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平交易委員會電子報   第161期    FTC

■演講人：楊智傑教授(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電子商務與競爭法：歐盟近年案例研究

一、2017年歐盟電子商務產業調查報告

歐盟執委會(下稱執委會)於2017年5月公布

「電子商務產業調查報告」(Final report on the 

E-commerce Sector Inquiry），以數位單一市場

(Digital Single Market)作為啟動調查，發現3個

主要的現象，第1個是選擇性經銷制度(selective 

distribution)；第2個是限制網路上銷售及廣告

(restrictions on selling and advertising online)；

第3個是電子商務中數據的使用(The use of data 

in e-commerce)。之後，執委會便開始進行這些

問題的執法。

二、限制線上銷售之案例

（一）選擇性經銷制度

在沒有網際網路的世界，廠商可以挑

選他信賴的經銷商、下游商，但是在網際

網路世界，很多廠商不希望他的產品於網

路上銷售，因為網路上會賣得太便宜，而

打亂實體商品店的佈局，所以廠商就透過

選擇性經銷的方式，對於經銷商、下游廠

商有一些標準限制。

雖然執委會想要討論這個問題，但是

開始針對這種行為執法之前，剛好有一個

案子在歐洲法院進行訴訟，也就是Coty

案，其採取的見解反而允許廠商用選擇性

經銷的手段，間接地禁止經銷商在網路上

銷售。而執委會的立場則是最好不要用這

種表面上是選擇性經銷，實質上則是想要

阻止下游廠商在網路上銷售，Coty案見解

與執委會立場有點對立，但是Coty案的適

用範圍是有限的。

（二）Coty案1

Coty是一家高級化妝品公司，為了維

持高級品牌形象，所採取的選擇性經銷體

系，禁止經銷商在沒有相當品質的網站銷

售，在契約內有提到為了維持高級化妝品

形象，銷售點需得到該公司同意，銷售環

境、店內裝潢擺設都要有一定品質，就網

路商城而言，並無法營造出一個高級形

象。Coty並未禁止在大型網路商城販售，

但若要在大型網路商城販售，被授權零售

商要架設自己的購物網站，且網站設計的

形象要維持高級品質形象，更禁止使用不

同企業名稱，或透過不是授權零售商的第

三方事業網站進行銷售。

本案是被限制的零售商自行舉發

Coty，因為零售商偷偷在Amzon上賣，而

違反Coty選擇性經銷的契約。歐洲法院認

為化妝品為高級品、奢侈品，認定範圍涵

蓋吸引力、聲望、給人想像的感覺，供應

商為了維持高級品吸引力的形象，若經銷

售透過網路平臺賣高級品，由於這些網路

購物平臺並沒有與供貨商簽約，供貨商無

法檢查這些產品銷售的條件，包括這些商

1 Case C-230/16, Coty Germany GmbH v Parfümerie Akzente Gmb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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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網路上的呈現方式可能會較劣質的風

險，而這會導致傷害該產品的高級形象，

也就傷害了該產品的特質。

因此法院認為可以透過選擇性經銷訂

定標準，本案Coty所採取的行為，未限

制銷售場所，亦未限制銷售客群，僅為維

持高級品之品牌形象，限制若要於網路

商城銷售需架設自己的網站，並對於網站

品質有一定要求，並不違反歐盟運作條約

(TFEU)第101條，集體豁免規則第4條(b)

和(c)的核心限制。

（三）Guess案2 

Guess公司限制其下游零售商不得做

線上廣告，且不得跨境銷售，為典型限制

銷售區域，在歐盟是不被允許的，而因

恐線上廣告導致削價競爭，亦不允許線

上廣告。Guess公司設計、行銷和授權衣

服和配件產品，其幾個主要商標，包括

「GUESS」和「MARCIANO」等商標。

Guess在歐盟經濟區域內採取了選擇性經

銷體系，亦即所授權的零售商，是基於品

質標準所挑選的。 

執委會經調查發現Guess對其下游經

銷商有以下限制行為：1.於線上搜尋廣告

中使用Guess的品牌和商標；2.限制零售

商未得到Guess明確授權前，不得從事線

上銷售；3.限制授權零售商不可於所處領

域以外之地區銷售；4.限制授權的中盤商

和零售商間交互銷售；5.限制銷售Guess

產品時獨立地決定零售價格。前2點涉及

網路上銷售限制，執委會認為其行為使

Guess可切割歐盟市場，令某些嚴格執行

該協議的國家價格居高不下，平均價格高

於西歐5%到10%是違法行為，剝奪了歐洲

消費者從歐盟單一市場可獲得的利益，執

委會於2018年12月17日裁罰Guess公司。

(四)其他案例

1.2019年3月25日對NIKE做出裁罰，NIKE

一樣限制跨境銷售，不准未經公司同意於網路

上販售。

2.2019年9月7日對Sanrio做出裁罰，其限

制經銷商跨境銷售，並禁止於網路上販售。

以上均係屬於選擇性經銷案例，執委會希望

達到數位單一市場，所以較為支持供應商不應限

制下游廠商，因此一系列都是違法，但只有Coty

案是歐洲法院認為合法。

三、維持轉售價格之案例

 (一）華碩案3 

華碩在歐洲有2個事業體，其一為系

統(System)部門，負責銷售筆電、平板、

手機；另一為開放平臺(Open Platform)部

門，銷售顯示器、主機板、無線區域網路

設備。銷售模式主要係透過經銷商銷售給

零售商，並且訂定建議轉售價格及監督其

轉售價格。

華碩主要價格監測方式包括利用比價

網站、針對特定產品使用內部軟體監測工

具等，一經發現或有其他零售商投訴，則

會要求價格過低之零售商提高價格。而其

所執行的手段，有優質夥伴計畫，若零售

商售價符合建議價格，在年終將取得一些

回饋，但若被發現偏離價格，則年終無法

得到回饋；又配合建議售價，則在下一批

進貨中將取得更便宜的價格；又有採威脅

手段，若零售商不配合，則將撤回商標授

權。在執委會的調查之中，認為只要維持

2 Case 40428 Guess.
3 Case 40465 A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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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售價格，就是違反核心限制而違反競爭

法，即不需再討論市場上實際減損競爭的

效果。

維持轉售價格雖然可以維持經銷體系

公平，但是對消費者並無好處，沒有實質

回饋消費者，因此華碩無提出此抗辯，直

接認罪配合調查，換取較低的懲處。此

外，雖然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3)有豁免

規定，但執委會也認為，本案系爭行為，

也不符合該條所設定的豁免條件。尤其，

並沒有證據顯示，採取這些行為是引誘零

售商在某些促銷行為、銷售前服務(pre-

sale services)上的投資，或避免網路和實

體銷售管道間搭便車行為的衝擊，所不可

欠缺的行為。

（二）本案見解

傳統而言，過去對於維持轉售價格認

定是違法的，後來美國認為不當然違法，

歐盟則採較為限制之態度，臺灣亦然。然

而廠商為何限制其下游廠商之銷售價格，

一般認為有6種理論：

1.針對下游零售商間搭便車或競爭不公平

的問題

(1)特殊服務理論：有的零售商提供銷

售前服務，有的零售商則不提供，

若可讓零售商自由降價、折扣，消

費者可能會在提供銷售前服務的商

店體驗服務後，再去便宜的零售商

那邊去購買，此為典型搭便車問

題。

(2)品質驗證理論：有提供商品庫存與

展示的零售商，會挑選好的商品在

店面展示，並塑造流行趨勢。而不

提供商品庫存與展示的零售商，就

可以搭便車，販賣其他廠商經過品

質驗證挑選的商品。 

2.下游零售商行為可能使供應商整體產量

或銷量減低

(1 )品牌理論：如前面Coty案，製造

商想要透過維持高價來訴諸產品的

高級形象，但若讓零售商隨意打折

扣，會傷害到製造商的品牌形象。 

(2)品質保證理論：製造商想要鼓勵零

售商多提供售後服務，才能確保產

品銷售後因為售後服務，而維持商

品使用上的品質，形成口碑。 

(3)展店理論：製造商希望零售商設置多

一些店面，可以庫存並展示多一點商

品， 而有助於提高消費者需求。

(4)需求風險理論：由於零售商不確定銷

售的情況，為了避免庫存太多賣不出

去，而會減少庫存以避免風險。

本人認為展店理論才是問題所在，電

子商務、網路零售商的出現，對實體商店

的衝擊，不僅是服務搭便車問題，而是實

體商店面對網路低價競爭，生存空間萎

縮，因此廠商希望用維持轉售價格來解決

搭便車及展店理論問題，所以競爭法主管

機關可以再就此有更進一步的思考。

四、Google與搜尋引擎、線上廣告相關

裁罰案

Google在電子商務世界裡，為消費者資料搜

尋的媒介，而Google的獲利來源有90%以上來自

廣告，因此本案與電子商務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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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oogle Search (Shopping)4 

2004年時，Google在歐洲開始進入

商品比價網站的市場，2013年後改名為

Google Shopping，靠其搜尋引擎增加自

己流量、減少對手比價網站流量。因此其

違法行為如下：1.利用自己搜尋引擎的獨

占地位，將自家比價網站放在搜尋結果最

前面；2.將競爭對手的比價服務網站放在

搜尋結果頁面的後面(約第4頁)。經調查

指出搜尋顯示頁面第1頁的10筆結果，通

常可以獲得95%的點擊率；排名第1筆結

果可獲得35%的點擊率；第2頁的第1筆結

果，通常只能獲得1%的點擊率。

就實際影響結果，Google的比價服務

網站在英國的流量成長45倍，競爭對手的

網站流量則嚴重流失。例如，在英國某些

競爭對手網站，流量下降85%。

執委會認為，Google的行為確實阻礙

了在比價服務網站市場中靠產品優劣的競

爭，剝奪了消費者的實質選擇與創新，審酌

該違法行為的持續期間與嚴重程度予以裁罰

24.2億歐元，並要求其停止違法行為。 

（二）Google Android5 

每當Google開發出新的Android系統

版本，都會在網路上公開原始碼，讓每個

人都可以下載並修改其原始碼，創造出各

種Android衍生版本，表面雖是如此，但

實際上他仍希望手機製造商不要再開發新

的App，並預載某些程式。而預載程式需

要得到授權，在授權契約內便會加入一些

限制條件，以統包模式全部預載。

本案Google的搜尋服務在歐盟市占

率高達90%，就Android作業系統市場而

言，雖有開放原始碼，但實際上Google

在此市場的市占率更高達95%以上。而在

裁罰書中也提到，Apple手機與Android

手機並非屬同一市場，且用戶換到另一系

統，會產生轉換成本，但即便是不同市

場，Google Search在Apple手機上仍預

設為搜尋引擎。

Google在提供其手機的App軟體時

採取搭售方式，亦即手持設備製造商想

得到作為其使用Google App商店(Play商

店)的授權，必須同時使用Google Search

的App和Chrome瀏覽器，以鞏固其市占

率。導致製造商缺乏誘因去安裝與其相競

爭的搜尋引擎與瀏覽器，消費者亦無誘因

下載新的搜尋引擎與瀏覽器，進而造成其

他同業產品難與Google從事競爭。

經調查發現，在2011年到2014年

間，Google支付高額的費用，給市占率

大的特定幾家手持設備製造商和手機網絡

營運商，要他們在所有型號的手持設備

上，排他性的預先安裝Google Search。

且Google從2011年起，在授權自己所有

的App軟體時，要求手持設備製造商，

禁止他們開發或銷售任何一款使用未經

Google同意的Android衍生版本，因此執

委會認為，Google的行為阻止了消費者

接觸在其他Android衍生版本上可能的創

新和服務，Google利用了其優勢地位傷

害競爭，而根據Google在Android設備上

所獲廣告利益，被裁罰43億歐元。

（三）Google Search6 

Google獨占線上搜尋廣告，並避免別

的搜尋引擎進入線上廣告市場，透過自家

的「AdSense for Search」 產品，提供這

4 Case 39740 Google Search (Shopping).
5 Case 40099 Google Android.
6 Case 40411 Google Search (Ad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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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第三方網站搜尋廣告， Google只是一個

與新聞網站談合作的中介者。

經過調查，2016年Google在一般的

搜尋引擎市場，歐盟經濟區多數會員國國

內市場之市占率超過90%；在線上搜尋廣

告市場，歐盟經濟區多數會員國國內市場

之市占率超過75%。 

執委會在調查期間審閱了上百份此

種協議，發現自2006年起，Google在

契約中加入排他專屬條款 (exc lus i v i t y 

clauses)，禁止第三方網站，不能在其搜

尋結果頁面上，放置其他競爭對手的搜

尋廣告。2009年3月起，慢慢地將排他條

款，換成所謂的優惠位置條款(premium 

placement clauses)。並要求第三方網站

若要改變競爭對手的廣告展示的方式，

都必須先得到 Google的書面同意，導致

Google可以控制競爭對手搜尋廣告的吸

引力及被點擊的可能性。

執委會認為，從2006年起，Google

在線上搜尋廣告中介市場，具有市場主

導地位，前述行為傷害了競爭與消費

者，阻礙了創新。Goog le的競爭對手

無法成長，提供網站另一個線上搜尋廣

告中介服務的選項。因此，執委會裁罰

Google14.9億歐元。 

五、Apple與Amazon濫用電子市集主導地

位調查案

（一）Amazon

執委會在2019年7月17日的新聞稿

中，宣布對Amazon利用在其電子市集上

販售商品的獨立零售商資訊，展開正式反

托拉斯調查。電子市集平臺具有雙重角

色，除自己販售外，更搜集平臺上消費者

消費行為資訊，以調整自身銷售策略。 

執委會介入調查Amazon自身為平臺

經營者，進一步利用協議搜集分析平臺零

售商與消費者間資料，可能在黃金購物車

功能有利用這些資料做出對競爭對手不利

行為之疑慮。

Amazon在消費者搜尋特定項目時，

在頁面旁邊顯示相關比價資訊，但若零售

商取得黃金購物車資格時，只要一加入購

物車，便不會再跳出相關比價資訊，因此

所有零售商都想要達到黃金購物車的條

件，使產品被買的機率提高，然而取得黃

金購物車的條件並不簡單。執委會認為在

黃金購物車制度下，Amazon可能會有濫

用自身資料優勢之疑慮，而展開調查。

（二）Apple

執委會在 2 0 2 0年 6月 1 6日宣布對

Apple的行為展開反托拉斯調查。其調查

的行為是，App Store平臺要求一定要使

用Apple自家App內的購買系統，並限制

開發者不能告訴 iPhone和 iPad使用者在

App Store平臺以外，有其他更便宜的購

買可能性。 

Spotify曾經完全取消在App內的訂閱

可能性，或者提高在App內的訂閱價格，

並將Apple的費用退給消費者，卻仍被禁

止在App上告知消費者可以在App以外地方

訂閱影音內容，執委會初步調查認為此行

為讓Apple可以完整控制競爭者與消費者在

App內的關係，因而可以獲得競爭對手無

法取得的重要交易資訊。此外，另一家電

子書銷售商亦提出相同檢舉，Apple自己有

賣電子書，其他廠商一定要在App Store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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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銷售，那Apple會不會利用這樣的交易資

訊進行分析，提升自家電子書銷售。

六、結論

整體來看，電子商務的發展是使價格越來越

便宜，對實體商店的衝擊很大，實體商店一直在

倒閉，但是對廠商的整體銷量其實是減少的，所

以對製造商與實體商店都是不利的。

另從近來的調查案來看，發現網路世界因為

正向網路效應很強，大者恆大，所以出現現實社

會所不可能出現的超大型網路服務，因其具有巨

大的市場獨占力，更應密切注意其行為，避免任

何舉動打壓其競爭對手。

（本文係講座民國109年8月25日於公平會

發表之演講內容，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研

究所黃佑婷摘要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