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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競爭法上之非水平交易限制 
牛曰正 

 
摘要 

本文中，將以「非水平交易限制」之觀點，檢討垂直交易限制等不構成水平限

制競爭合意，但仍足以使市場競爭停止之行為，在日本競爭法上如何受到評價。雖

然近年日本法修正，似逐漸採取較為嚴格之立法（針對部分行為導入非裁量型罰鍰

的制度），但藉由觀察相關法規範（主要為獨占禁止法與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之

修正背景、主管機關於法規範修正時之態度，可進一步思考相關規定之形成原因及

實際上所可能發揮之功能，藉此展望未來的發展動向。 

本文檢討之範圍，主要著眼於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5 項「獨占行為（私的独占）」

與第 2 條第 9 項「不公平交易行為（不公正な取引方法）」之上。首先，將探討獨占

行為中之「支配型獨占行為」，是以何種體系禁止非水平交易限制，以此建構討論的

平台。其次，再分別就不公平交易行為所規範之非水平交易限制的修正沿革及規範

內容進行分析。釐清二規範在現行法運用上之差異何在。 

藉由本文之研究，提供一個以非水平交易限制的架構，重新定位一般所稱「垂

直交易限制」的契機。同時，藉由日本法近期強化非水平交易限制之違法性判斷體

系之分析，希望能為我國執法機關帶來執法上可供參考的方向，以促進我國競爭法

執行之明確性與可預見性。 

關鍵詞：  非水平交易限制、垂直交易限制、維持轉售價格、獨占禁止法、支配型獨

占行為、不公平交易行為、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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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主要目的，在於檢討日本競爭法（主要係規範於「獨占禁止法（私的独占

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之中，以下稱獨禁法）關於非水平交易

限制之規範運作情形
1
，藉此提供一個思考我國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在解釋與

適用上有何應注意之問題的機會，未來在進行比較法借鏡時，更能掌握日本法的全

貌及正確的著眼點。 

此一檢討，將以獨禁法第 2 條第 5 項之「支配型獨占行為」與第 2 條第 9 項「不

公平交易行為」之條文2及相關處理原則（主要為「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流通・

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主管機關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公正取

引委員会，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以下稱 JFTC）及法院的實務見解作為主要

檢討的對象。希望能藉此釐清一些 JFTC 與法院目前所採取之態度及未來可能抱持的

觀點。 

本文之檢討重點有四。首先，關於獨禁法就垂直交易限制的規範，以往討論的

重心多放在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不公平交易行為」的討論之上，而少觸及適用第 2

條第 5 項的「獨占行為」的可能性。但實際上，以往並非不存在適用獨占行為之規

範的垂直交易限制，本文中將藉由以往的案例及學說的觀點，說明獨占行為目前是

如何適用於垂直交易限制。 

其次，以往獨占行為未受到注目的原因可能在於，無論是違反「獨占行為」與

「不公平交易行為」的行為，在過去均非課處罰鍰的行為類型，故區別二行為之實

益較為缺乏。但在 2005 年與 2009 年修法後，二項規範分別成為日本法上獨特的「非

                                                           
1 在進入本文探討前，必須先就本文檢討之範圍作出二點說明：第一，競爭法所規範的行為，就

其「對市場產生損害」的方式之不同，體系上來觀察可分為「停止競爭」、「阻礙競爭」、「搾

取」三種類型。因為這三種類型的損害，都有可能於上下游的垂直交易關係中產生。為了避免本

文討論內容失焦，本文之重心，將聚焦在足以使得競爭停止之交易限制如何在日本競爭法上受到

評價之議題進行檢討。以「垂直交易限制」達成阻礙競爭與搾取的問題，則留待日後有其他機會

時再行檢討。第二，使競爭停止的行為除了以「水平」與「垂直」的模式產生外，在日本法上亦

有由既非競爭者亦不具備交易關係之事業所為之案例。此種情形下若將觀點侷限於「垂直」交易

限制之名稱上，則可能錯失探討此一問題的機會。故本文中，以「非水平交易限制」之觀點出發，

探討獨禁法之規範如何應用在水平交易限制以外之停止競爭行為。 
2 獨禁法之中文翻譯，可參閱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網站「首頁＞國際反托拉斯規範與

企業遵法專區＞國際反托拉斯相關規範＞各國反托拉斯規範資料＞中譯外國競爭法規＞日本」中

取 得 平 成 25 年 修 法 後 之 中 文 翻 譯 版 本 。 英 文 翻 譯 則 可 參 見 JFTC 網 頁 ，

https://www.jftc.go.jp/en/legislation_gls/amended_ama09/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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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型罰鍰（課徴金）」的適用範圍。但由於其課處要件有所不同，因此使得二項行

為之區別實益亦由此誕生。其中，最大的實益乃在於不公平交易行為僅適用於上下

游事業間所形成的「垂直交易限制」，而支配型獨占行為則更為廣泛的可能包含由非

競爭者、亦不具備交易關係之第三人所形成的交易限制。本文就一件 2015 年 JFTC

所處分的案件（以下稱「福井縣經濟連停止命令」）加以檢討，除突顯二規範之異同

外，也希望能藉此提供一個重新思考「垂直限制競爭」的概念範疇之契機。 

再者，本文將藉由獨禁法於 2005 年與 2009 年修法過程，探討 JFTC 未來對於垂

直交易限制之執行所可能抱持的態度。雖然從法規範本身的變化可以認為，非水平

交易限制的違反效果受到強化。但此一規範之背後，是否有相同程度的執法決心、

學理上是否有支持此一修正的充分討論與共識，均不無疑問。本文就修法之經緯及

相關案例進行考察，試圖理解 JFTC 之觀點。 

最後，JFTC 向來是透過「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表達其就「（不公平交易行

為所規範的）垂直交易限制」之觀點，近年此處理原則也受到數次幅度不等的修正，

其中最大的變化是處理原則中的違法判斷體系變得更爲明確。藉由不公平交易行為

與支配型獨占行為的體系分析，希望能藉此提供一些值得參考的方向，使公平法執

法的可預見性更爲提升。 

二、適用於非水平交易限制之獨占禁止法規範 

（一）適用於非水平交易限制之支配型獨占行為與不公平交易 
行為 

一般在討論日本獨禁法上的非水平交易限制時，通常主要著眼在獨禁法第 2 條

第 9 項「不公平交易行為（不公正な取引方法、Unfair Trade Practices）」第 4 款與第

6 款之上3。然而，關於非水平交易限制行為的規範，實際上並不僅限於「不公平交

                                                           
3 我國法上以往關於日本競爭法上關於非水平交易限制介紹之文獻，主要是以垂直交易限制的觀

點，就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所規範之行為進行介紹，參閱賴源河編，公平交易法新論，3 版，元照

出版公司，275-276（2005）；顏廷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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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季刊，第 8 卷第 2 期，58-61（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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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卷第 2 期，96-98（1998）。如同

本文後述，在 2005 年及 2009 年修正前，在違反效果上二者間之差異不大，且實務上以第 2 條第 5
項禁止非水平交易限制之案例亦非常稀少，故以第 2 條第 9 項為主進行檢討，並無太大問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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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行為」之中。獨禁法第 2 條第 5 項所定義的「獨占行為（私的独占4,5、Private 

Monopolization）」，亦就一部分的非水平交易限制加以規範6。此一情形，可透過野田

醬油案與福井縣經濟連案中支配型獨占行為之適用加以觀察。 

野田醬油案中，野田醬油向下游批發業者、零售業者指示醬油的生產、批發及

零售價格。由於當時醬油市場之特性，競爭者多半會跟隨野田醬油之定價。在野田

醬油維持自家品牌醬油之轉售價格後，其行為被 JFTC 認定支配他事業之事業活動，

實質地限制東京都內的醬油價格競爭。然而，此一行為雖然構成維持轉售價格，但

並非被認定為構成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而是被認定為第 2 條第 5 項之支配型獨占

行為7。此一案例，顯示出構成轉售價格之限制，並非僅有適用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

之可能。 

其後，在 2015 年 JFTC 所作成的福井縣經濟連停止命令（排除措置命令、Cease 

and Desist Orders）中，支配型獨占行為明確地被適用在由第三人所為之交易限制。

                                                                                                                                                         
由於 2005 年及 2009 年修法使二者間產生違反效果之重大差異，且近期案例亦突顯出此一區別之

存在，使得二規範共同主宰非水平交易限制的規範體系，成為今後必須格外注意的問題。 
4 雖然此處所使用之漢字為「私的独占」，但此一命名不當，易使人產生誤解素來受到批判，如

白石忠志，独占禁止法，3 版，有斐閣，311-312（2016），亦有諸多將此一規範之內容歸類與美

國 Sherman Act 第 2 條與 TFEU 102 相近之文獻，see Simon Vande Walle & Tadashi Shiraishi, 
“Competition Law in Japan,” Comparative Competition Law,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420 (2015). 日

文文獻，如川濵昇，「独占禁止法二条五項（私的独占）の再検討」，京都大学法学部創立百周

年記念論文集第 3 卷民事法，初版，有斐閣，328-329（1999）；金井貴嗣、川濵昇、泉水文雄編，

独占禁止法，6 版，弘文堂，147-148（2018）。在本文於 2018 年 3 月公平交易法學會報告時之初

稿中，使用「獨占化」之文字加以翻譯，但此一名詞國內以往即有「私的獨占」與「獨占行為」

兩種翻譯，徒增第三種似無太大實益，故在本文中將日文之「私的独占」以「獨占行為」加以表

現。 
5 獨禁法第 2 條第 5 項所規範之獨占行為，依條文文義一般被分類為 2 類型：排除型獨占行為與

支配型獨占行為，排除型獨占行為主要涉及本文所稱「阻礙競爭」的問題，支配型獨占行為則可

能涉及「停止競爭」與「阻礙競爭」，相關涉及阻礙競爭的部分，由於並非本文討論之議題，因

此割愛之。  
6 雖然學說上有批評支配型獨占行為不應適用於「合意」的維持轉售價格，參閱稗貫俊文，「私

的独占の総括的検討」，日本経済法学会年報，第 28 号，7-8（2007），但前 JFTC 委員長竹島一

彥於訪談時提及支配型獨占行為 2005 年修正時，相當直接的表示支配型獨占行為納入非裁量型罰

鍰之適用範圍的原因，即在於其所代表的垂直限制競爭的地位，參酌後述福井縣經濟連的案例中

支配型獨占行為之應用，應可認為在檢討垂直交易限制時納入支配型獨占行為，應是較為妥當的

觀點。前 JFTC 委員長竹島一彥之訪談，參閱竹島一彦、上杉秋則、松山隆英、村上政博，回想独

占禁止法改正－平成 17・21・25 年改正をたどる－，初版，商事法務，200（2016）。 
7 昭和 32 年 12 月 25 日・昭 31（行ナ）第 1 号，公正取引委員会審決集，9 卷，90-94〔野田醬油〕。

此外，較為特別的是，野田醬油案中，雖然法院認定野田醬油維持轉售價格，限制了東京都內醬

油市場各品牌間的價格競爭，但法院認定野田醬油支配的對象是醬油市場中之其他醬油生產者，

亦即野田醬油之競爭者，而非作為其交易相對人之批發業者或零售業者。相關問題，請參閱本文

「三」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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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案件中，雖然市場中的價格競爭受到限制，但為限制之事業與被限制之事業間，

不具備水平的「競爭關係」、亦不具備垂直的「交易關係」。因此，此一交易關係不

構成水平限制競爭，亦不構成「垂直交易限制」。但由於 JFTC 認定行為將對市場競

爭產生實質限制，因此認爲此一價格限制，構成獨禁法第 2 條第 5 項之「（支配型）

獨占行為」8。 

在上述二案例中，雖然事業限制交易相對人或第三人參與之市場競爭，但 JFTC

適用了第 2 條第 5 項之規定。由此可知，若觀察獨禁法所規範之垂直交易限制時，

僅以第 2 條第 9 項之範疇加以理解，恐怕不能完全掌握獨禁法就非水平交易限制規

範的之全貌。在本文中，將針對「不公平交易行為」中的非水平限制以及「獨占行

為」中的非水平限制之規範內容的異同，進行比較說明，以釐清日本法關於非水平

交易限制之規範體系的全貌。 

（二）獨占行為與不公平交易行為之區別實益及其產生 

獨禁法上關於違法的獨占行為與不公平交易行為之禁止規定，分別訂在同法第 3

條及第 19 條之中。第 3 條規定事業不得為「獨占行為」和「不當的交易限制（不当

な取引制限、Unreasonable Restraint of Trade）」；第 19 條則規定事業不得為「不公平

交易行為」。 

一項行為若構成獨占行為，往往也同時將構成不公平交易行為。因此，區別此

二類違反類型，顯得較為困難。由於以往兩條文間實質上的法律效果差異不大，因

此以往學說上一般都認為區分此二違反類型的實益並不顯著9。 

但隨著近年獨禁法的修正，先於 2005 年（平成 17 年）針對「支配型獨占行為」

導入了獨禁法上特殊的「非裁量型罰鍰（課徵金、Surcharge）」制度（獨禁法第 7 條

之 2 第 2 項）10。後又於 2009 年（平成 21 年）針對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1 款至第

5 款所定義之不公平交易行為，導入了以「重覆違反」為要件之非裁量型罰鍰（獨禁

法第 20 條之 2 到第 20 條之 5）。因此，若事業單次構成獨占行為，即可能成為非裁

                                                           
8 平成 27 年 1 月 16 日・平成 27 年（措）第 2 号，公正取引委員会審決集，61 卷，142 以下〔福

井県経済連〕。詳細內容，參閱本文「三」之說明。 
9 白石忠志，前揭註 4，313；金井貴嗣、川濵昇、泉水文雄編，前揭註 4，149。 
10 關於日本法上非裁量型罰鍰之介紹，可參閱黃銘傑，「讓行政的歸行政、司法的歸司法－跳脫

『先行政後司法』後之『先行政無司法』窘態」，月旦法學，第 201 期，11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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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型罰鍰的課處對象；相對的，必須是重覆構成相同的不公平交易行為（限於獨禁

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1 款至第 5 款）時，才有可能適用非裁量型罰鍰。 

另一方面，事業若不構成第 2 條第 9 項第 1 款至第 5 款之定義，僅構成第 2 條

第 9 項第 6 款所定義之不公平交易行為時，JFTC 無對於該行為課處罰鍰之權限，僅

能以停止命令使事業停止該種違法行為（獨禁法第 20 條）。 

由於一項垂直交易限制，可能同時構成獨禁法第 2 條第 5 項（支配型獨占行為）、

第 9 項第 4 款與第 6 款（不公平交易行為）。且在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或第 6

款之間，因適用的規定不同而會有是否可能課處罰鍰之差異。在第 2 條第 5 項或第 9

項第 4 款之間，也會有是否須重覆違反始課處罰鍰之差異。因此，區別何種行為適

用第 2 條第 5 項的支配型獨占行為、何種情形適用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與第 6 款的

不公平交易行為、又係構成不公平交易行為中之何款規定，乃具有重大之區別實益。

本文以下，分別就支配型獨占行為行為與不公平交易行為對於垂直限制之規範與案

例進行解析，說明此二規範目前在實務上的運作情形，進而比較其差異。 

三、支配型獨占行為中之非水平交易限制 

（一）支配型獨占行為與構成要件概說 

獨禁法第 3 條禁止事業為「獨占行為」之行為。依照同法第 2 條第 5 項之定義，

事業之「獨占行為」係指「事業單獨、與他事業結合或通謀、或以其他任何方法，

排除或支配他事業之事業活動，有悖於公共利益，而於一定交易範圍中實質限制競

爭之行為」。其中所稱「實質限制競爭（依其文脈，亦可稱為『競爭的實質限制』）」

之判斷，得以是否足以在市場中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且欠缺正當理由作為判斷的基

準。一項行為若使得市場中對於市場支配狀態的牽制力弱化時，且欠缺正當理由使

其行為受到正當化時，則可能構成競爭的實質限制，亦即足以產生獨禁法第 2 條第 5

項所欲規範之弊害。此部分要件之判斷，可以用「弊害要件」的觀點進行思考11。 

另一方面，獨禁法第 2 條第 5 項中，列舉了「排除」及「支配」兩種產生競爭

的實質限制之行為態樣。此一行為模式之區別，在本文中將以「行為要件」的觀點

作為分類，以與弊害要件進行區別。在本文中，包含不公平交易行為之檢討，主要

                                                           
11 白石忠志，前揭註 4，21-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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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將基於此一要件分類進行檢討12。 

從而，一項構成獨禁法第 2 條第 5 項所定「支配型獨占行為」之行為，其主要

判斷之要件可以理解為以「支配」的手段（行為要件），在市場中產生限制競爭效果，

且欠缺正當理由（弊害要件）之行為或交易模式等情形13。 

在進入規範檢討前，本文先藉由 2015 年之福井縣經濟連停止命令，帶出目前

JFTC 最新執法之情形，並使得規範內容更為立體化。 

（二）近期的代表案例：福井縣經濟連停止命令 

在獨禁法的運用上，因構成獨占行為而受到 JFTC 處分之案例本身即相當稀少，

其中因停止市場競爭而構成支配型獨占行為的案例更為稀少。目前最新的案例是

2015 年 JFTC 對福井縣經濟農業農會連合會作成之停止命令。此案距離上次 JFTC 認

定支配型獨占行為之案例（Paramount Bed 案），間隔近 17 年。同時，本案更為特殊

之處在於，本案乃是獨禁法在 2005 年將支配型獨占行為納入非裁量型罰鍰課處對象

後，首次構成支配型獨占行為的案例；同時，本案也是首次構成支配型獨占行為，

卻未被課處罰鍰的案例。究竟是何種原因，使得福井縣經濟連案發展成這樣的結果，

值得探討。 

福井縣經濟連乃是由福井縣所在之所有農會（農業協同組合）與農會聯合會（農

業協同組合連合会）所組成，並接其會員農會之委託，代為進行穀物乾燥、調製、

儲藏設備之製造建設等承攬工程（以下稱「本案 57 件承攬工程」）之發包、工程管

理作業等業務14。 
 

                                                           
12 關於「弊害要件」與「行為要件」之區別，僅係作為一種思考上切入的角度，在日本學說上亦

有以不同名稱加以分類之觀點。例如有以「行為要件」和「市場效果要件」為區分的見解，參閱

金井貴嗣ほか，前揭註 4，154, 181；亦有以「形式要件」、「實質要件」、「阻卻違法事由」為

區分之觀點，參閱村上政博編，条解独占禁止法，初版，弘文堂，14-16（2014）。本文中區分二

要件之目的在於，弊害要件的判斷可以理解為探究行為在競爭法上的不法性程度，而行為要件涉

及的是具體應適用何法條規範的區別。關於行為要件與弊害要件之分類意義，參閱白石忠志，独

禁法講義，8 版，有斐閣，26-27（2018）。 
13 在一部分獨占行為的案例中，事業同時使用「支配」與「排除」之手段，達成阻礙競爭的結果，

但此種情形與本文主旨（檢討「停止競爭」在獨禁法如何受到評價）並不直接相關，因此在本文

以下的敘述之中，將省略此一部分所涉之問題，而聚焦在支配型獨占行為如何規範停止競爭行為

之脈絡進行檢討。 
14 由於農會等多半欠缺設備製造等相關專業知識，因此向來均以公開招標方式選任第三人進行工

程招標及管理，並向其支付管理費用。本案中，亦透過公開招標之方式，選定福井縣經濟連代為

進行共同乾燥設施工程之招標及管理。參閱前揭註 8〔福井県経済連〕，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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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福井縣經濟連案之市場界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案中，11家農會委託福井縣經濟連就本案 57件承攬工程代為進行發包與管理。

在 57 件工程中，採取競標方式進行的有 32 件，在受到福井縣經濟連的建議下，11

家農會選定 6 家事業參加投標。其後，福井縣經濟連為了使工程圓滿進行、確保能

確實收取管理費用，對 6 家事業指示了參與各件投標之金額。由於福井縣經濟連此

一行為，32 件工程全部都依照了福井縣經濟連之規劃由其指定之事業得標15。 

福井縣經濟連就涉案工程，指定得標者及價格，並使被指定者依該金額得標之

行為，被認為是「支配參與投標者之事業活動」，並且實質地限制本案工程招標市場

中之競爭，因此構成獨禁法第 2 條第 5 項所定義之獨占行為，受同法第 3 條禁止16。 

雖然違反獨禁法第 3 條之行為，依照獨禁法第 7 條之 2 第 2 項之規定，JFTC 必

須就違反行為課處罰鍰。然而， JFTC 針對福井縣經濟連之行為卻僅作成停止命令，

而未作成非裁量型罰鍰繳納命令（課徴金納付命令）。且在本案公告17及停止命令書

之中皆未說明本案中未課處罰鍰之原因。JFTC 亦未提及本案是否可能構成獨禁法第

2 條第 6 項之不當的交易限制18。 

                                                           
15 同上註，143-144。 
16 同上註，144。 
17 「（平成 27 年 1 月 16 日）福井県経済農業協同組合連合会に対する排除措置命令等について」，

原 文 連 結 ：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h27/jan/150116_2.html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18/6/25。 
18 在與本案時間點相當接近、事實相當類似之停止命令及非裁量型罰鍰繳納命令之審查官解說中

指出，在福井縣經濟連案中，無法確認受支配者間的意思聯絡、亦無法證明有透過福井縣經濟連

進行資訊交換的事實，參閱関尾順市、高木勝、宮本太介，「事件解説 農業協同組合等が発注

する穀物の乾燥・調製・貯蔵施設及び精米施設の製造請負工事等の施工業者に対する排除措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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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未被課處罰鍰之原因，藉由本案審查官所撰寫之解說可加以推測19。其原因

在於，基於獨禁法第 7 條之 2 第 2 項之規定，支配型獨占行為的罰鍰計算基礎必須

依照下列三項目進行計算：1.支配者向被支配者供給涉案之商品或服務；2.被支配者

為在相關市場中提供商品或勞務所必須之商品或勞務係由支配者供給時，由支配者

所供給之商品或勞務；3.支配者亦在相關市場中供給商品或勞務時，該商品或勞務。

然而在本案中，福井縣經濟連既非被支配之承攬人之上下游交易相對人（不符合 1、

2 之條件），亦非被支配之承攬人之競爭者（不符合 3 之條件），因此不存在計算罰鍰

的計算基礎。從而在本案中，僅能得到處不課處罰鍰之結論20。 

由於福井縣經濟連並未與受到支配之投標事業進行交易，亦非其競爭者，因此

福井縣經濟連案之價值在於提供了一個寶貴的現實案例，重新思考停止競爭之行為

態樣是否僅限於「垂直」與「水平」的兩種可能？以下將介紹支配型獨占行為之規

範內容以及要件，釐清獨禁法是如何以「非水平」的觀點，規範水平限制競爭以外

的競爭停止行為。 

（三）支配型獨占行為之行為要件 

獨禁法第 2 條第 5 項中，針對支配型獨占行為僅以「支配他事業的事業活動」

作為其行為要件，由條文觀之其內容並不相當明確。其文字上所使用的「支配」之

文字，文義上的理解似乎強度較高，仿佛要求服從、控制的關係，是否適用於雙方

合意下達成維持轉售價格之約定，或許可能產生疑義。本文以下，就「支配」之概

念在向來的非水平交易限制之案例中如何被運用進行檢討21。 
                                                                                                                                                         
命令、課徴金納付命令等について」，公正取引，第 780 号，64（2015）。由於関尾順市氏亦為

本案之審查官，藉由此一記載可推知，就福井縣經濟連之行為，不具備充足事證認定其構成價格

聯合。相同意旨意可見於 JFTC 事務總局審查局長山田昭典氏之發言，參閱川濵昇、岸井大太郎、

白石忠志、山田昭典，「〔座談會〕最近の独占禁止法違反事件をめぐって」，公正取引，第 778
号，6-8（2015）。依據獨禁法第 47 條第 2 項之規定，JFTC 得指定其職員為個別案件之審查官，

就指定之案件進行行政調查程序。就該案件進行行政調查之審查官，一般會在「公正取引」雜誌

上以「事件解說」為題，就其所負責之案件進行解說，例如本註中所引用之文獻即為釋例。學說

上一般多將此事件解說稱為「審查官解說」，作為案例事實的補充說明，本文亦依循此一行文習

慣稱之。 
19 參閱関尾順市、吉兼彰彦、金井猛，「事件解説 福井県経済農業協同組合連合会に対する排

除措置命令等について」，公正取引，第 777 号，72 以下（2015）。 
20 同上註，76。 
21 實務上針對支配型獨占行為的應用，也有適用在因支配而產生阻礙濫用之案例，亦有認定藉由

支配與排除他事業之事業活動之相互作用而達成阻礙濫用之案例。由於本文主要聚焦在非水平交

易限制之案例，涉及阻礙濫用之案例，在本文中將割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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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及學說上關於此一要件之討論，主要集中在「支配之意義」以及「支配之

對象」二部分之討論，以下分別闡述之。 

1.支配的意義 

關於在「停止競爭」脈絡下的「支配」之概念，在獨禁法立法初期，學說上是

以強者對於弱者之支配的觀點加以理解。在此一觀點下，支配者對被支配者施加壓

力，使被支配者喪失其企業經營的獨立性，受到支配者左右其事業活動，其典型的

範例即為股份購入後取得控制力之情形22。例如，學說上有將排除與支配的概念說明

為，為了達成獨占而對作為客體的其他事業所採取的手段，並將支配的概念說明為

唆使競爭者公司的董事將其持有股份賣出後，全數將其購入，使競爭者的事業活動

受到自己的意思支配23。另外，亦有指出，支配的概念是對交易相對人施加壓力，而

使其服從自己的意思，例如股份持有、經營者兼充或是利用金融機關在交易上的優

勢地位等情形24。 

但在 1957 年的野田醬油案後，對於「支配」的概念的理解開始產生變化。在野

田醬油案中，野田醬油向下游批發業者、零售業者指示其旗下醬油的生產、批發及

零售價格。在本案中，野田醬油維持自家品牌之轉售價格後，其競爭者亦跟隨野田

醬油之定價策略，使得市場全體的價格產生變化。此一結果，被 JFTC 認定是野田醬

油支配了「其他醬油生產者」之事業活動，實質地限制了東京都內的醬油價格競爭。

因此，被認定構成獨禁法第 2 條第 5 項之支配型獨占行為25。 

東京高等法院在野田醬油案中，將「支配他事業之事業活動」定義為，對他事

業施加限制或約束（制約），剝奪其自由決定事業活動之行為26。此一定義，被認為

                                                           
22 參閱橋本龍伍，獨占禁止法と我が國民經濟，初版，日本経済新聞社，122（1947）；商工省企

画室，独占禁止法の解説，初版，時事通信社，15（1947）；石井良三，獨占禁止法：附經濟力

集中排除法，初版，海口書店，94-95（1947）。關於「支配」之文言，係如何在獨禁法之制定過

程中出現歷史考察，可參閱西村暢史、泉水文雄，原始独占禁止法の制定過程と現行法への示唆，

競争政策研究センター共同研究，43-47（2006）。橋本龍伍氏與石井良三氏皆為參與獨禁法立法

作業之日本政府官員，因此其所撰寫之著作，相當程度上最可反映出獨禁法原始之規範目的與內

容。 
23 出雲井正雄，新独占禁止法の解説，初版，時事通信社，89（1953）。 
24 石井幸一，独占禁止法の解釈と実例，初版，一橋書房，36（1955）。 
25 前揭註 7〔野田醬油〕，90-94。 
26 同上註，90-91。在野田醬油案中對於「支配」所採用的解釋，在學說上也被認為和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中，關於「限制（拘束）」之定義相同。參閱白石忠志，前揭註 4，326；菅久修

一編，独占禁止法，3 版，商事法務，102（2018）。亦有學說認為野田醬油案擴大了支配型獨占

行為的適用範圍，參閱実方謙二，独占禁止法，4 版，有斐閣，72（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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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地確認了維持轉售價格等垂直交易限制屬於支配型獨占行為的範疇。受到野田

判決的影響，學說上對於「支配」的理解，也逐漸的開始放寬，認為無須施加強制

的壓力的拘束，亦可能該當於獨禁法 2 條 5 項所稱之支配27。目前學說上檢討支配型

獨占行為所規範的停止競爭行為時，也多從野田醬油案中法院所賦予的意義進行說

明28。 

野田醬油案後，涉及停止競爭的支配型獨占行為之案例沉寂了近41年，直到1998

年的 Paramount Bed（パラマウントベッド）案，支配型獨占行為與垂直限制競爭的

關係才再度被確認。 

該案的事實乃是發生在東京都財務局採購醫療用床的採購之中，該採購案採兩

階段招標。在前階段規格採購的部分 Paramount Bed 公司透過各種方法，使得採購機

關決定採購 Paramount Bed 公司之醫療用床29。其後，在指定採購規格後之後階段招

標過程中，Paramount Bed 公司事前在參與投標者中指定各別採購案之得標者及得標

金額，並指示其餘參與投標者之投標金額。結果，涉及 Paramount Bed 公司產品之招

標案，皆依照 Paramount Bed 公司之指示由受到指定之公司得標30。Paramount Bed 公

司在後階段的交易中，限制交易相對人進行價格競爭之行為，也被認定為構成支配

型獨占行為。 

Paramount Bed 案中，很明顯的生產者限制交易相對人在下游市場中的價格競爭，

其所形成的限制競爭效果與維持轉售價格所形成的效果並無太大不同31。在本案的審

查官解說中亦指出，在本案中構成支配型獨占行為之行為限制了下游販賣業者間的

競爭32。由此可發現本案中，確認了停止品牌內競爭的轉售價格限制亦屬於支配型獨

占行為之射程範圍。 

 

                                                           
27 今村成和，法律学全集 52：独占禁止法，初版，有斐閣，63-64（1967）；実方謙二，同上註，

68、71。 
28 白石忠志，前揭註 4，326；金井貴嗣ほか，前揭註 4，176。 
29 例如向承辦人要求將涉及 Paramount Bed 公司新型專利的構造，Paramount Bed 公司競爭者難以

在短期間內增添至其產品上之性能，添加在招標文件之中等行為。此部分之行為，被認定構成排

除型獨占行為，相關檢討可參閱白石忠志，独禁法事例集，初版，有斐閣，109-110（2017）；金

井貴嗣、泉水文雄、武田邦宣編，経済法判例・審決百選，2 版，有斐閣，32-33（2017）。 
30 平成 10 年 3 月 31 日・平成 10 年（勧）第 3 号，公正取引委員会審決集，44 卷，365-367〔パ

ラマウントベッド〕。 
31 金井貴嗣ほか，前揭註 29，33。 
32 斉藤隆明、奈雲まゆみ、池内裕司，「医療用ベッドの製造メーカーによる私的独占事件」，

公正取引，第 572 号，68（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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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Paramount Bed 案之市場界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2015 年的福井縣經濟連案中，亦確認了「支配」並不以反於受支配者之意思

為要件33。在該案中，福井縣經濟連利用對於參與投標者的指定具有影響力，使得參

與投標者聽從其建議進行投標，但同案之審查官解說中指出，不論是福井縣經濟連

利用高壓手段強迫業者以指定金額參與投標，或是福井縣經濟連與各別事業間達成

合意而進行，都被認為構成「支配」之概念34。 

由上述實務案例及學說的分析可以理解，雖條文上使用「支配」的用語，使得

早期的學說見解上採用較為保守的觀點；但伴著實務發展，亦不再以事業對於被支

配者是否具有控制力為檢討之重心。以雙方合意之方式達成限制之情形，亦可認為

係包含在「支配」所涵攝的範圍之中，而可能構成支配型獨占行為之行為要件35。 

2.支配的對象 

關於支配之認定，第二項討論的重點在於支配的對象為何。此一要件雖非判斷

是否構成違法的行為要件，但因支配對象的不同，支配型獨占行為之違法效果（亦

                                                           
33 山部俊文，「施主代行者による支配型私的独占－福井県経済連事件」，ジュリスト，第 1481
号，76（2015）。 
34 関尾順市ほか，前揭註 19，75-76。 
35 另外，在以往案例中，均係限制「商品」交易相對人之交易，但從條文僅以「支配」作為要件，

似乎並不限制商品之交易，即便為服務價格之限制，亦應認為有構成支配型獨占行為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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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否存在計算非裁量型罰鍰之基準）將會有所不同36，此差異在前述福井縣經濟

連案中亦明顯呈現，故有檢討之必要。 

(1)支配交易相對人 

在 Paramount Bed 案中，Paramount Bed 公司限制了其交易相對人在東京都財務

局醫療床採購市場中之販賣價格。由於 Paramount Bed 公司指示其交易相對人在進行

競爭時之價格，使得市場中之價格競爭受限制。由於此一限制，是由上游的生產者

對於下游的經銷商所形成，可理解為一種垂直交易限制。在本案的審查官解說中，

審查官也將本案中所涉支配型獨占行為的行為，解釋為限制販賣業者間的競爭37。由

此可以理解，在行為要件的層次上，限制交易相對人之價格的行為，亦有可能符合

支配型獨占行為之行為要件38。 

(2)支配競爭者？ 

在野田醬油案中，野田醬油向下游批發業者、零售業者指示其所販賣的龜甲萬

商標醬油的生產、批發及零售價格，由當時醬油市場所具備的特殊情形，使得野田

醬油之競爭者多半會跟隨野田醬油之定價。在此一情形下野田醬油所為的維持轉售

價格被法院認定支配了「其他醬油生產者」之事業活動，並對東京都內醬油價格競

爭形成實質限制。換言之，支配的對象被認定為野田醬油之競爭者，而非其交易相

對人39。 

針對此種支配競爭者的類型，在學說上有持肯定態度，將之稱為「間接支配」

展開討論40。但也有認為，本案其實是以維持轉售價格作為前提，加上醬油製造業特

有的市場條件，因此才構成支配型獨占行為，故不能過度擴張本案中所採用之見解

至所有價格跟隨行為41，從而也就不能將此種價格跟隨行為均解釋為支配「競爭者」

                                                           
36 「交易相對人」之要件在支配型獨占行為較適用上的限制，適用範圍相較於以「垂直交易限制」

之觀點進行規範的不公平交易行為來得更為寬廣，藉此可突顯出二規範在行為要件上之不同。 
37 斉藤隆明ほか，前揭註 32，68。 
38 另外，由於條文並未加以限制，因此無論是限制直接或間接交易相對人，應皆可適用支配型獨

占行為。此點與不公平交易行為在條文的構成上有所不同。詳細討論參閱本文「四、（二）、1」。 
39 前揭註 7〔野田醬油〕，90-94。 
40 正田彬，全訂独占禁止法Ｉ，初版，日本評論社，180（1980）。 
41 実方謙二，前揭註 26，71。針對野田醬油案中法院之見解，今村成和教授指出，法院僅論述了

價格領導者定價後競爭者之跟隨，此乃是野田醬油行使其市場支配地位之狀態，將此一行為解釋

為支配他事業之事業活動，並不正確。今村教授認為在本案中野田醬油維持零售業者之轉售價格，

才是在本案中之支配他事業之事業活動之行為。參閱今村成和，法律学全集 52-II：独占禁止法，

新版，有斐閣，73（1978）。由今村教授所言可以理解，法院錯誤的將屬於弊害要件之市場支配

地位的形成、維持或強化，當作行為要件之「支配」的判斷因素，此一見解應值得贊同。與今村

教授觀點相似，並以該判決係基於明顯錯誤的觀點為前提，時至今日已喪失作為判決先例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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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 

就野田醬油案之情形加以觀察，應可將其理解為：在價格跟隨相當密切的市場

中，價格領導者維持其轉售價格後，其他價格跟隨者在零售市場跟隨後使得競爭嚴

重的受到限制。如此一來，本案行為與一般的維持轉售價格其實並無太大不同，僅

係在檢討弊害要件之限制競爭效果時，因市場之特性而形成較為嚴重的影響而已。

由此觀之，學說上有認為，區分「直接支配」或「間接支配」加以討論並無太大實

益42，此一觀點應認為值得贊同43。 

(3)支配第三人 

支配型獨占行為可適用在支配第三人之情形，最明確的事例即為福井縣經濟連

案。在福井縣經濟連案中，福井縣經濟連受到 11 家農會之委託代為發包，其交易相

對人應為作為委託人之農會，但其卻向參與競標之事業指示得標者及得標價格，使

得各競標市場之競爭受到限制44。由於福井縣經濟連與承攬工程之事業既不具備競爭

關係、亦不具備交易關係，因此屬於支配第三人之類型。 

在 2005 年支配型獨占行為導入非裁量型罰鍰時，由於以往並不曾出現此種支配

型獨占行為之案例，且非裁量型罰鍰之計算著重於不當利得與對價是否存在45，因此

未將此種類型之支配納入罰鍰對象範圍。這也使得此種支配第三人之類型與前二類

型，在違法效果上產生重大差異。 

針對福井縣經濟連案所示支配第三人之類型，雖可能就「被支配者」是否構成

有水平合意而該當「不當交易限制」進行討論，但就停止命令及審查局相關職員之

解說，可以確定的是 JFTC並不認為本案中受支配者間有足以證明水平合意之事證46。

受到此一事實存在之影響，目前學說上多半均肯定，若受支配者間之意思聯絡無法

                                                                                                                                                         
猛烈批判野田醬油判決之見解，可參閱村上政博，独占禁止法，8 版，弘文堂，237-238（2017）；

村上政博編，前揭註 12，57。 
42 參閱白石忠志，前揭註 4，327。 
43 或許基於野田醬油案特殊的市場條件、或許考量間接支配的概念容易引人誤解，在近來獨禁法

學者所編輯的判例、審決百選中，野田醬油案也首次被移除。參閱金井貴嗣ほか，前揭註 29。 
44 前揭註 8〔福井県経済連〕，143-144。 
45 參閱諏訪園貞明，平成 17 年改正独占禁止法－新しい課徴金制度と審判・犯則調査制度の逐条

解説，初版，商事法務，54（2005）；菅久修一編，前揭註 26，102-104。 
46 関尾順市ほか，前揭註 18，64。相同意旨亦可見於時任 JFTC 事務總局審查局長之山田昭典氏

之發言，參閱川濵昇ほか，前揭註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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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明確證明時，不能以不當交易限制加以處分47。此種情形下僅能以支配型獨占行為

禁止該行為，並追究支配者使競爭停止之責任48。 

（四）弊害要件 

一項符合獨禁法第 2 條第 5 項之行為要件的限制競爭行為，以足以產生「競爭

的實質限制」為其弊害要件。屬於獨占行為之一的支配型獨占行為，當然亦必須滿

足此一要件。針對此一要件之檢討，除了市場界定的問題外，可以分別從產生「限

制競爭效果」、及欠缺「正當理由」之二部分加以探討。 

1.限制競爭效果 

(1)市場支配狀態的形成、維持或強化 

作為保護市場競爭的競爭法，規範的行為當然必須是足以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之行

為。然而，一般認為獨占行為與不公平交易行為所要求的限制競爭效果在程度上有所

不同，若行為不足以產生較嚴重的限制競爭效果時，並不會構成獨占行為所要求的「競

爭的實質限制」之程度49。但問題在於，法條上並未明確說明，限制競爭效果須達到

何種程度才該當競爭的實質限制。因此必須透過判決先例的分析始能理解。 

在 1953 年的東寶新東寶案東京高等法院判決中50，法院以「特定事業或複數事

業以其意思，自由左右價格、品質、數量、其他各項條件，產生足以支配市場之狀

                                                           
47 大東泰雄，「施主代行者が受注予定者を指定するなどしたことが支配型私的独占とされた事

例－福井県経済農業協同組合連合会事件」，ジュリスト，第 1480 号，7（2015）；山部俊文，

前揭註 33，76-77。 
48 若受支配之事業對於水平競爭之形成有所意識或有意促成時，應仍可能認定構成水平聯合行為

而該當獨禁法第 2 條第 6 項所定義的不當的交易限制。具體的例證即為 2015 年 1 月 20 日平成 27
年（措）第 3 号・平成 27 年（納）第 7 号，公正取引委員会審決集，61 卷，148、193〔北海道低

温空調設備工事〕、2015 年 3 月 26 日・平成 27 年（措）第 5 号・平成 27 年（納）第 9 号，公正

取引委員会審決集，61 卷，156、197〔穀物乾燥調製貯蔵施設等・北海道以外〕。一般也認為，

福井縣經濟連案與上述二案例之區別，以及能否構成學說上所稱「Hub and Spoke」型聯合行為之

區別，即在於競爭者間是否有無意思之聯絡，參閱金井貴嗣ほか，前揭註 29，37；川濵昇ほか，

前揭註 18，7-8。 
49 滝澤紗矢子，「『一定の取引分野における競争の実質的制限』と『公正競争阻害性』」，法

学教室，第 377 号，5-6（2012）。 
50 雖為結合管制之案例，但由於獨占行為之案例相對較為稀少，且競爭的實質限制要件亦存在於

不當的交易限制與結合管制的要件中，藉由參考其他類型案例，更能理解「競爭的實質限制」之

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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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作為判斷是否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之基準51。亦即，若行為將使競爭減少，產生事

業得自由決定商品之價格、品質、數量等競爭參數，不受到其他事業之牽制的狀態

（市場支配狀態），則將符合構成「競爭的實質限制」所須之限制競爭效果。 

這樣的標準直到 2010 年 NTT 東日本案最高法院判決均持續的被延用52。日本最

高法院在該判決中，以「市場支配力的形成、維持或強化」描述獨禁法第 2 條第 5

項之限制競爭效果所要求之門檻53。雖然日本最高法院並未就「市場支配力」進行定

義，但學說上一般均認為與以往的判例中所稱之「市場支配狀態」並無太大差異54。 

在 2012 年多摩圍標（多摩談合）案最高法院判決中，日本最高法院以事業之行為

產生「某種程度上得自由左右得標價格之狀態」作為判斷不當的交易限制是否產生限

制競爭效果之判斷基準55。這樣的標準在 2016 年的日本 Air Liquide（日本エア・リキ

ード）案中，也被東京高等法院以「某種程度上得自由左右市場價格之狀態」適用在

一般的價格聯合的案例中56。此一自由左右市場價格之概念，應可認為與東寶新東寶

案中東京高等法院之意旨相同，亦即限制競爭行為若產生使事業某種程度上自由左右

市場價格之能力時，則可能滿足「競爭的實質限制」所要求之限制競爭效果。 

學說上認為，在實務判決中所稱「市場支配狀態（或稱市場支配力）」或「自由

左右市場價格之狀態（或力量）」之成否判斷，實際上可以理解為就事業所受到「牽

制力，或稱『競爭壓力（competitive constraints）』」的存否加以分析之審查。若事業

行為足以使其所受之牽制力消滅，產生自由左右市場價格之狀態時，則可能被認定

                                                           
51 昭和 28 年 12 月 7 日・昭和 26 年（行ナ）第 17 号，公正取引委員会審決集，5 卷，118〔東宝

新東宝〕。本文所引用之判旨，在東寶新東寶案之判決中是針對「競爭的實質限制」之內容進行

檢討。但其應可理解為當時法院並未認識到「競爭的實質限制」中所存在的「正當理由」之要素，

因此將「競爭的實質限制」與「限制競爭效果」之內容畫上等號。在正當理由亦可納入競爭的實

質限制之中進行檢討的當下，將此一判旨解釋為「限制競爭效果」之判斷準則，應可認為是較為

妥當的解釋方法，參閱白石忠志，前揭註 4，28。考量此一判旨之內容乃是欲討論是否足以產生限

制競爭效果，故本文中將此部分置於限制競爭效果之脈絡下進行討論。 
52 雖然用語上有些許不同，但實質的內容與以往並無不同，參閱白石忠志，前揭註 4，29；泉水

文雄，「私的独占規制における支配型規制及びエンフォースメントのあり方」，日本経済法学

会年報，第 28 号，64-65（2007）。 
53 平成 22 年 12 月 17 日・平成 21 年（行ヒ）第 348 号，公正取引委員会審決集，57 卷第 2 分冊，

218〔NTT 東日本〕。 
54 例如，有將市場支配狀態理解為「市場支配力」存在之狀態，白石忠志，前揭註 4，29-30；或

將市場支配力理解為「足以產生以往判例所稱市場支配狀態之力量」，金井貴嗣ほか，前揭註 4，

30。 
55 平成 24 年 2 月 20 日・平成 22 年（行ヒ）第 278 号，公正取引委員会審決集，58 卷第 2 分冊，

152-153〔多摩談合〕。 
56 平成 28 年 5 月 25 日・平成 27 年（行ケ）第 50 号，公正取引委員会審決集，63 卷，315〔日

本エア・リキー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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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競爭的實質限制」57。 

(2)支配型獨占行為中市場支配狀態的形成、維持或強化 

雖然支配型獨占行為之構成，亦必須滿足「競爭的實質限制」之要件58，但以往

案例中並未曾針對構成支配型獨占行為之非水平交易限制所產生競爭的實質限制加

以論述。藉由具體的相關案例檢討，應可稍微釐清目前支配型獨占行為之限制競爭

效果的內容。 

首先，在野田醬油案審決書中指出，野田醬油限制轉售價格的行為使得市場中

占有 7 成占有率之 4 品牌間之價格競爭停止。此一結果，係由於市場中存有「其他

醬油製造業者基於市場中的品牌價值與價格等條件，在零售價格上傾向追隨野田醬

油之定價」之條件，加上野田醬油限制自家商品的轉售價格所產生59。簡言之，野田

醬油維持轉售價格前，零售業者間曾存在之競爭，因維持轉售價格的導入及其他生

產者的追隨行動，使得零售業者間之牽制大幅減弱60。若以此等判旨加以理解，則可

認為野田醬油案中之論述，並未脫離法院就競爭的實質限制所採之觀點。 

其次，在 Paramount Bed 案中，作為生產者的 Paramount Bed 公司指定下游業者

於東京都招標案中的販賣價格，且所有交易也都按照支配者 Paramount Bed 公司所指

定的價格進行61。由於所有的交易都受到影響，因此可認為市場（招標採購的市場）

中參與投標者間應存在的相互牽制力完全喪失，可認為產生競爭的實質限制。由此

觀之，亦與前述判決之判斷標準相符。 

在福井縣經濟連停止命令書中亦指出，福井縣經濟連為了使工程圓滿進行、得

確實收取管理費用等目的，對 6 家事業指示了參與投標的金額。此行為使得採取競

標之工程，全部都依照了福井縣經濟連之規劃，由福井縣經濟連指定之事業得標62。

同樣的，市場中 6 家供給者彼此間的相互牽制力亦完全消滅63。 

                                                           
57 參閱白石忠志，前揭註 4，67 以下。類似的見解，如將市場支配狀態解釋為，原應因競爭而存

在的互相牽制有所不足的狀態，參閱根岸哲編，注釈独占禁止法，初版，有斐閣，61（2009）。 
58 白石忠志，前揭註 4，30；村上政博編，前揭註 12，55。 
59 昭和 30 年 12 月 27 日・昭和 29 年（判）第 2 号，公正取引委員会審決集，7 巻，148-149〔野

田醤油〕。 
60 同上註，135-136。 
61 前揭註 30〔パラマウントベッド〕，366-367。 
62 前揭註 8〔福井県経済連〕，144。 
63 此一牽制力消滅的結果，雖可認定形成市場支配狀態，但是形成的是何人之市場支配狀態？在

停止命令書並未明確的被提出。由此或許可以認為，判斷限制競爭效果時，重點不在於行為形成

何人之市場支配狀態，而在於行為是否減弱了市場中的牽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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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雖然在以往的案例之中，法院以及 JFTC 並未在支配型獨占行為的案

例之中，就限制競爭效果的存在明確地加以論述，但在各案例中牽制力確實因為支

配者的非水平限制而有嚴重程度之消滅，故構成支配型獨占行為並無疑問。 

(3)事業之市場占有率與事業規模 

若由上述案例中事業之市場占有率（下稱市占率）加以觀察，在 Paramount Bed

案和福井縣經濟連案，市場中之競爭者均完全受到支配者之支配；在野田醬油案中，

雖然並非完全受到支配，但市場中亦有 7 成以上之價格競爭受到影響。由這些案例

所顯示之結論，認為市占率與市場集中度之高低可作為一項有助於判斷支配型獨占

行為之限制競爭效果之因素64，應無太多疑義。但究竟市占率對於競爭的實質限制的

判斷有何種影響？ 

雖然法條上並未以市場支配力作為要件，但學說上多認為行為主體擁有相當高

的市占率，是一項構成獨占行為的前提條件65。但此一前提條件，究竟要達到何種程

度，仍無絕對之標準。學說上有認為至少應達到 40%，才可能構成獨占行為66。若反

面解釋，似乎是認為市占率 40%以下之事業均無構成支配型獨占之可能。 

然而，JFTC 的見解並未說得如此斬釘截鐵。JFTC 雖然並未針對支配型獨占行為

制定處理原則，但在「排除型獨占行為處理原則（排除型私的独占に係る独占禁止法

上の指針）」的「第 1」之中，可以發現 JFTC 以事業具有超過二分之一之市占率作為

是否「優先審查」事業之行為構成排除型獨占行為與否的篩選標準67。換言之，若事

業具有二分之一以上之市占率，則 JFTC 將優先審查其行為是否構成獨占行為。但即

便事業之市占率未達 50%，亦僅是「不優先審查」而已。由此可知，市占率在獨占行

為的違法性判斷上，雖能發揮一些篩選功能，但尚不能認為有充分的法律根據。 

再者，學說上有指出，即便事業之市占率低，仍然有可能被認為該當於「競爭

的實質限制」所要求的限制競爭效果68。換言之，高度市占率僅作為一項推論限制競

爭效果的因素，即便不具備高度市占率，仍可能藉由其他的方式，證明其限制競爭

效果。透過如市場之特性、行為對牽制力所產生之嚴重影響等加以說明，仍有可能

                                                           
64 針對野田醬油案之限制競爭效果亦有指出，若具有市場地位之事業維持其轉售價格，使零售價

格同時一起上升時，即可能構成支配型獨占行為，參閱実方謙二，前揭註 26，72。 
65 金井貴嗣ほか，前揭註 4，189-190。原文中雖是以「市場支配力」加以表達，但由其就相關案

例整理之重心來觀察，應可將其所欲表達者，可以相當高度之市占率加以理解。 
66 村上政博編，前揭註 12，55。 
67 排除型私的独占に係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第 1「公正取引委員会の執行方針」，3。 
68 參閱舟田正之、金井貴嗣、泉水文雄編，経済法判例・審決百選，初版，有斐閣，1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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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欠缺相當市占率之行為構成競爭的實質限制。 

如此一來，認為市占率僅能當作是限制競爭效果判斷的一項選別基準之觀點69，

或許必須認為是較能貼近的說明其實際功能之看法。相對的，認為市占率作為前提

條件、或是必須達到較高市占率始足以構成支配型獨占行為之觀點，在解釋上均有

可能過度限制支配型獨占行為所適用的範圍，並不能認為是具備充分根據之看法。 

另外必須注意的是，獨占行為的認定並不以市場規模作為其要件70。例如，福井

縣經濟連停止命令中所涉及之市場，僅涉及 27 億日圓的工程款項71，但福井縣經濟

連之支配行為，仍被認定構成獨禁法第 2 條第 5 項之獨占行為72。 

2.正當理由的判斷 

就僅有的獨占行為的案例而言，目前並不曾有 JFTC 肯定具有支配型獨占具正當

理由而使其正當化之案例，亦無 JFTC 為處分後，被法院肯定存在正當理由之案例。 

然而，正當理由的判斷，係藉由「實質限制競爭」之要件進行討論。因此並不

能否認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之支配型獨占行為，仍有被 JFTC 或法院認定具有正當理由

之可能73。 

（五）構成支配型獨占行為之法律效果 

一項行為構成第 2 條第 5 項所定義之「獨占行為」，則將受到受獨禁法第 3 條所

禁止。為支配型獨占行為之事業，可能因為受到 JFTC 告發而受到刑事追訴，惟目前

                                                           
69 白石忠志，前揭註 4，83。若從福井縣經濟連案加以觀察，福井縣經濟連雖然是受到 11 家農協

所委託之事業，但在該案所檢討之相關市場中完全不具有任何市占率。若支配者在相關市場中不

具備市占率亦得構成獨禁法第 2 條第 5 項獨占行為，探討「行為主體」是否必須具備市占率的問

題，似乎也就不那麼重要。從而，相關市場中之市占率在獨占行為的判斷上，也只能認為是一種

選別標準，而不能認為是前提條件。 
70 同上註，328-329。 
71 関尾順市ほか，前揭註 19，74。 
72 此與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2 項所定之銷售金額之門檻，顯然有所不同。 
73 在排除型獨占行為處理原則中，有關「消費者利益確保的特殊情事」之描述，其中指出若獨占

行為乃基於安全、健康或其他正當理由，而能確保一般消費者利益，並促進國民經濟的民主健全

發展時，得就競爭的實質限制之該當性為例外考量，參閱前揭註 67，第 3、2、(2)、オ「消費者利

益の確保に関する特段の事情」，32-33。學說認為，此部分之描述即係關於支配型獨占行為亦可

能被承認具有正當理由之正面描述，參閱白石忠志，前揭註 4，329。由於「競爭的實質限制」之

要件乃是兩類型之獨占行為所共通，因此此部分之描述，亦可認為適用於支配型獨占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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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存在 JFTC 針對獨占行為行使告發權的案例74。 

此一告發權限，基於獨禁法第 96 條之規定，係由 JFTC 所專屬，亦係由 JFTC

自由裁量是否告發。為使其告發權之行使受到明確的理解，JFTC 訂定「刑事告發及

犯罪調查處理原則（独占禁止法に対する刑事告発及び犯則調査に関する公正取引

委員会の方針）」說明其行使專屬告發權之判斷基準。在該方針於 2005 年制定時，

並不存在關於獨占行為之敘述。由此或可理解，當時獨占行為以往在 JFTC 之觀點，

並非屬於刑事告發之範疇。但在同方針於 2009 年修正後，JFTC 改變其觀點，於方

針中增列獨占行為之文字。從而可以認為，若事業為獨占行為而情節嚴重時，在現

行實務上仍有受刑事追訴之可能。 

其次，JFTC 對於構成「獨占行為」之行為，得以停止命令命其停止違法行為。

且依獨禁法第 7 條之 2 第 2 項之規定，JFTC 有義務依照同條項所列之方式計算並課

處事業非裁量型罰鍰。此非裁量型罰鍰之規定，乃是 2005 年修法時所導入，惟導入

時只針對符合對價要件之：1.支配者向被支配者供給涉案之商品或服務；2.被支配者

為在相關市場中提供商品或勞務所必須之商品或勞務係由支配者供給時，由支配者

所供給之商品或勞務；3.支配者亦在相關市場中供給商品或勞務時，該商品或勞務之

三種情形作為罰鍰計算的基礎75。截止目前為止，並沒有因構成獨占行為而被課處非

裁量型罰鍰之案例76。 

最後，在民事法上的應用，由於獨占行為並非事業得依據獨禁法第 24 條請求停

止或預防之侵害，因此事業提起訴訟請求停止「獨占行為」。但由於構成獨占行為者，

多半亦該當於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所定義之不公平交易行為，故事業得依據 24 條之

規定，請求法院停止或預防因「不公平交易行為」所產生之侵害77。另外，事業得依

據獨禁法第 25 條之規定請求因「獨占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 

（六）支配型獨占行為所規範之非水平交易限制的確認 

基於本文以上之檢討，首先可以確認獨禁法第 2 條第 5 項所規範之支配型獨占

                                                           
74 菅久修一編，前揭註 26，109。 
75 諏訪園貞明，前揭註 45，54。 
76 學說上有認為修法至今均未曾出現適用非裁量型罰鍰的案例，或許是一種巧合，但也可能是因

為非裁量型罰鍰的導入，使得罰鍰計算變得複雜、容易受到被處分人提起爭訟，因此 JFTC 在認定

行為是否構成違法時產生猶豫，參閱白石忠志，前揭註 4，312。 
77 同上註，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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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確實應用於包含垂直交易限制在內之非水平交易限制。 

從行為要件加以觀察，可以發現支配型獨占行為適用的行為類型相當寬廣，不

以支配交易相對人為限。即便限制不具交易關係之事業間的競爭，雖不屬於典型的

「垂直限制競爭」，但亦有構成支配型獨占行為之可能。 

另一方面，支配型獨占行為設下了相當高的弊害要件之要求。除了欠缺正當理

由外（遺憾的是在以往的案例中，並未就此有太多著墨），必須在市場中產生嚴重的

限制競爭效果。具體來說，行為必須嚴重的影響市場中相互牽制的力量，才會被認

為是產生市場支配狀態。此種情形下，市占率可作為一項參考指標，但並非是絕對

的標準。 

綜合以上關於違法要件之觀察，可發現支配型獨占行為之行為要件適用範圍寬

廣，但透過弊害要件的收束，使得支配型獨占行為所適用的範圍不至毫無限制。在

這樣的要件之下，獨禁法始對於產生競爭的實質限制之行為，設下刑事責任與非裁

量型罰鍰78。在本文下一節介紹不公平交易行為後，就構成要件與違反效果之不同加

以比較。 

四、不公平交易行為概說與近期規範動向 

－以非水平交易限制為中心 

（一）不公平交易行為概說 

「不公平交易行為」，經常與「獨占行為」、「不當交易限制」併稱為獨禁法三大

支柱。但其內容，卻難如同其餘二者給予一個精確的定義說明。主要的原因在於，

不公平交易行為多用來補充其餘二項規範之不足，乃是作為補充適用之用的規範79。

因此，在第 2 條第 9 項的定義之中，可以觀察到許多不同行為類型，均規範在其中。 

在進行不公平交易行為之檢討前，值得說明者有以下幾點：第一，不公平交易

                                                           
78 但 2005 年針對支配型獨占行為實質納入刑事告發之範圍，並導入非裁量型罰鍰至今，並無實際

上課處罰鍰之案例。因此不得不承認，支配型獨占行為在獨禁法上之地位顯得較不突出。在本文

「四、（五）」所檢討之近期的不公平交易行為案例中，雖然事業之市占率超過二分之一，但 JFTC
亦並未展現其「優先審查」的態度，探討該案之維持轉售價格是否構成支配型獨占行為。而僅以

不公平交易行為進行檢討，JFTC 之執法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79 白石忠志，前揭註 4，337-338；白石忠志，前揭註 12，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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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所規範之停止競爭，主要是以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之「垂直交易限制」為

其規範內容，不涉及限制第三人交易的「非水平交易限制」。因此，雖然垂直交易限

制屬於一種非水平交易限制的類型，但為使討論範圍得以聚焦，在討論不公平交易

行為所規範之非水平交易限制時，本文以下稱「垂直交易限制」。 

第二，不公平交易行為中與垂直交易限制相關之規範，主要為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與第 6 款第 4 目。由於第 2 條第 9 項之體系構成較為複雜，第 4 款與第 6

款在適用上亦存有若干不同之要件、法律效果亦不盡相同，本文四、（二）之中就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與第 6 款在立法過程中之轉折一併進行解說。就結論而言，可認為

2009 年（平成 21 年）獨禁法修正對於垂直交易限制之規範體系及違反效果雖帶來重

要的影響，但此修正之背景及其背後所顯現的 JFTC 之態度，卻並不如表面所顯示之

積極與強烈。藉由水面下的修法事實之探討，可釐清 JFTC 就垂直交易限制之執法傾

向。未來在參考日本法之相關規範時，應更能全面的掌握獨禁法之全貌。 

第三， JFTC 並未針對不公平交易行為所涉及之垂直交易限制訂定專屬的處理

原則。若要了解 JFTC 對於垂直交易限制的適用觀點，一般多仰賴「通路交易習慣處

理原則」之說明80。適逢此處理原則於 2015、2016、2017 年經歷連番的修正與調整，

本文四、（三）之中亦將就該變革中所顯示之動向，一併加以分析。 

本文四主要針對不公平交易行為之規範概要，以及近期與垂直交易限制相關的

規範變動進行介紹，關於不公平交易行為之構成要件，留待下一章進行檢討。惟分

析之觀點與前述獨占行為相同，亦以「行為要件」與「弊害要件（於『市場』中帶

來『限制競爭效果』而無『正當理由』）」之觀點進行檢討，以便與支配型獨占行為

加以比較81。 

（二）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所規範之垂直交易限制 

1.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與「一般指定」所建構成之垂直交易限制規範 

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透過 6 款規定，分別就不公平交易行為加以定義。此 6 款

                                                           
80 滝澤紗矢子，「流通・取引慣行ガイドライン改正の概要」，ジュリスト，第 1508 号，16（2017）。 
81 然而，由於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之條文並不以「市場」作為其要件，因此一般進行不公平交易

行為討論時，多半不會就此概念進行檢討。針對此種向來觀點之批判，參閱白石忠志，前揭註 4，

345-346。 



日本競爭法上之非水平交易限制                        79 
 

 

規定可先依照「除獨禁法本身規定之要件外，是否須另外符合 JFTC 之指定，始構成

不公平交易行為」及「違反效果是否包含非裁量型罰鍰」之不同，區分為二大類：

第 1 款至第 5 款（不須另外符合 JFTC 之指定，違反法條所定要件則構成不公平交易

行為，且可能因此被課處非裁量型罰鍰82）及第 6 款（除獨禁法所定之要件外，另須

符合 JFTC 之指定始構成違法，但即便違反亦不會被課處非裁量型罰鍰83）。由於在此

二類型之中，均有關於垂直交易限制之規範，其法律效果又有所不同，因此具有區

別之實益。 

(1)不適用非裁量型罰鍰之垂直交易限制：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6 款第 4 目 

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6 款中所定義之不公平交易行為，乃是「除前各款規定

者外，下列情形中，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並受公平交易委員會指定之行為」。關於

此一條文之要件，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部分進行檢討： 

首先，「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乃是第 2 條第 9 項第 6 款所有類型之弊害要件的

法律根據。一般多以「公平競爭阻礙性」泛稱第 2 條第 9 項所有條文之弊害要件。 

其次，在第 2 條第 9 項第 6 款第 1 目至第 6 目規定了 6 種類型的行為。其中與

垂直交易限制相關者，乃為第 4 目「以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之條件進行交

易」。此一規定與同條項款其他 5 目相同，立法者僅概略地描述出構成不公平交易行

為的最大範圍84。在立法者制定的框架下，授權 JFTC 以「指定」之方式列出其欲規

範的行為類型，藉此限縮第 2 條第 9 項第 6 款之適用範圍85。 

基於此權限，JFTC 以「指定」的方式具體列出了許多不公平交易行為。其中，

最主要者乃是 1982 年公告，並在 2009 年獨禁法後修訂之「不公平交易行為（不公

正な取引方法）86」。由於其適用於所有產業，具有一般性，因此學說及實務上稱之

                                                           
82 符合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1 款至第 5 款定義之行為，受獨禁法第 19 條之禁止。JFTC 得依獨

禁法第 20 條之規定，命令停止該行為，並得依同法第 20 條之 2 至第 20 條之 6 的規定，課處非裁

量型罰鍰。若行為構成第 1 款至第 4 款之規定時，依同法第 20 條之 2 至同法第 20 條之 5，僅有重

覆違反相同行為時，始符合非裁量型罰鍰之裁處要件。相對的，若行為構成同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5
款之規定時，依同法第 20 條之 6，單次的違反行為則符合課處非裁量型罰鍰之裁處要件。另外，

若事業在停止命令確定後，未依照停止命令之內容為特定行為時，將構成同法第 90 條規定之「違

反已確定之停止命令罪」，得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3 百萬日圓以下之罰金。 
83 符合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6 款定義之行為，受獨禁法第 19 條之禁止。JFTC 雖得依獨禁法第

20 條之規定得命令停止該行為，但無課處非裁量型罰鍰之權限。 
84 白石忠志，「不公正な取引方法に係る課徴金の導入と定義規定の改正」，ジュリスト，第 1385
号，34（2009）。 
85 關於指定制度之介紹，可參閱菅久修一編，前揭註 26，112-114。 
86 本文以下，專指涉 1982 年所公告之舊一般指定時，以「舊一般指定」稱之；相對於舊一般指定，

專指 2009 年修正後之一般指定，則以「一般指定」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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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般指定」87。由於一般指定之內容係針對第 6 款各目具體的說明，一項要件符

合一般指定之行為往往即構成第 2 條第 9 項第 6 款，故一般認為檢討第 6 款各目之

要件欠缺實益，僅以一般指定之規定進行檢討88。 

在一般指定中涉及垂直交易限制者，有第 11 項與第 12 項89。但在停止競爭之脈

絡下規範垂直交易限制者，僅有一般指定第 12 項。其規定為：「除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與前項規定之行為外，就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相對人之交易、或交

易相對人之其他事業活動，以不當的限制作為進行交易之條件90。」由其文義可知，

即便一項限制交易相對人交易活動之行為不構成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但就

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有不當約定時，仍可能構成一般指定第 12 項之規定。此規定

一般也被定位為垂直交易限制之概括條款。 

綜上所述，第 2 條第 9 項第 6 款之法律結構，雖可以分解為下述三部分：a.符合

第 6 款各目之任一情形、b.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c.該當一般指定之規定。但三項要

件之中，主要僅 b、c 之部分具有檢討之價值，本文亦依循此方針，省略第 2 條第 9

項第 6 款第 4 目，而將焦點聚集在一般指定第 12 項之上。 

最後，一項行為若僅構成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6 款所定義之不公平交易行為

時，JFTC 並不具備權限對該行為裁處罰鍰。此種情形下，JFTC 僅能以停止命令使事

業停止違法行為。此點與構成第 2 條第 9 項第 1 至第 5 款之行為在違反效果上之有

所不同。 

(2)適用非裁量型罰鍰之垂直交易限制：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 

相對於第 2 條第 9 項第 6 款授與一部分的規範制定權予 JFTC，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1 款至第 5 款則已將要件明定於法條中。其中，與垂直交易限制相關者，乃是

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其規定為：「無正當理由，對購買自己所供給商品之交易相對

人，以下列任一項限制作為提供商品之條件：a.就交易相對人所販賣之商品設定價格

                                                           
87 相對於一般指定，JFTC 考量產業特性與交易習慣，訂三項特殊指定，但其與本文所欲檢討之垂

直交易限制較無關聯，且重要性亦不顯著，故相關檢討在本文中割愛之。關於特殊指定之介紹及

在現行法下重要性不高之理由，可參閱白石忠志，前揭註 4，340。 
88 同上註，339。 
89 由於一般指定第 11 項為「附排他性交易條件之交易行為（排他条件付取引）」，其所涉及之限

制競爭效果乃是發生於阻礙競爭之層面，並非本文所欲檢討之停止競爭，因此相關討論本文中割

愛之。 
90 JFTC 英文翻譯版本為：“(12) In addition to any act falling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2, 
paragraph (9), item (iv) of the Act and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trading with another party on conditions 
which unjustly restrict any trade between the said party and its other transacting party or other business 
activities of the said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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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要求其配合，或其他限制交易相對人決定該商品價格自由之行為。b.對於自交易相

對人購買商品之事業，就其所販賣之該商品設定價格並要求其配合，或以其為相對

人而限制限制其決定該商品價格自由之行為91。」 

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之規定，乃是由舊一般指定第 12 項直接提升至法律位階。

無論是由其文義，或由舊一般指定第 12 項之名稱（見出し）「維持轉售價格（再販

売価格の拘束、Resale Price Restriction）」，皆可以理解其規範的內容主要是針對作為

典型的垂直交易限制之維持轉售價格。關於此一條文之要件，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部

分進行檢討： 

首先，關於「無正當理由」之文字，乃是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之「弊害要件」

的法條根據。此要件與第 2 條第 9 項第 6 款之「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差異，詳待

本文後述。 

其次，「無正當理由」以外之文字，皆為屬於「行為要件」。適用的範圍，包含

限制交易相對人之「轉售價格」，以及交易相對人之相對人的「再轉售價格」。 

最後，行為若構成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之維持轉售價格時，依同法 20 條

之 5 規定，僅有在十年內曾重覆從事相同行為時，JFTC 始具備權限對該行為裁處罰

鍰。否則，JFTC 亦僅能以停止命令，使事業停止違法行為。此一違法效果之不同，

也成為二條文之區別實益。 

因此，若垂直限制競爭不構成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之行為要件時，必須回歸第 2

條第 9 項第 6 款第 4 目及一般指定，檢討是否構成垂直限制競爭之概括規定。至於

二規範適用範圍之差異，將在本文以下（二）及（三）中進行檢討。 

2.平成 21 年修正之背景與未來可能適用之傾向 

在理解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與第 6 款之不同後，接下來要釐清的問題在於：此

差異為何產生？針對維持轉售價格導入非裁量型罰鍰，是否代表 JFTC 有強烈決心要

嚴格取締維持轉售價格之行為？ 

                                                           
91 同條文之 JFTC 英文翻譯版本為: “(iv) supplying goods to another party who purchases the relevant 
goods from oneself while imposing, without justifiable grounds, one of the restrictive terms listed below: 
(a) causing the party to maintain the selling price of the goods that one has determined, or otherwise 
restricting the party's free decision on selling price of the goods (b) having the party cause an enterprise 
that purchases the goods from the party maintain the selling price of the goods that one has determined, 
or otherwise causing the party to restrict the relevant enterprise's free decision on the selling price of the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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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問題之解答，須回溯至 2009 年獨禁法修正之背景加以理解。就結論而言，

必須認為針對維持轉售價格導入非裁量型罰鍰，僅只是一個偶然。JFTC 並沒有強烈

的意識要強化維持轉售價格之違法效果；在學說討論上也欠缺支持此一修正之共識

與能量。 

關於此一觀察，可分別從維持轉售價格升級成為獨禁法母法規範，以及重覆違

反作為裁罰條件之緣由加以觀察。茲分述如下。 

(1)非裁量型罰鍰之導入與一般指定之升格 

2009 年獨禁法修正的背景，須追溯至 2005 年同法之修正。於 2005 年修正時，

於施行法中要求政府必須在修正施行兩年內，針對新法施行所產生的相關問題進行

檢討，並將採取相關必要措施92。此外，在參、眾兩院進行表決時，也分別通過附帶

決議93，要求政府檢討不公平交易行為適用非裁量型罰鍰之可能性，以及對中小企業

不利之掠奪性定價（不当廉売）與優越地位濫用（優越的地位の濫用）94。因此，自

2007 年起，由內閣官房長官召集「獨占禁止法基本問題懇談會（独占禁止法基本問

題懇談会）」，進行獨禁法相關議題之檢討95。 

在獨占禁止法基本問題懇談會中，一項受到關心的議題乃是關於如何有效嚇阻

違反獨禁法之行為96。在當時，排除型獨占與不公平交易行為均不屬於非裁量型罰鍰

                                                           
92 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平成 17 年 4 月 27
日法律第 35 号）附則第 13 条：「政府は、この法律の施行後二年以内 施行後二年以内に、新法

の施行の状況、社会経済情勢の変化等を勘案し、課徴金に係る制度の在り方、違反行為を排除

するために必要な措置を命ずるための手続の在り方、審判手続の在り方等について検討を加え、

その結果に基づいて所要の措置を講ずるものとする。」 
93 衆議院事務局，第 162 回国会・衆議院・経済産業委員会議事録，第 4 号，22（2005）；参議

院事務局，第 162 回国会・参議院・経済産業委員会議事録，第 12 号，24（2005）。 
94 關於日本法上「優越地位濫用」之介紹，可參閱顏廷棟，「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觀點論競爭

法對於加盟關係之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 19 卷第 2 期，107-114（2011）；詹翔宇，「相對

優勢地位濫用行為規範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21 卷第 4 期，115-126（2013）；長澤哲也，

優越的地位濫用規制と下請法の解説と分析，3 版，商事法務（2018）；Tadashi Shiraishi, “The 
Exploitative Abuse Prohibition: Activated by Modern Issues,” 62 Antitrust Bulletin, 737, 743-751 
(2017). 
95 独占禁止法基本問題懇談会，独占禁止法基本問題懇談会報告書，1-2（2007），原文連結：

http://www8.cao.go.jp/chosei/dokkin/archive/kaisaijokyo/finalreport/body.pdf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18/6/25。曾參與此懇談會之競爭法學者根岸哲教授指出，向來獨禁法之修正，主要皆由 JFTC 召

集獨禁法學者專家設立研究會後，進行議題討論並提出研究會報告書後，以該研究會報告書作為

基礎制定法規修正草案。但 2007 年修正之特色為，研究會並非由 JFTC 所主持，成員多數亦非競

爭法專家，草案內容中亦涉及中小企業保護等政治考量，參閱根岸哲，「平成 21 年独禁法改正法

の制定経緯と概要」，ジュリスト，第 1385 号，9-10（2009）。 
96 独占禁止法基本問題懇談会，同上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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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對象，因此是否針對該等行為導入罰鍰之規範，成為一項討論的議題97。最終，

於研究會報告中，針對是否在不公平交易行為中導入非裁量型罰鍰進行討論後，建

議不要將屬於預防獨占行為範圍之「掠奪性定價（現行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3 款）」、「差

別取價（現行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2 款）」、「維持轉售價格（現行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等納入非裁量型罰鍰之範圍，僅就具有高度抑制必要性之「優越地位濫用（現

行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5 款）」與「以欺瞞方式招徠顧客（現行一般指定第 8 項，實為

針對不實廣告之規範98）」導入非裁量型罰鍰即可99。換言之，懇談會之結論並未針對

維持轉售價格之執法強化有所建議100。其後，JFTC 於 2007 年 10 月 16 日，基於懇

談會之結論所整理出之修法重點方向公告中，亦未有將維持轉售價格導入非裁量型

罰鍰之建議101。由此可確認，維持轉售價格至此一階段為止，均非 JFTC 強化執法之

重點項目。 

維持轉售價格出現在修法對象，乃是其後在當時執政黨自民黨的黨內討論中才

產生的轉變102。在松山隆英（2008 年至 2009 年間擔任 JFTC 事務總局局長）於修法

回憶錄中指出，掠奪性定價、差別取價、維持轉售價格等部分，屬於預防獨占行為

之類型，在 JFTC 的修法計畫中並不存在。JFTC 原打算在排除型獨占行為納入非裁

                                                           
97 独占禁止法基本問題懇談会，同上註，5-6。 
98 關於日本法上「以欺瞞方式招徠顧客」之介紹，可參閱牛曰正，「資訊揭露與公平交易法－以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為核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20 卷第 4 期，140-141（2011）。該規範雖約相

當於我國公平法上不實廣告之規定，但 JFTC 以往實務上多以「贈品表示法」之規定處理涉及消費

者之不實廣告。且在 2009 年贈品表示法修正後，取締消費者不實廣告之職權已移轉至消費者廰行

使，近年來 JFTC 已未以一般指定第 8 項「以欺瞞方式招徠顧客」進行處分。另外，雖然在 2009
年獨禁法與贈品表示法之修正並未就不實廣告之規範導入非裁量型罰鍰，但在 2014 年贈品表示法

修正後，也就不實廣告導入非裁量型罰鍰之制度。關於 2014 年贈品表示法修法後之非裁量型罰鍰

之介紹，可參閱大元慎二，景品表示法，5 版，商事法務，276-311（2017）；白石忠志，連載「景

品表示法の構造と要点」，New Business Law，第 1043-1063 号（2015）。 
99 独占禁止法基本問題懇談会，前揭註 95，20。 
100 在独占禁止法基本問題懇談会中，雖亦曾針對維持轉售價格進行討論，但並未在結論中被採納。

例如，在第 26 回會議時，曾經就是否將維持轉售價格納入非裁量型罰鍰之範圍進行討論。雖然消

費者團體代表曾強烈建議應納入非裁量型罰鍰之適用，但與會的根岸哲教授在會中亦強烈表達不

應納入之意見。最終在會中亦未達成納入修法之結論。在第 30 回會議時，與會的東出浩一參事官，

指出維持轉售價格在現行法上亦構成支配型獨占行為，因此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效果，應可認為

是最終未將維持轉售價格納入非裁量型罰鍰的一項原因。各回會議紀錄，參見日本內閣府網站，

http://www8.cao.go.jp/chosei/dokkin/archive/kaisaijokyo/list.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6/25。 
101 關於不公平交易行為，當時僅將不實廣告與優越地位濫用列為導入非裁量型罰鍰之列，參閱

公 正 取 引 委 員 会 ， 「 独 占 禁 止 法 の 改 正 等 の 基 本 的 考 え 方 」 ， 2 （ 2007 ） ，

http://www8.cao.go.jp/kisei-kaikaku/minutes/wg/2007/1017/item_071017_02.pdf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18/6/25。 
102 JFTC 公告其修法重點方向之日（2007 年 10 月 16 日），亦為 JFTC 於自民黨獨占禁止法調查

會中提出修法綱要之日，其時間點可參見竹島一彦ほか，前揭註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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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型罰鍰後，再視情形加以調整。但受到當時執政黨之自由民主黨之要求，始納入

此次修法議題之列。至於為何是掠奪性定價、拒絕交易、維持轉售價格，松山氏指

出此三項類型在舊一般指定之中，皆使用「無正當理由」作為其弊害要件，以往皆

以「原則違法」的觀點進行判斷，故此等行為被認為違法性較為明確而可提升至法

律位階103。 

另外，在同書中，村上政博教授曾向竹島一彥（2008至 2009年修法當時擔任 JFTC

委員長）進行訪談，詢問為何產生應將維持轉售價格納入非裁量型罰鍰適用範圍。

竹島氏指出，JFTC 是在受到強烈的政治要求下，檢討是否僅納入「優越地位濫用」

與「掠奪性定價」2 行為作為獨禁法之罰鍰對象。並基於一種「找朋友（お友達を探

し）」的心態試圖將其他行為也納入規範。但為何是納入維持轉售價格，竹島氏僅以

「該部分為（委員長竹島一彥之）管轄範圍之外」、「（修正乃是預料之外，看到條文

時的感想是：）這個部分也要放進來嗎？原來如此」等帶過相關討論104。 

若綜合以上之考察，或許可以認為將維持轉售價格納入非裁量型罰鍰之範圍，

並非基於 JFTC 內部積極的意願而產生的結果。就時間軸上可知，雖然在 2005 年修

正時要求 JFTC 就掠奪性定價與優越地位濫用進行檢討，但在修正方向上最終是以優

越地位濫用及以欺瞞方式招徠顧客為修正目的（至懇談會及 2007 年 10 月 16 日之修

法公告為止）。其後由竹島氏之發言可知，「掠奪性定價」應仍在政治壓力下被放入

檢討範圍。其餘的「差別取價」、「共同拒絕交易」與「維持轉售價格」則較為不明。

但差別取價可能因為和掠奪性定價經常受到特定產業之政治請願，關係密切105。故

儘管並非「原則違反」之類型，被納入修法範圍亦有其脈絡可循。其餘兩者，均不

能找到 JFTC 有強烈的修正企圖之根據。且由竹島氏和松山氏之發言來看，或許只能

推論修法時是基於「找朋友」的心態，將同屬「原則違法」之類型，納入非裁量型

罰鍰的適用範圍而已。在這樣 JFTC 亦似乎欠缺修法意圖之下，2008 年 3 月 11 日於

國會中提出的獨占禁止法贈品表示法修正案（第 169 回国会閣法第 73 号）中，「維

持轉售價格」之規定鯉躍龍門，升格為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 

                                                           
103 同上註，141-142。但這樣的邏輯，應不足以說明並非當然違反之差別取價，為何要導入非裁

量型罰鍰之適用範圍。松山氏的發言似乎未正面回應關於差別取價的修法原因。 
104 同上註，216-217。 
105 關於此次修正，背後所可能存在的政治動機，除中小企業保護的目的外，亦涉及酒業、油業、

家電產業等三產業向來對於強化取締不當削價競爭與差別取價等行為之政治請願意見，參閱白石

忠志，前揭註 8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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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冒然將維持轉售價格之規範增列至非裁量型罰鍰的適用範圍，亦未就舊一

般指定第 12 項之規定內容進行檢討修正，被評價為是一項草率修法，欠缺充分的學

理討論，飽受日本競爭法學者之批判106。在欠缺充分討論之下，便將維持轉售價格

納入修法範圍，也被質疑是否只是一種為了掩蓋當次修正背後所存在的政治動機的

舉動107。 

(2)「重覆違反」作為裁罰條件可能原因 

2009 年修正，一方面將共同交易拒絕、差別取價、掠奪性定價、維持轉售價格

納入非裁量型罰鍰，另一方面又針對這些行為，設定了「十年內重新違反相同違反

類型」始課處罰鍰之重覆違反要件。 

之所以設定此一要件，一般解釋為是要避免事業活動因嚴厲處分而萎縮108。但

學者指出，在修法前的十年間，每年約僅有 1 件涉及維持轉售價格的處分，且從來

沒有發生同一事業重覆從事相同違法行為的案例。因此質疑此修法背後是否真的存

在足以支持修法之事實與理由109。甚至於學者推論此一要件之背景為，2009 年獨禁

法修正是在執政黨背後的強大政治壓力下 JFTC 不得已的妥協，為了使此一妥協之產

物無法發生實際效用，透過重覆違反之要件壓抑了非裁量型罰鍰之適用範疇110。 

若是從這樣的脈絡下觀察獨禁法 2009 年修正，以及修法至今尚無因此規定被課

處罰鍰之案例的現狀，或許可以推論其原因在於：雖然外觀上 2009 年修法針對維持

                                                           
106 關於 2008 年 3 月提出修正案中就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之四類型導入非裁量型

罰鍰之批判，可參閱江口公典ほか，「独占禁止法等の改正案に関する意見」，法律時報，第 80
巻第 5 号，95（2008），該文中多位日本競爭法學者聯名針對此一修正方向表達批判意見。此外，

同樣對於第 2 條第 9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欠缺充分討論即納入修正案之作法表達反對意見者，參閱

舟田正之，「『独占禁止法等の改正案に関する意見』について」，ジュリスト，第 1357 号，4
（2008）。雖然 JFTC 相關職員在介紹此次修正時，曾指出舊一般指定第 12 項所規範維持轉售價

格之違法性已相當明確，因此該規定被直接升格為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參閱小俣栄一郎、

辻郷，「排除型私的独占及び不公正な取引方法に関する規制の強化等について」，公正取引，

第 706 号，11（2009），但從前述學界批判觀之，在修法前學界是否真的普遍存在此一強化維持

轉售價格規範之共識，不無疑問。 
107 白石忠志，前揭註 84，36。 
108 荻原浩太，「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の概要

（上）」，New Business Law，第 908 号，38（2009）。荻原浩太及藤井宣明皆參與該次修法作業

之人，參閱根岸哲，前揭註 95，9，註 2。同樣以避免事業活動萎縮之理由說明此次修法內容之文

獻，如小俣栄一郎ほか，前揭註 106，11。 
109 參閱根岸哲，前揭註 95，12。 
110 白石忠志，前揭註 84，37。學者亦有質疑，2009 年修法前不曾有十年內反覆從事不公平交易

行為的案例，卻於不公平交易行為導入非裁量型罰鍰時，增加此一要件。這樣的修法被懷疑只是

為了使基於政治目的而制定之規範能欠缺實效性。如此一來，此修正只是「虛有其表（見かけ倒

し）」，並不是制定法律規範時所應該有的作法，參閱平林英勝，独占禁止法の歴史（下），初

版，信山社，398-39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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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售價格導入了非裁量型罰鍰，但 JFTC 實際上可能並無與此修法強度相當的強化執

法意圖。從而，若將 2009 年修正的動向，解釋為強化維持轉售價格之禁止的發展趨

勢，可能會過度解讀此次獨禁法修正的歷史定位以及 JFTC 的執法動向。 

（三）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的制定與修正 

即便藉由修法過程中，維持轉售價格成為非裁量型罰鍰適用範圍之緣由，可以

觀察到 JFTC 對此規範所可能抱持的執法態度應較為消極；但由於非裁量型罰鍰之違

反效果存在，對於事業而言依然有著法律風險。使得 2009 年修正後，對於垂直交易

限制的執法明確性強化之需求更為強烈。 

在這樣的脈絡下，自 1991 年制定以來幾乎未實質變更其內容的通路交易習慣處

理原則，作為唯一能彰顯 JFTC 對垂直交易限制之執法態度的處理原則，再度躍上檯

面受到矚目。2015 年至 2017 年的三年間，歷經三次修正，大幅強化了垂直交易限制

規範之明確性。 

本文以下，針對此一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的產生與其近年修正之背景進行分

析。之所以在就各別要件檢討前，必須先就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進行討論之原因

在於：第一，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乃是 JFTC 實務上，唯一針對垂直限制競爭行為

進行介紹之處理原則，因此是除了具體案例或問答事例集（相談事例集）外，最能

明確掌握 JFTC 執法態度之根據。第二，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之內容，曾受到日本

最高法院在判決中引用111，顯示出法院對 JFTC 於此處理原則所呈現之觀點的尊重，

使得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之地位顯得格外不同。 

1.制定的背景 

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的制定，最重要的推力可說是 1989 至 1990 年間所進行

之的日美構造問題協議112。在日美構造問題協議中，其中一項美國政府對於日本政

                                                           
111 平成 10 年 12 月 18 日・最高裁判所第三小法廷判決平成 6 年（オ）2415 号，公正取引委員会

審決集，45 卷，458〔資生堂東京販売〕。 
112 在構造問題協議之前，日美間長期存在的貿易摩擦。在 1985 年 1 月由當時日本首相中曽根康

弘與美國總統雷根間首次進行之日美首腦會談中，雷根總統亦向中曾根首相表達希望日本能消弭

貿易障礙之強烈期待，中曾根首相亦表達對於市場開放的積極態度。參閱外務省編，外交青書，

第 29 号，483-484（1985），全文亦可見於日本外務省網頁，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 
/bluebook/1985/s60-shiryou-407.htm，最後瀏覽日期：2018/6/25。其後中曾根首相為解決日美貿易

摩擦問題，於 1985 年至 1986 年間設置「經濟構造調整研究會（国際協調のための経済構造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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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及日本市場之批評在於，日本的市場中存在著不利於外資進入的通路系統與交易

習慣，因此使得外資無法有效的於日本市場中進行競爭113。為因應美國政府之批評，

JFTC 於 1989 年 9 月設置「通路交易習慣等競爭政策檢討委員會」，委託其研擬訂定

處理原則以詳細說明通路、交易習慣所涉獨禁法相關問題114。該委員會在 1990 年 6

月提出「通路交易習慣與今後的競爭政策－被開拓的競爭與消費者利益（流通・取

引慣行とこれからの競争政策－開かれた競争と消費者利益のために）」之報告，向

政府提供處理原則的制定方向。其後，日本政府也在日美構造問題協議最終報告書

中承諾，將基於該委員會之建議制定相關的處理原則115。經過廣泛的意見徵求後，

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在 1991 年 7 月 11 日正式公布116。 

這樣基於美方要求與日美構造問題協議而誕生的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受限

於美國在對日本經濟秩序所抱持的既有觀點，在構成上採用難以以理其區別實益的

「通路（將消費財提供至消費者手中的通路交易）」及「交易習慣（生產財、資本財

                                                                                                                                                         
研究会）」作為總理諮詢機關，委由前日本銀行總裁前川春雄主持。該會議並於 1986 年 4 月提出

研究報告（一般稱為「前川報告（前川リポート，Maekawa Report）」），其中建議日本政府減

少對市場的干預，而以「原則自由，例外限制」的觀點，尊重市場機制的自由運作。並針對日本

國內封閉的通路系統，建議改善通路販賣的規制、強化獨禁法的執行。參閱国際協調のための経

済 構 造 調 整 研 究 会 ， 国 際 協 調 の た め の 経 済 構 造 調 整 研 究 会 報 告 書 ， 2 、 7 （ 1986 ） ，

http://www.esri.go.jp/jp/prj/sbubble/data_history/5/makuro_kei01_1.pdf，最後瀏覽日期：2018/6/25。

JFTC 為因應此一需求，採取了一些市場實況調查，並針對一些特定行為制定處理原則，參閱「流

通問題に関する競争政策上の対応について」，收錄於公正取引委員会事務局編，独占禁止懇話

会資料集 XIV 止流通取引の公正化と日米構造問題協議，初版，大蔵省印刷局，72（1993）。但

JFTC 早期的這些措施，被批評多僅是在為既存的交易習慣說項，未能有效的導正問題，參閱実方

謙二，「日米構造協議・日本市場の開放と流通問題」，経済法学会年報，第 11 号，2（1990）。

JFTC 這樣緩慢的步調，隨著日美構造問題協議的展開，而一口氣加速起來。 
113 「構造協議、米の対日要求の要旨」，日本経済新聞，朝刊 5 ページ（1989/9/1），全文亦可

見於，小峰隆夫編，日本経済の記録－第２次石油危機への対応からバブル崩壊まで（バブル/デ
フレ期の日本経済と経済政策第 1 卷），内閣府経済社会総合研究所，241-244（2011）。關於美

國之主張以及對美國此主張之批判，可參閱松下満雄，「日米構造協議と競争制限的慣行の規制」，

ジュリスト，第 950 号，34-35（1990）。 
114 「公取委、『流通』などで検討委－不公正取引、基準作り着手」，日本経済新聞，朝刊 5
ページ（1989/9/12）。 
115 「日米構造問題協議最終報告（平成 2 年 6 月 28 日）における競争政策関係部分の抜粋」，

公正取引，第 477 号，77-79（1990）。 
116 關於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所誕生的歷史背景，更詳細的介紹可參見白石忠志，「第 1 章 流

通・取引慣行ガイドラインの沿革と位置付け」，收錄於白石忠志監修，池田毅、籔内俊輔、内

田清人編，ビジネスを促進する独禁法の道標，レクシスネクシス・ジャパン，2-7（2015）。關

於日美構造問題協議產生的背景、對於獨禁法產生的影響等問題更全面分析，參閱平林英勝，前

揭註 110，175-224。日美構造問題協議中，對於日本獨禁法執行力道之不足加以批判，此一事件

也多被認為是日本獨禁法的執行轉向強勢的一個關鍵，例如致力打擊工程圍標的行為、非裁量型

罰鍰額度的提升等，均可看到日美構造問題協議對於獨禁法的執行帶來的影響。相關介紹，參閱

平林英勝，前揭註 110，274 以下、30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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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產者與需求者之間的交易）」之體系構成該處理原則。因此使得同處理原則的架

構上欠缺整體性117,118。 

2.近年修正之變革 

自 1991 年 7 月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公布後，中間雖經歷幾次小幅度的修正，

但實質上的內容並不曾改變。但在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之三次修正，可以觀

察出 JFTC 近年欲使該處理原則之內容更體系化、事業更得具備可預見性之努力方向。

其中又以 2017 年之修正，大幅變動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的體系架構，被認為具有

特別重要之歷史意義119。 

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此番修正之契機，可追溯至 2014 年由規制改革會議於第

二次審議結果報告（規制改革に関する第２次答申）中，有關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

則具有修正必要之建言。在該審議報告中針對獨禁法之適用指出，關於轉售價格與

非價格之規範內容過於曖昧不明，容易使得事業活動較為消極，且促進競爭效果作

為一項正當理由，其具體標準不明確，被認為可能妨礙競爭環境的健全發展。從而，

審議報告中建議日本政府就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進行修正，使相關判決基準能更

為明確120。受到規制改革會議的建言，內閣會議中決議將相關議題交由 JFTC 進行修

                                                           
117 關於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體系紊亂的批判，參閱白石忠志，「流通・取引慣行ガイドライン

見直しの構造」，自由と正義，2015 年 12 月号，26（2015）；白石忠志，同上註，7。 
118 也有不同意見認為，處理原則的內容並非為對應美國所給予的外在壓力，而是自 1970 年代起

日本國內學界及 JFTC 即已持續努力就垂直限制競爭行為進行研究與調查後，以日美構造問題協議

作為直接的契機所制定的處理原則，參閱川濵昇，「流通・取引慣行と競争政策の在り方」，公

正取引，第 797 号，9-10（2017）。惟從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制定當時擔任處理原則制定之 JFTC
職員所撰寫之處理原則解說觀之，處理原則的制定目的主要均係提及日美構造問題協議之對應，

少提及國內自發性的相關因素，參閱山田昭雄、大熊まさよ、楢崎憲安編，流通・取引慣行に関

する独占禁止法ガイドライン，初版，商事法務，3-8（1991）。此外，由 JFTC 於 1990 年 3 月 20
日（處理原則制定前）所發表之「日米構造問題協議に関する公正取引委員会の対応について」

可以得知，JFTC 亦明確表示將為了因應日美構造問題協議中美國所指摘的問題，就通路及交易習

慣訂定相關處理原則。在 1991 年 1 月 29 日（處理原則草案公布後）發表之「日米構造問題協議

最終報告書に盛り込まれた措置に関する公正取引委員会の取組み状況について」中，亦指出同

處理原則的制定當作是因應日美構造問題協議最終報告書中所指出之問題的一項措施，參閱公正

取引委員会事務局編，流通取引の公正化と日米構造問題協議，初版，大蔵省印刷局，191-196
（1995）。由此觀之，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之制定是否能認為是基於日本國內自發性的推力而

制定，恐怕仍須保持審慎的態度。 
119 滝澤紗矢子，前揭註 80，16。 
120 規制改革会議，「規制改革に関する第２次答申～加速する規制改革～」，29（2014），原文

參見規制改革會議之網頁，http://www8.cao.go.jp/kisei-kaikaku/kaigi/publication/140613/item1-1.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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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121。JFTC 也因此分別於 2015 年及 2016 年分別小幅度的就安全港條款與正當理由

的適用可能性進行修正。 

但該等修正均限於局部的調整，在處理原則中仍有許多無法因應當代市場交易

實際情形的問題。為了使得處理原則能更切合當代經濟發展，JFTC 自 2016 年 2 月

起邀請學者專家召開研究會（流通・取引慣行と競争政策の在り方に関する研究会），

經歷 10 個月的研究討論後所提出之報告書中，指出當時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所存

在的問題，以及修正時應注意的事項。並認為近年來的市場環境中，電子商務的發

展與擴大、製造者與通路業者間交易關係的改變、總代理店與平行輸入的實態改變，

使得既有的處理原則已難以對應多樣化的交易型態。且處理原則本身亦體系構成混

亂，有修正之必要122。其後，JFTC 於 2017 年 4 月公告處理原則的修正草案，並經

過公開意見徵求後，針對各界之意見加以檢討，於 2017 年 6 月公告修正通路交易習

慣處理原則。 

在修正後的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主要有二項重大變革：第一，體系上的大幅

調整。修正後的處理原則，將以往飽受「欠缺法律體系」之批評的第 1 部與第 2 部

之結構重新調整。第 1 部改為「對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之限制（取引先事業者の事

業活動に対する制限）」、第 2 部改為「交易對象之選擇（取引先の選択）」123。其中，

與垂直交易限制相關的部分，主要位於第 1 部之中124。 

第二，垂直交易限制之違法性判斷基準充實化。雖然在 2015 年時，已增加關於

                                                           
121  閣 議 決 定 ， 「 規 制 改 革 実 施 計 画 」 ， 26 （ 2014 ） ， 原 文 參 見 日 本 內 閣 府 網 頁 ，

http://www8.cao.go.jp/kisei-kaikaku/suishin/publication/140624/item1.pdf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18/6/25。 
122 流通・取引慣行と競争政策の在り方に関する研究会，「流通・取引慣行と競争政策の在り方

に 関 す る 研 究 会 報 告 書 」 ， 3-8 （ 2016 ） ， 原 文 參 見 於 JFTC 網 站 ，

http://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h28/dec/161216_1_files/honbun.pdf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18/6/25。關於修正前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中所存在的問題，以及 2015 年與 2016 年兩次修正

內容不足之處之簡要介紹，參閱滝澤紗矢子，前揭註 80，16-18。值得注意的是滝澤紗矢子教授亦

為 2016 年同研究會之成員。 
123 關於第 1 部與第 2 部各內容之實際移動情形，可參閱「『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

上 の 指 針 』 改 正 前 と の 対 比 」 ， 原 文 參 見 JFTC 網 站 ，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h29/jun/170616_01_files/170616_2.pdf，最後瀏覽

日期：2018/6/25；或佐久間正哉，「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の改正につい

て」，公正取引，第 803 号，27-29（2017）。 
124 在第 2 部之中的「單獨直接拒絕交易（単独の直接取引拒絶）」被認為亦可能作為垂直限制競

爭之實效性確保手段，因此在解讀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之垂直限制競爭之規範時，亦應一併加以

注意。將單獨直接拒絕交易之討論放在第 2 部之中，也被認為是修正後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在體

系上仍不夠健全之處，參閱滝澤紗矢子，前揭註 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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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理由之記載，但其內容仍較簡略。2017 年修正後，處理原則中以 6 頁的篇幅詳

述垂直交易限制之違法性判斷基準，並且依序就「限制競爭效果」、「正當理由」等

進行檢討125。且在處理原則之中納入更多的審決、判決、問答事例集之案例，使得

垂直交易限制之判斷體系更為明確126。 

在近年數次修正的努力之下，垂直交易限制之違法性判斷基準在通路交易習慣

處理原則中有更為明確的說明。透過同處理原則，可以更瞭解 JFTC 針對垂直交易限

制之違法性判斷所持之態度。以下討論，將藉由 2017 年修正後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

則之說明，就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與一般指定第 12 項中關於垂直交易限制之

內容進行檢討。 

五、不公平交易行為中之非水平交易限制的構成要件 

與違反效果 

（一）行為要件 

本文以下就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維持轉售價格）與一般指定第 12 項（垂

直交易限制之概括條款）之行為要件進行檢討。由於此二條文皆以「限制」、「交易

相對人」作為其行為要件，因此可認為其屬於二條文共通的行為要件。相對的，二

條文在限制之內容（「價格限制」或「非價格限制」）、限制的交易型態（「商品」或

「服務」之提供）上則有所差異，此部分行為要件之差異則區將一項垂直交易限制

所適用的條文為何，故有理解的必要。 

本文以下首先由二規範之行為要件中共通之部分切入，其後介紹二規範間之差

異，以釐清二規範所適用的行為之異同。最後，再與支配型獨占行為之行為要件進

行比較。 

                                                           
125 相較於在修正前處理原則中採用先檢討「正當理由」後檢討「限制競爭效果」之順序，修正後

先檢討「限制競爭效果」後檢討「正當理由」之體系，被認為較能符合在個案中就限制競爭效果與

正當理由進行利弊衡量時，正當理由必須對應限制競爭效果的嚴重性而有不同程度之要求的法律邏

輯。參閱滝澤紗矢子，同上註，19。 
126 其中，特別是問答事例集，其中有許多不構成獨禁法違反之案例，因此被期待具有改善處理原

則明確性之效果。參閱佐久間正哉，前揭註 123，32。此部分修正，應可認為與 2016 年 12 月之報

告書中，建議積極活用以往的審判決與問答事例之意見有密切關聯。流通・取引慣行と競争政策の

在り方に関する研究会，前揭註 12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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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通要件：交易相對人 

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與一般指定第 12 項中，皆以限制競爭之合意的對象

為「交易相對人」作為要件。由於條文中明確地以交易相對人之作為限制的對象，

因此對於不具備交易關係之第三人的限制，應可認為不適用於此二項規定。因此可

以將此二項規定理解為典型的「垂直限制競爭」之規範。 

(1)同時具備行為要件與弊害要件之判斷 

由於獨禁法並未就「交易相對人」之概念於條文中詳加定義，因此一般在解釋

交易相對人之概念時，通常均就危險負擔、子公司與母公司間之交易等議題，以「行

為要件」的觀點進行檢討127。 

但就問題的本質而言，受到限制之人是否承擔危險負擔、是否為設下限制之事

業的子公司等議題之檢討目的，應是在於判斷市場中是否有競爭受到影響。換言之，

若受限制之事業不承擔危險負擔，設定售價過高之風險皆由設定限制之事業承擔時，

透過不同通路進行販賣的商品皆屬於設定限制之事業之商品，商品間可能並不存在

價格競爭。即便垂直限制使得價格趨於一致，原則上亦不因此造成市場競爭減損。

同樣的，若受限制者為子公司時，如同公司限制所屬部門之般，亦不致使競爭受到

影響。從而可以理解，其判斷的目的實乃在於限制競爭效果之判斷。 

之所以就此值得加以注意的原因在於，獨禁法第 2 條第 5 項之支配型獨占行為

的行為要件相當寬泛，並不區分是否為交易相對人。若受到支配的對象並未移轉危

險負擔或屬於其子公司時，無法藉由「並非交易相對人」作為依據排除獨禁法第 2

條第 5 項之構成。此時，必須回歸問題的本質，認為該種行為並不影響競爭，無法

滿足其弊害要件，因此不能構成支配型獨占行為。 

(2)實質的弊害要件之「交易相對人」判斷 

一般是在「交易相對人」之觀點下進行檢討，但其內容實際上是關於行為是否

對市場競爭產生影響之判斷，有下列兩種情形： 

a.危險負擔的承擔 

獨禁法就垂直交易限制所稱交易相對人，必須是基於自己的危險負擔而進行交

                                                           
127 白石忠志，前揭註 12，139-140；金井貴嗣ほか，前揭註 4，326-327；根岸哲編，前揭註 57，

46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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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人128，若未承擔危險負擔或僅係居間代理收取傭金的情形，則不會構成此處所

稱「交易相對人」129。 

在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中舉出兩種案例。第一，若由委託者承擔危險負擔，

亦即受託人就受託商品之保管、商品價金之回收僅負擔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程度，超

過其範圍之商品毀損滅失或商品滯銷等危險負擔均無須由其承擔時，此時受託人將

不構成此處所稱交易相對人130。 

第二，若實質上由製造商等進行商品販賣時，亦即製造商與零售業者（或終端

消費者）間就價格進行交涉、決定零售商之進貨價格時，製造商等對於批發業者指

示以該價格向該零售業者進行供給，且該批發業者負責物流以及收取商品價金，並

收取相當於其執行此任務所得之手續費用時，該批發業者將不被認為是此處所稱之

交易相對人131。 

b.子公司作為交易相對人 

若交易相對人與自身具有持股關係時，母子公司間的交易是否構成獨禁法此處

所稱「交易相對人」？在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的附錄之中有列出幾項明確的參考

基準。 

首先，若母公司對子公司之持股達 100%，實質上與一般公司內部的製造部門限

制銷售部門之售價並無不同，因此認為相同於同一公司內部之行為，其交易原則上

將不被認定構成不公平交易行為132。持股若超過 50%時，通常意思決定也會被認為

具有同一性，而看作具有實質一體性133。 

但若持股小於 50%時，則必須就個案進行認定母子公司間之關係，始能決定二

者間是否實質上相當於同一公司內部之行為。具體而言，必須參考母公司就子公司

之持股比例、由母公司派遣至子公司之董監事人數、母公司就子公司之財務及營業

方針介入之情形、母子公司間或兄弟公司之間之交易情形（子公司全部交易關係中，

                                                           
128 白石忠志，前揭註 4，389。 
129 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第 1 部、第 1、2、(7)，12-13；此部分雖為關

於「垂直價格限制」之說明，但在「垂直非價格限制」中亦適用相同觀點，參閱同處理原則，第 1
部、第 2、1、(1)，14。 
130 同上註，第 1 部、第 1、2、(7)，12。 
131 同上註，第 1 部、第 1、2、(7)，13。其他案例可參閱同處理原則，或平成 28 年度問答事例集，

案例 1「メーカーによる小売業者への販売価格の指示」；平成 26 年度問答事例集，案例 2「情

報サービス提供業者による利用料金の決定」。 
132 白石忠志，前揭註 4，390。參閱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付）1，44。 
133 白石忠志，同上註。參閱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付）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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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母、兄弟公司之交易所占比例）等綜合判斷134。 

(3)行為要件意義的「交易相對人」判斷 

由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無正當理由，對購買自己所供給商品之交易

相對人，以下列任一項限制作為提供商品之條件…」及一般指定第 12 項「…就交易

相對人與其交易相對人之交易、或交易相對人之其他事業活動…」之文義觀之，受

事業限制交易活動之範圍似應僅限於事業之交易相對人。但除了直接交易相對人外，

跳過直接的交易相對人（例如批發業者）而直接指示間接交易相對人（零售業者）

之案例，並不罕見。 

學說上一般多是透過就交易相對人文義之擴大解釋，認為實質或間接的交易相

對人亦構成條文中所稱交易相對人135。在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中，基本上亦可認

為是採用相同解釋，將上述二規定適用於非直接之交易相對人136。 

JFTC 以往的實務見解，基本上亦係採取相同觀點。在 1997 年的 Häagen-Dazs 

Japan（ハーゲンダッツジャパン，HDJ）勸告審決之中，HDJ 直接請求零售業者訂

定不低於建議零售價格之價格。並對於不配合之零售業者採取斷貨之手段。受到此

一行為的影響，零售業者多數均以建議零售價格進行販賣137。因此被認定構成現行

法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第 1 目之規定。 

在審決之中，審判官並未說明 HDJ 之限制為何屬於「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

之行為138。但在本案審查官解說之中指出，本案與以往的維持轉售價格之案例最大

不同之處在於：HDJ 與批發業者之間不具備出資關係等經濟上一體性的關係，HDJ

也未直接與零售業者進行交易，因此外形上並未有直接的交易關係。不過審查官指

出，HDJ 直接與部分零售業者就商品促銷活動等進行溝通，且 HDJ 的營業人員也直

接到零售業者店舖進行巡視或其他營業活動，並且有直接對於零售業者指示零售價

                                                           
134 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付）4，44。 
135 田中寿編，不公正な取引方法－新一般指定の解説－（別冊 New Business Law 第 9 号），初版，

商事法務研究会，75（1982）；実方謙二，前揭註 26，276；根岸哲、舟田正之，独占禁止法概説，

5 版，有斐閣，255（2015）；金井貴嗣ほか，前揭註 29，137；菅久修一編，前揭註 26，148-149。 
136 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はじめに、2，1。 
137 平成 9 年 4 月 25 日・平成 9 年（勧）第 4 号，公正取引委員会審決集，44 卷，233-234〔ハー

ゲンダッツジャパン〕。 
138 本文此處所稱之「審判官」，乃是指平成 25（2013）年修法前，由 JFTC 依據舊法第 56 條所指

定，進行審判程序，並且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審判規則（公正取引委員会の審判に関する規則）」

第 73 條作成審決草案後向委員會提出之 JFTC 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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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情形139。基於這些事實，審查官認為在本案中應認為 HDJ 之行為雖是直接限制

零售業者，但仍符合現行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第 1 目之規定140。換言之，審查官

明確地說明了本案中擴大「交易相對人」要件的必要性。 

這樣的觀點似乎也受到 JFTC在 2006年的日產化學停止命令中沿用。在該案中，

日產化學獨家代理輸入一款除草劑，並透過批發業者間接向大賣場進行販賣。日產

化學雖透過通路業者指示此一商品的零售價格，但大賣場仍經常進行促銷，使得日

產化學不滿。在展開通路調查後，日產化學自行或輾轉透過批發業者告知大賣場若

不依循指定價格進行販賣，則將拒絕向其供貨。並且針對未遵循指定價格者斷貨141。

受此影響，多數大賣場皆改採建議零售價格，或訂定比建議零售價格更高之售價142。 

JFTC 在此停止命令中並未針對「交易相對人」之要件進行深入檢討。但在本案

審查官解說中，將本案中所涉行為分為三類：a.日產化學直接對於作為「間接交易相

對人」之大賣場直接指示零售價格之行為；b.（中間透過一家批發業者，將除草劑販

賣給大賣場之情形）日產化學指示批發業者限制大賣場的販賣價格之行為；c.（中間

透過複數事業，輾轉將除草劑販賣給大賣場之情形）日產化學透過中間的事業，要

求其下游通路限制大賣場零售價格之行為。在三類行為中，類型 b 被認為相當明確

地可適用現行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第 2 目。相對於此，類型 a 與 c 雖然均非限制其

直接交易相對人，但審查官認為「在考量交易實際情形與以往案例下」，可認定其構

成同條款項第 1 目，亦即構成限制「交易相對人」之行為143。 

雖然在審查官解說之中亦並未說明所謂的「交易實際情形」與「以往案例」所

指為何，但應可理解有與 HDJ 案與其審查官解說之意見具有類似性。不同的是，在

本案停止命令與審查官解說之中，並未如同 HDJ 案的審查官解說一般，說明日產化

學過去如何對於零售業者交易活動進行介入，即以「考量交易實際情形」云云，認

定零售業者為其交易相對人。似乎比 HDJ 案來得更廣泛的承認間接的交易相對人，

實質地擴張了交易相對人之要件。 

                                                           
139 此部分之事實，亦載於審決之中，參閱前揭註 137〔ハーゲンダッツジャパン〕，232-234。 
140 石本將之、小室尚彦，「ハーゲンダッツジャパン株式会社の独占禁止法違反事件」，公正取

引，第 562 号，77（1997）。 
141 平成 18 年 5 月 22 日・平成 18 年（措）第 4 号，公正取引委員会審決集，53 卷，869-870〔日

産化学〕。 
142 同上註，871。 
143 甲田健，「日産化学工業株式会社による除草剤の再販売価格拘束事件について」，公正取引，

第 673 号，7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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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討論可以理解，雖然在條文構成上的形式上，似僅禁止事業直接限制其

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形成適用上的困境。但以往實務及學說均上透過文義的擴

大解釋，認定直接影響間接之交易相對人的行為，亦可被認定構成現行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或一般指定第 12 項之規定144。 

但針對此問題的產生，學說有批評此一條文是在未能充分掌握垂直交易限制的

概念下，錯誤的畫地自限所產生的結果145。且如同本文前述，目前的交易相對人判

斷中夾雜了弊害要件與行為要件的判斷，若使屬於弊害要件的討論回歸限制競爭效

果，則「交易相對人」要件存在的意義，僅剩下不當地限制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或一般指定第 12 項的適用範圍，使實務上被迫必須擴大該要件的適用範圍的這樣

的負面意義。這不禁使人疑問，在行為要件探討交易相對人與否，是否真有其必要

性？ 

2.共通要件：作為交易之條件（限制行為或拘束） 

另一項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與一般指定第 12 項的共通要件乃是在於，事業必須

對於交易相對人的事業活動產生限制。在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中是以「以下列任一

項限制作為提供商品之條件」， 一般指定第 12 項中則是以「以不當的限制作為進行

交易之條件」加以規範，這項要件可以用「限制行為（拘束）」加以統稱。 

關於此項要件之判斷，主要的爭點有下列兩項： 

(1)限制行為的態樣 

限制行為的構成，有可能是由雙方合意所產生，也可能是以若不同意則拒絕交

                                                           
144 在日產化學以後的停止命令之中，雖然也多涉及直接向零售業者進行價格指示之案例，但在停

止命令書及審查官解說之中，已無法再窺得關於此部分要件之相關檢討，或許 JFTC 已將之視為是

一種普遍受到承認的觀點。參閱平成 24 年 3 月 2 日・平成 24 年（措）第 7 号，公正取引委員会

審決集，58 卷，第 1 分冊，284-287〔アディダスジャパン〕；福田秀一郎、川口真樹，「アディ

ダスジャパン株式会社による再販売価格の拘束事件について」，公正取引，第 741 号，63 以下

（2012）；平成 28 年 6 月 15 日・平成 28 年（措）第 7 号，公正取引委員会審決集，63 卷，133-135
〔コールマンジャパン〕；深町正徳、小菅敦，「コールマンジャパン株式会社による再販売価

格の拘束事件について」，公正取引，第 798 号，62 以下（2017）。但問題在於，舊法下的一般

指定第 12 項，其違法效果並不嚴重，故事業並未積極針對 JFTC 之處分向法院進行行政救濟。故

採取此種超乎文義範圍的解釋，可能不會產生太大的實害。但在 2009 年修正後，重覆違反則適用

於非裁量型罰鍰的現況下，採取此種擴大解釋是否能通過法院審查的考驗，不無疑問。此一條文

最大的問題仍在於，現行法中採用與限制競爭的本質無關的「限制交易相對人」之要件，是否有

修正的必要。相關評論，參閱白石忠志，前揭註 29，236-237。 
145 參閱白石忠志，前揭註 4，39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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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方式所達成146。 

以威脅的方式所產生的限制，在 1975 年的和光堂案最高法院判決中，曾受到法

院的檢討。在該案中，日本最高法院以「限制並不以設定作為契約上之義務為必要。

若不配合則可能產生經濟上不利益等，足使得條件具有實效性者即為已足147」說明

限制行為的態樣不受到合意的型態之拘束。在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第 2 部第 3 之

中，也有就藉由拒絕交易，作為確保垂直限制受到遵守之手段加以說明148。 

另一方面，若依循約定則可能取得利益的情形也包含在限制行為的種類之中。

在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第 1 部第 3 之中，也有就使用忠誠折扣作為確保垂直限制

受到遵守之手段加以說明149。 

相對的，不足以產生不利益的市場調查，只要不涉及供貨停止等不利益的產生

或預告可能採取相關措施之情形，則不會被認定為限制行為。在通路交易習慣處理

原則第 1 部第 1、3 中，也明確地說明了 JFTC 對於市場調查所抱持之此種態度150。 

(2)是否構成限制的判斷 

若限制行為是雙方達成合意而共同為之，或許判斷較容易一些；但若限制行為

是以懲罰未依循交易條件之事業的方式為之時，要判斷是否構成限制行為則必須就

個案進行認定。 

在 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ソニー・コンピュータ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

SCE）審決中，審判官針對「事業對交易相對人所為限制是否已經停止」的判斷，提

供了三種參考方向，分別為：a.設定限制者是否採取積極行為消弭原先的限制；b.被

限制的交易相對人是否認知到已不受到制約而可自由進行交易；c.被限制之商品或服

務之價格如何產生變化151。這些標準雖然是用來判斷限制是否已經停止，但也被認

為可藉由反面的理解作為思考限制是否存在的判斷要素。特別是競爭法的目的是要

思考市場競爭是否受到限制，因此最關鍵的問題在於，被限制的交易相對人是如何

                                                           
146 白石忠志，前揭註 4，391-392；金井貴嗣ほか，前揭註 4，325-326。 
147 昭和 50 年 7 月 10 日・昭和 46 年（行ツ）第 82 号，公正取引委員会審決集，22 卷，174-175
〔和光堂〕。 
148 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第 2 部、第 3、1，35。雖然是放在第 2 部中說

明，但從作為一項確保垂直限制具有實效性之手段加以思考，亦屬可能，參閱滝澤紗矢子，前揭

註 80，18。 
149 同上註，第 1 部、第 3、2、(1)，24-25。 
150 同上註，第 1、3，13。此外，平成 25 年度的問答事例集，案例 1「玩具メーカーによる小売

業者の販売価格調査」，亦可認為是關於此部分之說明。 
151 平成 13 年 8 月 1 日・平成 10 年（判）第 1 号，公正取引委員会審決集，48 卷，48-49〔S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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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上游事業所為的「限制行為」對於自身的定價策略所生的影響152。 

3.限制之內容：價格限制與非價格限制 

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與一般指定第 12 項，在行為要件上的一項區別，乃

在於限制的內容。垂直交易限制，依其限制的競爭參數，可分為價格之限制與非價

格因素之限制。 

此一差異，進一步會產生兩項不同的結果：第一，在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中

指出，在判斷公平競爭阻礙性時，針對價格限制，可直接認定其會產生限制競爭效

果，無須在個案中具體檢討；相對的，若為非價格限制，除在處理原則中有特別提

及、屬於易產生價格維持效果之行為外，均須進一步的檢討市場封鎖效果與價格維

持效果，始能認定行為的限制競爭效果。第二，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僅適用

於維持轉售價格之行為，若限制的內容不涉及價格限制，則不可能構成該規定。此

種情形下，僅能適用一般指定第 12 項。 

(1)判斷因素：價格決定自由之限制 

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所稱的價格，並不限於特定價格，例如就建議售價設定折

扣限制、制定特定價格區間、要求定價前須得到上游事業之同意、不得低於鄰近業

者之價格、或是以暗示的方式告知價格過低等行為，都會構成「價格」之限制153。

由此可知，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所規範的價格限制，應可以理解為對於交易相對人

之價格決定自由所產生的限制154。相對的，若事業可自由決定販賣價格，則不會構

成此處所稱之限制155。 

另一方面，若限制內容為「營業區域156」、「（交易相對人之）交易相對人157」、「選

                                                           
152 白石忠志，前揭註 4，392；白石忠志，前揭註 29，143-144。 
153 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第 1 部、第 1、2、(5)，12。 
154 白石忠志，前揭註 4，400。 
155 金井貴嗣ほか，前揭註 4，329。 
156 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第 1 部、第 2、3，16-18。在處理原則中，將

營業區域限制分為：(1)責任區域制：製造商等訂定一定營業區域為通路業者之主要責任區域，而

賦予其在該區域內積極進行販賣活動之義務；(2)販賣據點制：製造商等訂定一定營業區域，限制

通路業者設置店舖等販賣據點之場所，或是指定其設置販賣據點之場所；(3)嚴格營業區域限制：

製造商等劃分一定之營業區域，而限制通路事業於該區域外之販賣；(4)對營業區域外顧客販賣之

限制：製造商等劃分一定之營業區域，而限制通路事業對該非營業區域顧客之販賣，等四項進行

討論。四項營業區域限制中，僅有「嚴格營業區域限制」適用垂直交易限制之安全港條款，詳細

討論參見本文三、（三）、2。 
157 同上註，第 1 部、第 2、4，18-19。在處理原則中，將交易相對人限制分為：(1)特定交易相對

人之限制（帳合取引の義務付け）：製造商等對於批發業者要求，其販賣之對象應限於特定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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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性通路158」或「販賣方法159」等限制時，則可認為是典型的垂直非價格限制的類

型。這些類型的內容，均可在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中得到明確的說明，故本文不

再贅述。 

(2)同時構成存在價格與非價格限制之情形 

在是否構成價格限制之案例中，一項值得注意的問題在於：在 2009 年獨禁法修

正前的案例中，若一項維持轉售價格之行為附加了其他非價格限制時，過去傾向將

「非價格限制」附加在維持轉售價格行為之中，僅認定違反舊一般指定第 12 項（現

行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維持轉售價格）。如此一來，可能產生該等非價格限制與維

持轉售價格應如何區別的疑義。 

在 1998 年的 Nike Japan 的案件之中，Nike 除了設定「建議零售價格」外，也要

求零售業者不得販賣平行輸出商品、不得製作低於建議零售價格之商品廣告傳單，

並針對不配合零售業者採取斷貨等措施160。此行為雖然同時涉及「價格限制」、「平

行輸入商品的禁止」、「低於建議售價之廣告的禁止」等數種限制，但 JFTC 僅認定

Nike Japan 之行為違反舊一般指定第 12 項（現行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維持轉售價

格），而未認定同時構成現行一般指定 12 項161。 

這樣的適用，可能使得「平行輸入商品的禁止」及「低於建議售價之廣告的禁

止」是否應適用現行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產生疑義。在 2009 年修正前，將數個行

為均簡便的適用舊一般指定第 12 項之規定，或許無太多問題。但在 2009 年修法後，

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之違反將適用非裁量型罰鍰，因此相信針對此種情形之適用，

JFTC 應會採取較為嚴謹的態度。 

在 2010 年的 JOHNSON & JOHNSON 停止命令中，JOHNSON & JOHNSON 要

求零售業者不得就商品進行價格廣告。零售業者受到 JOHNSON & JOHNSON 的指示

後，也將原先的價格廣告改為僅載有「特價」之文字的廣告。此行為被 JFTC 認定為

違反一般指定第 12 項，並命令事業停止違法行為。由此可知，若僅為價格廣告之限

                                                                                                                                                         
售業者，零售業者亦僅能與特定之批發業者進行交易；(2)競爭者間交易之禁止：製造商等對於批

發業者要求，不得將商品賣給其他通路業者；(3)向低價販賣者供貨之禁止：製造商等對於批發業

者要求，不能將商品賣給低價販賣商品之零售業者，等三項進行討論。 
158 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第 1 部、第 2、5，19-20。 
159 同上註，第 1 部、第 2、6，20-22。 
160 平成 10 年 7 月 28 日・平成 10 年（勧）第 17 号，公正取引委員会審決集，45 卷，133-134〔ナ

イキジャパン〕。 
161 同上註，135。其他例如經營區域限制、禁止販賣二手軟體等行為，在修法前也都曾附帶於維

持轉售價格之行為，而僅被認定構成當時的一般指定第 12 項（現行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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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並不會構成價格之限制，僅能適用一般指定第 12 項之規定。 

4.交易之型態：商品或服務之提供 

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處理的乃是在「商品」之轉售，而不涉及「服務」162。

因此，若為限制服務之價格時，則不會認成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僅能以一

般指定第 12 項加以補充。 

在 2003 年的 21 世紀 Fox 案中，就 Fox 之電影播放權利於日本國內進行授權的

Fox Japan 公司，限制電影院所提供的電影觀賞服務之價格（亦即電影票價）。由於其

所限制的並非商品，因此不適用舊一般指定第 12 項之規定，僅適用舊一般指定第 13

項之規定（現行一般指定第 12 項）163。 

5.支配型獨占行為與不公平交易行為於行為要件之區別 

由以上的檢討，可以釐清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和一般指定第 12 項於行為

要件上之異同。二者雖均以「限制」其「交易相對人」為其行為要件，但在限制的

內容為價格限制或非價格限制、限制的交易型態是商品或服務之提供上，則有所不

同。 

另外，同樣規範垂直交易限制的支配型獨占行為與不公平交易行為，一般雖認

為不公平交易行為均能涵蓋獨占行為所適用的案例類型164，但在行為要件上的差異，

約可得到下列兩點的觀察。 

第一，針對「交易相對人」的概念，在支配型獨占行為並未加以限制，因此適

用的行為類型包含限制第三人的行為。由此點可認為獨占行為適用的行為要件比不

公平交易行為更寬廣165。但也由於行為要件過於廣泛，不能以之排除危險負擔未移

                                                           
162 此點與我國 2015 年修法前之公平法第 18 條（修正後為現行法第 19 條第 1 項）之結構相當類

似。在繼受法時，僅承繼了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之條文，而未將概括規定一併承繼，恐怕

必須認為是我國舊法第 18 條未規範「服務」之主因。 
163 平成 15 年 11 月 25 日・平成 15 年（勧）第 25 号，公正取引委員会審決集，50 卷，390-392
〔21 世紀 Fox〕。舟田正之ほか，前揭註 68，164。另外，於專利授權契約中約定交易相對人所製

產之產品的售價，或約定服務提供之費用，因不涉及「商品」之轉售，故不會構成第 2 條第 9 項

第 4 款的規定。此種情形下，則必須藉由一般指定第 12 項之規範進行補充適用，參閱金井貴嗣ほ

か，前揭註 4，334。 
164 白石忠志，前揭註 4，337。 
165 前述福井縣經濟連之案例，乃是最能顯示此一問題的案例。在福井縣經濟連案中，由於福井縣

經濟連乃是受到福井縣農協之委託代為進行工程的發包作業，並未向參與投標之事業提供任何商

品或服務，因此難以認定被限制之工程施工者為福井縣經濟連之「交易相對人」。在此種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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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與限制子公司之情形。因此在判斷該種限制是否構成支配型獨占行為時，必須回

歸其作為限制競爭效果判斷的本質，在弊害要件的層次以該種行為不實質限制競爭，

認定該行為不構成支配型獨占行為。 

第二，關於檢討限制之內容與交易的型態之必要性，有所差異。不公平交易行

為的判斷，會因為屬於價格限制或非價格限制、是商品或服務之提供等而適用不同

條文，進而影響其法律效果，因此有就該等事項區別之必要。但在支配型獨占行為，

由於不區分限制之內容或交易之型態，故無區別限制內容或交易型態之必要。 

（二）弊害要件：「公平競爭阻礙性」 

一項符合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之行為要件的行為，以足以產生「公平競爭阻礙

性」為其弊害要件166。屬於不公平交易行為之一的垂直交易限制，當然亦必須滿足

此一要件。針對此一要件之檢討，除了市場界定的問題外，可以分別從產生「限制

競爭效果」，及欠缺「正當理由」之二部分加以探討。 

1.公平競爭阻礙性的法條文字構成 

「公平競爭阻礙性」僅是一種學說實務上的通稱。在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1

款至第 6 款之中，分別被以三種不同的文字表達「公平競爭阻礙性」：在第 6 款之中，

使用的是「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在第 1 款、第 3 款、第 4 款中則是使用了「無正當

理由」、第 2 款及第 5 款之中，則為「不當地」。其文字表現雖有些微落差，實質上

均屬公平競爭阻礙性之表現167。 

垂直交易限制中的公平競爭阻礙性之判斷內容，可參考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

                                                                                                                                                         
其指示工程競標之競爭價格、使得工程投標市場中之競爭停止，應難以認為該當於不公平交易行

為中垂直限制競爭之規範。 
166 白石忠志，前揭註 4，22。類似觀點，亦是以「行為要件」及「公平競爭阻礙性」認定不公平

交易行為，參閱金井貴嗣ほか，前揭註 4，261。 
167 之所以形成此三種不同形式之文字，可追溯至 2009 年之修正。承前所述，在 2009 年修正前，

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1 款至第 5 款之規定，皆為一般指定之規定。在當時，公平競爭阻礙性之

規定存在於當時的第 2 條第 9 項之中，因此在檢討一般指定之行為時，亦當然適用之。但在 2009
年修正時，並未將公平競爭阻礙性之文字移植至各別條文或第 2 條第 9 項本文之中。因此學說上

一般透過條文的解釋，將公平競爭阻礙性之概念，理解至無正當理由及不當地之文字中，以使該

等條文亦得存有弊害要件之檢討空間。參閱白石忠志，前揭註 4，340-342；金井貴嗣ほか，前揭

註 4，261。本文中，以公平競爭阻礙性統稱不公平交易行為之弊害要件，但在檢討特定條文時，

則配合條文中之文字使用「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無正當理由」等文字，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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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論第 1 部、3 中指出，判斷是否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時，必須考量品牌間的

競爭、品牌內的競爭、為限制行為之事業之市占率、被限制之事業於市場中活動之

情形以及其家數、於市場中之地位等（亦即，行為是否產生限制競爭效果）168。另

一方面，也必須考量限制行為是否會創造促進競爭效果169，或是是否基於確保商品

安全性、品質、商標信用等目的，具有相當程度之合理性（亦即，行為是否具備正

當理由）170。由此亦可確認，公平競爭阻礙性中所檢討的內容，與本文歸類於弊害

要件之「限制競爭效果」與「正當理由」相符。本文以下分別就其具體內容檢討之。 

2.限制競爭效果之判斷 

(1)以「價格」限制與否區分有無檢討限制競爭效果之必要 

在不公平交易行為之中，是否須針對一項滿足行為要件的垂直交易限制檢討其

是否產生限制競爭效果，最重要的判斷基準在於，其行為是否與「價格限制」相關171。 

在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指出，若為「維持轉售價格」行為，其使得通路業者

間的價格競爭減少或消滅，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可能性通常較高。因此，原則上均

認定維持轉售價格足以產生限制競爭效果。在此種情形下，JFTC 並不須就行為所產

生限制競爭效果在個案中進行檢討或舉證，即可認定其「原則上」產生限制競爭效

果172。 

                                                           
168 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第 1 部、3、(1)，4-5。 
169 同上註，第 1 部、3、(3)，6-8。 
170 同上註，第 1 部、第 2、6、(6)，20。 
171 學說上有認為，使用「無正當理由」者代表屬於原則違法，JFTC 無須再針對構成行為要件之

行為舉證其限制競爭效果；而使用「不當地」者則代表 JFTC 原則上必須就限制競爭效果加以舉證。

実方謙二，前揭註 26，264；金井貴嗣ほか，前揭註 4，327。但基於以下兩點理由，必須認為這

樣的觀點不能認為有充分的根據及絕對的意義。第一，若學說觀點為真，則針對以「不當地」作

為要件的一般指定第 12 項，JFTC 應負擔舉證責任證明其限制競爭效果。但在通路交易習慣處理

原則中，針對非垂直價格限制中之「事業禁止批發業者向進行低價販賣之零售業者供貨」、「事

業禁止或限制零售業者在店內或以傳單進行商品價格之廣告」、「交易相對人為報章雜誌時，使

該報章雜誌不刊登特賣廣告或明示價格之廣告」三類行為，JFTC 認定其通常有較高的阻礙價格競

爭之虞，原則上均該當於不公平交易行為。換言之，JFTC 無須舉證其限制競爭效果。由此可知，

是否須舉證限制競爭效果，重點不在於適用的條文，而在於行為是否對價格產生限制。第二，從

立法史的資料可以發現，在 1982 年一般指定修正時，修正解說僅以「大致上的分類（おおざっぱ）」

等說明「無正當理由」與「不當地」之使用時機，並且一再強調其不代表關於限制競爭效果舉證

責任的差異。田中寿編，前揭註 135，17-18。由此可知，條文中所使用的「無正當理由」與「不

當地」文字，既非制定當時有意創設，在目前實務運作上亦非實質的分類標準，僅以此文字區分

限制競爭效果的舉證責任，恐怕既欠缺相當的立論根據，亦容易造成解釋適用上的誤解。 
172 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第 1 部、3、(2)，5。值得注意的是，原文所使

用之文字為「原則上認為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而非「原則上產生限制競爭效果」。容易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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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原則中之觀點，反映了日本最高法院在 1975 年和光堂案中之見解。在該案

中日本最高法院指出「即便維持轉售價格可強化行為事業與競爭者間的競爭關係，

但其未必能帶來和受到限制之價格競爭相當之經濟效果，因此不能否認其乃是具有

限制競爭效果之行為173。」這樣的觀點一般也被解釋為是反映了維持轉售價格應適

用「原則違反」的見解174。 

在以往的案例之中，亦曾有就維持轉售價格之限制競爭效果如何產生加以論述

之文獻。涉及維持轉售價格之日產化學案的審查官解說中指出，相較於未受到轉售

價格限制之農會或其他零售業者，大賣場依其薄利多銷的特性而時有促銷，故限制

大賣場之售價即足以使得商品零售價格大致上受到維持175。亦即，維持轉售價格能

有效的使得在零售市場中產生價格牽制力之事業，無法繼續發揮牽制作用。 

在垂直非價格限制中，也會因為行為是否與價格限制相關，而有是否須就個案

檢討限制競爭效果之區別。 

在處理原則中，JFTC 明確的將「事業禁止批發業者向進行低價販賣之零售業者

供貨176」、「事業禁止或限制零售業者在店內或以傳單進行商品價格之廣告」、「交易

相對人為報章雜誌時，使該報章雜誌不刊登特賣廣告或明示價格之廣告」177等三項

行為，列為不須在個案中檢討限制競爭效果的行為。這些行為雖然不直接限制價格，

但均與價格限制相關，因此該種限制通常足以阻礙價格競爭，被認為通常均足以產

生限制競爭效果。 

相對的，若不構成上述類型之行為，則須在個案中就限制競爭效果進行評估。

                                                                                                                                                         
誤解維持轉售價格無須再就正當理由之有無進行檢討，即可認定其構成弊害要件。但就文脈上的

理解而言，同處理原則第 1 部、3、(1)之處指出，判斷「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時，除限制競爭效果

外，亦必須考量促進競爭之可能性。似亦將此一促進競爭效果有無之判斷，納入公平競爭阻礙性

之要件中進行評估。且在同處理原則第 1 部、第 1、2、(1)之處，明確地指出「在例外具備正當理

由時，得認定行為不構成違法」，似乎並不排除維持轉售價格受到正當化，而不構成公平競爭阻

礙性之可能。同處理原則第 1 部、3、(1)以及第 1 部、第 1、2，9-10。針對 JFTC 就促進競爭效果

等正當理由之體系定位不明、時常有所變動之指摘，亦可見於白石忠志，前揭註 4，25。 
173 前揭註 147〔和光堂〕，176。和光堂案之案例事實與法院判旨的詳盡介紹，可參閱顏廷棟，「論

垂直性交易限制在競爭法上之規範」，前揭註 3，134-136。 
174 金井貴嗣ほか，前揭註 4，330-331。 
175 甲田健，前揭註 143，71。本案中，審查官並未僅以原則違法之觀點，而完全無視關於本案行

為對於市場競爭造成之影響的論述，並明確表達本案中牽制力因限制競爭行為所造成的減弱。此

種詳細表達自身觀點之立場，亦受到學說的稱讚。參閱白石忠志，前揭註 29，238。 
176 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第 1 部、第 2、4、(3)及(4)，19。 
177 同上註，第 1 部、第 2、6、(3)，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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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評估之要素可分別為市場封鎖效果與價格維持效果等二方面178。換言之，即便是

屬於非價格限制之行為，但是仍然有可能使得交易相對人與其競爭者間之競爭受妨

礙，並足以影響交易相對人之價格決定、使價格受到維持或提升之狀態有發生的可

能。若有這樣的情形產生，則可能被認定為產生價格維持效果179。關於價格維持效

果的具體考量事項，在處理原則中也列出了五點必須考量的因素：品牌間競爭的情

形、品牌內競爭的情形、為垂直限制之事業的市場地位、對受限制之交易相對人事

業活動造成的影響、受限制之交易相對人的數量及其於市場之地位180。 

由此可以理解，若垂直交易限制之內容，涉及價格限制時，JFTC 認為其造成價

格維持效果容易，傾向省略關於限制競爭效果之評估。相對的，限制越與價格無直

接的關聯時，JFTC 則必須在個案中盡更多的努力，說明價格維持效果的存在。 

(2)「公平競爭阻礙性」和「競爭的實質限制」中的限制競爭效果 

在理解不公平交易行為所要求的公平競爭阻礙性之要件後，接下來必須探討的

問題是，它與本文三所檢討之支配型獨占行為之「競爭的實質限制」要件有何區別？

承本文三及四、（二）中所述，一項垂直限制競爭，其行為要件多數情形可能同時構

成支配型獨占行為以及不公平交易行為。此種情形下，二者之區別，在於對限制競

爭效果所要求之強度。 

在 1982 年一般指定修正前，曾經就一般指定之修正方向邀集學者專家召開「獨

占禁止法研討會」。在研究會所作成研究報告（昭和 57 年獨禁研報告）中，將不公

平交易行為所規範的限制競爭效果，分為三類：「侵害自由競爭」、「侵害效能競爭」、

「侵害自由競爭之基礎」181。在一般指定修正時，這樣的觀點也受到一般指定起草

者之參考；現行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以及一般指定第 12 項也被分類在「侵害自由

競爭」的觀點下檢討該等行為所產生之限制競爭效果182。 

學說上一般多認為昭和 57 年獨禁研報告中所稱「侵害自由競爭」和競爭的實質

限制所要求之「市場支配力的形成、維持或強化」具有密切的關聯性。有藉由預防

的觀點，認為不公平交易行為係在限制競爭效果的萌芽階段，因已掌握該行為未來

                                                           
178 由於市場封鎖效果多涉及阻礙競爭的問題，並非本文行為之重點，因此相關檢討在本文中割愛

之。 
179 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第 1 部、3、(2)、イ，6。 
180 同上註，第 1 部、3、(1)，4。 
181 独占禁止法研究会報告，「不公正な取引方法に関する基本的な考え方（1）」，公正取引，

第 382 号，34-35（1982）；同報告書亦載於田中寿編，前揭註 135，100-101。 
182 田中寿編，同上註，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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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產生市場支配力的形成、維持或強化之危險，因此以不公平交易行為規範183。也

有指出「侵害自由競爭」係相當於「市場支配力的形成、維持或強化」，但基於條文

中「有……之虞」之規定，因此公平競爭阻礙性所打擊的限制競爭效果範圍比「市

場支配力的形成、維持或強化」來得更廣184。 

近來，亦有學說進一步指出，此二規定之差異，其實僅止於其所產生的限制競

爭效果之大小不同而已185。換言之，學說上所稱之萌芽階段，只是垂直限制競爭所

產生之「市場支配力的形成、維持或強化」較不嚴重，而以不公平交易行為加以處

分之情形。在判斷一項垂直限制競爭行為應適用「支配型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

易行為」時，「萌芽階段與否」的判斷無法給予要件之區分任何助益。要判斷適用何

規範時，仍必須透過市場競爭所產生的影響大小加以評估。一項垂直限制競爭所產

生之競爭停止效果嚴重時，可能構成「支配型獨占行為」之案例（如野田醬油案）；

若影響不足以認定產生「市場支配力的形成、維持或強化」時，則可能認為行為仍

在「萌芽階段」，而以不公平交易行為加以禁止。此觀點應認為較能合理說明支配型

獨占行為與垂直限制競爭之間的差異。 

(3)安全港條款「市場中有力之事業」 

若事業之市占率低於一定比例時，其所為特定類型之垂直交易限制，將被認為

不會構成不公平交易行為，此種規範即為本文以下所稱之「安全港條款」。此一安全

港條款之根據，並未明定在獨禁法之中，一般是透過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加以說

明。 

1991 年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制定時，即有以「市占率未超過 10%」且「非市場

規模前 3 名」之事業，判斷是否為「市場中有力之製造者」之安全港條款。若並非「市

場中有力之製造者」，即便以嚴格限制之方式限制交易相對人之經營區域，亦不會構成

不公平交易行為。原因在於，此種行為被認為無產生價格維持效果之疑慮186。 

然而，此項安全港條款的標準過於嚴格，即便市占率低於 10%，但若為業界前 3

名則不能適用安全港條款，對於事業遵法活動的進行會造成相當負擔187，更限制產業

                                                           
183 金井貴嗣ほか，前揭註 4，266。 
184 白石忠志，前揭註 4，343。與此類似之見解，如実方謙二，前揭註 26，263-264。 
185 滝澤紗矢子，前揭註 49，5-6。 
186 參閱山田昭雄ほか，前揭註 118，172。此規定相當於 2017 年修正後第 1 部、3、(4)之敘述。 
187 參閱白石忠志，前揭註 116，12。學說也指出，之所以訂定如此嚴格的安全港條款，原因可以

認為是過去獨禁法執行疲弱時代的產物，所以傾向以嚴格的標準，形式上擴大獨禁法的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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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性化。在 2014 年的規制改革會議中，安全港條款的修正即成為一項受到重視的議

題。為了回應這樣的產業界要求，JFTC 在 2016 年修正時，將嚴格區域限制之安全港

條款放寬為 20%並刪除市場規模前 3 名之要求。並在 2017 年修正時，將安全港條款的

規定，移至第 1 部的違法性判斷體系中188，並將「製造者」等文字改為「事業」。 

然而，若仔細觀察此處所規範的安全港條款之規定，可以發現維持轉售價格以

及「通常足以阻礙價格競爭」之「事業禁止批發業者向進行低價販賣之零售業者供

貨」、「事業禁止或限制零售業者在店內或以傳單進行商品價格之廣告」、「交易相對

人為報章雜誌時，使該報章雜誌不刊登特賣廣告或明示價格之廣告」等行為，均不

以「市場中有力之事業」作為其要件。換言之，此等行為，均非安全港條款所適用

之類型189。 

另外，針對「被動向營業區域外顧客進行販賣之限制190」、「（禁止向低價販賣業

者銷售以外之）交易相對人限制191」、「販賣資格限制192」及「（價格廣告以外之）販

賣方法限制193」等，由於在處理原則中亦未以「市場中有力之事業」為適用要件，

因此可能無法適用安全港條款之規定。之所以排除這些類型的適用，其原因應可理

解為是 JFTC 認為該等行為所產生之價格限制效果疑慮較高194。 

                                                           
188 即便市占率超過 20%，並不代表嚴格的區域限制即當然會被認為足以產生價格維持效果。在平

成 25 年度的「問答事例集」案例 2 之中，欲進行嚴格區域限制之健康食品製造業者 X，(1)在市場

中有 25%之市占率、(2)不同品牌商品間差異性不大，且 X 與 B、C 等品牌間價格競爭活絡、(3)在
同一都道府縣內有複數代理店，而無法有效率的進行販賣、(4)業者欲藉由嚴格的區域限制，禁止

代理店在指定區域外向零售業者供貨，但不限制零售業者向消費者供貨之價格，X 就此一計畫向

JFTC 提出違法可能的諮詢。針對事業此一提問，JFTC 表示此種情形下，由於市場中存在 B、C 等

有力的競爭者，品牌間競爭激烈，因此 X 之嚴格區域限制產生價格維持效果的疑慮較低，不致構

成獨禁法之違反。參閱公正取引委員会，「独占禁止法に関する相談事例集（平成 25 年度）」，

7-9（2014）。 
189 雖然安全港條款可帶來相當高的可預見性、且為規制改革會議所建議修正之規定，但 JFTC 仍

採取較保守之觀點。此一修正結果，無法改善事業的萎縮效果，且對於最被期待納入安全港條款

適用範圍之價格維持效果類型，居然完全排除安全港條款之適用，亦受到實務家之批判。參閱多

田敏明，「改正・流通・取引慣行ガイドラインと企業の留意点」，公正取引，第 803 号，45（2017）。 
190 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第 1 部、第 2、3、(4)，18。 
191 同上註，第 1 部、第 2、4、(2)及(3)，18-19。 
192 同上註，第 1 部、第 2、5，19-20。 
193 同上註，第 1 部、第 2、6、(2)，20-21。 
194 在 2016 年修正過程中，曾經就是否放寬適用安全港條款之討論，但最終 JFTC 仍作成不增加適

用範圍之決定。其主要原因在於 JFTC 認為該等行為均有較高的疑慮產生價格維持效果，參閱石谷

直久，「『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の一部改正について」，公正取引，

第 790 号，54-5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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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當理由之判斷195 

(1)垂直交易限制之正當理由 

在早期的獨禁法發展上，曾經有關於不公平交易行為是否得受到正當化之相關

檢討。 

持反對意見者所持的根據，多為 1975 年的和光堂案最高法院判決與明治商事最

高法院判決。和光堂案最高法院判決中，日本最高法院指出： 

「現行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中之『正當理由』的概念，應專以公平競爭

秩序維持的觀點加以觀察…僅以一般所理解、看似正當的情形，例如，與競爭秩序

維持無直接關聯，在事業經營或交易上看似具有合理性或必要性之情形，並不足以

認定是此處所稱之正當理由」196。 

此判旨以往多被學說解讀為，日本最高法院反對不公平交易行為受到正當化、

支持 JFTC 就維持轉售價格所採之「原則違法」之代表性意見197。 

在 2015 年修正前，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中並不存在是否能因為促進競爭效果

而被正當化之檢討。這樣的觀點多被認為反映了和光堂案與明治商事案中最高法院

判決的意見：若事業維持轉售價格則不具備正當化之可能198。 

然而，在 1989 年芝浦屠場案最高法院判決199及 1998 年資生堂東京販賣案最高

法院判決200中，日本最高法院從解釋論的觀點，承認不公平交易行為亦可能因為公

                                                           
195 在獨禁法上，專門針對維持轉售價格之禁止，訂有法定除外適用之規定。其中，最值得一提者

乃是獨禁法第 23 條第 4 項所定之「維持著作物轉售價格」之除外適用。JFTC 曾於 1995 年公布提

倡廢除維持著作權轉售價格除外適用之中間報告書，引來諸多討論。參閱政府規制等と競争政策

に関する研究会再販問題小委員会，「再販適用除外が認められる著作物の取扱いについて（中

間報告）」，ジュリスト，第 1086 号，48-59（1995）。其後，著眼於文化、公共面之要素、以

及強烈的反對意見，最終 JFTC 於 2001 年之公告中，表示暫時放棄廢除維持著作權轉售價格除外

適用之目標。參閱公正取引委員会「著作物再販制度の取扱いについて」（2001），原文可參見

JFTC 網頁，https://www.jftc.go.jp/hourei_files/chosakuken.pdf，最後瀏覽日期：2018/6/25。關於此

論戰過程之歷史經緯詳細介紹，可參閱平林英勝，前揭註 110，265-273。由於此一除外適用涉及

複雜之產業政策，非本文篇幅所能承載，故相關討論在本文中割愛之。 
196 前揭註 147〔和光堂〕，175-176。 
197 如厚谷襄児、稗貫俊文編，独禁法判例・審決百選，6 版，有斐閣，162-163（2002）。 
198 実方謙二，前揭註 26，277-278、280。 
199 平成元年 12 月 14 日・昭和 61 年（オ）第 655 号，公正取引委員会審決集，36 卷，572〔芝浦

屠場〕。芝浦屠場案最高法院判決，雖係涉及公營屠宰場定價過低而涉有掠奪性定價之案件，但

透過公平競爭阻礙性之解讀，日本最高法院承認行為的目的、意圖、態樣、競爭關係實態、市場

狀況等得作為正當理由之考量因素。由於公平競爭阻礙性之要件，與本文所檢討之垂直交易限制

乃共同之要件，故亦足以作為垂直交易限制之參考。 
200 前揭註 111〔資生堂東京販売〕，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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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利益（芝浦屠場案）、具有相當的合理理由（資生堂東京販賣案）有被承認具備正

當理由之可能性201。由此可知，針對不公平交易行為檢討正當理由、考量公共利益

之可能性，逐漸受到實務所承認202。 

承前所述，在規制改革會議中，促進競爭效果作為正當性之可能性，亦受到關

注203。受此影響，JFTC 在 2015 年處理原則修正時，首次將促進競爭效果在垂直交

易限制中可能受到之考量加以說明204。 

現行的處理原則及相關解說中，雖仍將維持轉售價格與通常足以產生價格維持

效果的行為，歸類為所謂的「原則違法」。但在處理原則中也明確描述了一些可能的

正當理由，例如在何種情形下可以認定具有防止搭便車的效果、或是維持品牌形象

作為一種正當理由之可能性、投資誘因的維持等情形205。由此可知，維持轉售價格

等所適用之「原則違法」，實際上並非毫不允許行為受到正當化之判斷基準206。 

另一方面，涉及「商品安全性的確保、品質的保質、商標信用的維持」等非促

進競爭之因素時，在處理原則中以「若是為商品的適當販賣，而有相當的合理理由，

且對於零售業者皆課以相同的條件時，不構成獨占禁止法違反」，說明其作為正當理

                                                           
201 近來，有針對 2011 年的 Hamanaka（ハマナカ）案東京高等法院判決進行評釋，並認為法院否

定了維持轉售價格受到正當化的可能性之文獻，參閱長河谷亜希子，「ハマナカによる再販売価

格維持行為事件（審決取消訴訟）」，公正取引，第 730 号，69（2011）。然而，在此判決中，

法院基於下列兩點理由否定原告關於正當理由之主張：(1)原告所主張的目的一般看來雖然值得保

護，但其與獨禁法欲保護一般消費者利益之目的並不能認為有直接關係、(2)為達成其目的而採取

之本案行為，並不能認為是必要且具有相當性之行為。東京高判平成 23 年 4 月 22 日・平成 22 年

（行ケ）第 12 号，公正取引委員会審決集，58 卷第 2 分冊，8〔ハマナカ〕。這樣針對個案事實

加以檢討的論述，理應不能將其理解為法院完全否定維持轉售價格受到正當化之可能。因此前述

主張恐怕有過度解讀判決文義之虞。其他同樣針對 Hamanaka 案進行檢討之文獻，如土井教之、中

川晶比児「再販売価格の拘束と公正競争阻害性－ハマナカ事件・アディダス事件」，收錄於岡

田羊祐、川濵昇、林秀弥，独禁法審判決の法と経済学－事例で読み解く日本の競争政策，初版，

東京大学出版会，235（2017），亦未將本案之判旨解讀為否定任何正當化可能性，此種觀點應認

為較值得贊同。 
202 此外，學說上亦有質疑，在獨禁法實務上即便連水平價格協議都有受到正當化的可能性，維持

轉售價格是否有超出水平價格協議之高度特殊性，可拒絕承認正當理由存在之可能。白石忠志，

前揭註 29，14-15。 
203 規制改革会議，前揭註 120，29。 
204 在 2015 年修正前，JFTC 曾將一些具有正當理由的案例，藉由問答事例集的方式加以說明，參

閱平成 26 年度問答事例集案例 6，「機械製品メーカーによる新商品の機能の説明の義務付け」

與平成 23 年度問答事例集案例 1，「医療機器メーカーによる通信販売の禁止」。這些案例，也

反映在 2015 年修正後的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之中。 
205 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第 1 部、3、(3)，6-8。 
206 白石忠志，前揭註 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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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使垂直交易限制正當化之可能性207。 

雖然基於前述檢討，可以理解垂直交易限制，可能因具備正當理由而被認定不

違反獨禁法之規定。但至今並未曾有明確論述垂直交易限制因具備正當理由而不構

成弊害要件之處分或判決，此點與支配型獨占行為相同。但在審查官的案件解說中，

仍可以看見關於個案正當理由的檢討。例如 Adidas Japan 案之審查官解說中，雖然並

未承認該案之行為具正當理由，但仍就其欠缺成立之可能進行分析208。由此可知，

在檢討垂直交易限制時，正當理由之有無亦是必須注意的檢討要件。 

(2)選擇性通路（Selective Distribution System）之正當性 

另外， 2014 年規制改革會議第二次審議結果報告中，建議競爭政策的執行，應

容許事業與通路業者之合作，以確保事業得以提供高附加價值商品之競爭環境209。

受到此一建議，2015 年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修正時，增加了「選擇性通路」之敘

述210。 

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中，將選擇性通路定義為「事業對於販賣自己商品之通

路業者設定一定基準，限制僅有達到該基準之通路業者始能販賣自家商品，並禁止

該通路業者向未被認可之業者進行轉賣。」。處理原則中亦肯定，此一行為可能產生

促進競爭效果。此外，JFTC 亦強調該基準應基於該商品品質之保持、適當使用之確

保、消費者利益等觀點判斷，若認為具有相當程度之合理性，且該基準亦適用於其

                                                           
207 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第 1 部、第 2、6、(2)，20。處理原則中此處

之敘述，可認為與資生堂東京販賣案、花王化妝品販賣案最高法院判決之意旨相同。前揭註 111
〔資生堂東京販売〕，458。但本案中法院所提出之標準，實質上不具有太大的參考價值，受到學

說之批判，相關檢討可參閱金井貴嗣ほか，前揭註 29，144-145；白石忠志，「最高裁判所民事判

例研究（資生堂事件最高裁判決）」，法学協会雑誌，第 120 巻第 4 号，866 以下（2003）；白石

忠志，前揭註 29，118-119。 
208 福田秀一郎ほか，前揭註 144，66-67。日本學說上有指出，在以往判決中法院較少承認行為具

備正當理由的一項可能原因在於，具備正當理由的案件在 JFTC 進行立案調查的階段，就已經事先

進行篩選。通過篩選的案件，在法院進行爭訟時，自然不容易被認為具備正當理由。參閱白石忠

志，前揭註 4，83-84。由本案審查官解說觀之，可認為實務上確實可能就此一問題進行思考，並

非完全否認思考正當理由的必要性。由此確認前述學說之觀點，應具有其合理性。 
209 參閱規制改革会議，前揭註 120，29。 
210 但對於處理原則中「選擇性通路」的增訂，學者間看法不一。反對的意見基本上可以認為是延

續反對垂直限制競爭受到正當化的觀點，認為選擇性通路的使用可能會產生封閉的通路體系，並

產生限制競爭效果，故與以往之資生堂東京販賣、花王化妝品販賣最高法院判決等案例有所不同。

因此主張選擇性通路的合法性判斷仍有待未來進一步的發展，參閱川濵昇，「改正『流通・取引

慣行ガイドライン』の位置づけ－規制の明確化と再販の『正当化理由』」，公正取引，第 776
号，14-15（2012）。另一方面，也有對於從外國法沿用「選擇性通路」的名詞進行討論表示不以

為然之意見，並認為「選擇性通路」所討論的問題，只是一種可能具備正當理由的類型。僅因國

外以「選擇性通路」為名進行討論，便以此一名詞加以命名，忽視從獨禁法體系上根本的思考正

當理由之定位，實為本末顛倒。參閱白石忠志，前揭註 117；白石忠志，前揭註 4，387-388。 



日本競爭法上之非水平交易限制                        109 
 

 

他希望販賣該商品之通路業者時，即使事業採取此種交易限制，使得特定之低價競

爭事業因未達該標準而無法販賣該商品，亦不因此違反獨禁法之規定211。這樣的觀

點，應可認為是反映了前述關於正當理由判斷的基本原則。 

（三）違反效果 

一項構成第 2 條第 9 項所定義之「不公平交易行為」之垂直交易限制，則將受

到受獨禁法第 19 條所禁止。相對於支配型獨占行為，可能因為受到 JFTC 告發而受

到刑事追訴；事業不會因為從事僅構成「不公平交易行為」之行為而受到刑事追訴。 

其次，JFTC 對於構成「不公平交易行為」之行為，得以停止命令命其停止違法

行為。若事業為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所定義之維持轉售價格，且在該行為前

之十年內有因相同行為而受到停止命令、罰鍰繳納命令等情形時，依獨禁法第 20 條

之 5 之規定，JFTC「必須」課處事業非裁量型罰鍰。惟截止目前為止，並沒有因重

覆違反不公平交易行為而被 JFTC 課處非裁量型罰鍰之案例。 

垂直限制競爭行為是否將被處以罰鍰，使用之標準為限制是否為「價格」、「商

品」之限制，而非以其他同樣對於市場競爭產生嚴重影響之程度。這樣的區別基準，

與競爭所關心的本質「市場競爭」究竟有何關聯，並未受到明確的說明。因此在學

說上受到批判212。 

另外，事業亦可依據獨禁法第 24 條請求停止或預防垂直交易限制所產生之侵害，

或依照獨禁法第 25 條之規定請求民事損害賠償。 

（四）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近期執法態度之觀察 

本文以上，針對行為要件、弊害要件與違反效果，分別在各自構成中整理分析，

並與前述支配型獨占行為進行比較。本文以下，以一件近期 JFTC 的停止命令之觀察

重新確認本文中所檢討之內容。 

2012 年 3 月 2 日的 Adidas Japan 停止命令，是在 2009 年獨禁法修正後，首次以

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進行處分的案例。在該案中，Adidas Japan 指示販賣其旗

下產品「Easytone（イージートーン）」的零售業者，應以建議售價進行販賣。並針

                                                           
211 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第 1 部、第 2、5，19。 
212 白石忠志，前揭註 4，39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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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依照其指示之業者，要求退還庫存商品、或拒絕向其出貨。針對此一行為，JFTC

在進行調查後，認定 Adidas Japan 之行為構成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的垂直價格

限制。由於此行為乃是初次發生，因此並不構成罰鍰課處條件，故 JFTC 僅以停止命

令要求停止違法行為，並採取預防再次發生之相關措施。 

在停止命令書之中，針對 Adidas Japan 之 Easytone 產品，JFTC 以其在「訓練鞋

（training shoes）市場」中為消費者高度認知、有許多消費者指名購買，因此為了維

持供應選項充足的重要商品等描述，勾勒涉案商品的市場地位213。雖然在停止命令

書之中，並未直接針對 Adidas Japan 之市占率進行檢討，但在本案審查官解說中指出

Adidas Japan在訓練鞋市場中，無論是在銷售量或銷售金額均占有超過50%之市占率，

為市場上最大之事業214。 

承本文以上之檢討，在行為要件的構成上，不公平交易行為與支配型獨占行為

在垂直交易限制的部分高度重疊，二者主要的差異應在於弊害要件的構成（主要是

限制競爭效果），故針對本案的行為，似乎有支配型獨占行為討論的空間。 

若依照排除型獨占行為處理原則之敘述，事業市占率超過二分之一時，JFTC 將

會優先以調查是否構成獨占行為。雖然無法直接認為這項排除型獨占行為的適用原

則亦應適用於支配型獨占行為，但針對市占率超過二分之一的產品，本案停止命令

中卻絲毫未提及獨禁法第 2 條第 5 項之該當性。這也無怪乎學說上認為 JFTC 因 2005

年及 2009 年於獨占行為導入非裁量型罰鍰後，有迴避課處高額罰鍰之傾向215。雖然

並沒有直接證據證明 JFTC 確實抱持此種消極態度，但在 Adidas Japan 案所顯示出之

蛛絲馬跡，亦值得未來在觀察獨禁法之運作情形特別加以注意。 

六、結論及對我國法之啟示 

（一）重新評價獨占禁止法對非水平交易限制之規範態度 

本文以上檢討之支配型獨占行為與維持轉售價格，分別係在 2005 年及 2009 年

獨禁法修正時導入非裁量型罰鍰。雖然由導入非裁量型罰鍰的外觀來看，可能認為

                                                           
213 前揭註 144〔アディダスジャパン〕，285。 
214 福田秀一郎ほか，前揭註 144，63。 
215 白石忠志，前揭註 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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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年修法的趨勢是要強化垂直交易限制之規範。但是由以上討論，可能必須認

為這樣的觀點未必完全正確。 

首先，支配型獨占行為雖然在 2005 年修正後，成為非裁量型罰鍰之適用範圍。

然而此一規定無論是在 2005 年修正前後，案例均相當稀少。且在 2005 年修正後至

今，唯一一件適用支配型獨占行為之案例，亦受限於非裁量型罰鍰的計算基礎，而

未被課徵非裁量型罰鍰。過去亦有事業占有半數以上的市占率，但 JFTC 未在個案中

優先、積極考量其構成支配型獨占行為之可能216。使人不得不疑惑主管機關對於此

一規範之執法態度，究竟是否積極。 

其次，不公平交易行為中的維持轉售價格在 2009 年修正後，也被納入非裁量型

罰鍰之適用範圍。然而，藉由 2009 年修正過程之歷史考察，可以發現維持轉售價格

在修法過程中，並非任何人有意爭取而被納入罰鍰的適用範圍。相對的，卻可能作

為一項政治妥協的結果。再加上其所被賦予的「重覆違反」始課處非裁量型罰鍰之

限制，使得非裁量型罰鍰之適用可能性再度降低，使人懷疑此規範實際被運用之可

能性。 

再者，從適用非裁量型罰鍰之維持轉售價格的內容觀之，以「商品」、「價格限

制」等作為課處罰鍰之要件，其與市場競爭維護之本質間的關係並不明確。在法律

規範的合理性上，也欠缺充分的根據，而飽受批判。故此一規範作為非裁量型罰鍰

之適用範圍，不能認為是經過詳細、理性檢討後之產物。 

從而可以發現，JFTC 在現行法框架下，針對非水平交易限制之執法態度，未必

真的如同在法條內容上所展現的強烈，若僅以修正的趨勢及條文內容加以觀察，可

能會忽略在修法過程中所顯示出的妥協與消極態度。此一觀點，值得未來在進行日

本法之比較法借鑑時加以注意217。 

                                                           
216 針對這樣的結果之產生，學說上有指出，其原因在於支配型獨占行為所適用的範圍，多半與不

公平交易行為重疊；在執法成本的考量上，相較於必須舉證限制競爭效果之獨占行為，在涉及價

格限制之行為在檢討是否構成不公平交易行為時，通常可省略關於限制競爭效果之檢討，對於

JFTC 而言在適用上有較高誘因，從而使得主管機關對獨占行為之執法，態度較顯消極。參閱白石

忠志，前揭註 4，312。 
217 但也必須注意的是，近來 JFTC 針對導入裁量型罰鍰之可能召開研究會進行研究，若未來日本

針對非裁量型罰鍰加以修正（例如，導入裁量型罰鍰之制度），JFTC 之執法態度是否會產生變化，

也會是值得進一步觀察的議題。研究會之研究成果，可參閱独占禁止法研究会，「独占禁止法研

究会報告書」（2017），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h29/apr/170425_1_files/170425_ 
1houkokusyo.pdf，最後瀏覽日期：201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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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不同觀點思考「垂直交易限制」之啟發 

1.獨占禁止法上的法律結構 

在本文中分別檢討了「支配型獨占行為」和「不公平交易行為」所規範的垂直

交易限制。並發現雖然一般多使用「垂直交易限制」之觀點思考水平限制競爭合意

以外的停止競爭合意，但獨禁法的運用上並非僅針對「垂直交易關係」所形成的停

止競爭合意加以規範；雖然在限制競爭效果的程度上，會有不同程度的要求，但確

實是更廣泛的適用於「水平」與「垂直」以外的交易關係之中。最能顯著的表現出

此一特性者，乃是 2015 年的福井縣經濟連案。在該案中雖然在供給者間的競爭受到

第三人之指示而停止，但停止競爭合意之形成並非由競爭者中之任何一人、亦非由

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所形成。換言之，對於被限制之市場而言，形成競爭停止效果

的並非是其中的參加者，這與典型的垂直交易限制並不相同。在本文中，以「非水

平交易限制」之觀點，將「垂直」以及「水平和垂直以外之類型」加以統稱。 

本文中比較了支配型獨占行為與不公平交易行為中，關於非水平交易限制之規

範。並且發現，在日本法上關於一項非水平交易限制是否會因首次違反即被課處罰

鍰，並涉有刑責，主要之區別在於其行為對市場造成之限制競爭效果的強弱不同。

藉由行為要件與弊害要件之區別，可將非水平交易限制之規範體系分析如下： 

首先，若行為所產生競爭停止效果嚴重時，無須拘泥於行為要件之內容，皆有

構成「支配型獨占行為」之可能。此種情形下，對於行為要件之要求較為寬鬆，無

論限制是以垂直或其他方式形成、亦無論限制之內容為何（價格或非價格），均有適

用可能。但 JFTC 必須證明事業之行為造成市場支配狀態的形成維持或強化。若行為

產生之限制競爭效果未達市場支配狀態的形成維持或強化，但仍對市場競爭產生一

定影響時，必須檢討不公平交易行為之行為要件。 

其次，不公平交易行為之行為要件上，首先必須排除的是由第三人所形成之停

止競爭。若第三人限制在市場競爭時，不構成不公平交易行為所須「限制交易相對

人」之要件。相對的，若為限制交易相對人或同商品之上下游市場時，則有適用不

公平交易行為之可能。此種情形下，必須依照受到限制之內容（價格限制或非價格

限制限制），區分適用之條文及弊害要件之證明責任。 

若為轉售價格限制等垂直價格限制，則可能構成獨禁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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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在重覆違反時將被課予非裁量型罰鍰。此外，在維持轉售價格的案件中，JFTC

無須就轉售價格限制所產生的限制競爭效果加以舉證，原則上即可認定足以產生限

制競爭效果。 

若行為僅屬垂直非價格限制，則屬於一般指定第 12 項之射程範圍，不適用非裁

量型罰鍰。針對非價格限制行為，依其行為類型之不同，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中

訂定了不同程度的舉證責任。屬於處理原則中所示「通常產生價格維持效果」之行

為，與維持轉售價格相同，JFTC 僅須證明行為要件符合處理原則中之類型，不須另

外證明足以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相反的，若不屬於「通常足以產生價格維持效果」

之行為時，JFTC 必須就行為所產生限制競爭效果加以舉證，始能認定其公平競爭阻

礙性。 

最後，無論行為適用支配型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行為，若事業能另外證明行

為具有正當理由時，亦可排除其「競爭的實質限制」或「公平競爭阻礙性」之構成。 

2.公平交易法規範「非水平交易限制」之可能 

回過頭來思考，究竟我國法是如何規範非水平交易限制。此一討論，向來是在

「垂直交易限制」之脈絡下，以公平法 19 條及第 20 條第 5 款加以觀察。此二規定，

均以限制交易相對人作為要件，因此對於像是福井縣經濟連所呈現、本文所稱的「非

水平交易限制」未必能完全網羅。就形式上而言，若能證明非水平交易限制足以產

生限制競爭效果，且欠缺正當理由時，認定行為有剩餘不法內涵而以公平法第 25 條

補充適用，應無太多疑問218。但針對獨占事業所進行，足以產生嚴重的限制競爭效

果的非水平交易限制，是否有可能適用公平法第 9 條第 2 款「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

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或第 4 款「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219？ 

雖然向來針對公平法第 9 條所適用範圍之檢討與案例，主要係聚焦在「阻礙濫

                                                           
218 相關案例與理論分析，參閱廖義男主持，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 第十八條至第二

十四條，公平交易委員會 93 年度委託研究報告，460-466（2004）。公平會之觀點，亦可參閱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二點。但由於目前並不存在此種案

例，在進行補充適用時，公平會應更明確說明行為對於市場競爭是如何造成影響，以避免使市場

競爭活動萎縮。 
219 此一檢討之實益在於 2010 年公平法修正，使得獨占管制適用現行法第 40 條第 2 項之規定，而

第 19 條與第 20 條第 5 款則不適用之。以往的文獻上，亦有指出公平法第 9 條理論上有適用於垂

直交易限制之可能者，參閱陳志民主持，非價格垂直限制適用「合理原則」之違法考量因素，公

平交易委員會 102 年度委託研究報告，16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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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與「搾取濫用」之上220。且關於第 9 條第 2 款之規定而言，一般係依循同款規

定之立法理由，以「獨占性定價」之脈絡加以理解與運用。但此規定適用於立法者

所未曾預想的問題上，應非毫無可能。在第 9 條第 2 款僅以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

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作為要件，並未排除針對「交易相對人」或「第三人」所

提供之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決定、維持或變更221。因此無論是垂直限制直接交易

相對人、間接交易相對人，或限制第三人間之競爭，似亦有構成可能性。另一方面，

若為非價格之限制，作為獨占管制概括條款之第 9 條第 4 款應亦有適用之可能222。 

另外，一項值得附帶討論的議題在於，向來在公平法第 19 條與第 20 條第 5 款所

討論的「交易相對人」，究竟代表何種涵意？藉由日本法的考察，也可提供一些反思。 

雖然公平法第 19 條之斷句有些令人費解，但應可認為是以對「交易相對人」之

事業活動設下限制作為其要件223。如此一來，若受到限制的並非直接交易相對人之

事業活動，而是間接之交易相對人，是否亦能包含於前述二規範之適用範圍？此議

論如同日本學說上一般並未受到特別矚目。但考量公平法規範垂直交易限制之目的，

乃是要禁止事業以水平合意以外之方式形成「間接的聯合訂價」224，且一般在實務

運作上也不重視受到限制之人是否為事業之直接交易相對人225。如此一來，在條文

                                                           
220 參閱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初版，元照出版公司，341-363（2004）。 
221 文獻上亦有指出，現行法第 9 條第 2 款之規定，與第 19 條關於維持轉售價格之規定具有相當

性之見解，參閱廖義男主持，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 第一條至第十七條，公平交易委

員會 92 年度合作研究報告，384（2003）。 
222 但這樣的解釋在現實中，恐怕是較難以期待其實現。原因在於，關於維持轉售價格，無論是 2015
年公平法修正前公平會所採的當然違反之觀點，或是 2015 年修正後所採的原則違反之立場，針對

維持轉售價格的限制競爭效果，公平會均抱持著無須在個案中證明其限制競爭效果之態度。此觀

點免除了限制競爭效果的舉證，在執法上所負擔之執法成本顯然較低。相對的，若公平會要以第 9
條第 2 款或第 4 款處分時，必須通過市場界定、獨占事業與濫用行為的認定等諸般要件之檢討，

始能判斷行為之違法性。即便最終認定行為構成第 9 條，欲以第 40 條第 2 款課處罰鍰時，既必須

就「情節重大」等進行舉證，尚必須面臨罰鍰金額妥適性的諸多質疑。從而，即便規範上有檢討

之空間，但從誘因觀點考量實務上運用第 9 條之可能性，恐怕必須抱持較為消極之觀點。 
223 但若要將第 19 條之規定其解讀為「事業不得限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

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雙引號為筆者所加）」，似乎亦非不可。但一般學說上似乎並非

採取此種解釋，例如我國最具代表性之公平法註釋研究中，將現行法第 19 條之要件分為「事業」、

「交易相對人」、「供給之商品」、「轉售、再轉售」、「應容許其自由決定價格（2015 年修法

前之要件）」等加以討論。參閱廖義男主持，前揭註 218，53-75。由此應可認為「交易相對人」

與後方之「第三人」應並非屬於並列關係。就最限縮的文義解釋而言，事業似乎並非不得「在不

限制交易相對人之價格下，直接限制第三人之價格」。另外，在第 20 條第 5 款「以不正當限制交

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的部分則很明確的是針對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

動所為之限制。 
224 賴源河編，前揭註 3，273。 
225 肯定對間接相對人之維持轉售價格亦應受到現行法第 19 條規範之文獻，參閱顏廷棟，「論垂

直性交易限制在競爭法上之規範」，前揭註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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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呈現的「交易相對人」之要件是否重要？又何妨將「垂直交易限制」之規定不

限於對「直接交易相對人」之限制之意旨，於條文中更明確呈現？ 

（三）違法性判斷體系的明確化需求 

最後，由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的制定與近年的修正、日本最高法院關於正當

理由的概念的逐步建立，可以發現獨禁法關於非水平交易限制的規範體系的明確性

正在受到強化。其中又特別是以事業較難明確掌握其內容之弊害要件，在處理原則

中較為清晰地表達了主管機關的觀點。 

關於限制競爭效果的部分，有兩個值得觀察的方向：一者是原則違法類型的在

處理原則上被明確地表達，使得事業能掌握法律遵循的重要。在處理原則之中，很

明確針對「原則違反」的類型給予定義，將其類型限於「維持轉售價格」以及特定

的「足以產生價格維持效果」之非價格限制。這可使得事業更能事前掌握其行為可

能適用的判斷基準，避免逾越最嚴厲的紅線。 

另一方面，在處理原則的修正過程中，也明確地確立了安全港條款的範圍。在

過去的處理原則中，同時以市占率及市場中之排序作為要件，但其內容過度限縮而

使得安全港條款之功能大幅減弱。在近年修正，統一調高為 20%後，應可認為能提

供事業從事競爭活動時更安全之空間，值得肯定 JFTC 之努力。 

其次，在正當理由的部分，除了明確在處理原則中表示，產生促進競爭效果的

垂直限制競爭可被認為有正當理由外，社會公共性等因素亦被明確訂於處理原則之

中。雖然在構成上仍有許多不明確的要件（例如，「有相當的合理理由」），但也提供

了一條途徑讓事業能主張其限制競爭行為之合理性。此部分基準更進一步的明確化，

仍有待未來的實務發展。 

若對照我國法之規定，可發現建議針對垂直交易限制之違法性訂定判斷基準之

見解，早已被提出226。公平法判斷體系的複雜，例如針對價格限制與非價格限制適

用不同評價模式之作法，亦受到學說之批評227。由同樣結構較為複雜的日本法的體

系解構，可以看到一個較為完整地規範垂直交易限制的法律架構。例如，針對不同

型態的交易限制之限制競爭效果，是否有可能如同日本法一般，於處理原則中將低

                                                           
226 顏廷棟，同上註，145-147。 
227 陳志民，「To Sylvania and Beyond!：一項分水嶺判決之理論建構及延伸觀點」，公平交易季刊，

第 19 卷第 1 期，43-4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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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之類型列出，提供事業在進行事業活動時有較明確的較小侵害手段得以選擇。 

另外，在公平法的判斷體系中，垂直交易限制之正當理由在 2015 年公平法修正

後，已在第 19 條之中明定「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之但書，使得事業有法律

根據主張其行為之正當性。雖在條文中之內容並不明確，受到學說之批評228。但公

平會藉由修正公平法施行細則強化正當理由之內容，這樣的努力亦應值得肯定。唯

一較不明確者，乃是施行細則中所列的正當理由似較為保守，主要限於有關競爭考

量之經濟因素，針對非經濟之社會公益或消費者安全等部分則缺乏相關敘述。此一

問題，值得未來主管機關與法院在個案中，思考及深化其適用可能性以及判斷基準。 

另一方面，作為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修正重點之安全港條款，在我國實務上

以往似以 10%之市占率之觀點建立判斷門檻229。但公平會過去並未明確表態，直到

公平會 2016 年 2 月 17 日第 1267 次委員會議中，始針對垂直非價格限制達成「事業

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率未達 15%者，推定該事業不具有市場力量，原則上無限制

競爭之虞230」之決議，明確承認垂直非價格限制之安全港條款。同時，針對市占率

未達 15%，但具有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之行為，則排除安全港條款之適用。較可惜的

是，垂直價格限制則並無此等安全港條款之具體展現。 

若對比獨禁法之安全港條款採計之市占率為20%，在數值上我國顯得較為嚴格，

且透過依賴性理論與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之收束，使得適用上仍存在一定程度之抽象

性。但就適用類型而言，我國法上並未排除任何特定類型之垂直非價格限制，應可

認為適用範圍較為廣泛。惟針對垂直轉售價格，可認為與 JFTC 是同樣採取較為謹慎

的態度。未來之動向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228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二冊），初版，元照出版公司，256-257（2015）。 
229 陳志民，前揭註 227，44。 
230 原文為：「十五、有關垂直非價格交易限制競爭案件相關市場占有率門檻之計算研究案。決定：

(一)洽悉。(二)有關垂直非價格交易限制競爭案件相關市場占有率門檻之計算：1.公平交易法第 20 
條所規範之垂直非價格交易限制行為，事業於相關市場 之市場占有率未達 15%者，推定該事業

不具有市場力量，原則上無限制競爭之虞。2.另考量市場運作實務，事業之市場占有率雖未達 15%，

但若交易相對人對該事業不具有足夠且可期待之偏離可能性，應認事業間有依賴性存在，該事業

具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其限制競爭之行為仍得依公平交易法第 20 條予以規範。(三)本文說明一有

關第 1266 次會議審議案 2 之決議(一)內容，請依本次會議確認第 1266 次會議紀錄之文字相應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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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Non-horizontal Restraints in Japanese Competition Law 

Niou, Yue-Jhe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articles 2(5) and 2(9) of the Antimonopoly Act (AMA),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non-horizontal restraints.” Although such issues have a more 

historical and well-known aspect, namely, “vertical restraints,” this term is a little 

misleading. In reality, the AMA can be applied not only to vertical relationships, but also 

to certain restraints set by a third-party. The Cease and Desist Order to the JA Fukui 

Keizairen issued by JFTC in 2015 is a good example. In JA Fukui Keizairen, JA Fukui 

Keizairen, as a third-party in the relevant market, restricted the price competition between 

suppliers. Although the JA Fukui Keizairen had no horizontal or vertic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 suppliers, its conduct was still prohibited by the JFTC under article 2(5) of the AMA. 

Therefore, it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ferring our 

perspective from the “vertical” to a “non-horizontal” dimension, while observing Japanese 

Competition Law. 

By going a step further,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historical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2005 and 2009 Amendments of the AMA. After these amendments, the prohibition of 

non-horizontal restraints seems to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severe in Japan. The JFTC 

introduced the surcharge (administrative fines) for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 cases 

in 2009. It appears that the JFTC has a strong conviction in its fight against RPM. 

However, historical evidence has shown the opposite: the JFTC has no intention of 

allowing the regulation on RPM to enter into legislative discussion. In addition, 

researchers on Japanese Competition Law do not consider this amendment to be 

respectable.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contradiction reflects the unspoken attitude of the 

JFTC. Thus, we can see a more realistic face of Japanese Competition Law. 

Finally, this article revisits the Guidelines Concerning Distribution Systems and 

Business Practices (Distribution Guidelines). Although it is limited to the traditional norm 

of “vertical restraints,” it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showing the implementation directions 

of the JFTC. To improve predic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the JFTC has revis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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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 on three occasions since 2015. Due to these efforts, the legal structure has 

become clearer. For instance, the “inherently suspect” principle towards RPM and some 

non-price restraints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procompetitive justifications for vertical 

restraints have been acknowledged, and the safe harbor threshold has been increased. 

This article aims to locate and compare every aspect of Articles 2(5) and 2(9)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under a systematic structure. Observations on the reformation of 

AMA can offer meaningful insights and provide a useful platform to inspect Japanese 

competition law. 

Keywords: Non-horizontal Restraints, Vertical Restraints, Antimonopoly Act (AMA), 

Monopolization, Unfair Trade Practices,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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