 356-357. 
146 對於雙重經銷更多的討論。See Phillip E. Areeda, Antitrust Law: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Vol.Ⅷ, 78-91 (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