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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垂直限制行為之公平法適用問題 
--以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為核心 

 
壹、 產業背景之初探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公平交易委員會經常接獲關於製造商或供應商對經銷商

從事不當交易限制行為的檢舉。因此，希望能針對過去曾經被檢舉的

產業進行全面性的調查與研究，以為做未來施政上的參考。因此，對

於過去經常被檢舉，而且市場比較偏向於寡佔的八個產業進行座談。

而為了對各產業之垂直限制行為有更全面性的瞭解，針對水泥、汽

車、鮮乳與高壓氣體四個產業進行本研究計畫，分析其垂直交易限制

行為及行為之動機。 

 

    根據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規定：「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

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其中第六款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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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所謂的「不正當交易限制」在實行細則的第二十四條中定義為「搭售、

獨家交易、地域、顧客或使用限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動之情形」。 

 

    第十九條第六款所規範的「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主要可以區

分為四種態樣，分別是搭售、獨家交易、地域與顧客交易限制，如圖

1所示。至於使用限制，因為目前國內在公平法實施七年以來尚未有

相關判例，因此在此並不列入本研究的範圍中，而其他限制則須視情

況而定，無法逐一定義說明。在這些交易限制中，搭售行為屬於行銷

領域的促銷手法之一；而獨家交易限制和地域或顧客交易限制則屬於

通路管理的範疇。 

搭    售 獨家交易 地域交易限制 顧客交易限制

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
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

 
圖 1  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的態樣 

 

    在現代經濟環境中，大多數民生或生活中的相關用品，其技術多

已達到成熟階段，在缺乏創新性技術以及產品差異性愈來愈小的情況

下，企業為了能夠在高度競爭環境下生存，必須藉由策略規劃發展出

其獨特的競爭優勢，而從產品的行銷通路中找出或建立其優勢，便是

常見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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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藉由通路策略的規劃來建立並維續競爭優勢時，企業勢必考量

其本身之特性、公司政策、產品特性、市場特性等因素以進行決策。

故在不同產業，甚至相同產業中的不同企業也許會採取不同的通路策

略，這些策略往往會有限制其通路下線的價格或非價格性的交易行

為，因此其策略是否有違反第十九條第六款之規定實有研究的必要。 

    公平交易法施行迄今，雖有數量頗多的不公平競爭案件必須適用

第十九條之規定來加以處理，然則在執法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最大

問題，是如何將反映經濟評價的經濟分析，納入執法所據之合理性標

準下，讓學理上所稱之「合理原則」，能真正的落實在公平法第十九

條的執行過程中。在處理這類型案件時，歐美實務通常會借重經濟分

析的方法來形成其判斷，而這種涵蓋經濟分析在內，以探究企業經營

者採行垂直交易限制之理念為據的方法，也正是本項研究計劃的工作

重心。 

  基本上，本項研究將以官方座談與研究人員調查資料為基礎，介

紹並評析汽車、牛奶、水泥及高壓氣體四產業，其通路架構所涉垂直

交易限制問題後再據美國與我國的法律規定與實務（在適當情形下，

並會間或提及他國經驗）經驗，來評斷是些行為之適法性。其中，美

國司法部 1985年及 NAAG分別在 1985與 1995年制頒垂直交易限制準

則(Vertical Restraint Guidelines)均將涵蓋在報告中。 

  本報告將分別按搭售、以及排他性交易與交易地區或對象之限制

等幾個方向來進行分析。在分析進行的考量上，究竟利益或不利益的

價值判斷，係針對實施限制或採行搭售者之競爭相對人利益而言；抑

或係其對受限制或受要求者之合法競爭權益的維護，乃尚待釐清之問

題。基本上，在搭售的安排下，除採行搭售者所處市場層次中之競爭

相對人的交易機會會受影響外，接受搭售安排者所屬市場層次中的競

爭者，其競爭能力亦將受到影響。反之，在前述排他性或限制性的交

易安排中，則分析的重點將著眼在行銷通路的阻絕或干預上，此時，

分析所直接側重者，自屬上游供給者公平使用行銷通路之維護。 

  綜上，本項研究將以「合理原則」之適用為基礎，透過企業管理

之觀點，掌握汽車、鮮乳、水泥與高壓氣體等四產業所涉垂直交易行

為之情況，進而參考國內外相關處理經驗，歸納出合法性之判斷標準

及其相關指標；此外，以何種過程來形成價值（利與不利）判斷，以

及「合理原則」適用上應考量維護之法益為何，亦同屬本項研究所涵

蓋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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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近年來，由於經濟的發展及市場的自由化與國際化的進展，我國

所面臨的市場變化程度愈來愈大而且呈現出如 Ansoff所稱的不連續

的快速變動現象(Turbulence)(Ansoff and McDonnell, 1993)，更由

於產品技術的快速演進、消費者消費習性變化、資訊科技不斷的推陳

出新，使得產品的生命週期愈來愈短。在這樣高度競爭的環境中，通

路的爭奪與經營，漸趨成為我國現代企業的重要議題。 

 

    然而，隨著經營規模的愈來愈大，企業的諸多商業上的行為，開

始成為相關法規所約束或規範的標的，尤其是在公平交易法實施之

後，許多往常所習以為常的交易制度、管理機制卻瀕臨違反法令的危

機。公平交易法的目的在於避免企業行不公平的競爭，但有時這樣的

規範卻忽視了其與企業在經營效率與管理效能的目標所形成的衝

突，因此，本研究將由行銷管理的觀點，分析並說明企業施行諸如市

場區隔、篩選獨家代理經銷商等行為背後的成因或動機，以供公平會

做為研判企業是否真是以排除競爭為目的的參考。 

 

(一)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的意義 

 

    以下定義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的四個樣態(范建得、莊春發，

1992)： 

 

1、搭售—所謂的搭售是指當事人一方同意在他方同時受另一項產品

的條件下，提供（出售或出租）某項產品的交易安排。此

時，買方所欲購賣的產品謂之主產品（tying product），

而買方被要求同時買下的產品謂之搭售產品（tied 

product）。 

 

2、獨家交易—所謂的獨家交易，以中文解釋並不易正確表達應受規

範範圍的真義：按相關的英文名詞，至少有下列幾種行為

與『獨家交易』有關： 

(1)Sole  distributor  (獨家分銷或經銷) 

(2)Exclusive  purchase  (獨買) 

(3)Exclusive  agency  (獨家代理) 

(4)Bilateral  exclusive  distribution  arrangement  (雙

邊排他性經銷安排) 

(5)Selective  exclusive  distributorship  (選擇性排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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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 

(6)Exclusive  dealing  arrangement  (排他性交易安排) 

(7)Requirement  contract  (供應契約;獨買或獨賣契約) 

   這麼多的名詞是摘自不同立法例的關鍵語，不論哪一種『獨家交

易』通常在行銷過程中都會與其他的限制約定，如搭售及地域或顧客

區分有所關聯；其中最常受各國反壟斷法所管制者應為排他性交易安

排。我國公平會內部研究很早就把 exclusive dealing arrangement 

稱為『獨家交易安排』並將之定義為『供應商限制經銷商僅能向其購

買，而不能銷售競爭者品牌商品的交易限制。』由這個定義可知，我

國法所稱的獨家交易同時包括了獨家經銷、獨買、獨賣，供應契約以

及排他性交易的概念在內。 

 

3、地域交易限制—所謂地域限制係只劃定一定銷售區域，限制交易

相對人僅能於該特定區域內銷售，而不能越區銷售的行為。 

 

4、顧客交易限制—顧客限制則是限制交易相對人僅得將產品售予，

或不售予特定第三人的行為。 

 

(二)市場區隔 

 

    因為消費者的需求上呈現出異質性的現象，為了滿足其需求，行

銷人員莫不極力採取各種變數將消費者分為若干的區隔，並根據不同

區隔的特性提供其不同型式的產品或服務。 

 

    最早提出市場區隔的學者是 Wendell Smith(1956)，他認為市場

區隔是在大的異質性市場中，設法找出於幾個小的同質性市場，企業

可以針對此小的同質性市場，更精確的去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不過在進行市場區隔之時也將知道企業的目標市場是何種類型

的市場，是企業市場還是消費者市場。若是企業市場，根據 Bonoma

與 Shapiro(1992)的分類，區隔變數有產業結構統計變數、操作變數、

購買途徑、情境因素以及個人特色等。 

 

    若是消費者市場，依照 Kotler(1998)的分類，區隔的變數主要

分為四大類，分別是地理變數(如區域、城鄉的大小、人口密度等)、

人口統計變數(年齡、性別、家庭結構、家庭生命週期、所得、職業、

教育等)、心理統計變數(社會階層、生活型態、人格)與行為變數(購

買時機、利益的尋求、使用率、對產品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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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為了滿足不同地理區顧客的需求，將其市場依照地區劃分，

並在各區域中設置其銷售組織，雖然可以達成其「滿足顧客需求」的

行銷觀，但若對於其區域經銷商進行某些限制時，例如限制經銷商的

轉售價格、禁止經銷商越區販賣等卻會有違反公平法之虞。 

 

(三)促銷策略 

 

    現代的行銷所要求的已不只是要有優良的產品、訂定吸引人的價

格、設計適當的通路而且，因為市場上的產品種類過於繁多，企業必

須想辦法將產品、售價、銷售地點等資訊對目標市場加以溝通，或者

是對通路的中間商加以溝通，以促進銷售業績的成長。 

 

    為了有效的溝通，行銷部門通常會外包或自製廣告、或設計銷售

激勵方案，或由公關機構代為塑造公司形象，或是訓練銷售人員等。

因此，大多數企業在促銷決策時多將決策重心放在各促銷工具上，分

別是廣告、人員銷售、銷售促進以及公共關係上。 

 

    上述四項工具中，在消費市場中與消費者日常生活最息息相關的

就是銷售促進。在銷售促進工具上可分為對消費者促銷以及對中間商

促銷，在對消費者的促銷工具中，最常見的就是樣品、贈券、折價券、

特價品、廣告特贈品、現金退款、愛用者獎賞、購買點促銷、比賽、

抽獎和遊戲等。採用贈品有些類似公平法中所規範的搭售行為，不過

在行銷管理的觀點，採用贈品的目的是在於增加產品的銷售。至於是

增加主產品的銷售或是增加搭售品的銷售則視企業的策略與目的而

定，例如當某項產品滯銷或是想要停止生產時，經常企業會將其拿來

當做搭售品以促進主產品的銷售；有時某項產品新上市想要快速的進

佔市場，便會採用搭售的方式來增加上市的成功機會(Kotler, 

1998)。不過，根據 Porter(1985)的看法，搭售有時是為了形成進入

障或是為了形成差異化。 

 

    至於搭售的產品是何種產品，則視企業的促銷預算而定。不過，

就實務觀點，有許多行銷人員在選擇贈品時，會先針對目標市場消費

者的偏好進行調查研究而決定要搭贈何種贈品，以達成提昇產品銷售

的目標。 

 

    上述的行為都是針對消費者進行的，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銷售推

廣都是針對中間商進行的，其中幾種用於消費者推廣上的工具如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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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贈品等，也可用於中間商，或是採用折扣、或是給予津貼、提供

推銷獎金等。至於對中間商提供贈品，目的在於激勵其致力於產品銷

售的努力。 

 

(四)產業內之競爭關係 

 

    根據 Porter(1980)的五個競爭力模式，產業中的競爭關係主要

由三個變數來決定，分別是產業競爭結構、市場需求情況以及退出障

礙。 

 

    在產業競爭結構方面，競爭結構是由零散到結合的連續帶，零散

產業中包含有許多的小型企業，並且沒有任何企業處於掌控產業的地

位，而結合型產業則是由少數的大型企業所掌控，最極端的就是獨

佔。零散型產業的特徵是產業中比較沒有進入障礙，而產品為一般化

商品而且難以差異化。所以當景氣好時會湧進大量新進入者，使得產

能過剩而開始降價以求能利用剩餘產能；景氣不好時會有許多人退出

市場而使得產業的利潤時好時壞。因此，零散型產業大多採用低成本

策略來競爭。 

 

    結合型產業則不同，因為產業中企業家數少，一企業有任何的競

爭行為會直接影響到其他企業的獲利能力或市場佔有率。因此，若採

用價格戰會使得產業內互相依賴的關係產生重大威脅。企業為降低這

樣的危險，通常會採取追隨業內某一企業所定的價格(通常是市場佔

有率最高的領導者)，雖然這樣做會有違法之虞，但若採用默契則不

犯法。但是價格領導默契通常會在經濟不好的情況下崩潰，因為各企

業必須面對其獲利不佳而不得不採取某些措施去提昇利潤，如此一來

又會形成價格戰。所以，當價格戰成為產業中重大的生存威脅時，企

業必須要在非價格因素上競爭，例如以廣告、促銷、品牌定位、提供

附加價值等方面努力，這些努力的目的在於建立顧客對品牌的忠誠並

且使價格戰的發生可能性降到最低。另外，能否採取這些做法還要視

產品是否容易在這些方面形成差異化。 

 

    若產業需求持續成長，因為市場提供較大的擴張空間而緩和競

爭，而且企業常藉由增加營收來提高利潤而不要需爭奪其他競爭者的

市場；相反的，需求下降會造成更多的競爭，企業只能由搶佔其他企

業的市場佔有率而得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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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出障礙包括了經濟的、策略的、及情感上的因素，它使得企業

即使獲利不佳也仍能停留在產業中競爭。如果同時退出障礙很高，而

整體的需求呈現出靜止或衰退時，企業會被鎖在不獲利的產業中而且

會有產能過剩的現象，如此一來，使得企業會傾向利用過剩產能進行

削價競爭。 

 

(五)購買者的議價力 

 

    在某些產業中，企業有時必須面對來自於購買者的巨大議價力量

而形成一種競爭，因為購買者議價能力大時會壓縮企業的獲利能力。

一般來說，購買者能對其供應商具有影響力，主要有下列因素：(1)

購買量佔供應商銷售比重很大時(2)所購產品的產業是標準化或無差

異的(3)供給面是由許多小企業組成但購買者少而且購買量大時(4)

購買者在供應商之間轉換訂單成本很低時(5)購買者很容易同時從幾

個公司購買其投入原料時(6)購買者擁有銷售通路(7)購買者具有向

後整合的力量。 

 

    當購買者具有強大的議價能力時，其具有能力要求供應商低價或

是提供更好的服務以做為交易的條件。這樣的情況在現代的商業環境

中日漸顯現，尤其是佔有強大通路控制能力的連鎖經營企業，將使得

其供應商相對居於弱勢位置而可對其採取諸多交易限制，例如獨家供

應或是限制其銷售價格等等。而在具有這樣特質的產業中，反而會形

成由通路商主導整個市場的銷售的情況，並且將進而影響上游供應商

的獲利能力。 

 

(六)通路管理 

 

    早期的商業環境多認為中間商是多餘的，甚至是消費者利益的剝

削者，但是至今我們可見，在目前的商業環境中，中間商的確扮演了

生活中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脫離了農業社會後，企業朝向專業分工

化發展，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距離愈來愈遠，因此，企業必須倚重

行銷通路才能有效的將產品或服務送至消費者的手中。以下先說明為

何會形成行銷通路 

 

1、行銷通路的形成 

 

    Bucklin認為行銷通路是「由一群組織(Institutes)組成，執行

所有將產品以及所有權由生產移至消費者的一切活動」(Buck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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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而一般較廣為人所接受的定義是 Kotler的定義：在使產品或

服務被消費者或工業使用者擁有或使用的過程中，所涉及的那些互相

倚靠的各種組織機構。亦即，行銷通路最主要的任務在於如何將最終

產品或服務由最初產生來源傳遞(Delivery)至消費者或使用者手中。 

 

    根據 Stern和 El-Ansary(1991)看法，行銷通路不只是透過適

時、適地、適量、及適合的售價提供產品或服務，以「滿足」消費者

的需求而已；還可以透過各中間組織(製造商、批發商或零售商)的促

銷活動以「刺激」需求。一般文獻大多同意，形成通路的組織通常包

括了製造商、批發商、零售商以及其他交易過程中相關的機構。 

 

    依照 Wroe Alderson(1984)的看法，在經濟體系中，不同配銷導

向的配銷商，其通路的形成基本上有四個步驟： 

 

(a)為了在交易過程中促進交易的效率，中間商即因此而出現。 

 

(b)因為運送揀送過程中各中間商的績效有所差異，為了調整各

類中間商配合上的不一致，通路因此而出現。 

 

(c)為了使交易能慣例化(Routinization)，行銷代理商將通路的

安排上做整合。 

 

(d)為了便利於買賣雙方供需的搜尋而出現。 

 

    所以，通路形成的原因從為了促進交易效率，演變為利於買賣雙

方對買賣的需求。時至今日，除了上述原因外，還有為了使消費者能

以合理的價格買到服務或產品，並使其購買能更方便並且有更多的選

擇，而形成通路 

 

    此外，根據 Williamson(1985)的交易成本理論，通路成員間之

所以會結合在一起，主要有二個原因：一是人性的因素；一是環境的

因素： 

 

(a)人性因素：Williamson認為市場之所以不是完美的市場最主

要是因為「有限理性」與「機會主義行為」。他認為在理想的

市場中做決策必須能將所有市場情況考慮進去，因為人的有限

理性，在做決策時經常無法顧慮到所有相關的資訊，致使決策

結果可能顯得「非理性」。在這情況下，很難去決定公司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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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司訂定契約者的績效，以及這些相對契約者的績效到底有

多好。因此，可採用垂直整合行銷通路系統以減少上述所可能

產生的問題，並使企業對這些整合進來公司的績效進行緊密的

監督(Anderson,Erin and Barton,1986)。至於「機會主義」

則是影響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根據Williamson對機會主義所

做的定義，機會主義是一種以詐騙尋求自身利益的態度，他假

設只要某行為是可能且有利的，人們都會去做，由此觀點來

看，企業可能會對通路夥伴扭曲或保有一些市場資訊、逃避其

在通路中的責任與義務，並且不去履行其承諾。企業為了防止

這種行為，必須對其夥伴投入更多心力以監督他們的績效，但

此舉會造成交易成本的增加。所以，這些因素會導致企業進行

外部組織的內部化。相反的，若整合後交易成本比未整合前

高，則企業會傾向於不整合。 

 

(b)環境因素：在交易成本分析中環境因素包括了環境的複雜性

所造成的不確定性以及通路夥伴選擇上的不確定性。每個配銷

通路在不同的環境下運作都有其設立前提(Singh and Stern, 

1983)，若環境是不確定的則此通路的不確定增加，而環境的

不確定性連帶會影響通路成員的績效。假設通路成員有較多的

機會選擇其交易組織，則機會主義將會出現，通路中企業會因

此而傾向垂直整合。 

 

    整合 Williamson對交易成本的看法並將之對行銷通路做一描

述：當市場情況處於較低的環境不確定性、較少資產特殊性且績效的

評估能簡單而直接完成時(可以降低潛在機會主義行為)，採用傳統市

場組織(傳統通路)比較有效率；反之，當這些情況相反時，由清楚的

義務及控制機能所管理的垂直整合或管理式垂直整合系統會比較有

效率。 

 

2、配銷方式的選擇 

 

    不管基於何種考量，企業必須決定要採取何種配銷方式以因應消

費者的需求，在選擇策略上三個： 

 

A、密集性配銷方式：通常便利品或一般原料的生產者會採用密集性

配銷方式(Intensive distribution)，儘可能將產品置於通路出

口，使這類物品有地點效用，希望能創造出最大的品牌展露機會

及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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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獨家配銷方式：有些生產者刻意限制經銷其產品的中間商數目，

最極端的就是獨家配銷，意指少數經銷商，在各自的銷售區內被

保證擁有獨家銷售該公司產品的權力，在汽車和某些品牌之服務

均可見到這種方式。透過獨家配銷方式(Exclusive 

distribution)，製造商意在期望中間商在銷售上能更積極用

心，同時對於他們的各種定價、促銷、融資以及服務政策有較大

的控制力；而且另一方面採用獨家配銷可加強產品的形象，獲得

較高的毛利。 

 

C、選擇性配銷方式：介於上述兩者之間，利用一個以上但非全部願

意經手公司產品的中間商。有條件的選擇中間商，一方面有助於

彼此的工作關係，另一方面他們在銷售努力程度上，也會高於一

般水準。選擇性配銷(Selective distribution)能夠使產品具有

適當的市場涵蓋面，有較大的控制力，而且比密集經銷的成本更

少。多數的電視機、傢俱和小家電都採用這種選擇性配銷。 

 

(五)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之考量 

 

    整合 Williamson對交易成本的看法，當市場情況處於較低的環

境不確定性、較少資產特殊性且績效的評估能簡單而直接完成時(可

以降低潛在機會主義行為)，採用傳統市場組織(傳統通路)比較有效

率；反之，當這些情況相反時，由清楚的義務及控制機能所管理的垂

直整合或管理式垂直整合系統會比較有效率。 

 

    從本研究的四個產業來看，其市場所處環境變化性大小雖然不

一，但是多具有特殊性資產，例如汽車業要投入龐大的賣場、人員銷

售的訓練；鮮乳業則要投資在昂貴的冷藏設備與冷藏運輸工具；水泥

業的倉儲設備以及輸送設備；高壓氣體的鋼瓶、儲氣糟等。所以在通

路經銷商選擇模式上，會比較容易傾向採用由清楚的義務及控制機能

所管理的行銷通路系統。而這種系統的特色就是除了商品的買賣之

外，還會有許多相關的義務明訂在契約上，例如對於促銷活動的配

合、廣告活動費用的分攤等。但是同樣也會給予經銷商許多權利，像

提供經銷商人員之教育訓練、輔導經銷商銷售技術或給予地域銷售專

賣權等等。 

 

    因此，在經銷合約中就會產生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

「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行為之虞的條款出現，即—搭售、獨家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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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或顧客交易限制。以下根據本研究的文獻探討，分類說明企業對

經銷商實行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的考量。 

 

    企業會採取獨家交易及地域或顧客限制主要基於下列因素： 

 

(1)為了避免經銷商的機會主義行為 

 

    經銷商為了將所有資源使用在銷售目標的達成上，而經常會有下

列行為： 

(a)只賣暢銷或易於銷售的產品。 

(b)尋求他人經營好的客戶。 

(c)刻意低估市場銷售潛量。 

 

    這些行為將使得上游供應或製造商蒙受損失而且不利於企業的

永續發展。因此，許多企業會在契約中明訂銷售目標、限制銷售的地

域等等。 

 

(2)為了經營效率上的考量 

 

    經銷商之間因規模、資金、人力資源等的不同會有不同的經營效

率。因此，若考量其經營效率，通常會訂有地域或顧客限制以符合企

業在管理效率上的考量(目標的訂定與績效的衡量)，同時，為了讓各

經銷商能公平的競爭，通常會訂有不得越區搶單的規定，以免產生「搭

便車」而不努力耕耘的現象。 

 

(3)為了提供經銷商足夠的誘因、有效掌握通路 

 

    許多產業中，經銷商為了和生產者交易，本身必須投入相當數量

之人力與物力，為了吸引經銷商投入心力去經營，會透過獨家配銷方

式(Exclusive distribution)，來吸引經銷商在銷售上能更積極用

心，同時對於他們的各種定價、促銷、融資以及服務政策也會因此而

具有有較大的控制力。 

 

(4)為了保障產品與服務品質 

 

    採用獨家交易及地域或顧客交易限制有時是為了確保產品品質

能夠得以保障並且維持服務水準一定程度的穩定性，並希望經銷商能

夠花費精力在產品功能的改進、製程良率的提升，使其除了致力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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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銷售之外，也能同樣重視售後的服務與顧客的感受。期望經銷商能

安心的與顧客培養良好的關係，培養與顧客之間的長期關係。特別在

某些產品服務為企業競爭優勢來源時更為重視。 

 

(5)產品或產業特性所屬 

 

    在某些產業中，可能會因為產品的特性而不得不對經銷商做一些

限制。例如有些銷售據點的設立一定要非常接近顧客，使顧客不需要

為了購買這些產品而長途奔波。又或者某些產品非常重視售服務，因

為必需要完整的做地域性的規畫以提供適當的服務。 

 

(6)為服務特定區隔客戶 

 

    行銷策略中有一個稱之為「專門化」的策略，目的在於只專注某

一特別的購買團體、產品線或地域市場的區隔提供產品或服務。基本

上這樣的市場是比較屬於利基(Niche)市場，在這樣的市場中競爭者

比較不容易進入，企業也比較能在特定區隔中做較有效率的顧客服

務，以提供更良好的服務品質。因此，目前許多企業都會依據特定顧

客群之所在來成立銷售據點、或是依照某種產品來選擇專門的經銷

商，其背後的動機即是為了更有效率的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7)為了避免資源為競爭者所用 

 

    在企業間的競爭上，經銷商往往扮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若企業沒

有和其經銷商簽好契約，則有可能會： 

 

(a)投入大量資金成本訓練的經銷商，卻成為競爭者的經銷商，而自

己淪為「訓練所」的角色。 

(b)若經銷商同時販售多品牌的話，可能會將 A公司的資源挪做 B公

司產品銷售上使用。 

(c)更甚者會以 A公司的缺點來幫助銷售 B以司產品的銷售。 

 

    因此，通常許多企業會要求經銷商不得同時銷售其品牌產品之外

的東西，或是銷售性質相當的他品牌產品的約定，目的就是在於此。 

 

(8)競爭特性 

 

    企業在進行通路決策時不只有考慮其自身的因素，為了達成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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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滿足消費者，最重要的策略觀就是—一定要比競爭者做得更

好。因此，大多數的企業不只是考慮其自身的策略，也考慮競爭者的

策略。有時許多企業在設定其策略時會完全以競爭者的策略為其決策

依據所考慮的也就是競爭的因素。例如產業中大多數企業都是採用這

種型態的通路或是都集中在某地方時，企業就不得不跟隨著進行。 

 

(9)為了建立或維持品牌形象，符合企業對產品的定位 

 

   企業對經銷商進行種種的約束，除了希望能有效掌控通路之外，

最主要是藉由對經銷商的契約規範，使企業整體呈現出一致的風格或

經營型態，使得這樣的風格能符合產品的定位，也能為企業建立或維

持品牌形象。如此一來，便能在顧客心目中形成某種特定的定位，成

為另一種競爭優勢的來源。 

 

    這些因素中有些會使得企業傾向於採取獨家交易限制，有些則比

較會使得企業採取地域或顧客交易限制，其中前三個因素多與管理觀

點有關，第四、五、六個因素和產品觀點有關，最後三者和競爭觀點

有關。將上述分析結果列示如圖 2：  

 

 

 

 

 

 

 

 

 

 

 

 

 

 

 

 

 

 

 

 

避免機會主義行為 

管理觀點 經營效率上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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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企業採用獨家交易與地域或顧客交易限制之動機 

 

    由此可見，企業在行銷管理的過程當中，對於銷售地域進行畫分

的目的在於希望能有效的掌握消費者的消費習性，以最有效率的分式

配送產品至對消費者最有利的地點銷售，以求能充份滿足消費者的需

求以及配送與銷售效率之最佳化；而限制經銷商只銷售企業之產品的

目的在於確保經銷商能全心全力的投入該產品的銷售，確保產品與服

務品質的一致性以及符合企業形象和產品定位。 

 

    不過在實務上，鮮少企業對於經銷商是採取限制是基於某一特定

因素而已，也因此在限制經銷商上也有其一套的作法，包括給予其相

當程度限制與義務之後，一定要同時給予其利潤的保障以及權利。例

如某企業可能會要求經銷商只能賣他的產品，但是同樣的也會保障你

的收益，將一特定地域劃分給該經銷商。因此，實務上地域或顧客交

易限制經常會伴隨著獨家交易出現在契約中，兩者之間是很難去完全

分隔開來的！ 

 

 

    再者企業針對經銷商做出這些限制，雖然會降低了「品牌內」的

競爭效率，卻可能因此而給企業帶來「品牌間」競爭上的利益。所以

兩者間的取捨經常成為是否「違法」的爭論點。 

 

    至於搭售行為，在行銷學原理中是屬於一種促銷的技巧，目的在

採取獨家交

易、地域或顧

客交易限制的

動機 

產品觀點 

競爭觀點 

提供誘因掌握通路 

保障產品服務品質 

產品或產業之特性 

滿足特定區隔顧客 

避免為競爭者所用 

產業中之競爭特性 

維持形象符合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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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增加產品(稱為主產品)的銷售，至於搭售(稱為搭售品)的產品是何

種產品，則視企業的促銷預算而定。不過，許多企業在進行搭售行為

時也會有一些考量因素： 

 

(一)為了促銷主產品 

 

    許多企業喜歡在某些特定季節對某些產品進行搭售，讓消費者在

購買的感覺上有「物超所值」的感受；或者是當某些產品新上市時，

為了在上市時創造銷售的佳績而進行搭售的促銷方式。但是實務上經

常是因為主產品滯銷或是為了要出清庫存而採取搭售。 

 

(二)為了促銷搭售品 

 

    有些時候，因為主產品在市場中非常的受歡迎，企業會以其為主

產品，搭配上企業新上市或極力想拉高銷售額的產品，發揮母雞帶小

雞的精神以增加銷售成功的可能性。這些搭售產品大多是家族品牌或

是關係企業的產品。 

 

(三)為了提高整體銷售業績 

 

    有時候廠商採取搭售目的既不在於促銷主產品，也不在於促銷搭

售品，而是在於希望消費者能夠因此而增加購買的金額或數量，以促

成整體銷售業績的提昇，使經營利潤得以增加。 

 

(四)為了順利進佔通路 

 

    現代的經銷商，為了達成銷售目標而經常會傾向於只賣暢銷好賣

的產品而不願冒風險去經營那些不可知或從未賣過的產品。故企業為

了成功的進佔銷售通路，而採取搭售的方法，希望藉由銷售的成功成

功的進佔經銷商的貨架。 

 

    將企業採取搭售做法的考量因素列示如圖 3： 
 

 

 

 

 

 
為了促銷主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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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企業採用搭售之動機 

 

為了促銷搭售品 

為了提高銷售業績 

為了進佔銷售通路 

採取搭售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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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針對汽車、鮮乳、高壓氣體以及水泥產業進行實證。 

 

(一)研究母體：依照研究計畫，本研究以國內汽車、鮮乳、高壓氣體

以及水泥四產業為研究母體。 

 

(二)樣本：由於分析資料來源為公平會所交付之四個產業的產官學座

談會資料，因此，本研究的樣本為所有與會之相關業界人員。 

 

(三)座談會資料說明： 

 

    以下將本研究所使用座談會資料內容做一精要說明，詳細內容請

參閱附件： 

 

1、汽車產業座談會 

 

(1)時間：八十七年六月十六日(星期二)下午二點。 

(2)錄音帶長度：二小時二十分鐘。 

(3)與會人員：主持人為鄭委員優以及施委員俊吉；官方與會人員有

經濟部工業局許國慶先生、商業司劉展雄先生；學術界有趙義隆

教授、黃美瑛教授、汪渡村教授；業界代表則涵蓋了裕隆、豐田、

福特、喜美、克萊斯勒、中華賓士等廠商之二十四位業者；另有

律師劉紹棟先生。 

(4)討論題綱： 

A、經銷合約約定經銷責任區域之具體做法與考量因素，是否為禁

止經銷商越區搶單之無為。該等約款對品牌內及品牌間競爭之

正負面影響，是否具有市場結構或商品特性之正當理由考量。 

B、經銷合約約定之責任數條款之具體作法及考量因素，在實務上

是否有彈性調整空間。該等約款對品牌內及品牌間競爭之正負

面影響，是否具有市場結構或商品特性之正當理由考量。 

C、經銷合約約定其經銷商得為該特定廠牌之經銷商，展示場所僅

得陳列該特定廠牌之車輛，並採用統一之 CIS等，該等約款對

品牌內及品牌間競爭之正負面影響，是否具有市場結構或商品

特性之正當理由考量。 

D、車廠推動之全面性促銷活動是否會造成末端零售價格之僵固

性，該等促銷活動與約定轉售價格之關係。 

E、車廠對其經銷商參與政府採購案之競爭行為安排之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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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同時有二家或二家以上經銷商同時爭取參與同一政府採購

案，則車廠係經由何種程序選擇支持對象？另有無分配特定區

域經銷商僅得參與該特定區域(或特定機關)之標案？該等程

序(或分配參標區域)對品牌內及品牌間競爭之影響。 

 

2、鮮乳產業座談會 

 

(1)時間：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上午九點三十分。 

(2)錄音帶長度：二小時五十分鐘。 

(3)與會人員：主持人為洪委員禮卿、羅委員昌發；官方與會人員為

行政院農委會蕭彩鳳小姐；學術界為林袓嘉教授、趙義隆教授、

謝銘洋教授；業者出席者共有十一位。 

(4)討論題綱： 

A、鮮乳產品特性之探討(例如產品須冷藏、不耐久存、須具備一

定設備等) 

B、鮮乳銷售通路之探討(一般分為經銷商通路與特殊通路。後者

應係由鮮乳事業直接供銷，對象包括：量販店、百貨超市、連

鎖便利商店、福利中心、合作社、自動販賣機等)。 

C、鮮乳供應事業對經銷商之事業活動限制類型(如區域限制、排

他性經銷關係、轉售價格限制或建議、搭售等。)探討及此等

限制對提昇鮮乳配銷效率有何助益？ 

D、上述限制經銷商事業活動類型對「品牌間」競爭「品牌內」競

爭之影響為何?是否促進競爭效率之提昇，對消費者福利之影

響為何? 

E、由經濟面法律面(民法、消費者保護法、公平交易法)觀點探討

事業限制經銷商事業活動行為之適法性為何? 

F、其它討論事項 

 

3、高壓氣體產業座談會 

 

(1)時間：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五)上午九點。 

(2)錄音帶長度：三小時二十五分鐘。 

(3)與會人員：主持人為梁委員國源；學術界代表為莊春發教授、范

建得教授；業者代表則有三福化工、聯華氣體等六大氣體製造廠

代表以及臺灣省、臺北市與高雄市高壓氣公會邀請的代表；另工

業技術研究院研究員葉德惠以書面意見參加。 

 

(4)討論題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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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市場界定與佔有率計算之問題：因為高壓氣體的種類不同，純

度亦有不同，所以在市場的界定，及市場佔有率的部份，可能

需要專業上的考量，因此，市場如何界定實值探討。 

B、兼業生產者對市場的影響：有些業者自需大量高壓氣體，所以

會自行建設自己生產高壓氣體的設備，在生產有剩餘的情況

下，為了不浪費高壓氣體，所以會有在市場上低價銷售的情

況，銷售的成本及各方面的考量之下，對市場的影響有多大，

這也是值得探討的方向之一。 

C、市場區隔與中小型業者之生存競爭：很多高壓氣體廠，為了降

低成本或提升技術，紛紛與國外的高壓氣體廠合作，合作的現

象是產業進步的必然的一個現象，國內中小型業者是否仍具有

生存競爭空間？如被迫退出市場，是否減損競爭而導致結構性

改變，亦是值得探討。 

D、長期供應合約和市場競爭：長期合約係導源於高壓氣體業的交

易特性，但長期合約的存在，將影響市場競爭效能，是以合約

如何訂定，才能避免減損競爭效能，亦能符合交易特性。 

E、政府採購高壓氣體的紛爭：例如中油及各大醫院在採購的過程

之中，在多樣化及需求規模擴大的時候，將影響參標資格之限

制，而該等限制是否合理？是否影響市場交易秩序？ 

F、新廠進入的可能性：由於各廠規模及長期合約等因素，市場競

爭在結構上將會面臨傳統生產業者退出市場及新進業者生存

空間相對縮小，此對市場結構有所影響。 

G、經銷及零售市場之競爭問題：基於市場之競爭，傳統供應商色

彩較重之「經銷商集團」逐漸消失，提貨及價格都可以自由決

定，但因市場競爭所產生「由下而上」之組合，是否會影響競

爭或產生交易紛爭，亦值得探討。 

 

4、水泥產業座談會 

 

(1)時間：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 

(2)錄音帶長度：三小時五分鐘。 

(3)與會人員：主持人為羅委員昌發；官方代表為經濟部工業局二位

代表；學術界為徐火明教授、莊春發教授；業者代表包含臺灣所

有水泥公司之代表以及臺灣區水泥公會、臺灣區預拌混凝土公會

和臺灣省建築材料公會聯合會四位代表。 

(4)討論題綱： 

A、過去水泥業者要求經銷商將貨運交其相關企業，不得銷售其

他品牌水泥，另對承銷商參與公用水泥招標須事先知會水泥廠



事業垂直限制之公平法適用問題研究 

 20 

商、控制市場銷售管道。倘目前仍有前述限制經銷為，其對「品

牌內」、「品牌間」競爭之正負面影響，以及是否有市場結構的

等正當考量。 

B、水泥市場進入不易，內銷貨格與外銷價格容有差價；水泥業

者決定外銷數量、外銷時間是否會影響國內供給，其考量因素

是否必要。 

C、過去水泥業以聯合會計師發貨查核管制方式，對各水泥廠收

集每日產銷資料，彙整於公會，此項業務已於公平交易法實施

後，即不再委託會計師查核；惟目前各水泥公司仍將每日產銷

資料電傳公會，再由公彙總後每十日傳回各水泥公司，從經濟

面及法律面探討上述行為之合理性。 

D、其他限制經銷商事業活動行為之探討及建議事項。 

 

(四)資料分析方法：本研究採取內容分析法，針對四場座談會的錄音

帶，將其轉換為書面資料，再依據採取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的動

機加以分類，分類的類目則以本研究所歸納之動機為主。 

 

(五)研究限制：由於公平會所舉辦之各產業座談會，與會者包含有產

官學三方的人員，討論題綱也早已事先擬定給所有與會人員。但是在

這樣的情境下所收集的資訊有質生態上(ecological)的特性，在推論

上也有其外部效度的限制。因此，所採用的資料適合做為探索性的研

究，也可以來做為進一步實證的假設(as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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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分析 
 

    以下分別針對四個產業之產業座談資料，採取內容分析法，分析

重點主要分為二大部份：(1)該產業中是否存在有垂直非價格交易限

制？程度如何？如果沒有的話，則不再進行進一步分析。如果有的

話，則(2)由製造商(生產者)或經銷商的談話中找出採行垂直非價格

交易限制的事實考量原因。 

 

(一)汽車產業 

 

1、產業概況 

 

    汽車產業，顧名思義，應該是包含所有類型的汽車，包括轎車，

商用車、大貨車等。不過根據座談會資料的內容來看，本研究所指的

汽車產業指的是「轎式小客車」。 

 

    根據產業統計資料顯示，國內目前轎車在民國八十七年的銷售總

值，包括進口與國內生產者共有新臺幣二千六百六十一億八千四百多

萬元(266,184,526,000)，其中國內生產者佔 61.44%，進口佔

38.56%，如表 2所示。整個產業的銷售值佔我國國民生產毛額比率約

3.38%，顯示出其對我國經濟影響相當重大。在該產業中裕隆的總佔

有率最高，達 16.31%；中華汽車次之，為 10.53%；國瑞為 10.44%；

福特居第四，為 9.88%。前五大車廠的市場佔有率約為 54.42%。 
 

表 2  87年汽車產業之年銷售值 

 金    額 

(新臺幣仟元) 

百分比 

國內生產部份 163,533,155 61.44 

進口部份 102,651,371 38.56 

銷售總值 266,184,526 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生產統計月報。 

 

    由產業中各車廠的市場佔有率來看，前五大車廠就佔有市場百分

之五十以上來看，可以得知汽車產業的競爭結構是屬於結合型，其特

色就是產業中若任何企業採取任何競爭行為會直接影響到其他企業

的獲利能力或市場佔有率，尤其採取價格戰的影響更是重大。因此，

多數企業多會採取追隨市場領導者的方式來訂價，而為了不使價格戰

形成，因此多數車廠必須要在非價格因素上來競爭，例如以廣告、促

銷、品牌定位或提供附加價值來做為競爭工具。加上近年來汽車產業



事業垂直限制之公平法適用問題研究 

 22 

的成長趨緩，任一企業的增加市場佔有率必定是搶自於他廠牌之手

中，因此多數車廠無不想盡辦法來保有顧客的忠誠度。故在臺灣的汽

車產業中很少見直接以「價格」為訴求的競爭策略。 

 

    在實務上，汽車產業的品牌種類極為眾多，除了外觀上的差異，

在產品性能上差異並不大，因此彼此間的替代性頗高。然而，汽車為

耐久性消費財，為了有效的達成與競爭者之間的差異化，所以售後服

務成為不同廠牌間汽車的競爭重點。也因此多數的車廠都以專業的售

後服務、完整而便利的經銷與服務據點、提供顧客滿意度為競爭上的

重點。 

 

    在經銷商的佈建上，國內汽車業之銷售體系安排可概分為直營及

經銷二類，其中經銷部份又可依經銷之責任區域域大小，分為大區域

經銷商制(如以臺、澎、金、馬地區為總經銷)、中區域經銷商制(如

以桃、竹、苗地區為經銷區域)、小區域經銷商制(如將一個縣、市行

政區域分為二個或二個以上的經銷區域)，各經銷商之下再由其自行

設立其銷售據點。如圖 4所示。 

大區域經銷制
例如以臺澎金馬
為經銷區域

中區域經銷制
例如以桃竹苗
為經銷區域

小區域經銷制
例如以縣市或行
政區為經銷區域

臺灣汽車產業
經銷商體系之種類

 

圖 4  臺灣汽車產業經銷體系之種類 

 

    雖然在銷售通路中經銷商對供應商的影響相當大，但由於汽車產

業中經銷商必須大量仰賴供應商提供最新的車種、產業資訊、教育訓

練等，因此供應商對於經銷商具有較大的控制能力。 

 

2、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分析 

 

    根據座談會的資料可以發現： 

(1)所有與會的汽車業者或經銷商都承認，只要是採取經銷商制度的

銷售體系幾乎都實行獨家交易。 

(2)所有與會的汽車業者或經銷商也承認，採取經銷商制度的銷售體

系也都會實行區域性交易限制。 

(3)汽車廠或供應商會對經銷商同時搭配採用上述二交易限制方式。 

(4)由座談會資料中顯車廠對經銷商採取其他限制行為，限制其簽約

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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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由研究資料中無法發現汽車產業中實行顧客交易限制的情況。 

(6)至於搭售行為，從資料中也無法判斷是否為汽車製造商或供應商

所採用，因此無法加以分析。 

 

3、採取交易限制之動機 

 

    將實行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之動機分類整理如下表 3及表 4： 

 

(1)實行獨家交易限制的動機 
表 3  汽車產業實行獨家交易限制的動機以及業者的說詞 

動機 業者的說詞 

來自於原廠的要求 (a)臺灣大部份都是與國外合作，這些

要求大多是來自於母廠的要求，所以

我們經銷商只能展示特定的廠牌 

(b)不希望和其他產品混在一起，減低

三菱汽車的品牌形象，而形成負面的

想法 

 

為了讓品牌的形象能夠一致 

 

(a)代表專業的經營，然後消費者因此

更相信，更認識這個品牌，得到更好

更專業的售後服務 

(b)透過CIS的制定展現給給消費者一

種責任的表示。 

 

業務員能力有限無法銷售太多品牌

的車輛 

(a)基於一個事業的競爭效率的考

量；在整個業務員對客戶解說上，我

們要考慮這個問題(服務的專業性)。

另外一個，車子並不是擺在架上販售

就好了，還有品牌的問題 

 

(2)實行區域交易限制的動機 

表 4  汽車產業實行區域交易限制的動機以及業者的說詞 

動機 業者的說詞 

讓經銷商能專注於

區域內顧客的服務 

(a)其主要的目的是在避免經銷商的惡性競爭，以及提

昇銷售服務 

(b)不管是基於經銷商或和泰的立場，我們認為這樣的

區域的畫分，最符合經銷商與成本與和泰經營效率的

考量。比方說，若北都汽車到高雄去設一個販賣據點，

以其土地或資源可能會不足而無法發揮最大效率。第

二點，因為汽車的市場競爭中除了品質之外，服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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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考量 

(c)不可以越區的考量是在於，怕價格、服務會因為越

區而受到影響 

(d)因為擔心搭便車，希望藉由這個區域的畫分，希望

專業的售後服務能更完善，不單只有銷售而已，對於

售出的瑕疪品能有一個數量的追蹤控制，希望他們能

夠好好的在這區域經營 

確保經銷商投入的

回收 

(a)經銷商要投入許多資本來開設一個有規模有制度

的服務廠，採區域性畫分能保障其賺取其合理的利潤。 

(b)經銷商要銷售我們的車要投入的資金相當龐大，如

果無法提供足夠的吸引力則無法繼續為我們賣下去。 

地區性經銷商較能

掌握地區市場的特

性 

 

(a)因為區域的人會對當地的風土人情相當的瞭解，我

們是利用對這個區域熟識的特性來經營這個市場； 

 

有區域才能設立評

估標準 

(a)是一個事後服務的一個責任的交付，希望在其服務

區內，能夠給消費者最完善，最專業的服務。 

(b)在契約中一定要約定一個責任區域，因為這代表他

經營範圍以及經營能力，是販賣後售後服務的問題以

及衡量其服務品質的問題。 

 

(3)實行其他交易限制的動機 

 

    汽車製造商對經銷商實行契約年數限制是基於保護製造商對於

經銷商所投入的資金。因為車廠對於經銷據點的設置，必須要投入資

金在店舖的陳設規劃、輔導其管理制度、提供其人員教育訓練等。 

 

    因此，由座談資料可以得知汽車產業中確實存在實行獨家交易、

地域性交易限制的現象，而且與會的車廠業者或經銷商都同意只要是

採取經銷商制度的銷售體系幾乎都會對經銷商同時搭配實行上述二

種交易限制方式。除此之外還有對於契約年數的限制；顧客交易限制

與搭售行為，從資料中也無法判斷是否為汽車製造商或供應商所採

用，因此無法加以分析。至於其實行獨家交易的動機是在於(1)來自

原廠的要求以及(2)為了品牌形象的統一和業務員的能力有限；而實

行地域性交易限制的動機是在(1)產品及產業特性就是重視售後服務

(2)為了讓經銷商能專注於區域內顧客的服務(3)考量經銷商須投入

大量成本，要保障其銷售利潤(4)地區性經銷商較能掌握地區市場的

特性(5)便於評估經銷商的績效。汽車製造商對經銷商實行契約年數

限制則是基於保護製造商對於經銷商所投入的資金。 

 

    另外從汽車業的訪談資料中可以發現，除了臺灣賓士汽車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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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沒有任何車廠對於「越區搶單」行為訂有罰責(賓士的銷售員要

將獎金之一部份分給車主所屬區域之經銷商)。不過，大多數車廠也

承認，其對經銷商採取的不單只有獨家交易限制，除了給予其排它性

限制之外，同時會給予經銷商區域限制，以保障其在該區域的獨家銷

售權力。 

 

(二)鮮乳產業 

 

1、產業概況 

 

    所謂「鮮乳」應該包含「鮮牛乳」以及「鮮羊乳」兩種。然根據

公平會之座談資料及相關資料中顯示，鮮羊乳由於生產家數眾多而且

規模甚小，而且對於其經銷商也沒有採取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因此

先將其排除在本研究的範圍之外。 

 

    根據產業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國內共有約四十四家鮮乳生產業

者，鮮乳製品在民國八十七年的銷售總值，包括進口與國內生產者共

有新臺幣一百八十八億四千六百多萬元(18,846,757,000)，其中國內

生產者佔 97.8%(新臺幣一百八十四億三千二百多萬元)、進口佔

2.2%(新臺幣四億一千四百多萬元)，如表 5所示。整個產業的銷售值

佔我國國民生產毛額比率約 0.2%，所佔的比例雖然不高，但鮮乳為

民生必需品，因此對一般大眾的影響還是相當的高。其中光泉的總佔

有率最高，達 26.63%；味全次之，為 19.95%；統一為 17.16%；養樂

多第四，為 12.69%。在產業中前五大廠牌所佔有的市場為 78%，接近

百分之八十。因此對市場具有極高度的響力。 
 

表 5  87年鮮乳產業之年銷售值 

 金    額 

(新臺幣仟元) 

百分比 

國內生產部份 18,432,269 97.80 

進口部份 414,490 2.20 

銷售總值 18,846,757 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生產統計月報。 

 

    由產業中各廠的市場佔有率來看，前五大廠就佔有將近百分之八

十的市場，可以知道鮮乳產業的競爭結構是屬於結合型。同樣的，該

產業的最大特色就是比較不傾向於採取價格戰爭。也因此，多數企業

多會採取追隨市場領導者的方式來訂價，而為了不使價格戰形成，多

數鮮乳廠牌尋求非價格因素上的競爭。然而，由於鮮乳產品之間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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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很少，彼此間的替代性又很高，所以很難在產品上尋求差異化的競

爭優勢。因此，過去以來鮮乳業多以「產業工會」為中心的統一訂價

方式以排除價格競爭。 

 

    乳品的特質為須冷藏、不耐久存、須具備一定設備來儲存及運

送。在銷售通路上可粗分為二大類，一是經銷商通路，二是特殊通路。

特殊通路是由鮮乳製造業者直接供銷的，其供銷對象包括量販店、百

貨公司、超市、連鎖便利商店等，因為這些顧客對於配銷效率、產品

的新鮮度要求較高，而經銷商又不易做說，因此只好由鮮乳製造業者

自行來配送。區域經銷商則由鮮乳製造廠在各區域設置經銷商，再由

其配送至區域中所屬的各銷售據點。如圖 5所示。 

特殊通路
直接配送至量販店

或物流中心

區域經銷商
以縣市或行政區
劃分經銷區域

臺灣鮮乳產業之
通路體系

 

圖 5  鮮乳產業之通路體系 

 

    在鮮乳的銷售通路中，部份特殊通路對供應商的影響力愈來愈

大，這樣的情況在其他日用品也開始出現，由於通路商掌握有銷售的

據點，而具其採用連鎖方式經營，不但進貨量大，佔供應商的銷售比

重也高，因此使得通路商對供應商具有強大的議價能力，也會因此而

要求供應商配合其營運策略，例如要配合其進貨時間。 

 

2、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分析 

 

    根據座談會的資料可以發現： 

 

(1)所有與會的鮮乳業者或經銷商都承認，只要是採取經銷商制度的

鮮乳銷售體系幾乎都實行獨家交易。 

(2)所有與會的鮮乳業者或經銷商也承認，採取經銷商制度的鮮乳銷

售體系也都會實行區域性交易限制。 

(3)鮮乳業者會對經銷商同時搭配採用上述二種交易限制方式 

(4)由研究資料中無法發現鮮乳產業中有採取顧客交易限制的情況。 

(5)至於搭售行為，從資料中也無法判斷是否為鮮乳製造商或供應商

所採用，因此無法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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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採取交易限制之動機 

 

    將鮮乳產業中對經銷商實行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之動機分類整

理如表 6及表 7： 

 

(1)實行獨家交易限制的動機 
 

表 6  鮮乳產業實行獨家交易限制的動機以及業者的說詞 

動機 業者的說詞 

確保鮮乳業者對經

銷商投入的回收 

 

(a)經銷成本也蠻高的，這些冰箱設備，汽車油錢跑

來跑去也要去開拓客戶 

(b)因為現在產品坦白講經營起來很困難，真的我們

要花很大力去輔導他，去輔導他才能讓它做得好，

所以變成是說排他性也有他的考量在 

希望經銷商專心於

為鮮乳製造業者銷

售 

 

(a)因為運送與儲藏需要極大心力的投入，因此不希

望又做其他廠牌的事。 

 

 

(2)實行區域交易限制的動機 

 

表 7  鮮乳產業實行區域交易限制的動機以及業者的說詞 

動機 業者的說詞 

確保經銷商投入的

回收 

 

(a)經銷成本也蠻高的，這些冰箱設備，汽車油錢跑

來跑去也要去開拓客戶 

(b)如果常常在更換一個經銷商，因為經銷商在更

換，從一個客勤還有店勤從頭關始經營的話，那對

於我們公司的產品來講，那在這個區域的經營勢必

掉到遠低於其他的競爭者，所以給他一個區域去經

營 

(c)設備他都考慮進去，當他的投資設備裏頭已經編

列他的預算 

 

集中配送區域以提 

高配送效率 

 

(a)這個經銷商在配送，純粹考慮到配送效率的問

題， 

(b)考慮到一個這個經銷商配送的能力夠不夠，他有

沒有辦法能力配送到那個地方去，他有沒有辦法善

盡保管這個產品的責任。 

(c)大概你這個經銷商能夠配送的有多遠能夠把產

品保持好，這是我們考慮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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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現在經銷商跟業界之間都是一個利害共同體或

是一個共存共榮，你現在區域的限制就經銷商來

講，不但是管理上的一個方便，而且就經銷商本身

來講，我們之所以會劃分這個區域，我們考量到這

個經銷商的經營能力 

(e)如果我產品過期了，如果兩家都知道的話，你有

再跟他買貨，你有再跟另外一家買貨，那我是商家，

我要把貨退給誰 

(f)本身冷藏品他在經營的技術上技術層面會比較

高，還有他的配送效率如果拉長的話，本身對他來

講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當時我們在規劃一些經銷

區域的時候就有考慮到這個。 

(g)因為他中間的塞車過程，一些配送過程，反而造

成他的效率差，所以說在冷藏品的產品他在走的路

線他必需是要是很有效率的，他如果沒有效率的

話，他本身自己就沒有辦法生存 

 

避免越區惡性殺價

競爭、影響其他經

銷商生計 

 

(a)我們要知道你這個經銷商的能力這個地方的鋪

貨率多少，我們都因為每個區每個區不會重疊，這

樣也會避免價格的競爭，同一個廠牌之內我跑到你

那邊去賣你賣二十我就賣十九，你賣十九我就賣十

八，那這樣子誰得到好處。 

 

    因此，由座談資料可以得知鮮乳產業中確實存在實行獨家交易、

地域性交易限制的現象，而且與會的鮮乳業者也都同意其經銷商體系

幾乎都會對經銷商同時搭配實行上述二種交易限制方式；顧客交易限

制與搭售行為，從資料中無法判斷是否為業者所採用，因此無法加以

分析。至於其實行獨家交易的動機是在於(1)鮮乳業者已投入成本於

訓練經銷商(2)希望經銷商專心於為業者提供最佳品質的乳品；而實

行地域性交易限制的動機是在(1)經銷商已投入成本在購買冷藏與運

送設備(2)經銷商配送乳品效率考量(3)因為乳品的特性是不耐久

存、須低溫冷藏，要保障乳品在配送過程不會變質(4)便於評估經銷

商的績效(5)避免惡性殺價競爭、影響其他經銷商生計(6)經銷商投入

設備搶先佔據了某些通路據點。 

 

    此外，近年來在食品業中，許多新興業態的零售商的興起，例如

量販店、購物中心、連鎖超市或便利商店等，逐漸搶走傳統通路經銷

商的生意，許多傳統經銷業者紛紛開始轉型以供貨給這些新興業態。

因此在不久的將來也許這些新興的業態會成為公平交易法所關注的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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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壓氣體產業 

 

1、產業概況 

 

    所謂高壓氣體，指的是取自於大氣中的空氣，利用各種氣體不同

比重以分離而成的氣體，空氣中以氮氣所佔的比例最大，約佔 78%；

氧氣次之，其他氣體則有氫氣、氬氣、氦氣等，不過比例極少。因為

氣體的體積過於龐大使得運輸不易，故利用次凍技術將各種氣體加以

液化。目前國內生產及分裝高壓氣體的廠商與經銷商之總數約為八十

九家。 

 

    高壓氣體有許多種用途，以比例最高的氮氣、氧氣及氬氣分別加

以說明： 

(1)氮氣—氮氣具有不燃性、無臭，主要應用於煉油工業、玻璃工業、

電子及半導體業、塑膠工業、食品冷藏及包裝、低溫切割、

化學工業、金屬熱處理、製藥、低溫手術、印刷業、橡膠

工業、畜牧業及醫藥等。 

 

(2)氧氣—具有不燃性(但有助燃性)、無臭，主要應用於太空工業、

金屬加工業、紙漿及造紙工業、玻璃工業、化學及製藥、

工業焊接及切割、廢水處理、焚化爐、醫院及漁業養殖等。 

 

(3)氬氣—氬氣具不燃性、無臭，主要應用於焊接、太空工業、照明、

窗戶隔熱、電子及半導體業、金屬及合金製造業及雷射製

造加工業。 

 

    其他還有諸如氦氣是用於核能廠爐心冷卻、氣球、飛行船；高純

氣體或特殊混合氣體用於電工業或半導體工業製程等。因為種類繁多

加上主要氣體為三大類，因此，本研究將探討的「高壓氣體」定義為

氧氣、氧氣與氬氣三者。而且這三類氣體的總和佔高個高壓氣體產業

的比例超過 80%，可顯示出其具有代表性。 

 

    根據產業統計資料顯示，國內目前氮氣在民國八十七年的銷售總

值，包括進口與國內生產者共有新臺幣四十五億六千多萬元

(4,560,259,000)，其中國內生產者佔 98.94%(新臺幣四十五億一千

二百多萬元)、進口佔 1.06%(新臺幣四千八百多萬元)，如表 8 所示。

其中以三福化工的 33.76%佔有率最高；聯華次之，為 15.5%；聯亞為

13.84%；東聯居第四，為 9.12%。而前五大製造廠的市場佔有率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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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52%。 
表 8  87年高壓氣體產業中氮氣產業之年銷售值 

 金    額 

(新臺幣仟元) 

百分比 

國內生產部份 4,512,127 98.94 

進口部份 48,132 1.06 

銷售總值 4,560,259 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生產統計月報。 

 

    而氧氣在民國八十七年的銷售總值，包括進口與國內生產者共有

新臺幣二十二億六千多萬元(2,260,590,000)，其中國內生產者佔

99.27%(新臺幣二十二億四千四百多萬元)、進口佔 0.73%(新臺幣一

千六百多萬元)，如表 9所示。其中以聯華的 27.76%佔有率最高；三

福次之，為 26.06%；臺北氧氣為 90.6%；遠東氣體為 8.07%；東聯為

6.16%。前五大製造廠的市場佔有率約為 77.10%。 
 

表 9  87年高壓氣體產業中氧氣產業之年銷售值 

 金    額 

(新臺幣仟元) 

百分比 

國內生產部份 2,244,032 99.27 

進口部份 16,558 0.73 

銷售總值 2,260,590 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生產統計月報。 

 

    氫氣在民國八十七年的銷售總值，包括進口與國內生產者共有新

臺幣一十四億五千六百多萬元(1,456,926,000)，其中國內生產者佔

99.91%(新臺幣一十四億五千五百多萬元)、進口佔 0.09%(新臺幣一

百二十多萬元)，如表 10所示。其中以三福化工的 20.54%佔有率最

高；聯華次之，為 7.11%；中油為 4.75%；臺灣志氯為 2.43%。前五

大製造廠的市場佔有率約為 34.84%。 
 

表 10  87 年高壓氣體產業中氫氣產業之年銷售值 

 金    額 

(新臺幣仟元) 

百分比 

國內生產部份 1,455,636 99.91 

進口部份 1,290 0.09 

銷售總值 2,005,286 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生產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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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將上述三個表總計如表 11所示，而其整個產業的銷售值佔

我國國民生產毛額比率約 0.11%，所佔的比例較低，而且對一般大眾

較無影響。 
 

表 11  87 年高壓氣體產業中氮、氧與氫氣產業之年銷售值總和 

 金    額 

(新臺幣仟元) 

百分比 

國內生產部份 8,211,795 99.20 

進口部份 65,980 0.80 

銷售總值 8,277,775 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生產統計月報。 

 

    高壓氣體的產業結構雖然也是屬於結合型的產業結構，但由於透

過經銷通路銷售的比重相當的低，大多數都是直接供應給最終使用

者，加上產品間的差異小，所以業者之間也未呈現出以廣告、促銷等

方式的競爭。業者之間的競爭還是在價格上。 

 

    高壓氣體的產品主要有二種銷售方式，一為生產者直接供應使用

者，二是生產者於各地區設立灌站或分裝場，再由零售商販售予使用

者。根據資料顯示，生產者直接供應給使用者的部份約佔有八成以

上，大多採取液態槽車供應(設立有儲槽)、卡車供應(鋼瓶)以及管線

供應三種。而另外一成多是在各地灌場或分裝場進行，以鋼瓶或小液

罐為主，由零售商自備鋼瓶自行提供，以供應市場較小需求者。將其

通路體系圖示如下。 

直接通路
直接配送最終使用者

以液態槽車及卡車配送

區域灌場或分裝場
由經銷商自備鋼瓶

充填後出售給使用者

臺灣高壓氣體產業之
通路體系

 

圖 6  高壓氣體產業之通路體系 

 

    在高壓氣體產業中，許多企業多直接將氣體直接供應給使用量較

大的最終使用者，也許將來會使使得最終使用者對供應商具有較大的

議價能力，而對高壓氣體供應商形成影響。 

 

 

 

2、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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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產業的座談會資料中發現： 

 

(1)所有與會的高壓氣體業者或經銷商都認為，目前在高壓氣體產業

中並不存在有獨家交易限制。 

(2)所有與會的高壓氣體業者或經銷商也都承認，目前在高壓氣體產

業也沒有廠商實行區域性交易限制。 

(3)由研究資料中無法發現高壓氣體產業中有實行顧客交易限制的情

況。 

(4)至於搭售行為，從資料中也無法判斷是否有高壓體體產業業者採

行。 

 

    不過因為在高壓氣體產業中，許多顧客都漸漸的由製造商直接供

應，因此經銷商所銷售的比例已愈來愈少了。加上產品間的差異性甚

小，經銷商不必然一定要向誰購買，零售的消費者在購買時也不會在

意到底買到的氣體是那一家公司出廠的。 

 

(四)水泥產業 

 

1、產業概況 

 

    水泥生產事業在國內可說是標準的寡佔事業之一，其家數有十多

家，在銷售型式上主要可分為二種，一是散裝，佔有 70%的佔有率，

二是袋裝，佔有 30%的佔有率。交貨方式可分為工廠交貨、轉運站交

貨、工地交貨等方式。其通路體系如圖 7所示。 

直接供應給
最終使用者

經銷商進貨轉售
給最終使用者

臺灣水泥業之
通路體系

 

圖 7  臺灣水泥業之通路體系 

 

    根據產業統計資料顯示，國內目前水泥在八十六年的銷售總值，

包括進口與國內生產者共有新臺幣四百六十五億五千八百多萬元

(46,558,540,000)，其中國內生產者佔 86.72%，有 19,153千公噸(新

臺幣四百零三億七千六百多萬元)、進口佔 13.28%，有 1,849千公噸

(新臺幣六十一億八千一百多萬元)，如表 12所示。整個產業的銷售

值佔我國國民生產毛額比率約 0.57%，所佔的比例也不高，對整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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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影響也不大。其中以亞洲水泥的 24.56%佔有率最高；臺灣水泥次

之，為 20.87%；幸福水泥為 8.32%；從事進口水泥的臺宇居第四，為

7.43%。而前五大廠的市場佔有率約為 66.76%。 

 
表 12  86年水泥產業之年銷售值 

 金    額 

(新臺幣仟元) 

百分比 

國內生產部份 40,376,565 86.72 

進口部份 6,181,975 13.28 

銷售總值 46,558,540 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生產統計月報。 

 

    臺灣的水泥產業為寡佔型產業，其產業的競爭結構同樣是屬於結

合型。也因此該產業比較不傾向於採取價格戰爭。但是不同品牌間水

泥的差異甚少，難以採取非價格因素以形成競爭優勢。因此過去以

來，多數水泥廠多以「產業工會」為中心的統一訂價方式以排除價格

競爭。雖然現在已不再採取這樣的方式，但是這樣的默契卻一直還形

成者。 

 

    而在水泥產業中，許多企業也直接將水泥直接供應給使用量較大

的最終使用者，也許將來會使使得最終使用者對供應商具有較大的議

價能力，而對水泥供應商形成影響。 

 

2、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分析 

 

    由產業的座談會資料中發現： 

 

(1)所有與會的水泥產業業者或經銷商都認為，目前在水泥產業中已

經沒有過去的獨家交易限制存在。 

(2)同樣的所有與會的水泥業者或經銷商也都承認，目前在水泥產業

也沒有廠商實行區域性交易限制。 

(3)由研究資料中無法發現水泥產業中有實行顧客交易限制的情況。 

(4)至於搭售行為，從資料中也無法判斷是否有水泥業者實行。 

 

    根據座談會資料顯示，在水泥產業中，同樣並不存在有對經銷商

實行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情況，因此在此不加以做進一步分析其動

機。但是從座談會的資料看來水泥產業所存在的問題應該是聯合行為

的問題，並非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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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的分析中可以得知，在本研究的四個產業中對於是否對其

經銷商採取「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各有不同情況，列示如表 13所

示： 
 

表 13  汽車、鮮乳、高壓體氣及水泥產業之實行交易限制樣態 

 汽車產業 鮮乳產業 高壓氣體產業 水泥產業 

獨家交易 Yes Yes NO NO 

區域交易限制 Yes Yes NO NO 

顧客交易限制 NO NO NO NO 

搭售 NO NO NO NO 

其他限制 Yes(契約年數) NO NO NO 

註 1：Yes表示有該樣態存在；No表示無法顯示出有該樣態存在。 

註 2：高壓氣體產業只包含氮氣、氧氣及氫氣三種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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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適用合理原則之效益與省思 

    在前述之學理基處上來探討產業所涉垂直交易限制安排之合法

性問題，除一般法律定義性的問題必須加以處理外，公平交易法所關

心的競爭效益問題，更是在判斷企業行為合法與否所不可或缺的原則

性判斷因素。換言之，對於公平會而言，如何掌握所謂合理原則的內

涵，進而妥當的將其運用在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案件的分析中，將成

為執法過程的重要工作。 

一、效率與干預模型 

  當然違法原則與合理原則在美國已幾乎被認為是兩個相對使用

的案件處理原則，通常被認為有益競爭之行為（pro-competitive 

conduct）能享有使用合理原則來論斷其理由與益處的機會；反之遭

認定為反競爭之作業，便逕依當然違法原則加以論定責任，由於法院

在為分析原則之取捨時，是以擇一的方式來做，是以，往往決定使用

合理原則後便排除當然違法原則的適用，且此時便產生有利被告的效

果；故此，幾乎合理原則的使用與否，已攸關被告訴訟結果的成敗。 

  合理原則的使用與芝加哥學派的效率模型（efficient Model）

有密切關係；在效率模式的理念下，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要減到最低，

從而，合理原則所崇尚的「最低度作為」（the minimalist approach）

理念便主張；除非原告能證明系爭之行為對於整體市場之競爭有負面

影響（adverse impact），否則該行為不應被視同違法。 

  相對於效率模式提供給合理原則的運作理念，「干預模型」

（interventionist model）則提供法院使用當然違法原則的內涵。

依據這個模型，反壟斷政策除追求經濟效率外，同時也重視諸如公

平，選擇與創新的多樣化，和小型企業之獨立性等社會目標的實現；

故此，當有企業受到不公待遇或排他性限制之害時，法院不應再以冗

長費時而不確定合理原則來處理，而應按當然違法原則來推定其違法

性。 

 

二、發展沿革 

  若要以發展沿革的角度來探討這兩個原則的互動關係，則我們可

以獲得下列結論： 

（一） 合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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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自 1911年的 Standard Oil v. U.S.1案；美國最高法院已表示，

惟有不合理的交易限制，才是反壟斷法欲加以規範者，準此，法院在

審理案件時，便不得不考慮競爭環境及限制行為的合理緣由等事實問

題，也因此，這些事實的詢問構成了所謂的「合理原則」。 

  但是在這個原則下，法院採用的並非針對不同類型之行為給予不

同的處置標準，而是以一體適用的方式提出許多考量因素，例如在

1918年的 Chicago Board v. U.S.2案中，大法官 Brandis便提出了： 

1. 與被告業務有關的特殊環境； 

2. 限制實施前後的情況； 

3. 限制之性質與目的；以及 

4. 限制之競爭效應。 

    作為納入考量的因素。這種涵蓋面廣泛的考量方式因無法區分各

個因素的重要性及關聯性，是以導致合理原則的使用成為「反托拉斯

法中較惱人的問題之一」。 

    實際上，Brandis這種「無法區分各個因素的重要性」的困擾，

也正是公平會當前執法時所面臨的困境。誠如前揭本文所述，採行非

價格垂直交易限制往往係在滿足企業管理上之必要，然企業行為之理

由往往不一而足，3是以對於執法者而言，如何建構出執法的程序，

便十分重要。 

  為了解決這個分析過程複雜的問題，最普遍為美國法院使用的是

「市場分析門檻」，用以篩選（filter）得予以許可之行為，而這也

是原告的責任之一。換言之，若原告不能證明被告有足夠的市場力

量，則採行之交易限制將被視同合法，而案件分析便簽結。這種作法

每每被批評為對原告不公平，加以市場力量的分析涉及繁複的文件及

經濟專家的作證，故此不見得理想。 

 

（二）當然違法原則之源起 

  故此，針對合理原則的無效率，美國法院則針對一些「對競爭具

                                                 
1 211 U.S. 1, 60, 66. 
2 246 U.S. 238. 
3
 請參見前揭圖 2、圖 3 及其相關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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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響」（pernicious effect on competition）；欠缺「任何補償性

本質」（redeeming virture）之案件，樹立了得逕行推定其違法，而

不須探究其目的或市場效應的當然違法原則；相對於「合理原則」，

此乃一種「依據限制之屬性所作成不合理性的最終推定」；（a 

conclusive presumption of unreasonableness based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restraint）。當然違法乃一種基於其反競爭效應

「似乎極為明顯」（seems fairly obvious）下的推定違法。 

  惟，當然違法原則固然簡化了程序，但在本質上，當然違法原則

所涵蓋的行為內容，必須取決於行為之目的及其影響的實質認定，從

而，法院係在累積到足夠的經驗後，才會做成這種違法推定。故此，

與其說當然違法原則與合理原則是相對的，倒不如說它是後者的縮寫

模式（abbreviated version）。當然違法原則的適用最先始自對價格

限制的管制，迄管制模式於 1950年代末期影響到最高法院後，於 1960

年代擴及於搭售、水平地域或顧客限制以及集體杯葛等行為，直到

1967年的 Arnold Schwinn & Co.4案將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也一併納

入，當然違法原則的使用達到顛峰。 

（三）兩原則之互動與當然違法原則之限縮 

  在當然違法原則的發展過程中，效率模式也持續的在影響法院，

並認為不當的干預會影響市場效率，故而有認為當然違法原則只能侷

限在「對於一個交易的唯一可證效應係在限制產出」之情況。這種理

念在 1977的 Sylvania案中得到完全的肯定；其中將非價格垂直交易

限制排除在當然違法原則的適用之外。該案明白的指出只有在「依據

顯示出來的經濟效應基礎上」，才能偏離合理原則的使用。這個案件

被認為正式引進了經濟考量，以作為分析反壟斷案件之前題；此種見

解並在嗣後的 National Ssociety of Profession Engineeers v. 

U.S.5及 Broadcast Music v. U.S.6兩案中被沿用。經過這三個案件的

奠基，合理原則在 1980 年代迅速的擴充。在垂直交易限制的場合，

最引人注意的是有關搭售及轉售價格的部分，雖然最高法院沒有直接

推翻當然違法原則的適用，但卻確立了引用當然違法原則的「條件」

（conditions）。在理論上，這已是一種事實上的「合理原則」（de 

facto rule of reason）。 

    以搭售為例，在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District No. 2 v. 

                                                 
4 388 U.S. 365. 
5 435 U.S. 679 (1978). 
6 135 U.S. 441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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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cle7 466 U.S. 2 (1984)案中，最高法院便認為，原告應先提出被

告在主產品市場中有顯著市場力量的證明，才能適用當然違法原則。

這點並在 1992年著名的 Eastman Kodak案8中更具體化，在該案中，

最高法院要求原告應滿足比以往更高的舉證門檻，且這是一種責任，

若原告不能提出足以作成合理推論（reasonable inference）來支持

其主張（claims）存在的證據，則原告將面對 Summary Judgment（即

不再經事實調查，逕行作成法律判決）的不利結果。 

（四）1990年以後之檢討 

  然在合理原則擴大使用後，卻會使執法者面臨下列的問題； 

1. 訴訟複雜度增加：反壟斷成為最花費成本的訴訟。 

2. 增加對原告或執法者的責任：由於法院增加 Summary Judgment 的

使用，加重了原告有關被告採取限制行為之目的與負面影響的舉證

責任。而事實上，因為「動機」及「犯意」若何，大多掌握在被告

的手中，這種作法是否合理受到質疑。 

3. 混淆的合法標準：不論是當然違法或合理原則的使用，法院均面臨

無法齊一處理案件的困擾，從而也會使受規範者無所適從。 

 

    綜合以上之問題，自 1990 年以來，公平交易法之執法標準與成

本，業已發展成一個重要的問題；蓋一件公平法案件的執行至少要包

括下列涉及成本考慮的步驟：一、產業資料之蒐集；二、市場分析；

三、商業上理由之考量。9為了在有限的執法資源下達到有效執行公

平交易法之目的，美國法院乃發展出了以「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及「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之區分，透過違法案件

類型化，來避免每個案件均必須從事完整經濟分析之必要。實則，隨

近年來公平交易案件的日益增加，經濟分析被倚重的程度已逐漸降

低，反之，相關事實之發現；如商業上的理由如何？對於消費者與競

爭者之具體影響如何？已成為觀查的重點。10此外，近來折衝於個體

經濟分析與非經濟因素分析之發展，已然促成美國法院走向所謂「中

間合理原則」（intermediate rule of reason）之趨勢，此種趨勢雖

尚未獲有定論，然如何讓執法單位能在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之間享

                                                 
7 466 U.S. 2 (1984) 
8
 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504 U.S. 451 (1992). 

9 Jennifer E. Gladieux, Towards A Single Standard For Antitrust: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S Evolving Rule Of Reason, 5 Geo. Mason L. Rev. 471, 472 (1997) 
10 Id.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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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大的判斷空間，應是值得我們在處理垂直交易限制案件時給予特

別考量者。11  

 

    就法的目的性來說，源起於美國國會的反壟斷法，在立法之初即

已對於法之目的有相當分歧的看法，其中自保護小型企業、規範掠奪

性競爭行為，到促進效益以及消費者福祉極大化等均有所及之。12然

則，當前以所為「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學者主要強調的，

卻是消費者福祉之維護、促進競爭以及增進效益，故此，究竟此些學

者的觀點與當時立法過程所強調者之間差距如何？便有值得探討之

處。基本上，就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的管制言，美國法院正係透過對

於「交易限制」（restraint of trade）之定義來反映此方面極為分

歧的見解。原則上，美國法院對於此方面見解之差異，主要顯現在法

律之目的係在促進公平（fairness）或係追求經濟效益（economic 

efficiency）的不同上。13其實，就作者之見，此二者並非真正擁有

具體之差異。就公平之要求言，強調的雖是競爭者立足點之平等，然

其效益上之考量仍將落實在競爭之促進與消費者選擇之多樣化上，與

所謂之效益觀，直接以福利經濟之福祉增進程度來衡斷，僅係手段上

之差異而已。 

 

    以芝加哥學派對排他性交易所採立場為例，雖係以經濟效益為著

眼，且不認政府有太多干預之必要。14然其所強調者乃維護經濟分析

上由市場決定之資源配置之效益（allocative efficiency），15則消

費者之福祉將涵蓋在其中。此點並可自同樣自 Judge Bork 按芝加哥

                                                 
11 Id.522. 

12
相關之探討,主要請參見 Frank Easterbrook, Workable Antitrust Policy, 84 Mich. L. Rev. 

1696, 1698 N.7 (1986); Herbert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 1.1, 3 (1994).

以及 Richard A. Posner, The Chicago School Of Antitrust Analysis, 127 U. Pa. L. Rev. 

925 (1979)。  

13
 例如在早期著名的 Brown Shoe Co. V. United States, 370 U.S. 294 (1962) 案中,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強調的是公平性;然則較近之案件則顯然較側重學者們所強調的經濟效易或消費者福

祉,例如 Brooke Group V. Brown & Williamson Tobacco Corp., 509 U.S. 209 (1993); Business 

Elecs. Corp. V. Sharp Elecs. Corp., 485 U.S. 717 (1988); Matsushita Elec. Indus. Co. 

V. Zenith Radio Corp., 475 U.S. 574 (1986); Broadcast Music, Inc. V.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 441 U.S. 1 (1979); Continental T.V., Inc. V. Gte Sylvania, Inc., 433 

U.S. 36 (1977)等案例均屬之。以上轉引自上註文,註 23 及相關本文。 
14 See Richard A. Posner, The Chicago School Of Antitrust Analysis, 127 U. Pa. L. Rev. 
925, 933 (1979). 
15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Policy After Chicago, 84 Mich. L. Rev. 213, 215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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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派之觀點，來詮釋垂直交易管制目標時的說法獲得印證。Bork 法

官認為消費者福祉之維護仍是唯一最重要的目標，把安撫小企業獲維

護小企業之利益係納入了其他政策目標所致。16Bork 甚至認為，排他

性交易只是一種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的形式，它能創造

效益而不製影響產出。17確實，主張管制排他性交易安排者，大多出

自其他政策之主張，例如，避免市場集中導致市場力量的扭曲

（distortion）或是確保消費者的選擇以及阻礙他人的進入等。18 

 

（五）有關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所涉適用原則問題 

 

    有關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適用「當然違法」或「合理原則」之爭

議，應係肇因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早年兩個判決上的差異。首先，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在 United States v. Trans-Missouri Freight 

Association (Trans-Missouri)166 U.S. 290, 312 (1897).案中嚴

格解釋所有符合法律文義之契約限制為「當然違法」；嗣後，才又在 
United States v. Joint Traffic Association 171 U.S. 505, 568 
(1898)一案中表示，並非所有透過契約協商（contract negotiation）

之交易限制均應當然違法。由於後案並未推翻（overrule）前案，19故

此，兩個原則乃能並存供作後審案件之參考援用。 

 

    在嗣後的 Addyston Pipe案中，法院就兩者之適用分際作出原則

性的區分，並認為只有純粹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限制（ naked 

restraint）才適用當然違法原則。20此外，雖法院進一步指出，這類

行為必須是具有「傷害性」（pernicious）而「欠缺補償價值」

（Lacking of redeeming virture）者，21而這正與前述論及之觀點

一致。以下謹針對與本研究所涵垂直交易限制類型相關之探討簡述於

后。 

                                                 
16 Robert H. Bork, The Antitrust Paradox 7 (1978) 
17 Id., 303. 
18
 Wanda Jane Rogers, Beyond Economic Theory: A Model For Analyzing The 

Antitrust Implications Of Exclusive Dealing Arrangements, 45 Duke L.J. 1009, 

1011 (1996) 
19 171 U.S. 574-5. 
20 United States V. Addyston Pipe & Steel Co. 85 F. 271,279 (6th Cir. 1898), Modified 
And Aff'd, 175 U.S. 211 (1899) 
21 Id., 此種見解被日後的案件進一步引用如下:「Agreements Or Practices Which Because Of 

Their Pernicious Effect On Competition And Lack Of Any Redeeming Virtue Are Conclusively 

Presumed To Be Unreasonable And Therefore Illegal Without Elaborate Inquiry As To The 

Precise Harm They Have Caused Or The Business Excuse For Their Use.」Northern Pac. Ry. 
V. United States, 356 U.S. 1, 5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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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他性獨家交易部分 

    美國是自 Business Electronics Corp. v. Sharp Electronics 

Corp. 22案起揚棄對於排他性交易嚴格適用「當然違法」原則之態度。

在該案中，法院認為在垂直交易的範疇中，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的空間

極其有限，且若要捨棄「合理原則」，法院應憑藉展示出來的經濟證

據，而非形式上的區分。在本案中，法院於是就協議之效果（effect）

與因此產生的經濟上誘因（incentives），包括促銷行動與增建維修

設備等。更重要的是，法院認為在欠缺價格協議的前提下，很難認定

有所謂零售市場力量（retail market power）的存在；即或不然也

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而不是法庭。 

 

2.搭售 

    長久以來，這個行為類型被認係當然違法者。然則，自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District No. 2 v. Hyde23 一案起，法院已傾向於

從事一些事實上的分析（factual analysis），用以發現是否其搭售

安排符合休曼法之精神。基本上，相關的岸例顯示，搭售之所以當然

違法係出自於出賣人的市場力量及其如何運用其力量，故此在處理是

類案件時，出賣人的市場力量屬性如何應為判斷之焦點。24準此，除

非有強制購買（forced purchases）的現象存在，否則原告應負舉證

責任，證明其搭售為不合理且有損競爭之限制。25 

 

3.市場區隔或地域限制 

    當此種安排涉及水平限制時，是一種長期被司法實務認係當然違

法的範圍，例如在最近一個案件中，兩家喬治亞州律師考試專業出版

社的禁止在外州競爭，而在州內合作之協議，被認當然違法。26惟在

涉及非價格垂直交易之案件中，經採行「合理原則」之分析者，幾乎

案例均贊同支持垂直地域限制的合法性。27 

 

（六）未來處理之方向 

 實際上，美國現代的反壟斷案件，幾乎均已發展到以探討諸如消

費者福祉與效益之政策為核心，且係以個體經濟分析之工具來調查，

                                                 
22 485 U.S. 717 (1988) 
23 466 U.S. 2 (1984). 
24 William H. Barringer, Competition Policy And Cross Border Dispute Resolu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U.S.-Japan Film Dispute 6 Geo. Mason L. Rev. 459, 484-5 (1998). 
25 Jefferson  Parish, 466 U.S. At 29. 
26 Palmer V. Brg Of Georgia, Inc., 498 U.S. 46 (1990) (Per Curiam). 
27 參見,呂芳慶、范建得、莊春發,「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之研究」,註 3-19 及相關本文(八十六

年度公平交易委員會合作研究;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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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再強調前述合理原則或當然違法的分類。這種處理方式被稱為

「中間原則」（The Intermediate）或「簡式合理原則」（Shorthand 

Rule of Reason），其目的即在調和判斷錯誤時所付出之成本與風險。

然則，相關研究同時發現，合理原則仍舊有其風險，亦即會因效率難

以量化而導致被告難以主張其效率抗辯，從而導致有原告濫訴或被告

必須隨意和解之現象。故此，有學者認為，不妨考慮採行所謂「得反

證之當然合法原則」（rebuttable per se legal rule），以改變策略

性的訴訟行為。28 

                                                 
28 William H. Barringer, Competition Policy And Cross Border Dispute Resolu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U.S.-Japan Film Dispute 6 Geo. Mason L. Rev. 459, 488-9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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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美國相關法律制度摘要 
 
一、 司法實務之重要案例見解 
 

（一）White Motor,Schwinn & Gte Sylvania 等三案 

    垂直交易限制之問題困擾法院甚久，因法官無從得知為何供給者

會對經銷者為交易限制？而反托拉斯政策所欲達到之目的又為何？

White Motor Co.案為第一個涉及垂直安排之區域限制案件，法官拒

絕適用當然違反原則。 

  四年後,在 U.S. V. Arnold, Schwinn & Co.一案中,最高法院認

為幾乎所有之分銷限制規劃均屬違法,蓋因法院認為這種安排除了減

少競爭外，沒有有利的效益，且反托拉斯政策所欲保護的，是交易者

之自由，亦即保護經銷者與分銷者得為其所欲為，而非經濟上之結

果。根據 Schwinn案中法官所言：一旦製造者將與產品之所有權和危

險負擔分離，則自然應失去對產品之控治權，此時他對收受產品移轉

者所實施之區域限制或銷售對象限制，不論是否係基於與買方明示之

協議或默示明瞭，均為當然違法。 

  然則,在 1977年,最高法院又推翻了 Schwinn法官之判決,Sylvania

案主張,除維持轉售價格外,其餘的垂直交易限制均應依「合理原則」

進行評估。法院認定，經由允許製造者採取這些限制，以達成其產品

分銷之實質效率，將可以促進品牌間競爭。法院且特別指出了垂直限

制能促進品牌間競爭的三種方式： 

  第一，新製造者與製造者在進入新市場時，可利用這些限制，誘

使下游零售者投資，以分散分銷產品時所需增加之資本及勞力。 

  第二，製造者可利用這些限制，誘使零售者致力於推廣產品之活

動，或提供服務及維修設備。 

  第三，製造者可利用這些限制，確保產品品質及安全。 

  法院同時也確認有「搭便車」的問題，且歸結出：雖Ａ品牌採分

銷限制會使Ａ之經銷者間競爭減少，但確也可使其對Ｂ品牌更具競爭

力。此外更重要的是，法院明確地否決了反托拉斯法非在保障交易者

之自由或其他社會政治主張。法院認為，在「合理原則」法院的任務

並非在考慮如何處理經銷者對於限制其自由及自主權之抱怨，而是去

衡量因限制所伴隨而來的品牌間競爭增加，及同品牌經銷者間競爭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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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二者間之利弊得失。 

    從 Sylvania 一案中顯示出之原則為:經濟學不僅止於計算,在評

估垂直限制之合法性時,更是一項具決定性影響力之重要工具,它可

用來解釋當時市場之狀況,以及為何其有利或有害。 

（二）Gte Sylvania案後之情形 

    在 Sylvania 案時期,法院所採用之方法是,必須比較促進品牌間

競爭所得之利益與降低品牌內競爭所受之損失,以決定該限制之合法

性。供給者若不能證明因限制而存在之利益,則法院極難再同意其繼

續實施此限制。 

    Sylvania案中所要求之調查,通常有利於被告。在當時除了第二

巡迴上訴法院以外,幾乎其他巡迴上訴法院均判給被告勝訴,且受到

最高法院的維持。 

 

1. 類型化之司法處理 

 

    基本上,在 Sylvania 案後,美國司法實務進一步發展出的處理類

型如下: 

(1)當然合法者 

    在過去二十多年間,許多垂直交易限制之安排被認係具有促進品

牌間競爭之價值,且超過因此對於品牌內競爭產生之限制,從而這些

垂直限制也成為當然合法之措施，甚至不需再經合理原則之審查。這

些類型包括了主要責任區域、地域條款、越區收益及排他性經銷關係

等垂直限制安排，謹略述如下。 

A.主要責任區（Primary Area of Responsibility） 

  主要責任區條款係要求經銷者在一特定之地理區內，充分地銷售

供給之產品，在契約上不會限制經銷者在該區域以外之地方販售供給

者之產品。相較於排他性地域限制，這種安排對品牌內競爭之限制較

少。 

B.特定地域條款（Location Clause） 

  特定地域條款，係指授權經銷者在一特定區域中販售供給者提供

之產品及服務的安排。特定地域條款通常為授權（加盟）（franch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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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中不可分割之一部分，且通常被認為合法。29案中法院提到：至

今尚未發現有任何案例顯示這種特定地域條款因不合法而無效的；反

之，這種安排已被廣泛地推定為合理之交易限制。 

C.越區收益（Profit Passover）安排 

  越區收益安排係指，當經銷者在另一經銷者之責任區銷售產品

時，要求該經銷者，應將其銷售產品所得利益之一部分支付給該責任

區產品經銷者，以酬謝其在銷售完成前對市場銷售及推廣所付出之努

力，以及補償其日後因售後服務必須有的支出。通常只要這種安排與

經銷商之服務的維持有合理的關聯性，便會被認為合法這種補償給付

是被設計用來防止「搭便車」的雖然這種支付越區收益之要求雖未禁

止經銷者在責任區外販售產品，但卻能發生類似之效果。通常只要這

種安排與經銷商之服務的維持有合理的關聯性，便會被認為合法。30 

D.排他性之分銷關係（Exclusive Distributorship） 

  排他性分銷關係，係指供給者在契約中約定，它將在每一特定區

域內控制（管理）經銷者數量，使其產品銷售網路在每一區由一個經

銷者負責，這種安排通常被認為合法。31 

（2）適用合理原則者 

  以下之限制雖也在實務上被認為可能為合法，但仍須接受「合理

原則」之分析和審查。 

A.窒息式的地域限制(他地域銷售之禁止)(Air Tight Territorial 

Restraint) 

                                                 
29 例如,Continental Tv Inc. V. Gte Sylvania Inc., 161 F. Supp. 1046 (N.D.Cal. 1978), 

Affd. 694 F. 2d 1132 (9
th
 Cir., 1982)即是。 

30
 例如 :Ohio-Sealy Mattress Mfg. Co. V. Sealy, Inc., 585 F.2d 821,829(7th Cir., 

1978),Cert. Denied, 440 U.S. 930(1979) 

31
 例如 Assam Drug Co. V. Miller Brewing Co.,798 F.2d311 (8th Cir., 1986)及 N.Y. V. 

Anheusser-Busch, Inc., 811 F.Supp. 848 (E.D.N.Y. 1993)。此外,在 Fuchs Sugars & Syrups,Inc. 

V. Amstar Corp., 602 F.2d 1025, 1030(2d Cir., 1979),Cert. Denied,444 U.S. 917(1979)

一案中提到認其合理的理由為:「在製造者於市場銷售其產品時,自得公佈交易條件,並與同意遵

從此條件之經銷者交易;同樣地,製造者也可自由選擇銷售之形式,藉此分銷其產品;且可指定銷

售代表為其獨家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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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或地點限制是為了防止經銷者在其責任區域外從事銷售而

採行之方式,由於這種限制幾乎完全禁止品牌內之競爭,故其為密而

不漏之限制。惟經採行「合理原則」之分析。審查後,幾乎案例均贊

同支持垂直地域限制的合法性。 

B.越區轉運(Transshiping) 

  轉運係指將製造者之產品，由一區域授權經銷者處轉運至另一區

域之授權經銷者處，以供後者轉售的程序。轉運（或稱商品移轉）通

常涉及，一個享受供給者特殊折扣之區域經銷者，將產品轉售給供給

者未提供特殊折扣之區域經銷者。此時，若要求供給者准許轉運，則

其合法實施的排他性地域限制將無意義。事實上，供給者禁止轉運之

政策，可激勵經銷者促銷活動，促進品牌間競爭。故此，供給者為防

止其產品轉運而施行之限制，應是經得起合理原則分析之審查的。 

C.窒息式的顧客限制(Airtight Consumer Restraint) 

  顧客限制係指禁止經銷者對某些客戶（通常指未經授權之經銷者

及一定種類之交易）進行銷售。因這種限制完全禁止品牌內競爭，故

稱其為窒息式的限制。然則經「合理原則」之分析審查後，幾乎案例

均贊同支持垂直顧客限制的合法性。 

D.排他性交易(Exclusive Dealing) 

  排他性交易係指供應者禁止其經銷者販售與其供給之產品具競

爭關係之其他產品而言，這種交易安排的另一形式為；透過契約條

款，要求供給者同意單獨販售其產品或勞務給特定之經銷者；或由經

銷者同意，單獨販售特定供給者契約上要求之產品。目前越來越多製

造者,為促進其產品銷售而致力於排除「忠誠分享」 (Divided 

Loyalties)與「搭便車」之努力,應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的。32 

                                                 

32
 例如在 The Haagen-Dazs Co .V. Double Rainbow Gourmet Ice Cream,Inc. 895 F.2d 1417(9th 

Cir., 1990)案中法院便提到:經銷者明確表示其僅願承銷單一製造者諸多品牌中之某一特定產

品時,便暗示該經銷者已承諾盡力推銷該品牌,換言之,該經銷商將維持其忠誠。事實上,若經銷者

承銷多種品牌,則每一品牌之成功機率便相對的減少。再如,在 Roland Mach. Co. V. Dresser 

Indus.Inc., 749 F.2d 380,395(7th Cir., 1984)案中法院認為:不忠誠之經銷者會對製造者之

努力(如推廣之努力)產生「搭便車」之威脅。且經銷者同時承銷互相競爭之品牌,可能會驅使消

費者轉向以價格較低之品牌來替代,如此一來,會擊潰製造者為平衡其推廣費用而向經銷者數取

較高價格之安排。 



事業垂直限制之公平法適用問題研究 

 48 

    一般來說,由於這種限制具有相當的促進競爭效益,是以在實務

上,因不遵守規定而遭解約的經銷者,很難具體的證明有何種反競爭

效 果 存 在 。 例 如 在 Power Dranlics-Nielson, Inc. V. 

Libby-Dwens-Ford Co.33案中,法院便表示,固然原告受有損害,但這種

損害並非反托拉斯立法目的所欲維護者便是一例。同樣地在 Seagood 

Trading Corp. V. Jerrico, Inc.34案中,法院也不同意原告所主張,

被告拒絕讓其搭便車會造成反競爭之損害的說法法院認為,反壟斷法

並無意支持這種非以己力來從事競爭的行為。 

E.局部排他性交易安排(Partial Exclusive Dealing) 

  局部排他性(獨占)交易安排包含:局部性供應契約、最低購買量要

求、銷售配額及數量折扣等。依 Clayton Act,局部排他性交易安排

之合法性,取決於是否其安排已在顯著部分的相關市場中形成對競爭

的阻礙。通常此種限制之實行是合法的,蓋因其對市場之阻絕僅為局

部性的,互為競爭之供給者並未完全地被排除在向經銷者為銷售的機

會外。35 

(三)當然之交易限制類型---搭售與強迫照單全收 

1.搭售 

   搭售係賣方要求買方購買其產品時須購買另一搭售產品之安排。

原本在 1958 年的 Northern Pac. Ry. Co. V. U.S. 案中,對於搭售

的顧慮是源自於獨占力的槓桿使用,然則近代之執法要求已發展為:

賣方應具足夠之經濟力量來迫使(Forcing)買方購買係不同於被搭售

之產品(Separate Product),且其要求必需足以影響「非不顯著數量

之州際商業行為」 (Not Insubstantial Amount Of Interstate 

                                                 

33
 1987-1 Trade Case. (Cch)P.67,558 (S.D.N.Y. 1987). 

34 924 F.2d 1555(11th Cir. , 1991). 

35
 例如在 Barr Laboratories,In C. V. Abbott Laboratories, 1992-2 Trade Cas. (Cch) 

P.70,007(3d Cir., 1992)中,受阻絕的 15% Drugstores 市場,法院並不認其已達違法程度。此外,

在 Barry Wright Corp. V. Itt Grinnell Corp. 724 F.2d 227, 237 (1st Cir.,1983)案中,法

院認為,供應契約與要求買方於一定期間內,購買其所估計足夠滿足其需求之一定數量的契約不

同。真正的供應契約是持平的為買方評估其持續的需求;反之固定數量的契約,則存有買方實際所

需超過契約約定數量之可能,準此,在供應契約的狀況買方仍可任意地向其他供給者購買其所欲

增加之任何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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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e)。36 

(1)以市場力量為認定標準 

    自 1984 年 Jefferson Parish Hosp. Dist.案起,搭售案件在實

務上便遵循「合理原則」的作法,而其中市場力量的分析就是一個關

鍵的要素,蓋法院認為,出售者一定要在主產品市場中具有相當市場

銷售力或經濟力量,才足以發生迫使買方購買被搭售產品之情形。37 

(2)必須有以購買搭售之產品為條件 

  在構成非法搭售的案件上,賣方必須以買方購買第二種產品為條件

來銷售第一個產品,或者買方必須同意不向其他供給者購買該第二個

產品。且賣方在銷售被搭產品時,須因此而享有財務上或經濟上之利

益。至於要滿足這個經濟利益之要件,賣方必須原本即從事銷售主產

品與被搭售產品之業務，或是賣方必須接受第三者因搭售產品之銷售

所支付價金；若缺少經濟上之利益，則不構成違法搭售。 

(3)必須有二種獨立（seperate）的產品 

  搭售安排只存在於賣方所售二種自買方觀點得以區分為完全不

同市場之產品間。例如，賣車搭配廣告便曾被認為違法。38 

(4)對州際商業行為之影響 

  非法搭售必須對州際商業行為有「非不顯著」（ not 

insubstantial）之影響。在實務上，只要其影響非屬微不足道（de 

minis）即符合規定，故此要滿足這個條件並不難。 

2.強迫照單全收（Full Line Forcing） 
                                                 

36
Thompson V. Metropolitan Multi-List,Inc., 934 F.2d 1566, 1574(11th Cir., 1991)。 

37 例如在著名的 Eastman Kodak Co.V.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Inc., 112 S. 

Ct. 2072 (1992)中 ,即可推論出 ,在搭售 (Tying)產品市場中 ,具有顯著

(Appreciable)的市場力量是很關鍵的。再如,Virtual Maintenance Inc. V. 

Prime Computer,Inc., 1993-2 Trade Cas. (Cch) P.70,400(6th Cir., 1993)

案則認為,必須被告在搭售產品市場中具有經濟力量,才足以形成迫使(Force)購

買被搭產品(Tied Product)之可能。 

38
Faulkner Advertising As So-Ciates, Inc., V. Niss An Motor Corp.,1990-1 Trade Cas. (Cch) 

P.69,055, At P.63,805 (4th Ci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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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迫照單全收與搭售交易類似，係指製造者要求經銷者承銷所有

不同生產線產品。而法院依合理原則將其定位為非價格垂直限制，因

此審查係以探究是否限制競爭及產銷通路是否因此而減少為依據。39

基本上強迫照單全收的安排下，無法使用居中間地位通路之製造商，

仍然可尋求其他通路，故而最終消費者的選擇尚不致受影響，但是在

搭售的狀況下則不然，是最終的選擇受影響，而其他製造商會受到阻

絕。 

二、美國司法實務重點歸納 

綜前所述，吾等得將美國司法實務在此方面之重點歸納如下： 

（一）維護之法益 

  按美國法之角度來觀察，惟有符合休曼法第一條40構成要件之垂

直交易限制方屬違法，而該條之基本構成要件計有以下幾點： 

1.至少有兩個以上的共謀實施者（Acting in Concert）； 

2.其限制應對貿易或交易有所限制； 

3.受限制者必須是州際或國際性之貿易或交易； 

4.其限制應屬不合理（unreasonable）之限制。 

  欲自這些要件中判斷出垂直交易限制立法所欲維護之法益，則吾

等應自貿易與交易的方向來思考。首先，吾等應瞭解，在美國法，「貿

易或交易」所涵蓋的是行為（activities）的認知而非一種形式意義

名詞。在實施反壟斷之早期，只有生產、配銷、交換及運送行為方屬

之，而今則凡是發生於州（國）際貿易交易流程中，或對貿易與交易

有影響者均屬之。準此，垂直交易限制立法所欲維護者應屬與貿易及

交易相關之「行為」。 

  此外，由原告的義務來看，基於美國聯邦制之分權，原告必須證

明州（國）際貿易或交易受到影響，而證明之方式為證明被告之行為

與之有顯著之關聯性；而非證明對之有負面之影響（ adverse 

effect）。若以此為例，則管制垂直交易限制著重的係其限制對市場

之影響，而不須是負面影響，此點應與我國公平法施行細則第二條就

                                                 

39
Smith Machinery Co. V. Hesston Corp.,875 F.2d 1290(10th Cir.,1989)。 

40 按,美國法並未將垂直聯合行為排除在聯合行為規範之外,反之,我國公平法第七條則僅適用

於水平聯合,並不及於垂直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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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水平交易限制）之觀點一致才是。 

  綜上，垂直交易限制之管制應係在節制足以影響（貿易及交易）

行為之限制，以維護該等行為，而這件影響並不須要到證明有「負面」

影響存在之程度。 

  惟應注意者，在美國法，限制有發生在貿易及交易流程中者，亦

有係對之發生影響者；而這兩個不同的歸類均是以影響對垂直交易限

制案件之處理態度，依美國法，除非能符合這兩個判斷中的一個，否

則將因聯邦與地方分權的問題不適用聯邦所立之休曼法，此屬我國所

無的分權（管轄）問題；而這種「發生在貿易及交易中」或「影響貿

易及交易」的要求，往往會令人誤以為是一種「法益」的維護要求。

實則，在這個階段，美國執法者是尚未考慮限制合不合理之問題的。

合不合理之考量，乃涉及管制垂直交易限制之目的何在，或其所欲維

護之「法益」為何之判斷的重點；而這些「法益」的思考均需透過案

件發展的過程才足以歸納出來。 

  目前，我國公平法之執行遭逢到的重大難題之一，便是管制垂直

交易限制行為時所欲維護之法益為何，而目前能彙歸出的問題則約略

有以下諸端： 

（1）何謂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處？應否有實際的妨礙或損害發生？（2）

公平法等十九條要維護的是何種法益？ 

  若要以美國法的角度來回答這些疑慮則我們應在前揭論及的基

礎上來思考下列問題： 

（1）「法益」的分析應自「合理不合理」的分際來區分，而「合理 

  不合理」涉及到合理原則之使用。 

（2）合理原則是源自於「限制」之合理性或局部性（ancillary）除

外的發展，且係植基於對契約自由原則之尊重。 

（3）在契約自由原則下，只要締約者或公眾（general public）則

利益不會直接（directly）受到傷害（harmed），則締約者可享為限

制之自由。 

 

（4）而只有在競爭不致因限制之效果而受有不合理之阻卻時，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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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避免這種傷害的發生。 

（5）基於這種認知，法院必須在限制對個別締約者之實際利益與其 

  限制對公眾的可能傷害之間作一權衡，而這正是一種法益的權 

  衡。 

  在上述的判斷過程中，吾等可知，管制垂直交易限制之法益思

考，必須取決於法院在「私益」與「公益」間的個案式取捨；而在這

種處置方式下，應受管制之垂直交易限制乃針對在市場上會發生影響

競爭效果之限制而設，至於管制（禁止）與否則必須取決於前述法益

權衡之分析。綜此，我國垂直交易管制之執行，應非單純取決於有無

「妨礙」公平競爭之判斷，而係側重權衡法益或公益受損程度之判

斷；若系爭之垂直限制，其對公益之損害大於實際能獲得之私益，則

即屬應受禁止者。在這種觀察角度下，吾等可以針對前述兩個問題作

成下列答覆 

（1）所謂「妨礙公平競爭」係一種權衡公益與私益後的相對個案式 

  概念； 

（2）對於垂直交易限制之管制在前述權衡原則的概念下，必然會以 

  有某種對公益的實際損害為前題，以作為權衡判斷之依據； 

（3）至於管制垂直交限制之目的應在防止公益因交易限制影響到競 

  爭而受到傷害，故此，所欲維護之法益應屬公益，而非單純個 

  別交易者之交易自由或其他政治或社會主張。 

（二）垂直交易限制之管制與分析 

  依據美國法之經驗，對於垂直交易限制之管制應可區分為不同之

類型並按不同之標準來加以處理。基本上，吾等得將垂直交易限制區

分為下列幾種類型。 

1.當然合法類型 

  這些類型之行為只要確認其行為性質即可。 

（1） 主要責任區安排：只要確定並未限制經銷者在其他區域從事銷

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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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銷售地域限制：確認是在加盟（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或其他

授權模式下要求在一定區域中從事經銷之安排，則可認其為合

理限制。 

（3） 越區收益之處置：對於要求越區者支付一定利潤給原責任區負

責者的限制，應確認其與維持服務或品質之維持有合理關聯。 

（4）排他性分銷安排：這種通常以獨家代理或經銷出現的安排；這

種安排只要係出自於雙方的交易對象和條件選擇，則應合法。 

2.適用合理原則之類型 

  對於這些行為類型，分析的過程依美國經驗應可區分為兩大部

分，即： 

（1） 行為類型的界定：依據前面美國實務見解之歸納，計有窒息式

地域或限制顧客、越區轉運限制、排他性交易及局部性排他性

交易等屬應經合理原則分析（但傾向於合法）者。 

（2） 合理原則之適用：這個部分計可區分出下列步驟： 

A.證明系爭之限制會影響相關市場此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ａ）相關市場應與產業界的市場實況符合； 

 （ｂ）高級品本身依美國法尚不致構成一個獨立產品； 

 （ｃ）供給替代在生產線具合理轉換可能性前題下，能被接受， 

    納入考量； 

 （ｄ）應有合格的專家的專家證詞，且證詞應有學理依據。 

B.反競爭效果的存在以市場力量的存在為前題： 

  在美國實務上，市場力量的存在是合理原則的調查分析門檻；而

市場力量的大小應相對的由品牌間競爭受限制的狀況來衡斷。至於證

明市場力量存在的方式則應與獨占及結合之分析相同。惟，多少市場

力量才夠，卻是與獨占判斷不同的「最低占有率」判斷，目前美國法

院尚無定論。 

C.反競爭效應的分析： 

  必須確認整體競爭及消費者福祗受到影響，若競爭有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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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消費者仍能享有個別購買的選擇機會，這種限制仍可能合法。 

D.衡量所採交易限制的商業上利弊 

  美國實務上的利益權衡主要著重在限制的正當理由是否存在。而

下列十點這是經美國實務認可的考量因素： 

a.為確保產品之品質與安全性所為之限制。 

b.為激勵產品之推廣與服務所為之限制。 

c.為達到產品送達至消費者更易於購買之處所為之限制。 

d.為吸引必要之資本投資所為之限制。 

e.以激勵初期經銷代表及促銷來增進市場新入所採之限制。 

f.為防止經銷者之忠誠度所為之限制。 

g.為防止搭便車行為所為之限制。 

h.為維持製造者產品之價值感及其形象所為之限制。 

i. 為獲取大量之顧客及其親切感，降低銷售管道交易成本，確保  

製造者之生產力所為之限制。 

j.為擊垮仿冒品所為之限制。 

3.違法類型 

  這種類型的處理，以搭售為代表典型，其分析較屬要件式的處

置，進程如下： 

（1）以市場力量的存在為門檻。在過去，市場力量的存在與否涉及 

  合法與否之推定。 

（2）必須賣方以買方同意購買第二個產品或同意不向他人購買該第 

  二個產品為出售主產品之條件；這個要件並包括下列二小點的 

  思考： 

A. 是否賣方有強制或迫使之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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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賣方必須是主產品與搭售品之銷售者，或者有接受搭售品 

   出售者支付之對價或代價（經濟利益）的事實。 

C. 必須主產品與搭售產品為兩個獨立可分的產品。 

D. 對市場貿易與商業行為有「非不顯著」之影響。 

  〔按：吾等亦可參考美國 NAAG在 1995年的作法，將搭售 

  區分為當然違法類型及適用合理原則來分析者，有關 NAAG 

  的作法，詳後述的準則〕 

（三）其他重要原則 

  除了上述按不同類型談及之分析外，幾個重要的美國法原則亦值

得注意： 

1.舉證要求 

  美國法院要求原告應就被告間的「共謀」以及市場力量的足夠與

否為舉證，且其證明必須有經濟理論的支持，否則法院將逕行作成有

利被告的法律認定。 

  在我國，因無「共謀」的問題，故此仍應以具體協議或其也足以

表彰合意存在之安排的存在為替代。目前，由於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

兼具準司法機構及行政官署之地位，故此，在處理涉及公平法第十九

條之案件時，通常係透過調查權來從事調查，而少有要求原告舉證

者，未來如何調整角色，也要求原告負舉證之責，應屬減輕公平會工

作壓力，以及給予被告程序上公平的考量重點。 

2.「事實」分析 

  在案件的分析上，美國法現在強調的是「事實」分析，其重點包

括： 

A. 何種限制？ 

B. 如何實施及執行？ 

C. 預期將如何影響分銷體系的結構和功能；以及 

D. 對競爭的影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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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引用經濟理論 

  引用經濟理論為據，而不做抽象正義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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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國現有作法概說 

一、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類型之介紹 

  我國公平交易法委員會已累積相當多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類型

之案件，限於篇幅，吾等無法全面性的加以探討，僅分別按獨家交易、

地域及顧客限制和搭售三個角度分別介紹如下： 

（一）獨家交易 

  在有關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潤滑油脂經銷業務案及「王記與埃

索」案中，對於獨家交易的問題均有所涉及，綜合其見解，其分析模

式如下： 

1. 分析市場地位及結構，且以台北市捷運局 CH-227 標案之 17%占有

率為參考最低門檻； 

2. 認產品不同「等級」間亦有差異性，不待有「品牌」之差 

  異； 

3.確認是否使受限制者喪失「若干交易機會」； 

4.解除該限制後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5.其餘並考量實施限制者之意圖與目的（正當理由），以及實施狀況

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另者，在正統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有關免用總機話機產品案中，對

於十九條的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係以市場占有率為斷，且對於計量

11.56﹪、10.12﹪及 6.6﹪以及計值為 29﹪、23.9﹪和 17﹪的市場

占有率，以其處於一個集中度高且市場需求續增為由，認正統公司已

具市場地位，故其行為對於市場競爭有造成損害，合致本法第十九條

「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要件。 

  基本上，我國公平會在有限的獨家交易案件中，只提出有限的分

析進程，且尚未如搭售案件般有原則性的分析模式。綜觀上述之內

容，其分析考量因素仍係以施行細則二十四條中所涵為宗。 

（二）地域及顧客限制 

  公平會有關這方面的案例極為有限，在乖乖股份有限公司函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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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案及摩托羅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道路計劃函請解釋案中，對於區域

範圍之限制表示應依個案，參考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就當事人之意

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履行狀況及對競爭

之影響等來加以判斷。 

  惟在宏仁書局陳××檢舉高昇出版社有限公司限制經濟區域及交

易對象並訂有罰則案中，雖涉案人表示係為打開市場所需，然公平會

則以為經銷商應自負風險，然其業務之正常營運卻已受到「嚴重影

響」；且在研析意見中表示被告「卻無法進一步提出具體事證，說

明．．．必需經由定點限制才能在市場上生存競爭之正當理由」，故

而以該限制正妨礙於經銷商間之公平競爭，認其違法。 

  綜合以上意旨，顯然公平會對於這方面案件的處理，尚無十分具

體的原則可循。例如於中國弘道股份有限公司被檢舉違反公平交易法

案件中，涉及指定經銷區域問題時，公平會內部呈現出兩種觀點，一

者（甲說）強調弘道公司已具市場力量，且經銷商事實上已無法決定

經銷區域之自主權，故使經銷商無法配合市場需求來爭取顧客，正妨

礙了經銷商間的公平競爭。惟乙說則認為這種指定不當然「不予允

許」，僅在就施行細則二十四條之考量該認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屬「不

正當」，且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時，始有加以禁止之必要，乙說

且認為被告並不具足夠市場力量，且並未妨礙他品牌進入市場，且其

限制有正當理由，故不認其違法。以甲說而言係以「市場力量」及「經

銷商之自由」為判斷重點，至於乙說則包含下列思考： 

1.依施行細則二十四條為事實之研析；以認定其限制是否正當； 

2.再以是否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決定其是否合法，在此方面： 

(1)市場力量； 

(2)他品牌的進入（依前揭美國法，即為品牌競爭及消費者之選

擇）；及 

 (3)有無正當理由。 

均屬應考量的重點。 

  惟該案在經進一步之研議後，雖傾向於以乙說為分析架構，然卻

認弘道公司限制經銷商的自主權，且顯無正當理由；此外，公平會強

調，當產品的品牌忠誠度高，而替代性非常低時，應將之視為一特定

市場以供作市場力量之認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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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八十四年蘇君檢舉台灣比雅久股份有限公司限制銷售區域

案中，公平會按市場力量之認定、限制條款履行狀況及有無妨礙公平

競爭情事（以市場力量大小決之）等步驟來加以處理，基本上仍未脫

前述之架構。 

（三）搭售 

  有關搭售部分，針對某電腦產品搭售之解釋申請案，公平會之處

置方式有下列特點： 

1. 參考日本法例，認事業之搭售契約，有妨害公平競爭之虞者，得依

法加以禁止。 

2.認判斷違法與否時，應可考慮下列因素： 

(1)至少存在一種可分的產品（服務）（且認此為首先必需確立之因

素）；至於產品可分與否則可考量下列因素： 

    Ａ．同業產業之交易慣例； 

    Ｂ．二產品（服務）分離是否仍有效用價值； 

    Ｃ．二產品（服務）合併包裝之販賣能否節省成本； 

    Ｄ．出賣人是否對該二產品（服務）分別指定價錢； 

      及 

    Ｅ．出賣人是否曾分別販賣該二產品（服務）； 

(2)須存在明示或默示之約定買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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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出賣人須在搭售產品擁有一定程度的市場力搭售行為    

違法與否的考量因素中，出賣人在搭售產品市場擁有    

足夠之市場力是極為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因若出賣人並未具備足夠的市場力，其將很難成功的    

推動其搭售設計；即或使能夠，其對市場競爭之不利影響亦不致

過於嚴重。 

 (4)須有妨礙搭售產品市場競爭之虞； 

  搭售之實施有妨害被搭售產品市場公平競爭之虞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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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被搭售產品的市場受到一定程度、數量或比例之排除競爭

時，即為違法。 

 (5)是否具有正當理由； 

  例如若為了確保出賣人之商譽及品質管制、或保護商    

品創作者之智慧財產權，亦可視為具有商業上之正當理由而予公

容許。 

    若再進一參考三家電視公司廣告時段是否涉及搭售案的分析，則

可將這些「因素」轉換為如下兩個構成要件和三個違法標準： 

1.構成要件 

A. 至少有二種可分之產品（服務），及 

B. 須存在明示或默示之約定，買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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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違法標準 

A. 出賣人須在搭售產品（本文之主產品）擁有一定程度    

的市場力； 

B. 判斷有無妨礙搭售產品（主產品）市場競爭之虞；及 

C. 有無正當理由。 

  這個構成要件及違法標準分別處理的方式也在有關「美華影視股

份有限公司」的加盟問題中被制式的引用。故此，我國對搭售案件的

處理，應係以構成要件所涵兩因素為門檻，另以違法標準之三個因素

為判斷標準，至於應考量的經濟因素如何則無定見。 

二、與美國經驗之比較 

  綜合歸納出我國公平會的一些原則性作法後，吾等可以就之與美

國經驗作一簡單對照。 

（一）適用當然違法原則或合理原則之思考 

  如前所述，「合理原則」乃源自於效率模式的追求，核心的理念

是「除非原告能證明系爭之行為對於整體市場之競爭有負面影響，否

則不應被視為違法。是以整體市場競爭受到負面影響是一個重點。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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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我國的經驗中，似乎部分案例認為，對經銷商自由的限制，也可

以是個認定違法的依據，是以雖每個案例都強調應依施行細則第二十

四條之規定來分析案件，而令人認為我國係採用合理原則，然則過度

強調個別經銷商的自由，則令人造成偏離基本理念的現象。」 

  其次，目前美國對原來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的搭售案件，現已確立

了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的條件（參 1995 年的 NAAG 準則），不符條件者

即應按合理原則處理，此已被認是一種事實上的合理原則，然則我國

則係將搭售的分析區分為構成要件及違法條件，而違法條件則是決定

合法與否的重點，且係一種合理原則的概念。故此，在我國，搭售案

件的管制成本顯然較高。 

（二）舉證責任之分配 

  在美國，原告在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案件中的舉證責任越來越

重，其中除應就限制之事實、該行為之影響，以及透過專家提出有經

濟理論支持之市場效應分析外，且為強化合理原則之使用效率，1985

年左右，美國甚至要求原告舉證被告「市場力量」存在以定分析門檻

之要求。在我國，吾等可以發現，原告通常只要舉發或答詢即可，而

公平會必須就理論為申論，而被告常常被要求證明其有正當理由或合

法，否則即受不利之處分，這點與美國有天壤之別。 

（三）合理原則之使用與門檻的概念 

  自 1985 年 DOJ 的準則被廢棄後，即使 1995 年 NAAG 準則含糊的

表示了若相關市場中的 HHI 指數低於 1000，或涉案事業在市場中之

占有率低於 10%時可能不予干涉，但實際上，不論自美國司法實務或

NAAG 的準則來看，似乎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案件的分析已不是按

DOJ1985 年的市場篩選（market filter）的門檻理念來做，而係走

向涉案行為的分類，而後再按當然合法，適用合理原則及當然違法之

類型來分析；並自當然違法中再發展出所謂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的要件

（NAAG準則之搭售案件分析），凡不符合要件者，即適用合理原則，

故此在理論上，美國法已無明顯的門檻，即便市場界定與市場力量的

分析仍然重要，然它已不再是違法與否的門檻標準。在 1985 年之準

則中，一般獨家交易與地域或顧客限制的案件在適用合理原則時，市

場力量只是分析因素中之一；而對於搭售案件則力量是否適用當然違

法原則的構成要件之一，若不具備，仍有適用合理原則來分析其合法

與否之必要。至於在司法實務中，則係以市場力量為反競爭效應存在

與否的分析前提，認定有足夠之市場力量後，才會進行反競爭效應如

何的分析，而迨確認有反競爭效應存在，則應進行正負面利弊得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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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故此，市場力量的存在，在適用合理原則之案件（即獨家交易

和地域或顧客限制案件）的分析上，是有可能阻斷案件的繼續進行

的，惟在其處理步驟上，認定市場力量前應先成為證明限制會對相關

市場有具體影響，故此市場力量仍非屬門檻，而是合理原則的進程。

惟在搭售案件上,則係以市場力量之存在為門檻（但非推定合法或非

法之用）,故此，這點 NAAG與美國法院有極大差異。至於我國，在獨

家交易部分係以市場力量為門檻，在地域或顧客限制則並無門檻的設

定，而係將市場力量納入有無「妨礙公平競爭之慮」，非「合法性」

分析中，至於搭售案件部分，則同樣係以市場力量為「合法性」的分

析因素。 

 

（四）經濟因素之分析與涵蓋 

  在美國，不論法院實務或準則，均已列出相當多的經濟因素，供

分析一個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之用，而在分析上，經濟因素的使用主

要係著眼在解答何謂不合理之限制。在此假設命題下，究竟被告行為

之「正當性」如何，則是援用經濟分析來證實的重要課題，凡正當性

具備之限制，即屬合法，原則為違法。在內容上，考量因素具有一體

兩面之擇一區分效果，故此很難以正當或負面因素稱之，只能在學理

中歸納出一些業經認定的正負面傾向因素；然則各因素的重要性程度

如何，則是全然無法有所區分。至於在經濟分析的過程中，舉證正不

正當的責任，主要歸原告承擔，且必須引用學理和專家的證言以為支

持，若無法有具體的證明，原告便會遭法院以 Summary Judgment 直

接作成法律上的不利判決。 

  在我國，經濟分析的概念除存在於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也存在

於實務案例中，然則，分析之目的為何？為了「合法性」？「正當性」？

或「門檻」？則莫衷一是，且在內容涵蓋上亦不盡相同。此外，要求

被告證明正當，而原告幾乎不必負任何舉證責任的作法，恐對於爭訟

處理之公平性和國家資源均有所浪費。再者，要求專家證詞及學理之

引用乃具體反映價值取捨（如 model）方向的公開說明，既有助於執

法理論架構的建立，更能讓民眾能對規範制度的運作方向有所期待和

遵循。目前，我國公平會之委員均屬專家，是以難謂其處分不具理論

之支持；惟或鑑於公平會具準司法機關之地位，或處於裁判之位置，

讓客觀的專家以學理為據的理論，協助釐清價值取捨的問題（按，非

合法不合法的取捨），例如：規範目的究係以消費者的取捨自由，抑

競爭者的自由為主之類的問題，則公平法之運作將更 說服力。目前

公平會間或會召開公聽或座談會，讓專業人事表示意見，惟，與美國

相較，這種作法，成本係由政府承擔，且專業人士在座談中很難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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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人員般深入的掌握核心問題，及提出有理論體系支持的價值取捨

方向。固然公平會因具準司法地位，不得不有主動調查並發現違法之

責，然公平法案件的確立，亦有形式與實質程序要件分，就原告而言，

若係基於私益而提起控訴，自應就其爭訟實益為舉證，而在公平法，

其舉證之內容自應包括學理之依據，以確力如美國法所稱之「訴因」

（cause of action）或我國民事訴訟程序所稱之「保護必要要件」

才是；只有在公平會主動調查之案件，才會有所例外。（惟在專家證

詞上，則仍宜使用第三者之意見） 

（五）我國實務作為之檢討 

基本上，我國當前的實務作為已趨向法律與經濟判斷的整合，但是在

處理過程中，除對於經濟分析的運用尚不成熟外，在當前極被強調的

商業理由掌握上更欠缺清楚的脈絡。實者，垂直交易限制的採行幾乎

是市場行銷運作下的必然結果，而行銷理論對於市場的觀察又與經濟

理論容有極大差異，故此，如何強化經濟分析在執法過程的有效運

用，又如何納入行銷之觀點，讓垂直交易限制之管制回歸現實基礎，

並充分反映法規範之目的，進而調和個體經濟分析在適用上的繁複，

均是後揭本文所欲強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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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美國相關指導原則（Guideline）之借鏡 
 

    通常，美國 FTC均會就其執法對於商業行為之影響加以研究41 

基本上，美國嘗試使用 Guideline來提高效率，降低出錯的成本。惟

Guidelinde 的價值並不在於是否以其為執法依據，而在於其能提供

有說服力的理論方向。在過去，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1985年的 guideline被批評為太過強調理論而忽略事實，42然嗣後的

1995 年國家檢察長協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torney 

General,簡稱 NAAG）所認可的 Guideline 卻為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

的管理提供了一個更清楚的思辯方向，也值得我們進一步引用作為執

法之參考。尤其是美國 1995 年的 Guideline 提出了融合行銷理念在

內的分析架構，讓經濟分析的進行能更契合商業實務的架構，也讓受

規範者與執法者能享有更清楚的期待與互動方向，從而降低單純使用

經濟分析可能衍生過高的執法成本。其實，依據 1988年學者的統計，

被告通常在垂直交易限制案件中勝訴，43想必亦與執法者對於業者作

為的更加瞭解有關。 

    以下謹摘要介紹美國的相關指導原則於后。 

一、1985 年 DOJ垂直交易限制準則 

  這個指導原則並非美國的法律，實際上在 1985 年頒行時，與最

高法院許多的判決原則並不相同。惟學者 Raybould 指出，指導原則

對法院與聯邦貿易委員會（FTC）的案件分析或說理仍產生相當的影

響。適用的對象同時包括：排他性限制交易及地域或顧客劃分三者，

是以下列介紹，同樣適用於地域或顧客劃分的合法性分析上。 

  美國司法部在分析一個垂直交易限制的正當性時，係採用所謂的

「二階段」（two staged）分析架構。 

（一）市場結構篩選階段（Market Structure Screen） 

  在這個階段，司法部將排除只影響一小部分市場，不致對共通性

市場產生反競爭效果的案件，判斷上，篩選所使用的指標主要為市場

占有率的數據，或稱垂直限制指數（Vertical Reatraint Index；簡

                                                 
41 Ftc, Impact Evaluations Of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Cases 11-26 (Ronald N. Lafferty 

Et Al., Eds. 1984) 
42 這是 1993年間,當時的助理主席 Anne Bingaman 對美國律師公會演講時所作陳述,其間她甚至

表示以後不傾向援用該 Guideline,參 Antitrust And Trade Reg. Rpt. (Bna) No. 967, At 251 

(Aug 12, 1993). 
43 Edward D. Cavanagh, Attorney’S Fee In Antitrust Litigation: Making The System Fairer, 

57 Fordham L. R. 51 (1988) Nt.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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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VRI）或涵蓋率（coverage ratio）。在使用上，司法部共列出四

個主要的處置標準（tests），來認定是否案件因影響不大，得被推定

為合法。 

1.實施交易限制的事業市場占有率小於或等於 10%，或 

2. 同一市場層次（level；即供給或銷售）的 VRI低於 1200，且在該

層次的涵蓋比率低於 60%，或 

3. 供給或銷售兩個不同市場層次的 VRI均低於 1200，或 

4. 兩個市場層次中的涵蓋比率均低於 60%時。 

  在這四種情形下的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通常不會受到違法的質

疑。也就是說，只有在供給市場層次（supplier level）的 VRI高於

或等於 1200，及在銷售市場層次（dealer level）的市場涵蓋率高

於或等於 60%時，司法部才會認為該排他性限制交易安排已具有反競

爭的效果。 

  以下謹使用公平會籌備處有關 VRI 及涵蓋比率的例示說明來介

紹兩者的概念。 

1. 垂直限制指數（VRI）係指同一市場中所有實施垂直交易限制廠商

的市場占有率平方和。例如同一市場中，只有二家供應商實施，市

場占有率分別為 5%及 20%，則其 VRI 為（5＋20＝25%）；若市場中

所有廠商均實施垂直交易限制則 VRI 值與 HH 值相同；而若市場中

只存在一廠商且實施垂直交易限制，則 VRI值為 10,000。VRI值的

高低通常可反映出涉及廠商市場占有率的分配及垂直交易限制所

涵蓋的範圍。 

2. 涵蓋比例則係指市場中所有涉及廠商市場占有率之和。例如，  

若有 10家供應商實施垂直交易限制，個別市場占有率為 5%，則涵

蓋比例為 50%。 

（二）結構性合理原則分析（Structured Rule of Reason Analysis） 

  經過第一階段的篩選，認定交易限制有反競爭的可能，司法部將

進行第二階段的「合理原則分析」。在這個階段分為兩部分進行： 

1. 司法部審理時，特別強調市場進入（market entry）的難易度，這

點與一般法院的處置方式大不相同；只要在供給或銷售的層次中有

一個層次極易進入，則司法部可能仍將認可限制的合法性。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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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進一步指出，在審理結合案件時，考慮的「價格上升致使排除

市場進入」因素，亦將為垂直交易限制案件的考慮重點。 

2. 若參考市場進入因素尚不能作成判斷；則司法部將以下列一般  

合理原則分析的考量因素成為司法部進一步執法的標準： 

(1)任何有關這種限制實際發生反競爭效果的歷史； 

(2)究竟 VRI及涵蓋比率的數據有多高； 

(3)市場條件是否有利於勾結（collusion）行為的發生； 

(4)依限制存在的期間及其他因素，其排他程度如何； 

(5)參與交易限制當事人的真正意圖為何； 

(6)小事業及新入市場者使用交易限制的程度。 

  除這些因素外，司法部亦將考慮促進效率的可能性。就此司法部

特別指出；不能因無法證明交易限制的效率就推定為反競爭。指導原

則中更進一步指，特定限制能否增進消費者福址，除非經過長期使用

驗證，否則是無法清楚得知的。是以，司法部傾向於認為，不應以交

易限制之效益不彰為由，即禁止事業嚐試使用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 

  此外，美國司法部對搭售的處理，謹以下表說明之： 

為搭售安排者在搭售產品市場

（tying product）的占有率，是

否大於 30﹪ 

是  決定加以干涉 

 否   若明顯限制被搭產品（ tied          

product）的競爭，則予以干涉。 

若上開的市場占有率已超過 30

﹪；或已決定加以干涉。 

司法部仍應進一步分析該事業在搭售

產品市場是否具有優勢或支配力量

（dominant power），以及究竟是否對

被搭售產品市場的競爭產生負面影響。 

 

 

二、1985 年 NAAG 垂直交易限制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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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年 NAAG 垂直交易限制準則，主要是針對司法部（DOJ）垂

直交易限制準則所作較為寬鬆之處理有所不滿而提出。在 1985 年

NAAG的準則中，約略有下列幾點值得重視： 

（一）限制行為的分類 

  該指導原則共將垂直交易限制的限制行為類型區分為三種：即

「當然違法」，適用「合理原則」、和介於兩者之間者。本項研究所著

眼的非價格垂直限制交易，則是被歸入於第三類者。 

  至於在類別的分際上，水平與垂直的區分，以及垂直限制中，價

格與非價格的區分，都被認為是重要的門檻標準。例如，只要是水平

價格限制，不問其是否存在於同品牌或異品牌之間的安排，均屬「當

然違法」；這一點與 1985年 DOJ的準則以同品牌內的安排應依合理原

則決之有明顯不同。 

  再者，垂直限制中的轉售價格限制，也被認為應適用「當然違法」

原則來加以處理。反之，本項研究所涵蓋的垂直非價格限制部分，則

被認為不只是有可能影響價格便被認這與轉售價格相同應「當然違

法」。 

  另有雙垂經銷體系（dual distributorship）部分的「垂直非價

格限制交易安排」則被認為必須按其目的或意圖是在以何種身分來施

行限制而定，若其意在有效的促成經銷商的競爭，則應經「合理原則」

之評估，反之若係以經銷的身分來實施，則應將其安排視為水平限制

適用「當然違法」原則。 

（二）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行為的影響 

  基本上，NAAG 認為，規範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的經濟理論基礎

相當混淆，且眾說紛紜，此外，在假設出的理想市場模型中來從事分

析，往往與真實的市場條件不符。然則，NAAG 仍然提出了下列的潛

在正負面影響詳估： 

1.促進競爭效果 

  NAAG 提出了促進品牌間競爭，及降低「搭便車」效應。兩個促

進競爭效果。 

2.限制競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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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AG 認為減損品牌內競爭力，會形成勾結、市場阻絕及排除競

爭者，以及強化供給不足的現象等四種限制競爭效果。 

（三）檢視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之「合理原則」 

  NAAG 共計歸納出十二點分析因素，並對於這些因素有下列的說

明： 

1. 對於特定品牌之品牌內競爭的正負面影響均應加以考慮； 

2. 產品本身的需求彈性（替代可能性）亦應加以重視。 

    尤其在時間因素係以「短期」為據時，較無彈性（替代可能性）

的產品需求，對價格的波動較不敏感；換言之，消費者較不易因價格

提高而轉向其他的品牌或供給；此時，這類產品在實質上便享有相當

大的市場力量。此外，彈性高的產品雖然會導致激烈的競爭，相對的

前面提及的「搭便車」顧慮也會降低。故此，產品的替代，可能性，

被認為是以影響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安排的重要因素。 

3. 多家排他性銷售安排（Multiple Exclusive Distributorships）

之考量。 

    當單一的交易相對人在特定區域中取得兩個以上具競爭關係之

產品的獨家交易地位時，應注意這種安排將如何減損該等不同品牌產

品間的競爭，尤其因而發生的品牌間勾結的情形亦會大為增加。 

4. 交易相對人是否涉及實施限制交易之行為 

    基本上，NAAG 認為交易相對人參與一個垂直限制交易行為的程

度也是一個重要的指標。NAAG認為，這些來自於交易相對人的壓力，

在規模、頻率及配合度上愈高，則促進競爭的合理原因相對的降低，

蓋因，限制交易的安排較可能係配合壓力而實施。此外 NAAG更提到，

若有不同品牌的廠商採行了限制，也可能對未如此作的廠商形成壓

力，使之採行相同的限制，此時會發生相當於勾結的效果。 

5. 限制安排中對提供額外勞務之要求及其實施情況 

    非價格垂直限制的採行往往是基於相信廣告，服務及產品的改

良，確能有利於品牌間的競爭。是以，在限制安排中，針對執行和施

行成效也是 NAAG的考量重點。 

6.限制交易安排的協議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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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沒有約定的期限，無法有效實施的限制交易安排原本是無法持

續的，是以協議期限及其影響亦受到 NAAG的重視。 

7.限制交易安排的嚴格程度 

    若限制性安排的條款內容過於嚴密，則通常市場制衡其限制之力

量也會被排除。 

8.限制交易安排會增進或降低經濟規模的效益 

9.市場集中度與涵蓋率 

    所謂的市場集中度，是指實施垂直交易限制之兩造，其各自所處

市場的集中狀況而言，而涵蓋率則係指在各自所處市場中，該垂直交

易限制或有相似效果之行為被採行的比率。NAAG 同意這兩個指數愈

高，則勾結及排除競爭的行為便愈可能發生，NAAG 在準則中以下列

圖表來表示這兩個市場條件數據與勾結和排除競爭行為之發生間的

關聯性： 

當任一個市場中有高度集中與涵

蓋率時 

勾結行為會在這種市場中增長 

當任一個市場中有高度集中與涵

蓋率時，而另一市場中也有高涵蓋

率時 

在前者（市場）中勾結和排除競爭

之行為均會增長 

兩個市場中均有高隻中與涵蓋率

時 

在兩個市場中，均容易發生勾結和

排除競爭之效果 

  這兩個指數被ＮＡＡＧ認為是重要的衡量因素，不能輕易將之自

衡量垂直交易限制安排之經濟效果中刪除，惟ＮＡＡＧ亦承認，數字

的計算有諸多的學理模式，而數字的精確性也只能顯示於相關的測試

中。 

10.默示勾結或知覺性平行行為 

  基本上，NAAG認為，當垂直交易限制之安排在一個「供不應求」

的市場中，同時具有高涵蓋率時，其限制將會增強反競爭效果。NAAG

認為，當一個高度集中的市場中，若有下列的（部分）相關狀況，則

該產業所處市場將被界定為是「供不應求」 

(1) 價格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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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先告知價格變更； 

(3) 對於額外產能、或需求減縮在價格上的立即反應； 

(4) 該產業就「正確價格」之公開陳述與研議；及 

(5) 已制度化的差別取價。 

11.對生產之影響 

  這是評估限制之利益是否存在的一個指標，若一個事業在採行限

制後，能持續擴充產能，則通常表示其已成功達成限制的目標，（如

促進品牌間競爭力）。惟在這個部分，NAAG十分重視其效率成成長必

須是出自於「創造新的需求」，否則單純導致價格的提高和非價格競

爭的提升，反而亦導致固定成本的增加與規模經濟的喪失。 

12.限制交易安排的生命週期 

    通常存續較久者，應是較能發揮促進品牌間競爭之目的  

者，惟，如何取得起算週期的時間基礎（進入某特定市場之時  

間），往往涉及不同市場條件與企業行為之判斷，必須視狀況給予不

同考慮。 

13.進入障礙 

  這是涉及評估市場機能是否能自動排除反競爭之限制行為  

的重要條件，此間所稱之障礙係指可能會被實施交易限制安排者在進

入市場時援用，使其交易相對人接受之條件而言；尤其以涉及零配件

或售後服務等的提供上為然。通常，若進入障礙較低，則該等限制較

不會受到ＮＡＡＧ的非難。 

14.對消費者選擇之影響 

  NAAG 會評估；交易限制安排是否會降低消費者在價錢與品牌上

之選擇。 

15.其他因素 

  其他相關之因素，如一個產業的規範環境，勾結的歷史，相關的

證據等（如反競爭意圖之證據）等均屬之。 

（四）搭售 



事業垂直限制之公平法適用問題研究 

 71 

  NAAG 將搭售的分析區分為當然違法與適用「合理原則」者兩種

類型。凡具備下列三個條件者屬當然違法； 

1. 搭售與被搭之產品或勞務為獨立可分者； 

2. 搭售消除了顯著數量的商業（substantial volume of commerce）

或與競爭具有顯著或潛在（substantial or potential）的衝突性；

及 

3. 從事搭售者對於搭售產品具有足夠「市場力量」形成「強制」  

（forcing）的可能結果。 

  在這幾點來說，最值得重視的是第三點，若搭售產品早已具獨占

地位，或享有專利，通常會被認為已具足夠市場力量。惟若無法證明

使用搭售之安排者，並無足夠之市場力量去「強制」消費者購買被搭

售之產品時，NAAG 認為便應援用「合理原則」來分析搭售安排之合

理性，基本上，搭售的「合理原則」分析，包括下列幾點： 

1. 被搭售產品的產品不同性程度（「市場力量」需求的不可變  

性）。 

2. 是否搭售行為被廣泛地採用在搭售產品業間；是否進入障礙過  

高。 

3. 買方選擇性的數目影響。 

4. 同時使用獨家代理交易合約購買被搭售的產品。 

5. 雜項因素。 

  經過上述的分析後，若顯示搭售合約係合理的限制交易時，此一

項搭售合約將受到質疑。 

（五）市場定義 

  在涉及市場定義部分，NAAG 係採用司法部處理結合及垂直交易

限制案件時所援用的定義。（按，惟在使用上仍有許多細節不在司法

部見解的涵蓋中） 

 

三、1995 年 NAAG 垂直交易限制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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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 NAAG垂直交易限制準則係就維持轉售價格協議及非價格

垂直交易限制，詮釋組成 NAAG之 50州檢察長的一般執法政策。主要

的目的；首先，在當然違法原則的水平協議及轉售價格維持協議，以

及依據適用合理原則分析之純粹非價格垂直協議間，清楚的刻劃出其

界線；其次，針對檢察長就一個非價格垂直限制，從事合理原則之分

析時之相關因素，加以描述及論釋。其約略有下列幾點值得重視： 

（一）限制行為之分類 

  依據該原則，法院將垂直交易限制的限制不合理行為簡化為兩個

廣泛之安排類型；「當然違法」者、及違法性（合理性）必須依據所

謂「合理原則」之分析來認定者。在其類別的分際上，水平與垂直的

區分以及垂直限制中價格與非價格的區分，都被認為是重要的門檻。

例如，只要是水平價格限制即為當然違法而不問其安排是否存在於不

同品牌或相同品牌之競爭者之間，另外，當兩個以上處於經銷系統中

不同層次之獨立事業，同意約定抬高降低維持或穩定商品或服務轉售

之價格時，維持轉售價格之協議便已達成，此時並不須存在有任何針

對特定轉售價格或價格水平做成之協議，當一個供給者在至少部分是

基於配銷者按特定價格轉售供給者之產品，而供給者有義務提供給配

銷者一些利益的做法，將被視為維持轉售價格協議之一種態樣。非價

格垂直限制，可能會有或造成商品或服務轉售時抬升價格之影響。然

則，一個單純的非價格垂直限制，例如，一種排他性配銷安排

（exclusive distributorship）不應只是因為其對價格可能具有影

響而視之為維持轉售價格協議。 

  另有雙重經銷體系（dual distributorship）部分的「垂直非價

格限制交易安排」，如果該限制之用意（intent）或決定性影響

（predominent effect）是基於該事業其經銷能力之考慮來阻礙競

爭，則該限制將被按其水平之屬性和效果來加以處理，當發現到一個

事業從事競爭之真意是本諸於一個經銷者之身分時，這個因素將是非

常之關鍵（dispositive）（負面的）。 

  下列的因素，將被檢察長用來詳估以認定是否將一個雙重經銷者

所實施之垂直限制，按水平性質加以處理： 

1. 是否在經銷層次中，該品牌產品之銷售有極高的比例是由該公  

司所擁有之銷售點所做。 

2. 是否一個非價格限制，因其限制了同時銷售供給者品牌和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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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品牌之競爭經銷者，而減損了品牌間的競爭。 

3. 是否具競爭關係之獨立經銷者，同時也是在供給層次之事業的  

品牌間競爭者。 

（二）非價格垂交易限制行為的影響 

  在 1977年 Sylvania判決中，最高法院認定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

之合法性，將依據合理原則之分析來加以判斷，故此，揚棄了過去認

為這種限制將被歸結推論為不合理之原則，例如當然違法。其基礎主

要在於，在某些情形下垂直限制可能會促進效率且有在製造者成競爭

性產品之供給者間，激發競爭的效果。法院要求使用合理原則之詢問

來平衡任何品牌間促成競爭之效果，與以品牌內競爭受減損或排除

（通常垂直限制所刻意造成者）相對照。以下說明ＮＡＡＧ所提出的

潛在正負面影響評估： 

1.促進競爭效果 

  NAAG 提出了促進品牌競爭，及降低「搭便車」效應兩個促進競

爭效果。 

2.限制競爭效果 

  NAAG 抬出了品牌內競爭之排除、勾結之促進、競爭相對人之排

除與垂直限制所誘發之零售促銷的配置無效率等四種限制競爭效果。 

（三）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之「合理原則」分析 

  NAAG共計歸納出十一點分析摘要如下： 

1.品牌內效果 

  品牌內競爭效果的主要功能在於預測或評估一個垂直交易買賣

限制在品牌間市場的競爭效果，垂直限制永遠被用來降低或排除品牌

內的競爭，而當一特定限制或一個限制之屬性（attribute）能有助

於改善這些反競爭品牌間效果時也將會被提及。 

2.低度及高度差異之產品 

  一個特殊限制之競爭效果，會受到是否該產品具有低度或高度之

差異而受到影響，高度的產品差異會促成在接近的條件下較低的產品

需求彈性。例如一個產品差異性低已有適當之替代之產品而言，便能

形成一個具有高度需求彈性具有激烈品牌間價格競爭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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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複式排他性交易安排（Multiple Exclusive Distributorship） 

  如果一個經銷商被賦予在相同之地理範圍內，配銷兩種以上具競

爭關係產品之獨家交易權利，則這些產品間之品牌競爭，將顯著地被

排除。一個享有區域性獨占之個別經銷商的獨家配銷之品牌數目和市

場占有率愈高，則具對於品牌間市場之反競爭效果愈大，勾結也將因

大幅度的增加（facilitated）。 

4.涉及實施一種限制的經銷者 

  一般來說，一個供給者可能會收受來自於一個個別接受限制之經

銷者的偶發非配合性的要求，而在另一端，許多的經銷者可能會透過

共同訴請一個製造者實施限制之方式來實際的從事一種品牌內的共

謀行為，檢察長將就經銷者之壓力在垂直限制之展開中所扮演的角色

加以考慮，具考慮將基於積壓力之幅度，頻率和其配合程度核定，具

頻率及壓力之強度愈高則供給者基於促進競爭之理由實施限制之可

能愈低且該供給者單純屈服於經銷者為享受具獨占利益之短視欲望

所促成之壓力的可能性愈高。 

5.依據垂直限制提供額外服務之要求及履行 

  檢察長將考量是否一個實施垂直限制之供給者要求經銷者履行

額外的廣告，售前展示、售後服務及其他產品改良之形式且對於這些

要求是否配合加以監督，而額外服務之性質亦同樣會受到考慮，在業

已生效之限制案件，檢察長亦將評估究竟這些額外的服務在實施限制

後實際上提供之程度如何。 

6.自然存續期間與限制之契約存續期間 

  市場的力量通常有消除反競爭效果之傾向，故在一些情形下，一

個特定形態之限制長久存在的事實足以證明該限制不具反競爭效

力，反之一個透過契約條款所實施的反競爭限制，可以比自然市場力

量通常所允許之存續期間為長。因此，一個長期存在之特定型態的限

制之事實，可以引發二種推論： 

(1) 具限制之所以長久存在，是因為一般說來它是促進競爭    

的。 

 

(2) 該限制是反競爭的，而成功的且業已經透過長期契約之期    

限而維持並保有具排他性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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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集中及市場之涵蓋 

  垂直限制促進供給者或經銷者間之勾結以及排除競爭競爭者之

趨勢會隨市場集中，及某特定限制或其他具相同效果之不同限制的涵

蓋程度而增加在確定一個垂直限制能促進勾結或排除效果之程度時

將依據下列之法則來處理： 

 

度市場佔有率之事業所使用而勾結或排除並不會因限制而顯著地增

進。 

 

制的高度涵蓋則在集中市場中之勾結將受到增進。至於欠缺排除之效

果並不被認為是一種有利因素，蓋因威脅一個新進者進入一個集中的

市場並不能阻止勾結。 

 

他市場亦同樣有高度之涵蓋，則勾結和排除將在第一個市場中受到增

進。 

 

與排除之效果將在兩個市場中同時受到增進。 

8.定派勾結或知覺性平行行為之指標（Indicia） 

  附隨於廣泛被採用之垂直限制來促進在集中市場中之勾結以及

排除的趨勢是這些限制在寡占市場中強化知受性平行行為之模式或

靜態勾結行為的趨勢。共同一個限制涵蓋了一個寡占市場中之極高比

例時。通常會有強化反競爭寡占行為之傾向。故以下一個市場如果是

高度集中而且一些或所有下列之作業方式對於整個產業係普遍存在

時，則該市場將被認為是寡占市場： 

(1)價格領導。 

(2)預先公佈之價格變更。 

(3)價格對於剩餘產能或需求減少之反映上的程度。 

(4)公眾對於該產業所謂正確價格之意見及討論。 

(5)制度化的差別取價。 

(6)過去有關價格或行銷行為之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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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進入障礙 

  應使限制之產業的市場進入障礙亦將受到評估。在集中性產業中

被廣泛沿用的垂直限制，會透過現有經銷商之串聯和促進排除效果或

對於一個製造或行銷產品所必須之配件形成獨占，警察長同樣會對於

與限制之本身無關的一個產業中所存在的市場進入障礙：以評估，蓋

因市場力量排除一個反競爭之限制所需之時間的長度必須取決於該

等條件之認定。 

10.對於消費者選擇之影響 

  基本上，經濟學者普遍對於一個競爭的市場將提供廣泛的價格／

品質選擇有共識，垂直限制可以增加或減少其價格／品質選擇之數

目，檢察長在評估一個限制時，將會對於該限制對於消費者選擇之實

際或可能影響加以考慮。 

11.其他因素 

  在評估一個特定限制時，其他雜項因素也可能會與詢問相關。在

這些因素中，包括了一個產業中的規範環境，一個產業中的勾結力時

或其證據顯示出行使垂直限制之事業的負責人實際的競爭心態。 

（四）搭售 

  NAAG 將搭售的分析區分為當然違法與適用「合理原則」者兩種

類型。凡具備下列三個條件者，屬當然違法： 

1. 搭售與被搭之產品（服務）是顯著不同的。 

2. 搭售之安排阻絕了將顯著數量之商務，或對於競爭有顯著且潛在之

衝擊。 

3. 採行搭售產品策略之事業，有足夠之市場力量來加以實行，讓  

受限制者知有強制力之存在。 

  此外，再針對上述三個要件作說明如下： 

  顯著不同之產品搭售以及被搭產品顯著不同之要求，如果在二個

產品可以個別提供且對每一種產品均有不同之需求存在時，便已足

夠。而顯著之需求可以自實際的銷售或對於該個別銷售之要求中，顯

示出來。 

  對於商業之顯響（impact on commerce）搭售之安排必須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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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數量之商業的潛能或實際上阻絕顯著部份之商業之要件在能顯

示出為烠搭售安排之狀況下顯著部分的個別交易將會發生時，便得以

滿足。 

  足以迫使（forcing）成為一種可能之結果的市場力量，以當然

違法來處理搭售安排的最終要件是該事業在搭產品時擁有足夠的力

量來促成消費者必須被迫購買被搭之產品，從而減損銷售被搭產品之

實質競爭的可能性。 

  至於當一個行使搭售交易的廠商欠缺足夠的市場力量來強制

（enforce）被搭售產品之購買時，NAAG認為便應援用「合理原則」

來分析搭售安排之合理性，而其分析包括下列幾點： 

1. 銷售安排對於品質供給及主產品和被搭售產品間之供需所產生  

之效果。 

2. 搭售產品之產品差異程度。 

3. 涵蓋率及進入障礙。 

4. 買方就主產品和被搭售產品間搭配之選擇性的數目。 

  經過以上的分析之後，如果顯示搭售合約係不合理的限制交易

時，此一搭售合約將受到質疑。 

（五）市場定義 

  在涉及市場定義部分，NAAG採用 1993年全國檢察長協會所制定

之水平結合準則中所揭示之市場定義原則（參見該原則第 3.11, 3.2 

及 3.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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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經濟因素與行銷觀點的歸納 
 

一、 搭售部分 
 
 行  為              搭             售 

  實        務 1. 為確保產品之品質與安全性所為之限制。 

2. 為激勵產品之推廣與服務所為之限制。 

3. 為達到產品送達至消費者更易於購買之處，所

為之限制。 

4. 為吸引必要之資本投資所為之限制。 

5. 以激勵初期經銷代表及促銷來增進市場新入

所採之限制。 

6. 為防止經銷者之忠誠度所為之限制。 

7. 為防止搭便車行為所為之限制。 

8. 為維持製造者產品之價值感及其形象所為之

限制。 

9. 為獲取大量之顧客及其親切感，降低銷售管道

交易成本，確保製造者之生產力所為之限制。 

10.為擊垮仿冒品所為之限制。 

 

 

 準 

1985年 DOJ 1. 搭售安排者在搭售產品市場的占有率。 

2. 是否明顯限制被搭售產品的競爭。 

3. 該事業在搭售產品市場是否具有優勢或支配

力量。 

4. 是否對被搭售產品市場的競爭產生負面影響。 

 1985年 NAAG 1. 被搭售產品的產品不同性程度（「市場力量」

需求的不可變性）。 

2. 是否搭售行為被廣泛地採用在搭售產品業

間；是否進入障礙過高。 

3. 買方選擇性的數目影響。 

4. 同時使用獨家代理交易合約購買被搭售的產

品。 

5.雜項因素。 

 

 

 則 

1995年 NAAG 1. 銷售安排對於品質供給及主產品和被搭售產

品間之供需所產生之效果。 

2. 搭售產品之產品差異程度。 

3. 涵蓋率及進入障礙。 

4. 買方就主產品和被搭售產品間搭配之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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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目。 

 經 

 

 

 

 濟 

正面 1.效率的行銷 

2.產品品質的控制。 

3.促進市場進入。 

4.計算產品使用頻率（差別取價）。 

5.新產品行銷的避免。 

6.避免價格控制。 

 

       

 學 

負面 1.獨占力延伸。 

2.預先防止。 

3.差別取價手段。 

4.利用訊息不完全獲取利潤。 

 

 行 

 

 

 

  

 銷 

 

 

 

 

 學 

 1.目的在增加主產品的銷售或是增加搭售品的

銷售。 

2.是否在幫助某項新上市產品快速的進佔市

場。(Kotler, 1998) 

3.是否為了形成進入障或是為了形成差異化。

(Porter,1985) 

4.是否避免致命價格戰所必須採行之非價格競

爭，例如其目的在於建立顧客對品牌的忠誠

並且使價格戰的發生可能性降到最低。 

5.是否產業退出障礙很高，而整體的需求呈現出

靜止或衰退時，導致產業成員藉此利用過剩

產能進行削價競爭。 

6.是否為了提高整體銷售業績。 

是否為了順利進佔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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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獨家交易部分 

 行   為         獨      家      交      易 

  

實 

       務 ※參搭售部分※ 

 

 

 

 

 準 

1985年 DOJ 1. 價格上升致使排除市場進入。 

2. 任何有關這種限制實際發生反競爭效果的歷

史。 

3. 究竟 VRI及涵蓋比率的數據有多高。 

4. 市場條件是否有利於勾結(Collusion)行 為

的發生。 

5. 依限制存在的期間及其他因素,其排他程度

如何。 

6. 參與交易限制當事人的真正意圖為何。 

7.小事業及新入市場者使用交易限制的程度。 

8.促進效率的可能性。 

 1985年 NAAG 1. 對於特定品牌之品牌內競爭的正負面影響均

應加以考慮。 

2. 產品本身的需求彈性(替代可能性)。 

3. 多家排他性銷售安排。 

4. 交易相對人是否涉及實施限制交易之行為。 

5. 限制安排中對提供額外勞務之要求及其實施

情況。 

6. 限制交易安排的協議期限。 

7. 限制交易安排的嚴格程度。 

8. 限制交易安排會增進或降低經濟規模的效

益。 

9. 市場集中度與涵蓋率。 

10.默示勾結或知覺性平行行為。 

11.對生產之影響。 

12.限制交易安排的生命週期。 

13.進入障礙。 

14.對消費者選擇之影響。 

15.其他因素。 

 

 

 

1995年 NAAG 1.品牌內效果。 

2.低度及高度差異之產品。 

3.複式排他性交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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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 

4.涉及實施一種限制的經銷者。 

5.依據垂直限制提供額外服務之要求及履行。 

6.自然存續期間與限制之契約存續期間。 

7.集中及市場之涵蓋。 

8. 定 派 勾 結 或 知 覺 性 平 行 行 為 之 指 標

（Indicia）。 

9.進入障礙。 

10.對於消費者選擇之影響。 

11.其他因素。 

 

 

 經 

 

 

 

 

 濟 

正面 1.保護上游廠商的財產權。 

2.保護上游廠商的創新和營業秘密。 

3.避免經銷商的欺騙行為。 

4.有助於產品品質的維持。 

5.獲得經銷商完全的忠誠。 

6.有助於廠商實施特定資產的投資或長期的營

運計劃 

7.有助於建立新商標、品牌形象。 

8.有助於廠商新產品進入市場。 

9.降低製造商和經銷商的成本。 

 

 

 

 學 

負面 1.製造市場進入障礙。 

2.產生預先排除效果。 

3.產生提高對手成本，形成進入障礙。 

4.有助於製造商形成卡特爾。 

5.限制經銷商營業的自由。 

6.限制消費者選擇的自由。 

 

行 

 

 

銷 

 

 

學 

 1.為了避免經銷商的機會主義行為。 

2.為了經營效率上的考量。 

3.為了提供經銷商足夠的誘因、有效掌握通路。 

4.為了保障產品與服務品質。 

5.產品或產業特性所屬。 

6.為服務特定區隔客戶。 

7.為了避免資源為競爭者所用。 

8.競爭特性。 

9.為了建立或維持品牌形象，符合企業對產品

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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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域及顧客限制 

  行  為         地  域  及  顧  客  限  制 

  

實 

       務 ※參搭售部分※ 

 準 1985年 DOJ  

 1985年 NAAG ※參獨家交易部分※ 

 則 1995年 NAAG  

 

 經 

 

 

 

正面 1.消除經銷商的搭便車。 

2.增加品牌間的競爭。 

3.實現當地經銷的規模經消。 

4.降低市場的交易成本。 

5.增進配銷控制。 

 濟 

 

 

 

 學 

負面 1.減少品牌內競爭。 

2.形成市場上的差別取價。 

3.以消費者福利減少為代價，增加生產者的利

潤。 

4.成為製商暗地裡勾結的工具。 

5.幫助上下游廠商的勾結。 

6.幫助市場劃分的勾結。 

行 

銷 

學 

 ※參獨家交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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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產業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行為之適法性分析 
 

    綜合以上之研究，以下謹以鮮奶業、高壓氣體業、水泥業與汽車

業為例，探討其行為涉及垂直交易規定之適用情形 

 
一、鮮奶業 
 

    相關產業座談會資料顯示，鮮奶業確實採行之非價格垂直交易限

制計有：地域或顧客限制與排他性獨家交易。此外，垂直價格交易限

制---轉售價格限制亦在其中。以下謹按各個措施之經濟與行銷上理

由、相關法律規定與分析方式及分析結果分別說明如下。 

 

（一） 地域與顧客限制部分 

 

採行地域或顧客限制措施之理由---經濟與行銷因素之歸納 

 

1.座談會業者之意見 

 

依據座談會資料，業者表示有採行地域限制之事實，但並無顧客限制

之情形。44至於其採行之理由，得分別就經濟與行銷因素加以歸納於

后： 

 

（1）產品與特性—不耐久存、須低溫冷藏 

A. 鮮乳在超市或是便利商店都是寄售，屬於日配型的產業，需要每

天配送。 

B. 不耐久存的東西，因為他期限非常的短，因為從酪農手上到加工

廠也要一段的時間，加工廠加工之後，真正到消費者手上也要花費

一段時間，而且他的儲存期限相當的短，而且這個東西雖然很營

養，但也很容易受到細菌這些污染去增殖。 

 

（2）因為經銷商有套牢成本(交易成本)的顧慮，故要增加其更努力

投入服務消費者的誘因(經銷商先前的投資要想辦法回收) 

A. 經銷成本也蠻高的，這些冰箱設備，汽車油錢跑來跑去也要去開

拓客戶。 

B. 如果常常在更換一個經銷商，因為經銷商在更換，從一個客勤還

有店勤從頭關始經營的話，那對於我們公司的產品來講，那在這個

區域的經營勢必掉到遠低於其他的競爭者，所以給他一個區域去經

                                                 
44

 詳前揭頁 26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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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C. 設備他都考慮進去，當他的投資設備裏頭已經編列他的預算。 

 

（3）管理上與實務運作上比較有效率 

A. 這個經銷商在配送，純粹考慮到配送效率的問題， 

B. 考慮到一個這個經銷商配送的能力夠不夠，他有沒有辦法能力配

送到那個地方去，他有沒有辦法善盡保管這個產品的責任。 

C. 大概你這個經銷商能夠配送的有多遠能夠把產品保持好，這是我

們考慮的一點 

D. 現在經銷商跟業界之間都是一個利害共同體或是一個共存共

榮，你現在區域的限制就經銷商來講，不但是管理上的一個方便，

而且就經銷商本身來講，我們之所以會劃分這個區域，我們考量到

這個經銷商的經營能力 

E. 如果我產品過期了，如果兩家都知道的話，你有再跟他買貨，你

有再跟另外一家買貨，那我是商家，我要把貨退給誰 

F. 本身冷藏品他在經營的技術上技術層面會比較高，還有他的配送

效率如果拉長的話，本身對他來講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當時我們

在規劃一些經銷區域的時候就有考慮到這個。 

 

（4）為了更有效的滿足消費者，提供最佳品質的乳品 

A. 需要去用那個冷藏保存，而且他的有效期限只有八天，顧及到有

某些通路賣場本身也好，還是一些物流中心也好，他本身你要進給

他貨的時候，就不可以超過兩天，製造日期不可以超過兩天 

B. 要經銷我們的產品，我們必需要設限該具備的條件，你冷藏設施

要到那裏，你的能力範圍能夠送多寬，因為你的運送距離到消費者

手上時間不夠拖太長，而且送的能力夠不夠，送到這個店裏面，店

裏面的溫度夠不夠，這都是非常難控制的一個地方 

C. 到現代化的通路他們對我們的配送服務跟要求跟效率要求的比

較嚴格的時候，這個部份由我們直接的直營的單位來配送，這樣子

第一個我們在這個配送服務的品質各方面的要求我們比較能夠達

到我們客戶的一個需求 

D. 當沒有人願意去做這種服務時候，唯一的辦法就是公司自己來進

行這樣子的工作，尤其是在大賣場裏頭他要給你進貨的時候，你不

能不照他下的單子交 

E. 因為他中間的塞車過程，一些配送過程，反而造成他的效率差，

所以說在冷藏品的產品他在走的路線他必需是要是很有效率的，他

如果沒有效率的話，他本身自己就沒有辦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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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了激勵與績效評估 

A. 如果你越區也沒有去處罰你，你的能力去賣，我們只要求你每個

月的業績要做到多少，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那我們還要輔導你 

B. 把他鋪足，不要讓消費者抱怨說產品買不到，像我以前回到高雄

去，要買我們公司的產品會買不到，就是因為經銷商不努力嗎，那

些比較小的店面就找不到產品啦，所以這是我們管理上對經銷商的

一個考核 

 

（6）避免惡性競爭、影響其他經銷商生計 

 

A.我們要知道你這個經銷商的能力這個地方的鋪貨率多少，我們都因

為每個區每個區不會重疊，這樣也會避免價格的競爭，同一個廠牌之

內我跑到你那邊去賣你賣二十我就賣十九，你賣十九我就賣十八，那

這樣子誰得到好處。 

 

2.自學理觀點論鮮乳業之地域限制因素 

 

A. 行銷之觀點45 

 

綜上，自行銷之觀點來看，鮮乳業實行地域性交易限制的動機是在：

(1)經銷商已投入成本在購買冷藏與運送設備(2)經銷商配送乳品效

率考量(3)因為乳品的特性是不耐久存、須低溫冷藏，要保障乳品在

配送過程不會變質(4)便於評估經銷商的績效(5)避免惡性殺價競

爭、影響其他經銷商生計(6)經銷商投入設備搶先佔據了某些通路據

點。 

 

B. 經濟之觀點46 

 

（A） 為激勵產品之推廣與服務所為之限制。 

（B） 為達到產品送達至消費者更易於購買之處，所為之限制。 

（C） 為吸引必要之資本投資所為之限制。 

（D） 降低市場的交易成本。 

（E） 增進配銷控制。 

 

相關法律規定與分析方式 

 

                                                 
45

 參前揭頁 27 本文。 
46

 參前揭本文頁 75 起之相關因素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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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限制的相關法律規定如下： 

1. 我國之作法： 

目前傾向於採取如下之作法：47 

（1） 依施行細則二十四條為事實之研析；以認定其限制是否正當； 

（2） 再以是否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決定其是否合法，在此方面將

著重下列事項之判斷： 

A. 市場力量； 

B. 他品牌的進入（依前揭美國法，即為品牌競爭及消費者之選

擇）；及 

C. 有無正當理由。 

2. 美國之作法（以 1995年垂直交易限制準則之分析方式為例）： 

（1）限制行為之分類 

  無前所述，該原則係將垂直交易限制的不合理行為簡化為兩個類

型；即「當然違法」者、及適用「合理原則」之分析來認定者。在類

別的分際上，水平與垂直的區分以及垂直限制中價格與非價格的區

分，都被認為是重要的門檻。例如，只要是水平價格限制即為當然違

法。另在涉有雙重經銷體系（dual distributorship）安排部分，如

果該限制之用意（intent）或決定性影響（predominent effect）是

出自該事業經銷能力之考慮來阻礙競爭，則該限制應按其水平之屬性

和效果來加以處理。 

  下列的因素，乃美國司法用來詳估以認定是否將一個雙重經銷者

所實施之垂直限制，必須按水平性質加以處理者： 

1. 是否在經銷層次中，該品牌產品之銷售有極高的比例是由該公  

司所擁有之銷售點所做。 

2. 是否一個非價格限制，因其限制了同時銷售供給者品牌和競爭  

者品牌之競爭經銷者，而減損了品牌間的競爭。 

3. 是否具競爭關係之獨立經銷者，同時也是在供給層次之事業的  

品牌間競爭者。 

綜上，基於鮮乳業所採乃雙重經銷體系行銷規劃，48是以業者之交易

                                                 
47

 參前揭頁 54 起相關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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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同時兼具水平與垂直屬性，有必要先就是否以水平限制關係來處

理加以探討。參考前揭座談會資料，顯示在鮮乳的銷售通路中，由業

者自行供貨之特殊通路部分隨通路商掌握有銷售的據點日多，且採用

連鎖方式經營，故此進貨量大，佔供應商的銷售比重也高。49故此，

相對由業者直銷據點所作銷售比例應較低。此外，由於鮮乳產品之間

的差異很少，彼此間的替代性又很高，所以很難在產品上尋求差異化

的競爭優勢。因此，過去以來鮮乳業多以「產業工會」為中心的統一

訂價方式以排除價格競爭，相對的在自己通路所佔銷售比例尚未高於

特殊通路，且特殊通路之市場買方力量日益增強之情形下，50似乎業

者的垂直交易限制尚不致有顯著減損品牌間競爭的現象。最後，較值

得注意的是前述第三個因素的評估。蓋目前的特殊通路中，至少有統

一企業集團與光泉企業同時擁有鮮乳事業，故而隨其市場力量與聯鎖

店網路效應的提升，51原本垂直交易限制質變為水平限制之疑慮亦隨

之增加。 

 

    準此，似乎吾等仍得以單純的垂直交易限制來看待鮮乳業之是類

行為，從而有必要就合理原則的角度來分析其合法性。此時必須就「非

價格垂交易限制行為的影響」這個核心問題加以探討，而此時，執法

者必須對於潛在正負面影響加以評估。基本上，美國 NAAG提出了「促

進品牌競爭」，及「降低搭便車」效應兩個得被接獲的促進競爭效果。

另也提出了「品牌內競爭之排除」、「勾結之促進」、「競爭相對人之排

除」與「垂直限制所誘發之零售促銷的配置無效率」等四種主要限制

競爭效果。而在判斷這些問題時，NAAG採用了下列的指標性分析因

素，並以之為「合理原則」分析之內涵： 

1.品牌內競爭效果 

  依據業者所提理由，確實包括「避免惡性殺價競爭、影響其他經

銷商生計」等降低或排除品牌內的競爭之目的。 

 

2.低度及高度差異之產品 

                                                                                                                                            
48

 參前揭圖五其相關本文之介紹。 
49

 參前揭本文，頁 25。 
50

 同上註。 
51

 在鮮乳市場中，光泉的總佔有率最高，達 26.63%；味全次之，為 19.95%；統一為 17.16%；
養樂多第四，為 12.69%。在產業中前五大廠牌所佔有的市場為 78%，接近百分之八十，因此對市
場具有極高度的響力。同上註，頁 24。而相對的，光泉、味全和統一企業也都是通路產業中的
佼佼者。 
 



事業垂直限制之公平法適用問題研究 

 88 

  鮮乳應屬一種產品差異性低，能形成一個具有高度需求彈性而具

激烈品牌間價格競爭性質之市場。【按：此種結論必須以能排除其統

一訂價實務為前提。】 

3.複式排他性交易安排（Multiple Exclusive Distributorship） 

  目前似乎未顯示鮮乳業有此種情形。 

4.涉及實施限制行為的經銷者 

  如前所述，近年來許多新興業態的零售商的興起，例如量販店、

購物中心、連鎖超市或便利商店等，逐漸搶走傳統通路經銷商的生

意，許多傳統經銷業者紛紛開始轉型以供貨給這些新興業態。若再加

上前揭所述，當前係以特殊通路佔較多銷售量之情形來看，經銷者要

求廠商配合實施或採行限制行為之情形極為可能，52然目前並無此方

面之事證。 

4. 業者之垂直交易限制是否包括要求經銷者提供額外服務或盡其他

義務 

  背景資料並未顯示鮮乳業者有要求經銷者履行額外之廣告、售前

展示、售後服務及其他產品改良等之義務。 

6.自然存續期間與限制之契約存續期間 

  背景資料並未顯示一般鮮乳業所採限制之期間長短，也無從判斷

其背景意義。 

7.集中及市場之涵蓋 

  由於鮮乳市場屬結合結構，且前五家廠商之市場佔有率共計已高

達 80%，不論業者或經銷者間或彼此內部間之勾結以及排除競爭之可

能性均可能增加；蓋除鮮乳市場外，當前之經銷市場也是呈現日益集

中之趨勢，是以其垂直限制之涵蓋率亦勢必甚高，依 NAAG 準則，此

時傾向推定其「勾結與排除之效果將在兩個市場中同時受到增進」。 

 

8.勾結或知覺性平行行為之指標（Indicia） 

  當一個限制在一個寡占市場中之涵蓋比例極高時，通常會有強化

                                                 
52

 例如前揭座談即顯示特殊通路有要求業者配合運送方式之說明。同上詳，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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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競爭寡占行為之傾向；這些行為包括：價格領導、預先公佈價格變

更、價格對於剩餘產能或需求減少之反映程度高、制度化的差別取

價，及有關價格或行銷行為之勾結。似乎鮮乳業中亦存有許多這類影

響或限制競爭情形。 

9.進入障礙 

  在市場趨向集中之產業中被廣泛沿用的垂直限制，會透過現有經

銷商之串聯和促進排除效果形成獨占，然此種市場力量是否存在，又

在鮮乳產銷結構上通路市場力量之影響如何，則必須取決於限制時間

長度等條件之認定。目前的相關背景資料並未顯示有足供判斷的事

實。 

10.對於消費者選擇之影響 

  雖業者表示，其採行限制係為能將產品送達至消費者更易於購買

之處，然目前的背景資料並無消費者此方面意見之反映。 

11.其他因素 

  背景資料部分亦未涵蓋諸如產業中的規範環境，一個產業中的勾

結力，以及行使垂直限制之事業的負責人實際的競爭心態。 

 

分析結果 

 

    綜合以上所述，若吾等就前述表列之經濟與行銷因素來看，53則

業者之意見確實有其理由；其中主要為「降低市場的交易成本」、「增

進配銷控制」兩個經濟因素與。另有行銷上之理由，如「為了經營效

率上的考量」、「為了提供經銷商足夠的誘因、有效掌握通路」、「為了

保障產品品質」、「產品或產業特性所屬」等行銷上理由。然其負面因

素亦同樣具體存在，例如；「減少品牌內競爭」、「以消費者福利減少

為代價，增加生產者的利潤」以及「成為製商暗地裡勾結的工具」等

因素；然這些因素均係客觀存在，並不能以單一或部分因素來論斷其

責任，故此本文擬進一步援用前揭所述 NAAG之分析方式，來探討之。

按 NAAG的模式來看，就「促進品牌競爭」及「降低搭便車」兩個得

被接受的促進競爭效果來說，業者的說明具體反映了其產品之特殊

性，及維持通路之監控、維護經銷商成本及吸引經銷者投資，以及降

低交易成本的觀點，但遺憾的是並未見到其與促進品牌間競爭或降低

搭便車之相關顧慮，換言之，促進競爭的效果並不顯著，反較強調交

                                                 
53

 參前揭本文，頁 38-9 之歸納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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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秩序之維護。相對的，自前述 NAAG的分析方法來看，其限制所涉

限制競爭問題上，在「品牌內競爭之排除」、「勾結之促進」、「競爭相

對人之排除」與「垂直限制所誘發之零售促銷的配置無效率」等四種

主要限制競爭效果中，至少涉及前三點之限制競爭疑慮。 

故此，鮮乳業的地域限制措施，實涉有不當限制競爭之重嫌。 

 

（二） 排他性獨家交易部分 

 

採行排他性獨家交易限制措施之理由---經濟與行銷因素之歸納 

 

1、避免惡性競爭、影響其他經銷商生計 

(1) 你要當我們經銷商的條件必須要到那裏，我才願意把產品交給

你，我想這是一個很無耐的保護措施 

 

2、市場特性 

(1) 有很多他們那些設備都希望去做服務的那些單位去提供冰箱，以

後只能容許兩三個冰箱的時候，誰占到那個冰箱誰就掌握有那個供

貨權，別人不能去。 

 

3、契約約定 

 

(1) 遊樂區裏頭，他們年度的標了以後，然後他為了在裏面專賣會形

成要求公司裏頭去對那些設備去做一種補貼，然後在上頭有廣告

了，那種狀況確實是有，但是這種現象的話，另外一個角度看，把

他當做是一個戶外的廣告的性質來做。 

 

    其實行獨家交易的動機是在於(1)鮮乳業者已投入成本於訓練經

銷商(2)希望經銷商專心於為業者提供最佳品質的乳品； 

 

相關法律規定與分析方式 

 

    獨家交易的相關法律規定如下： 

 

1.我國之作法： 

目前傾向於採取如下之作法：54 

（1） 分析市場地位及結構，且以台北市捷運局 CH-227標案之 17%占
                                                 
54

 參前揭頁 53 起相關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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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率為參考最低門檻； 

（2） 認產品不同「等級」間亦有差異性，不待有「品牌」之差 

  異； 

（3） 確認是否使受限制者喪失「若干交易機會」； 

（4） 解除該限制後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5） 其餘並考量實施限制者之意圖與目的（正當理由），以及實施狀

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另者，對於十九條第一項「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要件是否具備，

係以市場占有率為斷。基本上，我國公平會在有限的獨家交易案件

中，只提出有限的分析進程，且尚未如搭售案件般有原則性的分析模

式。綜觀上述之內容，其分析考量因素仍係以施行細則二十四條中所

涵為宗。 

2.美國之作法（以 1995年垂直交易限制準則之分析方式為例）： 

（1）限制行為之分類：同前揭地域限制部分。 

（2）援用前揭 NAAG所採指標性分析因素，從事「合理原則」之分析：

同前揭地域限制部分。 

 

分析結果 

 

    綜合以上所述，雖就前揭歸納出之經濟與行銷因素來說，業者確

有具體採行限制之正面理由，其中至少包括「保護上游廠商的財產

權」、「避免經銷商的欺騙行為」、「有助於產品品質的維持」、「獲得經

銷商完全的忠誠」、「有助於廠商實施特定資產的投資或長期的營運計

劃」，以及「降低製造商和經銷商的成本」等經濟因素；以及行銷上

的「為了經營效率上的考量」、「為了提供經銷商足夠的誘因、有效掌

握通路」、「為了保障產品品質」、「產品或產業特性所屬」等行銷上理

由。55然其負面因素亦同樣存在，例如；「製造市場進入障礙」、「產生

預先排除效果」、「有助於製造商形成卡特爾」、「限制經銷商營業的自

由」、「限制消費者選擇的自由」等因素。基於分析之必要，本文同樣

援引前述 NAAG 之方式來處理其利害權衡問題。就「促進品牌競爭」

及「降低搭便車」兩個得被接受的促進競爭效果來說，業者所反映了

其產品之特殊性，及維護通路投資與經銷商教育訓練成果，以及要求

                                                 
5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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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銷商專心的心態，似能與「降低搭便車」風險之必要相關，但仍未

見到其與促進品牌間競爭之效益何在。蓋其產品之差異性極小，亦無

太多售後服務需求，是以藉獨家交易來促進品牌間競爭的空間並不具

體。換言之，促進競爭的效果並不顯著，仍係以強調交易秩序之維護

為重。相對的，自前述 NAAG 的分析方法來看，其限制所涉限制競爭

問題上，在「品牌內競爭之排除」、「勾結之促進」、「競爭相對人之排

除」與「垂直限制所誘發之零售促銷的配置無效率」等四種主要限制

競爭效果中，至少涉及前三點之限制競爭疑慮。 

 

    故此，鮮乳業的獨家交易限制措施雖有較具體的正面意義，然權

衡之下，仍以限制競爭之成分較多。 

 

二、高壓氣體業 

 

    座談會紀錄顯示，高壓氣體業採行非價格垂直交易之情形並不多

見，然則，這係就公平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之例示行為而言，若就

經銷商之角度言，仍有部分值得探討之行為，例如長期契約與鋼瓶檢

測費用等；以下謹一併析論如下。 

 

採行相關措施之理由---經濟與行銷因素之歸納 

 

（一）臺灣高壓氣體產業的特性 

 

1、台灣大體上氣體的生產廠商，成本都差不多，因為設備的供應成

本差不多，而其他的相關費用也不會相差在 5%以上。 

 

2、長期合約的掌控都是在使用者的手上，長期合約存在的部份是非

常少，而且簽定長期合約的都是在社會上都是強勢的一方，它甚

至要求你將估價單送來，分析給我看，合約時間的長短，有什麼

不一樣的計價方式等等，所以會簽十五年是基於利益的關係，而

且在簽約時，供應者是居於劣勢，而非是優勢。 

 

3、所以最近經銷商有很多的問題，比如投資高，獲利率低，都是要

靠長期的回收，因為鋼瓶的壽命，都比其他的設備短一點，所以

工業氣體協會，它也在辦一些鋼瓶安全的檢查，以前這個經銷商

都不願意配合，因為附加很多的成本，這些成本是需要收費。 

 

4、因為鋼瓶的使用者，大部份都是零星購買，所以在運輸成本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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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高，所以有的經銷商會賣的比較貴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二）經銷商經銷投入最大部份 

 

1、其實經銷商大部份的投資都是在氣體鋼瓶的設備，而氣體鋼瓶都

是有一定的壽命，所以說目前台灣市場的供應型態一直在改變，

尤其工業的生產廠商，它有生產的能力，而且也有大量或零售的

一個行為。 

 

（三）未來趨勢 

 

1、比如說鋼瓶類的，都是一些小的客戶，但一旦客戶大了，它就會

直接找生產廠商，變成我們的市場逐漸在縮小。 

 

2、臺灣高壓氣體業來源漸漸多元化，經銷商也可自由進出，對於垂

直非價格交易限制很少見！ 

 

相關法律規定與分析方式 

 

    就背景資料言，高壓氣體業者之交易相對人具有相當之市場力

量，且供給之替代甚豐，加以採行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之狀況不多，

易言之，市場涵蓋率甚低，故而似無太多限制競爭疑慮。 

 

分析結果 

 

    基本上，高壓氣體業者似乎不具備足以影響競爭之市場地位或力

量，故分析結果傾向於認為其並不致違法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項之規

定。 

 

三、水泥業 
 

    就座談會紀錄來看，水泥業所涉應是寡占問題，似乎並無垂直交

易限制的具體措施。以下僅就其經濟與行銷上之特性說明如下。 

 

採行相關措施之理由---經濟與行銷因素之歸納 

 

(一)產業與產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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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上水泥公司現在賣水泥有幾種方式：一種是工廠提貨，一種是

發貨站提貨，一種是工地交貨，現場交貨，這是客戶任選，客戶

需要什麼交貨條件，他就是會選擇，那麼如果他需要運輸給他服

務，我們再幫他，因為這是服務客戶。 

 

2、有時候水泥是產品，不是一般包裝的商品，商品是可以一包裝一

下，像飲料多打廣告，生意比較好，但水泥就不是這樣了。 

 

3、比較強勢品牌的，當然歡迎大家來做，業務也不同的方式，策略

也不同的方式。 

 

(二)運輸的便利性 

 

1、我們工廠所在地在嘉義，我們就也有部份的往北部做銷售，我們

公司本身在運費上犧牲也很大 

 

2、網路方便的話地理位置也比較方便，這市場也比較有競爭性 

 

（三） 水泥產業中幾乎沒有對於經銷商的垂直交易限制，但是最大的

問題在於上游水泥業者聯合壟斷市場(寡佔)行為。 

 

（四） 與高壓氣體相似，其成本佔建築成本比例低，而且許多購買者

愈來愈轉向直接向工廠訂貨。 

 

    綜上，水泥業最大的問題應該是要再往上提一個層次，探討寡佔

的問題！（而非垂直交易限制問題。） 

 

四、汽車業 
 

    座談會紀錄顯示，該產業確實涉及許多垂直交易限制之安排。以

下謹按座談會中特別討論者加以評述如下。 

 

（一） 區域限制部分 

 

採行責任區域限制措施之理由---經濟與行銷因素之歸納 

 

1、產品特性，重視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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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汽車業的銷售是一種服務的性質，與家電業與量販店的銷售等其

他產業不一樣，公司是有對經銷商採用區域性限制，是因為在維修

上或其他資源上比一般行業需要更大的資本。 

(2) 經銷合約區域的限制以產業特性而言，應該沒有什麼不當之處。

因為汽車的銷售比較特別，它本身就是有一個經銷的範圍，這牽扯

而其服務的體系、服務網還有它的銷售，這樣的制度在業界比較沒

有什麼特殊的狀態， 

 

2、管理上比較有效率(因為中間商經營效率有所差異) 

 

(1) 其主要的目的是在避免經銷商的惡性競爭，以及提昇銷售服務。 

(2) 第一點是，不管是基於經銷商或和泰的立場，我們認為這樣的區

域的畫分，最符合經銷商與成本與和泰經營效率的考量。比方說，

若北都汽車到高雄去設一個販賣據點，以其土地或資源可能會不足

而無法發揮最大效率。第二點，因為汽車的市場競爭中除了品質之

外，服務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考量。 

(3) 不可以越區的考量是在於，怕價格、服務會因為越區而受到影響。 

(4) 因為擔心搭便車，希望藉由這個區域的畫分，希望專業的售後服

務能更完善，不單只有銷售而已，對於售出的瑕疪品能有一個數量

的追蹤控制，希望他們能夠好好的在這區域經營。 

 

3、因為經銷商有套牢成本的顧慮，故要增加其更努力投入服務消費

者的誘因。 

 

(1) 經銷商要投入許多資本來開設一個有規模有制度的服務廠，採區

域性畫分能保障其賺取其合理的利潤。 

 

4、衡量競爭者特性。 

 

(1)通用是一個製造商，在全世界都是採取經銷商在推廣銷售，不可

以越區的考量是在於，怕價格、服務會因為越區而受到影響。 

 

5、為了更接近並滿足市場區隔中消費者，得知其習性為何(喜歡就近

得到服務、就近看得到產品、不喜歡久候)以提供消費者地點效用、

滿足消費者資訊需求與效用。 

 

(1)因為區域的人會對當地的風土人情相當的瞭解，汽車業正是利用

對這個區域熟識的特性來經營這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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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便於績效評估。 

 

(1) 而是一個事後服務的一個責任的交付，希望在其服務區內，能夠

給消費者最完善，最專業的服務。 

(2) 在契約中一定要約定一個責任區域，因為這代表他經營範圍以及

經營能力，是販賣後售後服務的問題。 

 

    自行銷觀點來看，這些背景資訊得被歸入「讓經銷商能專注於區

域內顧客的服務」、「確保經銷商投入的回收」、「地區性經銷商較能掌

握地區市場的特性」、「有區域才能設立評估標準」等四項因素中。56 

 

相關法律規定與分析方式 

 

    同前述之鮮乳業部分，其中得就 NAAG之相關分析因素來判斷： 

1.品牌內競爭效果 

  依據業者所提理由，確實包括「怕價格、服務會因為越區而受到

影響」等降低或排除品牌內的競爭之目的。 

2.低度及高度差異之產品 

  汽車與鮮乳相同，均屬一種產品差異性低，能形成一個具有高度

需求彈性而具激烈品牌間價格競爭性質之市場。且就當前市場開放之

趨勢來看，此種淨爭會更趨激烈，而藉服務與顧客忠誠度之提升來區

隔品牌之必要性自然增高。 

3.多重排他性交易安排（Multiple Exclusive Distributorship） 

  汽車產業中，大約只有進口廠商方有同時以獨家交易方式代理兩

家以上廠牌之現象，目前進口比例約占 47.8，57其影響如何值得觀注。 

4.涉及實施限制行為的經銷者 

  汽車業並未如同鮮乳業或高壓氣體業，有日益面臨前揭所述的強

大購買力趨勢，是以在背景資料中，亦未顯示有經銷者要求製造業者

採行其他限制措施之情形。 

                                                 
56

 參前揭本文，頁 23-4。 
57

 參前揭本文，頁 20 及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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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業者之垂直交易限制是否包括要求經銷者提供額外服務或盡其他

義務 

  背景資料並未特別顯示汽車業者有要求經銷者履行額外之廣

告、售前展示、售後服務及其他產品改良等之義務的事實，然參考其

於座談會中之意見，卻可以發現業者對於經銷者設立展售櫥窗與提供

售後服務之需求，加上銷售數量之限制，仍將形成區域限制外的其他

限制。 

6.自然存續期間與限制之契約存續期間 

  背景資料具體顯示出汽車經銷確有此方面之疑慮，此部分將於後

續相關問題之探討中再論及之。 

7.集中及市場之涵蓋 

  目前汽車業中前五大廠商的占有率為 54.42%，故而該市場屬於

集中形之結合結構；加以汽車業之產值在國內具舉足輕重地位（佔我

國國民生產毛額比率約 3.38%），其限制措施之即中與涵蓋程度均相

當高。若再加上當前之經銷市場也是呈現日益集中之考慮，依 NAAG

準則，此時傾向推定其「勾結與排除之效果將在兩個市場中同時受到

增進」。 

8.勾結或知覺性平行行為之指標（Indicia） 

  當一個限制在一個寡占市場中之涵蓋比例極高時，通常會有強化

反競爭寡占行為之傾向；這些行為包括：價格領導、預先公佈價格變

更、價格對於剩餘產能或需求減少之反映程度高、制度化的差別取

價，及有關價格或行銷行為之勾結。雖業者未特別承認，然似乎汽車

業中有疑似這類影響或限制競爭存在之情形。 

9.進入障礙 

  基本上，以現有汽車產業普遍採行的交易通路規劃，以及汽車本

身具有之產品特性來看，每家廠商大約不可避免的必須建立自己的市

場通路。此外，由於通路之養成必須伴隨教育訓練等軟硬體投資，並

建立 CIS形象，故而除非有外商進入之壓力，否則，進入障礙之顧慮

應不致太大。 

10.對於消費者選擇之影響 

    依據業者之意見，其採行垂直交易限制的理由之一，便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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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接近並滿足市場區隔中消費者，得知其習性為何(喜歡就近得到服

務、就近看得到產品、不喜歡久候)以提供消費者地點效用、滿足消

費者資訊需求與效用。」業者更表示：「因為區域的人會對當地的風

土人情相當的瞭解，汽車業正是利用對這個區域熟識的特性來經營這

個市場。」故此，區域限制似乎為符合消費者選擇利益之安排 

11.其他因素 

  與鮮乳業相同，背景資料部分亦未涵蓋諸如產業中的規範環境，

一個產業中的勾結力，以及行使垂直限制之事業的負責人實際的競爭

心態。 

 

分析結果 

 

    就業者表示之意見來看，汽車業採行區域限制之理由應具有下列

經濟與行銷上的理由；「消除經銷商的搭便車」、「增加品牌間的競

爭」、「實現當地經銷的規模經消」、「降低市場的交易成本」、「增進配

銷控制」。而就行銷學之觀點來看，則汽車業所提出之理由，幾乎涵

蓋了全部商業上考量之因素；58即 

1.避免經銷商的機會主義行為。 

2.基於經營效率上的考量。 

3.為了提供經銷商足夠的誘因、有效掌握通路。 

4.為了保障產品與服務品質。 

5.產品或產業特性所需。 

6.為服務特定區域之客戶。 

7.為了避免資源為競爭者所用。 

8.產業競爭特性。 

9.為了建立或維持品牌形象，符合企業對產品的定位。 

 

    基本上，汽車業所提出之理由，似乎均能符合行銷之理論，是以，

除非能具體發現其負面影響，否則依據「合理原則」之本旨，似乎不

應否認其採行區域限制之效益。至於在依據經濟分析所包含的負面因

素：其中「減少品牌內競爭」應是必然的結果，而「形成市場上的差

別取價」則並不必然，至於是否有「以消費者福利減少為代價，增加

生產者的利潤」及「成為製商暗地裡勾結的工具」等事實，則仍有待

進一步的判斷。 

 

    綜上，除非能進一步的就其限制之負面影響加以證實，否則汽車

                                                 
58

 詳前揭本文，頁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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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地域限制措施應較傾向於合理。 

 

（二） 經銷商得為該特定廠牌之經銷商，展示場所僅得陳列該特定廠

牌之車輛，並採用統一之 CIS等(排他性獨家交易) 

 

採行排他性獨家交易之理由---經濟與行銷因素之歸納 

 

    基本上，汽車業從事獨家交易安排的主要理由有三大類；即「來

自於原廠的要求」、「為了讓品牌的形象能夠一致」、「業務員能力有限

無法銷售太多品牌的車輛」。59若進一步就座談會資料加以整理，則可

以獲得以下之理由： 

 

1、為了滿足企業的定位與形象。 

 

(1) 這是一種代表專業的經營，然後消費者因此更相信，更認識這個

品牌，得到更好更專業的售後服務。 

(2) 不希望和其他產品混在一起，減低三菱汽車的品牌形象，而形成

負面的想法。 

(3) CIS 的制定是有必要而且是給消費者一種責任的表示。裕隆汽車

有根據日本日產公司展示間的設計標準給車商來輔助他們規畫展

示間的整體設計。 

 

2、為了低成本、差異化(避免直接競爭、創造生存空間)、或為了專

門化利基市場。 

 

(1) 展售產品時不要造成消費者的混淆，若是一個展示中心同時展示

許多不同車輛時，會看起來像是一個汽車的大賣場一樣，人家不會

覺得進去你的展示中心有什麼特別的服務。 

(2) 車廠都希望能夠在自己的展示廠展售自己的品牌，不希望跟別的

品牌產生混淆，這個精神就是一個責任的表示。 

 

3、產品特性(服務是其中重要一部份)。 

 

(1) 公司想要擴展自己通路受到比較大的限制，我想不是只有國內，

在世界上還是要以製造商為主導，因為它的技術與服務是一項重要

的重點。 

(2) 經銷商的展示室中只可以販賣 GM的車系是一定的。 

                                                 
59

 前揭本文，頁 21，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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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是現在大部份都是買了這個品牌要有些附加價值。 

 

4、衡量競爭者的特性、做法(如競爭者採用何種通路只好跟進)。 

 

(1) 臺灣大部份都是與國外合作，這些要求大多是來自於母廠的要

求，所以我們經銷商只能展示特定的廠牌。 

 

5、更有效的滿足消費者需求(喜歡在那裏買、喜歡殺價、喜歡得到較

業的服務、喜歡就近得到服務、就近看得到產品、不喜歡久候等)。 

 

(1) 採用一個 CIS，原因：(1)在新車的販賣方面，有水貨車的困擾(2)

關於服務廠的部份，本公司提供三年或六萬公里的保固。 

(2) 基於一個事業的競爭效率的考量；在整個業務員對客戶解說上，

我們要考慮這個問題(服務的專業性)。另外一個，車子並不是擺在

架上販售就好了，還有品牌的問題，我們甚至還有售後服務的問

題，客戶滿意度的問題 

 

相關法律規定與分析方式 

 

    基本上，依據 NAAG 之分析，獨家交易之處理方式應同於地域限

制部分。 

 

分析結果 

     

    基本上，應同於地域限制部分之分析結果；至於在經濟分析的正

面因素評估方面，雖獨家交易之分析內容不同於地域限制，然汽車業

之主張似亦能符合其意旨；這些因素為： 

1.保護上游廠商的財產權。 

2.保護上游廠商的創新和營業秘密。 

3.避免經銷商的欺騙行為。 

4.有助於產品品質的維持。 

5.獲得經銷商完全的忠誠。 

6.有助於廠商實施特定資產的投資或長期的營運計劃 

7.有助於建立新商標、品牌形象。 

8.有助於廠商新產品進入市場。 

9.降低製造商和經銷商的成本。 

 

    相對的，在經濟上負面理由部分，則資訊尚不充分；其中「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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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進入障礙」、「產生預先排除效果」與「產生提高對手成本，形成

進入障礙」等三部分，是當然會伴隨獨家交易之採行而存在，然當全

體產業幾乎全部採行類同手段時，究竟誰會是「障礙」的受害人？尤

其在當前全球汽車業趨向結合以追求規模的今天，我們還能期待保留

空間給中小企業的參入嗎？至於「有助於製造商形成卡特爾」、「限制

經銷商營業的自由」與「限制消費者選擇的自由」三點，則是尚值得

我們進一步判斷的方向。綜上，在諸多負面因素不確定時，不妨考慮

採行前揭本文所謂之「得反證之當然合法原則」（rebuttable per se 

legal rule）外，60似乎也應回歸當前強調以消費者福祉為依歸的分

析，較為妥當。61 

 

（三） 採行短期價格促銷方案是否會造成末端零售價格之僵固性，該

等促銷活動與約定轉售價格之關係如何？ 

 

採行短期固定價格促銷方案之理由---經濟與行銷因素之歸納 

 

1、 反而會增加我們的談判空間，因為客戶可以不使用這些促銷方

案，而用我們原來的商談條件，所以說它多了促銷的方案，反而會

增加了商談的空間。 

2、 推出短期的促銷專案，而給予經銷商的毛利也跟者會變大，反而

消費者在選擇時的議價空間會變大。 

3、 現在景氣這麼不好，我們不覺得這會造成末端價格的僵固性，這

個剌激消費對大家都有好處。 

 

相關法律規定與分析方式 

 

    同前揭地域限制與獨家交易限制部分。 

 

分析結果 

 

    基本上，本項限制不應個別處理，而應配合前揭 NAAG 分析模式

中的部分考量因素來探討，如因素 5.之「業者之垂直交易限制是否

包括要求經銷者提供額外服務或盡其他義務」。原則上，此種促銷既

容有議價空間，並以促進買氣為目的，則吾等不須以「轉售價格限制」

視之，且既為短期，更不妨以促進品牌間競爭的效益來加以觀察。準

此，除非這種安排已屬契約架構下垂直交易限制之一部，且被常態性
                                                 
60 William H. Barringer, 前皆註 28文。 
61

 詳前揭本文，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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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施，否則似毋須過慮。 

 

（四） 經銷合約約定之責任數量條款 

 

採行責任數量限制措施之理由---經濟與行銷因素之歸納 

 

1、為了有助於擬定行銷策略，進行生產規劃 

 

    車輛的生產的產量的規畫，跟生產計畫上是有必要的，因為經銷

商能夠賣多少車，跟他的經營規模、業代人數、過去的銷售實績有關，

而生產的製造商，能生產多少計畫，在生產之前必須能夠和經銷商協

商，才能夠讓生產跟銷售達到順暢的情境。 

 

2、為了跟衛星廠做配合。 

 

    每個汽車廠都有生產與財務的考量，特別是我們要跟國外訂購零

件的話，也有訂購的量的限制，所以這是一種配合生產與財務規畫的

一個限制。不但母廠在生產上要有所規畫，協力廠也要有才能夠配合。 

 

3、為了激勵與績效評估。 

 

(1) 這個目標臺數通常是在激勵我們整個經銷企業的的做法，你達成

後會有獎勵，但是沒有達成是不會有什麼處罰制度。 

(2) 我們的目的是基於整個企業體能夠發揮最大的競爭力量，其設定

基準有兩個要件，第一是這個經銷商他經營的實力(人力，據點)，

第二是以當時市場景氣情況為目標。 

 

4、為了降低進貨成本。 

 

    為一種雙方交易的計價模式，如果我不給你限制的話，可能我賣

給你的價錢會比較高一些(成本的降低)，這是一種交易的模式。 

 

相關法律規定與分析方式 

 

    與地域限制及獨家交易限制之部分同。 

 

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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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一般採行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之企業經營上考量外，這種要求

較屬於契約自由領域內之安排。換言之，業者在合理的經營效率考

量、降低成本以及發揮產銷一體之理念下，當然可以選擇其交易之對

象。此時，只要不涉及獨買力量之濫用或差別待遇問題，經銷商的要

與不要應係本諸自己能力之判斷，而非廠商之選擇。此時，若真的是

不合理的要求，解釋上，要不就是經銷商會拖垮廠商，否則便是沒有

人會接受條件，屆時，採行限制措施者自會調整其措施，不待公平法

之介入。故此，本文傾向認為，公平法不須介入此種安排。 

 

（五） 針對政府採購案，分配特定區域經銷商僅得參與該特定區域

(或特定機關)之標案(地域或顧客限制)。 

 

採行地域或顧客限制措施之理由---經濟與行銷因素之歸納 

 

1、政府採購的特性。 

 

    我們經銷商會向總公司做一個報備，因為我們不希望同樣的一件

case，下面的經銷互相去殺價。我們經銷商去投標時必須要有二家以

上去投標，有時會有同事去陪標。 

 

2、為了更有效的服務採購單位 

 

    或許在價格上總代理有較大的空間，但是售後服務(維修、定期

保養)的部份，和泰就沒有能力提供這方面的服務，當然沒有辦法從

這方面去獲得合理的收益，但是經銷商有，故若投標的部份也包括售

後服務的話，那麼代理商不見得會比經銷商有利。 

 

3、生產策略上的考量。 

 

    我們是要考量以生產配合為目的。 

 

4、經銷商先前的投資。 

 

    看是誰先去經營政府機關的採購案，它應該是有一個優先權，因

為如果說是進口車，我們必須向總代理去訂車。 

 

相關法律規定與分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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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種限制的本質同於前揭之地域限制，故而其分析方式同。 

 

分析結果 

 

    按業者的角度來看，其理由與採行區域限制一樣的充分；包括了

所有行銷上的理由。然則，在此項限制的執行中，卻引發了具體的聯

合行為；換言之，經銷業者配合採行的「圍標」似已遠超出原有之規

劃目的，而落入 NAAG分析過程中所擔心的「卡特爾」問題。故此，

就此點來看，業者此方面之限制有值得注意及調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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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合理原則分析方式與考量因素表 
 

    根據上述分析將合理原則分析下的考量因素列表說明之。如下表

所示。 

 

一、 鮮乳業 

涉及違法行

為類型 

一、地域與顧客限制部分 二、排他性獨家交易部分 

 

 

法律要件及

其適用 

基本原則：採得反證之當然合法

原則（詳前揭註 28 及相關本

文。）以下為分析方式。 

 

事實分析：（詳前揭頁 56 部分

文。） 

  案件的分析應始自「事實」

分析，其重點包括： 

一、何種限制？ 

二、如何實施及執行？ 

三、預期將如何影響分銷體系

的結構和功能；以及 

四、對競爭的影響如何？ 
 

法律分析： 

一、先將涉案垂直交易限制按水

平與垂直，以及價格與非價

格來加以區分；例如，只要

是水平價格限制，即為當然

違法。此外針對涉有雙重經

銷 體 系 （ dual 

distributorship）之安排部

分加以處理，如果該限制之

用意（intent）或決定性影

響（predominent effect）

是出自該事業經銷能力之考

慮來阻礙競爭，則該限制應

按其水平之屬性和效果來加

以處理。下列的因素，乃美

國司法單位用來詳估並認

定，是否將一個雙重經銷者

所實施之垂直限制必須按水

基本原則與事實分析部分同

左；以下為法律分析方式部

分： 

 

一、 判斷是否涉嫌人有

所謂之「零售市場力量存

在」（Retail Market 

Power; Business 
Electronics Corp. v. 
Sharp Electronics Corp.
參照；詳註22及相關本文）

以滿足公平法第 19條第 1

項有關「影響之虞」之規

定。至於我國目前考量的

「分析市場地位及結構」

仍可沿用。 

 

二、 有關合理原則分析

所考量因素部份，與左列

地域與顧客限制部分同。 

 

三、 通常美國司法實務

傾向於認為排他性交易安

排（exclusive dealing）

及局部排他性交易安排

(Partial Exclusive 

Dealing)應適用「合理原

則」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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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性質加以處理者： 

(一)是否在經銷層次中，該

品牌產品之銷售有極高

的比例是由該公司所擁

有之銷售點所做。 

(二)是否一個非價格限制，

因其限制及於同時銷售

供給者品牌和競爭者品

牌，而實質上具競爭關係

之經銷者，從而減損了品

牌間的競爭。 

(三)是否具競爭關係之獨立

經銷者，同時也是供給者

所處市場層級之事業的

品牌間競爭者。 

二、若確屬垂直交易限制範疇，

即應先依據公平法第 19 條

第 1項之規定，判斷其「影

響之虞」是否存在。此時，

參考美國司法實務，這個部

分計可區分出下列步驟： 

(一)證明系爭之限制會影

響相關市場此時應注

意下列事項： 

1. 相關市場應與產

業界的市場實況符

合； 

2. 高級品本身依美

國法尚不致構成一

個獨立產品； 

3. 供給替代在生產

線具合理轉換可能

性前題下，能被接

受納入考量； 

4. 應有合格的專家

的專家證詞，且證

詞應有學理依據。 

(二)反競爭效果的存在以

市場力量的存在為前

題：        在美國實

務上，市場力量的存在

是合理原則的調查分

析門檻；而市場力量的

大小應相對的由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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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競爭受限制的狀況

來衡斷。至於證明市場

力量存在的方式則應

與獨占及結合之分析

相同。惟，多少市場力

量才夠，卻是與獨占判

斷不同的「最低占有

率」判斷，目前美國法

院尚無定論。 

(一)反競爭效應的分析：必

須確認整體競爭及消

費者福祗受到影響，若

競爭有受到限制，但消

費者仍能享有個別購

買的選擇機會，這種限

制仍可能合法。。而在

考慮之過程中，商品供

給者與需求量者（經銷

商）之市場力量，以及

其限制足以涵蓋之市

場層面（消費者之選擇

受影響程度）均應納入

考量。若無顯著「影響

之虞」應採不受理之態

度。 

 

三、若仍認市場之公平競爭確有

受影響之虞，則應進入實值

的「合理原則」分析，其中

應納入考慮之事項如後揭

「合理性判斷重點所示」。 

 

四、在舉證上，應採由執法機關

或舉發者舉證證明負面效果

存在之原則。 

 

二、 以下乃得視為當然合法之

類型：計有主要責任區

域、地域條款、越區收益

之歸入，及排他性分銷

(exclusive 

distributorship）亦即地

區責任分銷商之安排四大

類型。（詳前揭頁 45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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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及註 31。） 

 

三、 以下則為美國司法實務認

應採「合理原則」加以分

析之類型： 

(一)窒息式的地域限制(他

地域銷售之禁止)(Air Tight 

Territorial Restraint)。 

( 二 ) 越 區 轉 運

(Transshipping) 

(三)窒息式的顧客限制(Air 

tightConsumer Restraint)  

 

 

 

 

合理性判斷

重點 

一、美司法實務部分：此部份係

衡量所採交易限制的商業上

利弊；其重點主要著重在限

制的正當理由是否存在。而

下列所示，正是經美國實務

認可的考量因素：（參前揭

53-5文） 

(一)為確保產品之品質與安

全性所為之限制。 

(二)為激勵產品之推廣與服

務所為之限制。 

1.為達到產品送達至

消費者更易於購買之

處所為之限制。 

2.為吸引必要之資本

投資所為之限制。 

3.以激勵初期經銷代

表及促銷來增進市場

新入所採之限制。 

4.為防止經銷者之忠

誠度所為之限制。 

5.為防止搭便車行為

所為之限制。 

6.為維持製造者產品

之價值感及其形象所

為之限制。 

7.為獲取大量之顧客

及其親切感，降低銷

售管道交易成本，確

保製造者之生產力所

為之限制。 

8.為擊垮仿冒品所為

  



事業垂直限制之公平法適用問題研究 

 109 

之限制。 

 

二、經濟與行銷觀點及 NAAG 之

考量因素： 

1.品牌內競爭效果。 

2.低度及高度差異之產品。 

3. 複 式 排 他 性 交 易 安 排 。

（ Multiple Exclusive 

Distributorship） 

4.涉及實施限制行為的經銷者。 

5.業者之垂直交易限制是否包

括要求經銷者提供額外服務或

盡其他義務。 

6.自然存續期間與限制之契約

存續期間。 

7.集中及市場之涵蓋。 

8.勾結或知覺性平行行為之指

標。（Indicia） 

9.進入障礙。 

10.對於消費者選擇之影響。 

11.其他因素。 

 

 

 

 

 

 

 

 

分析 

結果 

綜合以上所述，若吾等就前

述表列之經濟與行銷因素來

看，則業者之意見確實有其理

由；其中主要為「降低市場的交

易成本」、「增進配銷控制」兩個

經濟因素與。另有行銷上之理

由，如「為了經營效率上的考

量」、「為了提供經銷商足夠的誘

因、有效掌握通路」、「為了保障

產品品質」、「產品或產業特性所

屬」等行銷上理由。然其負面因

素亦同樣具體存在，例如；「減

少品牌內競爭」、「以消費者福利

減少為代價，增加生產者的利

潤」以及「成為製商暗地裡勾結

的工具」等因素；然這些因素均

係客觀存在，並不能以單一或部

分因素來論斷其責任，故此本文

擬進一步援用前揭所述 NAAG 之

    綜合以上所述，雖就前揭

歸納出之經濟與行銷因素來

說，業者確有具體採行限制之

正面理由，其中至少包括「保

護上游廠商的財產權」、「避免

經銷商的欺騙行為」、「有助於

產品品質的維持」、「獲得經銷

商完全的忠誠」、「有助於廠商

實施特定資產的投資或長期

的營運計劃」，以及「降低製

造商和經銷商的成本」等經濟

因素；以及行銷上的「為了經

營效率上的考量」、「為了提供

經銷商足夠的誘因、有效掌握

通路」、「為了保障產品品

質」、「產品或產業特性所屬」

等行銷上理由。62然其負面因

素亦同樣存在，例如；「製造

市場進入障礙」、「產生預先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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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式，來探討之。按 NAAG

的模式來看，就「促進品牌競爭」

及「降低搭便車」兩個得被接受

的促進競爭效果來說，業者的說

明具體反映了其產品之特殊

性，及維持通路之監控、維護經

銷商成本及吸引經銷者投資，以

及降低交易成本的觀點，但遺憾

的是並未見到其與促進品牌間

競爭或降低搭便車之相關顧

慮，換言之，促進競爭的效果並

不顯著，反較強調交易秩序之維

護。相對的，自前述 NAAG 的分

析方法。綜合以上所述，若吾等

就前述表列之經濟與行銷因素

來看，則業者之意見確實有其理

由；其中主要為「降低市場的交

易成本」、「增進配銷控制」兩個

經濟因素與。另有行銷上之理

由，如「為了經營效率上的考

量」、「為了提供經銷商足夠的誘

因、有效掌握通路」、「為了保障

產品品質」、「產品或產業特性所

屬」等行銷上理由。然其負面因

素亦同樣具體存在，例如；「減

少品牌內競爭」、「以消費者福利

減少為代價，增加生產者的利

潤」以及「成為製商暗地裡勾結

的工具」等因素；然這些因素均

係客觀存在，並不能以單一或部

分因素來論斷其責任，故此本文

擬進一步援用前揭所述 NAAG 之

分析方式，來探討之。按 NAAG

的模式來看，就「促進品牌競爭」

及「降低搭便車」兩個得被接受

的促進競爭效果來說，業者的說

明具體反映了其產品之特殊

性，及維持通路之監控、維護經

除效果」、「有助於製造商形成

卡特爾」、「限制經銷商營業的

自由」、「限制消費者選擇的自

由」等因素。基於分析之必

要，本文同樣援引前述 NAAG

之方式來處理其利害權衡問

題。就「促進品牌競爭」及「降

低搭便車」兩個得被接受的促

進競爭效果來說，業者所反映

了其產品之特殊性，及維護通

路投資與經銷商教育訓練成

果，以及要求經銷商專心的心

態，似能與「降低搭便車」風

險之必要相關，但仍未見到其

與促進品牌間競爭之效益何

在。蓋其產品之差異性極小，

亦無太多售後服務需求，是以

藉獨家交易來促進品牌間競

爭的空間並不具體。換言之，

促進競爭的效果並不顯著，仍

係以強調交易秩序之維護為

重。相對的，自前述 NAAG 的

分析方法來看，其限制所涉限

制競爭問題上，在「品牌內競

爭之排除」、「勾結之促進」、

「競爭相對人之排除」與「垂

直限制所誘發之零售促銷的

配置無效率」等四種主要限制

競爭效果中，至少涉及前三點

之限制競爭疑慮。 

    故此，鮮乳業的獨家交易

限制措施雖有較具體的正面

意義，然權衡之下，仍以限制

競爭之成分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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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商成本及吸引經銷者投資，以

及降低交易成本的觀點，但遺憾

的是並未見到其與促進品牌間

競爭或降低搭便車之相關顧

慮，換言之，促進競爭的效果並

不顯著，反較強調交易秩序之維

護。相對的，自前述 NAAG 的分

析方法來看，其限制所涉限制競

爭問題上，在「品牌內競爭之排

除」、「勾結之促進」、「競爭相對

人之排除」與「垂直限制所誘發

之零售促銷的配置無效率」等四

種主要限制競爭效果中，至少涉

及前三點之限制競爭疑慮。 

    故此，鮮乳業的地域限制措

施，實涉有不當限制競爭之重

嫌。 

二、高壓氣體 

 

涉及違法

行為類型 

整  體  判  斷 

 

法律要件

及其適用 

    
 

同鮮乳業 

 

 

合理性判

斷重點 

    就背景資料言，高壓氣體業者之交易相

對人具有相當之市場力量，且供給之替代甚

豐，加以採行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之狀況不

多，易言之，市場涵蓋率甚低，故而似無太

多限制競爭疑慮。 

 

 

結果 

基本上，高壓氣體業者似乎不具備足以影響

競爭之市場地位或力量，故分析結果傾向於

認為其並不致違法公平法第19條第1項之規

定。 

 

執法之特

殊考量 

此部分之分析重點，應在於購買力量或通路

力量之影響與判斷，然迄今公平會似乎對於

此方面尚無具體之看法，故而本研究認公平

會有再就此部份加以研究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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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泥業 

    就座談會紀錄來看，水泥業所涉應是寡占問題，似乎並無垂直交

易限制的具體措施，故未特別就題旨加以分析。 

 

四、汽車業 

涉及違

法行為

類型 

一、區域限制部

分 

二、經銷商得為

該特定廠牌之經

銷商，展示場所

僅得陳列該特定

廠牌之車輛，並

採用統一之 CIS

等(排他性獨家

交易) 

三、採行短

期價格促銷

方案是否會

造成末端零

售價格之僵

固性，該等

促銷活動與

約定轉售價

格之關係如

何？ 

四、經銷合

約 約 定 之

責 任 數 量

條款 

五、針對政府

採購案，分配

特定區域經

銷商僅得參

與該特定區

域(或特定機

關 ) 之 標 案

(地域或顧客

限制)。 

 

法律要

件及其

適用 

參照前揭鮮乳

業 部 分 之 分

析，經銷商銷售

區域之限制已

有被認為「當然

合法」之傾向，

惟若仍認有再

斟酌之空間，可

依前揭鮮乳業

之模式並參考

下列因素分析

之。 

此屬排他性獨家

交易類型，其分

析方式與鮮乳業

部分同。 

自目前美國

的 NAAG 準

則來看，已

實際上將各

類型的限制

併同處理，

其分析方式

可參考鮮乳

業。惟較適

當之方式應

以此為整體

地域限制之

安排的一部

視之為妥。 

同左。 此屬交易對

象或交易地

區之限制。此

外，依據調

查，業者通常

採行者又是

符合前揭本

文所示之「窒

息式」限制，

故而可參考

前揭鮮乳頁

47-8 部分之

本文，並依合

理原則加以

分析。 

 

 

合 理 性

判 斷 重

點 

1.品牌內競爭效

果。 

2.低度及高度差

異之產品。 

3.多重排他性交

易 安 排 。

（ Multiple 

Exclusive 

Distributorship） 

基本上， 依據

NAAG 之分析，

獨家交易之處理

方式應同於地域

限制部分。 

 

同前揭地域

限制與獨家

交易限制部

分。 

 

與 地 域 限

制 及 獨 家

交 易 限 制

之部分同。 

 

此種限制的

本質同於前

揭之地域限

制，故而其判

斷重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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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涉及實施限制

行為的經銷者。 

5.業者之垂直交

易限制是否包

括要求經銷者

提供額外服務

或盡其他義務。 

6.自然存續期間

與限制之契約

存續期間。 

7.集中及市場之

涵蓋。 

8.勾結或知覺性

平行行為之指

標。(Indicia) 

9.進入障礙。 

10.對於消費者

選擇之影響。 

11.其他因素。 

 

 

 

 

結果 

就業者表示之

意見來看，汽車

業採行區域限

制之理由應具

有下列經濟與

行 銷 上 的 理

由；「消除經銷

商的搭便車」、

「增加品牌間

的競爭」、「實現

當地經銷的規

模經消」、「降低

市場的交易成

本」、「增進配銷

控制」。而就行

銷學之觀點來

看，則汽車業所

提出之理由，幾

乎涵蓋了全部

商業上考量之

因素；即 

1.避免經銷商的

基本上，應同於

地域限制部分之

分析結果；至於

在經濟分析的正

面因素評 估方

面，雖獨家交易

之分析內容不同

於地域限制，然

汽車業之主張似

亦能符合 其意

旨；這些 因素

為： 

1.保護上游廠商

的財產權。 

2.保護上游廠商

的創新和營業秘

密。 

3.避免經銷商的

欺騙行為。 

4.有助於產品品

質的維持。 

5.獲得經銷商完

基本上，本

項限制不應

個別處理，

而應配合前

揭 NAAG 分

析模式中的

部分考量因

素來探討，

如因素 5.之

「業者之垂

直交易限制

是否包括要

求經銷者提

供額外服務

或盡其他義

務」。原則

上，此種促

銷既容有議

價空間，並

以促進買氣

為目的，則

吾等不須以

除 一 般 採

行 非 價 格

垂 直 交 易

限 制 之 企

業 經 營 上

考量外，這

種 要 求 較

屬 於 契 約

自 由 領 域

內 之 安

排 。 換 言

之，業者在

合 理 的 經

營 效 率 考

量、降低成

本 以 及 發

揮 產 銷 一

體 之 理 念

下，當然可

以 選 擇 其

交 易 之 對

象。此時，

按業者的角

度來看，其理

由與採行區

域限制一樣

的充分；包括

了所有行銷

上的理由。然

則，在此項限

制的執行

中，卻引發了

具體的聯合

行為；換言

之，經銷業者

配合採行的

「圍標」似已

遠超出原有

之規劃目

的，而落入

NAAG 分析

過程中所擔

心的「卡特

爾」問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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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主義行為。 

2.基於經營效率

上的考量。 

3.為了提供經銷

商足夠的誘

因、有效掌握通

路。 

4.為了保障產品

與服務品質。 

5.產品或產業特

性所需。 

6.為服務特定區

域之客戶。 

7.為了避免資源

為競爭者所用。 

8.產業競爭特

性。 

9.為了建立或維

持品牌形象，符

合企業對產品

的定位。 

基本上，汽車業

所 提 出 之 理

由，似乎均能符

合 行 銷 之 理

論，是以，除非

能具體發現其

負面影響，否則

依據「合理原

則」之本旨，似

乎不應否認其

採行區域限制

之效益。至於在

依據經濟分析

所包含的負面

因素：其中「減

少品牌內競爭」

應是必然的結

全的忠誠。 

6.有助於廠商實

施特定資產的投

資或長期的營運

計劃 

7.有助於建立新

商標、品 牌形

象。 

8.有助於廠商新

產品進入市場。 

9.降低製造商和

經銷商的成本。 

    相對的，在

經濟上負面理由

部分，則資訊尚

不充分；其中「製

造市場進 入障

礙」、「產生預先

排除效果」與「產

生提高對 手成

本，形成進入障

礙」等三部分，

是當然會伴隨獨

家交易之採行而

存在，然當全體

產業幾乎全部採

行類同手段時，

究竟誰會是「障

礙」的受害人？

尤其在當前全球

汽車業趨向結合

以追求規模的今

天，我們還能期

待保留空間給中

小企業的 參入

嗎？至於「有助

於製造商形成卡

特爾」、「限制經

「轉售價格

限 制 」 視

之，且既為

短期，更不

妨以促進品

牌間競爭的

效益來加以

觀 察 。 準

此，除非這

種安排已屬

契約架構下

垂直交易限

制之一部，

且被常態性

的實施，否

則似毋須過

慮。 

只 要 不 涉

及 獨 買 力

量 之 濫 用

或 差 別 待

遇問題，經

銷 商 的 要

與 不 要 應

係 本 諸 自

己 能 力 之

判斷，而非

廠 商 之 選

擇。此時，

若 真 的 是

不 合 理 的

要求，解釋

上，要不就

是 經 銷 商

會 拖 垮 廠

商，否則便

是 沒 有 人

會 接 受 條

件，屆時，

採 行 限 制

措 施 者 自

會 調 整 其

措施，不待

公 平 法 之

介 入 。 故

此，本文傾

向認為，公

平 法 不 須

介 入 此 種

安排。 

此，就此點來

看，業者此方

面之限制有

值得注意及

調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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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形成市

場上的差別取

價」則並不必

然，至於是否有

「以消費者福

利 減 少 為 代

價，增加生產者

的利潤」及「成

為製商暗地裡

勾結的工具」等

事實，則仍有待

進 一 步 的 判

斷。綜上，除非

能進一步的就

其限制之負面

影 響 加 以 證

實，否則汽車業

之地域限制措

施應較傾向於

合理。 

銷商營業 的自

由」與「限制消

費者選擇 的自

由」三點，則是

尚值得我們進一

步判斷的方向。

綜上，在諸多負

面因素不 確定

時，不妨考慮採

行前揭本文所謂

之「得反證之當

然 合 法 原 則 」

（ rebuttable per 

se legal rule ）

外，似乎也應回

歸當前強調以消

費者福祉為依歸

的分析，較為妥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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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結論與建議 
 

綜合以上之研究，以下謹就分析過程中所獲心得，針對未來公平會處

理相關問題時得參考之經驗，作成以下之原則性歸納： 

 

一、產業結構對於採行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行為之影響 

 

    基本上，若自行銷的觀點加以觀查，市場結構可以大別為零

散市場與結合市場，而前者應同於經濟學所稱完全競爭市場，而

後者則應包括所謂之獨占與寡占市場。透過本研究的實證分析，

吾等得以確認市場結構的關鍵性影響，而此種實證結果，更足以

印證美國在建構相關執法指標時納入市場地位之判斷的必要

性。以下謹就分析四個產業之相關行為時所受市場結構之影響，

原則性的歸納介紹如下： 

 

（一） 鮮乳業 

鮮乳業的市場結構在產業中前五大廠牌所佔有的市場

為 78%，接近百分之八十。因此對市場具有極高度的響

力，可以知道鮮乳產業的競爭結構是屬於結合型。 

 

（二） 汽車業 

由汽車產業中前五大車廠就佔有市場百分之五十以上

來看，可以得知汽車產業的競爭結構亦同屬結合型。 

 

（三） 高壓氣體業 

目前，氮氣前五大製造廠的市場佔有率約為 76.52%。

氧氣前五大製造廠的市場佔有率約為 77.10%。氫氣前五大

製造廠的市場佔有率約為 34.84%。故可推知該產業亦傾向

結合型。 

 

（四） 水泥業 

前五大廠市場佔有率約為 66.76%。應屬結合型市場。 

 

結合型產業之特色為，產業中若任何企業採取任何競爭行

為，均會直接影響到其他企業的獲利能力或市場佔有率，尤其採

取價格戰的影響更是重大。因此，多數企業多會採取追隨市場領

導者的方式來訂價，而為了不使價格戰形成，因此多數車廠必須

要在非價格因素上來競爭，例如以廣告、促銷、品牌定位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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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價值來做為競爭工具，從而利用垂直交易限制之方式來突顯

品牌間差異之必要性隨之發生。 

 

然吾等卻必須瞭解，由於產業供需結構並不相同，結合產業

的競爭方式仍有顯著不同。以近年來汽車產業的成長趨緩為例，

任何市場佔有率的增加必定是搶自於他廠牌之手，因此多數廠商

無不想盡辦法來保有顧客的忠誠度。此時，將很少見到廠商直接

以「價格」為訴求的競爭策略，反之各類型的垂直交易限制紛紛

出籠以維持市場地位。在納入研究的四個產業中，鮮乳是另一個

有類似問題與採行類似手法的產業。（惟吾等應助意兩商品間對

於銷售專業程度以及售後服務需求之不同，從而也影響到其採行

垂直交易，在理由上之正當程度，此點詳見後揭相關本文。） 

 

然若以高壓氣體為例，除了價格競爭外，幾無其他非價格競

爭策略可以延用，故此，其採行非價格垂直交易（通路）限制之

可能性自然極低，這或許也可以自其產業中，有高達 80%之供給

係直接由廠商自行為之見其端倪。至於水泥業，雖同屬結合產

業，然與高壓氣體業者相同，並無從事非價格競爭之太大空間。

此外，不論是高壓氣體或水泥業，其使用通路的價值均不顯著，

而這也應係市場結構之特色中值得強調者。 

 

綜上，市場結構係為結合（集中）或零散（競爭）應對於垂

直交易之管制有相當之影響，且原則上，結合性產業較值得重

視。惟由前述分析可知，結合性產業仍可因其市場供需架構之差

異而有不同狀況；基本上，當市場之供需結構欠缺有效之通路，

且產品之本身欠缺具體之非價格競爭條件時，其非價格垂直交易

限制之疑慮較低；高壓氣體或水泥業可為此之類型。相對的，當

一個結合產業必須借助通路來銷售商品時，其採用非價格垂直交

易限制之可能性自然增加；鮮乳與汽車業可為其範例。 

 

二、產業屬性中，足以影響公平會執法方向之因素 

 

除產業結構之影響外，一個產業之特性亦有值得加以重視者，謹

分述如下： 

 

（一） 產業對我國經濟之影響（以產值來看） 

 

    基本上，公平會對於非價格垂直交易行為之管制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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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社會法益或公共利益之維護，而如何以有限之資源來

落實執法成效，卻係公平會必須加以思考者。故此，若一

個產業之產值在我國整體經濟發展中占有顯著地位，則在

該產業中發生之限制競爭行為也自然較值得吾等重視；蓋

此代表了公共利益受影響之程度較高。以下謹將各產業之

產值簡介如下： 

1. 鮮乳業整個產業的銷售值佔我國國民生產毛額比率

約 0.2%，所佔的比例雖然不高，但鮮乳為民生必需品，

因此對一般大眾的影響還是相當的高。 

2. 汽車業整個產業的銷售值佔我國國民生產毛額比率

約 3.38%，顯示出其對我國經濟影響相當重大。 

3. 高壓氣體整個產業的銷售值佔我國國民生產毛額比

率約 0.11%，所佔的比例較低，而且對一般大眾之民生

需求並無直接影響。 

4. 水泥產業的銷售值佔我國國民生產毛額比率約

0.57%，所佔的比例也不高，對整體經濟影響也不大，但

其因具有對於營建業這個火車頭產業之影響力，仍值得

自民生需求的影響層面來加以觀查。 

綜上，雖產值高低有其意義，但不可否認者，其產業對於

民生之影響程度如何亦同樣重要，畢竟公平法之最終目的

仍在落實消費者福祉之維護。 

 

（二） 產銷結構與產業內主要競爭策略之影響 

 

    承前所述，部分的產業確實欠缺明顯之通路，故而其

競爭策略也有所不同。以臺灣的水泥產業為例，因不同品

牌間水泥的差異甚低，難以採取非價格因素以形成競爭優

勢；然另一方面，又因其結合型市場結構，通常欠缺有效

價格競爭條件，故此，過去多數水泥廠多以「產業公會」

為中心的統一訂價方式以排除價格競爭，而無透過通路來

從事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之必要及條件。高壓氣體產業似

乎也有此傾向。 

 

    高壓氣體透過經銷通路銷售的比重相當的低，大多數

都是直接供應給最終使用者，加上產品間的差異小，所以

業者之間也未呈現出以廣告、促銷等方式的競爭。業者之

間的競爭還是在價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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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的，汽車產業的品牌種類雖極為眾多，但基本

上，汽車除了外觀上的差異外，其產品的本質性差異並不

大，因此彼此間的替代可能性頗高。然而，汽車為耐久性

消費財，為了有效的達成與競爭者之間的差異化，所以售

後服務成為不同廠牌間汽車的競爭重點，故而汽車廠商的

專業化售後服務、完整而便利的經銷與服務據點，以及提

升顧客之滿意度，均成為其競爭上的重點；而這些均須藉

由妥當的通路規劃來實現，且自然必須涵蓋非價格垂直交

易限制在內。 

 

    至於鮮乳，雖屬非耐久性消費財，然業者因不傾向於

採取價格戰爭，故而每會採取追隨市場領導者的方式來訂

價，此外為了不使價格戰形成，如何透過非價格垂直交易

限制措施來掌握市場，便成為重要之策略。 

 

綜上，凡產業有採行非價格競爭之傾向（如水泥、高壓氣體、

汽車、鮮乳業均屬之）時，無明顯中間通路存在之產業，往往藉

由價格領導、默契行為或公會協調來解決價格競爭問題，蓋因這

類產業之商品多屬缺乏差異性，然卻又不能透過服務或其他非價

格因素來加以區隔者。反之，若採非價格競爭策略之產業有具體

之中間通路存在時，則其產業上下游間往往會透過非價格交易限

制來形成產品之差異性，惟此時吾等則必須注意，其採行限制之

目的有純為價格維持之目的者，亦有基於服務效率之考量者；兩

者之間的區分，也正是判斷合法與否之重要課題。此外，在判斷

產業競爭策略之影響時，是否有水平（聯合行為）或垂直價格限

制存在，或其他市場勾結之情形存在，可能是更值得重視的問題。 

 

三、就研究範圍所涵四個產業領域中，我國值得加以重視之
特殊背景因素 

 

整合前揭本文有關 Williamson 對交易成本的看法，當市場情

況處於較低的環境不確定性、較少資產特殊性且績效的評估能簡

單而直接完成時(可以降低潛在機會主義行為)，採用傳統市場組

織(傳統通路)比較有效率；反之，當這些情況相反時，由清楚的

義務及控制機能所管理的垂直整合或管理式垂直整合系統會比

較有效率。 

 

從本研究的四個產業來看，其市場所處環境變化性大小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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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但是多具有特殊性資產，例如汽車業要投入龐大的賣場、

人員銷售的訓練；鮮乳業則要投資在昂貴的冷藏設備與冷藏運輸

工具；水泥業的倉儲設備以及輸送設備；高壓氣體的鋼瓶、儲氣

糟等。所以在通路經銷商選擇模式上，會比較容易傾向採用由清

楚的義務及控制機能所管理的行銷通路系統。而這種系統的特色

就是除了商品的買賣之外，還會有許多相關的義務明訂在契約

上，例如對於促銷活動的配合、廣告活動費用的分攤等。但是同

樣也會給予經銷商許多權利，像提供經銷商人員之教育訓練、輔

導經銷商銷售技術或給予地域銷售專賣權等等。 

 

故此，在處理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案件時，市場環境之確定

性、資產之特殊性以及績效評估之難易度等，均足以協助吾等發

現業者採行限制之傾向及緣由。然吾等必須注意，如前揭本文所

述，商品屬性之不同，仍足以影響此種推論之真確性，例如前揭

之高壓氣體、水泥業即非如此，至於其原因何在，則似乎又與當

前需求面之變化有關。 

 

四、需求市場之影響 

 

本研究發現，近來需求市場之變化，有逐漸影響垂直交易限

制安排之現象。例如，在鮮乳的銷售通路中，部份特殊通路的集

中趨勢（如加盟超商之集中）對鮮乳供應廠商的影響愈來愈大，

且這種情況在其他日用品市場中也開始出現。基本上，由於通路

商逐漸掌有眾多之銷售據點，並有採行連鎖方式經營之趨勢，不

但進貨量大，佔供應商的銷售比重也高，因此使得通路商對供應

商具有強大的議價能力，也因此而要求供應商配合其營運策略來

供貨，例如要配合其進貨時間。此種現象在水泥與高壓氣體產業

中亦然，雖這兩個產業未有加盟類型之需求者，然幾乎所有水泥

業者也都被要求直接供貨給使用量較大的最終使用者，這使得最

終使用者能對供應商享有較大的議價能力。此外，在高壓氣體產

業中，也面臨同樣之情形。 

 

    綜上所述，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之管制必須取決於經濟、管理與

法律之綜合判斷，經濟給予我們原理原則，管理給予我們瞭解事業行

為與動機之方向，而在這兩個基礎上，我們去思考抽象法律原則的適

用方式；而這也是本件研究中所作之嘗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