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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劃就我國現階段加盟市場中，加盟總部與加盟主間所成立之加盟契約

中，有可能引發公平交易法上問題的條款，為一深入之比較法分析。本研究從了

解我國目前加盟現況為起點，進一步透過對美國、德國與歐盟相關法規與案例之

評析，歸納出可資我國競爭主管機關運用於解決具體案件之法律原則。更具體而

言，本計劃針對加盟總部與加盟主間密切的控制關係是否構成公平交易法上之個

別事業，而有結合管制規定之可能，以及加盟契約中就產品或服務轉售價格之維

持、區域限制、搭售、獨家交易等條款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及其與公平交易法之

關係加以探討。  
     就加盟關係是否應以結合行為視之而言，本研究計劃認為，就美國、德國、

與歐盟之立法例而言，並無類似之規範。 美國固有從「集團內勾結」原則探討

企業體單複數與有無可能成立聯合行為問題之相關判決，但在該國反托拉斯法

下，即使加盟總部對加盟主具有百分之百的控制力，而形成實質上之單一企業

體，但對於其因此所可能衍生之競爭問題，主要仍依關於獨占或市場地位濫用等

相關規定來加以規範，而無成立所謂結合的可能。 至於德國或歐盟法，或是相

關文獻中，則根本未就此一問題加以討論。 再者，從競爭法管制結合行為之目

的以及行政資源有效率使用的角度來看，於結合規定下審查加盟關係適用競爭法

律問題的作法，值得商榷。  
    至於就加盟關係中可能出現之契約限制條款部分，美國與歐洲競爭法規定對

於轉售價格約定的部分，差異較大。 至於非價格限制，總體而言，二者對於該

類行為妨害市場競爭的程度要低於水平交易限制的看法，則頗為一致。 於此前

題下，各國執法機關均較重視「異種品牌」間之競爭強度為何之分析，或將其視

為是進入具體垂直交易行為類型效果評估之一項門檻要件。 亦即，於適用公平

交易法第十九條之規定，以考量加盟總部對加盟主所為之搭售、競爭區域限制、

或獨家交易義務等「品牌內」限制競爭約定之合理性時，公平交易委員會首先考

量者，應是涉案事業於相關加盟市場中之市場力量為何?  是否存有能與其抗衡

之其他加盟體系，足以抑制各類垂直交易條款所可能產生之不當競爭效果，與維

持潛在加盟主選擇加盟對象之自由等水平競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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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摘要

   We explore in this project the issues likely to arise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air 
Trade Law to franchising industry in Taiwan.  In particular, we focus first on wether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nchisor and its franchisees, which usually is a 
reflection of the intention by the franchisor to control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in 
franchising, should be treated and reviewed under the regulation of combination in the 
Fair Ttrade Law.  Secondly, how various contractual restraints commonly seen in 
franchise contracts such as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tying, and exclusive dealing, 
should be analyzed under the Fair Trade Law.  We approach those issues from 
theoretical as well as empirical perspectives, in which both legal and economic 
explanations would be applied.  We close the discussion with suggestions to the FTC 
of Taiwan concerning the enforc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of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Fair Trade Law to franchis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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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背景 
自加盟(franchise)制度於 19 世紀出現於美國後至今，加盟的類型已由初始之

單純工廠直銷，由下游零售商借用總店之商標商名，銷售總店之商品，發展至各

類相當複雜之加盟型態，如自願加盟、特許加盟、委託加盟、企業規劃加盟

(business format franchise)等，不一而足。 加盟制度的快速發展，不僅為企業創

造了更廣泛的商機，甚至於對各國文化也產生了一定程度的影響，麥當勞加盟制

度逐漸改變各國人民飲食習慣，即屬一明顯的例子。  
從商業經濟的角度而言，不同類型加盟契約及其中對當事人之交易限制安

排，皆可視為是加盟總部基於資金籌措難易、交易成本多寡、經營效率的提昇、

與諸如「搭便車」(free ride)等外部效果是否明顯等因素考量下，對加盟業者所為

之不同程度之經濟力控制。 以國內為例，較常見之加盟類型有自願加盟、特許

加盟、及委託加盟等。 在特許加盟與委託加盟部分，加盟總部除需提供旗下加

盟店技術及品牌授權外，通常尚需提供生財設備、店面與裝璜，以及負擔進貨成

本與補助部分門市類用，並保證加盟店的最低毛利; 也因此，總部對加盟店之經

營活動有較多之限制，如統一之售價、採購與銷貨之對象、一致的店面外觀與形

象等。 相對的，於自願加盟中，加盟總部多僅提供技術與品牌，至於生財設備、

店面租金、進貨成本、人員聘僱等事項，則需由加盟店自行投資，故加盟店主不

論在產品或服務價格、進貨來源、經營風險等，享有較高之自主權。  
過去公平交易委員會所處理有關連鎖加盟的案件，大多集中在結合許可的申請案

上，違反處分的案例較少，就結合許可案件而論，事業透過結合方式，擴充經營

規模，雖有助於提升經營效率，獲致規模經濟之利益，惟為避免事業規模擴大後，

可能導致之市場集中、競爭減弱之妨礙競爭效果，公平交易法乃規定，達到一定

規模之事業結合案件，必須事前向該會申請許可，並由該會於評估其對整體經濟

以及市場競爭等各方面之影響後，決定許可與否，俾使各項結合案件之進行，均

能符合增進整體經濟及公共利益之要求。 
表 1.1 事業結合案件統計 
單位：件 

按許可結合型態分（公平法第六條第一項） 
 許可件數 

第一款 第二款 第三款 第四款 第五款 
八十一年 6 3 1 2 - - 
八十二年 107 3 9 1 - 94 
八十三年 259 5 10 4 - 240 
八十四年 426 4 12 2 1 408 
八十五年 339 3 14 3 6 314 
八十六年 535 5 11 10 5 506 
八十七年 843 3 23 16 15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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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年 1,032 6 14 14 - 998 
八十九年 1,177 25 16 59 2 1,079 
九十年       
 一 月 69 - 3 6 1 59 
 二 月 61 2 1 1 - 57 
 三 月 155 1 1 4 - 148 
 四 月 119 2 3 3 - 111 
 五 月 91 2 2 1 - 87 
 六 月 112 3 11 1 1 107 
 七 月 70 1 2 2 - 66 
 八 月 117 2 12 2 - 101 
 九 月 59 3 2 - - 54 
附註：部分結合案適用二種上型態，因此各結合型態件數加總超過許可總

件數。 
 

其次，過去處分之相關案件及研究處理，主要違反事件集中於公平交易法第

二十一條，而第二十一條之規定，乃是對於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商品廣告之禁

止，例如限時限量之商品或折扣折讓標示錯誤等案例，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

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地、

加工者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不實或

是引人錯誤表示之商品，不得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前二項規定於事業之服

務準用之。廣告代理業在明知或可得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有引人錯誤之

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亦與廣告主負連帶損害賠償責任。另外，公平交易法第二

十四條「事業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以「不

公平競爭」之概括條款來處理諸如連鎖總部要求供貨廠商重複收取附加費用等案

例。 
    另外，歷年來公平交易委員會針對公平交易法以及連鎖加盟所進行的相關研

究，對於本研究以及後續的探討，提供許多值得參考之處。在上述列表中，與連

鎖加盟結合許可相關者為第六條第五款1。其中包含下列幾者： 
1. 國內連鎖超市經營行為規範之研究（90 年自行研究） 
2. 競爭法對大型流通業經營行為規範之研究--以附加費用收取行為為中心 
（８９年合作研究） 

3. 就競爭法觀點探討供油業者於進口、煉製、經營業務之資源共用、聯合行為

與加盟連鎖之研究（８９年合作研究） 

                                                 
1 資料來源：公平交易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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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平交易法對房屋仲介業規範之研究（８７年度自行研究計畫報告） 
5. 便利商店申請結合與公平交易法規範之研究（８6 年合作研究） 
6. 大型流通業在公平交易法管理上之研究（８５年度合作研究計畫報告） 
7. 公平交易法對於通路發展與連鎖加盟之適用性研究 
（８３年度合作研究計畫報告） 

 
二、研究問題 

從公平交易法的角度來看，加盟契約關係中所呈現之不同的經濟控制力，該

如何轉換為法律構成要件或法律原則，以提供相關主管機關是否應介入市場干預

之判斷基準，對法的明確性與可預測性而言，皆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總合而言，

加盟契約安排所可能產生之公平交易法適用問題，主要有以下二大議題:  
其一，以加盟總部對加盟店間的緊密控制關係，是否仍可將其視為 

二個獨立的經濟個體?  這對加盟關係究屬我國公平交易法下之「結合」或「聯

合」行為，以及是否存有二個以上之事業，而得以締結有違反市場競爭之虞之「契

約」，就公平交易法之發動適用而言，均有決定性的影響。 以上述國內之特許

加盟及委託加盟為例，由於加盟總部對加盟店之嚴格控制關係，已使加盟店在實

質上喪失了營業之自主權，因此有認為此二類加盟行為應屬我國公平交易法下之

結合行為; 而加盟契約中之相關限制價格與供貨來源等約定，應視為結合後事業

內部之銷售策略安排，無成立二競爭事業以契約方式進行不公平競爭之可能。 惟
與結合不同者，乃加盟契約對事業結構之改變並無永久性; 嗣契約期間屆滿，加

盟總部與加盟店主很可能再度成為二個不同之經濟個體。 公平交易法關合結合

的規定是否應針對此一特性，為例外或限縮性的排除適用? 值得進一步探討。  
其二，實務上常見加盟總部利用定型化契約，就加盟權利金、進貨義務、供

貨來源、轉售價格、競爭區域等經營事項，對加盟店為契約上之限制。 類此之

交易安排，是否違反我國公平交易法禁止差別待遇、轉售價格維持、搭售、排他

交易、及區域限制等不公平競爭行為之規定?  而當公平交易委員會或法院於決

定是否禁止此等契約條款時，對於其所具有之降低交易與資金籌措成本，或維持

加盟總部商譽等正當商業考量，該如何為一衡平的考量，則是另一項值得深入探

討與研究之議題。 
  

三、研究方法 
本文將從商學與比較法學二個角度，探討上述二大主題。 在步驟上，首先

將搜集國內採行加盟制度行業之加盟契約條款與相關之學理分析。 於歸納出可

能涉及公平法之部分與了解事業採行此類交易安排之商業上理由後，本文將從美

國、德國與歐盟相關之競爭法規、司法案例、與學理分析，進行比較法之研究。 
第貳章將首先檢討我國相關行業加盟契約之實施現況，並從相關理論分析加盟店

與其他行銷通路類型間之替代效果。第參章介紹與分析美國相關競爭法規對加盟

契約之規範研究; 第肆與第伍章討論德國與歐盟相關競爭法規對加盟契約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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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範; 第陸章總結本文。 
 

四、研究對象 
依據台灣連鎖暨加盟協會（TCFA）對於台灣連鎖加盟事業所作的分析研究

顯示，可將台灣地區加盟事業的業種細分為數類，而各業的代表企業如下所示： 
 
表 1.2 台灣地區加盟事業之業種分類2

細部行業類別 代表企業 

零售業 ◎統一超商;◎全家便利商店;◎萊爾富便利商店;◎OK 便利店;
◎福客多便利商店;◎中日超商 

餐飲業 

◎麥當勞;◎摩斯漢堡;◎頂呱呱;◎肯德基;◎鬍鬚張;◎中一排

骨;◎貴族世家;◎阿美米干;◎豪俐鐵板焗烤;◎東方美食;◎甲

一飯包;◎甘泉魚麵;◎石碇公;◎客喜康;◎真鍋咖啡;◎伊是咖

啡;◎怡客咖啡;◎丹堤咖啡;◎卡莎米亞;◎休閒小站;◎大西洋

冰城;◎快可立;◎葵可利;◎大亞純活水;◎麥味登;◎大甲牧場;
◎加酪優格主題館 

服飾業 ◎麗嬰房;◎百事特 

電腦、 通訊、美工站 ◎國眾電腦;◎巨匠電腦;◎神腦國際;◎影視達;◎愛克發;◎sir 
speedy 圖文中心 

書局、補教、漫畫 
◎金石堂;◎新學友;◎摩爾書局;◎喬登美語;◎佳音英語;◎美

樂蒂美語;◎鮑金秀文化事業;◎皇冠租書城;◎十大書坊;◎大

亞電腦 
美容、美髮 ◎曼都 

洗衣、清潔 ◎樂清;◎潔之方;◎陽光小鎮;◎泰利乾洗;◎隴西洗衣;◎快爾

潔 
藥局 ◎長青連鎖藥局;◎中美健康世界 
傢俱、廚具 ◎康萊;◎台灣櫻花;◎福曼莎 
視聽影音 ◎百視達◎萬事通◎亞藝影視 
汽車修護 ◎普利擎;◎台灣維固 
沖印業 ◎台灣柯達◎柯尼卡 
房仲業 ◎住商;◎力霸;◎21 世紀房屋;◎中信房屋 

其他 ◎安德成;◎忠誠搬家;◎動力撞球;◎麥漏熱企業;◎網路星球;
◎網際共和國;◎菲米力好事;◎史努比樂園 

   

 

    在上述兩大類分類說明連鎖加盟的市場概況後，可進一步地將該公司所提供

的商務服務類型，以一個連續帶來描述，即以所提供的產品是以有形產品或是無

形服務來區分，依此本研究將所有的加盟體系劃分為四個象限，分別是低度無形

服務及低度有形商品、低度無形服務及高度有形商品、高度無形服務及低度有形

商品、高度無形服務及高度有形商品，並依此，選定所欲研究的個案業種及特殊

個案公司。其結果如下圖所示。 
 

                                                 
2 資料來源：TCFA，部分則由本研究整理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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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無
行
服
務
的
提
供 

  

低                       高 
有形產品的提供 

圖 1.1 產品與服務矩陣 
 
  如上圖所示，所選定的業種為四大類，分別為便利商店、早餐業、視聽影音，

以及網路咖啡等四大類。此外，特別加上兩個較大型且所需資本較多的連鎖事業

加以比較，故選定麥當勞及 Starbucks。 

便利

商店

早餐 

麥當勞

Star 
bucks

網路

咖啡 

視聽

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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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相關行業加盟契約之實施現況與分析 

 
一、連鎖加盟之業種—依加盟總部服務功能區分 
    依據加盟業者所提供的服務類別，可分為下列八大類加以介紹並說明目前加

盟現況 
（一）零售服務 
    零售服務所指的乃是提供的皆是人們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資。一般而言，由於

日常生活用品隨時需要使用，故不易受到景氣變動的影響。如便利商店：統一７

－１１、全家、萊爾富、ＯＫ等，在目前市場上的發展情勢即是如此，店面呈現

一家接著一家開的現象；此外，如書局文具之類：金石堂、誠品書店、新學友書

局等大型連鎖書店，各有特色，其間各家的好書排行榜分隔出不同的閱讀取向，

並藉此吸引愛書人。另一方面，資訊通路如全虹、神腦國際等，也是因應台灣這

片科技島的通訊發展而興起。零售服務的型態在台灣的市場上不僅發展快速，同

時，還有廣大的潛力市場待開發。 
（二）餐飲服務 
    餐飲服務最大的一項特性就是為消費者多樣的選擇。基於各家餐飲連鎖的經

營重點不同，各加盟總部也可以舉一反三，開發更不一樣的口味。連鎖餐飲如肯

德基、中一排骨、西雅圖咖啡、永和豆漿，早安美芝城等，各有不同的經營訴求。 
（三）生活服務 
    廣義的界定，將仲介業者與理財中心劃分為此類別。此二類易受景氣的影

響，在台灣的發展隨著外在經濟情勢的變動而有所更替。近年來的趨勢是透過各

種證照的驗證，使得生活服務的專業性提高，賣方扮演著專業服務者的角色，而

使得此種業別的連鎖事業有所發展。 
（四）文教服務 
    文教業一般所指的乃是各類的補習事業，通常具有一定的同質性，但是講求

高度的專業能力以及教材的開發，所以經營的進入障礙不低。由於講求的是教學

效果以利長久的口碑，而非加盟的功利取向，若非有耐心或是專業領域強等文教

業的特性，很快就會在激烈的競爭之中被淘汰。但是如果營運有成的話，它會是

一個很好，而且很穩定的獲利事業。 
（五）技術服務 
    這類服務需要一定的專業素養，加盟因素反而放在其他的地位。與文教業相

同，這是以口碑賺取金錢的服務，所以市場尚待進一步開發。已經建立起品牌的

如柯達沖印、NB 自然美等，皆是這類服務的先驅，不妨事先仔細觀摩它們如何

發揮專業的技術服務，再下決定也不遲。 
（六）勞動服務 
    勞動服務過去往往是孤軍奮戰，而目前的發展則有所謂的清潔公司之類。這

類型的事業，往往具有較濃厚地域性，一方面因此存在較多的固定客源，再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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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新的客戶，形成在買賣之餘加上情感交流的特色。 
（七）租賃服務 
    租賃服務包括漫畫租書、影音光碟、會議中心、租車等，休閒公事皆宜。在

這麼多的加盟行業之中，租賃服務能有一片天空，或許是工作環境單純使然，並

且技術門檻較其他來得低，可以很輕易就能上手經營。另外一個特色是商品不易

區格定位，各種租賃服務間有可能產生相互競爭的情形。 
（八）娛樂服務 
    娛樂服務目前尚處於直營連鎖的型態，如錢櫃、好樂迪等 KTV 歌城，從服

務業的觀點來看，它最重視的就是服務態度的良窳，以及軟硬體各項設備。傳統

服務業的名言是『顧客永遠是對的』，基此言為出發點，可以很明顯地看出來娛

樂服務所提供的是無形的勞務，所得回饋只能從固定客源推得，而且也重視人際

關係的發揮。這是與其他加盟體系比較之下，所表現出不一樣的地方。下表將各

種服務類別下所包含的經營業種列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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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種類  加盟業種  

零售服務類  

二十四小時便利商店  
書局文具  
加水站  
超市量販  
服飾精品  
影音唱片  
傢俱廚具  
汽車百貨  
鐘錶眼鏡  
藥局  
資訊通路   

餐飲服務類  

中式速食  
西式速食  
早餐店  
咖啡店  
餐車  
冰品  
日本料理  
飲料  
茶館  
素食餐廳   

生活服務類  

房屋仲介  
居家中心  
旅遊服務  
理財中心  
健身俱樂部   

文教服務類  

兒童才藝  
語文  
安親課輔  
電腦補習  
幼兒體能   

技術服務類  

汽修洗車  
美容塑身  
美髮理容  
美工印刷  
婚紗攝影  
企管顧問  
彩色沖印  
廣告招牌   

勞動服務類  

清潔公司  
記帳  
搬家公司  
洗衣店  
人力仲介  
代書聯盟   

娛樂服務類  

KTV 歌城  
電子遊戲場  
電影院  
遊樂場  
保齡球館   

租賃服務類  

漫畫租書  
租車  
影音光碟  
會議中心  
錄影帶  
設備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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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連鎖加盟之類型 

早期之通路系統係由一群結構鬆散的製造商、批發商與零售商所組成，通路

成員中，無任一成員對其他成員具有絕對的控制力。直至現今，通路的演進逐漸

朝向垂直行銷系統（Vertical Marketing System簡稱VMS）發展，由行銷通路各

階層的成員，藉由所有權之集中、特許關係或契約關係等，相互結合成一垂直體

系，也達到運作上的規模經濟。 

  Stern (1988)將垂直行銷系統分為三類，如圖2-1所示： 

(一) 公司型垂直行銷系統(Corporate VMS) 

  公司垂直行銷系統係將生產與配銷系統的連鎖階段結合在單一所有權下。 

(二) 管理型垂直行銷系統(Administered VMS) 

  管理型垂直行銷系統在協調生產與配銷的連續階段時，藉由某一通路成員特

有的規模或權力，促使成員間之協調合作。 

(三) 契約型垂直行銷系統(Contractual VMS) 

  契約型垂直行銷系統係由生產與配銷等不同階段之多家公司組成，彼此之間

以契約為基礎，整合不同階層通路成員的活動，以達到較個別行動更具經濟效益

與銷售衝擊力的成果。契約型垂直行銷系統可區分為批發商發起的自願連鎖體系

(Wholesaler Sponsered Voluntary Chains)、零售商合作連鎖體系(Retailer-Cooper

atives)及特許加盟連鎖體系(Franchise Organizations)。3 

 

 

 

 

 

垂直行銷系統 傳統行銷通路

(VMS) (CMC

 

 

 

 

                                                 

3 Louis W. Stern and Adel I. El-Ansary, Marketing Channels, 3rd,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1988,p.546 

) 

管理型 公司型 契約型 
 垂直行銷系統垂直行銷系統 垂直行銷系統

特許加盟 零售商發起的 批發商發起的

 連鎖體系 合作連鎖體系 自願連鎖體系

製造商發起的 製造商發起的 服務業發起的

批發商連鎖 零售商連鎖 零售商連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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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垂直行銷系統之主要類型 

針對台灣行銷通路之現況與發展特色，多數通路仍舊係以傳統，其間（1）兼具

批發功能的大盤、中盤及小盤（2）各式獨立競合之商店，以及（3）跨越不同業

種業態之商店。因此圖2-1可調整為圖2-2的型態。 

圖2-2 零售店間之關係類型 

   參酌美國及日本的運作方式，可以就連鎖店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再加以區分，

可以有直營連鎖（Corporate Chains or Regular Chains，簡稱RC）、自願加盟連

鎖（Voluntary Chains，簡稱VC）、合作連鎖（Cooperative Chains，簡稱CC）

與特許加加盟連鎖（Franchising Chains，簡稱FC）四類，茲將連鎖體系分為此

四類加以說明： 

直營店
公司所有
e.g.門市

加盟店
委託管理
特許經營

經銷商
代理商
配銷商

垂直行銷系統

盤商
大盤

中小盤

同業
獨立店

異業
各業種
各業態

傳統多重通路

零售店間之關係

(一) 直營連鎖(RC) 

  直營連鎖乃是最原始，也是最普遍的連鎖經營型態，根據美國工商普查局(T

he U.S. Bureau of Census)對它所下的定義為：「凡經營兩家或兩家以上之零售

商店，其經營特質相同，且隸屬於同一資本、管理與產品政策下之企業組織」。

此一連鎖型態是由總公司掌控所有權，同時經營兩家或兩家以上性質相同之零售

商店，並由總公司負責銷售、採購、人事、存貨及會計制度的規劃，且承擔各分

店的盈虧。直營連鎖的目的在於拓展及控制行銷通路，並以整體的運作，採取一

致的行動，以加深消費者的印象；此外，亦可獲致經濟規模，提升整體經營效率。 

(二) 自願加盟連鎖(VC) 

  自願連鎖是由批發商發起，由各零售商自願加入，彼此間並以契約明定連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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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與各加盟店的權利義務關係，故又稱為契約連鎖(Contract Chains)。連鎖總

部必須提供加盟店之管理協助，加盟店則必須支付費用或承購一定比例之商品，

由於二者為主權獨立之個體，故連鎖總部可以和非加盟之零售商交易，而加盟店

亦可以有其他貨品的供應來源。自願加盟連鎖的目的在於對抗直營連鎖的競爭，

並藉以達成規模利益與專業化的管理，此外，批發商亦可藉此增加產品的銷售機

會。自願連鎖的優點在於投資較少，可降低風險；缺點則是連鎖總部對加盟店的

約束力有限，較難要求加盟主的素質，因此在整體運作上，容易失去效益。 

(三) 合作加盟連鎖(CC) 

  合作加盟連鎖亦是針對直營連鎖而衍生出來的。零售商為對抗直營連鎖之競

爭，共同出資設立批發中心，彙集各加盟店之小額訂單，成為大額訂單，以取得

優惠之進貨價格。除共同採購外，尚有聯合廣告、營運共同規劃等功能。所有加

盟者得以股東身份參與總部決策，並訂定契約以規範彼此的權利義務關係，但總

部所提供的服務較VC少，收取之服務費亦較VC為低。 

(四) 特許加盟連鎖(FC) 

  根據國際特許加盟連鎖協會(International Franchise Association)之定義：「特

許加盟連鎖總部(Franchisor)和加盟者(Franchisee)間具有契約關係：總部授予執

照、商標、作業程序、經營技術及教育訓練，並有義務維繫加盟者之存續；加盟

者則須投入資金，支付總部特許經營權費、指導費，或繳交銷貨毛利之某一比率

為年費」。 

  特許加盟連鎖總部的收入來自技術報酬費(Franchise Royalties)與加盟契約

金(Franchise Fees)。此種加盟體系興起的主要目的，在於使創新者或製造商可藉

此作為介入市場或滲透市場的方法，且可獲得技術報酬費；另一方面，並可使擁

有資金而缺乏管理能力者，和擁有經營技術卻缺乏資金者結合，共同開創事業。 

特許加盟與自願加盟在概念上甚為相似：由連鎖總部擬定經營策略，藉由

契約授予加盟者，而加盟者則須支付一定代價。兩者最大的不同在於自願加盟傾

向於吸收市場上既有的零售商加入；而特許加盟則主要與擁有資金但缺乏經營技

術的市場進入者合作，以期迅速滲透市場。有關此四類連鎖經營型態之比較，整

理列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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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連鎖經營型態之比較 

連鎖經營型態 直營連鎖 

(RC) 

自願加盟連鎖 

(VC) 

合作加盟連鎖 

(CC) 

特許加盟連鎖 

(FC) 

決 策 總公司 參考總公司旨

意，較FC有更多

決策權 

各零售商以股東

身份參與決策 

總公司為主，加盟

店主為輔 

資 金 總公司本身 加盟店（與總公

司無關） 

加盟店（與總公司

無關） 

加盟店（與總公司

無關） 

發起者 製商商、批

發商、零售

商或服務業 

製造商或批發商 零售商 製商商、批發商、

零售商或服務業 

商店所有人 公司 店主 店主 依契約規定 

連鎖經營型態 直營連鎖 

(RC) 

自願加盟連鎖 

(VC) 

合作加盟連鎖 

(CC) 

特許加盟連鎖 

(FC) 

經營者 由總公司任

命之店長 

獨立之店長 獨立之店長 獨立之店長 

開店速度 慢 快 快 快 

商品供給來源 經由總公司 原則上由總公司

進貨，亦可自行

進貨 

原則上由總公司

進貨，亦可自行進

貨 

經由總公司進貨或

推薦 

教育訓練 全套訓練 自由利用 無 全套訓練 

總公司之管制 完全管制 弱 極弱 強 

與總公司之相

互關係 

完全一體 任意共同體 加盟店主為總公

司的股東 

經營理念共同體 

總公司與分店

的合作基礎 

總、分支機

構的關係 

契約 股權為主，契約為

輔 

契約 

競爭手段 不一定 價格競爭 價格競爭 差異化 

促銷 總公司統一

實施 

自由加入 自由加入 總公司統一實施 

產品販賣種類照公司規定 較少，可有其他極少 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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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 供貨來源 

總部主要的收

入來源 

營業所得 批發買賣收益 服務費 技術報酬、加盟金

計劃制定與利

益考量 

考慮公司利

益後制定 

公司與加盟者考

慮整體利益後共

同策劃與修正 

缺乏群體意識，制

度較難推行 

由發起者以發起本

位制定 

國內實例 統一超商 統一麵包店 早期之青年商店 麥當勞 
 
三、個案實例分析 

    就學理而言，以水平擴張分析來看，連鎖體系可分為四大類，分別為由總部

直營的直營店（Regular Chain；RC）、委任管理（Management Contract；一般習

慣的名稱有委任經營或委託加盟）、特許加盟（Franchise Chain；FC）、自主加

盟（Voluntarm Chain；VC；過去習慣稱為自願加盟）等四大類。另外，比較直

營型態為主雨加盟型態為主的連鎖體系，尚需斟酌其商品及服務的產業特性，如

下列二表所列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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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直營為主的業種說明  表 2-3 加盟型態為主的業種說明4

直營型態

業種 說明  
加盟型態

業種 說明 

百貨公司 單店投資大， 
管理不易  便利商店 勞力密集 

量販店 單店投資大， 
管理不易  中式簡餐 勞力密集 

超市 賣場坪數大， 
品項多，管理不易  咖啡 商品供應 

化妝品 服務技巧高  漫畫 商品供應 

糕餅 商品生命週期短  補教 技術人力密集 

鞋店 庫存控制決定生存  仲介 技術人力密集 

珠寶 高單價  洗衣 中央工廠 

圖書 商品小，數量繁雜  通訊 商品供應 

餐廳 高度服務技巧， 
品質維持不易  眼鏡 技術人力密集 

美髮 高度服務技巧， 
品質維持不易  藥局 技術人力密集 

服飾 產品生命週期短， 
管理不易  沖印 機器及產品供應 

電子電器 投資大， 
維修系統及管理不易    

 
在此，本研究針對與公平交易法有較大關連的委託加盟與特許加盟兩大類別

加以研究分析。 
（一）分析方法 
  採用個案研究的方法，從學理上與實務上選擇數個分析的指標及細項，對該

加盟類別內的選定公司進行深度訪談。主要的觀察項目為下列五項： 
1. 加盟權利金：加盟權利金的多寡 
2. 進貨義務：加盟主是否有義務向總部進貨 
3. 供貨來源：供貨的來源是總部或是可自行尋找 
4. 轉售價格：一般總部有所謂建議售價，是否加盟主需要遵守是一個攸關於競

爭的問題 

                                                 
4 資料來源：2000 連鎖店年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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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競爭區域：總部是否有在契約中保障加盟主在一定範圍內總部不會另開新店 
 
（二）訪談對象 
  便利商店、早餐業、視聽影音，以及網路咖啡等四大類以及麥當勞及 Star 
barks。選定的公司如下： 

 便利商店：統一超商（7-11）、ＯＫ富群超商 
 早餐業：美而美、麥味登 
 視聽影音：百視達、萬事通以及亞藝影視 
 網路咖啡：網路星球以及網際先鋒 

篩選的原則如前所述，乃是將所有的連鎖加盟業種，由無形的服務提供與有

形的商品提供做為分類，共分為四大象限，盡可能的從四個象限中選取出值得研

究的代表對象。最後，選取出上述四大類別做為代表。 
以下的分析，將以委任管理及特許經營兩者為個案行為的分類： 

A. 委任管理（委託經營、委託加盟）： 
在委任管理的部分，本研究以跨業綜合比較的方式，將各項欲瞭解之議題提

列如下： 
 
1. 加盟權利金：不同業態的企業在此項上的規定有很大的不同，即便是同一型

態的公司，對於委託加盟的定義也有所不同。主要的共通性在於所謂的委託

加盟較類似於公司的所有權歸屬於總部，店主僅僅是受委任經營該公司。而

表現出來的是，通常委託加盟的權利金較低或是不用權利金。 
2. 進貨義務：不同業種有不同的規定，但主要的原物料都必需向總公司訂購。 
3. 供貨來源：不同業種有不同的規定，但主要的原物料的供貨來源皆由總部提

供，不得自行找尋。 
4. 轉售價格：總公司對於商品會有建議售價，原則上不得自行調整，除特殊競

爭狀態。 
5. 競爭區域：部分業種的規定是在競爭區域，原加盟主有優先權利成為複數店

之店主。然部分企業認為，一但原區域店主放棄優先權，則總部得自行開設

同區域內新店，另一部份企業則不如此認為。 
 
B. 特許加盟： 

在特許經營的部分，本研究將各個訪談對象的情形列是如下。 
1. 加盟權利金： 
（1）便利商店業：無特殊事項，以 7-11 為例，於加盟後每隔數年需重簽契約，    

同時，繳交保證金後每月仍需繳交一定比例的毛利給總公司。 
（2）早餐業：加盟權利金額少，繳交權利金後，後續不用在繳交其他利潤給予

公司。 
（3）網路咖啡：加盟者在付出加盟金之後，不需再付任何的錢給總部。在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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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中，不論是網際先鋒或是網路星球，基本上都是採行這樣子的做法。 
（4）視聽影音：以百視達為例，加盟者，區域(master franchise)法人，加盟金美

金 25,000 元，契約為 20 年，除了加盟金之外，每月尚需提營業額 6%為權利金，

其中 2%為行銷基金。 
2. 進貨義務： 
（1）便利商店業：主力產品由總部負責，自有產品與耗材加盟者可視需要決定 
（2）早餐業：主要的原物料一定要跟公司買，其他材料公司會提供相關廠商，

也可自行採購 
（3）網路咖啡：加盟者可自行決定，原則上總部僅是媒介，享有集體訂購之優 
    惠，議價力較大者為軟體供應商。另外有一前提，即所有的商品皆需是正

版軟體。 
（4）視聽影音：原則上主要的商品需向總部訂購，其餘商品可自行購買。 
3. 供貨來源：主要與上述相同。供貨來源多半以總部為主，由加盟主自行尋找

者為少數。 
4. 轉售價格：總公司對於商品會有建議售價，隨著行業別的不同，有些行業有

較高的售價決定權，一般可能發生在競爭情勢較激烈以及進入障礙較低的產

業，如網咖及早餐業。而便利商店則以總公司建議售價為準。 
5. 競爭區域： 
（1）便利商店業：加盟者有權利在同區域內尋找新的點另開一家新店，以統一 

超商的規定，加盟者如果放棄權益，則新店可由總部自行規劃。而 ok 便利

商店的規定是如果加盟者不願意的話，則 ok 無權於同一區域內開新店。 
（2）早餐店：麥味登及美而美的商圈範圍大致上在兩百五十公尺至三百公尺之 
     間。 
（3）網路咖啡：部份業者有設定兩百公尺的商圈範圍，部份業者則無。 
（4）視聽影音：五百至一千公尺的設定 

 
 
 
四、小結 

本研究在個案訪談的過程中，主要是針對連鎖加盟的總部進行訪問，期間， 
也實際針對數個不同業種的加盟主進行過訪談，在進行研究發現與建議之前，在

此先針對連鎖總部與加盟主之間的關係作一統整性的說明。簡言之，總部與加盟

主之間的關係，存在著互利互惠相互支援的關係，然而，換個角度觀察，則如同

互相制衡，兩者之間可能透過定型化契約訂定雙方關係，然而在實際執行上，往

往會發生加盟主不依約行事或是依約行事則會吃虧的情形，此涉及雙方互動上是

否存有其中一方具有較強的議價力的情形，以及法令是否能真正保護加盟主權益

等問題。以下表列雙方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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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連鎖總部與加盟主間的關係 
 連鎖總部 加盟主 
效益 1. 增進成長及擴張速度 

2. 增加利潤（加盟金及權利金）

3. 減少直接人力及資金投入 
4. 增加集體採購、以及物流配送

的能力 

1.利用既有的品牌及經營手法 
2.獲得管理訓練及輔導 
3.享有集體購買之談判優勢 
4.輕易取得創業貸款或便宜的融資 

成本（風

險） 
1. 建立示範及訓練體系 
2. 監督品牌形象與品質水準（比

直營店或門市更難） 
3. 保障加盟主相當範圍之商圈

（比直營店更不易） 

1. 付出加盟金及一次開辦費 
2. 總部之指導要求不盡符合所需 

 
以下，就本國實證，分為數點說明： 

（一）有關連鎖加盟的分類匯總（總部與加盟者間的決策與約束力關係）說明  
      如下： 
  下表將本次訪談中所接觸到之加盟連鎖體系分為如下四大類，分別就店舖管理

者至發票開立者數種關係作一比較，其中，發現在整體的權利義務關係上，可在

特許加盟類型上，作為總部控制力強落的一個分界線。 
 
表 2.5 加盟連鎖之分類與權利義務之劃分 

 直營店 
(RC) 

委任經營 
(MC) 

特許加盟 
(FC) 

自主加盟 
(VC) 

店 舖 管

理者 總部 加盟者提供

管理服務 加盟者 加盟者 

店 舖 承

租者（或

店 鋪 擁

有者） 

總部 總部 加盟者或 
自有店面 

加盟者或 
自有店面 

生 財 器

具 投 資

者 
總部 總部 加盟者 

 
加盟者 

商 品 所

有權 /採
購權) 

總部 總部 總部/總部 加盟者/ 
加盟者 

售 價 決

定權 總部 總部 總部  
加盟者參酌總部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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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票 開

立者 總部 總部 總部 加盟者或免開發票 

例證 統一（直營） 
OK（直營） 
 

統一（委託） 
OK（委託） 
麥當勞 

統一（特許） 百視達（加盟） 網際先鋒（輔導） 
網路星球（委託） 網路星球（自願） 
網際先鋒（加盟）美而美 
麥味登（特惠）麥味登（一般）5

 

（二）連鎖加盟的分類問題： 
本研究發現，一般分類中的委託加盟（委託經營）有如兩項問題。第一、委

託加盟（委託經營）此一名詞的用法，不易使加盟主瞭解其內涵以及與總部間的

權利義務關係。二、實行連鎖加盟的眾多業種中，若干有採行委託加盟之方式，

然而，各業者所採用的名稱卻千變外化，增加主管機關管理上的困難。故，本研

究建議將其更名為「委任管理」，（MC，Management Contract；Management Chain ）
其原因有二：第一、加盟者提供管理（人員）的服務，其餘財產、設備及商品均

為總部所有。雷同於國際旅館業盛行的「契約管理」（Management Contract）6。

第二、中文的一般涵義中，「經營」範圍較大，約當於董事長的範疇，「管理」

的範圍較小，約當於內部效率與品質改善的層級。所以，使用管理一詞較接近連

鎖體系的實際情形。 
（三）交易內容以及與公平交易法相關之限制條款 

  有關交易內容以及雙方契約約定上，大致上可以列示出如下幾個受到重視

的項目。一是加盟權利金（或保證金），此點往往會在中途解約時雙方是

否有金額返還之必要上發生問題。二是報酬金，涉及到多久繳交一次、是

否有繳交的期限、計算的基準點為何，以及是否有定期調整計算比率的必

要等問題。三是轉售價格的問題。包含了廠商是否採行建議零售價，是否

使用電子條碼的方式強制執行，以及商品所有權有誰持有的問題。四是有

關於區域限制，從總部的角度觀之，此點乃是避免系統內的衝突；而對於

加盟者來說，則是保障其市場客源。五是獨家交易與搭售，包含了商標製

作與生財器具歸屬權的問題，以及是否總部有權決定或指定供貨及主力商

品等事宜。六是有關違約的處分與罰責之問題，包含關於如何查核之問

題，如是要經常監督或是例外查驗，以及違約之修正通常包含規勸、警告

（輔導）再來則是扣款。 
 
（四）公平交易委員會為了確保公平競爭，避免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程中，隱

匿重要交易資訊，影響連鎖加盟之交易秩序，特別訂有「對加盟業主資訊揭露之

                                                 
5 網路星球的（委託）及（自願）類別之不同，在於小部份商品採購權之問題。麥味登的（特惠）

及（一般專案）之不同則在於總部提供的資源多寡之不同。 
6 以下為管理契約（MC，Management Contract）的定義-乃是將原來應為企業董事會或是其指定

之管理階層擔負之企業營運控制權（或其部分），交付其他企業代為執行各項管理功能，並交付

一定費用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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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進一步，關於整體研究發現，對於加盟連鎖整體之發展，下列三項議題

值得探討 
 
1. 加盟契約的揭露（Disclosure） 
其中有兩點，值得未來調整此一規範時，作為思考之方向： 

（1）因加盟行業之中央主管機關分屬不同部署（如教育部、衛生署以及經濟部 
等），亦有些加盟系統直屬於地方機關主管，因此，我國尚未有一全國性

之登錄制度，公平交易委員會可考慮與經濟部（商業司）會商，在營業項

目中註明，未來便能建立完善的總部登錄制度，以提供有意加盟者一個正

確可靠的資訊管道。 
（2）加盟契約中違法處分由誰發動： 

過去違法處分的發動者，多半是由總部所出發，雖然事先雙方已簽訂合約， 
但比例上顯示出未盡公平合理。是否應比照「定型化契約」之精神，先行

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備或是查核。亦是未來行政部門施政之思考方向。 
 
2. 複式通路（Multiple channel）： 

存在著直營店與加盟主並存的現象。此外，除了系統內的店家有銷售該產品

外，系統外的通路亦進行銷售。以此觀之，是否有形成加盟子系統與供應子系統

間的競爭問題。其關係如下圖所示。換言之，傳統上重視系統內的競爭情勢，然

而，系統間的競爭以及與供應商間的競爭對於公平交易法所重視的精神以及對於

整 體 經 濟 的 影 響 是 否 有 其 更 深 遠 的 意 涵 ， 值 得 注 意 觀 察 。

 

圖2-1 與供應商以及系統內、系統間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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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系統間的競爭強度，本研究建議可以外部與內部兩種指標來觀察。 
（1）外部指標： 

本研究建議在外部指標的部分，考量系統間競爭強度上，可從產業集中度

來觀察。一般而言，產業集中度有兩種衡量的方法。其一是「Lerner monopoly 
powerindex」，主要是用來衡量獨占廠商所定之價格，超出其邊際成本多

少，其公式如下：M=（p-MC）/P，其中M即為獨占力的衡量，P 為市場價

格，MC 為獨占廠商的邊際成本。第二種方法為「Herfindanl Index」，用

來衡量市場集中度，公式如下：lm=S1 2+… . Sn2（n 為廠商加數），Si=qi/Q
（qi 為第I 家廠商的產量，Q 為市場總產量） 

 
（2）內部指標： 

 在內部指標的部分，本研究建議從總部與加盟主間契約規範的程度來加以

衡量。而建議的衡量項目為下列三者。第一者為商圈範圍：各個業種對於

商圈的限定範圍有所不等，在競爭越激烈的業種，其商圈範圍的設定可能

越無彈性。第二者是進貨來源。第三者是約定轉售價格，受限於競爭的情

勢，若干業別因為系統間競爭激列，再加上進入障礙原本就不高，是故，

在競爭態勢越複雜的業別中，契約內所有的限制則越少。  

參、美國相關競爭法規對加盟契約規範之研究 

    據統計，截至 1996 年，美國全國有超過 2000 家採行加盟制度的公司，以及

500,000 個加盟總部與加盟主，合計占該國零售業的三分之一強，並創造出超過

8,000,000 個就業機會，特別是對許多年輕就業者而言，加盟主提供了爾等初入

社會所從事的第一份工作。7 有鑑於加盟制度對整體經濟發展之重要性，除美國

各級政府均訂有關於加盟制度之特別法來加以規範外，業者所成立之自律組織，

如國際加盟協會(International Franchise Association; IFA), 也定有加盟業之道德

規範(Code of Ethics)以約束業者不得進行不當之加盟行為。 更重要者，諴如本章

以下所將強調的，一項成功的加盟關係，必然會涉及到加盟總部對加盟主關於進

貨與交易義務、營業地選擇、與利潤分配等經營事項之一定程度的控制，而不可

避免的將出現與自由競爭精神相背之法律爭議。 此時，修曼法(Sherman Act)及
克雷頓法(Clayton Act)等美國主要之競爭法規即為規範加盟契約之主要依據。  
     
一、加盟關係之定義與類型 

                                                 
7 FRANCHISING YOUR BUSINESS--PART 1: INTRODUCTION TO FRANCHISING 2 (The Franchising Law 
Group of Piper Marbury Rudnick & Wolfe and Kenneth Franklin, Franchise Developments, Inc. 1996).  
載自 http://www.franchise.org/resourcectr/partI.asp。 另請參考IFA, Profiling Franchise 中之統計數

字。  

http://www.franchise.org/resourcectr/partI.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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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加盟(franchising)? 依觀察角度的不同，可能有多項不同之法律定義。 惟
歸納而言，加盟可視為是當事人在集合資源(resources)與能力(capability)的考量

下，所建立之一項全面性的商業關係。 在此一關係中，當事人之一方(加盟總部)
授權他方(加盟主)銷售其產品或提供其服務之權利，並提供一定之營業協助; 相
對的，加盟主則提供資金及其在特定市場中之經營經驗。8  而為求事業之有效

率經營，加盟主也往往需在一定程度內放棄營業之自主權。 於此一上位概念下，

美國加盟業自律組織與各級政府紛紛提出較為具體之加盟定義。  
(一) 美國加盟業自律組織對加盟之定義 

依 IFA 之定義，所謂之加盟，乃“一種存在於總部和加盟主之間的契約。 總 
部有義務就其所擁有的專門技術或提供之專業訓練，維持其持續之有利狀態，加

盟者則在總部所有或所控制的商名、企劃或管理流程的協助配合下運作其事業。 
相對的，加盟主也被要求要有實質上的資金投資，以為報償。”  另外，依美國

授權加盟協會(American Franchise Association; AFA)之定義，所謂的加盟，乃“授
權者(總部)與被授權者(加盟主)有一特定之契約關係，由總部提供加盟主各種經

營技術、教育訓練、採購及管理等，並義務維持其繼續經營，而加盟主主可使用

本部之商標與企業識別系統，並須對本部付予加盟金”者謂之。   
(二) 美國各級政府對加盟之定義 

不論在聯邦或州的層級，美國各級政府針對加盟關係均訂有相關之法令，以

規範加盟關係之建立、調整、與終止等過程中所可能衍生之法律問題。 就聯邦

政府而言，美國社會自 1970 年代開始對加盟總部不當加盟行為的公共政策辯

論，迫使聯邦交易委員會(FTC)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必需思考該如何對不公平之

加盟關係為適度之立法調整。 這其中最重要的成就，當屬FTC於 1979 年所頒佈

之“FTC規則”(FTC Rule)。9  該規則詳細規定了加盟總部於加盟契約訂立前必需

揭露予加盟主知悉之重要資訊。 而對需適用該規則之“加盟”關係，歸納FTC之
定義，10 乃指利用契約所產生之繼續性商業關係中符合下列三項要件者:  
1. 加盟主以加盟總部之商標、服務標章、商名、廣告、或其他商業標示出售或

經銷產品或服務; 或加盟總部直接或間接要求加盟主需符合其所要求之品質

標準;  
2. 加盟總部對加盟主之營運方法，如加盟主之事業組織、促銷活動、管理、行

銷計劃、或商業事項等，有實質的控制權; 或對其營運方法提供實質之幫助;  
3. 加盟主需在一定之期間內直接或間接支付加盟總部一定之對價，以作為取得

銷售產品或開始加盟營運之條件。  
    就實務而言，FTC規則可說是相當廣的定義。 為避免資訊揭露義務過度擴

                                                 
8 Id., at 1.   
9 16 CFR 436. 英文全名為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and Prohibitions Concerning Franchising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Venture.”   
10 16 CFR 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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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FTC於規則中另訂有除外之規定，主要有以下三大交易安排類型:11

1. 部分加盟(fractional franchise): 指具二年以上管理經驗，而與加盟總部經營相

同事業之獨立經銷商，在其現有之銷售產品項目中，另加入加盟總部之加盟

產品，而該產品在合理可預見的未來之銷售量不超過經銷商所預估毛利的百

分之二十;  
2. 銷售場地租賃(leased departments): 獨立經銷商向其他規模較大之型經銷商

租賃銷售場地，而出租業並未限制經銷商供貨來源;  
3. 最低投資(minimal investments)門檻: 若加盟主於開始經營加盟事業後六個月

內所需支付之頭次對價不及美金五百元者，亦非本規則所稱之加盟。  
     FTC規則適用於全美五十州，且為規範加盟關係之最低標準。 因此，倘各

州基於保護加盟主所為之特別立法，其標準高於FTC規則時，優先適用各州之特

別法。 自 1971 年以來，美國已有十五個州制定性質與FTC規則相同之加盟資訊

揭露法規。12  雖然各州法規中對加盟並無一統一之定義，但歸納而言，所謂加

盟，其共同之要件有下:13  
1. 雙方或多方當事人之明示、默示、書面或口頭之契約或協議;  
2. 依該契約或協議，加盟主有權在加盟總部所建議或預定之行銷計劃或系

統下出售或經銷加盟產品或服務;  
3. 加盟事業之經營與加盟總部之商標、服務標章、商名、企業識別系統、

廣告、或其他商業標示有實質的關係;  
4. 加盟主需支付對價始能取得加盟經營之權利。  

 
一般而言，美國將為數眾多之加盟關係歸納為以下三大類型: 14

1. 產品加盟(product franchise): 於典型的產品加盟關係中，加盟總部將其 
產品或半製品委由加盟主出售; 加盟主承諾對消費者提供售前或售後

服務，並允諾不同時出售競爭產品;   
         2. 企業規劃加盟(business-format franchise): 於企業規劃加盟下，加盟總部

將其企業規劃、經營方式與商標等授權加盟主以經營加盟事業; 而加盟

主不當然有向加盟總部進貨之義務。 於美國，此一加盟類型常見於餐

飲業、旅館業、汽車零件維修業、便利商店、汽車與卡車出租業等行

業的加盟;  
         3. 轉型加盟(conversion franchise): 乃指獨立經銷商或業者，基於在地區或

全國市場取得較鮮明之商業形象，與享受產品或服務共同採購所生之

                                                 
11FRANCHISING YOUR BUSINESS--PART IV: BUYING A FRANCHISE  3 (The Franchising Law Group of 
Piper Marbury Rudnick & Wolfe and Kenneth Franklin, Franchise Developments, Inc. 1996). 下載自 
http://www.franchise.org/resourcectr/partI.asp。 
12 參考美國FTC之統計資料，下載自http://www.ftc.gov/bcp/franchise/netdiscl.htm 。 
13 FRANCHISING YOUR BUSINESS, supra note 7, at 6.  
14 FRANCHISING YOUR BUSINESS, PART 1, AT 2.   

http://www.franchise.org/resourcectr/partI.asp
http://www.ftc.gov/bcp/franchise/netdisc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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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利益，而願意放棄部分的營運自主權，並支付對價，將企業轉換

成加盟體系之一員。 於美國，此一加盟類型可以不動產仲介業為代表。  
 
二、加盟契約之經濟分析—誘因差異之控制機制 
    綜合學界對加盟契約之探討文獻，學者對為何市場上會出現加盟制度存有各

類不同之理論說明。 傳統上多從資本籌措(capital-raising)的角度切入，認為加盟

制度對加盟總部而言，可藉由加盟主之加入與分擔出資義務，而降低其擴大事業

版圖之成本; 對加盟主而言，可利用加盟總部已建立之一定的品牌形象，或受有

法律保護之智慧財產權(商標權與專利權等)，得以在不具有相當之商業經驗下進

行創業。 再者，加盟總部依加盟契約所需提供之各項訓練與協助，也可大幅降

低加盟主之經營風險。除了此一傳統的觀察外，晚近隨著經濟理論對「代理問題」

(agency problem)研究的深入與系統化，15 加盟契約作為一項對加盟總部與加盟

主間因經營誘因差異所產生之外部效果的控制機制理論，已逐漸成為經濟學者研

究解釋各類加盟契約類型之主要分析模式。16 而加盟總部為控制「代理問題」

所加諸於加盟主之各類具排他或限制競爭效果之契約條款，更可能引發是否違反

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之疑慮。 因此，了解加盟關係中所存在之代理成本，乃進

一步檢討公平交易法可如何合理的來規範加盟契約之前題。 本節以下僅就代理

問題所生外部效果的類型，以及加盟關係中常見之控制方法，為一歸納性的介紹

與分析。  
(一) 加盟關係中之「代理問題」類型 
    不同於法律上之嚴格定義，「代理」或「當事人-代理人」關係，乃經濟學

者用以泛指非企業所有權人之一方(代理人; 加盟主)，基於企業所有權人(當事人; 
加盟總部)之利益，代表當事人銷售或提供其產品或服務的一種垂直行銷關係。17 
然而，一旦代理權限下放後，當事人與代理人對所欲實現之利潤目標可能產生歧

異，使得對代理人有利之行為，對本人反而不利。 以加盟關係為例，對加盟主

而言，其所重視者，乃其自身之利潤是否能夠最大；而對加盟總部而言，其所在

乎者，乃加盟體系之整體利潤是否能夠最大，至於單一加盟主之獲利情形為何，

可能不是其關心之重點。 此一誘因差異，連帶的，也可能使得加盟主之各項後

續行銷作為，偏離加盟總部之預期，而使「代理」關係成為一項 “問題”。18

                                                 
15 有關代理問題之經濟分析，其理論的源頭可溯及Ronald Coase對廠商本質之研究。 Ronald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4 Economica 386 (1937)  另外, 請參閱Armen A. Alchain & Harold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62 Am. Econ. Rev. 777 (1972); 
Michael C. Jensen & William H. Meck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3 J. Fin. Econ. 305 (1976).     
16 See Paul H. Rubin, The Theory of the Firm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Franchise Contract, 21 J. L. & 
ECON. 223 (1978); James A. Brickley & Frederick H. Dark, The Choice of Organizational Form: The 
Case of Franchising, 18 J. FIN. ECON. 401 (1987); James A. Brickly, Incentive Conflicts and 
Contractual Restraints: Evidence from Franchising, 42 J. L. & Econ. 745 (1999);   
17 PAUL MILGROM & JOHN ROBERTS, ECONOMICS, ORGANIZATION & MANAGEMENT 170 (1992).  
18 而加盟總部在預見此一問題後，往往需就採行加盟制度以及直營二者，為一成效之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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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理問題」之具體類型頗為複雜，無法在此一一詳述。 但歸納而言，加

盟總部因加盟關係建立後所生之代理問題，主要衍生自其對加盟產品「品質控制」

(quality control)之關切與加盟主有所出入。 於授權加盟主使用其知名商標以經營

加盟事業的同時，加盟總部通常會期待加盟主能盡心於加盟產品或服務之品質控

制，以維護其商標之信譽、增強消費者購買其加盟產品之意願、提高其事業於市

場上之加盟價值進而擴大其利潤。 但從加盟主的角度來看，產品或服務品質之

維持，代表的往往是額外的成本投入，與可得利潤的減少。 而即使如加盟總部

所預期者，品質控制之努力，具有創造需求與提昇利潤之正面效果，但由於加盟

總部通常會於契約中要求加盟主需將利潤按雙方約定之比例，部分回饋予加盟

主，使得加盟主無法百分之百地回收其對品質控制的投資。 因此，我們很難期

待加盟主對是否承擔品質控制之義務，以及其程度為何等問題，會與加盟總部步

調完全一致。 而即使加盟總部於訂約之始，即在加盟契約中明文要求加盟主有

依加盟總部指示，提供品質控制的義務，加盟總部仍需時時監督加盟主是否已依

約履行。 以加盟主所在地理區域通常相當分散來看，監督所需投入之人力與時

間，恐將是加盟總部所無法忽略之成本。19  Mathewson & Winter將此一現象稱

之為加盟關係中之「垂直外部性」(vertical externality)問題。20   
    此外，由於加盟事業品牌形象對外一致性的特色，使得加盟主對產品品質控

制所生之利益，具有相當濃厚的「公共財」色彩; 此將進一步誘使各加盟主進行

搭便車之行為，而使上述加盟主不願提供品質控制的問題更形惡化。 舉例簡要

說明此一現象。 假設 A 加盟總部旗下有 A1, A2, 與 A3 三家加盟主。 首先考慮

當只有 A1 提供維持 A 品牌形象所需之品質控制投資。 因 A1 投資行為而提高 A
加盟產品品牌之價值與消費者青睞等利益，將外溢至未進行品質控制投資之 A2
與 A3 二家加盟主。 而由於 A2 與 A3 不需負擔品質控制之成本，卻能享有其所

帶來之利益，形同搭 A1 投資之便車。 換一個角度來看，假設只有 A1 未投入品

質控制之成本， 其因此而導致消費者對 A 產品品牌之不良印象，也將連帶降低

消費者對 A2 與 A3 加盟主之需求。  
    除加盟主外，不同加盟總部間，也可能利用對手促銷產品而對加盟主所為之

投資，以增加自已產品之銷售量，而出現上游市場競爭者間之搭便車行為。 為
避免下游加盟主搭其同業便車之行為，加盟總部往往採行由其自已來為加盟主促

銷或維持產品品牌形象之策略，例如由加盟總部出面統一為其旗下之加盟主刊登

全國性之促銷廣告。 但如果加盟總部無法禁止下游經銷商同時銷售其他競爭品

牌的產品，則加盟總部所為之投資，很可能為其競爭對手所利用，以較優惠之銷

                                                                                                                                            

後，為一取捨。 故學理上就「代理問題」又有稱之為「當事人-代理人」二難(principal-agent dilemma)
者。 ROBERT S. PYNDICK & DANIEL L. RUBINFELD, MICROECONOMICS 608 (3rd ed. 1995).   
19 Rubin, supra note 16, at 226.   
20 See G. F. Mathewson & R. A. Winter, The Economics of Vertical Restraints in Distribution, in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ANALYSIS OF MARKET STRUTURE 211-36 (Joseph E. Stiglitz & Frank 
Mathewson eds.,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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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條件，說服加盟主對為廣告所吸引而來的消費者推薦購買其產品。 此項 “誘
引-轉換”(bait-and-switch)的策略，無疑地將讓競爭品牌可以在無需負擔促銷成本

之前題下，擴大其產品銷售量與利潤， 21 而讓加盟關係出現「水平外部性」 
(horizontal externality)問題。22   
    再從加盟主之角度來看，其所面臨之主要代理問題，乃加盟總部於加盟關係

建立後所可能出現之「投機行為」(opportunism)。 對加盟主而言，進入加盟體

系所需負擔之最主要成本，乃加入初期所需投入之固定成本，例如針對加盟總部

之品牌所為之統一的加盟主面裝璜，或是為配合加盟總部要求所為之整體企業規

劃或員工訓練計劃等。 受限於Williamson教授所稱之人類的「侷限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 23 加盟主業者於決定是否加入加盟體系時，並無法將所有未來可

能出現之不利因素納入考量，進而於加盟契約中明定適當之保護條款。 因此，

假使於加盟關係建立後，出現加盟主始料未及之不利因素而考慮終止該加盟關係

時，加盟主於加盟之始所為之各項固定資產投入於加盟關係結束後之「殘值」

(salvage value)為何，將對加盟主在未來決定是否繼續加盟關係時，有相當關鍵的

影響。 24 而由於該類投資往往係配合特定加盟總部所為，而具有濃厚的“個別

性”(idiosyncrasy)色彩，故在加盟關係結束後，這類投資於市場中之殘值往往甚

低，甚至於成為加盟主業者無法於加盟關係結束後，透過轉賣或改為其他商業性

用途而加以回復之「沉沒成本」(sunk cost).  為避免終止加盟關係後損失進一步

擴大，加盟主業者可能將因此而被迫與加盟總部繼續維持加盟關係，而加盟主也

可利用加盟主所面對之此一難題，遂行對加盟主較為不利之投機行為。以較具體

的例子解釋此一現象。25  假設某一加盟主因加盟後生產成本之增加，使其產品

之售價僅足以分攤其變動成本(如進貨成本、工資等)，而無法分攤其固定成本支

出(如店面租金或因加盟所購買之機器設備折舊等)；換言之，加盟主之經營呈現

負利潤的情形。 於加盟主可利用市場轉賣其圖定資產以分攤其固定成本時，加

盟主即應終止加盟事業的經營，而讓事業之利潤回復至“零利潤”之水平。 反之，

若加盟主之固定成本為沉沒成本(sunk cost), 也即該成本無法利用市場轉賣的方

式來加以分擔時，則即使加盟主停止加盟事業的經營，其利潤仍為負利潤。 此
時，是否該繼續或終止加盟事業，端視繼續與終止何者對加盟主因此所可獲得之

利潤較大。 例如，若是產品之售價於分攤變動成本後，仍有剩餘得以分攤部分

                                                 
21 Victor P. Goldberg, The Free Rider Problem, Imperfect Pricing, and the Economics of Retailing 
Services, 79 NW. U. L. REV. 736, 745 (1984).   
22See Mathewson & Winter, supra note 18.     
23 Oliver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s of Antitrust: Transaction Cost Consideration, 122 U. PA. L. 
REV. 1439, 1444 (1974).   
24 就美國而言，加盟主加入加盟體系所需負擔之初步固定資產投資，依加盟產業之不同，從幾

萬元美金(如稅務服務加盟業)，到幾十萬元美金(如速食店業)，與幾百萬金(如旅館加盟業)不等。 
請參閱Gillian K. Hadfield, Problematic Relations: Franchising and the Law of Incomplete Contracts, 
42 STAN. L. REV. 927, 934 (1990).  
25 Gillian K. Hadfield, Problematic Relations: Franchising and the Law of Incomplete Contracts, 42 
STAN. L. REV. 927, 951-52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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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沒成本時，加盟主之利潤極大化決定應是繼續該加盟關係，而非退出。 而受

限於沉沒成本的投入，加盟主所為之「繼續」與「終止」加盟關係之利潤衡量的

差額，經濟學理上稱之為「準租」(quasi rent); 而準租的發生，乃加盟總部之所

以得對加盟主從事各類投機行為之原因。26 簡言之，只要加盟總部知悉，對加

盟主而言，留在加盟體系內要比退出來得有利時，加盟總部即可以在「準租」的

範圍內，強迫加盟主接受其調高產品單位售價、加盟費用、增加進貨量義務或促

銷行為之投資等，而無需擔心加盟主會因此而終止其加盟關係。27  諴如學者

Klein所言，因個別性之資本投入所生之「準租」，讓加盟主需額外負擔來自加

盟總部進一步剝削之「搶劫成本」(hold-up cost)。28

(二) 加盟關係對「代理問題」之控制機制類型 
   由上述之分析，我們不難了解為了使加盟關係能更符合契約當事人之期待，

並創造雙贏之局面，「代理問題」之控制成為最為關鍵之議題。 而常見之控制

手段，可歸納為雙重行銷(dual distribution)、不公平條款之解釋與揭露(disclosure)
義務之要求、與交易內容限制條款等三大類。  
1. 雙重行銷 
    根據美國商務部之統計，截至 1987 為止，全美 498,495 個加盟連鎖店中，

有 90,952 個直營店，其中便利商店(convenience stores)之直營比例更高達 58%。29 
而加盟業之代表企業麥當勞(McDonald’s)，於加盟方式外，仍維持有將近 28%之

直營店。30 此種「加盟」與「直營」並行之行銷方式，除可降低業者因市場需

求不確定，以及因行銷管道過於單一化所生之成本外，31 雙重行銷在一定程度

內，也具有防止「搭便車」行為，以及鼓勵下游加盟主提供品質控制服務之功能。 
由於直營店較不可能出現搭便車之行為，直營店的存在，可降低加盟體系出現整

體產品或服務品質因搭便車而低落之情形; 連帶的，加盟總部也可將資源集中在

對加盟主之監督。32 再者，從管理的角度來看，「加盟」與「直營」於市場中

進行平行競爭的安排，可為加盟總部用以“脅迫”事業員工需進行更具效率之內部

                                                 
26 See Benjamin B. Klein, Robert G. Crawford & Armen A. Alchian, Vertical Integration, 
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 21 J. L. & ECON. 297, 297-307 (1978).   
27 Hadfield, supra note 24, at 952.   
28 Benjamin Klein, Why Hold-ups Occur: The Self-enforcing Rang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34 
ECON. INQUIRY 444, 446 (1996).   
29 引自Hadfield, supra note 24, at 936.   
30 Severin Borenstein & Richard Gilbert, Uncle Sam at the Gas Pump, 2 REGULATION 63, 66 (1993).   
31 Carlton教授從市場不確定性(market uncertainty)著手觀察，認為加盟總部可以利用重行銷之方

式，以舒緩廠商為因市場不確定性，而無法即使調整產出之問題。 也即，加盟總部可利用下游

之加盟主以分擔因市場需求改變，所需承擔之生產過剩或不足之成本。 Dennis Carlton, Vertical 
Integration in Competitive Market Under Uncertainty, 27 J. IND. ECON. 189, 199 (1979).  另外，

Porter教授也指出，雙重行銷的方式，可降低當事人的「套牢成本」(lock-in costs), 使企業得以機

動的調整內部生產與外包(outsourcing)之比例。 MICHAEL PORTER, COMPETITIVE STRATEGY 320 
(1980).   
32 Keith N. Hylton & Christopher R. Drahozal, The Economics of Litigation and Arbitration: AN 
Application to Franchise Contract 6 (WORKING PAPER SERIES, LAW AND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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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否則將以加盟主取而代之。33 相對的，加盟總部也可利用直營店的加入

競爭，提供加盟主在店面管理與產品形象維護等方面一可資比較之 “標
竿”(yardstick); 換言之，加盟總部可利用直營的方式，明確地將其所期待之加盟

事業經營方式，包括產品品質控制成本之投入程度等，讓加盟主知悉; 而在面對

來自直營店之競爭壓力下，加盟主也不得不謹慎考量接受加盟總部對維護產品品

質之要求，加盟主彼此間之競爭也可因此而加強。34  
    當然，加盟主可能會因為加盟總部採行雙重行銷方式而使其競爭成本大幅增

加，甚至於因無法與直營店抗衡而被迫退出市場。 於此情形下，形同由加盟總

部接收加盟主對加盟事業所為之各項投資利得，對加盟主將產生不公平之現象; 
這也是為何在美國多數與雙重行銷有關之反托拉斯法案例，均涉及加盟主指控加

盟總部於發現加盟站所在市場有利可圖後，假雙重行銷之名，行市場入侵(market 
encroachment)之實，其主要目的在藉由排除加盟主競爭的方式，來增加加盟總部

所可獲取之利潤。35 不過對此一指控，美國各級法院傾向於持較為保留的態度。 
於相關之判決中，聯邦法院也一再強調，加盟總部於特定加盟市場中增加直營

店，具有分散既有加盟主市場力量之正面效果，而即使加盟總部以合併加盟主之

垂直整合方式進入加盟市場，其因此所可能產生對品牌內(intrabrand)競爭之限制

效果，也必需和其強化異種品牌(interbrand)間競爭之程度，二者互相抵銷後，始

能妥適認定其違法性。36 除非加盟總部有利用雙重行銷手段，與其他加盟主進

行價格聯合或市場分割，或有具體事證足以證明，具市場地位之加盟總部企圖以

雙重行銷方式，來維持或擴張其市場地位，或進行差別取價行為等，否則，雙重

行銷本身並不當然違反修曼法或其他之相關法規。37

2. 不公平條款之解釋與揭露(disclosure)義務之要求 
    有關加盟主所面臨來自加盟總部投機行為之代理問題，法律上之主要控制機

制有二。 第一類型可視為是一種事後(ex post)之管制手段，也即由法院依公平與

誠信等契約法原則，將產生糾紛之加盟契約認定為定型化契約，而作出對加盟主

較有利之解釋，或將有爭議之契約條款解釋為不公平或有違商業誠信，進而否定

其效力之作法。38 其中，與保護加盟主對加盟事業投資最具關聯性者，當屬法

院對加盟總部終止(termination)加盟關係權限之限制。 例如，美國法院或以加盟

總部對加盟主具有默示的誠信及公平交易義務、或對加盟主應負起類似受託人之

忠實義務 (fiduciary duty)、或以美國契約法中之不公正原則 (doctrine of 

                                                 
33 DAVID BENSANKO, DAVID DRANOVE, & MARK SHANLEY, ECONOMICS OF STRATEGY 156 (1st ed. 
1996).   
34 有關此一「標竿競爭」理論之更廣義與深入之分析，請參閱Andrei Shleifer, A Theory of Yardstick 
Competition, 16 RAND J. ECON. 319 (1985).   
35 相關之案例與說明，請參閱 2 GLICKMAN, BUSINESS ORGANIZATION—FRANCHISING, §7.02 (1996).    
36 Id., at §7.03.  
37 各相關案例，請參閱Glickman, id., at n. 4, 5, & 6.   
38 Hadfield, supra note 19, at 953; see Thomas M. Pitegoff, Franchise Relationship Laws: A Minefield 
for Franchisors, 45 BUS. LAW 289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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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onscionability)為由，而要求業主需在有正當理由(good cause)下，始能終止或

拒絕更新加盟契約，即使如此解釋將與加盟契約之書面合意相違時亦同。39

   第二類型之控制機制，則是由主管機關以頒佈準則的方式，科以加盟總部於

訂約時，需對有意加入之加盟主盡到一定揭露(disclose)義務之事前(ex ante)管制

手段。 由於加盟總部之所以能對加盟主進行投機行為，原因在於雙方就契約談

判力量上存有有極大的差距。 特別是對於加盟事業之獲利前景如何， 值不值得

加入等問題，一般而言，加盟總部所掌握的資訊應較加盟主要來得多。 也因此，

要解決加盟主因簽約時資訊不足，而在簽約後被迫套牢於加盟關係之代理問題，

具體要求加盟總部需將加盟之重大資訊揭露予加盟主知悉，應是較具前瞻性之作

法。 以上述FTC Rule為例，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即具體列出數項加盟總部所需

提供予加盟主之相關資訊，主要有加盟總部過去之營運經驗; 是否有破產或犯罪

紀錄? 加盟主因加盟所需購買或承租之產品、設備、服務、以及店面資訊; 加盟

及其相關費用之計算方式; 加盟主於授權區域是否有增設直營店或加盟站之計

劃; 於何條件下，加盟總部得終止加盟契約? 加盟主在何條件下得要求續約? 加
盟契約終止後，加盟主相關利益之保護等事項。 加盟總部若未能提供FTC Rule
所要求之資訊，將構成聯邦交易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第五條

所稱之“不公平競爭”行為。40   
3. 契約限制條款 
    除上述二類型控制機制外，更為常見者，乃加盟總部透過契約安排，以加盟

權利金，或以限制加盟主在價格、銷售區域、加盟產品、或交易對象等事項之選

擇自由等方式，來解決加盟關係代理問題之方式。 以加盟權利金為例，由於其

乃加盟主於加盟之始需一次付清(lump sum)之對價，而且於日後，倘因加盟主違

約致加盟關係遭加盟總部終止時，通常無法要求加盟總部返還，因此，對於在考

量此一加盟成本後仍選擇加入加盟行列者，我們可以合理的推定其應為較具成功

經營加盟事業潛力，及與加盟總部相互配合意願較高之業者。 換言之，加盟總

部可以利用加盟權利金的約定，以達到讓加盟主自我篩選(self-selection)之經濟目

的。41 再者，加盟總部與個別加盟主間之不同權利金約定，或可視為是加盟總

部依據其對個別加盟主未來就產品品質義務偷工減料之不同風險評估結果，向爾

等所收取的不同金額之保證金(bond);42 也即，對於較具搭便車傾向之加盟區

域，43 加盟總部可以較高之加盟權利金，以提高該區域企圖搭其他同業便車，

                                                 
39 請參閱林美惠著，「加盟主契約法律問題之研究」，頁 158-59 (蔚理法律出版，1996)。  
40 16 CFR 436.1.   
41 Kabir C. Sen, The Use of Initial Fees and Royalties in Business-format Franchising, 14 
MANAGERIAL & DECISION ECON. 175, 177 (1993).   
42 M. Jensen & W.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3 J. FIN. ECON. 305 (1976).   
43 加盟總部如何評估那一類型加盟主具有較高之搭便車傾向?  方法之一，即是以加盟主所在區

域消費者重覆購買加盟產品之機率高低來判斷。 對位於重覆購買機率較高區域之加盟主而言，

因其搭便車行為，所導致消費者對加盟產品產生負面外部成本，由該加盟主自行承擔之比例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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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履行約定品質維護義務加盟主之違約成本。  
    另一類常見之加盟契約限制條款，乃加盟總部要求加盟主接受最終產品轉售

價格維持(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之安排.  也即加盟總部利用契約，要求

加盟站於出售加盟產品時，不得低於其所指定之價格水平。 但由於限制產品之

最低價格，具有降低消費者對加盟主產品之購買量，間接地，也將使加盟主對加

盟產品之衍生需求降低，有入降低加盟總部利潤之效果，何以加盟總部仍願採行

該類契約條款? 頗令學者困惑。 對此，芝加哥大學著名經濟學家Telser於 1960
年的一篇論文中，提出一項可能的解釋。44 其認為，由於在最低RPM安排下，

下游廠商將無法以折扣吸引享受其他同業所提供服務之消費者的青睞，而可大幅

降低上述存在於下游廠商間之「搭便車」誘因; 相對的，下游廠商也較願意提供

上游廠商所樂見之銷售服務.45 再者，最低RPM降低加盟主彼此間之價格競爭壓

力，保障加盟主一定之利潤，對加盟初期需投入相當“個別性”投資之加盟主而

言，不失為一保護加盟主不受加盟總部投機行為所剝削之契約安排。46   
    此外，加盟契約中之“區域限制”(territorial restrictions; TR)條款，就避免搭便

車行為與保障加盟主投資不會受制於加盟總部投機行為而言，往往與RPM具有同

等之功能。 TR讓加盟主得以在一定授權區域內享有類似獨占者之地位與利潤，

也間接保護了加盟主對加盟體系所為之各項初期投資。 事實上，已有研究指出，

加盟總部在決定是否賦予加盟主於某一區域之獨家銷售權時，加盟主之投資(可
廣義的包括為確保加盟產品品質所為之各項努力)對拓展其品牌知名度與銷售量

之重要性，往往是一重要之參考指標。47  也因此，對較不具知名度之加盟產品

而言，TR條款約定對加盟契約雙方而言，可視為是一項互蒙其利之安排。 而限

制各銷售區域加盟主數量的作法，具有提高消費者跨區比價成本之效果; 而一旦

消費者比價之動機喪失，下游加盟主進行價格折扣吸引消費者並搭其他加盟主便

車之誘因也與隨之消失。48   
    搭售(Tying)與排他交易安排(Exclusive Dealing; ED)則是另二類常見於加盟

契約中之限制條款，在解決加盟關係之代理問題上，也各扮演著相當重要之角色。 
就搭售安排而言，加盟總部可能以同時購買其所提供或指定之相關產品或設備

(tied product; 被搭售產品)，作為授權加盟主出售加盟產品或使用加盟商標(統稱

tying product; 主要產品)之條件。 就達成控制產品品質與降低加盟總部監督加盟

主是否符合品質要求之成本等目標而言，搭售條款有其實質上之功能。 而為避

                                                                                                                                            

於位於重覆購買比率較低區域之加盟主業者; 相對的，其從事搭便車之誘因，也將低於後者。 舉
例言之，位於都會區之加盟主，由於消費者再次造訪之機率要遠高於位於高速公路交流道出口之

加盟主，偷工減料之後果將較為嚴重。 相較之下，搭便車對其而言，可能是較為划不來之行為。   
44 Lester Telser, Why Should Manufacturers Want Fair Trade, 3 J. L. & ECON. 86 (1960).    
45 Id., at 91.     
46 8 PHILLIP E. AREEDA, ANTITRUST LAW ¶1617a, at 227.   
47 See Mathewson & Winter, Territorial Restrictions in Franchise Contracts, 32 ECON. INQUIRY 181 
(1994);   
48 BLAIR & KASERMAN, ANTITRUST ECONOMICS 370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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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出現上節所述之上游市場水平外部性問題，加盟總部在替加盟主從事各類促銷

行為後，也有必要對加盟主利用其促銷投資改賣其他品牌之行為，予以一定之規

範; 而藉由獨家交易，限制加盟主貨品供應來源，不失為一項可行之控制機制。 
而從加盟主的立場而言，獨家交易安排限制了加盟總部出售產品予其他加盟主競

爭者之自由，也具有保障加盟主利潤，以激勵加盟主專心促銷加盟總部產品之正

面效果。  
(三) 小結    
    綜上所述，從相關經濟學理，尤其是代理問題理論觀之，加盟總部與加盟主

間之密切合作關係，對成功經營加盟事業而言，實有其不可或缺之重要性。 然
而，一旦加盟雙方得以利用該合作關係，不當扭曲市場競爭功能與阻撓同業參與

競爭時，如何運用相關競爭法規以進行適度之規範，方不致於在回復市場交易秩

序的同時，過度介入加盟總部與加盟主基於有效率共同經營加盟事業所為之各類

行銷決策，即是競爭主管機關所必需深思之處。 以上述相關之契約限制安排為

例，雖然爾等具有解決代理問題之功能，但不論是加盟權利金、轉售價格維持、

區域限制、搭售、或獨家交易安排等，都可能會引發差別待遇、價格勾結、獨占

力之不當延申與不當排除競爭對手等反托拉斯法上之爭議。 事實上，美國探討

加盟事業與反托拉斯法關係之文獻，也多集中於對此類條款之市場競爭效果與反

托拉斯法相關因應政策的研究。 此將於第四節中詳述。 另外，就我國公平交易

法之適用而言，加盟總部與加盟主間緊密之合作與控制關係，是否與公平交易法

第六條第四款“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或第五款“直接或

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之構成要件該當，而應將其視為是“結合”之行為? 
可能是我們在討論加盟契約中各具體限制條款之合法性前，另一項更為先決的問

題。   
    畢竟，假若我們將加盟視為是一項由企業透過加盟關係之建立，進而達到形

同收購另一企業的“結合”關係，而非個別獨立的二企業體以“契約”方式所成立之

行銷組織類型，則反托拉斯法所能介入者，當僅限於運用相關之結合法律準則，

以判斷加盟關係之建立，是否具有讓市場更趨集中而降低競爭強度之效果; 至於

加盟權利金、搭售、轉售價格維持等安排，皆只是企業之內部行為，反托拉斯法

似無著力之處。 以下，僅先就美國法之經驗，就此一法律定性問題為一初步的

分析。 
三、加盟關係之法律定性問題—美國法之經驗 
    依克雷頓法(Clayton Act)之規定，會被美國競爭主管機關及法院歸類為近似

我國公平交易法所定義之“結合”概念者，最主要為克雷頓法第七條所規範之公司

股權或資產收購等行為(第七條)，以及該法第八條禁止一人同時擔任具有競爭關

係且市場規模達一定門檻之二事業體董事之規定。49  與我國公平交易法第六條

之規定相較，美國法對所謂結合行為之概念，顯然採取較為狹義之定義。 也因

                                                 
49 15 U.S.C 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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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除非加盟總部係以收購加盟主股權或資產之方式，進一步與其建立加盟關

係，或加盟總部同時擔任二家以上加盟主的董事，否則，即使加盟關係的確具有

濃厚的“共同經營”或“委託他人經營”的色彩，其因此所生之競爭問題，仍無依美

國法關於結合行為規定加以審酌與論處之餘地。 
    然而，即使法規適用依據因法律體系分類之差異而有所不同，美國聯邦法院

針對包括加盟事業在內之垂直經銷體系中，具實質控制力量之加盟總部或母公

司，有無可能與受其控制但具獨立法人格之加盟主或子公司，成立勾結(collusion)
行為之相關判例與判決，仍具相當參考價值。 特別是聯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面

對涉嫌違反修曼法第一條之被告以彼此間具有高程度實質控制關係，故為一單一

之經濟體，與聯合行為處罰複數當事人間協議之法律要件不符為由，50而企圖提

起免責抗辯時，爾等對此一法律認定方式之利弊分析，對我國在思考加盟事業之

類似公平交易法議題時，最具啟發性。 歸納而言，相關判決可以以 1984 年聯邦

最高法院的Copperweld Corp. v. Independence Tube Corp.51一案作為分水嶺: 於該

案之前，美國聯邦法院對具有實質控制關係之二個以上獨立法人間，是否有可能

成立勾結協議的問題，採取較為形式之見解，而在Copperweld後，法院逐漸以實

質控制力的強度是否已達到讓受控制者喪失企業決定權之程度，來決定是否符合

修曼法第一條之複數當事人要件。  
(一) Copperweld 一案前之判斷法則 
1. 「集團內勾結」 (intraenterprise conspiracy)原則之形成       
    綜觀美國反托拉斯法判決，U.S. v. General Motor52一案應是美國法院首度就

類似加盟此種經營權利外放之行銷安排，有無可能在企業主與個別設立之獨立行

銷部門間成立聯合協議表示法律見解之案例。 雖然該案並未上訴至聯邦最高法

院，但通用汽車公司因改變產品銷售結構而遭美國政府以違反反托拉斯法起訴之

過程，提供我們了解Copperweld一案之前法院以「集團內勾結」理論判斷此一議

點之起點。53 為因應公司規模急速擴張所帶來之管理上的無效率及財務危機，

通用公司決定將過去集中式之管理方式外放，並自 1919 年開始，陸續依法設立

了相關事業單位，以經營通用汽車銷售之業務。 而各事業單位就業務經營上，

雖享有自主權，但卻都是股權由通用汽車所百分之百掌控之子公司。54  事後，

美國政府以通用公司與其子公司間，有共謀脅迫下游加盟經銷商與消費者使用通

用子公司所提供之汽車貸款服務之事實，而向法院提起修曼法第一條之訴訟。 通
用公司雖主張，其與子公司間實乃單一之交易個體，故不可能成立勾結; 但第七

                                                 
50 於此，需再度一提者，乃即使被告之抗辯成立，故其相關之交易安排不構成聯合行為，但仍

有可能會為法院依修曼法第二條關於濫用獨占力量或市場地位，或克雷頓法第三條關於差別取價

等規定加以處罰。  
51 467 U.S. 752 (1984).   
52 121 F.2d 376 (7th. Cir.), cert denied, 314 U.S. 618 (1941).  
53 Ann I. Jones, Comment: Intraenterprise Antitrust Conspiracy: A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71 CAL. 
L. REV 1732, 1737-38 (1983).   
54 112 F.2d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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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迴上訴法院認為，非競爭者間之垂直合作約定，仍可能對第三人產生不合理限

制交易之情形，而應為修曼法所需規範之對象之一; 被告不得在獲取獨立事業單

位經營所帶來的好處之後，另行主張爾等乃單一之交易個體，企圖逃避相關之反

托拉斯法責任。55   
    於Copperweld一案之前，美國聯邦最高法院總計在四件主要案例中，運用「集

團內勾結」原則以解決母子公司或具共同控制關係公司間，是否符合修曼法第一

條複數當事人之要件。 綜合而言，藉由這些判例，法院逐漸形成了以較為形式

化的仰賴涉案企業在法律上是否為經由設立(incorporation)程序所成立之法人作

為判斷基準，而缺少從反托拉斯法立法目的與行為實質經濟效果面之分析。 在
最早的U.S. v. Yellow Cab Co.56一案中，被告乃計程車製造公司，另外，透過垂直

合併，同時控制許多美國大都會區之計程車服務公司之經營權。57  美國政府於

本案中指控被告與其在芝加哥市提供計程車服務之子公司Chicago Yellow Cab，
就芝加哥地區計程車服務市場達成彼此互不競爭之協議，有限制市場交易之嫌。
58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支持政府部門之看法，認為被告間之協議具有封鎖市場競

爭之效果，已違反了修曼法第一條禁止聯合行為之規定。59  對於被告所提爾等

乃整合性事業，於法律上應視為單一企業之抗辯，最高法院強調，行為之限制競

爭效果，可能是出自具共同控制關係或整合後之企業間彼此間之勾結協議，也可

能是地位獨立的二公司之合意; 企業內部之實質關係為何，並非決定修曼法能否

適用之考量因素。60

聯邦最高法院在其後的Kiefer-Stewart v. Joseph E. Seagram & Sons一案中，61 
對「集團內勾結」原則之適用，附加了新的判斷要件。本案上訴人(Kiefer-Stewart)
乃位於美國印弟安那州之酒品批發商; 被上訴人Seagram和Calvert公司為生產與

銷售酒類產品之關係企業。 上訴人在訴訟中主張，被上訴人彼此間對限制酒品

之最高轉售價格存有默契，而對反該項價格限制之批發商，往往以拒絕供貨之方

式來達到制裁的目的。62 此項協議或默契已對上訴人之商機造成嚴重之傷害，

故請求法院依修曼法第一條之規定，禁止被上訴人繼續從事該行為。 於上訴人

勝訴之判決理由中，針對被上訴人所提其乃單一酒品生產與販售單位之抗辯，大

法官除重申Yellow Cab一案所建立之標準外，更進一步指出，當具共同控制關係

之企業彼此間對外以競爭者之姿態出現時，所謂的「集團內勾結」原則當更有適

用之餘地。63

                                                 
55 Id., at 404.   
56 332 U.S. 218 (1947).   
57 Id., at 222.   
58 Id., at 223.   
59 Id., at 226-27.   
60 Id., at 227.   
61 340 U.S. 211 (1951).  
62 Id., at 212.  
63 Id., at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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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上述二判例相較，不久後的Timken Roller Bearing Co. v. U.S.一案，64則明

顯呈現出最高法院逐漸轉向依涉案企業是否係依公司設立程序所成立的形式區

分方式，以判斷企業是否為單一經濟體之傾向。  該案涉及美國一家生產

antifriction bearings公司(Timken Roller), 與其在英國和法國握有部分股權之子公

司，相互就產品在全球之銷售區域、價格、及進出口數額等達成一致的協議，而

被美國政府認定為具有限制交易效果之聯合行為;65 相對的，被告則主張爾等之

行為乃合理之合資(joint venture)行為，應無違反修曼法之虞。66  美國聯邦最高

法院則認為，企業間具有共同所有權或控制權之事實，並無法免除其於反托拉斯

法下所可能成之責任; 而依法個別設立之企業間所成立之具有抑制彼此或與第

三人間競爭效果之協議，並不會因當事人加上了“合資”二字，而成為合法。67  而
Jackson大法官在反對意見書中，雖然表示了他對「集團內勾結」原則是否對被

告過苛的關切，但仍支持如果協議是存在於Timken Roller與公司的海外部門

(departments)而非止公司時，則無成立勾結之可能。68  
2. 「集團內勾結」原則於加盟事業中之運用—Perma Life Mufflers, Inc. v. 

International Parts Corp.   
    Perma Life一案，69乃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Copperweld判決前，最後針對「集

團內勾結」原則表示法律意見，而涉案之產業正是汽車零件加盟業。原告(Perma 
Life)乃被告之加盟主，專門從事靜音器(mufflers)及其他汽車排氣系統零件之經銷

業務。 加盟契約中包含了轉售價格維持、搭售、獨家交易、區域限制、差別取

價等上述常見於加盟契約之條款。70 原告據此向法院提出反托拉斯法損害賠償

訴訟，主張被告與其二家子公司及相關負責人有共謀進行上述違法行為之嫌。 本
案於上訴至聯邦上訴法院時，法院贊同被告的抗辯理由，認為爾等乃單一商業體

下之各部門，故不可能成立聯合協議; 但經原告上訴至最高法院，大法官承襲

Timken Roller等案的看法，否決了以實質控制關係推翻具獨立法人格企業間成立

勾結可能性之結論。71 殊值一提者，乃判決理由中，法院間接的指出，即使在

像加盟這類當事人具有密切合作與控制關係之行銷體系中，加盟總部不論與提起

訴訟之原告加盟主，或與其他未參與訴訟之加盟主，皆具有成立修曼法第一條聯

合協議的能力。 在前者，只要原告加盟主係非自願性地(unwillingly)接受了加盟

總部具限制效果之條款，或是後者之所以同意接受限制條款，係於考量“被告知

的解約危險”(the communicated danger of termination)後所為之決定，加盟仍有可

能依聯合行為之相關規定來來進行違法性審查。72

                                                 
64 341 U.S. 593 (1951).   
65 Id., at 596.   
66 Id., at 598.   
67 Id.  
68 Id., at 606.   
69 392 U.S. 134 (1968).   
70 Id.   
71 Id., at 141-42.   
7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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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將Perma Life一案之重要性定位在揭櫫關於「集團內勾結」理論在加盟

事業中適用之基本原則，其後的Coleman Motor一案的事實，則提供下級法院具

體運用該原則之機會。73  原告Coleman Motor為Chrysler汽車公司之獨立加盟經

銷商。 有鑑於市場占有率逐年下滑，Chrysler公司乃於 1954 年採行名為“經銷商

企業”(Dealer Enterprise; “D.E”)之鼓勵經銷商加盟方案。依該方案，對有意加盟

者，Chrysler願意提供 75%加盟所需的資金，並由自行負擔其餘 25%資金之加盟

主擔任總裁與總經理; 業者得於經營獲有利潤後，選擇買下Chrysler公司於加盟

店之股份而成為獨立之加盟主，但在此之前，Chrysler在加盟店的股東會與董事

會中享有絕大多數之控制權。74  而由於D.E方案並無法讓Chrysler汽車的銷售量

有所起色，Chrysler公司更於 1961 年提供了由其負擔 100%加盟資金之計劃，加

盟主得分次由營業利潤中攤提所需之 25%的負擔額，最後並得買下Chrysler之股

權; 惟在此之前，Chrysler公司對加盟店享有形同直營店般的 100%控制權。75

    Coleman Motor在訴訟中所持之主要理由為，Chrysler公司對獨立加盟銷商與

因D.E.方案而加入之經銷商有採差別待遇之嫌。 不論在資金或損失之補貼、產

品展示或廣告、進貨速度、或相關加盟業務咨詢等事項，後者自Chrysler公司所

取得之協助與配合，均較Coleman Motor為優。76  原告因此認為，Chrysler與D.E
方案之加盟經銷商間有聯合實施掠奪性訂價之行為，其目的，在排除加盟品牌內

之競爭，以增加Chrysler公司能夠直接控制之加盟經銷商人數。 Coleman Motor
主張，其行為已違反了修曼法第一條與第二條之規定。77 針對第一條之部分，

第三巡迴上訴法院在Perma Life一案之情神下，肯定了加盟總部與部分甚至於全

部受其控制之加盟經銷商間，仍有成立勾結協議的可能。 而協議成立之方式，

不限於明示，若從行為本身可以推出加盟總部與加盟經銷商間具有一致之目的，

共同的行銷計劃設計與了解等事實時，皆可為當事人引為證明勾結協議存在之間

接證據。78  
    不過，針對Perma Life及先前幾項判例所呈現之較為形式化的判決論理，聯

邦下級法院似有重新加以區別與修正之趨勢。 畢竟在Yellow Cab等早期判例

中，其之所以將母公司與受其完全控制之子公司視為具有勾結能力之獨立個體，

除在形式上二者為個別設立之法人外，最高法院也提及了控制者與被控制者間之

合作行為，對市場所產生之實質反競爭效果，也是決定當事人是否違反修曼法第

一條之重要考慮依據。 果真如此，對於一個在“實質”上欠缺商業自主權之子公

司或加盟主，機械式地在法律上將其視為具有與加盟總部平等談判，進而達成協

議能力之經濟個體，恐與經濟現實亦屬有違。 其中，Photovest Corp. v. Fotomat 

                                                 
73 Coleman Motor Co. v. Chrysler Corporation, 525 F.2d 1338 (3rd Cir. 1975).    
74 Id., at 1341.   
75 Id.   
76 Id., at 1344-45.   
77 Id., at 1343 
78 Id., at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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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一案，79 正是美國實務界對反托拉斯法「集團內勾結」理論之反省，反應

於加盟業中之最具代表性案例。  
    該案被告Fotomat公司為一從事相片沖洗與攝影器材零售業務之廠商，其銷

售方法，乃透過在大型購物中心停車場設置小型之營業亭，以方便消費者得不用

下車即可送洗底片與取件。自 1967 年開設第一家營業亭後，Fotomat在四年內陸

續設立了 355 家的加盟店。  基於投資Fotomat加盟事業的目的，原告Photovest
公司，與Fotomat簽訂了主加盟契約(master franchise contract), 依該加盟契約，

Photovest允諾於未來設立 15 家Fotomat之加盟店。 Photovest於 1974 年提起本訴

訟，主張Fotomat違反加盟契約條款、侵害原告契約上之權利、以及違反聯邦反

托拉斯法規。80 就反托拉斯法部分，其中涉及違反修曼法第一條者，乃Fotomat
與其 100%控股之子公司Fotomat-Labs公司聯合欺騙並脅迫Photovest使用

Fotomat-Labs之底片沖洗服務，以增加Fotomat授權加盟之可得利潤。81

    承審本案之聯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同樣面對被告所提之其與子公司乃單一

經濟體之抗辯; 但法院試圖利用本案與 Perma Life 有所區隔。 依 Perma Life 一

案，雖然母子公司依法個別設立的事實，是修曼法第一條能否適用之重要考量因

素，但本案承審法官認為，此不應被解釋為唯一且最具絕對性之因素; 引用學者

Sullivan 教授之見解，法官認為仍需考量下列相關之因素，始能得出合理之結論: 
其一，所有權之整合程度，如二公司是否有設有個別之管理人員; 其二，將二公

司視為是個別公司，對整體經營效率之影響程度為何; 其三，公司之發展歷史，

也即二公司於整合前，是否為個自獨立運作之企業體; 最後，將二者視為是單一 
企業體所導致被告市場力量之增加程度。 82   上訴法院發現，Fotomat與
Fotomat-Labs 之 主 管 人 員 相 同 ， 而 且 Fotomat-Labs 並 無 自 已 之 辦 公 室 ; 
Fotomat-Labs人員之利潤分配，是依Fotomat之公司淨所得來決定。 此外，所有

Fotomat子公司之財務報表或報稅資料均合併，而以“本公司”之名義對外公開。83  
再就公司發展歷史來看，法院發現，Fotomat-Labs係Fotomat當初基於整合相片沖

印服務與公司既有沖印設備考量下所設立者，Fotomat並無意使該Fotomat-Labs
成為獨立對外提供沖印服務的公司。84  據上述理由，法院認為二者應為單一之

經濟體，與修曼法第一條之構成要件不符。85  
(二)「集團內勾結」原則之修正—Copperweld 案之介紹 
  「集團內勾結」原則的適用範圍，在 1984 年的Copperweld一案中受到了相當

程度的限縮。 聯邦最高法院於該案判決中，明確排除了母公司與為其所完全掌

控(wholly owned)子公司間成立聯合行為協議之可能，連帶的，也否定了修曼法

                                                 
79 606 F.2d 704 (7th Cir. 1979).   
80 Id., at 707.   
81 Id., at 725-26.   
82 Id., at 726.   
83 Id.，at 726-27.   
84 Id., at 727.   
85 類似之案例事實與見解，請參閱Donald M. Ogilvie v. Fotomat Co., 641 F.2d 581 (8th Cir.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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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對該類關係企業適用之餘地。 上訴人Copperweld為一鋼管生產公司，於

收購某一同業內部生產部門後，隨即將該事業部門轉型為子公司，由Copperweld
握有 100%之股權; Copperweld另於契約中與出售公司達成不競業協議，後者允諾

在五年內不與Copperweld子公司從事競爭。 事後，出售公司經理另組被上訴公

司與Copperweld子公司競爭，Copperweld於知悉後，發函被上訴公司之供貨商，

表達嚴重的關切，並表示將採必要之手段以保護Copperweld在不競業條款下所得

享有之權利。86 針對Copperweld之行為，被上訴公司向地方法院提起反托拉斯

訴訟，主張Copperweld與其子公司勾結，違反修曼法第一條之規定。 於聯邦地

方法院判決Copperweld敗訴並提起上訴後，聯邦第七上訴巡迴法院依Photovest
所提出之具體標準，在考量Copperweld與其子公司是否有個別的管理人員、個別

的財務與稅務報表、有無個別的辦公室、以及營業政策決定之獨立性後，發現二

者應為個別的公司，故可成立聯合行為。87

    然而聯邦最高法院推翻了上訴法院之見解。承審本案之多數大法官首先對

「集團內勾結」原則之過於重視形式提出批評，爾等認為，反托拉斯法責任，不

應因被告間究為擁有百分之百股權之母子公司或為事業內部單位，而有所不同，

因在二種情形下，控制公司皆具有完全的控制力。 二者的目標是共同的，而非

個別存在; 而企業之整體行動，是由單一公司，而非二個獨立的個體所決定。 不
論事實上有無 “協議”存在，被控制的子公司仍會以增加其母公司之利益作為企

業經營的最主要目標，因為後者是其唯一的股東。 所以，當二者“同意”進行某

一行為時，並不會產生原先分屬不同利益之經濟資源，重新洗牌與重組的情形，

對此行為，實無必要以修曼法第一條相繩。88  再者，法院也認為，促使公司選

擇企業組態型態背後之經濟、法律或其他考慮因素，與市場競爭是否受到嚴重的

威脅，應無關聯; 過度重視設立形式而忽略經濟現實的論理，將迫使企業改以設

立分公司或內部事業單位的方式，來進行公司組織之管理與擴張，即使當設立個

別獨立之子公司，對企業而言是最有利時亦同。89  例如最高法院即指出，就企

業管理的角度而言，母子公司之經營方式可避免因跨州經營所生之稅務問題，讓

企業更能掌握相關之政府管制法規、協助企業取得地區性認同、以及實現產品生

產分工與專業化所需建立之不同會計處理原則等好處。90  為確保有效率的企業

管理，公司應有權依實際需要，選擇其認為對公司最有利之企業組織型態，反托

拉斯法的適用應有所限制。 當然，企業若因此而有反競爭行為出現時，仍需受

獨占，不公平競爭等相關競爭法規之規範。91

    不過，持反對意見之大法官Stevens認為，承認「集團內勾結」原則, 可以預

防具控制力之單一企業與為其所完主控制之子公司，對不願採行爾等所協商進行

                                                 
86 467 U.S. 756-57.  
87 Id., at 759 & n.2.  
88 Id., at 771.   
89 Id.   
90 Id., at 773 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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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不當競爭手段之第三人，進行杯葛行為。 尤其是當控制企業尚未達到具市場

支配地位之程度，故尚無獨占市場與違反修曼法第二條之情形時，可能會形成反

托拉斯法之管制真空; 再者，具市場規模之業者，也可能利用脅迫，暴力等不法

手段來要求對手就範，Stevens 認為，保留第一條之適用可能性，可以讓政府能

更有效的來規範此類行為。92

(三) Copperweld 原則於加盟業中之運用 
    Copperweld雖然推翻了「集團內勾結」原則得適用於具完全控制關係之母子

公司間，但對於具部分控制關係之母子公司間，是否具有形成勾結協議之可能，

仍留下了相當彈性的解釋空間，部分上訴法院以委由陪審團認定的方式，規避了

直接就此問題表示法律見解的機會。 例如在Computer Identics Corp. v. Southern 
Pacific Co.93一案中，涉及母公司與 80%股權由其控制之子公司間，能否成立勾

結協議之爭議。 第三巡迴上訴法院法官在紿陪審團之考量指示(instruction)中指

出，陪審員若發現證據足以顯示被告彼此間具有共同的管理階層人員，而其行為

可視為是單一經濟體之共同行為時，應判決被告無成立修曼法第一條責任之可

能。94 最後陪審團認定被告並無勾結協議存在。  
    至於介於完全整合與完全獨立二極端企業組織類型之間的加盟關係，究應如

何定性? 綜觀Copperweld一案後美國聯邦下級法院之相關案例，這仍是一個困擾

法院與反托拉斯法學者的問題。 而可能產生爭議之案例類型，可大致區分為以

下二大類。 其一，加盟總部與加盟主具有部分股權控制關係者。 法院所面對的

難題在於，究竟控制的股權數需達何百分比，才可將二者歸類為單一經濟體，而

有Copperweld原則之適用?  目前美國法院就此並無明確的見解，而由於此一問

題涉及法院需介入判斷持有部分股權之加盟總部對加盟主之實質控制程度，是否

已達Copperweld所言之已讓加盟主全然喪失了獨立的企業自主權，爭議性之大可

想而知。 也無怪乎有部分上訴法院採取以較為形式化與量化之方式來解讀

Copperweld，以免讓此一問題更形複雜。 例如第三巡迴上訴法院在Tunis Brothers 
Co. v. Ford Motor Company95一案中認為，加盟總部與部分股權由其控制之加盟

經銷商間，無適用Copperweld原則之餘地。 該案涉及被告Ford汽車公司因終止

原告Tunis Brothers之加盟經銷權，而遭Tunis Brothers以Ford和另一加盟經銷商

Wenn Ford Tractor共謀分割市場為由，提起此一反托拉斯法訴訟。 其中，Wenn 
Ford Tractor為Ford公司所創立，並仍持有該公司 79%的股權。 於判決中，法院

即認為既然Wenn Ford Tractor並非 100%為Ford所掌控之公司，前者所持有之 21%
的股權，即足以讓其有與Ford公司成立勾結協議之可能，而不應受Copperweld原

                                                                                                                                            
91 Id., at 777. 
92 Id., at 790-91.   
93 756 F.2d 200 (1st Cir. 1985).   
94 Id., at 204-05.   
95 763 F.2d 1482 (3rd Cir.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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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的保護。96  當然，這樣的判決理由，似乎與Coppwerweld所欲避免「集團內

勾結」原則過於重形式而輕實質之精神相違，有待未來各級上訴法院進一步釐清。 
    第二類可能在加盟業引發Copperweld原則適用爭議者，乃不具控股關係之加

盟總部與加盟主間，有無適用該原則，而得以在反托拉斯法下，將其視為是單一

企業體的可能？ 畢竟在Copperweld重實質經濟效果的精神下，應不排除類似像

企業規劃加盟關係中，加盟總部對加盟主營業相關行為之實質控制力，已達足以

讓加盟主喪失獨立決策程度之可能性。 而對此問題，包括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

內之各級聯邦法院，在Copperweld之前在關於運動聯盟(sports league)的加盟爭議

案件中，已多少有所論及。97  多數法院傾向於將聯盟與獨立之加盟球隊間，視

為是一種合資(joint venture)的關係，而有成立修盟法第一條責任之可能。   
    但由於Copperweld原則的出現，部分聯邦上訴法院也開始從該原則的角度，

重新省思此一認定之合理性。 其中，美國第七巡迴上訴法院 1996 年Chicago 
Professional Sports L.P et al v. NBA98一案(“CPS”)，可視為是在Copperweld架構下

分析此一問題之最詳盡與最具深度之代表性判決。  
    由於美國社會普遍熱愛運動，連帶的使各類職業運動紛紛成立球隊聯盟，以

期能提供更優質之運動比賽內容。 加入聯盟之每支球隊，各有獨立於聯盟外之

所有權人與財務結構，故二者為獨立存在之企業組織，並無股權控制的問題。 惟
一旦球隊選擇加入聯盟，除可使用聯盟專屬的標章外，另需受到聯盟關於招募新

球員、球員薪資、球賽轉播場次、權利金等諸多加盟規則之拘束，故經理人對球

隊之經營規劃，如比賽場次、對象、與收入分配等，已受到相當大的限制。CPS
一案，即涉及全球著名的職業籃球隊芝加哥公牛隊(Chicago Bulls)，控告其所屬

之聯盟 NBA 限制比賽的電視轉播場次的行為，有違反反托拉斯法之嫌。 爭議之

核心問題之一，即在於 NBA 及各加盟球隊間是否為單一的經濟體，而決定是否

該於修曼法第一條或第二條的規範架構下進行審查。  
    對此一問題，NBA辯稱，聯盟中之 29 支球隊雖皆為獨立之公司或企業組織，

而非聯盟之子公司; 但二者合作的目的，在創造“NBA籃球賽”此一產品，用以和

其他運動聯盟甚或其他休閒活動(電影、電視、觀賞歌劇等)競爭，從功能面來看，

二者應視為單一之經濟體。99 固然，各球隊各有其不同甚至於相對立之經營目

標，也即提高各自球隊之素質，以爭取球迷之支持; 但這並不表示，一旦這些球

隊選擇加入同一聯盟，此一聯盟就是卡特爾; 就如同麥當勞加盟主基於提高各自

利潤之目的而努力促銷加盟產品，並不表示麥當勞應被視為是一卡特爾組織一

樣。100 然而，聯邦地方法院對Copperweld原則採取相當狹義之解釋，認為該案

所強調者，乃具完全控制關係之二企業間方有形成“利益單一”(unity of interest)

                                                 
96 Id., at 1495 n.20.   
97 See North American Soccer League v. NFL, 670 F.2d 1249 (2nd Cir. 1982); Smith v. Pro Football, 
Inc., 593 F.2d 1173 (D.C. Cir. 1978).   
98 95 F.3d 593 (7th Cir. 1996).   
99 Id., at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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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反托斯法下被視為是單一經濟體之可能；反面言之，一旦控制程度不及百

分之百，企業間彼此出現利益衝突的情形即不可免。 此時，即不應再適用

Copperweld原則。101  據此，地方法院否決了NBA之抗辯。  
    本案上訴至第七巡迴上訴法院，由Easterbrook法官主筆之多數判決意見書，

廢棄了地方法院之認定。Easterbrook認為，Copperweld並非以組織間全然無利益

衝突作為判斷是否為單一經濟體之依據; 而是從實質上二企業間之合作關係，是

否具有提昇效率效果來區分，若二企業體的行為，具有提昇效率，而無限制市場

競爭效果者，即可視為是單一經濟體; 反之，則應視為是二個獨立的企業體; 至
於像合併、合資、或垂直交易安排這些同時具有限制競爭與促進效率效果者，則

居二個極端類型之中。 在Easterbrook所解讀的Copperweld原則下，類似像NBA
的運動聯盟，究應如何定位? Easterbrook認為，NBA具有單一經濟體與合資企業

的雙重角色，端視檢視者是從何種角度觀察。 從球迷與廣告業主的角度來看，

各類的NBA內部限制規則，無非是在維持球隊素質，而為提高球賽可看性所必

需，故“NBA藍球賽”應可歸類為是單一經濟體所生產之單一產品。102 但從想加

入NBA之大學球員的角度來看，因運動技術之高度專業化，使得想於加入後變換

其他運動聯盟的球員，往往需負擔相當高之轉換成本; 換言之，球員因相當“個
別化”的事前投資而被套牢於特定運動聯盟的事實，使各運動聯盟內的球隊比較

類似具有獨買力量之卡特爾組織。103 而由於CPS一案所涉及之爭議，乃球賽轉

播場次限制的問題，在Easterbrook的分類體系下，應視為是NBA單一經濟體所為

之行為，故應依修曼法第二條有關獨占之規定來進行審查，也即，原告需證明

NBA在相關市場內(運動市場或其他更廣的界定方法)具有獨占或市場支配地

位，始有勝訴之可能。104  
    殊值一提者，乃本案持協同意見的法官Cudahy, 對Easterbrook之判決理由，

有頗為精闢的補充說明與分析。 Cudahy認為，即使接受Easterbrook的以“效率”
或“財富極大化” (wealth maximization)作為判斷違法行主體個數之方法，也並不

表示我們可以全然漠視了Copperweld全部控制/非全部控制的二分式定性方法。 
事實上，只要聯盟內成員仍保有一定的自主權，或彼此間在利潤追求上與聯盟之

整體利益不盡一致時，球隊出現搭便車或採行對自已有利，但對聯盟整體不利等

無效率行為，即在所難免。 例如，對NBA而言，轉播每一場公牛隊的比賽，讓

廣大球迷不會錯過任何一次觀賞Michael Jordan出神入化球技，對聯盟而言，也

許是與利潤最大相符的政策。 但只要其他球隊保有其自主之經營權與對聯盟政

策一定程度之表決權，競爭與追求球隊各別利潤的壓力，勢必將迫使爾等反對此

一作法; 而此一無效率的結果，理應將NBA與球隊間之關係推向Easterbrook定性

                                                                                                                                            
100 Id., at 598.   
101 Id.   
102 Id., at 599.   
103 Id. 
10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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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譜上偏向“卡特爾”之一方。105 簡言之，Cudahy法官認為，只有在企業間具有

完全之控制關係，彼此追求利益之方向一致，方能避免上述悖離組織整體利益提

昇的現象出現，企業也才有可能在反托拉斯法上被視為是單一企業。106  
（四）小結 
    本小節以美國司法判決與判例為中心，詳細說明了在美國反托拉斯法，具實

質控制關係之二企業間有無成立聯合協議之可能的歷史演變。  綜言之，

Coppeerweld 雖然大幅修正了早期的「集團內勾結」原則的適用範圍，但對於不

具完全控制，或全然不具任何形式控股關係之企業，該案仍留有相當彈性的解釋

空間，而如 Photovest 或 Fotomat 等針對「集團內勾結」原則所提之較具體的判

斷準則，如稅務或會務是否分離、二者實質經營管理人員是否相同等，仍可用來

作為判斷企業單一性之初步標準。 而 Copperweld 後，美國下級法院針對該判例

於適用至不具形式控股，但有實質控制關係之加盟組織時，如何對彼此在反托拉

斯法上的地位定性所為之相關判決，特別是 CPS 案以效率作為界定之準則，很

值得我們深入思考。Easterbrook 法官於該案中所建立之分析建構，對我們探討加

盟總部與加盟主間究為單一經濟體或契約關係的啟發，乃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

會我們所關心的涉案市場為何(加盟行為對最終產品市場之影響，或加盟對加盟

主彼此間的排除競爭效果)，而有所不同。  
四、加盟契約限制競爭條款類型及反托拉斯法評估 
    於了解美國法對加盟契約於反托拉斯法下之定性問題後，本節進一步探討加

盟契約中之限制競爭條款，於該國反托拉斯法下之評價為何，特別是加盟總部與

加盟主間所成立之轉售價格維持(RPM), 區域限制條款(TR), 搭售(tying), 獨家

交易( Exclusive Dealing)等約定與聯合或濫用市場地位行為之關聯性，以及因不

同加盟條件，所可能產生與差別待遇規定相衝突之處。  
(一) 轉售價格維持(RPM)約定 
    與RPM之經濟理論分析相較，美國反托拉斯法對垂直轉售價格限制之規範，

雖曾有過立法上之些許變革，107 但法院基本上仍對其在競爭法上之合法性採取

相當保留的態度。 就類型而言，常見者有最低(minimum)與最高(maximum)轉售

價格二者。 各相關之反托拉斯法原則分述如下。 
1. 最低轉售價格維持(minimum RPM) 
    從二十世紀初開始至今，minimum RPM一直為美國聯邦最高法院認定為當

然違法(per se illegal)之行為。 其中，Dr. Miles Medical Co. v. John D. Park & 
Sons108可視為是此一原則建立之濫殤。Dr. Miles為一藥品製造商，並以雙重行銷

                                                 
105 See id., at 603.    
106 Id., at 606.   
107 例如，在 1937 年時，美國國會制定了Miller-Tydings Act, 排除為州法所允許之轉售價格安排

行為違反聯邦法律之可能。 另外，McGuire Act則允許州得授權製造商進行限制轉售價格的行為。 
惟二法案均於 1975 年為美國國會所廢除。 See AREEDA & KAPLOW, supra note____, at ¶407.    
108 220 U.S. 373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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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出售其藥品。 就批發市場部份，被告以寄售(consignment)的方式銷售其

產品，而在零售市場部分，則與各零售商成立產品經銷契約之方式出售其產品。 
而在後者的契約中，Dr. Miles更進一步限制了零售商轉售之最低價格。109  美國

聯邦最高法院多數大法官於審理此案時，所先區分了二項銷售安排之不同，爾等

認為只有在零售安排部分，方有所謂的“轉售”(resale)行為出現，而始有適用修曼

法之餘地。110  法院首先指出，財產權的最要本質即在於所有權人享有自由轉讓

的權利，而任何對該項權利之限制，於習慣法(common law)下將被視為是與公共

政策相違之行為，除非該行為從公共利益或相關當事人的角度來看尚屬合理, 否
則應屬無效。111 就本案限制轉售價格部分，聯邦最高法院認為Dr,. Miles可以利

用此一方式成功地與其零售商達成聯合訂價與避免市場競爭之目的，即使限制轉

售價格可能對被告有利，但不得以此而將RPM之負面效果合法化。112 法院認為

Dr. Miles之行為已違反了習慣法和修曼法之規定。113

    除轉售之要件外，當事人雙方尚需對轉售價格在有協議(agreement)，換言

之，假若轉售價格係由當事人之一方所單方決定者，則將不符合RPM 之違法構

成要件。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Colgate一案中114表示，被告雖不得限制與強迫其

下游經銷商接受其轉售價格條件，但並不表示當事人不得於事先告知經銷商其價

格限制要求，並表明不與不願遵守該條件之廠商締約之權；換言之，當事人決定

其交易對象之自由仍應受到法律對等之保障。115  
    針對Colgate一案所建立之以單方(unilateral)或雙方(mutual)行為，作為決定是

否適用當然違法原則之依據，美國聯邦最高法藉由其後的Monsanto Co. v. 
Spray-Rite Corp.一案，116就所謂單方或雙方行為之證據判斷法則有更為具體的說

明。 Spray-Rite公司為生產農業用化學藥品公司Monsanto之授權經銷商，因將

Monsanto之產品折價售出，遭Monsanto終止經銷契約。 Spray-Rite認為此舉形同

Monsanto和其他的經銷商聯合限制了產品之最低轉售價格，已違反了修曼法第一

條之規定，乃向法院提起此一反托拉斯法訴訟。117 本案審理的重點集中於被告

因接獲來自與原告具競爭關係之其他經銷商的檢舉後，終止原告之經銷權，就證

據力而言，是否已足以讓法院認定爾等已有限制價格協議存在，而得以簡易判決

(summary judgment)的方式，判決被告敗訴。 經上訴至聯邦最高法院後，大法官

雖再度肯定Colgate法則，但也同時指出, 由於單方行為與雙方行為對市場競爭所

往往具有同等之經濟效果，連帶的也使得該法則在適用時產生一定之困難。 不
同於以往的判決，最高法院對最低RPM所具有之正面競爭效果，特別是其在解決

                                                 
109 Id., at 380.   
110 Id., at 398.   
111 Id., at 406-07.  
112 Id., at 407.     
113 Id., at 409.   
114 U.S. v. Colgate & Co., 250 U.S. 300 (1919).   
115 Id., at 306-07.   
116 465 U.S. 752 (1984).  
117 Id., at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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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代理人」二難，進而提高產品行銷效率的功能上，判決中皆有頗為詳

細的說明。大法官指出，製造商有必要掌握產品價格或銷售情形等相關資訊，以

了解下游廠商是否有足夠的利潤，以提供最終消費者較佳的服務品質；而就資訊

的收集而言，經銷商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製造商與經銷商間之各類合作與資

訊交換行為實有其商業考量下之正當性。118  也因此，單以競爭者之檢舉折扣信

函，尚不足以推出已有限制轉售價格的協議存在之法律結論，而必需有直接或間

接之證據以合理的證明，製造商與經銷商之間，具有對實現不法目的共同計劃之

“暗默承諾”(conscious commitment)，119 並足以排除被告間之行為是基於獨立商

業考量所為者的可能性始可。120

    至於Colgate與Monsanto原則於加盟事業之具體適用情形，Helicopter Support 
System, Inc. v. Hughes Helicopter, Inc.121一案頗具代表性。 該案被告Hughes公司

為國際知名之直昇機製造商；原告(“HSS”)則為加盟Hughes公司產品零件與維修

服務之公司。 透過折扣廣告， HSS成功地拓展其在全球的業務。Hughes公司於

1983 年以HSS未能提供其所要求之維修服務品質為由，終止其加盟權; HSS隨後

提起此一反托拉斯法訴訟，主張Hughes公司終止其加盟的真正原因，乃HSS的折

扣廣告，已嚴重影響Hughes公司在國外之其他經銷商之利潤，HSS以相關之通信

紀錄與合約條款，認為Hughes與其他經銷商間已有維持最低轉售價格之協議。122   
    承襲Monsanto之原則，美國第十一上訴巡迴法院，對於經銷或加盟權因折扣

而被終止的事實，是否可被認定為對轉售價格之限制的問題，建立了二階段之檢

試標準。123 第一階段，原告必需說服法院，客觀而言，其所主張之轉售價格協

議，在經濟上是合理可行的; 第二階段，依Monsanto原則，原告需進一步證明，

被告之所以終止原告之加盟權，並非是其獨立考量下之決定。 就第一項檢試標

準而言，上訴法院認為HSS的指控是合理的，特別是Hughes可利用對下游廠商之

價格控制，抬高市場之價格，並立即與勾結之經銷商獲取獨占利潤，因為對Hughes
產品之零件而言，Hughes是市場唯一的供應商，並無其他之競爭者與其對抗。124 
就第二項檢試標準而言，上訴法院發現Hughes公司在收到其英國經銷商之檢舉信

後，即回函表示將迅速處理HSS折扣的問題，並要求經銷商爾後若有類似情事發

生，務必要通知Hughes。 從這些通信內容，法院認為陪審團應可合理的推論出，

對未來可能之價格折扣，只要經銷商向Hughes反應，Hughes即有義務加以制止。
125  另外，經銷商於收到Hughes之信件後，立即回函Hughes表示感謝之意，也

突顯了經銷商願意於未來承擔向Hughes報告降價事由以共同維持轉售價格的義

                                                 
118 Id., at 762，763-64.   
119 Id, at 768。  
120 Id., at 762.   
121 818 F.2d 1530 (1987).   
122 Id., at 1531-32.   
123 Id., at 1534.   
124 Id. 
125 Id., at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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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126  
    綜言之，Monsanto 一案將美國法對最低 RPM 之適法性探討，引導至關於當

事人間是否存在有限制轉售價格之協議(agreement), 抑或僅是製造商之單方行為

此一問題的證據認定與判斷分析上，若是前者，則適用當然違法原則，法院無需

就被告之市場地位加以判斷。這或許可以解釋在 Helicopter 的二階段檢試標準

下，為何法院於論及第一項檢試標準時，對 Hughes 何以有能力藉由與經銷商的

轉售價格限制約定，而獲取額外之獨占利潤僅輕描淡寫的一筆帶過，而未就

Hughes 於相關產品服務之加盟或經銷市場究享有多少市場力量為深入之分析。 
若是後者，則從法律構成要件的觀點上，並無成立 RPM 之可能，而任何因上游

廠商對價格所為之限制行為，若具有違反市場競爭的效果，可能需置於與濫用獨

占力量之分析架構下進行討論；換言之，在美國法下，此時方有依“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界定相關市場範圍以及考量被告行為之正面競爭效果之必要。 
2. 最高轉售價格維持 
    於 1997 年之前，美國反托拉斯法對最低與最高轉售價格維持約定，係採取

一視同仁的法律對待，也即最高轉售價格也屬當然違法之行為。其中，Albrecht v. 
Herald Co.127一案，更是將近三十年來，美國各級法院引為處理最高RPM之法律

依據。 依Albrecht之結論，最高RPM具有便利上下游廠商彼此間進行價格聯合行

為，與提高市場集中度等主要反競爭效果。128 然而該案自判決之始即受到諸多

的批評，使得聯邦最高法院終於在 1997 年 11 月 4 日，以State Oil Co. v. Khan一
案，129推翻了Albrecht, 而改以合理原則來審理最高RPM. 
    該案原告Khan承租State Oil公司所屬之加油站及其便利商店，並於契約中允

諾，將以State Oil所建議之轉售價格扣除每加侖美金 3.25分之零售利潤向State Oil
購買所需之汽油。 原告之售價可以高於State Oil之建議價格，但多餘之利潤需回

扣予State Oil. 130   於營運一年後，因因獲利不如預期無法依約支付租金，原告

遭被告解約並要求返還租賃物。 Khan則另狀控告State Oil之加盟契約已限制加

盟加油站之最高轉售價格，當然違反了修盟法之規定。131  經當事人上訴至最高

法院後，大法官以下列理由推翻了Albrecht一案。 大法官首先強調，修曼法之精

神在保護不同品牌間之競爭; 而不論價格之決定過程為何，只需約定之轉售價格

在掠奪水平之上，且無削弱不同品牌競爭之虞，較低之價格事實上對消費者是有

利的。132  據此，最高法院認為，最高RPM並不具有需以「當然違法」原則始

能防堵之對消費者或市場之傷害。 此外，大法官肯定最高RPM在解決學理上所

                                                 
126 Id. 
127 390 U.S. 145 (1968) 
128 詳細之介紹與分析，請參閱陳志民著，「『接續性獨占』，共謀理論，與『最高轉售價格維

持』約定」，法政學報，第九期，頁 63，72-78(1999 年 1 月)。  
129 118 S.Ct. 275(1997) 
130 Id., at 278.   
131 Id., at 279.   
132 Id., at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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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接續性獨占」(successive monopoly)問題所具有之正面功能，認為上游廠商

之所以限制下游市場之最高售價，往往係出於避免下游獨占力量被濫用，而導致

整體銷售量降低之正當商業性考量，而不當然是出於妨害市場競爭之惡意。133 再
者，美國聯邦最高法院特別指出，假使上游廠商有實行最高價格限制之必要性，

將其視為當然違法，很可能只是迫使其改採垂直整合的行銷方式，連帶的將使市

場之獨立經銷商之人數減少，對維護經銷商之價格決定自由，並無實質的幫助。 
而如果最高RPM真如Albrecht一案所言，將使下游經銷商之利潤過低，而無法提

供必要之服務，受害者除消費者外，尚包括製造商本身，故依常理判斷，製造商

實不可能採行最高RPM。 更何況，因最高RPM制度而無力提供必要服務之經銷

商，很可能也是較無效率之廠商，爾等之退出市場，不盡然對消費者或競爭有害。
134  最後，針對Albrecht所提及之最高與最低RPM均有便利廠商實施共謀之效

果，最高法院認為仍需就市場競爭人數之多寡及其個別占有率為進一步的分析。
135  最高法院認為，上列之幾項法律爭議，均有待各級法院運用「合理原則」來

審視個案相關事實，始能求得一合理之結論。  
(二) 區域限制(territorial restriction; TR)約定 
    於現實市場中，製造商依不同地理區域對經銷商劃分銷售責任區域，並對越

區者施以處罰，不僅於加盟事業，在其他垂直交易類型中也頗為常見，而 1977
年著名的Sylvania一案，更確立了TR條款需依合理原則加以審查之法律原則.136  
Sylvania是美國一家電視製造商。 於 1962 年之前，主要以獨立經銷商或直營店

的方式銷售其電視產品。 為因應需求的大幅滑落，Sylvania乃修正其行銷策略，

逐漸改以加盟的方式出售其產品。 而依照其與各加盟主間之契約，Sylvania有權

限制各銷售區域內之加盟主數目，並禁止各加盟主將產品銷售至非授權區域; 另
外，Sylvania保有於特定區域指定另一加盟主之權利。137  原告為Sylvania於舊金

山地區之加盟店，因不滿被告於該地另行設立加盟店，乃違約將產品售至其他授

權加盟之區域，而遭Sylvania終止其加盟權。 原告則提起此一訴訟，主張Sylvania
之加盟區域限制約定，已違反修曼法之規定。138

    在由Powell大法官所主筆的判決中，聯邦最高法院確立了「合理原則」為審

理反托拉斯法案件之主要法律標準，任何偏離該原則之修正，如當然違法原則，

必需建立於違法行為之經濟效果評估上，而非借助於行為類型之形式區分。139  
多數大法官認為，TR雖具有限制角同種品牌競爭(intrabrand competition)之效果，

但只要異種品牌競爭(interbrand competition)強度足以維持，單一加盟總部是無法

藉由TR來遂行其妨害市場競爭之目的的，因此，異種品牌間之競爭強度才是反

                                                 
133 Id. 
134 Id., at 283.   
135 Id.   
136 Continental T,V., Inc. v. GTE Sylvania, 433 U.S. 36 (1977).  
137 Id., at 38.   
138 Id., at 39-40.   
139 Id., at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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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拉斯法適用之重點。140 就本案而言，雖然TR條款已限制了Sylvania加盟主彼

此間之競爭，但Sylvania於特定授權區域內獲取獨占利潤之機會，將會因消費者

得以轉向區域內其他電視品牌製造商購買所需產品，而受到制衡。141 另外，從

TR之積極效果來看，TR是加盟總部用以吸引經銷商投資必要之加盟產品促銷活

動與維持產品品質之有效行銷手段之一，並具有避免加盟主間從事搭便車行為之

功能。142

    Sylvania可視為是美國反托拉斯法具里程碑地位之重要判決，特別是由於法

院將異種品牌競爭視為是反托拉斯法在非價格垂直交易限制行為中之最主要執

法關懷，連帶的，加盟總部相對於其他加盟系統競爭者之“水平”市場力量的有

無，將成為行為合法與否最具關鍵性的要素，至於垂直面來講，加盟總部所為之

各類非價格契約限制，對加盟主而言是否構成對其營業自由之不公平限制? 則顯

得不是那麼的重要。 而美國各級法院在合理原則下，除需就TR在解決「當事人

-代理人」問題之功能加以審酌外，相關產品與地理市場的界定問題，也成為爾

等所必需面對與決定之重要先決問題。 就加盟業而言，美國第三上訴巡迴法院

在Tunis Brothers Co. v. Ford Motor Co.一案，對此有頗為具體之說明，值得參考。
143

    該案原告Tunis Brothers公司為Ford汽車公司位於美國賓州的加盟廠商，主要

銷售產品為該公司所生產之農業與工業用拖車(tractor).  本案之反托拉斯法爭議

為Tunis Brothers擬將公司讓渡予第三人，但Ford公司拒絕Tunis Brothers所提之在

公司移轉後，加盟契約仍對該買受人繼續存在的請求，並終止了與Tunis Brothers
的加盟關係。 原告認為，Ford公司此舉意在排除來自原告的競爭，以扶植該地

另一家Ford公司之加盟廠商; Tunis Brothers認為此形同是Ford與其他經銷商間之

具有限制市場競爭效果之聯合協議，已違反修曼法第一條之規定。144    
    在Sylvania強調異種品牌競爭重要性的精神下，上訴法院將判決的重心全置

於相關市場的界定上，以決定Ford公司是否具有實行原告所指控之反競爭行為的

能力。 就相關產品市場部分，上訴法院依循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於 1956 年Du Pont
一案之原則，以產品間之需求交叉彈性作為決定的標準，調查具相同消費目的的

消費者，是否將其他汽車公司所生產的拖車視為是合理可替代之產品。145  上訴

法院首先指出，就汽車業而言，過去法院的判例或判決鮮少將單一汽車品牌視為

是獨立的相關市場。146 另從法院所傳訊的多位證人的證詞中也可發現，Ford所
生產之拖車或許是消費者較偏愛(preferred)的車種，但絕非是爾等於購買時的唯

一選擇，消費者對拖車價格的變動，仍具相當的敏感性; 事實上，即使是原告，

                                                 
140 Id., at 52 n.19.   
141 Id., at 54.   
142 Id., at 55.   
143 952 F.2d 715 (3rd Cir. 1991).   
144 Id., at 718.   
145 Id., at 722.   
146 Id., at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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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其申請加盟之相關文件中把非Ford拖車列為是未來的競爭對象。147  因此，

本案的相關產品應包括Ford與非Ford公司生產之拖車。  
    至於在相關地理市場的部分，上訴法院以買方得以合理取得所需之產品或服

務範圍作為界定之標準，其範圍的大小則取決於產品之價格、耐久性、與大小，

例如，消費者於購買拖車時，搜尋與比價的區域範圍必然會大於日常用品。148  同
樣的，法院所訊問之消費者均認為，就地理區域而言，Tunis Brothers或許是較為

便利(convenience)的加盟主; 但多數仍同時向不同廠牌廠商位於不同地區之加盟

主購買所需之拖車;149 很顯然的，買方可以合理取得產品之市場範圍要遠大於原

告所在之營業區域。 另外，美國部分州為求明確，嚐試以立法的方式界定加盟

關係中的相關市場範圍。 例如在麻州汽車交易商法(Massachusetts Automobile 
Dealers’ Act)第§4(3)(l)條即明定所謂的相關市場乃指緊鄰汽車交易商，並為交易

商開業年度或最近三年新車銷售或服務收入三分之二以上來源之地理區域範

圍。150  
Sylvania於加盟業中所可能衍生的另一項反托拉斯法適用問題，乃是當加

盟總部同時擁有直營店，而同時與加盟主處於競爭者關係時，TR除了是對同種

品牌競爭的限制外，實質上也可能具有限制水平競爭的效果。 此時在反托拉斯

法上，是否可將其轉換為是一項水平市場分割的行為，而適用當然違法原則?  在
Sylvania一案出現之前，美國下級法院的相關判決中不乏有將雙重行銷下之TR視
為是水平聯合行為的判決。 例如在American Motor Inns v. Holiday Inns一案151

中，被告Holiday Inns(HI)為美國著名之連鎖加盟旅館，除授權加盟外，Holiday Inns
本身也以直營的方式經營多家Holiday Inns旅館，而原告American Motor 
Inns(AMI)即是Holiday Inns最大的加盟主，旗下共計有 48 家Holiday Inns旅館。152  
本案爭議源起於AMI向HI申請設立新的HI加盟旅館，HI依加盟規定將該申請送交

由旗下加盟主所組成之加盟委員會(Franchise Committee)審查，但被拒絕。153 聯
邦上訴法院於判決中認為，HI允許加盟主得對同業的新加盟申請表示意見，形同

參與並組織下游市場中的市場分割聯合協議，此一加盟約定應以水平交易限制視

之。154   
    於Sylvania一案後，部分聯邦上訴法院對此問題，仍採取較為形式化之判斷

方法，以區域限制條款的出現的主要來源(source)作為依據: 若TR的出現，主要

係以水平競爭者間之合意為其來源，則法院將傾向於將其視為是水平之交易限制; 
反之，若TR係由上游廠商所主導發動者，則本質上應可視為是垂直交易限制，

                                                 
147 Id., at 725-26.   
148 Id., at 726.   
149Id.   
150 請參考American Honda Motor Co. v. Bernardi’s Inc., 198 F. 3d 293 (1st Cir. 1999).   
151 521 F.2d 1230 (3rd Cir. 1975).   
152 Id., at 1235.   
153 Id., at 12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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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理由在於法院相信，若TR是由加盟總部所發動，則較有可能是出自於其對提

昇異種品牌競爭目的的考量。155  不過，綜合而言，Sylvania重實質經濟效果評

估，而輕形式區分之判決理由，似乎已引導更多的下級法院逐漸淡化此一定性問

題的重要性。 其中，Krehl v. Baskin-Robbins Ice Cream Co.一案，156具體呈現了

此一走向。 被告Baskin-Robbins在訴訟當時為美國最大之冰淇淋專業製造商，以

加盟與直營二大方式銷售其產品。157 原告乃被告之加盟主，於訴訟中主張在雙

重行銷制度下，Baskin-Robbins 一方面為商標之授權者，另一方面又保留與被授

權者於特定區域內競爭之權利，此已構成違法之水平市場分割行為。158  聯邦第

三上訴巡迴法院除以無證據顯示被告與其加盟主之間存有分割市場的合意為

由，而否決了修曼法第一條之指控外，更指出，在Sylvania的精神下，法院審理

的重點不在於雙重行銷制度下，垂直與水平效果何者較明顯，而在於該制度對競

爭之實質影響程度為何。159  單以Baskin-Robbins保留在某些區域直營的權利，

而認為其有與其他加盟主分割市場之意圖，正是Sylvania所欲避免之“形式區

分”。160  原告不但未能證明雙重行銷制度已對異種品牌競爭產生負面的影響，

法院更認為該行銷方式有助於被告拓展其產品市場，並使Baskin-Robbins由地區

性之廠商，躍升為一極具競爭力之國際性品牌。161 再者，法院強調，近代相關

經濟理論已指出， 執法部門干預不具反競爭效果之行銷安排，反而是在妨礙市

場競爭。 當製造商享有選擇自已認為最適當之行銷管道與經銷商的自由時，競

爭強度將可因此而獲得保障與提昇; 而廠商於尋求最低行銷成本的同時，消費者

往往也將因此而受惠。162  司法於此時似應扮演更為自制的角色。 
(三) 搭售與獨家交易約定 
1. 加盟事業中之搭售安排 
    在美國反托拉斯法下，構成搭售之契約內容可包括各類強制性之銷售(sales)
或租賃(lease)組合，而一旦行為該當搭售之法律要件，即有可能被法院依修曼法

第一條之規定，認定為具限制交易效果之違法行為，或依克雷頓法(Clayton Act)
第三條之規定，認定為是具實質降低競爭或創造獨占的行為。 而二項法律於適

用時之差異在於，克雷頓法只適用於商品間之搭售行為，若搭售安排中涉及非商

品，如服務或廣告時，則只能以修曼法來加以規範。 美國在過去三十年來關於

搭售的案件，有相當大的部分都與加盟事業有關；其中，加盟總部以加盟主同時

需向其購買所需之產品、原料或使用加盟總部事先選定之店面，作為加盟總部授

                                                 
155 E. THOMAS SULLIVAN & JEFFREY L. HARRISON, UNDERSTANDING ANTITRUST AND ITS ECONOMIC 
IMPLICATIONS 244 (3rd ed. 1998).   
156 664 F.2d 1348 (9th Cir., 1982).  
157 Id., at 1350-51.   
158 Id., at 1354。  
159 Id., at 1356.   
160 Id. 
161 Id.  Richard Posner, The Next Step in the Antitrust Treatment of Restricted Distribution: Per Se 
Legality, 48 U. CHI. L. REV. 6, 21 (1981).  
162 664 F.2d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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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加盟之條件等，更是實務上常見之糾紛。 
    就經濟效果而言，搭售之反競爭效果，主要在於其對被搭售產品(tied product)
競爭者所產生之排除效果(foreclosure effect)。163 簡言之，具市場力量之主要產

品(tying product)生產者，可利用搭售強迫消費者同時購買其所生產而消費者不一

定需要之被搭售產品，進而擴張其在被搭售產品市場之市場占有率。 另外，搭

售也常為廠商運用作為建構參進障礙之工具。164  而就司法實務而言，美國聯邦

最高法院雖然自 20 世紀初以來，已對搭售行為作出為數不少的重要判例，並於

判決理由中對搭售行為之法律定性問題與競爭效果評估有極深入之分析，但嚴格

而言，大法官僅建立了原則性之審理標準(standard), 判決中並未明確表示最高法

院所接受之具體審理要件(criteria)及其判斷順序為何。 反而是下級法院經常於各

案中試圖建立起較為明確之檢試要件。165  其中，最常為法院所引用者，當屬聯

邦第九上訴巡迴法院於Siegel v. Chicken Delight, Inc.166所適用之檢試方法。 依該

案之判決理由，不法搭售行為必需滿足以下幾項要件: 一，主要產品與被搭售產

品需為個別產品(separate products); 二，實施搭售行為之廠商需在主要產品市場

具有一定之市場力量，而足以令其利用搭售安排限制被搭售產品之競爭; 三，搭

售對相關市場交易量應具有“非不具實質” (not insubstantial)之影響。 其中，搭售

對市場交易量之影響程度，因相對的有較為客觀之證據可作為判斷之依據，故較

無爭議。 而前二項要件之判斷，特別是市場力量有無，往往是訴訟上原被告歧

見最大的法律問題。  
    首先就“個別產品”要件而言，究竟主要產品與被搭售產品在何種情形下可被

視為是單一產品，而無成立搭售之可能?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於 1984 年的Jefferson 
Parish v. Hyde的判決中，明確宣示了以產品“需求特微”(character of demand)作為

判斷此一問題之原則。167  換言之，法院需調查消費者對被搭售產品是否存有充

分之需求，而足以讓其他廠商能分別且有效率地提供該產品。 如果是，則為個

別產品。 惟O’Connor大法官在該案的協同意見書中，對此問題採取了不同的看

法，其認為，產品是否為反托拉斯法下之個別產品，不能僅依被搭售產品是否存

有個別與充分的需求來判斷。如果搭售之“經濟優越性”(economic advantage)相當

顯著時，縱使存有各別之需求與不同之用途，二產品也不應被視為是個別產品.168

    事實上，O’Conner此一強調產品經濟功能關係之見解，早於Jefferson Parish
之前，即被美國聯邦下級法院引為決定加盟搭售是否成立之考量要素。 以類似

O’Conner所言之“經濟優越性”理論，對於加盟總部之搭售安排，下級法院或以其

乃加盟總部維持品牌商譽，避免加盟主彼此搭便車行為所必需，或以搭售具有提

                                                 
163 詳細之說明，請參閱陳志民著，「論美國反托拉斯法對搭售安排『個別產品』要件之認定標

準」，第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易法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481-485 (1999 年 11 月)。  
164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155 (2nd ed. 1993).  
165 Id., at 149.   
166 448 F.2d 43 (9th Cir. 1971).    
167 466 U.S. 2, 19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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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加盟產品行銷效率為由，而拒絕將加盟商標授權與被搭售產品視為是個別產

品。 前者，如在上述的Krehl一案中，被告Baskin-Robbins要求所有加盟主必需

同時購買其所生產之冰淇淋，方能取得其加盟授權。 被告主張此乃其控制產品

品質之方法，並得到上訴法院之支持。 法官認為，Baskin-Robbins乃採產品加盟

(product franchise), 於此體系下，加盟主只是扮演產品流通至最終消費者的中介

管道(conduit)的角色，169 更重要的是加盟產品品質的好壞，因其與被告之商譽

有密不可分之關係，故被告有理由將二者視為是必需同時出售之單一產品。 殊
值注意者，乃聯邦第九上訴巡迴法院之所以以加盟類型之特質為其判決之基礎，

似乎有意藉此以調合本案與其先前在Chicken Delight中所持的相反認定結論有所

區隔。 Chicken Delight同樣涉及被告以同時購買生產設備與原料作為授權之條

件。  不同的是，Chicken Delight所採行的是企業規劃加盟 (business-format 
franchise)，加盟授權之內容較廣，包含整體企業統一化之營業方法，因此，加盟

總部之商標或商譽與加盟企業之經營成效有關，而與產品之來源無涉，而加盟總

部也不應以控制品質為由，限制加盟主取得生產設備與原料方法。170

至於搭售與提昇加盟產品行銷效率之關係，著名的Principe v. McDonald’s一
案，有詳細之說明。171  被告麥當勞公司要求原告需同時承租麥當勞預先選定之

店面，並以加盟主毛收入之 8%作為租金，始能取得加盟授權。172  原告以該行

為違反修曼法而提起訴訟。 對於個別產品此一要件，法院認為需以被搭售產品

是否為確保加盟事業成功的關鍵要素來判斷，而依法院之見，麥當勞之租賃安排

與其加盟系統能否成功運作有不可分之關聯，故二者為單一產品。 法院之主要

理由有四。173  其一，麥當勞在加盟地點的選擇上有原告所不及之專業判斷能

力，其可確保加盟主得以因加盟而獲得一定之利潤; 並避免旗下各加盟主在競爭

激烈的速食業市場中彼此惡性競爭; 其二，麥當勞得因保有加盟主店面的所有

權，持續享有地理上之競爭優勢，並移轉予未來不同的加盟主，而不會因加盟契

約終止而需另覓加盟店面，而喪失既有的商機; 其三，以租賃麥當勞店面作為授

權條件，可使麥當勞得專以加盟申請人之經營才能作為是否授權之考量，而無需

過度擔心其是否具有適合之不動產或足夠之資力以經營加盟事業。 而好的經營

人才，對麥當勞商譽之維護，必然有正面之功能; 就加盟主而言，也可因此而節

省搜尋適合店面、不動產買賣或銀行貸款等成本的好處; 最後，由於不論是麥當

勞或其加盟主，均需於加盟之始投入相當的資金，此種對加盟事業成功與否休戚

與共的合夥關係，使加盟麥當勞代表的不只是取得一個商標的授權，而是一套整

體性之經營公式。 也因此，法院不認為加盟授權與租賃義務二者是可分的產品。  
 就市場力量要件而言，美國聯邦最高法院 1992 年Kodak一案，對傳統反托拉

                                                 
169 664 F.2d 1353.   
170 Id., at 49.  有關此二案例之分析，請參閱陳志民著，前註____，頁 501。 
171 631 F.2d 303 (4th Cir. 1980).   
172 Id., at 304.   
173 Id., at 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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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法之認定標準作了相當重大的變革。174  該案涉及被告Kodak公司，以同時使

用Kodak之售後維修服務或自行維修，作為公司出售影印機零件與消費者之條

件。  Kodak之搭售安排，嚴重影響了獨立維修組織 (Independent Service 
Organization; ISO)之交易機會，而遭該組織成員提起此一反托拉斯法訴訟。 雖
然Kodak一再辯稱，Kodak影印機於影印機市場之占有率並不高，因此，任何利

用搭售的方式，企圖增加Kodak在維修零件市場占有率之作法，將導致消費者放

棄購買Kodak的影印機; 換言之，Kodak並無法利用搭售來增加自已之可得利潤。
175  但此一主張並不為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所採，大法官認為由於影印機乃複雜的

精密設備，消費者根本無法於選購之始充分掌握影印機之使用年限及其可能之折

舊成本為何，換言之，對買方而言，存有相當高之資訊成本。176  而買方在未掌

握產品資訊下購買了Kodak影印機後，很可能必需被套牢(lock-in)於與Kodak之維

修服務關係中，因為此時考量改用其他廠牌影印機之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s)
可能過高。177  因此，即使Kodak於水平市場並無足夠之市場占有率，但就垂直

面而言，仍有強迫消費者使用其售後服務之實質經濟力。 
    Kodak所建立之「單一品牌獨占」理論, 若專從保護加盟主權益的角度著手，

似乎更具有適用之餘地。178 面對各加盟業以商標品牌差異性之競爭方式，加盟

主於決定是否加入某一加盟體系時，即需承擔相當之資訊成本; 而如前所述，於

加盟之始，加盟主針對加盟總部所為之各類特定投資(店面裝璜、員工訓練等)，
更是其所無法忽略之轉換成本; 換言之，即使加盟利益非當初所預期，加盟主可

能仍需被套牢於既有之加盟關係中。 或許是這種思惟，促使法院在Wilson v. 
Mobil Oil Corp.179一案中，認定被告之加盟體系，在「機油更換服務」此一相關

市場中具有市場力量，故其要求原告加盟主需同時購買其不需要且價格較高之

Mobil機油之搭售行為已違法。 依Kodak原則，法院於判決中特別強調本案原告

對此一企業規劃加盟所為之資本財投入，要遠高於Kodak案中之影印機，而縱使

被告已告知原告關於搭售之加盟條件，但原告難以事先就加盟之價值為精確估算

的問題，也可能較Kodak更為嚴重;180 加盟主利用加盟主之資訊成本與轉換成

本，而以各類不公平交易條件以限制加盟主營業自由之可行性相對的也將提高。 
    然而Kodak原則也引起美國反托拉斯法學界不少的批評。 事實上，在現實的

市場交易中，鮮少是在雙方均享有充分資訊的情形下所完成的。 對於同樣是透

過雙方合意所成立之契約行為，法院該如何區分何者是合法的契約 “限
制”(restraints)，何者是當事人一方利用資訊上的優勢，以“套牢”相對人之反競爭

                                                 
174 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Inc., 504 U.S. 451 (1992).   
175 Id., at 466.   
176 Id., at 473 & n. 20.   
177 Id., at 476, 477.   
178 See Alan H. Silberman, The Myth of Franchise “Market Power”, 65 ANTITRUST L.J. 181, 181-82 
(1996).   
179 940 F. Supp. 944 (E. D. La. 1996).  
180 Id., at 9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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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呢? 行為人相對於其他競爭者之水平市場力量，仍是較為客觀與妥適之判斷

方法。 更重要的是，Kodak原則可能提供了契約相關當事人從事“契約後投機行

為”(post-contractual opportunism)之誘因。 對於任何不如事先預期之契約關係，

當事人皆可以在事後以被對方“套牢”為由，主張契約不法而無效。181  有鑑於

此，聯邦地方法院在Queen City Pizza, Inc. v. Domino’s Pizza, Inc.一案中，將搭售

契約中的市場力量概念區分為契約前(pre-contractual)與契約後(post-contractual)
二類型:182 前者乃被告於速食業加盟相關市場中，是否有強迫加盟主購買被搭售

產品之經濟力; 後者是加盟總部由已成立之加盟契約中所衍生之對其加盟主的

經濟力，而前者才是反托拉斯法所應關心之問題。183 法院表示，若不為此一劃

分，當加盟主因可歸責於自已之事由，而無法履行加盟契約之義務時，Kodak原
則反而很可能會為其所運用來作為幫自已“解套”的工具。 
1. 加盟與獨家交易安排 
與搭售安排相較，獨家交易安排在美國反托拉斯法下之地位顯得單純許多。 美

國聯邦最高法院於 1961 年的Tempa Electric Co. v. Nashville Coal Co.一案，即已

確立了以「合理原則」作為審查標準。184  Tempa火力發電公司在與Nashville煤
礦公司所訂定之煤礦採購契約中，允諾向Nashville購買未來二十年內Tempa發電

所需之所有煤礦。 事後Nashville違約，並向法院起訴主張其與Tempa之獨家交易

契約違反克雷頓法第三條之規定。185  在「合理原則」下，聯邦最高法院首先確

立了獨家交易之違法性，取決於排除市場競爭的程度。 因此，法院首先需確定

相關市場為何。 依最高法院之界正與估算，本案相關市場內之競爭者，因獨定

交易安排所減少之市場占有率，約只有 0.77%。186  更重要的，法院對於獨家交

易之正面經濟效果也多所著墨，特別是大法官認為獨家交易契約使Tempa得以提

供消費者更為穩定之電力服務，在排除效果相當不顯著的情形下，獨家交易實為

一對社會整體有利之行為。187

    除了極少數的例外情形，Tempa一案後，美國各級法院已普遍運用合理原則

審查獨家交易行為，其步驟有二。 首先，法院必需決定相關市場內之競爭者因

獨家交易而被排除於市場競爭之外之程度為何。 這一部分之審查要素包括競爭

者市場占有率之改變、獨家交易契約期間之長短、市場中使用獨家交易安排之普

遍程度為何、市場集中度、以及是否存在有其他的供應來源等。188  第二個步驟

則是獨家交易安排正負面市場競爭效果的互相抵銷。 就加盟而言，此一部分主

要在於審查獨家交易安排在解決加盟關係下，諸如避免加盟主出現搭便中行為等

                                                 
181 Silberman, supra note 176, at 183; Benjamin Klein, Market Power in Antitrust: Economic Analysis 
after Kodak, 3 SUP. CT. ECON. REV. 43, 58 (1996).    
182 124 F.3d. 430 (3rd Cir. 1997) 
183 Id., at 440, 441.  .   
184 365 U.S. 320 (1961).   
185 Id., at 321.   
186 Id., at 333.   
187 Id., at 334.   
188 HERBERT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390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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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理問題之效果為何。 例如在上述之American Motor Inn一案中，被告HI於加盟

契約中要求原告AMI不得經營非HI之旅館。 上訴法院即認為下級法院並未就HI
所提關於其使用獨家交易之經濟上理論為應有之審查，特別是被告所提之獨家交

易安排的目的在避免加盟主，以HI之品牌知名度，促銷非HI之業務(“誘引-轉換”
問題)，189 以及獨家交易可以在加盟主間營造出的加盟品牌忠誠度，鼓勵同一體

系加盟主彼此交換經營與如何改善服務品質之心得等。190

(四) 差別取價 
    依美國Robinson-Patman Act第 2(a)條之規定，191對於同等級或同品質之商

品，對不同之買方收取不同之價格，即構成差別取價，若具有降低市場競爭效果，

或有創造獨占之虞時，即屬違法。 但該條規定列有二項例外免責規定。 其一為

「功能性折扣」(functional discount)不在禁止之列。 也即，不同之售價係在反應

經銷商所提供之不同行銷服務。 其二，不同的售價，若係出於廠商善意因應市

場競爭之結果，也不在處罰之列。 就加盟而言，美國法下常見之案例，乃加盟

總部於不同加盟主，或加盟主與非加盟經銷商間，就加盟產品收取不同之價格， 
而「功能性折扣」也是最常為加盟總部於訴訟中提出的抗辯事由。 美國聯邦最

高法院在Texaco v. Hasbrouck192一案，對該抗辯事由之審查標準，有原則性之分

析。 
    本案被上訴人為 12 家取得Texaco公司商標授權之加油站，由Texaco公司直

接以油罐車將所需之油品運送至各加盟加油站。該地區另有二家獨立經銷商，雖

以其個別品牌對外營業，但其油品仍由Texaco所提供，與加盟不同者，乃Texaco
並無運油之義務，而是由爾等自行派車至Texaco所指定之定點載油，再轉售與。

各加油站。193  由於Texaco對該二家經銷商之油品售價低於其對加盟加油站之價

格，致使加盟站受到極大的營業損失，被上訴人以Texaco公司實施差別取價為

由，向地方法院提起此一反托拉斯法訴訟。 相對的，Texaco於訴訟中主張，該

差別取價，乃針對獨立經銷商之具降低成本之行銷服務，所為之功能性折扣，並

不違法。194 然而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並不採被告之抗辯。 所謂的功能性折扣，依

大法官之看法，不能單以原告為零售商而二家獨立經銷商同時為大盤商，因彼此

所處市場結構不同，即推定必然提供不同之行銷服務，而仍應從實際上有無提供

足以節省供應商成本，而有給予合理補償與報酬必要著手。 法院於本案中發現

二家獨立的經銷商並無自已之貯油槽，以貯存購自Texaco之石油，而是直接將油

品運至加油站; 而對於二者所提供之運送服務，Texaco也已經以其他方式加以補

償，實無必要再對其實行差別取價，故認定其行為違法。    

                                                 
189 521 F.2d 1238.  
190 Id., at 1352.   
191 15 U.S.C. §13(a) (1976).   
192 496 U.S. 543 (1990).   
193 Id., at 548-49.  
194 Id., at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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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本章節探討美國反托拉斯法對加盟契約之相關規範，特別是針對涉案企業單

複數的定性問題，以及可能出現於加盟契約而具有限制競爭效果之契約條款的違

法認定標準二大問題，以美國聯邦各級法院之相關判例與判決為論述之主要對

象，詳細介紹與分析了美國法之執法經驗。 總和而言，有以下幾點初步的結論。 
    第一．加盟總部與加盟主之間在美國法下似無成立所謂結合關係之可能，從

本節關於「集團內勾結」原則的討論可知，無論是 Copperweld 之前相當形式化

的判斷方法或之後的以實質經濟控制力有無，甚至於最近的以效率作為行為主體

單複數判斷標準，其目的在於確定當事人之行為有無可能構成聯合限制競爭行

為，或是應以單一企業體濫用市場地位之規定來加以審查，而與合併、購併、或

資產收購等結合行為無涉。 
第二．除最低轉售價格維持約定外，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對相關之垂直限制競

爭約款，於Sylvania一案後，已改採「合理原則」來加以審查。 其中，對於搭售

安排，雖然最高法院仍未宣告放棄當然違法原則，但從相關判例中對市場力量與

品質控制等正面效果有無之討論深度，最高法院實質上已在進行合理原則的分析

了。 在此一司法走向下，「市場力量」的有無，往往即成為垂直交易契約限制

是否有違市場公平競爭之主要甚至於是門檻要件，連帶的也使得與市場力量相關

的相關市場界定問題顯得益發的關鍵。 無可諱言的，Kodak一案似乎是對將垂直

交易限制之合法性全然取決於水平經濟力量多寡的看法，持較保留的態度，但誠

如本章以上之分析所示，於決定垂直關係中之「套牢」與「轉換」成本需至何程

度，始能構成反托拉斯法上有意義之市場力量時，水平競爭關係之調查與分析，

似仍是較客觀之標準。195   

                                                 
195 Steven Salop則持不同的看法，其認為Kodak案的啟示在於，行為在反托拉斯法下之合法性，

應取決於行為本身對市場競爭之實質效果(effect)改變為何, 而不需拘泥於相關市場，以及市場力

量等界定問題。 See Steven C. Salop, The First Principle Approach to Antitrust, Kodak, and Antitrust 
at the Millennium, 68 ANTITRUST L. J. 187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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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德國競爭法規對加盟契約的規範 

一、德國之加盟類型 
    在 德 國 實 行 的 加 盟 系 統 略 可 分 為 Subordinations-Franchising 與

Partnerschafts-Franchising兩大類 196，其中以Subordinations-Franchising為市場主

流，估計約佔百分之六十至七十197。前述兩大類加盟系統的最主要區別在於加盟

總部對旗下加盟主控制力的強弱之不同198。在Subordinations-Franchising的系統

內，加盟主必須完全按照加盟總部的之指示從事經營，並接受加盟總部的監督，

加盟契約中限制價格決定自由、進貨義務與銷售對象區域等等的限制，使得加盟

主宛如通路組織中的經銷商，而整個系統基本上是Vorwaertsintegration向前整合

的體現。Partnerschafts-Franchising系統的特色則是，加盟總部與加盟主的關係是

較平等的合作夥伴關係，加盟主享有對話、決定權。正由於此兩大類加盟系統中

加盟總部對旗下加盟主控制力的強弱之差異，就法律的角度而言，處理的重心應

有所不同。就Subordinations-Franchising而言，焦點應放置於如何保護經濟上的弱

者，即加盟主199，如何確保其不受加盟總部的剝削。 
    由前述內容可知，德國的 Subordinations-Franchising 加盟系統與國內的特許

加盟和委託加盟類型相近，而 Partnerschafts-Franchising 則可能與國內的自願加

盟型態相去不遠。在這樣類似的基礎上，我們或可考慮大膽移植德國的執法經驗。 
 
二、加盟契約中常見的垂直限制競爭條款 
(一) 採購對象的限制＜Bezugsbindungen＞ 
    在加盟契約中最重要與不可或缺的當屬加盟主進貨採購對象的約定，依照此

約定加盟主僅能向加盟主或向經加盟主指定的供應商進貨。此類的採購對象約定

的範圍可大可小，例如涵蓋加盟主所經銷的全部商品  (Alleinbezugsbindung; 
fullline forcing: 採購對象的排他交易 ) 或侷限於特定商品。 
(二) 銷售對象的限制＜Kundenbindungen＞ 
    除了進貨來源外，加盟主在銷售對象此項目可能亦必須聽命於加盟主的指

示。即加盟主不能自由地選擇交易對象，而負有向特定對象銷售或不銷售之義

務。加盟主不得供貨給其他加盟主的約定，亦屬此類銷售對象的限制。 
(三) 銷售區域的限制＜Gebietsbindungen＞ 

通常每一加盟主有其個別負責經營的銷售區域，在此特定的銷售區域內，加

盟主可集中其心力耕耘開發顧客群、藉廣告服務等建立商譽口碑，擴大銷售量。

然而為避免搭便車效應，降低加盟主經營的熱誠，加盟主多會授權加盟主於單一

                                                 
196 參見Michael Martinek, Moderne Vertragstypen Band II,Muenchen,1992,S.34,62 
197 參見Michael Martinek ,前揭書S.66  
198 參見Michael Martinek ,前揭書S.34 
199 參見Michael Martinek ,前揭書S.86 



 55

地區銷售的專屬權利，所謂地區性保護。然而權利與義務恆屬一體之兩面，地區

性保護換個角度觀察即為銷售地理區域的限制，明白地說就是任何加盟主均不得

跨越授權區進行銷售活動。相對的，加盟主在單一區域亦不得進行重覆或多數授

權，即允許其他加盟主加入此特定區域經營。在此種加盟主與加盟主雙方各負有

義務在單一區域銷售和在單一區域進行單一授權的情況下，採購對象的排他交易

Alleinbezugsbindung ( fullline forcing ) 與 Alleinvertriebsbindung 交集，遂生完全

的、雙方面的排他交易。 為因應 Subordinations-Franchising (相當於我國特許與

委託加盟類型 )本質的需求，雙方面的排他交易可說是此類型加盟系統的磐石，

在加盟契約中實屬不可或缺的內容。 
(四) 其他與加盟主面裝潢、硬體設備、廣告等有關的限制                   
    除了前述的限制外，加盟主尚負有義務，依照加盟主的指示，進行裝潢工作、

使用特定的硬體設備、排列上架的商品，定期從事廣告活動。 
(五) 銷售價格的限制 
    在任何商業銷售活動中，價格政策總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前述各類加諸於

加盟主的限制，事實上有間接影響加盟主價格政策的效果。因為他們使得加盟主

間的進貨成本與各類固定支出趨於一致，進而也使得加盟主間定價上下限的範圍

趨於一致。然而為確保加盟系統的一致性，加盟主亦藉轉售價格的約定或轉售價

格的建議，來鞏固其對旗下加盟主價格決策的控制，以能完全掌握其產品在市場

上的發展。 
    總結的來說，加盟契約常含有特定條款，限定加盟主所能銷售產品( 或服務 )
的內容、所能銷售的的對象、所能銷售的地理區域，這些條款基本上限制了加盟

主與第三者締結契約的自由。而在加盟契約中亦相當普遍的轉售價格限制，則是

涉及加盟主與第三者締結契約時，決定該契約內容( 即交易條件 )的自由。一是

關於是否締結契約的問題，另一是如何締結契約的問題。 
三、加盟契約對市場競爭的影響 
(一) 垂直競爭 
    無論是限制採購對象或限制銷售對象、銷售區域等等其他條款，基本上均對

加盟主本身自主經營權的行使有所拘束，即在某種程度上剝奪了加盟主的營業競

爭自由，因此都對相關市場之競爭有或多或少的影響。  以限制採購對象條款為

例，加盟主可選擇的貨品( 或服務 )供應商數目明顯減少。換個角度來看，其反

映在市場面的結果即是，加盟主之競爭者可以銷貨的銷售商亦隨之遞減。而限制

銷售對象、銷售區域條款的存在，使得加盟主不能隨心所欲的進行銷售活動，就

算有第三者樂於與其締結契約，礙於該限制條款，加盟主亦必須放棄垂手可得的

交易機會。另一方面，這將使得消費者所能選擇的銷售商的數目受到限制，連帶

的 降 低 消 費 者 從 事 最 符 合 經 濟 效 益 採 購 的 機 率 。   至 於

Subordinations-Franchising (相當於我國特許與委託加盟類型 )系統中典型的雙方

排他交易，則更強化前述的效應，有待後續說明。 
    由上面的陳述我們不難得知，討論加盟契約中垂直限制競爭條款產生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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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可從直接間接兩方面來談。直接效應，係發生於契約雙方當事人之間，即加

盟主與加盟總部之間，可說是內部效應。垂直限制競爭條款的間接效應，即指對

相關市場競爭的影響。 Subordinations-Franchising (相當於我國特許與委託加盟

類型 )系統對契約雙方當事人的影響即便是，在劃定的銷售區域內，形成類似獨

占市場的局面。就供貨而言，加盟主之於加盟主猶如獨占事業。就銷售而言，加

盟主之於加盟主則享有獨占的地位。 對相關市場競爭來說，加盟契約的效應，

最主要表現在對加盟總部的競爭者與加盟主的競爭者的影響。 對加盟總部的競

爭者而言，喪失部分的經銷商幫助其開發市場拓展市場佔有率; 至於加盟主的競

爭者而言，則是部分供貨來源被切斷。當部分的經銷商只能為特定、唯一的生產

廠商銷售，而部分的供貨來源僅供部分經銷商獨享，進入市場的難度升高，市場

閉鎖效果應運而生。 而誠如排他交易“排他”兩字所彰顯的，其在無論是內部當

事人間或在外部市場關係的效果都是排他。而排他交易所涉及的法律問題，一言

以蔽之，在內部當事人間是經濟力的濫用問題：對外部市場競爭則是鎖閉市場、

差別待遇問題。 
    當然不可諱言的是，加盟契約有其正面的經濟效益，能增強加盟主或加總部

的競爭優勢，儘管加盟契約的效應，恆有內部與外部效應之分。對以維護市場機

制為目的的公平交易法來說，分析其效應則應以各個產銷階段Wirtschafsstufe為
準。準此來總結，加盟契約對相關市場競爭的效應可分三層面來討論200。對經銷

商之間的競爭而言，未加入加盟系統的經銷商的供貨來源被切斷; 第二層面則是

對生產製造商之間的競爭而言，加盟總部競爭者的行銷管道減少; 第三層面則是

市場整體的競爭而言，品牌內的競爭遞減，然而不同品牌間的競爭遞增。個別的

競爭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不同團體、即不同加盟系統間的競爭。在此尤應注

意，當相關市場內有多個加盟系統同時存在時，前述的在經銷商與生產製造商層

面限制競爭的負面效果會增強 ( 累積效應 )，甚至超越加盟系統所能帶來的正

面效益。而限制競爭的負面效果是否會超越正面效益，完全要視不同品牌間競爭

的強度而定。只要不同品牌間仍存在著有效的競爭，多個加盟系統同時存在的累

積效應就不足以為慮。因為品牌內的競爭雖然遞減，然而消費者仍有足夠的其他

品牌的替代產品可以選擇。所以，不同品牌間產品或服務的替代性愈高，品牌間

有效的競爭愈不容易被所謂的負面累積效應所削弱。 
 
(二) 水平競爭 
    儘管Subordinations-Franchising (相當於我國特許與委託加盟類型 )是個垂

直，而非水平合作的組織。但這並不一定代表其完全沒有影響水平競爭的可能

性。尤其當加盟主亦擁有直營店行銷系統時，加盟主的直營店與旗下加盟主便處

                                                 
200 參見Michael Martinek ,前揭書S.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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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一個產銷階段的競爭關係201。此時，禁止競爭的約定，或其他互相約束事業

活動的合亦即有可能違反聯合行為的禁止規定。然而若加盟主的直營店任務與加

盟主完全不同，主要係在開發並測試新的技術或產品，聯合行為應不會具有影嚮

市場之功能202。 
四、加盟契約屬於聯合行為？ 
(一) 聯合行為的禁止規定  
1. 六次修正前的規範狀況 
    就加盟系統是否屬於聯合行為之問題，在德國曾經被提出討論。然而由於加

盟系統的特性，顯然與該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中對聯合行為所要求的要件不

同，加盟系統所衍生的問題被公認為隸屬於垂直性限制競爭規範的範圍，不應在

聯合行為部分處理，所以此議題的討論很快的便消聲匿跡。 於深入德國就上述

議題的討論之前，有必要說明德國法中聯合行為與垂直性限制競爭規範的差別。

首先就此兩種限制競爭類型，立法者所採取的法律對策一為：禁止原則，一為濫

用原則。法律對策的不同，反映立法者對聯合行為與垂直性限制競爭行為在法律

評價上的不同。學界既有共識，加盟契約屬於垂直性限制競爭規範的範圍，即承

認加盟體系本身在競爭法上的合法性。加盟系統不同於聯合行為應受到禁止，而

僅受濫用原則的管制。 
    另受到歷史發展的影響，德國立法者對聯合行為的認知係：事業為共同目的

而為的契約協議或其他互為一致的營業行為，而該契約決議或其他互為一致之營

業行為，適於影響市場關係者。即事業聯合是具有共同目的，相互約束事業營業

之行為 (第 1 條與第 25 條第 1 項)。而垂直性限制競爭約定，德國立法者將其定

位為事業對其交易相對人(第二手)與第三人為交易時，就供給之商品或其他商品

或服務之價格、使用、或售讓之自由，加以限制之約定。此種所謂限制第二手契

約，其主要類型為限定轉售價格、獨家交易之安排、販賣限制等等。由於限制第

二手契約，係在約束交易相對人對第三事業的行為，僅牽涉交易相對人單方面的

營業自由，顯然不同於聯合行為，訂定契約的事業間並無共同的目的。因此加盟

契約中的約定，若具有共同目的，並適於影響市場功能時，應適用聯合行為的規

定被禁止之。 
（1）基於共同目的之契約協議或其他互為一致行為  
    德國法以共同目的區隔聯合行為與垂直性限制競爭的規範，而所謂共同目

的，依實務見解203，係指目前現實的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互相或單方面限制彼此

間的競爭。反面解釋即為，如果相關事業間未存有目前現實的競爭關係或不具潛

在的競爭關係，或相關事業間縱存有目前現實或潛在的競爭關係，然而限制約款

係涉及當事人間不具營業競爭關係的事業範圍，在此兩種情形，則應該適用關於

                                                 
201 參見Michael Martinek ,前揭書S.177 
202 同前註 
203 WuW/E BGH 2285,2287 “Spielka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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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性限制競爭約定的規範，也就是限制第二手契約的規範。對於加盟體系而

言，是否適用聯合行為的規定，完全牽繫於一個問題上，即加盟總部與加盟主間

目前現實的競爭關係或潛在的競爭關係，有否受到加盟契約或基於該契約而為的

相互一致行為之限制。  首先應該可以肯定的是，加盟總部與加盟主間基本上不

具目前現實的競爭關係。至於潛在競爭關係的存在與否，是否為潛在競爭者，依

照實務204與通說205應以事業進入相關市場的能力（Eintrittsfaehigkeit）與準備進

入市場的意願（Eintrittsbereitsschaft）為判斷標準。 
    以事業進入相關市場的能力的標準，來檢視加盟總部與加盟主間的關係，我

們會發現，多數的加盟總部為何捨棄直營店，而採加盟連鎖銷售方式的主要原

因，通常是由於欠缺建立大量直營店的財力，即不具進入相關市場的能力。就算

加盟總部具建立直營店經銷網的財力，其之所以仍然採行加盟系統銷售方式，不

外是希望能同時享有集中式的計劃、領導與非集中式販售之優點。正由於集中式

販售，也就是直營店之販售，不符合經濟目的性與經濟理性，加盟總部才會徵求

其他事業加入加盟系統。因此加盟契約的締結，加盟系統的建構即是加盟總部欠

缺進入市場意願之表現。綜合言之，加盟總部與加盟主間，應該不具潛在的競爭

關係。  
    於此值得考慮的是，複式加盟契約206中加盟總部不得在加盟主專營區域從事

銷售的禁止競爭約定，是否會影響上述推論，使得加盟總部與加盟主間成立潛在

的競爭關係，因而有聯合行為禁止規定的適用?一般認為，此類加盟契約中禁止

競爭之約定，主要是用來強化加盟主的地位，僅具形式上的功能。禁止競爭之約

定，縱能推定潛在競爭關係的存在。然而若能經由前述標準確定加盟總部欠缺進

入市場意願時，潛在競爭關係存在之推定應可被推翻207。 
    總結的來說，加盟總部因為不具進入相關市場的能力與欠缺進入市場之意

願，而非加盟主的潛在競爭者。更由於加盟總部與加盟主之間既非存有事實的競

爭或潛在的競爭關係，他們之間所訂立的加盟契約，不符合德國法下聯合行為所

應具備的共同目的要件。 儘管經由前述通說所發展出來的標準，已經確定加盟

契約，不符合德國法下聯合行為所應具備的要件。然而凡事皆有例外，仍不能排

除特殊的加盟系統，受聯合行為規定規範的可能性。在德國的相關議題討論中，

有三種特殊的加盟系統，被認為可能受聯合行為規定的規範。他們分別是：混合

型加盟體系、附有由加盟主所組成的顧問團的加盟體系、加盟主為加盟總部股東

的加盟體系。 
    所謂混合型加盟體系，是指加盟總部同時擁有加盟主與直營店雙重系統的經

銷網。而混合型加盟體系受聯合行為規定規範的前提要件為，加盟契約中的約

定，遵循共同目的。是否遵循共同目的，則又維繫於加盟總部與加盟主間之間是

                                                 
204 WuW/E BGH 2050,2051 “Bauvorhaben Schramberg” 
205參見Wolfgang Epp, Franchising und Kartellrecht,1994 S. 63f 
206所謂混合型加盟體系是指加盟總部亦同時擁有直營店經營系統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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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有目前現實的競爭關係或潛在的競爭關係的問題上。加盟總部與加盟主是否

互為現實競爭者，係依如何劃分界定相關市場而定。若加盟主與直營店的經營區

域櫛比鱗次，加盟總部與加盟主於大多數情形應該是互為現實競爭者。畢竟對消

費者而言，在交通費等因素考量，能就地購買是最方便，實無堅持只在直營店或

只在加盟主消費的必要理由。在加盟總部與加盟主不互為現實競爭者的情況，則

有必要探討是否可能成立潛在的競爭關係。依據通說，是否可能成立潛在的競爭

關係，則應以進入相關市場的能力與準備進入市場的意願為斷。在多數情形，我

們應可肯定加盟總部擁有進入相關市場的能力，此由其已經擁有直營店經銷系統

的事實可見。然而較有疑問的是，加盟總部是否有意願進入相關市場？答案應該

是否定的，加盟總部徵召加盟主的事實即為明證。當然如果加盟總部之所以徵召

加盟主，是因為創業初期資金之匱乏，則又另當別論208。但通常情形，加盟總部

應該不具進入市場的意願，因此並非加盟主的潛在競爭者。縱使如此，並不當然

可以導出加盟主不能為加盟總部的潛在競爭者。因為加盟主無需任何新的投資，

隨時在由加盟總部負責開發的區域進行銷售活動，而擁有進入相關市場的能力。

若加盟契約賦與加盟總部的銷售地理區域並不太大的話，加盟總部應該有相當的

意願，擴張事業活動的地理版圖。因為如此既可提昇銷售量，又可增加獲利率。

在加盟總部具進入相關市場能力與進入市場意願的同時，若於加盟契約中約定，

加盟總部不得越區進行銷售活動，則顯然限制了潛在的競爭關係。儘管這種限制

是單方面的，但德國法對聯合行為之認定，只問現實的或潛在的競爭關係是否遭

限制，而不問是單方面或互相雙方面的限制。由上述推論可以得知，混合型加盟

體系即有可能滿足聯合行為之構成要件。然而不容忽視的是，個案中加盟主與直

營店分佈的情況與密度，當事人的真實意願，均有可能影響判斷的結果，而推翻

以上結論。 
    若加盟體系附有提供諮詢的顧問團，而顧問團的成員是由加盟主所組成的，

則也有可能滿足聯合行為之構成要件。但是於此必須詳細區分顧問團的性質，畢

竟其職權的強弱可從享有對整體系統營業政策決定權、到對話權、公聽權或異議

權等不同等級209。在顧問團對整體系統之營業政策充分享有決定權的情況時，則

該行銷系統實已脫離加盟系統的色彩。因為與其他行銷系統相比較，加盟系統的

特色正在於加盟總部對加盟主廣泛的指示權，而加盟主有義務遵從加盟總部在商

業政策上的指示。若顧問團僅就特定營業範圍享有決定權的情況時，縱使決定權

的範圍侷限於部分的商業活動，然而各加盟主間仍足以藉顧問團的決議為意思聯

絡，共同決定部分範圍的營業行為。尤其各加盟主間存有現實或潛在的競爭關

係，此決議無異將會相互約束事業活動，而構成加盟主間的聯合行為210。惟值得

                                                                                                                                            
207參見Wolfgang Epp前揭書,S66f 
208 參見Wolfgang Epp前揭書,S81 
 
209 參見Skaupy W, Franchising, S.108f 
210 參見Wolfgang Epp前揭書,S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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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縱顧問團的決議導致加盟主間的聯合行為。然而競爭法並非禁止所有

的聯合行為，而是禁止適於影響市場關係的聯合行為。所以此處應該進一步探

究，此種聯合行為是否適於影響市場關係？鑒於獨家交易、銷售地理區域對象的

劃分，進貨對象限制、禁止競爭等事項的決定權通常由加盟總部獨享，而且係於

締結加盟契約時已經確定，所以顧問團決議所能影響的商業活動，事實上只有促

銷活動而已。就促銷活動而為的聯合行為，實難具有影響市場關係的功能。惟若

顧問團決議所能影響的，涉及是否接納新的加盟主、銷售產品的種類或其他競爭

工具等，則又另當別論。在顧問團僅享有公聽權或異議權的情形，顧問團只能阻

礙營業政策決定的作成，並不能積極影響或決定營業政策與團體的營業行為，所

以並無形成聯合行為的餘地。 
    第三種可能的特殊情形為，加盟主為加盟總部股東的加盟體系。值得注意的

是，加盟主雖投資加盟總部而享有股權，惟股權並非絕對等同於決定權。有股權

的加盟主可能僅能主張諮詢性質的對話權或甚至能行使決定權，種種情況視參與

的股份比例多寡不一而足。然而若加盟主能於部分營業範圍行使決定權，就會導

致加盟主間的聯合行為。 
    總結來說，加盟契約原則上不符合德國法下聯合行為所應具備的要件。惟混

合型加盟體系在特定情況，可能滿足聯合行為之構成要件。此外，只要加盟主就

部分營業範圍被賦與決定權，無論是以顧問團決議或股東決議方式行使，都會構

成加盟主彼此間聯合行為。只不過此種聯合行為是否適於或真能影響市場關係，

而應被禁止，則又是另一待討論的問題。 
（2） 適於影響市場的關係 
    參與加盟系統的加盟主若係於相關市場第一次創業的事業，由於其在締結加

盟契約前，既非加盟總部的現實或潛在的競爭者，加盟主與加盟總部之間毫無任

何競爭關係，加盟契約的締結並不能影響相關市場關係。加盟契約之締結，不僅

建立了加盟總部與加盟主的競爭關係，並為市場帶來了新競爭者，增加競爭者的

數目，隨之也加強了市場的競爭狀態。於此，加盟契約之締結，儘管對市場產生

了影響，但絕非是限制競爭的性質。 然而，若加盟主於加入加盟系統之前，已

經在相關市場從事經濟活動。換言之，具進入市場的能力與準備進入市場的意

願，而已經早為加盟總部潛在的競爭者，則伴隨加盟契約的締結，市場關係有可

能受到限制性的影響。惟德國學說與實務211見解，一致認為於此處應採目的性限

縮解釋 Teleologische Reduktion，凡是依加盟系統之性質，為維持該系統之運作

絕對必需的約定，不應認定為是種競爭之限制，而應被禁止之。在此處，德國通

說的見解與歐盟執委會於Yves Rocher案或歐洲法院於 Pronuptia案中的看法，完

全相同。 又德國學界212認為，斟酌競爭法的立法目的，僅有為維持相關行銷系

統之運作絕對必要的約定，才能透過目的性限縮解釋之方式，被排除於聯合行為

                                                 
211 WuW/E BGH 2285,2288” Spielkarten” 
212 參見Wolfgang Epp前揭書,S92  Schmidt K Kartellverbot, S.81 



 61

禁止規定的適用範圍。單單是對相關行銷系統有輔助功能的約定，並不能經由目

的性限縮的途徑，被排除於聯合行為禁止規定的適用範圍。對非屬必要性質的約

定而言，僅有透過聯合行為的例外許可規定的可能性(如中小企業之聯合)，來獲

得法律上的認可。  
    值得說明的是，目的性限縮解釋與例外許可規定之功能並不相同。前者是適

用於不具限制競爭性質的制度，其對市場經濟能發揮正面有益之功能者。213後者

則涉及限制競爭的行為，但出於其他政策之考量，如保護中小企業、環保政策， 
而例外予以許可。而此許可之行為雖不在受聯合行為禁止規定的規範，惟仍受競

爭主管機關的監督。214由於加盟契約的主要內容是，經營知識經驗的傳授，其目

的在建立經銷系統。正由於加盟契約所追求的目的是不具限制競爭性質，因此滿

足適用目的性限縮解釋的前提條件。而所有維持加盟系統之運作絕對必要的約

定，例如為保護營業秘密維持商譽的一致性等約款，都可被排除於聯合行為禁止

規定的適用範圍。僅維持轉售價格與銷售地理區域的約定，是無法經由目的性限

縮解釋的方式，被排除於聯合行為禁止規定的適用範圍。 
2. 第六次修正後的規範狀況 
    以共同目的之有無作為認定聯合行為的標準，在實務上引起不少困難與問

題。隨著歐盟市場的建立，並配合歐體發展的需求，德國立法者於西元 1998 年

第六次修正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時，參酌歐盟競爭法羅馬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一項

之規定與文字，修正其聯合行為的規定。依照修正後的新法，所有在事業間的協

議決議以及相互配合營業行為，意圖阻礙限制競爭或生此結果者，應被禁止之。               
五、在德國被用來處理加盟契約的競爭法規定 
    在德國加盟系統被公認為是選擇性行銷體系的一種，而加盟契約中所約定的

各種條款，不外是垂直性限制競爭約款，其所衍生的法律問題可能所涉及的競爭

法規定分別為：限制轉售價格自由的禁止規定 (第 14 條與第 22 條第 1 項)、妨

礙競爭之規定 ( 第 16 條 )、差別待遇規定 (第 20 條)。 
（一）限制轉售價格自由的兩項禁止規定 
1. 約款與建議形式均應被禁止的原則 
    在競爭法的理論中，市場的價格機制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排除任何對價格

競爭的限制，努力維持價格競爭的活絡，可說是競爭法所致力的目標之一。於此

德國的立法者嘗試以兩種途徑，期能對轉售階段的價格競爭機制提供周全之保

護。第一個途徑是禁止事業在契約中明文約定，一方事業負有遵守價格約定之義

務。另一個途徑則是禁止事業透過建議方式，來達到與契約約定相同的目的。按

照德國立法者的想法，無論是建議價格或任何形式的價格契約約款，對市場的影

響，在程度上並無不同。尤其是在一方事業擁有相當經濟力量時，其可運用減少

折扣優惠、供貨不足等方式施加壓力，使本無拘束力的建議價格形如具拘束力的

                                                 
213 參見Wolfgang Epp前揭書,S93 
214 參見Wolfgang Epp前揭書,S9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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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義務。因此，不僅關於價格的契約約款，就連價格建議亦應該被禁止之。於

此契約約定的禁止規定，可視為主要規定 (第 14 條)。而建議價格的禁止規定，

因為其係在防止事業藉其他方式規避主要規定，有輔助主要規定，加強發揮主要

規定目的之功能。因此建議價格的禁止規定 (第 22 條第 1 項)，在德國又稱禁止

規避之規定 Umgehungsverbot。沒有禁止規避之規定的設計，將使主要規定形同

虛設。實務經驗亦證明，由於許多事業不願意任其產品在市場上被賤賣，然而又

害怕於交易契約中，留下白紙黑字價格約定之犯罪證據，而此情況則愈形顯現建

議價格禁止規定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2. 加盟主主係「獨立的事業」，而應享有完全的轉售價格決定自由 
    依德國法第 14 條限制轉售價格自由的禁止規定，「獨立的事業」在轉售商

品或服務時，應能自由決定轉售價格。所謂獨立的事業，依照法院見解215，係指

以自己名義、為自己計算的事業。至於該事業是否以自己名義、為自己計算從事

經濟活動，完全視其自行承擔因此而生盈虧的程度，與該事業的名稱或其法律性

質，完全無關。在此，法院強調經濟分析，認為應以「風險分配」為標準。而在

Subordinations-Franchising系統內的加盟主，儘管必須遵守加盟總部的指示從事營

業行為，然卻未完全喪失經營決策的權利，而是仍擁有相當的自由空間，去衡量

盈虧的機會，並依此自主作決定216。由契約所規定與事實上風險的分配觀察，加

盟主實屬以自己名義、為自己計算並享有經營決策空間的獨立事業。是以，

Subordinations-Franchising系統內的加盟主應能自由決定轉售價格。來自於加盟總

部關於最低、最高價或統一計價標準表或甚至建議售價的指示，均屬牴觸本條規

定的違法行為，應被禁止之。 
3. 實例 
    儘管就加盟主是否為「獨立的事業」，而可主張受限制轉售價格兩個禁止規

定保護的問題，曾有疑義而引起學術文獻的討論。然而幸運的是，從法院第一次

有機會就此問題表達意見時，法院的態度就非常明確。最近期與限制轉售價格有

關的實務案例217，則再次證實於加盟系統中加盟主雖負有義務聽從總部的指示行

事，然而依法院見解，這些義務並不足以剝奪加盟主事業上的獨立性。所以問題

的重點不在於是否負有義務聽從他事業的指示，而在於是否自負盈虧。在最近期

的實務案例中，一個擁有直營系統與加盟系統的汽車出租業Sixt，儘管未於加盟

契約中約定，就出租汽車的價格加盟主必須聽從總店的規定。即Sixt的加盟主依

照契約，不負任何遵守價格約定的義務。然而Sixt卻於地區性與全國性的報章雜

誌大幅刊登廣告，並於廣告中明列各種車型的出租價格、公告特惠價。由於Sixt
總店的廣告措施，所有的加盟主毫無可能性，向客戶要求其他與廣告中所稱不同

的價格。在此案中，聯邦最高法院再次明白指出，加盟主係屬以自己名義、為自

                                                 
215 BGH WuW/BGH 1402 “EDV-Zubehoer” 
216 Vgl. dazu LG Muenchen  NJW !985 ,1906ff ( Dienstleistungs-Subordinations-Franchising )  
217 BGH Urteil vom 02.02.1999, WuW/E DE-R264; auch abgedruckt in BetriebsBerater 1999, 860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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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計算從事經濟活動的「獨立的事業」。又Sixt總店的廣告措施，無疑是種規避

限制轉售價格禁止規定的行為，而屬違法。 對加盟行銷網來說，限制轉售價格

自由的兩個禁止規定，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該規定除了有維護個別加盟主價

格方面的經營自由功能外，對整個系統而言，更有維護系統內價格競爭機能的作

用，避免品牌內的價格競爭趨向為零，形成與價格聯合行為無異的局面。 
儘管從法律面看來，德國法禁止加盟總部任何型態價格控制的規定似已天

衣無縫，應可充分保障加盟主的價格決定自由。然而前述的垂直限制條款規定已

經將各個加盟主間的進貨成本及其他固定成本支出一致化( 參閱第二部份 )，再

加上加盟總部常藉經營輔導中的作帳會計輔導，或利用查核加盟主會計帳簿的權

利218，間接操縱加盟主的計價定價，致使加盟主的價格決定自由名存實亡，亦是

不容忽略的事實。 
(二) 妨礙競爭之規定 ( 16 )  
1. 規範內容： 
當德國法第 14 條轉售價格限制的禁止規定，以保護加盟主與第三者締結契約

時，決定該契約內容即交易條件(包括價格)的自由為目的時，其第 16 條妨礙競

爭之規定，則是以加盟主與第三者締結契約的自由，即是否締結契約的自由為其

規範重點。依照第 16 條之規定，限定加盟主所能銷售產品( 或服務 )的內容、

所能銷售的對象、所能銷售的地理區域之條款，並非絕對無效，但若其嚴重影響

相關市場競爭機能時，主管機關能宣佈其為無效並禁止之。由此可知，第 16 條

之規定基本上允許事業得利用種種限制交易對象的條款建構其行銷組織，惟此建

構行銷網的自由受濫用原則 Missbrauchprinzip 之限制。 
2. 適用範圍  
第 16 條規定之範圍十分廣泛，能適用於各類限制產品( 或服務 )的內容、所

能銷售的的對象、所能銷售的地理區域之約定與搭售、產品或服務的使用限制，

可說是德國競爭法管制垂直行銷組織經濟活動最重要的規定。 
3. 立法目的 
特別值得提出說明的是，本條規定係以市場競爭機能，即競爭制度為主要的保

護目的，而非個別事業219。因此解釋適用時，恆以維護市場競爭機能為考量重心。

換言之，以如何消弭人為設立的市場障礙，使事業能自由進出市場為，避免市場

閉鎖效應為規範重心。 
由於第 16 條規定係以垂直限制競爭條款嚴重影響相關市場競爭機能時，作為

主管機關宣佈其為無效並禁止之要件。以下茲將何謂嚴重影響相關市場競爭機能

及其認定的標準，敘述如後： 
(1) 垂直限制競爭條款與影響相關市場競爭機能之間，應有因果關係。 

                                                 
218 見大西洋冰城加盟契約 
219 IM/Emmerich        Lange/Bunte ,Kommentar zum deutschen und europaeischen Kartellrecht, 
2001,9Aufl. Band 1, Klosterfelde/Metzlaff &16Rn.9 und 107   Bechtold GWB &16 Rn.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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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場競爭機能必須已經受到影響，僅足以影響或有影響市場競爭機能之虞，

均不足以賦予主管機關宣佈該限制條款為無效並禁止之權限。 
(3) 市場競爭機能必須已經受到嚴重影響，例如 32%的市場佔有率（dem 
Wettbewerb verschlossen）220，或當一經銷商不被供給某一在市場上熱賣、面臨

激烈價格競爭的特定商品221,當市場上僅有一競爭者，而禁止競爭的約定排除了

與該競爭者間的價格競爭222,當以購買特定影印紙作為出租影印機的條件時223.。 
值得提出說明的是，由於本條規定係以市場競爭機能為規範焦點，所以並不允許

作當事人之利益衡量。224  
(4) 由於本條規定係以市場競爭機能，即競爭制度為主要的保護目的，而非個別

事業。因此在考查是否嚴重影響相關市場競爭機能時，應注意累積效應。也就是

所有於相關市場上，由不同事業所實行的同類型限制條款均應被納入考查的範

圍，而非以某特定事業加諸於某特定單一經銷商的限制條款為準，或以某特定事

業加諸於其行銷網內經銷商的限制條款系統Bindungssystem為準。僅有在採行同

類型限制條款的所有行銷系統群，對市場競爭的累積效應嚴重影響相關市場競爭

機能時，主管機關才被允準插手干預。  確定採行同類型限制條款的所有行銷系

統群之累積效應，嚴重影響相關市場競爭機能時，主管機關應本比例原則之精

神，去評量比較個別行銷系統對相關市場的影響。主管機關應宣告並禁止對相關

市場競爭有最大負面影響的行銷系統，或斟酌各個事業對此行銷系統的需求必

要、依賴性，而命某特定事業放棄其行銷系統，因為行銷系統之放棄對此特定事

業的經濟活動影響最小225。 
4. 聯邦卡特爾署的態度 
    聯邦卡特爾署認為加盟系統賦予中小企業與大企業競爭的機會，進而活絡市

場，能防免市場集中現象產生，因此對於加盟系統抱持肯定認同的態度226。依其

意見，除非加盟總部係獨占或擁有相當市場佔有率的事業 ( Marktbeherrschende 
Unternehmen )或在累積效應的考量下，否則應少有機會適用第 16 條，宣告加盟

契約無效，並禁止其繼續被實行227。然而就算在個案中，第 16 條的適用要件都

成立，即採行同類型限制條款的所有行銷系統群之累積效應，嚴重影響相關市場

競爭機能時，若為保護營業秘密、加盟系統的一致性、聲譽的維持，限制條款係

屬絕對必要時，聯邦卡特爾署則無論如何都不會行使第 16 條所賦與的權限228。

又依聯邦卡特爾署之意見，加盟總部與加盟主之間關於銷售地理區域的約定(地

                                                 
220 參閱實例BKartA,22.05,1968 “Kraftfahrzeugpflegemittel” WuW/E BKartA1199,1209 
221 參閱實例BKartA28,11,1963”Elektro-Discount” WuW/E BKartA764; BKartA04,09,1969 
“Melitta” WuW/E BKartA75 
222 參閱實例BKartA26,05,1959“Melitta” WuW/E BKartA60,64 
223 TB1969,72 
224 Lange/Bunte ,, Klosterfelde/Metzlaff &16Rn.115 
225 Lange/Bunte ,, Klosterfelde/Metzlaff &16Rn.119  
226 TB1985/86,32 
22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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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限制條款)，並不違反第 16 條的規定，若加盟總部允許加盟主於授權區域外的

消極銷售行為229 ( Passive Verkaeufe ausserhalb des Vertragsgebietes)。而加諸於加

盟主之採購義務應屬合法，若此義務的功能在確保商品品質之一定水準。若加盟

總部係先向第三事業進貨，再要求加盟主僅能向其採購，而此採購義務並非為確

保商品品質之必要措施時，該採購義務之約定應被禁止230。 
 
(三) 不當差別待遇的禁止規定(20) Auslauf- oder Umstellungsschutz 
1. 意義 
    儘管就競爭法規對垂直性行銷系統之適用等議題，德國文獻的重心都集中在

前述的第 16 條限制競爭規定。而不當差別待遇的禁止規定對垂直性行銷系統影

響之討論，相對的罕見。然而禁止不當差別待遇規定的重要性，事實上並不亞於

前述的第 16 條限制競爭規定。因為差別待遇規定除了賦予卡特爾機關行政法上

的禁止權限外，不同於第 16 條，更賦予事業私法上損害除去與損害賠償的請求

權，這使得差別待遇規定在適用的頻繁性與實務上的重要性，遠甚於第 16 條限

制競爭規定。 
2. 立法目的 
    德國不當差別待遇的禁止規定的適用對象為在市場上有相當力量的事業

marktmaechtige Unternehmen，防止其利用濫用市場地位，不當妨礙其他事業的

經濟活動。其立法目的為維護事業進入市場的自由。 
3. 適用範圍 

德國不當差別待遇的禁止規定的適用範圍包含了：差別待遇、阻礙競爭等行

為。  之於加盟系統，不當差別待遇禁止規定的主要意義在於處理加盟系統之保

護系統內加盟主Insiderschutz, 保護系統之外經銷商Outsiderschutz 的問題。在保

護系統內加盟主部分，牽涉的是加盟系統內部的關係，主要是加盟總部解除加盟

契約，不再與加盟主續約，和價格差別待遇Lieferantenpreisdifferenzierung的問

題，總結的說，就是加盟總部應如何建構其加盟系統，方不至於牴觸違反競爭法

的規定的問題231。 
    保護系統之外經銷商的議題，則主要衍生於加盟契約內雙方排他交易的約

定，涉及加盟系統的外部關係，即與被排除於加盟系統之外的經銷商或加盟總部

的競爭者的關係。對被排除於加盟系統之外的經銷商而言，因為排他交易的約

定，加盟總店僅供應商品給加盟系統內的加盟主，使得加盟系統之外的經銷商的

部分供貨來源被切斷，而這拒絕交易情形無異於是種差別待遇。因為排他交易的

約定，加盟主僅能為特定廠商銷售產品或服務，對加盟總部的競爭者而言，喪失

                                                                                                                                            
228 同前註 
229 同前註 
230 同前註 
231 參見Michael Martinek ,前揭書S.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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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經銷商幫助其開發市場拓展市場佔有率。而這有可能符合不當差別待遇的

禁止規定，被認定為是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的違法行為。總結的說，保護系統之

外經銷商的議題，是在處理加盟系統用以選擇加盟經銷商的標準是否合法的問題
232。  
4. 適用要件 
    即使加盟總部係為在市場上有相當力量的事業（ marktmaechtige 
Unternehmen），並不表示其所建立的選擇性行銷網或加盟系統就違反不當差別

待遇的禁止規定。而是必須視其對下游經銷商的差別待遇或對同一產銷階段的競

爭者所形成的妨礙競爭是否有正當理由。是否有正當理由的問題，則應同時考量

維護市場競爭機制的立法目的與相關事業間的利益，即立法目的之衡量與利益衡

量並行。                                                                             
5. 實務態度 
    就前述所提及的利益衡量，德國最高聯邦法院一再強調，應該尊重事業組織

建構行銷網的自由233 ( Grundsatz der Absatzorganisationsfreiheit)，與第 16 條規定

相同，差別待遇之禁止規定並不禁止事業建立選擇性行銷網或加盟系統。  
（1）價格差別待遇 
    由於第 16 條規定並非強制所有商業行為上的一致平等待遇，所以加盟主並

不能期待加盟總店在價格上對所有旗下的加盟主與以一致的待遇，要求給付相同

的供貨價格。基本上，任何出於行銷、商業考量的價格差別待遇，例如店面地理

位置、加盟主營業額與加入系統的時間長短等，都是被允許的234。 
（2）對部分經銷商之拒絕交易 

加盟行銷網屬於選擇性經銷系統的一類，因為並非全部有加盟意願的經銷商

均會被納入其所意屬的加盟系統。而加盟總部之所以拒絕將某些經銷商納入其加

盟系統，通常是基於兩種考量，即質量標準要求 Qualitative Selection 或數量標

準要求 Quantitative Selection 的考量。無論是基於質量或數量標準要求，加盟總

部對部分經銷商之拒絕交易，客觀的看來，恆屬一種對下游事業的差別待遇。然

而法律並不非難差別待遇，無正當理由的差別待遇才是應該被禁止的。 
a. 質量標準要求 
    由於加盟主設立地點、財力信用、店舖裝潢設備、經營品質、人員服務品質、

品牌形象聲譽之維持、等要求而生的質量標準，與由銷售的產品或服務本身性質

要求而生的質量標準，通常會被法院認為是合理的要求。  
b. 數量標準要求  
    數 量 標 準 通 常 係 鑑 於 店 舖 成 長 率 （ optimale Marktbearbeitung, die 

                                                 
232 同前註 
233 WuW/E BGH 502,508 Treuhandbuero; WuW/E BGH 509,515 VW-Original-Ersatzteile I; WuW/E 
BGH 1211,1215 Kraftwagen-Leasing;WuW/E BGH 1587,1590 Modellbauartikel; WuW/E BGH  
1814,1820 Allkauf-SABA; WuW/E BGH 1829,1837 Original –VW-Ersatzteile II  
234 Rieger, Marketing und Diskriminierungsverbot,1982,S.16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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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raeglichkeit des systemimmaneten Wettbewerbs），避免系統過度膨脹，使得系

統內的加盟主陷入惡性競爭等理由所設立的標準。此類與有加盟意願經銷商的經

營能力或產品服務性質無關的標準，因為容易引起較強的閉鎖市場效果，學界認

為就其是否合理、是否具正當理由，應該受比較嚴格的審核235。實務236曾經表

示，就數量標準是否具正當理由的問題，應該考量加盟總部為達到相同目的是否

能採取對市場競爭影響較小的方法。然而基於加盟連鎖經營的特性，例如如品質

形象維持、售後服務之提供等，實無採取其他對市場競爭影響較小方法的可能

性，因此以數量標準為理由的拒絕交易，很少會被認定為不正當的差別待遇237。 
（3）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的違法行為 
    除非加盟總部使用限制條款的主要目的係在阻礙其競爭者的事業活動，而非

為品質形象、市場開發等，否則加盟系統之限制條款應該不會被認定為是阻礙他

事業參與競爭的違法行為238。  

                                                 
235 Ebenroth, Absatzmittlungsvertrage im Spannungsverhaeltniss von Kartell-und 
Zivilrecht,1980,S.136ff; J.J. Schmitt Selektiver Vertrieb und Kartellrecht,1975,S.189ff 
236 WuW/E BGH 1829 “VW-Original-Ersatzteile II” 
237 參見Michael Martinek ,前揭書S.193 
238 WuW/E BGH 509,513ff “ VW-Original-Ersatzteil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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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歐盟競爭法規對加盟契約之規範 

一、基本規範狀況 
(一)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 

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係為一概括性之禁止規定。凡事業間之協議、

事業聯合組織之決議、以及相互配合之行為方式，適於影響會員國間之貿易，並

意圖阻礙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場內之競爭，或生此結果者，均應被禁止之。其適用

的對象廣泛，可為聯合行為與垂直性限制競爭行為。由於加盟契約中大多含有限

制競爭性質的約款，故應受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之規範。(二)水平的聯合行

為或企業之結合行為? 
    加盟契約是否為聯合行為或企業之結合行為，對歐盟競爭法來說，是個相當

陌生的議題。對此新興的行銷型態，執委會初期並不十分確定其法律性質，而是

小心翼翼地將其定位為授權契約，並歸類為屬於垂直性銷售限制約款的一種239。

一直到西元 1986 年，歐盟法院之Pronuptia判決的問世，確立了處理加盟契約的

標準，及西元 1988 年執委會制定第 4087/88 號規則肯定加盟契約對市場有正面

作用將加盟契約排除於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適用範圍之外加盟契約在歐盟競

爭法的屬性與地位才正式明朗化.一路走來執委會對加盟契約之法律問題應屬垂

直性限制範疇的態度始終未動搖過。 
(二) 團體除外適用規則 
    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的規範雖然是個嚴格禁止規定，然而該規定的第 3
項，賦與執委會龐大的權限，將部分限制競爭約款排除於第 1 項禁止規定適用範

圍之外。依據此權限，執委會於以往制定了許多不同的團體除外適用規則

GruppenfreistellungsVO。最新的團體除外適用規則，係於西元 1999 年 12 月 22
日公布的第 2790/99 號規則，該規則係屬歐盟簡化革新競爭法規計劃的一部份
240，應於西元 2000 年 6 月 1 日生效241，並將取代獨家銷售Alleinvertriebs-242,獨
家交易Alleinbezug-243,加盟契約的244團體除外適用規則。針對此新規則可能衍生

的適用解釋疑義，執委會在西元 2000 年 5 月 24 日公布了指導原則Leitlinie245。

儘管新規則與其相關的指導原則已經問世，對於在西元 2000 年 5 月 31 日前締結

的限制競爭約款，仍應繼續適用前述舊的團體除外適用規則，直至西元 2001 年

12 月 31 日為止。  
      

                                                 
239 參見Ortwin Weltrich, Franchising im EG-Kartellrecht, 1992, S25 
240 Dazu Weissbuch der Kommission ueber die Modernisierung der Vorschriften zur Anwendung der 
Art. 85 und 86, dazu  Kartelpolitische Wende in der EU : www.Bundeskartellamt.de 
241 有效期限至西元 2010 年 5 月 31 日為止 
242 歐盟執委會第 1983/83 號規則 
243 歐盟執委會第 1984/83 號規則 
244 歐盟執委會第 4087/88 號規則，西元 1989 年 2 月 1 日生效 
245 於西元 2000 年 10 月 13 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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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執委會制定第 2790/99 號規則之背景 
          在介紹執委會第 2790/99 號規則內容之前，有必要簡述其制定之原因和背

景，以俾瞭解歐盟競爭法的變化。 
 1. 制定之原因：目前規範之不足 
    目前的團體除外規則係建立在形式標準的基礎上，由於僅以垂直性限制競爭

條款的類型為法律評價的標準，造成適用上的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基本上可歸

納為兩大點246： 
（1）過於形式化而缺乏彈性的適用標準 
    因為欠缺市場力量的考量，目前的團體除外規則無視於市場力量對競爭制度

之作用，而依據限制競爭條款的形式作為是否除外的判斷標準，這使得不具相當

市場力量的事業受到不必要的管制，妨礙其使用特定的垂直性契約條款加強其競

爭優勢。另一方面，則造就圖利擁有相當市場地位的事業之機會，讓其有可能藉

選擇特定的契約條款類型，取得除外適用的特權，逃避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

的監督。 
（2）過於狹隘的適用範圍 
    目前團體除外規則僅適用於以商品成品之販售為內容的約定，服務或其他階

段商品均不在適用範圍之內。這使得許多垂直性限制競爭條款，無法藉團體除外

規則取得除外適用的特權，儘管施行相關條款的事業不具任何的市場力量。換言

之，許多垂直性條款受到不必要的管制和監督。  
無論是缺乏彈性的適用標準或過於狹隘的適用範圍，其結果都一致是迫使不

應該受管制的事業修正其商業決策，以符合法律之要求，而這又另生不必要的投

資支出與影響法律安定性之後果。  
2. 改革方向：強化經濟考量247

    前述問題，使執委會深刻體會到，市場力量才是決定性的準則，而唯有以市

場結構出發的觀照，方能正確地衡量裁斷垂直性條款對市場的影響。僅有在不同

品牌間之競爭不足與施行的事業具相當市場地位時，才有監督垂直性條款的必要

性。鑒於此認識，另外亦由於各會員國的要求，執委會見改革更新目前規範的時

刻已經來臨。為因應實務之需求，更為有效推動歐盟的競爭政策，以達有效維護

市場機能的目的，必須鬆綁過度形式化的考量，加強經濟之考量。 而改革更新

的基本方向是，設立一個安全區 Sicherheitsbereich。若事業不具相當市場地位時，

未達一定的市場佔有率時，其所計劃施行的垂直性條款，不問其型態，都被推定

為合法的。即使事業擁有相當市場地位，而其所計劃施行的垂直性條款，不在安

全區的範圍之內，這並不會使該條款自動被推定為違法。只是必要時，應受單一

                                                 
246 參閱Mitteilung der Kommission ueber die Anwendung der EG-Wettbewerbsregeln auf vertikale 
Beschraenkungen, S4 
247 參閱Mitteilung der Kommission ueber die Anwendung der EG-Wettbewerbsregeln auf vertikale 
Beschraenkungen, 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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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的監督。於此執委會負有義務證明，相關的條款違反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的規定，應被禁止之。                                                               
二、現行法---歐盟執委會第 2790/99 號規則之內容 
(一) 執委會執法的基本態度 
    第 2790/99 號規則之規範，不外在反映執委會執法的基本態度。在詳細申述

該規則內容之前，應先介紹執委會執法的基本原則248，以利掌握未來歐盟實務發

展的軌跡。  
1. 執委會認為會降低不同品牌之間競爭的垂直性約款，與僅限制相同品牌之間   

競爭的垂直性約款相比較，對市場機能的負面作用較大，因而較具法律上的非

難性。 
2. 排外的約款對競爭機制的影響，通常比其他類型的約款更強烈。 
3. 若相關市場上，有相當數量的事業，均施行同類的垂直性約款，對市場之影

響則會比單一事業施行的情形更為顯著。此種強化相關約款對市場影響的累積

效應 Komulativeffekte，不容忽視。為調查相關約款的累積效應，必須要有以

整體市場為準的宏觀視野。  
4. 就半成品所約定的限制約款，對市場機能之負面影響，要比以消費性成品為    

內容的限制約款，來得輕微。因為半成品與消費關係毫無關聯，因此縱然半成

品產銷階段的競爭機能受到限制，其對競爭法的意義比較不顯著。  
5. 關於零售階段的轉售價格限制，固定不二價與最低價的約定，因其對價格競

爭的嚴重影響，具相當的違法性。然而最高價格或建議價格之約定，基本上不

被視為具限制競爭的作用。  
6. 在零售階段，基本上可以預期，轉售價格之限制對市場機能的負面影響，遠

比其他類型的限制約款來得嚴重。各會員國的經驗證實，縱使轉售價格之限制

能帶來提昇效率的好處，然而其他、對市場競爭影響顯較微弱的限制約款，亦

同樣有增強效率的優點。因此嚴格禁止轉售價格限制的會員國，在特定條件下

通常允許獨家銷售約款的施行。 
(二) 適用範圍 
1. 適用客體  
執委會第 2790/99 號規則第 2 條規定，該規則適用於所有垂直性的約定，所謂

垂直性的約定，必須符合三個要件，他們分別是：兩個或兩個以上事業間的約

定、參與約定的事業係分別於不同的產銷階段從事商業活動、該約定係以買入

出售或轉售商品或服務的交易條件為內容。 
從上述三個要件看來，除以取得製造授權為重心的工業加盟rein industrielle 
Franchisen之外249，大多數的加盟契約無疑隸屬於第 2790/99 號規則之適用範

                                                 
248 參閱Mitteilung der Kommission ueber die Anwendung der EG-Wettbewerbsregeln auf vertikale 
Beschraenkungen, S22ff 
249 參閱Karsten Metzlaff, Franchisesysteme und EG-Kartellrecht - neueste Entwicklung, abgedruckt in 
BetriebsBerater 2000 S. 1201ff,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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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又依第 2 條第 3 項規定，若加盟契約係以商標、服務標章或其他智慧財產

權的授權使用，為唯一或主要的契約內容時，執委會第 2790/99 號規則不適用

於該加盟契約。依據執委會的見解，此類加盟契約應該適用個別除外規則250。               
2. 適用主體     
a. 零售事業團體或協會 (第 2 條第 2 項) 
    除個別事業外，依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在兩個前提要件下，特定的事業團體

或協會 Unternehmensvereinigung 亦可為本規則的適用主體，而享受除外適用的優

惠。第一，該事業團體或協會的會員必須是商品零售事業。第二，個別會員 (零
售商) 的年營業額均不超過 5000 萬歐元。在滿足此兩個前提要件下，相關零售

事業團體或協會與其會員間垂直性的約定或該團體或協會與其供應商的垂直性

的約定，可依本規則而享受除外適用的優惠。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第 2790/99
號規則並不適用於任何服務零售事業團體或協會為一方當事人的垂直約定。又對

商品加盟連鎖業而言 ( 而非服務加盟連鎖業 !!!)，零售階段加盟主的協會與其

會員間垂直性的約定或該團體或協會與其供應商的垂直性的約定，只要各加盟主

的年營業額不超過 5000 萬歐元，即可依據本規則被排除於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的適用範圍之外。  
b. 同產銷階段競爭事業間的垂直性約定 (第 2 條第 4 項)  
    同產銷階段競爭事業間的垂直性約定，原則上並不適用本規則。除非該垂直

性約定，係屬非互相性的 nichtwechlselseitige 約定。何謂nichtwechlselseitige 約
定，執委會指導原則251稱: 例如AB兩個製造生產事業約定，A方負責銷售B方的

產品，然而B方卻不須負責銷售 A方的產品。此種競爭事業，nichtwechlselseitige
的垂直性約定如果符合下列選擇性要件，應該適用本規則。又必須買方的年營業

額不超過 100 Mio萬歐元或供應商同時從事製造與銷售，而買方僅為銷售商，並

不同時從事製造同類競爭產品或服務之活動。依此規定，生產製造商透過自己的

直營店與下游經銷網銷售產品的混合雙重型行銷體系，將被納入第 2790/99 號規

則之適用範圍。儘管在此類混合雙重行銷管道的情形，生產製造商與其經銷網內

的銷售商互為銷售階段的競爭者，然而由於銷售商的商業活動係在銷售成品，並

不同時製造同類競爭產品，因此銷售商不能視為生產製造商的競爭者。換言之，

判斷本條項所謂的nichtwechlselseitige非相互性，其標準在於垂直約定中的銷售商

依其經濟活動是否可被認定為生產製造商的競爭者。若可被視為生產製造商的競

爭者，則垂直約定係屬相互性，或者更明白的說市聯合行為。 對於加盟連鎖業

而言，只要加盟主並不同時從事製造同類與加盟總部產品競爭之產品(或服務)之
活動，加盟總部就算亦透過直營店銷售產品，加盟契約應屬於本條項所謂的

                                                 
250 參閱執委會指導原則Rn.43 
 
251參閱執委會指導原則Rn.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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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twechlselseitige的垂直性約定，而有第 2790/99 號規則之適用252。  
3. 適用期間 (第 12 條)  
    歐盟執委會第 2790/99 號規則應於西元 2000 年 6 月 1 日生效，有效期限至

西元 2010 年 5 月 31 日為止。於西元 2000 年 6 月 1 日以前締結的加盟契約，於

執委會第 2790/99 號規則施行後的一年半內，仍應繼續適用舊的團體除外適用規

則，直至西元 2001 年 12 月 31 日為止。                                   
4. 除外規定                                                              
    以往關於行銷販售汽車的約定，有第 1475/95 號團體除外適用規則加以規

範。然而由於執委會第 2790/99 號規則尚未將販售汽車的行銷約定納入適用範

圍，所以第 1475/95 號團體除外適用規則並未失去效力，而應繼續適用至西元

2002 年 9 月 30 日為止253。                                                             
(三) 特點                                                                 
    由於新公布的第 2790/99 號規則乃歐盟簡化革新競爭法規計劃的一部份，因

此其內容與前述第 1983/83 號獨家銷售規則 Alleinvertrieb, 第 1984/83 號獨家交

易規則Alleinbezug ,第 4087/88號加盟契約規則 Franchising三個應該被取代的團

體除外適用規則 Gruppenfreistellung 有以下的不同：  
1. 適用範圍涵蓋了各行各業；而且不再作各式垂直性限制競爭約定的區分，各 

種型態的垂直性限制競爭的約定，均被納入其規範之範圍。執委會之所以不 
再採行各種限制競爭約定型態的分類，最主要原因是這種分類無疑必將造成

法律適用上差別待遇的結果。為避免法律適用上的差別待遇，會使得事業因

選擇不同的行銷系統、締結不同的垂直性約定，遭受特定的利益或不利益254，

新公布的第 2790/99 號規則一視同仁的將所有類型的垂直性約定，納入其適

用範圍。遍尋執委會第 2790/99 號規則之內容，不復見加盟契約等名詞與各

種限制競爭約定型態的定義，即為明證。 
2. 適用客體除了商品外，更擴及服務。 
3. 揚棄以往白色、灰色與黑色條款的分類，而是區別不被排除適用的硬性限制  

條款及其契約 hardcore restrictions Schwarze Klauseln、不被排除適用的條款 
Nicht freistellungsfaehige Klauseln、被排除適用的約定等三種情況。 

 （1）依據該規則第 4 條規定，如果事業採行垂直性限制競爭約定內容中含有以

下任何一種硬性限制條款 ”hardcore restrictions” ，則約定的全部內容將 無法

被排除適用，而且該硬性限制條款亦不可能利用個別排除適用的機會

Einzelfreistellung。非常明顯的是，此處採行 Alles oder nichts Prinzip 全有或全

無的一體性排除或適用原則。 

                                                 
252 參閱Karsten Metzlaff, BetriebsBerater 2000 S. 1201ff,1204 
 
253 參閱執委會指導原則Rn.45  
 
254參閱Karsten Metzlaff, BetriebsBerater 2000 S. 1201ff,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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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轉售價格的限制 
    在實務上，轉售價格的限制可以多種型態出現。而完全不同於德國法第 14

條與執委會第 4807/88 號加盟契約規則，第 2790/99 號規則並非禁止任何形

式的轉售價格的限制。依據第 4(a)條規定最低價與不二價或固定價的約定係

屬被禁止的。而最高價與建議價格則是被允許的，若他們在施行上不具最低

價與固定價的效果。就最高價與建議價格之規定，第 2790/99 號規則與德國

法明顯互相矛盾衝突。德國法不僅禁止最高價的約定，也禁止建議價格。然

而在德國法中的建議價格禁止規定，例外允許在特定的要件下商品的建議價

格。服務的建議價格，則是無論如何嚴格被禁止的。 
    除了禁止規定之範圍大小不同外，另一與德國法之不同處在於，第 2790/99
號規則第 4(a)條規定僅將限制買方的轉售價格的約定列為嚴格禁止的硬性限制

條款。換言之，限制賣方的轉售價格的約定則可藉本規則取得除外適用的特權。

因此，有利於買方的最優惠待遇約款依據歐盟法是合法的255。  由於歐盟法在適

用上享有優先性，因此前述第 2790/99 號規則與德國法就轉售價格限制規定互相

衝突的問題，並不會對實務形成實質適用上的困擾。然而就結果上而言，卻使得

區域性的加盟系統必須適用比較嚴格的德國法，而施行領域超越一會員國以上的

加盟系統，則得以適用比較寬鬆的第 2790/99 號規則。 
b. 銷貨限制＜Vertriebsbindung＞ 

    無論是在銷售地理區域或銷售對象上的銷貨限制，依據第 2790/99 號規則

第 4(b)條規定，均屬應該被禁止的硬性限制條款。不問銷貨限制究竟是藉直接

的契約約定或間接的恐嚇解約或不足額的供貨量等方式達成256，皆屬第 4(b)
條規定所規範的銷貨限制。然而於下列例外情形，銷貨限制係被允許的： 

（a）若為安全或健康之考量，例如限制出售酒類產品與未成年人的約定
257 。  

（b）若供貨商為自己保留了特定銷售地理區域或已經授與某一銷售商在 
該地理區域的銷售專屬權利，則禁止其他銷售商於此地理區域主動銷售 aktiven 
Verkauf 的約定，係被允許的。所謂主動銷售，係指以郵件、電子郵件、或派遣

業務員主動與在專屬於別的銷售商地理區域之顧客接觸。或經由地區性的報紙廣

告或其他廣告方式主動與在專屬於別的銷售商地理區域之顧客接觸。或在專屬於

別的銷售商地理區域，另開設一店舖。 由此可知，禁止加盟主主動銷售之約定

若要取得合法性，加盟總部必須授與個別加盟主地理區域的銷售專屬權利。鑒於

地理區域的銷售專屬權利之授與，對於絕大多數加盟系統來說係屬常態，加盟契

約中禁止加盟主主動銷售之條款依據第 4(b)條規定即非為違法的硬性限制條

款，而整個加盟契約之內容與加盟系統也不會因為硬性限制條款之存在，而無法

                                                 
255參閱Karsten Metzlaff, BetriebsBerater 2000 S. 1201ff,1206  
 
256參閱執委會指導原則Rn.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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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第 2790/99 號規則享受除外適用的利益。                                              
（c）限制大盤商銷貨給消費者的約定。換言之，大盤商階段的銷貨限制，

無論是禁止大盤商階段的加盟主主動或被動銷貨給消費者的約定，都是被許可的
258。   

（d）在選擇性行銷系統中，禁止供貨給非系統內銷售商的規定。對屬於

選擇性行銷類型一種的加盟系統而言，禁止加盟主供貨給非加盟主的約定係屬可

接受的。 
（e）關於工業半成品的使用限制。由於工業半成品的生產製造商必須投

資大筆金錢於研發工作上，為避免同業競爭者不費吹噓之力與分文坐享研發成果

之利，因此限制交易對象只能將該工業半成品使用於約定的用途。此種工業半成

品使用限制的目的，係在保護工業半成品的生產製造商的利益，應被認可。 
c. 該規則第 4(c)條與第 4 (d)條規定涉及選擇性行銷系統中零售階段的特定禁止

條款，例如零售商不得主動或被動售貨給消費者、系統內銷售商不得互相供應貨

品Querlieferungsverbot的禁止條款，屬於應該被禁止的硬性限制條款。對加盟系

統而言，即為加盟總部不得禁止零售階段的加盟主主動或被動售貨給消費者。此

處的消費者可為自然人或企業259。又加盟總部應允許零售階段的各加盟主間可以

互相供應貨品。 
    值得注意的是，就不得主動或被動售貨給消費者的部分，此規定與第 4(b)
條規定的區別與衝突之處。第 4(b)條規定係僅以銷售地理區域或銷售對象上的銷

貨限制違規範對象，而第 4(c)條規定則以選擇性行銷系統為適用客體。然而依據

第 4(b)條規定，伴隨獨家交易的禁止主動銷售之約定是被准許的，按第 4(c)條規

定，選擇性行銷系統中禁止零售商主動或被動售貨給消費者的約定，確被視為重

大惡性的硬性限制條款，而屬絕對違法。對於加盟總部而言，一方面能根據第

4(b)條規定禁止加盟主於專屬於其他加盟主地理區域從事主動銷售，另一方面卻

又被第 4(c)條規定嚴格禁止限制加盟主主動或被動售貨給消費者之自由。這種法

律評價上的矛盾，實令人困惑。然而目前除了等待實務的決定外，別無其他解決

的方法。  
c. 不得供應原料零件給第三者的禁止條款 Ersatzteilverkaufsverbot，依第 4(e)條規

定係屬硬性限制條款。即以製造商只能供應原料零件與加盟總部，卻不能供

應原料零件給加盟主為內容的條款，不能享受除外適用的利益。 
 (2) 該規則第 5 條規定，如果約定的內容中包含以下條款，則僅該條款不被排

除適用，約定的內容中其餘條款與其他內容不受影響。                                    
（a）超越 5 年期限的禁止競爭條款 
    由於執委會認為，禁止競爭條款具有相當的閉鎖市場效果。惟有對禁止競爭

                                                                                                                                            
257參閱執委會指導原則Rn.48 
258參閱執委會指導原則Rn.52 
259參閱執委會指導原則Rn.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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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作時間上的限制，方才不會造成嚴重的後果。因此超越 5 年期限或未定期限

的禁止競爭條款是違法的。實務上常見的自動續約條款，亦被視為未定期限的禁

止競爭條款，因而是不合法的。又買方負有向賣方或經賣方指定的供應商購買，

而且數量至少必須達到前年交易量 80%之約定，亦屬違法的禁止競爭條款。然而

若銷售商之店舖係屬供貨商所有、或由供貨商出租與銷售商，而且該禁止競爭條

款的有效期間不超越店舖租賃契約的有效期間。若店舖係由第三人所出租與銷售

商，而該第三人與供貨商具經濟上的一體性，該規則例外允許事業約定超越 5 年

期限之禁止競爭條款。 
    前述時間上的限制原則，對加盟契約而言，只有部分的拘束力。因為依執委

會的意見，加諸於加盟主的禁止競爭條款，若出於維護系統商譽形象、保護營業

秘密之考量，係屬絕對必要時，加諸於加盟主的禁止競爭條款並不在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的範圍之內。既然不在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的範圍之內，

當然也不受團體除外規則的規範。另外就條款有效期間方面，執委會認為維護系

統商譽形象、保護營業秘密等考量，足以合理化與加盟契約本身有效期限同時間

長度的禁止競爭條款260。換言之，比加盟契約有效期間還長的禁止競爭條款的約

定，是不被許可的。                                                                   
（b）契約終止後禁止製造生產、供貨或銷貨的條款                                        
    第 2790/99 號規則第 5b條規定認為契約終止後禁止製造生產、供貨或銷貨的

條款是違法的，然而承認兩種例外情形。第一，若產品製造或商業經營技術之

know how尚未為公眾所知，契約終止後，未定期限的使用或授與第三人之禁止

條款是被允許的。有鑒於第 2790/99 號規則第 1 條對know how的定義，所謂的

know how在性質上恆是屬於秘密的，得以與其他技術經驗區別的，以尚未為公

眾所知的技術為例外許可的前提要件，對於加盟契約而言，實屬不必要的要求。

第二，第 5b條規定承認契約終止後一年期限的禁止製造生產、供貨或銷貨的條

款是合法的，若此條款係以禁止製造生產、供應或銷售同類的競爭產品為內容，

而且局限於銷售商於契約期間內店舖設立的同地。換言之，加盟總部得於契約終

止後一年期限內，禁止加盟主於製造生產、供應或銷售同類的競爭產品，然而該

項禁止約定必須侷限於加盟主設立的同地。加盟總部不得禁止加盟主於原店面所

在地之外製造生產、供應或銷售同類的競爭產品，而加盟主可於原店面之隔壁製

造生產、供應或銷售同類的競爭產品。以侷限於加盟主設立的同地為例外許可的

前提要件，結果是使禁止製造生產、供應或銷售同類競爭產品的約定，形同具文。  
尚不論第 5b條就禁止製造生產、供貨或銷貨條款的合法性所規定之要件，對加

盟系統，是否形同虛設、是否有任何意義。歐盟法院基本上認為，為保護加盟總

部產品製造或商業經營技術之know how，製造生產、供貨或銷貨的禁止條款等

禁止競爭條款實屬絕對必要，因此對其持認同的態度並表明此類約定並不違反羅

                                                                                                                                            

 
260 參閱執委會指導原則Rn.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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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的規定261。 
（c）禁止銷售特定競爭對手產品的條款 
    儘管第 2790/99號規則並不反對供應商禁止其行銷網內的銷售商銷售競爭對

手的產品，然而若此禁止銷售之約定係針對特定競爭對手的產品，依第 5c條規

定，此約定係屬違法。第 5c條規定的目的係為防止數個供應商利用共同的行銷

網，以禁止行銷網內的銷售商銷售特定供應商產品的手段，來達到集體杯葛特定

競爭對手，增加該特定競爭對手進入市場之困難262。對加盟系統來說，即加盟總

部不得禁止加盟主銷售特定供應商的產品或約定僅能銷售特定供應商的產品。(3)
如果採行垂直性限制競爭約定的事業在相關市場的佔有率不超過 30% (Art.3)，而

且約定的內容未含有該規則第 4 條所指稱的硬性限制 ( hardcore restriction )，則

該定型化契約可被除外適用，並僅受濫用原則的拘束263。 
    換言之，若施行垂直性約定事業的市場佔有率超過 30%，則不在第 2790/99
號規則適用範圍之內。然而此不適用該規則的事實，並不足以自動推定該計劃施

行的限制競爭約款即屬違法的264。相關限制競爭約款是否與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不符而屬違法，必須視個案情況而定。在此情況，對於相關事業計劃施

行的限制競爭約款之評價，只有三種可能性：負面證明Negativattest、單一除外

適用或被禁止265。由前述規定，可以感受到市場力量與垂直性約定之於競爭機能

影響的相關性。若事業所擁有市場的佔有率愈小，即市場力量愈小，不同品牌間

的競爭愈激烈，垂直性約定對於競爭機能之影響愈小。在市場佔有率不逾 30%
的範圍內，垂直性約定僅受濫用原則的拘束。 
    引人注意的是，在第 2790/99 號規則的他處，亦可見以市場力量為監督標準

的影子，例如前述第 2 條第 2 項有關零售事業團體或協會為適用主體的規定。依

此規定，商品零售事業團體或協會與其會員間垂直性的約定或該團體或協會與其

供應商的垂直性的約定，不可能援用第 2790/99 號規則，來避免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的監督，若該事業團體或協會的個別會員 (零售商) 的年營業額超

過 5000 萬歐元。 又值得提出說明的是：第 3 條規定給人一種印象，即 30%之市

場佔有率似乎是能否適用第 2790/99 號團體除外規則或應該適用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的分水嶺，與產品特性毫無關係。然而執委會於指導原則266中卻指

明 “30%市場佔有率”並非絕對的、唯一的判斷標準，必要時應考量產品特性。

若基於產品特質，並無施行垂直性的限制條款與選擇性行銷系統的必要性時，就

                                                 
261 EuGH,Slg.1987,353,382 Pronuptia 
262 參閱執委會指導原則Rn.61 
263參閱Karsten Metzlaff, BetriebsBerater 2000 S. 1201ff,1202 und Fn.21 與Kirstin Pukall ,Neue 
EG-Gruppenfreistellungsverordnung fuer Vertriebsbindungen , abgedruckt in :NJW 2000, 1375ff, 1376  
264 參閱執委會指導原則Rn.62 
 
265 參閱執委會指導原則Rn. 60 與Karsten Metzlaff, BetriebsBerater 2000 S. 1201ff,1206 
 
266 參閱執委會指導原則Rn.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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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該相關事業的市場佔有率未達 30%，執委會可能不允許其行銷系統適用第

2790/99 號團體除外規則。 
既然第 2790/99號團體除外規則以一定的市場佔有率為相關事業享受除外

利益的標準，這使得市場佔有率的計算顯得極為重要，當然其計算的方法及其正

確性格外引人注意。然而更重要的是，如何解決事業取得除外適用特權之後，市

場佔有率產生變化的問題。畢竟，經濟情況既有高低潮，事業的市場佔有率也不

會維持不變。因此第 9 條第 2 項規定，事業取得除外適用特權之後，兩年之內市

場佔有率的成長不超過 5%，即不超過 35%時，或縱使市場佔有率的成長超過

5%，但時間未達一年時，市場佔有率逾 30%的事實，不影響除外適用之特權。

總而言之，事業無法繼續保有除外適用之特權，當其市場佔有率逾 30%之情況長

達兩年以上。  
(四) 濫用原則的管制 
    依第 2790/99 號團體除外規則，符合特定要件的行銷系統或約款雖得享受除

外適用特權，然而若行銷系統或約款具有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所規定的影響

競爭的作用時，無論是執委會或各個會員國均可剝奪除外適用之特權。而第

2790/99 號團體除外規則第 8 條規定，甚至賦與執委會制定其他新的規則之權

限，以將特定的行銷系統或約款排除於第 2790/99 號規則的適用範圍之外，若在

相關市場同類的行銷系統或約款已達 50%市場佔有率。 
三、結論  
    自西元 2000 年 6 月 1 日起，加盟契約不再適用執委會第 4087/88 號規則，

而應適用第 2790/99 號規則。儘管隨著第 2790/99 號規則頒布，執委會向其改革

歐盟競爭法之目標，邁進了一大步。然而，就垂直限制競爭約款所衍生的法律問

題，第 2790/99 號規則之內容，並未宣告新時代的來臨。該規則延續執委會對此

類約款一貫的肯定態度，基本上維持了執委會對此類約款的法律評價，只是在法

律技術上作修正改變，以期能簡化歐盟競爭法之適用，消弭形式化評斷標準所產

生的問題，減輕執委會行政工作上之負擔，方便事業之商業決策。該規則的特點

與對加盟契約的影響，可以下列幾點總結之： 
(一) 以市場力量等因素為法律評價的圭臬                                  
    歐盟執委會認為，垂直性限制競爭之約款基本上不足以嚴重影響市場的功

能。除非可替代性產品之間，不存在足夠充分的競爭。而此種品牌間競爭不足的

原因，通常是由於市場力量與垂直性限制競爭條款結合的共同作用所導致。因此

就算是同類型的垂直性限制競爭約款，若施行於不同結構的市場或係由擁有不同

市場力量的事業所採行，其影響市場功能的程度可能大不相同。基於此種認知，

執委會所制定的第 2790/99 號規則，揚棄以往以限制競爭約款之類型為標準的做

法，將規範焦點放在市場結構本身，改奉市場力量等因素為法律評價的圭臬267。

                                                 
267 參閱Thomas Ackermann, Die neue EG-Wettbewerbsregeln fuer die vertikale Beschraenkungen, 
abgedruckt in : EuZW 1999, 741ff,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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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於市場佔有率是最能表徵市場力量的，因此第 2790/99 號規則以市場 30%佔

有率為適用的門檻，並規定若施行限制競爭約款事業的市場佔有率並未逾越 30%
之門檻時，該限制競爭約定隸屬該規則之適用範圍。只要該限制競爭約定未含特

定的硬性限制條款”hardcore restrictions”，即可依該規則自動享有除外適用的利

益，完全無須經事前向執委會報備Anmelden。換言之，事業不須經事前向執委

會報備，便可逕行限制競爭約款。  
    若計劃施行限制競爭約款事業的市場佔有率超越 30%時，就不能適用第

2790/99 號規則。然而不適用該規則的事實，並不足以自動推定該計劃施行的限

制競爭約款即屬違法的。相關限制競爭約款是否與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

不符而屬違法，必須視個案情況而定。必要時，事業應向執委會報備，並申請單

一除外適用。   
(二) 打破執委會獨占決定相關條款是否應該除外適用問題權力的局面 
    以往就特定限制競爭約款是否能享受除外適用特權的問題，唯獨執委會享有

決定的權力。然而第 2790/99 號規則允許事業在一定條件下，不須事前向執委會

報備，便可逕行限制競爭約款的設計，打破執委會獨占決定權力的局面。今後，

事業必須自行預測決定，其所計劃施行的限制競爭約款，是否能依第 2790/99 號

規則，享受除外適用的特權。  
(三) 放棄各類垂直性限制競爭約定的區分  
    正由於前述(一)提及以市場結構為觀察重心的新作風，第 2790/99 號規則不

再作各式垂直性限制競爭約定的區分， 而將各種型態的垂直性限制競爭的約

定，均納入其規範之範圍。 就加盟系統而言，值得注意的是，第 2790/99 號規

則規範的客體係以買入出售或轉售商品或服務之交易條件為內容的垂直性約

定。因此以取得製造授權為重心工業加盟rein industrielle Franchisen ( 製造加盟 
Produktionsfranchising ??) 並不隸屬於第 2790/99 號規則之適用範圍。可能適用於

工業加盟 rein industrielle Franchisen的，當屬第 240/96 號技術移轉規則
268TechnologietransfergruppenfreistellungsVO。 
    又依第 2790/99 號規則第 2 條第 3 項規定，該規則不適用於以商標、服務標

章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的授權使用，為唯一或主要的內容的加盟契約。依據執委會

的見解，此類加盟契約應該適用個別除外規則。  
（四）法律評價之三分法  
    就限制競爭約款的合法性，第 2790/99 號規則不採行以往白色、灰色與黑色

條款的分類，而是區別不被排除適用的硬性限制條款及其契約 hardcore 
restrictions Schwarze Klauseln、不被排除適用的條款、被排除適用的約定等三種

情況。由於事業間關於限制競爭的約定恆為定型化契約，而在定型化契約內則有

                                                 
268 參閱Christoph Liebscher/ Alexander Petsche, Franchising nach der neuen 
Gruppenfreistellungsverordnung Nr. 2790/99 fuer Vertikalvereinbahrungen abgedruckt in : EuZW 
2000, 400f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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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類型的限制競爭約款。所以於此處應特別注意第 2790/99 號規則之法律評價

究竟是針對特定條款或針對整個約定內容。  
1. 被排除適用的硬性限制條款及其契約(一體性排除或適用原則) 
    第 2790/99 號規則第 4 條將特定類型、而非所有類型的轉售價格限制、購貨

義務、銷貨對象與銷貨地理區域限制約款歸類為所謂的硬性限制約款。此種硬性

限制約款，由於被公認具有嚴重影響競爭的負面作用，因此該規則之第 4 條規定

將其定位為應被嚴格、絕對禁止的約款，而且不可能利用個別排除適用的機會成

為合法的約款。硬性限制約款除其本身毫無機會獲得法律上的認可外，甚至影響

事業約定中的其他內容與約款，使得整個定型化契約的全部內容將無法藉第

2790/99 號規則被排除適用。換言之，僅僅一條硬性限制約款之存在，便足以使

整個定型化契約喪失其競爭法上合法性。於此，執委會欲藉全有或全無的一體性

排除或適用原則，以達充分保護市場機能的目的。 
2. 不被排除適用的條款 (可分離原則 )                                                 
    如果事業間定型化契約中包含第 2790/99 號規則第 5 條所稱之任一條款，則

僅該條款無法經由第 2790/99 號規則被排除適用，定型化契約的內容中其餘條款

與其他內容不受影響。換言之，除第 5 條處所稱條款外，定型化契約的內容中其

餘內容是可享受排除適用之利益的。顯而易見的是，第 5 條所指稱的限制條款對

市場競爭的負面影響顯比第 4 條的硬性限制約款要小，所以第 2790/99 號規則此

處採法律評價可分離原則269，使這些條款之存在，並不妨礙定型化契約的內容中

其餘條款的合法性。 
3. 被排除適用的約定                                                  
    第 2790/99 號規則之第 3 條規定，如果採行垂直性限制競爭約定的事業在相

關市場的佔有率不超過 30%，而且約定的內容中未含有該規則第 4 條所指稱的硬

性限制 ( hardcore restriction )，並且未含任一屬於第 5 條所稱的條款，則該定型

化契約可依第 2790/99 號規則享受除外適用的利益。此被除外適用的定型化契

約，僅受濫用原則的拘束。其結果是，就管制垂直性限制競爭約定的實質面而言，

歐盟法與德國法同採濫用原則，儘管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本身是個禁止規定。 
(五) 在加盟契約中嚴格被禁止，而且會影響整體契約合法性與效力的硬性限制    

條款 
    關於硬性限制條款的規範，係在第 2790/99 號規則第 4 條。而第 4 條將應該

嚴格被禁止的硬性限制條款劃分為五種類型，其中在某些類型裏又各有其例外，

即不被認為是惡性重大的硬性限制條款，而享有合法性。毫無例外情形被認定為

硬性限制條款的，當屬第 4(c)(d)(e)條所指的三種條款，他們分別是：選擇性行

銷系統中禁止零售商主動或被動售貨給消費者、禁止系統內銷售商互相供應貨品

的條款與禁止供應原料零件給第三者的條款。對加盟系統而言，即是加盟總部不

                                                 
269參閱Christoph Liebscher/ Alexander Petsche, EuZW 2000, 400f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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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禁止零售階段的加盟主主動或被動售貨給消費者、加盟總部應允許零售階段的

各加盟主間可以互相供應貨品。另外約定僅能供應原料零件與加盟總部，卻不能

供應原料零件給加盟主為內容的條款，亦屬絕對違法。 
    至於價格限制與銷貨限制方面，第 4(a)(b)條則承認部分例外合法的情況。然

而不幸的是，第 4 (b)條中的例外合法規定卻與第 4(c)條的禁止規定相衝突。               
首先依據第 4(a)條規定最低價與不二價或固定價的約定係屬被禁止的。而最高價

與建議價格則是被允許的，若他們在施行上不具最低價與固定價的效果。又由於

該條規定僅將限制買方的轉售價格的約定列為嚴格禁止的硬性限制條款。換言

之，限制賣方的轉售價格的約定則可藉本規則取得除外適用的特權。因此，有利

於買方的最優惠待遇約款依據歐盟法是合法的。此處值得提說明的是，就價格限

制之禁止規定，第 2790/99 號規則不僅比德國法，甚至與第 4087/88 號加盟契約

規則相較，都還要寬鬆。依據第 4087/88 號加盟契約規則，所有類型的轉售價格

限制，都是違法的。由執委會前後規則對轉售價格限制的管制顯現漸鬆的趨勢，

可窺知執委會對此問題態度之轉變。 
    關於銷貨限制，無論是涉及銷售地理區域或銷售對象，依據第 2790/99 號規

則第 4(b)條規定，均屬應該被禁止的硬性限制條款。然而於下列例外情形，銷貨

限制係被允許的：  
（a）若為安全或健康之考量，例如限制出售酒類產品與未成年人的約定。 
（b）若加盟總部有授與個別加盟主地理區域的銷售專屬權利，加盟契約中禁止

加盟主主動銷售之條款即非為違法的硬性限制條款，而整個加盟契約之內

容與加盟系統也不會因為硬性限制條款之存在，而無法藉第 2790/99 號規

則享受除外適用的利益。值得注意的是，就不得主動或被動售貨給消費者

的部分，此規定與第 4(c)條規定的區別與衝突之處。本條規定係僅以銷售

地理區域或銷售對象上的銷貨限制違規範對象，而前述第 4(c)條規定則以

選擇性行銷系統為適用客體。依據本條條規定，伴隨獨家交易的禁止主動

銷售之約定是被准許的，惟按第 4(c)條規定，選擇性行銷系統中禁止零售

商主動或被動售貨給消費者的約定，確被視為重大惡性的硬性限制條款，

而屬絕對違法。對於屬於選擇性行銷系統之一種的加盟系統而言，加盟總

部一方面被第 4(c)條規定嚴禁限制加盟主主動或被動售貨給消費者之自

由，另一方面卻又能根據本條之規定禁止加盟主於專屬於其他加盟主地理

區域從事主動銷售。這種法律評價上的矛盾，令人困惑。然而目前除了等

待實務的決定外，別無其他解決的方法。 
（c）限制大盤商銷貨給消費者的約定。換言之，大盤商階段的銷貨限制，無論

是禁止大盤商階段的加盟主主動或被動銷貨給消費者的約定，都是被許可

的。   
（d）在選擇性行銷系統中，禁止供貨給非系統內銷售商的規定。對屬於選擇性

行銷類型一種的加盟系統而言，禁止加盟主供貨給非加盟主的約定係屬可

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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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關於工業半成品的使用限制。由於此種工業半成品使用限制的目的，係在

保護工業半成品的生產製造商的利益，應被認可。 
(六) 不被排除適用的條款  

不能藉第 2790/99 號規則被排除適用的條款，主要是涉及事業間禁止競爭的

條款。由於禁止競爭的約定不似硬性限制約款具有重大非難性，因而於此

處，該規則之第 5 條採法律評價可分離原則，僅使禁止競爭的條款無法被排

除適用，定型化契約的內容中其餘條款與其他內容不受影響，可享受排除適

用之利益。 
與第 4087/88 號加盟契約規則相比較，新的第 2790/99 號規則就事業間禁止

競爭的約定，作比較詳細的規範，相對地亦對事業間締結競爭禁止約定的自

由形成較大的限制。依該規則第 5 條之規定，違法的禁止競爭條款係有三

種。他們都是加諸於銷售商的禁止競爭條款，分別與此類條款有效期限長

短、契約後不生產銷售義務、能否銷售加盟總部特定競爭對手的產品有關。

除了第三種就能否銷售加盟總部特定競爭對手產品的問題，執委會給予明確

唯一的法律評價外。在其他兩種情形，則又是原則被多種例外包圍的複雜規

定。  
    歸納起來，加諸於加盟主的禁止競爭條款，在時間上不得超越加盟契約本約

的有效期間。又加盟總部可以禁止加盟主銷售競爭的對手產品，但不得禁止

其銷售特定供應商的產品或約定僅能銷售特定供應商的產品。至於契約後禁

止競爭之義務，加盟總部得禁止加盟主於契約終止後繼續使用系統內的

know how 或將該 know how 授與第三人，而此禁止約定得未定期限。又加

盟總部不得禁止加盟主於原店面所在地之外製造生產、供應或銷售同類的競

爭產品。 
(七) 被排除適用的約定 
    依據新的第 2790/99 號規則，不再有完全合法的白色條款、與符合特定要件

才屬合法的灰色條款的分類。亦不同於第 4087/88 號加盟契約規則，第

2790/99 號規則並不一一陳列合法的條款，而係僅指明何種限制競爭的條款

係違法的。按該規則的約定，如果採行垂直性限制競爭約定的事業在相關市

場的佔有率不超過 30%，而且約定的內容中未含有該規則第 4 條所指稱的硬

性限制 ( hardcore restriction )，並且未含任一屬於第 5 條所稱的條款，則該

定型化契約可依第 2790/99 號規則享受除外適用的利益。此被除外適用的定

型化契約，僅受濫用原則的拘束。 
    總結的來說，如果採行垂直性限制競爭約定的事業在相關市場的佔有率不超

過 30%，以下所稱的條款可依第 2790/99 號規則，自動被排除於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適用的範圍，事業不須於施行該條款之前向執委會報備或申請

許可270。                                                                   

                                                 
270 參閱 Christoph Liebscher / Alexander Petsche Franchising nach der ne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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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法限制加盟總部的條款                                                        
  由於第 2790/99 號規則第 5 條規定之禁止規定，係以加諸於銷售商的禁止競爭

條款，為規範客體。依其反面解釋，加諸於加盟總部的禁止競爭條款，乃合法

的。因此約定加盟總部不得與加盟主互為競爭的義務是被許可的，即加盟總部

不得於已經授與加盟主專屬販賣的區域，使用相同的商標、相同的 know how，

製造銷售與加盟主之商品或服務互有競爭關係的商品或服務。另外，禁止加盟

總部將已經授與某一加盟主專屬販賣的區域，重覆授權給其他加盟主的約定，

亦屬合法。   
2. 合法可加諸於加盟主的義務 
（1）加盟主僅得出售合於加盟總部所訂定品質標準的商品或服務。 
（2）加盟主必須供應一定數量的貨品、銷售量必須達到一定的營業額。 
（3）一定比例的收入，加盟主必須用於廣告費用之負擔。自行策畫的廣告措施

必須事前獲得加盟總部的同意允許。 
（4）禁止加盟主將加盟總部授與的 know how 告知第三人。禁止加盟主，於契

約終止後，繼續使用加盟總部授與的 know how 或將其告知第三人。而此

契約終止後繼續使用的禁止或保密義務之約定，得未定期限。 
（5）要求加盟主參與教育訓練或加盟主必須准許其門市職員參與教育訓練。           
（6）加盟主必須依照加盟總部的要求裝潢不致店舖或要求加盟主必須使用特定

的運輸工具。 
（7）提供帳務、銷售紀錄、財務表冊讓加盟總部檢查。 
（8）僅於加盟總部同意時，加盟主才能變更營業地點。 
(八) 分散管轄權力 

不同於以往的團體除外適用規則，依第 2790/99 號規則第 7 條，除執委會之

外，各個會員國亦可剝奪除外適用之特權。賦與會員國剝奪除外適用權限之

設計，乃為呼應改革計劃之另一目標。即改變過去決定權過分集中於執委

會，致使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或其法院少有機會適用歐盟競爭法的情況。 
(九) 制定其他新的規則以剝奪除外適用特權之權力 

被除外適用的約款或契約，僅受濫用原則的拘束。以濫用原則為基礎之監

督，除有前述(八)所提及的兩種可能性外，即由執委會與各個會員國剝奪除

外適用之特權。該規則第 8 條規定，則另又賦與執委會制定其他新的規則之

權力，以將特定的行銷系統或約款排除於該規則的適用範圍之外，若在相關

市場同類的行銷系統或約款已達 50%市場佔有率。 

                                                                                                                                            

Gruppenfreistellungsverordnung Nr.2790/99 fuer Vertiklavereinbahrungen , abgedruckt in: EuZW 
2000,400ff,404 



 83

陸、結論與建議 

    本計劃由商學與比較法的角度探討與分析加盟契約與反托拉斯法的關係。 
綜合而言，對於此一對現代經濟具有相當重要性之行銷方式，各國反托拉斯法似

乎有採取較為寬容處理態度的傾向，除非加盟體系本身所在之相關市場之市場集

中度極高，致不同體系間之競爭因具市場支配力之加盟總部相關之限制行為而受

到實質之妨礙。 此一結論，值得我國於未來處理加盟案件時，引為參考作為建

立執法初步上位概念之經驗依據。 再者，就最可能引發我國公平交易法爭議的

加盟總部與加盟主間之控制力安排問題，由本計劃第貳章關於國內加盟系統中總

部與加盟主之決策約束力關係之比較可知，直營店在經濟實質上等同於是單一企

業體，故除非總部本身在水平相關市場內有濫用其市場力量之相關行為出現，否

則與公平交易法之關聯性並不高。  另外在獨立店的部分，由於不論在店舖管

理、生財器具的投資、商品採購決定權、售價決定權等，皆享有絕對且獨立之決

定權，因此，就與總部之垂直授權關係部分來看，產生公平交易法制競爭效果的

可能性也不高。 而介於二者間之加盟類型，由於皆涉及加盟總部對加盟主經營

過程程度不一之介入，也比較有可能出現違反競爭法規之情形。以下謹綜合本計

劃上述各章之研究結論，提出對我國公平法制定相關競爭政策與執法之可能參考

依據。 

一、加盟契約類型化與競爭法執行之關係 

    合先說明者，乃從第貳章對加盟關係的分類介紹不難窺知，實務上所出現的

加盟契約關係可說是相當多元化; 各國加盟實務上為業者所採用的加盟型態，在

概念上更有可能與我國實務上的定義有相當大的差異。 可預見的是，其因此所

可能發展出來的具體加盟契約條款內容，將形成一個相當綿密與複雜的權利與義

務關係體系。 加盟契約當事人於此一體系下是否會因加盟總部惡意的交易條件

安排而受有不公平待遇? 而一旦產生類此之情形時，該如何在法律上尋求適當之

解決方式? 也早已成為競爭法外學者所關切與研究的主題。 例如民法學者即嚐

試將錯綜複雜的加盟關係予以類型化，以便能與民法中契約概念相嵌合，進而使

法院在面臨具體的加盟爭議時，可以類推適用各相關契約類型之規定，在實現個

案公平正義的原則下，對加盟關係當事人進行權利義務之微調工作。  然而，對

競爭法之執行而言，此一研究與分析方法是否必要? 值得思考。  

    一言以敝之，民法(或其他非競爭法規)與競爭法對加盟關係中總部與加盟店

之各種具限制交易自由色彩之契約安排，二者所持看法的主要不同處在於，前者

會由是否已造成個別當事人權利受損著手，而後者所關心的, 乃其因此所形成之

控制關係對提維持市場競爭秩序或提昇競爭效率而言，是否為必要與妥適的手

段。  前者偏向於縱向(總部-加盟主)關係之分析，而對後者而言，分析縱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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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掌握加盟關係中控制力強弱的起點; 行為於反托拉斯法或競爭法下之最終法

律評價為何? 仍需取決於加盟總部對加盟店之權利義務安排，是否已排除了加盟

店選擇其他加盟機會的可能。 此當然會涉及特定市場界定、市場占有率及市場

力量之計算、參進障礙之有無等橫向要素之評估。 對此一結論，不僅可從德國

或歐盟法之立法與執法趨勢中得到支持，美國法下的相關判決與判例，例如第參

章所論及之 Chicken Delight 與 Baskin-Robbins 二案，更是明顯的依循此一重實質

經濟效果評估，而輕形式類型區分之分析架構。 其對我國實行公平交易法的可

能啟示為，或許公平交易委員會於執法過程中，無需過於強調將實務上加盟行為

類型化之必要性。 更具體而言，將涉案之加盟行為歸類為究屬委託加盟、特許

加盟、甚或直營店，對民事法院進一步得適用或類推適用民法委任或僱傭契約之

規定，進行當事人權利義務關係之調整，固有決定性之影響; 但對於其在公平交

易法下，究竟是不是構成聯合或是濫用市場地位以進行各類不公平交易限制等行

為，可能並無直接的關聯。 公平交易委員會似應將執法的重點多集中在對涉案

加盟事業所處市場結構之調查與分析上。  

二、加盟契約於我國公平法下之定性問題 

    就本研究計劃的第一個主題，加盟是否為我國公平交易法所欲規範之結合行

為? 上述各章已從比較法的觀點作了深入之探討。 從美國法的觀點來看，此一

問題討論的重心應置於加盟總部與加盟主間之控制關係，是否已達到讓加盟主喪

失了獨立的經濟自主權，而應將二者視為是單一之經濟體。 具體的判斷標準，

則包括稅務或會務是否分離、二者實質經營管理人員是否相同等。  另外

Easterbrook 法官以效率及涉案市場之不同來判斷此一議題，其所代表的可能是美

國反托拉斯法的一股新的走向，值得注意。 依美國法之標準，就委任加盟而言，

由於加盟主僅提供管理服務，故其性質與直營店接近，因此可視為是單一之經濟

體; 至於特許加盟與自願加盟的部分，從比較表可以看出，加盟主事實上擁有相

當程度之決策權，故以將其視為二個獨立之經濟體為宜。 不過，如第三章之分

析所示, 即使加盟關係被定性為單一經濟體，其在美國反托拉斯法下，仍只是依

關於獨占或濫用市場地位之規定來加以規範，而與結合無涉。 至於在歐洲部分，

無論是德國法或歐盟法都未曾有過加盟契約是否應該適用結合管制定之討論，因

此，是否有必要再將加盟關係置於我國公平交易法關於結合的規定，值得深思。  

固然，我們不難將實務上常見之加盟契約類型，視為是加盟總部與加盟主間

“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

受他事業委託經營”、”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從而依我國公平交

易法第六條第三、四、五款之規定，以結合行為對待之。271 而事實上目前一般

                                                 
271 參考賴源河編審公平交易法新論，民國 83 年，第 230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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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利商店之加盟行為，則被公平交易委員會以其屬於控制他事業之人事或業務經

營，即第五款業務經營控制契約合併類型為由，納入結合管制中。 但基於下述

理由，本計劃認為應對第六條採目的性限縮解釋，而不包括加盟契約在內。  

首先，事實上加盟總部並不插手加盟店的人事安排，而完全由加盟店主自行

決定。至於業務經營方面，從第貳章的比較研究可清楚的發現，國內較常見之特

許加盟或自願加盟等，其加盟關係的建立，通常是兩個獨立之事業，透過商業談

判，本於契約自由所作的銷售政策規劃。畢竟加盟總部藉銷售政策規劃所追求

的，是提昇營運效率並提高團體的競爭優勢。而加盟主同意配合維持通路效益所

需措施之安排，是出於個人利益降低風險之考量。於此，加盟總部授權商標之使

用並提供技術經驗，而加盟主則依總部的技術規範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雙方用

來追求雙贏的營業規範，多數並不會使加盟主受制於加盟總部或喪失經營權，而

成為從屬事業。加盟主於營業自由上受到限制，並不當然表示其受到控制。尤其

營業自由上之限制與接受商標之授權、技術經驗之授與，有相當密切的關係。縱

使加盟主負有義務遵守總部的指示，其仍為與總部立於平等地位的獨立事業，可

隨時解除契約退出加盟關係。                                                          

再者，控制他事業之人事或業務經營，不僅為公平交易法企業結合的型態

之一，亦為公司法中所謂的關係企業。有學者272指稱，在英美競爭法，均不見如

此廣泛的結合定義，而質疑其適當性。尤其是該規定與公司法的關係和究竟何種

控制的程度才屬結合管制所欲規範等問題，仍有待討論形成共識。另外也有學者

認為公平交易法與公司法規範目的不同，並不必求相同，但兩者有密切關聯。惟

公平交易法中對控制程度的認定應該比較寬鬆，只要其內部之業務經營及決策有

趨於統一管理之可能，即會使其市場上之行為可能趨於一致或相互配合，極為已

足273。暫不論以控制他事業之人事或業務經營如此廣義的觀念，視為結合型態是

否妥當。惟就解決何種控制程度始稱結合意見之分歧，德國法的經驗應該能提供

相當的參考價值。 
    至於國內學者的主張：只要其內部之業務經營及決策有趨於統一管理之可

能，使其市場上之行為可能趨於一致或相互配合，即為結合。此見解過分強調統

一管理與行為一致性，而忽略結合管制的本質係在預防處理市場結構性的變化。

畢竟不單單是統一管理，還必須是因為統一管理，足以使市場發生結構性變化，

產生集中化獨占之虞，才屬於結合管制的範疇。 縱觀數年來，公平交易委員會

加盟許可決定書中所記載的許可理由，多數均認為：對市場佔有率並無改變，對

產業競爭有限。或許可給我們足夠的理由去重新思考，以控制他事業之人事或業

                                                 
272 參考莊春發范建得合著公平交易法，民國 81 年，第 171 頁以下與周德旺，透視公平交易法，

民國 81 年，第 72 頁以下 
273 參考廖義男著公平交易法之理論與立法，民國 84 年，第 89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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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經營為由視加盟行為為結合，在法律解釋適用上的正當性。再說於今日商業經

濟生活中，如何藉一致性的行銷策略，維持行銷網共同的識別，提昇品牌聲望形

象，已成為企業在市場上立足求勝，上下游供需企業追求雙贏的必要戰略之一。

若凡是此類導致企業間統一管理與行為一致性的行為，都必須接受結合的管制，

除憑添主管機關行政負擔外，無異也是一種不當限制企業營業自由的行為。                   
    最後，加盟契約的締結，雖使加盟主的營業自由在某種程度上，受到限制，

然而此種限制，並非必然只會為其帶來不利益與壞處。而隨著每一家新加盟店的

開張，也不會對市場結構立即產生集中化的效果。目前公平交易委員會依結合管

制規範，對所有加盟的行為採事先逐一審查許可制，從行政資源的分配而言，頗

不具效率。 從歐盟放棄單獨對加盟行為制定類型豁免規則，而改將加盟協議納

入一般垂直性限制競爭約款豁免規則的變革中，可得出足資我國參考之二項執法

結論。第一，加盟契約與其他垂直性限制競爭的約款無異，似乎沒有特別單獨處

理的必要。第二，由於加盟制度往往伴隨有利於市場競爭之正面效果，故給予集

體豁免的優待，僅受濫用原則的監督。   
需附帶一提者，乃公平交易委員會之所以在結合規範下審查加盟契約，或乃出

於考量若不如此，則諸多對競爭無害甚至於有利之加盟行為，很可能會被指控為

聯合行為，274而在我國公平交易法對聯合行為採取「原則禁止、例外許可」的立

法下，勢必將增加其被誤認為違法之可能性。 但即便如此，我們認為只要公平

交易委員會能掌握前述之競爭法重經濟實質而輕形式區分之執法走向，就加盟行

為所處之市場進行競爭效果之評估，若發現加盟安排並無導致市場力量集中與排

除既存與潛在競爭之可能時，公平交易委員會即可依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五條

之規定，將涉案加盟行為認定為“不足以影響….供需之市場功能”，而將其排除

於聯合行為之外。  
三、加盟契約相關限制約款之違法性判斷                                                
    在加盟契約之相關限制交易條款約定而言，在委任加盟部分，既然我們傾向

於將其視為是與直營店類似之單一經濟個體，故應無出現產生具限制競爭效果的

交易約定的可能。 而在特許加盟與自願加盟的情形，就轉售價格約定的部分，

加盟者雖無接受加盟總部建議價格之義務，但若依德國法之規定，仍屬違法。 不
過在美國法下，事先加盟總部單方之最低轉售價格維持要求，或是建議最低售價

格，皆不屬當然違法之行為。 至於最高轉售價格，自 1997 年後，也已列入適用

「合理原則」之交易類型。 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八條的立法方式，與德國法相

近，並不區分最低與最高轉售價格，一視同仁的將其視為無效，除非從法律上判

斷不符合“轉售”要件，或轉售價格僅具建議性質故不具限制加盟店決定價格之自

                                                 
274 例如，加盟契約中之區域限制條款，有可能會被認為是加盟店彼此間透過加盟總部之契約要

求，以貫澈聯合分割市場之協議的機制安排。 或是在加盟總部本身也擁有直營站之情形下，加

盟總部與加盟站間既垂直又水平之關係，也將增加加盟體系內之各類交易行銷安排被指為是不當

聯合行為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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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者外，並無除外規定的。 受限於第十八條之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於處理相

關案件時，就轉售價格行為對市場競爭之影響，以及廠商之所以採行之可能正當

化理由是否可性等，則少有著墨。 從本計劃之研究基調來看，倘若我們將加盟

契約中之各類限制約款視為是一項解決代理成本之控制機制，則加盟店價格或非

價格行銷決策權的“限制”，乃加盟關係所必然會存在的現象。 而誠如本計劃報

告所一再強調者，加盟店的價格決定自由受到限制之此一事實，並無法告知主管

機關其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程度為何。 執法重點仍是市場結構是否能讓該限制轉

售價格行為成功地實現排除競爭之目的?  而該限制如果是出自於加盟總部為達

控制加盟產品品質或服務，以及避免加盟店搭便車行為的考量，有無限制較少之

手段等要素之考量。 故我國公平法第十八條之規定，實有重新檢討之必要，畢

竟最低與最高轉售價格的限制，二者對市場競爭與消費者利益之衝擊，有顯著的

不同，而美國法對二者改採不同審理原則的執法態度轉變值得我們參考。   

    至於在其他垂直非價格限制的部分，美國法深受 Sylvania 一案的影響，在強

調異種品牌競爭的保護大於同種品牌競爭的精神下，不論是地域限制、 搭售、

獨家交易、或差別取價等，各級法院已逐漸將加盟總部於相關市場中是否具有足

以實行反競爭行為之市場力量，視為是決定行為合法與否的最主要審查標準。 德
國及歐盟之規定與美國法此一走向頗為一致。不論是德國的立法者或歐盟執委會

深信: 加盟契約中多數之非價格限制約款，基本上並不足以嚴重影響市場的功

能。 除非可替代性產品之間，不存在足夠充分之競爭。 而此種品牌間競爭不足

的原因，通常是由於市場力量與垂直限制競爭條款結合的共同作用所導致。因此

就算是同類型的垂直性限制競爭約款，若施行於不同結構的市場或係由擁有不同

市場力量的事業所採行，其影響市場功能的程度可能大不相同。因此第 2790/99
號豁免規則明定特定事業市場的佔有率不超過 30%，為適用該豁免規則的門檻，

及當在相關市場上同類型的行銷系統或約款已達 50%時，賦予執委會制定新規則

之權力，將該特定行銷系統或約款排除於第 2790/99 號豁免規則的適用範圍之

外。這與德國法強調相當數量事業施行同類型垂直性約款時的累積效應，僅有在

採行同類型限制條款的所有行銷系統群，對市場競爭的累積效應嚴重影響相關市

場競爭機能時，才允准主管機關插手干預，並無二致。所以市場力量才是決定性

的準則，而唯有從市場結構出發的檢驗方法，方能正確地衡量裁斷垂直性條款對

市場的影響。 

    不論就公平交易法本身的規定，或是歷年來所實際發生的案件來看，在施行

細則第 24 與第 25 條之規範架構下，公平會於審查涉案的差別待遇、或區域限制、

搭售、獨家交易等非價格垂直交易限制行為，是否違法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2
與第 6 款時，對供需狀況、商品特性、或競爭影響等市場結構問題，也都有頗為

深入之分析，對於美國或德國歐盟等較具執法經驗國家所發展出來的執法原則也

能適度地反應於案件之分析理由中，殊值肯定。 美中不足者，乃對於市場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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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定部分，略嫌薄弱。 雖然從相關案件中我們可以歸納出公平交易委員會似

以約 10%的市場占有率，作為發動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的門檻，但對於如何計算

出市場占有率的部分，則少有討論。 事實上，從公平交易委員會的決議中，不

難感受到公平交易委員會有意或無意的想避免去碰觸此一問題。 無可諱言的，

市場力量的界定，是一項反托拉斯法中難度極高，也很難求得精確答案的判斷議

題; 特別是現代經濟理論將所謂的套牢成本等觀念注入廠商市場控制力強弱的

評估過程中，再度挑戰了以市場占有率作為衡量市場力量標準之妥當性。 但作

為一項判斷加盟契約限制約款合法性之先決要件，公平交易委員會勢必得肩負起

此一任務，逐步建立起較明確之判斷標準。 再者，從美國、德國或歐盟皆以高

於 20%的市場占有率作為對非價格垂直交易限制之執法門檻看來，我國是否有必

要採取更為嚴格(10%)的市場占有率標準? 皆值得未來我們思考與借鏡。  



 89

附錄 
 

附錄 
 
附錄一、各個業種訪談結果摘要 
 
便利商店  
7-Eleven  
(2001 年 7 月，直營 583 家，委任經營 1000 家，特許加盟 1230 家，共 2813 家) 
 直營店 委任經營 特許加盟 
店舖管理者 總公司之聘僱人員 加盟者及其聘僱人員 加盟者及其聘僱人員 
店舖承租者 總部 總部 加盟者 
生財器具 總部所有 總部所有 總部(或加盟者)所有 
商品所有權 總部所有 總部所有 總部所有 
採購權 總部所有 主力產品由總部負

責，自有產品與耗材加

盟者可視需要決定(?)

主力產品由總部負

責，自有產品與耗材加

盟者可視需要決定 
售價決定權 總部所有 總部所有 總部所有 
商圈區域 總部視發展與競爭

而定 
加盟者有優先成為商

圈區域內第二家店店

主的權利，但若放棄權

利規總部所有(?) 

加盟者有優先成為商

圈區域內第二家店店

主的權利，但若放棄權

利規總部所有 
 
OK 富群超商 
 直營店 委任經營 
店舖管理者 總公司之聘僱人員 加盟者及其聘僱人員 
店舖承租者 總部 總部 
生財器具 總部所有 總部所有 
商品所有權 總部所有 總部所有 
採購權 總部所有 總部所有 
售價決定權 總部所有 總部所有 
商圈區域 總部所有 總部所有 
 
 
 
 
 
網路咖啡  
網際先鋒 
 直 營輔導加盟（現有網咖業者） 加盟（無店面設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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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店舖管理者  加盟者，加盟者在付出加盟金

之後，不需再付任何的錢給總

部 

加盟者，加盟者在付出加盟金

之後，不需再付任何的錢給總

部 
店舖承租者  加盟者 加盟者 
生財器具  加盟者所有，僅有公司的 CIS

是屬於總部所有 
加盟者出資購買，僅有公司的

CIS 是屬於總部所有 
商品所有權  軟體所有權屬於加盟者本身

所有 
軟體所有權屬於加盟者本身

所有 
進貨權  所有的軟體可不向公司購

買，但必須所有的軟體皆為正

版。另外，透過公司購買會有

價格上的優惠 

所有的軟體可不向公司購

買，但必須所有的軟體皆為正

版。另外，透過公司購買會有

價格上的優惠 
售價決定權  由總部建議，在不影響到公司

形象或是整體經營的前提

下，加盟者可自行調配價格

由總部建議，在不影響到公司

形象或是整體經營的前提

下，加盟者可自行調配價格

商圈區域  商圈區域為 200 公尺，加盟者本人

若想要增加分店無限制 
商圈區域為 200 公尺，加盟者本人

若想要增加分店無限制 

 
網路星球 
 直營 

（無） 
委託加盟 
（總公司提供一切規劃，加盟店需使用總部

網路星球的 logo） 

自願加盟 
（加盟後總店只提供技術支援的服務，不能

使用網路星球的 logo，但可使用副品牌—撲

克，或是使用自己的名稱） 
店舖管理者  加盟者，收取加盟金後不另收

保證金，也沒有後續利潤分享

的部分。 

加盟者，不收權利金，只收網

咖全場建置的費用，一年簽一

個技術維護協定 
店舖承租者  加盟者 加盟者 
生財器具  加盟者所有，由加盟者自行購

買，亦可向公司購買 
加盟者所有，由公司整體規

劃，整體提供 
商品所有權  軟體可買斷可不買斷，買斷者

歸加盟者所有，不買斷者歸公

司所有 

軟體可買斷可不買斷，買斷者

歸加盟者所有，不買斷者歸公

司所有 
採購進貨權  加盟者可自行決定，原則上總

部僅是媒介，享有集體訂購之

優惠，議價力較大者為軟體供

應商 

加盟者可自行決定，原則上總

部僅是媒介，享有集體訂購之

優惠，議價力較大者為軟體供

應商 
售價決定權  由總部規定 由總部規定 
商圈區域  無特別規定 無特別規定 

 
影視娛樂  
 
百視達  (2001 年 9 月，直營 80 家，加盟 20 家，共計 100 家) 
 直營 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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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舖管理者 總公司之聘僱人

員 
加盟者，區域(master franchise)法人，加盟

金美金 25,000 元，20 年約，每月提營業額

6%為權利金，2%為 Marketing Fund 
店舖承租者 總部 加盟者 
生財器具 總部所有 加盟者所有 
商品所有權 總部所有 加盟者所有，以買斷為之 
採購進貨權 總部所有 加盟者所有，參酌總部之分析與建議。 

(例外: 地區特殊片由總部建條碼，自行進

貨) 
售價決定權 由總部規定 以建議零售價為之，(偏遠地區彈性較大) 
商圈區域 總部視發展與競

爭而定 
區域內自行決定店數與店址之調整 

 
 
萬視通  (2001 年 9 月，直營 24 家，加盟 36 家，共計 60 家) 
 直營 

 
加盟  

店舖管理者 總公司之聘僱人

員 
加盟者，加盟金 30 萬，保證金 60 萬，五年

一個約，每月尚需付營業額百分之六給總部 
店舖承租者 總部 加盟者 
生財器具 總部所有 加盟者所有，CIS 歸總部所有，同時有競業

禁止的條款，解約後，生財器具不能再拿來

開業 
商品所有權 總部所有 買斷片（通常是舊片，約佔七成）由加盟者

所有，新片部分透過總部聯合經營（和片商

拆帳） 
採購進貨權 總部所有 主要的商品需要向總部買（舊的商品，一般

是總商品的七成），新片加盟者可自行決定 
售價決定權 由總部規定 由總部規定 
商圈區域 總部視發展與競

爭而定 
1000 公尺的範圍，允許在商圈內增加分店 

 
亞藝 
 
 直營型態 

 
加盟（以加盟為主） 

店舖管理者 總公司之聘僱人

員 
加盟者所有。加盟金 20 萬，保證金 60 萬，

五年一個約，5 萬裝潢顧問費 
店舖承租者 總部 加盟者 
生財器具 總部所有 加盟者所有，CIS 歸總部所有，同時有競業

禁止的條款，解約後，生財器具不能在拿來

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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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所有權 總部所有 加盟者所有 
進貨權 總部所有 加盟者可自行決定，但須先買足 500 部片 
售價決定權 由總部規定 由總部規定 
商圈區域  500 公尺至 1000 公尺都有，允許在商圈內增加分店 

 
 
早餐連鎖業  
 
美而美 
 直營（無） 加盟 
店舖管理

者 
 加盟者所有，不收加盟金，生財器具加盟者買斷，一般

費用在 20 萬上下 
店舖承租

者 
 加盟者 (或自有店面) 

生財器具  加盟者所有，CIS 歸總部所有  
商品所有

權 
 加盟者買斷 

採購進貨

權 
 主要的原物料一定要跟公司買，其他材料公司會提供相

關廠商，也可自行採購 
售價決定

權 
 由總部建議，可視競爭狀況調整 

商圈區域  250 公尺的範圍，公司保障，但若加盟者有主要原物料不向公司購

買的情形，則總部亦可同意他人開設新店 

 
麥味登 
 直營（無） 特惠專案 一般加盟 
店舖管理者  加盟者所有，，生財器具由總部提

供裝潢，費用 20 萬 
加盟者所有，收加盟

金 5 萬元，生財器具

加盟者自行購買裝

潢。 
店舖承租者  加盟者 (或自有店面) 加盟者 (或自有店面)
生財器具  加盟者所有，CIS 歸總部所有 加盟者所有，CIS 歸

總部所有  
商品所有權  加盟者買斷 加盟者買斷 
進貨權  所有原物料一定要跟公司買，除非

總部沒有銷售的產品才可自行採

購 

所有原物料一定要跟

公司買，除非總部沒

有銷售的產品才可自

行採購 
售價決定權  由總部建議，可是競爭狀況調整 由總部建議，可是競

爭狀況調整 
商圈區域  300 公尺的範圍，公司保障 300 公尺的範圍，公司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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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onald’s 麥當勞 
 直營店 加盟 (委任經營) 
店舖管理者 總公司之聘僱人員 加盟者及其聘僱人員 

(a) 第一批: 加盟金 1000 萬，無薪訓練 18 月,
排除三大都會區 
(b) 青年創業加盟: 加盟金 200 萬，無薪訓練

12 月 
(c) 內部員工加盟 
(c-1) 高階營業主管: 與麥當勞分設合資公司

於宜蘭、花蓮、台東台北 
(c-2) 資深門市主管: 開放台北、高雄 6 家，

同「青年創業加盟」 
店舖承租者 總部 (a) (b) (c-1) (c-2) 總部 
生財器具 總部所有 (a) 加盟者 

(b) (c-2) 加盟者或向總部先租後分期購置 
商品所有權 總部所有 總部所有，發票由總部開立 
採購權 總部所有 總部所有 
售價決定權 總部所有 總部 
商圈區域 總部 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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