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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研究源於公平會正在進行 4C 產業研究中的一個研究子題--「電子商務產業競爭規範

之研究」。欲對一個正在盛行的新產業觀察其競爭環境時，最重要的是必須先瞭解這個新

產業的市場的經濟特質、產業環境以及產業環境特質，才能根據對市場經濟特質的瞭解及

對整個電子商務環境的瞭解，去思考到底具有什麼樣的產業特質，以及這樣的產業特質需

不需要規範？若要規範的話，規範的標準在哪裡？要如何規範？因此，本研究重點將著重

在釐清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的異與同、電子商務經濟特質、電子商務產業架構與產業架構

中的每一個環節中的特有特質，希望藉由研究中的每一個部分，提供規範者在規範時，必

須考量的重點為何？ 

 

在研究方法上，使用文獻分析法討論電子商務經濟特質；再者，由於本研究屬於對新

產業的初探性研究，同時進行深度觀察法，觀察整個產業環境；最後，並進行深度訪談，

以求能夠更精確的描繪出整個電子商務產業可能的競爭環境。在訪談對象上，目前已經訪

談家數計算，共有 29 家。 

 

本研究重要發現分為：壹、台灣電子商務現況：一、企業或廠商在電子商務產業中，

遇到以下的困難（一）技術標準問題、（二）政策問題、（三）物流宅配問題、（四）技術人

員不足；二、在線上銷售商品時，會使用：（一）低價策略、（二）傾向採取搭售或套裝銷

售策略、（三）傾向採取策略聯盟策略；三、台灣電子商務市場仍以是中、小企業爭鳴，壟

斷狀況仍不明顯；四、線上中介者是電子商務中，發展的較為完善的階層，需要關注其發

展狀況；五、台灣大型企業已經積極進入電子商務市場，並積極進行聯盟，但對市場仍未

具有影響力；七、技術標準聯盟；八、電子商務興起之後，物流業正在進行重整並積極規

畫進入電子商務產業；九、電子商務興起之後，金流業、認證中心正在醞釀形成。貳、電

子商務可能涉及的競爭規範問題：第一、總則定義部分：一、特定市場之認定：（一）電

子商務是否為單獨之特定產業，應將之視為一特定市場；（二）產品市場及相關市場之劃分；

（三）地理市場之劃分；二、競爭關係之認定；三、對外國網站競爭行為之管轄權；第二、

限制競爭：一、獨占事業：（一）技術標準之制定、（二）電腦軟體專利、（三）政策或法令、

（四）獨占力之認定；二、聯合行為；三、事業結合；四、限制轉售價格行為；五、公平

法第十九條第一、二、六款規定之限制競爭行為；第三、不公平競爭行為：一、網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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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搶註、攀附使用；二、以類似多層次傳銷方式經營之廣告網站；三、套裝銷售及搭售；

四、B2B 網站。 

 

綜合訪談及新聞資料之分析討論，做如下三點建議，以供主管機關參考：一、網域名

稱搶註爭議問題、二、B2B 網站之經營模式與影響力、三、電子商務及網路公司之市場力

衡量標準。 

 

關鍵字：電子商務、競爭規範、電子商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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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電子商務發展趨勢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壹、全球電子商務發展趨勢 
本節將從全球電子商務市場趨勢、上網人口、及購物風潮及電子商務實際發展狀況，

探討電子商務在全球發展之趨勢。 

 

 

一九九七年七月美國柯林頓政府發表電子商務白皮書，開始掀起全球電子商務熱潮。

電子商務正不斷為美國累積大量財富，單單是 1998 年，美國經濟體制中的儲蓄金額總計便

達 152 億美元，佔全球儲蓄總額 176 億美元之絕大部份（Yahoo!新聞 1）。 

 

美國資訊分析公司 Forrester 調查預測，1996 年全球經由資訊網路達成的電子商務交

易額約有 5 億元，到公元 2000 年將增至 66 億元美元以上，每年幾乎成長 100％左右（見

表 1-1）。同時，Forrester 預估「企業對企業」電子商務到公元 2002 年市場規模將達 3270

億美元，「企業對消費者」電子商務線上銷售市場規模將達 260 億美元（eMarket,1998/5）。

根據 Giga 資訊集團所做的研究報告顯示，到 2002 年時，電子商務將可在工業化國家中，

產生每年達 1.25 兆美元之儲蓄額。 

 

表 1-1：Forrester 預測全球資訊網路電子商務交易額 

項目 1996 年 1997 年 1998 年 1999 年 2000 年 
電腦相關產品 140 323 701 1,228 2,105

旅遊服務 126 276 572 961 1,579
娛樂休閒 85 194 420 733 1,250

衣飾 46 89 163 234 322
禮物鮮花 45 103 222 386 658
食品飲料 39 78 149 227 336

其他 37 75 144 221 329
總計 518 1,138 2,371 3,990 6,579

資料來源：Forrester 市場顧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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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電子商務市場也呈倍數成長。根據日本通產省(Interneational Reade and 

Industry Ministry)以及 Andersen Consulting 預測，日本消費者電子商務市場到公元 2003 年

將會有 3 兆日圓（相當於 247 億美元）的市場規模，相較於 1998 年的 650 億日圓，成長了

將近 50 倍。而根據日本網路白皮書’98 報導，1998 年日本企業界連網比例 69.9%，而日本

通產省則預測，在未來五年間，日本企業間的電子商務市場將成長到日幣 68 兆（相當於

5667 億美元）（Date：April 8,1999）。 

 

而從全球市場的角度來看，不同的顧問公司對 Internet 相關市場規模都有不同的估算

（見下表 1-2）。Forrrester 估計整個網路交易金額到 2000 年將會達到 2000 億美元，IDC 預

估將會有 1000 億美元的交易金額，而 ACTIVE Media 估計將會有 2179 億交易美元。所有

的估算都顯示出網際網路市場成長率增加的相當快速。美國 Daniel C Lynch 公司甚至估

計，整個電子商務交易金額到 2005 年將佔全部商務交易金額的 20%。 

 

表 1-2：不同顧問公司對全球電子商務市場交易之估算 

顧問公司 界定範圍 1995年 1996年 2000年 
Forester 包括Internet的軟硬體設

備、連線費用，及商品交

易 

 
－  

150億 2000億

IDC － 54億 1000億

Active Media 
包括企業對企業端與企業

對顧客端 － 28億 2179億

Cowles/Simba 僅指線上購物 － 7.33億 42.7億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 

 

除了電子商務線上交易金額將大量增加之外，全球上網人數亦急速增加。1997 年有六

千萬網路使用者，預估到 2000 年，將有 1 億網路使用者（黃振嘉，民 87）。而 40%的上網

人口將是活躍的線上購物者（羅家德等，民 88）。 

 

上網人數急速增加帶動網上購物風潮。網路購物風氣及網路營業額皆較以往有增長的

趨勢。1997 年有 100 萬線上購物者。而著名的 Amazon 網路書店的書增加到 250 萬本，其

營業額已達 1 億 4 千 8 百萬美元，預估到公元 2000 年時，每年將有 10 億美元營業額（黃

                                                                                                                                                             
1 http://chinese.yahoo.com/headlines/990810/infopro_tech/934322400-990810_6txt.html  19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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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嘉，民 87）。依據威士國際組織最新統計指出，未來五年上網購物每年將以高達 67%的

比率增加，預計西元 2002 年全球將具有 1005 億美元的網路商機（中央日報，87.10.10，13

版）。電子商務每年成長率將達 200%（黃振嘉，民 88）。 

 

而 Financial Executives Institute 以及 Duke University 曾經針對 371 家美國企業的調查

指出，公元 2000 年，將有 56%的美國企業透過網際網路銷售產品，較 1998 年的 24%成長

了一倍多，網路交易營收將佔美國企業年度營收的 8%，較 1998 年的 5%成長了 3 個百分

點(Date：Apr06,1999)。 

 

電子商務成長率預估雖尚有爭論，但快速成長確可從下述事實得到確認：全球網路上

的商業網站，從 1994 年的 370 站，增至 1996 年元月的 50,000 站（果芸）。美國前 500 大

企業中，超過 60％建置 Web Site（資料來源：MIC）。日本郵電省調查 1996 年八月報告，

日本企業已有 11.7％使用 Internet，計畫要連接 Internet 者有 20％，已經使用的 Internet 中，

房地產佔 20.9％、旅遊業佔 19.2％、銀行保險業佔 16.2%、零售業佔 16.1%、製造業佔 10.5%

（資料來源：MIC）。可想見到了 2000 年的今天，更是不可同日而語。 

 

經由預估市場規模、上網人口急速增加、購物風潮及其實際發展狀況等電子商務發展

指標，下一世紀將會是資訊應用及電子商務競爭的時代。在電子商務急速發展環境影響下，

由於電子商務所引發的與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相關爭議亦隨之產生。 

 

貳、台灣電子商務發展趨勢 
全球電子商務熱潮亦帶動台灣電子商務熱潮。為因應全球電子商務帶來的產業革命潮

流，行政院於民國 86 年推動「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推動方案」（NII），將電子化政府、

電子化商業與網路資訊教育列為施政重點，並訂定三年內三百萬人上網目標。 

 

在 NII 的積極推動下，國內 Internet 人口急遽增加。根據資策會報告指出，國內網際

網路上網用戶由民國 85 年 6 月的 50 萬戶，更以不到三年的時間，到民國 88 年初，達成上

網人數突破 300 萬的目標，民國 88 年 2 月底，網際網路使用人口已經達到 329 萬人，到民

國 88 年 4 月更已經有 370 萬上網用戶，成長了 7.4 倍，在全球上網人口排名上佔第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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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 1999 年下半年，更開始了國民中、小學上網課程，在可以預見的未來，全國上網人

必將更急速的增加。 

 

急遽增加的網路人口，及上網人口年齡不斷下降的趨勢下，網路營業額、商業網站亦

急速稱增加。到民國 88 年 5 月底為止，營業額已由每月 5,100 萬元增至 5.2 億元（經濟日

報，88.5.15，27 版）。台灣商業網站從 1995 年 12 月的 300 站，增至 1996 年 12 月 1150 站，

年成長率達 300％以上（果芸）。而在網路廣告上，根據資策會 MIC 統計，國內網路廣告

市場規模在民國 86 年為新台幣 3,500 萬元，民國 87 年網路廣告市場已經超過 1.2 億元，預

計今年網路廣告將會是明年的 2.5 倍。 

 

今年（民國 88 年）行政院決定將「電子商務」納入企業自動化計畫，從租稅、金融

優惠、培植企業等各個面向著手，全力發展國內電子商務（工商時報，88.4.11，1 版）。民

國 88 年 6 月，經濟部完成「產業自動化及電子化推動方案」，預定五年內推廣五萬家企業、

二百個體系以上，深入應用 B to B 電子商務，並擴大上、中、下游資訊整合應用。預計公

元 2001 年台灣地區透過網際網路的交易金額將達到五百五十億元（中央日報，87.10.10，

13 版）。四年計畫績效指標（如表 1-3）： 

 

表 1-3：國內四年計畫績效指標如下 

年度 導入行業 QR/ECR 示範體系 導入企業家數 使用 Internet 商業總

金額交易（億） 
87 8 2 3,000 460 
88 10 5 10,000 790 
89 12 3 17,000 1,350 
90 10 2 20,000 2,550 

合計 40 12 50,000 5,150 
（資料來源：資策會 2，民國 88 年 6 月） 

 

在國內政府積極推動及企業、民間積極涉入電子商務情況下，經濟部為了更有秩序的

統合國內電子商務企業，更成立了「電子商業聯盟」。目前已有 508 家企業參加一般會員，

包括供應商 181 家、金融企業 99 家、資訊業及 ISP 業者 336 家、物流業者 22 家及政府單

位、新聞媒體、產業工協會 130 家電，總計電子商務一般會員共有 779 家。各工作小組成

                                                 
2 網際網路商業應用計畫八十八年度成果發表暨案例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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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合計 1335 家，包括推廣工作小組 189 家、秩序工作小組 67 家、經營技術工作小組 197

家、資訊技術工程小組 179 家，國際工作小組 121 家（電子商業協盟，民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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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在全球各政府單位積極推動電子商務的趨勢潮流、各國上網人潮急速增加及整個產業

面對轉型的過程中，面臨了經濟面、政策面的衝擊與調整。OECD 國家便宣稱電子商務的

興起引起了 OECD 國家經濟上的變革，它影響了經濟環境的所有觀點，包括公司組織、消

費者行為、政府角色及家庭生活（O’Kelly,1999）。在經濟面、政策面遇到了衝擊與調整的

同時，也必定面臨法律規範適合與否與調整的問題，而成為管制者需要預先關注的焦點。

而不同的國際組織或國家也揭櫫了其管制原則與標準。 

 

美國白宮（White House,1997）提出，從電子商務長期發展來看，最重要的是必須考

慮到法規修改及技術解決方案的施行，在消費者及銷售者之間建立起一個安全的交易環

境，而為了盡量讓電子商務發揮其潛在力量，政府必須採取不管制（non-regulatory）的態

度，讓市場力量（market-oriented approach）自由發展。管制者必須考慮到三個重點：（1）

理解此媒介的特有本質（the unique nature of the medium）；（2）認識其競爭的範圍（the 

widespread competition）；（3）消費者選擇權利的增長（the Increased consumer choice），才

能定義出電子商務的市場特質。 

 

法國在 1998 年 1 月份的報告中，突顯了契約法、消費者保護、個人隱私、智慧財產

權、稅法、交易安全、機密、付款機制及網域名稱（domain name）的管理。並於 1998 年

5 月 6 日於由經濟部、財政部及工業部部長（Minister of the Economy , Finance and Industry）

宣布施行（Lorentz,1998）。 

 

在這樣不斷被探討需要規範與調整政策與法規過程中，最主要被探討的議題是：期望

建立一個健全的交易環境，使商家及消費者都願意在網路環境中進行交易行為。而在建立

一個健全的交易環境中，認為需要討論的議題包括了智慧財產權、契約法、稅法、隱私權、

交易安全性、消費者保護、機密、付款機制及網域名稱（domain name）的管理等議題。 

 
但是，另一個重要並且必需被討論的與法律規範相關議題是：在新興蓬勃發展的電子

商務產業中，具有什麼樣的競爭環境？目前所知的一個最有名的範例是 Microsoft 與

Netscape 網路瀏覽器之爭。在資訊科技具有的的特質下，具有什麼樣的市場競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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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98 年，爭論議題的範圍變得更廣泛，最主要關注於三個焦點（Lorentz,1998）： 

（一）電子商務是否需要一個全新的、特定的法律框架？或是適用於原有傳統商務法

則即可？ 

（二）這些原則是政府的責任？或是允許市場自行形成規範？ 

（三）不同政府各自管制的範圍是什麼？ 

 

因此，在討論電子商務這個盛行的新興產業時，管制者在面臨現行公平交易規範適合

與否的問題時，便必須要探討：原有的規範是否適用於此一新興商務？或是需要一個全新

的、特有的法律框架？此為本研究動機一。 

 

進一步來看，在全世界發展電子商務（資訊經濟）潮流下，已經引發了許多限制競爭

及不公平競爭相關議題。以發展電子商務較為成熟的美國為例，其在電子商務的推動與發

展過程中，已經發生了許多與競爭法規範相關的案例，爭議的焦點包括如下： 

 

（一）違反限制競爭爭議問題，包括的子題有：（1）壟斷市場、（2）與直接競爭對手

合併、（3）搭售、（4）與競爭者制訂標準等等問題。 

 

（二）違反公平交易之虞的網路上不公平競爭問題，包括的子題有：（1）套裝

（bundle-up）商品或服務、（2）網域名稱紛爭、（3）網路商店進行電子商務活

動的網站包裹契約(Web Wrap)、（4）超鏈結（Hyperlink）、（5）網路不實廣告、

（6）濫發電子信等等可能涉及不公平競爭問題。 

 

而台灣也正在電子商務興起的階段，在此一新興階段，必須事先釐清台灣在發展電子

商務時，產業界中是否已涉及了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交易？或者，在未來是否會有引發

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交易的爭議問題？若有的話，對這些可能涉及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

爭的議題，管制者必須以什麼觀點去處理與面對？這些原則是政府的責任？或是允許市場

自行形成規範？此為研究動機二。 

 

綜觀本研究動機，在面對電子商務這一個新興產業時，管制者面臨了現行的公平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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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適合與否的問題時，便必須要探討：原有的規範是否適用於此一新興商務？或是需要

一個全新的、特有的法律框架？此為本研究動機一。 

 

再者，在此一電子商務新興階段，產業界中是否已涉及了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交

易？或者，在未來是否會引發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交易的爭議問題？若有的話，對這些

可能涉及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的議題，管制者必須以什麼觀點去處理與面對？這些原則

是政府的責任？或是允許市場自行形成規範？此為研究動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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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在於瞭解現行競爭法規範適用與否的問題，以及對於

這些可能涉及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的議題，管制者必須以什麼觀點去處理與面對？本研

究希望達到以下幾項目的： 

 

（一）提供管制者在規範電子商務產業時，充分理解此新產業本質及其與傳統產業的

差異，使管制者在導向一個健全的公平、自由交易環境時，可以有正確的判斷

及考量標準。 

 

（二）清楚描繪出的電子商務市場架構，並藉此架構清楚描繪出台灣電子商務環境及

產業彼此之間的關係，提供規範者一個清楚的台灣電子商務產業狀況地圖，作

為規範者在規範此一新興產業時，具有一個完整的產業架構觀念。 

 

貳、研究問題 
為達成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將探討以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之間的差異性為何？ 

說明：要討論一個新興市場之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規範性問題時，必須先瞭解此一

新興市場特質，以釐清是否具有必要規範，甚至要規範時必須考量的特質。因

此，為了完成 提供管制者健全公平交易環境時，有正確的判斷及考量標準 的

目的，必須清楚瞭解電子商務產業特質。因此，涉及以下幾個問題： 

 

（1）電子商務產業與傳統產業的差異性為何？ 

（2）電子商務產業的特質為何？這些特質是未來規範電子商務時必須要考量

的重點。 

 

希望藉著瞭解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的產業差異，以及電子商務本身的經濟特質，作為



 18

未來來規範電子商務時，必須要考量的重點。 

 

研究問題二：可能產生的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類型為何？ 

 

說明：除了瞭解一個產業的經濟、市場特質，作為規範市場的考量重點之外，必須

釐清此一市場可能產生的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議題有哪些。因此，涉及以下

幾個問題： 

（1）電子商務的整體架構為何？藉著這個產業架構進一步描述出： 

（2）可能產生的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議題有哪些？ 

 

研究問題三：台灣電子商務產業現況及相關產業之間的關係及其與限制競爭或

不公平競爭議題之間的關係？ 

 

說明：為了提供規範者在規範電子商務時一個具體的產業架構概念 的目的，必須釐

清電子商務產業架構與體系，描繪產業之間的關係。因此，涉及以下幾個問題： 

（1）台灣電子商務市場發展現狀如何？清楚敘述台灣電子商務產業現狀的整

體架構及產業之間的關係。 

（2）台灣電子商務可能產生哪些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議題？ 

（2）最後，藉由以上問題的探討，分析出：台灣電子商務市場中，各種可能

產生的競爭法規範適用的考量重點為何？ 

 

希望藉著這些以上問題的探討，釐清台灣電子商務產業現況及產業之間的關係，以及

可能產生的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類型及各國或世界組織的管制標準。 

 

參、本研究架構 
要討論一個新興市場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規範性問題，本研究提出釐清電子商務市

場特質與傳統商務的異與同，甚至要規範時必須考量的特質。再者，除了瞭解一個產業的

經濟、市場特質，必須釐清電子商務產業架構與體系，提出電子商務整體產業環境，提供

管制者對整體環境的瞭解。最後，將清楚描繪出台灣電子商務產業現狀的整體架構及產業

之間的關係，以提供管制者對於台灣電子商務整體發展的瞭解。經由以上欲探討的研究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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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歸納出本研究架構如下： 

 

首先，提出電子商務定義，藉以為本研究訂出一個研究範疇； 

再者，探討電子商務產業與一般傳統商務產業的差異性，電子商務與一般傳統商務的

異與同為何？ 

第三，探討電子商務整體架構，並藉由這個電子商務架構，探討架構中每一階層的環

境特有的特質（Business Model）以及這些特有的特質，可能涉及哪些與競爭

規範相關的議題； 

第四，描繪出台灣整體電子商務環境，以及在這個環境下，可能涉及哪些與競爭規範

相關的議題。因此，本研究整體架構將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將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一）文獻探討法：首先，我們經由整理過的文獻來探討：（1）電子商務定義、（2）

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特質的差異、（3）電子商務整體架構。 

 

（二）深度訪談及深度觀察法：對於電子商務環境及其特質，除了利用深度訪談來瞭

解產業環境之外，由於本研究為初探性研究，更必須藉由深度觀察整個電子商

務環境，兩者加以配合，才可能完整描述出電子商務特有的特質，並藉由這些

特質分析出可能涉及哪些與競爭相關的議題。 

 

因此，將使用業者訪談及深度觀察法來探討：（4）電子商務架構中的環境特質

（Business Model）以及這些環境特質可能涉及哪些與競爭規範相關的議題、（5）

台灣電子商務環境，與環境中可能涉及與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相關的議題。 

 

下一節，將為現今發展的電子商務做一個完整而具涵蓋性的電子商務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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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電子商務定義 
 

 

本節將藉由目前被提出的各種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定義與範圍，界定出本研

究電子商務定義。 

 

在十幾年前，企業為了簡化內部作業流程、改善與客戶間的互動，及企業間的資訊交

換需求，便進行銀行間透過網路進行資金轉換或企業間利用網路進行電子資料交換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簡稱 EDI）等活動，這是最早成形的電子商務。近幾年，電

子通訊影響層面不斷擴大，電子商務一詞更有了新的涵意，其定義也隨之改變。隨著定義

的改變，電子商務也擴展到不同的經濟活動層面。 

 

Young 指出(1999)電子商務是在線上進行產品及服務買賣行為。果芸（民 88）則認為

電子商務是透過電腦資訊網路進行商業活動，包括商品與服務、金融匯兌、網路廣告或提

供育樂節目等，交易單位包括企業對企業以及企業對消費用戶。而美國白宮所提出的 White 

Paper（1997）則將電子商務定義成藉由 Internet 網路架構進行的電子商業交易行為—從行

銷、線上購物、付款、產品配送及客戶服務此一整套線上交易行為。 

 

劉靜怡（民 88）教授則認為「電子商務」的定義乃是在以網際網路此一環境作為交易

活動場所，亦即一切交易活動在各種網路技術支援下，以電子化的方式進行。換言之，舉

凡交易雙方均以電腦透過網路進行交易者，皆可稱為電子商務，而在此一交易體系下，市

場活動者至少包括電子商店、消費者、金融單位、安全認證中心等等。在此定義下，在任

何有線或無線網路所組成的網際網路中進行電子化交易或服務者，皆可稱之為電子商務。 

 

學者 Kalakota & Whinston（1997：4）則認為並無定於一尊的電子商務，而必須從不

同角度來定義電子商務： 

 

1.從通訊的角度：電子商務是利用電話線、電腦網路、或其他媒介所做的資訊、產品/

服務或付款的傳送。 

2.從企業流程的角度：電子商務是使得商業上交易及工作流程自動化的技術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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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服務的角度：電子商務是使公司、消費者及管理階層降低成本、提高貨物品質及

加速服務傳送的工具。 

4.從上線的角度：電子商務提供在網際網路上進行購買和銷售產品和服務的能力。 

 

在以上各種定義下，我們進一步從電子商務所包含的範圍來探討電子商務的定義基

礎。美國柯林頓總統發佈的電子商務白皮書與日本產通省對電子商務的分類，則同時討論

電子商務定義與範圍： 

 

1. 所有的電子商務活動皆藉由專屬網路、cable modem、VAN 及 X.25 等網路透過

TCP/IP 通訊協定所連結的網際網路進行活動。因此，在網路、專屬網路、Cable 

Modem 或更寬頻的網路上所連結而成的網際網路上進行的電子交易活動都屬於電

子商務的範圍（蘇美麗，民 88）。 

2. 企業與企業間的電子商務，即企業與企業之間利用電腦科技和網路所從事的商業

活動，包括傳統的 EDI，新興的 QR(Quick Response)或 ECR(Efficient Customer 

Response)系統、電子表單等。 

3. 企業與個人間的電子商務，包括企業透過網路對個人所做的服務與商業行為，如

電子購物、個人金融理財、資料庫查詢等。 

4. 不論企業與個人或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電子商務都牽涉到安控、密碼及認證等技術。 

 

除了「企業對企業」及「企業對個人」的電子商務範圍之外，經濟部商業司進一步提

出電子商務的分類尚包括「企業內部」的電子商務。因此，整個電子商務的範圍包括企業

內部(Intranet)、企業對企業(Extranet)、及企業對個人(Internet)等三方面，詳述如下（見圖

2-2）： 

 

（一）企業內部（Intranet）的商業應用項目：包括群組作業流程管理(Work Flow)、

群組軟體、電子文件管理、電子郵件、電子佈告欄與新聞群討論等項目； 

（二）企業對企業（Extranet）的商業應用項目上：包括資料交換加值服務、電子採

購、電子招標、電子型錄、快速回應系統、自動補貨系統及品類管理等項目； 

（三）企業對個人（Internet）的商業應用項目上：包括電子商店網路購物、線上支付、

電子型錄、網路個人理財諮詢、客戶服務系統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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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電子商務範圍 

（資料來源：經濟部商業司，民 88） 
 

同時，經由觀察現行電子商務線上環境，事實上還包括了「消費者對消費者」、「政府

對企業」等電子商務類型。因此，整個電子商務的範圍包括了：企業內部、企業對企業、

企業對消費者、消費者對消費者及政府對企業等範圍。 

 

結合以上對電子商務的定義及範圍的探討，本研究給予電子商務的定義結合了以下二

點： 

 

（一）電子商務並不是在一個單一的網路中運作，它的結構是由許多形式的傳輸網路

連結而成，包括各種專線、有線的電話、有線電視、無線電、衛星系統、cable 

modem 等傳輸設備所形成網網相連的網際網路。 

 

（二）這個網網相連的網際網路是透過 IP 的傳輸協定來互相通訊。在這個 IP 網際網

路的基礎環境上，進行企業內部、企業對企業、企業對消費者、消費者對消

費者及政府對企業等商務活動。

電子商

務範圍 

企業內部 

(Intranet) 

企業對個人 

(Internet) 

企業對企業 

(Extranet) 

․群組作業流程管理  ․電子郵件 

․群組軟體            ․電子佈告欄 

․電子文件管理       ․新聞討論群 

․…….. 

․電子商店        ․電子型錄 

․網路購物        ․網路個人理財諮詢 

․線上支付        ․客戶服務系統 

․………. 

․資料交換加值服務  ․快速回應系統 

․電子採購            ․快速回應系統 

․電子招標            ․自動補貨系統 

․電子型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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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區別 
 

第二章將針對研究問題一探討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的區別，釐清電子商務市場特質與

經濟特性，並將探討電子商務的市場特質與較為突出的經濟特性，以作為未來規範電子商

務不公平競爭時考量的標準。 

 

第一節，從數位面、架構面探討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區別；第二節，討論電子商務特

質，這些特質在規範電子商務是必要考量的市場本質；第三節，探討電子商務的經濟特質；

第四節，則為電子商務經濟特質的綜合分析。 

 

第一節  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的差異性 
 

本節將討論傳統商務與電子商務的區別，期望為電子商務市場建立清楚的概念。要

為一個新興市場建立概念，首先，需事先瞭解市場的基礎為何？並進一步區分出兩種不同

市場之間的差異性。因此，本節將探討兩部分：壹、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的劃分基礎；貳、

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的區別：將從數位化、結構化的角度，提供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的區

別，期望從不同角度描繪出商務的轉變與區別。 

 

壹、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的劃分基礎 
Whinston & Stahl & Choi（1997）等學者指出市場主要由以下三個要素組成，並從此

三要素來區分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之間的差異性： 

 

（1）參與個體：市場參與個體是賣方、購買者、中間商所組成。 

（2）產品：交換的產品。 

（3）處理程序：產品與其他行銷活動在市場代理商間的互動。包括產品選擇、生產、

行銷研究、搜尋、訂購、付款、運送與消費等過程。 

 

從參與個體、產品與處理程序來區別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的差異性（如下圖 2-3），

水平軸表示市場參與個體是實體或是數位；垂直軸表示產品數位化程度；第三個軸顯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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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程序是數位的或實體的。 

 

 

 

 

 

 

 

 

 

 

 

 

 
（圖 2-1：傳統商務、電子商務核心及傳統電子商務範圍之圖示） 

 

從圖 2-1 可以清楚看出商務分成「完全實體商務」、「完全電子商務核心」與「傳統

電子商務市場」三部份，而其中許多現行的電子商務的應用都落在「傳統電子商務市場」

部分，處理數位化三要素中的任何一部份，說明如下： 

 

（1）完全實體商務：傳統商務的核心是一個「完全實體的商務」，其三個主要市場

要素是實體的。 

（2）完全電子商務核心：電子商務的核心是一個「完全數位的商務」，其三個主要

市場要素則都是數位化的，這是電子商務經濟的核心。 

（3）電子商務市場：介於「完全實體商務」與「完全數位商務」的中間區域則是

傳統電子商務市場。在這個區域中，有些部分要素是數位的，例如產品是實

體的，但行銷與付款在線上進行，或產品是數位的，但以支票方式支付。 

 

Whinston & Stahl & Choi（1997）進一步指出，對於網際網路而言，參與個體、產品

與處理程序都是數位的，具有「電子商務核心」特質。重要的是，所有類型的商業服務與

處理程序都有潛力變成數位化產品在數位化的網路上交易，再加上當未來傳輸速度瓶頸移

除時，「電子商務的核心」的範圍將會漸漸擴大。 

傳統商務 

虛

擬

產

品 

實體產品 

數位產品 

實體代理人 數位代理人 虛擬經營者 

實體程序

數位程序 

虛擬程序 

電子商務核心 

電子商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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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討論，區別了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的區別基礎為參與個體、產品與處理程

序，並藉著此三要素劃分出「傳統商務」、「電子商務核心」及「傳統電子商務」市場等三

類型市場，而未來「電子商務市場核心」將漸漸擴大。 

 

對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有較為清楚概念後，以下將進一步從結構化及數位化角度討

論其差異性。 

 

貳、傳統商務與電子商務的差異性 
本小節將從數位化及結構化的角度探討傳統商務與電子商務的區別，以提供一個對商

務轉變的清楚概念。 

 

一、結構面的差異 
學者 Lorentz(1998)提出，電子商務已經沒有了傳統商務的侷限性，包括地理位置、

語言上的限制，同時也形成新型態的中間商(Intermediaries)。學者 Chatterjee & Barasimhan 

(1994)則提出，電子商務的興起帶來以下的改變：（1）極低的進出障礙；（2）新型態中間

商的出現(Lorentz,1998)；（3）不僅跟隨新市場型態的改變，更助長其改變。 

 

從結構面來看，電子商務進入市場之後，顯然與傳統事業的結構有了顯著的區別，其

改變之特點如下（見表 2-1）： 

 

（一）虛擬商場：傳統商業必須有實際商店或賣場，但是在網路上開店只是虛擬商場

卻不是實體商場； 

（二）進入障礙低：在傳統商業中，若要設立一個公司必須有人事成本、店面成本等

資金，但是若要從事電子商務，卻不需店面，開店成本較低，導致進入障礙

降低； 

（三）營業時間不受限制：一般實體商場，開店有一段固定時間，但是在網路上開店

卻可以提供 24 小時營業時間服務，時間上並不受限制； 

（四）市場從區域性轉變成全球性：在一般實體商場中，市場具有固定的區域性，但

是在電子商務世界，市場沒有地理的侷限性，其範圍可以擴展至全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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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中間商的興起：傳統中間商消失，通路階層縮短，但是興起新型態中間商【譬

如入口網站（potral site）、網路內容提供者（ICP）】； 

（六）物流業的興盛：電子商務注重資訊流、金流與物流，由於實體商品需要通路的

配送，導致物流業成為電子商務產業重要的一部份，因此，創造了大量物流

業的市場需求。 

 

表 2-1：傳統商務與電子商務結構性的區別 

區別項目 傳統商務 電子商務 
實體設施 須有實際商店或大型賣場 虛擬商場 
開店成本 較高 較低（不需店面） 
營業時間 非24小時 24小時 
市場 區域性 全球性 
通路層次 較多階層(批發、代理、經銷) 較少階層(因減少批發層) 
物流運送功

能 
較不需要 

(顧客親自在賣場取拿) 
較大需要 

(包括國內外快遞與物流運送功能)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 

 

二、數位化的差異 
學者 Whinston & Stahl & Choi（1997）等人則從數位化角度，提出數位化商業與傳統

實體商業之間的主要區別。其所產生的影響包括如下： 

 

（一）消費者權力改變：過去消費者是被動的接受消費資訊，而到了數位化商業世界，

消費者具有主動搜尋、取得有關產品與需求的完全資訊之資訊選擇權

（Hoffman&Bovak,1996）。同時，網路世界中，電子商務的經濟從供給面走

向需求面（Kandiah,1998）； 

（二）定價策略改變：產品因為數位化因素，使得定價策略隨著數位化的特質而改變。

資訊產品的定價會隨數位化的特質而降低，而資訊品質則會提高

（Hoffman&Bovak,1996；Glazer,1997）。再者，資訊服務的傳送將會很便宜，

但是交易量（volume）將大增（Young,1999）。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定價策略的

改變； 

（三）進入障礙低：在進入障礙上，電子商務市場具有極低的進出障礙（Hoffman & 

Bovak,1996）。實體市場中，「大公司」有特定優勢，具有控制較大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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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市場占有率，但是這種連結並不存在於電子商務市場中； 

（四）銷售者的競爭方式改變：數位化的處理程序影響銷售者的競爭方式； 

（五）開放而分散的網際網路市場環境：電子商務市場與與實體市場不同，網路架構

與偏好導向的市場區域取代實際的距離與市場的地理位置； 

（六）商業組織關係受到影響：當成本、定價策略與網路互動模式等因素改變時，商

業組織也將改變。電子商務產業產生相當多的商業組織，而這些商業組織中

的層級也不同於傳統的商業組織。 

 

經過以上對傳統商務與電子商務進行結構化、數位化的比較之後，可以歸納出電子

商務與傳統商務差異性如下： 

 

一、結構化方面的改變 

（一）從區域性市場轉變成全球性市場：地區距離不扮演任何角色，虛擬商店的銷售

領域，將從傳統的國內市場，轉變為國際性市場，具有市場全球化特性。 

（二）無營業時間限制：虛擬商店的銷售時間具有全天 24 小時的服務功能。 

（三）市場的進入門檻降低：在網路上開設虛擬商場（virtual mall），相對於實際設

立企業而言，不需購買店面、節省人事成本，只需較低的進入成本，因此，進

入電子商場領域門檻極低。 

（四）新中間商興起；各種新中間商興起，例如入口網站、網路內容提供者、提供交

易平台等網站。 

（五）物流業的興盛：物流業成為電子商務產業重要的一部份，因此，創造了大量物

流業的市場需求。 

 

二、數位化程度因素，造成以下幾點改變： 

（一）消費者主動權增加：消費者具有主動搜尋、可以取得產品與需求的完全資訊的

機會，使得經濟從供給面(supply)走向需求面(demand)； 

（二）定價策略改變：資訊產品的定價會降低，而品質會提高；再者，資訊服務的傳

送將很便宜，但是交易量將大增，這些因素都將影響定價策略的改變； 

（三）銷售者的競爭方式改變：數位化的處理程序影響銷售者的競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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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放而分散的網際網路市場環境：網路架構與偏好導向的市場區域取代實際的

距離與市場的地理位置； 

（五）商業組織關係受到影響：電子商務產業產生相當多的商業組織，而這些商業組

織中的層級也不同於傳統的商業組織。 

以上所探討的網路經濟與傳統經濟差異可以作為未來討論競爭法規範適用時主要的

考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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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子商務的經濟特質 
 

美國白宮提出的白皮書中 (White House,1997)指出： 

 
「網路的興起授與了公民力量，並使社會更民主化，同時也改變了古典商業及
經濟典範」 

 

經濟學家 Shapiro & Varian（1998）曾說： 

 
「對整天埋頭製造新軟體或設計電子雜誌的主管來說，經濟原理中的上供需曲
線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很多客戶對一些課堂上不會教到的經濟問題非常
感興趣，例如，如何針對不同客戶群制訂不同的價格？如何設計不同的產品
線？如何使自己免於被供應商套牢？…..為什麼軟體市場總是一家公司獨大？
一段時間後又被另一個取代？」 

 
 

電子商務的興起，帶給了原有的經濟學衝擊，改變了原有的經濟典範與經濟特質，並

使一些經濟特質更為明顯。學者 Shapiro & Varian（1998）卻也鄭重說明，在資訊科技發展

下，很多原來的基本的經濟原理卻仍然是最佳的指引。 

 

因此，在探討資訊科技的發展導致電子商務的興起時，當面對新興商業典範的興起

時，並非另外建立或探討一套新的經濟學原理（因為基本經濟法則並不會改變），必須要

探討的是此一新興商業典範興起時，有哪些經濟特質因為科技發展而被更凸顯？探討這些

更為凸顯出來的經濟特質，可作為管理者在規範產業不公平競爭時，考量的重要指標。因

此本節將清楚釐清資訊經濟的重要特質，以作為第四章規範台灣電子商務市場競爭時的重

要考量標準。 

 

由於不同學者對電子商務具有的經濟特質探討的面向不同，因此本節將先提出各個不

同學者所探討的電子商務經濟特質，再根據這些提出的經濟特質做一綜合討論。 

 

學者 Shapiro & Varian（1998）指出，網路經濟具有三大特質，包括：（一）網路外部

效應；（二）需求面規模經濟；（三）正反饋循環；（四）明顯獨占；（五）產品與價格差異

化；（六）套牢原理；（七）策略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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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 雜誌主編 kevin（1998）則提出網路經濟具有以下特質：（一）由下而上的分權

式控制；（二）報酬遞增率（Hagel&Amstrong,1998）；（三）正反饋循環；（四）網路外

部性；（五）明顯壟斷。 

 

綜合以上幾位學者提出網路經濟特質，可歸納出資訊經濟具有以下特質：（一）網路

外部效應；（二）報酬遞增率；（三）需求面規模經濟；（四）正反饋循環；（五）明顯獨占；

（六）產品與價格差異化；（七）套牢原理；（八）策略同盟；（九）由下上的分權式控制。

這些特質對競爭政策產生相當程度的影響，以下將一一詳述。 

 

（一）網路效應（network effects）＆ 網路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 

網路效應意指，一項產品對個別使用者的價值取決於總使用人數（Shapiro, & 

Varian,1998），亦即，在市場上佔有優勢地位，並且建立技術標準的具有領導地位

的高科技產品，所製造出來的效果（劉靜怡，民 88），經濟學稱之為網路效應。 

 

網路效應來自於網路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也就是說，一項產品對個別

使用者的價值取決於總使用人數。學者 Kevin（1998）指出，網路的價值隨著成員

數目而呈等比級數增加，提升後的價值又會吸引更多成員加入，反覆循環，形成

大者恆大，弱者愈弱的情境。也就是，上網的價值在於上網人數的多寡，也可以

說，愈多人加入此一網路，網路愈大，網路愈有價值，對使用者的價值也愈高

（Shapiro& Varian,1998）。 

 

網路外部效應具有正面與負面兩種，正面的外部性以”網路經濟”為最佳例子，通

訊技術是最明顯的具有網路效應特質的產業—包括電子郵件、網際網路、甚至大

家熟悉的電話、傳真機及數據機等，網路效應會導向需求面的規模經濟與正反饋

循環（Shapiro & Varian,1998）。 

 

（二）報酬遞增率 

網路經濟遵守報酬遞增定律 3，產品戶或服務的使用單位愈多，每一單位的價值就

                                                 
3 學者(Hagel & Amstrong,1998)指出報酬遞增出現的形式有以下幾種：（1）企業事先投入大量成本開發新產

品與服務，往後增加每一單位產品或服務的產量，只需要有限的成本，軟體業就是此類型代表；（2）學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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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變高。報酬遞增的產生是由於「網路外部性」4所創造的良性反饋迴路。報酬遞

增可以產生累積和強化的效應，這個模式初期的營收增長相當緩慢，經過一段時

間之後，營收會突然遽增，同時單位成本也會穩定下降（Hagel & Amstrong,1998）。 

 

網際網路的價值隨著成員數目的增加而增加，然後價值的增加又吸引更多成員加

入，造成報酬遞增。而報酬遞增及網路外部性造成—明顯的壟斷。報酬遞增型的

企業以 Cisco、Oracle、或 Micorsoft 等網路贏家為主要代表（見下圖 2-2）

（kevin,1998）。 

 

 

 

 

 

 

 

 

 

 

（三）需求面的規模經濟 

需求面規模經濟是資訊市場的常態。當需求面經濟啟動時，會產生消費者預期心

理，髓為消費者預期心理，意即如果消費者預期產品會成功，會形成一窩鋒使用

的情況，造成更多的人使用此產品。反之，如果消費者預期產品不會被廣泛使用，

則會展開惡行循環，因此，在消費者預期心理中，會造成受歡迎的產品愈受歡迎，

被摒棄的商品會被淘汰。 

 

微軟的成功最重要的就是因為它引發了消費者的預期心理，建立了在需求面的規

模經濟，也就是說，消費者選擇微軟的產品並不是因為這個作業系統是最好的作

業，而是大家預期這個作業系統會被廣泛使用，因此造成一窩峰使用的情形，最

                                                                                                                                                             
線(learning curve)或經驗曲線(experience curve)：每當產品增加單位銷售量時，企業通常可以獲得生產和交貨

成本降低每一個百分比的利益（技術的累積通常也可以產生大量的學習效應）。因此生產愈大，愈能獲得單

位生產成本降低；（3）網路效應(network effects)：產品或服務的使用單位愈多，每一單位的價值就會變高。 
4 任何可以創造價值的事物，只要是無法指定到每人的會計總帳裡，就即是一種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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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微軟的收益（以十億美元計）

圖來源：（Kevi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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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形成了產業的標準。 

 

（四）正反饋循環 

在網路效應下，會啟動正反饋循環，所謂正反饋循環是隨著使用人數的增加，產

品的價值愈來愈受青睞而吸引更多人使用，最後達到關鍵多數，在市場取得絕對

優勢（Shapiro, & Varian,1998）。簡而言之，正反饋循環導致大者恆大，弱者愈弱

定律。這就是為什麼科技會在爆炸性成長後展開長期領導期的原因。 

 

麥金塔與為微軟 windows 作業系統之爭是正反饋循環的最著名的例子，微軟因為

經營策略是開放系統策略，啟動了網路效應，引發正反饋循環，而使得微軟「大

者恆大」；相對的，麥金塔則採取了封閉式的系統策略，因此無法引發網路效應，

而造成「弱者愈弱」。 

 

（五）明顯獨占 

因為網路效應所產生的正反饋現象與需求面的經濟效應，企業為了搶奪短暫的市

場控制權，一家獨大與標準戰爭成為網路常態（Kevin,1998& Shapiro, & 

Varian,1998）。報酬遞增及網路外部性因素形成明顯的壟斷 （kevin,1998）。 

 

學者 Shapiro, & Varian（1998）認為，如果透過競爭取得控制權，可能被控壟斷。

但是，由於資訊製造與網路效應、正反饋現象、需求面規模經濟等相關，當市場

規模較小而維持最低效率的生產規模較大時，有時由單一企業供應整個市場可能

是比較經濟的。而 Kevin（1998）則指出，由於報酬遞增率，會產生自然專賣者。 

 

（六）產品與價格的差異化 

在經濟學上，資訊品有兩種製造成本：高昂的製造成本與低廉的變動成本。 

資訊產品的製造成本很高，但再製成本很低，當再製成本趨近零時，應該以消費

者的價值為定價基礎。但是，一項產品對每一個人的價值都是不同的，所以，差

別定價便成為更適當的策略。因此，依據不同的市場區隔設計不同的產品版本與

售價是必須的（Shapiro, & Varia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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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產品與價格差異化成為定價方式，大量量身訂作、內容個別化、產品分版等

都是資訊業常用的策略。然而，這些策略可能引發違反競爭法規範之爭議。 

 

就資訊產品而言，差別定價是資訊產品正常的行銷策略，可以思考如下問題： 

（1）價格可因成本不同而不同； 

（2）為了競爭目的，設定不同價格可以接受； 

（3）差別定價只有在妨礙競爭的情況時才具爭議（Shapiro, & Varian,1998）； 

（4）對消費者必須是有利的； 

（5）廠商是否需要差別定價方能回收成本。 

 

 

（七）套牢原理 

所謂套牢原理是指資訊產品有強烈系統化特質，若市場沒有統一的標準，消費者

若要轉換單一的產品，便需要付出極大成本（Shapiro& Varian ,1998）。例如，轉換

軟體時，會發現檔案無法完全轉移；使用的工具不相容，或者甚至必須重新將整

個系統更換。 

 

因此，若市場上有一個統一的標準，便可以有效的減輕套牢現象，所以，競爭型

態成為「統一標準」的競爭，主要的競爭目的已經不是非競爭主導權，而是希望

成為市場上「唯一的標準」，以擴張市場占有率。 

 

需要思考的是，在統一的標準下，消費者可以避免被套牢；但是，市場如果只由

一個單一的供應商建立統一標準，提供消費者產品（不論軟體或硬體），這樣最後

會不會被造成市場的壟斷？ 

 

 

（八）策略同盟 

網路具有系統化現象，也就是說，資訊科技會形成系統化的連結，然而，一家公

司很少能同時生產系統上的每一個組件，通常不同公司會生產不同產品組件，而

這些組件必須具有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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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資訊產品具有這種系統化的現象，所以生產互補產品的公司便必須彼此建立

同盟關係，使產品相容。因此，在需要系統化與標準化的環境中，建立盟友成為

必要的策略。 

 

反托拉斯法在面對這樣的情境時，有以下幾個考量重點（Shapiro, & Varian,1998）： 

（1）科技進步確實會造成壟斷權力； 

（2）企業被指控的作法對消費者福祉不見得有損失； 

（3）資訊科技深受供給面與需求面規模經濟的影響，這樣的市場容易走向集中

化，需要規格標準化與同業之間的協調。 

 

（九）由下而上的分權式控制 

在網路經濟中，中央控制權減到最低，希望以具有最低的管制達到最高的連接。

所以政府對於網路經濟是否必須管制的問題，最好的方式是讓市場經濟自由發展

（分權化管制）。 

 

但是，如果過度分權，當下層的選擇性過多時，其自我控制將會凍結，因此，還

是需要某種程度由上層（政府）來管制（Shapiro, & Varia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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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電子商務經濟特質的綜合分析 
 

 

本節將綜合分析電子商務經濟特質對競爭法規範適用時的影響與考量重點。藉以為新

興產業（電子商務）建立一個健全的、公平自由的競爭環境。 

 

壹、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的劃分基礎 
不公平競爭規範必須考慮到資訊產品數位化的特質。電子商務的劃分基礎是以（1）

參與個體；（2）產品：（3）處理程序等三種因素，為數位化分野，區分出「完全實體商務」、

「完全電子商務核心」與「傳統電子商務市場」三種市場。 

 

貳、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的差異性 
本研究從以下三方面處理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的差異性：結構化及數位化，並歸納

出以下幾個差異： 

 
一、在結構上的差異 

在結構上的差異，包括了：（一）市場範圍的改變：跨越國界，從區域性市場轉變

成全球性市場；（二）無營業時間限制；（三）市場的進入門檻較低；（四）新型態的中間商

的興起；（五）物流業的興起。在這些結構上的差異，管制者對於導向適用競爭法規範時必

須考慮的重點如下： 

 

第一、公平法關切的焦點在於若市場進入障礙過高，將會阻礙競爭者進入市場，而必

須受到矯正。但是，在電子商務產業上，必須分非實體商品及實體商品探討： 

 

（一）在軟、硬體市場上，由於具有網路效應特質，必須考量：若市場尚未出

現一個最大的廠商壟斷市場，仍在一個沒有統一標準軟體的市場，那

麼此時產業彼此成競爭成為市場上的唯一標準，此時，市場進入障礙

並不高。但是，市場若已經出現一個已經標準化的產品，那麼對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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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要進入此一市場的廠商而言，就有相當高的市場進入障礙； 

（二）在線上商店層面而言，只要規劃建置一個網路商店，進入障礙並不高。 

 

第二：在網站上開店並沒有營業時間限制，但是一般傳統商店一天只能營業 8—10 小

時，如此一來，對一般傳統產業是否會產生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 

 

第三：市場範圍從區域性轉變成全球性，在規範硬體、軟體市場，甚至規範線上商店

時，必須考慮的重點是：這個軟、硬體廠商或者是網路商店網站的市場範圍是

國內？或是全球性？ 

 

第四：新型態中間商的興起（入口網站、線上拍賣）：由於網路世界會產生許多新型態

中間商，這個中間商掌握了線上通路，因此，相對於企業或消費者而言，掌握

了相當的優勢，必須做怎樣的考量？需不需要管制？再者，做一個線上中介角

色的商店或媒介，中間商扮演什麼樣的角色，對消費者、廠商具有什麼樣不同

的職責？這也是新興起且必須探討的問題。 

 

第五：各種物流業將會因電子商務而興起，甚至扮演了與傳統不同的角色，譬如其重

要性加大，例如市場可能形成一家？或多家物流中心？新市場產業的狀況值得

觀察與注意。 

 

二、數位化上的差異 
在數位化上的差異包括了：（一）消費者主動權增加，從供給面走向需求面的趨向比

一般產業增強；（二）定價策略改變；（三）競爭方式改變；（四）網路架構與偏好導向的市

場區域取代實際的距離與市場的地理位置；（五）商業組織改變。在這些數位化上的差異，

管制者對於導向適用競爭法規範時必須考慮以下重點： 

 

第一：消費者主動權增加，從兩個面向來考量這個問題： 

（1）在軟、硬體層面而言（B to C & B to B），消費者或廠商縱使具有選擇是否

使用軟、硬體的權利，但在相容性及避免被套牢的考量下，是否具有真正

主動選擇的權利？或者只是虛假的主動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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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線上實際交易的電子商務而言（B to C），消費者實際上具有完全主動

搜尋、比較資訊的機會，具有短暫完全競爭市場的特質，在消費者具有主

動權的特質下，線上商店不論採用何種行銷策略，譬如搭售，是否需要受

到與現實商店般的相同的管制？ 

 

第二：定價策略改變，從兩個面向來考量這個問題： 

（1）在資訊軟體市場，為了標準化產品，通常會將軟體商品的價格拉低甚至趨

近於零，用意在於使此一軟體成為市場的標準。 

（2）在網路上銷售實體商品，由於不用租商店店面、人力減少等因素，成本可

以降低。因此，大多數在線上銷售的實體產品可以較一般傳統商店賣的產

品便宜，對於定價有相當的影響；也有可能價格不改變但是搭售其他服務

或商品；也有可能因為提高市場占有率，而進行削價競爭等問題。 

 

第三：競爭方式改變，從以下面向來考量這個問題： 

（1）完全數位化的產品，其市場範圍是全球性的。 

（2）若是線上商店買的是實體商品，則市場範圍實際上只可能在國內，例如，

蕃薯藤網站的電子商務；但是，有的市場範圍卻是全世界，例如

Amazon.com，在這樣情形下，不同網站具有不同的市場範圍，因此，是

否可以以產品的特質來考量？ 

 

第四：產業組織轉型，對於新形式的產業組織，公平會必須以何種態度對待？ 

新型式的網路公司，譬如入口網站（portal site）或網路內容提供者（ICP），

既是線上訊息傳播的媒體又進行線上交易，這種新型態的組織，是屬於商業組

織或是媒體組織？再者，必須由何種機關管制？ 

 

以上所探討的網路經濟與傳統經濟差異可以作為未來討論適用競爭法規範時主要的

考量標準。 

 

參、電子商務（網際網路）的經濟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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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探討的網路經濟特質，可歸納出資訊經濟具有以下特質：一、網路外部效

應；二、報酬遞增率；三、需求面的規模經濟；四、正反饋循環；五、獨占；六、產品與

價格的差異化；七、套牢原理；八、策略同盟；九、由下而上的分權式控制。 

 

電子商務經濟特質需要考慮以下對於競爭規範適用會產生影響之觀點： 

 

一、通訊技術（電子郵件、網際網路、電話、傳真機及數據機等）為具有網路效應

（network effects）特質的產業，若在市場上具有建構技術標準的優勢，將會產

生網路效應。 

 

網路效應來自於網路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亦即網路價值隨著成員數目呈

等比級數增加，而提升後的價值又會吸引更多成員加入。這種情形產生的原因是

消費者消費某資訊產品的價值，直接來自於相容性產品的消費人數的增加而增

加，如此反覆循環，形成大者恆大，弱者愈弱（獨占）的必然情境。這種具有獨

占性質的產業，將阻隔競爭對手的進入。 

 

表面上，具有網路效應的產品，對消費者而言具有正面影響。因為市場上若有

一個統一的技術標準存在，標準的設立可以有效減輕套牢現象，消費者不用擔

心被套牢的問題；再者，市場上有一個技術標準制訂者存在，有能力為產品進

行研究與發展，是相當有效率的現象。 

 

事實上，具有市場上技術標準的產品並不一定是市場上最好的產品，消費者可

能只因為相容性問題而選擇產品；再者，擁有網路效應產品的廠商最後很可能獨

占市場，成為所有客戶的單一供應商？亦即某廠商取得市場獨占地位後，其他競

爭者將很難再進入這種具有明顯報酬遞增的市場，是否會被視為壟斷？ 

需要考慮的重點在於：（1）即使沒有網路效應，由於經濟規模的因素，市場也只

可能出現一種或少數幾種軟硬體，因此，是否會在市場機制下，趨向最適當的數

量？5（2）在一個對技術標準化需求甚深的市場，是否屬於傳統獨占市場行為？

（3）網路效應是資訊市場重要本質，這樣的本質是否有辦法透過反托拉斯法予

                                                 
5 See Declaration of Economist, Kenneth J. Arrow In Support of Microsoft Consent Decree, Jna. 17,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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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糾正？以及反托拉斯法有無能力去矯正？ 

 

二、一般而言，為了持續網路效應，廠商必須啟動需求面的規模經濟，使得產品可以

持續成為規格標準或達到關鍵多數，所以必須懂得掌握消費者預期心理，若掌握

了消費者預期心理，便啟動了需求面經濟，造成受歡迎的產品愈受歡迎，被摒

棄的商品會被淘汰，這也是正反餽循環的表現。因此，產品極可能成為市場上

的規格標準，成為獨占市場的產品。 

 

因此，在具有網路效應的產業中，大廠商往往可以事先宣告某種產品即將問世。

而影響具有技術標準的市場競爭。這種在市場上佔據優勢地位的廠商所採取的市

場策略，是資訊市場裡常採用的行銷手法。由於牽涉到電子商務市場範圍認定問

題，是否必須受到傳統結構性管制的規範，是必須考慮的重點。 

 

若某一廠商試圖掌握消費者預期心理，進行類似行銷策略，必須考慮的重點在

於：（1）此廠商的產品是否已經具有網路效應的影響力？（2）此種行為是否會

對消費者產生不良影響？（3）此種行銷策略是否是資訊產業的必然特質？（4）

對市場上其他競爭者而言，是否具有影響性？ 

 

三、在電子商務產業中，由於線上商店經常將不同的產品以搭售或套裝（bundle up）

商品、服務的方式出售，是否構成反托拉斯法中的搭售行為？以經濟學角度來考

量，應該思考的是：此產品是否具有網路效應？是否具有影響或獨占市場的可能

性？ 

 

四、網路經濟遵守報酬遞增定律，產品戶或服務的使用單位愈多，每一單位的價值就

會變高。報酬遞增及網路效應造成的結果是 — 明顯的壟斷。 

 

五、網路效應、正反饋循環、需求面規模經濟、報酬遞增定律等是資訊經濟中較為突

出的原則，這些特質往往導致「大者恆大、弱者愈弱」、「獨占」與「標準戰爭」

定理。這不論是在軟體、硬體，甚至線上商店，都會產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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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必須考慮以下兩個面向：（1）如果透過競爭取得控制權，可能造成壟斷。（2）

由於資訊製造與網路效應、正反饋現象、需求面規模經濟等相關，當市場規模較

小而維持最低效率的生產規模較大時，有時由單一企業供應整個市場可能是比較

經濟的。 

 

六、線上經濟必須依據不同市場區隔，設計不同的產品版本與售價（產品與價格的差

異化）。因此，差別定價應是合理的策略。然而，大量量身訂作、內容個別化、

產品分版等這些資訊業常用的策略，卻可能引發違反競爭法上之爭議。 

 

七、網路具有經濟系統化與標準化現象，一家公司很少可以同時生產系統上的每一個

組件，通常是不同公司生產不同組件，因此，生產互補產品的公司必須懂得與建

立同盟關係，控制產品的相容性。再者，資訊科技深受規模經濟影響，這樣的市

場容易走向集中化，格外需要規格標準化與同業的協調。在這樣一個系統化與標

準化的環境中，建立盟友與互補廠商是經常使用的必要策略。 

 

反托拉斯法等競爭法規適用於高科技產業時應特別謹慎，一方面因為科技進步確

實會腐蝕壟斷權力，一方面企業被指控的作法對消費者福祉的好壞影響很難有一

定的評斷標準。 

 

以上九點是網路經濟的特質，當規範者在管制電子商務時，必須理解，任何商務的經

濟原理並不會有改變，仍須某種程度的中央管制，必須站在管制的基礎上推動市場交易機

制的公平化原則，但是，卻也必須考慮到這個商務較其他商務更為凸顯的特質，在管制時，

必須時時考量這些較為凸顯的特質，方能做最適當與合理的管制。一方面可以避免市場過

於分權，導致無法行使其作用，一方面，也可以避免不當管制造成市場機制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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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電子商務與傳拱商務差異性與必須考量的規範重點 

類別  差異性 對產業的影響 規範必需考慮的重點 
市場範圍的改變 市場範圍從區域性轉變成全球

性 
在規範一硬體、軟體市場，甚至規範線上商店時，必須考

慮的重點如下：這個軟、硬體廠商或者是網路商店網站的

市場範圍是只侷限於國內，或是全球性的？ 
無營業時間限制 一般傳統產業一天只能有 8—10

小時營業時間，而網路商店一天

有 24 小時營業時間 

相對於一般傳統產業只能經營 8—10 小時，網路商店是否

會因為沒有消費時間的限制，而產生不公平競爭的問題 

市場的進入門檻不同 
 
 

市場進如門檻較低 （1）軟、硬體市場：其具有網路效應特質，必須分以下面

向考量：首先，若市場尚未出現一個最大的廠商壟斷

市場，仍在一個沒有統一標準軟體的市場，大家都在

彼此競爭成為市場上的唯一標準，此時，市場進入障

礙並不高。但是，市場若已經出現一個已經標準化的

產品，所有消費者使用此產品可以更經濟，那麼對於

其他想要進入此一市場的廠商而言，就有其相當高的

市場進入障礙。 
（2）對線上商店層面而言，只要規劃建置網路商店，進入

障礙並不高。 
新型態的中間商的興起 網路世界會產生許多新型中間

商 
必須釐清如下重點： 
（1）中間商掌握了線上通路，因此，相對於企業或消費者

而言，掌握了相當的優勢，必須做怎樣的考量？ 
（2）做一個線上中介角色的商店或媒介，中間商扮演什麼

樣的角色？ 
（3）對消費者、廠商需要負起什麼樣不同的職責與角色？

（3）中介者的問題需不需要規範與管制？ 

電子商務

與傳統商

務的差異

性 

結構化

物流業重要性提供 各種物流業將會因電子商務而

興起，甚至扮演了與傳統不同的

角色，其重要性提升 

新市場的的產生，其狀況值得觀察與注意 
有無可能形成一家物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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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費者主動權增加，從

供給面(supply)走向需

求面(demand)； 

消費者主動權增加；並導致需求

面規模經濟 
 

消費者主動權增加，從兩個面向來考量這個問題： 
（1）在軟、硬體層面而言（B to C & B to B），消費者或

廠商縱使具有選擇是否使用軟、硬體的權利，但在相

容性及避免被套牢的考量下，是否具有真正主動選擇

的權利？或者只是虛假的主動選擇權？ 
（2）以線上實際交易的電子商務而言（B to C），消費者

實際上具有完全主動搜尋、比較資訊的機會，具有短

暫完全競爭市場的特質，在消費者具有主動權的質

下，線上商店不論採用何種行銷策略，譬如搭售，是

否需要受到與現實商店般的相同的管制？ 
2. 定價策略改變； 定價策略的改變是網路數位化

後的必然特質， 
從兩個面向來考量這個問題： 
（1）在資訊軟體市場，通常為了標準化產品，會將軟體商

品的價格拉低甚至趨近於零，用意在於使此一軟體成

為市場的標準。 
（2）在網路上銷售實體商品，由於不用租商店店面等因

素，可以降低成本。因此，大多數在線上銷售的實體

產品可以較一般傳統商店賣的產品便宜，對於定價有

相當的影響，再者，也有可能價格不改變但是搭售其

他服務或商品，或者，也有可能因為提高市場占有

率，而進行削價競爭等問題。因此，對於價格競爭、

價格破壞戰略需做如何的考量？ 
3. 競爭方式改變； 競爭方式的改變  

 數位化

4. 網路架構與偏好導向

的市場區域取代實際的

距離與市場的地理位

置； 

所管制的是線上虛擬商店 必須考量的重點為： 
（1）線上商店的市場範圍，有的線上商店的市場範圍實際

上只可能在國內，但是有的市場範圍卻是全世界，在

這樣情形下，必須做何種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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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商業組織改變 新形式的產業組織形成 新型式的網路公司，如入口網站、網路內容提供，既是媒

體又進行線上交易商店，這種新型態的組織，必須由何種

機關管制？再者，是屬於商業或是媒介？公平會必須將以

何種態度對待 

一、網路效應（network 
effects） 

網路價值隨著成員數

目呈等比級數增加，而

提升後的價值又會吸

引更多成員加入，反覆

循環，形成大者恆大，

弱者愈弱的必然情境。

 
 

網路外部性及報酬遞增造成的結果是—「大者恆大，弱

者愈弱」，明顯的壟斷，阻隔競爭對手的進入。 
 
表面上：對消費者有利，在市場上若有一個統一技術標

準存在，標準的設立可以有效減輕套牢現象，消費

者不用擔心被套牢的問題；再者，市場上有一個技

術標準制訂者存在，有能力為產品進行研究與發

展，是相當有效率的現象。 
事實上：具有市場上技術標準的產品並不一定是最好的

產品，消費者因相容性問題而選擇產品；再者，擁

有網路效應產品的廠商最後極有可能獨占市場，成

為所有客戶的單一供應商，將消費者套牢？是否會

被視為壟斷？ 
從古典經濟學來看，讓任何一個在市場上擁有全部

控制力量的廠商獨占市場，對消費者而言，仍是最

大的威脅。 

需要考慮的重點在於： 
（1）即使沒有網路效應，由於經濟規模

的因素，市場也只可能出現一種或

少數幾種軟、硬體，因此，是否會

在市場機制下，趨向最適當的數

量？ 
（2）在一個對技術標準化需求甚深的市

場，是否屬於傳統獨占市場行為？ 
（3）網路效應是此種市場重要本質，這

樣的本質是否有辦法透過反托拉斯

法予以糾正？以及反托拉斯法有無

能力去矯正？ 

電子商務

的經濟特

質 

二、報酬遞增率 
網路經濟遵守報酬遞

增定律 

網路經濟遵守報酬遞增定律，產品戶或服務的使用單位

愈多，每一單位的價值就會變高。報酬遞增及網路效應

造成的結果是 — 明顯的壟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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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需求面的規模經濟 
需求面規模經濟是資

訊市場的常態。當需求

面經濟啟動時，會產生

消費者預期心理，造成

受歡迎的產品愈受歡

迎，被摒棄的商品會被

淘汰。最後造成產品被

廣泛使用，成為產業標

準。 

需求面規模經濟會產生產業標準，產品極可能成為市場

上的規格標準，成為獨占市場的產品。這種並不一定會

對消費者產生不利，但是是否會妨礙企業間的公平競

爭？ 
 
在具有網路效應的產業中，大廠商往往可以事先宣告某

產品即將問世，而影響具有技術標準的市場競爭。 

考慮的重點在於： 
（1）此廠商的產品是否具有網路效應的

影響力？ 
（2）此種行為是否會對消費者產生不良

影響？ 
（3）此種行銷策略是否為資訊產業的必

然特質？ 
（4）對市場上其他競爭者而言，是否具

有影響？ 

四、正反饋循環 
在網路效應下，會特別

表現出強烈的正反饋

循環。 

正反饋循環會導入網路大者恆大，弱者愈弱定律。  

 

五、獨占 
因為網路效應所產生

的正反饋現象與企求

導向需求面的經濟效

應，企業為了搶奪短暫

的市場控制權，一家獨

大與標準戰爭成為常

態。如果透過競爭取得

控制權，可能造成壟

斷。 

網路效應、正反饋循環、需求面規模經濟、報酬遞增定

律等是資訊經濟突出的原則，這些特質往往導致「大者

恆大、弱者愈弱」、「獨占」與「標準戰爭」定理。這不

論是在軟體、硬體，甚至線上商店，都會產生的結果。

 

需要考慮的重點在於： 
（1）如果透過競爭取得控制權，可能造

成壟斷。但是； 
（2）當市場規模較小而維持最低效率的

生產規模較大時，有時由單一企業

供應整個市場可能是比較經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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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套牢原理 
標準的設立可以有效

減輕套牢現象，但是會

產生大家使用同一套

標準在市場裡彼此競

爭。在共同標準下，可

免於被套牢的威脅。 

某一廠商是否會成為所有客戶的單一供應商？這樣是

否被視為壟斷？ 
 

七、策略同盟 
網路具有經濟系統化

現象 

網路具有經濟系統化與標準化現象，一家公司很少可以

同時生產系統上的每一個組件。因此，生產互補產品的

公司必須懂得與建立同盟關係，控制產品的相容性；再

者，資訊科技深受規模經濟影響，這樣的市場容易走向

集中化，格外需要規格標準化與同業的協調。 

在系統化與標準化的環境中，建立盟友與

互補廠商是必要的策略。反托拉斯法用於

高科技產業時應特別謹慎： 
（1） 一方面因為科技進步確實會腐蝕壟

斷權力； 
（2）一方面企業被指控的作法對消費者

福祉的好壞影響很難有一定的評斷

標準。 

 

 

 

 



 46

第三章  電子商務之不公平競爭議題 
 

本研究問題二希望釐清電子商務產業架構與體系，並藉由此架構體系探討電子商務可

能引發的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議題。因此，本章主要探討主題如下： 

 

第一節—探討電子商務的整體架構； 

 

第二節—探討電子商務架構以及整個電子商務架構中所涉及的電子商務相關產業，希

望提供第四章描繪台灣電子商務產業現況與相關產業之間的關係一個清楚

的分析架構； 

 

第三節—探討電子商務架構中，可能涉及了哪些與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相關的議

題； 

 

第四節—討論國外對於電子商務管制的原則與標準，作為探討規範電子商務中的原則

與標準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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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電子商務架構及其所涉及的相關產業類型 
 

電子商務有幾種不同架構，以下將討論曾經被提出的電子商務分類架構，並綜合出本

研究的電子商務架構。因此，本節將分為以下幾個部分：壹、電子商務技術架構及其所涉

及的行業；貳、網際網路經濟架構及其所涉及的行業。 

 

 

壹、電子商務技術架構及其所涉及的相關產業 
學者 Kalakota & Whinston（1998；張真誠&江季翰，民 88；經濟部商業司，民 88a＆

88b）提出一個完整的電子商務整體架構，包括：（一）網路基礎架構；（二）多媒體內容及

網路出版基礎架構；（三）資訊通路基礎架構；（四）一般企業服務基礎架構；（五）一般電

子商務的應用（見表 3-1），詳述如下： 

 

表 3-1：電子商務架構、包括內容範圍、涉及相關產業 

電子商務架構 包括內容範圍 涉及相關行業 
第一層： 
網路基礎架構 

電信網路、有線電視、無線、

網際網路、衛星、電話 
電信公司、ISP、電話通訊公司、

有線電視業者、無線通訊公司、

衛星網路公司、電腦網路公司 
第二層： 
多媒體內容與網路出版的

基礎建設 
（網路基礎技術） 

超文件標示語言、爪哇語

言、全球資訊網 
美國 Microsoft 及 Netscape 等公司

為代表，兩家企業所出版的瀏覽

器已經成為全世界共同上網的標

準軟體。 
第三層： 
資訊通路基礎架構 
（訊息與資訊傳送基礎建

設） 

電子資料交換、快速回應系

統或快速補貨系統進行庫

存、配送、通路、付款等管

理機制 

企業與企業間的商業交易應用與

企業內部的商業應用--相關企業

包括了提供各種快速回應軟體、

EDI 等相關軟體、企業財務處理

軟體、線上安全交易軟體、型錄

設計軟體、ASP 公司。 
第四層： 
共通的商務服務基礎建設 

安全 /認證、電子付款、目

錄、型錄/電話黃頁服務 
提供線上安全交易及線上交易軟

體服務的公司--認證相關中心（企

業）、交易付款中心 
第五層： 
電子商務應用 

供應鏈管理、遠端金融服

務、線上行銷與廣告、上網

購物、居家銀行、VOD、快

速回應系統、自動補貨系統

包含在網路上進行各種商業活動

的企業--企業間線上交易、線上零

售業、線上仲介、線上廣告、線

上商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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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路基礎架構 
 

（1）說明 

網路基礎建設並不是以單一的個體運作，而是由許多形式的傳輸網路建構成一個

完整的網際網路基礎架構。這些不同的傳輸形式，可能包括了電信系統、電話線

路、有線電視網、無線電及衛星通訊系統等以 TCP/IP 通訊協定連結成的網際網路。

另外，非同步傳送模式（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ATM）的出現使得聲音和

網路資料的結合成為可行（經濟部，民 88a）。 

 

（2）涉及的相關產業 

在電子商務架構下的網路基礎建設，是資訊運送的提供者，相關的產業包括了電

話通訊公司、有線電視業者、無線通訊公司、衛星網路公司、電腦網路公司等單

位，這些單位架設了網路的通訊硬體建設，建構了網路基礎架構。 

 

（二）多媒體內容及網路出版基礎架構 
 

（1）說明 

在網際網路上，資源共享必須依賴網路出版及各種視覺或物件導向語言，因此，

電子商務整體架構的第二層即是可以讓資訊呈現在基礎架構上的各種出版軟體。

這些出版軟體包括了超文件標示語言（HTML）、爪哇語言（JAVA）、和全球資訊

網(WWW)、瀏覽器等軟體。 

 

全球資訊網是網路出版最流行的架構，透過全球資訊網讓個人或企業利用超文件

標示語言的形式發展內容，再將其出版在 Web 伺服器上。簡言之，Web 成為一個

製作產品資訊（內容）及將其出版一個配發中心（網路伺服器）。 

 

（2）涉及的相關產業 

這一層次的相關企業以美國 Microsoft 及 Netscape 等公司為代表，兩家企業所出版

的瀏覽器已經成為全世界共同上網的標準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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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通路基礎架構 
 

（1）說明 

在網路上傳送的資訊皆是由０與 1 所組成的數位化資訊，網路並不能對他們有所

區別。內容一旦產生並儲存到伺服器，資訊的傳送方法會帶著資訊在網路上流動，

訊息傳送方法稱為中介軟體（middleware software），它位於 Web 伺服器和終端使

用者應用之間。 

 

資訊的傳送包括了未格式化（不具結構）資料及格式化（有結構性）資料。未格

式化的訊息傳送方式包括傳真、電子郵件（E－mail）、HTTP（超文件傳輸系統）、

Chat、FTP、I-Phone；格式化的文件訊息包括了在電腦應用之間，透過電訊線路

對標準格式及核准過的訊息所做的自動交換，例如電子資料交換（EDI—訂貨單、

送貨單和發票）、快速回應系統、自動補貨系統等等，皆是格式化文件訊息的例子。 

 

目前格式化的資訊為了達到電子商務目的，必須達到資訊傳送時訊息不被改變、

不能複製、並且可被證明，所以這些訊息軟體面臨的挑戰在於必須在各種通訊設

備、介面和網路間均能暢行無阻。 

 

（2）涉及的相關產業 

這一階層可能產生的電子商務活動包括了企業與企業間的商業交易應用(Extranet)

與企業內部的商業應用(Intranet)。最主要利用 EDI、快速回應系統或快速補貨系統

進行庫存、配送、通路、付款等管理機制。相關企業包括了提供各種快速回應軟

體、EDI、型錄財務處理軟體、型錄設計軟體、及新興的 ASP 公司等相關軟體企

業。 

 

（四）共通的商務服務基礎建設 
 

（1）說明 

在網際網路上從事商業活動必須有安全的交易措施，線上付款工具不足、資訊與安

全防護缺乏等安全性問題受到相當的注目。這一層次的基礎建設主要包括了便利線

上採購，如安全/認證、電子付款。尚有如匯率換算、現金管理、託管、匯率及證券、



 50

財務資訊和回報、帳單發送及付款等其他服務。 

 

（2）涉及的相關產業 

在這一層次的代表產業包括提供線上軟體交易服務的公司，例如安全認證中心、交

易處理中心、線上安全交易軟體。 

 

（五）一般電子商務的應用 

 

（1）說明 

這一層次的電子商務活動應用範圍主要包括企業與消費者（B to C）、企業與企業

間（B To B），甚至是消費者對消費者（C to C）的交易。其類型包括了供應鏈管理、

隨選視訊、遠端金融服務、線上行銷與廣告、上網購物、居家銀行等等各種直接進

行線上交易的活動。 

 

（2）涉及的相關產業 

在這一階層的相關企業包含了在網路上進行各種商業活動的公司，包括企業於線上

交易、線上零售業、線上仲介、線上廣告、線上商店等所有在線上進行交易活動的

行為及商店。 

 

貳、美國奧斯丁德州大學對網際網路經濟的分類 
 

美國奧斯汀德州大學於 1999 年進行網際網路經濟研究，為了要得到網際網路經濟結

果，這項研究將網際網路產業分成四個層次，依受訪的網路服務公司的業務類型，分別計

算不同層次的產值，最後再將所有層次的數據加總，得到總體產值。 

 

這項網路經濟研究首先將整個網路架構區分為基礎建設與線上經濟活動。而在基礎建

設層次，則分為兩個有區別但互補的層次（two distinct but complementary layers）：網路硬

體建設與軟體基礎建設。線上經濟活動則也區分為兩個層次：線上交易及線上中介者。而

在四個層次中分別包括不同的企業型態（見表 3-2），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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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美國奧斯丁德州大學對網際網路經濟分類、指標及所涉及的相關行業 

分類標準 層次 指標標準 美國相關企業 
第一層次： 
基礎建設層次

指標

（Infrastructure 
Indicator） 

（1）電信公司 
（2）網際網路服務提供者 
（3）網路骨幹或服務設備提供者

（4）網路設備製造廠商 
（5）電腦硬體設備製造廠商 

（1）Qwest、MCI Worldcom 
（2）ISP 
（3）Cisco、Lucent、3Com 
（4）Corning 
（5）Dell 、Compaq、HP 

基礎建設 
第二層次： 
應用軟體層次

指標

（Application 
Indicator） 

（1）各種線上軟體廠商 
（2）顧問咨詢服務 
（3）線上資料庫 
（4）網站設計維護服務 
（5）網路扣款及轉帳服務 
（6）網路操作系統（network 

operating systems） 
（7）線上訓練 

（1）Netscape、MS、Sun、IBM、

RealNetworks、

Macromedia、WebAdobe、

NetObjects、Allaire、

Vignette、Inktomi、Verity；

（2）USWeb/CKS、Scient； 
（3）Oracle、IBM、DB2、MS 

SQL； 
第三層次： 
線上中介者指

標

（Intermediary 
Indicator） 

（1）垂直整合工業市場中介者；

（2）線上旅行社； 
（3）線上仲介者； 
（4）內容提供者； 
（5）入口網站； 
（6）線上廣告中介者； 
（7）入口網站。 

（1）VerticalNet、PCOrder 
 
（3）E*Trade、Schwab.com、

AliDirect 
 

線上經濟

活動 第四層次： 
線上商務指標

（Commerce 
Indicator） 

（1）線上零售業者，於網路上賣

書、音樂、花等； 
（2）線上直接銷售電腦硬體與軟體

的製造商； 
（3）於網路上提供交通服務（賣

票）； 
（4）線上娛樂或專業服務； 

（1）Amazon.com、Etoys 
 
（2）Cisco、Dell、IBM 
 
 
 
 
 

 

第一層次：基礎建設指標（Infrastructure Indicator） 

 

數位經濟的成長，有賴於存在普遍高速且智慧型電子網路硬體基礎建設層次，這一層

次相關產業包括提供電信及光纖骨幹等建設基礎設施的產業，代表的產業類型如下： 

 

（1）電信公司，例如 Qwest、MCI Worldcom； 

（2）網際網路服務提供者（ISP）； 

（3）網路骨幹或服務設備的提供者，例如 Cisco、Lucnet、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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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網路設備製造廠商(Conduit)，例如 Corning； 

（5）電腦硬體設備製造廠商，例如 Dell 、Compaq、HP。 

 

第二層次：應用軟體層次指標（Application Infrastructure Indicator） 

 

這一層次的產品及服務建立在 TCP/IP 硬體設備基礎建設上。包括線上應用軟體公司、

諮詢顧問服務公司、整合服務公司，代表的產業類型如下： 

 

（1）各種線上軟體廠商：商業應用軟體（例如：Netscape、MS、Sun、IBM）、多媒

體軟體公司（例如：RealNetworks、Macromedia）、Web 發展軟體（Adobe、

NetObjects、Allaire、Vignette）、搜尋引擎軟體（Inktomi、Verity）等等； 

（2）顧問咨詢服務(Internet consultants)； 

（3）線上資料庫（例如：Oracle、IBM、DB2、MS SQL）； 

（4）網站設計維護服務； 

（5）網路扣款及轉帳服務； 

（6）線上訓練系統。 

 

第三層次：網路中介者次指標（Intermediary Indicator） 

 

線上中介者增加電子商務市場效率，扮演了訊息及知識提供者的觸媒(catalysts)功能。

這一層次的相關產業業範疇如下： 

 

（1）垂直整合工業市場中介者（例如：VerticalNet、PCOrder）； 

（2）線上旅行社； 

（3）線上仲介者（例如：E*Trade、Schwab.com、AliDirect）； 

（4）內容提供者（ICP）； 

（5）入口網站（portal site）； 

（6）線上廣告中介者（On line Adversting） 

（7）虛擬商場（web virtual m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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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層次：線上商務指標（Commerce Indicator） 

 

這一層次的企業型態主要網站銷售公司產品或服務，並以其為收入來源的網路公司，

包含的產業類型如下： 

 

（1）線上零售業者，於網路上賣書、音樂、花等，以 Amazon.com、Etoys 為代表； 

（2）線上直接銷售電腦硬體與軟體的製造商，例如 Cisco、Dell、IBM； 

（3）於網路上提供交通服務，如賣票； 

（4）線上娛樂或專業服務； 

（5）貨運服務，例如 UPS、Federal Express、Airbo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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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子商務架構以及架構中涉及的相關產業 
 

壹、本研究電子商務架構 

本研究擬由以上所探討的兩個電子商務架構，綜合出本研究的電子商務架構。Kalakota 

& Whinston 以技術角度指出電子商務的五層架構：網路基礎架構、多媒體內容與網路出版

基礎建設、資訊通路基礎架構、共通的商務服務基礎建設與電子商務應用。美國奧斯丁德

州大學研則以網路經濟角度，指出網路電子商務四個層次：網路硬體建設、軟體基礎建設、

線上中介者及線上商務。藉由此二架構，綜合分析本研究架構，說明如下： 

 

第一：兩個不同的電子商務架構皆提出必須以網路基礎建設（硬體建設）為基礎，建

構電子商務運作的基礎設施。因此，本研究電子商務第一層次為網路基礎建設。 

 

第二：兩種電子商務架構都提出，在硬體基礎建設之上，是軟體基礎建設，但是提出

了不同的區分方法。 

 

德州大學在此層次統稱為軟體基礎建設，而 Kalakota & Whinston 則將軟體基

礎建設區分為多媒體內容與網路出版基礎建設、資訊通路基礎架構，及共通的

商務服務基礎建設三個部分。 

 

由於多媒體內容與網路出版基礎建設及資訊通路基礎架構主要功能都是為了

提供電子商務運作時的軟體基礎建設，所以本研究將這兩個層次綜合起來成為

德州大學所提出的軟體基礎建設。 

 

再者，電子商務最重要的環節在於建構一個安全的電子商務交易環境。所以，

本研究將 Kalakota & Whinston 所提出的共通的商務服務基礎建設設定成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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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電子商務架構的第三層次。希望探討建構電子商務安全交易環境時，可以

探討到交易中心、認證中心相關的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問題。 

 

由以上的討論，歸納出本研究第二及第三層次分別為軟體基礎建設與共通商務

服務基礎建設。 

 

第三：兩種不同電子商務架構所提出的最上面階層都是線上經濟活動（或稱電子商務

應用層次）。但是，德州大學將線上經濟活動又清楚的區分出兩種不同的型態，

即線上中介者及線上直接交易。由於線上中介者與企業本身自行建購虛擬商場

進行電子商務交易是兩種不同的類型。 

 

因此，本研究也將採用德州大學的區分方法，將線上電子商務應用層次區分為

兩個層次：線上中介者（第四層次）及線上商務（第五層次）。 

 

在經過以上討論之後，本研究所提出的電子商務架構，具有此五層次，由下至上包括

了：（一）硬體基礎建設、（二）軟體基礎建設、（三）共通商務服務基礎建設、（四）線上

交易中介者及、（五）線上商務。 

 

貳、電子商務架構中所涉及的相關產業 

本節將藉由本研究所提出的電子商務架構，一一說明架構中的每一個階層分別涉及了

哪些不同產業，以及這些相關產業的特質。 

 

第一階層：硬體基礎建設 

硬體基礎建設最主要的功能在於提供一個以 IP 為基礎的網路硬體環境，使得人

人可以在這個硬體建構出來的網路環境下進入網路世界。包括的相關產業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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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供硬體建設產品及服務的的製造廠商。因此，包括了提供電信和光纖骨幹

建設的業者、提供消費者網路設備的業者。 

 

根據 Kalakota & Whinston 所提出與這一層次相關的產業如下：電信網路、有

線電視、無線、網際網路、衛星、電話等建構網路基礎設施產業；德州大學提

出的相關產業除了以上相關基礎建設設施外，尚有網際網路服務提供者、網路

骨幹或服務設備的提供者、網路設備製造廠商、電腦硬體設備製造廠商。 

 

由於此一層次已由其他小組負責探討，因此，本研究不擬討論硬體基礎建設階

層可能產生的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規範問題。 

 

第二階段：軟體基礎建設 

軟體基礎建設最主要的功能是提供企業內部(Intranet)或企業與企業間(Extranet)

或線上交易的各種商業應用軟體，包括了發展電子商務所需要的各種軟體，例

如架構電子商務網站軟體、網頁設計軟體、商用應用目錄軟體、財物計算軟體、

或提供架構電子商務網站全服務的軟體公司。 

 

這一層次可能的軟體企業類型包括如下：（1）各種線上軟體廠商、（2）顧問咨

詢服務、（3）線上資料庫、（4）網站設計維護服務、（5）網路扣款及轉帳服務、

（6）線上訓練、（7）快速回應軟體--EDI、（8）企業財務處理軟體、（9）線上

安全交易軟體、（10）型錄設計軟體、（11）ASP 公司。 

 

第三階段：共通商業服務基礎建設 

共通商務服務基礎建設最主要的功能在於提供電子商務一個可以順利運作的安

全環境與交易環境。安全環境的提供者，最主要是認證中心；交易環境基礎服

務的提供者，最主要是包括了金流業、物流中心、與交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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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線上中介者 

線上中介者最主要的角色是扮演一個提供交易平台的角色，主要收入來源來自

於身為中介者的角色以抽取佣金。中介者所提供的平台具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提供企業對消費者（B2C）的交易平台：聯合了許多廠商的商品，成為

一個線上商場，在線上賣給其他消費者。 

（二）提供企業對企業（B2B）的交易平台：聯合其他相關企業的產品，做一

個整合者的角色，提供其他企業選擇產品。例如一個線上中介者整合了

台灣所有瓷器廠商的商品，在線上提供一個完整的目錄系統，提供想要

進口台灣瓷器的外國廠商輕易的就可以瞭解所有台灣瓷器的一個管道。 

（三）提供消費者對消費者（C2C）的的交易平台：只單單提供一個平台，讓

消費者將他們想要賣出的商品或二手貨放到網站上拍賣，而由其他消費

者標價買出。 

（四）提供政府對企業（G2B）的交易平台：政府將所有相關公共工程訊息藉

由一個網站提供，而所有想要標價政府的工程者，皆可透過此一網站得

知訊息並且上線標價。 

     

這個階層所包含的產業相當廣泛，只要是作為一個提供交易平台者的角色，提

供線上企業對企業平台、企業對消費者平台及政府對企業平台等等，都屬於這

一階層的產業。包含的相關產業不可能一一列舉，但是目前線上較為明顯的有

以下幾種： 

 

（1） 垂直整合工業市場中介者：將產業中上下游產品整合於一個網站中提供

訊息或銷售。 

（2） 線上旅行社：於線上提供訂機票、火車票或飯店等旅遊服務者。 

（3） 線上仲介者：於線上提供給消費者對消費者（CtoC）、企業對企業（Bt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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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企業對消費者（BtoC）的一個交易平台，並且於交易後，從中抽取佣

金，例如 eBay、Etoy。 

（4） 網路內容提供者（ICP）：網站最主要在於提供免費資訊內容給消費者，

但是在網站中另闢一個提供給各類廠商的一個消費商場的子網站，銷售

各種不同廠商的產品。例如台灣的中時電子報、蕃薯籐網站是網路內容

提供者，也提供給廠商一個呈現產品的平台銷售商品。 

（5） 入口網站(portal site)：世界最有名的網站 Yahoo，就是一個入口網站。其

從事電子商務的功能與網路內容提供者相同。 

（6） 線上廣告中介者：提供一個網站，完全只登線上廣告，目前有採取類似

多層次傳銷模式，付費吸引瀏灠者及獎勵介紹他人上站觀看廣告的經營

方式。 

（7） 虛擬商場：建構一個網站，作為一個交易平台，自己不生產任何產品，

但是跟許多各種不同廠商談合作，整個網站就像一個線上百貨公司，所

有產品一應俱全，定位在於一次夠購足所需產品。 

（8） 線上企業對企業平台：提供一個線上平台，針對企業對企業提供服務。 

（9） 線上政府對企業平台：提供一個線上平台，提供政府將政府所有相關公

共工程傳遞給企業的一個網站。（第七、八經由深度觀察而來） 

 

第五階段：線上商務服務 

線上商務服務階層最主要的角色是廠商擁有自己的產品，並自行建構一個電子

商務網站，銷售自己的產品給消費者（B2C）。主要收入來源來自於線上廣告、

線上電子商務交易。 

 

這一階層所包括的產業涵蓋所有自行建置網站於網路上進行線上直接銷售行為

的產業： 

（1） 線上零售業者直接賣書、花、票等各種商品的網站，例如 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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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線上直接銷售電腦硬體、軟體的製造商例如 IBM、HP； 

（3） 線上娛樂（線上軟體遊戲），例如宏碁戲谷； 

（4） 專業服務等，包括提供全方位服務或建構社區電子商務社群等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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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本研究電子商務架構、相關產業特質、相關產業指標 

層次類型 Business Model 相關產業指標 
第一層次 
硬 體 基 礎

建設 

硬體基礎建設最主要的功能在於提

供一個以 IP 為基礎的網路硬體環

境，使得人人可以在這個硬體建構出

來的網路環境下進入網路世界。 

電信網路、有線電視、無線、網際網路、衛星、

電話、際網路服務提供者、網路骨幹或服務設

備的提供者、網路設備製造廠商、電腦硬體設

備製造廠商。 
第二層次 
軟 體 基 礎

建設 

軟體基礎建設最主要的功能是為提

供企業內部(Intranet)或企業與企業

間(Extranet)或企業上網開店的各種

商業應用軟體。 
 
包括了發展電子商務所需要的各種

軟體，例如架構電子商務網站軟體、

網頁設計軟體、商用應用目錄軟體、

財物計算軟體、或提供架構電子商務

網站全服務的軟體公司。 

（1）各種線上軟體廠商 
（2）顧問咨詢服務 
（3）線上資料庫 
（4）網站設計維護服務 
（5）網路扣款及轉帳服務 
（6）線上訓練系統 
（7）快速回應軟體、EDI 
（8）企業財務處理軟體 
（9）線上安全交易軟體 
（10）型錄設計軟體 
（11）ASP 公司 

第 三 層 次

共 通 商 務

服 務 基 礎

建設 

共通商務服務基礎建設最主要的功

能在於提供電子商務一個可以順利

運作的安全環境與交易環境。最主要

是包括了線上交易付款服務公司。 

（1）安全環境--認證相關中心 
（2）交易環境-- 

交易付款中心、 
金流業 
物流業 

第四層次 
線 上 交 易

中介者 

線上中介者最主要的角色是扮演一

個提供交易平台的角色，主要收入來

源來自於中間者抽取佣金。提供其所

提供的平台具有以下幾種方式： 
（1）提供企業對消費者（B2C）的

交易平台； 
（2）提供企業對企業（B2B）的交

易平台； 
（3）提供消費者對消費者（C2C）

的的交易平台：； 
（4）提供政府對企業（G2B）的交

易平台。 

只要是作為一個提供平台者的角色，都可以屬

於這一階層的產業。相關產業不可能一一列

舉，但是目前線上較為明顯的有： 
（1）垂直整合工業市場中介者 
（2）線上旅行社 
（3）線上仲介者 
（4）內容提供者 
（5）入口網站 
（6）線上廣告中介者 
（7）虛擬商場 
（8）線上企業對企業平台 
（9）線上政府對企業平台等等。 

第五層次 
線 上 商 務

服務 

廠商擁有自己的產品，並自行建構一

個電子商務網站，銷售自己的產品給

消費者（B2C）。主要收入來源來自

於線上廣告、線上電子商務交易。 

所包含的相關產業相當廣泛，只有擁有自己的

商品，並於網路上銷售皆屬於此階層： 
（1）線上零售業者：賣花、書、票、等等 
（2）電腦硬體、軟體的製造商 
（3）線上娛樂（線上軟體遊戲） 
（4）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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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子商務之競爭議題 
 

在完整瞭解電子商務架構之後，我們從整個電子商務架構中企圖進一步看出在同一層

次之間、不同層次與層次間，可能引發哪些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議題呢？本節擬由上節

電子商務架構為基礎，提出電子商務可能涉及的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問題。 

 

第一：電子商務第一層次為硬體基礎建設，這一層次涉及的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議

題包括有線、電信、衛星等產業跨業經營，異業結盟等問題，由於已由其他三組

負責研究，本研究不擬探討此部分不公平競爭規範問題。 

 

第二：電子商務第二層次為軟體基礎建設，涉及到提供各種線上軟體廠商或規劃企業

與企業間(Extranet)、企業內部（Intranet）或提供建置線上網站的各種商業交易

應用軟體的產業。 

 

這部分必須考慮到的特質是；技術軟體產業上具有一種共同特質，即是：所有

相關軟體廠商都希望建構出一套可以應用在所有電子商務網站、具有統一性、

標準性的軟體，可以不必要再一一根據不同的公司需要，設計不同的應用軟體

（人力、成本、時間上的考量）。因此，統一化、標準化便成了軟體業共同追尋

的目標。 

 

這部分可能涉及的不公平競爭議題最重要的是：與競爭者制訂技術標準，這樣

可能造成市場的壟斷。任何一種統一標準的軟體技術出現，或者與競爭對手制

訂標準，都可能因而損害消費者權益或妨礙競爭，都可能引發市場規範問題，

引起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爭議。 

 

這一層次已經產生相當有名的競爭法適用實例當屬美國「Microsoft & Netscape

的網路瀏覽器之爭」，涉及到公平交易法上的「搭售」問題，並且已經引起一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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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的判決。因此，此一層次可能涉及與限制競爭規範相關議題包括了： 

 

（一）共同訂定技術標準；軟體企業間的互相聯盟、合併、或者共同訂定技術

標準； 

（二）軟體搭售問題：許多軟體製造廠商負責規劃的科技公司，盡量利用搭售

軟體策略或與其他軟體製造廠商聯盟，擴大市場占有率。 

 

第三：電子商務的第三層次為共通服務基礎建設，包括認證中心、交易付款中心、網

路銀行與物流中心的共通基礎服務建設。 

 

這一階層最主要的特質並且與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相關之必須考慮的重點

是：政策主導共通商業服務基礎建設的環境。必須考慮如下重點： 

 

（一）在認證中心的考量上，政策是允許開放市場，讓多家認證中心自由競爭？

或是只限制市場只有幾家？或是只有一家？認證中心與系統業者的合作

有何影響？誰有資格誰扮演此種角色？ 

（二）交易付款中心與銀行業者之間的關係是什麼？交易付款中心由誰扮演？

會帶來什麼樣的影響？ 

（三）在物流中心的考量上，政策對物流中心的規範為何？開放競爭？由政策

主導？會有什麼樣的影響？ 

 

在這一階層，可能涉及到的問題最主要在於，市場如果只有一家或兩家認證、物流、

交易中心、網路銀行，便會產生寡占、獨占、或壟斷的問題。 

 

第四：電子商務第四層次為線上交易中介者，提供各種線上交易平台的網站，包括提

供企業與企業（B2B）、消費者與消費者（C2C）、消費者與企業（C2B）或消費

者與企業與企業（C2B2B）或政府與企業（G2B）之間的平台的中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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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提供線上平台中介者的角色，必須進行以下幾點考量： 

 

（一）這些中介者所整合產品目錄、交易的網站，是不是唯一一個這個類型的

網站？（譬如，整個台灣提供線上瓷器中介者的網站是不是唯一一個？）； 

（二）未加入這個網站的廠商是否就被排除在交易線之外？對未加入網站的廠

商而言，算不算是一種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是不是為了不要被排除

在外，所以一定得加入這個網站成為會員？才不會被排出在這個產業的

交易線之外？ 

（三）中介商掌握了多少有利資源？ 

（四）從消費者的角度來看，如果市場發展到以後出現聯合或結合所有廠商，

提供消費者輕鬆的找到所有產品的中介者。這時候所有消費者只能藉由

這一家網站公司購買商品，需要如何規範？ 

 

可能牽涉到的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規範的問題包括如下： 

（一）違反限制競爭爭議問題：（1）有無可能與直接競爭對手合併；（2）業者

間是否有可能進行聯盟；（3）是否一家獨大，壟斷市場；（4）是否有聯

合行為；（5）政府若只將公共工程訊息交由一家網站公司負責發佈、競

標等問題。 

（二）違反公平交易之虞的網路不公平競爭問題：（1）視框鏈結（Frame link）；

（2）超鏈結(Hyperlink)；（3）網路不實廣告；（4）網域名稱爭議；（5）

多層次傳銷；（6）消費者集結起來對企業集體議價；（7）消費者集結起

來透過某企業力量對其他企業進行集體議價；（8）套裝（bundle up）商

品或服務等問題。  

 

第五：電子商務活動第五層為線上商務活動，廠商具有自己的產品，於網路上進行線

上銷售行為的產業自行銷售產品給消費者（B t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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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層次與一般商業可能發生的不公平競爭問題並無不同，只是會因為網路的

特質，而增加一些不同於傳統商務的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問題，譬如濫發電

子信。同時，這一階層必須考慮到的重點是： 

 

（一）經營商店的時數有沒有限制？ 

（二）線上商店的市場範圍是區域性或全球性？ 

（三）任何行業中有沒有可能產生一個最大的市場獨占者？ 

 

因此，可能涉及的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議題包括了兩類： 

（一）違反限制競爭爭議問題：（1）與直接競爭對手合併；（2）業者間的聯盟；

（3）壟斷市場；（4）獨占；（5）搭售。 

（二）違反公平交易之虞的網路不公平競爭問題：（1）套裝（bundle up）商品

或服務；（2）網路商店進行電子商務活動的網站包裹契約(Web Wrap)；（3）

網路不實廣告；（4）網域名稱爭議；（5）濫發電子信（6）價格破壞戰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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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電子商務需要考量的特點與可能產生的競爭議題 

層次類型 需要考量的特點 可能產生的競爭議題 
第二層次 
軟 體 基 礎

建設 

在技術軟體產業上具有一種共同特質，即

是：所有的相關軟體廠商都希望建構出一套

可以應用在所有電子商務網站、具有統一

性、標準性軟體，可以不必要再一一根據不

同的公司需要，設計不同的應用軟體（人

力、成本、時間上的考量）。因此，統一化、

標準化便成了軟體業共同追尋的目標。 
 

（1）共同訂定技術標準；軟體企業間的

互相聯盟、合併、或者共同訂定技

術標準； 
（2）軟體搭售問題：許多軟體製造廠商

負責規劃的科技公司，盡量利用搭

售軟體策略或與其他軟體製造廠商

聯盟，擴大市場占有率。 

第 三 層 次

共 通 商 務

服 務 基 礎

建設 

這一階層最主要的特質並且與不公平競爭

相關的必須考慮的重點是：政策主導這一個
共通商業服務基礎建設的環境。 
（1）在認證中心的考量上，政策是允許開

放市場，讓多家認證中心自由競爭？

或是只限制市場只有幾家？或是只有

一家？認證中心與系統業者的合作有

何影響？誰有資格誰扮演此種角色？

（2）交易付款中心與銀行業者之間的關係

是什麼？交易付款中心由誰扮演？會

帶來什麼樣的影響？ 
（3）在物流中心的考量上，政策對物流中

心的規範為何？開放競爭？由政策主

導？會有什麼樣的影響？ 
 

（1）涉及到認證中心、交易付款中心、

及銀行業者及物流中心若指出現一

家或兩家寡占、獨占或壟斷的問題。

（2）與其他層次產業垂直跨業結合及策

略聯盟 
 

第四層次 
線 上 交 易

中介者 

對於這樣一個提供線上平台中介者的角

色，必須考慮到以下幾點： 
（1）這些中介者所整合產品目錄、交易的

網站，是不是唯一這個類型的網站？

（2）未加入這個網站的廠商是否就被排除

在交易線之外？對這些廠商而言，算

不算是一種不公平競爭？是不是為了

不要被排除在外，所以一定得加入這

個網站成為會員？ 
（3）中介商掌握了多少有利資源？ 
（4）從消費者的角度來看，如果市場發展

到以後出現一種聯合或結合所有廠

商，提供消費者輕鬆的找到所有的產

品中介者。這時候所有消費者只能藉

由這一家網站公司購買商品，需要如

何規範？ 

（1）違反競爭法的限制競爭爭議問題，

在於這些線上中介者有無可能：

（1）與直接競爭對手合併；（2）

業者間是否有可能進行聯盟；（3）

是否一家獨大，壟斷市場；（4）是

否有聯合行為；（5）政府若只將其

公共工程訊息交由一家網站公司

負責發佈、競標等。。 
（2）違反公平交易之虞的網路不公平競

爭問題：（1）視框鏈結（Framelink）；

（2）超鏈結(Hyperlink)；（3）網路

不實廣告；（4）網域名稱爭議；（5）

多層次傳銷（6）消費者集結起來對

企業集體議價；（7）消費者集結起

來透過某企業力量對其他企業產品

進行集體議價；（8）套裝（bundle up）

商品或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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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層次 
線 上 商 務

服務 

與一般商業可能發生的不公平競爭問題並

無不同，只是會因為網站的特質，而增加一

些不同的線上交易不公平競爭問題，譬如濫

發電子信。但線上商店必須考慮到以下幾

點： 
（1）經營商店的時數有沒有限制？ 
（2）線上商店的市場範圍是區域性或全球

性？ 
（3）任何行業中有無產生一個最大的市場

獨占者？ 

（1）違反競爭法競爭爭議問題：（1）與

直接競爭對手合併；（2）業者間的

聯盟；（3）壟斷市場；（4）獨占；

（5）搭售。 
（2）違反公平交易之虞的網路不公平競

爭問題：（1）套裝（bundle up）商

品或服務；（2）網路商店進行電子

商 務 活 動 的 網 站 包 裹 契 約 (Web
Wrap)；（3）網路不實廣告；（4）

網域名稱爭議；（5）濫發電子信（6）

價格破壞戰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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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各國對電子商務競爭議題的管制標準與原則 
 

 

這一節將探討各國政府對電子商務的管制，將探討各國政府對電子商務的管制原則。 

 

目前世界各國對於網路管理立法原則大致分為兩種：第一：以網際網路使用者行為為

主的立法，如中國大陸、新加坡等；第二：提供良好的遊戲規則以健全網際網路發展，如

美國、德國等。各國立法概況如下： 

 

一、中國大陸 

大陸當局制訂「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聯網管理暫行規定」，分為 16 條，

主要規範網路的發展，內容包括立法目的、權責單位、國際對國際聯網實行統籌規畫、及

促進發展等原則。 

 

二、美國 

美國總統柯林頓在 1997 年 7 月 1 日提出「全球電子商務架構」報告(A Framwork for 

Global Electronic Commerce)，表達了美國對電子商務的看法及所遵循的原則和指標。1997

年 12 月召開美歐高峰會議（EU-US Summit）中，與歐盟達成協議，發表了聯合聲明。在

報告中對電電商務作了極為明確的指示，此一電子商務架構涵蓋範圍極廣，包括五項原則，

對各國政策具有深遠的影響，此五項原則如下： 

 

（一）由私人部門領導電子商務的發展：政府在電子商務發展出其扮演支持的角色，

但主要驅動力量應讓私人部門扮演，並發展適當的機制藉以助長網路的運作的

成功。雖然集體協議及標準是必須的，在政策制訂過程中，私部門仍應是在決

策過程中正式的一部份； 

（二）政府應避免過度管制電子商務，以免扭曲電子商務的發展：對商業的不必要的

管制將會扭曲市場的發展，尤其是對具有科技特質的電子商務市場尤為明顯； 

（三）政府的涉入是必須的，但是其目標必須是支持並施行一個可預測性的、一致性

的及簡單的電子商務法治環境，奠基於分權化法律概念模式，而非由上往下的

規約方式。目標在於助長電子商務發展並保護消費者，並確保競爭、保護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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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隱私權、避免詐欺、鼓勵透明化、支持商務交易等原則。 

（四）政府應體認網際網路的獨特性格（unique qualities）：網路的爆發性成長原因在

於其去中心性（分權化）（decentralized）及其由下而上（bottom-up）的管理原

則。電子商務面臨重要的挑戰在於其與已存在的規範體系間的關係。過去六十

年來適用於電信、廣播及電視的法規框架並不適用於網路。現行的法律及規範

可能會阻礙電子商務的發展，需要重新檢閱與修正，藉以因應新電子時代的需

求。 

（五）以全球性為基礎來促進電子商務發展：網際網路顯現出全球性市場的特質，支

持網際網路的法律架構，必須是跨州界、國界與國際間具有一致性的原則。方

可導致醫治及可預測的結果。 

 

三、日本 

日本通產省專責研究及推動電子商務的電子商取引實證推進協會(Electronic 

Commerce Promotion Council of Japan)，於 1997 年 2 月將「認證局運用 Guidelin」（即電子

認證機構運用基準原則）在日本國內公開發表。此一基礎原則主要分為前言（Introduction）、

管理原則（Management Requirement）及商業要件(Business Requirement)三個部分。前言對

基準原則中的相關用語加以定義，並對公開金鑰基礎建設、認證做一般性原則規定；維護

要件則要求認證機構制訂運用政策、責任政策且對認證機構之組織具有之性質及事務處理

作一般規範；商業要件乃針對認證機構共通性一般業務加以規定。（李英鳳，民 86） 

 

四、德國 

德國是第一個對網際網路行為規範提出單一法律架構的國家，此一法律主要原則是取

消對網際網路的相關活動的不必要管制。並未網際網路上的各種網路行為的規範設定責任

範圍、指出個人資料保護法的重要性、數為簽章法、著作權法、刑法等規定（廖緯民，民

86）。 

 

五、新加坡 

新家都政府於 1996 年 7 月 15 日，公佈網際網路管理辦法，網路使用者必須遵守「網

際網路言論內容指導方針」，主要容包括：公共道德的維護、種族或宗教的和諧而規定、國

家安全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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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APEC 

APEC 組織在 1999 年 4 月 12 日發表了電子商務『行動藍皮書』（Blueprint for Action），

表達了 APEC 組織對電子商務的看法及所遵循的原則和指標。在報告中提出政府與社會對

電子商務所提出的明確的行動，包括五項行動原則，對 APEC 組織國家的各國政策具有深

遠的影響，此五項原則如下： 

 

（一）由商業部門扮演發展電子商務技術、應用及服務的領導者角色。 

（二）政府部門扮演提倡、助長電子商務發展的角色，需要提供以下幾個重點：（1）

提供一個可預測的、透明的及一致性的的立法及管制的健全的法律環境；（2）

提供電子商務參與者一個可以信任的及對其有信心的環境；（3）藉著目標的設

定提供一個具有國際性電子商務的有效率的功能；（4）政府必須扮演電子商子

商務的運用者以作為觸發並鼓勵電子化。 

（三）為了促進電子商務的發展，企業及政府應該確保一個提供一個可以相互溝通的

傳播及資訊基礎建設。 

（四）雖然在某種程度上，政府的規約是必須的，但是讓科技中心化

(technology-neutral)、市場自由競爭，扮演自我規約（self-regulation）是更好的

方式。 

（五）政府及企業必須互相合作，藉著發展科技及政策以建立一個安全的、保密的及

可被信賴的傳播、資訊系統，同時必須注意到隱私權、認證及消費者保護議題，

建立一個可被信任的交易環境。 

 

七、全球商業聯盟（AGB）提出「全球電子商務行動方案」 

全球商業聯盟（The Alliance for Global Business，簡稱 AGB），在 1999 年 10 月提出「全

球電子商務行動方案」（A Global Action Plan for Electronic Commerce），提出電子商務的發

展的十大原則： 

 

（一）電子商務的發展由民間主導、市場力量決定。 

（二）電子商務市場應該公開、公平競爭。 

（三）政府介入的基本原則必須基於維持安定、依據國際法規範以及保護公眾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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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私有部門可以參與政府政策制訂的過程。 

（五）電子商務在本質上具有全球性、國際性的本質，因此，各國政府所制訂的政策

必須符合國際共同標準。 

（六）電子交易基本上必須免稅，若要課稅，必須符合國際標準並且必須依據簡單原

則。 

（七）電信基礎建設的相關法規必須符合國際間的公平競爭原則，若未有符合公平競

爭原則者，必須依據競爭法則廢除限制競爭的各種法規。 

（八）使用者的保護（隱私、保密、匿名…等相關法規與政策）必須尊重個人選擇與

個人授權。 

（九）企業推動點子商務時，應該允許使用者決定其本身的隱私、保密與匿名。 

（十）建立「全球資訊基礎建設—全球資訊社會」（GII-GIS），必須依賴彼此互信的機

制，包括自律、教育、資訊安全技術等，並採用適當的爭議處理機制。 

 

綜合以上美國、日本及關注電子商務相關組織 APEC、及全球電子商務聯盟（AGB）

對電子商務管制上的看法，可以得出相關組織對電子商務管制的看法具有如下特質： 

 

（一）由商業部門（私人部門）扮演發展領導者角色。 

（二）由政府部門扮演提倡、助長電子商務發展的角色，提供一個可預測的、透明的

及一致性的的立法及管制的健全的法律環境；建構消費者及企業一個可以信任

的及對其有信心的環境；使電子商務發揮其應有的效率。 

（三）企業及政府應該具有一個可以相互溝通的傳播及資訊基礎建設。 

（四）政府的必須讓科技中心化、市場自由競爭，市場自我規約。 

（五）以全球性為基礎來促進電子商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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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電子商務產業現況、相關產業之間

的關係及涉及的不公平競爭類型 
 

 

本章將描繪出台灣電子商務產業現況及產業之間的相互關係，探討可能涉及與不公平

競爭或限制競爭相關的問題，藉以提供規範者在規範電子商務時，瞭解台灣整體電子商務

產業現況，以及這個產業環境中，可能涉及的或未來可能涉及的與公平交易相關的競爭議

題。本章分為以下三節： 

 

第一節，研究方法，說明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深度訪談法、新聞文本分析法

及深度觀察法； 

 

第二節，深度訪談資料及新聞文本資料的的呈現與分析，藉以分析台灣電子商務產業

現況； 

 

第三節，台灣電子商務產業可能涉及的競爭規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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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為初探性研究，將藉由三種研究方法以分析台灣電子商務產業現況極可能

產生競爭相關的議題，這三種方法包括了：深度訪談法、新聞文本資料分析、及深度觀察

法。 

 

藉由深入訪談法，描繪出台灣電子商務產業現況與產業之間的關係；並經由新聞文本

資料的分析，探討台灣電子商務大企業或廠商，以及這些企業或廠商之間的聯盟關係；最

後，輔以深度觀察法，以深度分析這些問題產生的可能原因。 

 

第一：深度訪談 

深度訪談對象希望以電子商務架構為基礎，根據第二至五層的電子商務架構，

對台灣電子商務產業進行實地訪談，瞭解在目前台灣電子商務發展的情形下，，

已經產生的與不公平競爭相關的爭議有哪些？未來可能產生與不公平競爭相關

的問題有哪些？ 

 

在深度訪談法中，經由深度訪談台灣具有代表性的電子商務相關企業，選擇的

標準是每一階層中已經在進行或規劃的電子商務者為訪談對象。 

 

第二：新聞文本資料的蒐集 

藉由新聞資訊的蒐集，瞭解電子商務產業中，廠商或企業合縱聯盟的實際情形。

希望藉由實際事件的發生，探討台灣電子商務市場中，前幾大企業或廠商為誰？

產業間已經發生聯盟、壟斷、或獨占等可能情形？及產業間跨業及多角化經營

的可能型態？ 

 

第三：深度觀察法 

本研究輔以深度觀察法，希望藉由深度觀察法，提供分析台灣電子商務產業現

況時，有更深入的觀察，並提供深入解釋可能產生問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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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深度訪談資料與新聞文本的呈現與分析 
 

本節主要為深度訪談資料的呈現與分析，內容包括了以下五個部份：壹、受訪對象的

選擇；貳、受訪對象的說明；參、深度訪談試圖釐清的問題；肆、深度訪談的題目；伍、

深度訪談資料的分析；陸、新聞文本資料的呈現；柒、新聞文本資料的分析。 

 

壹、受訪對象的選擇 
本研究依據第三章所提出的電子商務架構，並按照架構中的每個層次，選擇相關的受

訪對象。選擇的訪談對象必須具備電子商務架構中每個階層所具備的特質，本研究所有相

關的訪談對象共有 32 家，所有相關受訪對象包括了以下四個部份： 

 

（一）第二階層：提供軟體基礎建設業者； 

 

（二）第三階層：提供共通服務基礎建設業者：傳統物流業者跨入電子商務業者、傳

統銀行業者與跨入電子商務的金流業者； 

 

（三）第四階層：線上交易中介者，例如，入口網站、網路內容提供者（ICP）、線上

中介者（例如大買賣此類型的線上中介業者）； 

 

（四）線上商務服務者：傳統產業跨入網路界銷售自己所生產商品的網站業者。詳細

受訪對象如下（詳見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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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訪談單位資料 

層次類型 訪談指標 訪談對象 相關網址 
（1）英特連 http://www.jpc.com.tw/ 
（2） 泗維科技  
（3） Compaq http://www.compaq.com.tw/ 
（4）能得國際（軟

體） 
http://ec.nando.com.tw/ 

（5）伊得科技（ASP） 

（6）網安科技 http://www.nst.com.tw/ 

第二階層 
軟 體 基 礎

建設 

企業與企業間與企業內部的商業交易

應用軟體（1）各種線上軟體廠商 
（2）顧問咨詢服務 
（3）線上資料庫 
（4）網站設計維護服務 
（5）網路扣款及轉帳服務 
（6）線上訓練系統 
（7）快速回應軟體、EDI 
（8）企業財務處理軟體 
（9）ASP 公司 （7）太碁全球通訊 http://www.pagic.net/ 

線上安全交易及線上交易付款服務的

公司 
（1）認證相關中心 

  

（2）交易付款中心等   
（3）物流業 國際快遞 DHL http://www.tw.dhl.com/ 

（1）中國信託銀行 https://netbank.chinatrust.com.tw/ 
（2）安泰銀行 http://www.entiebank.com.tw/9.HTM
（3）第一商業銀行 http://nb1.firstbank.com.tw/bbs/index.a

sp 
（4）荷蘭銀行 http://www.abnamro.com.tw/ 
（5）華信銀行 http://www.banksinopac.com.tw/ 

第三階層 
共 通 商 務

服 務 基 礎

建設 
 

（4）金流業 

（6）慶豐銀行 
 

http://www.chinfonbank.com.tw/index
2.html 

（1）蕃薯藤 http://www.yam.com.tw 
（2）奇摩站 http://www.kimo.com.tw 

第四階層 
線上交易

中介者 

提供各種線上交易平台的網站，包括

企業與企業或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的

中介者： 
（1）垂直整合工業市場中介者 
（2）線上旅行社 
（3）線上仲介者 
（4）內容提供者 
（5）入口網站 
（6）線上廣告中介者 
（7）虛擬商場 
（8）線上企業對企業平台 
（9）線上政府對企業平台等等。 

（3）新絲路 
 

http://www.silkera.net/ 

（1）中信證券 http://www.chinasec.com.tw/ 
（2）品揚資訊  
（3）飛行音樂站 http://www.music.com.tw/index.html 
（4）泰安產險 泰安產險 
（5）就業情報網 http://job.copy.com.tw/B5/index.asp 
（6）華義國際 http://www.waei.net/ 

（7）山葉機車 http://www.yamaha-motor.com.tw/

第五階層 
線 上 商 務

服務 

（1）線上零售業者：賣花、書、票

（2）電腦硬體、軟體的製造商 
（3）線上娛樂（線上軟體遊戲） 
（4）專業服務 

（8）遠流博識網 http://www.ylib.com.tw/ 

http://ec.nando.com.tw/
http://www.nst.com.tw/
http://www.pagic.net/
http://www.yamaha-motor.com.tw/
http://www.yli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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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石唱片 http://www.rock.com.tw/ 

福茂唱片  

創新證券 http://www.iinvestsec.com.tw/bin/m
ain.asp?t=817882 

旭麗國際  

 

 

IFPI—財團法人國際

交流基金會 
http://www.ifpi.org.tw/ 

 
 

http://www.rock.com.tw/
http://www.iinvestsec.com.tw/bin/main.asp?t=817882
http://www.iinvestsec.com.tw/bin/main.asp?t=817882
http://www.ifp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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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受訪對象說明 
深度訪談對象希望以電子商務架構為基礎，根據第二至第五層的電子商務架構，對台

灣電子商務產業進行實地的深度觀察與訪談，試圖瞭解在台灣電子商務相關產業中，可能

產生哪些與限制競爭與不公平競爭相關的議題。選擇的標準是每一階層中已經在進行或規

劃的電子商務者為訪談對象。 

 

訪談的對象包括如下： 

第二階層：軟體業者：選擇英特連、泗維科技及 Compaq 為訪談對象。選擇其為訪談

對象的主要原因在於，這些企業積極投入提供企業電子商務解決方案服

務。 

 

第三階層：共通商務服務基礎建設：國際快遞 DHL、中國信託銀行、安泰銀行、第

一商業銀行、荷蘭銀行、華信銀行、慶豐銀行。選擇其為訪談對象的原因

在於，這些企業是構成金流及物流的基礎，對於競爭議題有重要影響。 

 

第四階層：線上交易中介者：蕃薯藤、奇摩站、新絲路。選擇其為訪談對象的原因在

於蕃薯藤、奇摩站是國內最大的兩家入口網站。 

 

第五階層：線上商務服務：中信證券、品揚資訊、飛行音樂站（飛行電子商務）、泰

安產險、就業情報網、華義國際（線上軟體遊戲），選擇在線上進行交易

的各種不同行業別的原因是希望提供一個更全面觀的觀點去檢視可能會

採取哪些不同的競爭策略，藉以探討可能產生的競爭相關的議題。 

 

參、深度訪談試圖釐清的問題 
本研究希望藉由對企業的深度訪談，釐清在台灣的電子商務中，目前已經發展到那個

階段？企業會採取哪些競爭策略？等問題。因此，深度訪談希望探討以下幾個重點： 

 

第一：在傳統產業進入電子商務產業時，企業內部對電子商務的規畫狀況如何？公司

重視電子商務的程度？是否積極進入電子商務產業？檢視的標準為公司電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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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門組成人數、部門在公司的層級為何、公司電子商務發展策略、願意用在

電子商務發展上的支援等； 

 

第二：企業或廠商在電子商務產業中，比較無法突破的地方在那裡？困難是什麼？ 

 

第三：電子商務在台灣目前的發展階段為何？檢視的標準為企業如何處理金流、物流、

及資訊流？是否遇到什麼樣的困難？等問題； 

 

第四：希望檢視線上銷售商品時，會使用哪些行銷手法？包括是否會採用價格破壞戰？

是否採用搭售？以及會進行策略聯盟？等問題。詳細訪談問題如下。 

 

 

肆、深度訪談題目 
1.公司電子商務組成人數有幾人？在公司內部職位層級為何？ 

2.公司電子商務主要目標為何？ 

3.是否可以大概敘述公司電子商務發展策略？發展狀況？ 

4.是否可以大概敘述公司在發展電子商務上的優勢？ 

5.是否可以大概敘述公司在發展電子商務上較無法突破的是在哪裡？困難是什麼？ 

6.可否大概敘述公司願意用在電子商務發展上的支援？ 

7.可否敘述公司在電子商務上規劃到哪一階段？ 

8.在電子商務發展上，金流的問題處理的如何？ 

9.在電子商務發展上，商品配送問題的處理方式如何？有遇到什麼樣的困難嗎？ 

11.是否會採取價格破壞戰？對價格破壞戰的看法是什麼？ 

12.是否會進行策略聯盟？對策略聯盟的看法是什麼？ 

13.是否會採取搭售的策略？對搭售策略的看法是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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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深度訪談分析 
 

第一：在傳統產業進入電子商務產業時，公司重視電子商務的程度？是否積極進入電

子商務產業？檢視的標準為公司電子商務部門組成人數、部門在公司的層級為何、公司電

子商務發展策略、願意用在電子商務發展上的支援等； 

 

（一）線上軟體產業階層，主要是以提供電子商務需要的軟體設計等服務內容，因此

基本上屬於技術或網路公司，公司員工全體投入電子商務產業，公司也全心進

入電子商務產業。 

 

觀察電子商務軟體業，有兩種Business Model（商業模式），一種是為了進入電

子商務產業而新成立的各式軟體公司，另一種是大的系統廠商 6，例如惠普、

IBM，從原本即具有網路經驗的電腦產業公司，投入電子商務市場，這兩種從

不同情境中產生的提供軟體服務的公司，皆極力提供可能的支援、人力與財

力，進入電子商務市場。 

 

（二）共通服務基礎建設階層中的產業，主要有物流業與金流業，由於電子商務的興

起，物流業成為其中重要且必須的環節。因此，物流業除了繼續經營傳統營業

營業項目之外，也積極整合並規畫進入電子商務產業，提供倉儲或宅配服務。 

 

在金流業中，以銀行為代表，屬於傳統產業進入電子商務產業的銀行業，不同

的銀行對電子商務態度不同，分為三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內部尚未成立電

子商務小組，而是由業務部門或資訊部門負責，全權負責的人員也幾乎只有

3—4 人，但會全力支援進入電子商務產業，只是尚未規畫完整；第二種情形是，

其中已有幾家銀行規畫積極進入電子商務產業，預計今年（2000 年）成立電子

商務部門，層級也隸屬於高層（總經理），人員上面也預計擴充到 20 多人；第

三種情形是，有一些銀行只準備加強電子銀行的服務，不以網路銀行為主，未

                                                 
6 所謂系統廠商意即提供軟體與硬體的整合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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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只將網路當成資訊的提供管道 7。 

 

（三）線上中介商，皆為網路公司，公司內部的業務本就以網路經營為主，因此，皆

成立電子商務部門，積極規畫線上銷售的業務，在公司內部人員（全力招募電

子商務人員）、層級（隸屬總經理）、及公司支援上，皆全力推動電子商務產業。 

 

（四）線上商務服務，線上商務服務是公司本身在傳統產業即有自己的產品，並進入

電子商務產業，規畫銷售自己的產品，這一部份的企業多經由傳統產業跨入。

這些傳統產業對於跨入電子商務產業有不同的態度： 

 

第一種態度是，此公司的產品相當適合在網路上銷售（例如線上遊戲、產險），

所以公司本身全力支援進入電子商務產業，也預計成立電子商務部門、擴充人

力，並且直屬高層管理（總經理）；第二種態度是，對於電子商務仍抱持著觀

望的態度，網站只是其提供企業資訊的管道，獲利來源仍來自傳統業務。 

 

但就訪談結果來看，屬於第二種態度的產業的極少，只有一家，幾乎所有傳統

產業都希望進入電子商務，所以公司在規畫上、人力上、或支援上，都積極規

畫進入此一產業。 

 

第二：企業或廠商在電子商務產業中，比較無法突破的地方在那裡？遇到的困難是

什麼？檢視的標準為，公司或企業在電子商務上面比較無法突破的地方為何？困難為何？ 

 

（一）軟體基礎建設業者提出，其遇到的最大困難為，技術標準化不易，需要針對不

同的公司、產業，設計不同的軟體，目前仍在不斷的尋求技術標準。 

 

因此，可以分析出台灣電子商務市場生命週期的階段：每一項網路科技都遵循

三個階段的生命週期：1.前標準期：此一階段標準極少，競逐者眾；2.流動期：

                                                 
7 此一情形是在訪問初期的受訪對象的想法，在網路世界中，因時間而使許多狀況產生改變，目前這種想法

已經有所改變。大多數銀行已經認為不可不進入電子商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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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多的選擇逐漸減少為兩、三種；3.內嵌期：某一標準廣被採用（Kelly，1998）。 

 

目前，台灣電子商務仍在前標準期階段，標準極少，競爭者眾。處於戰國時代，

各個企業與廠商都在競爭市場占有率或擴大自己的市場規模，仍然沒有一家企

業或網站的影響力可以影響到市場。因此仍處於前標準期。 

 

（二）共通服務基礎建設中的金流業遇到的困難，銀行業者表示，受限於財政部法規

規定、法令尚未完善、CA 制度不完善、銀行開放性不足、高層主管不容易接

受新觀念，並認為消費大眾至少需要 1 到 2 年才能接受電子商務網路銀行等為

較大的問題。但是，幾乎所有業者皆表示，法令制度不完整是他們面臨的最大

困境。因此，對於共通服務基礎建設階層而言，遇到較大的困難仍在於政策上

面的問題。 

 

（三）線上交易中介者：對於受訪的線上交易中介者而言，遇到的最大困境在於提供

送貨到家的宅配服務，因此，積極尋求聯盟，譬如有龐大連鎖店的 7-Eleven，

幾乎是所有線上中介商希望合作的主要對象；再者，業者也認為整體環境尚未

成熟，在線上銷售商品仍無法達到一定的經濟規模。 

 

（四）對線上商務服務業者而言，一般而言，由於其為傳統產業進入電子商務產業，

企業內部具有網路或電子商務相關知識的人員不足，而且具有規畫網站技術的

人員也不足，是這些想要進入電子商務產業的傳統產業遇到最大的困境；再

者，也有業者認為，目前在網路上進行交易的消費者不多，仍處於投資階段，

尚未看到具體成效；最後，較少數業者提出，台灣整體電子商務環境尚未成熟，

因此不希望貿然投入此一產業。 

 

第三：電子商務在台灣目前的發展階段為何？檢視的標準為企業如何處理企業金

流、物流、及資訊流？是否有遇到什麼樣的困難？等問題，訪談結果顯示如下： 

 

（一）技術標準：在對第二階層的軟體基礎建設的相關業者進行的訪談當中，建立技

術標準 成了軟體業最重要也是最困擾的問題。因為若不建立技術標準，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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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類型的網站設計不同的軟體系統，常常造成公司內部人力、資源上相當大

的耗損。但是，訪談結果也指出，要建立技術標準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目

前台灣電子商務市場上，仍未出現任何統一的技術標準，可以壟斷市場。 

 

（二）政策問題：對共通商務服務基礎建設階層中的的銀行業者而言，政策是最大的

問題，幾乎受訪的行業者都期待認證中心盡早成熟，並期待法令一通過，便進

行線上轉帳、收單等業務。 

 

（三）在電子商務中，有的銀行業者仍對電子商務抱持較為保守的態度，只希望利用

網站提供金融、業務資訊，並不期待進行企業對消費者（B to C）的網路銀行

業務。 

 

（四）線上 B to C 電子商務，需要物流業的整合，但受訪的線上中介者或是線上直

接銷售商品的網站，物流一直是規畫電子商務時遇到最大的問題。利用物流運

送貨品到消費者家的宅配服務，幾乎會抵銷線上銷售產品所獲得的利益。 

 

（五）對於一般傳統產業進入電子商務產業來說，基本上仍抱持的比較保守的態度，

原因在於，這些傳統產業認為，在整體電子商務環境仍未成熟的情況下，一般

消費者對於在線上進行交易，仍抱持著不信任的態度；再者，有些傳統產業容

易遇到與經銷商爭利的情形 8，這些難以解決的問題成為傳統產業進入電子商

務產業的疑慮所在。因此，只將網站規畫為傳遞資訊的另一個通路（管道），

並不積極規畫電子商務。 

 

（六）但是對本身就是網路公司的企業而言，例如入口網站、ICP 等網路公司，一般

皆以線上中介者為主，這些線上中間商，積極規畫進入電子商務產業，希望藉

由電子商務，為網路公司帶來除了廣告之外的另一種獲利來源；再者，希望先

占市場，成為市場的先驅者。在這些原因下，縱使一般社會大眾對於線上交易

                                                 
8 例如，銷售遊戲軟體或化妝品的廠商，一般均藉由經銷商在各個銷售點銷售遊戲軟體或化妝品，若規畫在

線上銷售遊戲軟體或化妝品，會比在各節點的經銷商所賣的遊戲軟體或化妝品便宜（因為減少中間商通路的

層層加價），這樣便造成與經銷商或傳統通路爭利的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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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不安全的態度或者物流問題仍待解決，仍積極投入電子商務產業。例如，

新浪網便與玉山旅行社合作，進行線上賣機票的電子商務，為新浪網帶來另一

個收入來源。 

 

（七）各種線上商店出現，但仍然未有一家業者有盈餘，都仍在投入資本階段。 

 

第四：在線上銷售商品時，會使用哪些行銷策略？是否會採用價格破壞戰？是否採

用搭售？以及是否會進行策略聯盟？等問題，訪談結果顯示如下： 

 

（一）價格破壞戰：受訪的業者並不傾向使用價格破壞戰略，受訪業者不願意採用價

格破壞戰略的原因為，在電子商務產業中，所有相關廠商或企業，幾乎仍在虧

損、未獲利的狀況，若採用價格破壞戰略，對業者的損失會更大。 

 

（二）搭售策略：受訪的業者傾向使用搭售策略，受訪業者希望藉由搭售策略刺激消

費者的購買意願。搭售的產品包括撥接帳號搭售電腦、加入會員就搭售上網撥

接帳號、網路下單就搭售電腦等等搭售策略。 

需要注意的問題：這些搭售策略是否對消費者造成了誤導的傾向。 

 

（三）策略聯盟（聯合、結合）：受訪業者非常希望進行策略聯盟，但抱持著異業間

9的策略聯盟，而不贊成同業 10之間的策略聯盟。受訪者認為同業間的競爭激

烈，要進行同業間的策略聯盟較不可能，但是由於電子商務需要非常多環節的

配合，因此傾向於異業間的策略聯盟。 

 

                                                 
9 所謂異業間的策略聯盟意即，電子商務需要軟體業基礎建設、物流、金流等等相關環節的配合，於是，在

線上進行銷受產品的廠商便積極與相關的物流業或軟體業尋求策略聯盟合作的可能性；又或者軟體業需要

財、會、法等相關產業的配合，希望完成一套完整的線上軟體服務(ASP)，便會積極尋求相關業者的合作。

這些都是異業結盟的情形。 
10 所謂同業間的策略聯盟意即，例如惠普（HP）不可能與 IBM 合作；或者華義國際及第三波等線上軟體業

者，因為競爭激烈，不可能進行同業之間的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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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新聞文本資料的呈現 
本節希望藉由新聞資訊的蒐集，探討台灣電子商務市場中是否具有策略聯盟、壟斷、

獨占等情形。以下將一一呈現，目前在台灣電子商務整體市場中，前幾大企業、廠商為誰？

以及在各個階層中，產業聯盟的實際狀況。 

 

第二階層：軟體基礎建設狀況 

第二層次軟體基礎建設包括了九大分類，在這九大分類下，前幾名的相關企業以及聯

盟狀況如下： 

 

一、各種線上軟體廠商： 

（一）前幾大企業：惠普(HP)、IBM 及 Compaq、英特連等，提供企業建構電子商務

網站的線上軟體大企業。 

（二）市場策略聯盟狀況：市場進行聯盟狀況如下 

（1）惠普與 eOline 策略聯盟，提供企業軟體解決方案。 

（2）大同、SCO、Compaq 策略聯盟，提供電子商務應用平台軟體。 

（3）希捷與 Axis 策略聯盟，提供提高儲存設備速率與成本效益的軟體。 

（4）組合國際(CA)與 IBM 結盟，提供強化企業用戶大型主機跨平台管理能力

的軟體服務。 

（5）東捷商業機器與 BroadVision 策略聯盟，提供應用軟體服務。 

（6）HP 與 eOnline 建立全球性策略聯盟，提供企業間軟體解決方案，給先前

無法自行去執行與管理應用軟體的客戶。允許 HP 的經銷通路能夠銷售應

用服務給他們的客戶，兩家公司提供開發、行銷與應用導向解決方案。 

（7）HP 與 Symantec 合作，聯合調整出適合 HP-UX 作業環境的 VisualCafé JDE

軟體，方便電子化服務，提供各種 Java 應用程式。 

（8）HP 與私人電子郵件系統委外服務廠商 USA.NET 簽署策略聯盟，為中小

型到大企業提供訊息處理系統的委外經營服務。 

（9）康柏與 Commerce One 合作，延伸全球策略聯盟的關係到台灣，針對企業

對企業電子商務市場，提供完整解決方案。 

（10）EMC 以及 Oracle 聯盟，協助經營電子商務的企業有效管理與運用大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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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兩家公司將整合雙方的領導技術，共同提供具有可靠、可擴充以及

易於管理等特性的網際網路基礎建設(Internet-infrastructure)，以協助企業

的電子商務運作。 

 

二、顧問咨詢服務 

（一）前幾大企業市場：勤業顧問管理公司，為高科技產業導入 ERP，提供供

應鏈管理（SCM）和客戶關係管理系統（CRM）  

（二）策略聯盟狀況：HP協助dbn11共同推動兩家公司在電子化服務(e-services)

上的策略聯盟。 

 

三、線上資料庫 

（一）前幾大企業：IBM 的 DB2 資料庫 6.1 版、昇陽-網景、賽貝斯-台灣達康-

太電欣榮等建構出資料庫 

（二）市場策略聯盟狀況： 

（1）賽貝斯(Sybase)、台灣達康(taiwan.com)、太電欣榮(T-Zone)策略聯盟，

合作建構個人資料庫軟體。 

（2）Oracle 與 EMC 策略結盟，合作研發資料庫、儲存管理軟體。 

（3）昇陽-網景聯盟(Sun-Netscape Alliance， 宣稱將推出「iPlanet」的新

應用系統伺服器軟體，該聯盟將該軟體定位為介於瀏覽器與資料庫

間電子商務交易伺服器 

 

四、網站設計維護服務或目錄模務 

（一）前幾大企業市場：Novell 以 NDS 目錄服務科技為核心 

（二）策略聯盟狀況：目前尚未發生。 

 

五、網路扣款及轉帳服務及線上訓練系統在台灣尚未出現 

（一）網路扣款：數位聯合電信（Seednet）的獻上小額付款機制；中華電信 HiNet

線上付款，並於中華電信電話帳單中扣款。 

                                                 
11 dbn 為一網路委外(netsourcing)商，所謂網路委外係指企業將本身的電子商務業務、企業級的資訊管理系

統、電子業務應用工具、資訊與網路基礎架構、以及相關資訊專業人員團隊，轉由網路委外公司來建設與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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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略聯盟：目前尚未發生。 

 

六、快速回應軟體、電子資料交換（EDI）： 

（一）前幾大企業市場：康柏電腦公布 B2B 電子商務電子化供應鏈 

（二）策略聯盟狀況； 

（1）特許半導體、惠普及朗訊資訊聯盟，提供電子資料交換（EDI）開放

系統 

（2）HP 與 USA.NET 聯盟，提供資訊處理委外服務 

（3）SAP 與 BEA 系統加入 HP「99.999 計畫聯盟」，宣布 BEA TUXEDO 與

99.999 技術基礎架構解決方案整合、改善 BEA TUXEDO 的高連續運

轉元件、並共同開發 HP OpenView SMART plug-ins for BEA TUXEDO

管理工具。企業必須依賴高連續運轉的資訊技術基礎架構，才可減少

連續運轉鏈上任何一個環節發生故障而造成的衝擊。該聯盟的目的在

於提供極端可靠的點對點高連續運轉解決方案給客戶。 

（4）台灣慧智、中國信託商業銀行、仲訊國際電子商務策略聯盟，計劃完

成電子商務系統解決方案, 並以一個月的時程將此方案導入園區，建

立園區電子商務導入示範性體系。 

 

七、企業財務處理軟體 

（一）前幾大企業市場：前進國際 

（二）策略聯盟狀況：華翰、IBM、與宏碁聯盟，合作推出進銷存、會計系統軟

體 Web 版本 2000 系列 

 

八、線上軟體服務供應商（ASP） 

（一）前幾大企業市場：線上軟體服務供應商廠商大量興起，包括了廣通、和信

集團與「和訊企業網 eCorpServ」、東捷科技 

（二）策略聯盟狀況： 

（1）英特格瑞、靈知科技、汎倫、高格資訊等數十家電子商務系統開發

商聯合推動 IBM 電子商務解決方案，共同採用 IBM 的軟、硬體電

                                                                                                                                                              
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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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務系統，替 IBM 攻佔電子商務市場。 

（2）HP與系迪網 12(SystiNet)策略聯盟，由於電子商務、公司企業內部網

路、EDI、與其它額外工作的出現，使得企業對網路的依存度升高，

因此中小企業委外服務進行遠端企業管理，以維持業務持續運轉的

需求就此產生。 

（3）中華電信由 ISP 以策略聯盟方式跨足 ASP 市場，與相關廠商零壹、

啟台、Cisco、IBM、英特格瑞、群環，，針對想要成立電子商城的

廠商，推出設立基礎架構的套裝方案，屬於低於百萬元的入門配置。 

 

第三階層：共通商務服務基礎建設 

第三層次的共通商務服務基礎建設包括了四大分類，在這四大分類下，前幾名的相關

企業以及聯盟狀況如下： 

 

一、認證相關中心 

（一）前幾大企業市場：中華電信（政府認證）、網際威信（企業對消費者認證）

或台灣網路認證中心（由財金、關貿、集保、證券交易四個單位組成）等

認證中心。 

（二）策略聯盟狀況：財金、關貿 13、集保、證券交易計畫結盟成立認證中心。 

 

 

二、交易付款中心 

（一）前幾大企業市場：Novell 加入電子商務模組化語言委員會 (ECML) 支援

電子錢包推展計劃，支援簡化消費者與企業在網際網路進行商品及服務交

易之收付款機制。 

（二）策略聯盟狀況：目前尚未發生。 

 

三、物流業 

                                                 
12 系迪網為一遠端網路管理(RNM)服務提供廠商，目標客戶群是擁有 100 到 5,000 台桌上電腦的中小型企

業，系迪網便是此類的 ASP 應用服務業者。 
13 財政部金融局局副局長曾國烈表示，由關貿等單位籌設的電子金融業務認證作業機構，將開放百分之二十

股份由民間資訊業者加入。【1999-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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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幾大企業市場：國際快遞 DHL、新竹貨運、7-11（各便利商店）、T-Zone、

聯強、震旦行、中國時報系 

（二）策略聯盟狀況：全家、OK 便利商店及萊爾富等擬合組聯盟，統一企業計

劃透過統一超商提供宅配服務，不是統一超商的便利商店，譬如全家福、

OK 及萊爾富等，也擬合組聯盟，進入充滿商機的宅配市場。 

 

四、金流業 

（一）前幾大企業市場：中國信託銀行、安泰銀行、第一商業銀行、荷蘭銀行、

華信銀行、慶豐銀行。 

（二）策略聯盟狀況： 

（1）荷蘭銀行、黎銳國際(BEX)與仲訊國際(UBEX)聯盟。荷蘭銀行加入

黎銳國際(BEX)聯盟，將該公司全球 3500 個據點透過電子銀行系統

BankStation 串連成虛擬金融網，提供全球性清算、轉帳等交易付款

機制；國內則由仲訊國際(UBEX)全流程整合的電子商務模式；並與

東怡、大同、慧智、震旦行、佳醫等行業以加入電子商務平台；與

五松、橋泰、新竹、大榮合作物流。 

（2）台擎成立「e 世紀新聯盟」，發表 IASP(整合網路應用服務商)概念，

並獲得包括金卡多媒體、巨圖、國寶人壽、皇統、憶弘資訊等 10

家廠商正式加盟共組 e 世紀新聯盟。 

（3）花旗、關貿策略聯盟共同發展 B2B 以買方為基礎的電子商務整合方

案，透過此合作提供企業完整的金流與資訊流整合服務，並將攜手

成立社群 B2B 入口網站，提供企業間(B2B)的金流解決方案， 

 

第四階層：線上交易中介者 

第四層次的線上交易中介者，包括了九大分類，在這九大分類下，前幾名的相關企業

以及聯盟狀況如下： 

 

一、垂直整合工業市場中介者 

（一）前幾大企業市場：目前尚未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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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略聯盟狀況：IBM 組成 MMS 異業聯盟，數十家異業夥伴加入，以其新

推出的電子便利站(Multimedia Station,MMS)，匯集販賣機、櫃員機、售票

機與網路購物多功能，提供一個新型態的電子消費服務模式。 

 

二、線上旅行社 

（一）前幾大企業市場：網際旅行社、玉山旅行社、百羅網。 

（二）策略聯盟狀況： 

（1）網際旅行社與蕃薯藤、銀河網路電台 ICP 業者合作，提供委外網路

訂票服務，並提供 IBM 的 IGN 全球免費撥接的方案，以及 12 小時

客服、機場取票、更改行程規劃等服務。 

 

三、線上仲介者 

（一）前幾大企業市場：大買賣、super mall 跳蚤市場、台灣 yahoo 競標網。 

（二）策略聯盟狀況：目前尚未發生。 

 

四、內容提供者（ICP） 

（一）前幾大企業市場：網路家庭、中時電子報、年代、聯合新聞網、東森多媒

體、明日報。 

（二）策略聯盟狀況：網路家庭、第三波、世界商訊結盟，建置電子商務。 

 

五、入口網站 

（一）前幾大企業市場：奇摩站、蕃薯籐、pchome（網路家庭）、浪潮網、yahoo

台灣。 

（二）策略聯盟狀況： 

（1）HP 與 Delphi 策略聯盟，推出全球第一個保險業入口網站 ebix.com，

HP 提供 WebQoS 網站服務品質技術，確保 ebix.com 為顧客提供迅

速、品質一致、可信賴的保險資訊電子化服務。 

（2）蕃薯藤聯盟元碁售票網、拍賣王等 6 家網站業者，跨足線上售票、書

籍、拍賣、分類廣告等領域。 

（3）台灣新浪網與玉山票務合作，提供線上銷售機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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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BM 與蕃薯藤策略聯盟，由 IBM 提供蕃薯藤付款閘道（payment 

gateway）交易平台，蕃薯藤提供網站窗口，提供優惠價格的電腦、

教學軟體與撥接帳號。 

 

六、線上廣告中介者 

（一）前幾大企業市場：目前尚未出現。 

（二）策略聯盟狀況：目前尚未出現。 

 

七、虛擬商場 

（一）前幾大企業市場：威京集團成立大型購物中心京華城、元碁 AcerMall、

中華電信 HiNet 的 cybercity。 

（二）策略聯盟狀況：目前尚未出現。 

 

八、線上企業對企業平台 

（一）前幾大企業市場：中華電信HiNet的Hi-trade網站 14。 

（二）策略聯盟狀況：目前尚未出現。 

 

九、線上政府對企業 

（一）前幾大企業市場：政府委託 Seednet 進行政府採購案公告、政府委託 HiNet

進行政府採購案招標。 

（二）策略聯盟狀況：目前尚未出現。 

第五階層：線上商務服務 

第五層次的線上商務服務，包括了四大分類，在這四大分類下，前幾名的相關企業以

及聯盟狀況如下： 

 

一、線上零售業者：賣書、花、票等 

（一）前幾大企業市場：年代售票網、飛行音樂站、采花網花卉、泰安產險、品

揚資訊、就業情報網、104 就業情報網、百羅網。 

                                                 
14 Hi-trade 網站是由企業針對台灣、全球企業提供企業相湍資訊、海關單，企業可以由此一網站下載相關海

關單，以瞭解產業進出口資料。Http://www.hi-.trad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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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略聯盟狀況： 

（1）IBM 聯合數十家異業伙伴，提供電子便利站。 

（2）日盛證券與 IBM 異業結盟，提供電子下單送電腦活動。 

（3）復華證券與天剛資訊、華碩、神乎科技策略聯盟，提供推出『Hello 

Money 理財大行動』促銷活動。 

 

二、電腦軟、硬體製造商 

（一）前幾大企業市場：IBM、HP、國眾、大眾等電腦廠商。 

（二）策略聯盟狀況：目前尚未出現。 

 

三、線上娛樂（線上軟體遊戲） 

（一）前幾大企業市場：宏碁戲谷、華義國際。 

（二）策略聯盟狀況：HiNet 與 CICQ 策略聯盟，推出網路大哥大。 

 

四、專業服務（包括網路下單、提供社區建設及全方位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 

（一）前幾大企業市場：寶來證券、甲尚視訊等各類可提供專業服務者。 

（二）策略聯盟狀況： 

（1）法商歐科電訊與甲尚聯盟，合作全球視訊會議技術，藉以擴大全球視

訊會議市場版圖。 

（2）仲訊/佳醫策略聯盟，提供醫療電子商務化，建立國內第一個醫療體

系的電子商聯盟，初期將透過佳醫集團所輔導的十五家醫院，從採購

醫療設備、藥品，至管理流程自動化及金融付款機制等上下游 Supply 

Chain 的整合，透過企業電子商務導向，以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力。 

（3）思科系統、研華合作聯盟，結合國內 13 家社區服務的廠商，共同策

畫寬頻數位服務藍圖，藉由結合寬頻網路、電子管家系統與 KIOSK

機台，整合社區電子商務中的物流、金流、商流與資訊流。 

（4）KEYciti 與大陸社群網站 Ezyfind 及新加坡 ISP 業者 CyberWeb 策略聯

盟，發展網路社群，該公司也考慮與國內某大 ISP、Portal 業者整合，

並運用在北美、日本、澳洲、中國大陸各地虛擬團隊，從社群的分類

中創造出發展電子商務的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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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台灣惠普（HP）、台視與麥可強森進行多媒體策略聯盟，由惠普負責

規劃、建置，台視提供相關內容，麥可強森負責建置經營新一代入口

服務網站，並欲推動國內龐大「一對一」個人行銷市場，預計成立「一

對一」個人化商務網站—Asia Baby，進入互動式造型授權商品與兒

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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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新聞文本資料 

層次類型 相關產業指標 前幾大企業 聯盟企業 合作方式 
（1）惠普與 eOline 策略聯盟 企業軟體解決方案 
（2）大同、SCO、Compaq 聯盟 電子商務應用平台 
（3）希捷與 Axis 聯盟 提高儲存設備速率與成本效益 
（4）組合國際(CA)與 IBM 結盟 強化企業用戶大型主機跨平台管理能力 

（5）東捷商業機器與 BroadVision
策略聯盟 

應用軟體服務 

（6）HP 與 eOnline 建立全球性策略

聯盟 
進行線上傳送企業應用方案，提供企業間軟體解決方

案給先前無法自行去執行與管理應用軟體的客戶 
（7）HP 與 Symantec 合作 聯合調整出適合 HP-UX 作業環境的 VisualCafé JDE

軟體 
（8）HP 與私人電子郵件系統委外

服務廠商 USA.NET 策略聯盟

提供訊息處理系統的委外經營服務 

（9）康柏與 Commerce One 合作 
 

康柏與第一商務公司延伸全球策略聯盟關係到台

灣，提供電子商務完整解決方案。 

（1）各種線上軟

體廠商 
惠普(HP) 
IBM 
Compaq 
英特連 
 

（10）EMC 以及 Oracle 共同宣佈聯

盟計畫【19991109】 
協助經營電子商務的企業有效管理與運用大量資料 

（2）顧問咨詢服

務 
勤業管理顧問公司 HP 協助 dbn 共同推動兩家公司在電子化服務上的策略聯盟 

（1）賽貝斯、台灣達康、太電欣榮

策略聯盟 
個人資料庫軟體 

（2）Oracle 與 EMC 策略結盟 資料庫、儲存管理軟體與 

（3）線上資料庫 IBM 的 DB2 資料庫 
 

（3）昇陽-網景聯盟【1999-12-21】推出「iPlanet」的新應用系統伺服器軟體 

（4）網站設計維護服務或目

錄模務 
Novell 以 NDS 目錄服務科技為核心 目前尚未出現 目前尚未出現 

第二層次 
軟 體 基 礎

建設 

（5）網路扣款及轉帳服務  目前尚未出現 目前尚未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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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線上訓練系統  目前尚未出現 目前尚未出現 
（1）特許半導體、惠普及朗訊資訊

聯盟 
電子資料交換開放系統（電子資料交換） 

（2）HP 與 USA.NET 聯盟 提供訊息處理委外服務 
（3）SAP 與 BEA 系統於加入 HP
「99.999 計畫聯盟」【1999.09.09】

提供 BEA TUXEDO 與 99.999 技術基礎架構解決方

案，整合、改善 BEA TUXEDO 的高連續運轉元件 

（7）快速回應軟

體、EDI 
康柏電腦公布 B2B 電

子商務電子化供應鏈 

（4）台灣慧智、中國信託商業銀

行、仲訊國際策略聯盟 
提供電子商務系統解決方案,將此方案導入台灣慧智

及其供應商 , 聯手建立新竹科學園區 SCM(供應

商)/EC(電子商務)/I-Banking 示範體系 
（8）企業財務處

理軟體 
前進國際 華翰、IBM、宏碁聯盟 合作推出進銷存、會計系統軟體 Web 版本 2000 

（1）英特格瑞、靈知科技、汎倫、

高格資訊等數十家電子商務

系統開發商與 IBM 聯盟 

共同採用 IBM 的軟、硬體電子商務系統的礎，推動

IBM 軟、硬體市場占有率 

（2）』HP 與系迪網(SystiNet)策略聯

盟【1999.09.29】 
中小企業委外服務進行遠端企業管理(RNM) 

 

（9）ASP 公司 1.和信集團與「和訊企

業網 eCorpServ」 
2.東元集團與「東捷商

業機器」 

（ 3 ） 中 華 電 信 與 零 壹 、 啟 台 、

Cisco、IBM、英特格瑞、群環

等策略聯盟 

針對想要成立電子商城的廠商，推出設立電子商城基

礎架構的套裝方案，屬於低於百萬級的入門配置 

第三層次 
共 通 商 務

服 務 基 礎

建設 

（1）認證相關中

心 
中華電信 
網際威信 
或財金、關貿、集保、

證券交易 

台灣網路認證中心（財金、關貿、

集保、證券交易） 
 

財金、關貿、集保、證券交易結盟 

（2）交易付款中

心 
Novell 支援電子錢包

推展計劃   
目前尚未出現 目前尚未出現  

（3）物流業 國際快遞 DHL、新竹

貨運、7-11（各便利商

店）、T-Zone、聯強 
、震旦行、統一超商 

全家、OK 便利商店及萊爾富擬合組

聯盟【2000-01-17】 
進入充滿商機的宅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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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荷蘭銀行、黎銳國際(BEX)、
仲訊國際(UBEX)聯盟 

荷蘭銀行將該公司全球 3500 個據點透過電子銀行系

統 BankStation 串連成虛擬金融網，提供全球性清算、

轉帳等交易付款機制；國內則由仲訊國際(UBEX)全
流程整合的電子商務模式 

（2）台擎成立「e 世紀新聯盟」，金

卡多媒體、巨圖、國寶人壽、皇統、

憶弘資訊等廠商加盟 

提供網路金流服務平台【2000-01-20】 

 （4）金流業 中國信託銀行、安泰銀

行、第一商業銀行、荷

蘭銀行、華信銀行、 
慶豐銀行 

（3）花旗、關貿聯盟【1999-11-16】提供企業完整的金流與資訊流整合服務，並將成立社

群入口網站 

（1）垂直整合工

業 市 場 中

介者 

無 IBM 與數十家異業夥伴異業聯盟

【1999-11-01】 
 

推出的電子便利站(Multimedia Station,MMS)，匯集販

賣機、櫃員機、售票機與網路購物多功能，提供一個

新型態的電子消費服務模式 
（2）線上旅行社 網際旅行社、玉山旅行

社、百羅網 
網際旅行社與蕃薯藤、銀河網路電

台兩家 ICP 業者合作【1999-12-09】

提供委外網路訂票服務 

（3）線上仲介者 大買賣 
super mall 跳蚤市場 
台灣 yahoo 競標網 

目前尚未出現 目前尚未出現 

（4）內容提供者 網路家庭、中時電子

報、年代、聯合新聞

網、東森多媒體 

Pchome、第三波、世界商訊結盟 建置電子商務 

（1）HP 與 Delphi 策略聯盟，推出

全 球 第 一 個 保 險 業 入 口 網 站

ebix.com 

HP 提供 WebQoS 網站服務品質技術 

（2）蕃薯藤與台元碁售票網、拍賣

王等 6 家網站業者合作 
跨 足 線 上 售 票 、 書 籍 、 拍 賣 、 分 類 廣 告 等 領 域

【1999-10-06】 
（3）台灣新浪網與玉山票務合作 線上銷售機票 

第四層次 
線 上 交 易

中介者 

（5）入口網站 奇摩站、蕃薯籐、浪潮

網、yahoo 台灣 

（4）IBM 與蕃薯藤策略聯盟 IBM 提供蕃薯藤付款閘道交易平台結合，蕃薯藤提供

網站窗口，提供電腦、教學軟體與撥接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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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線上廣告中介者 多層次傳銷 目前尚未出現 目前尚未出現 
（7）虛擬商場 京華城、元碁 AcerMall、cybercity 目前尚未出現 目前尚未出現 
（8）線上企業對企業平台 中華電信 HiNet 所建置的 Hi-trade 網站 目前尚未出現 目前尚未出現 

 

（9）線上政府對企業平台 SEEDNet 政府公告案網站 
HiNet 政府採購案網站 

目前尚未出現 目前尚未出現 

（1）IBM 聯合數十家異業伙伴 電子便利站 

（2）日盛證券與 IBM 異業結盟 電子下單送電腦活動 

（1）線上零售業

者 ： 賣 花 、

書、票等 

年代售票網、飛行音樂

站、采花網花卉、泰安

產險、品揚資訊、 
泰安產險、就業情報

網、104 就業情報網、

百羅網 
（3）復華證券與天剛資訊、華碩、

神乎科技策略聯盟 
推出『Hello Money 理財大行動』促銷活動 

（2）電腦硬體、

軟體的製造商 
IBM、HP、國眾、大眾 目前尚未出現 目前尚未出現 

（3）線上娛樂 華義國際 
宏碁戲谷 

Hinet 與 CICQ 策略聯盟 網路大哥大 

（1）法商歐科電訊與甲尚聯盟 擴大全球視訊會議市場版圖 
（2）仲訊/佳醫策略聯盟 建立國內第一個醫療體系的電子商聯盟 

（3）思科系統、研華等國內 13 家

社區服務的廠商合作 
共同規畫寬頻數位服務藍圖，整合社區電子商務的物

流、金流、商流與資訊流 
（4）KEYciti、大陸社群網站 Ezyfind
及新加坡 CyberWeb 策略聯盟 

經營國際化網路社群 

第五層次 
線 上 商 務

服務 

（4）專業服務 寶來證券、甲尚視訊、

等各類可提供專業服

務者 

（5）台灣惠普、台視、與麥可強森

多媒體策略聯盟 
惠普負責規劃、建置，台視提供相關內容，麥可強森

負責經營的新一代入口服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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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新聞文本資料深度分析 
本部份，將以蒐集到的新聞文本資料，藉著電子商務架構，分析台灣電子商務產業中

發生的各種聯盟、合作等事件， 

 

一、台灣電子商務市場仍以是中、小企業爭鳴，而非如美國，大企業壟斷狀況已經

比較明顯： 

台灣是中、小企業的戰場，百家爭盟，尚無形成如美國 Amazon.com 或 eBay 的

大網站。 

 

二、線上中介者是電子商務中，發展的較為完善的階層，需要關注其發展狀況： 

電子商務的各階層中，軟體基礎建設、共通服務基礎建設、及線上商務服務，都

尚未出現一家獨大的獨占或壟斷情形，但是在第四階層的線上中介者，已經出現

幾個較大的入口網站。 

 

目前台灣前幾名入口網站分別為奇摩站、蕃薯藤等、及新浪網，可以對其是否採

取合併、聯合、結合等行動採取關注態度，若其中兩家加以合作或合併，對市場

應當會形成相當大的影響力。 

 

三、台灣大型企業已經積極進入電子商務市場，並積極進行聯盟，但對市場仍未具

有影響力： 

在各階層中，比較大型的企業，正在進行聯盟，譬如惠普與 eOline、大同與

Compaq、組合國際與 IBM、HP 與 Symantec、Compaq 與 Commerce One 等，不

過，到目前為止，這些大型的企業都尚未形成影響市場競爭的能力。 

 

四、各階層的聯盟方式不同： 

在電子商務市場中，幾乎每天都在發生各式各樣的聯盟，第二階層的軟體基礎建

設，主要以建構技術標準為主要合作方式；其他階層則為了讓整套電子商務流程

完善，而傾向於異業間的結盟，並不傾向於同業間的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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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術標準聯盟： 

在網路經濟中，聯盟關係相當常見，但是網路經濟所說的技術結盟並不是兩家公

司廣泛合作的策略聯盟，而是數家公司為了推展技術或標準而結盟。 

 

在台灣，第二階層軟體基礎建設常常發生技術上面的結盟，共同開發電子商務軟

體應用技術，但是，仍然沒有任何一家市場的結盟可以影響到整個市場。 

 

這種尋求統一技術標準的情況，就像前面所探討的網路經濟原理，試圖尋求網路

效應，希望可以在市場上引起正反饋循環，而成為「大者恆大」的企業。 

 

六、電子商務興起之後，物流業正在進行重整並積極規畫進入電子商務產業： 

目前電子商務產業中，各種物流業正在積極整合進電子商務產業，包括

7-Eleven、聯強、震旦行、全家福、及 OK 便利商店等，在全省都有經銷商通路

的業者。 

 

其中，統一集團所屬的 7-Eleven，由於內部已經建置了非常完善的 ERP 系統，

目前成為各個電子商務業者尋求合作的對象，是物流業中具有相當影響力的業

者。 

 

七、電子商務興起之後，金流業、認證中心正在醞釀形成： 

電子商務興起後，認證中心紛紛出現，包括中華電信、網際威信以及財金、關貿、

集保、證券交易所計畫結盟成立的認證中心等，都積極進入電子商務市場；而金

流業中的幾家大型銀行也積極規畫進入電子商務市場，不過都仍只是在醞釀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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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電子商務產業可能涉及的競爭規範問題 
 

依據前述實務訪談及新聞資料分析之電子商務產業現況，對照我國現行公平交易法之

規定，分別由總則定義、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等三大部分之規範，分析我國電子商務產

業可能涉及之競爭規範適用之相關議題。 

 

壹、總則定義部分 

一、特定市場之認定 

特定市場範圍之界定，關乎公平交易法之執行適用與事業權益甚鉅，故在探討電子商

務產業可能涉及之公平交易法議題時，首先即須確認電子商務產業市場範圍之界定標準何

在。 

 

公平交易法第五條第三項將「特定市場」定義為「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

之區域或範圍」，一般咸認為係由「產品市場」與「地理市場」二種角度切入，做為特定市

場範圍之界定標準，公平會就此亦表示「市場定義理應涵蓋所有競爭可及之區域或範圍，

包括商品或勞務潛在供給者與需求者之相關市場及可能交易之區域空間與時間範圍；台灣

地區由於運輸便捷、商品流通方便，一般多以台灣地區為一定之市場範圍，服務業因較具

地區特質，將視實際情況再行斟酌，時間長短則考慮利用全年資料以消除季節變動因素。

至於相關市場之認定，經濟學上常以產品替代彈性作為衡量標準，包括供給替代彈性及需

求替代彈性，但因合理之替代彈性值並無一定標準，且商品替代彈性常因價格變動、季節

更替及地區不同而有所差異，故實務上亦須配合現有統計資料之事業分類，並徵詢專家學

者之意見，加入客觀事實之認定。」15 

 

是以，在此衍生以下三個值得探討之子題： 

 

（一）電子商務是否為單獨之特定產業，應將之視為一特定市場？ 

在第一層次至第三層次之電子商務產業部分，由於其所提供商品或服務分別是硬

體、軟體、共通商務服務等基礎建設，應仍可由「產品市場」與「地理市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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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作為劃分特定市場範圍之第一道標準，決定是否將之視為一單獨之市場，並

界定出相關市場之範圍。 

 

第四層次之線上交易仲介者雖均係扮演平台提供者之角色，惟其所規劃之交易模

式與客群並不必然相同，故除先依客群取向而區分為 B2B、B2C、C2C、C2B 外，

亦應進一步依其各網站所提供之服務是否具有替代性，來劃分特定市場範圍。 

 

第五層次之線上商務服務部分，由於其模式為建構網站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故

縱使用相同之銷售媒介，但其所銷售之產品或服務極可能是南轅北轍，毫不相

關，是否與採行傳統交易媒介之事業有競爭關係，亦值深究。 

 

（二）產品市場及相關市場之劃分： 

由於網路本身原是一本傳播媒介，網路上的商業行為，大多是利用此一新興傳播

媒介，從事既有的商品、服務推銷、交易及廣告刊登等商業行為，且單一網站經

常是混合多種商品、服務之推介及廣告業務之經營，以現階段言之，廣告收入往

往是第四層次及第五層次事業之主要收入來源，銷售產品或提供服務之直接收入

則大多仍屬開創階段，營業額不高。惟由於公平法第五條第三項所定義之市場係

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出發，故當業者係同時混合經營不同之業務、提供不同

之商品或服務者，仍應一一就各該商品或服務之不同，來判斷其所屬市場，就市

場占有率之計算，則係依該特定商品或服務之營收計之，簡言之，因網路特性使

然，第四層次與第五層次業者跨業經營之情形，雖遠比實體世界之事業普遍及複

雜，但在現行法令下，仍應先就其所提中個別商品或服務之特性來界定其所屬之

各個產品市場。 

 

此外，第四層次線上仲介者與傳統仲介業間，如線上旅行社與傳統旅行社、百貨

公司與虛擬商場；第五層次之數位化商品或服務與傳統商品或服務間，如 MP3

數位壓縮音樂與錄音帶或 CD 唱片、電子書與傳統印刷書籍間；由於所提供之服

務、商品，本質上雖多無不同，但在交易媒介、成本、形式上則有相當差異性，

不必然具有競爭關係，故是否直接視為同一市場，仍有待商榷。 

                                                                                                                                                              
15 公平會網站 http://www.ftc.gov.tw/qa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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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倘若將之視為不同商品、服務者，則二者是否為具有可替代性之相關產品，則

應再就其供給與需求之替代彈性來觀察，此時將與數位化科技之普及程度有密切

關係，如同 CD 音響之普及，使得 CD 唱片與卡式錄音帶之替代彈性增高一般，

數位化科技設備普及度愈高，則從事電子商務之事業與傳統商家所提供之服務、

數位化商品與非數位化之傳統商品間之替代彈性將增加。 

 

（三）地理市場之劃分： 

網際網路的本質是無遠弗屆，理論上網站業者的競爭可廣及全球，其市場利基不

受地域限制。但各國語言不同，中文網站與英文網站是否屬同一市場?在台灣所

設立的中文網站與在美國設立的中文網站間是否屬同一市場？標榜區域化經營

的網站，不同區域間是否即為不同之市場？均值探究。 

 

以第四層次業者為例，目前有許多提供免費電子郵件信箱服務、從事廣告業務、

交易仲介之網站業者，如 HOTMAIL、PCMAIL、KIMO、YAM 等，其中 HOTMAIL

目前為美國微軟公司所經營，以英文為使用介面，目前尚未提供繁體中文之作業

平台，惟由於其起步甚早，故在全球各地均有許多之使用者。以線上拍賣為例，

我國民眾亦可參與美國 ebay 網站之拍賣投標，不受地理疆界、語言之限制。 

 

以第五層次之網路書店為例，我國消費者除可透過國內之網路書店，如新絲路、

博客來等，從事網路購書外，亦可直接連上美國亞馬遜網路書店網站購書，倘若

將亞馬遜書店納為國內網路書店市場、將美國 ebay 納入國內線上拍賣市場、將

HOTMAIL 納入國內提供免費信箱之廣告、仲介、入口網站市場中之競爭者之一

時，將立即擴大市場規模之計算基礎及競爭者家數，應較能反應國內業者所面臨

網路虛擬世界之商業競爭實況，惟執行上亦會面臨無法取得國外網站業者在我國

市場之營收等資料的難題。 

 

二、競爭關係之認定 

競爭關係之有無，亦為適用公平交易法時之常見議題。公平交易法第四條明定競爭係

指「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利之價格、數量、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易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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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行為」，在此，首先即應探討電子商務業者之交易相對人及潛在交易相對人。 

 

在第一層次至第三層次之電子商務產業中，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為硬體、軟體、共通

商務服務之基礎建設，其目標客群(即交易相對人或潛在交易相對人)較易被特定。但在第

四層次及第五層次之電子商務產業則又出現難以辨別之困難，以第四層次而言，線上仲介

業者如其主要收入是來自對所仲介之交易抽取佣金或向廠商收費者，似應易可由其收入來

源辨識其目標客戶。 

 

但上述以「收入來源」作為辨識其交易相對人之方式，與目前電子商務經營模式著重

於營造虛擬社群之方向似有不合，尤其是在 B2C、C2C、C2B 等涉及 C 端的網站，更為明

顯，因為第四層次之業者往往是著重於經營其社群，提供許多免費服務、資訊予消費者，

創造到站瀏灠人次數量，以聚集潛在消費者之注意力，而當消費者聚集在此一網站時，其

自然創造出一定之商業價值，可以自行從事與 C 端的交易，或向 B 端收費而提供其予 C

端之交易機會，故在此一產業論及「最大網站」時，所憑藉之比較基礎並非實體世界所用

之產品或服務銷售額，而是到站瀏灠人次、會員數等，各網站業者之競爭也往往是在競逐

會員量、page-view 量等，而非產品或服務之銷售額。 

 

是以，在考量其目標客戶群上，無論是第四層次或第五層次之業者，雖多以經營 C 端

之虛擬社群為主要目標，但並不代表其目標客戶即為 C 端之一般消費者，而仍應依各該業

者之經營模式，依其收入來源為 C 端或 B 端，判斷其交易相對人或潛在交易相對人是否重

疊，資為判斷競爭關係存否之依據。以第四層次之線上仲介者及第五層次線上商務服務者

為例，如提供旅行社對消費者之交易平台之旅遊資訊網站與航空公司自設之電子機票服務

網站，二者最終目標雖可能是銷售同一商品（機票）予消費者（乘客），但第四層次業者之

收入主要係來自合作業者（旅行社）所給付之佣金或廣告費用，第五層次業者之主又收入

則是對消費者（乘客）銷售商品（機票）之利潤。此時，該二網站所經營之虛擬社群（乘

客）雖相同，最終提供之商品（機票）雖相同，但網站業者本身之交易相對人或潛在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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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卻有不同，應認為二者間應無競爭關係。 

 

三、對外國網站競爭行為之管轄權 

網路具有無遠弗介之特性，故網站的觸界也可無限延伸，形成「無國界」之結果，那

麼電子商務的競爭規範還要侷限在各國劃定的國界之間？或者再廣一點，國籍屬於中華民

國的網站經營者就該受納管；還是要更抽象地說，凡是境外的競爭行為結果會影響到內國

市場秩序的就應受該國競爭法律規範約束？問題是：在網際網路裏如何定義「內國市場」？ 

 

管轄權問題一直都是網路上最難解決的問題之一。關於管轄權問題，不但涉及原被告

的重要利益，也涉及法律能否有效執行等事實問題。網路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就是沒有地理

上的限制，網路使用者可以經由網路存取世界上任何一個角落所儲存的資料，相對地，網

路上的資訊，也可以提供給世界上不同角落的網路使用者。因此，網路上跨越國界的資料

傳輸幾乎已經變成一成常態，網路使用者可能在國外網站上購物或進行其他消費行為，國

外網站上的資料也可能侵害國內公司或個人的權利，如果因為這些交易或侵權行為而引發

法律爭議，應該由那一個國家的法院受理訴訟？主張權利被侵害的原告，是否可以直接在

自己的所在地向當地法院提起訴訟？這就是國際管轄權所引起的問題 16。 

 

依據公平會第三六四次委員會議通過修正之「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涉外案件原

則」17第壹章通則中的第六條「檢舉人應就被檢舉人在我國域內或域外之限制競爭或不公

平競爭之行為或其結果對我國競爭秩序產生影響之程度，提出具體事實及證據，並須釋明

被檢舉人有違反公平交易法之虞，本會方予受理」規定，我國公平會已宣示我國公平法亦

適用於事業之域外競爭行為，而不受限於域內行為，換言之，倘外國公司在外國的競爭行

為會對我國市場秩序造成影響者，公平會將對之與本國事業一視同仁，依我國公平交易法

                                                 
16 鐘明通 1999/06/21 管轄權與準據法，發表於太穎國際法律事務所 ELITE ON LINE 網站

（http://www.elitelaw.com） 
17 公平會網站 http://www.ftc.gov.tw/ftcpri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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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調查處理，甚或予以處分。此原則雖亦應一體適用於電子商務產業，惟由於網路無國

界之特色使然，將形同我國公平法對全球各地之網站均有適用之可能，是否具有實益或執

行力，有待研議。 

 

貳、限制競爭 

一、獨占事業 

依據訪談及新聞資料，需注意之獨占相關議題如下： 

 

（一）技術標準之制定 

網路開放性特色，使得第四層次及第五層次產業形成獨占之可能性較低，反之，

在第二層次之軟體基礎建設部分上，由於大型軟體公司藉由制定技術標準或策

略聯盟、搭售軟體等，產生排除或限制其他事業加入競爭之障礙，美國司法部

控告微軟公司乙案，即為是例。 

 

另一類見解則認為在網路上建構統一之技術標準，乃是必要的，且有利於消費

者，因為統一之技術標準可一降低開發軟體之成本及價格，更可促進網路世界

之流動、開發速度。惟此乃屬規模經濟及自然獨占之議題，在因規模經濟而促

成自然獨占前，政府部門所需注意者應是自由競爭機制之維持，應防止業者藉

由封閉式之技術標準來排除其他廠商之加入競爭，並應防止廠商運用不正當之

搭售、略奪性或補貼性定價等爭取交易機會之手段，先使其技術標準成為消費

者使用主流，再藉此排除他事業之競爭，最後形成獨占或寡占。 

 

（二）電腦軟體專利 

電腦軟體專利亦將成為事業競爭之利器，由美國State Street Bank &Trust Co. v. 

Signature Financial Group乙案 18，可知當商業方法（business method）也可以申

                                                 
18 State Street Bank &Trust Co. v. Signature Financial Group, NO. 96-1327 （Fed. Cir. , Jul. 23, 1998），判決全文

請參 http://www.law.emory.edu/fedcircuit/july98/96-1327.wpd.html.或 http://caselaw.find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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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專利時，在網際網路的競爭上勢必產生重大影響 1920，我國智慧財產局甫於

八十七年十月間亦於專利審查基準之「特定技術領域之審查基準」中增訂「電

腦軟體相關之發明」乙節 21，故可預見將有應用於電子商務之電腦軟體專利將

陸續被審定准予專利。由於類此之專利權將賦予專利權人獨占之權利，故除智

慧財產局在專利審查上應力求審慎外，競爭主管機關在適用公平法第四十五條

規定之餘，亦宜促請智慧財產局強化專利法第七十八條第一項 22特及第二項 23

特許實施之適用，以避免電子商務業者藉電腦軟體專利排除他事業之競爭。 

 

（三）政策或法令 

目前主要在第三層次共通商務服務之基礎建設上，將面臨此一議題。例如認證

中心之家數及網路金資中心之開放等，如果法令只允許獨家經營，勢必形成獨

占；如果法令採開放市場之立場，對家數不設限者，則是否亦應採特許制之管

制，以確保交易安全與品質，而特許制之結果，亦勢將形成寡占市場。又例如

政府採購資訊系統，係由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數位聯合資訊公司（SEEDNET）

建置管理維護，同樣亦造成獨家經營之結果。 

 

（四）獨占力之認定： 

依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二條之規定，在判斷事業是否具有獨占力時，應審酌

（1）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率、（2）考量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

在特定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性、（3）事業影響特定市場價格之能力、（4）他

事業加入特定市場有無不易克服之困難、（5）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等

                                                 
19 袁建中，民 88，電子商務與軟體專利，發表於 1999 全國智慧財產權論文集，頁第 557 至第 566。 
20 王盛勇，民 88，與電子商務相關專利之探討，發表於 1999 全國智慧財產權論文集，頁第 567 至第 576。 
21 「電腦軟體相關之發明」全文，置於智慧財產局網站http://www.moeaipo.gov.tw/nbs4/pat02r.htm上。 
22 專利法第七十八條第一項：「為因應國家緊急情況或增進公益之非營利使用或申請人曾以合理之商業條件

在相當期間內仍不能協議授權時，專利專責機關得依申請，特許該申請人實施專利權，其實施應以供應國內

市場需要為主。但就半導體技術專利申請特許實施者，以增進公益之非營利使用為限。」 
23 專利法第七十八條第二項：「專利權人有不公平競爭之情事經法院判決或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確定

者，雖無前項之情形，專利專責機關亦得依申請，特許該申請人實施專利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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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認定之。網路無國界，在此立即面臨前所討論之特定市場界定的難題，在

第二、三層次部分，由於其所提供之軟體、商務服務及交易相對人等均較為具

體特定，應較易於依既有理論分析其是否具有獨占力。 

 

而在第四、五層次部分，雖面臨特定市場不易界定之難題，但現實面上已形成

若干大型網站之事實，卻亦不容被忽視。由於網路中仍存有「使用者注意力有

限」之限制，故上網者越常使用之網站即具有越高之商業價值，以入口網站為

例，雖是開放式架構，理論上無進入門檻之限制，應可形成充分競爭之自由市

場，但目前國內蕃薯藤及奇摩站均號稱擁有百萬會員，為國內中文入口網站之

第一名與第二名，英文網站部分 YAHOO 則擁有其他網站遠遠不及之使用者，

故倘若此類大型網站挾其優勢地位而對交易相對人，如廣告主或商品提供者

等，為不公平或限制競爭行為者，則是否亦應受公平法規範？換言之，在獨占

力之認定標準上，既有之由其所提供之商品、服務出發之標準，在電子商務產

業中不必然能真實地反應出大型網站之市場力。 

 

二、聯合行為 

策略聯盟為各層次電子商務產業所慣用之商業手法，特別是垂直跨業之策略聯盟。而

此類策略聯盟行為，由於形式上係集合數家不同之業者，合作或共同一致地從事特定之商

業行為或推廣促銷，故即涉及是否違反公平法第十四條禁止聯合行為規定之疑慮。 

 

按公平交易法第七條規定之聯合行為定義為「事業以契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數量、技術、產品、設備、交

易對象、交易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公平法施行細則第二條第一項進一步定義

此一聯合行為係指「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聯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

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 

 

觀察電子商務產業之策略聯盟實例，可知大都數係以整合商流、金流、物流、資訊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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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的之垂直、跨業聯盟，由於參與事業為來自不同產業，彼此間並無競爭關係，故應不

符合上述之「聯合行為」要件。 

 

券商所推出之「網路下單免費電腦」套餐，即為跨業策略聯盟之最佳範例，其中所包

含之商品或服務包括（1）硬體：免費電腦，由合作之電腦公司所提供；（2）免費上網：由

合作之特定ISP業者提供；（3）證券投資研究分析意見及建議等資訊，通常是由消費者加入

券商關係企業之投顧公司為會員，由該投顧公司提供投資資訊；（4）手續費折讓：各家券

商優惠方式不同，但目標多是鎖定散戶為主要訴求對象，故對於一定金額以內之交易給予

幾近免費之優惠；（5）其他：如網路下單教學或到府安裝等，或者是結合如銀行、保險公

司等關係企業，提供免年費信用卡或人壽意外險。
24 

 

最具爭議者為第四層次之 B2B 及 B2C 網站部分，由於其經營模式在於提供交易平台

予數業者利用，故如係聚集提供同類商品或服務之業者於同一網站上，統一進行報價、廣

告行銷、交易等時，由於其所整合之事業間具有競爭關係，就如同實體世界中不同之事業

委託同一家管理顧問公司代管經營一般，便易符合公平法第七條所定之要件。 

 

此外，電子商務業者與實體商家之策略聯盟亦應予觀察，如網路券商與傳統券商聯合

議訂手續費率折扣、虛擬商場與實體商店之聯合促銷、訂價等，毫無疑問地，均會對市場

造成一定程度之影響。故若將網路視為虛擬通路者，則當虛擬通路與實體通路進行聯合行

為時，如果其市場力以足影響供需、價格等，則似宜將之認為二者構成聯合行為，惟此時

仍應依該虛擬通路之經營模式，區別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究係該網站本身或利用該網站為

交易平台之事業。 

 

末者，因網路資訊易於流通傳遞之特性，使 C2B 之經營模式大為興盛，為實體世界之

商業交易所少見，亦顛覆以往由管制供給面之事業出發的禁止聯合行為之立法，此種 C2B

網站乃是聯合需求者來向供給者爭取有利之交易條件，由於 C2B 之經營模式使然，參與聯

合者為消費者，故不符公平法第七條之要件。但倘若是 B2B 網站，提供事業聯合採購、報

                                                 
24 許惠月，民 88，券商免費電腦專案之迷思-----真的免費嗎??，發表於太穎國際法律事務所 ELITE ON LINE

網站（http://www.elite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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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之平台者，則應另當別論。 

 

三、事業結合 

在諸多策略聯盟案例中，採取收購、合併、交叉控股、營業讓與、委託經營等方式進

行較緊密之合作者，亦時有所聞。例如微軟公司經營 MSN 網站及收購 HOTMAIL，甚或

投資台灣之和信超媒體公司（經營有線電視寬頻網路，屬第一層次之硬體基礎建設廠商）；

美國線上公司繼收購 Netscape 後，傳出與媒體巨人時代華納公司之合併案。 

 

對照我國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之規定，對於此類結盟合作之管制，

應依下列步驟檢視處理之： 

 

（一）是否構成公平法第六條之結合 

（二）是否符合公平法第十一條所定之應申請許可門檻 

（三）是否符合公平法第十二條「其結合對整體經濟之利益大限制競爭之不利益」之

許可要件 

 

上述三道步驟中，最具困難者為第二部分應申請結合許可門檻之認定上。依現行公平

交易法第十一條之規定，事業結合應申請許可之門檻條件有以下三種情形：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率達三分之一者。 

（二）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率達四分之一者。 

（三）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

金額者。目前此項公告金額為新台幣五十億元。 

 

然則目前之電子商務產業除有特定市場不易劃分之本質，導致市場占有率之計算不易

外，國內市場有限、電子商務起步不久，故電子商務業者之年營收大都少於新台幣五十億

元，似乎均尚未達到應申請結合許可之事業規模門檻，但實務情形則是大型電腦軟硬體公

司紛紛跨入電子商務領域，包括美國微軟公司、INTEL 公司、我國宏碁集團、威京集團、

和信集團等，均挾資本優勢，大量轉投資於各種形式之電子商務產業中，而由於該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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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集團之原有營收總額顯然均已超過新台幣五十億元之門檻，故如其投資方式屬於公平法

第六條所定結合類型之一者，理應依法先向公平會申請結合許可。 

 

四、限制轉售價格行為 

按公平交易法第十八條明定禁止限制商品轉售價格之約定，由於係保障交易相對人轉

售商品及決定轉售價格之自由，故除第二、三層次業者外，較可能適用於第四層次之 B2B

網站業者或第四、五層次網站業者與其合作之供貨廠商間之交易關係上，不易由網站上之

資訊得知。 

 

就目前觀察所得，由於網路具有資訊可充分流通之特性，故消費者易於不同之網站取

得同一產品或服務之價格資訊，進行比價，且電子商務本質上亦多半具有減縮通路層次及

降低行銷成本之功效，而業者亦多半肯認價格破壞戰之必然性，故第四、五層次之業者多

以其網路上所銷售之商品或服務之價格低於傳統通路之訂價為號召，則反面言之，其供貨

廠商為避免原本穩定之價格遭破壞，理論上將易於採取限制轉售價格之手段，以限制網站

業者以低價破壞市場秩序，惟目前亦尚無實例糾紛。 

 

五、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二、六款規定之限制競爭行為 

此三款規定分別規範斷絕交易、差別待遇、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等三種

限制競爭行為態樣，受規範之行為人亦以須具有市場地位，始能認定其行為具有限制競爭

之虞。因此，如要將此一規範適用於電子商務產業中，首先亦會面臨行為人是否具有市場

地位之問題。有關電子商務產業之市場地位認定上之困難，已詳前述，茲不再贅。 

 

此部分規範者為事業與事業（B2B）間之交易行為，故在以 B2C、C2C 或 C2C 之網站

上，應較不易有此問題。在實務上曾發生者為統一超商代收民營電信公司話費，於合約中

限制為獨家交易，民營電信業者不得另行再委託其他超商代收，引發是否涉及違反公平法

第十九條第一項第六款之疑慮。而 B2B 網站之興起，是否將導致業者對於有無加入網站之

業者為差別待遇、或以要求交易相對人加入特定網站作業為交易條件、甚或斷絕與未加入

網站業者之交易等，均值進一步觀察。 

 

參、不公平競爭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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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中有關不公平競爭之規範遍見於第十九條第三、四、五款及第二十條至第二十

四條，其規範重點在於事業所採行之競爭行為違反正常商業習慣、效能競爭等，對其他競

爭找交易相對人顯失公平，而具有可非難性。於適用此部分之規範時，應先確認該電子商

務業者所採取之競爭手段為何及所進行之具體交易關係內容，始能進一步論究其是否該當

於各該法條規範之要件。 

 

在電子商務產業中，值得關注之不公平競爭議題如下： 

 

一、網域名稱之搶註、攀附使用 

訪談業者並未提即此一問題，但新聞報導資料中則不乏類此之爭議。網域名稱（Domain 

Name）除了表示網站位址外，亦在一定程度上表彰網站設立者的特徵，尤其是在搭配搜尋

引擎的使用時，當網路使用者欲搜尋某公司或某商品的網站、網頁時，最直接、簡便的方

法便是在 YAHOO 等搜尋軟體網頁上，鍵入公司、商品的主要名稱來搜尋。 

 

從而，倘若網域名稱與公司、商品具有相當程度之關聯性、近似性者，就會易於讓網

路使用者接近使用，如果網域名稱與公司、商品名稱根本毫無關聯者，通常就會降低被使

用的頻率，因為一般使用者較難把公司、商品名稱與該網址聯想在一起。因此，在網路興

盛普及之後，網際網路被認為是跨越世紀的重要商機所在，在現今而言，網域名稱的重要

性已不亞於傳統的商標，而網域名稱的搶註風波也就紛紛浮現。 

 

對照新興的網域名稱搶註問題，在既有的商標案例中，亦不乏有著名商標遭他人在他

國搶註或在不同類的商品或服務搶註的例子，由於商標保護是採屬地主義，依註冊國之法

律取得商標專用權，並在註冊國管轄領域內享有法律上的保護，因此，在商標搶註議題上，

原商標專用權人就必須依循各國既有商標法規定之要件，依異議、評定、撤銷等程序來解

決搶註問題。 

 

比起商標搶註問題而言，網域名稱搶註糾紛的解決，所牽涉的法律問題顯然較複雜困

難。蓋因商標法採註冊主義，原則上，申請註冊在先者就取得商標專用權，在註冊國內享

有專用權利。然而，網際網路是全球性的，不受各國司法管轄權限制，而網域名稱固然應

經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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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而言，台灣網址的網域名稱（如 com.tw）是向台灣網路資訊中心申請，國際性

網址（如 com）則原本均是是向美國 Network Solutions Inc.（NSI）公司所設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Center（InterNIC） 申請，惟該項申請原則上只是在於避免網址重複及設定網

址，法律並未賦予受理申請的單位有實質審核權，只要不與其他網址相同重複，原則上均

會獲准。由於此一網址不得重複設定的本質，因此，個別網域名稱一經註冊，申請人就會

在網際網路的世界裡，取得排他獨占的網域名稱專用權。 

 

傳統的商標法規定商標專用權人的權利範圍限於註冊之商標與所指定之商品服務上

（商標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商標專用權之保護範圍為使用於同一商品或類似商品上的相

同或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圖樣（商標法第六十三條），並限制不得惡意使用他人註冊商標中的

文字部分為公司或商號名稱之特取部分，來經營同一或類似商品業務（商標法第六十五

條）；公司法部分，則僅在限制同類業務之公司不得使用相同或近似名稱（公司法第十八

條）；公平交易法部分，保護範圍雖較廣，但其要件仍限於是事業就所提供服務，涉有以相

關大眾所共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標章或其他表示他人營業、服務之表徵，為

相同或類似之使用，致與他人之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者（公平交易法第二十條第

一項第二款）；此外，民法第十九條亦明定對姓名權之保護。然則以我國情形論之，由於網

域名稱都是以英文命名，而依我國法令，公司行號註冊均係以中文為之，英文部分則由各

公司行號自行翻譯命名，並未經註冊，網域名稱本是代表網址所在，使用者並非以之作為

公司行號之名稱，故原則上，網域名稱與公司行號之英文名稱相同乙節，應尚無適用公司

法第十八條或民法第十九條之可能。 

 

至於公平法部分，所會衍生之問題在於是否能符合要件，使用網域名稱者是否為提供

商品或服務的事業？該英文名稱是否已達相關大眾所共知？網域名稱與原來使用者的使用

是否屬於相同或類似使用？是否會造成混淆？單純網域命名要符合公平法第二十條所定之

諸多要件，恐非易事。而隨著中文網址名稱之開放申請，可預見的是此類網址搶註、冒用、

攀附使用之爭議將會更形嚴重，而現行商標法、民法、公平法等法令對此卻尚無完整之因

應規範，如不早作因應，勢將導致網址所有人、主張被侵權者、及網址註冊機關間層出不

窮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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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平會於八十九年二月二十三日第四三三次委員會議首先就此一網域名稱搶註

之爭議，作成決議，並非以公平法第二十條之規定處理之，而認為係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

十四條之規定，此項處分是否將形成行政先例，尚待觀察 25。國際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簡稱WIPO）於西元一九九九年四月公布一份「The WIPO 

Internet Domain Name Process」的報告 26，而依據美國政府一九九七年白皮書（White Paper）

所成立之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亦於一九九八年

十月份起開始運作，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正式宣布接手網域名稱之註冊 27，陸續指定許多可

受理註冊申請之多家公司、機構，並依據美國政府商務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所作出之「Management of Internet Names and Addresses」28及「A 

PROPOSAL TO IMPROVE TECHNICAL MANAGEMENT OF INTERNET NAMES AND 

ADDRESSES  DISCUSSION DRAFT 1/30/98」29及前述WIPO報告之建議內容，分別於一

九九九年八月及十月公布「the 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及「 the 

Rules for 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30，作為解決網址爭議之準則，

而WIPO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er自一九九九年十二月一日起、美國The National 

Arbitration Forum自一九九九年十二月二十三日起、美國Disputes.org/eResolution. 

Consortium自二０００年一月一日起均提供網域名稱爭議解決之服務（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services）31，其中美國Disputes.org/eResolution. Consortium甚至是標榜提供線上

爭議解決（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Services）32。以WIPO為例，依WIPO網站上所公布之

資料，自一九九九年十二月九日起至今，已受理一百九一件仲裁申請案，作出二十六件決

定（Decision）33，其採行之仲裁程序及實體原則等均應值我國參考。 

                                                 
25 公平會 89.02.24 新聞稿，全文置於公平會網站http://www.ftc.gov.tw/news0224.htm。 
26 WIPO，1999.04.30，The WIPO Internet Domain Name Process，全文置於

http://ecommerce.wipo.int/domains/process/eng/final/finalreport.doc。 
27 ICANN，1998.11.23，ICANN announces changes, requests DNS transition begin，全文置於

http://www.icann.org/announcements/icann-pr23nov98.htm。 
28 美國商務部，Management of Internet Names and Addresses ，全文置於

http://www.ntia.doc.gov/ntiahome/domainname/6_5_98dns.htm 
29 美國商務部，A PROPOSAL TO IMPROVE TECHNICAL MANAGEMENT OF  INTERNET NAMES AND 
ADDRESSES DISCUSSION DRAFT 1/30/98，全文置於

http://www.ntia.doc.gov/ntiahome/domainname/dnsdrft.htm 
30 全文置於http://www.icann.org/udrp/udrp-rules-24oct99.htm。 
31 ICANN，2000.01.03，Approved Providers for 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全文置於

http://www.icann.org/udrp/approved-providers.htm 
32 Disputes.org/eResolution. Consortium Welcome eResolution 網站網址http://www.eresolution.ca/。 
33 WIPO 網站網址http://ecommerce.wipo.int/domains/process/eng/process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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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多層次傳銷方式經營之廣告網站 

由於網路具有「使用者注意力有限」之限制，故在廣告宣傳、網站經營上，出現付費

予上線瀏覽者之競爭手法，只要使用者連上網站瀏覽網頁廣告，便給予現金或其他利益。

而此種經營方式亦進一步演變成以多層次傳銷之方式進行，鼓勵會員或使用者積極介紹他

人加入，新加入者須填載介紹人名稱或代號，網站經營者則會給予介紹人一定之獎勵。惟

由於此類網站經營方式是付費請網路使用者看廣告，並非直接銷售商品或勞務予使用者，

是否該當於公平法第二十三條之要件，實有疑問。而由於廣告網站經營者之交易相對人為

廣告主，並非網路瀏覽使用者，且並非是在銷售商品、服務予瀏覽者時附贈獎品，故亦不

該當於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及公平會處理贈品贈獎促銷額度案件原則之規定。 

 

三、套裝銷售及搭售 

由於完全數位化之電子商務，需要之軟、硬體及支援商務服務眾多，且大多亦須配合

數位化之要求，始能達到業者原先規劃電子商務之節省成本、整合行銷、配送等等之目的。

故在第一層次至第三層次產業中及第四層次之 B2 網站業者中，大多採取策略聯盟方式，

進行資源整合，並推出跨業服務之套裝產品或服務，例如第二層次中之康柏公司、前進國

際、和信集團下的和訊企業網、東元集團之東捷商業機器公司、第三層次中的花旗及關貿

聯盟、荷蘭銀行及黎銳國際（BEX）、仲訊國際（UBEX）之聯盟等，均是整合不同需求，

提供整合金流、資訊流或其他需求解決方案之套裝服務、商品。此類套裝服務或商品，是

否構成搭售，甚或違反公平法第十九條或二十四條之規定，仍應可依現有法令、行政先例

處理之，茲不再贅。 

 

四、B2B 網站 

訪談及新聞資料所呈現之另一重點為 B2B 網站的興起，由於 B2B 網站之經營模式是

以事業與事業間之交易為重心，尤其是針對同一行業所設 B2B 交易網站，如第五層次中之

仲訊/佳醫策略聯盟所成立之醫療體系電子商聯盟，由於係將經營同類商品或服務之同業，

整合於同一電子商務交易平台上進行交易或資訊流通、廣告促銷、詢報價等，倘若該共同

交易平台除提供個別業者電子商務服務之功能外，亦兼具使該商品或服務因此一共通交易

平台，而被有意地或默示地維持住，即使用該交易平台之同業藉此達成聯合行為之合意者，

特別是當該共通交易網站是由上游供應商所主導，而使用者為零售、經銷體系之業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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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易有此情形，則該 B2B 網站經營者是否亦該當於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或第二十四條之

規定，有待依個案情形為進一步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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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論與建議 
 

本章分為五節，第一節：呈現電子商務經濟特質的綜合分析結果；第二節：呈現電子

商務架構、相關產業指標、特質與可能產生的競爭爭議；第三節：提供電子商務管制者對

於導向適用競爭規範時必須考量的重點、以及國際間對與電子商務規範的原則；第四節：

呈現訪談及新聞文本分析結果、及可能涉及的競爭規範問題；第五節則提出本研究的研究

建議與研究結論。 

 

 

第一節  電子商務經濟特質的綜合分析結果 
 

綜合分析電子商務經濟特質對競爭法規範適用時的影響與考量重點時，本研究討論了

以下三部份：一、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劃分基礎；二、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差異性—結構

上、數位化上；三、電子商務的經濟特質。 

 

一、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的劃分基礎 

不公平競爭規範必須考慮到資訊產品數位化的特質。電子商務的劃分基礎是以（1）

參與個體；（2）產品：（3）處理程序等三種因素，為數位化分野，區分出「完全實體商務」、

「完全電子商務核心」與「傳統電子商務市場」三種市場。 

 

二、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的差異性—結構化及數位化 

 

（一）在結構上的差異 

在結構上的差異，包括了：（一）市場範圍的改變：跨越國界，從區域性市場轉變

成全球性市場；（二）無營業時間限制；（三）市場的進入門檻較低；（四）新型態的中間商

的興起；（五）物流業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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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數位化上的差異 

在數位化上的差異包括了：（一）消費者主動權增加，從供給面走向需求面的趨向比

一般產業增強；（二）定價策略改變；（三）競爭方式改變；（四）網路架構與偏好導向的市

場區域取代實際的距離與市場的地理位置；（五）商業組織改變。 

 

三、電子商務（網際網路）的經濟特質 

網路經濟具有以下特質：一、網路外部效應；二、報酬遞增率；三、需求面的規模經

濟；四、正反饋循環；五、獨占；六、產品與價格的差異化；七、套牢原理；八、策略同

盟；九、由下而上的分權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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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子商務架構、相關產業指標、特質與可能產生的競爭規範問題 

表 5-1：電子商務架構、相關產業指標、特質、與可能產生的競爭規範爭議 

電子商務架

構 
Business Model 相關產業指標 需要考量的特點 可能產生的競爭規範問題 

第一層次 
硬體基礎建

設 

此階層最主要的功能在於提

供一個以 IP 為基礎的網路硬

體環境，使得人人可以在這個

硬體建構出來的網路環境下

進入網路世界。 

電信網路、有線電視、無線、網際

網路、衛星、電話、際網路服務提

供者、網路骨幹或服務設備的提供

者、網路設備製造廠商、電腦硬體

設備製造廠商。 

  

第二層次 
軟體基礎建

設 

此階層最主要的功能是提供

企業內部、企業間或企業開店

的各種商業應用軟體。 
 
包括了發展電子商務所需要

的各種軟體，例如架構電子商

務網站軟體、網頁設計軟體、

商用應用目錄軟體、財物計算

軟體、或提供架構電子商務網

站全服務的軟體公司。 

（1）各種線上軟體廠商 
（2）顧問咨詢服務 
（3）線上資料庫 
（4）網站設計維護服務 
（5）網路扣款及轉帳服務 
（6）線上訓練系統 
（7）快速回應軟體、EDI 
（8）企業財務處理軟體 
（9）線上安全交易軟體 
（10）型錄設計軟體 
（11）ASP 公司 

在技術軟體產業上具有一種共同特

質，即是：所有的相關軟體廠商都

希望建構出一套可以應用在所有電

子商務網站、具有統一性、標準性

軟體，可以不必要再一一根據不同

的公司需要，設計不同的應用軟體

（人力、成本、時間上的考量）。因

此，統一化、標準化便成了軟體業

共同追尋的目標。 

（1）共同訂定技術標準；軟體企業

間的互相聯盟、合併、或者共

同訂定技術標準； 
（2）軟體搭售問題：許多軟體製造

廠商負責規劃的科技公司，盡

量利用搭售軟體策略或與其

他軟體製造廠商聯盟，擴大市

場占有率。 

第三層次共

通商務服務

基礎建設 

此階層最主要在於提供電子

商務一個可以順利運作的安

全環境與交易環境。最主要是

包括了線上交易付款服務公

司。 

（1）安全環境--認證相關中心 
（2）交易環境-- 

交易付款中心、 
金流業 
物流業 

這一階層最主要的特質並且與不公

平競爭相關的必須考慮的重點是：

政策主導這一個共通商業服務基礎
建設的環境。 
（1）在認證中心的考量上，政策是

允許開放市場，讓多家認證中

心自由競爭？或是只限制市

（1）涉及到認證中心、交易付款中

心、及銀行業者及物流中心若指出

現一家或兩家寡占、獨占或壟斷的

問題。 
（2）與其他層次產業垂直跨業結合

及策略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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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只有幾家？或是只有一

家？認證中心與系統業者的

合作有何影響？誰有資格誰

扮演此種角色？ 
（2）交易付款中心與銀行業者之間

的關係是什麼？交易付款中

心由誰扮演？會帶來什麼樣

的影響？ 
（3）在物流中心的考量上，政策對

物流中心的規範為何？開放

競爭？由政策主導？會有什

麼樣的影響？ 
 

第四層次 
線上交易中

介者 

此階層最主要的角色是扮演

提供交易平台的角色，主要收

入來源來自於中介者抽取佣

金。具有以下幾種提供平台的

方式： 
（ 1 ） 提 供 企 業 對 消 費 者

（B2C）的交易平台； 
（2）提供企業對企業（B2B）

的交易平台； 
（3）提供消費者對消費者

（ C2C ） 的 的 交 易 平

台：； 
（4）提供政府對企業（G2B）

的交易平台。 

只要是作為一個提供平台者的角

色，都可以屬於這一階層的產業。

相關產業不可能一一列舉，但是目

前線上較為明顯的有： 
（1）垂直整合工業市場中介者 
（2）線上旅行社 
（3）線上仲介者 
（4）內容提供者 
（5）入口網站 
（6）線上廣告中介者 
（7）虛擬商場 
（8）線上企業對企業平台 
（9）線上政府對企業平台等等。 

對於這樣一個提供線上平台中介者

的角色，必須考慮到以下幾點： 
（1）這些中介者所整合產品目錄、

交易的網站，是不是唯一這個

類型的網站？ 
（2）未加入這個網站的廠商是否就

被排除在交易線之外？對這

些廠商而言，算不算是一種不

公平競爭？是不是為了不要

被排除在外，所以一定得加入

這個網站成為會員？ 
（3）中介商掌握了多少有利資源？

（4）從消費者的角度來看，如果市

場發展到以後出現一種聯合

或結合所有廠商，提供消費者

輕鬆的找到所有的產品中介

者。這時候所有消費者只能藉

(1)違反限制競爭爭議問題，在於這

些線上中介者有無可能：（a）

與直接競爭對手合併；（b）業

者間是否有可能進行聯盟；

（c）是否一家獨大，壟斷市

場；（d）是否有聯合行為；（e）

政府若只將其公共工程訊息

交由一家網站公司負責發

佈、競標等。 
（2）違反不公平交易之虞的網路不

公平競爭問題：(a)視框鏈結

（ Framelink ）；（ b ） 超 鏈 結

(Hyperlink)；（c）網路不實廣

告；（d）網域名稱爭議；（e）

多層次傳銷；（f）消費者集結

起來對企業集體議價；（g）消

費者集結起來透過某企業力



 118

由 這 一 家 網 站 公 司 購 買 商

品，需要如何規範？ 
量對其他企業產品進行集體

議價；（h）套裝（bundle up）

商品或服務等。 
第五層次 
線上商務服

務 

廠商擁有自己的產品，並自行

建構一個電子商務網站，銷售

自 己 的 產 品 給 消 費 者

（B2C）。主要收入來源來自

於線上廣告、線上電子商務交

易。 

所包含的相關產業相當廣泛，只有

擁有自己的商品，並於網路上銷售

皆屬於此階層： 
（1）線上零售業者：賣花、書、票、

等等 
（2）電腦硬體、軟體的製造商 
（3）線上娛樂（線上軟體遊戲） 
（4）專業服務 

與一般商業可能發生的不公平競爭

問題並無不同，只是會因為網站的

特質，而增加一些不同的線上交易

不公平競爭問題，譬如濫發電子

信。但線上商店必須考慮到以下幾

點： 
 
（1）經營商店的時數有沒有限制？

（2）線上商店的市場範圍是區域性

或全球性？ 
（3）任何行業中有無產生一個最大

的市場獨占者？ 

（1）違反限制競爭爭議問題：（1）

與直接競爭對手合併；（2）

業者間的聯盟；（3）壟斷市

場；（4）獨占；（5）搭售。 
（2）違反不公平交易之虞的網路不

公 平 競 爭 問 題 ：（ 1 ） 套 裝

（bundle up）商品或服務；（2）

網路商店進行電子商務活動

的 網 站 包 裹 契 約 (Web
Wrap)；（3）網路不實廣告；（4）

網域名稱爭議；（5）濫發電子

信（6）價格破壞戰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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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管制者將電子商務導向競爭規範時必須考量

的重點以及國際間對與電子商務規範的原則 
 

本研究在第二章及第三章乃透過分析電子商務經濟特質及提出電子商務產業特質，提

出規範電子商務時需要考量的各種重點。經過這些討論之後，管制者對於導向適用競爭法

規範時必須考慮如下重點： 

 

壹、管制者將電子商務導向競爭規範時必須考量的重點 

 

第一、公平法關切的焦點在於若市場進入障礙過高，將會阻礙競爭者進入市場，而必

須受到矯正。在電子商務產業上，必須分非實體商品及實體商品探討： 

 

（一）在軟、硬體市場上，由於具有網路效應特質，必須考量： 

若市場尚未出現一個最大的廠商壟斷市場，仍在一個沒有統一標準軟體的

市場，那麼此時產業彼此成競爭成為市場上的唯一標準，此時，市場進入

障礙並不高。但是，市場若已經出現一個已經標準化的產品，那麼對於其

他想要進入此一市場的廠商而言，就有相當高的市場進入障礙； 

（二）在線上商店層面而言，只要規劃建置一個網路商店，進入障礙並不高。 

 

第二：開店時間長短不同： 

在網站上開店並沒有營業時間限制，但是一般傳統商店一天只能營業 8—10 小

時，如此一來，對一般傳統產業是否會產生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 

 

第三：市場範圍從區域性轉變成全球性： 

在規範硬體、軟體市場，甚至規範線上商店時，必須考慮的重點是：這個軟、

硬體廠商或者是網路商店網站的市場範圍是國內？或是全球性？ 

 

第四：新型態中間商的興起（入口網站、線上拍賣）： 

由於網路世界會產生許多新型態中間商，這個中間商掌握了線上通路，因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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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企業或消費者而言，掌握了相當的優勢，必須做怎樣的考量？需不需要管

制？再者，做一個線上中介角色的商店或媒介，中間商扮演什麼樣的角色，對消

費者、廠商具有什麼樣不同的職責？這也是新興起且必須探討的問題。 

 

第五：物流業將大為興盛： 

各種物流業將會因電子商務而興起，甚至扮演了與傳統不同的角色，譬如其重要

性加大，例如市場可能形成一家？或多家物流中心？新市場產業的狀況值得觀察

與注意。 

 

第六：消費者主動權增加，從兩個面向來考量這個問題： 

（1）在軟、硬體層面而言（B to C & B to B），消費者或廠商縱使具有選擇是否

使用軟、硬體的權利，但在相容性及避免被套牢的考量下，是否具有真正

主動選擇的權利？或者只是虛假的主動選擇權？ 

（2）以線上實際交易的電子商務而言（B to C），消費者實際上具有完全主動

搜尋、比較資訊的機會，具有短暫完全競爭市場的特質，在消費者具有主

動權的特質下，線上商店不論採用何種行銷策略，譬如搭售，是否需要受

到與現實商店般的相同的管制？ 

 

第七：價格策略改變，從兩個面向來考量這個問題： 

（1）在資訊軟體市場，為了標準化產品，通常會將軟體商品的價格拉低甚至趨

近於零，用意在於使此一軟體成為市場的標準。 

（2）在網路上銷售實體商品，由於不用租商店店面、人力減少等因素，成本可

以降低。因此，大多數在線上銷售的實體產品可以較一般傳統商店賣的產

品便宜，對於定價有相當的影響；也有可能價格不改變但是搭售其他服務

或商品；也有可能因為提高市場占有率，而進行削價競爭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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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競爭方式改變，從以下面向來考量這個問題： 

（1）完全數位化的產品，其市場範圍是全球性的。 

（2）若是線上商店買的是實體商品，則市場範圍實際上只可能在國內，例如，

蕃薯藤網站的電子商務；但是，有的市場範圍卻是全世界，例如

Amazon.com，在這樣情形下，不同網站具有不同的市場範圍，因此，是否

可以以產品的特質來考量？ 

 

第九：產業組織轉型，對於新形式的產業組織，公平會必須以何種態度對待？ 

新型式的網路公司，譬如入口網站（portal site）或網路內容提供者（ICP），既

是線上訊息傳播的媒體又進行線上交易，這種新型態的組織，是屬於商業組織或

是媒體組織？再者，必須由何種機關管制？ 

 

第十：設立統一技術標準對消費者的利與弊 

表面上，市場上若有一個統一的技術標準存在，標準的設立可以讓消費者不用擔

心被套牢的問題。因此，表面上，設立統一的技術標準對消費者具有正面影響。 

 

事實上，是市場上技術標準的產品，並不一定是市場上最好的產品，消費者可能

為了產品的相容性問題而選擇產品，卻無法選擇最好的產品；再者，擁有技術標

準的廠商最後很可能獨占市場？亦即某廠商取得市場獨占地位後，其他競爭者將

很難再進入這種具有明顯報酬遞增的市場，是否會被視為壟斷？損害消費者權益

或妨礙競爭，都可能引發市場規範問題，引起不公平競爭爭議。 

 

需要考慮的重點在於： 

（1）即使沒有網路效應，在經濟規模的因素下，市場也只可能出現一種或少數

幾種軟硬體，因此，是否會在市場機制下，趨向最適當的數量？ 

（2）這是一個具有技術標準化需求的市場，是否屬於傳統獨佔市場行為？ 

（3）網路效應是這種市場的重要本質，這樣的本質是否有辦法透過反托拉斯法

予以糾正？反托拉斯法有沒有能力去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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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預期心理與行銷策略： 

在具有網路效應的產業中，若某一廠商試圖掌握消費者預期心理，進行類似行銷

策略，必須考慮的重點在於： 

（1）此廠商的產品是否具有網路效應的影響力？ 

（2）此種行為是否會對消費者產生不良影響？ 

（3）此種行銷策略是否為資訊產業的必然特質？ 

（4）對市場上其他競爭者而言，是否具有影響？ 

 

第十二：搭售或套裝： 

在電子商務產業中，由於線上商店經常將不同的產品以搭售或套裝方式出售，是

否構成違反不公平競爭之搭售行為。以經濟學角度來考量，應該思考的方向是：

這個產品是否具有網路效應？是否具有影響或獨占市場的可能性？ 

 

第十三：網路效應、正反饋循環、需求面規模經濟、報酬遞增定律等資訊經濟特質往

往導致「大者恆大、弱者愈弱」、「獨占」與「標準戰爭」定理。必須同時考慮

的兩個面向： 

 

（1）如果透過競爭取得控制權，可能造成壟斷； 

（2）當市場規模較小而維持最低效率的生產規模較大時，有時要由單一企業供

應整個市場可能是比較經濟的。 

 

第十四：系統化與標準化造成同盟關係建立的必須； 

網路具有經濟系統化與標準化現象，一家公司很少可以同時生產系統上的每一個

組件，通常是不同公司生產不同組件，因此，生產互補產品的公司必須懂得與建

立同盟關係，控制產品的相容性。是互補廠商經常使用的必要策略。 

 

第十五：藉著搭售軟體以擴大市場占有率： 

軟體搭售問題：許多軟體製造廠商負責規劃的科技公司，盡量利用搭售軟體策

略或與其他軟體製造廠商聯盟，擴大市場占有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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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六：政策主導共通商業服務基礎建設環境 

電子商務的第三層次為共通服務基礎建設，包括認證中心、交易付款中心、網

路銀行與物流中心的共通基礎服務建設。這一階層最主要的特質並且與不公平

競爭相關的必須考慮的重點是：政策主導共通商業服務基礎建設的環境。必須

考慮如下重點： 

 

（1）在認證中心的考量上，政策是允許開放市場，讓多家認證中心自由競爭？

或是只限制市場只有幾家？或是只有一家？認證中心與系統業者的合作

有何影響？誰有資格誰扮演此種角色？ 

（2）交易付款中心與銀行業者之間的關係是什麼？交易付款中心由誰扮演？會

帶來什麼樣的影響？ 

（3）在物流中心的考量上，政策對物流中心的規範為何？開放競爭？由政策主

導？會有什麼樣的影響？ 

 

第十七：對提供線上平台交易者，必須注意的事項： 

電子商務第四層次為線上交易中介者，提供各種線上交易平台的網站，對於提

供線上平台中介者的角色，必須進行以下幾點考量： 

 

（1）這些中介者所整合產品目錄、交易的網站，是不是一個唯一這個類型的網

站？； 

（2）未加入這個網站的廠商是否就被排除在交易線之外？對這些廠商而言，算

不算是一種不公平競爭？是不是為了不要被排除在外，所以一定得加入這

個網站成為會員？ 

（3）中介間商掌握了多少有利資源？ 

（4）從消費者的角度來看，如果市場發展到以後出現一種聯合或結合所有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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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提供消費者輕鬆的找到所有的產品中介者。這時候所有消費者只能藉

由這一家網站公司購買商品，需要如何規範？ 

 

第十八：對於線上商務活動者必須注意的事項： 

電子商務活動第五層為線上商務活動，廠商具有自己的產品，各式於網路上進

行線上銷售行為的產業自行銷售產品給消費者。這一階層必須考慮到的重點是： 

（1）經營商店的時數有沒有限制？ 

（2）線上商店的市場範圍是區域性或全球性？ 

（3）任何行業中有沒有可能產生一個最大的市場獨占者？ 

 
貳、國際間對電子商務管制原則 

綜合以上美國、日本及關注電子商務相關組織 APEC、及全球電子商務聯盟（AGB）

對電子商務管制上的看法，可以得出相關組織對電子商務管制的看法具有如下特質： 

 

（一）由商業部門（私人部門）扮演發展領導者角色。 

（二）由政府部門扮演提倡、助長電子商務發展的角色，提供一個可預測的、透明的

及一致性的的立法及管制的健全的法律環境；建構消費者及企業一個可以信任

的及對其有信心的環境；使電子商務發揮其應有的效率。 

（三）企業及政府應該具有一個可以相互溝通的傳播及資訊基礎建設。 

（四）政府的必須讓科技中心化、市場自由競爭，市場自我規約。 

（五）以全球性為基礎來促進電子商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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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訪談及新聞文本分析結果、及可能涉及的競

爭規範問題 
 

壹、深度訪談及新聞文本分析結果 

第一、深度訪談分析 

 

一、傳統產業進入電子商務產業，公司重視電子商務的程度？是否積極進入

電子商務產業？ 

 

（一）線上軟體產業階層屬於技術或網路公司，公司員工全體投入電子商務產業。 

 

（二）共通服務基礎建設階層中，物流業積極整合並規畫進入電子商務產業，提供倉

儲或宅配服務。 

 

金流業中的銀行業，對電子商務有三種不同的態度： 

（1）內部尚未成立電子商務小組，而是由業務部門或資訊部門負責，全權負

責的人員也幾乎只有 3—4 人，但會全力支援進入電子商務產業，只是尚

未規畫完整； 

（2）其中已有幾家銀行規畫積極進入電子商務產業，預計今年（2000 年）成

立電子商務部門，層級也隸屬於高層（總經理），人員上面也預計擴充到

20 多人； 

（3）有一些銀行只準備加強電子銀行的服務，不以網路銀行為主，未來只將

網路當成資訊的提供管道。 

 

（三）線上中介商，以網路經營為主，公司積極規畫線上銷售的業務，內部人員（全

力招募電子商務人員）、層級（隸屬總經理）、及支援上，皆全力推動電子商務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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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線上商務服務，公司本身在傳統產業即有自己的產品，並進入電子商務產業，

規畫銷售自己的產品，這一部份的企業多經由傳統產業跨入。這些傳統產業對

於跨入電子商務產業有不同的態度：（1）公司產品相當適合在網路上銷售（例

如線上遊戲、產險），所以全力支援、預計成立電子商務部門、擴充人力，並

且直屬高層管理（總經理）；（2）仍抱持著觀望的態度，網站只是其提供企業

資訊的管道，獲利來源仍來自傳統業務，但屬於此一階層的產業極少，只有一

家。 

 

二、企業或廠商在電子商務產業中，比較無法突破的地方在那裡？遇到的困

難是什麼？ 

 

（一）技術標準問題 

軟體基礎建設遇到的最大困難為技術標準化不易。目前，台灣電子商務仍在前

標準期階段，標準極少，競爭者眾。處於戰國時代，各個企業與廠商都在競爭

市場占有率或擴大自己的市場規模，仍然沒有一家企業或網站的影響力可以影

響到市場。 

 

（二）政策問題 

共通服務基礎建設中的金流業遇到的困難，受限於財政部法規規定、法令尚未

完善、CA 制度不完善、銀行開放性不足、高層主管不容易接受新觀念，並認

為消費大眾至少需要 1 到 2 年才能接受電子商務網路銀行等為較大的問題。 

 

（三）物流宅配問題 

第四及第五層次的線上交易中介者及線上商務服務業者遇到的最大困境在於提

供送貨到家的宅配服務，線上 B to C 電子商務，需要物流業的整合，但受訪的

線上中介者或是線上直接銷售商品的網站，物流一直是規畫電子商務時遇到最

大的問題。利用物流運送貨品到消費者家的宅配服務，幾乎會抵銷線上銷售產

品所獲得的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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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術人員不足 

對線上商務服務業者而言，企業內部具有網路或電子商務相關知識的人員不

足、規畫網站技術人員也不足；再者，也有業者認為，目前在網路上進行交易

的消費者不多，仍處於投資階段，尚未看到具體成效；最後，較少數業者提出，

台灣整體電子商務環境尚未成熟，因此不希望貿然投入此一產業。 

 

 

三、在線上銷售商品時，會使用哪些行銷策略？ 

（一）不傾向價格破壞戰，但定價會比傳統通路低： 

受訪的業者並不傾向使用價格破壞戰略，所有相關廠商或企業，幾乎仍在虧

損、未獲利的狀況，若採用價格破壞戰略，對業者的損失會更大。但是線上商

品的定價會比一一般通路的定價高，原因在於減少層層中間商的加價。 

 

（二）傾向採取搭售或套裝策略： 

受訪的業者傾向使用搭售策略，希望藉由搭售策略刺激消費者的購買意願。這

些搭售策略是否對消費者造成了誤導的傾向。 

 

（三）傾向採取策略聯盟策略： 

受訪業者非常希望進行策略聯盟，但抱持著異業間的策略聯盟，而不贊成同業

之間的策略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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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新聞文本分析 

 

一、台灣電子商務市場仍以是中、小企業爭鳴，壟斷狀況仍不明顯。 

 

二、線上中介者是電子商務中，發展的較為完善的階層，需要關注其發展狀

況： 

電子商務的各階層中，軟體基礎建設、共通服務基礎建設、及線上商務服務，都尚未

出現一家獨大的獨占或壟斷情形，但是在第四階層的線上中介者，已經出現幾個較大

的入口網站。 

 

三、台灣大型企業已經積極進入電子商務市場，並積極進行聯盟，但對市場

仍未具有影響力： 

在各階層中，比較大型的企業，正在進行聯盟，譬如惠普與 eOline、大同與 Compaq、

組合國際與 IBM、HP 與 Symantec、Compaq 與 Commerce One 等，不過，到目前為

止，這些大型的企業都尚未形成影響市場競爭的能力。 

 

四、各階層的聯盟方式不同： 

在電子商務市場中，幾乎每天都在發生各式各樣的聯盟，第二階層的軟體基礎建設，

主要以建構技術標準為主要合作方式；其他階層則為了讓電子商務交易流程趨於完

善，傾向於異業結盟，並不傾向同業結盟。 

 

五、技術標準聯盟： 

第二階層軟體基礎建設常常發生技術上面的結盟，共同開發電子商務軟體應用技術，

但是，仍然沒有任何一家市場的結盟可以影響到整個市場。 

 

六、電子商務興起之後，物流業正在進行重整並積極規畫進入電子商務產業： 

目前電子商務產業中，各種物流業正在積極整合進電子商務產業，其中，統一集團所

屬的 7-Eleven，由於內部已經建置了非常完善的 ERP 系統，目前成為各個電子商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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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尋求合作的對象，是物流業中具有相當影響力的業者。 

 

七、電子商務興起之後，金流業、認證中心正在醞釀形成： 

電子商務興起後，認證中心紛紛出現，而金流業中的幾家大型銀行也積極規畫進入電

子商務市場，不過都仍只是在醞釀階段。 

 

貳、電子商務可能涉及的競爭規範問題 

第一、總則定義部分 

一、特定市場之認定： 

（一）電子商務是否為單獨之特定產業，應將之視為一特定市場？ 

（1）第一、第三層次，可由「產品市場」與「地理市場」作為劃分特定市場範圍之

標準，決定是否將之視為單獨市場，並界定相關市場範圍。 

（2）第四層次之線上交易仲介者先依客群取向而區分為 B2B、B2C、C2C、C2B 外，

亦應各網站所提供之服務是否具有替代性，來劃分特定市場範圍。 

（3）第五層次之線上商務服務部分，縱使用相同之銷售媒介，但所銷售之產品或服

務極可能是毫不相關，是否與採行傳統交易媒介之事業有競爭關係，亦值深究。 

 

（二）產品市場及相關市場之劃分： 

第四、第五層次業者跨業經營之情形，雖遠比實體世界之事業普遍及複雜，但在現

行法令下，仍應先就其所提中個別商品或服務之特性來界定其所屬之各個產品市場。 

 

（三）地理市場之劃分： 

（1）各國語言不同，中文網站與英文網站是否屬同一市場？ 

（2）在台灣所設立的中文網站與在美國設立的中文網站間是否屬同一市場？ 

（3）標榜區域化經營的網站，不同區域間是否即為不同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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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競爭關係之認定 

（1）第一至第三層次之電子商務產業，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為硬體、軟體、共通商

務服務之基礎建設，其目標客群(即交易相對人或潛在交易相對人)較易被特定。 

（2）無論是第四或第五層次之業者，而仍應依各該業者之經營模式，依其收入來源

為 C 端或 B 端，判斷其交易相對人或潛在交易相對人是否重疊，資為判斷競爭

關係存否之依據。 

 

三、對外國網站競爭行為之管轄權 

（1）網路使用者可能在國外網站上購物，國外網站上的資料也可能侵害國內公司或

個人的權利，這些交易或侵權行為引發法律爭議，應由那個國家法院受理訴訟？ 

（2）主張權利被侵害的原告，是否可以直接在自己的所在地向當地法院提起訴訟？ 

（3）倘外國公司在外國的競爭行為會對我國市場秩序造成影響者，惟由於網路無國

界之特色使然，將形同我國公平法對全球各地之網站均有適用之可能，是否具有

實益或執行力，有待研議。 

 

第二、限制競爭 

一、獨占事業 

（一）技術標準之制定 

第四、五層次產業形成獨占之可能性較低，第二層次之軟體基礎建設，由於大型軟

體公司藉由制定技術標準或策略聯盟、搭售軟體等，產生排除或限制其他事業加入

競爭之障礙，美國司法部控告微軟公司乙案，即為是例。 

 

另一類見解則認為在網路上建構統一之技術標準，是有利於消費者，因為統一之技

術標準可以降低開發軟體之成本及價格，更可促進網路世界之流動、開發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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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需注意自由競爭機制之維持，應防止業者藉由封閉式之技術標準來排除其

他廠商之加入競爭，並應防止廠商運用不正當之搭售、略奪性或補貼性定價等爭取

交易機會之手段，先使其技術標準成為消費者使用主流，再藉此排除他事業之競爭，

最後形成獨占或寡占。 

 

（二）電腦軟體專利 

電腦軟體專利亦將成為事業競爭之利器，由美國 State Street Bank &Trust Co. v. 

Signature Financial Group 乙案，可知當商業模式也可以申請專利時，在網際網路的

競爭上勢必產生重大影響，故可預見將有應用於電子商務之電腦軟體專利將陸續被

審定准予專利。 

 

（三）政策或法令 

第三層次共通商務服務之基礎建設上，將面臨此一議題。例如認證中心之家數及網

路金資中心之開放等，如果法令只允許獨家經營，勢必形成獨占；如果法令採開放

市場之立場，對家數不設限者，則是否亦應採特許制之管制，而特許制之結果，亦

勢將形成寡占市場。 

 

（四）獨占力之認定： 

（1）第二、三層次部分，由於其所提供之軟體、商務服務及交易相對人等均較為具

體特定，應較易於依既有理論分析其是否具有獨占力。 

（2）第四、五層次部分，雖面臨特定市場不易界定之難題，但現實面上已形成若干

大型網站之事實，卻亦不容被忽視。 

 

二、聯合行為 

（1）垂直跨業之策略聯盟，由於形式上係集合數家不同之業者，合作或共同一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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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特定之商業行為或推廣促銷，故即涉及是否違反公平法第十四條禁止聯合行

為規定之疑慮。 

（2）最具爭議者為第四層次之 B2B 及 B2C 網站部分，由於其經營模式在於提供交易

平台予數業者利用，故如係聚集提供同類商品或服務之業者於同一網站上，統一

進行報價、廣告行銷、交易等時，由於其所整合之事業間具有競爭關係，就如同

實體世界中不同之事業委託同一家管理顧問公司代管經營一般，便易符合公平法

第七條所定之要件。 

（3）則當虛擬通路與實體通路進行聯合行為時，如果其市場力以足影響供需、價格

等，則似宜將之認為二者構成聯合行為，惟此時仍應依該虛擬通路之經營模式，

區別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究係該網站本身或利用該網站為交易平台之事業。 

（4）C2B 網站乃是聯合需求者來向供給者爭取有利之交易條件，由於 C2B 之經營模

式使然，參與聯合者為消費者，故不符公平法第七條之要件。但倘若是 B2B 網

站，提供事業聯合採購、報價之平台者，則應另當別論。 

 

三、事業結合 

在諸多策略聯盟案例中，採取收購、合併、交叉控股、營業讓與、委託經營等方式進

行較緊密之合作者，亦時有所聞。然則目前之電子商務產業除有特定市場不易劃分之

本質，導致市場占有率之計算不易外，國內市場有限、電子商務起步不久，故電子商

務業者之年營收大都少於新台幣五十億元，似乎均尚未達到應申請結合許可之事業規

模門檻，但實務情形則是大型電腦軟硬體公司紛紛跨入電子商務領域。 

 

四、限制轉售價格行為 

第四、五層次之業者多以其網路上所銷售之商品或服務之價格低於傳統通路之訂價為

號召，則反面言之，其供貨廠商為避免原本穩定之價格遭破壞，理論上將易於採取限

制轉售價格之手段，以限制網站業者以低價破壞市場秩序，惟目前亦尚無實例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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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二、六款規定之限制競爭行為 

B2B 網站之興起，是否將導致業者對於有無加入網站之業者為差別待遇、或以要求交

易相對人加入特定網站作業為交易條件、甚或斷絕與未加入網站業者之交易等，均值

進一步觀察。 

 

第三、不公平競爭行為 

一、網域名稱之搶註、攀附使用 

對照新興的網域名稱搶註問題，在既有的商標案例中，亦不乏有著名商標遭他人在他

國搶註或在不同類的商品或服務搶註的例子，由於商標保護是採屬地主義，依註冊國

之法律取得商標專用權，並在註冊國管轄領域內享有法律上的保護，因此，在商標搶

註議題上，原商標專用權人就必須依循各國既有商標法規定之要件，依異議、評定、

撤銷等程序來解決搶註問題。 

 

二、以多層次傳銷方式經營之廣告網站 

只要使用者連上網站瀏覽網頁廣告，便給予現金或其他利益。此種經營方式亦進一步

演變成以多層次傳銷之方式進行，鼓勵會員或使用者積極介紹他人加入，新加入者須

填載介紹人名稱或代號，網站經營者則會給予介紹人一定之獎勵。 

 

三、套裝銷售及搭售 

第一層次至第三層次產業中及第四層次之 B2 網站業者中，大多採取策略聯盟方式，

進行資源整合，並推出跨業服務之套裝產品或服務，此類套裝服務或商品，是否構成

搭售，甚或違反公平法第十九條或二十四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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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B2B 網站 

如第五層次中之仲訊/佳醫策略聯盟所成立之醫療體系電子商聯盟，係將經營同類商

品或服務之同業，整合於同一電子商務交易平台上進行交易或資訊流通、廣告促銷、

詢報價等，倘若該共同交易平台除提供個別業者電子商務服務之功能外，亦兼具使該

商品或服務因此一共通交易平台，而被有意地或默示地維持住，即使用該交易平台之

同業藉此達成聯合行為之合意者，特別是當該共通交易網站是由上游供應商所主導，

而使用者為零售、經銷體系之業者時，更易有此情形，則該 B2B 網站經營者是否亦

該當於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或第二十四條之規定，有待依個案情形為進一步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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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建議 
 

依本研究過程所得實務資料及分析討論，可得知由於電子商務產業類型、經營模式、

所涉商品或服務等多方面之複雜性，如要因循以往先對單一產業實務之調查分析而發展規

劃出管制原則或方向之操作方式，來制定電子商務產業之競爭法管制適用原則，實有諸多

困難。而是否適宜於電子商務產業萌芽及蓬勃發展之時，產業特性及影響力未臻明朗之際，

即特別制定全面性、預防性之管制原則，亦有待商榷。 

 

是以，綜合訪談及新聞資料之分析討論，我們謹提出以下三項在國內競爭法上及重大

爭議處理上應注意之議題，以代結論，除供主管機關參考外，並將是我們未來持續觀察研

究之方向： 

 

一、網域名稱搶註爭議： 

由於網域名稱之功用為標識網域位址所在，與商品或服務「表徵」之概念並非完全不

同，且該項名稱之由來乃是因新科技之興起所衍生，並非原商標、商品表徵、或公司名稱

之使用者所預見或已規劃使用，故是否對未及時註冊使用網域名稱之原商標、表徵、公司

名稱之擁有者，給予公平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四條之保護，而抹煞利用新科技業者之努力，

甚或一律將之視為所謂之網路蟑螂，實有爭議。故宜參考 ICANN 公布之處理原則，於我

國建立網址搶註爭議之仲裁機制，建立制度性之解決爭議方案，而非僅依個案予以公平法

之保護。 

 

二、B2B 網站之經營模式與影響力 

訪談及新聞資料顯示中外各大集團紛紛宣示進軍 B2B 電子商務市場，而以相同產業為

主之交易平台網站，除促銷宣傳、資訊流通之功能外，如果涉及詢、報價及交易者，易涉

及同業聯合行為及對未加入業者為差別待遇等之爭議，例如數醫院透過網站共同聯合向特

定數供應商採購醫藥品，則該網站勢必在醫藥品供應市場產生一定之影響力，則除醫院或

供應商是否涉及聯合行為之議題外，該 B2B 網站對於加入者之契約條件及審核等，亦易涉

及不公平競爭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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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商務及網路公司之市場力衡量標準 

網站經營著重於建立虛擬社群，當網站會員數、被使用率增多時，代表該網站有能力

聚集虛擬社群之需求，形成一個虛擬之買方需求市場，進而具有主動向賣方供給市場議價

或爭取較優惠交易條件之可能性。此一網站之市場力並非來自銷售商品或服務之所得，而

是來自其匯集虛擬社群之需求及提供交易機會資訊之能力，故公平法所沿用之衡量事業市

場力指標之「特定市場」、「市場占有率」等，在電子商務市場中，似有窒礙難行之處，則

如何在現有法令規範下，發展出衡量電子商務產業及網路公司市場力之指標及原則，亦將

是欲援用公平法規制電子商務產業時之首要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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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ASP 

全名：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中文：軟體應用服務供應商或稱軟體應用供應商 

定義：結合軟體、硬體和諮詢顧問服務，利用網路提供軟體租賃服務的資訊業者。 

說明：一般企業在規畫電子商務時，需要購入軟體、硬體費用昂貴，而且與電子商務

相關軟體的裝置及運用都比一般軟體複雜，因此，就出現軟體應用服務供應商，提供一般

中小企業每個月支付固定軟體租用費用，直接使用存放在 ASP 業者伺服器的軟體，企業不

需更新公司的硬體設備及軟體的升級，也可以享受 ASP 業者所提供的服務。 

 

Framelink 

中文：視框鏈結 

定義：將他人網站全部的內容插入自己的網頁某部份中的視框。 

 

ICP 

全名：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中文：網路內容提供者或稱網路資訊服務商 

定義：在網路上提供資訊內容和服務的網站，只要是在網路上可以提供各種內容的網站，

都可以是 ICP，在國外著名的 ICP 網站有 C/Net，在國內則有中時電子報、東森多媒體、網

路家庭等提供內容服務的網站。 

 

ISP 

全名：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中文：網路服務提供者 

定義：提供個人撥接上網或企業用戶專線網路連線服務的企業。在台灣著名的 ISP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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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et、Seednet、亞太線上（APOL）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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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本研究源於公平會正在進行 4C 產業研究中的一個研究子題--「電子商務產業競爭規範

之研究」。本研究針對此一子題，分析以下幾個部份：壹、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的異與同；

貳、電子商務產業經濟特質；參、電子商務架構與產業架構中的每一個環節中的特有特質；

肆、台灣電子商務現況。 

 

壹、在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的異與同中，具有結構化與數位化的差異：一、在結構上

的差異，包括了：（一）市場範圍的改變：跨越國界，從區域性市場轉變成全球

性市場；（二）無營業時間限制；（三）市場的進入門檻較低；（四）新型態的中

間商的興起；（五）物流業的興起；二、在數位化上的差異包括了：（一）消費者

主動權增加，從供給面走向需求面的趨向比一般產業增強；（二）定價策略改變；

（三）競爭方式改變；（四）網路架構與偏好導向的市場區域取代實際的距離與

市場的地理位置；（五）商業組織改變。 

 

貳、電子商務（網際網路）的經濟特質：網路經濟具有以下特質：一、網路外部效應；

二、報酬遞增率；三、需求面的規模經濟；四、正反饋循環；五、獨占；六、產

品與價格的差異化；七、套牢原理；八、策略同盟；九、由下而上的分權式控制。 

 

參、台灣電子商務現況： 

一、企業或廠商在電子商務產業中，遇到以下的困難（一）技術標準問題、（二）

政策問題、（三）物流宅配問題、（四）技術人員不足； 

二、在線上銷售商品時，會使用：（一）低價策略、（二）傾向採取搭售或套裝策

略、（三）傾向採取策略聯盟策略； 

三、台灣電子商務市場仍以是中、小企業爭鳴，壟斷狀況仍不明顯； 

四、線上中介者是電子商務中，發展的較為完善的階層，需要關注其發展狀況； 

五、台灣大型企業已經積極進入電子商務市場，並積極進行聯盟，但對市場仍未

具有影響力； 

六、技術標準聯盟； 

七、電子商務興起之後，物流業正在進行重整並積極規畫進入電子商務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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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電子商務興起之後，金流業、認證中心正在醞釀形成。 

 

肆、電子商務可能涉及的競爭規範問題： 

第一、總則定義部分：一、特定市場之認定：（一）電子商務是否為單獨之特定產業，

應將之視為一特定市場；（二）產品市場及相關市場之劃分；（三）地理市場之

劃分；二、競爭關係之認定；三、對外國網站競爭行為之管轄權。 

第二、限制競爭：一、獨占事業：（一）技術標準之制定、（二）電腦軟體專利、（三）

政策或法令、（四）獨占力之認定；二、聯合行為；三、事業結合；四、限制轉

售價格行為；五、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二、六款規定之限制競爭行為。 

第三、不公平競爭行為：一、網域名稱之搶註、攀附使用；二、以多層次傳銷方式經

營之廣告網站；三、套裝銷售及搭售；四、B2B 網站。 

 

本研究做如下三點建議：綜合訪談及新聞資料之分析討論，我們謹提出以下三項在國

內競爭法上及重大爭議處理上應注意之議題，以供主管機關參考：一、網域名稱搶註爭議

問題、二、B2B 網站之經營模式與影響力、三、電子商務及網路公司之市場力衡量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