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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顏廷棟 
（銘傳大學財金法律系教授）

日本因應數位平臺經濟發展之競爭政策及法制運用概觀（下）

肆、有關數位平臺交易慣行實況調查報告書

一、數位平臺市場調查

日本公平會對於數位平臺交易狀況進行產業

調查，主要以線上購物與App商店為主要調查對

象，由於供應商長期依附在某平臺上，會產生不

可偏離的依賴關係，使得日本公平會擔心是否存

在以下違法疑慮，透過分別發放問卷予消費者、

平臺業者、供應商進行調查，彙整分析實際交易

狀況。

(一)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

9項第5款）

以下幾種情形可能構成濫用相對優勢

地位，包含：1.未揭露交易手續費之計算方

式，收取手續費欠缺合理依據；2.無正當理

由，要求平臺供應商實施一定SOP作業(正

當理由：例如為方便消費者閱覽而統一畫面

格式等)；3.無正當理由，強制保管平臺供應

商之銷售金額。在調查中發現，許多平臺會

先代收銷售金額，再轉付給供應商，但在轉

付供應商時會巧立名目，扣除無關之費用，

減少供應商應得之銷貨金額(正當理由：如帳

號遭盜用或停權、涉嫌仿冒或詐欺等違法行

為之保管措施)；4.可歸責於平臺之事由，致

寄存於其倉庫之供應商品有毀損或滅失者，

不予賠償或僅賠償部分金額；5.為拉攏消費

者使用其數位平臺，強迫平臺供應商接受消

費者不符合約定條件之退貨、退款請求，且

無相關補償機制；6.強迫平臺供應商購買非

必要時段或版面之廣告；7.無正當理由，附

加違反服務租用條款之處罰措施(正當理由：

如促使平臺供應商遵守消費者保護相關規定

等)。

(二)對競爭者妨礙交易行為（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

9項第6款）

除前述垂直面的濫用交易優勢地位外，

還有水平面的妨礙競爭者交易，包含：1.禁

止App商店在其他平臺上架；2.利用平臺供

應商取得之銷售或客戶資料數據，為有利於

自己或關係企業之商品銷售活動(如差別待

遇)；3.利用演算法對自己或關係企業給予商

品搜尋優先排序或減免手續費、有利付款條

件；4.對銷售與自己或關係企業相同或同種

商品之供應商，拒絕其租用平臺服務之請求

(如拒絕交易)。

(三)附限制交易條件行為（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9

項第4款）

附限制交易條件為其他國家最常見的行

為，包含：1.最惠國待遇條款(MFN條款)；

2.禁止平臺外促銷商品活動；3.限制設定

App內購買付款(In-App Purchase)，以賺取

15%-30%手續費；4.限制商品定價區間。

二、數位平臺事業取得及利用個資處理原則

前述行為是針對平臺與平臺供應商，而數位

平臺事業取得及利用個資處理原則，則是針對平

臺與消費者間，日本公平會於2019年公布「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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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平臺事業對提供個人資料消費者濫用交易優

勢地位之獨占禁止法處理原則」，並於2022年

修正，負責處理消費者於平臺留下個資時，平臺

業者應如何應用，可以區分為取得與利用兩大方

向，以下分別介紹。

(一)個資取得

個資不當取得行為包括：1.平臺於取得

個資時，未清楚告訴使用者利用目的；2.超

過達到利用目的之必要範圍，違反消費者意

思取得個資；3.未設置安全管理個資之必要

適當措施；4.對於繼續使用平臺服務系統之

消費者，除作為使用對價登錄之個資外，要

求其提供其他個資等經濟利益。

(二)個資利用

個資不當利用行為包括：1.超過達到利

用目的之必要範圍，違反消費者意思，利用

個資；2.欠缺設置安全管理個資之必要適當

措施，利用消費者個資，導致消費者個資被

盜用，造成消費者困擾。在日本也有個人資

料保護法，此時便產生法律競合關係，但此

資料保護法是從市場面、交易秩序面，定調

於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下的概念。

三、數位平臺主要案例

(一 )荷蘭Book ing .com B.V.旅宿預約網站案

(2022)

涉案公司經營Booking.com旅宿預約

網站，要求與其締約供應位於日本旅宿之業

者，房間數及價格等條件，必須相同或較其

他銷售平臺通路有利(MFN條款)。涉案公司

後來提出和解改正計畫，和解改正計畫係

指，事業發現有違法嫌疑時，在日本公平會

做出處分以前，若自行提出改正計畫，則可

免受調查、懲處，而本案涉案公司即提出和

解改正計畫，取消系爭限制條件約款，經日

本公平會認可並停止調查。

(二)美國Apple公司限制設定App內購買付款案

(2021)

涉案公司在 A p p  S t o r e  R e v i e w 

Guidelines規定，App供應商發行影音、電

子書等數位商品，必須以設定App內購買付

款方式收費，以收取售價15%或30%手續

費。涉案公司提出修改相關規定等改正計

畫，承諾每3年提出執行狀況報告，日本公

平會認定本案已無違法之虞，終止審查。

(三)Amazon Japan公司庫存補償契約案(2020)

涉案公司利用其交易相對優勢地位，與

網購供貨廠商締結庫存補償契約，在不可歸

責於供貨廠商情況下，從應付給廠商銷售貨

款，扣減庫存補償金額等，即庫存損失由供

貨商自付。涉案公司提出和解改正計畫，對

1,400家供貨廠商，合計支付約20億日幣貨

款差額(退回供貨商)，經認可後停止調查。

(四)樂天公司網購免運費案(2020)

涉案公司(大型網購公司)預計實施「網

購金額滿3,980日幣，免運費(沖繩及離島區

域除外)」方案，但是網路商店叫苦連天，廠

商認為平均一件運費成本為1,600日幣，銷

售金額扣除成本，尚須負擔運費，可能產生

虧損。

這個案件在日本相當罕見，日本公平

會向東京地院申請緊急停止命令，因存在違

法之虞，命樂天公司停止違法行為，要求暫

停實施前開方案。但是樂天公司停止實施之

後，日本公平會未終止調查，其撤回停止命

令的申請，繼續進行調查。樂天公司強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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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供貨廠商負擔運費，是否屬濫用相對優勢

地位行為，雖有廠商表示是共利共榮，但目

前本案仍在持續調查中。

(五)樂天公司旅宿預約網站案(2019)

涉案公司經營樂天トラベル(Travel)旅

宿預約網站，要求與其締約旅宿業者供應之

房間數及價格等條件，必須相同或較其他銷

售通路有利(MFN條款)。涉案公司提出和解

改正計畫，取消限制條件約款，經日本公平

會認可後停止調查。

(六)Amazon Japan公司消費回饋點數案(2019)

涉案公司單方更改網購回饋條款，規定

全部網購商品給予1%回饋點數，但是要求網

路商店要負擔該點數資金。日本公平會介入

調查，涉案公司更改系爭條款，許可網路商

店得自行決定是否給予消費回饋點數，因此

日本公平會終止審查。

(七 )美國A p p l e公司 i P h o n e手機經銷契約案

(2018)

涉案公司對經銷 i P h o n e手機之N T T 

DOCOMO、KDDI、SoftBank等電信業者，

統一規定有關進貨數量、通話資費方案、舊

機回收通路、資費契約期滿折扣等事項。日

本公平會介入調查，涉案公司便修改其約

款，經日本公平會認定後，本案已無違法之

虞，終止審查。

(八)大眾寵物online公司限制網站刊登案(2018)

涉案公司規定利用其仲介平臺網站之寵

物繁殖業者，不得在其他仲介平臺網站刊登

貓、狗等寵物訊息，限制交易對象。其後，

涉案公司提出取消該限制規定之改正措施，

日本公平會認定已無違法之虞，終止審查。

(九)小結

除了樂天公司網購免運費案件外，可以看

到日本公平會大部分都是以行政和解方案來終

結案件調查，符合對數位平臺柔性執法原則。

四、數位廣告市場調查  

 (一)有關數位廣告市場之交易實態最終報告書

1.調查意旨

由於數位平臺提供多樣免費服務，藉

以累積及利用消費者個資，因此可以依照消

費者需求刊播消費者關注的商品廣告，獲取

龐大的廣告收入。數位廣告交易量成長，改

變傳統廣告媒體營收結構，壓縮傳統媒體廣

告收入，嚴重影響廣告媒體事業活動。為明

瞭數位廣告市場之交易實態及競爭狀況，以

擬定獨占禁止法或競爭政策之因應方針，因

此實施數位廣告交易實態調查。

2.調查方法

日本公平會以問卷調查方式詢問廣告

主、媒體、代理業、使用搜尋網站與社群

網站的消費者，亦舉辦公聽會，邀請數位

平臺、廣告相關事業及團體、學者專家，

並參考各國、OECD、ICN策略，甚至與英

國、澳洲協商交換意見，討論如何處理數

位廣告問題。

3.數位廣告類型

播送數位廣告有以下幾種類型，包

含：(1)搜尋連結型：在Google、Yahoo!

等平臺，以關鍵字搜尋結果顯現相關廣

告標題，連結至標題專屬網頁； ( 2 )自

有營運型：YouTube、Yahoo!Japan、

Facebook、LINE，Twitter....，在自有平

臺網頁，直接刊播廣告內容；(3)開放展示

型：在自有平臺以外網頁，包括新聞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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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等，刊播廣告內容。

4.數位廣告市場地位

以Google而言，其在搜尋連結型市

場，擁有70%-80%市占率之獨占地位。

Facebook、Google、Yahoo！在自有營

運型市場，各有至少10%-20%不等之市占

率，具相當市場地位。另外，Google在開

放展示型市場中，不同面向有不同的市占

率，分別為在媒體有80%-90%、網路有

50%-60%，仲介平臺則分別為需求方與供

給方，在需求方平臺為60%-70%、供給方

平臺為50%-60%，在市場上已到達類似寡

占或獨占之市場地位，所以有競爭政策介

入的空間。

5.傳統媒體增加數位廣告收入之方式

調查中發現在總廣告費之占比，數位

廣告逐年遞增，傳統媒體（電視、廣播、

報紙、雜誌）廣告逐年遞減，如何轉變經

營模式、增加數位廣告收入，成為傳統媒

體經營重點。傳統媒體增加數位廣告有以

下方式，包含：(1)自設新聞網頁刊播廣

告，如：獨賣、產經、朝日新聞，路徑

包含消費者直接加入書籤、用Google 新

聞搜尋、(自營)媒體社群、Yahoo!新聞 /

LINE新聞連結，其中Google 新聞搜尋、

Yahoo!新聞 /L INE新聞連結路徑占比相

當，且相對於書籤、媒體社群路徑比率

高，Google新聞搜尋路徑流量增加，有助

於媒體網頁廣告及收費會員增加；(2)在入

口網站、新聞App提供新聞內容，分享該

網站、APP廣告收入，收費方式包含固定

金額、按收入比例或瀏覽次數，或其他約

定方式(即分潤比例)。

(二)獨占禁止法、競爭政策之因應方針

日本於2021年實施「特定數位平臺交

易公正性、透明性提升法案」 (2020年制

定通過)，其主管機關為日本經濟部，平臺

應將使用約款事先揭露，包含演算法、排

序標準，若平臺供貨商、使用者有任何爭

議，應設置內部紛爭解決機制，每年向經

濟產業省提出紛爭解決機制、資訊揭露情

形，若數位平臺未盡法案所要求義務，主

管機關最高可處100萬日幣罰鍰，更會針對

個案移送日本公平會，所以數位廣告市場

便沿襲透明法案，要求資訊揭露及內部紛

爭解決機制之設置。

1.課予交易相對人不利益之行為

在調查中發現，廣告分潤的議題較

會牽扯到競爭議題，如：平臺是否於數位

廣告市場對交易相對人有不利益的行為，

對廣告主、仲介商、媒體濫用相對優勢地

位，違反誠信原則、契約顯失公平，所以

產業調查後，日本公平會發布更改契約宜

應注意事項：(1)事先通知，並說明內容；

(2)應給予說明意見機會，並考量對方不接

受之合理理由；(3)設定從通知至適用之充

分期間；(4)考量內容公平性。

2.排除競爭事業之行為

排除競爭事業行為包含優先排序關

係企業媒體之廣告，排除非關係企業之廣

告仲介商，將影響數位廣告市場之公平競

爭。因此在因應方針中建議，數位平臺應

建置對於媒體事業，充分揭露演資法(排

序)資訊或廣告競標機制。

3.競爭事業之行為

此外，亦包含對競爭事業的行為，

競爭事業亦屬平臺，若相對於交易相對人

是屬具有相當市場力之媒體事業，拒絕或

停止提供其他需求平臺事業刊播廣告之服

務，則平臺應說明拒絕或停止刊播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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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給予對方充分回應期間、揭示明確接

受刊播請求之標準。

4.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條件

對廣告代理商或仲介商，限制事業

活動條件，如：不得與有競爭關係之其他

平臺事業交易、不得與其他大規模媒體交

易、達成平臺一定交易量、不得利用與平

臺相同功能服務，則該因應方針建議，對

於限制條件內容宜事前揭露，並應載明於

契約書面，若更改契約內容，亦應遵守上

揭注意事項。

5.與消費者交易

在廣告設置上應有可識別性基準，內

部則應有廣告詐欺防範措施、帳號審查基

準，在消費者使用平臺搜尋時，在個資保

護亦應注意，不得有不當取得、利用的情

事，如：未告知取得個資之利用目的、未

明確告知利用個資目的、超過利用個資目

的之必要範圍。

6.與媒體事業交易

與媒體事業進行交易時，應揭露支付

提供新聞內容之計價標準，使媒體事業知

悉所得收益是否合理，不得對於關係企業

媒體之搜尋新聞優先排序。日本公平會尚

未認定此情形違反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由

於目前新聞媒體利用平臺的廣告收入，與

新聞媒體App的收入相當，也就是說，日本

公平會認為尚未構成交易上依賴性，而若

依照數位市場廣告的發展趨勢，未來若形

成交易上不可偏移的依賴性，又未完整揭

露資訊，平臺就可能違反透明法案，不排

除移送相關案件到日本公平會進行調查。

因此在方針中提及，媒體宜應建置效率協

商體制，充分且明確揭露新聞內容計價、

決定廣告排序基準等交易資訊。

伍、對我國公平會執法之啟示

一、近期目標

近期公平會首當重要業務為結合申報，如有

牽涉數位平臺多邊市場特性，應增修結合申報案

件之銷售金額標準及計算方法、相關市場界定

之處理原則，增修重點包含併購數位科技新創公

司對價之申報金額及標準、數位平臺多邊市場、

SSNDQ等市場界定標準。

二、中長期目標

是否對於數位平臺進行全面性的產業調查，

包含消費者個資數據取得及利用、數位廣告，產

業調查完後再檢討是否有必要訂定相關規範說

明，均是未來努力方向。

三、媒體與數位平臺之廣告分潤爭議

最後則是平臺廣告分潤爭議，目前各方意見

不一，尤其是通訊傳播業者。各國介入立場點有

所不同，有從著作權、強制媒體議價、網路治

理，本人認為問題核心在於締約地位不對等、交

易資訊不對稱。

目前公平會立場係依照公平交易法第15條聯

合行為例外許可，加強集體議價能力，讓弱勢一

方提升締約地位，但前提在於目前國內媒體在經

營型態、數位廣告發展上，是否已經對於數位平

臺形成交易不可偏離性。另外依照現行案件處理

原則，強調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之資訊揭露，將來

公平會作為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的主管機關，當應

維持市場看不見的手原則，不宜介入協商過程，

而應創造對等協商環境。

（本文係講座民國111年4月29日於公平會發

表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研

究所黃佑婷同學摘要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