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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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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交易限制之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

 「垂直限制競爭」行為

指商品之上游生產者（供應商）基於本身
商業營運目的，對於經銷其商品之下游經
銷商（分銷商），就其商品之銷售營運行
為作出限制之行為。

 行為態樣

垂直價格限制

垂直非價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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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競爭 vs. 水平競爭

 垂直交易限制 vs. 水平限制競爭(聯合行為)

-- 產銷供需之上下支配從屬關係

vs. 事業間限制競爭之合意

-- 不同產銷階段之事業(無直接水平競爭關係) 

vs. 有水平競爭關係之同業

-- 兼具競爭之促進與阻礙效果

vs. 限制競爭效果較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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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交易限制當然違法嗎?

正面評價:

＊維護品牌形象而促進品質提升，防止搭便車。

＊解決雙重邊際化現象。

＊限制品牌內競爭，得以強化品牌間競爭。

負面評價:
＊限制經銷商價格決定自由或其他營業自由。

＊可能導致經銷階層廠商間產生水平聯合行為。

＊促使末端消費者商品價格居高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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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平法垂直交易之相關規定

1.公平交易法第19條、第20條

2.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25條~第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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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價格部份之法律規範

 公平交易法第19條（限制轉售價格）

事業不得限制其交易相對人，就供給之商
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
但有正當理由者，不在此限。

前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所以限制轉售價格的行為，包含「商品」和
「服務」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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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價格部份之法律規範

 限制轉售價格，又稱「維持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 係指事業對於其交易相
對人，就其所供給之商品，要求該交易相對人將商
品轉售予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必須遵守其設
定之價格。

 限制轉售價格之態樣

 直接限制轉售價格:原廠  (RPM)批發商

 間接限制轉售價格:原廠  批發商  (RPM)零售商

 固定轉售價格:售價 ○○○元

 最高轉售價格:售價不得高於○○○元

 最低轉售價格:售價不得低於○○○元

 區間轉售價格:售價○○○元～○○○元 9



垂直價格部份之法律規範

 限制轉售價格，原則禁止。但在某些情況之
下，限制轉售價格或有相較於自由訂價，更
具促進競爭效果時，則例外允許。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25條 (限制轉售價格
正當理由之審酌因素)

1.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效率或品質。

2.避免搭便車之效果。

3.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

4.促進品牌間之競爭。

5.其他有關競爭考量之經濟上合理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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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非價格部份之法律規範

公平交易法第20條（非價格垂直限制競爭行為）

有下列各款行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不
得為：

 一、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
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易之行為。

 二、無正當理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行為。

 三、以低價利誘或其他不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
參與或從事競爭之行為。

 四、以脅迫、利誘或其他不正當方法，使他事業
不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聯合或為垂直限制
競爭之行為。

 五、以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
而與其交易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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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交易限制之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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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限制轉售價格

 案由：OO寵物食品公司與其下游經銷商
XX簽訂經銷合約書，規定「為維持市場
合理價位並保障經銷商之利潤，乙方須
按照甲方提出之建議售價銷售」，涉及
違反公平交易法。（公處字第1031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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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會意見：

1. OO公司與下游XX經銷商簽訂經銷契約，約定經銷
商倘達到每月最低進貨量或一定銷售金額，得享有
折扣優惠。

2. 經銷契約並規定

a.「為維持市場合理價位並保障經銷商之利潤，乙
方須按照甲方提出之建議售價銷售」

b.「店內任何會員折扣請勿低於最低售價，若經發
現請海涵我公司將不再供貨」

c.「授權商標產品之販售，需遵照甲方所訂立之末
端售價販售，以避免銷售商惡性競爭，所有促銷
、特價之活動，需經甲方同意」

等約款，核屬OO公司對於商品最低轉售價格限制
。 14



3. 倘XX經銷商未依建議售價銷售，OO公司得立即
依約取消折扣、終止合約等，對XX經銷商之心
理易形成壓迫，其價格設定自由，已受拘束，致
有維持轉售價格實效之虞，縱使OO公司未實際
執行違約條款，亦不影響限制轉售價格成立。

4. OO公司行為導致經銷商無法依據其各自所面臨
之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訂定售價，其將削弱同一
品牌內不同經銷商間之價格競爭，已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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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限制轉售價格及銷售區域

 案由: OO貿易公司是一間經營辛香料原料

進口及加工再製成胡椒製品並以自有V品牌

於國內銷售的公司。其在國內胡椒製品市

場市占率約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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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限制轉售價格及銷售區域

OO公司販售產品主要是以經銷制為主。檢視

其與下游經銷業者簽訂之銷售合約書中載明：

「乙方須以甲方(即OO公司)所制訂之行銷建

議模式於該市場上銷售，不可擅自於市場上

競價或哄抬價格而破壞甲方之市場行情，亦

不可逾越他區以破壞他區之市場次序，違者

甲方得以取消當季之返利或逕行解除並終止

本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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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限制轉售價格及銷售區域

 公平會意見：

1.OO公司銷售合約訂定不得競價及跨區銷售的條

款，對經銷業者具有拘束之意涵，干預下游經銷

業者自行決定產品價格及營業範圍之權利。且其

業務人員倘發現競價、跨區銷售等違約事項，會

先以勸導方式處理，倘屢勸不聽或殺價、跨區情

形嚴重，將逐漸淡化雙方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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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限制轉售價格及銷售區域

2.前揭限制行為使經銷業者無法自由訂定價

格，且本行業下游業者鮮有以廣告或其他服

務性投資來提升品牌內競爭情形，因此此一

限制會削弱品牌內競爭，亦未使得產品品質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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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限制轉售價格及銷售區域

3. OO公司限制下游業者經銷區域是否不正當而有限

制競爭之虞？

OO公司挾其市場地位訂定限制條款，禁止經銷商

越區並以罰則作後盾，意圖上區域限制約款強度

高。OO公司抗辯，若下游經銷商跨區經營，將影

響他區經銷業者經營利潤，如某大盤商因銷量大

而享有較低的進貨價格，倘跨區經營，恐將影響

他區經銷商之生存空間。此等經銷區域限制難見

有促進競爭效果，但卻造成市場封鎖之排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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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限制轉售價格及銷售區域

4.辛香料市場主力業者有限，品牌間競爭不

足，顧客具使用習慣性，品牌內經銷業者亦

鮮有廣告等或提供售前(後)服務。OO公司於

國內胡椒及其他辛香料製品市場占有率高達3

成，該行為核屬違反公平交易法第19條第1項

及第20條第5款規定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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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差別待遇、搭售

案由:OO菸酒公司在國內菸品市場市占率居龍

頭地位。因市場預期菸品健康福利捐可能調

漲，盤商及零售商、消費者預期漲價心理而

搶購囤積，導致菸品貨源不足。OO公司採取

若干供貨管制措施，包括供貨總量管制及獎

勵購買(要求客戶必須購買新上市、銷路不好

之YY菸1條，才可搭配購買2條暢銷之XX菸)措

施，而有限制國內菸品市場競爭之虞。 22



案例介紹-差別待遇、搭售

 法律要件適用分析：

差別待遇之判斷：所謂差別待遇係指
就同一商品或服務，以不同之價格或
價格以外之條件出售給同一競爭階層
不同之購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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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差別待遇、搭售

 法律要件適用分析：

惟有無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人之意
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
品或服務特性及實施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
響等加以判斷。

若有對大盤商、中盤商及零售商給予不同
交易條件或拒絕交易之情事，則可能涉有
差別待遇，如不具正當理由即不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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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差別待遇、搭售
 搭售行為違法之構成要件，可分為形式及實質要件

第一階段判定搭售行為是否成立：

1.至少存在2種可分的產品(或服務)；

2.須存在明示或默示之約定，使購買人無
法自由選擇是否向出賣人同時購買搭售與
被搭售產品。

第二階段判斷搭售是否違法：

1.出賣人須在該市場有一定程度市場力；

2.有無妨礙被搭售產品市場競爭之虞；

3.是否具有正當理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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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差別待遇、搭售

 公平會意見：

1. 查OO公司為唯一之國產菸製造商
，其91年至94年於國內菸品市場之占
有率在34.16%~41.67%之間，已達現
行實務所採15%之安全港門檻，是應
進一步檢視其行為是否具備實質違法
要件而合致公平交易法第20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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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差別待遇、搭售

2. OO公司為因應市場預期菸品價格將
隨健康捐調漲所生之搶購現象而於94
年2月21日至6月30日採行總量管制措
施，其內容係以供貨對象先前1年之月
平均購貨量為基準，加成15%計算供
應配額限制。該等管制措施乃限制對
各交易相對人之最高供應量，並未限
制供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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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差別待遇、搭售

3.且依OO公司所提供之客戶交易明細
資料觀之，該期間內供貨對象逾500家
。換言之，從其交易相對人數目、以及
個別交易相對人購買條數各有以個位、
十位、百位、千位、萬位計不等之情形
以觀，OO公司實際供貨對象應不限於
大盤商或中盤商，尚難認其有不供貨給
一般零售商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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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差別待遇、搭售

4.OO公司採行之前揭總量管制措施，雖對
不同交易相對人給予不同之供應配額，惟
該措施係為因應市場預期漲價所生之供需
失衡狀況，而暫採之一時性調節措施，且
其以供貨對象先前1年之月平均購貨量作為
供應配額之加成計算基準、並對小客戶提
供最低基本供應量，實已考慮不同零售商
之實際需求並使小本零售商獲得基本配額
，尚非不具正當理由。綜上，依有事證，
尚難認OO公司涉有無正當理由對他事業給
予差別待遇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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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差別待遇、搭售

5.OO公司採行的獎勵購買措施，其內容為
購買新菸品者，可優先獎購一定數量之暢
銷款系列舊菸品。亦即，要求客戶必須購
買新上市、銷路不好之菸品1條，才可搭配

購買2條暢銷款之老牌菸品。惟新、舊菸品

各具獨立經濟價值，復無必須同時銷售或
消費之正當理由，乃獨立可分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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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差別待遇、搭售

6.OO公司於YY系列菸品實施總量管制
且市場預期菸品健康捐調漲所生之搶
購心理下，就菸品為搭售之行為，將
使交易相對人為得於市場供需失調情
況下優先獎購暢銷之舊菸品而不得不
購買新菸品，而非以新菸品之品質、
價格等條件優劣與否作為合理之交易
決定考量因素，已有妨礙菸品市場公
平競爭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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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差別待遇、搭售

結論：OO公司利用菸品健康捐即
將上漲、市場搶購菸品之際，要
求客戶訂購新菸品始可優先獎購
特定暢銷款菸品乙事，構成搭售
行為而有妨礙國內菸品市場公平
競爭之虞，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0條第5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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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托拉斯遵法行為守則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

doc/docList.aspx?uid=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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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限制轉售價格部份

一、可以對經銷商使用非強制性且不附帶獎
勵規定的建議售價。

二、不可限制經銷商轉售價格，也不可設定
最低銷售價格。

三、不要以折讓、回饋、或成本分攤方式要
求經銷商固定轉售價格。

四、不要將自己的經銷商與競爭者經銷商之
轉售價格相互連結。

五、不得以威迫、利誘、延遲或取消供貨之
方式迫使經銷商維持轉售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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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垂直非價格競爭部份

 不要將價格低於成本以下以排除競爭對手。

 具正當理由可以採行獨家經銷模式。但當市
占率很高時，獨家經銷模式最好不要太久。

 無正當理由不要限制經銷商在既定區域銷售。

 無正當理由不應拒絕交易。

 無正當理由不要採用搭售策略，若實行搭售
時要允許交易相對人仍可分別購買單向商品。

 不可要求其他企業對特定企業進行杯葛（斷
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易）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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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到此結束，感謝聆聽

Website：http://www.ftc.gov.tw
E-mail：ftcpub@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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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非價格部份之法律規範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26條 (本法第二十條第
二款所稱正當理由，應審酌下列情形認定之）：

一、市場供需情況。

二、成本差異。

三、交易數額。

四、信用風險。

五、其他合理之事由。

差別待遇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
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
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實施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
響等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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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非價格部份之法律規範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27條 (本法第二
十條第三款低價利誘及限制競爭與否之
判斷)

本法第二十條第三款所稱低價利誘，
指事業以低於成本或顯不相當之價格，
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

低價利誘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
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
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實
施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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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非價格部份之法律規範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28條 (本法第二十條第五
款限制之情形及限制競爭與否之判斷)

本法第二十條第五款所稱限制，指搭售、獨家交
易、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
動之情形。

前項限制是否不正當而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
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
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履行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
加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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