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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品牌內垂直限制的經濟考量 

第一節 說明 

競爭法不像其他法域（如刑法），係以某程度的道德基準，作為規範

事業行為之基本立場。在缺乏此種道德基礎之下，競爭法因此轉而尋求具

變動性質的政治與經濟概念，來作為管制商業行為的理由1。故本文嘗試以

經濟與非經濟的觀點出發，對垂直限制作一分析，以作為管制垂直限制的

依據2。本章先就經濟的觀點出發，由製造商使用垂直限制的動機之介紹、

再就不同的經濟思想，衡量垂直限制對競爭產生的效果等作說明。至於，

非經濟考量則留待下一章，再予詳論3。 

在競爭法個案中經濟分析的職責在於決定系爭行為是否促進競爭（促

進效率）而超過其對競爭之抑制。在某些手段被視為具強烈的反競爭性

格，故被宣告為當然不合理(per se unreasonable)，而經濟的分析可作

為如此認定的合理性依據。然而，何種行為係有助競爭？何種行為係屬反

競爭？實難以決定。為了決定此問題，經濟學者會審視諸多市場組織

(organization of the market)綜合決定之，例如「市場結構」(the 

structure of the market)4、「市場競爭者如何行為」(how the competitors 

in the market have behaved)5、「事業在市場的表現」(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mpanies in the market)6、「市場的基本供給與需求事實」(basic 

supply and demand facts about the market)7等8。不過，在實際個案上，

                                                 
1 See Theodore L. Banks, Distribution Law: Antitrus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2nd ed., 

1-18 (1999). 
2 不過話雖如此，政治與經濟思想實難以清楚切割。學者指出，當某司法判決(opinion)陳述某

手段為合理時，該案法官實已說明了其他事項。首先，法官表達與現有的成文法文義與最高法院

之先例相符之確信(confidence)。第二，無論如何法官陳述，其本身陳述經濟應如何運作、如何

限制事業之自由時，即帶有某些政治、社會與哲學觀念。第三，法官將會選擇與其政治、社會等

目標(goals)相稱的經濟理論(economic theory)。有此理論，法官便能達到撰寫達到法律基本要

求的判決意見書。See Id.是以，當法官在判斷某行為對競爭之損害、合理與否時，經濟理由當

然係最重要的依據，不過誠如上述，法官對於經濟理論的選擇將會被其本身對政治、社會所既存

的價值觀所影響。所以說，在判斷垂直限制的合法性若僅遵循經濟分析的結論，仍未能完整說明

管制者的心態。 
3 需特別說明者，理論上垂直價格與非價格限制之使用的動機、效果多為相似，故雖然垂直限制

包括價格與非價格限制，惟文獻上多不區分而加以分析者，僅就各限制特殊部分加以點明而已。

本文認為，事實上價格與非價格限制確多有雷同之處，將其清楚的分割，似屬不易。故本文亦採

此法，於本章若無特別強調限制的類型，則代表為價格與非價格限制共通的情形。惟畢竟本文中

心乃在非價格限制部分，有關非價格限制的特殊性，仍會加以著墨，至於價格限制較不同的部分，

則不加贅述。 
4 市場結構的審查，具體的說有下列因素：市場競爭者之之數量與規模、進出市場是否困難等。 
5 重要的爭議包括，違反競爭法的歷史紀錄、新產品的創新、傾向合併、透過廣告達成產品差異。 
6 此可能以下列因素衡量：事業的獲利、投資的增加、效率等。 
7 如原料、顧客位置、產品耐久性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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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行為是否係有助競爭抑或反競爭，卻會因為審視者採取的基本立場不同

而有不同解讀。 

當然，不同經濟理論、思想的採用，對垂直限制的評價亦有不同。一

般而言，「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基本上將任何垂直限制予以正

當化，甚至垂直價格固定、最低價格限制亦同；惟「哈佛學派」(Harvard 

school)則採取較保留的態度，其對事業以垂直限制手段是否剝奪「消費

者福祉」(consumer welfare)之問題感到懷疑。申言之，垂直限制可確保

某經銷商與他經銷商之競爭之程度（降低品牌內競爭），而製造商（尤其

是新製造商）即可藉此方法吸引經銷商（會導致經銷商利潤提高之結果），

且可有效解決搭便車問題，故此常成為製造商有效建立通路的良好工具之

手段。然而此種藉由提高經銷商獲利的方式，卻與水平經銷商卡特爾所欲

達成的目的、效果相似（減少競爭、提高價格），所以說事實上使用垂直

限制的理由可能因經銷商為獲獨占利益之原因，而非解決搭便車問題9。 

所以，如何看待垂直限制，似乎並沒有很一致的見解。實則在美國，

不論是國會立法或法院管制，對垂直管制的贊成與否，在近幾十年皆經歷

一段搖擺不定的立場10。不過在近年來，對於垂直限制的管制態度，卻有

朝向經濟分析的趨勢產生。在反托拉斯法個案中多以經濟分析決定系爭限

制的合法性11，是以經濟分析之重要性可謂逐漸增加，甚至能左右系爭限

制之合法與否。故本文以為，實有必要對垂直限制之經濟觀點作一說明。

而關於反托拉斯法經濟分析，美國不論是在相關文獻的質與量皆較他國為

優，故本文於此以美國學者之說理為主。尤其，近幾十年美國芝加哥學派

的崛起，更對美國甚至全世界的反托拉斯法管制有相當之影響。而芝加哥

學派對垂直限制的態度當然為本文所欲強調的重心問題。此外，雖然實際

上芝加哥學派在法院實務運作中獨領風騷，惟本文除芝加哥學派外，不同

經濟論理亦為本文介紹之內。 

 

                                                                                                                                            
8 See Theodore L. Banks, supra note 1, at 1-21. 
9 總言之，芝加哥學派以「效率」作為其分析方法；哈佛學派則注重涉案之事業規模。若認為政

府的角色在助長小型的事業，則在方法上會較傾向哈佛學派；相同的，若認為市場對消費者最佳

狀態係不受限制之競爭（即不受政府管制），會傾向芝加哥學派。See Id. at 1-22. 
10 尤其在國會立法上，垂直價格限制之合法與否，常處於搖擺不定之狀態。詳參賴源河編審，公

平交易法新論，2002 年 10 月，二版，元照，頁 277。 
11 在早期，經濟分析在反托拉斯法案件中，並不重要。在 Schwinn(1967)案，甚至被忽略，舉無

輕重。經濟分析較被接受始於 General Dynamics(1974)案，最後在 Sylvania(1977)案為法院分

析系爭限制合法性之重要因素。往後，法院多遵循 Sylvania(1977)法院所作之經濟分析準則來

評量，系爭限制之合法性，經濟分析即愈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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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製造商使用品牌內垂直限制之動機 

    在一般情形，因垂直限制將會導致銷除品牌內競爭，是以，最終的價

格將會提升，此為學者所不爭的事實。此與製造商所需求的目的恰巧相

反，因為高價格將有可能導致其品牌產品需求的減少，減低其利潤。故以

常理來說，製造商應會希望其品牌產品的品牌內競爭愈激烈愈好，而可藉

此壓低轉銷成本。所以說，有認為理性、自利製造商施用垂直限制定有其

「特別考量」。如製造商考量垂直限制施用的結果，雖然會使價格上升，

不過卻會相對的增加、刺激需求，而最終仍可增加其獲利。主張此見解學

者多認為垂直限制為有助競爭的，故應為合法。惟事實上，亦有學者主張，

理性的製造商在施用垂直限制時，不當然的會如此的「理性」，實可能因

外界的壓力、或與他事業共謀來抑制競爭，以獲取更多的利潤。所以說，

製造商施用垂直限制的原因，學者見解頗多分歧，可確定的是，應不只一

端無疑。故本文在進入經濟分析前，實有必要將製造商可能施用垂直限制

的動機加以說明。因為製造商發動的因素，實與往後對個案垂直限制的合

理性；合法性有重要的牽連關係12。 

本文認為，若認為製造商施用垂直限制的因素皆屬善意、有助競爭，

而導致往後對垂直限制的合法性判斷產生偏頗，實屬不智。因縱使理論上

如何的否定惡意、反競爭目的發生的可能，在實際上無法證明的同時，個

案上亦不應全然加以否認，否則極易產生執法漏洞。反之，一律認為存在

惡意、反競爭目的的主張，亦屬不妥。故本文以為，不論是善意、惡意的

動機皆不應偏廢，個案上應詳查製造商施用的可能性高低，進而判斷製造

商「真正」的動機如何，作為系爭限制合法性的參考。惟事實上，因為執

法累積個案上顯示出製造商多偏向善意、助競爭的使用垂直限制。故為免

實務執法對個案判斷的繁雜，加上行政資源與管制效益的考量，應先推定

系爭限制係為善意動機而使用13。僅有在與善意動機產生矛盾的結果時，

始再進一步詳查是否有不良的目的存在。 

承上文，本文有必要將製造商施用垂直限制的動機加以詳細說明，以

作為吾等判斷的參考。亦因為施用動機的多樣性，故可將可能的動機作二

大類型，一為善意之動機，如使其產品有效率的經銷減少其經銷成本、維

持產品的品質、便利促銷產品、獲取經銷商忠誠等；一為惡意的動機，如

差別取價、排除競爭對手與便利卡特爾之運作等。本文在此整理製造商使

                                                 
12 例如，在個案上若發覺製造商施用垂直限制之原因，係因為卡特爾的原因，如此不論系爭限制

的合理性與對競爭的影響性等因素，皆可一律的將系爭限制認為當然違法。縱使對垂直限制採極

度寬容態度的芝加哥學派，見解亦同。 
13 此見解亦與多數學者與美國法院對垂直限制採合理原則的管制之看法相似。因為合理原則下，

原告要負擔極沈重的舉證責任（被告的市場力量、對競爭產生負面影響等），原告若不能順利舉

證，即無法獲得勝訴判決。此與推定系爭限制為善意、合法的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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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垂直非價格限制之可能動機如下。 

一、防止搭便車問題 

    自從「搭便車理論」(free-rider theory)出現後，關於垂直非價格

限制之訴訟，幾乎皆援引此理論加以說明使用之正當性。垂直限制可解決

搭便車，其結果，在於使經銷商獲有一定的銷售利潤而願意促銷製造商品

牌產品。有關搭便車問題之相關說明，因牽涉問題頗多，本文擬於後文再

予詳述。 

二、有效率的地域規模 

製造商會使用地域、顧客限制來預防某「侵犯經銷商」(invading dealer)

搶奪他經銷商客戶，以使其各經銷商在最有「效率規模」(efficient scale)

之下經營14。亦即，若任由經銷商間對其品牌相互的競爭，或使得競爭過

度激烈，經銷商無法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推銷其品牌產品。此目的亦使經銷

商獲有一定利潤，以便促銷製造商品牌。 

三、使製造商卡特爾順利運作 

事實上，垂直限制可能用以幫助製造商間明示或默示的合作（製造商

卡特爾）。如遍布產業(industry-wide)的轉售價格維持之使用，能銷除與

弱化所有經銷商間之競爭，減低經銷商向製造商索取低價格的誘因。進而

製造商能獲取大部分轉銷利潤。有學者主張，垂直限制可作為便利製造商

間卡特爾之工具，因此可以使得卡特爾容易監督其會員（各別單一製造

商）。因製造商向大盤經銷商銷貨通常係大量、秘密、個別的磋商。於此

情形因不易被發覺，卡特爾成員即有動機為欺騙行為，即以降低價格、提

供額外服務來增加銷售，以獲取超越卡特爾協議之利潤。相對的，經銷商

的零售價格(trtail price)通常較為公開、在一定地區有相當的標準且個

別的交易量較小。藉由強制使製造商對其經銷商的使用轉售價格維持15、

或地域限制16，製造商卡特爾便可監督下游經銷商的價格與銷貨數量，以

便卡特爾知悉是否其成員有欺騙行為17。不過，亦有認為顧客與地域限制，

較不可能幫助製造商之共謀18。 

                                                 
14 See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Fundamentals of Antitrust Law Vol.Ⅱ, 595 

(2002). 
15 製造商卡特爾成員可同意對其所有經銷商皆施以價格限制，即可避免詐欺。不過，除非製造商

具有高露潔例外(colgate exception)的情況，否則此轉售價格維持係為當然違法。關於高露潔

原則與例外，詳見後文說明。 
16 製造商卡特爾成員也可以對經銷商施以相同的地域限制。此些限制可輕易的減低其經銷商的品

牌間競爭，而也能有助於卡特爾監督其成員。 
17 See Herbert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2nd ed., 447-448 (1999). 
18 See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14, at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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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並非製造商施用垂直限制，即有便利卡特爾的可能，仍有相當的條

件。申言之，卡特爾的成員的加總力量必須達可以控制市場的程度，卡特

爾始能順利運作。此外，僅有在所有卡特爾成員皆使用相似的垂直限制，

價格與產出的確認才能發揮功能。因此，僅有在大多數的製造商使用垂直

限制時，僅可作為製造商有卡特爾之證據之一而已19。至於，如何判斷可

能與不可能的情形？學者指出，若在市場中低於一半（市占率）的製造商

使用垂直限制，垂直限制即不太可能有助於製造商間之共謀。若超過一半

時，仍必須進一步檢視「所有使用者之集中程度」(concentration level 

of users)。在「前四家事業集中率」(Four-Firm Concentration Ratio) 
20少於百分之五十，或 Herfindahl 21少於 1000 時，代表市場不太可能存

在製造商共謀（但不是絕對不可能）22。 

四、便利經銷商卡特爾 

製造商使用垂直限制的動機或許並非本身需求，而可能為經銷商卡特

爾或強大的經銷商所壓迫所致。因製造商與經銷商的轉銷利潤存有某種消

長關係，激烈的品牌內競爭使得經銷商獲利壓縮。故經銷商可能為避免彼

此間為品牌內競爭而能獲取較多利潤，乃為分割地域的協議，再迫使其共

同製造商施以地域限制，而能真正銷除品牌內競爭。 

經銷商為何會將製造商涉入其共謀，可能有以下幾個理由23。首先，

為防止卡特爾成員的欺騙。因為製造商直接與各別經銷商交易，對於經銷

商的價格與產出的監督較經銷商卡特爾本身來的容易。例如，經銷商間共

謀約定限制產出，各別經銷商銷售量不可超過約定額度，那麼製造商便很

輕易的能監督某經銷商是否為欺騙行為。第二，經銷商卡特爾可能相互為

水平價格固定協議，而利用製造商施以轉售價格維持以助其達成。雖然轉

售價格維持係為當然違法，不過根據「高露潔例外」(colgate exception)，

某事業可單獨片面的宣布拒絕與價格折扣者交易，並非違法。所以，因為

製造商較容易取得豁免地位，故以維持轉售價格包庇卡特爾，經銷商會有

意願參與。第三，經銷商或亦會希望製造商參與其卡特爾計畫，因為在

Sylvania 原則之下，經銷商與製造商的限制合意將會以合理原則檢驗。例

如，經銷商卡特爾協議分割市場，使某經銷商在某地域具獨占者的地位。

                                                 
19 但不可因此即認定有製造商共謀存在。因為各別製造商使用垂直限制的原因可能為效率經銷、

使產品更具吸引力等因素，故僅有遍佈產業使用垂直限制之情況證據，不可據此對推論定有製造

商共謀存在。 
20 Four-Firm Concentration Ratio 係指，市場上前四大事業的市場占有率的總量。 
21 Herfindahl 係指，市場所有事業市場占有率平方的加總數。所以說，若市場上有十間市佔率

皆為百分之十之事業，Herfindahl 即為 1000。 
22 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17, at 447-448. 
23 See Herbert Hovenkamp, Vertical Restriction and Monopoly power, 64 B.U.L. Rev.521, 
529-531(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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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市場分割合意預料中將會違法。故乃與製造商約定，使製造商限制

下游經銷商銷售的地域，其效果有若水平市場分割一般。也可能經銷商卡

特爾不易被察覺，即可達成其目的。甚至，參與的製造商若為多數，單獨

的製造商可能並未具市場力量，則施以垂直地域限制將會被視為合法。不

過，也因為若與卡特爾約定的單一或數製造商無市場力量時，經銷商卡特

爾便會失敗之故。所以，參與卡特爾之製造商將會施用相似的限制與高市

場占有率，將是一重要的證明。 

此類限制幾乎被認定為違法而無太多爭議，故在此違法性並非學者關

心的重點。事實上，因為製造商與經銷商利益的反向關係、卡特爾的隱蔽

性、個案的稀少性等，故有認為此種現象並不常發生、且容易被察覺，故

並非競爭法所欲關心的重點。但亦有採反對說者，認為此種情形並非事實

上不存在，僅未被發覺而已。關於垂直限制與（製造商與經銷商）卡特爾

的關係，學者間素有爭論，此部分請詳見後文說明。 

五、經銷商專業化與差別取價 

為了服務某些顧客的特殊需求，製造商可能會指定某「專門經銷商」

(specialized dealer)，且限制其不許向「一般顧客」(regular customers)

銷售產品，或禁止「一般經銷商」(regular dealer)向「專門顧客」(special 

customers)銷售。因一般經銷商或許不適合為專業之銷售，或許為使得專

門經銷商具一定銷售量以達到最合適的「規模經濟」(scale economies)。

差別取價在此時即容易發生。專門經銷商將有較低的大盤價格使其能夠向

具需求彈性的顧客銷售，通常為大量的買方(bulk buyers)。故除非使用

顧客限制，該專門經銷商將會以其較低的大盤價格向一般顧客販售，搶奪

一般經銷商之營業。相同的，若因為一般經銷商的單位經銷成本較高而給

予較低的大盤價格，相同情形亦會產生24。故以故以顧客限制加諸經銷商

實有必要。 

六、排除對手競爭 

優勢地位的製造商會計畫利用垂直限制來限制對手尋找合適的下游

經銷商。此種排他的策略的成功取決於進入下游經銷商市場的高度障礙與

策略製造商的市場占有率。此外，以獨家交易安排或搭售來打擊競爭對手

通常較品牌內限制來的有效。亦即，製造商所關心的係，使其他品牌的製

造商在銷售其產品時增加其難度。獨家交易安排與搭售直接限制經銷商銷

售他廠牌之產品。垂直限制或許會使用來補償那些同意獨家交易的經銷

商。在此情形下，最好的方向即是分析獨家交易安排本身對競爭的影響25。 

                                                 
24 See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14, at 596. 
25 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17, at 44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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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差別取價 

若賣方能由一群顧客當中較他組顧客獲取較多的利潤時，差別取價即

會發生。申言之，若賣方能對不同顧客花費不同的成本索取相同價格、或

花費相同成本但索取不同價格時，差別取價即會發生26。事業能持續的為

差別取價行為必須其本身有一定的市場力量始可（假若低價銷售是可獲利

的，高價銷售所獲取的至少有一些獨占利益），否則，假若其無市場力量，

顧客即會轉向其他廠牌。更精確的說，對不利(disfavored)的購買者必須

擁有市場力量。 

差別取價在操作上最困難的是難以辨識與區分願意支付不同價格的

顧客族群。若賣方能辨識個別顧客的「保留價格」(reservation price)、

或願支付的最高價格，且能索取該價格時，「完全差別取價」(perfect price 

discrimination)即產生。但學者指出，實際上完全差別取價不曾發生。

首先，賣方不可能精準的辨識每個顧客對產品的評價。再者，差別取價計

畫將難以避免「套利行為」27。製造商使用地域與顧客限制即可部分有效

解決上述問題。舉例而言，假設製造商生產供醫院與餐廳用的消毒劑。因

為醫院對消毒劑很難找到替代品來取代，故其會願意支付較餐廳高的價

格。所以製造商即可利用此二種不同的消費者族群之特性，將其產品分銷

於二不同的經銷商，以便於差別取價。在此同時，賦予一經銷商專賣醫院

的權利，一專賣餐廳的權利。或者，由製造商本身擔任醫院經銷商的地位，

在餐廳經銷商部分在委由他人擔任。在此情形，因為不同族群的顧客與不

同的經銷商交易，故其不會知悉有其他不同族群顧客從他處購買相同產

品，顧客限制使得製造商得以區分顧客與避免套利行為28。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並非在所有市場使用垂直非價格限制皆為差別取

價的有利工具。首先，製造商須在某些市場（特定地域、顧客）具市場力

量。第二，必須利用地域或顧客等限制以利區隔市場（但並非皆可順利區

分）。相同的，並非所有垂直限制種類皆有利於差別取價。因為使用限制

的最主要目的係避免不同的顧客間為套利行為。是以，能將顧客區分，減

少其接觸應為較有效的方法，故採取「獨家地域安排」似較「主要責任區」

為佳。又，最終產出(final output)顧客若能輕易的越區經銷，故差別取

價將會受挫。是以，大地域通常較小地域來的好。最後，假若產品包裝

(package)能夠將受惠(favored)、不利(unfavored)的顧客區分，則垂直

顧客限制將為差別取價的有用工具29。 

                                                 
26 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23 , at 549. 
27 受到製造商優惠價格的購買者，若將該產品轉賣與非受優惠價格之購買者時，套利即發生，而

製造商的差別取價計畫也將受挫。 
28 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23 , at 550-553. 
29 See Id. at 553, 554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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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基於差別取價的理由，垂直限制是否即應被處罰？學者認為，如此

情形的垂直限制之效率幾乎難以衡量。差別取價時常會使得產出增加並其

幾乎不能排除對手。但同時，差別取價並非總是增加產出，且對管理者而

言可能是耗費成本的。持平且穩妥的說法係，單純僅有差別取價的存在並

不構成處罰該限制之理由30。另外，反差別取價的「羅賓遜-派特曼法」

(Robinson-Patman Act)，在製造商利用垂直地域或顧客限制為差別取價

時，事實上豁免了該法的責任。因為第一，許多由垂直限制便利的差別取

價並不涉及相同產品不同價格，反而，係涉及不同銷售相同的價格，即使

是某銷售的邊際成本較他銷售的為高。如此的行為並不違反該法，因其並

非直接為差別取價，僅能說其為「價格差異」(price differences)而已。

第二，即使有二種價格，藉由使用雙重經銷計畫亦可使製造商免除該法責

任。因該法需要二個不同的銷售。假若製造商自己經銷高價地域、高價顧

客，販售產品在低價地域的經銷商，該法的二個銷售要件將缺乏。第三，

製造商可使受惠、不利的經銷商不要相互競爭以避免該法責任。當製造商

銷售某經銷商高價格，他經銷商低價格時，將使該高價格經銷商於競爭上

有不利的地位。若該不利的經銷商提起訴訟，法院一致的認為，若原告不

能證明其與受惠經銷商相互競爭，即無法回復(recover)。而事實上，製

造商通常會很完整的區分市場，故經銷商相互競爭的情形將不會發生（如

獨家地域安排）3132。 

八、市場穿透 

地域限制可能會幫助密集的「市場滲透」(market penetration)。限

制某經銷商在一指定地域將會迫使其在該地深耕以獲取利潤，而非在其他

地域分散可能的銷售。而排除其他經銷商於其地域允許其可(1)生存，雖

然其地域對於最低的營運成本可能太小；(2)「剝削」那些能以低價服務

且願意支付全額定價的消費者。如此高獲利的交易—稱所謂的 cream，而

該限制即可避免其他經銷商之掠奪33。 

九、產品品質與安全(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 

當某產品在正常使用下，在品質上不符合或使用上不安全時，製造商

                                                 
30 附帶一提，在衡量差別取價者之市場力時，應特別注意者，應與一般的市場界定方式不同。因

法院通常將製造商的整體銷售區域視為單一市場，且使用市占率分析來確定是否被告在整體市場

擁有市場力量。不過假若分析的目的在於確定被告是否為差別取價行為，更為相關的問題應是，

被告施以垂直限制將某些地域、某群顧客區隔，在該地域、對該群顧客，被告是否有市場力量。

如此才能真正確定被告能否有力量為差別取價行為。See Id. at 549,550. 
31 See Id. at 554,555. 
32 關於美國法差別取價的規範、要件與執法情況之詳細說明，請參見吳秀明，獨占事業濫用市場

地位價格行為認定方法之研究，文收於《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公平交易委員會出版，

頁 48 至 58。 
33 See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14, at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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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對其應負責任。例如，專業的殺蟲劑可能不需任何使用上的指示與警

告，不過對家用者而卻屬必要。所以，製造商可能限制經銷商將專業包裝

之物品銷售與一般用戶。此外，顧客或地域限制有助於確定經銷商瞭解與

致力照料在其當地之顧客。如此經銷商可確使將陳舊（不新鮮）的產品收

回、使顧客瞭解如何使用產品、安全與產品須知實際到達顧客。此項優點

雖非每項產品皆能適用，不過卻能作為差別取價的理由之一34。 

十、促進進入市場(promote entry) 

某經銷商經營一項新產品或舊產品在新地區販售，或須有重大的投

資，如廣告、產品展示或其他刺激需求的活動。該經銷商為促銷該產品投

入所需的成本在收回前，勢必懼怕製造商再指定他經銷商而分奪其開創的

市場。因為新指定之經銷商，沒有負擔開發市場的成本，可將價格壓低至

原經銷商之成本下，搭原經銷商之便車。若無垂直限制，新的製造商可能

找不到有意願開創其產品市場的經銷商，如此造成有阻其進入市場的效

果。而使用垂直限制使得進入市場可能性增高，係有助競爭。此類限制可

能採行的方式為，管制製造商指定新經銷商，或限制其他經銷商之顧客、

地域的方式35。 

十一、促進品牌間競爭(promote interbrand competition) 

論者認為限制品牌間之競爭乃為強化品牌間之競爭之目的。這些主張

認為，理性的製造商會意識到若限制品牌內之競爭使經銷商間獲取超過有

效率經銷的利益時，即其利潤即會下滑。如此製造商便不會限制品牌內之

競爭，而會透過使其產品對消費者更具吸引力之方式，如增加經銷商之服

務。是以，因為製造商與經銷商的利益反向關係，製造商施以垂直限制若

無外力的干擾下，必定為自身最有利之方向36。 

十二、作為第二限制之補償(quid pro quo for second restraint) 

製造商或會因為希望經銷商接受第二限制，如搭售、獨家交易等，故

以限制品牌內競爭為交換條件37。以獨家交易為例，因為限制經銷商僅能

銷售某製造商之品牌產品，故若該品牌產品之品牌內競爭過於激烈時，可

能無法支持該獨家經銷商之經營。所以此時可能同時以地域限制來限制品

牌內競爭，以擔保該經銷商之一定經營。 

                                                 
34 Id. at 597. 
35 Id. 
36 Id. at 598. 
37 Id. at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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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作為經銷商維持存貨、投資的誘因 

有主張經銷限制製造經銷商儲存與促銷某品牌之誘因，如此限制亦可

確保經銷商維持不斷存貨的有效工具。因經銷商可能因為季節性需求、不

被預期的需求（新產品）、侵蝕經銷利潤的價格折扣而不願庫存某一品牌。

若某產品之需求係可因季節性的預測，則無庫存的問題。不過在需求無法

預測的情形下，經銷商可能不太情願去庫存貨物，但可透過垂直限制（如

促銷津貼、允諾購回為出售之存貨），製造商將承擔更多未成功促銷的風

險，經銷商因而更有意願庫存貨物38。 

製造商使用垂直限制（如獨家地域）之原因亦可能為吸引經銷商為實

質之投資，此也可能發生在加盟(franchise)39的情形。在加盟情形下可能

會有實質的效率，因為其創造所謂的資本風險，使加盟商必須致力追求整

體企業之利益、減少製造商監督的需求與成本。雖然大多數的垂直限制並

無提供重要的垂直整合利益，但某些可能與該利益相當接近。如各種的地

域限制提供重要的動機，使下游事業投資上游事業的營業並且參與促銷其

產品40。 

 

 

 

 

 

 

 

 

 

 

 

                                                 
38 See Lawrence A. Sullivan & Warren S. Grimes, The Law of Antitrust: An Integrated 

Handbook, 307 (2000). 
39 特許權、加盟權，係由公司或製造廠商給予經銷商或他人在一特定地區銷售或分銷其產品的特

權，以分享部分收益作為該特許權的報酬。在特許權或加盟權合約中，明訂授權人和加盟人的權

利義務，授權人必須對加盟人提供經營諮詢、協助促銷、資金融通及其他各種優惠措施；而加盟

人則須按銷售量或利潤之一定百分比支付授權做為權利金。 
40 See Lawrence A. Sullivan & Warren S. Grimes, supra note 38, at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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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品牌內垂直限制的經濟分析 

一、說明 

反托拉斯法的核心概念在於，當事業相互競爭時，藉由生產較好的

產品、更低廉的價格或其他服務以招攬顧客，以達到「消費者利益最大化」

(consumers benefit the most)之目的。不過，若事業間得以合意決定價

格、區分地域、顧客等排除競爭之手段，事業則失去上述競爭之誘因，最

終的結果為，價格上漲而品質降低41。上述現象在經濟學的看法是無效率

(non-efficiency)的，故為了維持效率，維護競爭的完整似乎是唯一手

段。然而，限制競爭手段在某些情形不必然會限制競爭之結果（即無效

率），反而會助長競爭。申言之，事業某些限制競爭之手段雖對部分競爭

雖有抑制，但以整體性來看，整體競爭反被其助長（即有效率）。而如何

去判斷係爭行為係有助競爭(procompetitive)、有效率的(efficient)，

或反競爭(anticompetitive)、無效率的(inefficient)，可說是競爭法之

核心問題。而經濟分析之功能，亦在決定係爭行為究屬有助競爭或反競

爭，為管制者提供一個合理性之基礎。亦即，若是一個反競爭行為，以維

護競爭機制的競爭法管制該行為即具有正當性與合理性；反之，若係爭行

為係有助競爭行為，競爭法即不應多加干涉。近年來，美國法院與聯邦的

執法機關多試圖利用經濟分析，以決定系爭限制是否合理，而此方式可說

是已蔚為潮流42。學者指出，若採純粹的經濟分析方式，反托拉斯法的目

的即成為財富或消費者滿足之混合體。近年來亦有不少案例係純粹的經濟

理由來解釋者43。本文於此先從經濟觀點出發，探討垂直限制可能產生的

影響。 

垂直限制向來被廣泛的運用在品牌產品的促進與銷售。不過在助長

下游經銷商銷售的同時，此限制往往會使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提升其價

格。對消費者所加諸之負載，是否為提供具有價值服務之誘因，而該服務

                                                 
41 雖然如此，在特定領域，認為限制競爭所帶來之社會利益較限制競爭所帶來的經濟損失時，限

制競爭即有合理性。舉例來說，為鼓勵創新，專利法允許發明者一定期間內有獨占的權利，可排

除他人與自己競爭。See Theodore L. Banks, supra note 1,at 1-20. 
42 有指出，至少近半個世紀，當美國最高法院在創設某反托拉斯法的原則時，相當的倚重經濟理

論分析系爭限制的影響。例如，Sylvania(1977)案即大量利用經濟分析來決定垂直非價格限制應

適用合理原則。又雖然法院形式上對轉售價格維持採當然違法的看法並未癈棄，惟卻相當限縮其

適用範圍，見前述之 Monsanto(1984)案。最後，最高法院在 State Oil(1997)案，廢棄將最高轉

售價格限制認為當然違法的見解，而採合理原則管制，亦使用經濟分析結果的明證。See Alan J. 

Meese, Price Theory and Vertical Restraints: A Misunderstand Relation, 45 UCLA L. Rev. 
143, 145 148-159 (1997). 並且，若個案系爭限制若有助競爭的同時，縱使系爭限制落入傳統

當然違法之範疇時，法院並不當然的加以適用。如 Schwinn(1967)案對於垂直非價格限制認當然

違法，惟下級法院認為系爭限制係有助競爭時，並不遵守最高法院所創設的 Schwinn 原則，是以

創造諸多 Schwinn 例外（詳見後述）。故本文稱此為潮流，似不為過。 
43 See Theodore L. Banks, supra note 1, at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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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提供明顯超過任何競爭之損害，並未有定論。我們從幾個方面即可發現

管制垂直限制法律具爭議性之性格。以美國法為例，美國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於 1985 年發布垂直限制指導原則(Vertical Restrainr 

Guideline，VRG)，以作為初步判斷垂直限制合法性之準繩44。不過該準則

於 1993 年即遭撤銷。又，美國最高法院從 1963 年至 1977 年間，對於垂

直非價格限制的三個判決中，在 White Motor(1963)案對垂直非價格限制

拒絕設置評斷準則，但其後的 Schwinn(1967)案採當然違法的標準45，最後

於 Sylvania(1977)案，揚棄當然違法原則作為衡量標準而改採合理原則
46。雖然對於垂直非價格限制至目前為止，皆以合理原則作為審查基準，

甚少爭議47。但吾等從此些轉變的過程，即可發覺垂直限制對於競爭的優

劣影響，實具爭議性。到目前為止，應以「何種合理原則」來衡量垂直限

制亦難有最終解答。 

就美國法院而言，大致上採用的經濟觀點基本上對於垂直限制的看

法有二個主要見解，相當的分歧。一為注重消費者福祉與競爭效率的「芝

加哥學派」(Chocago School)，此派見解認為垂直限制通常且幾乎是有效

率、保護消費者的，故垂直限制多為合法，法無管制必要；另一反對見解

稱「平民論者」(Populist)，其主張垂直限制係干涉經銷商的獨立判斷，

法院應回歸以往對於垂直限制的嚴格管制態度，顯然對垂直限制採取較為

敵視的態度。不過就事實言，近二十幾年來有關於垂直限制判決，芝加哥

學派的見解顯較美國法院接受，而對垂直限制由以往認為其無效率、反競

爭的嚴格認定，至現今有效率、有助競爭的寬容態度48。芝加哥學派顯然

大獲全勝4950。反之，平民論者的見解較為傳統實務所支持，現今的影響力

                                                 
44 司法部發佈此準則作為其執行反托拉斯案件政策的參考。該政策相當尊重垂直限制，認為垂直

限制除非係用作便利共謀(facilitate collusion)或損害對手外，垂直限制係可被接受的競爭手

段。 
45 值得注意的是，在 Schwinn 案，法院並無探究經銷限制是否對競爭有正面的影響，反而採取非

常奇異的準則（以所有權移轉與否判斷限制的合法性），經濟分析並無受到重視。 
46 在 Sylvania 案的判決中運用相當多的經濟分析，為了判斷系爭限制的合法性，法院認為必須

衡量視系爭限制對品牌內與品牌間競爭所產生的影響程度而定。詳見後述。 
47 也因為垂直限制對於競爭相同存在正反二面的評價，故採合理原則以較具彈性的方式個案的檢

驗系爭限制的合法性，似為較佳的管制措施。 
48 自從 Bork 法官援引經濟分析理論來合理化垂直限制之時起，垂直限制即逐漸開始受到接受。

See William S. Comanor, Vertical Market Restriction, and the New Antitrust Policy, 98 

Harv. L. Rev. 983 (1985).關於 Bork 的見解，詳後文說明。 
49 如法院不再推定搭售係反競爭、在高度集中的市場合併有時或會被許可、且對垂直整合作有利

的認定等。在 Jefferson Parish Hosp. Dist. No. 2 v. Hyde, 466 U.S. 2 (1984)案，美國最

高法院認為，原告必須證明賣方(seller)對搭售產品(tying product)具有市場力量，始能適用

當然違法原則。 See Alan J. Meese, supra note 42, at 147. 
50 以近幾十年美國的反托拉司法主管機關對垂直限制的角度觀察。雷根政府(Reagan 

Administrtion)可說是芝加哥學派最輝煌的時期。雷根政府關於反托拉斯法的政策傾向減低政府

之管制，認為執行案件係為經濟上的浪費且對商業活動予以不必要的負擔(tax)。從 1981 至 1988

年間，自雷根政府任命官員成為的反托拉斯法部與 FTC 的領導地位後，關於垂直限制主管機關即

無發佈任何的控訴(complaint)與命令(consent order)。且在 1985 年，由司法部發佈對垂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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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以前。本文認為有必要對影響至大的芝加哥學派作較多的闡述。故本

文在篇幅安排上，先就位居主流的芝加哥學派加以詳論，而對其說明也有

較多著墨。至於，一些反對的學說，則至於其後說明，再一併探討其優劣。 

二、芝加哥學派的觀點 

（一）基本立場 

芝加哥學派認為「效率」係反托拉斯法所追求的唯一目標，而維護效

率與消費者福祉似乎是一體兩之事。故反托拉斯法所追求的目標即係「效

率」與「消費者福祉」。是以，一旦系爭限制所顯現出有效率的結果，其

即可被認為係有助競爭而合法。傳統法院將限制歸類為當然違法之種類，

在芝加哥學派的觀點中，並非考量的重點。其多認為應實際的探究該類限

制對競爭的影響程度而定，除非負面影響顯然超過其補償的(redeeming)

正面影響（如卡特爾），否則應認為應以合理原則來檢視該限制之合法性，

甚至，以當然合法視之。芝加哥學派如前所述，對美國法院產生的影響實

不容小覷，尤其在垂直限制方面，今美國最高法院能以較寬容的態度衡量

垂直限制的合法性，芝加哥學派居功厥偉，應無置疑51。 

以垂直限制言，芝加哥學派傾向從製造商之立場來檢視垂直限制。其

認為製造商與消費者的利益方向相同52。故若製造商基於本身的利益，理

性、獨立、自願的選擇施以垂直限制，亦相同的對消費者有利。是以，芝

加哥學派認為垂直限制幾乎是不反競爭的，故競爭法不應嚴格的管制。其

以強調垂直限制之利益與以法律管制之成本，作為採「不干涉主義」

                                                                                                                                            
制相當善意的準則，以作為管制垂直限制的規範。其後，該準則在柯林頓政府(Cliton)於 1993

年將其廢棄，不過卻不能認為柯林頓政府是對垂直限制較存有敵意的。只是說，其已認知垂直限

制在某種情形的有助競爭性，惟其希望以較中立的態度來管制垂直限制而已。See William E. 

Kovacic, Reagan`s Judicial Appointees and Antitrust in the 1990s, 60 Fordham L. Rev. 
49, 65 (1991): David A. Balto, Antitrust Enforcement in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9 
Cornell J. L. & Pub. Pol`y 61, 62-63 95-96 (1999).另外關於美國反托拉斯法主管機關執法

的簡要概述，可參照 William J. Baer & David A. Balto, Do Politics Corrupt Antitrust 
Enfrocement? The Politics of Federal Antitrust Enforcement, 23 Harv. J. L. & Pub. Pol`y 
111, 120-28 (1999). 
51 雖然芝加哥在最低價格維持（RPM）方面並未竟全功，不過如前所述，最高法院對於價格限制

採嚴格認定，限縮當然違法的適用情形（如 Monsanto、Business Electronics 案），亦受芝加哥

學派的影響甚深。有學者甚至認為，法院對價格限制定義之限縮，致使事實上幾乎無法證明該合

意存在。See Marina Lao, Tortious Interference and the Federal Antitrust Law of Vertical 
Restraints, 83 Iowa L. Rev. 35, 36-37 (1997). 
52 芝加哥學派之思想前提在於，製造商將會採取保護消費者利益態度。若允許下游經銷商索取
較高價格（零售價格）將會降低消費者需求，對欲使其銷售最大之製造商而言（不論大盤價格多
少），將無利益。假使製造商默許下游之高價格，必定因為該漲價作為行銷服務的提供之支付，
但該服務必須為消費者所重視(value)。是以，製造商與消費者的利害關係應屬一致。因為以理
性、追求最大利潤的製造商而言，若施以垂直限制使得價格上升，消費者需求減少的話，其將不
願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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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ssez-faire)主張53。亦即，事業可以自由選擇其認為最適合之經銷手

段，除非該限制明顯致使產出(output)減少且造成社會經濟資源不當分配

的結果。當然，芝加哥學派幾乎否認此種情形發生的可能性。某些論者甚

至主張，垂直限制與「內部的垂直擴張」(internal vertical expansion)

並無不同54，故垂直限制應被認為係「當然合法」(per se legal)。除非

某事業係為獨占且其手段用以排除其他競爭者，否則垂直限制皆為有效率

與有助益於消費者。總之，芝加哥學派認為效率為競爭法所追求的最高目

標，其認為僅要是自願採用垂直限制，皆可以效率作為其解釋55。 

（二）芝加哥學派下的製造商施用動機 

芝加哥學派認為，理性製造商施用垂直限制定為增加產出，雖然可能

導致產品價格提高，但此結果與保護消費者福祉相符。一些學者更據此邏

輯進一步推論，事實上若使用垂直限制的結果係增加產出(outputs)時，

該限制即應被推定為有助競爭。因為較高的產出顯示出，即使有較高的價

格，該附加的服務仍為消費者所重視56。對資源的分配言，應屬有效率的

方式。另外，Bork 認為，經銷商間為製造商不欲為的水平合意（經銷商卡

特爾），幾乎是確定的傾向限制產出以獲取「獨占利益」(monopoly gains)。

若系爭限制可增加效率，製造商本身不但喜愛且定會使用。所以當製造商

希望(wish)施以限制時（不論何種限制），因其動機不可能係限制產出，

因此，僅可能係「經銷效率」(efficient distribution)的創造（即減低

經銷成本）。所以，製造商施用垂直限制的動機應為法律所尊重57。 

                                                 
53 總體言，芝加哥學派對反托拉法的執行係採「極簡主義」(minimalist policy)。針對垂直限

制，芝加哥學派更為激進。多數芝加哥學派學者更主張，除個案被告擁有市場力量外，事實上

(defacto)幾乎所有的垂直限制皆為合法。此即「事實上當然合法」(defacto per se legality)

的概念。申言之，雖然垂直限制仍為合理原則與當然違法二原則所審查。惟因為芝加哥學派認為

垂直限制為推定對消費者有益，並非每件個案皆需為詳查事實，故主張以門檻來作為排除個案審

查的方法。而此主張被法院所接受，許多法院採取最多的過濾方法即為市場力量審查，即個案被

告之品牌間市場占有率不足一定成數者，訴訟即會被駁回（系爭限制即合法）。其理由為，被告

若無市場力量並不可能對競爭造成任何損害，縱使其採取者係反競爭手段亦同，因消費者將會轉

換他牌作為懲罰。在市場力量的審查下，甚少被告會通過審查門檻。故所謂事實上的當然合法即

是指如此情形。See Marina Lao, supra note 51, at 36 48-49. 
54 製造商施以經銷商垂直地域、顧客限制，亦可達成與垂直整合的相似效果。此以契約整合之方

式，並無需負擔併購所必要之投資。且能將大部分經營風險移轉予經銷商。See Louis B. Schwarts 

& John J. Flynn & Harry First, Free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titrust, 

p630 (1983). 
55 See Robert L. Steiner,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Collusion among Firms at 
Successive Stages, in Post-Chicago developments in antitrust law 296 (2002). 
56 See Lawrence A. Sullivan & Warren S. Grimes, supra note 38, at 292. 
57 Robert H. Bork, The Antitrust Paradox: A Policy at War with Itself, 289 (1978).Bork

認為製造商僅會在有獲利時，始會使用垂直限制。故該限制必然係能增加效率、有助競爭。Bork

為此主張的創始者，而此見解亦廣為學者所接受。甚至，其見解對實務界亦產生相當影響，如在

Monsanto 案，司法部的起訴狀(brief)認為，系爭垂直限制係有助競爭，即為一例。See William 

S. Comanor, Vertical Arrangement and Antitrust Analysis, 62 N.Y.U.L. Rev. 1153, 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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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學派亦認為，垂直限制可銷除品牌內競爭而強化品牌之銷售，

將會促進數製造商間之競爭（品牌間競爭）。申言之，製造商縱然對其下

游經銷商施以限制，但此限制施行的結果卻不會銷除製造商任何的競爭對

手。所以說系爭限制並會不使得製造商增加市場力量而去限制整體產出

（因某製造商一旦限制其產出，消費者將轉向他牌產品，該製造商並不會

因此順遂其提高價格的期待）。且 Bork 認為，不論製造商的市占率為何（一

或一百），上述推論皆為正確。因假若製造商有相當的市場力量減少產出

時，其會直接運用其力量且獲取獨占利潤。故根本不需要對下游經銷商施

以任何限制58。也因為，可以說競爭法所關心的係品牌間競爭，既然品牌

間競爭無為垂直限制所抑制，而係被助長。故若真如芝加哥學派言，垂直

限制皆會激勵、助長品牌間競爭，則垂直限制應為合法無疑。 

或許有人會質疑，製造商使用垂直限制的動機是否僅為了予經銷商限

制產出的力量？Bork 認為，此情況並不可能，故無庸深究。因不會有製造

商施用垂直限制係為了使其經銷商獲取超越競爭報酬(competitive 

return)的利益。因為經銷商超出的利潤(extra return)必須從其取出，

亦即，在不能增加經銷價格的情況下（因一增加消費者可能轉換他品牌），

經銷商與製造商的利潤有著消長關係。從而可推論，製造商並不會為此目

的59。法官 Posner 亦採相同見解，其認為，製造商賣予經銷商與經銷商賣

予消費者之價差即是製造商的「經銷成本」(cost of distribution)，而

任何賣方（包括獨占事業在內）都希望此將種成本降至最低。亦即，較高

的經銷價格降低其產品的需求也因此降低其利潤，故製造商為了降低其產

品之「零售價格」(retail price)，應激勵而非限制經銷商間之競爭才是
60。 

又，製造商或許會藉由保證其經銷商較高的獲利來確保其「經銷商之

忠誠」(loyalty and honesty)，使經銷商更有意願來促銷其品牌產品。

尤其，該產品的性質係著重促銷服務（如汽車）、銷售員之建議（如電器）

者，該產品的販賣地點在複數品牌、複數產品的經消失時，更有此需求。

相對的，因為經銷商因不忠誠而被終止經銷將導致嚴重的損失則會較嚴重
61。 

                                                                                                                                            
(1987).有關 Monsanto 案的說明，詳見前文。 
58 Robert H. Bork, supra note 57, at 290. 
59 See Id. 
60 See Richard A. Posner, Antitrust Law, 2nd ed., 171 (2000).  
61 垂直限制可作為經銷商利潤的保障與經銷契約的執行，尤其在售後服務與「泛經銷間之服務」

(inter-dealer services)之情形更為重要。例如，由某經銷商販售的產品可能希望他經銷商為

事後維修之工作或提供必須的資訊。而垂直限制可用來建立此一機制，藉由終止經銷的方式來強

迫經銷商履行該約定經銷契約。在製造商與經銷商之契約可適用在全部範圍之產品且製造商可藉

此希望其經銷商應提供如何服務。製造商可以終止經銷或其他有強制性之手段（如減少獲利產品

的供應）來迫使經銷商履行契約。不過僅有在製造商之產品係可獲利的，該強制手段始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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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牌內垂直限制極少反競爭 

承上說明，芝加哥學派認為垂直限制幾乎係有助競爭，僅在少數情

形始有反競爭之情形。即因卡特爾施用垂直限制的情形。而有關垂直限制

之卡特爾，又可區分為製造商卡特爾與經銷商卡特爾。 

首先，若產業中多數位居上游的製造商同時使用垂直限制，即有共

謀傾向之可能性，便利(facilitate)製造商卡特爾。製造商們一旦控制經

銷商之競爭，經銷商的資訊較公開容易偵探，故其一旦有折扣行為時，製

造商便難以向卡特爾成員說明。也因為如此，卡特爾能輕易的得知何位成

員有欺騙的行為，能即時的給予懲罰，卡特爾的運作也能更加的鞏固與順

利。再者，產業中廣泛的使用垂直限制也可能是因為下游經銷商之要求而

來，因為製造商位居上游角色，較容易監視(monitor)各下游成員，故若

下游事業要成立卡特爾，可要求共同製造商使用垂直限制減少經銷商間之

競爭而獲取卡特爾之利益62。 

雖施用垂直限制的原因有可能係因卡特爾之要求，惟不論係製造

商、經銷商卡特爾，若在特定產業中無廣泛的使用相同、相似的垂直限制，

卡特爾甚難獲取獨占利益。故芝加哥學派主張，若產業中無廣泛（少量的

或不足支持上下游事業之卡特爾）的使用垂直限制，該限制便不會有產生

共謀之傾向，而可認定該垂直限制是有助競爭的（合法）。甚至，更有論

者以為為便利卡特爾而施以垂直限制之情形，根本不可能發生（或極少），

而主張所有的垂直限制皆為有效率、有助競爭與合法63。 

（四）小結 

                                                                                                                                            
此即衍生一個的難題，因為若經銷商彼此間競爭激烈，經銷商獲得的僅是一個「競爭性報酬率」

(competitive rate of return)。所以在該產品市場相當競爭時，某一經銷商獲取的利益便不會

超過競爭性報酬率，那麼若製造商終止其經銷其損失並不大。經銷商能輕易的找到其他產品以替

代。然而，若經銷商以投入之投資成本，因該成本不能撤回，一轉換經銷他產品即有損失，而此

情形經銷商較有遵循經銷契約之誘因。但如果經銷商係個小型零售業者，如此的投資並不充足。 

垂直價格與垂直非價格限制的使用，使得經銷商間不為品牌內之競爭，因此可確保經銷商獲

取「積極的利益」(positive profits)。如此一來，一旦經銷商被終止經銷，其成本之損失即會

相當可觀，故其便有強烈的誘因去遵守與製造商協議。此理論可適用多數的產品。但有仍限制，

因為僅有在有顯著的產品差異或製造商有非常大的市佔率，垂直限制始能使經銷商有充足的獲

利。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17, at 455-456. 
62 See Stephen F. Ross, Principles of Antitrust Law, 225 (1993). 
63 如學者 Bork 認為事實上垂直限制「不可能」為卡特爾獲取獨占利益的工具。理由見文後說明。

Hovenkamp 亦認為垂直限制甚少(seldom)用來便利經銷商卡特爾。其指出，經銷商的水平共謀一

旦被發覺時即應被非難。一旦被證實存在，垂直限制即可有可無。但 Hovenkamp 認為，比較起經

銷商共謀，垂直限制稍有可能便利製造商之卡特爾。與芝加哥學派的觀點有些許差異。See 

Herbert Hovenkamp,supra note 23, at 527.惟 Areeda 認為垂直限制便利卡特爾的情形並非不

可能，只是許多未察覺或難以察覺而已，並非實際不存在。關於 Areeda 的論點，詳見後文說明。

此部分為垂直限制問題的一大爭議，本文擬於文後再予詳述。惟值得注意的是，縱然係芝加哥學

派，亦不見得對垂直限制有助共謀的可能性皆採 Bork 完全否定的看法。 



第四章 品牌內垂直限制的經濟考量               論品牌內垂直非價格限制-以美國法為中心                 

 78

由上述，既然認為垂直限制並不會造成限制產出的結果，芝加哥學派

即認為，必須要承認其為創造效率的方法。而其最明顯的係在，其可使經

銷商增加銷售與服務64。芝加哥學派認為，藉由收取可能高的價格且確保

最有效率的經銷系統確實履行，製造商可使其利潤最大化。所以，一旦製

造商售予經銷商的「大盤價格」(wholesale price)為確定的，製造商即

希望經銷商售予消費者之「零售價格」(retail price)越低越好。因為按

照需求法則，原則上產品價格越低，其需求量越大，同時製造商之利潤也

隨之增多。甚至，某些芝加哥學派學者認為，縱使製造商具有相當的市場

力量，垂直限制亦應合法65。若依其見解，事實上幾乎無垂直限制係屬違

法，除非能證明其有便利卡特爾的功用。 

芝加哥學派理論，以製造商、經銷商的反向利益關係之說理，似未足

以圓滿說明製造商施用垂直限制之合理性。其後，隨著「搭便車理論」

(free-riding theory)的問世，認為垂直限制可使得經銷商為更有效率的

競爭，銷除經銷商間的搭便車問題，再為強化製造商施用垂直限制的合理

性與合法性。而搭便車理論，更成為芝加哥學派理論的一大支柱。縱使不

完全支持芝加哥學派的學者，亦同意垂直限制能某程度的解決搭便車問

題。關於搭便車理論，需說明者較多，故本文以文後再予詳述。 

    最後以下述言論，或可道破為何芝加哥學派總是認為垂直限制係有效

率。「垂直關係事業間互補而非競爭之事實，已可明確的將垂直限制與水

平限制作區分。競爭者間很自然的會以形成共謀或驅逐他競爭者為減少彼

此產出的方式。故反托拉斯法理所當然的對水平的限制競爭行為產生懷

疑。相對的，具垂直關係之事業的成功將取決於他事業之效率。每個皆欲

增加產出與降低他方的價格。故很明顯的，當事事業施以垂直限制之利益

通常並非與消費者利益相對，而係相同方向66。」 

三、搭便車問題 

（一）產品促銷與搭便車問題 

在行銷學定義下，「促銷」(sales promotion)係指，在預定的有限期

間內，藉由媒體與非媒體的行銷力量，針對消費者、零售商或經銷商，來

促使其試用、增加需求、或改善產品的可及性67。簡單的說，促銷的目的

是讓消費者對產品的優點能有更深入認識與瞭解，並將適當的價格傳送給

                                                 
64 See Robert H. Bork, supra note 57, at 290. 
65 如 Bork、Posner 等，See Robert H. Bork, Id. at 288 ; Richard A. Posner, The Next Step 
in the Antitrust Treatment of Restricted Distribution: Per Se Legality, 48 U. Chi. L. 
Rev. 6, 22-23 (1981).轉引自 Alan J. Meese, supra note 42, at 163. 
66 See Robert L. supra note 55, at 296. 
67 葉日武，前揭書，頁 642。但應注意的是，促銷的定義在各行銷學的教科書並不完全相同，惟

表明製造商之意向則為一致，故無礙在此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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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或經銷商，再利用人員銷售，或運用廣告的大量推銷，來擴展潛在

顧客銷售範圍。並設法刺激或喚起消費者需求，說服或提醒消費者購買，

以拓展市場並能增進銷售6869。 

在許多情形下，某製造商之品牌產品若要在特定地區作最有力、有效

率的競爭，需視經銷商是否致力於廣告推廣或其他之促銷活動，甚至提供

所謂「銷售點」(point of sale)服務而定，如提供展示地點(showroom)

以吸引消費者、提供應有之資訊、高品質維修服務之提供與專業的銷售人

員等等。不過，依照芝加哥學派的看法，經銷商將不會投資其資金在廣告、

促銷、展示館等行為，假若其知悉他經銷將會巧取該服務的利益而無庸支

付費用。亦即，每個經銷商皆懼怕被他經銷商「搭便車」(free riding)，

故在某些情形下，經銷商可能不願意花費太多心力在促銷個別之產品上。

申言之，那些提供資訊、展示館等售前服務之廠商，因為其銷貨成本提高

（指提供地點展示產品、備足專業銷貨人員等有關促銷產品的必要支

出），此成本隨即反應到產品價格上，銷貨價格自然提高。不過，對一個

沒有提供任何或較少資訊、服務的經銷商（即搭便車者）而言，因為其銷

貨成本較低，當然可以提供較低廉的價格。從而理性、價格敏感的消費者，

會先向提供較多服務的經銷商之銷售點得知該產品的相關資訊，但卻會向

提供較低廉價格的經銷商購買。而提供服務之經銷商即被未提供服務經銷

商搭便車。因為在此現象下，提供服務的經銷商並不會因其提供較多、較

好的服務而吸引消費者向其購買，將減低經銷商繼續提供促銷產品與服務

之誘因。若經銷商降低服務水準，可能使得製造商的產品在市場上無法與

他品牌競爭或削弱其競爭力。在極端的情形下，若所有下游經銷商都不願

促銷特定品牌產品、不願提供該品牌產品任何服務，想必該品牌產品之銷

售將產生重大打擊，最終影響到製造商之利益70。 

不過，並非所有情形皆會可能發生有損害的搭便車情事。舉例來說，

                                                 
68 劉玉琰，前揭書，頁 476。 
69 當新進或未建立穩固品牌的製造商特別會有此問題。新進或未穩固的品牌製造商很難維持相當

利潤，使經銷商促銷其產品。即使有某些廠商會進貨，或許不會積極、實地的為促銷。為了解決

此問題，希望促銷其產品的製造商，將有意願去建立與維持一可信賴的經銷商網路(dealer 

network)，而其可能選擇以下幾種方式：(1)打價格戰（低價策略可使經銷商易於經營該產品，

且使其能獲得誘人之利潤）；(2)建立製造商贊助之廣告建立消費者的品牌忠誠；(3)將製造商之

銷售員至經銷商處實施促銷服務；(4)製造商提供經銷商未售出產品之買回，減低經銷商經營該

產品之風險；(5)使用促銷津貼以獎勵經銷商之促銷服務，包括地區廣告、實地展示等；(6)建立

經銷限制確保經銷商對銷售其產品之高利潤；(7)建立經銷商的授權網路；(8)購買下游的經銷商

（即垂直整合）。而事實上，廣泛使用的垂直限制即暗示著其為相當有效的促銷工具。See 

Lawrence A. Sullivan & Warren S. Grimes, supra note 38, at 304-305. 
70 尤其是該產品在銷售前，消費者特別注意其相關資訊時，最為明顯，如汽車。很難想像消費者

對某一廠牌之汽車沒有任何資訊（如外觀、性能、試乘經驗等），亦會購買。所以，下游經銷商

提供必須的促銷行為對製造商而言可能關係甚大（畢竟製造商的利潤取決於實際被終端消費者購

買之數量）。故某製造商為了使自身較他廠牌製造商更具競爭力，其必須創設一「機制」以提供

潛在顧客試乘與其他重要之資訊。而垂直限制則是建立此一機制的一個常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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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銷商無提供重要意義的服務（如藥局賣牙膏）、轉向他經銷商購買之

消費者並無法將利用該經銷商提供之服務（如商店營造高貴的氣氛）、需

單獨支付的服務（如售後服務）、該服務不是為特殊品牌提供，而係廣泛

的產品所支持（如高級的百貨公司）、服務能有效的由製造商所提供（如

廣告），或有足夠的數量的消費者願意向接受服務的經銷商處購買等，搭

便車問題或許並不嚴重71。 

（二）搭便車問題之解決 

因為上述搭便車問題，將會導致無效率的結果（因為搭便車者並非以

增加效率的手段為競爭，且會導致有效率經銷商降低服務甚至退出市場的

結果）。故為解決此問題，以製造商多以垂直限制方式減低下游經銷商之

競爭，防止搭便車問題，使提供完整服務之經銷商不會因此躊躇而有意願

促銷該品牌產品。而此似乎是較有效率的方式，為大多數論者所認同72。

以下就垂直價格限制與垂直非價格限制，分別說明如下73： 

（一）垂直價格限制(vertical price restriction) 

垂直價格限制通常以維持下游的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RPM)為方式。若製造商限制下游經銷商的轉售價格，那麼

提供完整服務的經銷商即無庸顧慮搭便車的問題，而將致力於品牌的促銷

活動。因為沒有其他的經銷商會因為本身提供較少服務減低銷貨成本而降

低價格，搶奪提供完整服務經銷商之潛在顧客。當然，以消費者的角度言，

既然經銷商所提供之價格係為一致，其會較願意向提供完整服務的經銷處

購買。如此一來，價格即非下游經銷商所競爭者，而係所提供之服務成為

競爭之焦點，即由價格競爭轉為服務競爭。經銷商間之服務因此提升，至

「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s)等於該「維持價格」(maintained price)。

他們將獲取「競爭比率的報酬」(competitive rate of return)，而製造

商將因此獲得其認為能夠最佳行銷其產品之服務74。 

（二）垂直非價格限制(vertical nonprice restriction) 

                                                 
71 See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14, at 594.所以，有認為在無

搭便車情形下使用垂直限制，即有違法嫌疑。惟以芝加哥學派的見解，縱無搭便車情形，由製造

商與經銷商的利益反向關係，亦可推論出垂直限制係有效率、有益消費者的，並無需借助搭便車

理論。本文認為，搭便車理論僅是在一般垂直限制的場合，提供令人信服的依據之一而已，但不

可說斷言若製造商若無搭便車情事使用垂直限制即違法。因畢竟，垂直限制施用的原因甚多，且

多數皆係有助競爭之故。 
72 在有關垂直限制的搭便車理論發展後，不少學者相信，除了共謀之外，該理論能完全解釋所有

垂直限制的使用。不過，亦有學者採不同意見，認為垂直限制無法有效的處理所有搭便車的問題，

詳見後述。不過，若說垂直限制係一製造商用來解決搭便車問題的普遍有效方式，應不為過。 
73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17, at 450. 
7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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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美國法院，仍對 RPM 採取當然違法的見解。因此違法性問題，實

際上製造商可能不用限制轉售價格方法，而選擇所謂的垂直非價格限制，

如地域限制，來規避法的管制，但亦可達到相同目的。例如，其可賦予某

一經銷商在某一區域內有獨家販售權，使其他經銷商並不能與其競爭。在

此情形下製造商可以和經銷商約定經銷商必須達到一定程度的服務品

質。而經銷商因無庸擔心搭便車之問題也可能願意促銷該產品。因在該地

區因為僅有一經銷商，無品牌內之競爭存在，經銷商願意提供更佳的銷售

服務，使製造商產品在品牌間則更具競爭力。或者，在某地區雖指定數經

銷商，但約定各經銷商必須達到一定程度的銷售服務，否則即會被終止經

銷。 

    附帶一提，搭便車問題也適用於產品廣告上。假設某地區有五間經銷

商，其中某一間為產品作廣告則有利於該產品的銷售，而此利益也會歸於

全部五家經銷商。如果只能提升百分之二十的銷售，則無經銷商會願意去

廣告。反而，打廣告的經銷商可能因為其他無打廣告之經銷商削價競爭而

降低銷售。面對此問題有幾種方法可資解決，一是經銷商間聯合廣告；二

是製造商自身為廣告，再將成本轉嫁給下游經銷商；三是使用獨家地域條

款，使得該地區僅有一經銷商，則廣告之全部利益則歸屬於該經銷商，經

銷商也願意致力於產品的廣告，使該品牌產品更具競爭力75。 

（三）搭便車理論之經濟分析 

在搭便車理論下，製造商使用轉售價格限制與地域限制乃為增加而並

非減少產出之機制(mechanism)。又，在製造商施以垂直限制的同時，雖

增加成本，但其也預想消費者將會較重視提供銷售點資訊與服務。故整體

而言，應係有效率的手段，應可認為有助競爭。不過，垂直限制在某些方

面並不能完全解決搭便車問題。又，搭便車理論對於消費者福祉方面，仍

有侵害之疑慮，故並非全無不同意見。詳見下述。 

（四）搭便車理論之缺失 

自從搭便車理論的出現，有些學者認為，搭便車理論幾乎能解決所有

垂直限制的問題。惟亦有認為有時垂直限制並不能完全解決搭便車之問題
76。舉例而言，某製造商維持轉售價格條款，A經銷商提供完整的銷貨資訊

予顧客，理論上，若各經銷商的價格一致，則不會有搭便車的現象產生。

實則不然，搭便車的現象仍可能會發生。因為仍會有經銷商不從事服務上

的競爭，而係提供「其他」優惠與顧客以吸引其購買，如提供贈品、延長

保證期間、免費運送等。如此，顧客在提供完整服務的經銷處取的所必需

                                                 
75 Id. at 451. 
76 See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14, at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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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後，再向提供「其他」優惠的經銷商處購買，搭便車的現象即發生。

然而，搭便車的問題在每個產品市場的程度不一。因此「產品的特性」(the 

nature of the product)可幫助法院決定，某垂直限制是否用來對抗搭便

車問題，抑或因為其他理由（如出於卡特爾、差別取價）。 

首先，在「特別品牌的產品」(brand-specific product)搭便車問題

最為嚴重，因為顧客能區分清楚品牌且關心其購買之品牌。例如，某汽車

顧客需試乘經驗以決定購買何種廠牌之汽車。所以，銷售點服務乃係不可

或缺，為避免搭便車問題，使用垂直限制似有其合理性考量。但在「代替

物」(fungible product)市場，銷售點服務通常不重要。所以，在代替物

產品市場使用垂直限制的合理性應該採較為懷疑的立場。惟仍應檢視相關

事實而定，並非僅要無搭便車情事即違法，應屬確論77。 

第二，在「技術上複雜」(technically complex)或在「新產品」(new 

product)等顧客教育尤其重要的(where customer educa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市場，搭便車問題會較為嚴重。例如，雖然牙

膏有數種廠牌各有不同，但要許多顧客有足夠的知識來評價其優點是不可

能的事。不過，個人電腦卻不同，故應有不同評價。 

然而，上述第二點卻不能過度強調。因有時相當簡單的商品也非常容

易受到搭便車問題的困擾。例如，某人去百貨公司看壁紙(wallpaper)是

否合適，然後再向提供較多折扣的「郵購商」(mail order seller)購買。

在上述情形，僅要是顧客有獲取相關資訊（外觀、感受、效果）的需要時，

變會製造搭便車的機會78。 

四、品牌內垂直限制的反對意見 

（一）說明 

    芝加哥學派將效率視為反托拉斯法的唯一目標，惟「傳統主義者」

(tradictionalist)79認為除了效率外，其他「社會價值」(social value)

                                                 
77 此可能產生的問題是，假若垂直限制不確保銷除搭便車問題，製造商為何使用？其實，縱不能

解決搭便車問題，垂直限制亦可能有正當考量。學者指出，垂直限制可獲得經銷商之忠誠，而此

忠誠將會反應在經銷商決定如何經營品牌，如更佳展示位置、提供銷售人員建議顧客。故垂直限

制對任何上游賣方皆有吸引力，特別是弱勢品牌(weak brands)的情形。此外，垂直限制可移轉

促銷之風險與成本負擔給經銷商（結果為經銷商再轉嫁給消費者）。例如，製造商並無能力降低

價格予經銷商，但藉由擔保經銷商能獲得更高利潤之方式，或能吸引經銷商對銷售該產品能付出

更大的努力，而經銷商較高的價格（包括促銷成本）再由消費者負擔。製造商對於未建立品牌的

促銷成本可能相當可觀。尤其對小公司而言，因缺乏資金奧援，垂直限制或許係支持其促銷的唯

一且可能的選擇。某資金缺乏(capital-starved)的市場進入者能使用垂直限制將些許的促銷風

險予經銷商，使其對該新產品實際上為共同行銷。在此情形下，該限制的反競爭危險即非常低。 
78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17, at 453. 
79 不論是學說上歸類為何種學派、主義，本文於此僅欲表示各種反對芝加哥學派的見解而已，故

為便利行文，乃統一將此反對聲音稱作傳統主義、學說，並不再區分該見解為何種學派所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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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為反托拉斯法所追求的目標，如市場參與者之公平性、消費者選擇的

多樣性與小型的商業保護等。故至 1970 年代，芝加哥學派理論開始影響

美國主管機關的時期以來，即出現傳統思想的反動，深切的思考芝加哥學

派理論上的缺失而群起圍攻之。惟事實上，今芝加哥學派的論理已深入美

國主觀機關的腦海，從近年的實務執法軌跡，吾等可確知不但芝加哥學派

影響仍存，反有愈漸增強之勢80。傳統思想的目標可告失敗（但仍有價值）。

惟本文以為，在奉芝加哥學派為圭臬時，若對其理論上或有不足之處有加

強認識，或能有另一番體認。故本文以下則將垂直限制的反對意見整理如

下，以作為吾等在辨識垂直限制合理與合法問題時，另一方向的思考指引。 

（二）產品差異(product differentiation) 

有認為垂直限制擴大產品的銷售與促銷將會創造產品差異而使得製

造商增加市場力量，而無增加任何利益，故應為當然違法81。惟此見解遭

到 Bork 的駁斥，其認為此見解完全的錯誤，因其暗示著所有銷售的努力

(efforts)，包括促銷與廣告等，皆為當然違法，此見解並不可能採用82。

如果不是的話，其是否能說明為何僅禁止由垂直限制所導致的促銷行為
83。其合理基礎為何？頗值得懷疑。某事業若成功銷售其產品將會使其成

功，亦同時的使其會取得市場力量。若以垂直限制將有可能使某事業獲取

市場力之虞而作為禁止之理由，即等同於勸告事業切莫成功推銷其產品。

此絕非競爭法所欲見之情形，故採如此之見解，不免令人有莫名其妙之感。 

（三）經銷商卡特爾 

製造商使用垂直限制的動機大多係為自身利益已如前述。不過事實

上，製造商使用垂直限制之原因可能不是為了達成更有效率的經銷體系，

而係為順從經銷商取得超額利益的冀望。若有此情形，有學者總稱此情形

為「經銷商力量」(dealer power)，包括引誘製造商順從經銷利益的所有

情形。此情況於經銷商卡特爾(dealer cartel)或單獨強大的經銷商（有

時接近買方獨占 monopsony power），最為明顯。也因為由經銷商力量所引

起的經銷限制可能有諸多原因。故學者認為，以「經銷商力量」一詞來表

達，不情願製造商採用垂直限制，而使得經銷商獲取超過達成其品牌效率

                                                                                                                                            
實上，某反對意見可能為不同學派所共認，故嚴格區分實有困難。 
80 如 1997 年最高法院對垂直最高轉售價格限制改採合理原則，即為明證。 
81 W. Comanor, Vertical Territorial and Customer Restriction: White Motor and Its 
Aftermath, 81 Harv. L. Rev. 1419, 1436 (1968).轉引自 See Theodore L. Banks, supra note 

1, at 4-116. 
82 尤其廣告係事業將其產品差別化的有效工具，惟廣告在差別化產品的同時，其目的僅為促銷，

亦無提供消費者任何利益。若依此論點，則廣告亦屬不良方式。此見解遭到許多實證學者之批評。

學者多認為，若以經銷商提供資訊相比，廣告可以有效率的方式，提供供需資訊予消費者。See 

Theodore L. Banks, Id. at 4-166. 
83 See Robert H. Bork, supra note 57, at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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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銷必須之利潤，係相當便利84。 

學者認為，無論有利於製造商本身的垂直限制對社會的利益如何，若

該限制由經銷商力量所致通常被認為係反競爭85。不過，有時是否為經銷

商力量所致並非明顯，舉例來說，經銷商卡特爾在某些情形無庸追求超額

利益，因為最後的垂直限制可能與製造商本身採用的相同。但此有利的效

果在製造商本身不需該限制時，可能被懷疑由經銷力量所致。 

有認為某種垂直限制的使用事實上可能為製造商被經銷商卡特爾所

逼迫者，以便利經銷商卡特爾能排除競爭，獲取利益。如施用垂直地域限

制，則經銷商在各自的地域取得獨家經營權，故可向消費者索取較高的價

格；若施用價格限制，統一經銷售價，使經銷商彼此間無庸為價格競爭。

另外，上游製造商可作為管制(administer)經銷商卡特爾的代理人

(agent)。因為卡特爾可能很難發現其成員有欺騙的行為，而製造商可用

轉售價格固定與不得約區販售等條款，防止卡特爾成員的欺騙行為。 

但上述見解遭到 Bork 的駁斥，其認為製造商以垂直地域限制分割經

銷商市場對經銷商卡特爾而言，係差勁的手段(poor instrument)，因其

並不會因此銷除其他品牌經銷商間之競爭。是以，僅要其他品牌製造商、

經銷商不參與卡特爾，垂直限制似乎發揮不了作用。而協調出所有的製造

商、經銷商對於可接受的價格等合意相當困難。不同於以往，現在經銷朝

向以高量(high-volume)、低價(low-price)為方法，故如此的經銷商在現

代更為困難。所以，不可能以垂直限制掩飾經銷商卡特爾86。Posner 意見

大致上與 Bork 相同，其認為，製造商採取垂直限制限制其經銷商間之競

爭並不足夠，因經銷商僅得一製造商的幫助而已。其仍必須面臨其他的競

爭者。故卡特爾仍必須得到眾多製造商予經銷商之幫助，否則該卡特爾的

影響僅使其消費者轉換至其他品牌的產品而已87。又，施用垂直限制造成

經銷商獲得高利潤，在容易進入經銷階層市場，將會吸引新經銷商進入分

食利潤，故應不會發生。最後，經銷商與製造商利益的反向關係，亦說明

垂直限制便利經銷商卡特爾的可能性極低。 

Bork 認為主管機關亦毫無困難的可偵測出實際上為水平共謀之限

制。首先，假若製造商施加之限制為合法，那麼任何隱藏的合意(disguised 

agreement)可被推定為水平且違法。第二，主管機關可集中在幾乎所有產

                                                 
84 See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14, at 603. 
85 See Id.惟本文認為，在單獨經銷商或各別經銷商分別壓迫製造商施用垂直限制的情形，除非

經銷商係具獨占地位，否則其各別單獨行為，似非違法。不過，本文在此僅為介紹學者 Areeda

對經銷商力量的強調，故以下違法性的判斷皆以 Areeda 見解為據，特此聲明。 
86 Id. at 291. 
87 See Richard A. Posner, supra note 60, at 172. 



論品牌內垂直非價格限制-以美國法為中心               第四章 品牌內垂直限制的經濟考量                 

 85

出皆受到垂直限制的產業。雖然某產業中僅有一製造商使用垂直限制，亦

會造成經濟的影響(economic sense)，不過係在經銷商卡特爾可控制該產

業絕大部分的銷售時。故上述事實可限縮主管機關審查的範圍。第三，被

脅迫的製造商可能向主管機關舉發。第四，因眾多的成員與不同的利益，

使得經銷商難以組織、管理與指揮，而能輕易發現卡特爾。例如，公開聚

會、言論鬥爭(fight talks)、不同意見經銷商的抱怨等。是以，經銷商

卡特爾相當的明顯甚難逃脫主管機關的偵察88。 

其實，製造商遭到經銷商卡特爾的壓力可能有以下的處理方式。一可

報告主管機關、一可忽視該壓力直到卡特爾降低其銷售，製造商或會提起

三倍賠償之訴，第三選擇即參與卡特爾與分享部分獨占利潤。對製造商最

合理的選擇，即是將所有的獨占利益保留予自己。惟事實上真否能如此的

理性，此為學者爭論不休的問題，本文亦在此無法作出結論89。 

（四）製造商卡特爾 

有認為製造商能使用垂直限制（價格）作為發現製造商卡特爾的手

段。因為製造商售予經銷商的價格並不公開(visible)，故製造商卡特爾

成員若削價競爭卡特爾並不容易發覺，從而危及卡特爾之存續。惟若製造

商使用垂直價格限制，在經銷商階段即可發現任何欺騙行為。假若製造商

的折價並無法轉讓(pass on)予消費者，欺騙卡特爾將失去誘因。製造商

卡特爾同經銷商卡特爾，亦為學者無法達成共識的問題。惟實際上，製造

商卡特爾可能較有存在的可能，惟廣布產業的施用垂直限制亦為前提要

                                                 
88 See Robert H. Bork, supra note 57, at 292. 
89 認為垂直限制可能便利卡特爾運作的理由大致有：首先，經銷商間若為卡特爾而合意時（固

定價格、分配市場），並不太可能尋求垂直限制的方式實行，因其將向製造商透露其合意且製造

商可能因為該合意造成其損害而不願合作，甚至向主管機關舉發。然而，這些危險並不確定。製

造商可能因合作而獲取相當的「好處」而不選擇向主管機關檢舉，如較他製造商為「優惠待遇」

(preferential treatment)，或其懼怕經銷商「報復性的撤回訂單」(retaliatory withdrawal of 

patronage)等。若假使其曾遵守，往後它將會猶豫是否將卡特爾揭發，因為將污染(tainting)

其垂直限制，且將其置身在可能受到「三倍賠償責任」(treble damage liability)求償的風險

下。第二，經銷商卡特爾難以組織與管理，且其非常容易被主管機關察覺(visible)。除非經銷

商在分別的市場(separate market)，否則其合意除價格、地域之外，服務亦會包括之，以免服

務競爭取代價格競爭。但限制越完備，卡特爾即越亦被發覺。經銷商卡特爾脅迫製造商與通常水

平價格卡特爾較之，係較容易實行，因其需合意的細節較少。經銷商們無須全體一致的壓迫製造

商89，而該受脅迫製造商監督(monitor)與實行(enforce)其採取對全體經銷商之轉售價格，包括

卡特爾中作弊的成員與非成員。第三，缺乏經銷商卡特爾的實際案例，表示此問題可能並不普遍。

不過，如此少的案例正可表示卡特爾的難以偵察之情形，而非現實上非常少。顯然的，此派學者

主張，雖事實上幾乎無經銷商力量的個案，惟此現象並非足以說明「實際上」無經銷商力量的存

在。本文認為，若認為事實上有經銷商力量但缺乏案例，理論上經銷商力量難以偵察、難以證明

的個性，皆有可能。不過，本文以為若個案上無法偵察、證明經銷商力量，則管制之言即成空談。

故如何偵察、證明經銷商力量，似乎為此派學說是否具可用性的最重要關鍵問題。See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14, at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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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五）差別取價 

某些垂直限制可用來「區隔市場」(separate market)，以便差別取

價成為可能。轉售價格維持在此目的下即無法使用。而當市場被運輸成本

(transportation cost)所區隔時，對經銷商加以限制亦無必要。不過假

若競爭對手於低彈性、高價格的市場恰無相稱的產品時，垂直顧客分配卻

可用以區分不同具需求彈性的顧客，而達到差別取價的目的。 

Bork 認為，基於以下幾點理由，法律並不需要擔心差別取價的問題。

首先，確認歧視(discrimination)，尤其在訴訟中非常困難，以致於反歧

視的法律極易強迫發生更多岐視而非使岐視終止。第二，執行反岐視法律

的成本過高。第三，即使差別取價能被輕易的辨識且以低成本即可有效禁

止。不過，差別取價對於消費者有害抑或有利並不清楚，甚有認為其淨效

果(net effect)係有助益。故其結論為，競爭法並無需關心有關差別取價

的問題90。 

（六）限制產出 

有認為使用垂直限制的目的為限制產出，不過本文前已說明因為縱使

施用垂直限制，製造商不會銷除任何競爭，故其根本無理由限制產出，於

此不贅。 

（七）獲取高利潤 

芝加哥學派假設除非是製造商與經銷商卡特爾外，任何垂直合意一定

是反映出有效率的經銷系統，有認為這是存有疑問的。垂直限制將會導致

較高利潤與成本。例如，限制某經銷商於某獨家地域，將需要更多的利潤

來含蓋其成本。若在缺乏、或微弱的品牌間競爭，此情況會更加惡化。 

事實上，一或更多的大型、高成本的經銷商懼怕與折扣商競爭，並非

因為他們擔心折扣商會在他們促銷產品的努力上搭便車，而是他們希望維

持他們的高利潤。那些強大且製造商對其具有依賴性之經銷商會藉由強迫

個別製造商，很快的銷除在下游經銷商之競爭。再者，消費者非常容易被

銷售員影響之產品，提供數競爭品牌的高成本的經銷商，可能以指示消費

者購買他牌之方式迫使製造商同意無效率的垂直限制。 

（八）保護消費者 

若從避免高價格、保護消費者的角度出發，對於垂直限制的利益其

實是存有疑問的。且此派學者認為，垂直限制使得製造商與經銷商強迫消

                                                 
90 Id. at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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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為沒有必要的服務與促銷費用來買單。經銷商提出的策略也使得財富

從消費者移轉至製造商，在製造商的指示下，提供大多數消費者不需要的

銷售點促銷與服務。 

假設，SONY電視在富裕購買者而言有「特別品牌忠誠」(special brand 

loyalty)，且一百萬個消費者每年用五百元買這些電視。在這種情形下，

SONY 可能與特定的經銷商約定垂直限制條款（最低轉售價格、獨家地區交

易）以減少經銷間之競爭，如此經銷價格假設會提升到六百元。為了酬謝

製造商，經銷商會同意提供備有豐富銷售經驗的人員之展示場所，以吸引

更多消費者購買 SONY。若依照基本經濟學理論，上述情形在其他條件不變

下，SONY 的（銷售）供給量定會減少，今我們假設有 20,000 個價格敏感

(price-sensitive)的消費者轉向購買其他廠牌或決定保留現在的電視而

不願花 600 元買一個新的 SONY。但是在此情形並非其他條件不變，新的展

示地點與經驗豐富的銷售人員吸引了 20,000 個從前不願以 500 元買沒有

其他增加設施的 SONY。所以，如果展示地點與服務人員的成本少於每組

100 元的時候，對 SONY 和他的經銷商獲利會更豐。從一個效率的觀點來看，

沒造成任何傷害，同樣有一百萬組的電視賣出。但從消費者的角度觀察，

有 80,000 的 SONY 愛用者為了不必要的服務多花費了 100 元91。 

故學者指出，縱使承認垂直價格、非價格限制成功的增加銷售點服

務，其結果不必然為經濟，甚至某增加產出的垂直限制或許不經濟。故當

市場具需要教育的「邊際顧客」(marginal customers)，與無數的「邊際

內顧客」(inframarginal customer)，其已熟悉該產品之特性、已知如何

使用。在此情形下，賣方可能增加銷售點服務以增加邊際顧客，但如此卻

對全部顧客增加價格92。尤其，當垂直限制對邊際顧客的利益低於對邊際

內顧客的損害時，消費者福祉即減少。其此況發生在，當（一）製造商具

有相當程度的獨占力量；（二）存有邊際顧客願意為額外服務支付較高價

格；（三）存在邊際內顧客不願為產品與服務支付較高價格；（四）邊際內

顧客效用(utility)的減損超過邊際顧客的增加效用93。 

（九）小結 

    總言之，傳統見解認為反托拉斯法的目標並非僅效率而已，仍有其他

目標，為其與芝加哥學派最大的不同點。亦因為基本立場不同，導出對垂

直限制不同的看法似乎也為必然。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傳統見解非單純

在基本立場上與芝加哥學派有異而已。其更進一步的對芝加哥學派的思想

基礎加以撻伐。申言之，芝加哥學派認為製造商與消費者利害一致之基本

                                                 
91 See Stephen F. Ross, supra note 62, at 228-229. 
92 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17, at 474. 
93 See Theodore L. Banks, supra note 1, at 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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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而能推出所有垂直限制皆為合理之結論。惟此看法傳統見解並不以

為然，其認為垂直限制確實在製造商與消費者利害一致時，將有利於消費

者。不過芝加哥學派過份強調此概念，卻忽略實際上並非所有消費者對於

經銷商服務皆有相同的偏好，導致全體消費者皆需負擔經銷商所提供之服

務94。由保護消費者的角度出發，認同所有垂直限制的見解似屬過度95。 

再者，雖然搭便車理論往往能解釋垂直限制使用的動機。惟由前文所

述亦可知，垂直限制不必然能解決所有搭便車問題，又並非使用垂直限制

的場合皆有此類問題。傳統見解並主張，價格折扣者並非如同芝加哥學派

所推定的搭便車者，其能以低價格銷售的原因可能係因其有效率而非缺少

服務所致。故芝加哥學派似不應過度強調垂直限制對搭便車問題的解決功

能，至少在某些場合應如此解釋。 

    本文以為，傳統見解雖然在實務上的重要性不若以往，惟其指出芝加

哥學派的種種缺失，卻也可令人深思，對垂直限制採取的管制態度應否如

此的極端。是否所有垂直限制果真為消費者帶來利益？或可能另有所圖？

雖然事實上可能不容易發展令所有學者滿意的答案，但採中立的立場思

考，或許對管制方式的選擇能更合宜，執法的成果，亦或能獲得更多的信

賴96。 

 

 

 

 

 

                                                 
94 See William S. Comanor, supra note 48, at 990-992. 
95 Comanor 為批評 Bork 見解之著名學者。其以並非所有消費者偏好皆相同之立論來說明，非所

有垂直限制皆有利於消費者。如上述，其認為垂直限制的使用可能增加亦可能減低消費者福祉。

而若垂直限制增加消費者福祉，其當然合理；若減少，則應以較嚴格標準審視其合法性。舉例來

說，在已建立品牌的產品(established products)較容易降低消費者福祉，因為消費者多已知相

關資訊，故無此需求。所以說於此情形下，垂直限制應以較嚴格的標準檢視，如當然違法、或在

合理原則下課以被告舉證其限制之使用係有利於消費者；惟在新品牌或新進入市場的情形，垂直

限制較不可能減損消費者福祉，因其創新(novelty)可創造更多的資訊需求。故此時限制應被准

許、或至少以寬鬆的合理原則分析之。 

   Comanor 另對 Bork 認為垂直限制皆可增加效率之理論有所批判。其認為決定系爭限制是否有

效率並非容易，須視個案上不同消費者團體大部分的偏好而定。而非如 Bork 所言，垂直限制定

可增加消費者福祉，皆有效率。See Id. at 1001-02. 
96 有關芝加哥學派與反對意見的國內文獻說明。可參見賴源河編審，公平交易法新論，2002 年

10 月，二版，元照，頁 5至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