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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品牌內垂直限制的非經濟考量 

第一節 說明 

品牌內垂直限制如前章所言，在絕大部分情形皆會有「增進效率」的

益處。雖然採用不同經濟理論分析，將會影響其後對垂直限制的管制態

度，惟純以經濟分析而論，垂直限制在多數情形下，爭議並不算大1。畢竟，

吾等仍可藉由垂直限制對競爭的影響來決定對其之正負評價，有一定的依

據可言。惟關於垂直限制之非經濟考量，諸如商業自由、財產權的保護等，

因其「評價」可能因人而異，明顯未見標準存在。舉例來說，垂直限制因

為限制相對人之轉售條件（地域、或顧客），故此限制交易相對人之商業

自由，應如何評價？從正面言，因為其可達成經銷效率、維持產品品質與

安全等優點；惟反面言，其也限制交易相對人自由交易之權利，甚至進而

影響第三人交易之自由（若其在限制的範圍之內）。如此，經濟與非經濟

的觀點應如何綜合評斷，甚至非經濟因素間，如「產品品質」與「限制相

對人之自由」二者，應如何定其優劣，似難有一定準則。又，如認為商業

自由、公平競爭、保護弱勢競爭者亦為反托拉斯法所欲保護的目標2。縱然

某限制於個案中盡顯對競爭所帶來之優越利益，惟其亦涉及到限制相對人

之商業自由、經濟地位不對等之公平性問題，如何在經濟觀點與非經濟觀

點作出權衡，恐怕亦未有明確答案。 

因為如此，主張反托拉斯法僅有「追求效率」唯一目的之芝加哥學派，

多不將此些不確定概念列入垂直限制合法與否之評價3。而本文已於前章說

明芝加哥學派對於法院判決的重要性程度。雖然如此，吾等從美國的管制

垂直限制歷史觀察，非經濟因素對美國垂直限制之管制（法院或行政機關）

實產生相當程度之影響，據此知，顯然管制者不認為反托拉斯法僅追求「效

率」、「消費者福祉」等經濟目標而已，亦包括非經濟因素等其他社會、倫

                                                 
1 尤其在個案上，個別施用垂直限制的事業若無相當市場力量、或產業中無廣泛施用相似限制
時，在無卡特爾的情形下，以經濟分析言，垂直限制幾乎為有效率的競爭手段。 
2 即認為反托拉斯法不僅以追求「效率」一元的目標而已，更有追求其他價值的多元目標。基本
上，芝加哥學派認為「效率」係反托拉斯法所追求的唯一目標，採「一元論」；但我國多數學者

採「多元論」。詳見本文第七章關於我國法部分之說明。 

值得一提的是，採「一元論」與「多元論」之基本立場對於往後判斷某行為是否合乎反托拉

斯法干係甚大。若認為反托拉斯法僅追求效率，則對某行為僅以經濟分析方法即可判斷其合法

否，具體言之，系爭行為似乎僅要對競爭、效率無負面影響，縱使其如何限制他方自由，皆屬合

法。反之，採多元論立場，則必須將其他非效率因素牽涉作綜合考量。不過，此時則產生「效率」

與「非效率」因素如何調和、評價的後續問題。 
3 如 Posner 即認為，基於「正義」、「人道」、「人性尊嚴」等價值觀而作的法律規定都是窮極無

聊的，而其最直接的結果就是造成社會的無效率，它破壞了市場機能、把事情弄得一團混亂又複

雜。參見林立，波斯納與法律經濟分析，2004 年 4 月，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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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價值，如「競爭者的公平性」、「產品品質」、「交易自由」可能亦為反

托拉斯法下所追求者。雖然至目前為止，在反托拉斯法案件中是否應評量

非經濟因素雖仍無統一見解，但本文認為，就其對實務產生的影響效果

言，其重要性應不容吾等在判斷垂直限制合法性時為忽略，故認為實有加

以介紹之必要4。 

第二節  相關非經濟因素 

關於垂直限制的非經濟因素，學說上針對其為主題的討論不多。而何

者應列入考量、應如何評價、如何與經濟因素作調和，亦無多深論。可見

在此部分，論者並無統一之看法。 

學說上有討論者，一般多從垂直限制的本質為出發以作為討論之基

礎。例如，垂直限制，如地域限制者，限制下游經銷商之經營地域。而此

限制之效果可能有：(1)使大型事業無法以其經濟規模之優勢低價搶奪小

型事業之經營，而使得小型事業得以存活，有保護小型事業的功能；(2)

限制經銷商之經營範圍等同對於經營自由之剝奪；(3)對經銷商為限制將

可能產生有利（如獨家經營精華地段）與不利（如多數經銷商於同一貧瘠

地域）各經銷商之情事，而使得在經銷商市場，經銷商間彼此間無法公平

競爭；(4)限制經銷商經營地域將使得消費者的選擇範圍減少，損害「消

費者主權5」；(5)若產品移轉所有權予經銷商，製造商再予限制轉讓條件，

等同對經銷商財產權之迫害等。本文以下即就垂直限制之幾個相關非經濟

因素說明如下，並對其矛盾之處提出本文質疑。 

一、保護小型事業 

在美國，有關垂直限制的非經濟觀點(non-economic concern)在過去

曾有戲劇性的變化。在二十世紀初期，零售商(retailer)幾乎是小規模的

商業體，彼此間之競爭並不強6。直到較大型的零售通路店(retail outlets)

的問世，競爭才轉趨強烈。垂直限制被認為有保護小型零售商被大型零售

商逐出市場，而有維護經濟機會平等的功能7。是以，Louis Brandeis 在

被命認為最高法院法官前，曾經向國會遊說修正休曼法使垂直限制合法

                                                 
4 尤其，在我國管制垂直限制尤為顯然，一般皆認為垂直限制將限制交易相對人之商業自由、消

費者之購買選擇自由，故多屬不正當。詳見文後第七章對我國法部分之說明。 
5 所謂「消費者主權」(consumer sovereignty)，係指各個消費者，對於市場上供給之財貨與勞

務，於需求上得依自主之判斷具有選擇之自由，且依其需求之變化左右財貨與勞務之供給量，最

終決定整體經濟資源之分配。要言之，即由消費者之需求主導市場機制之運行。參見顏廷棟，論

垂直性交易限制在競爭法上之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六卷第二期，1998 年 4 月，頁 109。 
6 地理區隔與交通的便利性亦是當時區隔市場的主因。 
7 若製造商對所有下游經銷商皆施以垂直價格限制，則大型零售商雖能享受較低進貨價格（因大

量購買），但無法降價與小型零售商競爭，小型零售商而因此得以存活；若施以地域限制，予小

型零售商一定獨家之地域，亦能有排除其與大型零售商競爭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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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但結果並未成功8。也因為如此，吾等可認為，此時對於垂直限制的管

制態度，基本上仍處於較為敵視的態度。本文前已說明，美國法在管制垂

直限制之早期，將其與水平卡特爾作相似認定，此點並無疑問。惟並無法

以此說明，國會對小型商業保護的反對態度。又，最高法院其後對垂直非

價格限制與最高價格限制改採合理原則檢驗，因時空背景已不相同，故實

難依此而論。而目前對小型商業保護的看法，依然不清楚，仍有正反二面

見解。有認為，從休曼法的立法態度出發觀察，獨占（大型事業）之所已

被禁止，除經濟因素外（不論結果的優劣），一般皆對大型的事業結合之

本質採不愉快 (undesirable) 的心態。另外，其認為事業組織在小型的

型態彼此間較能有有效的競爭9；但亦有認為（如芝加哥學派），小型事業

的保護不應為反托拉斯法之目的。 

本文以為，從休曼法的立法角度言，小型事業的保障似乎應為其目的

無疑。惟在垂直限制之場合應如何評價，則應不宜過度其極端化？例如，

美眾議員 Mason 認為「拖拉斯(trust)若降價予消費者，但卻造成小型事

業之經濟損害時，即應加以處罰。」。也因為如此，雖然保護小型事業之

競爭機會一般被認為係休曼法立法目的之一，但對其強調的結果卻會壓倒

其他目標10。故本文以為，似不應過度重視與極端化，仍宜以經濟分析為

主要分析方式為妥。 

二、限制經銷商之經營自由 

    垂直限制限制經銷商在轉售製造商產品時須在一定條件下始得販

賣。在無任何限制條款下，經銷商轉賣製造商產品索取如何之價格、賣予

何人、在何處經營，本有其自由決定權，而在垂直限制下，自然會有一定

的程度限制經銷商之經營自由，故此為對垂直限制的負面評價之一11。惟

                                                 
8 不過，小型零售商顯然在州立法上受到較好的對待。在 1931 年，加州首訂州法允許公平交易
契約(fair trade contracts)，該契約可禁止轉賣賣主訂定以外之價格(prohibit resale 

“except at the price stipulated by the vendor. ”)。國會在 1937 年通過 Miller-Tydings 

Amendment 承認該州法，當契約在州法下係合法，則可以契約或合意約定最低轉售價格。 

在 1950 年代，公平交易法則可說是無實際效果的，因為折扣零售者可以取得產品而無與製

造商簽訂無折扣契約(no-discount contrsct)。所以一些州以無庸簽約者條款(non-signer 

provision)來因應此問題，意指當有任一零售商簽訂公平交易契約時，即所有零售商支持價格固

定(fixed prices)，雖無實際與製造商簽約亦同。但是最高法院認為，Miller-Tydings 僅在實

際與製造商簽約之零售商才有適用，並且宣告無庸簽約者條款係屬無效。針對法院之判決，國會

以制訂 McGuire Act 來回應，再度承認該條款之有效性。在 1970 年代，因為消費者歸咎公平交

易法為通貨膨脹之原因，而發起運動反對該法，在面臨逐漸增大的壓力下，多數州廢止了公平交

易法。同時，國會也制訂了 Consumer Goods Pricing Act，廢止了 Miller-Tydings Act 和 McGuire 

Act。 See Stephen F. Ross, Principles of Antitrust Law, 226 227 (1993). 
9 此為 Hand 法官的看法，See Nickolai G. Levin, Constitutional Statutory Synthesis, 54 
Ala. L. Rev. 1281, 1326 (2003). 
10 See Robert H. Lande, Wealth Transfers as the Original and Primary Concern of Antitrust: 
The Efficiency Interpretation Challenged, 34 Hasting L. J. 65, 101-105 (1982). 
11 國內文獻，可參見楊永明，公平交易法對經銷關係之影響（三）—地域條款，萬國法律，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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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施以限制之製造商立場出發，其施加限制本有一定考量（如效率經銷），

而與經銷商交易時其若未使用威脅手段迫其接受，其僅單方面決定其不願

與交易時不接受、或事後違反條款之經銷商間之交易，似無不可。故製造

商似亦有其交易對象選擇自由才是。故「經銷商經營之自由」與「製造商

選擇交易對象之自由」應如何評價與定期優劣，似難決定。因為如此，多

有從製造商與經銷商之經濟地位強弱而論其自由價值高低，亦即，若系爭

限制係為較優勢地位之一方施加者，若他方對施加者有相當經濟依賴程度

而無力抵抗時，則暗指對交易他方自由之侵害。 

本文以為，契約對當事人而言本有某種拘束作用，而某種商業自由遭

受限制，究應如何看待，不應存在偏見。尤其在具市場力事業施用限制之

情形，實不應存有歧視之偏見，認為其濫用優勢地位、不當限制相對人之

自由。有無濫用市場地位、不當限制，仍應視限制本身如何限制、限制目

的等因素而定，而僅非優勢地位即可獲得之結論12。尤其，縱系爭限制為

優勢一方所施加，是否不利他方，本難論斷，管制者應儘量避免對契約涉

入過深，以免不當干涉契約自由、私法自治13。故本文以為，「限制自由」

本為垂直限制之本質，不應作為認定其違法之依據與標準。以美國法管制

為例，甚少有效率之垂直限制因為侵害他方自由而被認定違法，更能說明

本文立場。 

三、基於財產權之觀點 

從財產權的觀點出發，垂直限制係基於製造商之財產權而生，假設製

造商預期與相對人交易（如搭便車者）對其整體利益係屬不利，其有權利

全部不賣（即拒絕交易）。因此有必要對買方的轉售物品有所限制，來作

為交易之「緩衝」。在 Colgate(1919)案，法院認為製造商可單方面宣布其

拒絕交易之對象（不遵守製造商之限制），即採此看法。另一方面，產品

若已讓與財產權予相對人，相對人基於所有權人之地位，其處分無由被他

人限制才是。在 Schwinn(1963)案，即採此種看法14。而「賣方拒絕交易權」

與「買方自由讓與權」皆為財產法之原則15，如何調適該二原則，則成疑

                                                                                                                                            
十九期，1991 年 10 月，頁 8。 
12 雖然不乏有學者主張優勢地位的濫用亦應加以管制，惟本文以為以此作為管制概念應謹慎為
之，以免過度管制造成契約自由的迫害。 
13 例如，某製造商向某經銷商施加地域限制並擔保該經銷商在其地域內有一定的銷售利潤。在
簽約之初，製造商為減少經銷商間之搭便車情形、建立有效率的經銷通路，故僅與接受地域條款

的經銷商簽約；而該經銷商因為預見製造商產品在該地域的銷售量，亦接受之。惟其後，因為某

因素（新產品的問世、景氣不佳等）導致製造商產品在該地銷售下滑，該經銷商為求生存乃越區

銷售，最終破壞製造商多年建立的經銷通路。試問在此例中，若以製造商擁有經濟優勢地位，即

草率認定垂直限制的違法性，是否合理？ 
14 關於二案之詳細說明，請參見後文第六章。 
15 See Lawrence A. Sullivan & Warren S. Grimes, The Law of Antitrust: An Integrated 

Handbook, 296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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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目前亦無統一的見解出現。不過從近來案例觀之，「買方自由讓與權」

現已不多強調。即出賣人（製造商）可依其整體的利益考量，於交易時向

買受人（經銷商）加諸限制，限制其在轉售產品時之交易對象。本文認為，

若不作此認定，一昧強調買受人之自由交易權，則將使製造商無法約束下

游經銷商，更遑論建立有效率的通路，對其產品推廣實有嚴重損害。 

四、基於競爭公平性之觀點 

    垂直限制因將會限制經銷商的經營地域與對象之範圍，故若現實上安

排不均，將會使得經銷商間的公平競爭秩序產生相當影響。舉獨家地域限

制為例，若製造商分配 A、B區予二經銷商獨家經營。A區經銷商經銷效率

低落，致於價格偏高；而 B區經銷商經銷商效率高，故能提供更低廉之價

格與更好之服務。但在地域限制條款下，B區經銷商雖提供較低價格與較

好服務，卻不能爭取更多顧客，如此顯然造成不公平與違反競爭之本質。

故有論者以為，地區性獨家經銷之安排，在設計上及實際執行上，如若顯

現其體系不完整而有缺漏時，其本身即會使其經銷商間形成不公平之競

爭。例如，僅對批發之經銷商限制其越區銷售，並未或無法要求批發商轉

售產品給零售商時，對零售商亦同樣限制不得越區銷售之約定，致 A區零

售商得自由地將該產品銷售給 B地區之顧客；或產品本身無法辨識其來源

地區，致無法有效監控及防堵越區銷售；或對於顧客借用他地區之人頭取

得產品之行為，不能有效及時阻止等，皆使地區性獨家經銷體系顯現缺

漏。論者認為，此時製造商如仍要求經銷商僅能在其所分配地區銷售該產

品，對該經銷商顯屬不公，並妨礙其與其他地區經銷商之公平競爭16。 

由上述論者主張可推知，個別經銷商的競爭之「立足點」平等，似為

該論者所強調，且認為此為公平競爭秩序下之必要元素。雖然說公平競爭

秩序始為反托拉斯法應關注之議題，但個別競爭者的公平性問題與整體競

爭秩序的維護似難切離。於美國法言，亦有指出反托拉斯法應關注個別競

爭者之公平性之問題。其認為，若無在反托拉斯關心此議題僅會導致以其

他貿易法規範此不公平之結果，如州的不公平貿易法(state unfair trade 

law)，此州法用以設計保護經銷商之利益。在此看法下，認為公平性問題

應在反托拉斯法的關心下不僅不會將其銷除，反而會導致管制法規不必要

之分裂。 

五、限制消費者選擇自由 

    垂直限制，以地域限制為例，亦會某程度的限制消費者之選擇自由。

在無限制之場合，消費者欲購買某產品，所有販售該產品之任何經銷商皆

可供其選擇作為交易對象，其可綜合評量各經銷商之價格、品質、服務、

                                                 
16 參見廖義男，公平交易法案例解析，文收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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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等因素，決定最終交易之對象。但在地域限制條款下，在 A區之消費

者僅能向該區之經銷商購買，如該區經銷商效率低落，致使其索取高價格

與提供不良之服務，該區消費者亦僅能接受此一結果，而不能以郵購、網

路等其他方式向他區經銷商購買相同產品。雖其仍可至他區購買，惟距離

因素可能使得如此為不經濟之選擇。故有論者以為，從「消費者主權」之

觀點，限制零售市場價格競爭，乃侵害消費者選擇交易價格之權利；於排

他性交易安排下（如獨家交易），經銷商僅能提供一家產品資訊，此顯然

侵害消費者知的權利；另有關反應意見之權利，亦由於市場價格之僵化，

導致消費者無從透過市場價格之機能，將對產品價格之資訊傳達給製造

商，凡此對消費者而言，均屬不利17。 

    承上述，垂直限制雖有侵蝕消費者主權之疑慮，但也不當然意謂所有

垂直限制皆對消費者有所侵犯。如在製造商為了追蹤產品品質、售後服務

的提供、經銷商專業性的養成、產品安全性的維持等事由施加垂直限制，

皆以對消費者存以「善意」的立場出發。是以，本文以為，垂直限制雖相

同對消費者的交易主權方面有所抑制，但在他方面仍有可能發揮有助益消

費者之功效，故將其片面視作「不利」消費者之主張，似未窺見垂直限制

功能之全貌。 

第三節 小結 

    以美國法言，自從 Sylvania(1977)案以降，美國法院現多已經濟分析

來評價垂直限制之合法性。僅要個案中系爭限制並未明顯損害競爭，其使

用的目的縱使有損害消費者之疑慮，在反托拉斯法下亦屬合法（但並不表

示其絕對合法，因為系爭手段可能受到其他法規之抑制，如不正競爭防止

法）。是以，在反托拉斯法之案件中，經濟因素或許係決定系爭限制合法

與否的最重要關鍵爭議，其他非經濟因素或可略而不談。話雖如此，但觀

垂直限制之管制歷史，非經濟考量對其判斷實仍具一定的影響力18。例如，

法院若發現被告施用限制之理由係為保護消費者（如產品安全），即通常

認為此為被告施用系爭限制合理之抗辯事由，而系爭限制即視為合理限

制，縱其對競爭有負面影響時亦然。故本文在結論上以為，雖非經濟因素

不論個別、或與他因素綜合判斷上，皆難以評量價值，當然在各法益間產

生之衝突情形時亦難權衡，更遑論建立評斷準則。但其在實務、學理的判

斷上，對垂直限制評價之影響力，實不容輕視。甚至，在個案上其影響力

凌駕經濟因素之情形，亦有可能，如 Schwinn(1967)案。 

                                                 
17 參見顏廷棟，註 5文，頁 109、110。 
18 如 Sylvania(1977)案，法院即認為「產品安全」為合理原則的考量之一。 



第五章 品牌內垂直限制的非經濟考量             論品牌內垂直非價格限制-以美國法為中心 

 95

又，經濟與非經濟因素並非毫無牽連，實則，二者常相互影響，甚至

為相輔相成。某種程度言，非經濟的主張反應經濟政策之選擇。保護小型

事業、或保護轉售者轉售其財產遭受過度之限制，可能亦會達成重要的經

濟目標，如確保效率的配置、鼓勵經濟成長、或避免不當的財富移轉等。

但在某些情形，保護小型事業或承認賣方選擇顧客的權利，將與反托拉斯

法的目標矛盾19。是以，在反托拉斯法下，如何定位、調適與權衡經濟與

非經濟等相關因素，恐為解決反托拉斯下難以解釋之疑問。故單以非經濟

因素而言，其發揮的影響力雖不容吾等小覷。但反觀國外文獻在評斷垂直

限制多以經濟觀點為出發，至於，非經濟觀點則多不談，縱使論及，亦僅

以簡短篇幅說明。國內文獻與公平會處分亦少深入探討。本文以為，此應

係非經濟因素的性質難以「評價」所致。因為相較於可量化的經濟因素言，

「商業自由之限制」、「公平競爭」等難以量化之非經濟因素，是甚難與之

比較的，更遑論整合評價。即便是「商業自由之限制」與「公平競爭」二

概念，在個案相互充斥時，如何定其高低，亦甚難決定。甚至，對垂直限

制「商業自由之限制」本身之評價，即有偏向施用者（製造商）與被限制

者（經銷商）二相反方向之可能。故雖非經濟考量此部分雖在管制垂直限

制的歷史中，占極重要之地位，但難加以描述甚至加以標準化。所以說，

經濟因素在管制垂直限制因能提供明確的指引，故多為學說所探討。至

於，非經濟因素則多流於管制者的主觀感情而異。如管制者的倫理道德價

值、對反托拉斯法目標之認知、社會價值觀點等，皆會對其採取的反托拉

斯法之管制政策產生影響。 

    本文以為，何謂反托拉斯法所追求者？立法者或許未能提供相當的指

引，以清楚釐清本問題。但在目前強調競爭之公平性、消費者意識抬頭的

潮流下，反托拉斯法仍不應脫離現實的社會與倫理的價值核心，始能確保

「實質正義」的維持。也加上，所謂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的難以分離、

區分與相互影響性，若認為非經濟因素皆非反托拉斯法所追求者，似有所

偏，在個案上亦恐生不公平之情事。故本文以為，非經濟因素亦應為反托

拉斯法所應追求者。雖美國法院目前傾向純以經濟分析來決定系爭限制之

合法性，惟在經濟分析的同時，非經濟因素仍有發揮影響力之餘地。例如，

以合理原則衡量垂直地域限制時，若原告證明被告具有一定的市場力量

（經濟因素），被告則需舉證證明使用系爭限制之合理性以作為抗辯，否

則將可能被判敗訴。被告之限制合理性即可能為銷除搭便車、促進有效率

經銷體系等經濟因素；亦可能為產品安全、保護消費者等非經濟因素，此

些因素皆為法院承認之正當化事由。而被告提出之事由若被法院採用，則

原告必須進一步證明競爭因系爭限制而受損害（經濟因素）。由上，除驗

證經濟與非經濟因素實難切割的事實外，亦能說明非經濟因素為法院考量

                                                 
19 See supra note 15,at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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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依據20。 

    雖本文認同非經濟因素在判斷垂直限制合法性之影響力，但在個案上

仍不宜過度強調其重要性。亦即，非經濟因素或可作為被告施用限制之合

理性考量，但不宜過度強調，甚至因此取代經濟分析在反托拉斯法案件中

所扮演之角色。申言之，非經濟分素因未有標準存在，且易因管制者主觀

的道德與社會倫理觀念不同而有異，故實不宜作為評斷某限制合法否之主

要依據，否則管制即有失客觀。不僅管制將難以建立準則，事業亦難有準

則可資遵守21。且加上反托拉斯法規文義的不確定性格，若為建立標準，

更會造成法規之不安定。有鑑於此，非經濟因素不宜亦不應作為評判某限

制行為是否合法的主要依據，而應以經濟分析為主要判斷方式，非經濟因

素僅為輔助角色而已，執法上應嚴守其間之分際。詳言之，若經濟上顯示

系爭行為並無對競爭、效率、消費者福祉產生負面影響（如缺乏市場力），

不論非經濟因素如何考量（如限制相對人自由、財產權），皆不應影響對

其合法之判斷；若經濟上顯示對競爭有影響之虞時（如具相當之市場力

量），則非經濟因素則可作為評斷系爭限制之「合理性」依據；若經濟上

顯示系爭限制對競爭已造成實質損害（如產出減少、價格提升），則非經

濟因素（如產品安全）亦不可作為其正當化事由，使其合法22。 

 

 

 

                                                 
20 但對其他經濟以外之價值是否與經濟因素相權衡，雖最高法院仍無明確見解，但一些下級法院

已採肯定看法。See, e.g., William C. Holmes, Antitrust Law Handbook 2000 Edition, 234-237 

(2000). 
21 Bork 即言，反托拉斯法需要「司法行為之規範模型」(normative models of judical 

behavior)，可幫助法院有系統且統一的適用法律。在此些模型產生前，反托拉斯法之判決將僅

反應「個人偏好」(set of personal preferences)而已。See Robert H. Bork, The Antitrust 

Paradox: A Policy at War with Itself, 72-73 (1978).惟學說上亦有反對說法，認為經濟理

論的採用亦會有個人偏好之情形，如解除管制、不受限制之競爭等，亦因人而異，若以經濟效率

為單一準則，似會造成更大的損害。See Pitofsky, The Political Content of Antitrust, 127 
U. PA. L. Rev. 1051, 1051-55 (1979).轉引自 Michael H. Orbison, Vertical Restraint in 
the Brewing Industry: Is the Malt Beverage Interbrand Competition Act the Answer, 50 
Brooklyn L. Rev. 143, 157 (1983). 
22 美國法院認為，使用限制的正當化目的不包括避免競爭在內，甚至被告主張競爭將會產生損害

亦同。因為美國法院認為，合理原則不認同競爭本身為不合理之假設作為其抗辯事由。See supra 

note 20, at 232 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