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計劃緣起 

網際網路的普及，配合電子商務的應用，可說是 20世紀末人類科技與經濟上

最具衝擊及前瞻性之發展，也是在最短期間內對人類歷史改變最快的媒體。而電

子商務的普及，也衍生出許多新的問題，而對各國都構成挑戰。為此，各國政府、

甚至國際組織如 WTO, OECD等也都對電子商務相關的問題進行研究與整合。 

而在電子商務發展的過程中，對於電子商務業者、傳統企業與各國政府造成

最大挑戰的，並不是技術或資金，也非管理，而是不確定的法律關係與責任。也

因為如此，在過去的數年中，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都致力於發展相關的配套與管

制措施，而這些立法與管制，亦對各國電子商務業者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另

一方面，雖然網路股崩盤，但是網路技術與電子商務均仍在持續發展，並未受到

網路股的股價下跌而停止，再加上新的商業模式配合技術的發展不斷出現，因此

相關各國政府亦根據電子商務的發展情況，適時對部分商業行為加以規範，例如

對隱私權的保護、色情資料與垃圾郵件的管制（如美國要求接受聯邦政府經費補

助者均應加裝過濾軟體與通過有關保護兒童的法律 COPPA等）、營業稅的課徵等，

都已經有和過去不同的措施或法規。 

就我國而言，雖然我國網路相關產業與電子商務之應用發展成長迅速，但是

對於網際網路商業活動所面臨的各項法律問題，例如消費者保護、電子交易制度、

智慧財產權之保護、交易安全之維護、交易認證制度（例如數位簽名digital 

signature 制度之建立）、電子交易之租稅、電子商務的不公平競爭、隱私權的保

護等等問題，國內就必須對現行法律規範有所檢討，以提供國內業者發展電子商

務時，有一個良好的法律基礎建設。 

為了因應數位化與電子化的挑戰，政府特別於八十六年六月成立了「國家資

訊基礎建設推動小組」（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II）法制推動

小組，統籌協調相關法制的修訂工作。截至九十年底，政府各機關已經通過或修

改了23項法律與14項的行政命令。為進一步的推動相關建構電子化法制環境，政

府特別訂定「國家資訊通訊發展方案」，並在九十年三月將NII改制為「行政院國

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NICI (National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Initiative)，下設法制規劃小組，
1
負責網際網路法制計劃之執行與推廣。 

另一方面，由於涉及網路與數位化利用的法律問題幾乎涵蓋各個層面，必須

視網路發展程度隨時檢討增修相關法規，因此行政院於八十九年八月三十日所通

1該小組由行政院經建會主辦，並由內政部等十二個部會參與，負責網路相關法規研修與網路色情

防制等工作。請參見「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法制規劃組」工作計畫報告，

http://www.cedi.cep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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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知識經濟發展方案」中，就楬櫫「建構網際網路應用之基礎環境」作為該

計劃六大具體措施之一，並以「加速網際網路相關法規及制度之建構」做為建構

網路應用基礎環境的主要工作項目，並建構我國因應數位化網路發展的相關法規。 

而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知識的創新、擴散與應用都與網路技術的應用

密切相關，而企業所推動的知識管理亦與企業e化攸關，為了強化我國在知識經濟

時代的競爭利基，因此政府特別強化與鼓勵知識經濟與電子商務的發展。 

例如陳總統就明確的指出，知識經濟已蔚為國際潮流，身處世界經濟再調整

的變局之中，台灣沒有遲疑躊躇的本錢，未來勢必要以知識為主要動能，以創新、

速度、價值為首要方法，帶動台灣產業結構的全面再升級
2
。行政院除召開「全國

知識經濟會議」之外，行政院長張俊雄更提出「知識經濟是我們別無選擇，必須

要走的路」，除宣佈九十年為我國「經濟知識推動元年」外，行政院並通過「知識

經濟發展方案」
3
，將施政重點置於知識經濟，預計在未來五年內投入360億元，具

體推動五十七項知識經濟，讓我國加速趕上先進知識經濟國家的水準
4
。而「加速

網際網路相關法規及制度之建構」雖然是「建構網際網路應用之基礎環境」的工

作項目之一，但是由於此計劃係以透過全面檢討我國現行法制著手，亦與電子商

務與知識經濟的發展有直接的關係，對於促進我國網際網路市場之健全發展與降

低業者的法律風險，有相當的助益，亦可見政府對相關法制的重視。 

第二節 研究計劃內容 

由於網路快速發展，在競爭法層面所衍生出來的問題也層出不窮，從最初因

智慧財產權引發的問題，例如網域名稱、標幟（metatag）、訊框（framing）等，

逐漸隨著網路技術的進步與發展，而擴大至政策與產業的層面。首先出現的問題，

就是伴隨著網路外部效應的逐漸發酵，網路之應用與影響更為擴大，國內外企業

都掀起了e化的風潮，而在e化的影響下，企業的合縱連橫與策略聯盟更為密切，

在新的產品、技術與服務不斷推陳出新的情況下，網路市場的定義也越發模糊。

因此，在此種環境外，競爭法的主管機關在未來網路經濟環境下之定位與功能為

何，就是最先必須釐清的問題。 

2 請參見經濟日報，八十九年十一月十日，第二十九版。 

3
 請參見聯合晚報，九十年二月二十日，七版。行政院長張俊雄表示，放棄知識經濟，10 年後的台

灣將後悔莫及。不過，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則提出「知識經濟的八大迷思」，張忠謀表示，政府應

先從金融政策、教育、法治等各項基本面著手，當基本面建立完全了，知識經濟自然發展成熟。不

必要在現階段特別強調知識經濟，而忽略這些關鍵的步驟。如果我們要經濟更上一層樓，這些事做

好了，知識經濟自然會水到渠成。經濟日報，九十年二月十三日，二版。 

4 請參見聯合報，九十年一月十八日，二十一版。五十七項內容包括「加強科技專案創新前瞻研發

比重計畫」、「成立企業研發聯盟推動計畫」、「加速電信市場開放及寬頻網路建設計畫」、「網

際網路法規制度建構發展計畫」、「促進中小企業電子化計畫」、「協助傳統產業應用資訊科技輔

導計畫」等六大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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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於傳統B2C經營模式有其限制，在所謂的達康（.com）股票大跌之影

響下，許多業者紛紛轉向其他的領域，也使得新的經營模式不斷的出現，目前出

現的經營模式除了傳統的B2C(Business to Consumer)外，還出現了B2B(Business 

2 Business, 亦有稱之為電子市集e-Market者), B2E (Business to Employee), 

P2P (Peer to Peer), ASP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s), MSP(Management 

Service Providers), XSP等等。但是在各種的經營模式之下，就以B2B可能引發

的競爭法問題最受到重視，這是因為透過專屬的網路交易平台，即可能衍生限制

競爭問題，也因此引發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重視。 

例如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因為處理第一宗B2B共同事業案件，特別廣

徵各方意見，於2000年6月召研討會，於同年10月公佈B2B電子交易市集競爭政策

研究報告（Enteringthe21
st
 century: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world of B2B 

Electronic Marketplaces）。此外，美國FTC與美國司法務(Department of Justice)

亦共同於2000年四月公佈了「競爭者間合作反托拉斯法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AGCAC）
5
，作為美國主管

機關在審查競爭者間類似的合作關係是否有違反反托拉斯法的處理準則。除了美

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外，歐體競爭法主管機關都分別制定相關的準則，以因應B2B所

引發的特殊競爭法問題。 

另一方面，隨著電子商務的競爭日趨激烈，因此部分業者乃利用不公平的競

爭手段，意圖以搭便車的方式獲取競爭優勢。最常見的一種型態，就是將他人之

商標搶先登記為網域名稱，或是以他人的商標作為自己網站或網頁中的標幟

（metatag），以便使得搜尋引擎能將其網頁擷取出來。但是除了這種方式以外，

目前已逐漸出現的另一種不公平競爭模式，就是將他人網站中的資訊直接引用或

是以超連結的方式直接連結。這種以超連結或是直接利用的方式是否符合公平競

爭的原則，是否應由競爭法主管機關加以規範，還是回歸司法，由司法機關加以

處理，也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對於此種問題，目前國內都是向公平會提出檢舉，

運用不公平競爭的規範處理，但是在國外，特別是美國，不論是超連結

(Ticketmaster.com v. Tickets.com)或是擷取網站資料（eBay v. Bidder’s 

Edge），都是由司法機關根據傳統的私法原則加以處理。因此，我國是否要繼續以

公平法之規範加以處理，也值得探討。 

最後，則是有關整個網路產業的發展問題。由於網路快速發展後已經衍生諸

多的問題，因此究竟是否應該以立法的方式規範網路產業，還是由網路產業以自

律的方式為之，就是一個爭議不斷的問題。例如，在隱私權的保護方面，歐體就

是以立法方式為之，而美國則由業者以自律（self-regulation）方式為之。由於

5 「競爭者間合作反托拉斯法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以

下簡稱 AGCAC）主要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份為制定目的及一些名詞定義，第二部分為評估競爭

者間合作協議的一般原則，第三部份是評估競爭者間合作協議的分析架構，第四部分則是提供了一

個反托拉斯的安全地帶(Safety Zones)。關於 AGCAC 全文可於 http://www.ftc.gov/bc/guidelin.htm 下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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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意見不一，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究竟有無必要從競爭法觀點推動或協助電子

商務業者制定自律規範，以提昇服務品質，並供交易相對人辨識，進而維護市場

交易秩序，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基於上述的討論，本研究計劃可以實際區分為下列四項個別的子題，而各子

題所欲探討之內容則可敘述如下： 

一、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網路經濟定位的探討： 

在數位經濟運作模式下，市場交易將漸由策略聯盟、外包及利益共享等商務

活動所取代，此時競爭法主管機關角色如何定位、與各產業主管機關如何避免在

執法上產生扞格。 

二、有關 B2B電子交易市集（electronic marketplace）限制競爭議題的探 

討： 

 由於此子題範圍較大，因此還可以區分為下列三個小題目： 

1. B2B 電子交易市集，群聚具有競爭關係之同業於同一交易平台上進行交
易， 

參與之業者可輕易地交換一切產銷、價格、數量訊息，減少競爭；或限制價格、
交易條件；甚或達成聯合行為。 

2. 探討議題宜包括各國對 B2B電子交易市集之競爭政策、規範審查準則與案
例 

分析。又共同事業（joint venture）成立電子交易市集銷售商品是否須受結合或
聯合行為之規範；並宜探討 B2B 中所交易的產品和服務的市場、電子交易市集本
身的市場等相關市場範圍應如何界定；市場占有率如何計算等節。 

3. 探討流通業者（如便利商店）共同成立電子商務公共平台，提供網路電子

商 

務到店取貨服務，將虛擬網路購物與實體的通路配送系統聯結，所涉及之市場認

定與限制競爭行為問題。 

三、資料庫資訊複製行為適法性之探討： 

本子題將探討網路複製行為是否影響網路特定市場之競爭機能，進而產生限
制競爭行為問題，網路資訊之權屬問題，以及公平會針對網路資訊及平面媒體資
訊複製行為執法標準之探討。 

四、電子商務業者自律規範之現況與展望：  

本子題將就公平會有無必要從競爭法觀點推動或協助電子商務業者制定自律

規範，提昇服務品質，供交易相對人辨識，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由於本研究計劃由於涵蓋網路不公平競爭的相關問題，且研究領域涵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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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法律、經濟與網路產業的自律，範圍廣泛，故特別根據研究性質區分為四個

主題，由研究小組根據個別主題，分從經濟、法律、政策與網路產業等方面進行

研究，並兼及學理、外國實務及法律規定。 

就分工上，涉及經濟與政策探討的研究乃是本研究的基礎，因此第二章競爭

法主管機關在網路經濟定位的探討由台北大學企管系教授陳明璋負責進行研究，

而有關個別產業的部份，特別是B2B產業與人力房地產網站等，則分置於第三章與

第四章。其中第三章有關B2B電子交易市集（electronic marketplace）限制競爭

議題的探討由中華經濟研究院副所長陳信宏主持。至於有關人力與房地產網站資

料庫保護與資料庫資訊複製行為適法性之探討的第四章，則由政治大學法律系教

授馮震宇負責。而牽涉到所有電子商務業者的電子商務業者自律規範之現況與展

望之研究，則由台灣大學工商管理系教授洪明洲主持。透過這四種領域整合性之

研究，希望能夠從跨領域的觀點提供競爭法主管機關與其他相關機構，對網路市

場定位與限制競爭行為方面提供相關的建議。 

為進行本研究，研究小組先就國內外相關資料進行蒐集與整理，並針對本研

究案的四個主題方別就相關問題進行比較分析研究。而為瞭解委託單位之實際需

求，於研究報告結案前，並邀請專家進行期中報告以便適時增修本研究報告。並

根據期中報告與審查專家的建議，研究小組成員亦將期中報告的內容加以修改，

並完成本期末報告。 

本研究於完成上述問題研究報告後，並在第六章結論與建議部份分別針對各

個研究主題與重點提出個別的具體建議，以供政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作為訂定相

關政策之參考，並供國內學者與專家參酌或進行後續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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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緒論 

 

第一項 研究緣起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光明的時代，也

是最黑暗的時代」，大文豪狄更生在「雙城記」一書中，如此描述當時的社會，雖

然時光移轉了幾百年，但如今我們的社會何嘗不是面臨同樣的處境。拜科技之賜，

我們享受前所未有的電腦資訊文明，通訊技術的進步以及網路聯繫的便利，甚至

因生物基因研究的進展，萬物之長的人類有可能進入前所未有的美好願景，但這

一切也讓現代人面對一個嶄新而未明的世界，新興科技正以大雨滂沱之勢，衝擊

我們的生活與價值觀(Andrew Shapiro,2001)；商業行銷的力量使公有而集體控制資

源的方式，讓位給私有而個人化的控制模式，遊戲規則的重新界定常常讓人對現

代政府的角色喚起許多的期待，但同樣也會有人懷疑，現代政府的角色功能應如

何發揮，才能維持一公平合理的秩序。 

 

無可否認以電腦、通訊、資訊網路等所構成的新經濟(或稱網路經濟)，正在改

變我們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同樣網路經濟的興起，也在科技界、商業界及學術

界等領域引起廣泛討論，究竟網路經濟對人類有哪些正負面影響？從好的一面來

看，Internet 要完成新的商業革命，把經濟行為推向零阻力的模式(The Friction Free 

Economy Model)，讓人可享受質優價廉的商品、商業的交易互動、及人與人的聯繫，

更為直接、迅速有效率(T.G Lewis,1998 天下文化)，但也帶來匿名謾罵的 BBS、互

斥的色情網業、竊取資料的駭客，以及藉由各種合縱連橫的聯合行為，造成壟斷、

寡占的不公平競爭，在這一片混沌未明的演變中，我們如何掌握網路經濟，尤其

是網際網路的現在發展及未來趨勢更為重要，尤其是身居遊戲規則的制定者與仲

 7 



裁者的政府，其政策動向與施政作為可謂至為關鍵，值得深入分析探討。 

 

 

眾所週知，網際網路之所以存在及發展，深受美國政府的政策與措施的影響，

在 1960 和 70 年代，美國國防部的先進研究計畫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

連署了一個分散於個大學的國防科技，研究者得以分享運算資源的電腦網路，可

謂網際網路應用的先驅，但當研究者一開始使用此一名為 Arpanet 的網路時，其互

相傳送電子郵件的作用，遠勝於分享資料與電腦運算資源，發展至今，由於網路

沒有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使它改變了企業的經營環境，也深深影響世界各地各行

各業人們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它改變政府與企業的互動架構與關係，使一向

在私領域高度重視的網路經濟成為公共政策探討的新領域，使對其未來發展究竟

應採取怎樣的政策，如管制、保護或獎勵輔導，雖未定論，但卻成為一不得不探

討的嚴肅課程。 

 

至今美國政府對網路經濟，雖然採取中立而避免過度干預的態度(陳人傑,2000)

實際上美國政府認為採取接近容忍而默許的方式，較適合網際網路未來的發展。

如美國聯邦法院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對網路言論自由造成憲法上的管制，宣布傳

播通訊端正法(Communi- cation Decency Act)，違憲幾天之後，柯林頓總統也對網路

發表一接近姑息的政策。他說政府不應「阻礙」網際網路的發展，而應該僅僅為

網路商務營造一個「可預測的最低管制，一致化的和單純的法律環境」，美國應將

網際網路當作「全球性的自由貿易區」來看的，避免對網路施予課稅措施，或者

透過網路其他方式造成干擾。(A.L. Shapiro,2001) 

 

同樣，針對網路經濟快速發展而帶來的全球電子商務的蓬勃趨勢，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OECD)在 1989 年於加拿大渥太華舉行全球性電子商務部長級會議，會

中得到以下幾點共識：(魏可銘,2000) 

（一）建立數位市場的基礎規範，政府、產業和消費者處於新數位時代之環境中，

應重視使用者與消費者權益的保障及對發展障礙的評價，而法律架構的建

立，應以必要性設立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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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應與所有參與者(包括地方政府、消費者、企業界勞工、公有機構)進行

合作與對話，並加強與各國政府、國際論壇的聯繫，制定出和諧相容的政

策，推動全球電子商務的發展。 

（三）政府部門應規劃出一個公開競爭的環境，以利電子商務之普及與應用，並

致力與減少與掃除不必要的貿易障礙，創造出符合公共利益的市場環境與

秩序。 

（四）倘若政府有需要採取干預(intervention)措施時，應秉持比例性透明、一致以

及可預測之原則為圭臬，並採取科技中立性(Technologically Neutral)的立場為

主。 

（五）政府應持續與企業界合作推動電子商務發展計劃及設定重要技術標準，俾

於國際性、自願性及基於共識的環境下，增進電子商務之相容性。 

 

由上可知，網路經濟的發展對人類文明確實是一新的里程碑，但由於它的演

變為未定性，且富有變化，故包括美國及 OECD 等先進國對他們採中性的立場，

以靜觀其變之態度來應付它的發展，當然我們應可採取與先進國家這種所謂「以

變應變」之中性態度，然而己國網路經濟的滲透性與普遍化及數位化特性，今後

我們的生活必然處在網際網路的運行中，因此，我們不得不正視它的存在與影響，

目的主要有所未雨綢繆，尤其是負責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的政府，其角色與功

能更應有明確的定位，如此才能使網路經濟的商業行為，有明確的遊戲規則可資

遵循，使芸芸眾生的生活獲得應有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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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談起網路經濟，從個體的私經濟面來看，至今幾乎沒有人不重視它的發展，

並且一再強調電子商務提供一嶄新的商業交易型態與模式，將來將成為全球經濟

成長與發展的主要動力來源，各種統計資料也一再說明 Internet 已成為企業發展的

利器。根據 OECD 的估計，未來全球電子商務的規模將由目前的 260 億美元，增

加至 2003 年的一兆美元(蔡宏明,1999)。再根據美國網際網路研究公司 Nielsen // Net- 

Ratings 調查，2001 年第二季全球上網人口，較第一季增加 3,000 萬人，已達 4.59

億人。 

 

同樣，Don Tapscott 在其著作「數位化經濟時代：全球網路生活新標式」中，

強調由電腦等通訊業和資訊業聚合之下的新媒體正在興起，而互動式多媒體與資

訊高速公路及網際網路，促成了一個以人類智慧網為基礎的全新經濟體系，其影

響可能超越印刷品、電話、電視電腦等產品的革命對經濟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同

時遊戲規則的改變也將開始影響企業的商業行為、工作模式、休閒遊樂、生活方

式，甚至人類的思考模式亦深受其影響(蔡宏明,1999)。 

 

由上說明，可知網路經濟影響層面深廣，不但改變了企業生存發展的生態環

境，也對企業營運模式帶來深刻的影響。企業本係一爭奪市場的競爭社會，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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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破壞原有的營運秩序與競賽規則，而又回復到新的競賽原則之新世界，也因

太多的改變，使得企業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每家企業都想在市場占一席之地，

甚至能快速在有利的原則之利基位置，制定市場的產業標準，進而賺取最大的利

潤，尤其是那些利用網路或是以網路增加其競爭力的企業莫不如此，這種心理不

只是強大的歐美公司，如新力、微軟、英特爾、AT&T、思科及 Dell 公司，台灣的

高科技公司，亦幾乎無人不想趁勢而起，脫穎而出。(M.A. 

Cusumano&D.B.Yoffie,2000) 

 

也因不能以傳統的智慧，來面對網路時代的新競爭，網路迫使企業要加速開

發複雜的新產品和技術，它們不但要勇於試驗、發明與創新，且要不斷地改變它

們的觀念與營運模式，網路也讓它們面對企業之競爭優勢，而可能一眨眼就出現

或消失的現實，也因有了網路，許多事都變得可能，他讓企業有更多的可能去重

新面對組織其商業模式，提供新的產品與服務方面稱霸業界。(M.A. Cusumano & D.B. 

Yoffie , 2000, p16) 

 

換言之，在新的網路經濟社會裡，企業如何因應新的環境變遷以及新的生存

方式，值得分析探討，但在這些生存應變的對策中，有些行為站在競爭的角度上

來看，是可被允許的，但有些是不被允許的，有如微軟的行逕，它運用現有的市

場競爭優勢，強迫其國營經銷商、供應商及客戶接受其 Windows 作業系統。(Andrew 

Shapiro, 2001, p45-p46) 

 

本研究首先將探討，站在政府對公平法機關的角度，如何分辨企業行為的合

理與否，如何判定廠商所採取的是反公平競爭的侵權行為，而加以防止。 

 

另外，廠商將有些能發現的策略行為，在美國已經被認為有違反公平競爭的

爭議，這些在國內可能尚未被有系統的探討，在未來的網路經濟社會也是值得加

以界定而訂定遊戲規則，如 1.產品與價格的差量化問題：資訊網路業界常採用大

量量身訂製、差別定價、內容個別化及產品分版等策略。2.套牢問題：資訊產品有

強烈的系統化傾向，使用者想要轉換單一產品，就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這就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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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套牢現象。善於利用客戶轉換成本的廠商，當然較具競爭優勢，這同樣隱含

引發不公平競爭的問題。3.正反饋作用：網路效應所產生的正反饋現象，在網路社

會中極為常見(即大則恆大)，各方人馬搶奪短暫的市場控制權，贏家通吃的競爭與

標準戰爭便成為常態。如果企業與對手合作建立標準，可能會觸犯美國的反卡特

爾(Cartel)與串謀(Collusion)的法令。反之，企業如透過競爭所取得的控制權，在美

國又可能被控壟斷。(Carl Shapiro& H.Varian,1999, p294-p295) 

上述三種狀況，在我國網路經濟社會逐漸成形後，必然會發生在台灣，為未

雨綢繆，本研究將此列入探討的主題。 

 

再者，為因應競爭及各方的網路新形勢，企業為求生存發展，甚至趁勢而起，

它們之間對合縱連橫行為，必然相當常見，其中有合併或購併、同業與異業的策

略聯盟，外包互惠及利益共享等商業活動，這些行為與市場機制有何關係，其專

屬性是否與獨占或寡占有所衝突，是否違反公平交易。當然這些課題不必然有明

顯的答案，但因在國內外已常發生，如何加以處理，亦值得討論，本研究也將列

入探研之內涵。 

 

此外，政府的角色與政策功能，無可避免會影響到業者的經營，因為政府本

來就是企業特定的環境(given environment)成員，沒有一家企業不受政府政策與行政

措施的影響，已如美國網景公司董事長 Jim Barksdale 所說：網景會參加科際網路是

有原因的，作為網際網路的一員，我們深刻瞭解政府對科技業的發展，可以是助

力，也可以是阻力。我們知道和政府合作絕對比置身事外更有利。(C. Shapiro & 

H.Varian, 1999) 

 

其實，政府在多元化的社會，其所扮演的角色亦是重要的，例如：1.可制定網

路產業的管制措施(如圖一)；2.投資或參與經營網路事業，其中又有(1)政府獨資，

(2)政府與民間合資，包括私人企業、財團法人及基金會，(3)提供線上資料、聯繫

與搜尋，(4)技術開發；3.推動網路發展的各種措施，包括線上行動手續的網路便利

化、網路教育的應用推廣、稅捐優惠與補賠、委託私人建構管理網路相關業務，

以及提供其技術、規格及相關資訊等；4.調整法令架構。(公平會,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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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公平會 

圖一 法定產業管制措施 

 

 

由上可知，政府在網路發展的各種階段，扮演不同的角色，加上主管機關業

務重點不同，有時難免過分熱心，過度涉及民間企業經營的範疇，而與民間發生

競爭關係，甚至引發爭議，這也說明公平會在網路競爭社會，也會發生角色定位

之問題，因為有時在業務上，它要與各權責機關協調建立共識，以推動業務，但

有時對政府某些單位過份涉入，成為爭議的對象，它也要秉公處理，而不能獨厚

某些政府部門，而產生角色的混淆與困難，網路經濟社會就是這麼複雜，本研究

也特謄出篇幅，加以探討。 

 

電信法：網路接續

義務、禁止交叉補

貼、費率等監督 

第一類電信  第

二類電信 

特許        許

 

  

 
個資法：電磁處理個人資

料規範(民刑事責任)、專

以處理個資為業者應取得

許可(登記及公報制度) 

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

法：專有權利的行使→ 
「合法獨佔」？ 

有線廣播電視法：分

區許可、持股限制、

頻道及內容管制 

 

系統業者      頻道

節目表 

定義問題      低度

 

  

 

衛星廣播電視法：轉

頻器、直播衛星、境

 

廣播電視法：定義問題(不宜納

入)、高密度管制 

出版法(平面及有聲媒介物管

理)              (已廢止) 
錄影帶管理(廣電法 §29-1)： 
        登記/許可，內容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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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研究動機之說明，本研究目的有以下幾點： 

一. 提出一較完整的研究架構、分析網路經濟社會來臨，它將帶來哪些特色及趨

勢，從公共政策的角度來探討，企業因競爭會帶來哪些問題，值得政府採取措

施與必要對策。 

二. 探討企業在網路競爭社會，因生存發展問題會採取哪些積極的攻擊策略，與消

極的因應作法，其中，積極的攻擊有產品與價格差量化、套牢客戶、正反饋作

用，以及與同業合作採取的聯合行為，如合併與購併，同異業策略聯盟、外包

與利益共享等作法。消極的則有避免被併購、控訴不公平競爭行為等。 

三. 分析競爭法主管機關的角色與作為，比較先進各國在網路經濟社會所採取的措

施，並探討其中有哪些可作為我分析借鏡者，又競爭法機關在多元化功能社

會，對相關政府權責機關應扮演何種角色，協調、制法與執法或仲裁功能，以

及它對企業行為應涉入多深，哪些地方可管、該管且能管，哪些則保持中立與

彈性。 

四. 針對研究結果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議，供作競爭法主管機關未來施政的參考，尤

其在政策等方向，法令規範及配套措施方面，提供一些較具體之行為作法，另

也對競爭法主管機關未來與企業界互動的模式，提供一些對策，供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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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研究架構與方法 

 

一. 研究架構 

為有效探討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網路經濟的地位，本研究提出 3P 模式，即網路

經濟的現況(Present State)、企業在網路經濟的生存發展過程(Process)以及政府採取

的政策規則(Policy)，其中現況分析包括網路經濟的興起、特色及演變，網路所帶

來的競爭問題，以及網路產業的現況與未來發展。 

 

至於企業在網路經濟的生存發展過程，除了積極的創造優勢(攻擊)與消極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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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圖存策略之外，亦分成 1.個體採取的策略行為，包括產品與價格差量化策略、

套牢策略及正反饋作用或網路效應。2.企業合作行為，計有合併與購併、同異業的

策略聯盟，以及外包與利益共享等作法。 

 

最後的政策規則則包括，各國競爭法機構的政策與措施，政府在網路經濟的

角色、公平會應有的定位，以及未來可採行的政策方向與法令措施，三者之關係

可以圖二表示。 

 

 

 

 

 

 

 

 

 

 

 

 

 

 

 

 

 

 

 

 

 

 

．興起、特色及演變 
．競爭問題 
．網路產業現況 
．網路產業未來發展 

．積極創造競爭優勢策略 
．消極因應圖存策略 
．個體發展策略 
．差異化、套牢、正反饋 
．企業合作策略 
．合購併、策略聯盟、外包 
  利益共享 

網路經濟現況 Present State 企業發展過程 Process 

 16 



 

 

 

 

 

 

 

 

 

 

圖二  本文研究分析架構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因時間與經費的限制，無法採取大規模的問卷調查，或邀請專家座談

提供政策方向建議或策略作法供作參考，只能在有限的人力、物力與配合資源下

做探討性的研究，所採的主要方法為傳統式圖書館資料蒐集法，儘管只能利用次

級資料，但我們仍上網去蒐集各國競爭法機關的做法，且盡可能尋找相關的研究

報告，並研讀有關網路經濟與管理相關的書籍與導論文章，極盡可能在有限的條

件之下，作出最好的研究結果。 

 

當然，在各種資源條件都不足的情勢下，研究團隊仍舊非常努力，但願研究

成果仍有一定的水準。 

 

三. 章節架構 

本研究章節分成四大部分，總共六章十七節，第一部份--第一章為緒論，包括

研究緣起、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架構與方法。第二部份為網路經濟與政府的角

色功能，共有兩章六節，其中第二章探討網路經濟的興起與特色，第三章則分析

政府在網路經濟的角色與功能。第三部份為本研究的主體重心，包括兩章六節，

各國政策與措施 
政府的角色與功能 
公平會的定位 
未來政策法令與措施 

政府政策規劃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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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四章探討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網路經濟的定位，第五章則說明政府對企業行

為應有的政策與措施。第四部份—第六章則為結論與建議。有關本研究之章節架

構可參考本研究之目錄。 

 

 

 

 

 

 

 

 

 

 

 

 

 

 

 

 

 

 

 

 

 

 

 

第二節 網路經濟之興起與特色 

 

第一項 網路經濟之興起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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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爆炸的時代裡，由於高科技產業不斷地推陳出新，使得高科技產品愈

來愈深入每個人與企業的生活中，使得個人與企業的活動效率提高。更重要的是，

因高科技發展，使得電信業近年來有突破性的進展，就是出現了網際網路

（Internet），使得高科技產品能發揮最大的功效，不但能提升個人與企業的活動效

率，更能經由網路互通訊息，也實現了天涯若比鄰的地球村理想，因此網路經濟

可說是傳統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結晶。 由於近年來政府對網路的大力推展與電信自

由化法案的通過，我國的網路人口比例已超過香港與日本等先進國家，可見政府

在邁向資訊時代的努力已有了相當的成果。 

 

「網路經濟」是一個新的經濟名詞，它代表了一種與傳統經濟不一樣的經濟

運作方式，它發展出可以接觸到消費的潛能而快速的成長，各行各業皆紛紛聚集

到網際網路上，以各種不同方式來吸引網路使用者的消費。 網路經濟的興起對企

業營運模式造成的改變已是有目共睹的，隨著 B2B 電子商務的興起，企業界也開

始不斷尋找在網路經濟領域中的企業價值與利基市場，企業的經營在此大環境下

被迫要進行大幅的改變，生產體系需變得更流程化、行銷體系必須要能更快反應

客戶的需求、研發單位必須要更快的設計出新產品，如果企業不這樣的改變，在

快速變化的網路經濟時代裡隨時都有可能瞬間被淘汰，然而這樣的改變對企業也

帶來了無窮的希望，行銷的觸角可以無限延伸，生產體系也藉著資訊傳輸不再侷

限於區域化的架構，企業的經營也開始走向全球化的步伐。 

 

在網路經濟中，個體及企業藉著知識網路化的投入來創造財富，不論是參與

者、動態關係、遊戲規則，以及所有的生存或成功要件都迥異於以往。同時，遊

戲規則的改變也開始影響企業的商業行為、工作模式、遊樂休閒、生活方式，甚

至可能影響到人類的思考模式。而連結、行動化、數位化、整合等技術都是網路

經濟時代變遷下必須面臨的挑戰。同時，此環境下很多變化都將無法預測，風險

性大增，全世界都將進入高風險時代。例如那斯達克指數在兩年內因網路經濟興

起瘋狂上漲兩倍，卻又在一年之內跌落至當初上漲前的低點以下，可見得新時代

機會誘人，風險相對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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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經濟下的一主要新經濟活動的運作型態是「電子商務」（E- Commerce），

其對通訊業、金融業、及零售業的影響最大，而這些行業的產值幾乎占我國國內

生產毛額的 30％，但電子商務更重大的影響在於其改變整個既有的生產體系與經

濟活動型態，因為電子商務將使在企業與企業間（Business to Business，簡稱 B2B）

及企業與消費者之間（Business to Consumer，簡稱 B2C）的隔閡消失，而使彼此能

直接進行交易。目前電子商務的主力仍是在 B2B，原因在於企業之間原本便已具

有一定程度的商業往來，故在購買相關產品時的信任感遠比消費者與毫無相關的

企業間來的踏實。（黃仁德，2000） 

 

網路經濟之特色： 

 

1. 藉由網路的傳遞，網路交易使得買賣雙方更加接近市場，因為網路交易並沒有

營業時間的限制，也沒有太大進入市場門檻的障礙，因此大幅拉近買賣雙方的

距離，使得雙方更加接近市場。 

2. 使商業行為可降低交易成本、透明化價格、提高交易資訊交換、擴大交易對象

選擇範圍、促進交易效率等，而增加市場競爭力。而透明化價格、提高交易資

訊交換、資訊分享容易等特性經常是構築聯合行為及其他反競爭行為之溫床。 

3. 速度的重要。在網路經濟中企業的經營必須快速認清市場的走勢，毅然地拋棄

舊有的運作模式，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拔得頭籌。以 Dell 電腦為例，其充

分運用網路的快速傳遞並加以整合，因而掌握了市場先機，才使得今日 Dell 電

腦在個人電腦中取得與 IBM 及 Compaq 電腦三強鼎力的局面。 

4. 網路經濟時代中本來就是立足點相當公平的競爭，無論大小公司、位於任何國

家，只要你能充分利用網路提昇企業競爭力，就有機會生存。企業的存亡完全

操之於業者的應變速度，關鍵在於業者應用網路的方式，至於是怎樣的方式，

則視不同的國家、文化、環境而異。 

5. 造成「網路效應」，使競爭的企業產生大者恆大、小者恆小的現象。此一市場

競爭趨勢，也造成獨占和寡占的行為日益增加。所謂的「網路效應」，以電話

機為例，當全世界第一部電話機發明時，其實是沒有價值的，因為並沒有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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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可以使用，然而當第二部電話機出現時，第一部電話機的價值將會大幅增

加，因為這部電話機已經有用武之地了。同理，當愈多的電話機出現後，將會

有愈多的人使用，則電話機的價值將會隨著使用人的增加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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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網路經濟對企業之影響 

 

網際網路從 20 世紀末發飆，快速席捲全球，成為銳不可擋的風潮。網際網路

的風行，改變現今整體企業之管理組織架構，使得組織迅速變遷，而經濟型態也

從過去的傳統經濟過渡到現在的網路經濟時代。宏碁集團董事長施振榮先生在世

界資訊科技大會（WCIT）的演說中表示，現今的市場已隨網路經濟時代的來臨發

生了重大變革，業者必須面對來自消費者更多元化、更多樣的需求及更大的時間

壓力，因此需要組織能夠快速反應、更具有彈性、以及更有效率的因應多元且專

精的議題，企業也才能在網路經濟中屹立不搖。 

 

然而，對企業而言，網路經濟時代是一個市場競爭全球化、資訊化，並以人

力資源、創新和網路為基礎的知識經濟時代，所有的資訊、商業、企業交易和人

的溝通均透過數據和位元的傳遞，而立即性則也是經濟活動和企業成功的關鍵變

數。其中，透過數據網路，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界限更加模糊化，中介功能逐

漸的消失，而產生全新互動之組織架構。因此，在網路經濟型態上逐漸影響到未

來企業經營的方式，到底網路對企業所帶來的是機會或威脅呢？我們有必要探討

這樣的趨勢對企業的影響。 

 

現今網際網路對企業而言，所代表的存在意義為何？ 

1. 成本低廉：Internet 是一個廉價的網路資源，使用它不需要大量的資金成本投

入，且可為企業增添許多時效性，如：迅速的 E-mail 郵件，減少了許多通訊間

的時間及成本。 

2. 使用範圍廣：Internet 的崛起，突破了時間、空間的障礙，隨時可連結上網，並

真正實現天涯若比鄰的地球村理想，隨時可將訊息傳給網路使用者。 

3. 無限商機：不管是週邊的軟、硬體設備或是相關網路服務等，皆會受到網路迅

速成長的影響，增添許多營收，更由於網路無版面篇幅限制，網路用戶皆可漫

遊任意網站，因此企業可到特定網站上刊登廣告，增加其產品知名度及銷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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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及時的商情情報：企業可從相關網站上得知產業間市調的寶貴資料，所以網路

是一個商業情報收集的極佳管道之一。 

5. 互動性高：網路透過大量資料庫的結合，不僅提供網路使用者進行查詢及蒐集

的便利性，也給予使用者抒發意見的管道，因此變得更具有互動性，適合企業

與顧客作為互相溝通的橋樑。 

 

網路經濟對企業可能形成的影響 

 

(一) 電子商務（E- Commerce）的新經濟活動成為主流。 新的買賣方式將創造出一

批新經濟型態的線上消費者，他們期待更快速的運送、更簡便的交易方式，以及

更實際的資訊交流。根據 OECD 的估計，預計 2001/2002 年電子商務產值可達 3300

億美元，至 2003/2005 年產值更可高達一兆美元（OECD，1998），預計未來幾年內

會衝擊著全球的商業模式，對企業而言；無疑是種無限商機的挑戰。 

(二) 通路重整，商品價格隨之崩解。 Internet 發展以前，價格破壞僅是緣起於過度

生產，以及各式商品盛行所導致的競爭。而現在，網路經濟風潮來臨時，另一波

更大、更可怕、更急迫的價格破壞隨即展開。這波價格破壞起源於網路上資訊透

明化，這種資訊透明化，更引發通路的崩解，網路形態服務於焉興起，並且促進

了跨行業間的融合或競爭。 

Internet 縮短資訊的中間提供者，它使得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距離縮短，這

種現象令消費者很容易接觸到有用的即時資訊。當資訊傳播的路徑變短之後，銷

售通路就起了根本上的改變，通路縮短也連帶地使得通路的效率增加，於是價格

破壞的情形就會迅速發生。 

價格破壞的趨勢，帶來通路的重整，傳統中間商的利潤正快速消減中，網際

網路快速進步，迫使原本傳統通路商對其經營方式開始產生丕變，唯有靠快速的

轉型才不會被網際網路這股洪流所淹沒。正如英特爾董事長葛洛夫說的，未來五

年，所有公司都是網路公司，不是網路公司的，終將遭到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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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時間為基礎的競爭。 亦即企業如何在最短時間內，以低成本、高價值的多

樣化產品提供顧客做選擇，以成為商場競爭中之佼佼者。雖然網路經濟未改變企

業以「最有利的條件，提供顧客最滿意的產品與服務」之最高競爭指導原則，但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展，促使顧客對產品之需求更趨多元化與變異性，使得速度與

彈性成為成功的競爭者必備的基本條件。 

(四) 組織更具彈性化。 在產業的分工下，過去企業著重於垂直整合，以便於掌握

重要的零組件，演變成與其他企業進行策略聯盟，並走向核心競爭力。因此，組

織必須更具彈性，以適合環境的變化。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在談到經營管理模式

時，曾說過『企業的經營模式不應該是一成不變的，要能夠在不斷變動的環境下，

協助企業適應、生存、茁壯』。 在網路經濟時代來臨的今天，彼得.杜拉克的看法

更具意義。過去，大型電腦時代巨人 IBM 公司，對電腦產業一直保持著以「硬體

導向」為假設，但在個人電腦興起以及應用軟體在消費者跟電腦業者之間扮演關

鍵角色、改變企業實際經營環境之下，因無掌握到未來經營環境的變化，使其在

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陷入長期經營困境，最終的結果是 IBM 產生鉅額虧

損，最後不得不進行痛苦的裁員跟變革。直到走過變革，並重新將經營假設和模

式定位為「管理及服務的解答提供者(Solution Provider)」之後，IBM 才浴火重生。

在未來整體經營環境變動更快，唯有保持組織的彈性化，隨時反應市場的變化，

才能保持競爭力。 

 (五) 新的創新研發趨勢。 透過網際網路，消費者具有表達意見及參與製造的機

會，另外企業除了內部得以採行跨部門的研發小組，經由不同部門在不同的研發

與設計階段，同步參與進行，可減少不必要的等待時間，特別是在電腦輔助與網

路系統架構下，產品研發不再依靠草圖、模型，而得以在三度空間產品的模擬中，

對產品性能進行評估，將大幅縮短產品由構想至完成之時間，產品的精確度也因

而提高。 

此一趨勢不但使產品生命週期大幅縮短，企業間之競爭更重視知識優勢的取

得與知識管理架構之建立，唯有將新科技快速地擴散與分享，才能贏得持續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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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使得企業發展強調對資訊的收集、分析及應用，以建立具有效率的技術資訊

系統，捨棄僵化的組織結構，重視吸收新知的組織文化。 

(六) 供應鏈和價值鏈的轉變。 在網際網路影響整個供應鏈和價值鏈的趨勢下，有

愈來愈多的國際企業透過電子訊息交換（EDI ,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或網際網

路，建立供應商網路 ( Supplier Net- work)，將供應商連結在一起，以進行採購、生

產、研發、推銷、顧客服務等方面的合作。特別是在歐美國家零售業的市場集中

化現象愈來愈明顯，且紛紛採用供應鏈管理模式，利用資訊科技，提高公司的營

運效率，並逐步將成本及風險轉嫁供應商。（蔡宏明，民國 88 年） 

在此趨勢下，中小企業所接的訂單，批量小，次數密，交貨期愈來愈短，部

份零售業更要求供應商的電腦與其存貨及銷售管理系統，通過電子訊息交換(EDI)

連線，提高彼此之間互動的速度，此趨勢將對傳統貿易商，以及未構建企業間電

子商務的廠商的競爭力造成衝擊。其中，除了商業服務和消費品外，舉凡電子、

機械、汽車零件、紡織等產業，面對建立企業間電子商務之壓力，將日益昇高。 

小結 

在網路經濟形成之際，對企業的影響，由上所述可知，存在著機會更存在著

威脅。就機會來說，未來企業的生產行為必會走向全球化、且高科技產品經常推

陳出新，產品的生命週期變短，對企業而言，其組織必須朝向扁平化，使組織內

部溝通更有效，而企業組織必須變得更有彈性才能迅速反應市場變化，再加上網

路的低成本性，建置一個有效能的網站僅需花費少量的成本，相較於發展一個新

的行銷通路，建置一個網站所需的成本可謂經濟許多，使中小企業更有能力與大

企業競爭。約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在「全球弔詭」一書也提出未來全球的企業組

織變化方向：全球經濟越擴張，規模反而越小。如今美國有一半的出口來自員工

數不到 20 人的小公司。因此，對我國中小企業，未嘗不是一個機會。 

而就威脅方面，高新科技所帶動的另一波資訊革命，已逐漸改變國家整體經

濟的競爭面貌，將全球推向兩個極端：一是資訊強權；另一則是資訊弱國，而關

鍵就在資訊的取得、管理與運用的能力。而資訊取得對企業競爭力的重要性比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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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還來的高，尤其是之前所提的電子商務，在技術的快速進步下，目前企業的領

先，並不代表未來可持續領先，這是所需注意到的威脅。 

 

 

 

 

 

 

 

 

 

第三項 網路經濟下之企業行為 

 

公平交易法是規範所有事業競爭行為的競爭法，其立法目的為維護交易秩序

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其主要規範內容包含兩

部份：對獨占、結合、聯合等「限制競爭行為」的管制，及對事業間「不公平競

爭行為」的規範。「跨業整合」可能涉及公平交易法對事業結合或聯合行為的規定；

「互跨經營」亦可能涉及獨占濫用及不公平競爭行為的規定。 

 

為因應競爭來自各方的網路新形勢，企業為求生存發展，甚至趁勢而起，它

們之間對合縱連橫行為，必然相當常見，其中之策略行為有合併或購併（Merge ＆ 

Acquisition）、同異業的策略聯盟（Strategic Alliance）、企業濫用其優勢地位等商業

活動，以增加競爭優勢。但這些活動中，往往隱藏著一些違反公平競爭與公平交

易的現象，企業與競爭法主管機關需有所防範與管制。 

 

（一）企業濫用其優勢地位之行為 

（1）搭售（tie-in）、套裝銷售或整批交易（bundling） 

 26 



係指企業透過「搭售」（tie-in）或「整批交易」（bundling）等方式，強制交

易對象就兩項以上在經濟及技術條件均可獨立分離銷售之商品或服務一併交易，

或以贈品、免費服務或不當折扣的方式，迫使交易對象放棄選擇其中單項商品或

服務之情形。 

當企業進行互跨經營時，可能推出「搭售」、「套裝銷售」或「整批交易」

之策略來擴張新的服務項目之市場占有率，例如電信業者將語音電話服務與非對

稱數位用戶迴路（ADSL）寬頻接取服務合併提供，或有線電視業者將有線電視視

訊服務與纜線數據機（Cable modem）寬頻接取服務合併提供，由於前述行為將使

事業既有的市場力延伸到新的服務項目市場，或將造成限制市場競爭或妨礙公平

競爭之情形，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條、第十九條規定。  

（2）掠奪性訂價（Predatory pricing）  

係指獨占事業犧牲短期利潤，訂定低於成本之價格，迫使其競爭者退出市場，

或阻礙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藉以維持市場占有率，並在長期下獲取超額利潤之

行為。掠奪性訂價必須符合以下三個要件：  

1.事業對產品或服務的訂價低於其「平均變動成本」或「平均增支成本」(當

聯合成本占總成本的比例很高時 )。  

2.事業意圖藉由訂價行為阻礙或排除競爭者。  

3.事業有能力在阻礙或排除競爭者後，回收所生虧損並將價格調升至獨占水

準。  

具有獨占地位的高科技產業相關事業進行跨業經營時，倘基於阻礙或排除特

定市場競爭者之意圖，而採取掠奪性訂價之行為，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

條規定；然而，其訂定低價倘係基於短期促銷，或因未預期之成本上漲，造成訂

價低於成本之情形者，則可視為其合理事由。  

（3）不當的交叉補貼（Unduly cross-subsi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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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經營多項服務之事業，將其中特定服務項目的成本，歸屬或轉嫁到其他

的服務項目，藉由其他服務項目的盈餘，補貼該項特定服務的情形。事業如有以

下情形，則可能會被認定存有交叉補貼：  

1.事業所提供的服務項目長期出現盈虧不平衡的情形。  

2.事業內部各部門間以不合理價格或報酬進行內部交易。  

企業進行跨業經營時，應儘量就所提供各項服務項目建立分離之會計制度，

倘若以其獨占性業務之盈餘補貼競爭性業務，或以受管制業務盈餘補貼非受管制

業務，則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條規定之虞。  

（4）提高競爭者之經營成本（Raise rivals' costs）  

係指企業掌握生產要素的事業，為了阻礙或排除在下游市場的競爭者，而對

該生產要素之價格為不當之決定，藉以提高下游競爭者的經營成本，迫使其退出

市場的行為。至於判斷事業對於生產要素之價格是否為不當決定，則可由該項生

產要素的價格與「單獨成本」（stand-along cost）之關係判斷。「單獨成本」係指

假設事業僅提供該項生產要素所發生的成本，包含增支成本及全部的共同成本，

倘若事業對於該項生產要素的訂價高於其「單獨成本」，則可能構成提高競爭者

之經營成本，而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條規定之虞。  

由於大型企業藉由制定標準或策略聯盟、搭售等，產生排除或限制其他事業

加入競爭之障礙，如美國司法部控告微軟公司乙案，即為一例，以下述之。  

 

根據單驥所描述的，在電子商務時代裡，微軟公司被美國司法部控訴的主要

原因有七點： 

第一、 微軟搭售 Explorer 瀏覽器，排除 Netscape 的空間，亦即是一個不正當的搭

售行為。 

第二、 微軟涉嫌利用掠奪性的方法。美國司法部認為在原來的 Windows 上多加

Explorer 搜尋引擎的功能，價格何以不升反降？微軟如無法提出合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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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能有掠奪性的訂價行為，且微軟已廣被認為是一個獨占性的廠商，是

否有不當地降低價格企圖排除競爭者之嫌？ 

第三、 Explorer 搜尋引擎不但放在 Windows 上且和 Windows 軟體做非常密切的結

合，其他的搜尋引擎根本無進入的空間。 

第四、 微軟在 1995 年 5 月曾私下找 Netscape 提出瓜分市場的構想，其曾表示在

Windows 只放 Explorer，而微軟同意 Windows 以外的市場都可以是 Netscape

的市場，微軟不予涉入，故有協議瓜分市場之嫌。 

第五、 微軟要求 Compaq、HP 等個人電腦商裝置 Explorer，成為電腦標準裝置，

這是種排他性的約定。 

第六、 它要求電腦製造商開機時必須顯示微軟的畫面，意圖阻止消費者使用其他

競爭對手可能的軟體及瀏覽器。 

第七、 消費者的選擇權在這樣的一個閉鎖市場下已消失殆盡。 

 

而目前 Jackson 法官認定微軟有濫用獨占市場地位的罪行。經濟學人雜誌

（Economist）曾說比爾‧蓋茲是幾個世紀以來最偉大的企業家，然而如果蓋茲上

訴失敗，則須接受公司分家或判刑之可能。（單驥，民國 90 年） 

 

由前面所述關於獨占事業在電子商務中的規範，可以確定的是，消費者的選

擇權是要永遠保留給消費者的，這也是競爭法將來要持續努力去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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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競爭，並應防止廠商運用不正當之搭售、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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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藉此排除其他事業之競爭，

最後形成獨占或寡占。 

（二）其他限制競爭之行為 

（1）結合行為  

 

在網路經濟中，價格的透明化，使得價格的競爭更趨激烈，企業為了爭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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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效益、降低成本、追求高附加價值與專業，因此合併＆購併成為一股潮流。例

如花旗集團（City Corp）與旅行者（Travelers Group）集團八百三十億美元的合併、

韓國的現代汽車集團購併起亞集團、Compaq 購併 Digital 等，這些行為將使產業版

圖重整，致使全球產業寡占化的趨勢更加普遍。 

 

根據公平交易法中有關事業結合的規定，任何企業購併案件的發生，均有可

能屬於該法第六條所稱之事業結合行為。因此若企業併購行為的結果，係屬於該

法所謂之「結合行為」，則該項併購行為於達到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鎖定之標準

時，須先向公平交易法委員會申請核准該項併購行為，否則委員會依法甚至可以

命令已結合之企業必須分離。（王文宇，民國 87） 

 

依據公平交易法所定之事業結合，應申請核准之標準，均得以量化之數值為

客觀計算，於適用上較無爭議。而從立法論之，主管機關實應作出一明確合理的

客觀標準，以免公平法成為併購行為的障礙。 

 

美國對購併的法律規範，最主要靠案例和成文法。成文法中涉及併購之規範，

最早的是 1896 年謝爾曼法（Sherman Act）和 1914 年的克萊頓法（Clayton Act）。

這二個聯邦法律都是美國的反托拉斯法。謝爾曼法的第二條規定禁止壟斷、意圖

壟斷、聯合或共謀壟斷等。而克萊頓法第七條則禁止可能嚴重減少競爭或產生壟

斷的合併與收購。（公平會 a，民國 89 年） 

 

企業透過合併、相互投資、合資或策略聯盟方式進行「跨業整合」時，如有

涉及公平交易法第六條所列各款結合態樣，且符合同法第十一條所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應向公平會申請許可。該會將就結合所可能產生之「整體經濟利益」及「限

制競爭之不利益」進行評估。「整體經濟利益」方面，審查重點包括：(1)結合對

生產效率、配置效率及動態效率的影響；(2)是否有助於促進所屬市場之競爭；(3)

是否有助於提供涵蓋範圍更廣、更多樣化及高品質之服務；(4)是否有助於提昇國

際競爭力；(5)事業結合是否為達成前開目的之唯一手段；(6)參與結合事業將內部

利益予以外部化之計畫。至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方面，審查重點包括：(1)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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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市場之結構及集中度之影響；(2)是否顯著減損所屬市場的競爭程度；(3)是否

造成相關市場之參進障礙；(4)是否顯著降低消費者的選擇機會；(5)是否會導致聯

合行為之可能性增加；(6)是否會導致濫用市場力行為之可能性增加。倘事業結合

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則予以許可；反之，則駁回其

結合申請，以防止事業結合可能產生之流弊。  

 

 

（2）聯合行為 

 

網路經濟下相關事業之「跨業整合」倘有涉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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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禁止規定之虞。

因此網路經濟下可能涉及聯合行為之態樣有：  

1)共同訂價：指與具有競爭關係之其他業者共同決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或以契

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相互限制價格調整或優惠折扣之行為。因價格競爭乃

為有效競爭之核心，前揭共同行為直接限制競爭機制作用，非依法經公平會許可

者，事業不得為之。  

2)產出限制及劃分市場：事業間聯合行為的型態不限於共同決定或維持價格，倘新

經濟下相關事業間為減低彼此之競爭壓力，約定限制彼此之產量、產能或設備，

或共同劃分經營區域及交易對象，勢必產生明顯之反競爭效果，非依法經公平會

許可者，事業不得為之。  

3)以交換競爭敏感之資訊從事聯合行為：指具有競爭關係之業者相互揭露交換有關

訂價、折扣、成本、研發、客戶資料等競爭敏感之重要資訊。由於前揭資訊相互

揭露可能提供有競爭關係事業間意思連絡之管道，而形成串謀（Collusion）行為的

工具，亦可能導致關係產業相關事業間平行行為，直接抑制市場競爭。故其相關

事業間之資訊交換，非基於彼此相互銜轉所必須者，事業不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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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共同抵制：乃指為排除或阻礙第三者參與競爭，所採取之共同降價、共同拒絕交

易或網路互連、藉以達成封鎖市場目的之行為，對市場競爭產生明顯不利影響，

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規定之虞。另倘企業間約定共用設施或稀少資源

時，如有不當利用整體市場地位，迫使設施或稀少資源提供者接受不合理之交易

條件，抑或約定共同排拒新進業者共用設施及稀少資源者，亦涉及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十四條規定之虞。  

5)共同研發及共同制定技術及品質標準：網路經濟下產業相關事業間共同研發或制

定技術及品質標準之行為，固然有降低成本及風險，而提升經濟效率及服務水準

之利益，然亦可能無法藉由彼此競爭而產生多樣化的產品與服務，阻礙新技術之

發展及採用，排除新進業者參與競爭，產生限制市場競爭效果。前開行為倘非依

法經公平會許可者，有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規定之虞。  

6)策略聯盟：一般而言，高科技產業因產品生命週期短、且科技進展快，多會採行

策略聯盟的方式，所以策略聯盟為其慣用之商業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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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涉及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禁止聯

合行為規定之疑慮，策略聯盟也時常具有搭售之外觀，由數事業針對同一市場，

將各自的產品或服務，包裝成套裝產品，共同銷售或提供服務，其策略聯盟是否

涉及搭售或其他競爭議題，益加值得深思。 

 

倘策略聯盟係以整合商流、金流、物流、資訊流為目的之垂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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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在事業對事業（B2B）及事業對消費者（B2C）之網站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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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易符合公平交易法第七條所定之要件，而有聯合行為之虞。（公平會，民

國 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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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說，這些策略性行動固有其正面的含意，縱使不盡然所有的實證都能

滿足原來行動的目的，甚至可能付出慘痛的代價，但惟企業進行策略行為仍有可

能產生市場過度集中，造成市場被少數企業所壟斷，以致減少或阻礙競爭或損及

交易相對人之利益等優惠，因此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仍須加以有效規範，以維持

市場的競爭機制。 

國外實例： 

 

案例 事由 競爭法主管機關所採取的措施 

美國司法部與其他

十九州檢察機關，

指控微軟違反聯邦

反托拉斯法及意圖

建立獨占市場。 

指控微軟利用以下手段：

(1)將視窗和 IE 配套 搭

售、(2)控制視窗系統使網

路連線服務者和網路內容

供 應 者 ( ICP ：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s)，無法向

客戶提供其他廠商供應的

瀏覽器，來達到夾殺網景

出局的目的。 

因而認定微軟利用與電腦

廠商出機契約的各種配套

搭售和限制競爭的作法，

並達成微軟獨占瀏覽器市

場的目標。 

美國作法：美國司法部與十九州的

州檢察機關，以微軟利用契約、結

合行為、和共謀等方式箝制市場交

易，及意圖建立獨占市場，違反聯

邦反托拉斯法第一條和第二條規

定(Section 2 of the Sherman Act, 15 

U.S.C. 2)為由，於一九九八年五月

再度向美國聯邦法院提出控訴。在

反托拉斯法部份，2001 年十一月二

日，與美國司法部達成和解，協議

內容中表示，微軟可以在它的視窗

作業系統加裝任何新功能，不過不

能 限 制 電 腦 廠 商 裝 設 對 手 的 產

品，也不能對使用其它軟體套件的

電腦廠商進行報復。 

美國 Time Warner

（ TW ） 及 Turner

的結合案。 

已擁有通訊廠商 TCI 的股

份，又進一步結合 Turner

的系統，因此將同時成為

美國頻道節目的供應商及

分配商。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提出此申請

案，最後提出四點要求： 

1. TCI 應分散對 TW 的投資 

2. TCI 取消一些 TW 及 Turner 得節

目，以提供其他頻道商使用 

3. 不允許 TW 的招牌節目如 HBO

和 Turner 得節目結合，必免市

場閉鎖的現象 

4. TW 不得禁止競爭者的節目上

它們的頻道 

由此可知，類似的結合案雖然獲

准，但均附加條件、限制和負擔，

目的節此能確保市場競爭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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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GM）、福特

（Ford）、戴姆勒‧

克萊斯勒（Daimler 

Chrysler AG）、雷諾

（Renault）、日產汽

車（Nission Motor）

計劃共組一個企業

間的線上市集入口

網站。此為著名的

Covisint 一案。 

 

因這五大汽車廠，其在全

球市場的市場占有率與營

業額，都是一股無法忽視

的力量，即害怕如此造成     

少數企業龍斷的現象產

生，因此相當受到美國與

德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高度

的關注。 

 

美國作法：因尚未發現任何的特殊

限制競爭的情事，因此決定終止法

定程序上所必須的等待間。但為避

免其因此濫用市場地位，獲取不正

當的競爭優勢，而有產生違法聯合

行為之嫌，所以在「合資事業」（Joint 

Venture）的考量上，必須持續的加

以觀察。 

德國作法：經德國聯邦卡特爾署的

審查發現不論在德國或全球，都有

不少的電子市集與之競爭，加上電

子商務市場的快速發展，因此目前

無法證明此一結合會產生控制市

場的地位。再者，從實行計劃並沒

有發現任何無正當理由的限制，沒

有差別待遇的安排。因此卡特爾署

最後同意了此案的設立。 

美國 Chrysler 汽車

公 司 有 許 多 經 銷

商，1998 年該公司

在美國西北區 25

家 經 銷 商 聯 合 向

Chrysler 公司提出

抗議。此案乃水平

式聯合抵制電子商

務發展趨勢的代表

性案例。 

在該區中有一家經銷商利

用網路賣車起生意相當

好，其他車商聯合要求

Chrysler 必須禁止該經銷

商再進行此項行為，否則

聯合起來不再配合銷售某

特定款式汽車，或是不再

支持母廠新車保固其間之

相關保證。 

美國作法：直接不允許該項水平聯

合行為的發生，因為他破壞了原製

造商與經銷商的關係及相關約定。 

法國電力公司被控

有濫用獨占之嫌。 

法國電力公司之電力產能

占法國電力市場總需求量

之 95％，其餘市場 5％的

電力則由民間事業生產

之。法國電力公司要求民

間事業必須將所生產之電

力轉售予法國政府所屬的

電力公司經營。 

法國作法：因為此舉意圖明顯因此

法國競爭法機關，直接控告電力公

司有濫用獨占力量之行為，並違反

法國競爭法相關規定，並給予處

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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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府在網路經濟的角色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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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政府在經濟社會的角色演變 

 

    就經濟學的立場言，市場自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可以自行解決市場內外環境

所產生的問題，促使經濟社會上的種種資源之配置達於最佳狀態，政府並無須干

預市場。但因經濟景氣自然循環，有高峰有谷底，當景氣循環達致衰退或蕭條時，

或者面臨外來競爭甚至不可抗力事件，導致國內景氣不振之時，不受干預的自由

市場成為一個虛幻的理想，政府為維持自由市場經濟秩序，並保護、鼓勵企業的

努力與創新經營，而必須制定某些規範，一如我國公平交易法之宗旨：維護交易

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人類經濟社會從農業社會而工業社會，發展至工商社會，商業行為、交易活

動異常熱絡。目前已進入以資訊科技及網路電子交易為交易媒介的時代，值此網

路經濟時代，政府角色已與過去時代有所不同，也應有所不同。 

 

在過去五十年中，政府透過保護與獎勵等經濟性管制措施來發展工業與貿

易，以高關稅與禁止進口來保護國內企業，以租稅減免及優惠融資來鼓勵投資與

外銷。長久以來，我國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管制政策，創造了龐大的既得利益。四

十年代末期，由於紡織、水泥、化學等進口替代產業比重的相對提高，致使產業

結構出現變化，政府也透過對外匯市場的管制，控制資金之流出與流入，斷絕了

國內企業自國際資本市場獲得資本之管道；五十年代初期以單一匯率取代複式匯

率，簡化進口申請與消除出口障礙，並以出口導向政策取代進口替代政策(周育仁，

1997)，到了七十三年之後才漸有自由化的觀念與做法。因此，七十年代以前，我

國政府係以經濟性管制為主，其目的在透過產業政策、保護政策、外匯政策與金

融政策等管制性措施來保護與發展特定產業；七十年代以後才漸擺脫經濟性管

制，朝向自由化發展，不過卻也陸續出現社會性管制，如環保署、勞工委員會與

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等的設立，以及相關政策的制定。 

 

八十年代以後，全球逐漸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以電腦、通訊、資訊網路等

所構成的網路經濟體系，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其影響層面漸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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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改變了企業生存發展的生態環境，也對企業營運模式帶來深刻的影響。因此，

政府如何因應新經濟社會的發展，調整腳步及法令架構，才能使網路經濟的企業

行為，有明確的遊戲規則可資遵循。 

 

如前所述，藉由網路的傳遞，網路交易使得買賣雙方更加接近市場，並使商

業行為可降低交易成本、透明化價格、提高交易資訊交換、擴大交易對象選擇範

圍、促進交易效率等，而增加市場競爭力。而在網路經濟中企業的經營必須快速

認清市場的走勢，毅然地拋棄舊有的運作模式，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拔得頭

籌，因此無論大小公司、位於任何國家，只要你能充分利用網路提昇企業競爭力，

就有機會生存。因而，「網路效應」上企業大者恆大、小者恆小的現象也造成獨占

和寡占的行為日益增加。 

 

目前，我國的網路人口比例已超過香港與日本等先進國家，可見政府在邁向

資訊時代的努力已有了相當的成果，而新經濟活動的主要運作型態電子商務，如

通訊業、金融業、及零售業等產值幾乎占我國國內生產毛額的 30％，將影響整個

既有的生產體系與經濟活動型態，因此可能造成妨礙競爭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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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政府在網路經濟扮演的角色 

 

    在網路經濟下商業交易型態與模式已漸出現與以往不同之模式，譬如電子商

務、網路出版、網路遊戲及相關網路服務等，預料未來將成為全世界經濟模式的

主流，也將是全球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來源。因此，政府在網路經濟所扮演的角

色勢將牽動某一區域或國家的新經濟活動熱絡程度，也將影響其經濟發展與地位。 

 

如第二章所述，網際網路對企業的重要意義在於成本低廉、使用範圍廣、帶

來無限商機、提供及時的商情情報以及高度的互動性，將造成結構性的轉變，電

子商務成為新經濟活動的主流、隨著通路重整價格機制隨之崩解、進入以時間為

基礎的競爭、組織更具彈性化、在電腦輔助與網路系統架構下將出現新的創新研

發趨勢、以及供應鏈和價值鏈的重大轉變。 

 

雖然政府在此一趨勢下，勢應有所警覺而採取因應措施，考慮對於產業或企

業的輔導、獎勵、保護或管制等措施，但對於企業間獨占、結合、聯合等「限制

競爭行為」的管制，及對「不公平競爭行為」的規範仍應不可少。例如企業濫用

其優勢地位之行為進行搭售、套裝銷售、整批交易、掠奪性訂價、不當的交叉補

貼、提高競爭者之經營成本等，或其他限制競爭之行為如結合行為及共同訂價、

產出限制及劃分市場、以交換競爭敏感之資訊從事聯合行為、或共同抵制、策略

聯盟、以及共同研發及共同制定技術及品質標準等聯合行為，仍應依相關法令予

以制止或制裁，財可望達到網路經濟下的公平原則。 

 

美國政府認為採取接近容忍而默許的方式，較適合網際網路未來的發展。前

總統柯林頓認為政府不應「阻礙」網際網路的發展，而應該僅僅為網路商務營造

一個「可預測的最低管制，一致化的和單純的法律環境」。前述 OECD 的五點共識

重點也在於呼籲政府建立基礎規範及公開競爭的環境，推動全球電子商務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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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美國為例，其政府在一九九七年七月公佈全球電子商務架構，揭櫫美國政

府的五大商務原則：1.私人部門主導；2.依據市場法則之非政府管制；3.支持管制

最少且簡單的法律架構；4.以科技中立或者不影響科技發展的方式制定決策；5.推

廣全球電子商務架構；並由總統發布行政命令，由相關部會進行十多項電子商務

推展之重點工作，並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提出電子商務工作小組的第一份年度報

告。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國內領域的實質工作目標及工作小組未來的重點工作(公平

會，1999)，例如網路隱私權保護指導原則、推動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和網域名稱分

配註冊機制之私有化等。整體而言，其電子商務政策立場非常自由，主要宗旨在

於強調產業自我規範，並避免不必要的政府管制措施出現。 

 

    其他國家也大多採取機積極發展的角色，澳洲採行不依賴管制「non-regulatory」

的市場導向立場，歐盟主張公領域在在確保網際網路的充分發展，應扮演積極的

角色，日本則持國際合作發展的看法。 

     

    以電子商務的發展而言，必須以網路消費者的信任為前提，而消費者的信任，

往往又取決於其隱私權是否受到應有的保障。因此，同樣與電子商務發展良莠息

息相關的，是有關資訊隱私保護的問題。關於此一問題，OECD 資訊安全與隱私專

家小組(Group of Experts on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Privacy)在 1998 年九月所提的建議

和 OECD 國家所作的共同宣示:為確保對重要基本自由權利的尊重、建立全球性網

際網路的使用者信心、以及避免限制個人資訊流通的不必要障礙出現，OECD 成員

國將致力於針對各成員國所採取的不同隱私權保障模式，扮演橋樑式的角色，確

保在 OECD  Privacy Guidelines 所揭示的目標下，全球網際網路上的隱私權能受到

重視。同時，在各成員國各自的法律與作法容許的架構內，採取必要的步驟，達

成上述目標，包括: 

 

(一) 鼓勵成員採取隱私權保護政策，其型態可以是實證法律、自我規範、行政措

施，抑或科技措施。 

(二) 鼓勵在網路上即時告知網路使用者相關的隱私權政策。 

(三) 針對隱私權保護原則與政策之違反，必須以有效率的執法機制作為後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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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隱私權之保護。 

(四) 針對網路隱私權議題，以及如何在全球網際網路上保護自我之隱私權，應自

啟發網路使用者對隱私權保護之意識，以及教導其保護網路隱私權的方法入

手。 

(五) 鼓勵使用保護資訊隱私權之科技。 

(六) 針對跨越國界的資料流通問題，應該鼓勵透過契約模式或者鼓勵發展定型化

契約的解決模式，作為規範依據。 

 

    以上這些國際組織努力的趨勢，即使目前仍然處於初步發展的階段，而台灣

受限於國際參與之特殊因素，也未直接參與這些努力，但是，由於電子商務顯然

已是全世界市場活動的重要潮流之一，將來勢必引發一連串的具體國際合作行

動，無論就保持國際能見度或開發電子商務潛力的經濟利益而言，這些趨勢都值

得我政府持續觀察，而身為 APEC 成員的台灣，對於 APEC 推動電子商務的發展，

則更應該在觀察發展之外，研擬具體有效的因應之道。APEC 對於電子商務工作計

劃所設定的具體預期目標包括： 

(一)從蒐集現有實力並分析其中經驗著手，以促進與支援 APEC 設群之電子商務活

動。 

(二)為使電子商務活動順利運作，針對電子商務的各種活動樣態，發展相關之措施

與指標。 

(三)針對阻礙電子商務活動的經濟成本，諸如各種管制環境與市場環境所造成的障

礙，與以具體化，並進行研究分析。 

(四)電子商務財務面向的分析研究。 

(五)針對相關經濟與技術活動作進一步的探討，俾能有助於 APEC 論壇成員電子商

務活動的促進，以及提昇電子商務的市場利益。 

(六)組成電子商務認證專家小組，並囊括商業領域的專家在內，以研究電子認證的

商業模式。 

(七)針對 OECD 所進行之與電子商務相關的關稅、消費者保護、隱私權與認證等課

題之討論，進行嚴密之觀察。 

(八)由專家參與 1999 年 APEC 與 OECD 官員之聯合會議，討論電子認證相關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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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科技與商業模式議題。 

(九)與聯合國 UNCITRAL 和其他國際論壇合作，發展出適合電子商務此一跨越國界

但網路緊密之市場的法律基礎。 

(十)發展出一電子商務與多媒體的資源網路，促進包括各經濟體電子商務發展策

略、政府使用電子商業作為進行商業活動、人力資源發展、教育與訓練等資訊交

換的虛擬場所。 

(十一)與其他 APEC 之次及論壇合作，檢視 APEC 各種議案或措施，就貿易與運輸

相關領域而言，是否符合在 2005 年之前達成無紙化交易目標的本旨。(劉靜怡,民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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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政府之角色釐清與功能定位 

 

    面臨網路經濟時代的到來，以及企業交易型態與行為的可能改變，為提昇國

家競爭力、強化產業及企業體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政府的角色或容站在輔導、

獎勵或保護產業的立場；但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

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則不得不對競爭行為有所限制，因此對獨占、結合、聯合等

「限制競爭行為」的管制，及對事業間「不公平競爭行為」的規範，使可能涉及

公平交易法對事業結合或聯合行為的規定以及涉及獨占濫用及不公平競爭行為的

規定，有所依循，而對於違反公平競爭與公平交易的現象，企業與競爭法主管機

關接得以有所防範與管制。 

 

    對於網路經濟的交易型態與行為，政府宜依 B2B(企業對企業)、B2C(企業對消

費者)等不同交易模式，訂定不同等級的安全措施，以保障交易者與消費者的權益。

此外，應放傚澳洲、歐盟及日本，積極與國際間建立合作管道，並以積極、開放

的態度來促進電子商務的發展。 

 

此外，對於智慧財產權方面，應研究並參考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相關

條約，積極修法因應。在專利權與商標權的保護上，為對於網際網路之發展所發

明之專利品應提供有效即足夠的保護，並禁止他人使用未獲專利權人授權使用與

網路相關專利品如商標與網址等，應與國際合作建立一套機制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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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已述及，根據 1998 年 OECD 電子商務部長會議之結論，未來政府推動電子

商務發展，應採取下列途徑為之：(魏可銘，民 88) 

1.政府應與所有參與者(包括地方政府、消費者、企業界、勞工、公共機構)進行合

作與對話，並加強與各國政府與國際論壇之聯繫，制定出和諧相容的政策，推動

全球電子商務的發展。 

2.政府部門應規劃出一個公開競爭的環境，俾利電子商務的普及與運 

用，並致力於減少與掃除不必要的貿易障礙，創造符合公共利益的市 

場環境與秩序。 

3.倘若政府有需要採取干預措施時，應秉持比例性、透明、一致以及 

可預測性之原則為圭臬，並採取科技中立性的立場為之。 

4.政府應持續與企業界合作，推動電子商務發展計畫及設定重要技術 

標準，俾於國際性、自願性以及基於共識的環境下，增進電子商務之相容性。 

 

    由上可知，網路經濟時代政府應站在與所有參與者合作、促進經濟發展、營

造公平公開競爭環境、加強國際合作等等之角色，並不排除採取原則性之干預措

施。 

 

    因此，政府在網路經濟之功能定位可歸納如下：(整理參考自：魏可銘，民 88) 

1.進行數位經濟體系之相關產業與總體經濟研究，並藉此進行政策規劃，及早擬定

發展策略與因應措施。 

2.建立健全之法規與制度架構(包括促進與規範)，以創造公平合理的發展環境。 

3.提供租稅誘因並採取投資減免等獎勵措施，鼓勵民間部門發展相關產業。 

4.政府應率先示範使用資訊科技產業服務及產品，俾推動民間部門電子商務之廣泛

使用。 

5.積極推動資訊通訊基礎建設，奠定國家發展根基。 

6.進行資訊科技之教育及訓練，提昇國民資訊運用素養，以利國人對網路經濟時代

之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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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網路經濟的定位 

 

第一項 競爭法主管機關傳統角色扮演 

 

    一般而言，競爭法之執行係就企業所從事之限制競爭、不公平競爭行為加以

規範，而會受到競爭法規範的事業行為，基本上在各國是相近的，其核心為：視

該國經濟發展之需要，在國家整體經濟發展中扮演調整、諧和的重要角色，各國

得視其經濟發展之需要，對於應受規範之妨礙競爭行為，採取必要而適當之規範。 

 

就以我國公平交易法而言，八十一年二月四日公佈實施，其開宗明義第一條

即明定：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特制定本法。該法所規範對象包括公司、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同業公會、其

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幾乎將所有事業與組織盡皆包含在內，

而其規範的行為則包括獨占事業、事業結合、聯合行為、約定價格……等等。 

 

而從公平法第二十五條及組織條例第十四條，規定公平會職掌「關於公平交

易政策與法規之擬定事項」，可知立法者對公平會角色定位,不限於「執行者」，且

擔負「政策擬定責任」。尤值得注意者，1999 年修正，賦予公平法「經濟憲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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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公平法與其他競爭法的適用上應優先考量適用公平法，其次，才適用具有

競爭規定之特別法，依新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

其他法律規定者，於不牴觸本法之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

定。」 

    

事實上，我公平會具有雙重功能，在公平法所賦予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下，對

於個案之執行係以委員會名義行之，不受干涉。但立法者設計公平會隸屬於行政

院之下，雖與經濟部屬同等級的機關，似未有經濟政策的決定權。主任委員出席

行政院會雖可以表達競爭政策立場，但公平會擔任執法角色，涉及其他部會職掌

時，公平會積極主動協商各部會辦理。 

   

其次，以台灣經驗言，中小企業居多，對競爭法之適應如何?即競爭法對中小

企業有無特別條文?依公平法第十四條第七款規定，例外許多中小企業聯合行為。

分析競爭政策與中小企業之關係，廠商競爭策略係在公平與自由競爭的環境下交

易，競爭政策提供中小企業生存空間，亦能加入市場與大企業從事對抗，中小企

業的健全有助於經濟的穩定發展，激發經濟活力，預防大企業獨占及經濟力量的

過度集中，建立市場交易秩序。故競爭政策與中小企業之發展應形成一良性的循

環，大企業不宜動輒以「反商」的觀點來看公平法。(陳櫻琴,民 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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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網路經濟的做法 

 

    對國家經濟發展而言，競爭法及主管機關之制定與設立，可說對產業的發展

與國家競爭力有莫大的助益。世界先進國家在其競爭政策與其他產業政策的協合

工作上，大致有兩種做法：一、將與一般經濟商業行為不同而有特殊管理需要的

產業，明文排除競爭法適用，而以其產業專法管理之。但為防止妨礙競爭的弊害，

多在該等專業管理法中注入自由公平競爭等競爭法精神之規範。以美國為最典型

之代表。二、將所有政府產業管制的法令及行政措施，置於競爭法規定或精神的

前提下，加以審查權衡，對於無正當理由或弊多於利的的管制，予以修正。以澳

洲的經濟改革為最佳範例。(公平會，民 87)雖然網路經濟是一種新的商業行為，但

企業彼此間會出現「競爭行為」則是相同的事實，因此，以上兩種基於排除妨礙

競爭的立場而設定的做法，自亦皆適用於網路經濟時代。 

 

但由於網際網路發展快速，商業應用型態及相關市場條件不斷變動；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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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者之間，仍保留部分早期非商業性應用的使用習慣，諸如「資源共享」及

相當程度的自律等，與其他產業或社會生活領域內受法律所規範的情形不盡相

同。因此，就網際網路及其週邊產業參與市場交易，如何判定其個別行為究竟是

否「公平」或「正當」，不宜全盤套用競爭法適用在其他產業上所累積的經驗。從

競爭政策的角度而言，可以將網際網路及其周邊產業的活動區分為具有營利性質

及非營利性質兩大類，後者(例如台灣學術網路及 TWNIC 等經營管理機構，向參與

機構收取經營管理費用或訂定使用規則等)似可承認網際網路既有自律事實、從寬

認定其「公平」或「正當」。 

 

至於網際網路及其周邊產業的營利性活動，則可以參酌公平交易法適用於其

他商品或服務市場的經驗，再考量網際網路在技術面上「既合作又競爭」的特性，

具體判斷個別交易行為是否「公平」或「正當」。至於業者提供交易資訊應有的完

整及充分程度，則應視個別資訊對於交易的重要性、使用者自類似管道取得參考

訊息從而檢證交易資訊的難易程度等，參考公平交易法適用於其他商品或服務市

場的經驗，具體加以判定。(公平會，民 88)例如企業濫用其優勢地位之行為進行搭

售、套裝銷售、整批交易等，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條、第十九條第二十

四條之規定。而掠奪性訂價、不當的交叉補貼、提高競爭者之經營成本等，皆可

能違反第十條之規定。結合行為則可能必須根據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申請許可，

因此主管機關宜作出一明確合理的客觀標準，以免公平交易法成為併購行為的障

礙。此外，聯合行為亦殊為敏感，若未經公平會許可，易於違反第十四條之規定；

而在網站上統一進行報價、廣告行銷、交易等，也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七條而

有聯合行為之虞。 

 

    就國際社群上對電子商務的態度而言，各主要國家與國際組織大致是從 1997

年開始，發表其對電子商務的立場和政策。例如，日本政府在 1997 年五月發佈其

對數位經濟體制的看法，美國白宮在 1997 年七月發表其全球電子商務架構宣言，

歐洲各國、澳洲、加拿大也隨後跟進。雖然上述幾份政府立場宣言幾乎均以電子

商務為主軸，並且有不少立場相仿處，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針對政府在電子商

務市場上所應該扮演的角色其一致性卻互有參差，是特別值得注意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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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美國所採取的電子商務政策立場最為自由，其主要宗旨，在於強

調產業自我規範﹝self regulation﹞，以私領域的產業力量主導各種電子商務技術標

準，以及避免不必要的政府管制措施出現。同時，澳洲同樣也採取不依賴管制

﹝non-regulatory﹞的市場導向立場。至於歐洲聯盟則主張公領域應該在確保網際網

路潛力充分發展方面，扮演積極的角色，並且呼籲應研究訂立一套具有普遍性的

法律架構，以及強調以國際合作方式處理類似租稅等特殊法律議題。至於日本則

採取最為國際化的觀點，強調若無國際合作，則無電子商務的發展可言。然而，

上述各個政府宣示的政策中，普遍欠缺的是其均未能明確指出政府管制措施與法

律制度應該做何種程度或類型的變革，方足以促成電子商務的良善運作，顯見各

國政府對於電子商務市場的規範，其實仍處於摸索階段，具體法律制度等配套措

施，則仍是處於逐漸進行架構的過程之中。 

 

    美國政府由總統發佈行政命令，相關部會進行十多項電子商務推展之重點工

作，並於 1998 年十一月提出電子商務工作小組的第一份年度報告。在該工作報告

中，雖然列舉其在 1998 年年底之前通過的「網路免稅法」﹝Internet Tax Freedom 

Act，重點為三年內暫緩對網路交易課徵新稅﹞、「數位千禧年著作權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根據 WIPO 著作權條約制定之網路著作物保護法﹞；「政

府無紙化法」﹝Government  Paperwork  Elimination Act，目的在簡化政府行政作業

過程中之文件形式﹞；「兒童線上隱私保護法」﹝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Act，保

護上網兒童免於不當內容侵擾與保護兒童資訊隱私﹞之法律，以及羅列美國與其

他各國之間達成的多項國際協定，但其最值得注意的，應該是其在國內領域已達

成的實質工作目標，以及工作小組未來的重點工作。 

 

在達成之實質目標方面，與市場規範比較相關者，包括 1998 年七月美國國內

主要商業團體決議落實政府所宣示之網路隱私權保護指導原則、推動網際網路公

共資源和網域名稱分配註冊機制之私有化、以及商務部門提出「新興數位式經濟」

報告等。至於美國即將推動的重點工作，包括增加足夠之寬頻與普及網路使用、

有效保護網路消費者、推廣開發中國家網路運用及電子商務、進一步研析網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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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之經濟影響、促進中小企業運用網路及電子商務等，則更具有參考價值，

尤其在保護網路消費者、進一步研析網路及電子商務之經濟影響、促進中小企業

運用網路及電子商務等方面，雖然是屬於相當抽象的政策原則，但是對於仍處於

電子商務規範措施摸索階段的台灣而言，或許不無啟示作用。(劉靜怡，民 88) 

  

 

 

 

 

 

 

 

 

 

 

 

 

 

 

 

第三項 我國公平會之角色與定位 

 

    在目前資訊科技及網路電子交易為交易媒介的時代，由於交易行為改變，政

府角色自然應與過去時代有所不同而需有所調整。 

 

為處理公平交易事項，公平交易委員會依公平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有下列職

掌： 

1. 關於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擬訂事項。 

2. 關於審議本法有關公平交易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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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事項。 

4. 關於違反本法案件之調查處分事項。 

5. 關於公平交易之其他事項。 

 

而依組織條例第十四條，公平交易委員會議職權如下： 

1. 關於公平交易政策之審議。 

2. 關於公平交易行政計劃方案之審議、考核。 

3. 關於執行公平交易法之公告案、許可案、處分案之審核。 

4. 關於公平交易法規之審議。 

5. 委員提案之審議。 

6. 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因此，公平會委員會之職權應包括法規之擬訂與審議，以及案件之調查、執行

與審核。 

 

    針對電子商務可能產生的競爭法問題，英國公平交易局(Office of Fair Trading)

及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分別在 2000 年八月及十月的研究

報告中認為，電子商務及 B2B 電子交易市集不致於產生現行競爭法規無法處理之

反競爭行為，但需要注意其發展，審慎監督並研究可能產生反競爭行為之商業環

境。(張炳煌，民 90)我國現行公平交易法，對於利用網際網路從事商品或服務交易

行為，並無特定之排除或豁免規定，亦即須接受該法之規範與主管機關之監督管

理。因此，倘涉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行為產生，均應依法處置。而對於跨

國性之電子商務活動，倘涉有違反各國競爭行為，則宜透過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間之國際合作獲業者間自律方式處理。(公平會，民 88) 

 

   就競爭法一般理論而言，處理網路經濟下之企業競爭行為之判定，其核心觀念

仍在於個別商品或服務之間的競爭關係，一旦涉及有形的實體商品，或者沿用一

般交易及給付方式，接在某種程度上與一般性產業具有相似特性，應可援用公平

會對於一般產品所採行的各種標準。因此，對於企業濫用其優勢地位之行為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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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為、聯合行為等違反公平競爭原則的行為，應加以依法管制。據此，在政府

對產業及企業進行獎勵、輔導之同時，公平會應站在促進公平競爭之立場，合理

地依法進行監督與管制，才不至流於紛擾。因而，只要是限制競爭行為或不公平

競爭行為，皆應為公平會可以管轄、能夠管制、也應該公平執法之處。 

 

以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一條而言，立法目的在於「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

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因此對於在公平競爭原則下，維護交易

秩序與消費者利益，以及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似不可偏廢，應站在「公平、促

進交易」的立場來思考處於當前網路經濟時代應有的做法。因而，不管是美國的

做法--將特殊管理需要的產業，明文排除競爭法適用，而以其產業專法管理之，再

賦予自由公平競爭等競爭法精神之規範，或澳洲的做法--將所有政府產業管制的法

令及行政措施，置於競爭法規定或精神的前提下，加以審查權衡，對於無正當理

由或弊多於利的的管制，予以修正等，在目前全球大多數國家仍處在探索階段時

刻，兩種方式皆值得深思，善用公平會包括法規之擬訂與審議，以及案件之調查、

執行與審核之職權，朝向「公平、交易」的方向，促進國內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第五節  政府對企業行為應有之政策與措施 

         

第一項 基本政策架構 

  

    在市場認定上，相較於傳統經濟，實體網路經濟亦有其物理實體之可數性，

但虛擬網際網路之各種技術服務或其他樣態則難以傳輸之基礎來劃分，亦難以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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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因此，在市場認定上，不論就「相關產品市場」或「相關地理市場」，就競爭

法一般理論而言，處理網路經濟下之企業競爭行為之判定，其核心觀念仍在於個

別商品或服務之間的競爭關係，一旦涉及有形的實體商品，或者沿用一般交易及

給付方式，皆在某種程度上與一般性產業具有相似特性，應可援用公平會對於一

般產品所採行的各種標準。 

 

此外，在市場占有率方面，經由網路之交易殊難認定其市場占有率，尤以虛

擬網際網路傳輸之各種服務為甚。歐盟執委會在 1998 年 7 月 8 日許可 WorldCom

與 MCI 結合時，所認定之實體網際網路結構，可供作參考。歐盟曾考慮下列四種

標準推估市場占有率：(1)連接之總能量(aggregate capacity in interconnecting links)；(2)

可連到位址的數量(numbers of addresses reachable)；(3)用戶數；(4)存在點(points of 

presence)之數量。不過，四種標準分別因為無法取得充分完整之資料、愈多的廣告

位址可能代表其網路之落伍性、難以認定有多少真實之用戶數、存在點之數量在

某種程度上取決於系統之結構而非網路之規模等，因而四種標準皆未被採用。歐

盟執委會最後採取營收及業務流量來認定 WorldCom 與 MCI 之市場占有率。(劉孔

中、陳光禎，民 89) 

 

歐盟認為事業之協議須對競爭具有顯著性影響，始被禁止，其判定標準為水

平協議事業間合計未超過 5%市場占有率之協議，而垂直協議事業間合計未超過

10%市場占有率之協議皆不在禁止之列。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之結合，原則上

不予管制，但對於達到一定門檻之結合行為，規定必須事先向公平會申請結合許

可，以防杜可能因而對市場造成限制競爭之結果。公平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事業申請結合之門檻標準有三種，只要符合其中一種標準，即必須事先向公平會

申請結合許可，三種門檻標準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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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目前公告之金額

為新台幣 50 億元)者。不過，由於市場占有率之標準較不客觀，且相關資料的蒐集

耗時，美、日等國均已揚棄以市場占有率為門檻標準，而採取資本額或資產總值

為標準。(吳成物，民 90)除此，在網路經濟下，市場占有率之認定恐怕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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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是否仿效美、日改弦更張，有賴修法考量。 

 

雖然如此，但對於企業濫用其優勢地位之行為及結合行為、聯合行為等違反

公平競爭原則的行為，仍宜加以依法管制。據此，在政府對產業及企業進行獎勵、

輔導之同時，公平會應站在促進公平競爭之立場，合理地依法進行監督與管制，

才不至流於紛擾。因而，只要是限制競爭行為或不公平競爭行為，皆應為公平會

可以管轄、能夠管制、也應該公平執法之處。 

 

    一般討論競爭議題時，牽涉總體經濟與個別產業問題，甚難加以明顯區別，

且討論個別產業，自不能不考慮總體大環境的影響，而檢視總體經濟面，亦離不

開產業問題之因素。因此，考慮政府對企業行為基本政策架構，可由競爭面、產

業面及貿易面著手，茲列舉如下：1.競爭政策：包括企業合併、市場占有率、公平

交易行為、智慧財產權制度、國家基礎建設等。 

2.產業政策：包括價格管制、進口簽證(數量及品質)、設廠限制、產業補貼、差別

稅負、政府採購、國營事業、股權限制、創新研發、區域政策、工業政策及權

利金結匯等。 

3.貿易政策：包括配額、簽證、關稅、匯率、投資限制、出口補貼、產品標示、衛

生標準、檢疫限制及國際資本管制等。(陳櫻琴，民 88 年) 

 

 

 

 

 

 

 

 

 

第二項 行政措施與法令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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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平法第二十五條及組織條例第十四條，規定公平會職掌「關於公平交易

政策與法規之擬定事項」，可知立法者對公平會角色定位,不限於「執行者」，且擔

負「政策擬定責任」。尤值得注意者，1999 年修正，賦予公平法「經濟憲法」的地

位。公平法與其他競爭法的適用上應優先考量適用公平法，其次，才適用具有競

爭規定之特別法，依新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

他法律規定者，於不牴觸本法之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 

    

公平會具有雙重功能，在公平法所賦予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下，對於個案之執

行係以委員會名義行之，不受干涉。但立法者設計公平會隸屬於行政院之下，雖

與經濟部屬同等級的機關，似未有經濟政策的決定權。主任委員出席行政院會雖

可以表達競爭政策立場，但公平會擔任執法角色，涉及其他部會職掌時，公平會

積極主動協商各部會辦理。 

   

違反競爭行為的類型，一般包括限制營業競爭行為及不公平競爭行為，前者

主要是管制獨占、結合、聯合(如公平法第二章，第十條至第十七條);後者取締不公

平競爭行為，包括禁止拘束轉售價格、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仿冒、不實廣告、

商業信譽、多層次傳銷及有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如公平法第三章，第十八條至

第二十四條) 。舉其有關價格或經營之聯合協議違反類型，涉嫌違反競爭法(聯合

行為)，如: 

1. 水平協議:議定價格、限制數量、劃定營業區域、圍標及分配市場等。 

2. 垂直協議:上下游業者間垂直協議，如轉售價格的約定等。 

3. 濫用優勢地位:如操縱價格、拒買、拒賣或搭售等。 

4. 購併或結合:為企業大型化、多角化及國際化加強競爭力的手段之一。 

 

    公平交易法上關於各種不公平競爭行為的規定相當龐雜，主要有如第十八

條、第十九條等限制或妨礙公平競爭行為的規範，以及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關

於仿冒、不實或引人錯誤等不正當競爭活動的規範兩大類; 第二十四條規定則補充

各條所無法個別明確規定的不公平競爭情形，預留實務上另依不同案件型態逐步

類型化的彈性空間。至於第二十三條有關多層次傳銷的規範，新近修正增列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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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條之一至第二十三條之四，已將原「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五條有關規

定納入，形成公平交易法中相獨特的一環。 

     

公平交易法上述規定中，第十八條主要以排除維持轉售價格約款效力的方式

加以規範; 第十九條第二款至第六款均包含「不正當(無正當) 」的評價要件，第十

九條第一款及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規定則屬於涉及侵害其他事業的不法

行為類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禁止者為散佈有害交易相對人或一般消費者的交易

訊息，第二十四條規定則統合以上各種類型，另以「欺罔」、「顯失公平」概括其

不法行為態樣。在個別產業中，「不正當」、「顯失公平」或「(不法)損害特定事業」

等行為，如何與「正當」或「公平」的競爭行為相互區分，實有賴深入該產業及

相關市場交易常規，始能適當加以判斷。至於「混淆」、「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及「欺罔」等要件，亦需視個別產業及相關市場上對於交易資訊的需求情形(可辨

識、完整及正確程度等)而定。(公平會，民 88) 

 

為處理公平交易事項，公平會依公平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有下列職掌： 

1.關於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擬訂事項。 

2.關於審議本法有關公平交易事項。 

3.關於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事項。 

4.關於違反本法案件之調查處分事項。 

5.關於公平交易之其他事項。 

 

然則依組織條例第十四條，委員會議職權如下： 

1.關於公平交易政策之審議。 

2.關於公平交易行政計劃方案之審議、考核。 

3.關於執行公平交易法之公告案、許可案、處分案之審核。 

4.關於公平交易法規之審議。 

5.委員提案之審議。 

6.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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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觀之，公平會之職權包括法規之擬訂與審議，以及案件之調查、執行與

審核。 

 

    此外，如第一章所提及的網際網路及其週邊產業所涉及的特別法令規定，亦

應同時加以考量其適用性及其與前述法規之搭配，如電信法涉及網路接續義務、

禁止交叉補貼、費率之監督等；有線(廣播)電視法有分區許可、持股限制、頻道與

內容管制等；衛星廣播電視法的轉頻器、直播衛星、境外衛星等相關條文；電腦

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中有關個人在網際網路及其週邊產業之中，業者蒐集資料之

規定；以及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等與網路經濟相關之法令，應儘可能一

併研究考量，必要時應訴諸修法，才能使執法臻於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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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應有的配套與協調機制 

 

雖然如前所述，公平會有其行政措施與法令基礎，但在新時代網路經濟下，

為了解網路經濟下企業之需求與政府機能之調整，並使國際間之協商機制趨於完

善，促使企業與網路業者在國際競爭上之磋商不致無所依循而喪失競爭力，因此

必須考量國內競爭法令及其他相關法令基礎是否周全、適用？有無需要加以修

訂、補充？跨國間之認定如何處理？各部會間有無溝通、聯繫機制？各政府行政

單位之間是否有協調管道？民間企業是否有通暢的申訴管道？以上諸問題皆足以

影響未來政府對於網路經濟之管理程度與範圍，也牽動公平會角色之扮演與功能

之發揮，更關係著國內網路經濟未來的發展。 

 

因此，實有必要儘速、縝密地詳加規劃與研究，並提出對策與方案。由於網

路經濟適逢蓬勃發展期，政府實宜「立法從寬，執法從嚴」，以寬鬆態度面對新的

競爭時代，但遭逢妨礙公平競爭行為時，則依法執行，才能站在公平競爭原則下，

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以及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根據上述問題及前文所討論，本研究認為政府應有的配套與協調機制如下： 

1.由公平會籌組網路經濟專家委員會，針對網路經濟競爭之行為面、法律面加以探

討，並施以長期之觀察與研究，協助政府促進及監督網路經濟之健全發展。 

2.由公平會邀請專家學者，對於未來網路經濟發展、趨勢及可能之競爭行為與禁制

規定，向相關政府官員與政策執行人員進行廣泛研究與討論，使政府相關人員

熟悉網路經濟方向與政府執法原則。 

3.由公平會召集與網路經濟競爭行為相關之政府與民間單位，討論競爭法令基礎是

否周全、適用，有無需要加以修訂、補充，並報告、參考國際間跨國問題之認

定及處理方式，以利各單位間對網路經濟發展、趨勢及其競爭行為有一定的認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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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公平會建立一協調機制，與各相關政府單位成立對話協調網絡，針對網路經濟

及一般競爭行為之認定、禁制規定與相關事項，能夠進行適當之處理與解決。 

5.與國際間建立共識及協商機制，以便處理網路經濟及一般競爭行為之認定與相關

事項。 

6.在公平會設立一超然的申訴管道，處理相關網路經濟及一般競爭行為處分的申訴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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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結論與建議 

         

第一項 結論 

 

我們無法拒絕改變與進步，當科技與時代巨輪不斷向前推展，結合電腦、通

訊、消費性電子及資訊網路的新經濟，正以一種嶄新的面貌，迅速改變我們的生

活方式、價值觀及商業社會，網際網路所帶來的新商業革命，無可否認已在改變

傳統工商社會的競爭本質，也正因網際網路與電子商務的運作在全球經濟所占的

比重日益加多，這種更有效率的經濟行為所帶來的零阻力商業模式，已在挑戰或

補充傳統有形實體為基礎的工業經濟、虛擬化或非物質化的商品交易，如知識商

品交易、金融交易、線上軟體變易及資訊處理服務，甚至物質商品的線上交易，

均將挑戰現有國家主權建構在地理疆界上，對商業行為的管理機制和政府的運作

型態。（張炳煌，律師雜誌，256 期） 

 

正因世界經濟已邁向自由化、全球化、資訊網路化，某些科技菁英或企業集

團，正以其企業謀略或不公平競爭手段，追逐巨利與商業領導權，產生強者愈強，

大者恆大的網路效應現象，這些新的電子商業模式正在改變我們的國家主權和法

律維持公平競爭的觀念，全世界從來未有出現這麼快速發展，強悍而無法拒絕，

但政府與法律又沒有有效對策的力量。當然，形勢發展也尚未惡化到不可控制的

地步，況且各國政府也正在密切觀察網路社會某些畸形不當的發展趨勢，期以建

立一公平合理的秩序，將這些可能的負面發展加以規範管理，甚至予以導正。 

 

針對上述課題，本研究擬提出一較完整的研究架構，探討網路社會帶來的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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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特色以及產生妨礙公平競爭的企業行為。尤其是積極的攻擊策略與消極的因

應政策；進而研析身為競爭法主管機關應扮演怎樣的角色與發揮怎樣的功能，甚

至應採取哪些積極行為，才能使企業競爭公平合理，最後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議，

供作參考。 

 

經由資料蒐集與分析探討，本研究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首先，企業為因應來自各方的網路新形勢，某些強權企業集團，為求生存發

展，甚至趁勢而起，以合縱連橫之勢，採取攻擊性的合併與購併、同異業的策略

聯盟，甚至濫用其優勢的地位，創造不公平的競爭，而有搭售、套裝或整批交易、

掠奪性訂價、不當的交叉補貼、提高競爭者的經營成本等做法。其中，尤以微軟

對網景企業所採取的攻擊策略最有代表性，而 Intel 對我 IC 設計業的威盛案，應有

同工異曲之效。 

 

至於其它限制競爭行為的不合法作為，如結合行為，亦有案例，如飛利浦與

新力公司聯合要求我光碟業者，支付不合理的權利金，已為我公平會制止之案。

又如透過共同訂價，產生限制及劃分市場，交換資訊的聯合行為，共同抵制競爭

者、共同研發、制定技術與品質標準及策略聯盟等企業結合行為，國內外亦有發

生，如花旗集團與旅行者集團的合併，微軟的冰雹風暴計劃。（數位週刊 63 期，

2001，11.17-23） 

 

無可否認，電子市集是網路經濟最有可能形成買方集體力量，藉此操作市場

價格，甚至以企業全部或大部分交易獨家參與該市集為加入條件，則可能限制競

爭，以美國聯邦委員會對 Convisint 的審查為例，在其審議結論中，由於 Convisint

尚在發展初期，尚未制定營運規則及成員參與途徑之條款，且由於創辦人在汽車

市場上有相當大之占有率，包括通用、福特、戴姆勒‧克萊斯勒、雷諾、日產等

五家汽車製造商及甲古文與 CommerceOne 二家資訊公司合資組成，該委員會無法

認定 Convisint 之運作不會引起競爭法上之關切（張炳煌，律師雜誌，256 期），可

見妨礙網路競爭行為已有雛形，但尚未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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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網路經濟行為最難認定的是市場界定。尤其是電子商務它到底是創造

一新的市場，抑或只是一新的銷售管道，加上網路交易在地理上涵蓋面極廣，如

何界定其邊界，值得探討。電子商務因交易成本的考量，價格歧視的擴大以及規

模經濟的問題，產品市場顯然已經擴大，且擴及國際面形成複雜之國家管轄問題，

這又造成國際合作的事實需求，競爭法主管機關處理這些跨國企業的商業行為，

顯然不是三言兩語就會有結論，而競爭法主管機構如何取得執行所需的市場交易

資料與數據，事實如何認定，應與傳統的市場界定及衡量有所差別。 

 

眾所週知，網際網路的營運活動廣泛而深遠，供給面常非單一產業所能涵蓋，

有時且超越地理空間，而涉及許多國家的範疇，其消費層面應與傳統的方式有別，

換言之，個別商品與服務之間未必均有可代替性，因此，很難籠統概括在公平交

易法意義下的某一「特定市場」中，加上網際網路不斷技術創新，其營運模式變

化多端，它的商品與服務並未定型，交易條件不易以傳統模式衡量之，況且其消

費與供需彈性富變化之特性存在，使相關市場內涵不斷變動。 

 

其實，企業虛擬空間所從事的交易，與實體世界自然不同，網路經濟某些商

業行為確實有新的內涵，相關產品市場在這些新的內涵範疇尚未定型前，自然無

法將之納入列管。但不管怎樣，以網際網路為主體的新經濟，其交易行為一旦涉

及有形的實體商品，則可沿用一般的交易及支付方式，其型態與特徵與公平法上

「相關產品市場」的認定，應屬大同小異，因此，在尚未修改現有的法令架構前，

似可援用現有相關產品市場所採行的標準，只不過要保留某些彈性，以符合情境

發展之需要。 

 

至於競爭的區域範疇，所涉及的相關地理市場，應與上述之相關產品市場一

樣，只要交易涉及有形的實體商品與服務，就可清楚認定。事實上，虛擬商品與

服務，至目前的發展並不太多，且大多與傳統的有形商品相掛勾，因此，公平法

上的地理劃分係以全國的行政區域為範圍，雖然應有某些例外性的考量，如運輸

成本、商品耐久性與地方特殊需求與取用的方便性等，但大體上仍可沿用，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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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應保持一點彈性，較能符合未來的發展所需。 

 

嚴格來說，市場界定仍與競爭最為密切相關，加上商品服務的內涵，並非固

定不變，網路經濟裡又增加虛擬商品與服務，因此，相關商品與地理市場的認定，

本研究同意劉孔中、陳光禎等人的觀點，在具體落實我國公平交易法相關認定的

前提下，比較可行的方法仍應回歸各條法定要件的解釋與認定，透過個案經驗的

累積、整理及類型化，才能發展符合個別商品與服務市場特性的各種判別標準。（劉

孔中，陳光禎） 

 

一般言，實體網際網路有三層，即最高層網路，次要配對網路及轉售業者，

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在某些實例，如 World com 和 MCI 案例判定時，已對相關產

品地理及市場占有率加以認定，其作法應可做為未來我判定網路經濟市場占有率

的重要參考。（劉孔中，陳光禎） 

 

再者，各國對電子商務未來發展所採的態度，可做為我借鏡之處甚多。各國

由於在網路經濟的競爭處境不同，而有不同的政策方向與規劃態度，這方面我政

府應當有自己的主張和作法。 

 

從美國政府來看，它對電子商務的政策態度最為寬鬆自由，強調業者自律性

的自我規範，政府儘可能採取不干與的方式，澳洲政府雖有同樣的不採干與的態

度，但仍強調市場機能的力量，日本政府則採國際合作的觀點，強調若無國際合

作的力量，則電子商務將無法順利的發展，歐盟除在大方向認為應確保網際網路

充分發展之外，應有一國際合作方式，以普通性的法律架構，來處理它所產生的

特殊法律議題。 

 

由上說明，可知網路經濟以歐、美、日發展最早，最具有實力和基礎，它們

基於愛護與協助的立場，均不願太早給予規範，因而妨礙其成長，如有必要給予

規範管理，應以國際協調方式為之，尤以歐盟和日本強調以國際合作來規範，正

說明它們對美國網路經濟的強大發展，有所顧忌，因而期望以國際力量，讓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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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軌道發展，且不期望讓它放任式的擴充，尤其某些特定的法律議題，應早

日由國際合作來探討，而掌握發展方向的網路盟主一美國，自然不希望太早給予

管制，其開放式的態度是可理解和預期的。 

 

此外，有關網路經濟涉及許多法規，如網路的接續義務、禁止交叉補貼、費

率等之監督，涉及電信法的內涵，電滋處理以資料規範的刑事責任，專門處理以

個人資料為業者應取得的許可，其中的登記與公報制度，則為個人資料法的範疇，

有關專利權的行使是否為合法的獨占，則又與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密切

相關，另分區許可持股限制頻道及內容管制系統業者定義問題，又涉及有線廣播

電視法，轉頻器、直播衛星、境外衛星等的管理，又與衛星廣播法等密不可分，

最後對錄影帶的管理、登記及許可則又屬錄影帶法直接相關。 

 

由上法條之列舉，除網路經濟問題外，涉及的法律規章甚多，並非只是虛擬

的市場認定、獨占、聯合行為及不當競爭的防制而已，它涉及許多政府機構，尤

其是經濟部、交通部、新聞局、法務部、教育部，以及公平會，各部會則又各有

其權責和法令的主管問題，如何協調讓各部會對網路經濟的未來發展方向及其處

理有共識，應有待建立跨部會的組織或由各部會派人參與由公平會或由某一機構

來主持的網路經濟發展協調會報，共同研商制定相關法規或措施。 

 

尤有進者，網路經濟與電子商務的發展方興未艾，我企業為其事業發展，正

大力往全球化邁進，但他們一努力就發現被先進國的跨國企業以智慧財產權綁住

了，不是犯了那些專利商標，就是被告在哪些方面違法侵權，而這些跨國大企業

也採取各種妨礙公平競爭的策略，如收取權利金、要求相關業者不供應關鍵性零

組件或要求通路業者不得銷售或我業者產品，有如微軟、Intel、Sony 與 Phillip 等對

台商的控訴等，這些案例均已發生，也值得進一步探討，以還給台商業者一公道。

況且這些業者的行徑，不止對付台商，他們也以同樣的行為加諸其他美商、日商

及韓商，這方面公平法機構似可指定內部單位負責，一方面蒐集先進國歐、美、

日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亦可設立一申訴管道，讓業者有合理爭取公道的機會。 

當然，從各國的做法中，可看出網路經濟的規範管理尚未定型，因此在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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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獻資料時，也看出目前政府尚未有一完整的政策架構，各機關之間的協調

機制尚未建立，應有的法令基礎與行政措施仍在孕育發展中，至於應有的配套作

業與執行機制也有待進一步探討、建立並予以推動，可見政府各權責機構對網路

經濟的發展，大部份僅止於研究階段，尚未至規劃及辦理階段。 

 

最後，網路經濟基本上是由民間來推動，目前各政府單位與民間財團法人、

基金會或半官方單位，有的配合推動得很熱絡，甚至一不小心過了界，而產生資

訊不對等現象，某些占有先機者，得了資訊優勢而有不當得到的批評，當然，電

子商務與電子市集的發展要有民間機構來幫忙規劃與執行，但分寸之間如何拿捏

得宜相當不易，不管怎樣，已經發生的爭議案例應有適當處理，方能使網路經濟

的發展朝正面的方向來進行。 

 

 

 

 

第二項 建議 

 

針對上述研究結論，本研究有以下八點政策性建議，供作參考。 

 

第一、政府與民間應盡力爭取參加與網路經濟相關的國際性會議，尤其是電子商

務、網際網路或電子市場等方面的會議。目前除 OECD 有全球性電子商務部長會

議之外、APEC 及 WTO 等區域性或國際性經貿組織亦有探討網路經濟方面的課題，

這方面政府不僅不能缺席，且要主動爭取參與這些國際性會議，我因中共的阻礙

或政治問題不能參加，我們仍應儘可能爭取以觀察員身份參加。當然，如能爭取

成為會員國，則自然知道網路經濟的發展動態以及各國的政策方向與基本態度。

如此，我相關權益才不致受損。 

 

另一方面，各國民間亦應有相關的會議，如國際電子業高峰論壇。而目前電

子商務與電子市場也有業者在規劃推動國際性會議，這方面政府應與國內相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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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如電工器材公會與電信、通訊公會，財團財團法人，如資策會等密切聯繫，

了解其實況。除可爭取商機之外，亦應不放棄我應有的發言權，因參與未來發展

方向的制定，非常重要，這方面因我高科技相當發達，因此宜再透過我政府駐外

單位，要求他們將蒐集這方面的情資，列為其日常工作的業務範圍，亦作為工作

績效之評估項目。如此，對總體之國家利益與個體的業者利益都可兼顧。 

 

第二、負責公平競爭的主管機關，如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及與網際網路發展有關

的單位，如經濟部、交通部、新聞局、法務部、教育部及其它單位，應有一統籌

的政策規劃與執行會報的設立，其成員由涉及的部會局司處長擔任，召集人則由

主要權責單位來擔任，並組織分組，分別由負責的司處長或科長負責，其工作為

蒐集各國相關單位的政策方向、立法及行政措施。另應由各個權責單位，分別編

列經費赴國外考察，或委託學術界做專題研究，並辦必要的公聽會或研討會，做

政策的宣導，最後如有立法的需要，應由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法案，以配合網際

網路經濟發展的階段性需要。 

 

第三、政府尤其是公平會宜有專門部門與人員，長期與國內各財團法人、基金會、

公會、學術界、專家學者及企業界，保持密切的聯繫，一方面掌握網路經濟的發

展動態，一方面也對政府的角色功能有所規劃，以應電子商務與網際網路未來發

展之所需。 

 

無可否認，實體工業經濟對競爭行為已有清楚的規範架構，但虛擬網路的網

路經濟，業界的謀略作為一直在變化，而有爭議，尤其是他們所採取的積極攻擊

策略，如差異化、套牢、正反饋、策略聯盟、外包利益共享等，雖然至今尚未有

定型定論，但未來發展必使競爭法主管機關不得不正視，進而要有因應對策。因

此，宜早日未雨綢繆，不應臨事張皇倉促應付。 

 

第四、政府相關權責機構對網路經濟的市場行為，宜有所掌握，尤其是產品市場、

地理市場、市場占有率、聯合行為及妨礙競爭的寡占行為等。以法律特性來看，

大陸法系國家或防衛性國家較會主動的建立這方面的指標作法。因此，宜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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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人到歐盟及日本做考察，與其負責的政府單位人員討論，如此才有更明確的資

料，做為我未來推動相關政策與立法之基礎。 

 

第五、政府應密切注意業界動態、發展趨勢及實際作為，但應採取不涉入的中立

態度，才不致引發民間抗議或與民爭利的情事發生。事實上，公權力介入私經濟

領域，並非為民圖利，而是為民興利，問題是政府官員不能過份熱心，而亂了分

際。出力協助與管理都應有一定的尺度，過猶不及，都是要避免的，這方面或許

交由公平會召集一公聽會，邀集相關政府單位、專家學者舉辦研討會，定出一些

基本原則，做為政府機關推動的準則。如此，在兩利兩害之中，方有較公平合理

的行事準則，不致與民間發生不必要的誤會與爭議。 

 

第六、政府對網路經濟的規範宜由國家利益角度來審慎規劃之。目前各國政府對

網路經濟發展的態度，以美國最為開放，歐日都持以國際合作方式，來對網路經

濟做必要的統一規範。但基本上各國政府仍認為不必操之過急。這種觀點其實相

當符合我國的國情，畢竟我處境與歐日相仿，我業者常受先進國多國籍企業的壓

迫，故這方面我與歐日應採相同的立場，防範多國籍企業以專利或不當的競爭行

為，妨礙我業者的發展。 

 

第七、政府對網路經濟的競爭不當行為，對國內業者的影響，似可開始規劃。畢

竟不當的侵權行為，本屬企業經營的範圍，業者為爭取更大的競爭優勢，自然會

採取一些不合理、不合法、不合情的攻擊性策略，這些行徑先進國的多國籍企業

已經對我業者一再施行，同樣的作法，將來難保我大企業財團不會對中小企業採

行，因此似可對國內中小企業做一調查，瞭解其受害實況，以作為未來擬定政策

與立法的根據。 

 

第八、政府對網路經濟的負面發展，除研究與政策規劃外，宜有積極宣導的

政策與做法，以免業者有不當的妨礙競爭行為，再採懲戒或防範的行政措施。換

言之，先行預防的宣導應是當前公平會及相關權責政府機構，應及早去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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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B2B 電子交易市集限制競爭議題 

第一節 B2B 電子商務與電子交易市集之發展 

B2B（企業對企業）電子商務泛指企業間藉電腦、網路所進行的各種商業行為，其

目的在於協助企業達到降低成本、增進服務品質及加強服務效率的目標，進而建

立競爭優勢，永續經營。因其對整個商業行為的流程都能產生相當助益，故 B2B
電子商務日益受到重視。B2B 電子商務萌芽於 1960 年代電子資料交換技術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EDI）的推廣應用，但當時企業仍處於作業自動化以

提昇內部效率的階段。直到 1980 年代，隨著競爭的加劇及國際化的影響，企業為

了求生存，開始強調企業內部作業流程與資訊的整合，並進一步思考如何與交易

伙伴在交易過程上整合，如此一來揭開了 B2B 電子商務發展序幕（如圖 3-1）。不

過，EDI 屬於“專屬”（proprietary）網路，建置成本高，形成應用推廣的障礙。

網際網路的崛起提供了一個低廉、串接性高與雙向互動的交易平台，因而激發了

各種電子商務的發展潛力。然而在 1990 年代中期，B2B 電子商務大抵是以一群交

易關係較穩定的廠商間商務與營運流程的跨組織虛擬整合為主，典型代表為跨組

織的供應鍊管理電子化，尚未邁向“市集”（marketplace）的模式。而隨著商務社

群（commerce community）的興起，電子交易市集（e-marketplace）才逐漸成形。

甚且，隨著電子交易市集的功能由交易逐漸擴及加值服務的提供，更產生了“協

同商務”（collaborative commerce）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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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B2B 電子商務演進過程  

電子交易市集之定義  

因此，電子交易市集的形成事實上並沒有一明顯界線，它可視為 B2B 電子商務發

展至今才逐漸形成的一種營運模式。由於此，各界對電子交易市集有多種定義，

大致上可劃分為廣義與狹義的定義兩種：  

（一）廣義定義  

一般研究機構如 Gartner Group、Legg Mason、McKinsey 等將 E-marketplace 定義為

『在網際網路上，能提供買賣雙方進行產品或服務交易的場所。』它是一個由市

集管理員在網路上所經營的虛擬平台，交易者可以透過這個平台來完成有形或無

形的商品交易，並由市集管理員提供支援性的服務。電子交易市集可由買方、賣

方或是由中立的第三者來擔任市集管理員，主要的參與者則包括買方、賣方、軟

體技術提供者（software/solution provider）及 e-marketplace 營運者（e-marketplace 
operator）。 

（二）狹義定義  

IDC 則認為在所有能提供買賣雙方交易的場所中，只有由中立的第三者主導的交

易市集才屬之。若由買方或賣方主導的交易市集，則應屬企業間交易的電子採購

（e-Procurement）或電子配銷（e-Distribution）。 
由於廣義定義所涵蓋的企業範圍較廣且能更完整的反映出整個 B2B 電子商務近年

來的發展，本研究以多數機構所採用的廣義定義來探討 B2B e-marketplace。 
如圖 3-2 所示，光譜兩端分別代表買方以及賣方，當電子交易市集越靠兩邊，立場

就會較偏向於交易的一方（如最右端的電子商業體系明顯的是為買方而設置）；越

往中間靠，立場就越客觀中立。因此，一般而論，不論賣方導向或者買方導向的

電子交易市集，大多是一對多的型態；而立場客觀中立的交易所模式電子交易市

集，則呈現多對多的格局，以同時滿足買賣雙方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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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電子交易市集定義圖  

電子交易市集之分類與案例  

就其分類而言，前述的電子交易市集範疇實則已點出“主導權”可作為分類的標

準之一。但是現有的文獻也有從產業或服務內容的角度，就電子交易市集進行分

類。 

（一）以主導權來分類  

1.電子採購（e-Procurement）交易市集 
以採購需求為出發點成立的交易市集，一般由產業領導廠商或服務買方的第三者

所成立，藉由整個產業的上下游整合來增強採購能力與增進採購效率，如有名的

逆向拍賣場 Freemarket 及由汽車業大廠 GM、Ford、DaimlerChrysler、Renault、Nissan
聯合成立的線上汽車零件採購交易市集 Covisint 等。目前，90%的交易發生在這種

型態的交易市集。 
2.電子配銷（e-Distribution）交易市集 
以配合供應廠商的需求為主所成立的交易市集，由賣方主導，主要存在於賣方少

而強勢，買家眾多的產業中，單一賣方可以自設或聯合其他主要業者經營採購網

站，經營的重點則在於行銷面、客戶服務的管理為考量，如美國八大特殊鋼廠與

i2、Ariba 所合作組成的鋼鐵業交易市集 MetalSpectrum 及造紙業的

PaperExchange，思科所建立的配銷電子交易市集能讓採購商在交易市集上查詢所

有產品的相關資訊，並能下單及掌握商品生產或運送的速度。 
此種交易市集的形成主因為提高銷售效率、降低銷售成本而建置，其功能亦可調

節多餘產能。e-Distribution 交易市集與 e-Procurement 交易市集同樣在採購需求集

中的產業較容易生存，進入障礙也高，不同的是賣方處於優勢的局面。另如採購

市集一樣，配銷市集同樣存在著賣方間利益的衝突，來自買方的抵制、及資訊共

享所衍生的問題。 
3.中立第三者主導的電子交易市集 
是一個具中立性之交易市集，因產業外第三者感受到特定產業中欠缺效率，藉著

網路提供公開的網路上交易平台，同時吸引買家與供應商來此平台彼此搜尋、訊

息傳遞、進而達成交易。因此這類市集的經營者通常不具有產業中特定廠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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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如生命科學產業中的 Ventro 及大型目錄網站 Vertical Net，其他幾個國外

代表業者有 Altra、Converge、e2open、Global Sources、PlasticsNet、PurchasePro、

VerticalNet，和國內代表業者有 Converge 和 e2open 在台分公司等。 

（二）以產業或服務內容來分類  

以電子交易市集所提供的商品是否能滿足跨產業的企業需求來區分，若僅著重於

某一特定產業，則為垂直電子交易市集；若其商品種類得以滿足不同產業需求則

為水平電子交易市集： 
1.水平電子交易市集 
水平產業電子交易市集是藉由一個交易平台，讓所有企業對非專業的共同業務進

行採買或交易。正由於不限於某一產業，所以單筆採購金額不高，屬於「低價多

量」（例如文具採購）的模式，其交易的模式以間接原物料（indirect input）維修與

修理零件商品 MRO（maintenance, repair, and operations）為主。 
除 MRO 外，提供信用資料及貸款服務的網上信用調查公司、尋找貨倉空間買主的

運輸交換公司、廣告行銷服務、保險、財務金融服務、物流服務及人力仲介公司

等亦屬之。這些市集上的商品由於在每個企業中的功能定位均相同，且其市場具

跨產業的特性，因此稱為水平電子交易市集。 
水平電子交易市集大幅節省業務管理的流程與成本，並透過資訊分享、客源共享

和妥善的流程管理，大幅提昇企業的競爭力。新經濟週刊（The Industry Standard）

雜誌報導：思科（Cisco）及微軟（Microsoft）在導入間接性物料網路採購系統後，

除了內部作業流程電子化外，其與外部供應商及交易相關伙伴的聯繫，亦透過網

際網路進行，單在採購訂單的流程上就分別節省了 81％及 91％的費用。 
其他較著名的水平電子交易市集有 Ariba 的 Ariba Network 及 Oracle、Sears 與

Carrefour 所成立的 GlobalNetXchange、第一商務的 MarketSite、MRO 和 Intelisys
的 EC Portal 等。國內則有經營 MRO 的 Hioffice、康柏投資的首席（Com2B）、亞

訊達康（eASAP）、OfficePro、eOffice 等。 
水平電子交易市集的模式適合市場分散度高但商品複雜度低者，在市場分散度較

高的產業中，由於少數廠商難以蒐集廣大的市場資訊或掌控市場，電子交易市集

的仲介功能因而在這種環境中能發揮相當大的功能。此外，這類商品因標準化程

度較高，即使產品的市場有跨產業的特性，亦不至於發生因產業知識不足而難以

推動的問題，因而此種市集的成功主要關鍵反而在於市場規模。 
2.垂直電子交易市集 
和水平產業電子交易市集不同的是，垂直產業的交易架構很難複製到其他產業，

具有先天的封閉性。因為根據實體產業的特性，每個垂直產業市集會有不同的商

品特性、產業標準、作業流程、交易規則及參與者。僅有同一產業的上下游廠商

可以使用，又牽涉到專業知識（domain knowledge），所以垂直電子交易市集是一

種「高價小量」的模式。 
垂直產業電子交易市集是依據某一產業作垂直整合交易，此類市集要具有該產業

的專業領域知識，其提供的服務通常先將採購自動化，再進一步垂直整合到其上、

下游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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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具代表性的國外業者有：個人電腦的 pcOrder、建築承包工程的 Bidcom、金

屬鋼鐵產業的 MetalSite 和 e-Steel Exchange、塑膠產業的 PlasticsNet、紙業的

PaperExchange、化學業的 ChemConnect 及 eChemicals、食品業的 Network 
Exchange、運輸業的 Transportation Exchange.com、汽車零組件產業的福特、通用

汽車與克萊斯勒的 Covisint 汽車交易市集…等。國內幾個具代表性的業者有：車輛

產業的電子交易平台、石化業的台塑採購網、紡織業的紡織聯網及電子工業的宏

碁採購網等。  
 
 
 
 
 
 
 
 

圖 3-3 水平與垂直電子交易市集  

進一步而言，垂直電子交易市集中，有一些是由領導廠商（原本為競爭者）合資

成立，以整合上、下游的「聯盟型垂直交易市集」（consortium-based vertical 
marketplace; Devine et al., 2001）根據 McKinsey 的統計，目前至少有 30 個以上的

聯盟型垂直交易市集，而且 Fortune 500 大型企業參與的比例相當高（詳見圖 3-4）。

典型的代表為以美國三大汽車業者主導成立的 Covisint。這類型的電子交易市集因

由原本處於競爭態勢的領導廠商結盟而產生，動見觀瞻，最受公平交易主管當局

的注目。 
 

73

65

53

47

47

34

食品和飲料　　　5　　　　

航太　　　　　　4　　　　

能源　　　　　　4　　　　

化學　　　　　　6　　　　

金屬　　　　　　8　　　　

電子、電腦　　　5　　　　

Fortune 500 大企業參與比率

 

圖 3-4 聯盟型垂直交易市集（CBVMs）的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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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vine et al.（2001）, p.29 

個別產業 
之 CBVMs 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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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交易市集的發展趨勢  

電子交易市集被許多人視為 B2B 電子商務的「殺手級應用」（killer application），

因此，相關市場研究機構對電子交易市集的發展普遍抱持著樂觀的態度。根據 IDC
在 2000 年底的估算，該年電子交易市集的市場規模約為 158 億美元，規模仍有限；

但是他們預測到 2004 年，透過電子交易市集進行交易的總額將超過 1.2 兆美元，

是 2000 年規模的 76 倍，而且 IDC 狹義定義的電子市集將躍昇為主流（詳見表 3-1）。

另外，根據 Forrester 的預測，在 2000 年至 2004 年間，電子交易市場規模擴充最

大者將以電腦及電子零件為佼佼者，在 2004 年可達 4,370 億美元，其次則為能源、

汽車、石油化學、和紙張及辦公室用品等行業（詳見表 3-2）。而一般估計電子交

易市集佔整體 B2B 電子商務市場的比重預估值多介於 30％與 50％之間。儘管上述

預估都是在 2000 年底所作，並未預見到國際經濟的急遽冷卻、乃至於美國「911」

事件的衝擊，因而有向下修正的空間。但是，整體而言，電子交易市集有其發展

潛能與可在 B2B 電子商務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應有其立論基礎。 

表 3-1 電子交易市集之交易規模預測  

單位：10 億美元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電子市集 
（e-Markerplace） 2.4 15.8 63.3 236.6 644 1232 

電子採購 
（e-Procurement） 38.8 85.8 167.6 269.8 408.8 517.1 

電子配銷 
（e-Distribution） 57.2 112.4 194.2 284.1 372 449.6 

資料來源：IDC 

 

表 3-2 電子交易市集之產業別成長預測  

單位：10 億美元 
 2000 年 2004 年 
電腦及電子零件  13.9 437.0 
能源 29.7 243.0 
汽車 7.0 210.6 
石油化學 1.6 147.1 
紙張及辦公室用品 0.4 138.1 
食品及農產品 0.7 56.5 
運輸及倉儲 0.2 45.1 
建築 0.1 43.7 
藥品及醫療用品 0.1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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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財 - 29.1 
資料來源：佛瑞斯特研究中心 群益證券提供 

 
事實上，隨著標準化軟體價格快速下跌，功能有限（如只提供產品型錄與競價服

務）的電子交易市集的進入障礙隨之降低，因而引發一波電子交易市集的成立熱

潮。Morgan Stanley 的 Dean Witter 便預期 2000 年底有 2,000 家電子交易市集，並

更樂觀地估計到 2002 年底將有 5,000 家。而且，電子交易市集經營者有不少係由

本身的供應鍊與採購系統出發，以企求有效整合交易伙伴的原物料、生產與服務

流程，而將其最適化。同時，電子交易市集也提供了 e 化能力有限的中小企業一

個低廉的替代方案，使電子交易市集具有發展與應用的潛力。 
然而，隨著電子交易市集逐漸發展出新興且複雜的加值服務，進入障礙也隨之提

高，而且優勝劣敗的淘汰賽也會隨之展開。絡捷物流網營運長張允洸便指出「電

子市集從來就不應該只是 price setting mechanism」（價格設定機制），而應該是

market making mechanism（市場成型機制）」（鄭志豪, 2001 年, 89 頁）。易言之，電

子交易市集絕不只限於用競標或拍賣等方式來決定價格而已，凡是與市場行為相

關的業務，都是電子交易市集可開發加值服務的範疇。因此，加值服務是電子交

易市集競爭的關鍵，也構成進入障礙。而且，經營垂直電子交易市集，需嫻熟所

處產業的專屬知識（domain knowledge）才能建立交易雙方的信賴基礎，這絕非任

何一新進者可一蹴所及。再加上網路效果（network effect）、大型的既有（incumbent）
電子交易市集業者的優勢可能會進一步強化。因此，相對於 Dean Witter 的樂觀，

市場研究機構 Forrester 認為全美目前上千家的電子交易市集，到 2003 年時，可能

會只剩 181 家。 
另外，Berryman and Heck（2001）觀察到電子交易市集的階段性演進過程。第一

階段是以中立第三者經營獨立的電子交易市集。但是他們失之於未能理解「關鍵

門檻」（critical mass）對於於經營電子交易市集的重要性，及未能建立營運模式

（business model）。第二階段則由產業既有領導廠商互相結盟，以建立電子交易市

集。他們大多著重於藉串連買賣雙方，以求降低交易成本與獲取採購方面的利益，

但結果也並不盡如意。Berryman and Heck 總結前兩階段的電子交易市集之發展經

驗，提出兩點省思。第一、前兩階段的業者並未聚焦於改進營運流程（business 
process）以發掘新的價值，因為他們主要專注於傳統的“效率市場”效益：即以

快速和低廉的方式清理市場（clear the market）以追求低價。第二、他們企圖將整

個產業的採購與銷售作業加以轉型，卻忽略“產業”不會自己作決策，而是個別

公司和他們的採購經理。易言之，電子交易市集必須展現真正的經濟價值給參與

的公司，但後者若無法見到實據，他們將不會自己的系統與電子市集整合起來。

而且，Berryman and Heck 還認為電子交易市集及線上 B2B 商務真正的利益不會來

自“交易”（trading），而是更好的資訊接取與分享（而這也是公平交易法關切電

子市集的主要源起）。因此，他們認為第三階段的電子交易市集將朝“協同商務”

（collaborative commerce）的方向發展，且以“協同”為重點，強調從設計端、計

畫研擬端、連同生產、交貨、財務處理、甚至於成效評估端等，都透過電子交易

市集讓交易夥伴同步作業。因此，電子交易市集將成為 e 化的資訊樞紐（information 
hub），以同步處理供應鍊及需求鍊管理，提供買賣雙方專業的媒合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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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電子交易市集發展趨勢  

台灣電子交易市集的發展是由國外廠商、政府機關和企業三方面共同推動，目前

台灣電子交易市集由於各產業的不同，有著不同的發展情況。我國主要產業的電

子交易市集發展現況與案例整理如表 3-3： 
由我國主要產業電子市集的發展整理發現(表 3-3)，電子市集的性質與產業結構有

高度相關。以石化業與鋼鐵業為例，其電子市集主要由台塑、中油、中鋼等上游

廠商來主導，這些廠商位居該產業的中心廠地位並具有主導市場力量。相同的汽

車業電子市集亦由具市場影響力量的下游汽機車廠商(如裕隆、中華汽車等)來主

導。易言之，垂直電子交易市集之主導地位決定於產業結構。 
除了同產業的垂直交易市集的發展外，因少有單獨業者具有提供完整解決方案能

力，因此跨產業的策略聯盟將能提供電子市集的規模經濟效益，提供使用者一次

購足的服務，未來跨產業間交易市集的整合將是必要趨勢。其他還有建築業、醫

療業、航運、食品、重電機、DRAM 等各產業垂直交易平台，以及水平交易市集

如 MRO 類的辦公室用品市集、提供交易訊息的貿易市集等。而為因應電子市集整

合的趨勢，各電子交易市集的 e-Hub 市集也在積極進行中，如經濟部委託資策會

規劃設置的「台灣產業全球電子市集(TIMGlobe)網站」，定位為「台灣產業電子市

集之總窗口」，已在 2001 年五月廿三日正式上線，預定三年內推動一萬家優良企

業、三十萬件工業產品及零組件上線登錄，並達成至少十萬筆透過 TIM 進入各電

子市集查詢或採購目標，協助國內產業全面電子化轉型，大幅提升台灣產業國際

競爭力。 

表 3-3 我國主要產業電子市集發展現況與案例  

產業 現況 案例 

資訊電子業 

國際化程度高，除了各企業自設的採購

網與銷售網外，中立的電子交易市集在

國外大廠的競爭下，發展空間不大，國

外知名的電子交易市集紛紛進軍台灣 

1. 企

業電子市集： 
宏碁採購網等 

2. 中

立電子市集： 
e2Open.com、 
eHitex.com、 
e-exchange.com 等。 

石化業 由上游主導的產業，目前電子交易市集

主要是由兩大供應商台塑與中油來主導 

1. 台

塑網路科技公司 
2. 中

油計畫投資五億元以上，建立與下游

廠商的 B2B EC 交易平台。 
3. 幾

個中小型的供應商計畫聯合建置另一

個電子交易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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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業 由上游主導的產業 中鋼與遠東集團成立的『網際優勢公司』 

汽車業 
受日本影響，主要廠商如裕隆、中華汽

車、國瑞、三陽、光陽自行建置交易系

統 
汽機車電子交易平台 

紡織業 人力成本高，產業經營不易，欲降低成

本以增加競爭力 

1. 紡織聯網 
2. 紡織碧華街 
3. e-Fashion 
4. 優利國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台灣的電子交易市集正由買方或賣方主導的運作模式轉向兼顧雙方利益的方向發

展。根據資策會的統計與預測，2000 年台灣 B2B 電子商務線上服務市場規模為新

台幣 19.6 億元，較 1999 年的 10.3 億元成長約 90％，其中採購代理服務 5.2 億元、

較 1999 年大幅成長 8 倍以上，線上配銷通路 8.3 億元，較 1999 年成長 34％，資

訊仲介服務 6.1 億元，較 1999 年成長 74％，這些細部項目可歸為廣義的電子交易

市集，但從這些細項的消長，我們可以看到台灣電子交易市集正逐漸從買方或賣

方單方考量往多對多兼顧買賣方利益的電子交易市集發展。 

第二節 電子交易市集之基本營運模式 

隨著電子交易市集的蓬勃發展，電子交易市集已開始邁向藉產品差異化策略，以

求脫穎而出的競爭時代。但是，基本上，電子交易市集是以解決廠商間交易的六

大活動為主，尋找（search）交易對方、鎖定來源（source）、確定（specify）交易

對方、談判／喊價（negotiate／bid）交易條件、下訂單（order）、與接受貨品和服

務（receive goods and services）。而最基本的電子交易市集則將一種或多種的上述

交易活動移到線上來運作。但是若進展到協同商務層次，電子交易市集所牽涉到

的企業間互動加值服務就可能會擴及到線上共同產品設計（joint product design）

等（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2000, Part I, p.2）。 
但是，整體而言，交易集散地（Trading Hub）是電子交易市集最基本的營運模式

（Business Model）；藉由聚集大量買賣雙方及自動化的交易流程，使買方有較多的

產品及服務的選擇性、賣方得以拓展新市場及新客戶，並降低雙方的交易成本。

其核心價值在於創造一個無障礙的環境，使交易資訊及作業流程透明化。 
Morgan Stanley 將此類網路市集定義為：一個透過共通管理機制，通暢企業間的流

程與資訊交換的電子樞紐（e-Hub）。其提供不同程度的價值，包括：訂單撮和（Order 
Matching）、一對一行銷（One-to-One Marketing）、內容匯集提供（Content 
Aggregation）、執行（Fulfillment）、供應鍊及需求鍊的協同商務（Demand and Supply 
Chain Collabortion）（如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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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電子交易市集的價值  

價格決定機制  

另外，廠商間交易的核心問題是買賣價格如何決定。就此而言，一般電子交易市

集提供下列四種價格決定機制：產品型錄（catalog）、競價（auction）、交換

（exchange）、與協商（negotiation）。其中產品型錄為固定價格機制，而後三者則

為動態定價法（dynamic pricing）。 
1.產品型錄（catalog） 
提供詳述產品細節之資訊服務，讓買方透過鍵入商品類別或名稱，並設定條件，

系統則藉著參數比對找尋使用者所需之商品。一般而言，此類電子市集對實際買

賣行為的涉入程度較淺。因為在此商品價格是由賣方事先決定好的，電子交易市

集幾乎沒有置喙的餘地。因此，這類型的價格決定機制比較適合屬於間接投入的

MRO 商品，或低單價且購買量少的商品，因為低單價使人不致於費心去談判。但

是，就實務而言，買賣過程仍存在著議價以爭取折扣的案例，而且相關資訊並不

對第三者公佈。 
2.競價（auction） 
競價主要有兩種形式：買方喊價的“向前競價”（forward auction）與賣方喊價的

“逆向競價”（reverse auction）。前者是由賣方將產品公告於電子市集，並接受買

方喊價，價格會逐漸上揚，最後則由最高價得標；而後者則由買方將需求公告於

電子市集，開放賣方競標，價格會逐漸下降，但是買方可參考產品品質，供貨地

點等因素自行決定是否由喊最低價者得標。基本上，競價方式較適用於特殊但又

易於描述與理解的產品。而且逆向競價過程中可能會考慮賣方市場的集中度，而

對資訊揭露採取不同方式。例如，當賣方市場集中度高時，資訊揭露程度較低（如

使任一出價者只知道自己的價格和排名順位），以避免在未來喊價過程中，賣方彼

此間互相給對方訊息。 
3.交換（exchange） 
類似股市交易，以固定頻率撮合買賣雙方，交易商品多為標準產品，價格則完全

隨著供給與需求做上下調整，因此波動程度較大。 
4.協商（negotiation） 
由買賣一方提出“提案要求”（Requests for Proposals），電子交易市集居中比對資

訊，撮合條件相近之交易雙方，再由雙方自行協商以決定交易條件。 

 

Fulfillment Content 
Aggregation 

One-to-One 
Marketing Order Matching 

資料來源：Morgan  Stanley Dean Witter Internet Research 

Demand &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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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市集營收來源  

1. 交易仲介費：佣金費率則按照市場機制而有所不同，如交換市場

（exchange）因交易頻率高，所以收取的佣金費率便較低（約 5%），至於

其它市場機制之佣金費率則在 5%~25%不等。就產品類別而言，交易頻繁

的標準化產品則一般採偏低的交易仲介費。 
2. 會員費：會員費一般採定期收費制，可視為廠商參加電子交易市集的

“沈沒成本”（sunk cost），因此其金額大小可能影響廠商轉換電子交易市

集的“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s）。 
3. 服務費：電子交易市集向參與廠商直接或間接地提供額外功能性加值

服務，可據此收取服務費。而一般電子交易市集所提供的加值服務可能包

括：運籌（如運送服務）、系統整合（如整合電子交易市集與廠商內部資訊

系統）、金融（如信用評等）、產業資訊（如確認新產品）等服務。而且，

電子交易市集若透過第三者提供上述服務，也可能向第三者收取部分費

用。根據美國的經驗，服務費是電子交易市集主要營收來源，重要性高過

於交易仲介費與會員費。 
4. 廣告與行銷收入：電子交易市集可提供廣告（張貼或發送電子郵件）

並鎖定有採購決定權者，並藉此收費。 
5. 資料與資訊販售收入：當電子交易市集的用戶或交易量夠大時，他們

可累積相當多的市場資料，再佐以系統性分析或“資料挖礦”（data mining）

方式，便可轉化成具商業價值的市場情報而加以販售，增加營收。總合性

資訊的販售或分享爭議較小，但是個別交易資訊的販售卻可能牽涉違反公

平競爭的爭議。同時，電子交易市集是這些交易資料的“護持者”

（custodian）或擁有者也牽涉會員廠商的隱私權或營業機密問題。 

其他營運問題  

更進一步而言，電子交易市集匯集大量交易資訊的接取（access）與分享方式也會

產生影響市場競爭效果。例如有人從線上資料得知某買方急需某產品，可能藉此

順勢操作以獲取暴利，將會干擾市場機制的運作。而實際上，電子交易市集所掌

握資訊的接取與運用方式往往取決於董事會或管理階層的決定、交易市集的“運

作規則”（operating rules）、或參與廠商和交易市集間所簽訂的合約。 
電子交易市集成功的一大關鍵是如何吸引所謂的「關鍵多數」（critical mass）的加

入，以發揮網路效果（network effect）。質言之，足夠的交易量是電子交易市集分

攤其營運與發展成本的必要條件。而且交易量的增加有助於降低電子市集的交易

成本，可進一步吸引新增參與者。惟在電子交易市集達成關鍵門檻後，他們就必

須以增加附加價值服務作為競爭基礎。就跨向關鍵門檻的方式而言，電子交易市

集實際上會採提供誘因的方式以求吸引和保留交易量。其一是提供股權投資機會

給主要的買方或賣方，以換取她們在市集進行相當數量交易的承諾，這也是一些

聯盟型（consortium-based）市集成立的背景之一。其他的方式則包括對交易量大

者提供折扣、建立收益分享或費用減免機制，以交換交易的承諾。甚且，在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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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有電子交易市集要求他們的投資者不能參與投資或組成其他的交易市集，

或直接訂立基本的交易量或比例之要求。例如，在 1999 年底，SciQuest 釋股給重

要的交易雙方，藉此獲得每年五百萬美元的交易額保證；e-STEEL 原始股東為創

投與經營階層，後來則開放給 Mitsui、GE、DuPont、Mitsubishi 等重量級的大企業

認購股份（康柏電腦, 2001 年, 6 頁）。 

從基本模式到協同商務  

從前面的分析，我們得知電子交易市集的功能在最近有不同風貌的變化。最基本

電子交易市集著重於交易的功能，藉著產品型錄、拍賣等機制媒合交易雙方（參

見圖 3-6）。垂直電子交易市集的出現使上、下游營運流程的整合成為市集的服務

焦點。事實上，一些產業龍頭廠商主導成立的垂直電子交易市集是由其本身與客

戶、供應商間的供應鍊管理架構而發展出來的。藉此電子交易市集逐漸發展出如

供應鍊管理、客戶關係管理、供應商關係管理等功能。而在協同商務的概念下，

電子交易市集所提供的整合企業間營運（不只是交易）流程的功能再更上一層樓。

例如 META Group 便將協同商務分為設計（Design）協同商務、行銷/銷售

（Market/Selling）協同商務、採購（Buying）協同商務、與規劃/預測

（Planning/Forecasting）協同商務四大領域（王志明; 2001 年, 16-17 頁）。因此，協

同商務所涵蓋的不只是銷售鍊與供應鍊的廠商內外 e 化與流程整合。周忠信（2001
年）所提出的協同商務範例（詳見圖 3-7），就產品生命週期而言，便包括從事接

單/定義產品、設計、工程樣品試產、量產、到產品演化等階段。對應的功能性部

分解決方案與整合式解決方案便須針對廠商的這些協作流程建立資料庫、改善組

織內外流程與建立資源、資訊分享機制等。因此，協同商務直指一個新境界，即

是市集內廠商文件、資料、資訊的全面整合與共享，自內而外、自外而內、或是

企業內各種營運活動的整合與協同合作。所以，在供應鍊管理架構下，企業間 e
化整合或合作強調的是“time to market”，但是協同商務則進一步提升到“right to 
market”的層次。 
 
 
 
 
 
 
 
 

圖 3-6 電子交易市集的基礎模式

B2B 應用軟體 

買方 賣方 

基礎架構 
Infrastructure 

產品型錄 
拍    賣 
交    易 

資料來源：李浩正（2001 年）, 21 頁。 

 12 



 

 
 
 
 
 
 

圖 3-7 協同商務範例  

第三節 電子交易市集的提升經濟效率效果 

電子交易市集有潛力促進經濟效率，甚至於使市場更趨於有效競爭。基本上，電

子交易市集把交易、採購過程標準化，進一步把商品“證券化”（securization; 如

股票有一致的分類、計算單位和交易方式），使交易過程廠商內外的交易成本得以

降低。而且，電子交易市集作為“eHub”彼此相互串連，不僅使市場資訊得以快

速交流和彙整，提高市場資訊的透明度，而且使參與廠商得以提升接取市場能力，

甚至於進行良性的跨廠合作。惟電子交易市集潛在經濟效率的發揮也得視實際情

境而定。舉例而言，在量大且產品、物料標準化程度高的產業與產品生命週期短

且市場變化快速的產業，電子交易市集最能發揮其長處；這反映在電子交易市集

的應用以資訊、電子、石化、能源、鋼鐵等部門為主的趨勢中。而且，電子交易

市集提供何種加值服務、電子市集參與廠商實際上如何使用市集等問題也會影響

電子交易市集的提升經濟效果。以下我們就主要的經濟效率分別討論。 

一、行政成本的降低  

資訊科技本質上可視為交易技術的創新，以資訊創新科技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電

子交易市集便有助於廠商節省交易過程所伴隨的行政成本。傳統上，企業的採購

須經歷填寫採購單、等待核準、取得採購訂單、下單給供應商、協商交易價格、

確定訂單、收貨等程序，而且其中耗費不少書面耗材與行政管理成本。相對地，

電子交易市集有助於廠商將其內部與供應商間原本結構上分立的採購作業提升到

及時的流程整合。因此，有助於降低採購與交易的處理成本與時間、縮減採購的

週期、提高採購的精準度、及使採購功能與重要後端作業系統更加緊密整合等。

根據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2000, Part 2, p.3）的報導，一家中小企業原本採購

MRO 平均成本為 100 美元，透過電子交易市集卻降低到 10 美元。甚且，在化學

與製藥業，傳統採購方式平均交易成本高達 575 美元，而透過電子交易市集只要

10 美元。如此驚人的交易行政成本降低，若能透過下游產品市場的競爭壓力，將

可減少消費者付高價以支應廠商缺乏效率的情況。 

接單/定義產品 設計 工程樣品試產 量產 產品演化 
產品生命週期 
 
 
 
功能性的部分 

解決方案 
 
 

完整的整合  
式解決方案  

銷售自動化 

市場資訊分析 

可
行
性
分
析 

自動化 
協同設計 

產品資料管理 
工程變更與資料同步 

 
 

採購與供應鍊管理 

專案管理 

運送 
管理 

製造資料 
分析 

客服與市場 
回饋分析 

協同產品商務價值鍊整合應用 

資料來源：周忠信（2001 年）, 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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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效率的發揮除了有賴電子交易市集的整合交易雙方功能外，也繫於廠商將內

部原本疊床架屋的階層式採購流程，加以電子化和合理化，以形成整合的採購鏈 e
化管理。另外，在跨國交易中，參與的廠商有其本身的語言、交易方式、產品代

碼、規格和陳述方式。針對這些問題，電子交易市集的基礎工作，採購、交易流

程標準化與商品證券化，便扮演著將這些差異以成本效益方式整合的關鍵角色。 

二、搜尋成本的降低  

基本上，電子交易市集可將交易資訊標準化並加以彙整，和使相關資訊透明化，

如此一來，交易任一方更便於比價，因而降低了尋找交易對象的成本，進而帶動

市場的競爭。而且，這種交易成本對大小廠商均有利。小的供應商可避免受限於

可見度低，而大廠商也可能因小廠商匯集在電子市集中，而使他們得以將訂單彙

整，以服務過去基於規模經濟考量而怯於開發的中小企業市場。尤其當價格趨於

透明，使比價更容易，將使採買商品的價格趨跌，降低採購成本。 
但是，另一方面，在買方所主導的電子交易市集，若以壓低採購成本為主要目的，

或著重於以快速和低廉的方式清理市場容易引起供應商的抗拒，而影響市集的交

易量。也因為此，電子交易市集不能簡約成壓低或設定價格機制，而趨於整合跨

廠商價值鍊，形成“商務社群”和發展協同商務。同樣地，搜尋成本的降低仍有

其制約因素，因為彼此陌生的交易對象缺乏互信的基礎，會使廠商裹足不前而不

願實際進行交易。事實上，美國 Forrester 公司的調查顯示，只有 34％的企業願意

和不曾往來的企業做生意，而且挑選交易對象的主要因素為聲譽和信用（李宗緯, 
2001 年, 65 頁）。因此，以瑞士 SGS（Societe Generale de Surveillance）集團的 Forum 
for Trust in Online Trade 為例，為了使買方對賣方的交易能力有信心，他們會定期

派員實地檢驗賣方的生產能力、供貨能力、產品品質、供應鍊管理能力、甚於 e
化能力等，再加以評比認證。所以，整體而言，電子交易市集的確有降低搜尋成

本的效果，但是不能完全從虛擬環境快速撮合和清理市場的角度來理解。 

三、開創新市場  

資訊科技的無遠弗屆即時通訊能力和電子交易市集間的相互連結提升了參與市集

廠商開拓市場的能力。這種能力主要來自電子交易市集中介及媒合（新）交易對

象的功能。但是實務上，參與電子交易市集的一些作為也會使這種效益大打折扣。

例如李宗緯（2001 年, 65 頁）的報導便指出企業常不願將舊的合作伙伴帶上開放

式電子交易市集和對手共享，卻喜歡到電子交易市集裏「挖角」，利用搜尋、詢價

服務找到滿意的供應商或買家，接下來不是私下交易節省佣金，就是把新夥伴拉

進自己的供應鍊強化競爭力！這種封閉交易市集與開放式交易市集交互作用的現

象，凸顯的是供應鍊的專屬程度及供應鍊是否會走向供應網路（supply network）

的問題。與此相關的是，產業屬性也會使電子交易市集的開發新市場功能對不同

產業（廠商）有不同的意義。基本上，在分散（fragmented）的市場中，貿易夥伴

的選擇往往考慮的是商業觸角，即貿易夥伴數量越多越好；相對地，在價值鍊高

度分工而唇齒相依的產業中，廠商間水平與垂直互動關係比其他因素如價格、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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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once-and-for-all）交易機會更重要（林夢平, 2001 年,33 頁）。因此，延伸商

業觸角與媒合交易機會對後者的意義便相對有限。 
另外，電子交易市集所提供的資訊和市場匯整能力會有助於廠商處理過剩或閒置

的產能或設備。基本上，由於市場透明度提高，廠商可藉電子交易市集處理生產

過剩或閒置設備問題。這對有網路頻寬的產業，如電力傳輸、運輸運籌服務業別

具意義。 

四、供應鍊管理與優質化  

供應鍊管理是當前 e 化的重要應用，也是電子交易市集中廣受重視的加值服務，

尤其是就封閉式電子交易市集而言。根據 Global Supply Chain Forum 在 1998 年修

正 1994 年版本所提出的供應鍊管理新定義：供應鍊管理係整合企業（內、外）流

程，包括整合相關的產品、資訊、服務的加值供應商，以提供最終消費者完整的

服務。質言之。供應鍊管理係把已有高度跨組織分工趨勢的產業供應鍊（或價值

鍊）視為一整體，透過 e 化、流程最適化、營運模式配套更新等手段，整合採購、

生產、物流、顧客服務等企業流程，以使貿易夥伴得以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相互

依存的虛擬企業網路，以提供最終顧客完整的服務。就此而言，開放式電子交易

市集可以成為供應鍊上特定區段的資訊中心，以匯整、分享資訊。而封閉式電子

交易市集（或以品牌大廠所主導的供應鍊 e 化與管理）則可做到系統對系統、跨

廠流程與價值鍊內的整合與優質化，而產生即時生產、縮短投產準備和反應週期、

提高價值鍊透明度、降低庫存水準、增進物流效率等好處。如此一來，產業競爭

型態會將趨向於供應鍊對供應鍊（乃至於供應網路對供應網路）間的戰爭，而非

只是單獨企業對企業間的競爭。這對公平交易法中聯合行為的規範有一定的涵義。 

五、協同合作效益  

如前所述，電子交易市集的加值功能已走向跨企業協同商務的層次，因而可產生

協同合作效益。基本上，供應鍊管理已就跨廠協同合作跨出一步，但協同商務的

範疇更廣泛，包括從事接單/定義產品、設計、工程樣品試產、量產到產品化等階

段。因此，供應鍊管理特別著重的是“time to market”，而協同商務則可能進一步

提升到“right to market”的層次。以封閉式電子交易市集而言，由康柏主導，神

達為中介所形成的全球運籌產銷網路便有一個 CPC（Collaborative Project 
Commerce）機制，讓代工客戶、神達與供應商透過 intralink 連線，以共用的設計

工具，從產品規劃與管理、產品研發、模組化生產等切面，合作開發新產品。這

不僅可有助於參與廠商縮短產品設計時間，而且也是後續供應鍊管理暢順執行的

基礎（大椽股份有限公司, 89 年, 53 頁）。而開放式電子交易市集促成協同設計的

模式則有，在買家的供應鍊商都有各自系統的情況下，由兩家公司各出一半的人

才，組成一個專案小組，一起透過網路進行產品研發，而提供服務的市集則可按

月收費，如每人每個月 100 美元（廖國寶, 2001 年, 54 頁）。兩相對照，前者的合

作設計與研發是常態性的且以關係密切的社群為基礎，而後者則較為機動性質。 
圖 3-8 則嘗試將電子交易市集的價值創造功能與前述 5 種經濟效率加以對照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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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內容社群、聚合需求與流程效率與行政成本的降低較有關。搜尋成本的降低

則可透過市場效率、流程效率兩大價值加以達成。供應鍊管理與優質化則牽涉電

子交易市集所能提供的聚合需求、流程效率、價值網整合等價值。而協同合作效

益則繫於價值網整合與跨企業協同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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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電子交易市集的價值創造與經濟效率  

內容/社群 市場效率 聚合需求 流程效率/委外/ＡＳＰ 價值網整合 跨企業協同商務 

‧ 企業最佳典範 
‧ 決策支援資訊 

‧最佳典範研究 
‧監管控制報告 
‧討論會 
‧產品資訊與檢討 

‧ 常問的問題 
‧ 新聞報 
‧ 網路效果 

‧ 接觸多方面的供應商及顧

客 
‧ 增進資訊存取 
‧ 網上媒合供應商與顧客 

‧電子目錄 
‧競標 
‧電子交換 

‧ 聚合採購以形成採購團 
‧ 集量採購 
‧ 提供更有力資訊以供與供

應商議價 
‧ 合併供應商 
‧ 支出控制報告 

‧ 自動化產品搜尋與電子

目錄 
‧ 電子化接單管理 
‧ 電子請購單及核准之工

作流程 
‧ 自動補貨 
‧ 電子帳單及付款 
‧ 增進資訊存取 
‧ 較佳的支出控制 
‧ 基礎建設共享減低交易

成本 

‧ 非居間化 
‧ 增進價值網能見度 
‧ 減少前置時間 
‧ 減低存貨水準 
‧ 增進物流管理 
‧ ERP 整合 
‧ 稅務極佳化 

‧ 協同商務設計 
‧ 多企業排程 
‧ 知識管理 

行政成本的降低 
 

 
 
搜尋成本的降低 
 

開創新市場 
 

行政成本 
 
 
 
 
 

的降低 
 

搜尋成本的降低 
 
 
 
供應鍊管理與優質化 
 
 

 
 
 
 
 
 
 
 

協同 
 

 
 
 
 
 
 
 
 
合作 

                 適合分散化產業 

                                             適合跨廠整合度高產業 

資料來源：以林夢平（2001 年, 31 頁）為基礎加以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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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電子交易市集的限制競爭效果 

電子交易市集的限制競爭議題包含兩大部分。第一部份牽涉電子交易市集所服務

的商品（及服務）市場，與電子交易市集所產生的資訊分享、合作行為有關。第

二部分則牽涉到電子交易市集本身的市場，主要關鍵因素為電子交易市集的網路

效果。 

商品市場  

就某種意義而言，電子交易市集將實體世界的廠商間交易移到虛擬的網路空間。

但是網路的即時雙向互動溝通能力卻將深遠地影響電子交易市集所牽涉的企業間

營運流程及廠商間的互動能力。就市場競爭的可能負面影響而言，目前文獻與歐

美的公平交易主管當局的關注焦點，主要在於資訊揭露、分享協議、聯合獨買（另

一面則為聯合獨賣）、與排斥競爭廠商參與三方面（歸納於表 3-4）。 
一、資訊揭露、分享協議 
電子交易市集牽涉資訊的揭露與分享，一則提高資訊的透明度，但是另一方面可

能使參與市集的廠商藉此整合其行為而有聯合行為之實。基本上，買賣任一方的

資訊分享可能促使他們整合彼此間的價格或其他的競爭行為（如聯合調整產量），

而產生聯合行為的效果。甚且，由於市場資訊透明度提升，有意聯合的廠商反倒

更能有效地監控背離聯合約定的欺騙行為，而使一旦成形的聯合行為難以不攻自

破。同時，若有人可先一步取得要在交易市集內被揭露、分享的資訊，並藉此進

而操控市場，也會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這個問題，在市集的擁有者或經營者同

樣是市集的參與者時，最受矚目。但是由於資訊分享仍有其促進競爭效果（詳見

前述），因此 Federdal Trade Conmission（2000）的 Staff report 提出 5 點關注資訊分

享是否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考慮因素。 
1. 電子交易市集服務之產業市場結構：一般而論，在市場集中度較高的產

業，比較可能因資訊分享而產生聯合行為。反之則否。就市場集中度而言，

它不僅指買賣雙方的相對數目及其一方的市場佔有率，也牽涉到產品的同

質性、進入障礙高低等因素。 

表 3-4 電子交易市集對商品市場之限制競爭效果  

效  果  基 本 形 式 考 量 因 素 可 能 解 決 方 案 

資 訊 揭 露 、

分享協議  
‧ 資訊揭露與分享導致

促進價格或其他競爭

行為的整合 
‧ 交易市集資訊快速流

通有助於監控私底下

的聯合（tacit collusion） 

‧ 交易市集所服務市場

之結構 
‧ 誰在分享資訊 
‧ 那種資訊被分享 
‧ 資訊的時間性 
‧ 在交易市集以外地方

‧ 視條件在線上競價與交

易時，限制將資料提供給

某些參與者 
‧ 利用資訊禁止提供或保

密協議 
‧ 防止受雇於市集參與者

 18 



‧ 有人可先一步取得市

集內的資訊，並藉此操

控市場 

取得相同資訊的可能

性 
的董事會成員取得敏感

資訊 
‧ 建立資訊揭露與分享相

關之查核機制 

聯合獨買 
（獨賣） 

‧ 有市場力量買家之共

同採購 
‧ 整合買方決策減少採

購 

‧ 共同採購之實際可行

性 
‧ 產品性質；間接投入或

直接投入 
‧ 新進者加入交易的可

能性 
‧ 效率抑或是限制競爭 

‧ 視買方市場佔有率限制

新的買方之股權投資 
‧ 限制敏感資訊的提供 
‧ 確立管理獨立性 
‧ 建立匿名交易、防火牆等

機制 
‧ 限制買方的市集股權，或

增加賣方的市集股權 

排斥競爭 
廠商參與 

‧ 聯盟型交易市集排斥

競爭廠商加入該市集 
‧ 競爭廠商加入交易市

集給予差別待遇 

‧ 排斥影響市集之交易

量，限制網路效果的發

揮 
‧ 營運規則透明度 
‧ 競爭廠商取得替代來

源的可能性 
‧ 傷害競爭抑或競爭者 

 

 
2. 誰在分享資訊：競爭者間分享資訊，相對而言，比較容易產生限制競爭

效果。此外，電子交易市集的經營者與內部員工原本就較容易取得或掌握

市集內的資訊，若他們是來自某一參與（及投資）市集的廠商，且有意無

意地將資料透露給母公司，則將可能提供其母公司藉此操控市集內交易行

為的機會，進而產生妨礙競爭效果。 
3. 那種資訊被分享：若被分享的資訊有其競爭的敏感性，如價格、產出、

策略規劃等資訊，則較易引起反競爭行為。相近地，個別廠商的資訊相較

於總合的市場資訊較易產生被濫用的情形。而且，關係到直接投入的資訊，

相對於間接投入，被濫用後，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較大。 
4. 資訊的時間性：歷史性資訊競爭敏感性最低，反之，與未來交易相關的

資訊，會使先一步得到者有操控市場的時間，競爭敏感性最高。現時的資

訊之敏感性則視市場的反應速度及交易過程是否存在著廠商間相互打訊號

（signaling）空間而定。 
5. 在交易市集以外地方取得相同資訊的可能性：若在市集內被分享的資

訊，廠商同樣也可在電子交易市集以外地方取得，則較不易引發違反市場

競爭問題。但話說回來，電子交易市集的一大優勢即在於它強化了參與者

的資訊擷取與分享能力，若他處也可取得相同的資訊，則市集的資訊優勢

將大打折扣。 
面對這些問題，電子交易市集可採取一些應對措施，以避免違反公平交易法的紛

擾。第一，視條件，在線上競價與交易時，限制將重要資訊提供給交易參與者。

最常見者為採用匿名交易，或只讓任一方知道自己出的價格及競價回合中自己的

排名順位。同時，若參與者在實體世界之市場力量相當大，電子交易市集的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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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也可減少資訊的提供。第二、利用資訊禁止提供或保密協議以限制敏感性資訊

的流通。第三、針對電子交易市集擁有者和參與者身份合一的情況，電子交易市

集可防止受雇於市集參與者的董事會成員等取得敏感資訊，甚至於建立市集的經

營管理不受所有者不當干預的制度。第四、電子交易市集可建立資訊揭露與分享

相關之查核機制，以使其員工、參與者知所遵循。事實上，第一個經歐盟理事會

認可的電子市集，Volbroker.com 便被要求建立“Chinese walls”，以防止市集的資

訊流向各個合資的母公司（Commission of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1, p.56）。也

經美國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核可（2000 年 9 月）的 Covisint 有一套遵循反拖

拉斯政策（antitrust compliance policy）供其投資者、員工、參與廠商遵循（詳見

Covisint, 2001）。 
二、聯合獨買（獨賣） 

聯合獨買主要牽涉由產業龍頭廠商所成立之“聯盟型垂直交易市集”。其主要投

資者或參與者可能直接進行共同採購，或整合買方決策減少採購，以刻意壓低市

場價格，而有妨礙競爭之虞。 
上述情況實際上是否真的會產生妨礙競爭的效果，牽涉到下列因素。第一、共同

採購之實際可行性。例如，原則上，標準化程度高的產品較易於產生共同採購的

現象，反之則否。第二牽涉到產品的性質；間接投入，相對於直接投入的聯合採

購行為，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市場競爭效果較小，因為間接投入（如 MRO），一般

而言，需求者眾。第三、即使市集內的主導廠商採取聯合採購行為，其效果也得

視競爭者能否進入該市集進行採買而定。易言之，新進買方有可能產生反制市集

內既有廠商的聯合採購之效果，因此可進一步牽涉到電子交易市集是否封閉、排

斥競爭廠商參與的問題（詳見下面的討論）。第四、聯合採購是否必然產生妨礙競

爭效果也有爭議性。透過聯合採購，買賣雙方事實上有可能彼此減少交易成本，

而提升經濟效率。甚且，以資訊電腦業為例，個人電腦製造商（或品牌大廠）聯

合向 Intel 採購 CPU，則可能產生類似雙邊獨佔的情況，以反制 Intel 在 CPU 市場

的市場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游（個人電腦）市場反而可能產生經濟效率提升效

果。 
就聯合採購之可能疑慮，電子交易市集的可能應對方案如下。電子交易市集聯合

採購會有違反競爭疑慮，除了牽涉一些買方所展示的市場力量，還涉及市集擁有

者與參與者身份重疊的情況，因此解決方案主要集中在這兩方面。其中就市集股

權方面的處理而言，一方面可視參與市集買方之集體市場佔有率而限制新的買家

之股權投資；另一方面，也可限制買方的市集股權，或增加賣方的市集股權，以

稀釋買方的影響力。更進一步者，則可致力於維持電子交易市集之管理獨立性，

例如 Covisint 以自律方式對董事會議的開會方式有嚴格的規範（詳見 Covisint，
2001）。就資訊處理方面，實務上，有限制敏感資訊的提供，建立匿名交易、防火

牆等機制。Covisint 更明確要求市集參與者獨立決策、避免與其他參與者討論敏感

資訊等。 
三、排斥競爭廠商參與 
若電子交易市集可產生相當的效益，市集擁有者卻排斥競爭者參與，以使利益為

本身所享，將可能影響競爭者的成本結構或進行有效競爭的能力，因而有妨礙市

場競爭的疑慮。而排斥競爭者參與的方式除了直接拒絕競爭者的申請加入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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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對競爭者加入電子市集給予差別待遇的間接手段。 
要認定這些排斥作法的妨礙競爭效果，有幾點因素需加以考量。第一、排斥競爭

者加入（尤其是直接排斥），會影響電子市集本身的交易量，進而限制網路效果的

發揮。因此，排斥新會員的加入，不見得符合電子市集本身的發展目標。第二、

營運規則（operating rule）的透明度會影響某市集投資者能否運作排斥競爭者加入

的空間。第三、即使是在有排斥的情況下，排斥對競爭者的影響須取決於在競爭

廠商是否可取得替代來源，如加入其他市集，或取得非線上交易之供應來源。但

是即使是有替代來源，若電子市集的網路效果很大的話，則替代方案對被排拒競

爭者的效益，恐怕也會有限。第四、而且最重要的是，公平交易主管當局檢視這

個問題的一個思考重點是，排斥某競爭者不必然會導致傷害市場競爭，畢竟市場

競爭本就會產生優勝劣敗。而且，評估其終極競爭效果，恐怕不能只看單一層次

的市場，而也需考慮對下游市場的競爭影響。但是，另一方面，若電子交易市集

如 Forrester 所預測即將進入淘汰與整合階段。排斥競爭者加入所引起的競爭法爭

議可能會越來越重要。 
整體而言，電子交易市集的確潛藏著一些限制競爭的效果，但是並不是可順理推

導而得，必須從他們本身的事實情境，視情況而定。而且，很多可能造成公平競

爭紛擾的因素是牽涉到電子交易市集的營運規則。 

電子交易市集本身之市場 

除了商品市場的競爭效果外，電子交易市集本身市場的競爭問題也逐漸成為眾所

關注的焦點，而且是以其網路效果及既有市集業者的作法為關鍵因素。 
質言之，網路效果係指如電子交易市集的網路，會因參與者（或使用者）眾，在

其上面的交易（使用）量增加，而提升了對參與者（或使用者）的價值。從理論

的角度來看，網路效果可能形成市場的進入障礙，因為關鍵門檻的達成與否會影

響新進者的存活能力。但是技術或營運模式的動態發展卻也可能削弱網路效果形

成進入障礙的能力。另外“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也牽涉到網路效果的發揮。

轉換成本高則可能會使既有網路的使用者怯於轉換到另一個網路。就電子交易市

集而言，這可能牽涉網路技術的相容性與串接性，及既有市集的營運政策。而且

轉換成本不僅牽涉個別使用者轉換網路所產生的直接成本，而且牽涉離開現有網

路時所須放棄的各種利益。以電子交易市集為例，前者可能包括會員費的沈沒成

本等，後者則牽涉在既有市集各種交易與協同商務關係的流失。而且由於電子交

易市集運作一大關鍵，是有賴市集經營者為參與者建立互相信賴的基礎（Loevy，

2001），而這非新進者可一蹴可及，或轉換到新市集後可一朝一夕建立的，因此，

電子交易市集的轉換成本不能單純地以技術層面觀之。所以，在觀察轉換成本與

電子交易市集之市場競爭間之關係時，我們得注意到底是新進者不夠突出不足以

取代現有業者，還是實際上偏高的轉換成本阻卻了新進者（Bailey, 2001, p.18）？

再者，網路效果對競爭的影響也須視因創新所產生的“躍進式”（leap-frog）競爭

（Robinson，1999）效果而定。網路效果可能會將既有的使用者“鎖入”（locked-in）

既有的網路技術或經營模式。但是在動態發展的環境，優異的新技術與新的經營

模式可能會使創新的新進者一舉超越既有業者，如前述 Berryman and Heck（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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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觀察到電子交易市集之三階段演進，因而削弱了網路效果對競爭所可能產生的

負面影響。 
上面的分析顯示網路效果在電子交易市集的市場競爭可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

也不能事先斷然論定網路效果必然會阻怯競爭。然而，實務上既有電子交易市集

業者的一些營運規則可能會強化網路效果，而引發限制電子交易市集市場競爭的

疑慮。 
其一為電子交易市集的一些政策可能會限制其投資者、參與者，在其他市集的發

展機會，在第二節，我們曾經提到電子交易市集為了跨越關鍵門檻、或吸引及保

住交易量會提供其投資者或參與者一些誘因（或限制），如提供股權投資機會、交

易費折扣、建立收益分享機制，甚至於要求投資者不能參與其他市集的運作、或

訂立最低交易量比例等。這種“排他性”（exclusivity）的作法，固然有符合電子

交易市集本身發展所需的立論基礎，但也會因提高了其投資者、參與者的轉換成

本，而限制了其他市集的發展空間。從競爭法規範來看，這種排他性作法，在水

平市集，可能牽涉拒絕交易（refusal to deal）市集；在垂直市集，可能牽涉排他交

易（exclusive dealing）議題。 
而且，潛藏的排他性可能會以過度容納（over-inclusive）會員的形式出現。若一個

率先成立的電子交易市集一舉容納一個產業的主要成員，其他市集的孕育空間可

能會被壓縮。但是這個問題很難獨立來看，主要原因如下。第一、若率先成立的

市集並不禁止其投資者或參與者參與其他市集，則過度容納會員不見得會阻絕其

他市集成立的可能性。第二、目前電子交易市集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但是若一

旦淘汰與整合的階段來臨，必然會出現一些市集容納相當多產業成員的現象，這

反而是市場競爭的“果”而不是限制市場競爭的“因”。 
此外，就技術層面而言，電子交易市集間存在“相互串接”（interoperability）問

題，如封閉性市集與開放性市集接軌、地區性市集與國際性市集的接軌。而這些

接軌問題同時牽涉到技術性（technical）標準（如基礎建設與網路技術的標準）與

營運（business）標準（如電子目錄的產品描述方式）。從激勵創新的角度來看，他

們目前應給予自由發展的空間，但是未來是否或可能如何為領導市集業者所用，

而產生限制競爭效果，值得觀察。 
整體而言，電子交易市集，做為一個市場或產業，仍處於新興發展階段，容易使

人認為其競爭議題，並不是那麼急迫。但是其影響層面不只是電子交易市集本身

的市場，還包過電子交易市集所服務的商品或服務市場。因此，電子交易市集本

身市場能否健全發展，將牽動其所服務商品或服務市場的經濟效率。而且，電子

交易市集做為一個新興的廠商互動交易平台，擁有重要的網路效果，將影響電子

交易市集市場結構的發展趨勢。再加上網路效果與市集業者的營運模式會相互作

用，使得電子交易市集的市場競爭的發展成為即使是在現今也不容忽視的課題。 

第五節 電子交易市集與公平交易法規範 

從前面兩節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電子交易市集有限制競爭效果，但也有促進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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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效果。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觀察與監督電子交易市集的發展時，對這兩大類的

效果必須同時兼顧，不能偏廢。因為限制競爭效果發生時，公平交易委員會固然

責無旁貸，但是也惟有深刻體認電子交易市集的促進競爭效果，公平交易委員會

也才能拿捏得宜地矯正其限制競爭效果，以避免矯枉過正。 
雖然根據學理，我們可以嘗試分析出一些電子交易市集的可能促進競爭與限制競

爭效果，但是先進國家的公平交易主管機關對於電子交易市集大抵上仍停留在密

切觀察的階段，頂多對眾所矚目的個案針對部分疑慮做初步處理，尚未形成系統

性的規範（OECD, 2001）。這是因為電子交易市集仍處於新興演化階段，其營運模

式並未完全定型，難以劇下定論，以免扼殺了電子交易市集作為新興交易技術的

創新效益。同時，如同前面的分析，電子交易市集的限制競爭效果與其網路效果、

營運模式及營運規則密切相關，因此，很多限制競爭效果可以透過健全電子交易

市集之營運規則的方式加以矯正，而產生電子交易市集可以自律的空間。這是

Covisint 得以通過美國 Free Trade Commission（FTC）許可成立的理由之一，因為

它建立了一套 Antitrust Compliance Policy。同時，Covisint 也面對著福特汽車與通

用汽車各自擁有電子交易市集及其他市集（如 Volkswagen 和 Ariba）的競爭。美國

的 Free Trade Commission 同時也認為現有的公平交易法足以規範電子交易市集，

毋須另立專法，惟須深入了解電子交易市集的營運模式與營運規則。這使得公平

交易委員會與電子交易市集業者之間的溝通成為當務之急。 
另一方面，加拿大的公平交易委員會也根據電子交易市集已可觀察到的現象，提

出公平交易主管機構在檢視電子交易市集市場競爭效果時可依循的七個方向

（OECD, 2001, p.61）： 
1. 誰擁有/管理市集—是由一個或多個買方或賣方，抑或是獨立的第三者

擁有/管理； 
2. 一個市集是否連到其他市集； 
3. 那些買方或賣方被容許參與特定的市集； 
4. 與市集參與者和交易相關資訊被蒐集的種類，和據此所做的分析； 
5. 誰得取得那些資訊和以何種型式； 
6. 參與者是否被要求惟一只能與一個市集交易；與 
7. 價格發現（price discovery）機制的類型。 

電子交易市集對公平交易法規範的一大挑戰牽涉市場的認定。資訊科技可視為一

種交易技術，電子交易市集則利用這種交易技術，提供一個虛擬交易平台，將原

本在實體世界中的一些交易得以突破時間與區位限制較順暢地進行。因此，新興

的數位商品除外，B2B 電子交易市集所服務的商品（及勞務）市場，便會與這些

商品的傳統實體交易市場有所重疊。質言之，線上交易與實體交易間可能互相替

代或互補，產生電子交易市集是否不同於傳統實體市場的問題。基本上，就交易

而言，電子交易市集只是提供了一個與傳統市場交易功能近似的交易管道，因此

其所服務的市場應與傳統實體市場相同。從這個角度來看，在電子交易市集與實

體市場的交易彼此間應有很高的替代性。然而，電子交易或實體市場各自的一些

特性，也可能使交易任一方得以將這兩個市場予以區隔。而使電子交易市集與實

體市場間不完全替代，甚至於互補。例如就 B2C 而言，消費者有沒有網路接取設

備或能力，將影響他們是否能就線上交易與實體交易任意選擇的能力，進而使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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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有機會就線上交易與實體交易進行市場區隔。同樣地，B2B 電子商務中，電子

交易市集的建立雙方互信基礎、安全交易等能力也會影響到一般廠商是否願意完

全以電子交易市集來取代傳統的交易方式。 
從資訊科技是一種交易技術的角度來看，我們也得注意到（開放）網路與 EDI 等

其他技術間的替代或互補問題。EDI 是一種專屬（proprietary）網路，直接串接一

些交易頻繁或交易關係密切的廠商，因此，以 EDI 為媒介所形成的供應鍊廠商網

路近似於封閉式電子交易市集。反之，開放式電子交易市集則相對上容許任何交

易雙方在上面進行交易。從提供交易的功能來看，EDI 與開放網路具有相當高的替

代性，但也可能是互補的。一般而論 EDI 及一些系統對系統（system-to-system）

整合的交易技術牽涉較高的建置成本，從 O. Williamson 的「資產特定性」（asset 
specificity）的角度來看，這些交易技術的應用會以交易頻繁和交易關係密切的廠

商間為主，而使他們與以網路為基礎的 B2B 電子商業或開放式電子交易市集有所

區隔，進而使廠商將這兩大類的交易技術做區隔運用，產生互補效果。例如，在

台積電的電子商務架構中，TSMC-Direct 是一個針對主要客戶的系統對系統與營運

流程對營運流程（business-process-to-business-process）的資訊連結服務，以整合台

積電與其主要客戶的 ERP 系統。而提供相近服務的 TSMC-Online，則是以網路為

基礎提供一般客戶的電子商務服務。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在界定電子交易市集

所牽涉到的市場也會產生問題。 
再者，資訊科技具有突破地理障礙的能力，使電子交易市集所能服務的市場得以

跨越區域、國家的地理疆界。從這個角度來看，電子交易市集下的市場有趨於國

際化的現象。但是，我們也不能率爾認定電子交易市集是全球性的，因為廠商會

受制於他本來的跨國運籌能力，和更重要的，因為交易虛擬化不可能就全面的壓

抑實體因素的重要性。即便是如此，我們可以下一個簡單的結論，即電子交易所

服務的市場範圍不會完全受限於實體疆界，而且隨相關配套服務與能力（如認證

與運籌）更趨成熟，其市場範圍也將更趨擴大。 
甚且，從網路本身來看，時間也變成界定市場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因素。例如，無

線通訊技術快速發展，行動商務方興未艾，它有使消費者、廠商具在任何時、地

進行電子商務的潛能，但是，另一方面時效性考量也可能使行動商務與有線的電

子商務間形成一定程度的市場區隔。 
上述電子交易市集市場認定問題是公平交易委員會未來在監督電子交易市集發展

的一大基本課題。公平交易規範是以確認市場為基礎，據此指出市場的主導廠商、

分析廠商的行為對市場結構、市場績效是否會產生不良影響等。然而，不論是就

廠商在電子交易市集的行為是否會有限制競爭效果，或電子交易市集本身的公平

競爭課題而言，上述分析都隱喻市場認定的困難度。例如，電子交易市集與實體

市場、EDI 等專屬網路與（開放式）電子交易市集，各自彼此間是為相互替代或互

補都將影響我們對於市場的認定。而且，傳統的市場認定係利用需求（消費）的

交叉彈性（替代性）來看，但是交易市集的市集認定卻可能牽涉供給方的替代問

題。例如，商品市場的供應商如何看待電子交易市集與其他替代交易機制的功能、

替代性等都將影響電子交易市集所能服務的市場範圍。質言之，電子交易市集所

服務的市場範圍是由商品市場的需求替代與電子交易市集的交易技術替代交織而

成。就後者而言，一個可能的觀察點是電子交易市集的交易價格或數量變動對實

 24 



體市場價格的影響（或反向）；這是澳洲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所提 SNIP（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測

試的背後論據。此外，上述的分析也顯示，“替代性”這個概念不僅牽涉商品（偏

好），還涉地理、時間、與功能等因素。尤其是就功能而言，這不僅牽涉到電子交

易市集（及其他交易技術）所提供的各種功能，也涉及使用者對這些功能的價值

認定。 
進一步就市場跨國界擴大這個因素來看，它凸顯了公平交易主管機構跨國合作的

重要性。即使市場不完全是全球性的，電子交易市集的參與者可能涉及多個國家

的買方或賣方。其交易價格和交易方式是否會違反公平交易法規範可能因國家法

令而異，而且，相關資料的比對與查核將會是跨國性質的。因此，公平交易主管

機關的跨國合作將是難以迴避的基本課題。 
電子交易市集的運作相當仰賴電腦碼（code），這是電子交易市集不同於實體市場

的一大特色，考驗著公平交易委員會解讀電腦碼與擷取電腦資訊的能力（OECD, 
2001, p.57）。就交易媒合與價格設定機制而言，表面上，規則可能是明確和公平的，

但是卻也可能存在以寫入電腦碼的機制行不公平競爭之實。例如，在市集經營者

與參與者為同一人的情況下，他可能在電腦程式中動手腳，暗中排斥競爭廠商、

利用螢幕方位的偏頗（screen bias）使競爭者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等。同時，當交

易過程資訊都以電腦碼型式儲存時，公平交易委員會如何擷取與解讀相關資訊也

將會形成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處理電子交易市集交易紛爭必須克服的難題。就相當

程度，公平交易委員會面對這些問題時，是可以借重外部的資訊技術專家，但是

內部人員相關基本能力的養成也不可偏廢。 
電子交易市集對公平交易法另一挑戰牽涉到公平交易法對合作研發的規

範。如前所述，電子交易市集的功能不只是價格設定（price setting）與交易媒合機

制，而且隨著加值功能重要性的提升，電子交易市集正朝協同商務境界發展，開

始提供共同設計乃至於合作研發等服務（詳見第二節）。合作研發可視為廠商的聯

合行為，而越接近市場的合作研發對市場競爭的潛在影響越大，越容易引發公平

交易主管機關的關切。但是對照國際趨勢，公平交易法對合作研發的規範有趨於

放寬的現象。美國在 1984 年通過國家合作研究法（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 
of 1984; NCRA）容許廠商進行競爭前合作研發，而且只要合作廠商向司法部申報，

即使將來被告賠償損失，也不需要負擔三倍賠償。但是，美國的 NCRA（Section 2.6）

定義競爭前研發為“現象或可觀察到事實的理論分析、實驗、或系統性研究，基

礎工程技術的開發或測試，模型、原型、設備、材料和製程的實驗性生產和測試，

研究資訊的蒐集、交換和分析”。實際上，此一定義包含一些 OECD 之 Frascati 
Manual6中所界定的開發類型研發活動，隱喻以研發流程（基礎研究、應用研究、

與開發研究）來界定競爭前研發會有疑義。因此，1993 年「國家合作研究與生產

法」（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ct of 1993）進一步放寬競爭規

範，容許廠商除合作研發外還可共同生產。同樣地，歐盟歐洲共同體 81 條第 3 款

也以集體豁免（group exemption）方式放寬競爭政策對共同研發的規範，而且豁免

的範圍包括共同研發及其成果的商業開發（exploitation）。另外，我國的「公平交

6 Frascati Manual 為 OECD 所訂之研發活動及其分類的定義與相關資料蒐集指導手冊。 

 25 

                                                 



易法」也有相近的規範。「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明列聯合行為之禁止及其例外，

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許可，廠商得：（1）為降低成本、改良

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2）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

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及其他。前者與聯合制定產業標準

有關，而後者則明指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同時，「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十三條明列申請許可應備文件；第十六條規定，攸關共同研究開發之聯合行為評

估報告應詳載事項。就後者而言，廠商應提報的資料包括：（1）個別研究開發及

共同研究開發所需經費之差異；與（2）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

率之具體預期效果。 
不過，公平交易法大抵是把合作研發視為廠商高層次的策略觀之，卻忽略某種型

式或程度的合作研發卻也可能是產業常態。Chen（1997）的研究顯示英國企業合

作研發決策權限下放到個別單位的程度相當高，意味著合作研發不完全是企業策

略層級的決策，而這在電子交易市集興起趨勢中可能會越來越明顯。舉例而言，

在電子業的全球運籌模式中，為確保後續模組化生產、運籌等效率，上、下游廠

商間的合作已逐漸擴及共同設計、研發。而且，在 B2B 電子交易市集的協同商務

模式中，跨廠協同合作已超越供應鍊管理的範圍，而包括從事接單/定義產品、設

計、工程樣品試產、量產到產品化等階段。因此，供應鍊管理特別著重的是“time 
to market”，而協同商務則可能進一步提升到“right to market”的層次。以封閉式

電子交易市集而言，由康柏主導，神達為中介所形成的全球運籌產銷網路便有一

個 CPC（Collaborative Project Commerce）機制，讓代工客戶、神達與供應商透過

intralink 連線，以共用的設計工具，從產品規劃與管理、產品研發、模組化生產等

切面，合作開發新產品。這不僅可有助於參與廠商縮短產品設計時間，而且也是

後續供應鍊管理暢順執行的基礎（大椽股份有限公司, 89 年, 53 頁）。而開放式電

子交易市集促成協同設計的模式則有，在買家的供應鍊商都有各自系統的情況

下，由兩家公司各出一半的人才，組成一個專案小組，一起透過網路進行產品研

發，而提供服務的市集則可按月收費，如每人每個月 100 美元（廖國寶, 2001 年, 54
頁）。這些趨勢意味著合作研發可能逐漸成為創新網路概念下的常態。 

甚且，合作或跨組織緊密互動可視為研發活動的本質，且契合創新機制多元

化與網路化的趨勢。以多元化而言，在傳統的產（廠商研發）、官（國家實驗室）、

學（學術研究）之外，合作研發被視為美國「第四類」（fourth category）研發機制

的重要部分，而且合作研發占美國研發經費比重約在一成左右（Carr and Hill, 
1995）。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在 1990 年所做的調查也顯示民間自發的合作研發經

費占全體製造業研發經費比重為 5.3％，而非製造業的比重更高達 26.4％。因此，

含研發聯盟在內的合作研發在美、日（乃至於歐盟）的創新機制中有其一定的地

位。 
雖然就個體的層面來看，研發聯盟或合作研發有其優缺點（請參考 Chen, 1996, 

p.74-87），但是他們的內涵卻相當契合研發活動的本質與趨勢。由於知識與技術的

累積性，科技研發具有強烈的群策群力之特質，而且這種特質隨著人類賦予科技

研發更多的經濟任務也越來越明顯。十九世紀及更早期技術創新大多由工匠或發

明家經過多次的嘗試錯誤而完成的。儘管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但是那些發明也

需要仰賴前人的成就。歷史證據更顯示當時的一些重要創新是透過同儕間知識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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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集體發明」（collective invention）結果（Allen, 1983）。十九世紀末在德國與

美國出現了最早的廠商附設研發實驗室。然而廠商將研發內部化並不意味著產業

研發成為廠商閉門造車的「家務事」。反倒是，隨著新的科技發展來自越來越多的

廠商與研究團隊，他們之間的交互作用也越來越密切（Sanderson, 1972, p.139）。 
因此，Rothwell（1992）觀察到五個世代的創新模式演進過程，從傳統的技術推力

（technology push）與需求（市場）拉力（need pull）兩種模式到第五代的系統整

合與網路連結（systems integration and networking）模式，強調研發過程中跨組織

的連結關係與（正式和非正式）合作。尤其在我們跳脫出傳統上將廠商視為高度

垂直整合的思維架構後，便可發現很多產業創新應以「技術系統」（technical system）

的概念來理解方能鞭辟入裏。簡言之，技術系統包含一群相關的產品而他們是共

同被消費的。所以技術系統擁有下列的特色。第一、組成技術的互補元素間存在

對應價值（mutual value）關係。第二、對生產者與使用者而言，技術或產品間的

相容性非常重要。第三、相關產品的生產很難由單一的，即便是垂直整合度高的

廠商獨力完成，所以技術系統的創新有賴一群依存度高的廠商群力完成

（Windrum,1999）。同理，多元化的創新機構與機制有助於彼此間形成有利於知識

流通與加值的創新網路。而這樣的概念也同樣反映在國家創新系統的理論與架構

中。因此，合作研發積極目的應是促使產、官、學等創新相關機構形成知識社群

與創新網路，藉緊密的互動以提升創新的成效。 
根據上述的分析，合作研發實為可謂根植於產業創新活動的特質，而且可能因電

子交易朝協同商務境界發展，而更趨頻繁與常見。甚且，政府推動知識經濟視研

發聯盟為重要的機制，在行政院院會通過的「知識經濟發展方案」，六大措施之一

為「建立蓬勃的創新與創業機制，以扶植創新的企業」。其中便提出了「輔導業界

成立研發聯盟，並建立參與聯盟者可適用研發租稅及獎勵措施之機制，以加速大

型研發活動之進行」。從這些發展來看，公平交易委員會可能必須要思考是否對合

作研發的公平交易法規範予以放寬，至少是就程序而言。 
就現況來看，公平交易法十四條對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與共同研究開發場品

或市場的聯合行為採事前申報許可規範，並於「公平交易法」第十五條也規定公

平交易委員會在許可聯合行為時，得附加條件、限制或負擔。其中並明訂許可應

附期限，期限不得逾三年；事業如有正當理由，得於屆滿前三個月內，以書面向

公平交易委員會申請延展；其延展期限，每次不得逾三年。而且，根據「公平交

易法」第十六條規定，聯合行為經許可後，如因許可事因消滅、經濟情況變更或

事業有逾越許可之範圍者，公平交易委員會得撤銷許可、變更許可內容、命令停

止或改正其行為。 
整體而言，在現行的「公平交易法」規範下，共同研發早已有相當程度的法定成

立空間，惟公平交易委員會仍掌握著某程度的行政裁量權。公平交易委員會主要

的裁量標的應是共同研發（聯合行為）成立的正當性、預期效益與許可及延展期

限。但是，在其他類似領域公平交易法規範卻有放寬現象。例如，甫於行政院院

會通過的公平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便對事業結合的管制由現行「事前許可

制」，改為「事前申報異議制」，並明訂對市場競爭機能並無減損的事業結合，毋

須再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的結合類型。考慮電子交易市集之協同商務與合

作研發日益重要趨勢，公平交易委員會其實也可依這次公平交易法對事業結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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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部分修法精神，放寬對合作研發聯合行為之規範。 
綜合而論，我們之所以建議公平交易委員會對合作研發或電子交易市集內協同商

務概念下之共同設計、研發行為之申請許可之程序規範放寬，是基於以下理由。

第一、在協同商務與政府研發聯盟政策的推波助攔下，共同研發或設計很可能會

有與日俱增趨勢，屆時若要一一申請許可將會構成公平交易委員會沈重的行政負

擔。第二、事實上，國內早已出現很多起合作研發或研發聯盟案例，但是根據公

平交易委員會於民國 89 年 6 月所出版之「聯合行為相關案例（製造業）彙編」，

公平交易委員會只處理過三個不同案件（不含延展案），似乎意味著公平交易委員

會在這樣的案件上較為消極處理，沒有申請或申訴，不予理會。第三、從前述分

析，我們可以得知共同研發不見得涉及企業策略，甚且就相當程度而言可視為創

新網路概念下廠商研發的常態。因此，日本公平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某些類型的共

同研發（如合作廠商之總市場佔有率低於 20％者）給予豁免申報的處置。所以，

公平交易委員會也可考慮對共同研發行為建立指導方針（guideline）、或檢查清單

（checklist），再搭配某些共同研發類型豁免申報規定或「事前申報異議制」，應可

使公平交易委員會在這方面的規範較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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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前言 

在網路商業化的推波助瀾之下，網站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在這些多如繁星的

網站中，許多網路都累積了一定的資料，並利用搜尋引擎協助網路使用人尋求所需

要的資料，使得網站亦成為一個具體而微的資料庫。更值得注意的，就是為了追求

生存的利基，各種不同網站或不同的商業模式亦發展出不同的資料庫，其目的則在

滿足網路使用人的各種需求，並透過網路的連線，迅速的提供使用人所需要的資料。 

而就資料庫的歷史而言，從過去紙本資料庫觀念的出現，到電子資料庫的產生，

乃至於到電子商業環境中大量出現的線上資料庫，僅有短短的一段期間 7，但是隨

著資料庫的普及與運用日趨廣泛，網路上之電子式資料庫不但呈現無限的商機 8，

亦進而所衍生出諸多的法律問題。 

例如，由於各種資料庫所蒐集的資料不一，若是資料庫所蒐集資料內容涉及個

人資料與企業的營業秘密，亦可能涉及隱私權 9與營業秘密之保護 10等問題。另外，

由於資料科技的進步，資料庫的內容非常容易被他人重製，而若不當的對資料庫之

內容進行重製、散布或作其他的利用，則可能涉及不公平競爭、甚至違反資料庫使

用契約，而涉及最基本的契約問題，而這些都是在處理資料庫相關問題時不可忽略

的法律問題 11。 

7 事實上，「資料庫」這個名詞最早出現於一九六三年由美國所舉辦、名為「電腦化資料庫發展與管

理」的軍事研討會中，當時會中曾將資料庫定義為：（1）一個資料庫就是一個檔案；(2)一個檔案就

是一套依序編集的登錄；(3)一個登錄就包含了一個鍵碼和資料。根據此等要件，一個檔案(資料庫)
就是一套編集好的資料登錄(data entry)，而每一個資料登錄都可以用一個特別的鍵加以存取

(access)。請參見 Robin Fairlie 著，李清祥譯，DM 與資料庫行銷-整合性行銷策略實用指南，遠流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82 年 10 月 01 初版，頁 36。 
8根據統計，資料庫產業年產值雖於 1999 年已達約 160 億美元，但是到了 2004 年時，將更快速地躍

升至 550 億美元。請參見 http://www.find.org.tw/0105/focus/0105_focus_disp.asp?focus_id=124。 
9 有關資料庫與隱私權方面的問題，乃是因為透過資料倉儲（data warehouse）或資料採礦（data 
mining）等技術，可以很準確找出消費者的個人特質，並透過資料庫行銷的方式，而可能直接對消

費者的隱私權構成侵害，例如美國著名的網路廣告公司 DoubleClick 就因為企圖利用資料庫行銷的方

式，並結合實體與網路的資料庫，而遭到消保團體的反對而作罷。有關此方面的討論，請參見 Jennifer 
Bresnahan, Personalization, Privacy,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A Look at the Law and Policy Behind 
Electronic Databases, 5 Va. J.L. & Tech. 8 (2000)。相反的，雖然我國對於與資料庫有關之隱私權立法

上，有八十八年修正後的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增列侵害隱私權得請求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

慰撫金）與八十四年通過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但是對於資料庫運用所可能產生的隱私權問

題，則並無特別之規定。特別是個資法由於適用範圍僅限於公務機關與第三條所指定的特定行業，

因此網路上普遍存在的電子式資料庫卻非規範範圍，反而減損個資法的效力。 
10 依照我國營業秘密法第二條規定，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

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料，並符合下列要件者：1. 非一般涉及該類資料之人所知者。2. 因其秘

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3. 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上述三要件，學者一般

多以非周知性、經濟價值性及秘密性稱之。請參見馮震宇，了解營業秘密法─營業秘密法的理論與

實務，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八十六年初版，頁 79。 
11就資料重製行為本身而言，雖然線上資料庫所可能牽涉之法律關係極為複雜，但是如果資料庫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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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資料庫所面臨的問題之中，最嚴重也最引發各方關切的，就是資料庫內容

資料的保護與重製的問題 12。因此如何對資料庫加以保護，並防止他人非法重製或

是利用其內容，就已經成為資料庫業者最主要的問題之一。此種問題在國內以人力

仲介網站求才資料與不動產網站租售物件資料的重製最為嚴重，而在國外，則還包

括了拍賣網站拍賣內容的資料。 

一般而言，對資料庫與其所蒐集資料是否能夠獲得保護，多數國家的著作權法

已經對此有明文的規定，例如我國著作權法第七條雖然對資料庫等編輯著作加以保

護，但是要求其必須具有創作性，至於其所蒐編的內容資料的保護，則並不會因為

被編輯或納入資料庫而受影響 13。而在國際性公約方面，例如/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所通過的著作權條約（WIPO Copyright Treaty, WCT）就於第五條規定，數據或其他

資料的彙編，無論採用任何形式，只要因其內容的選擇或編排構成智慧創作，即受

到保護。惟這種保護不及於數據或資料本身，亦不損害彙編中的數據或資料已存在

的任何著作權 14。至於我國已經加入的世界貿易組織（WTO）所通過的「與貿易有

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亦於第十條第二項中明文規定，資料或其他素材之

編輯（compilation），不論係藉由機器認讀或其他形式，如其內容之選擇或編排構成

智慧之創作(intellectual creations)者，即應予以保護。但該保護不及於資料或素材本

容並未涉及隱私權或是營業秘密所保護的標的者，則所有電子式資料庫所可能涉及的共通法律問

題，就可以限縮在著作權法與公平交易法方面。 
12 另一個關於資料庫較引人注目的問題是有關於資料數位化的問題。由於資料科技的進步，關於資

料原所藉以紀錄、儲存與散佈的媒介物紛紛由原來的報紙或雜誌等傳統紙本，演變成以電子化形式

(如：磁碟、CD-ROM 光碟片或網路等形式)來記錄、儲存與散佈，而就在此數位化過程中，即產生

了對於以往報紙或雜誌已經刊載的著作物，如果要進行數位化，應否得到原來的著作人再行同意的

問題。關於上開問題，美國就已經發生了許多件訴訟，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Tasini v. New York Times
一案。本案主要的爭點乃原告七名自由投稿作家(freelancer)一旦將其著作投稿至報社而獲刊載於報紙

後，於雙方未另有明文約定情形下，報社可否於日後自行或交由第三人再行將個別自由作家之著作

物授權與電子式資料庫（例如 Lexis），或收錄於 CD-ROM 等小型的資料庫中。關於上開爭點，被

告即報社均主張該等數位化的行為係屬美國著作權法第 201(c)條所准許的利用行為，亦即該行為僅

係如同將報紙以微縮影像重製一樣，係屬對於集合著作(collective work)的修改後利用(revision)行
為。上述被告之抗辯，雖獲第一審法院採納，惟嗣後第二審上訴及美國最高法院均採否定觀點。上

訴審法院認為以使用者存取電子資料庫的角度觀之，被使用者利用電子資料庫所提供之搜尋功能進

而所得到的著作，僅係原報紙中之某篇著作（standing alone），而非原來報紙內之全部內容重製（in 
context），因此關於將以往傳統報紙數位化並收錄於電子資料庫之行為，並非美國著作權法第 201(c)
條所准許就集合著作另行修改利用的行為。因此，凡未得原投稿之自由作家事前授權，則報社即無

權將該自由作家著作予以數位化並收錄於電子資料庫內。相關該判決詳細整理資料請參見

http://www.nwu.org/tvt/tvthome.htm 。 
13 我國著作權法第七條規定，就資料的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者為編輯著作，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

編輯著作之保護，對其所收編著作之著作權不生影響。 
14 第五條 WIPO 官方中文譯文為大陸之名詞，亦即「數據匯編」，本文將其做適當修正，以符合國

內用語。而其原文則為：Article 5 Compilations of Data (Databases)  
Compilations of data or other material, in any form, which by reason of the selection or arrangement of 
their contents constitute intellectual creations, are protected as such. This protection does not extend to the 
data or the material itself and is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copyright subsisting in the data or material 
contained in the comp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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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且對該資料或素材本身之著作權不生影響 15。 

由於各國著作權法與國際著作權公約對於資料庫與其內容資料的保護均有相當

的規定，亦即資料庫若要成為著作權法所保護之標的，就必須具有創作性（或原創

性 Originality），因此電子式資料庫，特別是電子式資料庫本身是否具有可受著作權

保護的適格，就有所疑義，因此亦有謂資料庫並不能受到著作權法之保護 16。 

不過，雖然資料庫本身因為不見得具有創作性而可以成為著作權法所保護的標

的，但是卻可能透過著作權法中新興保護機制的規範而間接的獲得著作權法的保

護，特別是各國根據 WIPO1996 年所通過的 WIPO 著作權條約（WCT）與 WIPO 表

演人暨錄音物製作人條約（WPPT）之規定 17，而訂定反規避條款 18與著作權管理

資料 19等規定之保護 20。目前，許多收費性質的資料庫則已經廣泛採行各種的技術

15 Compilations of data or other material, whether in machine readable or other form, which by reason of 
the selection or arrangement of their contents constitute intellectual creations shall be protected as such. 
Such protection, which shall not extend to the data or material itself, shall be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copyright subsisting in the data or material itself. 
16 此處所稱的無法獲得著作權法的保護，僅指傳統著作權而言，並不包括各國根據 WIPO1996 年所

通過的 WIPO 著作權條約（WCT）與 WIPO 表演人暨錄音物製作人條約（WPPT）中所規定的反規

避條款與著作權管理資料等規定在內。 
17 WIPO 所通過的這兩個條約全名為「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WIPO Copyright Treaty, 
WCT)與「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表演與錄音物條約」(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 
WPPT)。 WIPO 此等條約全文，請參見 WIPO 網站，http://www.wipo.org/ent/。國內有關該等條約的

介紹，請參見馮震宇，WIPO 著作權相關條約規範內容與其爭議問題之探討，智慧財產月刊，九十

年十一月與十二月號。 
18 WCT 第十一條（關於技術措施的義務）與 WPPT 第十八條即明白規定，締約國應規定適當的法

律保護和有效的法律救濟，以制止規避著作人（或保演人及錄音物製作人）為行使本條約或伯恩公

約所規定的權利而使用的有效技術措施，而對其著作（或表演及錄音物）進行未經該著作人（或保

演人及錄音物製作人）許可或未由法律准許的限制行為。WCT Article 11 之原文如下：Obligations 
concerning Technological Measures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provide adequate legal protection and effective legal remedies against the 
circumvention of effective technological measures that are used by author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xercise 
of their rights under this Treaty or the Berne Convention and that restrict acts, in respect of their works, 
which are not authorized by the authors concerned or permitted by law。 
至於我國著作權法修正草案第三條第十五款則定義科技保護措施為：「指著作權人為防止其權利被

侵害所使用之科技方法。」 
19 WCT 第十二條、WPPT 第十九條。我國著作權法修正草案第三條第十六款則定義電子化著作權權

利管理資料為：「指附隨於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或於著作向公眾傳播時所附隨足以確認著作、著作

權人、或利用該著作之期間或條件等之電子化資料，包括顯示該等資料之數字或數碼。」 
20 這是因為使用人若有違反因 WIPO 條約技術保護措施而生的反規避條款規定，例如使用人未經同

意而以其他各種方法迴避資料庫建置人所設置之科技保護措施，即會發生違反著作權法的法效，並

可能會面臨侵害著作權的問題。目前已經有美國、日本、澳洲、歐體與大陸相繼修改著作權法，並

將反規避條款與著作權管理資料的內容納入。我國著作權法的修正草案也已經將此等規範納入。一

旦有反規避條款的規定，則資料庫業者就可以利用技術保護措施以保護其資料庫，而達到利用著作

權法保護的目的。例如根據美國一九九八年所通過的千禧年著作權法案所增加的美國著作權法第一

二Ｏ一與第ㄧ二Ｏ二條之規定，若有違反者，可以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並併科五十萬美元以下之罰

金的處罰（第一二Ｏ三條）。因此若違反資料庫建置人對資料庫所採行的科技保護措施時，仍有可

能會違反此等新興的著作權法處罰規定。由於此等情形並不涉及本研究所要探討的不公平競爭問

題，故不特別加以論述。有關 WIPO 條約對此等問題之規範，請參見馮震宇，WIPO 著作權相關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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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措施以防止他人未經授權或許可之利用。其中最常見技術保護措施的就是 ID
與 Password。 

除此之外，許多的商業性質資料庫還透過線上定型化契約（又稱按鍵合約

Clickwrap agreement）之方式 21，以契約方式約定使用人就該資料庫內容所可以為

或不得為之的禁止行為，以防止或限制使用人不當擷取或是再利用該資料庫之資料

內容 22。透過這種契約約定的方式，資料庫設置人亦可以對資料庫的內容以及使用

約規範內容與其爭議問題之探討，智慧財產月刊，九十年十一月。而各國對反規避條款規範的介紹，

請參見馮震宇，網路著作權之保護與發展趨勢，研考雙月刊，二十五卷二期，頁五十四至六十一，

九十年四月。 
21 由於違反者會有違約的問題，資料庫建置人可以對違反者根據契約之約定另行追訴，因此本研究

不擬就此加以特別的討論。另外，利用定型化的按鍵合約是否具有法律的效力之問題，亦為極富爭

議的問題，可以參見馮震宇，網路法基本問題研究（一），八十八年七月，頁二一Ｏ以下對網路定

型化契約的探討。 
22例如根據美國 NASDAQ 公司所訂定的 NASDAQ User Agreement for Real Time Quates 即時資料報

價合約第三條與第五條就規定： 
3.  The Information is licensed only for the personal use of the Non-Professional Subscriber and the 

internal use in the business of the Professional Subscriber. By representing to Vendor that Subscriber is 
a non-professional, or by continuing to receive the Information at a non-professional subscriber rate, 
Subscriber is affirming to Vendor and the Corporations that Subscriber meets the definition of 
Non-Professional Subscriber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 above. Subscriber will promptly give written 
notice to Vendor of any change in the name or place of residence or place of business at which the 
Information is received. Subscriber may not sell, lease, furnish or otherwise permit or provide access to 
the Information to any other Person or to any other office, or place. Subscriber will not engage in the 
operation of any illegal business; use or permit anyone else to use the Information, or any part thereof, 
for any illegal purpose; or violate any NASD Rule. Professional Subscribers may, on a non-continuous 
basis, furnish limited amounts of the Information to customers: in written advertisements, 
correspondence, or other literature; or during voice telephonic conversations not entailing computerized 
voice, automated information inquiry systems, or similar technologies. Subscriber may not present the 
Information rendered in any unfair, misleading, or discriminatory format. Subscriber shall take 
reasonable security precautions to prevent unauthorized Persons from gaining access to the Information.  

5. Nasdaq grants to Subscriber a nonexclusive, non-transferable license during the term of the Agreement 
to receive and use the Information transmitted to it by Vendor and thereafter to use such Information for 
any purpose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 terms of the Agreement or with the NASD Rules. Subscriber 
acknowledges and agrees that the Corporations have proprietary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that originates 
on or derives from markets regulated or operated by the Corporations and compilation or other rights in 
Information gathered from other sources. Subscriber further acknowledges and agrees that the 
Corporations' third party Information providers have exclusive proprietary rights in their respective 
Information. In the event of any misappropriation or misuse, Nasdaq or its third party information 
provider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obtain injunctive relief for its respective materials. Subscriber will 
attribute source as appropriate under all the circumstances.  

而在 Lexis 資料庫的使用合約（GENERAL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USE OF THE 
LEXISNEXIS™ SERVICES）中，則更詳細列出下列的限制： 
1.1 You are granted a nonexclusive, nontransferable, limited license to access and use for research purposes 
the Online Services and Materials from time to time made available to you. This license includes: 
(a) The right to electronically display Materials retrieved from the Online Services to no more than one 
person at a time, subject to the Supplemental Terms for Specific Materials; 
(b) The right to obtain a printout of Materials via printing commands of the Online Services and to create a 
single printout of Materials downloaded via downloading commands of the Online Services (collectively, 
"Authorized Printouts"); 
(c) With respect to Materials that are court cases, court rules, court briefs, agency-issued documents, 
agency regulations or executive branch material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ts states or 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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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利用該內容資料的方式，予以有效的控制。 

不過，資料庫利用的問題，則往往發生在並無技術保護措施或是並未就利用該

資料庫內容有所規定、或是縱有規定但規定不明的情形，特別是一些不需要支付費

用就可以免費利用的網路上電子式資料庫，例如人力網站、房地產網站與拍賣網站。

此等網站所常面對的問題，就是利用人將該資料庫之內容重製後轉而為其他的利

用，或是擷取資料庫之資料並將其作其他的加值利用。由於此等類型之利用等於直

接利用他人之努力成果，而資料庫之內容如果任由他人得不必付出任何代價、或僅

付出不對等之代價即可經由重製或下載取得，則對於投入成本建置資料庫之經營者

而言，不啻是種不公平的待遇，進而可能影響資料庫建置人是否願意繼續投入更多

的成本來更新及維護資料庫的意願，也因此引發是否有不公平競爭的問題。 

因此，本研究特別以資料庫內容重製行為之適法性為重心，從資料庫之保護開

始，並探討對他人資料庫的重製行為是否構成不公平競爭，並特別集中在人力、不

動產與拍賣等網路電子式資料庫所面臨的問題，特別是他人未經合法授權或違反使

用契約所為之利用行為，是否可以有法律加以規範救濟，以及此等行為是否構成不

公平競爭；若符合不公平競爭的情事，則可採何種的救濟方式方為適當，特別是國

內公平交易委員會目前對於此種情形都以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加以處分，此種處

理方式是否適當，應否分別利用態樣與利用程度而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提出探討，

以供主管機關參酌。 

不過，由於對於違反技術保護措施之反規避行為與違反資料庫使用契約之限制

的情形，由於有些國家已經有法律或是契約的約定，因此本研究並不特別加以探討，

以免範圍過於龐大而無法集中於不公平競爭領域之探討，於此先予說明。 

(collectively, "Authorized Legal Materials"), the right to retrieve via downloading commands of the Online 
Services and store in machine-readable form, primarily for one person's exclusive use, a single copy of 
in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ose Materials included in any individual file to the extent the storage of those 
Materials is not further limited or prohibited by the Supplemental Terms for Specific Materials; 
(d) With respect to Materials that are United States patents ("Authorized Patent Materials"), the right to 
retrieve via downloading commands of the Online Services and store in machine-readable form, primarily 
for one person's exclusive use, a single copy of not more than 200 patents at any one time; and 
(e) With respect to all Materials other than Authorized Legal Materials and Authorized Patent Materials, 
the right to retrieve via downloading commands of the Online Services and store in machine-readable form 
for no more than 90 days, primarily for one person's exclusive use, a single copy of in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ose Materials included in any individual file to the extent the storage of those Materials is not further 
limited or prohibited by the Supplemental Terms for Specific Materials. 
1.3 Except as specifically provided in Sections 1.1 and 1.2, you are prohibited from downloading, storing, 
reproducing, transmitting, displaying, copying, distributing, or using Materials retrieved from the Online 
Services. You may not print or download Materials without using the printing or downloading commands 
of the Online Services. 
至於國內的資料庫，例如聯合資料庫，則仍根據著作權法的規範，僅規定使用者若要變更、發行、

播送、轉賣、重製、改作、散布、表演、展示或利用聯合知識庫的局部或全部的內容或服務，必須

取得聯合知識庫的授權。使用者下載或拷貝網站的內容或服務僅可供個人、非商業用途之使用。個

人使用以外之其他用途，在未取得聯合知識庫、聯合報系或其他內容提供者著作人書面許可之前，

完全禁止。 

                                               5 

                                                                                                                                                 



 

第二節 資料庫的意義與類型 

第一項  何謂資料庫  

在電腦時代到來以前，人們就已經開始懂得如何將物品或其他有體物於收集後

詳細歸類，並且於井然有序的空間中加以存放，而開始有了所謂「庫房」的概念。

但是隨著所收集的物品種類與數量日益增大，使用者也開始發覺這種最初的庫房，

雖然在外觀上仍然還是可能維持井然有序，但是在存取使用上卻也開始讓人們覺得

頭痛。因為要從成千乃至上萬個物品中迅速的找到自己所想要的，即時已經將所要

管理的物品一一編號，並以傳統紙張依照一定的邏輯加以排序而可提供紙本式的資

料庫(即非電子資料庫)查詢，仍然不是一件容易且有效率的方法。 

原則上，資料必須要編輯（compiled），也就是蒐集（collect）與累積（accumulation）

之後才能變成資料庫。而所謂的資料庫最早出現就是以紙本方式出現，例如電話號

碼簿、通訊錄、同學錄等，甚至郵票商所編的郵票目錄、錢幣商所編的錢幣目錄等

都屬之。雖然這些以傳統方式彙整的資料亦構成所謂「料庫」（我國著作權法稱之為

「編輯著作」），但是若以使資料庫能夠真正發揮功能的角度言之，伴隨電腦科技發

展而形成的電子式資料庫，才是資料庫應用上較具有實用價值的代表。也一直到電

腦科技的發明，這才真正使人們了解到「資料庫」的效用與便利，藉由電子式資料

庫概念的提出，人們才能將資料存取變得更快速而且更有效率。 

事實上，在電腦廣泛的被運用以前，將資料的蒐集、編輯、整理、甚至將建檔

結果臚列出來，都是以紙本的方式進行，這是一種勞力密集的工作，因此乃有檔案

系統或是圖書館所用的檢索卡片系統。到了 1960 年代，電腦的出現使得蒐集、編輯、

整理、建檔等工作變得相對的容易。這是因為電子化的資料使得檔案或資料的存取

變得更為快速，而大量增加的儲存能力也使得可以累積的資料更多，當然日益精進

的檢索技術與便於使用（user-friendly）的介面，更使得利用變得容易。而其他技術

的進步，例如掃描器（scanner）與轉換軟體(OCR)的出現，使得傳統紙本可以被掃

描後以圖檔儲存或是轉換成文字檔。 

而網路的出現更使得資料的傳遞與散布更為便捷。這種發展，更導致重製技術

的不斷發展，反而使得資料量更形增加。透過網路快速傳輸能力與進步的軟硬體科

技之結合，使得資料庫的觀念又有了新的變革。再加上商業化的應用，新興的資料

庫利用模式也不斷增加，例如客戶關係管理（Customs Relation Management, CRM）

就透過資料倉儲（data warehousing）或資料採礦（data mining）等技術而可將資料

庫中所蒐集累積的資料予以加值利用，而搜尋引擎的運用更是擴大的資料庫的範

疇，例如全球最大的搜尋引擎 Google 就有二千八百台 T1 專線、六千台以上的伺服

器連結其資料庫。另外新興的資料倉儲（data storage）科技，也使得資料庫有飛躍

的成長進步。 

而所謂電子資料庫其實就是藉由一套預先設計完成的電腦程式而將所收集來的

各種可能資料，於各種電子化儲存媒體中(例如磁片、磁碟、光碟、伺服器等)按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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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設定的格式與欄位分門別類並加以儲存後，使其得以提供使用者透過檢索軟體或

搜尋引擎利用或存取。因此，要成為電子資料庫，應該至少包含以下三項要素： 

1. 控制及管理資料庫存取的電腦程式 23； 

2. 資料庫的內容 24； 

3. 資料庫整體本身。 

在這種發展之下，目前的資料庫的建構與市場亦已經趨向專業與收費。例如在

建置模式方面，可以分為階層模式（hierarchical model），相對模式（the relational 
model）與網路模式（network model）等三類 25。而在資料庫市場方面亦可以分為三

種類型：第一種式「一次服務型市場」(one-stop-shopping market)，也就是針對較客

戶提供廣泛蒐集的一般性資料內容；第二種則是「問題導向市場」（problem-focused 
market），也就是針對產業界所需要的特殊問題分別蒐集相關資料，以提供產業界面

對此等特殊問題之需求；第三種則為「產業導向市場」（industry-focused market），

此種資料庫則廣泛蒐集產業所需要的一般性與特殊性的資料以供業界或專業人士利

用。而其建置費用與收費亦有所不同 26。 

第二節  何謂網路線上資料庫  

自從網路時代來臨後 27，不管是區域網路(Local Area Network；簡稱 LAN)28或

23 資料庫的電腦程式一般應係指電腦資料庫管理系統(DBMS)，所謂資料庫管理系統(DBMS)是用來

管理資料庫的一組系統程式，它可以用來在資料庫中進行資料排序、修改或搜尋等工作，可說是提

供資料庫處理的介面。DBMS 有許多不同的類型，例如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RDBMS)、物件導向

資料庫管理系統(OODBMS)、分散式資料庫管理系統(Distributed DBMS)等等，請參見電腦專有名詞

寶典，電腦家庭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發行，頁 103。就法律層面而言，控制及管理資料庫存

取的電腦程式基本上原則上都應該是著作權法上所保護的電腦程式著作。 
24 資料庫的內容依照資料庫建置人的建置目的可能是包羅萬象，換言之，不論是非著作權法所保護

之事實性資料，或是著作權法所保護的各種著作，均有可能成為資料庫的內容。 
25 請參見 Natalia Yastreboff, Copyright for Online Databases on the Internet (Oct. 1997), 

http://www.gtlaw.com.au/pubs/copyrightonline。 
26 請參見 G.M. Hunsucker, The European Database Directive: Regional Stepping Stone to an International 

Model? 7 Fordham Intell. Prop., Media & Ent. L.J. 697, 712 (1997)。 
27截至目前為止推估全球已有近 4 億人口上網， 而根據經濟部技術處委託資策會電子商務應用推廣

中心 FIND 進行的「我國網際網路用戶數調查統計」，經彙整及分析國內主要網際網路服務業者（ISP）

所回報的資料顯示，截至 90 年 6 月底為止，我國網際網路使用人口也已達 721 萬人，網際網路普及

率為 32%。相關調查數據請參見 http://www.find.org.tw/0105/howmany/20010802.asp#ps。 
28 所謂區域網路是指在一個區域之內(一般多是在一棟建築物內或是一個公司組織的內部網路)，多

台電腦透過加裝網路卡利用網路線及集線器(Hub)所建構的一個小小網路，在這個小網路中，我們可

以分享彼此檔案及其他硬體設備，例如光碟機或印表機等等。請參見同前註 2，頁 191；及圖解數位，

電腦家庭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發行，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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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網際網路(Internet)29，都有一個共通的特色，那就是資源共享，而資源共享也成為

網路科技進步的重要原動力。也正因為網路具有無遠弗屆的特性，不但可使得資料

傳播更為廣泛，也使得資料的可利用價值更加擴大，因此透過網路外部性效益，利

用網路技術所建置並以 Web 為介面的網路「線上資料庫」，不但比傳統紙張存取的

非電子資料庫具有效率高與環保的特色，比起以往電子資料庫而言，亦可以突破以

往使用電子資料庫時，僅能於同一時間內提供單機存取，且有時間或空間上使用限

制的缺失。 

由於網際網路的興起與資源共享的觀念，以及網路普遍性、即時性與多樣向等

特色，因此除非對於線上資料庫存取已經預先設定了一定條件的存取權限 30，否則

相較於以往的電子資料庫而言，線上資料庫的使用者已不再僅僅侷限於少數人，透

過網路連線，其真正的使用者可能來自於全球每一個角落。另外，線上資料庫也能

透過網路無遠弗屆與即時性（real time）的特色，將許多資料即時提供予使用者使

用。更重要的，就是由於網路商業化的發展，線上資料庫的內容上更是包容萬象，

舉凡新聞、財經、藝術、醫藥、生技、旅遊、房屋仲介或人力仲介等各類型資料庫

紛紛出現，而這些包羅萬象的線上資料庫的紛紛出現，也更刺激網路使用人口的利

用，也造成線上資料庫更形發展的情況。  

就以國外蒐集法律資料起家的美國 Lexis-Nexis 資料庫
31
為例，目前提供搜尋的

內容包括法律、各項新聞、雜誌、期刊，及有關公司、人口統計、市場研究、產業

報告等，共擁有 28 億筆可搜尋的文件，11400 個資料庫，平均每周增加 8700 萬則資

料，全球共有 2100 萬用戶，每天在網路上進行 70 萬筆搜尋。而以國內提供線上新

聞資料庫而著名的聯合知識庫
32
而言，從一九八八年初開始，截至今年九月底，也

已累計了多達兩百一十萬筆國內多家報紙數位化全文線上查詢的資料庫。 

29 網際網路為一連結世界上各個不同規模電腦網路間的全球性網路，此全球性網錄透過 TCP/IP 的通

信協定作為各個大小電腦網路間的連結標準，並提供使用者多樣的資料服務功能及許多網路應用工

具，像是 WWW，FTP，BBS，ICQ 都是網際網路上常見的應用實例。請參見圖解數位，電腦家庭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發行，頁 72， 
30 所謂設定存取權限，通常是指需要有線上資料庫管理人員預先核發的帳號及密碼才能進入使用而

言。通常設定存取權限背後的主要理由，大概都是因為所被利用的線上資料庫內容是該線上資料庫

建置者花費了許多人力及財力所建置完成或維護的，因此收取必要的使用費用，往往就是這些線上

資料庫建置者投資回收的最佳方式，而這個趨勢也在許多網路公司在網路廣告收入不如預期之後，

另一個為了避免公司走向泡沫化的一種必然趨勢。 
31
 網址為 http://www.lexis-nexis.com/。Lexis-Nexis 最初是以蒐集和提供世界各地的法律資料（包括法

規、案例）起家，1994 年由歐洲出版商 Reed Elesvier 併購，開始將其搜尋、提供的資料範圍拓展至

商業資料、醫學及政府資料，由於看好台灣與日俱增的資料需求市場，美國的 Lexis-Nexis 線上資料

庫公司也已於九十年二月來台設立分公司。在使用費用上，Lexis-Nexis 依使用者需求量不同而有所

區別，但通常每月基本費用仍要新台幣兩、三萬元左右。相關新聞請參見

http://taiwan.cnet.com/news/it/story/0,2000020870,11013766,00.htm 及

http://taiwan.cnet.com/ebusiness/ecnews/story/0,2000022780,11013686,00.htm 。 

32 請參見 http://www.udndat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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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這些屬於收費系統的線上資料庫之外，許多網站更以免費的方式提供各種

的資料，特別是許多國家的政府機構，例如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就提供美國

專利商標的各種資料與檢索服務，而國際間由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所架構的專利合

作組織（PCT）網站，則提供全球申請 PCT 專利的相關資料，就是一個例證。 

這種不論收費與非收費線上資料庫大量出現的情況，不但便利了一般網路利用

人取得所需要的資料，也因為這些資料的取得與資料庫的建構，必須花費大量的時

間與資源，因此也不可避免的會發生少數人士走捷徑，而以擷取他人線上資料庫之

電子式資料，或是將他人於實體世界的資料轉為電子式資料而利用的情事，也因此

引發資料庫保護的呼籲，更進而引發因利用資料庫資料而衍生的諸多爭議。 

由於網路的普及與使用之便利，目前絕大多數供一般使用者利用的電子式資料

庫都已經透過網路提供使用人利用，因此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內容，亦以此等可以透

過網路搜尋檢索並下載資料的網路上電子式資料庫為主要的研究對象，若無特別之

說明，本研究內容所稱之資料庫、電子式資料庫均以網路上的電子式資料庫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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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國際間對資料庫保護的法律規範 

第一項  WIPO資料庫條約草案  

第一款  概說 

由於電子式資料庫之建置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技術及財力資源，但是在今日

科技進步、重製技術發達的時代，資料庫建置所發費的龐大資源極可能被他人透過

重製技術的利用，而輕易的加以重製或存取。為提供資料庫產業適當的保護以刺激

該等產業的發展，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 WIPO)於西元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號到十二月二十日於 GENEVA 舉行的

「著作權暨鄰接權問題的外交會議」(Diplomatic Conference on Certain Copyright and 
Neighboring Rights Questions)中，特別提出「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資料庫智慧財產權

條約」草案(Draft Treaty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Respect of Databases；以下簡

稱「WIPO 資料庫條約草案」)33，以建立資料庫建置投資回收(recover)的適當保護

法制架構，並試圖建立一個統一的國際性保護準繩，以保護發展全球資料基礎建設

所必需的資料庫建置 34。 

不過，由於對資料庫應否加以保護、如何加以保護、保護之範疇與期間、保護

應否有例外等問題均有爭議，再加上美國最高法院在 Feist v. Rural Telephone Co.
一案中，廢止了傳統的辛勤工作原則（industrial Principle）（詳後述美國法之討論），

因此各方對於 WIPO 資料庫條約草約之內容亦有相當的爭議，以致最後該條約草案

並未通過。 

不過由於資料對於全球資料產業與電子商務之發展均十分重要，再加上 WIPO
已經表示將再提出保護資料庫的措施 35，因此亦有必要對該條約草案之內容有所認

33 關於 WIPO 資料庫條約草案英文版全文，請參見

http://www.wipo.int/eng/diplconf/6dc_all.htm#Annex。WIPO 資料庫條約草案雖於西元一九九六年

十二月與其他兩條約草案，一為「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The WIPO Copyright Treaty）」；

另一為「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表演及錄音物條約（The 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

均係自一九六一年羅馬條約及一九七一年伯恩公約巴黎修正案以來，各方針對近年數位科技之發

展，尤其網路快速發展下，為因應如何建立國際上適當之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保護制度，經多年之

醞釀、研擬，而由 WIPO 所成立之專家委員會完成草案，並由 WIPO 所屬之國際局(International Bureau)

於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公佈三條約之草案，供各界參考並一併提交本次「著作權暨鄰接權問題的外

交會議」等待討論後正式通過，惟最終僅通過後兩項條約，至於 WIPO 資料庫條約則因該次會議不

及討論及協商，而未獲正式通過，直至今日亦仍未獲通過。 
34 請參見 WIPO 資料庫條約草案前言(preamble)之內容。 
35 請參見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Geneva Governing Bodies of WIPO and The U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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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了解，方能得知國際間對資料庫保護之趨勢與未來發展方向。另一方面，由於

此資料庫條約乃係彙整各國對資料庫與其資料內容保護的共識，特別是資料庫設置

人的權利與可能侵害資料庫設置人權利的類型，例如資料庫條約草案就要求他人必

須將資料庫內容中的全部或重要部分(substantial part)加以擷取，方可發生侵害的問

題，亦可以供主管機關於審理相關案件時參酌。 
 

第二款  WIPO 資料庫條約草案之重要內容 

就 WIPO 所提出的資料庫條約草案而言，共分前言、十三條主要條文及包括二

十一條條文之附錄等三大部分。由於各國著作權法與美國最高法院在 Feist 案中，

都要求編輯著作（compilation）都必須具備創作性（或原創性 originality）之要件，

但是電子式資料庫所蒐集的內容卻不見得能夠符合創作性的要件，因此不一定能夠

以著作權的方式加以保護。因此 WIPO 資料庫條約草案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使

WIPO 會員國得以藉由該條約之簽署，能對資料庫建置人創設一個特殊的權利，而

以特別法( sui generis )方式加以保護 36。 

由於 WiPO 資料庫條約草案試圖在傳統的著作權法架構之外另行創造出一個新

的保護機制，因此該草案的相關規定亦值得特別注意。有關於 WIPO 資料庫條約草

案的重要內容，可以分述如下： 

一、資料庫的定義 

依照 WIPO 資料庫條約草案第二條第一項所下之定義，所謂資料庫係指以有系

統或有條理之方法，將所收集之獨立著作、資料或其他素材加以編排，而得以

電子或其他方法加以個別存取者而言 37。 

二、 保護的客體 

由於傳統上若資料庫要取得著作權法之保護，創作性的要求仍是不可或缺的要

素，惟依照 WIPO 資料庫條約草案第一條之規定，即已揚棄上述要求，轉而規定只

要資料庫之內容在收集上(collection)、組合上(assembly)、驗證上(verification)、組織

Administered by WIPO, Thirtieth Series of Meetings, Geneva, March 20 and 21, 1997, 

http://www.wipo.int/eng/document/govbody/wo_gb_ab/pdf/ab30_3.pdf. WIPO 並組成一個專家委員會進

行後續的協商與研究。 
36 請參見 Article 1 (3) The protection granted under this Treaty shall be provided irrespective of any 

protection provided for a database or its contents by copyright or by other rights granted by Contracting 

Parties in their national legislation. 
37 "database" means a collection of independent works, data or other materials arranged in a systematic or 

methodical way and capable of being individually accessed by electronic or other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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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organization)或表現上(presentation)屬於重大投資時(substantial investment)38，除

資料庫本身在製造、運作或維護所需之電腦程式不在保護範圍內之外 39，不論資料

庫形式或所附著之媒介為何，亦不論其是否提供公眾使用，均應受到保護 40。至於

何謂重大投資，依照 WIPO 資料庫條約草案第二條第四項之定義，係指在資料庫內

容收集上、組合上、驗證上、組織上或表現上有人力、財力、技術或其他資源之任

何質或量之重大投資(significant investment)者而言 41。 

三、 資料庫建置人之權利 

依照 WIPO 資料庫條約草案第三條之規定，資料庫之建置人（Maker of 
Database）42有權授權或禁止他人擷取或利用該資料庫之內容 43。因此，該條約草

案明文禁止他人未得授權而任意擷取(extraction)或利用(utilization)資料庫之內容。 

根據合約草案第二條第(ii)之定義，所謂的擷取，係指將資料庫內容中的全部或

重要部分(substantial part)44，以任何方法或任何形式，永久性或暫時性地移轉至其

他媒介 45。至於所謂利用，亦另依照 WIPO 資料庫條約草案第二條第(iv)之定義，

係指以包括散布重製物(distribution of copies)、出租(renting)、線上(on-line)或其他

形式之傳輸(transmission)在內之任何方法，而將資料庫內容中之全部或重要部分對

38 Article 1 (1)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protect any database that represents a substantial investment in the 

collection, assembly, verification, organization or presentation of the contents of the database. 
39 Article 1 (4) The protection under this Treaty shall not extend to any computer program as such,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any computer program used in the manufacture, operation or maintenance of a 

database. 
40 Article 1 (2) The legal protection set forth in this Treaty extends to a database regardless of the form or 

medium in which the database is embodied, and regardless of whether or not the database is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41 "substantial investment" means any qualitatively or quantitatively significant investment of human, 

financial, technical or other resources in the collection, assembly, verification, organization or presentation 

of the contents of the database. 
42 資料庫條約草案第二條(iii)特別對資料庫建置人加以定義，亦即 "maker of the database" means the 

natural or legal person or persons with control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undertaking of a substantial 

investment in making a database. 
43 (1) The maker of a database eligible for protection under this Trea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authorize or 

prohibit the extraction or utilization of its contents. 
44 資料庫條約草約第二條第(v)， "substantial part", in reference to the contents of a database, means any 

portion of the database, including an accumulation of small portions, that is of qualitative or quantita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value of the database。 
45 "extraction" means the permanent or temporary transfer of all or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a 

database to another medium by any means or in any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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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提供使用者均屬之 46。 

根據第四條之規定，該條約草案所賦予的所有權利原則上均有資料庫建置人所

擁有，並可自由移轉。但是各國亦可根據其國內法之規定，對資料庫建置人之權利

加以適當地限制 47。 

四、 保護期間 

關於 WIPO 資料庫條約草案對於資料庫所提供之保護期間，依照其第八條之規

定，分別規定為： 

    自資料庫符合本草案第一條第一項所定之要件該年度一月一日起，至少應提供

(A)25 年(B)15 年的保護期間 48。如果資料庫是提供公眾使用者，則不論方式為何，

保護期間至少從該資料庫首次提供公眾使用之該年度一月一日起(A)25 年(B)15
年。任何對於資料庫的質與量上的重大改變，包括累積性的在組織上或呈現上的繼

續增加、刪除、驗證、修改或其他改變，只要構成了另一個新的重大投資，則該次

因重大投資所生之資料庫，亦取得其應有之保護。 

 除此之外，資料庫條約草案還明文採行國民待遇原則（National Treatment）與

資料庫獨立保護原則(Independent protection)（第七條），也不要求資料庫必須經過

一定的程序方能獲准保護（第九條）49。值得特別注意的，就是條約草案第十條第

一項特別採取與 WCT 和 WPPT 類似的技術保護規定，要求各國應立法禁止破解保

護之裝置（protection-breaking devices）50的進口、製造與散布，或禁止提供或履

46 (vi) "utilization" means the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f all or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a 

database by any means, including by the distribution of copies, by renting, or by on-line or other forms of 

transmission, including making the sam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at a place and at a time individually chosen 

by each member of the public. 
47 請參見草約第五條，(1) Contracting Parties may, in their national legislation, provide exceptions to or 

limitations of the rights provided in this Treaty in certain special cases that do not conflict with the normal 

exploitation of the database and do not unreasonably prejudice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rightholder。至

於對各國政府機構或其代理人與公務員所建置之資料庫的保護與例外，第五條第二項亦授權各國自

行決定。(2) It shall be a matter for the national legislation of Contracting Parties to determine the 

protection that shall be granted to databases made by governmental entities or their agents or employees。 
48關於 25 年的提案，是由美國所提出，而關於 15 年的提案則是由當初的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會員國所共同提出，參 WIPO 資料庫條約草案第八條註解 1。 
49 Article 9, Formalities. The enjoyment and exercise of the rights provided for in this Treaty shall not be 

subject to any formality. 
50 破解保護之裝置的定義出現於草案第十條第三項：(3) As used in this Article, "protection-defeating 

device" means any device, product or component incorporated into a device or product, the primary 

purpose or primary effect of which is to circumvent any process, treatment, mechanism or system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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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任何相同效果的服務，如果任何人明知或有合理理由可得知該裝置或服務將會

用於行使並未經資料庫建置人或法律所授權之行為 51。第二項更要求各國應對第一

項所禁止的行為，採取適當且有效的救濟（appropriate and effective remedies）。不過，雖

然資料庫條約並未通過，但是由於 WCT 與 WPPT 都已經通過，且有類似的技術保

護措施的規定，因此資料庫建置人仍然可以透過技術保護措施的採行，而達到保護

其資料庫的目的。

prevents or inhibits any of the acts covered by the rights under this Treaty. 
51 Article 10 (1)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make unlawful the importation, manufacture or distribution of 

protection-defeating devices, or the offer or performance of any service having the same effect, by any 

person knowing or having reasonable grounds to know that the device or service will be used for, or in the 

course of, the exercise of rights provided under this Treaty that is not authorized by the rightholder or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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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歐洲議會與理事會關於資料庫法律保護指令       

第一款  概說 

由於在歐洲共同體(即歐盟前身)各會員國國內法中，對於資料庫與其內容資料

的保護並無法有相同的見解，亦無法提供一致的保護，為提供資料庫保護一個共通

的規範，也為了鼓勵歐洲共同體各會員國間資料庫市場的順利發展，而不致影響到

歐洲共同體內商品或服務的自由流通(free movement of goods or services within the 
Community)，因此歐洲議會及理事會於 1996 年 3 月 11 日正式通過一項名為「資料

庫法律保護指令」(Directive 96/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1 March 1996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atabase)；以下簡稱資料庫保護指令)的法

案 52。 

根據該指令第十六條，歐體明文要求各會員國應於 1998 年 1 月 1 日前完成各

自國內法之修改工作，以符合該指令之要求，歐體各國亦已陸續根據該指令修改其

國內法，使得歐體成為全球明文對資料庫與其資料內容加以保護的地區。由於我國

與歐體經貿往來密切，因此對於歐體的資料庫保護指令亦應有所了解。 

第二款  重要內容 

綜觀歐體資料庫保護指令，大致上有兩項特色。第一，對於資料庫的保護採取

「雙軌制」，詳言之，除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資料庫外，對於未能符合著作權保護要件

之資料庫，則另外創設一種特別權利(sui generis right)予以保護。第二，對於資料庫

之保護採取互惠原則，換言之，如果歐體以外之其他國家未能提供與該指令相當之

資料庫法律保護，則該國國民所建置之資料庫即無法在歐體取得該指令之保護 53。 

值得注意的是，資料庫保護指令雖然只有十七條正式條文，惟其立法理由卻有

六十項之多，其用意乃係明確該指令之立法歷史（Legislative History），並最為解釋

或補充該指令的一個重要立法解釋之參卓。而該保護指令之重要內容則可歸納為下

列各點： 

52 資料庫法律保護指令正式通過後，全文並於 1996 年 3 月 27 日公佈於官方公報七七卷，頁 20 至

28。另外其全文，可以從歐體之網站下載，其網址為

http://www2.echo.lu/legal/en/ipr/database/text.html 。而有關歐體資料庫法律保護指令介紹，請參見 Th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Law and Technology (JILT), special Features on the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 http://elj.warwick.ac.uk/elj/jilt/dp/。 
53 請參見該資料庫保護指令立法理由第五十六點，關於互惠原則類似的規定於歐盟所制定之法律是

在所多見的，例如於歐體資料庫保護指定(The EU 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 of 95/46/EC)中第二十五條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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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庫的定義 

依照資料庫保護指令第一條所下之定義，所謂資料庫係指將獨立著作、資料或

其他素材之收集，以有系統的(systematic)或一定方法的(methodical)編排，而得以

提供個人以電子或其他方法加以使用者而言 54。至於第二條則規定資料庫可受著作

權保護之要件為「藉由對其內含資料的選擇或安排，構成著作人自己的智慧創

作」55，方可符合該指令的保護要件而受到保護。 

二、保護的客體及禁止之行為 

依照資料庫保護指令第二章第三條至第六條之規定，雖然要取得著作權保護之

資料庫，其要件上仍然與各國著作權法相同，亦即要求在資料庫內容的選擇與編排

上具有著作人的智慧創作(intellectual creation)56，但依照資料庫保護指令第三章中

第七條之規定，一個資料庫即使在其內容選擇與編排上尚未能被認定具有著作人的

智慧創作，但是只要符合一定要件，各會員國即應賦予該資料庫建置人一項特別的

權利，以禁止他人擷取(extraction)或再利用(re-utilization )該資料庫的全部或重要部

分。 

此項規定的重點，不但重申資料庫可於符合傳統著作權保護要件時直接獲得著

作權之保護外，更特別的，就是在於創立一項賦予資料庫設置人之特殊權利。根據

該指令第三章第七條第一項，若該資料庫建置人在質或/及量上有相當之投資以獲

得、驗證或顯示其資料庫內容時 57，則會員國應給予其阻止他人在質及/或量上擷取

或再利用該資料庫全部或主要部分（the whole or of a substantial part）內容之權利 58。

由於此一權利與該資料庫及其內容資料是否得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保護之客體無

關，而為一個獨立之權利（第七條第四項），且得獨立為轉讓或授權(第七條第三項)，
因此乃成為一種獨立於傳統智慧財產權之外的特殊的權利(sui generis right)。 

至於歐體資料指令所稱之擷取，亦與 WIPO 資料庫條約草案的定義類似，係指

永久或暫時將資料庫內容全部或重要部分以任何方法或形式移轉至其他媒介者而

言。而所謂再利用，係指可以藉由散佈重製品、出租、線上或其他形式之傳輸，而

54 [A] collection of independent works, data or other materials arranged in a systematic or methodical way 

and individually accessible by electronic or other means. 
55 [D]atabase which, by reason of the selection or arrangement of their contents, constitutes the author's 

own intellectual creation。 
56 依照資料庫法律保護指令第二章第五條之規定，取得著作權保護之資料庫，該資料庫之著作權人，

就其資料庫之內容原則上可以享有專屬之重製權、改作權（包括翻譯、加工、編輯，以及其他任何

形態之改作）、公開散佈權、公開傳輸權、公開上映權或公開演出權。 
57 [T]here has been qualitatively and/or quantitatively a substantial investment in either the obtaining, 

verification or presentation of the contents. 
58 [A] right to prevent extraction and/or re-utilization of the whole or of a substantial part, evaluated 

qualitatively and/or quantitatively, of the contents of that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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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資料庫之全部或重要內容得以提供予公眾使用而言 59。而為規範意圖不當利用該

資料庫之人，或是以分次擷取方之式進行第一項所禁止的行為，該指令第五條亦特

別規定，若以持續且有系統的方式擷取或再利用資料庫非主要部分之內容，進而與

該資料庫正常使用情形相牴觸或使資料庫建置人合法利益(legitimate interests)受到

不合理之損害(unreasonably prejudice)者，應推定為違反資料庫正常使用之行為，

應予禁止。 

三、特別權利的限制 

依照資料庫保護指令中第八條之規定，不論是以何種方式，如果資料庫是提供

予公眾使用者，只要合法使用人(lawful user) 不致與資料庫正常使用情形相牴觸或

使資料庫建置人合法利益(legitimate interests)受到不合理之損害，則該提供公眾使

用之資料庫建置人，即不得禁止合法使用人(lawful user)基於任何目的而擷取或再使

用該資料庫內，質或量上屬於非重要的部分。 

    除了上述對於特別權利之限制規定外，資料庫保護指令中第九條亦賦予使用人

在一定情況下的合理使用之規定，亦即因教學解說、學術研究、公共安全、行政或

司法程序之目的，亦得擷取或再使用他人已提供公眾使用資料庫之重要部分之內

容，並不會違反資料庫建置人之權利。 

四、保護期間 

依照資料庫保護指令中第十條之規定，資料庫建置人原則上依照該指令第七條

所取得之特別權利，自該資料庫完成之日起，得享有十五年的保護期間。但是如果

在上述期間未滿前，不論以任何方式，使該資料庫提供予公眾使用者，則上述十五

年期間，則應再自該資料庫首次提供予公眾使用之日起起算。最後，如果資料庫在

其內容上有任何質或量的重大改變，包括任何累積性的繼續增加、刪除或變更，只

要可以被認定為另一個在質與量上的新重大投資，則該次投資仍可取得該重大質或

量增加或變更本身應有之保護期間。 

由於該指令明確規定，若資料庫內容在質或量上主要部分有增修改變，將被視

為實質上之新投資，且權利期間可另行起算。因此在此規定下，透過此權利更新要

件的資料庫，將可以有效的無限制延長其保護期間。雖然如此，透過規定必須對他

人資料庫內容在質及/或量上擷取或再利用該資料庫全部或主要部分（the whole or of 
a substantial part）之限制，與提供使用人合理使用的空間，亦可平衡資料庫建置人

與使用人雙方的權義，而不會有太過保護資料庫的嫌疑。 

縱使歐體資料庫指令亦在第五條對非主要部份內容之侵害有所規定，但是卻仍

要求必須使用人以「持續且有系統的方式」擷取或再利用資料庫非主要部分之內容，

進而與該資料庫正常使用情形相牴觸、或使資料庫建置人合法利益受到不合理之損

害者，才推定為違反資料庫正常使用之行為。此種區分不同利用型態、並根據不同

利用型態而分別規定其要件的方式，則與我國公平會在處理人力網站與不動產網路

59 由於美國最高法院在 Feist 一案中，要求資料庫之保護亦應具備創作性，因此在 WIPO 談判時與談

判後，歐體都是最支持資料庫條約之通過，因此該條約許多內容亦與歐體的指令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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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料重製案件所採的標準有所不同，值得主管機關參酌。 

 

第三項   美國關於資料庫的保護  

第一款  美國司法實務對資料庫保護的見解 

一、美國司法實務對資料庫與資料重製之保護方法 

對於資料庫保護與資料內容之重製問題，美國司法實務見解除了根據著作權法

之外，亦積極的以不公平競爭（unfair competition）的方式加以處理。亦即，如果所

重製的資料符合美國著作權法所規定的保護標的時，就根據著作權法加以保護，但

是如果所重製的資料並不符合美國著作權法之保護要件，而非著作權法之保護標的

時，美國法院亦會視重製的情況如何，而根據不公平競爭的法理加以判決。 

就資料庫之保護而言，美國著作權法第 101 條特別對編輯著作加以保護，也就

是說，若將既存之素材或資料加以收集和組合而成之著作，並且在其選擇、整合、

編排後，使該編輯著作整體具有創作性之著作物時，即可成為美國著作權法上所保

護的標的而可受到保護 60。不過，對於在資料的選擇、整合、編排方面若不具有創

作性時，是否亦受到保護，則有所謂的辛勤原則（industrial principle，又稱揮汗原

則 Sweat & Brow Principle），也就是對不屬於著作權法所保護的標的，例如單純的

事實性資料等，只要辛勤的加以蒐集、整理，亦可就其所蒐集整理的非著作權標的

取得保護。不過，此原則已經在美國最高法院於 1991 年在 Feist Publication,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61一案中所推翻，因此除非國會另立新法，推翻 Feist 的

判決，否則縱使辛勤工作蒐集資料，若其並無創作性時，仍然無法受到法律的保護。 

另一方面，對於不受著作權法所保護的資料，也並不是就無法取得法律的保

護。事實上，對於不符合著作權保護標的的資料，美國司法機關最早就創造出私取

（misappropriation）的理論，以不公平競爭法理來解決資料重製的問題。而對於此

等不公平競爭的案件，最早的就是在 1918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v. Associated Press62一案所作的判決。在該案中，由於當事人雙方均為互有

60美國著作權法第 101 條關於編輯著作所下之定義，類似我國著作權法第 7 條的規定，其原文為 A 

''compilation'' is a work formed by the collection and assembling of preexisting materials or of data that are 

selected, coordinated, or arrang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 resulting work as a whole constitutes an original 

work of authorship. 
61499 U.S. 340  (1991)。關於本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全文可於

http://caselaw.lp.findlaw.com/scripts/getcase.pl?court=US&vol=499&invol=340 下載。 
62 關於本案判決全文可於

http://caselaw.lp.findlaw.com/scripts/getcase.pl?navby=search&court=US&case=/us/248/215.html 下載。

另外關於其相關說明請參見 Peter K. Yu, Evolving Legal Protection for Databases, 刊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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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關係的新聞媒體，各自提供其所報導之新聞予其簽約付費之新聞媒體客戶。 

不過，當時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INS 並未派遣戰地記者至歐陸戰場採訪，但

是為提供其客戶的需要，因此 INS 乃根據合眾社（AP）戰地記者所發回之歐陸戰地

的新聞，在美國改寫後，轉發與其客戶。此事為 AP 知悉後，乃對 INS 提出侵害著

作權與不公平競爭的訴訟。 

由於新聞一般多為傳達事實之語文著作，並非著作權法所保護之標的，因此被

告即使有抄襲原告所報導並已公開之新聞，亦不致違反著作權法。不過法院於審理

後，認為雖然 INS 的行為並沒有違反美國著作權法，但是由於雙方當事人間具有同

業競爭關係，而 INS 之行為亦不應鼓勵，因此法院乃創作出所謂的私取理論 63，判

決被告之行為構成之不公平競爭(unfair competition in business)之情事，禁止被告 INS
繼續利用 AP 的新聞以獲取其私利。 

由於美國司法判決對於資料庫與資料之重製有此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因此本

文特別就美國司法機關對資料庫應否受到著作權法保護的問題，以及法院和運用不

公平競爭的法理處理資料重製問題分別加以說明如下。 

二、Feist 案與資料庫之保護 

美國關於資料庫爭議的實務判決最有影響力者，莫過於 1991 年美國聯邦最高

法院 Feist Publication,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一案。本案 Rural.原是一家位

於美國堪薩斯州的電話服務公司，為了服務用戶，該公司分別出版電話號碼簿之住

宅部（白頁，white page）與分類部（黃頁，yellow page）的電話簿(telephone directory)，
使用戶可以依照其電話用戶姓名與地址英文字母順序排列快速找到用戶電話號碼。

而 Feist.出版公司在未取得 Rural 事前同意前，即將 Rural 所出版之住宅部電話號碼

簿中之資料，重製後收錄於其本身所出版之電話號碼簿中，因此 Rural 即向法院提

出著作權侵害的訴訟。 

關於本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次否定了以往即已存在於英美著作權法的一種

理論，即所謂的「辛勤蒐集原則」(Industrial Collecting Principle)。詳言之，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認為即使 Rural 為了出版其電話號碼簿(本案為非電子式資料庫)，確實投

入了許多人力及財力上的投資。但是不論是原告所出版之電話號碼簿上的用戶姓

名、住址乃至於電話號碼，均為無法取得著作權保護的事實性資料 64；更甚者，Rural
就這些事實性資料之選擇及編排上，亦不符合美國著作權法第 101 條所要求之原創

http://www.gigalaw.com/articles/yu-2000-12-p1.html。 
63 這個私取（misappropriation）的理論，後來分別發展成為美國證券交易法與營業秘密保護的重要

理論依據。 
64聯邦最高法院對原告所選擇及編輯的住宅部電話號碼不具有創作性十分強調，因此一再的指出原告

的選擇及編排是機械性的(mechanical)、例行性的（routine）、事實上難以避免(practically inevitable)、

一個有長久歷史、奠基於傳統的實務（an age-old practice, firmly rooted in tradition）、明顯的

（obvious）。請參見 Fesit, 499 U.S. 36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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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original)65，因此既然該電話號碼簿並非美國著作權法所保護之編輯著作

(compilation work)，因此聯邦最高法院判決 Feist 重製這些並非著作權法保護標的之

資料，亦不構成著作權侵害 66。 

自從美國於 Feist 一案中認為不具原創性的資料庫即不能成為著作權法所保護

之標的後，在往後許多類似的案件中，美國各級法院即將該判決結果奉為圭臬。換

言之，除非成為訴訟爭點的資料庫就其內容選擇或編排上已經具有所謂原創性 67，

否則即使他人對資料庫中不屬於著作權保護標的之內容進行重製，仍然不會構成著

作權侵害。 

不過，由於 Fesit 所要求的創作性之水準十分低 68，因此只要有最基本的創作

就已足。故若要符合 Feist 的要求，亦即對資料的蒐集整理，在選擇、整合或編排中

顯現任何的創作性，並非資料整合或資料庫建置人的主要困難，許多的案件都因為

有顯現出少許的創作性而獲得保護。例如緊接著 Feist 之後所發生的有關紐約地區華

人分類部（電話黃頁）的爭議案建中，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就判決因為分類部有按行

業所為的編排，即符合 Feist 所要求的最低創作性之要求，而可受到保護 69。嗣後，

在 1994 年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又判決舊車（二手車）資料的蒐集彙整亦具有創作

性 70，而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則在 1999 年判決錢幣資料之蒐集整理亦具有創作性而可

受到著作權之保護 71。 

而在 1997 年美國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 Warren Publishing v. Microdos 一案 72，

65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特別指出，創作性（原創性）是美國憲法的基本要求，Feist, 499 U.S. at 346 

("Originality is a constitutional requirement.")。  
66 關於本案於著作權法第重要性詳細說明，請參見馮震宇，了解智慧財產權，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一版，頁 177 至 182。 
67 例如於 Feist 一案後隔年 Corsearch v. Thomson & Thomson，792 F.Supp. 305(S.D.N.Y 1992)一案中，

法院即認為原告 Thomson & Thomson 所建置包括當時美國五十個州的商標資料庫，其於資料庫內容

選擇及編排上即具有原創性，因為原告 Thomson & Thomson 不僅單純收集商標資料，而且為了區別

個別的商標究為文字所組成或係圖樣，Thomson & Thomson 另外在所收集的商標資料中加上一個特

別的標示以作區別，因此法院即認為此即充分滿足編輯著作所要求之原創性要求。 
68 Feist, 499 U.S. at 345, 359。聯邦最高法院將其判決限縮於住宅部這個很狹隘的著作類型，因為其

此種著作類型的創作性不是全然欠缺、就是微不足道以致幾乎都不存在。 (narrow category of works in 

which the creative spark is utterly lacking or so trivial as to be virtually non-existent)。 
69 Key Publ'ns v. Chinatown Today Publ'g Enters., Inc., 945 F.2d 509, 514 (2d Cir. 1991)。 
70 ); CCC Info. Servs., Inc. v. Maclean Hunter Mkt. Reports, 44 F.3d 61 (2d Cir. 1994)。 
71 CDN, Inc. v. Kapes, 197 F.3d 1256 (9th Cir. 1999)。 
72115 F. 2d 1509(11TH Cir.)；關於本案判決全文可於

http://laws.lp.findlaw.com/getcase/11th/case/938474OP&exact=1 下載。另外，關於本案說明文章請參

見 David Mirchin，Putting An End to Database Piracy，刊載於 http://www.silverplatter.com/pira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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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類似的情形，但是其不同之處，則在於若該最基本的創作性都並非資料庫建置

人或資料蒐集整理者所創作時，由於其非創作人，因此就當然無法取得著作權的保

護。 

在該案中，原告 Warren 係出版專門收集美國各地有線電視經營者所擁有之用

戶數、頻道數及其服務價格資料之「有線電視指南(cable television fact book)」，被告

Microdos 卻大量重製該有線電視指南的內容並加以銷售。本案於第一審判決時，地

方法院認為，雖然 Warren 在其所出版之有線電視指南的編排上，是一種機械化的

(mechanical)、例行性的(routine)內容，並不具有原創性，但是藉由 Warren 本身所發

展的地區選擇系統(system for selecting communities)，卻可使得其所出版之有線電視

指南在其地區的「選擇」上具有原創性，進而即應成為美國著作權法所保護的編輯

著作，因此判決被告因為侵害著作權而敗訴，且對被告發出暫時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 

本案於被告上訴後，全案發生大逆轉，因為上訴法院轉而認為被上訴人 Warren
所出版之有線電視指南雖然選擇上具有創作性，但是該創作性的原始提供者並非

Warren，亦即 Warren 並非原創者，真正的原創者應係那些有線電視的經營者(cable 
operators)。換言之，是有線電視經營者自己決定其要經營的地區，而非由 Warren
所決定並將之出版，因此改判上訴人勝訴並撤銷地方法院的暫時禁制令 73。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資料編輯中，例如上述案件的分類部、二手車資料、錢

幣資料、電視指南等，由於其係有最低的原創性，也就是在編輯或選擇上有基本的

創作性，就可以受到保護。但是若改為電子式資料庫，也就是將所有的資料都放置

於資料庫中，而利用搜尋引擎進行搜尋時，由於沒有一定的編排或選擇，就可能無

法具有最低創作性的要求，而無法成為著作權保護的標的。例如在 1997 年美國紐約

州地方法院 Hyperlaw Mathew Bender & Co. v. West Publishing 一案 74中，法院即判

決雖然被告 Hyperlaw 所製作之 CD-ROM 中約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內容，是抄襲自原

告 West 花費了許多投資所收集的美國各級法院判決之全文，但是由於原告 West 所

為之選擇及編排並無所謂的原創性，因此對於本案，美國紐約州地方法院最後仍判

決被告並無侵害著作權。 

不過，除了創作性的要求之外，Feist 的另外一個判決的理由，卻是真正阻礙了

資料庫獲得著作權法保護的可能，這就是聯邦最高法院明文在 Feist 案中拒絕對無法

73 本案雖然 Warren 最後敗訴，但是從本案地方法院到上訴法院的判決中，卻至少有兩點是值得參考

借鏡：一為所謂創作性（原創性,Original），不單單是要求著作物的本身需具有創作性(creative)，而

且該創作性亦必須由著作人親自所為者，方足當之。另一值得參考的是，國於我國著作權法第七條

所稱之編輯著作在解釋時的一項疑義，由於該法條明文定為「就資料之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者為

編輯著作，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因此即產生如果要成為我國著作權法上的編輯著作，是否要同

時在其資料選擇及編排上具有原創性，始足當之。上述爭議，依照上開美國法院的見解，顯然只要

具備其一即可。 
7494 Civ. 0589。關於本案判決全文可於 http://www.jmls.edu/cyber/cases/bender1.html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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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著作權保護的事實性資料加以保護，反而認為任何人都可以利用此等不受著作

權保護的事實性資料。 

在 Feist 判決中，聯邦最高法院特別明確的指出，沒有著作人可以將其觀念或

其所敘述的事實取得著作權的保護（no author may copyright his ideas or the facts he 
narrates）75，法院更進一步的指出，觀念與事實的自由利用是著作權法最基礎的原

則 76，因此縱使資料的蒐集整理後，在選擇、整合或編排上有其創作性，但是由於

事實並不能成為著作權保護的標的 77，且事實乃是屬於公眾領域的資料，可供任何

人利用 78，因此使用人仍然可以自由的擷取或利用這些個別的事實，並不需要得要

得到資料庫建置人或資料蒐集整理者的授權或同意。 

法院還在判決書中明確指出，雖然一個著作可以受到著作權保護，並不代表該

著作的每一個元素都可以受到保護。其他人仍然可以重製該出版物所利用的事實 
("The mere fact that a work is copyrighted does not mean that every element of the work 
may be protected. . . . Others may copy the underlying facts from the 
publication . . . .")79。另外，法院亦表示，原始事實可以自由的重製 ("raw facts may be 
copied at will")80。 

二、資料重製與不公平競爭 

事實上，聯邦最高法院在 Feist 案中，對事實資料不應給與著作權保護的堅持

與明確的判決，才是資料庫建置人或是資料蒐集整理者所最擔心的問題，因為他們

所建置或是蒐集整理的資料庫中，許多的資料都是屬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謂的可

以自由利用的事實資料，而其等並無法利用著作權法之規定，以防止使用人利用此

等資料而損害其努力的成果。因此許多業者就開始尋求利用不公平競爭的保護，以

保護其資料庫與其內容資料不被他人重製利用。 

雖然有關資料重製的不公平競爭問題早在 1918 年的 International New Services 
v. Associated press 一案中，就已經出現，但是後續的案例並不多，一直到聯邦最高

法院在 Feist 明確的拒絕對事實等資料加以保護之後，許多事實性資料的擁有者乃開

始尋求不公平競爭法的保護。例如在 1997 年美國第二巡迴法院於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v. Motorola 一案 81中，法院就引用州法中關於不公平競爭的規定，而要

75 Feist, 499 U.S. at 344-45。 
76 Id. at 344。 
77 Id. at 344，聯邦最高法院特別指出"facts are not copyrightable"。 
78 請參見聯邦最高法院引述 Miller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650 F.2d 1365, 1369 (5th Cir. 1981)之

判決文字([Facts] may not be copyrighted and are part of the public domain available to every person.), id. 

at 348。 
79 Id. at 348。 
80 id. at 350。 
81 105 F. 3d 841(2d Cir. 1997)，關於本案判決全文可於

http://caselaw.lp.findlaw.com/scripts/getcase.pl?navby=search&case=/data2/circs/2nd/967975.html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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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被告 Motorola 不得繼續重製原告 NBA 之即時(real time)球賽資料。 

本案之起因，乃係因為被告 Motorola 自 1996 年起即生產及行銷一種名為

SportsTrax's pager 的產品，由於該產品可以透過 Motorola 另一個名為 Sports Team 
Analysis and Tracking Systems ("STATS")的系統，將 NBA 於電視或收音機裡的現場

立即轉播的 NBA 球賽資料，於收集後立即傳送到該產品中，使得產品使用者得以

立即查詢到最新的球賽資料。對於 Motorola 這種行為，NBA 即向法院提出此種資

料重製之行為，已構成紐約州州法上的不公平競爭以及 The Lanham Act 第 43 條(a)
的不實廣告(false advertising)82等五項控訴，惟法院最後僅認為被告僅有構成紐約州

州法上的不公平競爭。 

隨著電子商務的興起，各種線上資料庫亦如春筍般的出現，而這些線上資料庫

中所蒐集的內容，卻有許多是屬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稱屬於公眾領域（public 
domain），且不受著作權保護的事實性資料，而透過網路科技例如搜尋引擎的運用，

使用人可以輕易的尋找到所需要的資料，並利用網路下載或傳輸。這種發展，也更

進一步強化了電子式資料庫尋求不公平競爭法保護的需要，也因此使得此種類型的

案件也越來越多。其中最值得參考，且係直接與線上資料庫內容重製有關的案例，

就是 eBay v. Bidder’s Edge 一案 83。 

本案原告 eBay 原為全球知名的線上拍賣網站，直接主持 person to person(即
consumer to consumer )的線上拍賣服務。而被告 Bidder’s Edge 則是一家僅有二十二

名員工的網路公司，專門利用如 robot、web crawler 或其他相似之網路搜尋軟體，

去自動收集網路上各種拍賣資料的網站，以提供其使用者所要的商品於各個拍賣網

站的價格搜尋服務(即比價服務)，其中被收集的對象，當然也包括了 eBay 網站上的

各種商品拍賣資料。原告獲知此種行為並於提出警告無效之後，即向北加州地方法

院(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提出非法侵入(trespass)、以及侵害著作權的訴

訟。 

對於 eBay 第一項的指控，法院首先認為 eBay 的伺服器(server)是屬於一種私人

財產(private property)，即使開放公眾使用也必須依照 eBay 所定之存取條件加以使

用。此外，被告 Bidder’s Edge 每天對 eBay 的電腦系統發出將近 80,000 到 100,000
個回應需求(request)84，此亦造成 eBay 頻寬(bandwidth)及容量(capacity)上的負擔和

損害 85，因此被告 Bidder’s Edge 未得 eBay 事前同意，卻利用 robot、web crawler 或

其他類似之網路搜尋軟體，去自動的搜尋 eBay 線上電子資料庫內拍賣資料，已經

構成非法侵入的侵權行為，法院也因此對 Bidder’s Edge 發出暫時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 

82 15 U.S.C 1125(a)。 
83 Docket Nos. 6, 12。關於本案判決全文可於 http://pub.bna.com/lw/21200.htm 下載。 
84 eBay 就 Bidder’s Edge 每日所發出的 request 數目上，主張經其統計後已佔其所有收到的回應需求

總數的百分之一點五。 
85 關於此種發出大量回應需求可能影響網站使用頻寬之問題，以我國法律觀之，即有可能構成我國

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即「干擾他人電磁紀錄之處理足以損害於公眾惑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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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就被告 Bidder’s Edge 重製 eBay 拍賣目錄的著作權侵害問題，原告 eBay
後來卻撤回此項主張，或許 eBay 已知其所經營之拍賣網站內之各種商品相關資料，

不但其本身均僅為描述商品特點或價格之事實性資料，更甚者，eBay 網站上的這些

事實性的資料均為利用 eBay 拍賣服務使用者所自行創作的資料，並非 eBay 所創

作，因此根據前述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在 Warren Publishing Co. v. Microdos 的見解，

eBay 根本無法主張任何權利，因此縱使有任何的創作性，但 eBay 仍無法成為該等

著作的權利人，也因此無法主張任何的權利。 

本案後來經 eBay 提起上訴，並且於上訴中另行主張 Bidder’s Edge 未經許可而

存取 eBay 的電腦系統的行為已經損害到 eBay 的電腦系統，並且其誤用 eBay 網站

上的資料也構成對 eBay 商譽上的損害。對於 eBay 的上訴主張，Bidder’s Edge 則反

訴指控 eBay 壟斷(monopolization)86、意圖壟斷(attempted monopolization)87及干擾

Bidder’s Edge 與其廣告客戶(Krause Publications)間的契約關係(interference with 
contractual relations)88。上述關於 eBay 的上訴主張，上訴法院後來均予以駁回 89。

而另一方 Bidder’s Edge 所提出 eBay 所可能涉及壟斷或意圖壟斷之反拖拉斯行為，

上訴法院最後僅以 eBay 所從事者乃係直接主持線上拍賣服務，而 Bidder’s Edge 所

經營者乃是拍賣資料的提供，雙方原則上並不具有直接競爭關係，從而 eBay 也不

致構成對 Bidder’s Edge 妨礙競爭的反拖拉斯行為。 

綜觀美國歷年來關於資料庫的相關判決上，基本上已經確立了一個原則，即不

論是非電子或電子資料庫，除非在其選擇或編排上符合美國著作權法上第 101 條關

於編輯著作所下之定義，而可引用著作權法加以保護外，否則已趨向從競爭法的角

度加以解決。 

特別在針對線上資料庫資料重製的問題，相較於過去非線上資料庫特殊之處，

86 關於是否構成壟斷的問題上，美國上訴法院引用 Sicor Ltd. v. Cetus Corp.,51 F 3d 848 , 855(9th Cir. 

1995)一案，共列出三個成立要件，分別為 1. 被告在相關市場需具有壟斷之力量；2. 被告所取得或

保持之壟斷力量，並非來自於效能競爭的結果；3. 原告需因此受有反拖拉斯損害(antitrust injury)。

我國關於壟斷之規定，主要是依照公平交易法第五條及第十條關於獨占之相關規定。原則上獨占並

非即為法律所不允許，法律上所要禁止的是行為人利用獨占地位而有公平交易法第十條所列舉之限

制競爭行為，例如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 
87 關於是否構成壟斷獨占的問題上，美國上訴法院引用 McGlinchy v. Shell Chem. Co., 845 F.2d 

802,811(9th Cir. 1988) 一案，共列出四個成立要件，分別為 1.需有控制價格或破壞競爭的明確意圖

(specific intent)；2. 掠奪性或反競爭行為；3. 有造成壟斷的危險可能性；4. 需造成反拖拉斯損害。

我國關於意圖壟斷並無明文之規定，惟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仍有適用之可能。 
88 關於是否構成干擾契約關係的問題上，美國上訴法院引用 Applied Equipment Corp. v. Litton Saudi 

Arabia Ltd., 7 Cal. 4th 503,514 (1994)一案，，共列出五個成立要件，分別為 1.原告與第三人間存在一

個有效的契約；2. 上述契約關係為被告所明知；3. 被告所為之行為目的是為了破壞或分裂上述契約

關係；4. 實際上已破壞或分裂上述契約關係；4. 已造成損害。 
89 關於其駁回理由，於判決文內並無特別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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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若未得線上資料庫建置人事前同意即重製該資料庫之內容，勢必要先利用某些

網路搜尋軟體，去搜尋該資料庫所儲存的媒介(即伺服器)，進而此種搜尋行為即有

可能構成非法侵入的侵權行為，姑且不論此種見解是否與網路開放的特性有無阻

礙 90，但是這或許也是未來美國法院在資料庫保護上於著作權或競爭法之外，對於

線上資料庫的一種特別保護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線上資料庫資料來源的不同，因此所可能面臨的問題也更

形複雜。傳統上，資料庫的資料乃係資料庫建置人花費心血努力蒐集而來，但是隨

著網路利用的普及與新型態電子商務應用模式的出現，許多線上資料庫之內容，已

經不再是資料庫建置人所自行蒐集建構，而時由使用人所提供或創作，因此對於這

些由使用人所提供資料是否可以主張權利就是一個問題。另一方面，若是使用人所

提供的資料是從其他資料庫而來時，接受使用人資料的資料庫是否會構成侵害原始

資料庫之權利，也成為另外一個爭議的問題 91。而隨著電子商務應用模式的不斷出

現，此等問題也將不斷的發生，究竟應該以何種方式處理資料庫重製的問題，可能

會更趨向於事實的認定與技術的運用。 

第二款  美國國會資料庫保護立法簡介 

自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1991 年於 Feist 一案中明確表示，美國聯邦憲法中的

智慧財產權條款(Intellectual Property Clause) 92並不賦予國會可以保護不具有創作性

的住宅部電話號碼簿，以及事實性的資料不受保護之後，不只是傳統以紙本形式或

其他型態出現的資料庫，就連電子式的資料庫在尋求著作權法的保護時，都面臨許

多的問題。因此，許多利益團體乃積極遊說國會根據美國憲法的商務條款（Commerce 
Clause）93對資料庫加以保護，以推翻 Feist 判決。 

90 由於像 robot, web crawler 或其他相似之網路搜尋軟體，是許多提供搜尋功能的入口網站(例如

yahoo, google)所依賴的重要工具軟體，因此如果未得網站所有人事前同意，而使用這種網路搜尋軟

體去搜尋他人網站內之資料，會被認為係非法入侵者，則目前許多入口網站皆可能會因此而面臨訴

訟之危險，此對於資料流通或是人民有知的權利等公益而言，似乎亦有重大妨礙。 
91例如在 Costar Group Inc. v. LoopNet, DKC 99-2983 (D. Maryland, 2001)一案中，Costar 主張被告

LoopNet 將其不動產網站上物件的照片張貼到其網站中，因此對 LoopNet 提起訴訟，主張被告侵害

其著作權。但是 LoopNet 則抗辯指出，該等照片並非其所張貼到網路上，而是其會員自行張貼，而

其會員之所以取得這些物件的照片，則是 CoStar 准許 Costar 會員利用此等照片。雖然本案涉及的是

可以獲得著作權保護的照片，理論上應該較容易，但是實際上仍然引發許多新興的法律爭議，特別

是網站是否可以符合美國 DMCA 所規定的 ISP，而可以適用 ISP 免責的安全港規定。 
92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項第八款：Congress shall have [the] Power . . .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useful Arts, by securing for limited Times to Authors and Inventor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heir 

respective Writings and Discoveries。 
93 根據美國憲法第一條，國會有權對州際商務加以規範，此即為商務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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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歐體於 1996 年通過資料庫保護指令之後，有鑑於歐體就資料庫

保護指令明文採取互惠保護的原則，要求其他國家必須提供與該指定所規範之相當

的保護，方可使該國國民所建置的資料庫在歐體境內獲得保護；若未能提供與該指

令相當的保護，則該指令並不保護該第三國國民所建置之資料庫。由於美國業者在

電子商務方面領先各國，而其資料庫業者所經營之資料庫，在全球資料庫市場上佔

有極大的比例，為了保護美國資料庫業者與電子商務業者的利益，資料庫業者也更

積極的遊說美國國會，也因此美國國會自 1996 年起即陸續根據商務條款提出相關立

法提案，但是卻都未能通過 94。 

而美國國會的立法努力，最早開始於歐體指令通過後不久。首先在 1996 年 5
月 23 日，由眾議員 Mr. Moorhead 於眾議院第 104 屆會期就率先提出「資料庫投資

及智慧財產反剽竊法」(Database Invest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tipiracy Act of 
1996, H.R.3531)95。嗣後在 1997 年 10 月 9 日又由眾議員 Coble 於眾議院第 105 屆會

期提出「資料收集反剽竊法」(Collections of Information Antipiracy Act, H.R. 
2652 )96。在 1998 年 7 月 10 日，則由參議員 Grams 於參議院第 105 屆會期提出「資

料收集反剽竊法」(Collections of Information Antipiracy Act；S. 2261)97。不過這些僅

有眾院或參院的提案，由於沒有受到各方的支持，因此並未能有所突破。 

而在 1999 年，美國在通過資料庫保護法規方面，出現了最好的機會，當年，

眾議員 Coble 首先於 1999 年 1 月 19 日於眾議院第 106 屆會期提出「資料收集反剽

竊法」(Collections of Information Antipiracy Act, H.R. 354 )98，相對的，眾議員 Bliley
則於 1999 年 5 月 19 日另行提出「消費者及投資者存取資料法」(Consumer and Investor 
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 of 1999, H.R. 1858)99。不過，雖然有兩個法案的提出，但

是因為牽涉到憲法保護的問題（特別是美國憲法智慧財產權條款 Intellectual Property 
Clause 與商務條款 Commercer Clause 之限制與衝突），以及智慧財產權及消費者權

義保護的爭議，最後仍然未能通過完成立法 100。 

綜觀美國關於資料庫保護議題的立法相關過程，支持應由國會特別立法保護資

94有關此等立法的相關討論，請參見 Paul J. Heald, The Extraction/Duplication Dichotomy: Constitutional 

Line-Drawing in the Database Debate, 62 Ohio St. L.J. 933 (2001)。 
95關於該立法提案全文可於 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z?c104:H.R.3531.IH: 下載。 
96關於該立法提案全文可於 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z?c105:H.R.2652.IH: 下載。 
97關於該立法提案全文可於 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z?c105:S.2291: 下載。 
98關於該立法提案全文可於 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D?c106:1:./temp/~c106PEognL:e0: 下

載。 
99關於該立法提案全文可於 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D?c106:1:./temp/~c1064KA0ai:e0: 下

載。 
100 有關此兩個法案未能通過所涉及的各種法律爭議與憲法問題，請參見 Yochai Benkler, 

Constitutional Bounds of Database Protection: The Role of Judicial Review in the Creation and Definition 

of Private Rights in Information, 15 Berkeley Tech. L.J. 53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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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的人士主要的理由認為， 1991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Feist Publication,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一案之判決推翻了原有的辛勤蒐集原則(Industrial 
Collecting Principle)（又稱揮汗原則, Sweat and Brow Principle）之後，現有的著作權

法已經無法提供資料庫業者足夠的保護，也因此影響到相關業者投資建置資料庫的

動機與意願。因此支持立法的人士認為，如果國會未能通過立法，則未來資料庫業

者將因歐盟資料庫保護指令所揭示之互惠原則，而可能受到經濟上損害 101。 

相反的，反對美國國會應特別立法以保護資料庫人士則認為，辛勤蒐集原則

(Industrial Collecting Principle)於 1976 年美國國會全盤修改美國著作權法後即已式

微，而且在 1976 年以前，該原則亦非被廣泛接受的理論。另一方面，這些人士認為，

現有著作權法仍可提供資料庫部分的保護，至於未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資料庫，則可

根據競爭法、商標法、契約法以及採行科技裝置加以保護。至於資料庫業者投資的

動機與意願，是否因為 1991 年的 Feist 一案而受到影響，反對者亦以實際的數字認

為並無直接負面的影響。因為從 1991 年到 1997 年間，資料庫已經從 7637 增加到

10338 個，增加的比率為 35%。而在 1991 年，當時資料庫有 30%是由政府、學術或

其他非營利團體所建置，另外 70%則完全由私人所建置。而到了 1997 年的時候，

由政府、學術或其他非營利團體所建置的資料庫已降到 22%，至於完全由私人所建

置的資料庫則增加到了 78%。因此顯然資料庫業者的投資動機與意願並沒有受到重

大影響。反對人士認為，在資料庫保護立法通過之後，資料的使用成本反而可能會

增加 102。 

反對人士亦指出，如果為了取得歐盟資料庫保護指令的對等保護，透過國會通

過特別法並非唯一解決途徑，因為資料庫業者其實只要在歐盟眾多會員國中的任一

會員國設立有海外子公司，即可依照歐盟資料庫保護指令第十一條第二項取得同等

之特別權利保護。而反對人士指出，就贊成國會以特別法方式保護資料庫的相關支

持者而言，絕大多數的支持者早就已經在歐體會員國境內設有海外子公司，因此美

國並沒有必要現在以訂定特別法的方式保護資料庫。 

雖然美國國內對於資料庫保護議題上，特時是在應否採取特別法方式保護資料

庫方面，迄今尚未有所決定，但是隨著其國內資料庫業者對於其資料庫經營及維護

的實際投資成本日漸增高，國會所承受來自於這些資料庫業者所提出應特別立法保

護資料庫的聲浪也勢必隨之增加。未來美國國會仍有可能會以特別法之方式保護資

料庫，而其可能的立法內容，亦可能與本研究所討論的相關資料庫保護立法相去不

遠，因此對於這些立法的重點亦可作為國內主管機關處理類似案件參酌之用。 

第四項  小結 

從上述的討論可以清楚的得知，除了歐體之外，各國對於資料庫的保護，並未

101 請參見美國線上銀行協會(Online Banking Association)對淤 H.R.2652 於國會提出之書面意見書。

全文刊載於 http://www.hyperlaw.com/band.htm 。 
10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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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訂定新的法律，也未賦予資料庫建置人任何特別的權利，再加上美國最高法院

推翻傳統的辛勤工作原則，使得資料庫建置人過去所可以依賴的著作權保護基礎也

為之消失，因此資料庫建置人若要將其所設置的資料庫本身尋求著作權法的保護，

則必須具有一定的創作性為原則，否則並無法獲得著作權法的保護。另一方面，Feist
明確判決事實性資料非屬著作權之保護標的，而屬於公眾領域，任何人都可以自由

利用，但是由於電子式資料庫本身不容易具有創作性，因此雖然電子式資料庫所蒐

集之部份內容本身可能符合著作權的保護要件，但是並不能因此而使電子式資料庫

因此而具有創作性，而成為傳統著作權之保護標的。另一方面，由於許多電子式資

料庫所蒐集的內容亦屬事實性資料，因此亦無法有效的防止使用人利用。 

不過由於網路的利用，使得網路上電子式資料庫的保護也日趨重要，更重要

的，就是某些特殊類型的網站，例如拍賣網站、人力資源網站、不動產網站等，其

之所以能夠在競爭激烈的電子商務環境中存活，就是透過不斷累積之資料所形成的

資料庫。若他人將其資料庫中的資料以不正當的方式加以擷取利用，則不可避免的

會對該資料庫的建置人造成一定的影響。因此，如何在目前無法運用著作權保護的

環境中，尋求對資料庫建置人給與一定的保護，就成為資料庫建置人與使用人關切

的重點。 

也因為如此，美國司法機關乃嘗試用著作權以外的理論解決因不當利用他人資

料庫中著作所衍生的法律問題，例如在 eBay v. Bidder’s Edge 一案中，法院就另立

蹊徑，而以侵權行為中的不得擅入他人領域（No Trespass）的最基礎之理論，亦有

人主張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作為保護資料庫的法律基礎 103，嘗試解決網路上新興

的網路應用相關的法律問題。但是究竟應如何加以保護，在 Feist 判決仍然有效與國

會並未另立特別法對資料庫加以保護的前提下，究竟對資料庫內容之重製應以何種

方式加以保護，則仍然並不明顯。 

103 請參見 Joseph A. Saltiel, With Nowhere Else to Hide: Can the First Amendment Protect Databases?, U. 

Ill. J.L. Tech. & Pol'y 163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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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我國關於資料庫保護之檢討 

第一項   我國法對資料庫之保護規定 

第一款   概說 

在 Feist 判決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特別指出，觀念與事實的自由利用是著作

權法最基礎的原則。因此就資料庫的保護而言，若資料庫的建置人對資料的選擇、

整合或編排上有其創作性，雖然可以成為著作權保護之標的，但是由於事實並不能

成為著作權保護的標的，故任何人皆可自由的擷取或利用這些個別的事實，並不需

要得要得到資料庫建置人或資料蒐集整理者的授權。 

事實上，美國最高法院的此種見解也在 TRIPS 與 WIPO 的著作權條約中有類似

的規定。例如根據 TRIPS 第九條第二項，著作權之保護應僅及於表達，而不應及於

諸如觀念、程序、操作方法、數理概念等類型 104。至於 WIPO 之著作權條約（WCT）

第二條亦採與 TRIPS 相同之規定 105。 

而就我國著作權法而言，亦採取與 TRIPS 及 WCT 相同的規定。依照我國著作

權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就資料之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者為編輯著作，以獨立之

著作保護之」。其中所謂創作性，通常係指具有人類精神智慧的投入，因此如果資料

庫僅僅是依照一些如年月日、筆劃順序或數字大小等標準所依序建置完成者，即使

於建置過程中已經投入了許多人力及物力成本，該資料庫本身仍非屬著作權法所稱

之「編輯著作」，進而當然也不能取得著作權法的相關保護。 

至於我國著作權法第七條所稱之編輯著作之創作性為何，是否與美國最高法院

在 Feist 一案中所言，只要有最基本的創作性即以足。國內司法機關則見解不一。在

衛視中文台控告有線電視台插播地方廣告蓋該台所排定播映廣告的案件中，衛視中

文台主張其對該台電視頻道節目、廣告之選編享有編輯著作，而地方有線電視之蓋

廣告行為構成侵害著作權。雖然法院都認為編輯著作必須具有「人格精神創作」，但

是在地方法院審理時，有法院不認為電視節目的選編為人格精神創作，故無從主張

著作權 106，但是亦有法院認為編輯著作以既存著作為限，為編輯人精神上勞動成

果，故具有微量之創作性，表現一定創作的最少程度即可，與著作物「原創性」須

表現具有個性的精神內涵，表達較告之創作程度不同 107。 

104 2. Copyright protection shall extend to expressions and not to ideas, procedures, methods of operation 

or mathematical concepts as such. 
105 WIPO WCT Article 2 Scope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Copyright protection extends to expressions and 

not to ideas, procedures, methods of operation or mathematical concepts as such. 
106 請參見士林地方法院八十六年自字第二八六號判決。在於蕭雄淋編，著作權法判解、決議、令函、

實務問題彙編，八十九年七月，頁一四六一至一四六五。 
107 請參見台北地方法院八十六年自字第六六Ｏ號；台北地方法院八十六年自字第一Ｏ三二號判決。

引自蕭雄淋前揭書，頁一四六五至一四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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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上訴台灣高等法院後，高院似乎對創作性採取較高的標準，而非僅有

微量的、最少程度的創作性即已足。高院指出，著作權乃保護構想之表達形式，而

不在保護構想本身，是以著作須能表達一定之精神意涵。因此，該院認為，「經過選

擇、編排之資料而能成為編輯著作者，除有一定之表現形式外，尚須其表現形式能

呈現或表達出作者在思想或感情上之一定精神內涵始可。同時該精神內涵又應具有

原創性，而其原創性之程度，又須達足以表現作者之個性或獨特性之程度。」因此，

凡是不能表達人類精神內涵的資料聯結，不論是否基於特定之動機而經過選擇、編

排，僅能認係資料的收集、累積，不能認為具有「創作性」。因此判決衛視中文台敗

訴 108。 

因此，就我國現行著作權法而言，資料庫本身要成為著作權法所保護的標的，

固然不須在其可供利用的實用或文化價值上有任何程度上的要求，但是除非資料庫

內的個別內容本身已成為著作權法所保護的著作，而可單獨就該個別內容取得其關

於著作權法的相關保護，否則如僅從該資料庫整體觀之，如要取得著作權法的保護，

最起碼仍然需具有所謂的創作性（原創性），始能取得著作權法的保護，而這也是我

國著作權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原意 109。 

由於資料庫在無法具有創作性的情況下，無法取得著作權的保護，另一方面，

對於資料庫中所蒐集的事實性資料與其他無法成為著作權保護標的之內容，就國內

著作權法規定與國際間著作權法的理論及實務而言，使用者當然可以自由下載利

用，並無侵害著作權法的問題。 

但是與國際間不同之處，就是國內業者並未普遍採用國外網路資料庫業者所利

用的資料庫使用契約或是使用規定。而且縱使有，但是因為我國對線上契約的效力

為何，迄今司法實務界都並無任何見解出現，並不像美國等國家，已經有非常明確

的司法判決，承認線上契約的效力 110。再加上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一條、第十二

108 請參見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七上易字第三三三八號判決。值得注意的是，該判決一方面要求原創

性，一方面又要求原創性的程度，須足以表現作者之個性或獨特性之程度，似乎有將編輯著作誤認

為原始創作之嫌，所要求的創作性甚高。若依照此判決，則編輯著作能符合著作權法保護的門檻顯

然較美國為高。而台北地方法院的見解則類似美國最高法院在 Feist 案中所採取的立場。 
109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著作權主管機關亦有一個與美國最高法院之 Feist 案類似的解釋函，根據該

函，著作權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就資料之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者為編輯著作，以獨立之著作保

護之。」是依上述規定，編輯著作在資料之選擇及編排上必須具有創作性，始得稱之。是「電話號

碼簿」是否符合著作權法第七條第一項「編輯著作」之規定？應視該「電話號碼簿」在選擇及編排

上是否具有創作性而定；因之，如該「電話號碼簿」所載資料係採用一般人通用之方法加以選擇及

編排，即未具有創作性，則與上述「編輯著作」之規定尚有未何。請參見內政部 84 年 6 月 16 日台

（84）內著字第八四一Ｏ九七九號函。但是與 Feist 案不同之處，在於內政部之此項解釋並未如同美

國最高法院在 Feist 案一般，對創作性的強度有任何的表示。 
110 美國第七巡迴上訴法院先後在 ProCD v. Zeidenberg, 86 F.3d 1447 (7th Cir. 1996) 與 Rich and Enza 

Hill v. Gateway 2000, 105 F. 3d 1147 (7th Cir. 1997)肯定拆封合約（shrinkwrap agreement）之效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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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111與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 112都對定型化契約之效力有相當的規範，依照其

規範內容，很有可能會使現行業者所用的使用契約等發生無效的可能，因此，對於

有違反使用契約的情事，業者亦不願意去法院就契約的有效性予以測試，因此與其

他國家不同之處，就在於國內業者並不去法院尋求保護，反而向公平會請求就是否

構成不公平競爭尋求救濟，也造成國際間類似案件有限，但是國內類似案件日增的

情事。以下謹就公平會處理相關案件之情況加以分析說明。 

第二款 資料庫業者與提供資料人之關係 
在電子商務產業泡破破裂，網站業者轉而追求營收之後，資料庫業者也已經多

轉為收費性質。例如法律網站法源資料，就以檢索一次五十元的方式收費 113，其他

法律資料庫網站如法爾街則以下載文章計費。但是在競爭激烈的人力網站、房地產

網站等，則亦產生不同的商業模式。 

例如在人力網站方面，美國最大的人力網站 Monster.com 則是求職者可以免費

登錄，但是卻向雇主收費，亦即雇主若是要利用該網站之求職資料，則應付費。而

在國內，人力網站則與一般報紙人事廣告相同，會要求雇主付費，並簽訂「刊登求

才啟事廣告委託單」或「網路徵才廣告契約」等定型化契約 114，向雇主收取提供求

得網路上的按鍵合約也隨之興起。隨後，在美國州法委員會通過的統一電腦資料交易法（UCITA）

中更明文承認此等案件合約的效力。有關的討論，請參見馮震宇，網路法基本問題研究（ㄧ），頁

三一七以下。 
111 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一條規定，企業經營者在定型化契約中所用之條款，應本平等互惠之原則。定

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第十二條更明確規定，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

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

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二）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

盾者。（三）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除此之外，消

保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更明確規定，定型化契約條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違反平等互惠原則：

（一）當事人間給付與對待給付顯不相當者。（二）消費者應負擔非其所能控制之危險者。(三)消費

者違約時，應負擔顯不相當之賠償責任者。(四)其他顯有不利於消費者之情形者。由於有學者主張此

等原則應適用於所有的定型化契約，因此此等規定對於網路業者所採行的按鍵合約可能不太有利。 
112 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附合契約）之規定如下：  
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

該部分約定無效 ：  
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  
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 
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 

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 
113 請參見 http://www.lawbank.com.tw。 
114 例如國內最大的 104 人力銀行其網路徵才廣告刊登服務契約就明確的規定： 
1. 刊登人必須確有徵才需求，其提供 104 刊登之求才啟事廣告內容均屬合法真實，無任何詐欺、

虛偽、引人錯誤、誇大不實或有違反善良風俗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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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者資料等服務之費用。而在付費刊登事求人的情況下，雇主還必須提供職位的空

缺與需求的人數，並列出所需的條件（例如學經驗、資歷、工作經驗、待遇、工作

地點、職位等）。 

相對的，為吸引求職者提供求職資料，以擴充其資料庫的內容，人力網站則免

費提供求職者登錄的服務。但是，人力網站亦要求求職者所登錄的資料，將「無償

且不附帶任何條件供人力資源網站做為就業媒合及接收人力資源網站資料與活動之

用」。 

至於房地產網站，則有的採會員制，並須加入會員，並支付一定之費用後，即

可在該網站張貼相關資料或是檢索相關資料。有些則對出賣人/出租人收取費用，然

後由網站業者代為處理後續事宜，包括拍攝照片、填寫相關資料等。雖然商業模式

不盡相同，但是皆逐漸朝向收費的機制發展。 

2. 104 得視個案要求刊登人提供必要資格證明文件影本供審酌，刊登人無故未予配合者，104 有權

拒絕接受其刊登之請求。 
3. 刊登人保證於 104 刊登之求才啟事廣告絕無冒用他人名義或私下接受他人請託以刊登人名義為

虛偽之刊登。 
4. 刊登人與 104 登錄履歷之求職者間，若於面試或聘僱期間內發生爭議時，應由刊登人與求職者

彼此以最大善意依法處理。若有可歸責於刊登人之事由，例如發生職場性騷擾、性侵害，違反

勞動契約、勞動法令或其他法律者，致侵害求職者之權益時，刊登人應自負法律責任，若因此

損及 104 之營業信譽，刊登人除應向求職者及社會大眾公開澄清外，並應負起損害賠償責任。 
5. 刊登人一旦簽約成為 104 求才會員後所知悉或持有之求職者履歷，刊登人僅能供作自身徵才之

用，不得將該履歷轉供其他關係企業或第三人利用(如關係企業或其他第三人有徵才需求者，刊

登人應請其直接與 104 簽約成為求才會員)。刊登人亦不得將之轉作為其他商業或非商業之利

用，例如作為課程招生、製作電腦名錄、寄發商業廣告、販賣商品或推銷服務、招攬保險、婚

友介紹、靈骨塔銷售、從事獵人頭或人力派遣業務，或重製於其他人力網站或從事獵人頭、人

力派遣業務者之資料庫或其他儲存媒介等。刊登人違反本款之約定時，除自負一切法律責任外，

因已嚴重損及 104 對求職者隱私保護之努力付出與營業信譽，刊登人同意無條件賠償 104 相當

於刊登費用一百倍之違約罰金，以彌補 104 所受之損害。 
6. 刊登期間內，刊登人保證其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與 104 所從事之人力網站、獵人頭或人力派

遣業務不相同或不類似。 
7. 刊登期間內，刊登人不得提前終止本契約。刊登人如欲提前終止者，刊登人必須遵守 104 之提

前合意終止本契約之書面約定及其處理方式。 
8. 雙方約定本契約之傳真本視為正本。 
9. 刊登期間內，104 有權視刊登人經營業務性質(保險、傳直銷)、外國籍屬性或遭求職者申訴紀錄，

保留或調整全部或一部份免費提供刊登人其他附加服務(例如履歷自動配對、VIP 專屬查詢、高

階資料庫查詢)與否之權利。 
10. 刊登人之求才啟事廣告上線後未付款、違反本契約特約遵守事項第一款至第九款者，或刊登人

於刊登期間有停業、歇業、撤銷登記、聲請重整、破產、解散清算、召開債權人會議者，104 有

權立即終止本契約。刊登人已付款者，終止後 104 無須繼續履行未到期之服務或退還已收未到

期之刊登費用。刊登人未付款者，刊登人應於本契約終止日起三日內，依本契約第三條之付費

方式，全額給付 104。  
11. 因本契約所生之爭議而有涉訟之必要時，雙方合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12. 以下由刊登人填寫之欄位，當刊登人(承辦人)填具回傳 104 時，即視為刊登人已為刊登之請求，

但 104 保留是否接受刊登人刊登之權利，本契約須俟 104 將刊登人之求才啟事廣告公開上線時 

(即刊登起始日)，始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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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點相同之處，就是不論是人力網站、還是房地產網站與拍賣網站，其

資料庫的主要內容，除了房地產網站的照片或宣傳文字外，可能都是網路利用人（亦

即這些網站的客戶）所為，而這些資料，例如求職者個人資料或是徵才企業的學經

歷、工作經驗等要求，可能大多數都無法符合著作權的保護要件，而成為受著作權

法保護的標的 115。但是，縱使符合著作權之要件，而成為可受著作權保護的標的，

但是其著作權人亦為提供這些資料的網路使用人或企業，而非將這些資料納入資料

庫提供大眾利用的資料庫業者。因此，縱使資料庫業者將這些有著作權的資料納入

其資料庫，根據著作權法第七條之規定，也不會影響這些資料的著作權，亦即除非

另有特別約定，否則資料庫業者並未因此而取得創作這些資料著作人之著作權 116。

不過，對於這些網站所創作呈現的網頁、與不同的分類編排等，亦仍有可能會具有

創作性，而可成為著作權保護的標的。 

但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就是這些網站往往利用利用定型化契約限制相對人之行

為，例如 104 人力銀行就在其「網路徵才廣告刊登服務契約」第五點中，就明白的

限制「刊登人一旦簽約成為 104 求才會員後所知悉或持有之求職者履歷，刊登人僅

能供作自身徵才之用，不得將該履歷轉供其他關係企業或第三人利用(如關係企業或

其他第三人有徵才需求者，刊登人應請其直接與 104 簽約成為求才會員)。…刊登人

違反本款之約定時，除自負一切法律責任外，因已嚴重損及 104 對求職者隱私保護

之努力付出與營業信譽，刊登人同意無條件賠償 104 相當於刊登費用一百倍之違約

罰金，以彌補 104 所受之損害」。可見國內業者已經採取類似國外業者的契約模式，

只是此等契約的效力仍有待釐清。 

第二項  公平會案例說明  

    對於不符合我國著作權法第七條所稱之編輯著作之資料庫保護上，我國目前實

務上幾乎多以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加以處理之，雖然以公平法加以規範這類問

題，仍有其侷限性，例如公平法所規範之主體為事業 117、當事人間需具有所謂競爭

關係 118，以及被害人無法如其他智慧財產權法一般直接訴請法院，反而轉請案件負

荷已然沉重的公平會來負責執法是否妥當等問題 119，惟上述問題，在目前我國並無

115 著作權的保護要件，雖然國內學說尚不一致，但是一般皆要求下列要件：(1)應為人類之精神感情

等創作；（2）應具有原創性（創作性）；(3)應為表達（expression）而非觀念（idea）；（4）應不

具有著作權法第九條法定不予保護之情事；（5）應固著（affix）在一定媒體之上。 
116 但是資料庫業者往往宣稱其對這些資料有著作權，例如 104 人力銀行在其首頁上就明確的指出，

「本站內容享有著作權」，此等文字似乎亦有不實廣告的嫌疑。 
117 依照公平法第二條之定義，所謂之事業係指 1. 公司。2. 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 3. 同業工會。 

4. 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 
118 依照公平法第四條之定義，所謂競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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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 
119 同樣的批判也在美國消費者及投資者存取資料法(Consumer and Investor 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 

of 1999：H.R. 1858)提出時被學者提及，請參見 Gary W. Smith，Legal protection for database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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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修改著作權法或是另定保護資料庫之特別法的情況下，再加上到法院訴訟有其

風險，而公平會卻繼續針對此等問題加以處分的情況下，案件將會陸續增加。 

為有利於了解以往我國公平會針對資料庫保護問題所為之相關處分，以
下即為其相關案例之整理，分述如下： 

    1、翰能人力資源案 120 

    本件係扶華國際市場開發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即「104 人力銀行」網站，檢舉

人）去函公平會檢舉翰能人力資源顧問有限公司（被處分人），涉嫌重製檢舉人公司

設立之「104 人力銀行」網站中企業求才資料，並置於被處分人公司設立之「三七

人力銀行」網站。後經公平會調查後，即以被處分人以不當重製行為藉以擴充己身

網站資料之行為，係對求才企業及求職者構成欺罔行為，復對檢舉人構成顯失公平

行為，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121。 

    2、展辰國際案 122 

    本件係因原從事於人事分類廣登及夾報業者，即展辰國際有限公司（以下稱被

處分人），於其與交易相對人之廣告刊登合約書備註欄內載明「免費贈送一Ｏ四人才

庫」或「提供一Ｏ四人力銀行資料」等字樣，嗣後經查，亦確有提供之事實，雖然

被處分人辯稱該字樣係其業務員為求業績私自填寫，但公平會最後仍以第一，雖被

處分人與檢舉人間，在求才廣告之刊登方式、廣告內容及經營範圍均有顯著之差異，

Journal of New England Technology , Volume 17，Issue 39，全文可於

http://www.b-1.com/publications/articles/mht_legal.html 下載。 
120

請參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八九）公處字第Ｏ六三號處分書，刊載於

http://210.69.106.166/cgi-bin/ftcdetail。本件公平會依公平法第四十一條，除命被處分人應立即停止違

法重製行為外，並同時對被處分人處新台幣八十萬元整之罰鍰。 
121 本案檢舉人復追加檢舉被處分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五款規定（該條款規定：「有左列各

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五、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

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之行為。」）。但公平會

審理後認為並未違反第十九條，其理由為：「【第十九條第五款】條款構成要件約可分為以下三部

分：（1）保護客體為他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依本會過去案例認

為該類資料應具秘密性與價值性。(2)行為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為之，如竊取等。(3)行為

須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亦即行為結果侵害或可能侵害事業間之公平競爭。基於此等

理由，公平會指出，「系爭企業求才資料，雖為檢舉人簽約付費客戶之求才內容資料，惟該等資料

係由檢舉人公佈於網站上，隨時供不特定人上網查詢，且檢舉人亦容許不特定求職者利用該等資料，

自行與求才公司接洽求職，故該等客戶求才資料既係公開置於網站，自難認該項資料具『秘密性』，

爰尚難認屬本法第十九條第五款所保護客體。」因此公平會決議「尚難遽認被處分人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十九條第五款之規定」。 
122

請參見八十九年五月十一日（八九）公處字第○七二號處分書，刊載於

http://210.69.106.166/cgi-bin/ftcdetail。本件公平會依公平法第四十一條，除命被處分人應立即停止違

法行為外，並同時對被處分人處新台幣十萬元整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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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二者均以提供企業刊登求才廣告之服務，為主要營業項目。因此，檢舉人與被處

分人間之競爭關係顯然可見，而業務員係受僱於被處分人公司，其所為亦係執行被

處分人公司之業務，故被處分人所辯稱被檢舉事項純係其業務員之個人所為，係推

諉之詞。 

第二，檢舉人即「104 人力銀行」網站每月除支付龐大之人事成本及行銷費用

外，對於建構網路軟、硬體設備及通訊網路等基礎建設，培養人才及開發網頁技術

等方面，亦投入大量的資金與努力，相對於此，被處分人並未作任何之努力與付出，

復未徵得檢舉人之同意，即以免費贈送檢舉人所擁有「104 人力銀行」求職者之個

人資料予其交易相對人，來遂行增加自身之交易機會。故核其所為，當屬積極榨取

他人之努力成果，並損害以價格、品質、服務等效能競爭本質為中心之交易秩序，

對其他遵守公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而言，已構成顯失公平，從而具有商業競爭倫理

之非難性，已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行為。 

    3、凌亞資料案 123 

    本件凌亞資料有限公司（以下稱被處分人）原為經營「汎亞人力銀行網站」，卻

未得檢舉人即「104 人力銀行」同意，即於其所經營之網站重製檢舉人「104 人力

銀行」網站內之求職者履歷資料，以提供予其本身之客戶求才之用。本件公平會最

後以被處分人未以己力爭取客戶，而藉取自他人網站之求職者履歷資料方式，擴充

己身網站資料，核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之不公平競爭行為。 

4、酷才網案 124 

    本件酷才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被處分人）以購買其發行之「酷才週報」雜

誌求才廣告版面，即贈送其所經營之「e498 酷才網」網路求才版面行銷活動方式，

使求才企業得於網站上免費刊登求才訊息以及企業本身資料。但卻遭檢舉人即「104
人力銀行」發現於上述「e498 酷才網」網站內，有四筆係重製其網站內之廠商求才

資料。本案公平會後以被處分人由「104 人力銀行」網站榨取企業求才資料，混充

為自身網站之企業求才資料，藉以招攬更多求職者，以增加自身交易機會並增進廣

告收益之行為，核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行為，足以影響價格、品質、服務等效能

競爭本質為中心之交易秩序，並對其他遵守公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而言，構成顯失

公平，而具商業競爭倫理之非難性，業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行為。 

    5、房地天下案 125 

123 請參見八十九年七月六日（八九）公處字第一一八號處分書。本件公平會依公平法第四十一條，

除命被處分人應立即停止違法行為外，並同時對被處分人處新台幣二十五萬元整之罰鍰。本件被處

分人於公平會處分後即又向行政院提出訴願(台八十九訴字第三五七七八號)，惟後於八十九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仍被以訴願無理由而遭駁回。關於本件訴願決定書全文刊載於

http://210.69.106.166/cgi-bin/ftcdetail。 
124

請參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八九）公處字第二一六號處分書，刊載於

http://210.69.106.166/cgi-bin/ftcdetail。本件公平會依公平法第四十一條，除命被處分人應立即停止違

法行為外，並同時對被處分人處新台幣二十五萬元整之罰鍰。 
125

請參見九十年二月二十二日（九十）公處字第○四四號處分書，刊載於

http://210.69.106.166/cgi-bin/ftcdetail。本件公平會對於被處分人所涉及不實廣告及榨取他事業所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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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件房地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被處分人），於其所經營之「家天下」

網站宣稱擁有二十萬筆之房地產出售及出租資料，除有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一條第三

項準用同條第一項之「不實廣告」情事外，關於為混充自身網站資料，而重製中信

房屋等四家仲介公司不動產租售資料庫內之資料部分，公平會則認為係榨取他人努

力成果之行為，足以影響價格、品質、服務等效能競爭本質為中心之交易秩序，並

對其他遵守公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而言，構成顯失公平，而具商業競爭倫理之非難

性，業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126。 

 6. 鉅亨網案 127 

本案係美商鉅亨網股份有限公司於八十九年二、三月間，以測試公司的電腦設

備之運作能力及效能等為理由，每日摘取他事業所建構之新聞資料，置於其所屬之

鉅亨網網站中，對外隨時供不特定人上網查詢。經被轉載之事業就前述行為以存證

信函表示異議後，該公司雖隨即於表明其網站上資料之編排方式確有引人誤會之情

事，並告知被轉載事業採取改正措施，另將存有爭議之資料予以全部刪除，惟仍遭

到檢舉人提出檢舉。 

公平會指出，鉅亨網引用報紙之新聞報導行為，其雖表示純粹係為測試網站的

系統功能，當時根本尚未開始營業，自無任何爭取交易之行為可言，惟公平會認為

網站之經營有其一貫性與延續性，美商鉅亨網公司未付出相當努力，逕自榨取他事

業努力經營成果之資料，混充於自己所經營之網站中，其目的係藉以達成招攬更多

造訪人數，增進其開始營業後自身廣告收益之目的，應係牟取不正當利益之行為，

顯具有商業競爭倫理之可非難性。 

站資料庫資料之違法行為，公平會依照公平法第四十一條，除命被處分人應立即停止此兩項違法行

為外，並同時對被處分人處新台幣三十五萬元整之罰鍰。本件被處分人於公平會處分後即又向行政

院提出訴願(台九十訴字第○三一三一六號)，惟後於九十年六月十一日仍被以訴願之提起，已逾三十

日之訴願不變期間，因此被裁定訴願不受理。關於本件訴願決定書全文刊載於

http://210.69.106.166/cgi-bin/ftcdetail。 
 
126 關於本案，由於被處分人所經營之『家天下網站』(http://www.twproperty.com/twp/)，僅係房屋租

售資料服務的提供者，除未如被重製之網站經營者一樣經營實際的房屋仲介業務，且相關之房屋租

售物件的聯絡人仍為各仲介公司，因此主張與被重製之資料庫經營者所經營之業務並不具有所謂競

爭關係。關於上述被處分人所為之答辯，公平會於處分理由書內，係就消費者之立場認為，消費者

仍可透過檢舉人等(仲介業者)或被處分人(資料服務業者)之途徑，達成買賣或租賃房屋之目的，兩者

所屬市場雖有差異性，然仍存有某種程度之競爭性。上述公平會之結論，與發生於美國的 eBay v. 

Bidder’s Edge 一案均有同樣之爭點，亦即『實際業務經營者』與該等業務『資料服務提供者』對於

有無競爭關係認定上，是否應僅限於直接競爭關係，而不應包括間接競爭關係。對於此一爭點，於

eBay 一案，美國法院最後認為 eBay 所從事者乃係直接主持線上拍賣服務，而 Bidder’s Edge 所經營

者乃是拍賣資料的提供，雙方原則上並不具有直接競爭關係，從而 eBay 也不致構成對 Bidder’s Edge

有妨礙競爭的反拖拉斯行為。 
127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於九十年八月三十日第五一二次委員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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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鉅亨網網站上版權為其所有之聲明 128，確實極易誤導不知情讀者，使

其誤認為「鉅亨網」網站與其他媒體事業有合作關係，在該網站上均可獲得相關資

料，而放棄瀏覽、閱讀其他媒體事業之網站；亦會使得不知情之社會大眾，易誤以

為藉由鉅亨網網站即可獲得其他媒體刊載之資料，因而減少至其他媒體事業或網站

上閱讀或瀏覽，降低事業於其他媒體事業刊登廣告之意願，致其減少商機。 

因此，公平會以美商鉅亨網股份有限公司未付出相當努力，逕自榨取其他媒體

事業努力經營成果之資料，混充為己身網站資料之行為，且記載相關版權為其所有

等相關文字，為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

條規定，依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處新臺幣三十五萬元罰鍰。 

7.蕃薯藤與雅虎奇摩案 129 

本案係蕃薯藤數位科技公司向公平會檢舉雅虎國際資料公司之 YAHOO!奇摩

網站中「新奇」單元（http://www.kimo.com.tw/home/whatsnew/），自九十年三月二

十九日至四月十七日止，連續二十天抄襲檢舉人已刊載於「新站」單元上之內容。

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蕃薯藤網站上「新站」單元，係從當日網站上新登錄之三、

四百個網站中，一一觀覽後挑選出六個最佳網站加以介紹，提供網友瀏覽。被處分

人於自身經營 YAHOO!奇摩網站中，亦有提供類似服務之「新奇」單元，每日介紹

五個新網站。然於上開期間內，被處分人「新奇」單元所介紹六十則新網站中，竟

有五十三則係檢舉人在當日稍早或以前曾在「新站」單元中介紹過之內容。同樣針

對新網站之介紹服務，若有重複，原屬常情，然被處分人與檢舉人挑選新網站加以

介紹之雷同率竟高達九成，且文字介紹內容完全相同，確有異常。再加上被處分人

自承有「參考」及「內容雷同」情事，並立即改正刪除，證諸前開事證，堪認確有

抄襲擷取檢舉人「新站」單元內容情事。 

因此公平會認為，被處分人就其「新奇」單元之內容編撰，不思藉由自身努力，

以正當方法蒐集編寫新興網站資料，反而未經檢舉人同意即抄襲其蕃薯藤網站上之

內容，係藉由重製競爭對手之「新站」單元資料，藉此擴充自身網站內容，以達成

招攬更多造訪人數，增進廣告收益，核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並損害以價格、品質、

服務等效能競爭本質為中心之交易秩序，對其他遵守公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而言，

已構成顯失公平，從而具有商業競爭倫理之非難性，該當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為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從上述七件案例發現，雖然都涉及重製資料庫資料的行為，但是其所涉及的資

128 公平會調查發現，鉅亨網網站轉載其他媒體新聞資料之刊載內容，雖於每則新聞之標題下方明確

註明出處，惟仍載明「本站編發之新聞、圖片、資料等內容，版權均屬美商鉅亨網股份有限公司所

有，任何人未經鉅亨網以書面授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予以轉載、散佈、出版或傳播，違者本公

司必依法追究責任。如欲訂閱本網站提供之新聞、圖片或資料庫內容，請以 E-mail:sales@cnyes.com

聯絡。」 
129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五二Ｏ次委員會議決議，全文請參見

http://www.ftc.gov.tw/showframenew.asp?menu=CONTENTTB&DisplayKey=會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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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都十分有限，並非大量的重製行為，因此對於此等少量的重製行為是否當然會發

生「擴充自身網站內容，以達成招攬更多造訪人數，增進廣告收益，核屬榨取他人

努力成果，並損害以價格、品質、服務等效能競爭本質為中心之交易秩序」即有研

究的價值。 

第三項   重製他人資料庫資料有無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分析  

由於資料庫一方面在其內容上多屬單純描述事實的事實性資料，因此就該內容

本身並不能受到著作權保護，而另一方面就資料庫整體觀之，其於內容的選擇或編

排上為了滿足大量資料建置及維護的需求，因此多半亦不具有著作權法中關於編輯

著作所謂創作性（原創性）的要求，因此在尋求著作權保護不易的情況下，資料庫

業者為保護其在資料庫建置與維護所投入的相關投資成本，乃轉而尋求公平法之保

護。 

而在上述的案件中可以發現，公平會在面對此等案件時，均以此等重製行為有

「擴充自身網站內容，以達成招攬更多造訪人數，增進廣告收益，核屬榨取他人努

力成果，並損害以價格、品質、服務等效能競爭本質為中心之交易秩序」等理由，

認為違反第二十四條有關於防止不公平競爭的概括規定。 

不過，就公平會過去的案例觀之，公平會對於涉及創作程度較高的著作權爭議

的案件均未介入 130，但是對於沒有創作、應該屬於公眾領域中的事實性資料，卻援

引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加以保護，反而引發另外一種值得斟酌的問題，那就是

若有資料庫業者先將屬於事實性或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資料納入其資料庫後，雖然

不能獲得著作權之保護，卻可以獲得公平法的保護；雖然該資料並非資料庫業者之

創作，但反而可以取得幾乎排他的權利，並可獲得實質上永久的保護。此種結果，

相對於歐體對資料庫僅給與十五年之保護，與 WIPO 著作權條約草案亦只給十五年

或二十五年的保護期間而言，保護似乎過於周延。 

另一方面，就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而言，亦即「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

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131，乃為一概括性規

定。由於公平法在立法之初，係採取低度立法原則，故未對許多已被國外競爭法所

禁止的行為加以規範，以致在公平法實施後，常常面臨無具體規定可供適用的情形，

因此，為規範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亦必須適用此具有補充公平法漏洞功能的

第二十四條規定。因此，如何利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欺罔」或「顯失公平」等

原則，以補充公平法的規範不足，並使公平法得以因應經濟發展而非揮其經濟憲法

的功能，乃有奇特殊的意義與重要性 132。 

130雖然鉅亨網案的資料為新聞報導，但是根據著作權法第九條，單純報導事實的語文著作亦不受著

作權法保護。 
131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係不公平競爭行為的概括規定，但是公平法第二章所規範之限制營業競爭

行為，亦有可能涉及不公平競爭，因此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規範範圍非限制於必不包括分類上應屬

第二章所規範之行為 (即獨占、結合及聯合行為)，始足當之。 
132 請參見劉孔中教授主持，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相關問題之研究，公平會八十三年委託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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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於公平法第二十四條僅為概括規定，所規範的原則又極為簡略，因此

如何將該條之構成要件「欺罔」、「顯失公平」與「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加以適用，

例如欺罔的對象是消費者還是競爭者、顯失公平的對象是消費者或是競爭者、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應達到何種程度方始構成，而構成二十四條之行為是否要具有可責性

與倫理的非難性等問題，就成為必須要注意的問題。 

由於二十四條只是補公平法之不足，因此對於其他法律有保護者，例如智慧財

產權法已經有保護者，公平法也就不再行介入。但是在資料庫保護與資料重製的案

件中，公平法二十四條應否介入、其對資料重製的保護廣度如何，卻不易從相關案

件中得知，甚至在處分案件中有對僅重製少數資料者亦加以處罰的情事，因此對於

資料重製的情事是否應該不分輕重與程度一併適用，其適用是否適當，是否應有一

定的執法標準，即有探究之必要。 

而為使公平法二十四條適用更為明確，公平會特別就第二十四條適用原則進行

研究，並公佈「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原則」133以作為參酌的依據。根據該

適用原則，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係不公平競爭行為的概括規定，但公平法第二章所規

範的限制營業競爭行為，亦有可能涉及不公平競爭。因此具有不公平競爭本質之行

為，如無法依公平法其他條文規定加以規範者，則可以檢視有無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的適用 134。 

至於該條所規範的「不公平競爭」，則係指事業所為之行為具有商業倫理之非

難性。也就是說，事業所為之商業競爭行為違反社會倫理，或侵害以價格、品質、

服務等效能競爭本質為中心之公平競爭。而二十四條所稱的交易秩序，則是指符合

社會倫理及效能競爭原則之交易秩序，包括交易相對人間不為欺罔及不當壓抑的交

易秩序，以及不阻礙競爭者為公平競爭的交易行為 135。 

而對於事業之行為是否構成二十四條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該適用原則採

兩階段認定法，分別從交易相對人間之交易行為與從市場上之效能競爭是否受到傷

害加以判斷。 

首先在交易相對人之交易行為觀察是否違反第二十四條的判斷方面，還可以分

劃，八十三年六月，頁一八四至一八七該報告之期中與期末報告會議記錄中相關委員所提出之問題。 
133 根據劉孔中教授之研究，根據公平法第二十五條，公平會並無類似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之準立法

權，但可以參酌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十八條(a)(1)之規定，針對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欺罔或顯失

公平之情事，制定解釋規則與一般的政策聲明，或是參考美國 FTC 活用行政指導的方式，制定各種

行為準則（Guidelines），以發揮對公眾與產業界領導的功能。不過，後來公平會仍決定訂定第二十

四條適用原則以為依據，請參見劉孔中教授前揭研究報告，頁一至二。關於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如

何適用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所公佈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原則」，全文刊載於

http://www.ftc.gov.tw/showframenew.asp?menu=CONTENTTB&DisplayKey=會本部。 
134 請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八十四年六月，頁一九一。 
13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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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就是否有「對交易相對人為欺罔行為」136與「對交易相對人為顯失公平行為」137

加以觀察。 

其次，根據該適用原則，即應就市場上之效能競爭是否受到侵害加以觀察。若

無法或很難自交易相對人間之交易行為，觀察行為是否欺罔或顯失公平，則可以市

場上效能競爭(公平競爭本質)是否受到侵害來判斷。申言之，雖然事業之行為對交

易相對人而言，無從或很難認定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但若其行為已違反效能競爭

的原則，對於其他遵守公平競爭本質的競爭者而言，已構成顯失公平，而使市場上

公平競爭本質受到侵害，從而其行為具有商業競爭倫理非難性，構成公平法第二十

四條之違反。 

至於何謂「效能競爭」，該適用原則還特別加以類型化，並列出「榨取他人努

力成果之行為」與「破壞市場的行為」兩種類型，而在其下還分為不同的類型以供

參酌。例如「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行為」就包括下列次類：（1）依附他人聲譽。(2)
依附他人著名廣告。(3)不當模仿他人商品或服務之外觀或表徵 (但如其行為符合公

平交易法第二十條之規定者，則適用該條之規定)。(4)利用他人已投入廣告行銷之努

力或成本，而推展自己商品之銷售(例如於真品平行輸入情形，貿易商對於商品之內

容、來源、進口廠商名稱及地址等事項以積極行為使消費者誤認係代理商所進口銷

售之商品) 。至於「破壞市場的行為」則包括下列兩種類型：（1）意圖消滅競爭者

之大量分贈正式商品。(2)意圖消滅競爭者之低價傾銷或高價購入行為。 

不過雖然有此適用原則，但是就重製他人資料庫中資料之類型而言，此適用原

則是否足以適用，則應首先釐清。雖然就理論上而言，事業如未付出相當之對價，

即重製他人已付出努力及成本之資料庫之內容，應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行為，即

俗稱「搭便車」(free riding)之行為，但此種榨取行為是否即屬違反效能競爭原則而

應構成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違反，依照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原則之相關內容，

仍需衡量榨取行為帶給社會大眾之利益以及損害被榨取者及競爭秩序之不利益，並

考量榨取者其手段之不當程度，以及被榨取之標的是否著名等各種因素加以衡量。 

而就美國的案例觀察，從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一案，法院創造出

Misappropriation 的理論後，到 eBay v. Bidder’s Edge，法院會對詐取他人努力成果的

行為加以處分者，乃係其行為已經達到相當的程度（例如將 AP 的新聞有系統的大

量改寫），就社會公平觀念而言，已經不容忽視，方始構成類似二十四條之欺罔或顯

失公平之行為，而非僅就一些支節細微的重製行為加以規範。因此，就 eBay 案而

言，由於其網站內容的資料，均為其用戶所提供，因此 eBay 並無任何的權利，故

法院就 eBay 案的處理，並非基於不公平競爭，而係侵權行為中的 No Trespass。同

136 所謂對交易相對人為欺罔行為，根據該適用原則，就是以欺騙或隱瞞重要事實等引人錯誤之方

法，致使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或使競爭者喪失交易機會。至於行為是否構成欺罔，應以一般人之

標準衡量，且無須以發生實際交易行為為要件，只須行為於客觀上構成「欺罔」即屬該當。 
137所謂對交易相對人為顯失公平行為，係指對交易相對人為不當壓抑，亦即妨礙交易相對人自由決

定是否交易及交易條款。行為構成顯失公平者，同樣亦不必以發生實質交易行為為要件，只須在客

觀上構成顯失公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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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在 Motorola 一案中，法院對於 NBA 所主張的資料並未給與著作權的保護，

但是也僅在此種有系統的大量利用 NBA 比賽資料達到一定程度才認定為違反不公

平競爭的法理而禁止 Motorola 之行為。 

因此國外學者對資料庫與其資料的重製問題是否構成侵害的問題，則主張應視

後來者（the second comer）利用資料庫是否非法而定。而其利用是否非法，則應就

後來者之工作是否意圖去取代或損害原著作之商業價值而定。因此基於現有著作而

為之新著作應予以鼓勵，而且非相互競爭的利用應不構成侵害 138。不過，由於一般

的資料庫所收錄的資料甚多，因此若要發生取代或損害原資料庫之商業價值，其利

用的數量與程度均應該達到一定的程度，而非就少數幾筆資料的重製就足以構成侵

害。 

而在國內，則處理態度似乎截然不同。若就目前公平會所處分的案件觀察，特

別是人力網站的案件中，104 人力銀行所主張資料，均非該網站所自行創作，而是

雇主或是欲找工作的求職人士所提供，該網站能否因為先獲得這些資料就進而主張

這些資料的權利，即有疑義。而且就雇主與求職人士而言，只要在沒有詐欺或其他

不法情事之下，應該都不希望其所提供的資料成為某一家公司或網站的財產，而是

希望其所提供的資料能夠儘量達到所有希望知悉該資料的人士。若有違反當事人意

思的情事，則可以看其侵害的情事為隱私權、商業機密或其他情事，而分別適用其

他法律，例如民法、營業秘密法、甚至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因此，若其他網

站如果取得提供人士或雇主之同意而在該網站上提供，是否能夠因此構成不公平交

易的情事，即有可議。因為若取得資料提供人之同意，不論從交易相對人間之交易

行為，或是從市場上之效能競爭方面探討，均不易符合第二十四條適用原則所定之

適用要件。 

而且，就所有類似的案件而言，許多業者都大量重製報紙或是其他平面媒體的

人事或房地產等相關資料，但是公平會卻均未有任何處分，可是單純的重製數量不

多的電子式資料時，就有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的情事，亦顯不公。其實就此等行

為的本質而言，均為重製不受著作權保護的事實行為，為何重製非電子式的資料就

不會有公平法第二十四條的問題，但是重製少數電子式資料就有詐取他人努力成

果，而有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139 

138 Infringement would be established only where a second comer's use of a work was illegitimate. 

Illegitimacy of use was determined by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subsequent work was intended to substitute, 

or would prejudice the commercial value of, the original work。請參見 Paula Baron, Back to the Future: 

Learning from the Past in the Database Debate, 62 Ohio St. L.J. 879 (2001)。 
139 對於此等問題，公平會委員陳志龍在雅虎國際案的不同意見書亦有類似的看法。陳委員指出，該

案所涉及者乃「導覽文字」之抄襲，若換成在另外的場域，亦即在「紙面上的導覽文字」者，則將

不會被認定是公平交易法違反的合致案例，通常也只會被認定是「民事親權行為」或是「著作權法

之違反」。但在不屬於「紙面上」的「網路上」之行為法規範，則情形竟全然丕變，而有見仁見智

問題。陳委員於不同意見書自問，為何會有如此懸殊之「差別待遇」？或許是本會在認定「電子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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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在人事與房地產網站中，平面媒體還要透過廣告 AE 或其他人士去收集

彙整這些廣告、並排版編輯，可是電子式網站一般都是由行為人透過網路直接提供，

電子式網站透過自動化的傳輸裝置將行為人所提供的資料存入資料庫以供他人搜尋

利用，因此其不但投資較傳統平面媒體為低、成本亦低、且僅有機械化、自動化的

「努力」，是否能符合第二十條之「他人努力成果」？140至於在鉅亨網所涉及新聞

報導類型中，透過網路做一個簡單的搜尋，就可以發現許多的網站將平面媒體的新

聞報導以原文或節錄的方式置於其網頁上，而且許多的網站在其首頁中亦有著作權

的聲明，可是亦不見有所處理，亦可見似乎有不同之待遇。 

由於重製平面媒體的資料與重製電子式資料庫中的資料，就法律觀點而言，都

是屬於重製行為，且其重製的內容，有些是屬於受到著作權保護的標的，因此構成

著作權法所稱之重製，例如蕃薯藤案中之新站內容說明或是圖形就有可能構成，可

是依據公平會過去的處分原則，對於涉及著作權的案件均未涉入，可是在蕃薯藤案

卻似並未維持此等原則 141。事實上，絕大多數的重製都是重製不符合著作權法保護

要件的資料，例如人事與房地產廣告就是例證。而且這些資料在平面媒體往往還要

經過編排與版面設計，但是電子式資料庫則只是設定一定的網頁選單與欄位，由使

用人自行填寫完成後送出就存入電子式資料庫中，因此平面媒體的創作性反而比電

子式資料庫為高，但是保護反而遠遠不及，此種偏重保護電子式資料，卻不顧傳統

平面媒體的做法，顯然有失公平原則。 

由於此等處分案件中所爭議的核心，都是一些不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事實性資

料，對於這些事實性的資料，有些提供人可能會來者不拒，有些則會對願意提供的

訊」、「網路」時，即對新科技之事務竟一概的予以特殊化，或許忽略了「電子資訊」、「網路」

所具的本質，顯非公平交易法秩序的新保護客體。「電子資訊」、「網路」仍應只具「載體」的功

能。斯種載體的功能，可謂和「紙張」並無不同，只是來作為意思表示之「附著體」而已。而重要

點，並不在於「載體」本身，實應探討具體行為的內容。即不是凡涉及「網路」者，則必然和公平

交易有關，對此不可不辯。作者對陳委員的觀點表示贊同。 
140 有些網站亦有設置行銷人員，但是此並非網路上電子式資料庫運作的主要模式。本文係以電子式

資料庫的主要運作模式進行討論。 
141至於蕃薯藤案件中，公平會僅就被檢舉的「新奇」單元所介紹六十則新網站中，竟有五十三則係

檢舉人在當日稍早或以前曾在「新站」單元中介紹過之內容為由而加以認定，但是從決定書中，卻

看不出公平會有無對此等內容究竟是蕃薯藤自行創作，還是被介紹的網站創作後提供給蕃薯藤與雅

虎奇摩，或是單純的就網頁版面編輯形式有實質抄襲的情事進行了解。由於國內網站有限，因此介

紹之網站有所雷同亦不足為其。但是，如果這些內容係蕃薯藤所自行創作，而雅虎奇摩又將之抄襲

重製，則雅虎奇摩的行為當然可議，但是如果這些新網站介紹的內容係這些網站自行創作後提供這

些入口網站時，則蕃薯藤是否可以對非屬其創作的他人著作主張權利，亦有疑問。若是其主張因為

這些新奇網站的整體網頁版面構成近似，則由於網頁之創作若具有創作性，故亦可成為著作權保護

之主體，因此根據公平會過去的原則，涉及著作權的案件不涉入，則在蕃薯藤案件中，就應該明確

區分哪些內容有著作權，哪些沒有著作權，方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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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有所選擇，因此如果提供人在提供一個資料庫（包括非電子式例如報紙，或是

電子式資料庫）後，經其他資料庫業者徵詢後，亦同意將其資料置於後來者之資料

庫中，縱使沒有付費，但是既然經過雙方當事人同意，公平會似乎不必介入此等私

人間的協議之中。否則以目前的情況而言，則可能演變為只要在一個電子式資料庫

登錄，則其他的資料庫（不論電子式或是非電子式資料庫）若有蒐集利用的情事，

就有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虞。此種法律效果，將可能造成對不受著作權法保護

的資料造成一種事實上（de facto）的壟斷現象，反而可能導致最先獲得資料登錄的

資料庫業者取得事實上的市場力量，可能並非公平法主管機關的本意。 

而若就個案加以分析，亦可見公平會在適用二十四條適用原則上的模糊。例如，

在凌亞資料案中，所涉及的問題，一為提供人隱私權保護的問題，一為 104 人力銀

行與其使用人所簽訂的使用契約問題。就隱私權而言，應該屬於民法第一九五條之

侵權行為保護與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範疇。既然其他法律已經有所規定，此

時似可根據公平法第一條後段「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而不宜

直接適用有補充性質之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故資料提供人若認為其隱私權有被侵

害，應可依循民法之救濟規定處理，或尋求個人資料保護法主管機關法務部之處理。

若欲根據公平法尋求救濟，也應該是這些提供個人資料的人士，並非 104 人力銀行。 

其次就違反契約的規定而言，若凌亞資料確實如 104 人力銀行所言，利用關係

企業登錄為 104 人力銀行 VIP 會員，而有違反其與 104 人力銀行之約定，將求職者

的資料加以利用之行為，則 104 人力銀行即可根據其「網路徵才廣告刊登服務契約」

第五點後段的規定處理，亦即「刊登人一旦簽約成為 104 求才會員後所知悉或持有

之求職者履歷，…刊登人亦不得將之轉作為其他商業或非商業之利用，例如作為課

程招生、製作電腦名錄、寄發商業廣告、販賣商品或推銷服務、招攬保險、婚友介

紹、靈骨塔銷售、從事獵人頭或人力派遣業務，或重製於其他人力網站或從事獵人

頭、人力派遣業務者之資料庫或其他儲存媒介等。刊登人違反本款之約定時，除自

負一切法律責任外，因已嚴重損及 104 對求職者隱私保護之努力付出與營業信譽，

刊登人同意無條件賠償 104 相當於刊登費用一百倍之違約罰金，以彌補 104 所受之

損害。」 

事實上，就公平法與民法之關係為何，公平會早就委託進行研究，而根據學者

研究，「公平交易法係由規範競爭秩序角度出發之行政管制法規，對因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而締結之契約其效力如何，似無充足之理由於民法一

貫的評價之外另為特別規定。則自我國法律體系內在的評價標準觀之，該等契約應

認為有效，惟宜使違法行為之相對人有機會再次考慮是否繼續維持契約效力，亦即

賦予其終止或解除權為妥。」142因此，公平會是否要介入當事人間的違約問題，並

對此等違約問題適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實值得深思。 

至於在翰能人力資源顧問有限公司案中，被檢舉重製十筆資料，但是該公司提

出九筆同意刊登的同意書，僅有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未出具同意書，但是資乘除了在

104 人力銀行外，還在 1111 人力銀行刊登，另外，雖然有部分業者表示有同意但是

142 請參見前揭劉孔中教授主持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相關問題之研究，頁七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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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提供公司基本資料，但是這些公司基本資料可以輕易的從其他來源或是公司自

己的網站獲得，因此除非有明確的證據證明是由 104 人力銀行網站所下載，否則不

宜斷然推定就是涉及下載的重製行為。因此，若將相關有疑義的資料排除，本案等

於對僅重製一筆資料就動用第二十四條，而且該筆資料有可能是從 1111 人力網站而

非 104 人力網站而來 143。這種只有一筆資料的重製是否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

為，亦有可議。 

雖然可能會有論者主張，其他的九筆資料並未構成事前之同意，但是由於這些

資料屬於這些提供人所創作，或是已經存在於其網站或其他可供公眾查尋利用之網

站，因此縱使事後獲得同意，是否能就因此而否定其同意之效力？因此就本文意見

而言，對於資料或個人資料的提供人之同意，不論於事前或是事後，都應有同意的

效力，如此一來，方可避免不受著作權保護之資料為少數事業或是最先登記之事業

所壟斷。而至於是否資料提供人有所同意，則應由主張資料提供人已為同意的事業

負責證明。 

另外，酷才網被檢舉僅有四筆資料，而其中只有兩筆資料由業者指稱未在酷才

網刊登求才廣告。而在數萬筆、甚至數十萬筆的資料中，僅有兩筆係未自行主動刊

登的情事，就會構成榨取檢舉人之努力成果，侵害市場效能競爭本質，而有欺罔或

顯失公平的行為，反而似乎顯示台灣的商業市場之淺碟性特性，也凸顯出公平法二

十四條被過度利用的潛在問題。 

因此就上述的處分中，似乎只有展辰國際案明確的利用「104 人力銀行」的名

稱，而有「依附他人聲譽」與「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行為」之情事，但是其他的案

件則是單純的重製檢舉人資料庫中的少數資料，而這些資料甚至有可能是來自平面

媒體，但是卻都會構成第二十四條的情事，其中更有單純的違反「網路徵才廣告刊

登服務契約」的情事，但是公平會都予以處分，更可能造成少數電子式資料庫寡頭

壟斷事實性資料的問題。 

而在公平會就二十四條所委託進行的研究中，對於詐取競爭對手的行為類型，

研究人員即指出，「在經濟生活中，吾人以他人工作或努力之成果作為自己生產製造

藍本而為競爭行為。人類若純粹僅依靠自己能力、經驗及發明是無法成就現代社會

之進步與發展。因此利用他人成果在經濟生活中乃是慣常且被允許的、除非是法律

賦予他人成果特殊的保護及專屬的權限。…但若行為人以值得非難之方式，利用他

人成果來獲取較競爭者有利之競爭情勢時，則非競爭法規所允許。」144 

根據該研究，「除非是法律賦予他人成果特殊的保護及專屬的權限」，或「行為

人以值得非難之方式，利用他人成果來獲取較競爭者有利之競爭情勢時」，否則似可

以利用他人努力的成果。但是在上述的處分案件中，原則上所有的案件所涉及者，

都可能並非法律所賦予他人成果特殊的保護及專屬的權限，而且縱使有重製的情

事，但是亦未能因利用他人成果而獲取「較競爭者有利」之競爭情勢，再加上有些

143當然，更值得研究的，就是這些公司是否有在平面媒體上刊登類似的廣告。但是從決定書中並無

法得知。 
144 請參見劉孔中教授主持前揭第二十四研究，頁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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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製資料的比數有限，是否即當然構成不公平競爭行為，顯然仍可加以討論。 

當然，此種見解並不表示支持第二十四條之詐取他人努力行為的精神，只是目

前就公平會所為的決定觀之，其所要求的門檻與相關構成要件，都似乎極低，而非

像歐體的資料庫保護指令，與 WIPO 的資料庫條約草案與美國的資料庫相關立法所

要求的「重大投資」大相逕庭。而公平會若將第二十四條之適用的標準大幅的降低，

不但可能使得首先取得這些資料的業者取得一種事實上的壟斷地位，更可能形成一

種反向的不公平競爭，也就是透過公平法的合法保護，而排除其他業者的競爭，此

種情形的出現，當非第二十四條之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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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議與結論 

雖然第二十四條有補充公平法不足，且能配合經濟法展與產業變化之實際需

求。但是在利用之際亦不應過於廣泛，而應對不同的不公平競爭態樣設定適當地標

準，特別是在電子式資料庫的部分，更應審慎為之，不宜過度擴張，反而使資料庫

建置人對無法取得著作權保護的資料取得相當於壟斷的地位。否則，公平會的此種

態度將會使許多新興型態的電子商務模式在台灣無從存在。例如，就全世界最大的

搜尋網站 Google.com 而言，就幾乎重製了網路上所有的資訊。而許多利用所謂的資

料倉儲（data warehousing）或資料採礦（data mining）技術的公司，亦有大量重製

他人資料的情事。若公平會大幅擴充第二十四條的適用範圍與降低適用的門檻，這

些業者都可能有違反之虞。 

另一方面，若有電子式資料庫業者先將屬於事實性或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資料

納入其資料庫後，雖然這些資料不能獲得著作權之保護，卻可以獲得公平法的保護；

亦可能發生雖然該資料並非資料庫業者之創作，但反而可以代替創作人而透過公平

法取得幾乎排他的權利。這兩種情形，都達到相似的結果，就是透過公平法而獲得

實質上永久的保護。此種結果，相對於歐體對資料庫僅給與十五年之保護，與 WIPO
著作權條約草案亦只給十五年或二十五年的保護期間而言，保護似乎過於周延，反

而易生不公平之情事。 

而在決定適當地保護標準之際，公平會在根據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處分資料重製

的情事時，其實即可參酌歐體資料庫保護或是 WIPO 資料庫保護條約草案中，有關

Substantial investment 或 substantial part 的要求，要求必須要有實質的重大投資或是

重製資料庫中實質重大的部分，才構成第二十四條詐取他人努力成果的要件。 

而對於資料庫中非主要部份內容之侵害（我國公平會處分的案件幾乎都是屬於

此種類型），歐體資料庫指令雖在第五條雖然提供保護，但是卻仍要求必須使用人以

「持續且有系統的方式」擷取或再利用資料庫非主要部分之內容，進而與該資料庫

正常使用情形相牴觸、或使資料庫建置人合法利益(legitimate interests)受到不合理

之損害(unreasonably prejudice)者，才推定為違反資料庫正常使用之行為。此種區

分不同利用型態、並根據不同利用型態而分別規定其要件的方式，則與我國公平會

在處理人力網站與不動產網路之資料重製案件所採的標準有所不同，值得主管機關

參酌。 

否則若以現行的處理原則繼續進行，可能會產生反向的不公平競爭情事。這是

因為此等處分案件之爭議核心，乃是以不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資料為主，對於這些

資料，例如求職者之個人基本資料或欲租、買、賣的意願，有些提供人可能會來者

不拒，有些則會對願意提供的對象有所選擇，因此如果提供人在提供一個資料庫（包

括非電子式例如報紙，或是電子式資料庫）後，經其他資料庫業者徵詢後，亦同意

將其資料置於後來者之資料庫中，縱使沒有付費，但是既然經過雙方當事人同意，

公平會似乎不必介入此等私人間的協議之中。否則以目前的情況而言，則可能演變

為只要在一個電子式資料庫登錄，則其他的資料庫（不論電子式或是非電子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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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若亦取得此等資料，就有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虞。此種法律效果，將可能

造成對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資料造成一種事實上（de facto）的壟斷現象，其實質的

效果反而高於應符合一定要件的著作權之上，反而可能導致最先獲得資料登錄的資

料庫業者取得事實上的市場力量，而可以利用這些資料去排除其他的競爭者，此種

結果可能並非公平法主管機關的本意。 

另一方面，就目前被處分案件所涉及的資料而言，除鉅亨網案以外，大多均非

該網站所自行創作，而是利用人（例如求才的雇主、欲找工作的求職者、欲租售或

買賣的消費者等）所提供。因此這些事業能否因為最先獲得這些資料就進而主張這

些資料的權利即有疑義。而且就提供這些資料的人士而言，只要在沒有詐欺或其他

不法情事之下，應該都不希望其所提供的資料成為某一特定事業所掌控，而是希望

其所提供的資料能夠儘量達到所有希望知悉該資料的人士。 

至於若有違反當事人意思的情事，例如侵害提供人之隱私權、商業機密或其他

情事，而可以就其情形分別適用其他法律，例如公平法第十九條、民法、營業秘密

法、甚至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因此，若其他相互競爭之事業如果取得提供人

之同意而願意將該資料另行提供利用，是否能夠因此就認為後來者構成不公平交易

的情事，即有可議。因為若取得資料提供人之同意，不論從交易相對人間之交易行

為，或是從市場上之效能競爭方面探討，均不應認為其重製資料的行為符合第二十

四條適用原則所定之適用要件。 

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在這些處分案中，公平會似乎偏重對電子式資料庫的保護，

而對傳統平面媒體資料庫反而未提供適當地保護，此種不一致的處理方式，亦有待

斟酌。事實上，不論人事資料庫或是不動產資料庫要順利的運作，就必須先要累積

一定的基本資料，而這些基本資料的來源，許多業者所採取的方式就是大量重製報

紙或是其他平面媒體的人事或房地產等相關資料，對於這種有系統或持續性的重製

傳統資料庫的行為，公平會尚未有任何處理。但是相反的，對單純重製數量不多的

電子式資料時，縱使爭議的資料比數只有一筆或二筆，就處分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

條，此種明顯偏重對電子式資料庫業者保護的態度，亦顯不公。 

雖然有論者可能會認為，平面媒體乃是向社會大眾公開，再加上此等資料不見

得受到著作權的保護，因此不須特別予以保護。但是電子式資料庫也是一樣，向社

會大眾公開，其內容也是以不受著作權保護的資料為主，兩者情況完全一致，實在

沒有將兩種資料庫作不同處理或是認為其違反性有高低的必要。由於就此等重製行

為的本質而言，均為重製不受著作權保護資料的事實行為，因此為何重製非電子式

的資料其非難性就較低，亦不會有公平法第二十四條的問題，但是重製少數電子式

資料就有較高的非難性，而可以構成詐取他人努力成果，違反競爭本質，而有欺罔

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更何況在人事與房地產網站中，平面媒體還要透過廣告 AE 或其他參與人士去

收集彙整這些廣告、並排版編輯，可是電子式網站一般都是由行為人透過網路直接

提供，電子式網站透過自動化的傳輸裝置將行為人所提供的資料存入資料庫以供他

人搜尋利用，因此其不但投資較傳統平面媒體為低、維持成本與經營成本亦低、且

在沒有特殊情況的情形下，一般只是透過資料庫軟體進行機械化、自動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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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努力的程度顯然不及傳統平面媒體，這種自動化的運作方式，是否就是第二十四

條所指稱之「他人努力成果」，也有所疑義。因此，不論就台灣或是美國而言，一旦

達到一定的程度，電子式資料庫的獲利就會超過其平面媒體的競爭對手，如果再擴

大保護範圍，將並未以持續性或系統性方式重製的行為也認為構成不公平競爭，似

乎對這些電子式資料庫所給與的保護就遠超過經營成本更高的平面媒體，此種重製

平面媒體沒有不公平競爭、但重製電子式資料庫就構成不公平競爭的結果，就實有

待考量。 

而在參酌 WIPO 資料庫條約草案、資料庫法律保護指令以及美國相關立法提案

後，本研究認為關於資料庫資料重製有無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的問題上，應符合

一定之條件、不宜不分輕重一律適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以免將應屬於公眾領域的

資料賦予最先收錄者一種事實上的排他權利，反而有礙達成公平法促進競爭的目

的。至於判斷的標準，可以根據個案之事實，參酌下列事項做為綜合判斷之標準： 

1. 被重製之資料庫是否係由他人投入相當之人力或財力等重大投資所建置或

維護 145。 

2. 行為人重製之目的為何，例如是否有直接或間接之營利目的，還是供研究或

私人之利用。 

3. 重製之的方式與重製資料的質與量，亦即行為人是否有以持續且有系統的方

式大量重製他人資料庫中的資料，其所重製之資料之重要性是否有所差別。 

4. 行為人與被重製之資料庫經營者間有無競爭關係，特別是其目的是否為取代

相互競爭之事業從事重製行為。 

5. 對被重製之資料庫經營者是否已造成實質損害，或對其投資之回收機會是否

造成重大威脅。 

6. 對於資料流通之公益或提供人個人需求，是否大於對被重製資料庫建置者所

造成之不利益。 

7. 被重製的資料是否已經獲得資料提供人的同意或許可，這些資料係提供人自

行提供還是由事業自行重製？146 

 

145 投入之資源是否重大，因為產業的不同，不易有一定客觀的標準，但是可依個案分別認定。而由

網路使用人自行提供資料所建構的資料庫而言，由於網站只是負責提供介面與架構網站，因此是否

屬於有重大投資就應特別調查。但是於綜合判斷時亦不宜過於強調此考慮因素，這是因為歐體的資

料庫保護指令與 WIPO 的資料庫保護條約草案等之所以強調重大投資，乃是因為賦予資料庫建置人

一個特別的權利，故有特殊的要求，而在我國，由於並未賦予資料庫建置人特別權利之保護，故亦

不宜過分強調重大投資的重要性。 
146 若係提供人自行提供，則應可推定其已經有所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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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美國相關資料庫保護法規草案的比較 

 

    為了對資料庫提供法律的保護，美國國會自 1996 年起陸續針對資料庫保護問題

提出各項法案，其中最早提出的就是在 1996 年提出的「資料庫投資及智慧財產反剽

竊法」(Database Invest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tipiracy Act of 1996；

H.R.3531)。不過，此法案當時並未獲眾議院通過。隔年，國會眾議員又提出「資料

收集反剽竊法」(Collections of Information Antipiracy Act；H.R. 2652 )，在經過數次

增修及討論後，此法案雖然在眾議院於 1998 年通過，但是參院卻未通過該草案 147。

在 1999 年，美國國會議員又提出基於上述兩個草案而生的「資料收集反剽竊法」

(Collections of Information Antipiracy Act；H.R. 354 )以及「消費者及投資者存取資料

法」(Consumer and Investor 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 of 1999：H.R. 1858)，但是仍未

通過，並隨眾議院第 106 屆會期結束而未有任何結果。雖然如此，該等法案仍相當

的表現出未來可能立法的內容，因此本研究特別將這兩個法案之草案整理如下表： 

 

法案名稱 資料收集反剽竊法 

(Collections of Information 

  Antipiracy Act) 

消費者及投資者存取資料法

(Consumer and Investor 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 of 1999) 

法案編號 H.R. 354 H.R. 1858 

提案人 Mr. COBLE  

(Committee on the Commerce) 

Mr. BLILEY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主要支持者 eBay、紐約證券交易所、及多個房 

地產組織 

Yahoo、Charles Schwab 及美國圖書館

協會 

首次 

提出時間 

01.19.1999 05.19.1999 

委員會最後

修正提案提

09.30.1999 09.30.1999 

147 支持應由國會立法保護的人士主要的理由大略如下：1. 自從 1991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Feist 

Publication,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一案之後，著作權法已經無法提供資料庫業者足夠的保

護，即使可以利用其他如競爭法或營業秘密法等法律體系加以保護，仍有其限制從在。2. 如果國會

未能通過立法，則勢必影響未來業者投資建置資料庫的意願。3. 如果國會未能通過立法，則未來資

料庫業者將因歐盟資料庫保護指令所揭示之互惠原則而受到經濟上損害而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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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時間 

委員會審查

通過並提交

全院時間 

10.08.1999 10.08.1999 

立法目的 修正 title 17 的美國著作權法，以

提供某些資料收集(collections of 
information )法律上的保護明文 

經由改善消費者對於包括證券市

場資料資料庫在內之電子資料庫

存取使用 (access)，來促進電子商 

務的發展 

保護客體 在 H.R. 354 中，所要加以保護的

客體是『資料收集』(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而所謂『資料收

集』，依照 H.R. 354 Sec. 1401(1)
所下的定義，原則上只要目的是

為了要將所收集和組織過『資

料』，分別以不同的項目集合於同

一處或同一源頭，而使得使用者

進而得以存取使用者，均屬之。 

上述定義中所謂的『資料』，另依

照 H.R. 354 Sec. 1401(2)所下的

定義，是指事實(facts)、資料

(data)、著作人的著作物(works of 
authorship)、或其他任何得以系

統化方式加以收集或組織的無實

體素材(material)。 

另外，依 H.R. 354 Sec.1404 的除

外規定，非該法所保護的資料收

集也有以下三種： 

(1) 政府機關所為的資料收集

(Government collections of 
information)  

政府機關所為之資料收集，除

非是依照 H.R. 354 
Sec.1405(g)條所為者，否則均

不受本法保護。 

(2) 電腦程式 

在 H.R. 1858 中，所要加以保護的

客體是『資料庫』(Database)，而所

謂的『資料庫』，依照 H.R. 1858 

Sec. 101(1) 所下的定義，原則上亦 

指凡投入大量的金錢或其他資源 

，將所收集和組織過的大量不同項

目的資料，置於同一處或同一源

頭，而使得使用者進而得以存取使

用者，均屬之。 

上述定義中所謂的『資料』，依照

H.R. 1858 Sec. 101(3)所下的定

義，與 H.R. 354 對於資料收集的定

義，兩者唯一的不同，是 H.R. 1858
所稱的資料收集對象，並不包括美

國著作權法第 102 條(17 U.S.C 102)
所稱的著作人著作物(works of 
authorship)。 

另外，依照 H.R. 1858 Sec.104 的除

外規定，非該法所保護的資料庫也

有以下六種： 

(1) 政府資料(Government 
Information) 

依照 H.R. 1858 Sec. 101(6)對於

政府資料庫所下的定義，不管

是美國或其他外國政府所收集

或維護的資料庫，均非 H.R. 
1858 Sec. 102 所要加以保護的

客體。另外依照與美國政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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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Programs) 

所謂電腦程式，包括且不限

於任何用於製造、生產、運

作或維護資料收集所使用到

的電腦程式，以及該電腦程

式本身運作上所必須之任何

要素或成份。 

(3) 數位化線上通訊 

(Digital Online 
Communications ) 

所謂數位化線上通訊，是指

數位化線上通訊之位址

(address)、路徑(route)、轉遞

(forward)、傳送(transmit )或
儲存(store)所結合、組織或維

護之資料收集產品或服務。

此外數位化線上通訊所用到

的登錄位址(register 
addresses)以及提供或接收數

位化線上通訊連結存取途徑

者亦屬之。 

其機關簽訂之契約，而由商業

實體(commercial entity)所收集

或維護的資料庫，原則上也非

H.R. 1858 Sec. 102 所保護的客

體。最後，尚有一點需加以說

明的是，如果政府資料庫的全

部或一部已混合於某非政府資

料庫中，則此時亦不得因此而

排除對該非政府資料庫部分的

保護。 

(2) 與網路通訊有關的資料庫 

(Databases Related to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非本法第 102 條所保護的與網

路通訊有關之資料庫，是指含有

用來執行以下功能之一，進而被

收集或組織的資料： 

(a)執行定址(addressing)、路徑

(routing)、轉遞(forwarding)、
傳送(transmitting )、網路通訊

儲存(storing)功能的資料庫 

(b)執行提供或接收網路通訊連

接功能的資料庫 

(3) 電腦程式 

(Computer Programs) 

與 H.R. 354 定義對於電腦程式

的定義相同。 

(4) 不受保護的項目 

(Nonprotectable Subject Matter) 

本法第 102 條並不得擴張至對

公眾銷售或散佈任何內容為個

人意見、事實、程序、系統、

運作方法、概念原則、或發明

之重製。 

(5) 用戶名單資料 

   (Subscriber lis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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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訊法(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第 222(f)條(47 U.S.C 222f)
中所指的用戶名單資料資料

庫，非本法第 102 條所保護的客

體。而所謂通訊法中的用戶名單

資料，同樣依照該通訊法第

222(h)(3)的定義規定，就是指通

訊業者所擁有的用戶電話號

碼、住址或主要的廣告業分類。 

(6) 法律資料 

(Legal Materials) 

  如果資料庫的內容是任何聯邦

或州法院判決、法令規定或行政

機關決定者，則原則上並非本法

第 102 條所保護的客體。除非被

販賣或散佈的資料庫重製內容

已經被以一個正式公開且為免

費使用的電子表單，永久有效的

放入一個交互作用(interactive)的
電腦網路中。 

(7) 證券市場資料 

(Securities Market Data) 

本法 title I 並不適用於依照本法

第 201 條加以修改之證券交易法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第 11A(e)(6)所稱的市場資料。 

禁止行為 依照 H.R. 354 Sec. 1402 規定，所

要禁止的是『資料收集的不當的

使用』(misappropriation )，詳言

之，任何人利用或擷取他人經由 

投入大量金錢或其他資源所結合

(gathered)、組織(organized)或維

護(maintained)之資料收集其全

部或重要部份，進而使該他人或

該他人之後手現在或將來在商業

上準備提供包含有該資料收集之

產品或服務，其主要市場

(primary market)或相關市場

依照 H.R. 1858  Sec.103 規定，所 

要禁止的是『重製的散佈』

(Distribution of Duplicates )，詳言

之，任何人在跨州或國際貿易上，

以任何方法或手段，對於公眾銷售

或散佈的資料庫 

如果符合下列條件者，即屬非法： 

(1) 所重製的資料庫係由他人所收

集或組織過的資料庫； 

(2) 以販賣或以營利之目的加以散

佈，進而與該他人之資料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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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market)受到實質損害

者，則即應依照本法 Sec. 1406
對該他人或其後手負損害賠償責 

任。 

競爭關係。 

上述(1)中，所謂資料庫的重製

(duplicate of a database)，依照 H.R. 
1858 Sec.101(2)的定義，係指因擷

取他人資料庫之內容，而與該被擷

取之他人資料庫如果構成實資地

相同者(substantially the same)，即

應屬於資料庫的重製。 

上述(2)中，所謂有競爭關係(in  
competition)，依照 H.R. 1858 
Sec.101(3)的定義，係指對於公眾所

銷售或散佈的資料庫，不但是來自

於重製他人資料庫，而且也對該被

重製之資料庫所有人過去因為收

集或組織其資料庫的投資合理回

收的機會(the opportunity to recover 
a reasonable return on the 
investment )，造成重大地威脅

(significantly threaten)。 

允許行為 依照 H.R. 354  Sec.1403 規定，

以下四種行為係被允許的： 

(a) 合理使用(Reasonable Uses) 

如果是基於說明、解
釋、舉例、評論、教學、研
究、或分析之目的，於合理
範圍內擷取或使用他人資料
收集內之資料者，即非該法
所要禁止。而決定是否合理
時，下列各項事實是應該被
考慮到項目： 

(i) 使用或擷取的資料是否

為商業或非營利。 

(ii) 所使用或擷取的資料數

量是否合其目的 

(iii) 使用或擷取資料之善意 
(good faith ) 與否。 

(iv) 所使用或擷取部分於另

依照 H.R. 1858  Sec.103 規定，以

下四種行為係被允許的： 

(1) 任何人對於公眾所銷售或散佈

的資料庫內容，只要是並非擷

取自他人所收集或組織過的資

料庫，而係實際經由其他方法

所取得者，即非本法所限制。 

(2) 任何人於重製他人資料庫後對

於公眾所為之銷售或散佈行

為，只要是基於新聞或體育報

導的唯一目的，即非本法所限

制，除非 

(a) 所重製的資料是具有

時效性(time sensitive)； 

(b) 並已被某新聞或運動

報導媒體所收集； 

(c) 銷售或散佈的目的是

與被重製的資料庫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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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個獨立著作物或資

料收集的程度、方法以

及兩者間的差別程度。 

(v) 對於受保護的資料收集

其主要市場及相關市場

因該使用或擷取所受到

的影響。 

(b) 某些非營利之教育、科學、

研究使用(certain nonprofit 
education , scientific, or 
research uses) 

任何人只要是基於非營利之教

育、科學或研究之目的，而不

是以實質傷害他人資料收集產

品或服務之主要市場為目的

者，其所為之擷取或使用他人

資料之行為，即不受本法所限

制。 

(c) 單一項目或其他非重要部分

之資料(individual items of 
information and other 
insubstantial parts) 

如果所擷取或使用之資料係單

一項目或其他非重要部分，原

則上是不受禁止的。但是如果

是重複性的(repeated)或是有

系統的(systematic)地進行擷取

或使用資料收集內之單一項目

或其他非重要部分者，則仍是

非本法所允許的 。 

(d)所結合或使用之資料是經由

其他方法所取得者(gathering 
or use of information obtained 
through other means ) 

任何人所使用或結合之
資料，如果不是經由擷取他
人投入大量金錢或其他資源
所結合、組織或維護之資料

接為競爭。 

(3) 本法並不禁止美國聯邦或各州

政府之官員、機關或受雇人，

或是與上述這些官員、機關或

受雇人因訂有契約之個人，因

法律授權所為之依法執行或情

報行為(Law Enforcement and 
Intelligence Actives)。 

(4) 任何人只要是基於科學、教育

或研究的目的，而非為與其競

爭，進而重製他人已經收集或組

織的資料酷，即非禁止該法所禁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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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即不受本法所限制。 
(e)使用或擷取資料之目的
是為了驗證(making 
available or extraction of 
information for 
verification) 

任何團體或組織如果是
以驗證(Verification)資料正
確性為其唯一目的，而擷取
或使用其他人所單獨所結合
組織或維護之資料收集，即
不受本法所限制。 

如果所擷取或使用的資
料具有時效性(time 
sensitive)，並且已由另一個
新聞媒體所集合，則此時擷
取或使用的目的又是與其為
商業上的直接競爭者，即應
屬於本法所禁止之行為外。 
(f)新聞報導(news reporting ) 

以新聞報導之唯一目的
而擷取或使用他人之資料，
不受本法所限制。 
(g)重製品之移轉(transfer of 

copy) 

資料收集全部或一部合法的重

製品(copy)所有人(owner)，對

於該重製品所再為之販賣或其

他處分均不受本法所限制。 

(h)家譜資料(genealogical 
information ) 

  即使本法有 Sec.1402 之規定，

但是如果目的符合下列之一

者，即不受本法所限制： 

(i) 以非營利或宗教信仰之

目的而使用或擷取家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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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ii) 以私人或非商業目的而

使用或擷取家譜資料。 

*所謂家譜資料包括且不限於

個人出生、施洗命名、婚姻、

死亡或葬禮之日期、時間或地

點、或識別個人父母親、配偶、

子女或兄弟姊妹之資料、及其

他可用來決定祖先起源之其他

資料。 

(i) 調查、保護或情報行為

(investigative, protective , or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本法並不禁止具有以下身分之

人因合法授權之調查、保護或

情報行為而使用或擷取他人資

料： 

(i) 聯邦政府、州政府或州

以下政治分支機關之

官員、代理人或受雇

人。 

(ii) 與前項所列之官員、代

理人或受雇人所訂之

合約而為之個人行為。 

關於即時市

場資料(real 
time market 
information)
的特別規定 

依照 H.R. 354  Sec.1405(g)(3)之
規定，縱然該法 Sec.1403(a)、
(b) 、(c) 、(d) 、 (e)、(g) 、(h)
或(i)有所謂阻卻違法事由，但是

除非依照『1934 年證券交易法』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或『商品交易法』(Commodity 
Exchange Act)之相關法令規定，

否則任何對於即時市場資料的擷

取、使用、再轉賣、或其他處分

行為均屬於不被允許的行為。此

外，Sec.1403(f)亦不得解釋作為

允許任何人得藉由擷取或使用他

人之即時市場資料而來建構該即

依照 H.R. 1858 Sec.201 以下針對不

當使用(Misappropriation)證券市

場資料所制定的 Title II 專章規

定，『1934 年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第 11A 條(15 
U.S.C 78k-1)末段將新增以下之規

定： 

除非是 

(1)任何人或實體其所販賣、散

佈或其他廣泛傳播的即時市場

資料是其所獨立取得； 

(2)新聞報導實體以新聞報導的

唯一目的而擷取他人的即時市

                                               56 



時市場資料服務之市場替代品

(market substitute)之合法依據。 

*所謂市場資料，是指與報價

(quotations)或交易(transactions)
有關，而被依照證券交易法或商

品交易法之相關法令規定加以收

集、處理、散佈或出版的資料而

言。 

場資料。 

否則只要是 

未經授權而將從市場資料處理者

(processor)直接或間接取得之市場

即時資料，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予以

販賣、散佈、再散佈、傳播者，被

害人即可向法院訴請民事訴訟、暫

時性或永久性禁制令或金錢上賠

償。 

上述所謂市場資料，依照 H.R. 1858 
Sec.201(5)(A)之定義，是指與任何

證券報價或交易有關，並由市場資

料處理者所收集、處理、散佈或出

版的資料而言。 

法律效果

(民事責任) 
(1) 民事訴訟(Civil Actions) 

依照 H.R. 354  Sec.1406(a)條
的規定，任何人如因他人違反

該草案 Sec.1402 條的規定而受

有損害，無論標的額多寡，都

可以向適當的美國地方法院提

起民事訴訟。 

(2) 暫時性或永久性的禁制命令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Injunctions) 

依照 H.R. 354  Sec.1406(b)條
的規定，任何法院於民事訴訟

中都有權力依據衡平法則(the 
principles of equity)，於法院認

為合理的情形下，核發暫時性

或永久性的禁制令，來防止違

反該草案 Sec.1402 條的情形發

H.R. 1858 並沒有關於違反本法的

明文民、刑事責任規定，換言之，

並沒有如同 H.R. 354 一般直接賦予

被害人直接的請求權，反而依照其

Sec. 107(a)之規定，間接賦予美國

聯邦貿易委員會(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依照聯邦貿易委員會

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第五

條的規定(15 U.S.C 45)148，對於違

反本法 Sec.102 之行為，採取相關

法律行動。 

基於 H.R. 1858 Sec.107(a)上述規

定，H.R. 1858 Sec.107(b)復規定聯

邦貿易委員會得依照聯邦貿易委

員會法第 18(a)中(A)及(B)的規定

(15 U.S.C. 57a(a))，不受聯邦貿易委

員會法第 18(b)(3)之限制，而得制

定相關規範。 

148聯邦貿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第五條(15 U.S.C 45)，其內容類似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二十四條之規定，主要規定內容為：『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平競爭方法，以及商業上或影響商

業之不公平或欺罔行為或手段，均為非法』原文為：『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nd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re hereby declared 

unlaw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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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3) 扣押命令(Impoundment) 

依照 H.R. 354  Sec.1406(c)條
的規定，於民事訴訟任何時

間，如果法院認為合理的情形

下，得對於因違反該草案

Sec.1402 條所生之重製品加以

依法扣押。 

(4) 金錢上損害賠償(Monetary 

Relief) 

一旦違反 H.R. 354  Sec.1402
條之行為被確定時，原告即得

向被告請求賠償經原告證明的

所有所受損害，而計算所受損

害時，被告可得或應得之利益

均得算入原告所受之損害數

額。 

*依照 H.R. 354  Sec.1409(b)條
的規定，民事責任的消滅時效為

三年。 

最後，依照 H.R. 1858 Sec.107(c)的
規定，任何違反聯邦貿易委員會依

H.R. 1858 Sec.107(b)規定所制定之

相關規範，即應被視為如同違反聯

邦貿易委員會法第五條關於禁止

不公平(unfair)或欺騙(deceptive)的
競爭行為規範。 

* 

法律效果

(刑事責任) 
依照 H.R. 354  Sec.1407(a)條的

規定，任何人凡是故意地

(willfully)違反 Sec. 1402，並具有

以下三要件之一者，分別為： 

(1) 為獲得直接或間接商業上利

益或經濟上收入之目的； 

(2) 於一年內造成被害人合計達

十萬元美金或以上的損失或

損害； 

(3) 於一年內造成被害人合計達

五萬元美金或以上的損失或

損害。 

即應依照 H.R. 354  Sec.1407(b)
條受到一定的刑事制裁。分別

為： 

(1) 對於違反 Sec.1407(a)(1)(A)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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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處五年以下之徒刑，

或科或併科美金二十五萬元

以下的罰金。 

(2) 對於違反 Sec.1407(a)(1)(A)
的累犯(second or Subsequent 
offense)，得處十年以下之徒

刑，或科或併科美金五十萬

元以下的罰金。 

(3) 對於違反 Sec.1407(a)(1)(B)
者，得處三年以下之徒刑，

或科或併科美金二十五萬元

以下的罰金。 

(4) 對於違反 Sec.1407(a)(1)(B)
的累犯，得處六年以下之徒

刑，或科或併科美金五十萬

元以下的罰金。 

(5) 對於違反 Sec.1407(a)(1)(C)
者，得處一年以下之徒刑，

或科或併科美金十萬元以下

的罰金。 

*依照 H.R. 354  Sec.1409(a)條
的規定，刑事責任的追訴期間為

三年。 

有無責任限

制

(Limitations 
on 

Liability )的
特別規定 

在民事賠償上，H.R. 354 除了對

於聯邦或州政府設有一些特別責

任限制規定外(例如關於民事訴

訟上的禁制命令及扣押命令對美

國政府均不得適用)，比較特別的

還有以下兩項規定是，分述如

下： 

(1) 依照 H.R. 354  Sec1406(e)之
規定，關於非營利性質的教

育、科學或研究單位，其本

身或其受雇人或代理人，如

果相信或可得相信其行為應

為法所允許者，法院即得減

低或減免其金錢上的損害賠

依照 H.R. 1858 Sec.106 之規定，以

下兩種情形是得以免責的： 

(1) 依照美國 1934 年通訊法第三條

(Communication Act of 1934)規
定提供或運作通訊服務或資料

服務的提供者或營運者，如果

其最初投資的資料庫並不是侵

害同樣的服務提供者或營運者

所經營控制的系統(system)或
網路(network)。 

(2) 『誤用』(misuse)，如果某人受

有利益的原因，是因誤用本法

Sec.102 所保護的資料庫所生

者，是可以免責的。而決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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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責任。 

(2) 任何網路服務提供者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除
非是故意違反 Sec. 1402 的規

定，否則均不適用該法

Sec.1406 條關於民事責任的

所有規定。 

 

否為誤用時，以下事實是應該

被考量的： 

(i) 本法所允許的行為被

以契約上安排或科技

上方法所破壞的程度。 

(ii) 資料庫內所含的資料

是該資料的唯一來

源，而其得經由作成有

效的授權或以合理條

件加以銷售的程度。 

(iii)  

保護期間 依照 H.R. 354  Sec.1409(c)和(d)
的規定，保護期間自該收集之部

分首次在商業上提供使用或擷取

之日起，最多不超過十五年。且

應由原告舉證加以證明並未超過

十五年。 

無明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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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電子商務業者自律規範之現況與展望 

 
由於電子商務發展迅速，上網人數激增，線上購物成為新興消費行為，電子商

務蓬勃發展，但也面臨諸多交易安全問題，令消費者卻步不行。如何引導網路業者

確實履行交易、正派經營，使消費者權益獲得確保，全面強化電子商務的購物安全

機制，是推展電子商務的當務之急。 
 

根據國際電子商務中心（1999）所做的一項調查，從事零售業務之電子商務最

感困擾的九項要素中，信賴與安全是影響消費者利用網路購物的主因。資策會系統

工程處於 1999 年 3 月所公佈的「電子商店經營資訊統計報告」指出，消費者使用習

慣不易改變與法令環境不健全，根據電子商店經營資訊統計報告之數據顯示，更分

居電子商店經營困難的第一位(17.8%)與第三位(15.6%) 149
。2000 年 11 月國內蕃薯藤

網站調查，未上網購物主因是交易安全性考量佔 46.7﹪，這些都說明，如果不能建

立消費者信心，無論科技如何進步，電子商務豐沛的潛力都將無法發揮。因此，如

何輔導電子商務業者自律，共同建立一個安全購物的消費環境，是全民應該努力的

方向。 

149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電子商店經營資訊統計報告，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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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資料來源：1999 國際電子商務中心 
 
當一種新科技被引用，或者新產業剛形成時，能獲得消費者信任，進而樂意採用，

甚至引介他人，此種風氣將帶來良性發展。所以，電子商務剛萌芽，能夠做到確使

消費者在線上購物，受到不低於其他購物方式（如：實體商店、郵購）之服務水準，

且排除線上交易可能面臨之不確定性，是發展電子商務最重要的開端；此一風氣有

賴業者的自覺自省，提供良好服務，尤其電子商務萌芽階段，法令無法規範交易安

全與市場秩序，若業者缺乏自重自律，消費者容易吃虧上當，電子商務也將淪陷於

詐騙消費者的不肖業者手中，難以健全發展。 
 
本研究將從建立電子商務之公平與安全交易機制為著眼點，依序針對下列電子商務

業者之自律規範主題，作深入之討論： 
 
1. 我國電子商務政策 
2. 電子商務不公平行為之特質 
3. 電子商務業者自律規範 
4. 各國政府推展自律規範的情形 
5. 自律規範的限制 
6. 電子商務業者自律規範之展望 

1999 年零售商電子商務阻礙與困境

排名 北美區 北美以外

一 安全與加密 信賴

二 消費文化 消費文化

三 便利的付款機制 成本評估

四 使用者認證與公共金鑰架構 商業模式

五 創造購物行為 網際網路速度慢且不可靠

六 與交易伙伴電子商務網站的互通性 便利的付款機制

七 信賴 創造購物行為

八 成本評估 安全與加密

九 商業模式 法律因素：合約與責任

十 缺乏專業知識與人才 使用者認證與公共金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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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我國電子商務政策  

網際網路的非人身接觸，帶來便利，也很容易發生仿冒或詐欺行為，尤其科技日新

月異，如何透過技術標準的制定，社會公益團體的監督，以強化電子商務業者的自

律行為，是政府導正電子商務發展的必要措施。 
 
電子商務的發展應該由私人企業主導，避免政府作太多干預，或作太多不必要的限

制，是各國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潮流，我國也不例外。民國 87 年 11 月於吉隆坡亞

太經濟合作發展會議（APEC）經濟領袖會時，我國於公佈「中華民國電子商務政

策綱領」，清楚列示： 
 
 尋求電子商務法規與國際規範之調和 
 重視電子商務法律機制與產業自律之配合 
 因應網路特性加強智慧財產權之保護 
 支持全球性基礎之網域名稱系統 
 打擊網路犯罪維護電子商務交易秩序 
 維持電子商務明確的、一致的、中立的、無歧視之租稅制度 
 
上述「政策綱領」說明為電子商務建構一個消費者可資信賴的交易環境，是國家重

要政策，它體認到電子商務是全球性的商務活動，所以法律規範重視與國際組織法

規的一致性，完全依據聯合國所公佈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電子商務模範法

（UNCITRAL Model Law on Electronic Commerce），也承繼美國統一商務法典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UCC) Article2B 修正草案、澳洲政府所公佈電子商務法

律綱要（Electronic Commerce：Building The Legal Framework）與新加坡電子交易法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Bill 1998)等立法精神，而與世界相關法案接軌。 
 
「政策綱領」的具體做法大致分為兩類： 
 
1. 政府要積極介入的管制：例如，有關「消費者保護」部份，「政策綱領」明示：

「就網路上不實廣告與詐欺行為，政府應積極介入管理，以維護交易秩序」； 
2. 由業者自律的管理：例如，有關「隱私保護」部份，「政策綱領」明示：「使上

網者個人及交易資料的隱私獲得充分保障，因應電子商務特性，推動隱私保護

法制之修訂，推動產業界採行保護隱私權的自律規範，以促進電子商務普及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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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根據上述「政策綱領」於民國八十八年制定「電

子商務業者自律公約草案」，推動業者簽署自發性自我約束，遵守電子商務公約，項

目包括 150： 
 
 提供身份資料 
 提供交易條件資訊 
 履行交易責任 
 網路廣告與宣傳之原則與規範 
 個人資料及隱私權之保護 
 安全之付款機制 
 安全之交易環境 
 客戶申訴與抱怨處理 
 標識 
 遵循法律與規範 
 
從上述項目可知，電子商務業者的自律範圍相當廣泛，不僅涉及「政策綱領」政府

明示要積極介入的管制部份，也包括由業者自律的管理部份。此一政策非常合乎法

治社會的精神：「法律規範」必須與「業者自律」並重，單純藉助「法律規範」不足

以嚇阻不公平競爭，必須佐以「業者自律」，才能促使良性發展。尤其電子商務的交

易環境，「法律規範」往往趕不上電子商務之發展腳步，因為政府採取自由化開放措

施，加上科技發展快速，參與者門檻不高，營運模式日新月異，創意不絕，「自律」

比「法律」重要，此一趨勢為各國所推崇，電子商務盛行的美國尤其明顯。 
 
不過，業者的自律行為背後還需要「法律規範」的強制或仲裁，當業者不願遵守自

律規範時，需要法律來強制，當業者的自律行為有偏差時，需要法律作仲裁。缺乏

「法律規範」的自律行為是不足的，仍無法確保交易的安全性與公平性，所以，與

自律規範的相關法律規範，也在本研究的一併討論之列。 
 

 

 

 

第二節   電子商務不公平行為之特質  

 
電子商務業者自律規範目的在促使電子商務交易公平而有秩序進行，以維持安全交

150戴豪君，落實業者自律為 EC 發展之鑰，資訊與電腦，1999 年 12 月，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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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保障消費者權益，但最終還是為了擴大電子商務之交易，保障正派電子商務業

者的經營。 
 
由於科技發展快速，在虛擬數位環境進行的電子商務，變化劇烈，新興許多複雜的

法律問題。電子商務交易所涵蓋的法律行為，不但有現實世界中受規範的行為，例

如毀謗、猥褻、詐欺等刑事犯罪，以及民事之契約、消費者保護，甚至不公平競爭

行為，更有網路虛擬世界中尚未受到規範的行為，包括智慧財產權、線上檢視與遞

送、交易責任履行。 
 

若將網際網路各種交易活動區分為縱橫兩個構面，如圖一，縱軸包括：網路平台、

網域名稱、網路廣告、線上付款、線上交貨（例如軟體、音樂、電子書）、線上契約、

電子簽章、電子郵件等交易流程活動；橫軸包括：買賣雙方、付款、配送、認證機

構、媒體、利益團體、政府等涉及電子商務的參與者，這些參與者因電子商務交易

而建立特殊人、事、物關係，形成特殊的關係（企業對企業、企業對政府、企業對

消費者、消費者對企業、消費者對大眾），也延伸特殊的交易責任與疆界（例如，無

國界通路與關稅問題）。 
 

圖一  電子商務涉及的網際網路交易流程與參與者 

 
 
 
上圖可以協助業者確認電子商務之自律行為與該行為涉及第三者的關係，縱軸的每

一活動項目都會涉及自律規範，橫軸則是能監督自律行為的機構團體。網路中介業

者與賣方是電子商務自律行為的主體，其行為可能涉及其他相關之團體，以監視業

者之自律行為。 
 

有人主張電子商務的不當商業行為，與一般商業行為的不當性沒有特別差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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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中誇大不實的文宣，法律上要制裁的是「誇大不實」行為，而非「文宣」

行為。此一「誇大不實」與一般商業行為透過商業工具（開發信、電傳、電報、電

話、傳真、媒體廣告…）展現之行為，並沒有差別，有一般法律可以規範，不會因

該文宣透過網路傳輸展現而影響行為本質。所以，電子商務的自律與一般商業的自

律行為，應無二致。 
 

有人認為，由於網路媒介或數位商品特性與一般媒介或商品不同，例如，網路的匿

名傳播很難追查、線上遞送產品的檢視困難、交易的權利義務關係複雜、行為範圍

不易劃分，都是電子商務獨有的特質，以上述「誇大不實」之電子商務廣告為例，

法律上很難制裁其行為，所以需要法律特別規範，或者要求業者自律（例如，註明

確實之發送網址），否則幾乎無從管理所造成之侵權行為。 
 

上述兩種說法與電子商務之交易商品之類型有很大關係，商品可以根據商品形體而

區分為：（1）有體商品、（2）無體商品；而其交易媒介又可以分為（1）電子商務、

（2）非電子商務（或傳統商務）。 
 

圖二 電子商務之交易商品類型與規範 
 

 有體商品 無體商品 

非電子商務 一般商業行為 
之規範 

準用一般商業行為

之規範 

電子商務 準用一般商業行為

之規範 
訂定特別商業行為

之規範 

 
不管是電子商務或非電子商務，「有體商品」的交易大致類似，利用電子商務交易「有

體商品」，可以將網路視為與郵件或電話類似的交易媒介，所以，過去使用郵件或電

話購物的處理規則，大致可以適用於利用電腦或網路的交易方式，換言之，有體商

品的電子商務，其不當的商業行為大致與一般商業行為的不當性類似，若有不當交

易行為，也適用一般法令來處理。 
 
如果電子商務交易的標的為「無體商品」，它比一般無體商品之交易更為複雜，所以，

需要制訂特別的規範來處理不當的商業行為。這類無體商品又稱為「數位化商品」，

包括 151： 
 
1. 知識為基礎的商品，例如書、報紙、照片、電腦軟體、電影、音樂等資訊與娛

樂產品，能轉為電子檔案者； 

151薛夙珍譯，電子商務經濟學，跨世紀電子商務出版社與美商普林帝斯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合作出版，87 年 9 月，頁 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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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網路上接受與傳送的符號、記號與概念的數位化商品，例如：音樂會以及交

通運輸的訂票服務與預約、支票、電子貨幣、信用卡等財務工作； 
3. 關於人們互動或通訊的處理程序與服務可以被組織成為數位化程序或電子市

場，這些包括政府服務、電子訊息、遠端教學、網路互動式娛樂等。 
 
數位化商品可以製作為「有體商品」或「無體商品」，其交易方式可以利用一般商務

來交易，也可以利用電子商務（在網路上）進行交易，以掃毒軟體為例，其交易有

四種： 
1. 將軟體製作為光碟（有體商品），在一般商店交易， 
2. 將軟體製作為光碟，在網路上廣告宣傳，但在一般商店交易， 
3. 在網路上由客戶下載交易， 
4. 廠商在網路上主動為客戶掃毒交易 
 
數位化商品若製作為「無體商品」，且利用電子商務來交易，是非常特殊的交易類型，

例如，消費者保護法將只規範以涉及物之所有權買賣移轉的商品，數位化商品常以

授權方式進行交易，它不涉及所有權之轉讓，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並未將數位化商品

之交易納入保護之範圍 152，若有不當交易行為，一般商業交易無法規範這些無體商

品的權利與服務 153，很難適用一般法令來處理。 
 
除了數位化商品的特性外，在網路上進行交易之電子商務必須採用特別法律來規範

業者行為，還有以下理由： 
 
（一）消費者在複雜的網路環境下，因為技術知識不足，在電子商務的交易過程中，

極易被邊緣化（Marginalized），權利常無法獲得保障。 
 
（二）電子商務提供太多方便性與多樣性選擇，極易造成脫法行為，包含：資訊不

足、售後服務的困難、網路詐欺、隱私權保護與交易安全等議題。這些新興

的不當行為對消費者影響極大，保護消費者的管道也需要更多元化，包含法

令、教育、自律以及國際合作。 
 
（三）保護消費者所涉及之電子商務法令雖與一般交易相同，但執行上卻有很大的

差異，電子世界的商務行為，監視較為困難，不僅需要高科技的協助，且需

要跨國合作，目前美加、美澳、紐澳間已就雙邊法律檢討國際合作，以倡議

跨國的防範電子商務犯罪的合作計畫。 
理論上，公平交易法第三章所規範的不公平行為，電子商務都可能發生，這些「不

公平行為」包括： 
 

1. 限制轉售價格（第十八條） 
2. 妨礙公平競爭行為（第十九條） 

152戴豪君，電子商務紀元消費者保護法律課題(上)，科技法律透析，89 年 5 月。 
153石家禎，郵購買賣契約與消費者保護，中興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84 年 4 月，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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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品與服務表徵之妨礙行為（仿冒行為）（第二十條） 
4. 引人錯誤廣告及標示（第二十一條） 
5. 營業信譽之破壞行為（第二十二條） 
6. 多層次傳銷（第二十三條） 
7. 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背於善良風俗之行為）（第二十四條） 

 
深入探就電子商務的不公平行為，部份原屬於一般商業行為的不當性，非網路特性

使然者，部份則源自於數位化商品透過網路交易造成的不當性，亦即業者利用網路

特性設計的不公平行為，茲將後者列舉如下： 
 
（一）網路資訊（智財權）保護：網路流通的資訊相當容易拷貝流傳，網路功能與

交易模式極易模仿，網域名稱、商標或產品服務名稱常被引射或引用，建立

網路資訊流通的智慧財產權規範，是電子商務的根本要務。 
 
（二）網路身分認證：交易對象的確認是建立網路交易信心的基礎，網路極易匿名，

或假造身份或文件，以致詐欺行為頻傳，而發生糾紛時，又無法提供客觀明

確證據，使交易個體曝露在極大的交易風險中。 
 
（三）網路交易安全：電子商務交易常運用肉眼無法辨識的軟體程式系統湊合，透

過電子媒體傳輸資料，極易被截取、刪改，若缺乏良好的規範，個人資料將

流失，消費者常無法主張其購物權益，甚至搞亂交易秩序。 
 
（四）網路犯罪：網路盛行下，網路犯罪亦隨之興起，除了網路購物詐騙外，散播

電腦病毒、入侵電腦竊取資料或變更他人的電腦資料、網路誹謗、色情網站， 
 
上述業者利用網路特性所設計的不當行為，極易形成「公平交易法」第三章所列舉

的： 
1. 妨礙公平競爭行為（第十九條）、 
2. 商品與服務表徵之妨礙行為（仿冒行為）（第二十條）、 
3. 引人錯誤廣告及標示（第二十一條）、 
4. 營業信譽之破壞行為（第二十二條）、 
5. 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背於善良風俗之行為）（第二十四條） 
 

上述五大類不公平行為中，第十九條的妨礙公平競爭行為較為複雜，有三者是業者

容易利用網路特性來設計之不當行為，包括： 
 

1. 差別待遇之行為（第二款）、 
2. 不當攬客之行為（第三款，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使競爭者

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 
3. 不當獲取營業機密之行為（第五款） 
 

至於第十九條之其他「妨礙公平競爭行為」與第十八條的「限制轉售價格」、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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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的「多層次傳銷」，這三類不公平行為，發生於一般商業行為，非屬運用網路特

性來設計的不公平競爭行為。 
 
茲將電子商務業者容易利用網路特性設計的不公平競爭行為與「公平交易法」第三

章所列舉的五類不公平行為相互對照如下： 
 

圖三  不公平競爭行為之對照 
 

「公平交易法」對電子商務業者利用網路特性設計的不公平競爭行為之關注，主要

著眼於維護電子商務的交易秩序，這些不公平競爭行為很可能透過損害消費者之權

益，致使消費者對電子商務交易失去信心，因此，不公平競爭行為也會涉及「消費

者保護法」，部分不公平競爭行為也可以透過「消費者保護法」來作規範。 
 
例如，「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交易法」均對廣告有所規範，但規範目的與功能有

所不同，「公平交易法」乃是禁止事業利用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而爭取交易

對象之不公平競爭行為。「消費者保護法」則規範企業經營者利用不實廣告取得或掌

控交易機會，與消費者之交易契約能否有效存在，以及具體契約之內容，主要目的

在於維護消費者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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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子商務業者自律規範  

 
欲規範電子商務業者自律，避免利用網路特性所設計不公平競爭行為，除了從網路

所揭露的資訊著手外，還應該從商務流程管理、公信機構認證、網路基礎建設、法

律責任履行等方面進行，其關係列示於圖四。 
 

電子商務業者的自律行為乃指業者在資訊揭露與商務流程管理上，遵守保障消費者

的規範，此為圖四「內圈」部份。但要確保自律行為之履行需要圖四「外圈」之相

關措施。茲解說如下： 
 
 

圖四  電子商務業者的自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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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訊揭露 
資訊揭露並充分履行，是所有商務行為的準則，對電子商務業者更形重要，揭露之

資訊包括（1）網站資訊、（2）交易資訊。由於電子商務透過網路交易，而與傳統交

易方式大異其趣，網路上交易的主體彼此無法面對面地從事交易行為，而必須利用

網路與電腦程式相互傳遞訊息。在網路進行交易時，業者若能在網站揭露或標示之

相關資訊是最基本的自律行為。 
 
OECD 消費者政策委員會建議電子商務業者應該在網站揭露或標示之資訊有十

項 154： 
 

1. 提供實際營運或商業登記的地址 
2. 提供電子郵件地址、電話號碼等聯絡方式 
3. 逐項列出所有的費用(如產品或服務、遞送、郵資及處理費用) 
4. 提供線上支付機制(Online Payment Mechanism)安全性的相關資訊 
5. 指明定價幣別 
6. 敘明購買條件的限制(如地理區域的限制，或家長/監護人的許可) 
7. 敘明退貨、換貨或退款的規定 
8. 指明消費者申訴管道 
9. 指明交易適用的（國家）法律規範 
10. 明訂隱私權政策，訂定客戶個人資訊處理準則 

 
上述十項資訊在網站上做到的「明確告知」(Notice)只是最基本的網站與交易資訊，

還無法涵蓋必須向消費者告知電子商務的商業流程、交易條件。在電子商務交易流

程中，要明確告知消費者有選擇(Choice)「參加或不參加」的權利，同時也賦予消費

154 請參閱 http://www.oec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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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隨時檢閱(Access)其個人資料或交易標地、條件的權利，這一類的交易資訊按理應

該以締結商品或服務契約方式，在網頁上預先載明，然後經由電腦程式的設定，或

讓消費者直接閱覽，或以滑鼠按下同意鍵後回應，表示「明確告知」消費者，並進

行交易。 
 
有關以締結商品或服務契約的方式「明確告知」消費者有關電子商務之交易權利與

義務，歐洲聯盟訂定的「遠距契約消費者保護辦法」155，其規範乃是電子商務業者

應該在網站列示的一種「網站包裹契約」 (Web-Wrap Contract)，或稱之「點選條款」

（Point / Click Agreement），因為通常是讓消費者以滑鼠點選來閱覽的契約，非常適

合消費者與供應者均未同時實際出席(Simultaneous Physical Presence)的商務交易，

所以是電子商務業者極力主張的一種定型化契約 156。 
 
業者若能詳細訂定保護消費者的條款，且在網頁上「明確告知」消費者，即表示業

者有遵守電子商務公約之誠意，日後若發生糾紛，能讓消費者引用相關法令來保護

自己，才能表示業者自發性自我約束，使電子商務自律跨入實踐階段。 
 
民國八十八年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制定的「電子商務業者自律公約草

案」大致包涵上述必須在網站列示的資訊，由於該法案尚未推動，目前各電子商務

業者也都注意這些應該在網站揭露或標示之資訊，若能配合電子簽章法的實施，使

消費者能接受書面的確認通知(Written Confirmation)或其他得以接觸與使用之經久

媒介確認通知(Confirmation in another Durable Medium)，更能強化此種資訊揭露的自

律性。 
 
（二）商務流程品質管理 
實施電子商務網路交易，與一般實體交易所需講究的資訊流、物流、金流之商務品

質管理類似，尤其消費者的資料必須安全儲存，做好資料安全 (Security)管理。由於

一般消費者只能藉助所揭露的網路資訊，或虛擬的服務來確認服務品質，它與消費

者能從實體商店的接觸不同，其服務技術難度更高，品質管理及稽核也更難，所以

更須訂定資訊安全規範，確切執行。 
 

做好完善的資訊流、物流、金流管理，也是電子商務業者一種自律，它是對「（一）

資訊揭露」中涉及的權利義務關係作具體實踐，茲簡述如下： 
 

1. 資訊流：提供電子商務交易流通所涉及之完整資訊，特別做好「（一）資訊

揭露」的資訊的確認，但每一項資訊所組成的商務文件必須詳備，對於涉

155歐洲聯盟「遠距契約消費者保護辦法」於 1997 年 5 月公佈，它賦予傳單、電視、傳真、電子郵件

(E-mail) 、廣播、型錄、電話、自動語音、視訊電話(Videophone) 、電子視訊(Videotex)等方式締結

契約之法令效力，是推動電子商務不可缺少的一環，請參閱

http://europa.eu.int/comm/dg24/policy/developments/dist_sell/dist01_en.html 
156戴豪君，電子商務紀元消費者保護法律課題(下)，科技法律透析，89 年 6 月，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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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之交易夥伴，最好有明確契約規範，且具備法律效力（亦即前述之「定

型化契約」）。對於消費者要明確告知選擇權利(Choice)，且賦予消費者隨時

檢閱 (Access)資料的權利。 
 
2. 物流：物流的流暢與便利是電子商務的品質保證，也是電子商務經營的決

勝點，業者必須精確估算物流配送所需運輸時間，以及正確運送的品質。 
 
3. 金流：網路金流的安全性格外重要，業者必須選擇可靠有經驗的銀行業者

合作，並且選擇合宜之支付工具，提供消費者安全且方便的付款方式。 
 
電子商務業者必須對其內部作業流程制定控管辦法，且力行查核，在保護消費者個

人資料及隱私方面應不斷向員工灌輸相關觀念，具體的商務流程品質控管辦法之執

行包括： 
 
1. 公司營運策略之宣導與執行：電子商務業者應在公司內部文件上揭露其重要的

經營實務的作業或策略，提供員工得以遵循之交易作業程序，使其商品或服務

之品質能符合消費者所預期，所制定的相關政策、程序與控制，必須包括適當

的交易辨識、交易有效性、交易處理與帳單開立之正確性與完整性及交易條件

與帳單內容之揭露。 
2. 交易完整性之監控：確實做到讓消費者一經由網路線上交易，能合理保證經由

電子商務訂購之商品、服務按約定之數量、包裝、運送方式和其他特別指示送

達。 
3. 資訊與系統安全之監控：內部作業流程必須對消費者資訊加以加密，確保消費

者的隱私權不受破壞或濫用。 
遵循上述原則可增進消費者對電子商務之安全性、正確性及便利性的信心 157。 
 
（三）公信認證機構 
電子商務業者主動加入公正團體的監督或認證，就是很具體的自律行為，也代表一

種「強制執行」 (Enforcement)的自律。 
 

公正團體以「建構安全的網路購物環境」為宣導任務，提供客觀、公正之驗證，希

望給網站經營者一個安全交易規範的標準，為消費者創造一個安全、舒適的透明交

易的電子商務購物環境，提升消費者購物安全的信任，避免消費者的隱私權被濫用，

也減少因資訊不足所造成的糾紛。 
 
驗證組織制定電子商務交易規範，並執行其驗證業務，以稽核業者的交易公平性、

資訊公開化、交易流程的透明化、爭議處理的即時性、以及對消費者隱私的保障，

透過驗證組織的公信力，加以驗證，使其驗證能被消費大眾所接受、信任，才能使

業者的自律行為受到社會大眾的認可，進而帶動電子商務之施行。 
 

157戴豪君，落實業者自律為 EC 發展之鑰，資訊與電腦，第 233 期 88 年 12 月，頁 12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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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立驗證組織的「公信力」，經濟部商業司的「中華民國優良電子商店推動機制研

究報告」，整理學者與業者提出的下列建議 158： 
 
1. 讓驗證組織自組公協會，形成自律組織。 
2. 政府公權力適度介入，利用證照制度以考試審核驗證業者之資格，並讓業者登

錄，形成一種專業，以專業形象提升公信力。 
3. 政府公權力規範驗證組織為非營利性質之財團法人組織。 
 
該報告建議驗證組織應訂定標準作業程序，確實針對電子商務業者的以下經營原則

訂定驗證辦法： 
 
(1) 公司營運策略揭露原則：電子商務業者應揭露其經營實務並依所揭露之經營實

務確實執行。 
(2) 交易完整性原則：電子商務業者應有效控制並合理保證消費者利用電子商務所

作之交易已依約完成且開立帳單。 
(3) 資訊系統安全原則：電子商務業者應有效控制並合理保證交易系統安全及消費

者個人隱私資訊的保護，以避免資訊遭受破壞或與該電子商務業者交易行為無

關的使用。 
為顧及驗證組織之獨立性，該報告建議排除驗證組織兼營諮詢顧問服務，使驗證組

織專心於其認證業務，驗證組織對電子商物業者的認證查核管理，應無歧視，以公

正無私的態度來執行各項驗證審查規劃與程序、報告內容與公佈、追查作業、標章

管理技術規範及其他營業細則，這些查核辦法已經制定「電子商店驗證組織標準作

業程序指引」，該指引規定驗證組織為維護受驗證者之品質，應設定定期及不定期追

查頻率。其中，至少每年需執行一次定期追查，而在下述情形發生時，應作不定期

追查： 
   a.電子商店名稱或負責人變更。 
   b.業務範圍變更。 
   o.營業地址變更。 
   d.停業。 
   e.網頁改版變更。 
   f.內部控制制度變更。 
 
美國的 TRUSTe 或 BBB Online，就是鼓勵電子商務業者加入，而由這些機構對其自

律行為提供監督或認證 159，國內也有類似機構，組成電子商務交易自律聯盟，例如：

太穎電子商務顧問公司成立「Secure Online」，參酌國際相關網路安全組織所訂定之

準則，以法律（隱私權）、技術、財務及交易安全資訊透明化為基礎，訂定一套完整

且詳盡的網路安全評鑑標準，製做「安全交易標章」（Trust Mark），授予加入且願意

遵守規章及評鑑合格的網站，塑造值得消費者信賴的安全交易環境，以帶動 B2C 電

158陳瑞祥、周湘芬、黃華玲，中華民國優良電子商店推動機制研究報告，90 年 7 月，P35。 
159 請參考 www.truste.org、www.bbbonline.com 

                                               74 

                                                 



子商務之商機。 
 

電子商務業者若能在網站掛上安全交易標識，表示遵守公信認證機構要求的自律規

範，等於為網路購物者提供安全與信任的保證，遺憾的是，目前加入聯盟的業者尚

不普及，公信認證機構的宣導也還不夠，亟待宣導。 
 

（四）網路基礎建設 
電子商務的安全交易除了業者單獨的自律規範外，透過網路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
也能協助或制約業者自律，例如，電子商務的交易流程中，交易雙方需要一個能確

定對方身份的機制，若網路技術上能提供良好的網路確認機制（例如圖五），能讓業

者的「自律」行為成為「自動」，必能協助或制約電子商務業者的自律，這類網路基

礎建設包括： 
 
 
 

圖五  購物之網路基礎建設 
 
 
 
 
 
 
 
 

1. 電訊基礎建設與 ISP 產業：電子商務的發展與國家電訊基礎建設攸關，電信法

可以規範電子商務業者使用網路的營業行為，或者賦予 ISP 運用各種合法手

段，例如，網址註冊、資訊流量監控、接續監測、限制連網等，排除客戶不當

之電子商務行為，使 ISP 因客戶的違法行為而受到處罰。 

2. 技術標準：網路的技術標準會影響電子商務的經營模式，當然也會影響業者的

競爭行為，某種技術標準之建立會成為特定經營模式或特定商品或服務的關鍵

成功要素，例如，推廣某一類電子付款技術，就能減少廠商未能發貨而讓消費

者受騙的風險。 

3. 網域名稱（Domain Name）之登錄：網域名稱秉持「先註冊者使用」原則，台

灣早期規定一家機構只能登錄一個網域名稱，後來修正可以登錄一個以上，提

送營利事業登記證才能登錄「.com.tw」網址，第二類以上電信執照才能登錄

「.net.tw」網址，人民團體證書才能登錄「.org.tw」網址….等規定，依現行公

司名稱登記申請原則，如果不是在同一營業類別，名稱可以重複：如公司名「大

同電機」若只登記於「電機」類，不能因此阻止他人登記「大同服飾」或「大

同食品」等名稱，此一規定造成若干公司搶註名牌企業網域名稱，例如，奕昕

電腦有限公司搶先登錄 Carrefour，稍後被檢舉使用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商標名稱

「Carrefour」。 

我要買一本書 

請證明您的身份 

網路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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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基礎建設與電子商務自律行為最有關係者當屬 ISP 業者，ISP 業者乃利用網路

提供類似媒體之服務，所以若其服務之客戶在經營電子商務時，有不當之商業行為，

會影響 ISP 業者之權益，從而提出相對之權宜措施。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23 條則規定，媒體經營者應審查所刊登或報導廣告內容的真實

性，如果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內容與事實不符而仍然予以刊載，就消費者因信賴該

廣告所受的損害，媒體經營者與企業經營者一起負連帶責任；前述損害賠償責任，

並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消費者甚至可以自行選擇向提供廣告的企業或是刊登

廣告的媒體經營者要求損害賠償 160。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曾函示 161，網路服務提供者及廣告網站經營者均是消保法

第 23 條所稱「媒體經營者」，若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內容與事實不符，ISP 業者與

廣告網站經營者就消費者因信賴廣告所造成的損害，必須與企業經營者負連帶責任。 
 
從電信法的角度來講，將 ISP 業者與廣告網站經營者一視同仁，是有爭議。電信法

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電信之內容及其發生之效果或影響，均由使用電信人負其責

任；ISP 屬於第二類電信業者，業者只提供連線或虛擬主機的服務，要求 ISP 業者

負起業者不實廣告之連帶責任，確有困難 162。 
 
戴豪君認為 ISP 業者應否負起業者不實廣告之連帶責任，視其扮演角色之不同，而

應分別論其責任： 
 
1. ISP 本身就是廣告刊登者：依消保法負起企業經營者確保廣告內容責任真實之

義務，各相關廣告法規(例如醫藥、化妝品、專門職業法規)之法律與行政責任，

與民法上發出要約之引誘等相關法律責任。 
2. ISP 經由出租網頁廣告版面類似廣告媒體業者的角色：性質類似傳統報業、廣

播業與電視業放置或插播廣告的行為，僅是傳輸媒介改變成電腦與網路，與提

供廣告版面之媒體業者性質並無差異，因而應負起連帶責任 163。， 
3. ISP 提供網際網路連線服務：ISP 只是扮演傳遞訊息的通道，應依據電信法第 8

條第 1 項之規定，只就電信之內容及其發生之效果或影響負起責任，而無須負

擔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戴豪君也提及 ISP 利用本身設備代替客戶管理網頁，也就是虛擬主機或通稱硬碟空

160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禁止事業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並規定廣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業之連

帶責任。 
161戴豪君，電子商務紀元消費者保護法律課題(下)，科技法律透析，89 年 6 月，P56。 
162戴豪君，落實業者自律為 EC 發展之鑰，資訊與電腦， 1999 年 12 月。 
163張雅雯，網際網路連線服務提供者就網路違法內容之法律賁任(上)，資訊法務透析，87 年 3 月，

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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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出租服務，屬於較難管理與界定的灰色地帶。由於 ISP 業者要扮演廣告守門員的

成本遠高於一般傳統媒體，加上客戶可以隨時更新廣告內容，即便專人坐在螢幕前

監看，仍無法有效過濾不實廣告，實務執行上十分困難，將造成 ISP 的負擔與經營

上的困難，目前尚難將其納入規範 164，但若未來網路技術進步，能讓 ISP 過濾或審

視廣告內容之機會，則又另當別論。 
 
除了 ISP 業者以外，在網路的電子布告欄(BBS)與新聞論壇(News Group)上，也有很

多不實廣告，但要經營這些 BBS 與 News Group 之業者來負起監控不實廣告之責任，

技術的難度更高，且其媒體特性也很難與令其負起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五）法律責任履行 
電子商務業者的自律行為背後還需要相關法律的制約，缺乏「法律規範」的自律行

為是不完整的，它會影響業者的自律意願，容易讓缺乏自律的業者「逍遙法外」，以

致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電子商務業者的法律責任履行，大致可以分為兩部份：強制與仲裁，前者指當業者

不願遵守自律規範時，有法律來強制其履行；後者指當業者的自律行為有偏差時，

以致影響消費者群益時，有法律來作仲裁。 
 
A、強制 
 
雖然電子商務交易日新月異，法律關係複雜，但經由相關法令之解說，修正或補充，

逐漸構成相當完整性的法令體系，以強制電子商務執行其自律規範。 
 
首先是「消費者保護法」結合「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電子簽章法」大致構

成一個很嚴密的法令體系，以保障消費者權益，當業者無法落實其自律規範，造成

消費者權益受損時，能藉助相關法令進行自救，茲將這些法令介紹如下： 
 
1. 消費者保護法： 
 

現行與電子商務安全購物最有關係的法案首推「消費者保護法」。如前所
述，電子商務交易的標的不管是「有體商品」或「無體商品」，「消費者
保護法」之保護經行政院消保會的解釋，電子商務之「有體商品」準用
郵購買賣之規定，大致有法律保護基礎，不因數位化商品涉及遠距檢視、
退貨之交易特性與一般產品不同；至於「無體商品」也因透過網路交易
定型化契約之訂定，能減少網路消費糾紛。 

 
至於以「線上遞送」方式進行數位化商品之授權交易，以滑鼠加以點選
而發生之商務交易能根據「網站包裹契約」 (Web-Wrap Contract)或「大

164張雅雯，網際網路連線服務提供者就網路違法內容之法律賁任(上)，資訊法務透析，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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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市場授權」 (Mass-Market License)條款來規範，讓消費者能就授權條
款以明示同意(Manifesting Assent)，表示同意該約款或在初次履行(Initial 
Performance)、使用(Use)、或接觸(Access)資訊或資訊財產權之前或之
際，有審閱大量市場授權契約的機會(Opportunity for Review)，該約定乃
是授權契約一部分，具有法律效力)165。 

 
對於網路上的不實廣告，「消費者保護法」也作了相關的處理： 
 

 業者應確保廣告內容的真實性，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可低於廣告內容（第

22 條）。 
 利用……電子視訊、電子語音、電腦及其他方法，可使不特定多數人知悉

其宣傳內容的傳播，均屬於消費者保護法廣告的範圍之內（施行細則第 23
條）。 

 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與事實不符合者，亦須負賠償責任

（第 23 條）。 
 
上述「消費者保護法」第 23 條的規範形同加重 ISP（網路服務提供業者）責任問題，

因為根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之解釋，ISP 不管是僅提供連線服務（撥接上網

或固定專線等）或提供虛擬主機或通稱硬碟空間出租服務，算是能控制或過濾網路

廣告內容，必須連帶責任 166。 
 
2.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在網路個人資料之保護方面，「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徵信業，及以蒐集或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為主要業務之團體或個人、醫院、學校、電信業、金融業、證券

業、保險業及大眾傳播業等八大行業，有關個人資料處理與保護之作業。該法規定，

若將個人資料作商業利用，必須獲得當事人書面同意，此對個人提供給電子業者之

身份資料，獲得法令的保障，該法規定當事人可以主張下列權利（第 4 條）： 
甲、 查詢及請求閱覽 
乙、 請求製給複製本 
丙、 請求補充或更正 
丁、 請求停止電腦處理及利用 
戊、 請求刪除。 

不過，「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只規範很有限的行業，許多從事電子商務之產業

未受到應有的規範。未來該法可以擴充包括任何個人資料之保護，例如，香港訂定

165我國消保法第 13 條規定：契約之一般條款未經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中者，企業經營者應向消費者明

示其內容；明示其內容顯有困難者，應以顯著之方式，公告其內容，並經消費者同意受其拘束者，

該條款即為契約之內容。是以規範企業的角度出發，但從解釋上而言條文中「消費者同意」亦應以

「明示」方式為之，方生法律效力。 
166 台 86 消費者保護法字第 00648 號函與電信法第八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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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人資料條例」，規定經由網站收集他人資料必須提供「隱私政策聲明」，說明

收集者對隱私保護之政策與實務做法，並擬備「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告知當事人本

項收集之目的，是否移轉所收集之資料，並聲明當事人有權查閱及改正此等資料。

該條例依據國際慣例，載列六項保護個人資料之原則，頗具參考價值：  
1.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及方式必須合法及公平。  
2. 所保存的資料必須準確和最新，而保存期限不得超過實際需要。  
3. 此等資料只可用於收集時所述及之目的。  
4. 必須採取適當的保安措施保護此等資料。  
5. 資料使用者必須公開其對個人資料之政策與實務，所持有之資料種類與使

用目的。 
6. 當事人有權查閱及改正其個人資料。  

 
3. 電子簽章法 
 
「電子簽章（Electronic Signatures）」乃是以電子形式存在，依附在電子文件並與其

邏輯相關，可用以辨識電子文件簽署者身分，及表示簽署者同意電子文件內容者。

經相對人同意所製作的電子文件即具有法律效力，為使電子文件具有公信力，「電子

簽章法」明定設立簽發憑證服務的憑證機構，以利簽發電子文件之憑證，強化電子

文件具有法律效力。 
 
我國「電子簽章法」秉持「技術中立」、「契約自由」、「市場導向」之立法原則，茲

解說如下： 
 

甲、技術中立原則：希望任何可確保資料在傳輸或儲存過程中之完整性及鑑別

使用者身分之技術，皆可用來製作電子簽章，而不以數位簽章為限，以免

阻礙其他技術（例如生物特徵辨識）之應用發展。 
乙、契約自由原則：對於民間之電子交易行為，在契約自由原則下，由交易雙

方當事人自行約定採行何種電子簽章或電子文件，作為雙方法律責任之基

礎。 
丙、市場導向原則：政府對於憑證機構之管理及電子認證市場之發展，以最低

必要之規範為限，由民間主導發展各項電子交易所需之電子認證服務及相

關標準 
 
B、仲裁 
 
仲裁是一種具強制力的解決爭端方式，並經常應用在電子商務中 B2B 的糾紛爭端解

決，尤其是有關契約上的爭議問題。一般說來，請求仲裁之當事人會請求一個或一

個以上的仲裁人，來作一個可拘束雙方的決定。此一仲裁也常見於 B2C 的爭端中，

但可能發生不具拘束力的仲裁，以避免阻礙當事人尋求其他救濟途徑的可能性。 
 
電子商務發生消費爭議時，法令上主要依賴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所制

定之「消費爭議調解辦法」處理辦法，但其程序繁雜、耗時過長、成本過鉅，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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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合電子商務的仲裁與調解。學者建議仿照美國的 Online ADR（Onlin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模式。 
 
ADR 是由美國商業組織為電子商務而發展出的一套解決企業與企業（B2B）間或企

業與消費者間(B2C)糾紛的方式，原本只是為因應因商業行為而生的爭端。ADR 的

運作基本上是需要高度的當事人自治原則(High Degree of  Party Autonomy)為基

礎，及雙方均有受 ADR 調解仲裁結果拘束之意思。尤其 B2C 之電子商務交易多半

為小額交易，此類糾紛數量龐大且同質性高，藉助 Online ADR 進行仲裁的費用較

低，用 ADR 取代法院訴訟程序解決爭端，能為當事人節省訟累，其處理糾紛的結

果亦具有相當之社會公信力，因此而成為美國發生電子商務糾紛時爭執雙方樂於採

用的解決方式。無怪乎美國部份州法院亦認可 ADR 處理爭端的能力，美國聯邦貿

易委會亦相當認同 Online ADR 為解決電子商務爭端的重要方式 167。 
 
Online ADR 處理電子商務爭端的過程大致如下： 
 

甲、 提出申訴：欲申訴之一方連結至 Online ADR 業者網站，於線上填具制式表

單，指出爭議所在並初步描述可能之解決方案。 
乙、 Online ADR 業者將申訴內容通知被申訴之一方（以電子郵件寄送），並以

保密方式為之。 
丙、 協商程序：申訴者與被申訴者得直接以電子郵件、即時訊息（Instant 

Messaging）或於 Online ADR 業者所闢聊天室（Chat Conference Rooms），

甚至以視訊會議（Video Conferencing）之方式進行溝通，若雙方始終未能

藉由直接溝通達成共識，則可以請求 Online ADR 業者所屬之專業「調解人」

(Mediator)作出決定。 
丁、 調查程序(Ombudsmen Procedures)：Online ADR 的調查程序，通常是由消費

者組織、商業協會(Business Association)、以及公正中立機構或組織進行，

並採用多樣的方式來調查爭端發生的真正原因。不過，這類調查欠缺法定

基礎，其結果可能會受質疑。 
 

第四節   各國政府推展自律規範的情形  

以先進工業國家組成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an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對消費者保護非常重視，OECD 消費者政策委員會

（CCP，Committee on Consumer Policy）一直致力於推展以各國社會民情為基礎的

電子商務的國際性規範，經常研議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指導原則，並制定相關規範，

推動國際合作，讓各會員國的電子商務業者遵行。 

 

為避免各國各自推動電子商務可能引發的爭議，一九九六年三月聯合國國際貿易法

167 FTC 在 2000 年 9 月 19 日舉辦一場 Online ADR 研討會，請參見

http://www.nc.gov/bcp/altdisresolutio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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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UNCITRAL）通過「電子商務模範法」（Model Low on Electronic Commerce），

對網際網路電子商務活動提供國際契約訂定之模範法，以解決困擾電子商務的法律

問題，希望提供電子資料訊息與紙本相同的法律地位，雖然該模範法並不具有國際

法的效力，但獲得美國的支持，成為業者制定自律規範的依據，推廣遵守使任何電

子交易所為之書面、簽名、原本等，都具有基本的契約要件效力。由於電子商務還

在萌芽之中，各國都在摸索電子商務業者的自律規範，對於從事電子商務所需的資

訊揭露、商務流程管理、公信機構認證、網路基礎建設、法律責任履行等方面，各

國都在進行研討、交流，茲列舉美國、歐盟、日本三國有關之自律規範，解說如下。 

 

（一）美國 

美國法律協會（ALI）與美國統一州法委員會（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 NCCUSL）也在注意此一趨勢，以 UNCITRAL
電子商務模範法為藍本，致力於研修美國統一商法(Uniform Commercial Code, 
UCC)，以配合網路電子商務發展之需。美國向來鼓吹業者以自律方式來維護電子商

務的交易秩序，所以法案制定以導引電子商務業者自律為藍本。 

 

為促使業者有效自律，法律必須對電子商務的交易權利與義務作清楚的規範，統一

商法(UCC)將網路交易視同利用郵件或電話購物規則(The Mail or Telephone Order 
Merchandise Rule)加以處理；亦即，將過去使用郵件或電話購物的類型擴及到利用

傳真與電腦，用以解決網路上購物糾紛 168。但是郵件或電話購物規則所規範標的，

只限於有體物的商品，無法涵蓋電子商務所涉及的交易標的，特別是無實體的權利

與服務之移轉。 

 

統一商法(UCC)將傳統涉及所有權移轉的買賣（Sales）與電子商務不涉及所有權移

轉的授權（Licensing）加以區分，而以專章(UCC Art.2B)169規範電腦軟體與服務等

無體財產之授權交易，並增加多項消費者保護條款，例如： 

1. 增加了避免消費者因電子錯誤（Electronic Error）而承擔不必要損失（2B-118）； 

2. 在網路上使用最普遍的軟體授權所涉及大量市場授權（Mass-Market License, 
2B-102（30）的定型化契約等相關消費者保護規定。 

 

1999 年 7 月 29 日 NCCUSL 與 ALI 正式將 UCC Art.2B 更名為電腦資訊交易統一法

案（The Uniform Computer Information Transactions Act. UCITA）170，使電子商務上

168 Rosecoe B.Stare, III & Lunda M. Rozell,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s Commitment to On-line 

Consumer Protection, John Marshall Journal of Computer & Information Law, Vol.XV P.680. 
169 UCC Article 2B 請參見<http://www.law.upenn.edu/library/ulc/ucc2b/2b299.htm> 
170 UCITA 條文參見下列網址：<http://www.law.upenn.edu/bll/ulc/ucita/cita10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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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採用的資料授權問題，能獲得有效解決，落實電子商務的數位化商品交易之消

費者保護。 

 

除了法律上對電子商務的交易權利與義務作清楚的規範外，政府行政單位也強調以

自律方式來要求電子商務業者實踐保護消費者的規範。1999 年 1 月美國聯邦交易委

員會(FTC) 特別成立工作小組，針對美國對全球電子化市場消費者保護之觀點(U.S. 
Perspectives on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Global Electronic Marketplace)進行研

究
171 

，其重心在於檢視美國現有的消費者保護法令與措施，檢討消費者在網路上進

行電子交易時所需保護的完整性，並宣示要遏止網路上引人錯誤與詐欺的行為。 

 

在促使電子商務業者之自律與交易安全上，FTC 所進行的努力包括： 

 

1. 宣導： 

FTC 主動宣導電子商務業者之自律與交易安全，經常發送各種文宣及判例資料，也

舉辦各種研習營。FTC 網站（http://www.ftc.gov）有很多容易操作查詢且資料豐富

的資料庫系統，也主動發布相關資訊，提醒民眾注意電子商務之安全性，例如，紐

約遭受 911 破壞事件之後，鑒於社會將有「捐贈救濟」之活動，雖並未等到有人檢

舉申訴，FTC 就主動以「FTC Consumer Alert」方式發布「911 捐贈救濟指南」（Helping 
Victims of the Terrorist Attacks: Your Guide to Giving Wisely），提醒民眾預先防範可能

的弊端及如何將愛心發揮到最適當的地方。 
 

2. 調查： 

FTC 對電子商務業者保護網路消費者權益方面，主動進行調查，例如，FTC 主動對

業者侵犯消費者隱私問題進行調查，發現業者自律對隱私權保護不足，主動向國會

提出保護消費者隱私之議題，尋求立法保護網路之隱私權。 

 

此一事件乃發生於柯林頓政府主政時期，FTC 表明支持網路廣告團體（NAI，Network 
Advertising Initiative ）提出的「網路目標行銷原則」（Principles for Online Preference 
Marketing），14 個消費者及隱私權團體連署要求美國國會徹底調查 NAI 的自律公

約，並促其對網路廣告業者設定更能保護消費者的行為規範。 
 
NAI 宣稱該自律公約是為了限制網路廣告業者使用在網上所收集到的網友資料之內

容與範圍，以保障線上消費者的隱私權，具體的做法包括：資料收集前必事先告知、

消費者可以選擇自身資料的使用方式、收集的資料可以讓消費者隨時修改、消費者

個人資料被妥善安全地保存﹍；不過，消費者隱私權團體認為，該公約還不足以保

171 <http://www.ftc.gov/opa/1998/9812/intint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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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消費者的隱私權，可見電子商務業者的自律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在 FTC 的努力之下，許多美國的電子商務業者已經在網站首頁列示明確的自律說

明，特別關於隱私權之尊重條文。如 TRUSTe、BBB Online 等自律監督組織或認證

組織，運作得相當順利，對於加入認證組織，信守所規範之自律條約者，並通過驗

證，業者將領受 Trust Mark，置放於自己網站，使消費者進入網站使用資訊或進行

購物行為時，更具信心。。 
 

（二）歐洲聯盟 

 

歐洲聯盟對於訂定促使電子商務交易之公正與安全之相關條款，以保護消費者，一

向不遺餘力。如前所述，歐洲聯盟針對消費者與供應者未同時實際出席(Simultaneous 
Physical Presence)所進行的商務關係訂定的「遠距契約消費者保護辦法」之規範最

為完整，該辦法也成為各國規範電子商務之買賣雙方權利與義務之藍本。該辦法規

定，廠商未完成交易而訂定遠距契約，必須明確告知消費者下列事項 172： 
 
 買賣條件的內容：明列商品或服務之主要特質、稅款、運費的負擔、付款方式、

運送方式、要約與價格的有效期間，以及除了基本費率以外使用遠距通訊的費

用。 
 告知消費者能夠或不能夠單方主張買賣或契約解除權（Right of Withdrawal）之

情形：不能夠單方主張契約解除的情形包括： 
(1) 服務契約本於消費者同意，服務已經開始，而在 7 天期間屆滿者； 
(2) 有關提供商品或服務契約之價款係基於金融市場而浮動，非供應者所能控

制者； 
(3) 所銷售商品係應消費者所定的規格（Consumer’s Specifications）或個人化

需求（Personalized）或商品依其本質無法退貨（By Reason of Their Nature, 
Cannot be Returned）或易於惡化或過期； 

(4) 經消費者拆封的視聽產品或電腦軟體； 
(5) 報紙或定期期刊與雜誌之供應； 
(6) 關於遊戲（Gaming）或樂透彩券（Lottery）服務。 

 
上述「遠距契約消費者保護辦法」之規範係採取負面表列方式，明列不適用「遠距

契約」商品與服務範圍，包括：金融服務（如投資服務、銀行服務、保險與再保險

營運等）、自動販賣機、自動商業場所、以拍賣方式締結之契約、不動產的興建與銷

售契約以及其他除租賃外之不動產相關權利，以及透過公用付費電話與電信業者

（Telecommunications Operators）締結之契約等，可見適度排除不適用郵購買賣或

電子商務交易之商品與服務以保障消費者，確有必要。 
 
有關由電子商務業者訂定自律公約，且對願意遵守自律公約的廠商，給予可供消賁

172 Directive 97/7/EC, Art.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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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辨識之標識，許多歐盟國家係採取自律公約與標識系統合一，如英國之 E 標誌體

系，由 Trust UK 單位負責核發 E 標誌，其業務費用以「使用者付費原則」，向電子

商店收取各項申請費用與年費，但政府仍應給予補助。 
 
歐盟對於電子商務線上爭端解決機制的提倡，始於 1997 年制定的「遠端契約消費者

保護辦法」173；1998 年歐盟執委會發表一份「建立歐洲網路消費者糾紛法庭外機制」 
(Creation of European Network for Out-of-Court Settlement of Consumer Dispute)的報

告明確提到：「對於建立有效及實際的商業環境及建立消費者對跨區域交易之信心，

一個超法庭外的網路機制是一個重要的創制。電子商務的發展與遠端交易方式，極

可能導致跨區域的高交易風險。如果運作不當，採取傳統的訴訟方式，對於消費者

與業者而言缺乏效率又不經濟。」174。 
 
2000 年 6 月頒佈施行的歐盟電子商務法律導引，條文中明白地規定各會員國應致力

於法庭外解決糾紛機制(Out-of-Court Dispute Settlement)的建立 175，積極鼓勵 Online 
ADR 設立。 
 
Cybercourt.com 是設立於德國的 Online ADR176，主要是針對網上活動所發生的糾

紛，包括網路銀行、電信服務以及有關保險的申訴在內，提供線上爭端解決，其處

理的方式以調解為主。 
 
Cybercourt 是由一造當事人就網路上行為發生爭端事件，以電子郵件方式向

Cybercourt 申訴。程序進行時，雙方必須都同意經由 Cybercourt 來解決紛爭，參與

爭端解決的雙方均可以匿名方式進行，所以，只要是由於網路行為發生糾紛的任何

人，都符合適用 Cybercourt 的當事人資格，所以，調解的內容也不一定以買賣糾紛

為限。 
 
Cybercourt 調解爭端的程序是利用網際網路或電訊會議方式與雙方溝通，並詢問另

一方當事人是否有參加程序的意願，若雙方同意，下一步就將該案件分配給調解人

(或裁判人)處理。 
 

173 Directive 97/7/EC of the Europe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May 1997 in 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 in respect of distance contracts，請參照

http://europa.eu.int/eur-lex/en/lif/dat/1997/en_397L0007.html 
174請參照 Creation of European Network for Out-of-Court Settlement of Consumer Dispute, 

http://europa.eu.int/ rapid/start/cgi/ 
175 歐盟電子商務法律指令第 17 條：「..2.Member States shall encourage responsible for the out-of-court 

settlement of, in particular, consumer dispute to operate in a way which provides adequate procedural 

guarantees for the parties concerned.」，http://www.europa.int/comml/dg15/media/ecomm 
176請參照 http://www.cybercour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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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時，會先對參與程序的雙方說明規則與進行的方式，也允許雙方陳述意見，之

後調解人會將雙方意見作總結。在程序進行中間，雙方就一些證據或爭執點可請求

專家提出意見。調解人會在之後會進行協調，尋求一個有利於雙方當事人的解決方

式。 
 
在費用方面，Cybercourt 並無制訂一定的收費標準，而是就申訴及案件清況來決定

收費，若做成書面報告，則需另外付費。在效力方面，除非雙方均同意利用 Cybercourt
解決爭端，否則，Cybercourt 的處理，在德國法院或立法機關對此為解釋前，推定

對雙方無拘束力。 
 
 
 
（三）日本 
 
日本通產省於 1996 年 1 月成立電子商務推動協會(The Electronic Commerce 
Promotion Council of Japan ECOM)，用以推動電子商務，並解決其所衍生之問題。 
 
ECOM 的「消費者問題工作小組」與業者共同制定電子商店與消費者交易指導準則

(ECOM Guidelines for Transactions between Virtual Merchants and 
Consumers)177、網路購物中心模範契約範本(Model Agreements for Cybermall)178等，

兩者都是業者自律的參考規範。日本對於郵購買賣係採正面表列之規範 179，郵購買

賣只適用「訪問買賣等諸法律施行令」明列之指定物品，其交易之權利與相關之服

務都有明確規範。 
 
日本採取自律規範與標識分開之系統，自律規範與標識兩者分別宣導，ECOM 致令

於推動自律規範，同時也另外推行線上標識系統(The Online Mark System)，提供消

費者辨識安全與優良電子商店，此外，由 JIPDEC 推動隱私標章制度(The Privacy 
Award Mark System)，提供消費者辨識能在線上交易中保護消費者隱私之交易網站。 
 

177 http://www.eoom.or.jp/eng/output/wg14/guidlinel.0.htm 
178 http://www.ecom.or.jp/eng/output/wg11/repot2.pdf 
179日本政府根據訪問買賣等諸法律第二條第四項指定公佈「訪問買等諸法律施行令」，明列出各項

指定物品、權利以及服務，可參見石家禎，前揭文，附錄頁 1-5。 

                                               85 

                                                 



 

 

 

 

 

 

 

 

第五節   自律規範的限制   

在電子商務業者自律規範中，（1）資訊揭露、（2）商務流程品質管理、（3）公信機

構認證等三者是最核心的自律規範，其主要之規範包括： 
 

1. 明確告知 (Notice)：明確告知消費者電子商務的商業流程、交易條件，不能

籠統、含糊。 
2. 選擇權利(Choice)：在電子商務交易流程中，明確告知消費者有選擇「參加

或不參加」的權利。 
3. 隨時檢閱 (Access)：在電子商務交易流程中，賦予消費者隨時檢閱(Access)

其個人資料或交易標地、條件的權利。 
4. 資料安全 (Security)：電子商務業者對於消費者資料應妥善保存，提供合理

的安全保護。 
5. 強制執行(Enforcement)：電子商務業者主動加入公正團體的認證，接受監督。 

 
實務上，電子商務業者要執行上述五項自律規範，仍有困難： 
 
（一）明確告知方面 
 
雖然 OECD 消費者政策委員會建議的十項應該在網站揭露或標示之資訊，有較為一

致的看法，但許多自律公約中對「明確告知」的方式和內容項目，尚無定論。即使

業者已經明確告知，但消費者能否從網路上「完全認知」，尚有技術上的困難。 
 
例如，許多網站雖然已經做了「明確告知」，但消費者在隨意瀏覽之間，很難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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詰屈聱牙，且業者在網路揭露的各家不同「告示」，更且，業者可以隨時可以變更其

網站「告知」的內容，網友若無隨時仔細察看各網站的「告示」，可能已經成為不肖

業者濫用個人資訊的受害者而不自知。 
 
（二）選擇權利方面 
 
在電子商務交易流程中，明確告知消費者有選擇「參加或不參加」的權利，此種自

律規範有時很難追查，例如業者常以「消費者不表示反對，就是同意」的作法，讓

消費者在「不知情」之下，透過 Cookie 或 Web Bug 等秘而不宣的方式進行，「跟監」

消費者的行為，收集個人資料，讓消費者在不知情情況下「參加」。 
 
所以，所謂的「選擇權利」很可能流於口號，因為電子商務業者很容易讓消費者無

法主動選擇「不參加」之權利。 
 
（三）隨時檢閱方面 

 
雖然在電子商務交易流程中，賦予消費者隨時檢閱其個人資料或交易標的、條件的

權利，技術上很容易，但應賦予消費者「何種程度」的檢閱權，卻很難規範，這類

規範涉及消費者可以檢閱或修改的資料範圍、檢閱或修改資料的方式、以及開放檢

閱修改資料之後，可能帶來的種種安全及隱私上的問題，如果無法在法令上對上述

問題提供明確的規範，否則這種「隨時檢閱」的承諾必然是空談。 
 
（四）資料安全方面 
 
電子商務自律規範中要求業者對於消費者資料的儲存，必須提供「合理」的安全保

護。但是「合理」的判定究竟應以什麼標準來審核，卻留有很大的「灰色地帶」，任

令業者裁決，如此，自律規範將形同具文；而且不同資料（如醫療、購物、學習…….
等）需要不同等級的保護，很難用一套「標準化」自律規範來應付所有消費者個人

資料的安全保護。 
 
（五）強制執行方面： 
 
如果保護消費者的相關法令尚未立法，電子商務自律規範中所謂「強制執行」，最多

只是訴諸公正認證團體（如台灣的 Secure Online，或美國的 TRUSTe 或 BBB 
Online），然而，這些團體對於電子商務業者並無真正強制力，對於違反規範的業者，

頂多只是取消其認證資格，或是提報政府主管機關調查，對於業者的「制裁」與「嚇

阻」，實際上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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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電子商務業者自律規範之展望  

我國在 2000 年在泰國曼谷舉行的「APEC 第二次電子商務指導小組會議」，對電子

商務消費者保護提示六項重點工作：  

1. 資料共享（Information Sharing）。  
2. 業者自律（Self-Regulation）。  
3. 建立制度，包含品質標章制度（Seal Schemes）、雙邊法律執行合作、替代

性爭端解決機制（ADR）。  
4. 消費者保護教育。  
5. 鼓勵各會員體參與國際討論（如海牙公約）。  
6. 消除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  

 
針對我國對電子商務消費者之保護，我國經濟部商業司委託研究單位於 1999 年 5
月提出「電子商務業者自律公約草案」。期能塑造全面性安全交易環境，加速推動國

內電子商務業者自律規範的形戌。電子商務業者自律公約草案規範包括電子商務業

者身份資料提供、交易條件資訊揭示電子商店之責任，同時論及電子商店在網路廣

告宣傳與對消費者個人資料及隱私保護原則等 180。業者可參酌自律公約精神將其納

入網路定型化契約之內容，或將來各行業因應網路交易特性，透過自律方式制訂契

約內容指導原則或範本，就能圓滿落實業者的自律，進而對消費者提供最安全合理

的保護。 
 
尤有甚者，國內電子商務發展所涉及之民法、消費保護法、公平交易法、電腦處理

個人資料保護法、電子簽章法等法令，已經逐漸詳備，間接促進業者遵守電子商務

自律規範的意願。戴豪君（1999）提出我國電子商務業者應強化和克服的七項自律

規範議題 181，馮震宇（2000）提出我國電子商務業者應在電子交易付款制度、電子

商務之契約、智慧財產權保護、網路安全與個人資料之保護、電子商務基礎建設等

五大必須繼續關注的主題 182，茲解說如下： 
 
（一）電子契約效力能與國際電子商務法律規範同軌 
 

180戴豪君，落實業者自律為 EC 發展之鑰，資訊與電腦，第 233 期 88 年 12 月，頁 126-130。 
181戴豪君，「落實業者自律為 EC 發展之鑰---國內電子簡務自律規範之發展現況」，資訊與電腦，

第 233 期 88 年 12 月，頁 126-130。 
182馮震宇，「電子商務法律問題何其多？」能力雜誌，中國生產力中心，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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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子簽章法已經通過實施，因此消費者透過網路交易或線上購物，大致已經具

備相當完整的權利保障，電子契約效力已經能夠與國際電子商務法律規範同軌，所

以，業者在網頁設計的資訊告知上，更應謹慎，特別要注意網站定型化契約內容之

法律效力，避免讓消費者產生錯誤，確保消費者有檢視契約的機會。 
 
（二）強化資訊安全措施，建立消費者信心 
 
電子商務業者可以結合國內資訊安全團體，參酌國際資訊安全組織(例如，美國電腦

安全協會)標準，共同制定我國電子商務資訊安全管理作業原則，包括慎選電腦系統

外包商、引進現代化的資訊安全系統、定期測試網站之安全防護、電腦資料的備份、

增加對消費者的主動通報，例如，當網站遭入侵時能夠通報消費者，強化資訊安全

裝置，能消除網站之異常當機，提升電子交易系統的可靠度，從而建立消費者對電

子商務之信心。 
 
（三）健全線上付款機制，確保交易安全 
 

電子商務的付款機制常產生不可預見的風險，例如主管機關無法監督、電子錯誤、

成為犯罪洗錢之工具，以及被侵入或破解等問題。此外，電子商務付款機制會受制

於網路特殊的跨國性交易特性，需要立法規範，包括如何合理分配交易雙方當事人

間風險責任、是否限制發行電子付款工具業者的資格，唯有健全線上付款機制才能

爭取消費者使用網路金流的信心等。 

 
任何電子商務的付款，不管是利用網路上的信用卡付款或其它電子付款機制，必須

運用加密技術防止消費者資料外洩，確保付款的安全與可靠性。財政部公布的「個

人電腦銀行業務及網路銀行業務服務契約範本」，以及「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

安全控管作業基準」，乃在規範線上付款的法律責任與安全防護措施。 

 

（四）個人交易隱私之保護 

 

在電子商務交易過程中，消費者必須留下個人資訊，而且全部交易過程也都有商務

資料之紀錄，此一現象日益受到民眾的關切，如果個人資料因為使用電腦或網路，

而為電子商務業者所儲存、交換、流通或利用，將打擊消費者對電子商務之信心。 

 

所以，電子商務業者對所取得的消費者個人資料應如何利用或流通，以免侵犯個人

隱私，是電子商務自律的一大課題，也是立法規範的方向；雖然「電腦處理個人資

料保護法」規範八種行業之個人隱私保護，但仍有許多電子商務行業並未受到規範。

此外，民法(新修正第 195 條)、刑法(第 310 條)、電信法等也有保護隱私權之法律規

定，但在保護電子商務之消費者隱私，仍有不足，因此，戴豪君（1999）建議應在

電子商務自律公約上明確訂出對消費者隱私保護之規範，且結合相關法律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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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可有效彌補法令之不足。 

 
（五）增加對兒童進行電子商務之保護措施 
 
戴豪君（1999）指出我國的電子商務自律公約草案未提及對兒童進行電子商務之保

護措施，是該草案的缺憾之一。由於兒童智慮淺薄，心性尚未成熟，為防止兒童受

騙，或進行超出能力以外之交易，或容易接觸到影響身心健康發展之商品，日本與

美國等先進國家電子商務業者會設有兒童保護措施，而在進行線上交易時特別加以

保護。我國自律公約草案雖未加入兒童保護措施，業者應該主動在其網站加入此一

自律規範，以建立良好商業形象。 
 
（六）推動電子商店標識系統，促使消費者容易辨識優良網站 
 
我國政府曾對商店核發認證標章，例如優良商店認證標誌，其目的在透過政府公權

力賦予優良商店認證標誌一定的信賴度，以提供消賁者安心滿意的購物環境及服務

品質，促進整體商業之健全發展。從政府推動優良商店的經驗來看，推動電子商店

標識有詳盡的各項作業規範與認證程序，同時要持續性檢查與追蹤管理，其辦法相

當完整，亟須大力推行。 
 
不過，政府的宣導有限，由政府來賦予優良商店認證標誌，並不符合業者自我約束

精神，所以，政府鼓勵設立公正之驗證組織，並為其編訂「電子商店驗證組織標準

作業程序指引」，鼓勵民間參與，共同來推動優良商店認證標誌制度。 
 
戴豪君（1999）主張採漸進式認證制度，亦即比照 ISO 制度，就電子商店所遵守的

自律公約項目多寡，核發不同等級之標識，以求電子商店能循序漸進完成自律公約

之各項要求，並能快速普及電子商店標識系統之應用。此一制度乃著眼於電子商務

自律公約草案規範項目相當多，業者須同時接受消賁者保護、付款機制、資訊安全、

廣告規範、隱私保護等自律要求，難度較高，若能只選擇性接受特定項目(例如，只

接受「隱私保護規範」)，對企業而言，較易導入自律規範。 
 
本研究研議另一種自律標識制度，以能為各類型電子商務網站所應共同遵守之最低

自律規範作為基本認證（假設名為：公平網 1000 認證），然後再依個別網站之電子

商務之自律規範作個別自律規範之認證（假設名為：公平網 1xxx 類認證, 

xxx=001~999），通過（公平網 1000 認證）者未必通過公平網 1xxx 類認證）。 
 
基本認證最好由政府核發，且帶有強制性，個別之自律規範由電子商務業者自行提

報申請認證，由認證單位檢核其自律行為，並對各項自律要求進行評分查核，對其

查核項目達到某一品質水準者（例如達成 80%以上規範者）便發給「認證標章與編

號」，業者必須將該「認證標章」或「編號」展現於網站首頁，且須設定經由此「認

證標章」或「編號」聯結到認證單位可檢索查證之網頁，以利消費者隨時查證，並

讓業者提報其自律檢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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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電子商務自律標章之認證單位必須設立能受理社會大眾對於已持有「認證標章」

之網站進行監督或提出申訴的網站。消費大眾若對於該網站自行提報之各項自律要

求提出申訴意見，認證單位可用相對「扣分」及每月申訴「次數」設定階段式監督

行動標準，若雙方有交易之糾紛可以交由 Online ADR 來仲裁或調查。 

 

（七）強化對社會大眾之宣導教育 
 
除了協助電子商務業者制定自律規範外，加強對社會大眾之宣導教育也非常重要，

電子商務必須由被動查詢與受理申訴轉成主動接觸並告知社會大眾，如同美國聯邦

交易委員會(FTC)主動宣導，發布相關資訊，提醒民眾注意電子商務之安全，醒民眾

預先防範可能的弊端。 
 
即使向電子商務業者宣導電子商店認證標識，也應將認證項目向社會宣導，鼓勵消

費者申訴，進行對電子商務業者監督，且進行糾正式(或懲罰式)輔導，或評比式(獎
勵式)輔導。例如，為各種「認證標章與編號」網站，訂出讓消費大眾參與評分，並

定期公佈結果，以提高社會大眾的參與。 
 
 
本研究報告從建立電子商務之公平與安全交易機制為著眼點，依序針對下列電子商

務業者之自律規範主題，作深入之討論： 
 
1. 我國電子商務政策 
2. 電子商務不公平行為之特質 
3. 電子商務業者自律規範 
4. 各國政府推展自律規範的情形 
5. 自律規範的限制 
6. 電子商務業者自律規範之展望 
 
本研究報告建議電子商務業者的自律行為乃指業者在資訊揭露與商務流程管理上，

遵守保障消費者的規範，此為圖示「內圈」部份，但要確保自律行為之履行需要圖

示「外圈」之相關措施。茲 
 

 
 電子商務業者的自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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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子商務業者自律規範中，（1）資訊揭露、（2）商務流程品質管理、（3）公信機

構認證等三者是最核心的自律規範，其主要之規範包括： 
 

1. 明確告知 (Notice)：明確告知消費者電子商務的商業流程、交易條件，不能

籠統、含糊。 
2. 選擇權利(Choice)：在電子商務交易流程中，明確告知消費者有選擇「參加

或不參加」的權利。 
3. 隨時檢閱 (Access)：在電子商務交易流程中，賦予消費者隨時檢閱(Access)

其個人資料或交易標地、條件的權利。 
4. 資料安全 (Security)：電子商務業者對於消費者資料應妥善保存，提供合理

的安全保護。 
5. 強制執行(Enforcement)：電子商務業者主動加入公正團體的認證，接受監督。 

 
 
針對我國對電子商務消費者之保護，我國經濟部商業司委託研究單位於 1999 年 5
月提出「電子商務業者自律公約草案」，該草案規範範圍除了對兒童進行電子商務之

保護措施未提及外，其他尚稱詳備，若業者能參酌自律公約精神將其納入網路定型

化契約之內容，或將來各行業因應網路交易特性，透過自律方式制訂契約內容指導

原則或範本，就能圓滿落實業者的自律，對消費者提供最安全合理的保護。 
 
至於電子商務發展所涉及之民法、消費保護法、公平交易法、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

護法、電子簽章法等法令，我國已經逐漸詳備，間接促進業者遵守電子商務自律規

範的意願。 
 
針對電子商務業者自律規範之展望，本研究報告作了以下建議，茲解說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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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子契約效力能與國際電子商務法律規範同軌 
 
由於電子簽章法已經通過實施，因此消費者透過網路交易或線上購物，大致已經具

備相當完整的權利保障，電子契約效力已經能夠與國際電子商務法律規範同軌，所

以，業者在網頁設計的資訊告知上，更應謹慎，特別要注意網站定型化契約內容之

法律效力，避免讓消費者產生錯誤，確保消費者有檢視契約的機會。 
 
（二）強化資訊安全措施，建立消費者信心 
 
電子商務業者可以結合國內資訊安全團體，參酌國際資訊安全組織(例如，美國電腦

安全協會)標準，共同制定我國電子商務資訊安全管理作業原則，包括慎選電腦系統

外包商、引進現代化的資訊安全系統、定期測試網站之安全防護、電腦資料的備份、

增加對消費者的主動通報，例如，當網站遭入侵時能夠通報消費者，強化資訊安全

裝置，能消除網站之異常當機，提升電子交易系統的可靠度，從而建立消費者對電

子商務之信心。 
 
（三）健全線上付款機制，確保交易安全 
 

電子商務的付款機制常產生不可預見的風險，例如主管機關無法監督、電子錯誤、

成為犯罪洗錢之工具，以及被侵入或破解等問題。此外，電子商務付款機制會受制

於網路特殊的跨國性交易特性，需要立法規範，包括如何合理分配交易雙方當事人

間風險責任、是否限制發行電子付款工具業者的資格，唯有健全線上付款機制才能

爭取消費者使用網路金流的信心等。 

 
（四）個人交易隱私之保護 

 

在電子商務交易過程中，消費者必須留下個人資訊，而且全部交易過程也都有商務

資料之紀錄，此一現象日益受到民眾的關切，如果個人資料因為使用電腦或網路，

而為電子商務業者所儲存、交換、流通或利用，將打擊消費者對電子商務之信心。 

 

所以，電子商務業者對所取得的消費者個人資料應如何利用或流通，以免侵犯個人

隱私，是電子商務自律的一大課題，也是立法規範的方向；雖然「電腦處理個人資

料保護法」規範八種行業之個人隱私保護，但仍有許多電子商務行業並未受到規範。

此外，民法(新修正第 195 條)、刑法(第 310 條)、電信法等也有保護隱私權之法律規

定，但在保護電子商務之消費者隱私，仍有不足，因此，戴豪君（1999）建議應在

電子商務自律公約上明確訂出對消費者隱私保護之規範，且結合相關法律之規範，

當可有效彌補法令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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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增加對兒童進行電子商務之保護措施 
 
我國的電子商務自律公約草案未提及對兒童進行電子商務之保護措施，是該草案的

缺憾之一。由於兒童智慮淺薄，心性尚未成熟，為防止兒童受騙，或進行超出能力

以外之交易，或容易接觸到影響身心健康發展之商品，日本與美國等先進國家電子

商務業者會設有兒童保護措施，而在進行線上交易時特別加以保護。我國自律公約

草案雖未加入兒童保護措施，業者應該主動在其網站加入此一自律規範，以建立良

好商業形象。 
 
（六）推動電子商店標識系統，促使消費者容易辨識優良網站 
 
我國政府曾對商店核發認證標章，例如優良商店認證標誌，其目的在透過政府公權

力賦予優良商店認證標誌一定的信賴度，以提供消賁者安心滿意的購物環境及服務

品質，促進整體商業之健全發展。從政府推動優良商店的經驗來看，推動電子商店

標識有詳盡的各項作業規範與認證程序，同時要持續性檢查與追蹤管理，其辦法相

當完整，亟須大力推行。 
 
不過，政府的宣導有限，由政府來賦予優良商店認證標誌，並不符合業者自我約束

精神，所以，政府鼓勵設立公正之驗證組織，並為其編訂「電子商店驗證組織標準

作業程序指引」，鼓勵民間參與，共同來推動優良商店認證標誌制度。 
 
本研究研議另一種自律標識制度，以能為各類型電子商務網站所應共同遵守之最低

自律規範作為基本認證（假設名為：公平網 1000 認證），然後再依個別網站之電子

商務之自律規範作個別自律規範之認證（假設名為：公平網 1xxx 類認證, 

xxx=001~999），通過（公平網 1000 認證）者未必通過公平網 1xxx 類認證）。 
 
基本認證最好由政府核發，且帶有強制性，個別之自律規範由電子商務業者自行提

報申請認證，由認證單位檢核其自律行為，並對各項自律要求進行評分查核，對其

查核項目達到某一品質水準者（例如達成 80%以上規範者）便發給「認證標章與編

號」，業者必須將該「認證標章」或「編號」展現於網站首頁，且須設定經由此「認

證標章」或「編號」聯結到認證單位可檢索查證之網頁，以利消費者隨時查證，並

讓業者提報其自律檢討報告。 

 

執行電子商務自律標章之認證單位必須設立能受理社會大眾對於已持有「認證標章」

之網站進行監督或提出申訴的網站。消費大眾若對於該網站自行提報之各項自律要

求提出申訴意見，認證單位可用相對「扣分」及每月申訴「次數」設定階段式監督

行動標準，若雙方有交易之糾紛可以交由 Online ADR 來仲裁或調查。 

 

（七）強化對社會大眾之宣導教育 
 
除了協助電子商務業者制定自律規範外，加強對社會大眾之宣導教育也非常重要，

電子商務必須由被動查詢與受理申訴轉成主動接觸並告知社會大眾，如同美國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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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委員會(FTC)主動宣導，發布相關資訊，提醒民眾注意電子商務之安全，醒民眾

預先防範可能的弊端。 
 
即使向電子商務業者宣導電子商店認證標識，也應將認證項目向社會宣導，鼓勵消

費者申訴，進行對電子商務業者監督，且進行糾正式(或懲罰式)輔導，或評比式(獎
勵式)輔導。例如，為各種「認證標章與編號」網站，訂出讓消費大眾參與評分，並

定期公佈結果，以提高社會大眾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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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網路的快速發展，帶來了諸多的新興問題，由於網路外部性效應的發酵，更造

成對競爭法的嚴重挑戰。另一方面，為促進我國網際網路相關產業、交易及市場之

發展，並有效保護使用消費者之權益以及考量網路相關科技之進步，更需要有秩序

的競爭環境。因此，對於網路市場地位之認定與限制競爭行為的研究，也是各國競

爭法主管機關的關切重點，例如，如何因應網際網路所可能帶來的限制競爭行為挑

戰，例如在全球網路的競爭市場中，應否針對網路市場之特性，另行規劃相關市場

法制規範？競爭法主管機關是否應該介入，以規範逐漸成形的限制競爭行為？甚至

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網路時代的地位為何？都有值得詳細研究的需要。 

由於網路所可能涉及的競爭法內容廣泛，因此本研究乃以下列四個題目作為第

一階段的研究重點，分別為：（一）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網路經濟定位的探討；（二）

有關B2B電子交易市集（electronic marketplace）限制競爭議題的探討；（三）人

力仲介網站求才資料及不動產租售物件資訊複製行為適法性之探討；（四）電子商務

業者自律規範之現況與展望。根據各位負責研究教授之研究，本研究小組成員特別

提出下列結論與建議，敬供委託機關參酌。 

 

一、在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網路經濟定位的探討方面（負責研究人員：陳明璋教

授） 

 

由於網路無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網路的發展亦改變了企業的經營環境，也影響

了人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它改變政府與企業的互動架構與關係，使一向在私領域

高度重視的網路經濟成為公共政策探討的新領域，對其未來發展究竟應採取怎樣的

政策，雖未定論，但卻成為一不得不探討的嚴肅課程。 

對於此等問題，陳明璋教授認為，今後我們的生活必然處在網際網路的運行中，

因此，我們不得不正視它的存在與影響，目的主要有所未雨綢繆，尤其是負責公共

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的政府，其角色與功能更應有明確的定位，如此才能使網路經濟

的商業行為，有明確的遊戲規則可資遵循，使芸芸眾生的生活獲得應有的保障。 

原則上，陳教授在本研究提出一較完整的研究架構、分析網路經濟社會來臨，

它將帶來哪些特色及趨勢，探討企業在網路競爭社會，因生存發展問題會採取哪些

積極的攻擊策略，與消極的因應作法和分析競爭法主管機關的角色與作為，比較先

進各國在網路經濟社會所採取的措施，並探討其中有哪些可作為我分析借鏡者。最

後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議，供作競爭法主管機關未來施政的參考；另也對競爭法主管

機關未來與企業界互動的模式，提供一些對策，供其參考。 

根據前述之研究，陳教授提出下列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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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業為因應來自各方的網路新形勢，某些強權企業集團，為求生存

發展，甚至趁勢而起，以合縱連橫之勢，採取攻擊性的合併與購併、

同異業的策略聯盟，甚至濫用其優勢地位，創造不公平的競爭等做

法。 

（二） 網路經濟行為最難認定的是市場界定。各國對電子商務未來發展所

採的態度，可做為我借鏡之處甚多。但我政府應當有自己的主張和

作法。 

（三） 從各國的做法中，可看出網路經濟的規範管理尚未定型，目前政府

尚未有一完整的政策架構，各機關之間的協調機制尚未建立，可見

政府各權責機構對網路經濟的發展，大部份僅止於研究階段，尚未

到規劃及辦理階段。除網路經濟問題外，涉及的法律規章甚多，並

非只是虛擬的市場認定、獨占、聯合行為及不當競爭的防制而已，

如各部會其權責和法令的主管問題、如何協調其未來發展方向及處

理共識等網路經濟與電子商務的發展方興未艾，我企業為其事業發

展，正大力往全球化邁進，但他們一努力就發現被先進國的跨國企

業以智慧財產權綁住。 

（四） 網路經濟基本上是由民間來推動，目前各政府單位與民間財團法人

等，有的配合推動得很熱絡，甚至一不小心過了界，而產生資訊不

對等現象。 

 

根據以上結論，陳教授提出八點建議，敬供參考： 

 

（一） 政府與民間應盡力爭取參加與網路經濟相關的國際性會議，尤其是

電子商務、網際網路或電子市場等方面的會議。 

（二） 負責公平競爭的主管機關，以及與網際網路發展有關的單位，應有

一統籌的政策規劃與執行會報的設立，並組織分組，其工作為蒐集

各國相關單位的政策方向、立法及行政措施，以配合網際網路經濟

發展的階段性需要。 

（三） 政府尤其是公平會宜有專門部門與人員，長期與國內各財團法人、

基金會及企業界，保持密切的聯繫，一方面掌握網路經濟的發展動

態，一方面也對政府的角色功能有所規劃，以應電子商務與網際網

路未來發展之所需。 

（四） 政府相關權責機構對網路經濟的市場行為，宜有所掌握，尤其是產

品市場、地理市場、市場佔有率、聯合行為及妨礙競爭的寡佔行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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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政府應密切注意業界動態、發展趨勢及實際作為，但應採取不涉入

的中立態度，才不致引發民間抗議或與民爭利的情事發生。 

（六） 政府對網路經濟的規範宜由國家利益角度來審慎規劃之。 

（七） 政府對網路經濟的競爭不當行為，對國內業者的影響，似可開始規

劃。 

（八） 政府對網路經濟的負面發展，除研究與政策規劃外，宜有積極宣導

的政策與做法，以免業者有不當的妨礙競爭行為，再採懲戒或防範

的行政措施。 

 

二、在 B2B電子交易市集（electronic marketplace）限制競爭議題的探討方

面（負責研究人員：陳信宏教授） 

 

在有關 B2B電子交易市集（electronic marketplace）限制競爭議題的探討方

面，負責之陳信宏教授認為，電子交易市集市場認定問題是公平交易委員會未來在

監督電子交易市集發展的一大基本課題。因此，公平交易規範是以確認市場為基礎，

據此指出市場的主導廠商、分析廠商的行為對市場結構、市場績效是否會產生不良

影響等。 

然而，不論是就廠商在電子交易市集的行為是否會有限制競爭效果，或電子交

易市集本身的公平競爭課題而言，本研究的分析都隱喻了市場認定的困難度。例如，

電子交易市集與實體市場、EDI等專屬網路與（開放式）電子交易市集，各自彼此

間是為相互替代或互補都將影響我們對於市場的認定。而且，傳統的市場認定係利

用需求（消費）的交叉彈性（替代性）來看，但是交易市集的市集認定卻可能牽涉

供給方的替代問題。例如，商品市場的供應商如何看待電子交易市集與其他替代交

易機制的功能、替代性等都將影響電子交易市集所能服務的市場範圍。 

質言之，電子交易市集所服務的市場範圍是由商品市場的需求替代與電子交易

市集的交易技術替代交織而成。就後者而言，一個可能的觀察點是電子交易市集的

交易價格或數量變動對實體市場價格的影響（或反向）；這是澳洲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所提 SNIP（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測試的背後論據。此外，上述的分析也顯示，

“替代性”這個概念不僅牽涉商品（偏好），還涉地理、時間、與功能等因素。尤其

是就功能而言，這不僅牽涉到電子交易市集（及其他交易技術）所提供的各種功能，

也涉及使用者對這些功能的價值認定。 

若進一步就市場跨國界擴大這個因素來看，它凸顯了公平交易主管機構跨國合

作的重要性。即使市場不完全是全球性的，電子交易市集的參與者可能涉及多個國

家的買方或賣方。其交易價格和交易方式是否會違反公平交易法規範可能因國家法

令而異，而且，相關資料的比對與查核將會是跨國性質的。因此，公平交易主管機

關的跨國合作將是難以迴避的基本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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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陳教授發現，電子交易市集的運作相當仰賴電腦碼（code），這是

電子交易市集不同於實體市場的一大特色，亦考驗著公平交易委員會解讀電腦碼與

擷取電腦資訊的能力（OECD, 2001, p.57）。惟就交易媒合與價格設定機制而言，表

面上，規則可能是明確和公平的，但是卻也可能存在以寫入電腦碼的機制行不公平

競爭之實。 

例如，在市集經營者與參與者為同一人的情況下，他可能在電腦程式中動手

腳，暗中排斥競爭廠商、利用螢幕方位的偏頗（screen bias）使競爭者處於相對不

利的地位等。同時，當交易過程資訊都以電腦碼型式儲存時，公平交易委員會如何

擷取與解讀相關資訊也將會形成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處理電子交易市集交易紛爭必須

克服的難題。就相當程度，公平交易委員會面對這些問題時，是可以借重外部的資

訊技術專家，但是內部人員相關基本能力的養成也不可偏廢。 

電子交易市集對公平交易法的另一個挑戰，則牽涉到公平交易法對合作研發的

規範。電子交易市集的功能不只是價格設定（price setting）與交易媒合機制，而

且隨著加值功能重要性的提升，電子交易市集正朝協同商務境界發展，開始提供共

同設計乃至於合作研發等服務。 

不過，公平交易法大抵是把合作研發視為廠商高層次的策略觀之，卻忽略某種

型式或程度的合作研發卻也可能是產業常態。Chen（1997）的研究顯示英國企業合

作研發決策權限下放到個別單位的程度相當高，意味著合作研發不完全是企業策略

層級的決策，而這在電子交易市集興起趨勢中可能會越來越明顯。甚且，合作或跨

組織緊密互動可視為研發活動的本質，且契合創新機制多元化與網路化的趨勢。以

多元化而言，在傳統的產（廠商研發）、官（國家實驗室）、學（學術研究）之外，

合作研發被視為美國「第四類」（fourth category）研發機制的重要部分，而且合

作研發占美國研發經費比重約在一成左右。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在 1990年所做的調

查也顯示民間自發的合作研發經費占全體製造業研發經費比重為 5.3％，而非製造

業的比重更高達 26.4％。因此，含研發聯盟在內的合作研發在美、日（乃至於歐盟）

的創新機制中有其一定的地位。 

由於合作研發實為可謂根植於產業創新活動的特質，而且可能因電子交易朝協

同商務境界發展，而更趨頻繁與常見。甚且，政府推動知識經濟視研發聯盟為重要

的機制，在行政院院會通過的「知識經濟發展方案」，六大措施之一為「建立蓬勃的

創新與創業機制，以扶植創新的企業」。其中便提出了「輔導業界成立研發聯盟，並

建立參與聯盟者可適用研發租稅及獎勵措施之機制，以加速大型研發活動之進行」。

從這些發展來看，公平交易委員會可能必須要思考是否對合作研發的公平交易法規

範予以放寬，至少是就程序而言。 

就現況來看，公平交易法十四條對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與共同研究開發場品或

市場的聯合行為採事前申報許可規範，並於「公平交易法」第十五條也規定公平交

易委員會在許可聯合行為時，得附加條件、限制或負擔。其中並明訂許可應附期限，

期限不得逾三年；事業如有正當理由，得於屆滿前三個月內，以書面向公平交易委

員會申請延展；其延展期限，每次不得逾三年。而且，根據「公平交易法」第十六

條規定，聯合行為經許可後，如因許可事因消滅、經濟情況變更或事業有逾越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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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範圍者，公平交易委員會得撤銷許可、變更許可內容、命令停止或改正其行為。 

整體而言，在現行的「公平交易法」規範下，共同研發早已有相當程度的法定

成立空間，惟公平交易委員會仍掌握著某程度的行政裁量權。公平交易委員會主要

的裁量標的應是共同研發（聯合行為）成立的正當性、預期效益與許可及延展期限。

但是，在其他類似領域公平交易法規範卻有放寬現象。例如，甫於行政院院會通過

的公平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便對事業結合的管制由現行「事前許可制」，改為

「事前申報異議制」，並明訂對市場競爭機能並無減損的事業結合，毋須再向公平交

易委員會提出申報的結合類型。考慮電子交易市集之協同商務與合作研發日益重要

趨勢，公平交易委員會其實也可依這次公平交易法對事業結合規範部分修法精神，

放寬對合作研發聯合行為之規範。 

根據上述的討論，陳教授建議，公平交易委員會可對合作研發或電子交易市集

內協同商務概念下之共同設計、研發行為之申請許可之程序規範放寬。其理由如下： 

第一、在協同商務與政府研發聯盟政策的推波助攔下，共同研發或設計很可能

會有與日俱增趨勢，屆時若要一一申請許可將會構成公平交易委員會沈重的行政負

擔。 

第二、事實上，國內早已出現很多起合作研發或研發聯盟案例，但是根據公平

交易委員會於民國 89年 6月所出版之「聯合行為相關案例（製造業）彙編」，公平

交易委員會只處理過三個不同案件（不含延展案），似乎意味著公平交易委員會在這

樣的案件上較為消極處理，沒有申請或申訴，不予理會。第三、從前述分析，我們

可以得知共同研發不見得涉及企業策略，甚且就相當程度而言可視為創新網路概念

下廠商研發的常態。因此，日本公平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某些類型的共同研發（如合

作廠商之總市場佔有率低於 20％者）給予豁免申報的處置。所以，公平交易委員會

也可考慮對共同研發行為建立指導方針（guideline）、或檢查清單（checklist），

再搭配某些共同研發類型豁免申報規定或「事前申報異議制」，應可使公平交易委員

會在這方面的規範較為合理。 

 

三、在人力仲介網站求才資料及不動產租售物件資訊複製行為適法性之探討

（負責研究人員：馮震宇教授） 

 

在人力仲介網站求才資料及不動產租售物件資訊複製行為適法性之探討方

面，馮教授認為，雖然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有補充公平法不足，且能配合經濟法展與

產業變化之實際需求。但是在利用之際亦不應過於廣泛，並應對不同的不公平競爭

態樣設定適當地標準，特別是在電子式資料庫的部分，更應審慎為之，不宜過度擴

張，反而使資料庫建置人對無法取得著作權保護的資料取得相當於壟斷的地位。否

則，公平會的此種態度將會使許多新興型態的電子商務模式在台灣無從存在。例如，

就全世界最大的搜尋網站 Google.com 而言，就幾乎重製了網路上所有的資訊。而許

多利用所謂的資料倉儲（data warehousing）或資料採礦（data mining）技術的公司，

亦有大量重製他人資料的情事。若公平會大幅擴充第二十四條的適用範圍與降低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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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門檻，這些業者都可能有違反之虞。 

另一方面，若有電子式資料庫業者先將屬於事實性或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資料

納入其資料庫後，雖然這些資料不能獲得著作權之保護，卻可以獲得公平法的保護；

亦可能發生雖然該資料並非資料庫業者之創作，但反而可以代替創作人而透過公平

法取得幾乎排他的權利。這兩種情形，都達到相似的結果，就是透過公平法而獲得

實質上永久的保護。此種結果，相對於歐體對資料庫僅給與十五年之保護，與 WIPO
著作權條約草案亦只給十五年或二十五年的保護期間而言，保護似乎過於周延，反

而易生不公平之情事。 

而在決定適當地保護標準之際，公平會在根據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處分資料重製

的情事時，其實即可參酌歐體資料庫保護或是 WIPO 資料庫保護條約草案中，有關

Substantial investment 或 substantial part 的要求，要求必須要有實質的重大投資或是

重製資料庫中實質重大的部分，才構成第二十四條詐取他人努力成果的要件。 

而對於資料庫中非主要部份內容之侵害（我國公平會處分的案件幾乎都是屬於

此種類型），歐體資料庫指令雖在第五條雖然提供保護，但是卻仍要求必須使用人以

「持續且有系統的方式」擷取或再利用資料庫非主要部分之內容，進而與該資料庫

正常使用情形相牴觸、或使資料庫建置人合法利益(legitimate interests)受到不合理

之損害(unreasonably prejudice)者，才推定為違反資料庫正常使用之行為。此種區

分不同利用型態、並根據不同利用型態而分別規定其要件的方式，則與我國公平會

在處理人力網站與不動產網路之資料重製案件所採的標準有所不同，值得主管機關

參酌。 

否則若以現行的處理原則繼續進行，可能會產生反向的不公平競爭情事。這是

因為此等處分案件之爭議核心，乃是以不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資料為主，對於這些

資料，例如求職者之個人基本資料或欲租、買、賣的意願，有些提供人可能會來者

不拒，有些則會對願意提供的對象有所選擇，因此如果提供人在提供一個資料庫（包

括非電子式例如報紙，或是電子式資料庫）後，經其他資料庫業者徵詢後，亦同意

將其資料置於後來者之資料庫中，縱使沒有付費，但是既然經過雙方當事人同意，

公平會似乎不必介入此等私人間的協議之中。否則以目前的情況而言，則可能演變

為只要在一個電子式資料庫登錄，則其他的資料庫（不論電子式或是非電子式資料

庫）若亦取得此等資料，就有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虞。此種法律效果，將可能

造成對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資料造成一種事實上（de facto）的壟斷現象，其實質的

效果反而高於應符合一定要件的著作權之上，反而可能導致最先獲得資料登錄的資

料庫業者取得事實上的市場力量，而可以利用這些資料去排除其他的競爭者，此種

結果可能並非公平法主管機關的本意。 

另一方面，就目前被處分案件所涉及的資料而言，除鉅亨網案以外，大多均非

該網站所自行創作，而是利用人（例如求才的雇主、欲找工作的求職者、欲租售或

買賣的消費者等）所提供。因此這些事業能否因為最先獲得這些資料就進而主張這

些資料的權利即有疑義。而且就提供這些資料的人士而言，只要在沒有詐欺或其他

不法情事之下，應該都不希望其所提供的資料成為某一特定事業所掌控，而是希望

其所提供的資料能夠儘量達到所有希望知悉該資料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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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若有違反當事人意思的情事，例如侵害提供人之隱私權、商業機密或其他

情事，而可以就其情形分別適用其他法律，例如公平法第十九條、民法、營業秘密

法、甚至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因此，若其他相互競爭之事業如果取得提供人

之同意而願意將該資料另行提供利用，是否能夠因此就認為後來者構成不公平交易

的情事，即有可議。因為若取得資料提供人之同意，不論從交易相對人間之交易行

為，或是從市場上之效能競爭方面探討，均不應認為其重製資料的行為符合第二十

四條適用原則所定之適用要件。 

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在這些處分案中，公平會似乎偏重對電子式資料庫的保護，

而對傳統平面媒體資料庫反而未提供適當地保護，此種不一致的處理方式，亦有待

斟酌。事實上，不論人事資料庫或是不動產資料庫要順利的運作，就必須先要累積

一定的基本資料，而這些基本資料的來源，許多業者所採取的方式就是大量重製報

紙或是其他平面媒體的人事或房地產等相關資料，對於這種有系統或持續性的重製

傳統資料庫的行為，公平會尚未有任何處理。但是相反的，對單純重製數量不多的

電子式資料時，縱使爭議的資料比數只有一筆或二筆，就處分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

條，此種明顯偏重對電子式資料庫業者保護的態度，亦顯不公。 

雖然有論者可能會認為，平面媒體乃是向社會大眾公開，再加上此等資料不見

得受到著作權的保護，因此不須特別予以保護。但是電子式資料庫也是一樣，向社

會大眾公開，其內容也是以不受著作權保護的資料為主，兩者情況完全一致，實在

沒有將兩種資料庫作不同處理或是認為其違反性有高低的必要。由於就此等重製行

為的本質而言，均為重製不受著作權保護資料的事實行為，因此為何重製非電子式

的資料其非難性就較低，亦不會有公平法第二十四條的問題，但是重製少數電子式

資料就有較高的非難性，而可以構成詐取他人努力成果，違反競爭本質，而有欺罔

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更何況在人事與房地產網站中，平面媒體還要透過廣告 AE 或其他參與人士去

收集彙整這些廣告、並排版編輯，可是電子式網站一般都是由行為人透過網路直接

提供，電子式網站透過自動化的傳輸裝置將行為人所提供的資料存入資料庫以供他

人搜尋利用，因此其不但投資較傳統平面媒體為低、維持成本與經營成本亦低、且

在沒有特殊情況的情形下，一般只是透過資料庫軟體進行機械化、自動化的「努力」，

其努力的程度顯然不及傳統平面媒體，這種自動化的運作方式，是否就是第二十四

條所指稱之「他人努力成果」，也有所疑義。因此，不論就台灣或是美國而言，一旦

達到一定的程度，電子式資料庫的獲利就會超過其平面媒體的競爭對手，如果再擴

大保護範圍，將並未以持續性或系統性方式重製的行為也認為構成不公平競爭，似

乎對這些電子式資料庫所給與的保護就遠超過經營成本更高的平面媒體，此種重製

平面媒體沒有不公平競爭、但重製電子式資料庫就構成不公平競爭的結果，就實有

待考量。 

而在參酌 WIPO 資料庫條約草案、資料庫法律保護指令以及美國相關立法提案

後，馮教授認為關於資料庫資料重製有無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的問題上，應符合

一定之條件、不宜不分輕重一律適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以免將應屬於公眾領域的

資料賦予最先收錄者一種事實上的排他權利，反而有礙達成公平法促進競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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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判斷的標準，馮教授則認為，應可根據個案之事實，參酌下列各個事項加

以綜合判斷： 

8. 被重製之資料庫是否係由他人投入相當之人力或財力等重大投資所建置或

維護。 

9. 行為人重製之目的為何，例如是否有直接或間接之營利目的，還是供研究或

私人之利用。 

10. 重製之的方式與重製資料的質與量，亦即行為人是否有以持續且有系統的方

式大量重製他人資料庫中的資料，其所重製之資料之重要性是否有所差別。 

11. 行為人與被重製之資料庫經營者間有無競爭關係，特別是其目的是否為取代

相互競爭之事業從事重製行為。 

12. 對被重製之資料庫經營者是否已造成實質損害，或對其投資之回收機會是否

造成重大威脅。 

13. 對於資料流通之公益或提供人個人需求，是否大於對被重製資料庫建置者所

造成之不利益。 

14. 被重製的資料是否已經獲得資料提供人的同意或許可，這些資料係提供人自

行提供還是由事業自行重製？ 

 

四、在電子商務業者自律規範之現況與展望（負責研究人員：洪明洲教授） 

 

    在電子商務業者自律規範之現況與展望之探討方面，洪教授認為，從建立電子

商務之公平與安全交易機制為著眼點，依序針對下列電子商務業者之自律規範主

題，作深入之討論： 
 
7. 我國電子商務政策 
8. 電子商務不公平行為之特質 
9. 電子商務業者自律規範 
10. 各國政府推展自律規範的情形 
11. 自律規範的限制 
12. 電子商務業者自律規範之展望 
 

本研究報告建議電子商務業者的自律行為乃指業者在資訊揭露與商務流程管理

上，遵守保障消費者的規範，此為圖示「內圈」部份，但要確保自律行為之履行需

要圖示「外圈」之相關措施。茲 
 

 電子商務業者的自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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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子商務業者自律規範中，（1）資訊揭露、（2）商務流程品質管理、（3）公

信機構認證等三者是最核心的自律規範，其主要之規範包括： 
 

6. 明確告知 (Notice)：明確告知消費者電子商務的商業流程、交易條件，不能

籠統、含糊。 
7. 選擇權利(Choice)：在電子商務交易流程中，明確告知消費者有選擇「參加

或不參加」的權利。 
8. 隨時檢閱 (Access)：在電子商務交易流程中，賦予消費者隨時檢閱(Access)

其個人資料或交易標地、條件的權利。 
9. 資料安全 (Security)：電子商務業者對於消費者資料應妥善保存，提供合理

的安全保護。 
10. 強制執行(Enforcement)：電子商務業者主動加入公正團體的認證，接受監督。 

 
針對我國對電子商務消費者之保護，我國經濟部商業司委託研究單位於 1999

年 5 月提出「電子商務業者自律公約草案」，該草案規範範圍除了對兒童進行電子商

務之保護措施未提及外，其他尚稱詳備，若業者能參酌自律公約精神將其納入網路

定型化契約之內容，或將來各行業因應網路交易特性，透過自律方式制訂契約內容

指導原則或範本，就能圓滿落實業者的自律，對消費者提供最安全合理的保護。 
 

至於電子商務發展所涉及之民法、消費保護法、公平交易法、電腦處理個人資

料保護法、電子簽章法等法令，我國已經逐漸詳備，間接促進業者遵守電子商務自

律規範的意願。 
 

針對電子商務業者自律規範之展望，本研究報告作了以下建議，茲解說如下： 
 

（一）電子契約效力能與國際電子商務法律規範同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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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子簽章法已經通過實施，因此消費者透過網路交易或線上購物，大致已

經具備相當完整的權利保障，電子契約效力已經能夠與國際電子商務法律規範同

軌，所以，業者在網頁設計的資訊告知上，更應謹慎，特別要注意網站定型化契約

內容之法律效力，避免讓消費者產生錯誤，確保消費者有檢視契約的機會。 
 

（二）強化資訊安全措施，建立消費者信心 
 

電子商務業者可以結合國內資訊安全團體，參酌國際資訊安全組織(例如，美國

電腦安全協會)標準，共同制定我國電子商務資訊安全管理作業原則，包括慎選電腦

系統外包商、引進現代化的資訊安全系統、定期測試網站之安全防護、電腦資料的

備份、增加對消費者的主動通報，例如，當網站遭入侵時能夠通報消費者，強化資

訊安全裝置，能消除網站之異常當機，提升電子交易系統的可靠度，從而建立消費

者對電子商務之信心。 
 

（三）健全線上付款機制，確保交易安全 
 

電子商務的付款機制常產生不可預見的風險，例如主管機關無法監督、電子錯

誤、成為犯罪洗錢之工具，以及被侵入或破解等問題。此外，電子商務付款機制會

受制於網路特殊的跨國性交易特性，需要立法規範，包括如何合理分配交易雙方當

事人間風險責任、是否限制發行電子付款工具業者的資格，唯有健全線上付款機制

才能爭取消費者使用網路金流的信心等。 

 
（四）個人交易隱私之保護 

 

在電子商務交易過程中，消費者必須留下個人資訊，而且全部交易過程也都有

商務資料之紀錄，此一現象日益受到民眾的關切，如果個人資料因為使用電腦或網

路，而為電子商務業者所儲存、交換、流通或利用，將打擊消費者對電子商務之信

心。 

 

所以，電子商務業者對所取得的消費者個人資料應如何利用或流通，以免侵犯

個人隱私，是電子商務自律的一大課題，也是立法規範的方向；雖然「電腦處理個

人資料保護法」規範八種行業之個人隱私保護，但仍有許多電子商務行業並未受到

規範。此外，民法(新修正第 195 條)、刑法(第 310 條)、電信法等也有保護隱私權之

法律規定，但在保護電子商務之消費者隱私，仍有不足，因此，戴豪君（1999）建

議應在電子商務自律公約上明確訂出對消費者隱私保護之規範，且結合相關法律之

規範，當可有效彌補法令之不足。 

 
（五）增加對兒童進行電子商務之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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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電子商務自律公約草案未提及對兒童進行電子商務之保護措施，是該草

案的缺憾之一。由於兒童智慮淺薄，心性尚未成熟，為防止兒童受騙，或進行超出

能力以外之交易，或容易接觸到影響身心健康發展之商品，日本與美國等先進國家

電子商務業者會設有兒童保護措施，而在進行線上交易時特別加以保護。我國自律

公約草案雖未加入兒童保護措施，業者應該主動在其網站加入此一自律規範，以建

立良好商業形象。 
 

（六）推動電子商店標識系統，促使消費者容易辨識優良網站 
 

我國政府曾對商店核發認證標章，例如優良商店認證標誌，其目的在透過政府

公權力賦予優良商店認證標誌一定的信賴度，以提供消賁者安心滿意的購物環境及

服務品質，促進整體商業之健全發展。從政府推動優良商店的經驗來看，推動電子

商店標識有詳盡的各項作業規範與認證程序，同時要持續性檢查與追蹤管理，其辦

法相當完整，亟須大力推行。 
 

不過，政府的宣導有限，由政府來賦予優良商店認證標誌，並不符合業者自我

約束精神，所以，政府鼓勵設立公正之驗證組織，並為其編訂「電子商店驗證組織

標準作業程序指引」，鼓勵民間參與，共同來推動優良商店認證標誌制度。 
 

本研究研議另一種自律標識制度，以能為各類型電子商務網站所應共同遵守之

最低自律規範作為基本認證（假設名為：公平網 1000 認證），然後再依個別網站之

電子商務之自律規範作個別自律規範之認證（假設名為：公平網 1xxx 類認證, 

xxx=001~999），通過（公平網 1000 認證）者未必通過公平網 1xxx 類認證）。 
 

基本認證最好由政府核發，且帶有強制性，個別之自律規範由電子商務業者自

行提報申請認證，由認證單位檢核其自律行為，並對各項自律要求進行評分查核，

對其查核項目達到某一品質水準者（例如達成 80%以上規範者）便發給「認證標章

與編號」，業者必須將該「認證標章」或「編號」展現於網站首頁，且須設定經由此

「認證標章」或「編號」聯結到認證單位可檢索查證之網頁，以利消費者隨時查證，

並讓業者提報其自律檢討報告。 

 

執行電子商務自律標章之認證單位必須設立能受理社會大眾對於已持有「認證

標章」之網站進行監督或提出申訴的網站。消費大眾若對於該網站自行提報之各項

自律要求提出申訴意見，認證單位可用相對「扣分」及每月申訴「次數」設定階段

式監督行動標準，若雙方有交易之糾紛可以交由 Online ADR 來仲裁或調查。 

 

（七）強化對社會大眾之宣導教育 
 

除了協助電子商務業者制定自律規範外，加強對社會大眾之宣導教育也非常重

要，電子商務必須由被動查詢與受理申訴轉成主動接觸並告知社會大眾，如同美國

聯邦交易委員會(FTC)主動宣導，發布相關資訊，提醒民眾注意電子商務之安全，醒

民眾預先防範可能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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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向電子商務業者宣導電子商店認證標識，也應將認證項目向社會宣導，鼓

勵消費者申訴，進行對電子商務業者監督，且進行糾正式(或懲罰式)輔導，或評比

式(獎勵式)輔導。例如，為各種「認證標章與編號」網站，訂出讓消費大眾參與評

分，並定期公佈結果，以提高社會大眾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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