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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 I

開幕式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開幕致詞

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廖理事長、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

首先，謹代表公平交易委員會歡迎各位出席由本會主辦、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協

辦的第28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公平會自民國86年開始舉辦第1
屆學術研討會，之後每年定期舉辦，而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成立之後，本會即邀請學

會擔任本會學術研討會的協辦單位，以建構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更寬廣及堅實的學

術平台。自105年學會成立迄今已經6年，廖理事長每年都親自參與籌畫並出席本學術
研討會，明年廖理事長即將卸下理事長的重擔，在此也代表公平會對廖理事長6年來
的辛勞與付出致上最崇高的敬意，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感謝廖理事長（鼓掌），希望

未來在新任理事長的領導下，雙方仍能延續這樣良好且密切的互動方式。

本次研討會為期2天，總計將發表15篇論文，討論的議題涵蓋層面相當廣泛，除
11篇本會今（110）年度委託研究報告的成果外，為擴大參與並使文章議題更為豐富
多元，本會仍延續去年對外開放徵稿的方式，並從中篩選出4篇稿件。因此，本次研
討會的報告人除了有在公平交易法領域中長期耕耘的學者專家外，亦有來自實務界或

學界等不同領域的新秀精英匯聚一堂，相信將會使在座各位對於競爭法的規範、學術

論據及執法實務發展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本次研討會在規劃籌辦期間，一度因為疫情升溫、全國升級到3級警戒而面臨了
是否要改變過往辦理方式的抉擇，幸運的是從7月下旬開始降回2級，並且自10月開始
陸續放寬防疫規範，而使得本次研討會仍得以實體的方式進行。雖然因為疫情的關

係，大家愈來愈習慣參加線上課程或會議，但是出席實體會議的臨場感，以及高度

互動的交流模式仍是無可取代的，因此可以預期的是，藉由學術研究成果的分享與交

流，匯聚各位專家學者的學識經驗與智慧，當能提供本會更多元的思考方向，作為本

會未來施政或執法的參考。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貴賓的蒞臨，並預祝這2天的研討會議能夠順利圓滿，期望
大家能夠收穫滿載，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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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產業數位化發展現況與競爭規範探討 1

石化產業數位化發展現況與競爭規範探討

王素彎　王立達　鄭睿合　蕭富庭
*

目　次
一、前言

二、石化產業的發展、人工智慧應用與競爭現況

三、產業數位化可能衍生的競爭議題

　　(一)  數位創新與競爭法

　　(二)  大數據與競爭法

　　(三)  演算法與競爭法

　　(四)  數位勾結與競爭法

四、石化產業數位化與競爭法

　　(一)  石化產業數位化與水平限制競爭

　　(二)  石化產業數位化與垂直限制競爭

　　(三)  石化產業數位化之資訊服務提供者可能的反競爭行為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競爭審查應逐漸重視擁有大數據的優勢

　　(二) 數位化的結合評估在創新部分應跳脫傳統思維

　　(三) 數位執法需有數位經濟部門或數位經濟評估人才

　　(四) 放寬聯合行為的例外許可範圍

　　(五) 持續留意石化產業中領導廠商之市場占有率變化

* 王素彎：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研究員
 王立達：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
 鄭睿合：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分析師
 蕭富庭：拓威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感謝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張維哲同學於本文研究過程中協助整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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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向被視為傳統產業的石化產業，在資訊科技帶動產業生產模式進化後，也逐

步朝數位化前進。惟當前石化產業導入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尚處初期階段，成果還未顯

現，故大體上未對企業效率與市場競爭產生影響。雖然目前國內石化產業投入人工智

慧與大數據應用者較少，尚無水平限制競爭疑慮，惟隨著業者對大數據與演算法等數

位科技的應用進一步熟稔，未來或可能出現同業間數據交流或建構共同數據集，而有

勾結之可能，主管機關仍應加以警戒。石化產業多以中心衛星體系進行供應鏈合作，

若石化產業中心衛星體系違反垂直限制競爭，仍應適用公平交易法。此外，石化產業

數位化的資訊服務提供者若掌握關鍵投入要素（如市場資訊），亦須進一步審視有無

拒絕交易或差別取價的行為。

一、前言

由於資訊科技發達，帶動網際網路的發展，進一步改變我們生產、生活、儲存、

加工、配銷的方式，並且引領全球進入新的產業競爭模式，尤其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更帶動未來創新的無限可能，也為人類開啟新的社會經濟契機。

有鑑於全球生產製造在歷經自動化、量產化、全球化的發展歷程後，不論是德

國、美國、日本、韓國、中國，均積極推動建構網實智能化製造、生產、銷售系統，

以快速反應或預測市場需求，同時逆轉就業人口遞減的現實，行政院早在2015年9月
就已經核定「生產力4.0發展方案」，期間涵蓋2016年至2024年，以積極因應我國產業
在全球化產業分工的生產價值鏈中，國際定位的提升與競爭優勢的維持。

由於「生產力4.0發展方案」的核心目標，在於加速產業鏈垂直、水平數位化及
智慧化發展，不僅智慧工廠已成為製造業轉型升級的必經之路，高效能的行動數位化

溝通管理平台，更是營運優化及提升產業競爭力的利器。我國石化產業也已經開始進

行數位化轉型，包括雲端運算技術、網路系統升級、建置煉製石化資訊系統與建置因

應AI科技的智能數據分析平台…等，以因應各種生產現場狀況，以便在全球競爭環境
裡，積極創造營運績效。

惟石化產業
1
數位化的轉型過程，除了對整體石化產業結構有所影響外，也可能

因數位化採取不同的策略，以致影響供應鏈中不同產銷階段的競爭型態，並可能形成

新的競爭議題，因而有必要針對石化產業的數位化發展現況加以瞭解，從而評估在結

構面與行為面可能的發展方式，及其對競爭趨勢的影響及可能衍生的競爭問題，以預

為因應。

雖然石化產業數位化仍在推動初期，數位化是否可能造成大者恆大或贏者全拿

1 本文所指石化產業僅包含以石油或天然氣為原料來製造化學品的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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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進結果，或是在結合、聯合行為以及相關的限制競爭行為上出現垂直限制或水

平限制的態樣，都值得主管機關事先關注。尤其G7的競爭法主管機關於2019年發布
「G7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競爭與數位經濟』之共識」(Common Understanding of G7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n “Competition and the Digital Economy”)，也認為數位化轉型
可能出現新的限制競爭議題

2
。因此，本研究透過文獻與統計資料蒐集，併同深度訪

談，了解石化產業的數位化運作及競爭現況，探討數位化轉型對石化產業市場結構的

影響，並根據訪談結果研析競爭趨勢可能的轉變以及可能衍生的競爭議題，以作為主

管機關政策擬定及執法因應的參考。

本文除緒論外，第二節主要探討國內石化產業的發展、數位化與競爭現況，第三

節針對產業數位化可能衍生的競爭議題加以說明，第四節就訪談國內石化產業數位化

可能產生與競爭法相關的問題進行討論，最後為政策建議。

二、石化產業的發展、人工智慧應用與競爭現況

我國石化產業於1960年代開始發展，後因塑膠工業起飛，石化業由進口原料加工
的萌芽階段，轉變為下游加工與中上游原料自製的產業發展型態，同時在自由化的趨

勢下逐漸放寬管制，其中，基本原料產業偏向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且呈現台灣中油

公司與台塑石化公司寡占的產業型態，唯因環保工安議題之故，在產能擴充上並不容

易，且中國大陸為我國石化產品的主要出口市場。就範疇而言，石化產業是指以石油

或天然氣為原料來製造化學品的產業
3
，並不包括石油、天然氣、汽油、輕油等原料，

所涵蓋的範疇概指經濟部統計處所定義的化學材料製造業，以及中游的橡、塑膠等

合成原料製造業，國內三大主要石化產品為塑膠、合成纖維以及合成橡膠，如圖1所
示。

就近年來的發展來看，根據經濟部統計處的資料顯示，近十多年來石化產業整體

的生產量指數走勢呈現停滯情況，若以2016年為基期，則2000年至2016年總成長率超
過40%，然而2019年相較2016年呈微幅下跌，至於石化業中的人造纖維製造業則持續
衰退，使得2019年的生產量指數相較於2000年已衰退超過50%，由此可知，石化業迫
切面臨轉型挑戰，如圖2所示，當前國際間持續推動環境永續及節能減碳，對能源密
集型之石化業而言，在營運上將帶來更多挑戰。

2 杜幸峰，「7大工業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競爭與數位經濟』之共識」，公平交易
委員會電子報第134期（2019）。

3 經濟部工業局 石化產業高值化推動專案網站，「石化業定義與範疇」，https://
www.pipo.org.tw/About/about_explain_1，最後瀏覽日期：202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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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經濟部工業局，「綠色創新材料產業2020-2022專業人才需求推估調

查」，經濟部（2019）。

圖1　石化產業上、中、下游範疇及關聯產業

資料來源：本文依據經濟部統計處資料繪製
4
。

圖 2　2000年至2019年之石化產業生產量指數

4 經濟部統計處，「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業別統計」，經濟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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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國內石化業的產業發展政策方面，仍以「石化產業發展綱領」為主軸，透過推

動石化產業轉型高值化，發展綠色創新材料、不增加整體環境負擔，並朝循環永續方

向發展，政府則協助業者在現有的規模下持續精進製程及綠色化，並加深產業的資源

及能源循環化等，推動石化業轉型，其中，數位應用為促進石化業轉型的重要關鍵。

為瞭解石化產業數位化或數位轉型的現況，本研究根據2020年中華經濟研究院對工業
區石化產業的調查

5
，發現數位化層次明顯不同，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以行銷預算配置

的比率最高，而化學原材料及人造纖維製造業、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藥品及醫用化

學製品製造業則都以績效管理/查核為主，其餘如業務開發、客戶關係管理(CRM)、服
務研發/產品開發為轉型重點的比率亦不低，至於石化產業的公司沒有進行數位轉型的
原因，以認為公司沒有數位轉型的需要為主，數位轉型在石化產業仍尚未普遍。

另一方面，參考國際機構對未來數位轉型策略技術之觀點，可從相關趨勢瞭解

或將形塑之產業營運動態或方向，以及後續發展影響，進一步探尋我國石化業是否有

已採用之技術，和可能應用的潛在技術。根據美國資訊科技研究和顧問公司Gartner所
提出未來戰略技術趨勢（見表1），隨著時間經過，有些技術預估持續會對未來產生
影響力，部分技術則除了可能已被普遍應用外，也會因經濟情勢變動而被排除。例如

將企業內部所有可能的事務或流程予以自動化，將是相當重要具影響性的技術與發展

方向，特別是在COVID-19疫情讓人們展開和習慣遠距接觸、遠端作業的型態，更加
速了相關技術的發展與應用（譬如分散式雲端），亦產生有別於疫情前的商業模式；

另一方面，讓員工或消費者可應用沉浸式體驗或全面體驗，處理設備維修作業，和相

關銷售服務，也將是未來整體商業運用的重點。至於區塊鏈在早期的許多小型示範應

用後，目前已逐漸被企業所熟悉，因而就未來的發展上已不完全屬於戰略性技術。然

而，在越來越多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等相關數據分析的方法更廣為應用，消費者意識

到任何行為都已被轉換為數據，並進一步有相關公部門或私人企業在蒐集與運用有關

數據，和資訊安全、隱私相關的議題與技術將逐漸浮現。

5 彭素玲、王素彎與彭佳玲，工業區勞動力需求調查，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委託（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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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Gartner提出之未來戰略技術趨勢

年 2019 2020 2021

項

目

1. 自動化物件
2. 增強分析
3. 人工智慧驅動開發
4. 數位分身
5. 強化邊緣運算
6. 沉浸式體驗
7. 區塊鏈
8. 智慧空間
9. 數位隱私及倫理道德
10. 量子運算

1. 超自動化
2. 多重體驗
3. 民主化
4. 增進人類賦能
5. 透明度與可追溯性
6. 強化邊緣運算
7. 分散式雲端
8. 自動化物件
9. 實用區塊鏈
10. 人工智慧安全性

1. 行為互聯網
2. 全面體驗
3. 隱私強化運算
4. 分散式雲端
5. 隨處操作
6. 網路安全網格
7. 智慧化組合業務
8. AI 工程化
9. 超自動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有鑑於人工智慧和大數據技術在國際間已形成趨勢，自2018年之後國內有部分
大型石化業開始投入相關應用，嘗試於廠區內進行示範案例，中小型的石化業則大抵

觀望領先業者的成效，再據以仿效和運用，例如聯成化學當前並無採用大數據或人工

智慧的經驗，台灣氯乙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台氯）則是在看到台塑集團應用大

數據和人工智慧所發揮的良好成效後，才投入資源展開示範計畫。就相關應用案例方

面，台灣中油於2018年著手研究公司內部數據的應用方向，以關鍵性業務議題整合含
空氣污染、油槽存量、管線等議題以視覺化方式呈現，也和資策會合作展開「大數據

應用案例開發案委託研究計畫」
6
，亦持續進行數位人才育成，且於教育訓練中導入

AR（Angmented Reality, 擴增實境）/VR（Virtual Reality, 虛擬實境）技術，減少移地
訓練的時間與成本，另外在人工智慧、大數據、物聯網之應用上，還有關鍵設備異常

檢測、警報管理系統、偵測揮發性有機物濃度
7
；台塑集團在面臨競爭壓力下，持續

應用人工智慧提高生產效率，並且將現有分散式控制系統（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DCS）蒐集大數據透過AI技術整合數據，建立製程操作模型、最適化操作管理，減少
產品品質波動、提升產值

8
；奇美實業則建立與統整資料庫，將原散落於各廠的數據，

6 黃彥文，「打造巨量資料倉儲系統開啟大數據金鑰」，石油通訊（2018）。
7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2020永續報告書」，取自https://www.cpc.com.tw/News_

EBookList.aspx?n=1504&sms=8980&_CSN=36（2020）。
8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19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取自https://www.fpg.

com.tw/tw/csr/report（2020）；工商時報，「台塑化董事長陳寶郎：數位轉型重
新塑造競爭優勢」，取自https://ctee.com.tw/bookstore/recommendation/377625.htm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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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加裝感測器，以蒐集更多、更好的數據，進而交由AI分析，取代以往人工作業
所產生的耗時和低效率

9
；李長榮化工運用大數據技術於化工原料的價格預測，藉以

精準分析化工產業的營運變數與情勢，也為了強化資訊的應用及管理，積極推動智慧

製造，透過建制平台、視覺化資訊、報表自動化、遠端製程監控等技術運用，達到營

運成本降低的效益
10,11
；南寶樹脂化學工廠股份有限公司自2018年起導入工廠智慧化

能源管理，以看板式管理顯示即時化數據進行電力監控、報表以及異常警報管理。其

後，也以人工智慧科技應用於馬達震動頻譜檢測，預測馬達健康狀態，提早預知異常

狀況
12,13
。

由前述石化業業者推動數位轉型之經驗可知，各企業投入的時間尚短，也因石

化業為連續性生產、已有一定程度地自動化，故現階段以大數據應用、人工智慧及物

聯網為主要技術項目，並從內部管理效能、工廠品質管理及相關預警功能、資訊安全

等，為當前發展的重點，藉由提升企業的運作成效、降低有關成本，縮短產品產出及

交付時間，發揮數位轉型的效益。為進一步瞭解國內石化業之競爭程度，以及運用人

工智慧與大數據是否對於企業營運效率有所助益，探討石化業之市場、結構和績效間

之關係，將運用集中度指標及建立計量模型，研析前述議題。

本文參考產業經濟理論(Tirole, 1998)，以集中度比率(concentration ratio, CR)14
、赫

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erfi ndahl-Hirschman index, HHI)15
衡量競爭狀態。在一個已界定

好的產品市場中，若廠商的數目越多、彼此競爭越激烈，意謂著市場壟斷或集中程度

較低；然而，假若市場內廠商數目不變，但有較大規模廠商的存在，則代表市場的壟

斷程度較高、競爭程度較低
16
。以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公會會員名錄為主，同時

參考石化業上市與上櫃石化業業者，再到各企業之官方網站下載公開之財務報告或年

報資料，且排除位於石化產業鏈下游業者以及無公開資訊者，最後總計約有41家業者
符合研究範圍，並彙整營業收入及研發費用等數據如表2所示。由表中可知，就現階

9 奇美實業，「2019 奇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取自https://ec.chimei.com.tw/apis/
fi lestorage/fi les/display/5fe16d8839f8930487df35b8（2020）。

10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 ESG報告書」（2020）。
11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 ESG報告書」（2021）。
12 南寶樹脂，「2019年度企業社會責任暨永續報告書」（2020）。
13 南寶樹脂，「2020年度企業社會責任暨永續報告書」（2021）。
14 美國經濟學家貝恩，將產業市場結構粗分為寡占型（CR 8≥40%）和競爭型
（CR4<30%或CR8<40%）兩類。其中，視指標為CR4或CR8可將寡占型進一步加以
細分為Ｉ（CR8≥85%或）至V型（30%≤CR4<35%或40≤CR8<45%）。

15 根據美國2010年「水平結合指導原則」，HHI＜1500，屬低度集中市場；1500＜
HHI＜2500，屬中度集中市場；HHI>2500，屬高度集中市場。

16 詹立宇和林惠玲，「產業地理與市場集中度之相關性：台灣製造業之分析」，經
濟研究，第49卷第2期，167-20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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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我國石化業業者之營收而言，因品項、所屬產業位置及產業集團
17
等因素之故，業

者間的營收規模有較大落差，也影響其研發費用之投入金額。

例如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中油）於2020年之營收約為7,217億元
新臺幣，研發費用僅約15.2億元新臺幣，研發費用占營收比重僅0.21%，占比雖低，
但若以絕對金額而言，台灣中油的研發費用已為最高，然而若就台塑集團整體來看，

2020年之研發費用總計為35.94億元係高於台灣中油，惟相較集團營收，此一比率仍
低。另一方面，各企業的研發費用占營收比重大多低於1%，部分石化業業者更無投資
源於研究發展，至於國際中橡、勝一化工、長興材料、日勝化工、展宇科技材料、雙

鍵化工和南寶樹脂化學工廠，為研發費用占營收比重較高的公司，只是從絕對金額來

看依舊低於台灣中油、台塑集團等。

此外，若以CR4、CR8和HHI指標而言，石化產業之CR4和CR8分別高於60與80，
HHI則在1000之上，可知我國石化產業的集中程度明顯，產業中大抵以台灣中油、台
塑集團為領先群，其後為奇美實業、長春集團等，雖然中小型業者較多讓整體市場為

低度集中市場，只是產業中仍有少數規模較大的業者。

表 2　國內主要石化業業者之營收及研發費用

單位：百萬元

公司
營收 研發費用

108年度 109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014,108 721,701 1,595 1,515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6,843 49,561 188 154
中國人造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30,816 35,732 0 0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9,624 17,583 402 442
國際中橡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2,271 17,106 590 613
台達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7,672 15,498 25 21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253,295 253,295 667 735
台橡股份有限公司 28,911 24,024 390 351
台灣苯乙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2,219 8,113 21 6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7,849 185,813 1,246 1,068
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 55,657 50,201 416 363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984 2,796 16 15
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35,754 117,226 1,054 958
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107,249 99,359 401 370
亞洲聚合股份有限公司 6,791 5,704 5 5

17 長春樹脂、長春石化和大連化工為長春集團；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為
台塑集團；亞東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東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為遠東集團；聯成化
學則屬聯華神通集團。



石化產業數位化發展現況與競爭規範探討 9

單位：百萬元

公司
營收 研發費用

108年度 109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和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797 8,482 50 63
和桐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27,460 25,849 93 67
東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22,341 18,763 161 150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86,303 273,354 1,238 1,255
南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2,392 14,403 92 113
國喬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20,468 16,576 33 30
聯成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2,715 51,867 31 26
磐亞股份有限公司 1,711 1,458 22 23
三福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936 3,819 27 41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646,023 415,282 483 536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 108,274 100,922 458 431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508 7,778 166 202
東鹼股份有限公司 4,343 4,035 0 0
國泰化工 593 476 0 0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0,363 38,370 1,368 1,385
三晃股份有限公司 3,244 2,753 56 54
台灣肥料公司 12,891 10,170 67 67
中鋼碳素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7,542 5,364 122 131
台硝股份有限公司 1,901 1,746 9 7
元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588 7,073 0 0
臺灣中華化學工業(股)公司 2,315 1,773 39 25
日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175 2,363 79 70
展宇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614 1,381 32 31
國精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4,293 3,823 52 50
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497 2,633 73 59
南寶樹脂化學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17,114 15,551 446 500
合計 3,301,445 2,639,775 12,216 11,934

CR4 66.63 63.02
CR8 83.57 82.09
HHI 1,052.79 1,016.19

註：1.  行業集中度指數CR4（CR8）指，該分類當中的前四（八）大業者的營業收入除以產業

的總營業收入。

2. HHI指，計算該分類當中各業者的市場份額，取平方值後乘以1000再加總。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在探討石化產業之SCP理論實證研究方面，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生產函數部分
以員工人數、總資產和油價為解釋變數，原因在於生產要素投入對營收有直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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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因石化業之營收受原油價格變動影響甚大，故於模型中亦參採國內進口原油平均價

格探討此一影響。至於在效率項方程式中，為瞭解人工智慧、大數據等相關數位技術

之應用，是否對於石化業效率會產生影響，考量國內石化業者可能會以現有人力進行

編組，推動相關專案計畫，因而未公布或統計金額，故此部分以石化業者運用有關技

術開發之累計專案數量為衡量變數，同時因研究發展應有助於效率提升，在方程式中

亦將此因素納入，並且以市場份額、市場集中度（HHI指標）為市場力的衡量指標，
同時納入相關財務指標（例如總資產週轉率、營運資金週轉率等）。在資料期間上，

考量石化業者大多自2018年後才較為積極地推動人工智慧、大數據之應用，因此在期
間的選擇上僅取2019年和2020年。

茲建立模型方程式如下，以及彙整模型中相關變數說明和預期符號於表3中，各
變數之敘述統計如表4所示。

其中，i由1、2、3至41， 表示第i個決策單位在t時點的實際營收， 及

表示第i個決策單位在t時點的之員工人數與總資產， 為當年度平均進口

油價， 表示截距項， 表示待估計之係數，表示組合性誤差項，包含隨機誤差項

則和技術無效率誤差項 ， 為隨機誤差項，假設符合對稱性常態分配，即

； 為非負的技術無效率誤差項，且在 特性未知的情況下，假

設符合半常態分配，即 ，並與 相互獨立且組合性誤差項的變異

數 即為隨機誤差項之變異數 與技術無效率誤差項之變異數 的加總，即

，而 則代表無效率因素在組合性誤差項中的重要程度。

於結構 -行為 -績效方程式中， 為效率項，則預期會受到 、 、

、 和 之影響， 為截距項， 表示待估計之係數。本

研究以最大概似估計法求解，估計隨機邊界生產函數及結構-行為-績效方程式，結果
如表5所示。

首先根據表4可知，石化產業中的營收規模差異甚大，最高業者的營收數倍於最
小者，且從公司總資產與員工人數而言，亦能得知各企業間的量體差異，即大者相

當大、小者相當小，此也反應出企業的市場份額數值，最小者約為0.04%，最大者則
為17.32%。再從研發費用來看，石化產業中有業者未編列研發費用，編列最多的企
業則投入約新臺幣16億元，至於在應用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技術之累計專案數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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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更是多數企業並未投入此一領域，大致上僅有台灣中油、台塑集團、長春集團、

遠東集團、李長榮化工、奇美實業等產業中的領導企業相對較為重視。至於在財務

指標方面，石化產業中的總資產週轉率和營運資金週轉率之平均值，分別為4.98%、
286.85%。

表 3　模型變數說明

變數 說明 預期符號

隨機邊界生產函數（被解釋變數：營收）

員工人數（Labor）
依據經濟理論，生產要素投入越多則產出會

越高。
正向

總資產（TAsset）
依據經濟理論，生產要素投入越多則產出會

越高。
正向

進口油價（Po）
石化業之營收受油價變動影響大，油價高

(低)有助(不利)營收。
正向

結構-行為-績效方程式（被解釋變數：效率）

市場份額（S）
定義為企業營業收入除以產業總營收。根據

文獻探討，市場的競爭程度對效率影響結果

並無一致結論。

不一定

集中度指標（HHI）
根據傳統SCP理論，市場集中度和效率呈正
相關，因為大型廠商可能有勾結或寡占情

形。

正向

研發費用（R&D）
根據理論和相關實證研究，研發支出有助於

企業效率提升。
正向

應用人工智慧與大數

據技術之累計專案數

量（AIQuantity）

運用相關數位技術開發之專案，應有助於企

業提升效率。
正向

總資產週轉率

（TAE）

定義為「營業收入/資產總額」衡量企業總資
產運用效能及總資產投資之適度性，就資金

運用觀點而言，週轉次數愈高愈佳。

正向

營運資金週轉率

（WCTurnover）

定義為「營業收入/(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代表企業之經營效能，就資金運用觀點而

言，若數值越高表示效能越佳。

正向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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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變數之敘述統計

單位：仟元；人；%；件
變數 觀察值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營收 82 72,500,000 164,000,000 475,644 1,010,000,000 
總資產 82 114,000,000 206,000,000 1,880,485 802,000,000 
員工人數 82 2,632.62 5,481.86 88.00 32,271.00 
市場份額 82 2.44 4.42 0.04 17.32 
HHI 82 1,034.49 18.41 1,016.19 1,052.79 
進口油價 82 66.98 3.35 63.66 70.31 
AIQuantity 82 8.83 25.85 0.00 156.00 
研發費用 82 294,508.80 415,174.70 0.00 1,595,315.00 
總資產週轉率 82 4.98 4.74 -6.70 25.12 
營運資金週轉率 82 286.85 865.02 -2,934.57 5,906.22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畫彙整。

再由表5生產函數之估計結果顯示，員工人數、總資產及進口油價的係數符號
皆符合預期，均為正值且相當顯著，表示當員工人數投入越多與隨著總資產成長，

有助於企業營收提高，在其他情況不變之下，當員工人數增加1%，預期營收增幅為
0.28%，假使為總資產成長1%，預估營收增幅為0.725%，至於石化業屬景氣循環產
業，營收易隨油價變動，進口油價越高代表著國際原油價格越高，在營收與油價呈現

正向關連下，則石化業平均而言的營收也會較高。

其次由結構-行為-績效函數的係數估計結果而言，在6個變數中主要以市場份額及
研發費用在顯著水準1%下達顯著標準，且數值皆為正，隱含廠商的市場占有率越高，
與投入的研發費用越高時，對廠商的效率提升有正向助益，至於集中度指標之係數雖

為正但在10%的顯著水準下不具顯著性。其中，市場占有率越高通常伴隨著較佳的獲
利，也有相對較多資源投入於促進效率提升，同時在石化產業屬低度集中市場，仍有

一定的競爭程度，在市場較為競爭下也會帶動廠商增加效率，亦即可能會讓廠商有誘

因降低成本、調降市場價格來提高市場占有率，在減少成本的過程即會讓企業改善效

率，也由於集中度指標不顯著，因此在實證上較為支持效率結構假說，而非傳統SCP
理論中所提，係因產業過於集中而促成較高的效率和績效。

另一方面，隨著企業投入於研究發展的資源越多，效率也會越高，進而對營運

績效有所助益，雖然AIQuantity之係數估計結果並不顯著，然而在人工智慧與大數
據技術之投入也間接代表著和研究發展有所關連，因此即使AIQuantity係數未達顯
著標準，但是仍不能忽略企業在此一領域發展能對效率提升帶來之潛在益處。至於

AIQuantity係數不具顯著性之原因可能包含(1)產業發展僅為初期，且多數企業並未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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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此項領域；(2)石化業受原料成本影響較高，投入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所能帶來的效率
改善程度有限。此外，就估計結果顯示，總資產週轉率及營運資金週轉率均未達顯著

性，表示總資產週轉率和營運資金週轉率之高低，並不影響廠商效率。

表 5　石化業隨機邊界函數估計結果

解釋變數
係數

（標準誤）

生產函數（被解釋變數：營收）

Ln（員工人數）
0.2797***
(0.0923)

Ln（總資產）
0.725***
(0.0763)

Ln（進口油價）
1.831***
(0.2067)

常數
-4.3275***

(1.3046)
結構-行為-績效函數（被解釋變數：效率性）

市場份額
0.2036***

(0.038)

集中度指標
0.0033

(0.0024)

研發費用
0.4723***
(0.0924)

AIQuantity
-0.0002
(0.0031)

總資產週轉率
0.0006

(0.0144)

營運資金週轉率
0.0000

(0.0001)

常數
8.2696***
(2.6024)

最大概似估計(H0: γ=0)
P-value 0.0000***

說明：***、**、*分別表示在1%、5%、10%的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畫估算。

綜言之，國內石化業雖為低度集中市場，但仍由少部分大型企業主導產業發展，

且廠商獲利與市場結構間呈正向關係，代表國內石化產業的市場占有率越高確實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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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隱含能用相對較少投入產生較高產出的廠商，會傾向持續降低成本、調降售價

來提高市場占有率，以進一步提升效率，所以國內石化業的市場競爭較符合效率結構

假說。

三、產業數位化可能衍生的競爭議題

數位轉型不但可能改變產業的競爭型態或結構，也可能對國際競爭或產業分工產

生影響。驅動石化業數位化的因素多來自成本與公安的考量，尤其在價格競爭激烈的

時代，透過收集、存儲、分析和連接龐大的數據量，可以提供決策者對業務及投資計

劃的判斷能力，使得營運更有效率。目前國外石化廠數位化的發展方向，主要為人工

智慧工廠、區塊鏈、機器人、虛擬實境、3D列印、數據湖、數位行銷管理等，以達到
管理層面營運優化、提升產業競爭力或創新的目的，國內石化廠未來應該也會朝此方

向努力。在各項數位轉型的過程，可能與競爭法有關的議題主要在數位創新、大數據

或演算法等方面的科技應用。

(一) 數位創新與競爭法(一) 數位創新與競爭法
創新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引擎，是國家經濟繁榮成長與就業機會的來源，而且對

企業的發展演扮演重要的角色。相較於價格競爭，創新在過去競爭法中發揮的作用較

小，然而創新驅動行業的研發活動，企業在競爭評估時會被納入考慮。近年來，互聯

網的創新潛力更是經常被作為討論主題，特別是涉及數位經濟的情況下，因此，德國

的限制競爭法第9次修正（德國競爭法，GWB）就明確將創新驅動的競爭壓力，作為
評估市場力量的原則之一。另一方面，結合管制的審查門檻也為了保護創新驅動的競

爭，使數位經濟成為這兩項修正案的重點
18
。可見數位創新已經成為競爭法主管機關

關注的焦點。

數位創新使現存企業利用剝奪創新者在市場上創新產品的能力或封存創新者產品

以保護其現有地位，競爭政策有必要介入，所以在進行結合評估時，Federico, Morton 
& Shapiro（2020）認為競爭法主管機關的水平結合評估標準為：結合可能顯著減少
競爭，則該結合就應被視為反競爭。在評估創新對結合的影響時，主管機關應該同時

考慮業務竊取效應（business-stealing effects）（價格上漲）與創新協同效益（增加研
發、技術轉讓、開發更有效率），並應輔以實證資料，以避免單獨考慮單邊價格效應

（內部化基於降價的業務竊取）或單邊創新效果（基於創新的業務竊取內部化）通常

只得出損害消費者減少創新和提高價格的結論，而實際上價格與創新移轉效果的內部

化不必然會導致消費者剩餘減少，也不一定結合就會降低創新誘因。因此，德國《競

爭法4.0委員會》建議目前還沒有必要修改《結合管制條例》的門檻。
18 Bundeskartellamt, Innovations – challenges for competition law practice, Series of papers 

o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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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2017）也認為競爭法的原則與分析方法，在顛覆式創新之下，仍然可以
適用，不過，對於市場界定包括競爭者的市場結構與競爭效率都應該再行檢視，競

爭法的分析重點應放在現存企業是否對潛在顛覆創新者採取防止反競爭的行為。

Bundeskartellamt（2017）則認為在數位經濟中，考慮創新對結合、濫用市場優勢或卡
特爾（caterl）應個案審查。
(二) 大數據與競爭法(二) 大數據與競爭法

隨著數位化的普遍，數據與競爭法執法相關性的問題也逐漸衍生出來，其中關於

數據是否影響市場界定的問題，在討論競爭法時首先被提出來。在現行的競爭法標準

之下，正確的市場界定需要有明確產品或服務的供需關係。由於用戶的數據僅形成中

間產品，不出售或交易，無需求和供給存在，因此無法評估數據的可替代性且無法識

別相關市場。邱映曦（2019）認為從資料本身是否為交易標的加以區分，資料為交易
標的，已具備市場性，可以直接就其商品/服務提供之內涵與範圍明確劃定，利用適當
的市場界定工具進行產品市場的界定；資料非為交易標的者，就目前競爭法的執法而

言，尚未市場化成為獨立商品/服務的資料，並不在個案市場界定評估的範圍內，惟資
料所具有的競爭價值，在數位時代更為重要，或可針對資料進行市場界定，以發掘出

需要該特別資產之既存或潛在市場。宋皇志（2020）則歸納大數據的相關市場可區分
成大數據蒐集市場、大數據儲存市場及大數據分析市場，分別代表大數據於蒐集、儲

存與分析等三階段之相關市場。對於大數據蒐集市場（或大數據交易市場）而言，應

與傳統競爭法的商品市場無異；大數據儲存市場主要提供數據儲存服務，如雲端儲存

服務市場，自有其市場存在；大數據分析市場則可依據數據分析的不同應用場景區分

成不同的子市場，例如電子商務市場、網路廣告市場等。

企業根據大數據或許能提出產品創新、提高生產流程的效率、預測市場趨勢、改

進決策並強化對消費者的服務，為企業帶來了實質性的創新和效率提升，不過，控制

大數據並不一定會帶來市場力的提升，因為某些市場競爭激烈，即使是小企業也可以

透過不同的管道收集到各種數據。此外，數據也會面臨效益遞減的現象，唯有當數據

分析和良好的演算法預測結合使用時，數據才能產生最好的價值，不過，這需要大量

投資於硬體、軟體和專業人才。即使數據在數位市場的競爭策略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使得現有企業可以在多種產品之間激烈競爭，但潛在的競爭者仍會提出創新的想法，

對現有市場帶來動態的競爭壓力。

OECD評估競爭法對大數據的影響，認為運用大數據或交叉引用多個數據資料庫
的能力，雖然不一定帶來優勢地位，不過，因為透過直接和間接的網絡效應，運用大

數據的公司仍可對不同價格彈性的消費者提供不同的服務，以提高服務品質，從而即

時回應消費者需求，比潛在競爭者更容易掌握競爭優勢，因此仍應將大數據視為競爭

分析的一部份。在審查結合與濫用排他性案件中，因為企業可以將數據視為可強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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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力、鎖住（lock-in）消費者，並且提高市場進入障礙的排他性投入要素或資產，
因此，應該考慮大數據優勢的影響。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考慮因為掌握資料優

勢產生的封鎖風險，並據此設計補救措施
19
。

(三) 演算法與競爭法(三) 演算法與競爭法
Descamps, Klein & Shier(2021)認為演算法對企業及其消費者至少帶來5種雙贏結

果，CMA（2018）則將演算法分為供給面效率與需求面效率，綜合來看，演算法對供
給面的效率包括改進現有產品、降低成本、發現最適價格、降低進入門檻，對需求面

的效率則有降低搜尋成本、加速選擇決策。他們也認為演算法可能對消費者產生個別

化訂價、資訊呈現方式安排的直接傷害，並可能產生對待自己的服務比對競爭對手更

為優渥的自我偏好（self-preferencing）行為，而出現排他行為。
另一方面，勾結在數位時代仍是重要議題。明示勾結（explicit collusion，亦稱

顯性勾結）係競爭者間經由意思聯絡（communication），而明示地達成協議或合意
（agreement），且就共同價格或產量操縱（price fixing）等勾結，不論是否因而行為
一致、或有無產生反競爭效果，僅須達成協議或合意，即足認定違法，亦即各國通常

對之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或目的性限制競爭（restriction by object）之嚴厲審查模
式，惟有時亦可能如歐盟競爭法設有一定安全港（safe harbor）制度20

。

然而緘默勾結（tacit collusion / conscious parallelism，亦稱隱性勾結、有意識的平
行行為）在競爭者間並無任何意思聯絡、協議或合意，惟意識到彼此之利潤與決策具

有相互依存關係（recognizing their mutual interdependence），遂沉默地相互協調，並
共同提高價格。此際，每一事業均係獨立、分別地實行利己的利潤最大化策略，卻仍

形成了「彷彿存在協議或合意」的不競爭結果
21
。相較於明示勾結受到競爭法的強烈

譴責，而通常不問其對市場產生之實際影響，即逕行認定違法，緘默勾結之違法性認

定較為模糊，且競爭法主管機關在舉證時亦將面臨更多困難。

(四) 數位勾結與競爭法(四) 數位勾結與競爭法
在數位時代，企業經由綜合運用大數據、演算法與人工智慧所形成的新型態的

19 OECD, Big Data: Bringing Competition Policy to the Digital Era(2016).
20 除目的性限制競爭外，若勾結之全體事業，其市占率合計不逾10％，即視為其勾
結不構成對競爭的顯著限制（appreciably restrict competition），亦即不適用歐盟運
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101條第1項規定對水平
協議（horizontal agreements）之禁止；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Notice 
on agreements of minor importance which do not appreciably restrict competition under 
Article 101(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De Minimis 
Notice), 2014/C 291 O.J. 1, para. 8.

21 陳和全、陳志民，演算法與聯合行為等重大限制競爭議題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
會委託研究報告，83-84（2019）。



石化產業數位化發展現況與競爭規範探討 17

「數位勾結」（digital cartel/collusion），值得、亦必須由執法機關給予持續性的高度
關注。影響數位勾結的因素包括事業之數量、市場之進入障礙、市場透明度、事業間

之互動頻率、需求面波動、供給面變動、小型競爭者或買方的反制力量、提升事業內

部訊息之隱密性、增進供需雙方之效率等，演算法一方面可強化供給方的決策效能與

資源配置、賦予需求方足以與大型事業抗衡的反制力量，在需求面波動與供給面變動

等競爭要素中更可加速勾結之崩解；另一方面，演算法在事業的數量、市場透明度與

事業的互動頻率等競爭要素中，又將促進競爭關係事業間的勾結。在進入障礙此一要

素中，其對市場競爭與勾結之影響甚至無法輕易斷定。

由於大數據、演算法與人工智慧在當下與未來均將成為市場競爭的核心要角，事

業在商業戰場中進退應對的良伴，惟數位科技不僅改變了競爭的樣貌，也改變了勾結

的本質。在市場幾乎完全透明，事業的行為與決策逐漸趨於一致的數位市場環境中，

演算法可能違反競爭法的態樣，根據Ezrachi & Stucke(2017)的分類，數位勾結依科技
含量多寡可區分為信使、輪軸與輪幅、可預測的代理人、數位之眼。若演算法扮演

「信使」角色，則勾結之形成與規劃仍係由人類為之，故協議、合意與意圖等涉及人

類主觀思想的法律概念仍可應用；若競爭者間就相同或類似演算法或數據集之使用，

使演算法扮演類似「輪軸」角色，則除了考慮演算法的運算機制是否在於扭曲市場競

爭外，亦應考量競爭者間有無採用相同或類似演算法或數據集的認知與共識，依個案

情形不同，而分別有「當然違法」與「合理原則」的可能。

若產業全體就類似演算機制普遍使用，導致事業間在全無溝通的前提下，不約

而同地提高價格，或就交易條件為不利於消費者之變更，形成「可預測的代理人」式

「緘默勾結」，Ezrachi & Stucke（2017）認為，假如事業明知其採用的演算法與競
爭者類似，且將導致競爭受到減損，或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則仍有機會受競爭法規

範；對於科技含量最高的數位之眼（或Descamps, Klein ＆ Shier（2021）所指的自主
演算法勾結），由於演算法係自動、自主地與他事業或其演算法勾結，此時並不存在

人類間的協議或合意，事業將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與其競爭者形成緘默勾結。就現

行的競爭法思維下，欠缺協議、合意與反競爭意圖的緘默勾結並不違法，惟或可觀察

限制競爭之運算結果是否為演算法最初之設計目的，或為演算法設計者或使用者所能

預見，作為評估責任歸屬的依據
22
。

四、石化產業數位化與競爭法

數位化主要目的在於跟隨產業發展趨勢，維持或提升競爭力，雖然國內石化產業

的數位化程度高於製造業的平均水準，惟各石化業數位轉型的重點不同，且多數仍認

22 Ariel Ezrachi & Maurice E. Stucke,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 Collusion: When Computers 
Inhibit Competition, 2017 U. ILL. L. REV. 1775, 178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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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司沒有數位轉型的需要，可見數位轉型在石化產業仍尚未普遍。就本研究對已進

行數位化的石化產業訪談結果來看，發現在數位化主要倚賴大數據、演算法、自主學

習、人工智能等尖端技術的綜合運用，在技術創新或經營模式創新方面則相對為少，

因此，本研究從與大數據、演算法有關的數位化發展，可能衍生的競爭議題加以探

討。

從訪談結果發現多數廠商主要從國外期刊雜誌得知同業之設備、產能等相關資

訊，部分廠商反映目前並無資訊交換或建置同一數據集之可能，資訊分享僅限於所屬

的集團內部，且僅涉及技術之分享與成果展示，並未與同業有所交流，亦不及於價

格、庫存與產能等重要銷售數據，故我國石化業者間目前應無交流價格、庫存與產量

等敏感商業資訊，短期內尚無以數據集作為勾結輪軸之疑慮。惟隨著業者對大數據與

演算法等數位科技的應用進一步熟稔，未來或可能出現同業間數據交流或建構共同數

據集，而有新型態「數位勾結」之可能，競爭法主管機關仍應持續關注。

以下就水平限制競爭與垂直限制競爭的方向加以探討。

(一)  石化產業數位化與水平限制競爭(一)  石化產業數位化與水平限制競爭
根據Ezrachi & Stucke（2017）的分類，數位勾結依科技含量多寡可能區分為「信

使」、「輪軸與輪幅」、「可預測的代理人」、「數位之眼」。競爭法對於事業是否

勾結，均講求包含勾結同夥間顯然具有共識或溝通之證明，而由該共識或溝通促成勾

結的達成、監視或制約。惟若涉及演算法，縱係明示勾結，亦未必有直接之意思聯

絡，故其舉證可能面臨阻礙。如係以演算法作為勾結之中介或核心，而由演算法完成

全部或大部分的勾結事務，此時問題已非單純之舉證難易，更涉及協議與合意等概念

之適用與否，而將對競爭法帶來更大的衝擊
23
。

而演算法提供了3個面向的功能，從而促進緘默勾結：（1）使競爭者彼此間之策
略更為透明、穩定；（2）瞬時鎖定具有威脅性的潛在競爭者，快速消滅將威脅扼殺
於萌芽中；（3）充當溝通工具，免去競爭者間高風險的明示意思聯絡。因此，演算
法可快速、精準地偵測市場變化，並排除一切不理性因素，降低勾結同盟因錯誤決策

瓦解的可能性，故在緘默勾結之形成、穩固與執行上，其效率當然遠勝人類
24
。

以下針對數位勾結所面臨舉證困難與欠缺協議、合意與意思聯絡等主觀要素證據

的可能作法，加以探討。

1. 克服數位勾結舉證困境的可能作法
為克服演算法產生勾結行為的舉證困境，若演算法係扮演「信使」或「輪軸」角

色，則短期內可採舉證責任倒置方式，要求涉案之事業證明其並無意思聯絡或協議、

合意作為權宜之計，然競爭法主管機關長期仍應儘速建立對演算法與數位勾結的全面

23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21，85、155。
24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2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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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以免涉案事業因舉證責任轉換而過度承受訴訟上之不利。若演算法所扮演的角

色為「可預測的代理人」或「數位之眼」，則可從反競爭意圖的角度出發，解構其演

算法的運算邏輯是否在於限制競爭，或找尋其他可證明事業具有反競爭意圖或「獎懲

機制」的證據，如事業內部之郵件往來或文書記錄，證明演算法的設計目的在於限制

競爭，或事業就「演算法之自主運作或學習，將產生勾結或限制競爭之結果」有所認

知，或形成具有關鍵重要性獎懲機制等方式處理。

2. 對於欠缺協議、合意與意思聯絡等主觀要素的可能作法
演算法的廣泛應用，已使緘默勾結從寡占市場拓展至非寡占市場也可能出現，惟

因數位化促進的緘默勾結，使得事業間共識與意思聯絡的證據欠缺，並透過其自動化

作成最適的競爭決策，進一步促進緘默勾結的隱密性，也使主管機關執法所需的事業

間之協議、合意或意思聯絡證明的主觀要件難以取得，目前可能的作法，包括：

（1）從結果導向以促進勾結的角度出發
若特定演算法之應用促成勾結的形成，或導致競爭受到法所不樂見的重大限制，

儘管未能證明協議等主觀要件，仍可觸發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干預，而擺脫人類意志之

束縛，維持市場競爭之活化
25
。

（2）在「可預測的代理人」的情況下酌為應用公平交易法第25條
若競爭法主管機關能證明，被告採用演算法之動機在於獲得反競爭結果、或被告

意識到其行為可能產生反競爭結果，即得認定數位勾結違法。對應至我國法，即為公

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5條規定，或可由公平交易委員會酌為應用26
。然而，顯

失公平途徑僅能適用於「可預測的代理人」，而不及於「數位之眼」，蓋此途徑之適

用以被告有反競爭動機或意圖為前提，惟在「數位之眼下」，意圖的概念已然不再存

在
27
。至於「信使」與「輪軸」，由於其仍存在人類間之共識，而可逕行適用既有的

傳統競爭法工具，故無適用顯失公平途徑之必要。

（3）尋找反競爭責任之歸屬
反競爭責任之歸屬除了找尋設計演算法之目的或動機外，亦須就演算法之程式碼

進行解析，以瞭解其運算邏輯、目標、活動範圍、獎懲機制之有無，以及勾結是否是

自然產生的結果。不過，Ezrachi ＆Stucke（2017）質疑人類真能從中找出與責任歸屬
之界定具有直接關聯性的證據

28
。

（4）事前防堵與事後究責之利弊與選擇
併用事前要求事業提供演算法的相關資訊，與事後以調查權要求事業揭露其演

25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21，190。
26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21，197。
27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at 1795.
28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at 18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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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相關資訊，以確定演算法是否導致市場過度透明或勾結。其中事前預防的方向

包括課予介入與防止義務、著重於演算法的透明度與可歸責性，課予申報義務、執行

先期補救措施、要求事業公開其向演算法輸入之數據
29
、要求開發者在設計演算法時

忽略商業敏感訊息、要求或提供訓練，並可配合寬恕政策或刑罰，強化事業自律之動

機
30
、事先進行產業結構調查。至於事後究責則是競爭法主管機關以其調查權，要求

事業揭露其演算法之相關資訊，以確定演算法是否導致市場過度透明或勾結，進而對

演算法之競爭效果進行評估。

由於事前預防面臨的挑戰較小，卻有成本較高之劣勢，事後究責雖成本較低，卻

必須解決演算法帶給傳統競爭法的衝擊，二者均有不同的困境
31
。因此，最佳的解決

方案應是考量成效與成本，適度地併用二者。

（5）靜態與動態檢測法視需要搭配使用
靜態檢測法（static testing）檢閱重點在於，程式碼中是否包含與競爭者間之協

調？若無，則無勾結之疑慮。動態檢測法（dynamic testing）亦即以大量的數據實驗
性、模擬性地「餵食」演算法，並記錄其在各種情況下作成之決策，從中觀察演算法

是否促成勾結。與事前、事後執法之選擇類似，靜態與動態檢測法各有其利弊。前者

雖無須以大量的人力與金錢為代價，卻有著程式碼解析難度極高之劣勢。後者雖難度

較低，而僅須輸入數據，並觀察結果即可，卻有成本高昂與時效性短的弊端。從而，

究竟選擇何者或併用，須謹慎權衡。

（6）數位化執法，以提升執法效率與成效
為了因應數位市場環境對競爭法的衝擊，並提升執法者瞭解、解析、進而評估演

算法之競爭效果之能力，競爭法主管機關必須具備資訊科技專業，而不僅是經濟與法

學知識。為此，執法者必須延攬科技專業人才，並培訓機關內部對演算法之熟悉，甚

至與外部技術專家合作
32
。

（7）區分演算法勾結的發生階段，以判斷人類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若勾結之形成、執行與穩固涉及演算法，則宜區分各該情形係發生於演算法之初

始階段（即設計演算法之階段）或實行階段（implementation phase），將勾結之整體
「生命週期」均納入考量，以避免消極錯誤（false negative）33

。

（8）掌握事實認定的基準點
演算法的改變可能係開發者在演算法開始運算後，中途對其程式碼進行修改，亦

29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 at 1799.
30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21，191、200。
31 See id.
32 同前註，187-188。
33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 at 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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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演算法基於自主學習，而自我優化。前者，應以最新版本為認定事實之基礎、

或以勾結發生當時之版本為準，抑或以不存在演算法的假想世界為對照
34
？若演算法

之變動係出於其自主學習與自我優化，此際人類已無從得知演算法的具體運算過程，

如何掌握事實認定的基礎時點，甚為關鍵。

（9）限制演算法的速度不一定可完全改善勾結問題
若立法者或競爭法主管機關以政策限制演算法之運算速度，即演算法雖仍可持續

監控市場變化與競爭者的策略變更，惟其須待一定時間延遲經過後，方能提高或降低

價格，似乎有助於勾結之瓦解。然而，此種方式將面臨政治問題—事業很快便會向政

府抱怨其降價或折扣受到政策的阻礙
35
。若政府允許價格即時降低，而僅對價格之提

升施以時間延遲，仍可能受到演算法的操弄，不但未向破壞勾結的背叛者與消費者提

供幫助，反而助長了勾結的懲罰機制，使不遵從勾結策略之背叛者受到價格戰爭之懲

罰，從而促進勾結
36
。因此，不一定可以完全改善勾結問題。

(二) 石化產業數位化與垂直限制競爭(二) 石化產業數位化與垂直限制競爭
我國石化產業多以石化原料供應事業為中心廠，提供下游衛星廠加工製成最終

產品，形成中衛體系，上下游間具有合作關係，與垂直整合具有相類似功能，彼此間

具有經濟利害關係上之一體性。由於中衛體系係由垂直關係之事業組成，且其訂價能

力、提昇市場進入障礙與壓迫競爭者之能力，可能優於其他非中衛體系之事業，公平

法主管機關應就此加以注意。

就結合之管制而言，石化產業的中衛制度與一般事業並無不同，其垂直整合如符

合第11條規定之要件，且無第12條規定之情形，即應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報，否則即
與公平法有違；就垂直交易限制而言，若石化業中心廠為了確保銷售數量，可能要求

下游衛星廠僅得向其採購零組件、原物料等中間原料，以鞏固中衛體系內部供需關係

之穩定而發生獨家採購，或中心廠在供需契約中限制衛星廠選擇交易相對人之自由，

或以拒買、斷絕供應等制裁手段，迫使衛星廠不得與中心廠之競爭者交易，且其限制

或制裁欠缺商業上的正當化基礎，而產生獨家交易，或中心廠利用其中間原料之供應

地位，而以搭售的方式，強制衛星廠同時購買其所生產其他較不具市場優勢之產品，

或限制衛星廠不得轉售其所供應之中間原料，則都可能違反公平法第20條規定，自應
以公平法論之。

就濫用獨占地位而言，若石化業的中心廠已達公平法獨占事業標準，且對衛星廠

所為足以阻礙競爭者進入市場之獨家交易、價格剝削，以及拒買或斷絕供應等制裁衛

星廠之手段，如無商業上之正當事由，即可能構成濫用獨占地位之情事。此外，若石

34 Id. at 1805.
35 Id.
3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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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業中心廠以較高價格向衛星廠採購零組件、或以較低價格向衛星廠供應原物料，而

對中衛體系外之事業適用較苛刻的交易條件，或就體系內的多家衛星廠，出於獎懲之

目的或產銷策略之考量，而就相同或性質相類似的交易適用不同的交易條件，且欠缺

商業上的正當事由者，其差別待遇即有可能構成公平法第10條第2款規定的濫用獨占
地位之虞。

(三)  石化產業數位化之資訊服務提供者可能的反競爭行為(三)  石化產業數位化之資訊服務提供者可能的反競爭行為
根據訪談結果得知，石化業數位化多無法自行蒐集相關資料，必須委託第三方資

訊服務提供者協助，假設第三方提供的數據為石化業者進入市場或市場競爭所必需，

第三方即掌握了數位化所不可或缺的數據，屬於關鍵投入要素，符合關鍵設施理論，

可能須進一步審視有無拒絕交易或差別取價的行為，視第三方資訊服務提供者擁有的

相對市場優勢地位的強弱，仍然可能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2款、第5款，或是構成第25
條所禁止的顯失公平行為。

除了第三方資訊服務提供者可能濫用優勢地位之外，石化產業的數位化也可能透

過併購或與數位顧問公司合資設立公司，以搶得先機。當參與結合的事業與石化業者

具有上游關係時，則必須考量結合後其他競爭者選擇交易相對人之可能性、非參與結

合事業進入相關市場之困難度、參與結合事業於相關市場濫用市場力量之可能性、增

加競爭對手成本之可能性、導致聯合行為之可能性及其他可能造成市場封鎖效果的因

素，以評估該結合的限制競爭效果。

另外，若數位顧問公司或資訊公司提供石化業者服務，亦為該市場的領導者，而

石化業者必須依靠該公司軟體或服務來優化其生產流程，並管理其供應鏈，以進行數

位化，當數位顧問公司或資訊公司間發生結合時，亦為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執法焦點。

五、結論與建議

資訊科技的不斷演進，帶動產業生產與服務模式進化，其中在製造部分已經發展

到數位化、智能化製造階段，以快速反應或預測市場需求。不但各國政府大力發展，

我國也陸續推出相應的政策，協助產業升級轉型，以建構完善的產業生態體系，優化

產業結構與提升產業競爭力。一向被視為傳統產業的石化產業，也已經開始進行數位

化轉型，惟石化產業數位化的轉型過程，除了對整體石化產業結構有所影響外，也可

能因數位化採取不同的策略，就文獻來看，產業數位化不但可能改變產業的競爭型態

或結構，也可能對國際競爭或產業分工產生影響，並可能形成新的競爭議題。

就我國石化產業來看，目前多數僅領導廠商導入數位化資源，中小型企業主要採

跟隨策略，另一方面，本研究實證研究發現，廠商獲利與市場結構間呈正向關係，代

表國內石化產業的市場占有率越高確實更有效率，隱含能用相對較少投入產生較高產

出的廠商，會傾向持續降低成本、調降售價來提高市場占有率，以進一步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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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國內石化業的市場競爭較符合效率結構假說。不過，因為石化產業廠商導入人工

智慧與大數據尚處初期階段，相關成果還未顯現，故大體上未對企業效率與市場競爭

產生影響，惟仍不能忽略企業在此一領域發展能對效率提升帶來的潛在益處。

數位轉型主要應用創新、大數據或演算法等方面的技術，尤以大數據、演算法等

可能衍生相關競爭議題討論最多。尤其數位經濟時代，大數據與演算法等數位科技工

具可能帶來新型態的數位勾結，使得數位化對市場競爭的影響變得更不容易判斷，惟

仍須視演算法的設計、功能、科技發展程度，以及演算法介入勾結決策的程度而定，

並要思考意圖與協議證據之找尋與反競爭責任的可能歸屬。

就水平限制競爭而言，我國石化業者間目前應無交流價格、庫存與產量等敏感商

業資訊，短期內尚無以數據集作為勾結輪軸之疑慮。惟隨著業者對大數據與演算法等

數位科技的應用進一步熟稔，未來或可能出現同業間數據交流或建構共同數據集，而

有勾結之可能，主管機關仍應加以警戒。

就垂直限制競爭而言，由於中衛制度並不符合公平法第46條的除外規定，因此石
化業中衛體系在結合評估、垂直交易限制、濫用獨占地位等仍應適用公平法。至於石

化業數位化若係委託第三方資訊服務提供者協助，視第三方資訊服務提供者擁有的相

對市場優勢地位的強弱，才能決定是否有公平法第20條第2款、第5款，或是第25條的
適用；若石化產業的數位化係透過併購或與數位顧問公司合資設立公司，當參與結合

之事業與石化業者具有上游關係時，仍必須評估結合的限制競爭效果。若石化業者必

須依靠提供服務的數位顧問公司或資訊公司的軟體或服務來優化其生產流程並管理其

供應鏈，以進行數位化，數位顧問公司或資訊公司間發生結合時，競爭法主管機關亦

應加以關注。

因此本文建議如下：

(一) 競爭審查應逐漸重視擁有大數據的優勢(一) 競爭審查應逐漸重視擁有大數據的優勢
石化產業在國內為低度集中市場，雖然已經進行數位化，不過現階段在人工智

慧及大數據的投入，主要由少部分大型業者進行，石化業下游業者較無此項應用需

求，根據訪談結果，數位化結果也僅限於公司內部使用，還未達數據交易階段，尚無

須就數據交易進行市場界定。但在數位化達一定規模後，石化產業的數據逐漸豐富與

完整，運用大數據或交叉引用多個數據資料庫的能力，在進行競爭分析時仍應予以納

入考量。尤其分析結合和濫用優勢地位案件時，更應該關注石化業運用大數據可強化

其市場力，並且提高市場進入障礙的排他性投入要素或資產，不過，應有實際佐證資

料，以避免過度執法反而影響市場競爭和創新。

(二) 數位化的結合評估在創新部分應跳脫傳統思維(二) 數位化的結合評估在創新部分應跳脫傳統思維
石化業數位化可能促進創新，以保護企業免於未來的挑戰，企業也可透過結合，

達成創新目的，惟過去結合評估所關注的焦點多是兩家彼此競爭的公司結合，可能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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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更高的價格效應，在數位化之後，結合企業可能因此投資創新，增加研發投入，並

使消費者受益，也可能促進兩家結合公司的自願技術轉讓，降低生產成本，也可能使

得開發新產品更有效率，視結合公司彼此的資產互補性而定，因此，數位化之後評估

創新對結合的影響，應該同時考慮價格上漲與創新帶來增加研發、技術轉讓、開發更

有效率的協同效益，並輔以實證資料。

(三) 數位執法需有數位經濟部門或數位經濟評估人才(三) 數位執法需有數位經濟部門或數位經濟評估人才
目前根據本研究的訪談與實證資料蒐集結果，發現國內石化產業雖然有應用AI、

大數據、物聯網等數位化案例，惟經由數位化應用對提升市場力仍有限，同時透過大

數據預測價格走勢亦有其限制，不過，並不表示石化產業未來不可能出現與競爭法議

題有關的問題，主管機關仍應持續關注。尤其因為數位化取得大數據，帶動演算法的

進一步發展，使得機器學習和AI被廣泛應用，預估這種趨勢將會持續下去。不過，演
算法也可能躍過傳統競爭法的禁制，促進或穩固勾結，從而導致更高的價格，使現有

具優勢地位公司妨礙競爭對手或新進入者，或是導致價格聯合行為等反市場競爭的結

果。尤其隨著技術的進步，演算法的編寫愈加複雜，在緘默勾結之下，執法者對演算

法的解構變得更為關鍵，惟卻是一高度挑戰的任務，「執法數位化」的重要性於焉產

生。

因此，建議主管機關與時俱進，仿效法國競爭管理局成立數位經濟部門，或英國

的數位市場部門，以培訓專門檢測和分析數位領域參與者行為的人才，建立核心的專

業知識，了解公司數位化的商業模式及數據應用可能性，以便支援重要的數位案件如

結合與競爭法的相關調查，俾在數位時代發揮監督作用，同時預先防止傷害發生，迅

速採取行動，以促進競爭秩序。

(四) 放寬聯合行為的例外許可範圍(四) 放寬聯合行為的例外許可範圍
2021年9月，英國因疫情與脫歐引發工作簽證等議題，造成國內燃油短缺，因此

英國宣布針對石油行業暫時豁免該行業遵守競爭法（Competition Act 1998），以允許
該業共享資訊（share information），從而可以針對燃料供應不足的地區進行調度提供
汽油

37
。由於共享資訊進行市場分配調度，可能被視為是聯合行為，而目前我國公平

法第15條對於聯合行為雖然有例外許可的相關規範，不過所列前7款似無法涵蓋前述
情況，而第8款又主要限於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所必要之共同行為，
或可思考是否放寬第8款的適用範圍，以因應未來可能的經貿情勢改變。
(五) 持續留意石化產業中領導廠商之市場占有率變化(五) 持續留意石化產業中領導廠商之市場占有率變化

據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國內石化產業較符合效率結構假說，廠商的市場占有率提

升有助於增進效率及經營績效，考量我國石化業主要仍由集團型企業領導產業走向，

37 Fuel supply: UK suspends competition law to get petrol to forecourts，https://www.bbc.
com/news/uk-58701620, 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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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石化業採跟隨的策略，即使是在大數據與人工智慧之應用上，雖能帶來潛在提

升效率的可能性，然在資源有限與未知明確的成本和效益性時，中小型業者大多不敢

貿然投入，甚至未編列資源進行研究和發展，長期下可能導致各業者間的經營效率差

距將會拉大，使市場更為集中，故宜持續關注領導廠商在研發費用與營收上之增長，

進而掌握市場結構的變動程度，與是否產生不利市場競爭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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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which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 traditional industry, 
has moved towards digitization gradually after the evolution of production models driven 
by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in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is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s, and the 
results have not yet cleared, there is no significate impact on firm operation efficiency 
and market competition.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currently invests in AI and big data 
applications is not so much,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anti-competition concern. Once the 
industry has been familiar with the digital technologies tools, such as use big data and 
algorithms to exchange data or co-build data set by many petrochemical fi rms, the possibility 
of collusion could be happened in the future. It is worth noting by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The Central Satellite Factory System was often used by petrochemical industry to improve its 
capability on supply chain pricing or raising entry barriers and depressing competitors. If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Central Satellite Factory System has violated the vertical restraints, 
the competition law should still be applied. In addition, those digital service providers who 
with essential facility elements (such as essential market information) that help petrochemical 
industry, it is worth to examine whether there are transactions refusal or pricing differ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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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數位經濟隨著人工智慧、演算法、深度學習、超級電腦、大數據、雲端、智慧

及精準科技、網際網路等發展及聯結，已形成一項新興科技，並逐漸運用於農業、醫

療、運輸等相關產業、產品、服務，以及其他商業與經濟活動，形成一項重要產業，

深受各國重視，並推動數位策略或數位政策。然而，數位產業具有技術高且資本密集

等特性，另透過智慧財產權保護其研發與專利，或由大型科技、跨國公司所併購，而

有導致市場壟斷之潛在風險。

由於WTO對IC及IT產品目前仍採取零稅率，數位產品或服務的零稅率或在較低公
司稅率國家設址，也有產生同業間是否公平競爭之疑慮。各國公平競爭法律因此在數

位經濟發展也扮演一重要角色，以在數位產業與公平競爭之間，取得平衡，以強化消

費者保護、市場公平競爭、數位產業的健全發展，並提高經濟的競爭力。

本文將針對歐盟、德國及我國數位政策及競爭法從事研究，並由歐盟及德國的比

較研究，兼論對臺灣的啟示。研究方法採取法律釋義法，針對歐盟數位服務法、數位

市場法、競爭法、個資法，以及德國與臺灣相關法規，從事分析；並採案例分析法，

針對相關案例從事個案分析，以探究相關法律及政策的司法實踐。本文同時採取比較

研究法，針對歐盟、德國及臺灣相關法律及政策，從事比較研析，供我國發展數位經

濟及公平競爭的比較參考。

關鍵字：關鍵字： 數位政策、守門人線上平台、數位服務法、數位市場法、公平交易法、限制
競爭防止法

一、前言

數位服務（digital services）乃資訊社會服務（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s），依據
歐盟指令2015/1535第1(b)條規定的定義為「通常為透過電子方式，依各人要求提供的
遠距離有償服務」

1
。數位服務涵蓋範圍廣泛，從網路商店和線上遊戲，到網路基礎核

心設施等。歐盟2000/31指令，即《電子商務指令》，針對這些服務在歐盟的運作方式
也有相關規定。

新型數位服務出現後，使用者和顧客可以透過新型數位服務方式進行商業活動，

而新的潛在風險和挑戰也伴隨出現，深刻影響歐盟乃至全球商業模式及經濟活動。歐

盟於2020年提出《數位服務法》，針對數位服務的子領域，例如網路中介服務進一步

1 Article 1(b) of Directive 2015/1535 laying down a procedure for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technical regulations and of rules on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s (codifi cation), OJ 2015, L 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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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網路中介服務包括網路存取服務、網域名稱註冊、雲端服務、線上平台，例如

線上市場、社群媒體、內容分享平台、應用程式商店、線上旅遊和住房平台等
2
。

數位經濟的特點是活躍於此領域的企業規模大且收益極高，在市場往往取得優

勢地位，且資料及數據涉及個資保護，使其重要性日益提高。一個明顯的現象是很難

有新進企業能與目前活躍於數位領域的大型企業競爭，因此競爭政策的一大重點便是

解決此種數位市場不公平的情況。歐盟在數位經濟的競爭政策主要仍延續目前競爭政

策的基礎，但就數位經濟相關內容進行必要調整。歐盟執委會發布的《數位時代的經

濟政策》報告中，受委託撰寫報告的3名學者3
認為，競爭法規的基礎架構穩定且具有

足夠彈性以保護數位時代的競爭行為；但他們也認為，歐盟法規制定者應將特定特質

（平台、數位生態系統和資料經濟）列入管制，避免特定新興數位服務違反競爭的行

為而無法有效性規範的情況
4
。

隨著數位服務時代的來臨，線上平台在商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尤其是大型線上

平台，更是一躍成為主要技術提供者，除了掌握市場優勢之外，更能影響依賴這些平

台的客戶。就此而言，這類大型線上平台更能設定經營規則，成為規則制定者。歐盟

於2019年7月通過「推動線上中介服務企業使用者的公平和透明性相關規則」5
，確保

歐盟市場能滿足消費者需求，並提高公平性和透明性。

本文針對歐盟、德國及我國數位服務與競爭法的關係從事研究，並由歐盟及德

國的比較研究，兼論對臺灣的啟示。研究方法採取法律釋義法，針對歐盟數位服務

法、數位市場法、競爭法、個資法，以及德國與臺灣相關法規從事分析；並採案例分

析法，針對相關案例從事個案分析，以探究相關法律及政策的司法實踐。本文同時採

取比較研究法，針對歐盟、德國及臺灣相關法律及政策，從事比較研析，以了解其異

同、特徵，並提出一些建議，供我國發展數位經濟及公平競爭的比較參考。

2 European Commission, COM(2020) 825 fi nal 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n a Single 
Market For Digital Services (Digital Services Act) and amending Directive 2000/31/EC 
, 15 December 2020, pp. 1-2; 以及EU Commission, “Glossary – Digital Services Act,”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glossary-digital-services-act,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4/16.

3 分別為Jacques Crémer, 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以及Heike Schweitzer。
4 Ibid at 3.
5 Regulation 2019/1150 on Promoting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for Business Users of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L 186/57, 11 Jul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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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數位政策與競爭規範

（一）歐盟數位策略（一）歐盟數位策略

1. 發展背景
歐盟執委會於2010年5月19日提出一項「歐洲數位議程」6

，規劃2010年至2020年
推動歐洲數位的目標、領域、項目與時程，並辨識涉及的相關問題、解決方案、國際

面向以及如何有效執行與治理等。

歐洲數位服務涉及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產業之運作，產業關聯性大且可以激勵產業結構調整及商業模式創新。於2010年，
ICT部門占歐盟GDP 5%，每年市場產值達6,600億歐元，且對歐盟產業產值成長直接
貢獻20%。歐洲每天有2億5仟萬人使用網際網路，成為歐洲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數位
科技與服務因此對未來歐洲經濟、產業競爭力、民主福祉等，皆至關重要，成為創新

產業及歐洲未來經濟成長的重要基礎
7
。

歐洲數位議程指出歐洲數位在2010年存有下列問題：(1)數位市場碎裂化，欠缺歐
盟層級單一數位市場；(2)欠缺會員國之間以及不同產業部門之間的協調整合，降低經
濟效率及數位科技功能；(3)降低數位安全，容易導致數位犯罪或遭致駭客攻擊；(4)降
低歐洲人民對數位服務及網路安全的信心，影響正常市場活動；(5)欠缺網路及數位的
大量投資；(7)研發及創新能量之不足；(8)缺少足夠數位教育及訓練，導致數位人明顯
不足；以及(9)無法充分利用數位科技及服務，解決一些經濟或社會問題，錯失許多機
會

8
。

依據上述議程，歐盟執委會於2014年7月2日提出一項邁向一個活絡數據驅動經
濟計畫

9
；於2015年提出一項歐洲單一數位市場策略10

，依據此一項策略，歐盟將進行

電信規則、視聽媒體服務指令、電子隱私指令、衛星與有線指令、消費者保護合作規

則、消費者跨境合約規則等法規之修改及調和，以及歐盟競爭規則在數位服務適用合

宜性之檢討與改革等工作，以奠定建立一個單一歐洲數位市場之法規基礎。法規的修

改創新與時俱進，因此成為數位服務與數位經濟基礎建制的一項核心要件，在各國甚

至形成「法規競爭」(regulatory competition)，也是歐盟及各國經濟競爭力的一項重要

6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on A Digital Agenda for Europe, COM (2010) 
245 fi nal, Brussels, 19 May 2010.

7 Ibid., at 3-4.
8 Ibid., at 5-6.
9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on Towards a thriving data–driven economy, 

COM (2014) 442, Brussels, 2 July 2014.
10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on A 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 for Europe, 

COM (2015) 192, Brussels, 6 Ma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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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及驅動力量，並在單一數位市場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環境，造福企業、消費者、勞

工及歐盟公民等所有法律關係人
11
。

2018年，歐盟在「2021-2027年多年期財政架構」（Multiannual Financial 
Framework（MFF）for 2021-2027）之下，歐盟執委會提出一項新數位歐洲計畫
（Digital Europe Programme, DEP），旨在推動歐盟策略性數位能力建構，強化數位
技術在歐盟的部署和使用，並加大對數位服務的投資。DEP列舉數位服務的五大支
柱，分別為：(1)高速計算（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2)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3)網路安全和信任（cybersecurity and trust）；(4)進階數位技能；
以及(5)部署數位工作。此外，DEP著重於投資在科技的實際應用上，而非投資於研
究和實驗性活動，且主要針對會員國無法單獨完成的極大型計畫的及時投資，並建立

「數位創新中心」（Digital Innovation Hubs, DIHs）來推動數位服務能力建構12
。

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Ursula Gertrud von der Leyen）於2019年12月上任，
於其六大工作重點中指出歐盟未來重點施政，其中一項便為「讓歐盟適應數位時代」

（A Europe fi t for the digital age）。此項工作重點著重於人工智慧、5G網絡、區塊鏈、
高性能電腦技術、演算法、大數據、資料共享和使用、網路安全、數位教育等不同面

向。其中，范德賴恩亦強調《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 Act, DSA）的法規建構，
以強化歐盟在數位平台、服務和產品方面的責任關係和安全規範，並希望藉此法案完

成數位單一市場(Digital Single Market)建制13
。

2. 型塑歐洲數位未來
歐盟執委會於2020年提出一項「形塑歐洲數位未來」策略，追求三大目標：(1)科

技必須為人所用；(2)一個具有公平與競爭力的經濟；以及(3)一個開放、民主與永續性
社會。歐洲未來數位，因此涉及產業、經濟、科技創新、民主社會、執行、消費者保

護以及國際合作等面向及利益關係，尤其必須取得歐洲人民的「信任」
14
。

11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on Regulation Fitness and Performance (REFIT): 
Results and Next Steps, COM (2013) 685 fi nal, Brussels, 1 (2013).

12 European Parliament, “Digital Europe programme 2021-2027,” http://www.europarl.
europa.eu/RegData/etudes/ATAG/2021/690551/EPRS_ATA(2021)690551_EN.pdf ,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7/15.

13 Ursula von der Leyen, “Political Guidelines for the Next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
2024- A Union that strives for more My agenda for Europe,” https://ec.europa.eu/info/
sites/default/fi les/political-guidelines-next-commission_en_0.pdf, 13-14,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7/15.

14 European Commission, “Shaping Europe’s Digital Future,” https://ec.europa.eu/info/
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fit-digital-age/shaping-europe-digital-future_en, 
3-4,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7/15. 評論另見洪德欽，「歐盟有關人工智慧的倫理指
引與法律規範」，王震宇(主編)，科技．人文．數位貿易，五南，4-11(2021)。



第 2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4

歐盟執委會針對歐洲數位未來前揭三大目標，規劃的多項主要活動，在科技必須

為人所用方面：(1)人工智慧(AI)白皮書；(2)布署5G及6G等尖端聯合數位能力建構；
(3)建置一個聯合網路安全單位；(4)數位教育行動計畫；(5)數位技能議程；(6)勞工數
位平台；以及(7)數位標準設定及操作策略等。

在公平與競爭力的經濟方面，主要行動包括：(1)一項歐洲數據策略(A European 
Data Strategy)；(2)歐盟競爭法規之合適性；(3)訂頒數位服務法；(4)新的產業策略包裹
法案；(5)數位融資及投資基金，以及泛歐電子支付服務及市場之建構；(6)數位稅；以
及(7)消費者保護及議程等。

在開放、民主與永續性社會方面，主要行動包括：(1)內部市場數位服務法規的更
新與修改；(2)修訂eIDAS規則；(3)媒體與視聽行動計畫；(4)歐洲民主行動計畫，支持
媒體多元性，並對抗外部對歐洲選舉之干預；(5)地球保護，運用數位科技解決環境與
氣候變遷問題，並強化危機因應；(6)支持循環經濟及綠色能源與電力等相關計畫；以
及(7)支持數位醫療雲或智慧醫療等計畫。

歐盟並將規劃一項全球數位合作策略，規範外國補貼、建置一個數位發展中心以

協助第三國發展並輸出歐盟數位發展理念，在區域或國際論壇，倡議並形塑歐盟數位

策略及規則。

3. 2030數位指南針
歐盟執委會於2021年3月9日提出一份「2030數位指南針：數位年代之歐洲路

徑」
15
，針對未來10年歐盟發展數位服務與經濟及必要轉型，提出其願景與路徑，尤

其聚焦四大重點及目標：政府、商業、技能及基礎設施等。數位指南針乃是歐洲建構

一個以人為本，為人民與企業服務，更加安全、繁榮與永續發展的數位未來。四大重

點並將透過訂定明確目標及行動議程、歐盟層級治理機構與監督計畫，並結合歐盟、

會員國、公私部門、社會團體、歐洲人民等的共同投資及參與行動以達成其目標。

歐盟依據2030數位指南針，將採取聯合力量促進數位轉型，賦予歐洲公民及企業
新的技能、市場機會及競爭力，並確保數位基礎設施的安全性，尊重歐盟人民基本權

利及設施的安全性，使歐盟公民享受數位加值紅利。在國際面向方面，歐盟將加強與

國際夥伴合作關係。尤其，在貿易政策及協議，依據歐洲價值，形塑國際數位服務與

貿易標準及法律，主導國際規則的發展與國際建構。歐盟支持數位金融與電子商務之

發展，並將以國際共識方式，針對數位經濟的課稅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歐盟2030數位指南針是以技能培訓、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及商務轉型、公共服
務、國際合作等為主要支柱及目標，在全球網路世界鞏固並擴張歐盟數位主權(digital 
sovereignty)。歐盟揭示的具體目標是，於2030年歐盟能擁有2,000萬數位及通訊專家就
15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on 2030 Digital Compass: The European way 

for the Digital Decade, COM (2021) 118 fi nal, Brussels, 9 March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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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口；所有歐洲家庭能被Gigabit網路所覆蓋，人口密集區域則被5G所覆蓋；生產全
球20%以上尖端半導體產品；於2025年擁有1台以上量子加速超級電腦，並於2030年完
成量子電腦的基本布署；於2030年，75%以上歐洲企業已充分運用雲端、大數據及AI
等服務；90%歐洲中小企業已達使用數位服務的基本水準；歐洲獨角獸增加1倍以上數
量；歐洲公民可以使用遠端醫療、公共服務、ID數位解決方案等。

綜上，標準設定、法規建構、數位稅及國際規則等，乃是歐盟數位服務與數位策

略之要件內涵，以形塑一個公平競爭的數位經營環境，以落實歐盟理念與基本權利之

保障、增進歐盟人民福祉、提高歐洲企業競爭力，並促進內部市場正常功能之發揮。

（二）數位政策立法架構（二）數位政策立法架構

為了確保歐盟法律能有效回應快速變遷的數位發展，並因應新型數位服務和經

濟帶來的風險和挑戰，歐盟執委會提出《數位服務法》（DSA）和《數位市場法》
（Digital Market Act, DMA）兩項包含單一系列新規範且適用於全歐盟的法案，為歐
盟建立更加安全且開放的數位空間，以提升歐洲經濟競爭力，並在科技及服務創新過

程，透過法律規範及政策實踐，仍可保有歐盟價值，此乃其立法宗旨及規範核心理

念。

在數位稅方面，歐盟於2018年3月21日也提出兩項立法提案，針對具有顯著數位
存在(a signifi cant digital presence)公司課稅原則，以及某些數位服務的公司所得數位服
務稅的共同制度等加以規範，以解決數位服務公司的課稅問題，避免短漏稅捐或移轉

利潤，而影響歐盟內部市場公平競爭
16
。

1. 條約規定
DSA的主要目標為確保內部市場正常運作，建立與跨境服務，特別是中介服務相

關的規範；DMA亦為確保「守門人線上平台」（gatekeeper online platform）能在歐盟
境內公平運作，並為企業使用者和終端使用者提供公平的服務和選擇機會。因此，兩

者的法律依據皆為《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114條，基於此條規定，建立及確保內部市場運作的措施，包括賦與歐盟依
據一般立法程序(ordinary legislative procedure)訂定規則或指令，或調和會員國法規，
其中一項目的乃為提供消費者高標準保護

17
。

歐盟條約第3條規定，歐盟目的在於促進歐洲人民的和平、價值及福祉。TFEU第

16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Council Directive laying down rules relating to 
the corporate taxation of a signifi cant digital presence, COM (2018) 147 fi nal, Brussels, 
21 March 2018; 以及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Council Directive on the 
common system of a digital services tax on revenues resulting from the provision of 
certain digital services, COM (2018) 148 fi nal, Brussels, 21 March 2018.

17 Supra note 2 at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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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條規定歐盟針對競爭規則具有專屬職權(exclusive competence)，可以依據TFEU第2條
訂頒具有拘束力的相關法規，以確保公平競爭以及內部市場功能的正常發揮。TFEU
第101條至第106條並對企業競爭規則，進一步詳加規定。TFEU第4條規定，在內部
市場、經濟調和、消費者保護、泛歐網路(trans-European networks)等領域，歐盟與會
員國共同擁有共享職權(share competence)。另外，在科學研究及技術發展、太空等領
域，歐盟也具有界定、推動活動及執行計畫等職權。TFEU第6條規定歐盟在產業、教
育訓育等領域具有職權採取行動，以支援、補充或調和會員國法規及政策，達到更高

效率及效益。依據TEU第5條歐盟得依據法定職權原則(the principle of conferral)、輔助
及比例(subsidiarity and proportionality)原則等，採取立法行動，訂頒法規，作為政策及
行動的依據。

上述TEU及TFEU條款，皆是歐盟數位服務及競爭政策的憲法性法源，也是相關
法規立法宗旨及理由的上位法律依據

18
。

2. 數位服務法
數位服務法(DSA)提案由歐盟執委會於2020年12月15日提交給歐洲議會，用以強

化歐盟在數位服務方面的法律架構，以對歐洲消費者及歐盟公民服務，確保公平競爭

及內部市場功能正常運作。DSA必須解決數位經濟衍生的複雜問題，並確保法規具有
一定彈性，以回應數位科技及服務的快速變化，使DSA本身具有創新性，易於修改及
執行

19
。

DSA主要目標為針對歐盟境內的創新跨境網路中介服務和平台建立統一規定，其
中包括管理守門人線上平台的規範。依據DSA和DMA的定義，守門人線上平台指的是
在歐盟內部市場具有系統性角色的數位平台，具有重要的中介位置，為大量企業和大

量消費者之間重要數位服務的橋樑，且此平台已穩定發展一段時間。歐盟在數位市場

法案將以多項標準以界定守門人企業，包括公司營業收入、用戶數量、公司對單一市

場的影響或對競爭對手的重要性等綜合考量，並每兩年更新其名單
20
。

歐盟了解到極大型線上平台對於經濟和社會帶來的特定影響，DSA試圖建立穩
定且持久的治理架構，以對中介服務提供商進行有效監理，並促進會員國和歐盟層級

間監理主管機關的監理合作，透過此法案確保和支持歐盟內部市場的數位服務創新發

展。大體而言，此法案的目標為
21
：

18 洪德欽，「歐洲聯盟法的法源」，華岡法粹，第57期，15-16 (2014)。
19 靖心慈，「歐洲適應數位時代的新發展方向」，WTO及RTA電子報專題分析彙編

(2020)，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166(2021)。
20 歐盟守門人企業之界定標準，另參見鄭嘉逸，「數位平台之競爭監理：國際趨勢
與個案研究」，王震宇(主編)，科技．人文．數位貿易，五南，301-304(2021)。

21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Digital Services Act package,” https://ec.europa.eu/digital-
single-market/en/digital-services-act-packag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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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部分中介服務設定清楚的盡責（due-diligence）調查義務，包括針對違法內
容和可能挑戰平台內容審核決策的潛在風險或相關問題，設立「通知和行動」

（notice-and-action）程序，以保護網路消費者和其基本權利；
(2) 為線上平台，尤其是社群媒體和線上市場平台，建立有效的規範，以確保交易透

明性，並強化問責機制；

(3) 強化單一市場的創新、成長和競爭力22
。

3. 數位市場法
在歐盟營運的線上平台大多數皆為中小企業，但數位服務絕大部分的利益皆由少

數大型數位平台所攫取，這些大型平台又如同企業使用者和終端使用者之間的守門人

或管理者一樣，掌握大部分的控制權，使多數企業使用者大量依賴這些大型平台，形

成不公平競爭。大型平台公司利用會員國之間的法律差異性，可從事跨國監理套利或

法律規避，甚至導致內部市場管制失靈且碎裂化。此等問題無法僅靠個別會員國規範

來管制，而是需要建立歐盟層級的法律
23
。

為了確保有守門人平台存在的數位市場能保有競爭力且公平性，數位市場法

(DMA)旨在建立一系列嚴格定義及標準，藉以評估大型線上平台，即守門人平台，以
有效地針對大型系統性線上平台需要解決的問題進行規範，在數位領域中推動創新且

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以及公平且具有競爭力的價格，讓使用者能不受限於守門人平

台，而有自由選擇的機會，並提高交易透明性與市場的公平競爭。簡而言之，DMA將
能帶來五大優點：

(1) 使依賴守門人平台的企業使用者能有公平的商業環境；
(2) 讓創新者和科技新創公司能有機會在線上平台環境中競爭和創新；
(3) 將提供更多且更好的服務供消費者選擇，讓消費者能自由選擇轉換不同平台；
(4) 促使守門人平台把握創新機會，持續提供新服務，以維持競爭力；
(5) 確保內部市場公平競爭以及功能之正常運作，並提高歐盟經濟競爭力。

執委會將透過市場調查以確認守門人規則是否適用於快速變化的數位市場，因

此，執委會將能評估哪些公司應被歸為守門人、更新守門人的義務，以及設計補救措

施以處理系統性違反DMA的行為。若發生違反行為，執委會可能會對該公司施以罰金
（最高可達該企業全球年度營業總額的10%）或定期罰款（最高可達平均每日營業額
的5%）24

。

22 Supra note 2 at 1-4.
23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n contestable and fair markets in the 

digital sector (Digital Markets Act), COM (2020) 842 fi nal,1.
24 Ibid at 5; 以及European Commission, “The Digital Markets Act: ensuring fair and open 

digital markets,” 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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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管機構（三）主管機構

1. 主管機構
(1) 歐盟資通訊網絡暨科技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Content and Technology, DG CONNECT），負責發展數位單一市場，以推動歐
盟智慧、永續和包容成長。DG CONNECT主要負責四大領域：數位經濟和社
會、研究和創新、商業和產業，以及文化和媒體，同時也參與制訂與推動四大領

域（外交及安全政策；公共衛生；經濟、財政及歐元；教育和訓練）的相關政

策
25
。DG CONNECT的主要任務是發展和執行相關政策，協助歐盟適應數位時

代。同時，亦致力於研究、創新、發展和提升可靠且環保的數位科技，進一步改

善經濟和人類福祉。

此外，其目標宗旨為推動歐盟成為資料經濟和網路安全的全球領頭羊，打造一

個具有平等法規和發展機會，適合所有企業投資和競爭的內部市場，並讓企業

能善用數位科技、產品和服務，同時尊重並保障創作者和消費者的權益。DG 
CONNECT亦致力於推動歐盟以人為本的創新、公平且永續的社會數位轉型模
式，尊重民主價值、歐盟基本價值和文化多元性

26
。

DG CONNECT 2021-2024年的策略優先目標共有六大項：(a)確保歐洲在關鍵科技
領域的策略自主權；(b)建立歐盟單一資料市場，讓資料能自由流通，並制定公
平、實際且清楚的資料存取和使用規範；(c)以人為本、符合人類道德、永續且尊
重歐盟價值的人工智慧；(d)公平、競爭且有效善用資源的數位經濟；(e)打造具
有網路彈性適應力的歐洲，推動歐盟人民的數位認識，同時保護數位隱私權；(f)
在數位時代中，建立現代、開放且多元的社會，打擊網路錯誤資訊，並為所有歐

盟人民提供多元文化內容
27
。

(2) 歐盟競爭總署（Directorate General for Competition），又稱DG Comp。歐盟競爭
總署負責歐盟競爭相關政策以及強化歐盟競爭規範，其中包括數位服務的競爭規

digital-age/digital-markets-act-ensuring-fair-and-open-digital-markets_en,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4/18. 

25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Content and Technology,” https://ec.europa.eu/info/departments/communications-
networks-content-and-technology_e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4/25.

26 European Commission, “What we do -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content and 
technology,” https://ec.europa.eu/info/departments/communications-networks-content-
and-technology/what-we-do-communications-networks-content-and-technology_e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12.

27 European Commission, “Strategic Plan 2020-2024 - DG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Content and Technology,” February 9 202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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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並與會員國國內競爭主管機關合作
28
。

2. 決策流程
歐盟條約中沒有針對資訊通訊科技或數位服務的特別規定，因此與歐盟數位

政策以及競爭政策相關的規定有TFEU第28、30、34-35（貨物自由移動）、45-66
（人民、服務、資本自由流動）、101-109（競爭政策）、114（內部市場建立與運
作）、165-167（教育文化相關）、170-172（泛歐洲網絡，trans-European networks 
（TENs））、173（產業政策）、179-190（研究和科技發展與太空）、206-207（貿
易政策）條等條款

29
。

歐盟理事會於2000年里斯本策略（Lisbon Strategy）中訂定目標，要在2010年
前使歐盟成為最有競爭力及創新性的知識型經濟體。因此，執委會提出三大策略：

eEurope 2002方案、eEurope 2005及i2010策略，以改善網路基礎建設和數位服務的發
展，並提高資通領域的創新和研究。歐盟數位議程（the digital agenda for Europe）於
2010提出，以推動歐盟數位化，數位政策更是歐盟2020政策的指標性倡議。歐盟執委
會前任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任內，數位政策列為十大優先目標之的第二
位。目前范德賴恩執委會團隊，數位政策亦列於其六大工作重點之一項目

30
。

為了達成數位政策目標，執委會提出多項提案，相關內容主要由DG CONNECT
以及DG Comp兩個署負責。立法程序則由歐洲議會及理事會共同負責，且其亦持續監
督執委會，確保其在數位相關政策方面的執行。

3. 競爭政策工具
(1) 全面禁止反競爭協議

TFEU第101條規定，禁止並自動廢止所有企業之間有關扭曲競爭目標或效果
的協議，以及可能影響會員國間貿易的協議，包括獨占事業或特定公司間的共同

價格約定、限制生產或分割市場皆屬禁止範圍。

(2) 禁止濫用優勢地位
TFEU第102條規定禁止企業濫用優勢地位。優勢地位係指「某事業享有經濟

重要地位，使其不受競爭對手、顧客以及最終消費者的影響，並在相當可觀的範

圍內發揮作用，使該企業能夠避免在相關市場中與對手進行有效競爭」。因此，

若某公司濫用其在特定市場中的優勢地位，例如向顧客收取過高的費用，該行為

28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Competition,” https://ec.europa.
eu/info/departments/competition_e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4/25.

29 European Parliament, “Digital Agenda for Europe,”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
factsheets/en/sheet/64/digital-agenda-for-europ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10.

30 European Parliament, “EU policies – Delivering for citizen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9/633171/EPRS_
BRI(2019)633171_EN.pdf, 4-5,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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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對顧客和競爭對手產生不良影響，因此歐盟競爭政策禁止這類的濫用行為。

(3) 併購控制程序
併購或收購能創造效益、加乘作用和規模經濟，因此對公司或整體經濟來說

皆可能有利；然而，若該行動強化市場控制能力或增加市場集中度，可能有損競

爭。因此，特定併購或收購便必須受到主管機關評估，且在獲得授權前不得進行

之。

(4) 禁止國家補助
TFEU第107條規定禁止國家補助，以避免內部市場的競爭扭曲，導致對特定

企業產生特定利益，因此禁止所有由會員國提供的直接補助，包含不需償還的補

貼、優惠貸款、免稅和免關稅，以及貸款保證等。會員國若欲在此範圍外提供補

助，則必須獲得執委會同意。國家補助如果是為了達成歐盟整體政策目標，則可

不受限制，例如新冠肺炎（COVID-19）爆發後的經濟補助政策即屬此例31
。

三、歐盟競爭政策在數位服務之適用

（一）歐盟競爭政策（一）歐盟競爭政策

1. 條約規定
歐盟競爭規則的主要目標是確保歐盟內部市場的正常運作，並增加歐盟公民福

祉。歐盟競爭規則已為保護市場中的廣泛競爭提供堅固的基礎。歐盟競爭法律的基礎

架構為TFEU第101和102條，前者針對「企業與企業間的協議」進行規範，規定哪些
行為因與市場不相容而應受到禁止；後者則制定有關「禁止企業在內部市場濫用優勢

地位」。

歐盟競爭政策是達到公平競爭和落實內部市場功能的關鍵工具，進而提高總體經

濟競爭力及消費者福祉，最初源自於1957年的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條約中架
構了「一個確保共同市場中競爭行為不會扭曲的系統」。歐盟競爭政策旨在建立一系

列完善且有效的競爭規範，以確保歐盟市場能正常運作，並提供消費者享受自由市場

系統的好處
32
。相關法律架構和目標列於TFEU第101至109條以及第27號議定書中，說

明公平競爭體系為內部市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並規定TFEU第3條所列之內部市場應
包括一個能確保不侵害競爭行為的體系。為了達此目的，歐盟應在必要時依據TFEU
之規定採取相關的立法、政策及行動

33
。

歐盟競爭政策與其他國家不同之處，在於歐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CJ）認為TFEU第102條乃規範「可能直接損害消費者的行為，以

31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 explained: Competition, 2-5 (2014).
32 Ibid at 3.
33 European Parliament, Competition Policy, 1-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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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有效競爭結構造成影響而不利於消費者的行為」。歐盟競爭法中對消費者的保護

也不僅限於終端消費者，亦納入中介層級消費者，例如使用產品做為商品或服務輸入

或分配的製造商
34
。此外，歐盟內的企業併購也會受到執委會的監管，若可能明顯降

低競爭情況，即形成寡占或獨占市場，則該行動可能會遭執委會禁止。個別會員國補

助事業或產品的行為可能導致競爭扭曲，亦可能會受到禁止。

歐盟競爭政策工具箱包括反托拉斯規則、併購控制程序、禁止國家補助，以及公

共事業和服務的規範等。

2. 主要法規
適用於數位企業的稅法、競爭法、數位交易法等法律眾多，以下僅以幾項為例：

(1) 提供數位內容和數位服務之合約指令(2019/770指令)35
以及銷售物品合約指令

(2019/771指令)36

在內部市場，應能從任一會員國便捷地購買物品、數位內容和數位服務。然而，

若產品不良，消費者往往不確定自己能主張哪些權利，許多企業也因為各會員國的法

規不同，因此不願意將產品銷售給境外消費者。為解決此一問題，歐盟執委會於2015
年提出一項有關提供數位內容和數位服務之合約指令提案，範圍涵蓋串流音樂或社群

媒體帳號，以及銷售物品合約指令提案，適用於購買數位相機或智慧型手錶等產品。

這兩項指令統一了歐盟境內重要的消費者合約法規，確保消費者能受到高標準保護，

並增加消費者和數位商對每日數百萬筆數位商品和數位服務交易的法律確定性
37
。

2019/770指令旨在確保高標準消費者保護和促進企業競爭力之間，取得適當平
衡，並遵守競爭原則。提供數位內容或數位服務的合約特定領域應受到一致規範，以

高標準的消費者保護為基礎，達成數位單一市場，提高法律確定性，並降低交易成

本，造福中小企業及消費者。

中小企業為符合不同國家消費者合約不同法律規定，在提供跨國數位內容或數位

服務時，會面臨法律不確定性以及額外的行政成本；同時消費者在進行線上跨境消費

時也常有所疑慮，尤其是由於各國規定不同，導致其不清楚自身的合約權利，以及數

位內容或服務合約的權責關係，往往在發生交易糾紛後無法或不願再進行線上消費，

34 Jacques Crémer, 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 and Heike Schweitzer (European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 – Final Report, 2019, 39-41.

35 Directive 2019/770 on Certain Aspects Concerning Contracts for the Supply of Digital 
Content and Digital Services, L136/1, 22 May 2019.

36 Directive 2019/771 on Certain Aspects Concerning Contracts for The Sale of Goods, 
L136/28, 22 May 2019.

37 European Commission, “Digital contract rules,” 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
economy-euro/doing-business-eu/contract-rules/digital-contracts/digital-contract-rules_
e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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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消費者蒙受金錢和權利上的損失。因此，2019/770指令旨在打造歐盟統一的消費
者合約法律規定，讓企業能更容易提供數位內容或服務，也讓消費者能獲得清楚且一

致性的權利，提供其高標準保護
38
。

與2019/770指令相同，2019/771指令為避免因各國法規不同而造成的額外成本和
不公平交易情況，旨在建立統一規範，其範圍應包含所有銷售管道，適用本指令的貨

品銷售法規，包括具有數位要素的貨品，僅為與克服內部市場合約法相關障礙的必要

關鍵合約要素相關之法規，以對所有企業建立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39
。

(2) 推動線上中介服務企業使用者的公平和透明性規則
線上中介服務是創業和新商業模式、促進貿易和創新的重要因素，亦能方便顧

客交易，因此日漸廣受公、私部門使用。線上中介服務提供新市場和商業機會一個管

道，促使企業進一步開發內部市場，透過強大資料導向的網路，經由線上中介服務進

行的交易也與日俱增，促使企業使用者，尤其是一些中小企業透過線上中介服務或平

台，可以遠距接觸消費者而增加交易機會。另一方面，線上中介服務讓歐盟消費者能

享受相關好處，包括增加消費者對物品或服務的選擇，以及在線上平台等處參考更有

競爭力的價格。但是，這些線上中介服務也衍生出一些法律問題。企業使用者和消費

者皆大量依賴線上中介服務／平台的情況，也讓這類服務提供商擁有定價或議價的優

勢，使他們能以犧牲企業使用者或消費者利益的方式持續運作並獲取龐大利益。

推動線上中介服務企業使用者的公平和透明性規則
40
旨在處理這些線上平台遇到

的問題和挑戰，訂定一系列歐盟層級規定以建立內部市場線上服務的公平、永續且值

得信賴的環境。尤其，針對線上中介服務的企業使用者，應讓其能享有適當的透明

性，以強化歐盟境內的跨國商業並改善內部市場的運作。此外，上述規定也應提供適

當的激勵措施，以提倡公平性和透明性，尤其是企業網站使用者在線上搜尋引擎搜尋

結果的排名。這些規定也應保障線上平台經濟的重要創新潛力，並促進良性競爭，為

消費者提供更多的選擇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此規則不應影響各國民法，尤其是契約法，例如契約的有效性、

組成、生效或終止等規定。本規則的適用對象為線上中介服務的供應商，無論其是否

於歐盟會員國內或歐盟外成立，只要符合以下兩個條件，即適用此規則：(a)企業使用
者或公司網站使用者應於歐盟境內成立；以及(b)企業使用者或公司網站使用者與消費
者的交易過程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透過這些線上中介服務，向歐盟消費者提供服務或

商品。換言之，若企業使用者或公司網站使用者非於歐盟境內成立，或其使用線上中

38 Supra note 35 at L136/1-2.
39 Supra note 36 at L136/28-29.
40 Regulation on Promoting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for Business Users of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OJ 2019, L18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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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服務提供服務或物品的對象非消費者，或僅為非歐盟消費者提供服務或交易者，則

不適用此規則
41
。

（二）個案分析（二）個案分析

1. Google Shopping案／Google Android案／AdSense案
2017年，Google因濫用搜尋引擎優勢地位，給予自有比較購物優先服務優勢，讓

自家比較購物服務能在搜尋時獲得更佳的顯示排名，以及將比較購物服務競爭對手的

流量，導引至Google自有的比較購物服務，歐盟執委會認為Google在一般搜尋服務方
面，於2007年已取得在大多數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國家境內
的優勢地位（僅在捷克境內是於2011年達到優勢地位），因此基於其市占率、形成新
公司市場進入及擴張的障礙、使用者不經常使用路徑多宿（multi-homing），以及現
有的品牌效果和缺乏抵銷購買力等理由，認為Google已違反TFEU第102條以及EEA第
54條，因此要求Google與其母公司字母控股(Alphabet Inc.)必須立即停止此類行為，並
對其裁罰24.2億歐元42

。

2018年因執委會認為Google 自2011年起已在全球市場（除中國外）的智慧型手機
運作系統許可、Android應用程式商店，以及EEA各國一般搜尋服務市場中具有優勢地
位，但自該年起，Google強制將Google 搜尋應用程式與Google Play store兩個不同的產
品綁定，且使用者若沒有Google 搜尋應用程式便無法取得Play store，以此強化Google
身為搜尋引擎的龍頭優勢，再度被執委會認定違反TFEU第102條以及EEA協定第54
條，裁罰43.4億歐元43

。

「AdSense」服務為廣告主和發布網站業主（owners of publisher websites）間的中
介服務，Google在與第三方網站的Google服務協議（Google Service Agreement, GSA）
中加入數條限制條款，藉此拒絕Google的對手平台對這些網站投放搜尋廣告。執委會
認為，Google在2006年至2016年期間在歐盟國家線上搜尋廣告中介領域的市占率超過
70%，有絕對市場優勢，此行為長達10年，已構成反競爭行為44

。

GSA中的限制條款包括：(1)獨家條款（Exclusive Clause），要求直接合作夥伴需
從Google取得所有或幾乎所有搜尋廣告；(2)高階版位（Premium Placement）和最低

41 Ibid., at L186/57-58.
42 Summary of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7 June 2017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102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rticle 54 of the EEA 
Agreement (Case AT.39740 — Google Search (Shopping)), 2018, C 9/11.

43 Summary of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8 July 2018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102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rticle 54 of the EEA 
Agreement (Case AT.40099 — Google Android), 2019, C 402/19.

44 European Commission,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2019, COM(2020) 302 final, 9 
July 2020,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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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廣告（Minimum Google Ads）條款，要求直接合作夥伴在GSA範圍內的搜尋
結果頁面上，需保留最重要的位置一定版面給Google搜尋廣告；以及(3)授權相關廣告
（Authorising Equivalent Ads）條款，要求直接合作夥伴在變更GSA範圍內網站上顯示
的競爭搜尋廣告時，需先獲得Google同意。

2019年3月20日，執委會針對Google為維護自身在線上搜尋廣告的競爭，濫用市
場優勢地位的行為，認定其違反歐盟反托拉斯規則，對其開罰。執委會認定Google 違
反TFEU第102條以及EEA協定第54條之規定，濫用其市場優勢地位，對歐盟會員國和
EEA協定國家皆有重大影響，要求Google 需立即停止相關行為，或終止任何具有類似
影響的作為，並對其和母公司字母控股裁罰14.9億歐元45

。

綜上，Google至今已遭歐盟執委會因反托拉斯法規裁罰高達82.5億歐元罰款。
2. Amazon案

2019年，執委會正式對Amazon展開反托拉斯調查，評估Amazon使用在其市場平
台上銷售之獨立零售商的敏感性資料，是否違反歐盟競爭法規。由於Amazon做為線
上平台，扮演雙重角色：(1)提供市場讓獨立賣家能直接銷售產品給顧客，以及(2)以零
售商角色在相同市場上銷售產品，與上述獨立賣家互相競爭。2020年11月10日，執委
會初步調查結果顯示Amazon違反歐盟反托拉斯法規，破壞線上零售市場的競爭。執
委會認為Amazon系統性利用在其平台上銷售之獨立零售商的非公開商業資料，來圖
利與第三方賣家有直接競爭關係的自有零售商，因此判定其違反TFEU第102條濫用市
場優勢地位的規定。歐盟執委會目前針對Amazon電子商務服務中的黃金購物車（Buy 
Box）和Prime標籤（Prime label），可能讓自由零售商在物流和運送服務方面享有不
對等優勢之情況，展開第二輪調查

46
。

3. 愛爾蘭補貼Apple公司案
執委會於2016年通過兩項決議，認定愛爾蘭稅務主管機關分別於1991年1月29日

和2007年5月23日做成的稅務裁定，有利於Apple Sales International（ASI）和Apple 
Operations Europe（AOE），這兩家成立於愛爾蘭的公司。執委會認為愛爾蘭政府對
這兩家跨國公司比照愛爾蘭稅務居民，課徵較低稅率，構成TFEU第107(1)條的國家補
助定義。另外，執委會對愛爾蘭政府用來判定Apple公司應稅利潤的分配方法，是否
能反映ASI和AOE愛爾蘭分公司的薪酬有所質疑，認為在一般市場條件下運作的審慎
獨立營運公司不會採用這樣的方法，認定愛爾蘭政府給予Apple稅賦優惠，違反TFEU

45 Summary of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0 March 2019 (Case AT.40411 – Google Search 
(AdSense)), C369/6.

46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Antitrust: Commission sends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to Amazon for the use of non-public independent seller data and opens second 
investigation into its e-commerce business practices, 10 Novem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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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2)和(3)條的內部市場相關規定，構成競爭政策中所禁止的國家補貼，因此要求
愛爾蘭政府對Apple公司補徵高達130億歐元的稅金補助47

。

然而，歐盟普通法院（General Court of the European Union）於2020年7月15日裁
決廢止該決議，因為執委會並未成功提出TFEU第107(1)條規定的有利條件必要法律
標準，因此ASI和AOE獲得國家補助並不成立48

。對此，歐盟執委會執行副總裁維斯

塔哲（Margrethe Vestager）表示，執委會已決定對此判決提出上訴。執委會指出歐盟
普通法院的判決存在數項法律錯誤；執委會的優先任務是確保所有公司，無論規模大

小，皆應繳納適當且合乎會員國及歐盟法律的稅賦。各會員國雖然有權訂定國內稅務

法，但仍必須遵守歐盟法律，尤其租稅優惠必須符合歐盟有關國家補助的相關規定，

否則不符合歐盟競爭規定
49
。執委會認為普通法院錯誤解讀執委會的決議、未遵守獨

立個體判別方法（separate entity approach）以及長臂管轄原則（arm’s length principle, 
ALP）在全球領域公平課稅、使用不可接受的證據來支援其說法以及其他多項程序上
的錯誤。因此，歐盟執委會於2020年9月25日對此案再次提起上訴50

。

（三）司法實踐（三）司法實踐

1. Google Shopping案
許多Google競爭對手，例如微軟(Microsoft)、雅虎(Yahoo)、旅遊網(Tripadvisor)以

及一些歐洲公司，抗議Google把自家Google購物服務放置在其他相關搜尋結果之前，
違反歐盟競爭規則，因此歐盟執委會於2010年展開對Google的調查。執委會於2013年
正式通知Google，表示初步結論顯示Google有四大商業行為可能違反TFEU第102條和
EEA協定第54條有關濫用優勢地位的規定：
(1) Google網頁搜尋結果中，與其他競爭的網頁搜尋服務相比，會特別突出顯示

Google自有的特殊網頁搜尋服務，這些服務包括讓使用者能搜尋特定資訊類別的
服務，例如餐廳、飯店、產品、購物等。使用者往往不會注意到Google在搜尋結

47 Commission Decision 2017/1283 on State aid SA.38373 (2014/C) (ex 2014/NN) (ex 
2014/CP) implemented by Ireland to Apple, L 187/1, 19 July 2017.

48 General Court of the European Union, Press Release No 90/20- The General Court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nuls the decision taken by the Commission regarding the Irish tax 
rulings in favour of Apple, 15 July 2020.

49 European Commission, “Statement by Executive Vice-President Margrethe Vestager on 
the Commission’s decision to appeal the General Court's judgment on the Apple tax State 
aid case in Ireland, 25 September 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
detail/en/STATEMENT_20_1746,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4/25.

50 Appeal brought on 25 September 2020 by European Commission against the judgment of 
the General Court (Seventh Chamber, Extended Composition) delivered on 15 July 2020 
in Joined Cases T-778/16 and T-892/16, Ireland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Case C-465/20 
P), C 35/22, 1 Februar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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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中特別突顯自有服務的搜尋結果，相關競爭對手搜尋結果的能見度會明顯下

降，有時甚至不會直接顯示給使用者，例如，使用者必須往向移動螢幕或前往下

一頁搜尋結果網頁才能看到些競爭對手的搜尋結果，使用者因此較難取得這類資

訊；

(2) Google未經同意便在其特定網頁搜尋服務中使用第三方網站原始內容；
(3) 利用相關協議，強迫並約束第三方網站必須透過Google取得所有或多數網站搜尋

廣告；以及

(4) 對線上搜尋廣告活動的轉移至競爭對手搜尋廣告平台，以及管理Google Adwords
和競爭對手廣告平台上的這類廣告活動的合約，採取限制措施。執委會認為這些

行為會減少消費者的選擇，降低特定搜尋服務和線上搜尋廣告的創新活動，並損

害消費者利益
51
。

事後，Google試圖透過三大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承諾來解決此問題，包括：
(1) Google將給予內容發行商更多選項，可選擇是否在Google特定搜尋服務中使用這

些內容，且不會因此受到Google的限制或處罰；
(2) Google將移除與發行商合約中有關提供搜尋廣告的獨家限制；以及
(3) Google將移除限制搜尋廣告活動在競爭搜尋廣告平台上顯示的限制52

。

然而，執委會收到的第三方意見回饋卻顯示這些承諾無法完全有效解決執委會

提出違反競爭的相關考量。Google也未再向執委會提交修改承諾後，如何落實執行的
提案。執委會曾多次試圖以協議承諾的方式與Google進行討論，找出妥善的解決方
式，但這些嘗試皆以失敗告終。執委會於2014年11月起，重新處理此案。執委會於
2015年4月和2016年7月發出兩份有關Google比較購物服務的反對聲明（Statements of 
Objection），提出初步結論以及相關證據。在執委會的調查過程中，Google有權提出
抗辯，可以完整取得非機密性的執委會檔案，以及取得授予Google訪問者的部分「資
料室」機密性商業和流量資料，並以此對兩份反對聲明提出回應。同時，Google也有
權在每次反對聲明發布後，前往執委會服務和會員國競爭主管機關接受口頭審理。然

而，Google卻選擇不執行這些權力。
執委會於2017年6月27日認定Google涉及濫用搜尋引擎市場優勢，優先提供自有

比較購物平台服務，構成濫用市場優勢地位，違反歐盟競爭規定，依據執委會2006年
發布的罰金指南（2006 Guidelines on fi nes），以Google透過比較購物服務在13個EEA

51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Antitrust: Commission obtains from Google 
comparable display of specialised search rivals,”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
presscorner/api/files/document/print/en/memo_14_87/MEMO_14_87_EN.pdf, 2,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13.

52 Ibid,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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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中獲得的收益為計算基礎，裁罰24.2億歐元，且要求Google必須在搜尋結果中遵
守公平待遇原則（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並應於90天內停止這類不符合規定之
商業行為

53
。

Google不服判決並提起上訴，聽證會於2020年2月在歐盟普通法院召開，Google
認為這樣的搜尋結果乃是為了改善服務而推出的產品分類搜尋結果，並未涉及搜尋結

果的歧視或不公平，且執委會無法證明這樣的行為會導致競爭對手的比較購物服務在

Google一般搜尋中流量減少，或證明Google自有比較購物服務因此增加流量。Google
認為這樣的商業行為並未造成反競爭結果，因為Google所有的搜尋結果和廣告皆由相
同的「相關嚴格標準」（strict relevance standard）判斷而呈現54

。

2021年11月10日，歐盟普通法院駁回Google上訴，認定該案中確實具有反競爭
情況，Google在搜尋結果上優先提供自有比較購物服務，而非提供搜尋最佳結果。
此外，歐盟執委會也確實提出Google此行為在商業競爭上對其競爭對手造成傷害，
因此，法院拒絕Google之辯解及上訴，並認可歐盟執委會對其之裁罰金額55

。對此，

Google表示此案與「極特定之事實」（very specific set of facts）相關，且該特定事件
已於2017年依據歐盟執委會的決議進行相應調整。儘管此案仍可上訴，但這也是歐盟
法院首次就反壟斷案件對Google做出裁決，值得重視。目前，Google與歐盟之間仍有
以下兩件案件仍處於上訴階段

56
。

2. Google Android案
Google於2005年開發出Android手機操作系統，此為一種開源系統，即任何人都能

免費使用和開發系統。多數使用Android系統的智慧型手機或平板製造商皆會連結使用
53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Antitrust: Commission fi nes Google €2.42 billion 

for abusing dominance as search engine by giving illegal advantage to own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 – Factsheet,”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api/files/
document/print/en/memo_17_1785/MEMO_17_1785_E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13; 以及 European Commission, “Competition: Antitrust/Cartel Cases,” https://
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case_details.cfm?proc_code=1_39740,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13.

54 CURIA, Report for the Hearing- Competition —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 General 
search services and specialised product search services offered online — Decision fi nding 
an infringement of Article 102 TFEU and Article 54 of the EEA Agreement, pp. 26-27, 
104-15; 以及 Financial Times, “Google stands fi rm in its appeal against €2.4bn shopping 
fi ne,” https://www.ft.com/content/a5c0a64c-4d9a-11ea-95a0-43d18ec715f5,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13.

55 Case T-612/17 Google and Alphabet v Commission (Google Shopping).
56 Javier Espinoza, “EU wins €2.4bn Google Shopping case,” Financial Times, 10 

November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3e8e45e6-54b4-4b0f-8bda-69ab1389eabd,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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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Google應用程式和服務。這些製造商會與Google簽署協議，以取得在其Android系
統上安裝Google應用程式的權利。

為了確認Google在行動裝置Android操作系統方面，是否有違反競爭規定，歐盟執
委會於2015年4月對Google展開的調查，檢視Google是否在智慧型手機的操作系統、
應用程式和服務領域中，加入反競爭協議或濫用優勢地位。執委會於2016年4月向
Google發出反對聲明，認為其違反TFEU第102條和EEA協定第54條規定。

2018年7月18日，執委會發布調查結果，認定Google以下行為違反歐盟競爭規
定

57
：

(1) 要求製造商預先安裝Google搜尋（Google Search）應用程式和瀏覽器應用程式
（Chrome），並將此做為給予Google應用程式商店（the Play Store）憑證的必要
條件；

(2) 付款給特定大型製造商和行動網路業者，條件是對方需在其設備上獨家預先安裝
Google搜尋應用程式；以及

(3) 限制預先安裝Google應用程式的製造商，銷售使用未受Google核准之Android替代
版本（即所謂「Android forks」）的單獨智慧行動裝置。
Google在一般網路搜尋服務、可搜尋的智慧型行動操作系統，以及Android應用程

式商店操作系統中具有市場優勢地位，綜合上述做法將使Google能壓制其他競爭搜尋
引擎收集更多資料，同時Google本身能獲得更多流量，進而鞏固Google優勢地位。此
外，不僅是網路搜尋領域，也會損害其他網路或線上行動領域的競爭和創新。因此，

執委會依2006年罰金指南，以Google在歐盟及EEA國家，從Android裝置上的搜尋廣告
服務獲得的收益為考量，裁罰Google約43.4億歐元罰金，並要求其在90天內結束此等
行為

58
。

2018年10月9日，Google對此提出上訴，主張執委會對Google在市場優勢地位和
Play商店優勢地位上的解釋有誤，且認為執委會無法證明其所稱之預先安裝條件會排

57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Google €4.34 billion for illegal 
practices regarding Android mobile devices to strengthen dominance of Google’s search 
engine,” Press Release,1-5,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
IP_18_4581,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8/24.

58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Antitrust: Commission sends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to Google on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 opens separate formal 
investigation on Android,”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
IP_15_4780,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13; 以及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Corner- 
Antitrust: Commission fi nes Google €4.34 billion for illegal practices regarding Android 
mobile devices to strengthen dominance of Google’s search engine,” https://ec.europa.eu/
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8_4581,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13.



歐盟和德國數位政策與競爭法─兼論對臺灣的啟示 49

除競爭。Google指出執委會侵害其取得相關資料檔案的權利並拒絕其參與口頭聽證，
以及罰金計算不符合比例原則等

59
。目前本案仍在上訴審理中。

3. Google AdSense案
此案為上述Google Shopping案的擴大調查。執委會於2016年7月發布反對聲明，

並於2019年3月20日對Google開罰約14.9億歐元。執委會認為Google透過AdSense搜
尋廣告（AdSense for Search）提供廣告給「發布商」（Publisher）網站業主，因此
Google為中介者，角色與廣告仲介相似，因此AdSense搜尋廣告為線上搜尋廣告中介
平台。Google在2006年至2016年間，在歐盟及EEA國家的線上搜尋廣告中介領域，市
場占有率高達70%，甚至在2016年，一般搜尋的國內市場市占率超過90%，網路搜尋
廣告則超過75%。

由於Google的線上搜尋廣告競爭對手如微軟和雅虎，無法在Google自有的搜尋引
擎結果網頁銷售廣告版位，因此第三方網站便成為這些線上搜尋廣告中介服務商的重

要進入點，以便與Google競爭。
Google與重要的商業發布商的線上搜尋廣告中介服務合約多為個別議定，而執委

會檢視數百份合約後發現：

(1) 自2006年起，Google在合約中加入獨家條款，禁止這些發布商在其搜尋結果頁面
上投放其他競爭對手的搜尋廣告；

(2) 2009年3月開始，Google將這些獨家條款更改為高階版位（Premium Placement）
條款，要求發布商保留最能獲利的版位給Google廣告，並規定必須投放一定數量
以上Google廣告，不讓競爭對手的廣告出現在能見度最佳和最可能受點擊的版
位；以及

(3) 同一時間，Google也新增條款，要求發布商在更改任何競爭對手廣告顯示方式
前，必須先經過Google的書面同意，以此控制競爭對手搜尋廣告的吸引度和點擊
率。

對此，執委會認定Google違反TFEU第102條以及EEA協定第54條之規定，濫用
其市場優勢地位，對歐盟會員國和EEA協定國家皆有重大的不利影響，要求Google
需立即停止相關行為，或終止任何會有類似影響的作為，並對其和母公司字母控股

（Alphabet Inc.）裁罰約14.9億歐元60
。

Google於2019年6月4日提出上訴，認為執委會在評估市場定義和市場優勢時有

59 Action brought on 9 October 2018 — Google and Alphabet/Commission (Case T-604/18), 
C 445/21, 10 December 2018.

60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Corner- Antitrust: Commission fi nes Google €1.49 billion 
for abusive practices in online advertising,”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
detail/en/IP_19_1770,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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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包括認為銷售用廣告和中介廣告不應用來互相比較；也認為執委會無法證明獨家

條款和高階版位和一定數量以上廣告條款和限制競爭有直接相關
61
。全案目前仍在上

訴審理中，EUCJ尚未公布後續的裁決內容。
4. Amazon Marketplace/Buy Box案

2019年7月17日，執委會對Amazon展開調查，評估Amazon使用在其市場平台上銷
售之獨立零售商的敏感性資料，是否違反歐盟競爭法規。執委會認為Amazon做為線
上平台，扮演雙重角色：(1)提供市場平台讓獨立賣家能直接銷售產品給顧客，以及(2)
Amazon以零售商角色在相同市場上銷售產品，與上述獨立賣家互相競爭。在提供市
場給獨立賣家時，Amazon會持續收集其在平台上的活動資料，執委會則認為Amazon
似乎有使用這些市場賣家以及其在市場上的產品和交易等競爭敏感性資料的疑慮

62
。

2020年11月10日，執委會認為Amazon違反TFEU第102條有關濫用市場優勢地位
的規定。在第一輪調查中，執委會的調查發現，Amazon零售業務的員工能取得大量
非公開的賣家資料，且這些資料更是直接流入自動業務系統，讓Amazon能整合資料
並用於校正其零售售價和策略性商業決策，這些將不利於其他使用其市場功能的獨立

賣家。例如，這類的資料使用方式讓Amazon能了解各產品類別中銷量最佳的產品，
並依據這些競爭賣家的非公開資料來調整其自身售價，以提高其在法國和德國市場中

的價格競爭力及市場優勢，而這兩個市場正是Amazon在歐盟中最大的市場63
。

此外，執委會同時對Amazon展開第二個調查，以了解Amazon是否在Buy Box領
域也違反TFEU第102條。本案涉及Amazon設定選擇Buy Box贏家的標準，讓Buy Box
賣家能提供產品給Amazon Prime忠誠計畫的Prime使用者，藉此給予Amazon零售業務
或使用Amazon物流和寄送服務的賣家優惠待遇。目前此案仍持續調查中64

。

5. 愛爾蘭補貼Apple公司一案
2013年，歐盟執委會要求愛爾蘭在7月9日前將有關有利於ASI和AOE的稅務裁定

相關資料提交給執委會；同年10月21日，執委會再度要求愛爾蘭提供更多相關資訊，
包括擁有愛爾蘭稅務居民身分的所有Apple相關公司資料、所有相關稅務裁定、尤其

61 Action brought on 4 June 2019 — Google and Alphabet v Commission (Case T-334/19), 
29 July 2019, C 255/46.

62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opens investigation into possible anti-
competitive conduct of Amazon,” Press Release,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
presscorner/detail/en/IP_19_4291,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20.

63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sends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to 
Amazon for the use of non-public independent seller data and opens second investigation 
into its e-commerce business practices,” Press Release,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
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077,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20.

64 Supra note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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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愛爾蘭稅務局分別於1991年和2007年做成的稅務裁定資料。
2016年8月30日，執委會認定愛爾蘭政府於1991年1月29日和2007年5月23日

對Apple公司做出的稅務裁定，構成一種國家補助，也違反第107和108條的內部市
場運作相關規定，不合法的稅務補助高達130億。歐盟執委會執行副總裁維斯塔哲
（Margrethe Vestager）表示，會員國不得給予特定公司稅務優惠，此舉違反歐盟國
家補助規定。執委會的調查顯示，愛爾蘭政府多年來讓Apple公司實際支付比其他公
司更少的稅金，2003年Apple公司支付的稅率為其歐盟內營收的1%，2014年則降低到
0.005%。愛爾蘭政府的稅務裁定讓Apple集團旗下公司（即ASI和AOE）能享有優惠
稅率，這兩家公司的所有銷售利潤幾乎都移轉到「總部」。執委會認為這兩家公司的

「總部」僅為無法創造利潤的紙上公司，Apple公司該等行為違反歐盟競爭規定。
愛爾蘭政府給予Apple公司的優惠稅率待遇，讓其能比其他競爭對手享有更多優

勢，且由於Apple將其在歐盟內部市場內的所有銷售都記錄於愛爾蘭境內，因此也讓
其不需繳納在歐盟內部市場內幾乎所有產品銷售的利潤，這些皆構成變相租稅優惠，

而違反歐盟國家補助規定。執委會因此要求Apple應歸還愛爾蘭政府2003年至2014年
間應支付而未支付的130億歐元稅金，並應加上利息65

。

歐盟認為愛爾蘭給予Apple公司的低稅率優惠，已構成TFEU第107(1)條中所述之
偏袒特定企業，扭曲或威脅共同市場中特定商品的競爭關係，形成不公平競爭，進而

影響歐盟會員國之間的貿易關係。而回顧過往，歐盟法院便曾於1970年代與義大利的
紡織品案件

66
中判定專為特定產業或企業設計的優惠稅務措施違反歐盟國家補助法。

由於優惠稅務措施的適用對象為特定企業，而非普遍適用於所有對象，因此歐盟法院

認為可能有形成國家補助之疑慮，若該企業因此在與其他相同產業的競爭時得利，便

可被認定為不公平競爭，違反國家補助法律規定
67
。

2016年8月30日，Apple執行長庫克（Tim Cook）發出一封給歐盟Apple社群的信
件聲明，表明Apple將會對執委會的裁定提出上訴68

；愛爾蘭財政部也於同年發布聲

65 Commission Decision on State Aid SA.38373 (2014/C) (ex 2014/NN) (ex 2014/CP) 
implemented by Ireland to Apple, 30 August 2016, C(2016) 5605 fi nal, pp.128-129; 以
及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State aid: Ireland gave illegal tax benefi ts to 
Apple worth up to €13 billion,”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
IP_16_2923,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16.

66 173/73 Italy v Commission [1974] ECR 709, para 13.
67 Edoardo Traversa, “State Aid and Taxation: Can an Anti-avoidance Provision be 

Selective?” European State Aid Law Quarterly , Vol. 13, No. 3 (2014), pp. 518-520.
68 Tim Cook, “A Message to the Apple Community in Europe,” 30 August 2016, https://

www.apple.com/ie/customer-letter/,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20.



第 2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52

明表示無法接受執委會的意見，表明會向歐盟普通法院提出上訴
69
。歐盟普通法院

於2020年7月15日表示，將廢止執委會該決議，原因是執委會並未成功提出TFEU第
107(1)條規定的有利條件必要法律標準，因此執委會宣稱ASI和AOE獲得國家補助並不
成立

70
。對此，歐盟執委會執行副總裁維斯塔哲（Margrethe Vestager）表示，執委會

對此廢止判決提出上訴。執委會的優先任務是確保所有公司，無論規模大小，皆應繳

納適當且合乎比例的稅收，以符合歐盟境內租稅公平原則。各會員國有權訂定國內稅

務法，但仍必須遵守歐盟法律，尤其是有關國家補助法規，避免租稅優惠，形成變相

國家補助，讓特定公司取得市場優勢地位
71
。執委會認為歐盟普通法院在判決時發生

的多項錯誤，包括錯誤解讀執委會的決議、未遵守獨立個體判別方法（separate entity 
approach）以及全球營業所得或利潤公平課稅原則（arm’s length principle, ALP）、使
用不可接受的證據來支持其說法以及其他多項程序上的錯誤。歐盟執委會於2020年9
月25日對本案提起上訴72

，目前此案仍在上訴過程。

（四）歐盟數位經濟政策的意涵與影響（四）歐盟數位經濟政策的意涵與影響

歐盟於2010年提出歐洲數位議程，推動各項數位法案，作為建構單一數位市場的
基礎。歐盟自2015年提出「數位單一市場法」（Digital Single Market Act）和「數位
單一市場策略」（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後，便持續完成多項立法，希望能在
保護個人資料隱私和公平競爭的同時，進一步推動歐盟境內人員、服務和商品的自由

流通，以及確保內部市場公平競爭等。爾後，更進一步推動各項政策以協助企業進行

數位轉型和創新，打造數位經濟。歐盟數位法律建構乃以科技為人類服務、確保公平

競爭及形塑一個開放、民主及永續發展社會等，作為法理原則，以落實歐洲價值及理

念，彰顯歐盟能制定一個融合人本主義與科技創新的數位經濟發展策略
73
。

69 Ireland Department of Finance, “Ireland publishes legal arguments in Apple State Aid 
case,” 19 December 2016, https://www.gov.ie/en/press-release/1ea8e2-ireland-publishes-
legal-arguments-in-apple-state-aid-cas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20.

70 General Court of the European Union, Press Release No 90/20- The General Court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nuls the decision taken by the Commission regarding the Irish tax 
rulings in favour of Apple, 15 July 2020.

71 European Commission, “Statement by Executive Vice-President Margrethe Vestager on 
the Commission’s decision to appeal the General Court's judgment on the Apple tax State 
aid case in Ireland,” 25 September 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
detail/en/STATEMENT_20_1746,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4/25.

72 Appeal brought on 25 September 2020 by European Commission against the judgment of 
the General Court (Seventh Chamber, Extended Composition) delivered on 15 July 2020 
in Joined Cases T-778/16 and T-892/16, Ireland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Case C-465/20 
P), C 35/22, 1 February 2021.

73 洪德欽、蔡政宏，「專題序—歐美AI的發展與挑戰」，歐美研究，第50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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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科技和商業活動日漸熱絡，隨之出現的競爭活動和爭議也逐漸增加，帶

來重大的影響。數位經濟與競爭兩者間的關係在於，數位經濟的特點為此領域中主要

企業的規模龐大、技術及資本密集等需求高，且收益多，因此新興企業要與之競爭存

有一定困難，數位競爭政策的一大重點便是解決此種不公平的情況。歐盟競爭政策的

目標是讓歐盟內部市場能正常運作，並成為歐盟公民福祉的主要驅動器。為了達成數

位政策和競爭政策目標，由執委會相關主管機關［歐盟資通訊網絡暨科技總署（DG 
CONNECT）以及歐盟競爭總署（DG Comp）］制定政策目標，歐洲議會及理事會則
負責立法程序與監督執委會，確保數位相關政策的執行，並促進數位服務與公平競爭

之間調和與平衡，以強化歐洲產業與經濟的競爭力。

歐盟競爭規定以TFEU第101、102及107條為基礎，分別為「全面禁止反競爭協
議」、「禁止濫用優勢地位」及「禁止國家補助」規定。簡言之，歐盟競爭政策工具

包括反托拉斯規則、併購控制程序、禁止國家補助等。為了實踐這些政策，歐盟亦制

定許多規定，包括提供統一歐盟境內消費者合約法規以使消費者受到高標準保護的

「數位內容和數位服務之合約指令」與「銷售物品合約指令」，確保內部市場線上商

業環境公平、永續及透明性的「推動線上中介服務企業使用者的公平和透明性相關規

則」等多項法規。

為了解決各國稅率差異過大造成不公平競爭的現象，在歷經多年談判後，OECD
於2021年7月發布「數位經濟下稅務挑戰兩大支柱解決方案聲明」（Statement on a 
Two-Pillar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截至同年11月4日，已有137個參與OECD/G20 BEPS包容性架構的國家/
司法管轄參與簽署

74
，共涵蓋全球超過90%的GDP。支柱一定義全球營業額超過200億

歐元，且稅前利潤超過10%之企業為跨國企業，預計每年將會有1,250億美元的利潤課
稅權重新分配給市場所屬的司法管轄區；另一方面，將在支柱一實施後取消現行的數

位服務稅。支柱二則由二大課稅原則組成，包括：應予課稅原則（Subject to Tax Rule, 
STTR）以及全球反稅基侵蝕（Global Anti-Base Erosion, GloBE）規則，其中包含最受
矚目的全球跨國企業最低稅率15%之規定，將於2023年正式實施75

。預期在全球跨國

143-144(2020)。
74 OECD, “Members of the 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joining the October 

2021 Statement on a Two-Pillar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as of 4 November 2021, 4 November 2021, https://www.
oecd.org/tax/beps/oecd-g20-inclusive-framework-members-joining-statement-on-two-
pillar-solution-to-addres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digitalisation-october-2021.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12.

75 OECD, “Statement on a Two-Pillar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8 October 2021, https://www.oecd.org/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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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最低稅率正式實施後，將能大幅減少類似Apple案的稅務優惠導致不公平競爭之
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歐盟競爭法相關案例，大皆適用於Google、Apple及Amazon等大
型美國數位跨國公司，一方面引發歐盟數位科技、服務、法規及產業之發展是否仍有

不足之處；另一方面，數位服務是否進一步發展國際規範或規則，又由哪一國際組織

負責等議題，亦引發歐美國家之重視。歐盟數位服務相關立法及案例顯示，數位服務

涉及數位科技研發創新與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另外又延伸出市場壟斷、獨占、公平競

爭、隱私權、消費者權益、國家補貼、租稅規避、法規套利(legal arbitrage)、貿易爭
端等問題，乃是一項對歐美及各國皆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法律複雜性及經濟重要性

的議題。

歐盟數位服務立法行動，代表歐盟已認真對待數位服務涉及相關問題，由其公平

競爭與用戶保護的因應，並使超大型數位公司的監管日益嚴格。數位服務法及數位市

場法草案如果順利通過，也將使歐盟成為全球數位規範的領導者，將使數位服務法律

關係更加明確，也有利於歐盟數位服務的發展、創新與壯大。歐盟立法行動也會對國

際規則與第三國相關規範的發展，帶來重大深遠之影響。

四、歐盟數位廣告

（一）數位廣告的介紹與概況（一）數位廣告的介紹與概況

數位經濟影響甚鉅，新型數位服務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立法者因應此項潮流，

開始制定許多數位政策與法令，例如：歐洲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
2020年12月15日發布的「數位服務法」與「數位市場法」。本草案將單就數位服務中
的「數位廣告」做說明，來探討政府面對數位廣告時代的來臨，採取何種立法態度。

廣告的目的不管處於新舊時代，皆是商品與消費者之間的橋樑，作為行銷工具之

一，透過廣告的宣傳與介紹，不僅可以讓消費者瞭解商品的功能與特性，更能提升品

牌的能見度。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網路社群興起以及近年來數位經濟的新興科技繁

榮，消費者逐漸改變瀏覽商品的習慣，在新時代有不同獲得資訊的途徑與方法，傳統

廣告已經無法面對時代的變遷，數位廣告取而代之，根據台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

會（Taiwan Digital Media and Marketing Association, DMA）公布的報告顯示，2020年
臺灣年度數位廣告總量達482.56億新臺幣，整體成長率為5.3％，雖然跌破歷年的雙位

beps/statement-on-a-two-pillar-solution-to-address-the-tax-challenges-arising-from-the-
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october-2021.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12. 另外，
詳見OECD, OECD Secretary–General Tax Report to G20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Italy, Octo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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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成長率，但數位廣告的前景仍不可小覷
76
。 

然而何謂數位廣告？先從相對於數位廣告的傳統廣告說起：傳統廣告即「平面廣

告」是指透過電視、報刊（例如：報紙、雜誌）、廣播等大眾媒體，乃至於電話、捷

運站的廣告版等，來宣傳形象與品牌的行銷方式；而數位廣告是透過網際網路在社群

網站（例如：Facebook、Instagram）、搜尋引擎（例如：Google、Yahoo）等提高曝
光度，無形中給瀏覽者看見廣告內容，進而達成廣告的目的

77
。

數位廣告的類型大致分：展示型廣告、關鍵字廣告（S p o n s o r e d  s e a r c h 
advertising）、影音廣告與OTT（Over the Top）內容操作，而目前全球數位廣告的兩
大平台就屬Facebook與Google，稱霸數位廣告市場，為此澳洲眾議院於2021年初通
過「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78

，讓全球政府開始對於數位廣告市場的立法與管制密切關注，因

應在數位科技下而有不同的產業趨勢。

（二）歐盟競爭法對數位廣告的規範探討（二）歐盟競爭法對數位廣告的規範探討

1. 競爭政策
《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TEEC）《羅馬條約》第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有影響會員國的交易之
虞，並以阻礙、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場內之競爭為目的，或有此效果之所有事業間的約

定、事業團體的決定及共同一致性的行為，與共同市場不相容並應禁止。同條第2項
規定，違反前項之約定、決定或一致性行為自動無效

79
。此項規定在2009年《里斯本

條約》裡改為《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對公平交易的面向，有進一步的規範與管制。

歐盟競爭法律的基礎架構為TFEU第101和102條，前者針對企業與企業間的協議
進行規範，規定哪些行為因與市場不相容而應受到禁止；後者則制定有關禁止企業在

內部市場濫用優勢地位。更能清楚得知歐洲聯盟在競爭法立法的部分屬於限制競爭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科技發展至今，公平交易法管制的範圍不再只是限定在
實體商品，數位經濟的崛起影響各大產業，電子商務、流串平台的繁榮造成資訊量爆

炸的現象，政府開始針對數位經濟制定法律，而歐盟執委會於2020年頒布的「數位服

76 台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2020年台灣數位廣告量統計報告」，https://
www.dma.org.tw/trend，最後瀏覽日期：2021/10/09。

77 Perion, https://www.perion.com/, visited on date: 2021/10/22.
78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https://parlinfo.aph.gov.au/parlInfo/search/display/

display.w3p;page=0;query=BillId:r6652%20Recstruct:billhome, visited on date: 
2021/10/23.

79 王耀慶，「歐盟競爭法程序規範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8卷第4期，39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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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法」（Digital Service Act）與「數位市場法」（Digital Markets Act）的草案清楚表
達歐盟對於數位經濟發展看重的決心，而後者更是將公平交易法的限制競爭概念納入

法案中，積極管理監督個人、企業及網路平台。

2. 數位市場法80

數位市場法是歐盟為了維護數位市場的公平、公正、公開而制定的法律。在數位

市場中，數位平台是消息傳遞的媒介，首先法案明確的定義數位平台「守門人」的地

位，守門人需具有3個面向，才可以稱之為守門人：
(1) 長期具有經濟上、社群上的影響力，且並非曇花一現。
(2) 影響力的地理位置需橫跨歐盟諸會員國而非單一國家。
(3) 成為企業與個人間的連結平台。

法案大致上規範守門人4個必要（do’s）還有3個不可行（don’ts）：
必要：

(1) 在特殊狀況下，需允許第三方與該平台有連結、交互操作。
(2) 需允許企業方使用者可以獲取使用在該平台製出的成果。
(3) 為在該平台上做廣告的公司提供需要的工具和資訊，讓廣告商與發布商能夠獨立

驗證該平台所託管的廣告。

(4) 需允許企業方使用者在該平台之外推廣他們的報價並與他們的消費者訂定契約。
不可行：

(1) 該平台不能提供比第三方在該平台還優惠的服務或產品。
(2) 該平台不能阻擋消費者在平台外點閱連結企業資訊。
(3) 該平台不能強制消費者卸載任何事先安裝的應用程式與軟體。

法案的對象分為三大類：個人、企業與平台。在這三大類中，個人處於最弱勢的

一方，平台在運作過程中，可以在不告知情況下移除個人使用者的內容，牽涉言論自

由的疑慮，此法案針對此項疑慮規定平台需有明確刪除言論的評判機制，盡量透明化

運作流程，同時也讓個人消費者受惠，能夠在平台上購物避免資訊不對稱的風險。

（三）數位廣告相關法案的原理原則（三）數位廣告相關法案的原理原則

1. 數位廣告與大型平台的關係
有些人會有疑問：如果這個平台的評判機制不夠透明，為何不直接換其他的平

台服務呢？事實上平台在數位經濟裡具有獨占地位，2020年臺灣數位廣告類型與平
台統計

81
可以看出展示型廣告占35.24%、關鍵字廣告占24.53%、流串型的影音廣告占

80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Digital Services Act package,” https://ec.europa.eu/digital-
single- market/en/digital-services-act-packag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0.

81 台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2020年台灣數位廣告量全年達482.56億台幣，成
長首度跌破雙位數」圖表2，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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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這3類就占有80%之多，而在歐盟雖然有10,000多個小型平台，但事實上大型
科技平台壟斷整個市場。以搜尋引擎在歐盟2021年10月的市占率為例，Google就占
有高達92.98%的比例82

，至於社群媒體在歐盟2021年10月的市占率，Facebook則占有
78.61%，第2名的Twitter也僅有6.21%而已83

。由此可看見大型科技平台在產業內具有

高度影響力，為了追求能見度及觸及率，數位廣告的發佈也會尋求這些大型平台，因

此法案對於平台更趨向於公平交易法面向的規範，包含不可濫用自己獨占地位去操控

數位廣告的方向與發布，混淆閱聽人與消費者的判知，失去「守門人」的義務與道

德。

此類大型科技平台在產業生態系裡垂直、水平整合並進一步的多角化經營，所涉

略的方面不再單就在搜尋引擎跟社群交際的功能上。身為平台，具有載具的功能，成

為個人使用者及企業用戶獲取資料的媒介，在瀏覽的同時用戶不可避免都會點取網路

頁面，頁面的空白處就成為利潤的來源：刊登廣告。數位平台被廣告業者發現可以高

度曝光，逐漸成為廣告與內容發行之處，用戶在瀏覽網頁的同時，大部分具有身份登

入，因此瀏覽器內部具有個人資料的足跡與歷史瀏覽紀錄，再透過資料管理平台，進

一步做資料分析與處理
84
，這一系列的資料處理模式，便是數位平台的生態系的基礎

架構
85
。

2. 法案的規範原則
在數位經濟的崛起下，歐盟率先制定了「數位服務法」與「數位市場法」的草

案，然而為何歐盟開這第一槍呢？事實上仔細去觀察Apple、Google、Facebook、
Amazon、阿里巴巴（Alibaba）、騰訊（Tencent）等，絕大多數的跨國性平台屬於美
國與中國大陸的非歐盟境外公司，歐盟內部公司用戶的商業資料與個人用戶的個人資

料都流傳在這些境外平台裡，歐盟本身並無掌控權，執委會在國際上率先提出此項

草案，期許可以藉此規範平台應盡的本分，同時也是保護歐盟內部企業與個人用戶

的資料流通與安全性。至於資料處理的基礎立法是2016年通過的「一般資料保護規
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此項法案明確規定歐盟境外企業
對於歐盟境內當事人提供商品、服務或監控其於歐盟境內行為時，該個資處理活動在

82 Search Engine Market Share Europe, https://gs.statcounter.com/search-engine-market-
share/all/europe, visited on date: 2021/10/25.

83 Socail Media Stats Europe, https://gs.statcounter.com/social-media-stats/all/europe, 
visited on date: 2021/10/25.

84 Facebook的垂直生態系示意圖，https://www.thevalueengineers.nl/a-business-model-
of-the- facebook-ecosystem。

85 科技法律研究所，「大數據環境下之競爭法制與國家資料戰略 - 以歐洲發展趨勢
談起」，www.i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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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R的規範下 86
，但並未涉及公平交易的層面，因此進一步在2020年發布「數位服

務法」與「數位市場法」的草案，補足GDPR的不足之處。
仔細探究這兩部草案，是基於參考歐盟競爭法律的原則架構去撰寫，其目的在於

事前預防的管制，歐盟內部各個國家在過去十年內都有針對大型平台觸犯該國的公平

交易法做出相關裁罰與處分，比如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在2019年2月禁止Facebook濫用
市場力不當處理用戶資料之行為

87
，事實上這兩部草案是參考過去歐盟內各國出現過

不公平競爭與限制競爭的案例，並且仔細研議撰寫出來的內容，目的是為了矯正市場

出現失靈的狀況，屬於預防性法律，執委會認為大型平台在運作過程中會造成個人資

料或企業資料的潛在危險，因此附加大型平台一些義務，保障用戶資料能夠更加安全

地被運用。

法案的設立可以更加明定數位平台的行為是否合理，比如Amazon利用非公開的
可得資料運用在零售上，藉此了解消費者的喜好，此行為是否是濫用獨占地位？是否

有合理使用個人資料？皆可以在法案中作更進一步的規範。在確定濫用獨占地位的前

提是要先判定該平台的市場界定，在數位經濟的發展下，各個平台的商業模式與多邊

網路市場都讓產品市場界定變得更加艱難，在草案的推動下，不僅可以更快的界定出

產品市場，更可以將地理市場從單一國家擴大到歐盟境內，統一歐盟內部的團結性與

一致性，在經濟上做出具有制度性的規劃，成為能與中美兩強對等的經濟體。

而相較於英美法系的案例判決，歐盟的大陸法系更傾向於明文規範，雖然「數位

服務法」與「數位市場法」是參考過去歐盟各國的案例撰寫，但將案例上升到法案層

次，而非英美法系法官造法的經驗主義，此項作為仍是率全球之先，也開啟數位時代

個人、企業與平台三方的協和相處與保障措施。

3. 數位廣告在「數位服務法」與「數位市場法」的應用
在「數位服務法」針對數位廣告的規範其實不多，只著重在第30條：額外廣告

透明性的要求，規定數位平台需建置資料庫保存曾投放過的廣告與之相關資訊，且保

存至最後投放後1年，以方便後續的查閱與追蹤，還需保存廣告刻意向特定群體投放
之資訊、廣告所觸及之服務對象總數與目標群體總數

88
。至於「數位市場法」並無明

確規範數位廣告的範疇，但事實上，草案制定的就是針對數位經濟內最高的指標性原

86 國家發展委員會，歐盟GDPR簡介，https: / /www.ndc.gov.tw/Content_List .
aspx?n=49C4A38DD9249E3E，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8。

87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於2019年2月發佈的個案，https://www.bundeskartellamt.
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Fallberichte/Missbrauchsaufsicht/2019/B6-22-
16.pdf;jsessionid=55C8C8275C9A5B39757E6C72FODCC01E.1_cid378?%20
blob=publicationFile&v=3，最後瀏覽日期：2021/10/20。

88 科技法律研究所，「大數據環境下之競爭法制與國家資料戰略 - 以歐洲發展趨勢
談起」，www.i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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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資料的管理
89
，不管是建立信任原則及確認資料能夠合法的移動並運用，還是打

破資料壟斷並促進公平合理的資料競爭，都是數位市場法管理與規範的內容，為的就

是應對數位時代的來臨。

五、對臺灣的啟示─德國法的借鑑

（一）臺灣數位經濟、數位產業與數位政策（一）臺灣數位經濟、數位產業與數位政策

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一詞用語從文獻上顯示來自於1994年出版的專書“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作者是Don 
Tapscott(資訊科技企業策略顧問)90

。針對其範疇，相關文獻上引用的是Rumana Bukht
和Richard Heeks於2017年的研究報告，包括數位部門產業，新型態數位服務，以及產
業和社會的數位化（參閱陳怡如，淺談OECD數位轉型評估衡量行動方案，Research 
Portal，瀏覽日期2021.09.23）。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委員會對數位經濟的了解則是有
狹義和廣義，包括半導體、處理器、電腦、電信設備、互聯網、電信網路、數位服

務、行動APP、電子支付、電子商務、工業4.0及精準農業等91
。

全球市值前十大企業中，6成來自於網路企業，例如元宇宙，亞馬遜，谷歌，蘋
果，阿里巴巴，騰訊

92
。

聯合國公布的“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19＂研究報告顯示，數位經濟的產值預
估占全球生產總值的4.5%-15.5%93

。

臺灣的數位政策主要是為期9年的行政院於2016年年底提出的「數位國家 創新經
濟發展方案（2017-2025）」（簡稱DIGI+），除延續之前國家資通訊發展方案（2002
年起推動），本方案強調「數位國家、智慧島嶼」，預期可透過本方案使我國迄

2025年，數位經濟規模成長至新臺幣6.5兆元。目前已完成第一階段（2017-2020）。
本方案並於110年5月更名升級為由行政院核定的為期5年「智慧國家方案（2021-
2025）」，目標是「2030實現創新、包容、永續之智慧國家」，4個主軸為數位基
盤、數位創新、數位治理及數位包容。行政院並設立跨部會的智慧國家推動小組，由

行政院副院長任總召集人。

89 科技法律研究所，「大數據環境下之競爭法制與國家資料戰略 - 以歐洲發展趨勢
談起」，www.iii.org.tw。

90 參閱數位時代下隱私權保護與競爭法的互動，公平交易委員會109年自行研究報
告，4(2020)。

91 參閱楊中傑，「台灣發展數位經濟聚焦兩大科技應用」，經濟日報(2020)。
92 參閱楊瑞芬，「主流國家面數位經濟時代來臨的政策法令準備-數位經濟基本法：
消費者資料權與開放資料法」，會計師季刊，47(2020)。

93 參閱陳治綸，「後疫情（COVID-19）時代數位轉型驅動永續發展契機」，經濟研
究，第21期，174。



第 2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60

臺灣的數位競爭力排名，依據2020年10月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之世界數位
競爭力評比，於63個評比國家和經濟體中為第11名94

。比起2019年的評比前進了2名。
（二）數位平台與案例探討（二）數位平台與案例探討

數位平台的類型可包括搜尋引擎如Google、Bing，社群網路如Facebook、
Instragm，影音平台如YouTube、Line TV，即時通訊如Line、Whats-App，電子商務平
台如Momo、PChome、Yahoo購物及蝦皮購物等，數位平台呈現大者恆大的趨勢95

。

國際上競爭法主管機關近年來都同樣關切本議題，在因應做法上則衡諸當下及

未來環境情勢容有不同，例如德國（詳後述）、英國、新加坡、澳洲、日本、韓國

等，上述國家中又以德國整體表現最為積極，直接對其限制競爭防止法進行不只一次

的修法。鄰近的中國大陸於2021年2月7日則公布「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於平台經濟
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內容包括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壟斷協議，第三章濫用市場支配

地位，第四章經營者集中，第五章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第六章附則，全文

共24條並自公布之日起實施，本指南對於阿里巴巴二選一網路銷售平台案也起警示作
用，該案為中國大陸超越喧騰一時的高通案成為自2008年反壟斷法施行以來處罰金額
最高的一案，正屬於平台經濟之案例。

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關注本議題由來已久，於2022年在眾界期盼下，預
期可在第一季公布數位經濟競爭政策白皮書，可認為係對數位產業的第一份正式規範

文件，臺灣雖然未如國外訂定數位經濟專法（如歐盟），或因此修改公平交易法（如

德國），或頒布相關處理原則（如中國大陸），但其內容預估包括市場範圍如何界

定、濫用市場力行為的內容、事業結合如何進行審理、聯合行為的禁止原則和例外許

可如何實踐、不正當垂直交易限制有無新商業型態等。而最新公平會111年度委託研
究計畫，其中一重要主題即為「數位平台產業現況、發展趨勢及競爭規範─以我國為

中心」。

數位平台經濟產生的新競爭法案例趨勢包括了聯合行為的執法問題（例如由人工

智慧所進行的合意），獨占力濫用的案件數量增加，平台事業的垂直結合與多角化結

合案件，搭售個別產品的認定等
96
。

有關數位經濟平台違反競爭法的實際案例雖在國外已有不少知名案例，但國內迄

今屬於反托拉斯的案例似乎尚不多見，較近期與較受社會關注的案例為foodpanda外送

94 參閱掌握全球數位轉型脈動-人愛文社會：台灣研究亮點，瀏覽日期2021.09.23。
95 參閱台科大企業與競爭法課程講義(2021)，對不同市場可能產生的限制競爭效果愈
發引人關注，少數跨國的大型數位平台一般簡稱為GAFA(Google, Apple, Facebook, 
Amazon)。

96 參閱陳志民，「數位平台經濟與市場競爭：國際規範趨勢與案例評析」，公平交
易委員會電子報，第1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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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處分案，該案主要是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餐廳於該公司經營之外送平臺刊登

價格必須與實際店內價格一致，及限制餐廳不得拒絕「顧客自取」訂單，為以不正當

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且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20條第5款規定，處新臺幣200萬元罰鍰97
。

（三）機關協調─數位發展部（三）機關協調─數位發展部

行政院組織再造部會調整，就數位經濟領域而言，未來數位產業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在規劃中是成立一新的部級專責機關─即數位發展部，但其組織法已於111年1
月19日公布，全文共10條，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各界預期2022年年中可正
式營運，由此而生的課題是，公平會與數位發展部就數位產業競爭事務將如何分工合

作？依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2項：「本法規定事項，涉及其他部會之職掌者，由主管機
關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另依公平交易法第46條：「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優先適
用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且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者，不在此限。」兩機關

之間的權責區分模式，究竟是數位發展部為事前的、主要的數位行業規範機關，而公

平會為事後的、違法行為查處機關，亦或是公平會擬發揮更積極地導正、預防數位市

場不自由或不公平競爭的功能，目前尚不得而知；再如就個案數位發展部和公平會意

見歧異時如何處理？以上均為新成立的數位發展部和運行已久的公平會所需共同面對

的課題。面對數位時代的挑戰，兩機關鮮能置身事外，如何相互協調，既促進數位產

業創新，又透過管制維持市場機能，值得持續關注。

（四）德國法的經驗（四）德國法的經驗

1. 德國數位政策
德國政府在2013年提出「工業4.0」98

，包括10項措施：(1)2025年完成Gigabit光纖
網絡建置；(2)投資新創事業並促成新創事業與成熟企業間的合作；(3)建立法規框架以
促進更多投資與創新；(4)推動重要基礎設施導入智慧網絡應用；(5)加強數據安全與發
展資訊主權；(6)為中小企業、手工業和服務業尋找新商業模式；(7)利用工業4.0推動
德國成為現代化生產基地；(8)加強數位技術的研究、發展和創新；(9)將數位教育導入
各層面；(10)建立現代化的數位專責機關99

。聯邦經濟暨能源部在2017年發表「數位平
台白皮書：成長、創新、競爭與參與的數位監管政策」(White Paper Digital Platforms: 
Digital Regulatory Policy for Growth,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articipation)，其揭
97 公處字第110066號處分書。
98 參閱簡劭騏，「德國數位經濟發展現況與策略對台灣之啟示」，經濟研究，第19
期，276，聯邦經濟暨能源部(BMWI)在2016年3月提出「數位化策略2025」(Digital 
Strategy 2025)。

99 10項措施的中譯引自科技部等106年出國報告，研析德國數位經濟發展趨勢與推動
策略，第9頁-第13頁。另第7頁以下有依時序整理德國聯邦政府推動數位經濟的政
策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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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數位政策包括：(1)促進並確保公平競爭；(2)形塑現代化的資料經濟；(3)建置橫
跨國內的Gigabit數位基礎設施；(4)確保民主的數位文化；(5)數位國家權能和制度化
結構。近期德國政府則與法國合作，於2019年10月發布數位資料基礎建設GAIA-X計
畫，其目的在推動雲端計算平台於歐洲落腳，透過本計畫可創立一個開放而透明的數

位生態系統，增進歐洲在雲端需求的數位主權，也可強化廠商在雲端的競爭力，並進

而抗衡美中兩大集團的數位強權
100
，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國參考。

2. 德國競爭法
德國規範市場行為最重要之兩部法律分別為「限制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簡稱GWB或卡特爾法）及「不正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簡稱UWG)，其地位相當於我國之公平交易法，然
有所區別者為，德國競爭法之歷史悠久，不正競爭防止法之歷史即可溯源至十九世

紀末期，最新修正為2021年8月。我國公平交易法之施行期間近30年，外國立法之相
關經驗及最新發展趨勢可謂他山之石，值得提供我國參考，而德國競爭之修法頻率

可隨時檢討配合時代脈動。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制訂於1957年，並於1958年1月
1日生效迄今，最新一次為2021年第10次修正且正式生效。1973年的第2次修正案影
響甚大，對於原始的限制競爭防止法在內容上也有很大的改變，舉例而言，德國最

初制定之限制競爭防止法中，並未對事業之結合行為加以管制，一直到實務上發現

結合對於市場競爭的危害愈來愈大時，才在1973年第2次修正時，引進了結合監督
(Zusammenschlußkontrolle)的規範，以確保市場自由競爭的秩序；此外重要的修正還
包括了限縮卡特爾法的除外適用範圍(Ausnahmebereiche)101

。1998年的第6次修法，
擴大了限制競爭防止法的適用範圍，在現行法第97條到第184條增加了政府採購的規
定

102
。2005年的第7次修法後103

，直到2013年才有第8次修法，例如結合管制方面配
合歐盟法規的修正；此外本次修正在現行法第47a條到第47h條擴大增設兩處市場透明
點

104
。

2017年的第9次修法也屬於歷來重要的修正，引進了歐盟2014年的損害賠償指令
（Richtlinie 2014104/EU）105

，德國在限制競爭防止法第33條到第33h條將之入法；此

100 參閱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數位主權新近政策與法制之發展趨勢」，
2021.05.20。

101 Vgl. Emmerich/Lange, Kartellrecht, 15. Aufl ., C.H.Beck, 2021, S. 6.
102 有關第6次修法的內容可參閱劉華美，「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六次修
正」，收錄於競爭法與能源法，元照出版，77以下(2019)。

103 有關第7次修法的內容可參閱劉華美，「德國競爭法之最新發展-GWB及UWG之修
正」，收錄於競爭法與能源法，元照出版，41以下(2019)。

104 Emmerich/Lange, a.a.O., S. 7.
105 ABL. Nr. L 349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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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重要的修正還包括了修改限制競爭防止以因應蓬勃發展的數位經濟生態，例如特別

是限制競爭防止法第18條第2a項和第3a項。2021年1月生效的第10次修法，仍依循與
第9次修法相同的目標─因應數位經濟的發展，甚至一般均直接稱謂本次修法為「數
位化法」（GWB-Digitalisierungsgesetz），在監督濫用市場地位和結合管制方面均強
化了管制密度，例如特別是第19a條和第39a條。這10次修法以降，目前的限制競爭防
止法基本上仍區分成三大部分：即第1條以下的限制競爭協議；第18條以下的各種不
同形式的經濟力的濫用；以及第35條以下的限制競爭的事業結合。其它重要的規定則
是第54條以下的程序規定；以及第32條以下和第81條以下的裁罰規定106

。依德國最新

出版（2022年）的限制競爭防止法註釋書（Kommentar），第10次修法相當多重點放
在獨占的認定和獨占力濫用的管制

107
，面對數位平台跨國大企業優越且持續的市場力

行使，聯邦卡特爾署如何下力道維持德國甚至歐洲市場的自由競爭秩序，是現在和未

來一次又一次修法和執法經驗的不斷累積成果。

新近引人關注的數位經濟案件在德國是廣為人知的臉書濫用資訊案，本案並經一

連串的訴訟，最新的訴訟結果目前尚未可知，但不論訴訟成敗為何，本案所引起的資

訊不當使用和市場力濫用管制，已是學理上值得發揮研討的新興課題
108
。

六、結論

歐盟執委會針對歐洲數位未來前揭三大目標，規劃的多項主要活動，在科技必須

為人所用方面：(1)人工智慧(AI)白皮書；(2)布署5G及6G等尖端聯合數位能力建構；
(3)建置一個聯合網路安全單位；(4)數位教育行動計畫；(5)數位技能議程；(6)勞工數
位平台；以及(7)數位標準設定及操作策略等。在公平與競爭力的經濟方面，主要行動
包括：(1)一項歐洲數據策略；(2)歐盟競爭法規之合適性；(3)訂頒數位服務法；(4)新
的產業策略包裹法案；(5)數位融資及投資基金；以及泛歐電子支付服務及市場之建
構；(6)數位稅；以及(7)消費者保護及議程等。

歐盟於2010年提出歐洲數位議程，推動各項數位法案，作為建構單一數位市場
的基礎。歐盟自2015年提出「數位單一市場法」和「數位單一市場策略」後，便持續
完成多項立法，希望能在保護個人資料隱私和公平競爭的同時，進一步推動歐盟境內

人員、服務和商品的自由流通，以及確保內部市場公平競爭等。爾後，更進一步推動

各項政策以協助企業進行數位轉型和創新，打造數位經濟。歐盟數位法律建構乃以科

106 Emmerich/Lange, a.a.O., S. 7. 
107 Vgl. Bunte, Kartellrecht Kommentar, Bd.1 Deutsches Kartellrecht, 14. Aufl., 2022, 

Wolters Kluwer.
108 本案介紹可參閱楊宏暉，「從德國Facebook案談競爭與隱私之交會」，台灣公平
交易法學會111年度學術研討會(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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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為人類服務、確保公平競爭及形塑一個開放、民主及永續發展社會等，作為法理原

則，以落實歐洲價值及理念，彰顯歐盟能制定一個融合人本主義與科技創新的數位經

濟發展策略。

在司法實踐方面，歐盟競爭法相關案例，大皆適用於Google、Apple及Amazon等
大型美國數位跨國公司，一方面引發歐盟數位科技、服務、法規及產業之發展是否仍

有不足之處；另一方面，數位服務是否進一步發展國際規範或規則，又由哪一國際組

織負責等議題，亦引發歐美國家之重視。歐盟數位服務相關案例顯示，數位服務涉及

數位科技研發創新與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另外又延伸出市場壟斷、獨占、公平競爭、

隱私權、消費者權益、國家補貼、租稅規避、法規套利(legal arbitrage)、貿易爭端等
問題，乃是一項對歐美及各國皆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法律複雜性及經濟重要性的議

題。

澳洲聯邦政府「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在2021年9月提出報告指出「Google利用用戶的瀏覽紀錄去將特定廣告
發放給特定族群，以打敗競爭對手」，由此可知全球進入一個資訊戰爭，除了歐盟以

外，有其他國家開始重視數位經濟對國家未來的影響，其中無形中大型平台影響人們

的生活與日常是最為關鍵的議題，歐盟執委會預見未來數位經濟將成為潮流，早在

2016年制定GDPR，並更進一步於2020年制定「數位服務法」與「數位市場法」，因
應數位時代的來臨。綜合本文可以看出美國跨國平台在全球的影響力甚巨，歐盟的數

位平台大都屬於小型平台，在競爭方面明顯無法比得過Google、Facebook等大型科技
公司，也進而看出歐盟在數位科技、服務方面相較於美國稍顯不足，歐盟執委會也在

2020年提出歐盟資料戰略（The European data strategy）109
，建立單一資料市場，使資

料可以在歐盟內部及部會中任意移動，避免資料過度集中在大型平台中。

近期德國政府與法國合作，於2019年10月發布數位資料基礎建設GAIA-X計畫，
其目的在推動雲端計算平台於歐洲落腳，透過本計畫可創立一個開放而透明的數位

生態系統，增進歐洲在雲端需求的數位主權，也可強化廠商在雲端的競爭力，並進

而抗衡美中兩大集團的數位強權
110
，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國參考。重要的修正還包括

了修改限制競爭防止以因應蓬勃發展的數位經濟生態，例如特別是限制競爭防止法

第18條第2a項和第3a項。2021年1月生效的第10次修法，仍依循與第9次修法相同的
目標－因應數位經濟的發展，甚至一般均直接稱謂本次修法為「數位化法」（GWB-
Digitalisierungsgesetz），在監督濫用市場地位和結合管制方面均強化了管制密度，例

109 Exclusive:Europe wants single data market to break U.S. tech giants' dominance, https://
www.reuters.com/article/us-eu-data-exclusive-idUSKBN1ZS32E, visited on date: 
2021/10/28.

110 參閱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數位主權新近政策與法制之發展趨勢，202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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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特別是第19a條和第39a條。
數位經濟的崛起帶來世代與生活的改變，管制與競爭、公平與自由、個人與企業

兩兩之間需達成平衡，數位法案的制定仍處於起步期，歐盟在過程中勢必要經過修正

與磨合，但其未來的遠景仍舊是值得發展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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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conne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s, deep 
learning, supercomputers, big data, cloud, intelligence and precis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e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formed an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gradually applied 
to industries, products, services, and other commer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related to 
agriculture, medical care,  transportation and so on. Thi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dustry, 
which is highly valued by various countries and promoted through digital strategies or digital 
policies. However, the digital industr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technology and capital 
intensive. Moreover, the protection of its R&D and patents through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by large technology or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has the 
potential risk of leading to market monopoly.

Also, since WTO still adopts zero tax rate on IC and IT products, zero tax rate on 
digital products or services or establishment of sites in countries with lower corporate tax 
rates create doubts on fair competition among peers. Therefore, the fair competition laws of 
various countrie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order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digital industry and fair competition, so as to strengthen 
consumer protection,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soun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industry, and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conomy.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digit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 law of the European 
Union, Germany and Taiwan, conduct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Germany, and discuss how Taiwan can learn from these countries' experiences. It 
adopts the legal interpretat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EU digital service law, digital market 
law, competition law, personal data law, and related regulations of Germany and Taiwan; 
and adopts case analysis method to anaylse individual cases and explore relevant Judicial 
practice of laws and policies. Meanwhile, this article adopts a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compare and analyse relevant laws and polic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Germany and 
Taiwan, so as to provide a comparativ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digital 
economy and fair competition.

Keywords: digital policy, gatekeeper online platform, competition policy, Digital Service 
Act, Digital Market Act, Taiwan Fair Trade Law, G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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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當「持續連網生活」（“Always On” Life）成為常態，整體的網路應用環境已經與
90年代網路甫開放商業使用之初有著截然不同的面貌1

。數位化無所不在的發展過程催

生了諸多嶄新商業模式，並以多種方式改變了市場上的經濟競爭面貌。

現時多數人已習於資通訊科技及各類數位企業帶來的便利，事實上1995年時網路
使用者僅達全球總人口的1%，尚不足一億人，千禧年時全球的上網總人口成長為3.5
億人，並分別於2005年及2010年來到10億及20億之譜2

。然而截至2021年1月全球網路
使用者已達到46.6億人，占全球總人口3

的59%4
。

頻繁的網路應用催生可觀的資料量，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指出2020年全球肇因網路使用產生的資料總量達到44 ZB5

，知名市場分析機構

IDC並預估全球資料總量將在2025年時增加為175 ZB6
。但在邁入數位化的初期，事

實上多數事業均不假思索的棄置了絕大部分經營上所獲取的用戶個人資料，蓋業者普

遍認為相關數據並沒有太大的價值
7
。但當經濟活動轉以資料為主並出現諸如大數據

（big data）與資料驅動經濟（data-driven economy）等嶄新概念時，資料已成為商品
製造和服務提供之直接動能

8
。

儘管數位創新有助於將用戶個人資料轉化為具競爭力的業務成果，如何有效保護

1 Ariel Fox Johnson, 13 Going on 30: An Exploration of Expanding COPPA's Privacy 
Protections to Everyone, 44 SETON HALL LEGIS. J. 419, 432-33 (2020).

2 MICHAEL RUSTAD, GLOBAL INTERNET LAW IN A NUTSHELL 2 (3rd ed. 2015).
3 根據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統計，2020年全球總人口已達78億人，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2020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 available at https://interactives.
prb.org/2020-wpds/ (last visited May 2, 2021).

4 Simon Kemp, Digital 2021: Global Digital Overview, DATAREPORTAL (Jan. 27, 2021), 
available at 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1-global-overview-report (last 
visited May 22, 2021).

5 作為資料計量單位之一的Z B，是Z e t t a b y t e一詞的縮寫，1 Z B等於1兆G B 
(Gigabyte)。

6 Jeff Desjardins, How much data is generated each day?,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 17,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4/how-much-data-
is-generated-each-day-cf4bddf29f/ (last visited May 19, 2021); Andy Patrizio, IDC: 
Expect 175 zettabytes of data worldwide by 2025, NETWORK WORLD (Dec. 3,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networkworld.com/article/3325397/idc-expect-175-zettabytes-
of-data-worldwide-by-2025.html (last visited May 19, 2021).

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The Economics and Implications of Data: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2019), at 9.

8 Id. at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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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並衡平伴隨而生的法律甚或道德爭議，亦相形重要
9
。特別是在過去的25年

裡，資料隱私/個人資料保護已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領域，在此之下，隱私法可能與競
爭法產生邊際（margin）衝突，一如過往智慧財產權法或消費者保護法與競爭法產生
的衝突

10
。

本文首先檢視近年蔚為風潮的隱私保護對產業競爭帶來之影響，其次分別自學

理及實務角度，檢視競爭法與隱私法的互動關係與分界討論，學界與實務長期均立於

「互補性」（complementarity）此一基礎處理競爭法與隱私法之競合問題，然近期已
有「非互補性」（non-complementarity）觀點之提出，其所產生的影響實值關注。本
文同時探討此一議題後續應予留意的重要議題，包括隱私法制持續更迭下之影響，以

及相關主管機關如何建立合作機制。期透過本文之研究，助益各界對此一數位時代饒

富爭議的重要議題能有完整了解。

貳、隱私保護與產業競爭

一、隱私保護概念發展與產業影響一、隱私保護概念發展與產業影響

(一) 強化隱私保護成為趨勢
源於20世紀60年代的網際網路在90年代正式開放商業使用，除直接催生網路商

務，近年隨著資料為金（data is gold）及資料作為新能源（data is new oil）等概念逐步
深植於人們心中

11
，網路商業活動已進一步成為所謂的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或

虛擬經濟（virtual economy），許多產業更順勢轉型為所謂的資料驅動型行業（data-
driven industries）。

隨著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開始依賴數位經濟下的各類資料驅動服務，「個人資料

保護」與「消費者資料權」（consumer data right）等概念逐漸受到公、私部門的關
注。隱私保護意識的提升直接帶動各國著手制定隱私/個人資料保護專法或修正固有規
範

12
，強化對於個人資料的蒐集、處理及利用規定，也透過賦予當事人特定權利保障

9 Lorena-Elena Stănescu & Raluca Onufreiciuc, Some Refl ections on 'Datafi cation': Data 
Governance and Legal Challenges, 7 EUR. J. L. & PUB. ADMIN. 100, 101 (2020).

10 Erika M. Douglas, The New Antitrust/Data Privacy Law Interface, 130 YALE L.J. 
FORUM 647, 647 & 658 (2021).

11 KIRILL DUBOVIKOV, MANAGING DATA SCIENCE 13 (2019).
12 根據2021年11月查詢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網站統計資料，UNCTAD所調查的198個國家中，
66%(128個)已制定隱私保護立法，10%刻正制定，se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Data Protection and Privacy Legislation Worldwide, available 
at https://unctad.org/page/data-protection-and-privacy-legislation-worldwide (last visited 
Nov. 2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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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權益，除已不陌生的資料查詢及刪除權等，還包括資料可攜（data portability）等一
系列助益當事人對其自身資料擁有更大控制權利之措施

13
。

(二) 隱私法遵攸關產業競爭能力
隱私保護意識的提升與對應法制之強化，直接反映於企業落實相關要求所需付

出的法律遵循成本。以當前作為全球個人資料保護法制標竿的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

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14
為例，2016年公布草案後，隨著

GDPR在2018年5月正式實施，其嚴格規範也造成企業隱私法律遵循成本急遽增加。
根據Veritas在GDPR正式生效前所作調查，全球約有86%的企業擔心未遵守GDPR

規定將對其業務產生重大影響，其中更有20%企業擔憂若未能符合要求恐將造成企業
面臨高額處罰甚至因而破產

15
。然而GDPR嚴峻規定使得事業因此支出的法遵費用平均

達到130萬歐元16
，高額成本無形中迫使企業必須做出選擇，如果法律遵循或可能出現

的裁罰，遠高於堅守歐盟市場可能帶來的收益，事業便可能直接放棄歐盟市場。

論者指出GDPR正式實施產生的法律遵循成本或助長大型數位平台的競爭能力與
優勢，相較於其他規模較小的市場參與者，GDPR針對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行為所設
置的嚴格規範（諸如當事人同意必須為事前且明示之同意等），增加市場進入障礙或

造成退出效果，反而為大量提供以消費者導向產品之公司提供了競爭優勢，並從而增

加了消費者個人資料的市場集中度
17
。

二、兩者互動關係與分界之早期討論二、兩者互動關係與分界之早期討論

競爭執法應否將隱私保護納為評估事項，事實上不乏爭議，論者指出現階段可見

的問題包括：1.擁有巨量用戶個人資料是否增長市場進入障礙（barriers to entry）；
2.基本設施原則（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是否適用於此一問題之釐清；3.資料當事
人權利的若干重要概念如資料可攜權（data portability），其目的在於藉由資料之間的
比較與轉換促進競爭，但應如何適切實施相關措施藉以最大程度地促進競爭，現階段

亦未臻明確
18
。

13 OECD, Consumer Data Rights and Competition - Background Note (2020), at 2.
14 Regulation (EU) 2016/679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April 

2016 on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person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95/46/EC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OJ L 119, 4.5.2016.

15 Veritas, The Veritas 2017 GDPR Report (2017), at 2.
16 Id. at 5.
17 Damien Geradin , Theano Karanikioti & Dimitrios Katsifis, GDPR Myopia: How 

a Well-intended Regulation Ended Up Favouring Large Online Platforms - The 
Case of Ad Tech, EUROPEAN COMPETITION JOURNAL 1, 2-3 (2020). DOI: 
10.1080/17441056.2020.1848059.

18 OECD, Consumer Data Rights and Competition - Background note (2020), at 2.



競爭法與隱私法之界線暨判斷標準之研究 75

早期主要國家多傾向否定將隱私納入競爭執法分析，如歐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CJEU）曾在2006年指出「任何涉及個人資料本身敏感性
（sensitivity）的問題，都不屬於競爭法範疇，應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有關規定加以處
理」

19
，基於此一見解，儘管在特定情況下蒐集及利用個人資料可能引發競爭問題，

但隱私暨個人資料保護問題完全屬於歐盟個人資料保護關聯立法下之事務
20
。

由於競爭法的首要任務在於促進競爭，而非保護隱私，美國FTC在2007年Google/
DoubleClick結合案審查報告中亦曾提出競爭法主管機關應否干預隱私事務之質疑，其
表示FTC針對結合案進行審查的唯一目的在於識別損害競爭的交易行為並進行補救，
儘管出於國家政策考量，FTC曾基於與反托拉斯無關的原因干預交易，諸如環境因素
或對事業員工所生之影響等，在結合審查中將無涉反托拉斯的因素納為允許事業結合

之條件，除欠缺法律授權外，僅就單一事業的隱私問題進行監管，亦可能對本案所涉

及龐大且快速發展的行業之競爭造成嚴重損害
21
。

隱私問題應否納入競爭法，持肯定見解者的一個重要觀點為主要資料蒐集者（諸

如Google與Facebook）助長了價格歧視（price discrimination）。事業藉由大量蒐集消
費者個人資料並進行分析，掌握用戶習性後提供個性化、客製化交易選擇，基此產生

的價格歧視情形可能導致眾多消費者支付未曾進行資料蒐集分析時更多的費用
22
。隨

著事業個人資料利用行為劇增並引發反競爭風險，競爭法與隱私法兩者互動關係與應

有分際的討論也愈發頻繁，而當前可見的學說探討以整合主義與分離主義兩者為主。

三、當前相關學說理論三、當前相關學說理論

(一) 整合主義
持「整合主義」（Integrationist）觀點的論者主張競爭分析架構應當納入隱私，

此一觀點根基於只要隱私可資認定屬於「質量基礎」的競爭判斷要素（element of 
quality-based），則競爭分析便應當考慮隱私一事23

。析言之，當隱私作為非價格之

「產品質量」（product quality）的構成要素時，隱私侵害行為即可能導致商品或服務
19 “any possible issues relating to the sensitivity of personal data are not, as such, a matter 

for competition law”.
20 C-238/05, Asnef-Equifax, Servicios de Información sobre Solvencia y Crédito, SL v 

Asociación de Usuarios de Servicios Bancarios (2006), at para. 63.
21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tatement of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Concerning Google/

DoubleClick, FTC File No. 071-0170 (F.T.C. Dec. 20, 2007), at 2-3. Google/DoubleClick
結合案詳細分析，可參考林佳華、林慧美、陳巧芬，數位時代下隱私權保護與競
爭法的互動，公平交易委員會109年研究發展報告，52-57(2020)。

22 Geoffrey A. Manne & Ben Sperry, The Problems and Perils of Bootstrapping Privacy and 
Data into an Antitrust Framework, CPI Antitrust Chronicle (2015), at 5.

23 Erika M. Douglas, Monopolization Remedies and Data Privacy, 24 VA. J. L. & TECH. 2, 
25-26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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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的下降
24
。

競爭法所擬保護的消費者福利，不僅是透過價格，還包括基於「非價格因素」

（element of non-price competition）加以保護；而贊同整合主義者藉由對於質量概念
的廣義解釋，使非價格因素得以納入隱私，從而認定競爭分析上應當包括隱私此一因

素
25
。

當事實表明事業之間的競爭，將為用戶提供更多或更少的隱私保護時，持整合主

義者觀點之人將考慮事業合併或其他行為，是否涉有基於隱私的競爭關係並因事業活

動而產生影響
26
。諸如評估進行結合的兩家網路事業，如果事業可能因結合從而減損

消費者原先所享有的隱私保護與選擇，就整合主義觀點而言，事業是否因結合而減少

競爭即必須將隱私質量的降低納為考量。相對而言，如果進行結合的事業，其間並不

存在出於隱私的競爭關係，則任何與事業結合有關的隱私問題，均不在競爭法討論範

疇之內
27
。

(二) 分離主義
分離主義（Separatist）強調植根於消費者保護理念的隱私法與反托拉斯法的差

異，並主張應就隱私與競爭兩者劃定明確之界限
28
。分離主義理論認為個別法律均在

於防止不同的損害，而競爭法被認為最適合解決危害整體消費者福利或市場經濟效率

的行為
29
。相比之下，隱私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在強調告知後選擇（informed choice）

以及隱私合理期待之前提下，被認為更適合確保消費者自其選擇的通常商品或服務交

易中獲適當保障
30
。整體而論，分離主義者的主要立論基礎便是若將隱私此一因素納

入競爭分析，將會對競爭法固有消費者福利標準之應用造成混亂
31
。

24 Manne & Sperry, supra note 22, at 2.
25 Douglas, supra note 10, at 654.
26 Frank Pasquale, Privacy, Antitrust, and Power, 20 GEO. MASON L. REV. 1009, 1009 

(2013).
27 Douglas, supra note 10, at 654.
28 Id. at 653.
29 Id.; Maureen K. Ohlhausen & Alexander P. Okuliar, Competition,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the Right [Approach] to Privacy, 80 ANTITRUST L.J. 121, 154 (2015). 論者另指
出CJEU在Asnef-Equifax案所表達的觀點，應當理解為承認競爭法、消費者保護法
與隱私法係追求不同目標的獨立法制政策領域，競爭法旨在解決市場失靈以保護
消費者福利，而非解決影響資料當事人之特定隱私侵害行為，see Marco Botta & 
Klaus Wiedemann, The Interaction of EU Competition, Consumer, and Data Protection 
Law in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Regulatory Dilemma in the Facebook Odyssey, 64(3) 
THE ANTITRUST BULLETIN 428, 436 (2019).

30 Douglas, supra note 10, at 653; Ohlhausen &Okuliar, id., at 155.
31 Douglas, supra note 10, at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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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論者提出隱私保護如隱私條款等本質上為一主觀偏好（ s u b j e c t i v e 
preference）課題，應當使個別消費者自行與事業進行商議，實務操作顯示事實上僅
有少數消費者因欠缺可供其使用的隱私保護工具，肇因隱私質量下降而遭受損害

32
。

同時，在競爭法對消費者福利之狹義定義下，隱私應當視為「非經濟目標」（non-
economic objective），從而不在競爭法的經濟目標範疇之內33

。

參、互補性/協同效應下之討論

一、現行可見理論均立於「互補/協同」之基礎展開一、現行可見理論均立於「互補/協同」之基礎展開
迄今為止，整合主義是有關競爭法與隱私法兩者互動關係中討論最多也最被接受

的論點，包括美國FTC及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均不乏採取整合主義之例，而美國司法
部亦曾公開表示質量下降構成對於競爭的危害，而隱私極可能是前揭競爭執法所考量

的質量之一環
34
。

事實上無論是整合主義抑或分離主義，兩者的理論基礎均在於強調競爭法與隱私

法所追求利益之間的互補性。整合主義理論認為若事業之間因結合而減輕基於隱私權

進行競爭的壓力，即可能出現其產品或服務在事業合併減少提供予消費者的隱私保護

選項，其無疑地反映了「競爭驅動隱私保護」（competition drives privacy）的關係35
。

而分離主義則認為反托拉斯法與隱私法兩者具互補關係但並不重疊
36
。

二、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出之相近觀點二、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出之相近觀點

(一) 2016年德、法競爭法主管機關共同研究報告
德國聯邦卡特爾辦公室（Federal Cartel Offi ce, FCO）向來認為資料隱私問題與競

爭法並不存在互斥問題，FCO與法國競爭管理局（Autoritéde la concurrence）聯合發布
的「競爭法與資料」（Competition Law and Data）研究報告，便明確表示「即使競爭
法與資料保護法所揭櫫的目標有所不同，但不能僅根據競爭法的本質而將隱私保護問

題排除於競爭法適用範疇之外」
37
；「當企業所設定的隱私政策可能影響競爭，特別

32 Katharine Kemp, Concealed Data Practices and Competition Law: Why Privacy Matters, 
16(2-3) EUROPEAN COMPETITION JOURNAL 628, 630-31 (2020).

33 Id. at 631.
34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Makan Delrahim Delivers 

Remarks for the Antitrust New Frontiers Conference, DEPARTMENT OF JUSTICE (July 
29,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justice.gov/opa/speech/assistant-attorney-general-
makan-delrahim-delivers-remarks-antitrust-new-frontiers (last visited Nov. 6, 2021).

35 Douglas, supra note 10, at 655-56.
36 Id.
37 Autoritéde la concurrence (FR) & Federal Cartel Offi ce (DE),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2016),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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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此類隱私政策係由以資料作為產品或服務主要元素的企業所設定時，就可以從競爭

角度思考隱私權政策是否有違競爭法」
38
。

(二) 2021年英國CMA與ICO聯合聲明
1. 2020年7月英國CMA報告

英國競爭暨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在2020年
7月所發布的「網路平台與數位廣告市場研究報告」（Online Platforms and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 Study Final Report）中指出數位廣告市場占整體廣告市場半數以
上，2019年英國數位廣告市場規模達到140億英鎊，其中80%出自Google與Facebook兩
大平台

39
。

CMA除探究Google和Facebook於搜尋引擎與社交媒體領域所具有的市場支配力，
以及消費者在相關平台使用上對其個人資料是否具備充分的控制權外，同時探討在缺

乏透明度的前提下，相關市場力量的運用是否將破壞數位廣告市場的競爭秩序。CMA
研究指出「有限的選擇與競爭（limited choice and competition）將導致人們無法控制個
人隱私資料的使用方式，並且可能在簽署平台使用條款時面臨『接受或滾蛋』（take 
it or leave it）抉擇。對多數人而言，此一狀況無異於其必須向平台提供更多的個人資
料」

40
。

企業運用使用者條款迫使消費者提供更多的個人資料，而消費者卻無法有效控制

與管理企業所獲取的數據。在可得精準掌握消費者行為並轉換為投資報酬率（Return 
on Investment, ROI）的誘因下，可能導致平台提高網路廣告費用，而仰賴廣告行銷
的企業（廣告主）則透過提高自身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將相關費用轉嫁予消費者。

CMA發現包括競爭法、消費者保護法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現有法規均無法有效監管
複雜的數位廣告市場；對此，CMA建議應當實施新的「競爭發生前監管制度」（pro-
competition regulatory regime），以期合理且有效地監管藉由數位廣告獲利的主要平台
業者之行為

41
。

2. 2021年5月CMA與ICO進一步發布聯合聲明
繼2020年報告開始討論競爭與隱私保護互動問題，英國CMA在2021年5月進一步

與英國隱私保護主管機關：資料專員辦公室（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 ce, ICO）
發布聯合聲明（Competition and Data Protection in Digital Markets: A Joint Statement 

38 at 23-24.
39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Online Platforms and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 

Study Final Report (2020), at para. 9 & 16.
40 Id. at para. 13.
41 Id. at para. 73 &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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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 CMA and the ICO）42
，討論及說明「產業競爭」與「隱私保護」兩者在當

前數位市場下之關係。

CMA與ICO指出其首要目標係促進與支持市場競爭，並透過強化消費者選擇、透
明度與服務設計（service design）保護消費者個人隱私；而實現前揭目標的最佳方式
便是加強兩個單位之間的協同作用，預測並解決所出現的緊張局勢

43
。聯合聲明闡述

了CMA與ICO針對競爭與隱私保護之間關係的共同觀點：
(1) 包括個人資料在內的相關數據，在數位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44

；

(2) 競爭與隱私保護兩者之間存在著「協同效應」（synergies）45
；

(3) 競爭法主管機關與隱私權保護主管機關應合作以及克服彼此之間可能出現的緊張關
係，並建立必要之合作機制

46
。

CMA與ICO指出儘管競爭法與隱私保護各自的目標，在若干情事下被認定處於對
立狀況，但CMA與ICO並不同意此一見解，其認為無論競爭法抑或隱私法的政策目標
均具備根本的「協同作用」，基此，因此即使實務運作上兩者可能會出現緊張局勢，

但相關問題仍可得克服
47
。在善用監管措施之前提下，競爭與隱私保護兩者之間事實

上存在著強大的協同效應
48
。

聯合聲明指出，CMA與 ICO 將繼續確保針對英國數位經濟的發展，兩者的目
標將高度一致及互補。推動更具競爭性的市場可望成為消費者最為重視之議題，其

中包括強化隱私並使個人可得有效控制自身資料。CMA與ICO認為透過「用戶選擇
與控制」（user choice and control）49

、「明確的法規與標準」（clear regulation and 
standards）50

以及「資料關聯干預措施」（data-related interventions）51
，可望促進積

極的競爭結果。另一方面，透過適當與針對性的監管舉措，亦可望運用競爭產生的壓

力，激勵事業投入用戶保護以及與之相應之創新
52
。

42 CMA & ICO, Competition and Data Protection in Digital Markets: A Joint Statement 
between the CMA and the ICO (2021), full text available at https://ico.org.uk/media/
about-the-ico/documents/2619797/cma-ico-public-statement-20210518.pdf (last visited 
June 4, 2021).

43 Id. at para. 4.
44 Id. at para. 8-9, 12-15 & 85.
45 Id. at para. 47, 49 & 84.
46 Id. at para. 88 & 106.
47 Id. at para. 47.
48 Id. at para. 49.
49 Id. at para. 50-59.
50 Id. at para. 60-63.
51 Id. at para. 64-67.
52 Id. at para. 105. 另有論者指出儘管聯合聲明闡述了英國競爭與隱私保護主管機關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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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實務案例觀察：以德國FCO2019年Facebook裁定為例三、相關實務案例觀察：以德國FCO2019年Facebook裁定為例
(一) 本案經緯

FCO於2016年3月針對Facebook啟動調查，並於2019年2月裁定Facebook存在濫
用其社交平台市場主導地位之行為，從而認定Facebook違反德國競爭法。FCO指出
Facebook藉由用戶協議約定，不僅蒐集及利用透過Facebook.com所獲取的用戶個人資
料，基於用戶協議Facebook也有權獲取用戶在Whatsapp、Instagram等其他平台上之個
人資料。

FCO指出Facebook在德國社交平台領域市場占有率達90%以上，在缺乏其他選擇
的前提下，網路使用者只能使用Facebook；基於Facebook單方設定的用戶協議，用戶
無法自主決定其個人資料之處理情形。

FCO對Facebook發出禁制令，禁止Facebook在未經用戶明確同意之下，跨平台蒐
集與利用用戶個人資料。若Facebook擬將WhatsApp、Instagram及其他第三方網站上
的用戶個人資料，與其Facebook帳號加以對照、組合或連結，必須事先取得用戶之同
意。

Facebook不服FCO裁定，向杜塞道夫（Duesseldorf）地方法院提出訴訟，2019
年8月杜塞道夫地方法院裁定暫緩FCO所發出之禁制令53

，FCO再向德國聯邦最高法
院提出上訴，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2020年6月作出判決，贊同FCO的原始裁定，認定
Facebook確實濫用其於德國社交平台市場上之主導地位，同時其用以跨平台蒐集及利
用用戶個人資料的會員條款，存在剝削性（exploitative）和排他性（exclusionary）等
情形，可能對相近的廣告服務市場造成負面競爭影響。除非得到用戶事前且明示的同

意，否則Facebook必須停止對照、組合或連結不同平台的用戶個人資料54
。

(二) 相關評析
布魯金斯學會指出當競爭政策與隱私問題併同討論時，論點之一係「市場占有

率對於消費者隱私之所生影響」應否作為競爭政策的一部分加以考慮，而德國競爭

法主管機關在Facebook案執法上便採取此一論點55
。FCO在Facebook一案中採用包括

對彼此之間的合作之明確承諾，但反面而論，聯合聲明事實上並未對大量處理個
人資料的事業提供實質性實務操作建議，Proskauer Rose LLP, Competition and Data 
Protection in Digital Markets: UK’s CMA-ICO Joint Statement on Competition and Data 
Protection Law, NATIONAL LAW REVIEW (May 26,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
natlawreview.com/article/competition-and-data-protection-digital-markets-uk-s-cma-ico-
joint-statement (last visited Nov. 5, 2021).

53 OLG Düsseldorf - Beschluss vom 26. August 2019 – VI-Kart 1/19 (V), WRP 2019, 1333.
54 Order of the Federal Court of Justice (June 25, 2020, Ref. KVR 69/19).
55 Alex Marthews & Catherine Tucker, Privacy Policy and Competition, Brookings 

Economic Studies (2019),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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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經濟學在內的廣泛方法處理此一社交平台巨擘衍生的主導性地位和個人資料利

用等問題，最終認定其隱私權政策違反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並基此裁決
Facebook行為構成反競爭。

此外，德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Facebook一案中明確將「用戶隱私所受影響」列為
競爭執法的考量因素

56
。對此一作法表示贊同者如美國電子隱私資訊中心（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 EPIC），在EPIC針對Facebook併購WhatsApp向FTC提出的
投訴中，EPIC臚列產業數據與專家意見佐證該併購案將嚴重削減用戶隱私受保護之
程度，Facebook擬於合併後變更WhatsApp原有隱私設定之行為，應視為美國聯邦貿
易委員會法第5條所規範之不公平競爭方法或行為57

。布魯金斯學會認為此舉不啻表明

隱私與過往競爭執法所關注的產品質量之通常判斷方式著實有別，事業活動對消費者

隱私產生的影響應當於反壟斷案件與合併審查中獨立加以判斷
58
；惟時任FTC委員的

Maureen Ohlhausen認為傳統反壟斷審查重點便已足敷適用59
。

再者，德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Facebook提出的主要質疑，在於Facebook擁有的龐
大市場占有率，導致消費者在社交平台參與上別無選擇只能放棄隱私。不乏論者指出

對眾多網路使用者來說，已司空見慣允許網站或第三方蒐集有關個人的相關數據，藉

以換取免費的網路服務，而特定用戶對於免費搜索或其他免費服務的重視程度，事

實上也高於隱私損失
60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指出在不涉及現金對價（亦即免

費）的前提下，個人隱私成為用戶使用Facebook實際所需支付的代價，而德國競爭法
主管機關的執法不啻降低了Facebook在其各種網路服務間共享數據之能力61

。

四、小結四、小結

論者指出針對競爭法與隱私法兩者之間的分界與互動關係之探討，歷來大抵係建

立於「互補性」此一基礎之上
62
。迄今為止，整合主義是有關隱私法與反托拉斯法兩

56 Id.
57 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 & Center for Digital Democracy, In the Matter of 

WhatsApp: Complaint, Request for Investigation, Injunction, and Other Relief (2014), 
at 6-8; 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 & Center for Digital Democracy, In the 
Matter of WhatsApp: Complaint, Request for Investigation, Injunction, and Other Relief 
(2016), at 15.

58 Marthews & Tucker, supra note 55, at 4.
59 Id.
60 Stacy-Ann Elvy, Paying for Privacy and the Personal Data Economy, 117 COLUM. L. 

REV. 1369, 1391 (2017); BJÖRN LUNDQVIST & MICHAL S. GAL, COMPETITION 
LAW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191-92 (2019); Steven C. Salop, Dominant 
Digital Platforms: Is Antitrust Up to the Task?, 130 YALE L.J. FORUM 563, 572 (2021).

61 Marthews & Tucker, supra note 55, at 4.
62 Douglas, supra note 10, at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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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互動關係中討論最多也最被接受的論點，包括美國FTC63
及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均

不乏採取整合主義之例，而美國司法部亦曾公開表示質量下降構成對競爭的危害，而

隱私極可能是前揭競爭執法所考量的質量之一環
64
。

隨著事業開始重視並善加利用消費者個人資料，競爭法與隱私法的互動關係也

日受重視。觀察現時可見的理論，整合主義將資料隱私視為競爭執法分析下的質量要

素，分離主義則將隱私視為異於競爭法、屬於完全獨立的法律問題，惟前述兩種觀

點，事實上均將隱私利益解釋為與競爭利益相輔相成。

當兩者存在重疊競合情形，若有必要針對競爭法與隱私法所代表的利益作出抉

擇，競爭似乎較隱私更受青睞，蓋無論是從學理討論抑或就實務執法情形，競爭法

與隱私法的互動關係存在著「競爭優先」（competition first）觀點，一如居主流的理
論：整合主義，將隱私視為應納入競爭執法分析的單一因素，同時在兩個不同法律領

域的互動上，資料隱私亦有較高的可能性遭到邊緣化。論者指出無論是整合主義抑

或分離主義，均係衍生自競爭法，從而在競爭法與隱私法的互動討論上形塑「競爭優

先」或所謂的「競爭至上」（competition primacy）觀點，即不足為奇65
。

肆、非互補性觀點之提出

一、非互補性之存在與所生影響一、非互補性之存在與所生影響

(一) 非互補性概念之提出
1. 過往其他法律領域之討論顯示非互補性存在之可能

相較於隱私/個人資料保護法，競爭法與其他領域立法如智慧財產權法及消費者保
護法等，已有較多的互動關係與適用邊界討論

66
。其中，消費者保護法被視為競爭法

的重要補充（complementary），蓋兩者規範上均含有保障消費者之部分，宏觀而言，
兩者的目標具一定程度之相似性

67
。由於競爭法與隱私保護交集之一亦在於「消費者

福利」，因此過往有關競爭法與消費者保護法互動關係與適用問題所作討論，不啻具

63 Statement of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Concerning Google/DoubleClick, FTC File No. 
071-0170 (2007), at 2-3.

64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Makan Delrahim Delivers 
Remarks for the Antitrust New Frontiers Conference, DEPARTMENT OF JUSTICE (July 
29,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justice.gov/opa/speech/assistant-attorney-general-
makan-delrahim-delivers-remarks-antitrust-new-frontiers (last visited Nov. 6, 2021).

65 Douglas, supra note 10, at 679.
66 如Mark A. Lemley, A New Balance Between IP and Antitrust, 13 SW. J. L. & TRADE 

AM. 237, 245 (2007).
67 Thomas B. Leary, Competition Law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Two Wings of the 

Same House, 72 Antitrust L .J. 1147, 1147–48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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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程度之參考價值。

儘管消費者保護法與競爭法的目標看似相同，但事實上兩者除具互補性外，也存

在衝突之可能
68
。當基於消費者保護法採取的保護措施過於偏離市場，即可能限制競

爭對手的競爭能力並削弱消費者福利；另一方面，完全不受消費者保護法約束與限制

的競爭，則可能導致欺瞞與其他不正當商業行為之出現
69
。包括美國在內，隱私保護

被視為是廣義消費者保護概念之一環，揆諸消費者保護法與競爭法歷來的互動討論，

不啻表明相似的衝突問題或將等同出於隱私法與競爭法之互動關係
70
。

2. 隱私保護之雙面特性
近年英、美兩地有關數位經濟市場力量與濫用支配地位所作相關討論，將競爭

的衰退與用戶隱私遭到侵蝕兩者加以連結
71
。在平台經濟或資料驅動經濟當道下，論

者指出隱私保護固然可以被視為一種「非價格競爭」的形式，然而當競爭對手過小，

居主導地位的事業便可能欠缺投資隱私保護的動力，而消費者在別無選擇下亦只能

使用居主導地位的平台，並對事業所提供、質量較弱的隱私保護具備更高的容忍度

（tolerance）72
。在此一前提下，惟有強化競爭，甫能提升消費者隱私受到保障之程

度。

另一方面，隱私法本身的更迭，諸如「資料可攜權」等概念的提出，也讓主要

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深信競爭無疑對隱私保護產生正面且積極的影響
73
。蓋在缺乏資

料可攜權之前提下，消費者對於是否轉換產品或服務提供者一事，便可能感到躊躇不

前；當消費者因資料可攜而可得便利地移轉其個人資料，不無鼓動消費者轉而使用新

服務，並推動新的競爭者進入市場之可能
74
。

論者指出若「互補性」論述基礎持續成立，對特定數位平台上競爭法與隱私法的

執法將極為便利，蓋其創造了一個融合的執法環境，其間的每個學說領域均可追求其

68 Julie Brill,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Strange Bedfellows or Best Friends?, 
Antitrust Source (2010), at 1-2.

69 Douglas, supra note 10, at 670-71.
70 Id. at 674.
71 Digital Competition Expert Panel (UK), Unlocking Digital Competition: Report of the 

Digital Competition Expert Panel (2019), at para. 1.128; United States Congres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 Majority Staff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2020), at 43.

72 Pamela Jones Harbour & Tara Isa Koslov, Section 2 in a Web 2.0 World: An Expanded 
Vision of Relevant Product Markets, 76 ANTITRUST L.J. 769, 785 (2010); D. Daniel 
Sokol & Roisin Comerford, Antitrust and Regulating Big Data, 23 GEO. MASON L. 
REV. 1129, 1144-45 (2016).

73 Douglas, supra note 10, at 656.
74 Id. at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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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執法目標，而無需考慮應選擇哪個；然而此一觀點的最大缺陷，便是不太可能

在競爭法與隱私法每一次的互動中均成立互補性，尤其嶄新的數位經濟
75
。

以資料可攜為例，基於互補性概念，出於隱私保護考量的資料可攜被認為可得強

化市場競爭，惟此一概念事實上亦可能反向地鞏固壟斷而非促進競爭。諸如根基於掌

握用戶個人資料所衍生的價格歧視，可能導致消費者必須支付較通常情況下更為高昂

的費用，從而存在反競爭風險；然論者指出事業亦可能因資料分析，從而可得向貧困

客群提供相形低廉的價格，並觸達過往未能提供服務的潛在消費族群
76
。

(二) 非互補性衍生之挑戰
「非互補性」（non-complementarity）的存在對於競爭法執法產生兩項挑戰：

1. 針對產品質量進行評估時，應當如何權衡可能構成產品質量的各該不同因素
當隱私可得視為產品質量之一環，同時存在其他不同的評量因素，若固有產品設

計變更導致隱私保護程度之下降，但此舉將改善產品質量其他因素時，競爭法主管機

關究應如何評估事業行為對於消費者福利真正產生的影響，著實不易
77
。

2. 非互補性直接引發競爭法與隱私法兩者之間的利益衝突問題
隱私不僅可作為競爭執法分析上被納為考量的質量因素，其本身事實上是一個

具獨特性的學說領域，同時隱私法所追求的利益可能與促進競爭的反托拉斯法背道而

馳。論者指出分離主義和整合主義事實上都欠缺有關競爭法係如何與隱私法互動之合

理解釋，儘管分離主義承認隱私屬於獨特法律領域，但分離主義認為競爭法與隱私法

本質上係完全區隔的，從而否定兩者之間存在任何形式之互動
78
。

而競爭法與隱私法在整合主義底下看似存在互動，但依整合主義觀點，當隱私並

未被視為產品質量之一環，則隱私便不在競爭執法分析範疇之內；然而無論是否將隱

私視作競爭執法分析下的質量分析因素，競爭法與隱私法仍存在互動之可能
79
。

立於競爭法角度，消費者個人資料在當前的數位競爭下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數位平台仰賴大量蒐集與分析涉及消費者的巨量資料，驅動嶄新服務（如搜尋引擎與

社交平台等）並增加事業之利潤。惟自隱私角度而論，當事業所蒐集與利用的資訊均

屬於可識別個人資料，將因適用隱私保護立法而使得個人資料蒐集、利用與對外共享

等受到限制，從而減少在資料驅動經濟下的競爭
80
。

75 Id.
76 Manne & Sperry, supra note 22, at 7.
77 Id. at 5-6; Douglas, supra note 10, at 657.
78 Douglas, supra note 10, at 658.
79 Id. at 658-59.
80 Id. at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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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競爭法與隱私法「非互補性」之實務示例二、競爭法與隱私法「非互補性」之實務示例

(一) hiQ Labs, Inc. v. LinkedIn Corp.案81

2019年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hiQ Labs, Inc. v. LinkedIn Corp.一案中，法院便曾詳
加檢視及比對hiQ所提出的「反競爭排除主張」與 LinkedIn所抗辯之「用戶資料隱私
保護」事由

82
。原告hiQ擷取LinkedIn平台上的使用者個人資料並將系爭資料應用於hiQ

開發的「人員分析」（people analytics）軟體83
。儘管LinkedIn最初曾允許hiQ使用其用

戶資料，嗣後仍封鎖hiQ在LinkedIn平台的權限84
。

hiQ聲稱如果無法使用LinkedIn平台上的用戶個人資料，其業務將無以為繼，hiQ
並表示LinkedIn此舉係為了發展其自身的相似分析軟體，從而封鎖hiQ原先享有的資
料訪問權限

85
。LinkedIn則以用戶隱私保護作為抗辯，其指出hiQ的分析軟體賣點在於

可事前警示雇主其現任員工是否存在離職風險，而爭議所在便在於LinkedIn提供用戶
「不推播」（do not broadcast）功能選項，以防止在用戶修改其個人資料時，將自動
推播至其職業社交平台個人網頁，導致雇主察覺員工正在進行求職並有可能離職之可

能性
86
。

然而法院發現無論用戶是否進行前揭隱私設定，hiQ事實上都會向雇主報告其員
工出現更改個人資料之情形。地區法院與巡迴上訴法院均考慮了LinkedIn用戶對於其
主動公開於LinkedIn平台上的個人資料，是否存在著隱私保護期待87

。法院對LinkedIn
所提出用戶隱私保護主張持懷疑態度，最終認定並無任何具體證據表明將因hiQ使用
LinkedIn用戶個人資料，導致用戶隱私遭受侵害88

。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維持原有的

初步禁令裁決，要求LinkedIn應當恢復hiQ對LinkedIn用戶資料之訪問權限89
。

論者指出法院在hiQ Labs.一案中對用戶隱私利益保護一事的質疑，與過往相似事
件中多立於消費者利益保護的常規立場並不一致

90
。法院立場似更加傾向促進資料驅

動下的競爭而非著眼資料隱私保護，而本案可挑剔之處在於法院並未明確說明為何鼓

勵競爭對消費者而言更為有利，從而駁斥LinkedIn提出之以隱私保護作為抗辯事由91
。

81 hiQ Labs, Inc. v. LinkedIn Corp., 938 F.3d 985 (9th Cir. 2019).
82 Id. at 985.
83 Id. at 991.
84 Id. at 992.
85 Id. at 998.
86 Id. at 990.
87 hiQ Labs, Inc. v. LinkedIn Corp., 273 F. Supp. 3d 1099, 1119(N.D. Cal. 2017); Id. at 985.
88 Id. at 994.
89 Id. at 1005.
90 Douglas, supra note 10, at 664.
91 Id. at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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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Tile投訴Apple案（2020年及2021年）
以藍牙追蹤裝置為世人所知的Tile公司，可協助使用者透用手機上的Tile應用程

式，追蹤安裝Tile產品的個人隨身重要物件，諸如錢包、鑰匙及自行車等92
。Tile於

2020年6月向歐盟指控蘋果（Apple）公司挾其平台優勢，在iOS 13隱私政策調整後，
強制任何安裝於Apple設備上的應用程式，若涉有追蹤定位功能之使用，應將此一功
能「預設關閉」；相形之下，Apple自身的「Find My」則是「預設開啟」所在位址之
追蹤定位功能。

Tile表示Apple行為造成Tile所開發的產品難以在iPhone手機上操作使用，除難以
獲取位址資訊，Apple亦定時提醒用戶其個人有關資訊正受到使用，此舉無疑地增加
Apple相近產品Find My的競爭能力，從而擠壓其他業者之合作與發展機會。

隨著蘋果（Apple）在2021年推出市場喧囂已久的藍牙追蹤器：AirTag，Tile再次
於2021年5月美國參議院反托拉斯聽證會上表達Apple存在反競爭行為之嫌93

。Apple
則回應指出Apple裝置上的Find My功能推出時間已逾十年，遠早於Tile成立的時間點
（2012年）；此外，Tile擁有藍牙追蹤裝置約9成的市占率，AirTag能否追上Tile仍屬
未定。而在AirTag正式推出前，Apple已向第三方開放其Find My應用程式的訪問與應
用權限

94
，甚至與Tile的競爭對手Chipolo ONE Spot合作，均足以證明Apple讓iPhone上

其他與AirTag存在競爭可能性的遺失物追蹤查找裝置，均處於相同之地位95
。

Apple與Tile兩者之間的爭議，再次突顯「促進競爭」與「隱私保護」之間權衡
取捨之困難。特別是近年FTC已留意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裝置日益普及下
消費者位址資訊的高度敏感性

96
，一如前揭Apple與Tile所蒐集與利用的資料，FTC強

92 若遺失物件並不在用戶行動裝置的藍牙感應範圍之內，用戶亦可以透過Tile應用程
式中的「尋找網絡」(fi nding network)功能尋找其遺失物。

93 Uzair Ghani, Tile CEO Welcomes Competition from Apple with AirTag, But Believes it 
Needs to be Fair, WCCFTECH (May 4,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ccftech.com/tile-
ceo-welcomes-competition-from-apple-with-airtag-but-believes-it-needs-to-be-fair/ (last 
visited Nov. 16, 2021).

94 為便利第三方應用Find My功能，Apple開發名為Find My Certifi cation Asst的應用程
式，而在Apple開放後實際應用Find My之例如電動自行車廠商VanMoof及高階耳塞
廠商Belkin等。

95 Sarah Perez, Tile bashes Apple’s new AirTag as unfair competition, TECHCRUNCH (Apr. 
21, 2021), available at https://techcrunch.com/2021/04/20/tile-bashes-apples-new-airtag-
as-unfair-competition/ (last visited Nov. 16, 2021).

96 相關案例如United States v. InMobi Pte Ltd., No. 3:16-cv-3474 (N.D. Cal. June 22, 
2016). 另可參見Kathleen A. Murphy, Recent FTC Regulation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72 BUS. LAW. 289, 291-9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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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賦予消費者同意位址資訊蒐集與否以及可得嗣後退出等選擇自由的重要性
97
。基於

位址資訊所發展的應用程式之間的競爭問題，因無法近用特定資料而受到影響時，此

時所應考量的問題，包括Apple的行為是否影響了整體競爭，抑或僅有Tile公司受到影
響；此外，若足以認定Apple所為的確強化了用戶隱私之保障，則在反競爭問題判斷
上應如何正確評價其行為。

除Tile對Apple提出投訴一案，其他包括Google於2020年1月宣布自同年2月起開始
限制其Chrome瀏覽器中的第三方cookie98

，並在兩年內逐步淘汰所有的第三方cookie，
從而引發英國CMA在2021年1月宣布對此舉進行調查99

，以及Apple在2021年4月變更
其iOS系統之「廣告識別碼」（Identifier for Advertisers, IDFA）隱私設定，旋即面臨
媒體業及廣告業所提出的反競爭投訴

100
等案例，均可窺見事業所出現的反競爭爭議行

為，並非如同過往肇因於對用戶個人資料的不當蒐集或利用，反而是著眼提升隱私保

護強度所致。

三、競爭法與隱私法之互動與利益衝突判斷三、競爭法與隱私法之互動與利益衝突判斷

(一) 判斷標準與分析工具之建立
在競爭法與隱私法產生交錯時，此時不應存在所謂的「隱私優先」觀點，反之，

隱私法也不應具有優越地位，兩者應當立於平等地位進行分析，充分考量兩者各自表

徵的利益之重要性，然後相互權衡及判斷
101
。

論者指出前揭方法的實際應用，仰賴法院深入探究競爭法與隱私法之利益強度，

若資料隱私被過度擴展或解釋，從而超出其適當範圍，將會干擾事業透過資料的合法

利用進行競爭，並減損消費者可得獲取之利益，諸如免費與個性化的數位服務。反

之，如果競爭法或競爭政策逾越應有邊界，以促進競爭之名損害合法的隱私保護措

施，不啻對消費者造成傷害
102
。

97 Douglas, supra note 10, at 667.
98 關於cookie的分類(第三方cookie概念)以及第三方cookie引發之問題，可參閱郭戎
晉，「從個人資料保護立法談cookie之定位、應用爭議與規範課題」，東吳法律學
報，第32卷第1期，73-75、89(2020)。

99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 to Investigate Google’s ‘Privacy Sandbox’ 
Browser Changes, GOV.UK (Jan. 8,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
news/cma-to-investigate-google-s-privacy-sandbox-browser-changes (last visited Nov. 
17, 2021).

100 Scott Ikeda, Apple Facing Another Antitrust Complaint Over New App Tracking 
Transparency Framework, CPO MAGAZINE (May 3,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
cpomagazine.com/data-privacy/apple-facing-another-antitrust-complaint-over-new-app-
tracking-transparency-framework/ (last visited Nov. 17, 2021).

101 Douglas, supra note 10, at 680-81.
102 Id. at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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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競爭法與隱私法究屬於互補抑或非互補之爭論，當肇因隱私保護問題涉及反

競爭爭端時，隱私可得視為「非價格競爭因素」（element of non-price competition）」
已獲共識。非價格競爭因素並非全新的概念，美國司法部及FTC在2010年共同發布的
「水平結合處理原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便曾指出「經過強化的市場力
量亦可表現於對客戶產生不利影響之非價格條款與條件之中，包括產品質量降低、產

品種類減少、服務減少或創新減少」
103
。

論者指出在未有明確對價或以所謂的「零貨幣價格」（zero monetary price）提供
服務的市場中，考慮價格以外的其他競爭面向顯得至關重要，包括創新與所提供服務

之質量
104
。當隱私保護作為質量因素，競爭法主管機關應考量因隱私可能而生的損害

與因此所獲致的利益之比例關係（proportionality）。特別是欠缺明確的價格並不意味
著消費者所受損害並不存在或不真實，然而在「貨幣價格為零」的市場背景下，消費

者的利益通常也難以量化，對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實有必要進一步開發對應此一新興

質量因素所生影響的嶄新分析工具
105
。

(二) 正當商業理由作為隱私利益大於競爭利益之處理討論
1. 合理性原則與正當商業理由

美國最高法院在Standard Oil Co. of New Jersey v. United State一案106
中樹立了「合

理性原則」（Rule of Reason），針對休曼法（Sherman Act）之適用，若系爭事業行為
對於整體經濟效率帶來正面幫助，同時其所產生的社會福利大於消費者所遭受之損失

時，可得視為合理行為；析言之，惟有事業所從事行為之效果，係不合理地限制商業

時甫認定屬於非法
107
。

基於合理性原則，當事業被控違反休曼法規定（以第1條與第2條為主），同時原
告提出事業從事反競爭行為的初步證據，被告可藉由證明其對於受指控的反競爭行為

具備「商業理由」（business justifi cation）作為抗辯。如果被告可得提出有效的商業理
由，則法院通常會認定事業並不存在違法之情況

108
。

103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Sec. 1 “Enhanced market power can also be manifested in non-price terms 
and conditions that adversely affect customers, including reduced product quality, 
reduced product variety, reduced service, or diminished innovation.”

104 Kemp, supra note 32, at 665.
105 Id. at 666; Stigler Center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tigler Committee on Digital 

Platforms: Final Report (2019), at 31.
106 Standard Oil Co. of New Jersey v. United States, 221 U.S. 1 (1911).
107 James T. Halverson & Brian J. Telpner (Steptoe & Johnson LLP), Making Sense of 

Sherman Act Section 2 in the High-Tech Economy, at 15 ,full text available at https://
www.steptoe.com/images/content/1/9/v1/194/25.pdf (last visited Nov. 14, 2021).

108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253 F.3d 34, 58 (D.C. Cir. 2001); LePage's Inc. v.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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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隱私保護可否視為正當商業理由，尚待驗證
論者指出前揭hiQ Labs, Inc.案以及Tile投訴Apple案等新興實務案例，顯然並不符

合「競爭與隱私保護」兩者具互補性之論述模式
109
。在「非互補性」之前提下，可資

關注之處在於能否舉隱私保護作為反競爭問題判斷上的有效「商業理由」，對此，現

階段無論是學界抑或實務並無相關討論及定論
110
。

由於分離主義認為競爭與隱私保護兩者並無交集，自然而然並無上述判斷課題存

在的可能性。另就認同競爭與隱私保護存在交互可能性的整合主義而言，的確可能因

事業表明其用以保障用戶隱私的舉措確實改善了消費者福利，從而隱私保護可得視為

反競爭問題判斷上可被接受的有效商業理由
111
。

(三) 矯正措施作為競爭利益大於隱私利益之處理討論
1. 以可得「近用隱私資料」作為促進競爭之「矯正措施」

在競爭執法與隱私保護兩者之間的分界與互動關係未臻明確之下，不乏論者主張

可採用「矯正措施」（antitrust remedies）作為解決方案，諸如強制事業開放其用戶資
料的近用權限（access）或要求進行披露，以此作為恢復網路環境競爭的手段112

。而

近年針對大型數位平台所提起的訴訟，特別是訴求壟斷（monopolization）問題者，亦
有以行為面矯正措施（behavioral remedies）113

、允許競爭對手獲取平台用戶資料進行

處理之趨勢
114
。

儘管過往科技公司所涉及的反競爭執法案件中，不乏強制事業披露特定資料之

例，諸如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一案中，法院要求微軟公司應公開應用程式
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暨關聯資料115

，而FTC針對中央處理

324 F.3d 141, 152 (3d Cir. 2003).
109 Douglas, supra note 10, at 667.
110 Id.
111 Id.
112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earing o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2018), at 96-97 & 128-29; Digital Competition 
Expert Panel (UK), Unlocking Digital Competition: Report of the Digital Competition 
Expert Panel (2019), at para. 2.81.

113 論者指出歸納主要國家競爭主管機關之執法經驗，矯正措施可區分為「結構面」
（structural）與「行為面」（behavioral）兩大類型。 結構面矯正措施指主管機關
以調整市場結構的方式，預防可能出現之反競爭效果；而行為面矯正措施，則是
從消費禁止事業所得從事之競爭行為，或要求事業積極採取具降低或排除競爭疑
慮之特定行為。參陳志民、陳和全，「『結合矯正措施』制度之一項功能性導向
的理解架構」，公平交易季刊，第21卷第1期，5-6(2013)。

114 Douglas, supra note 10, at 668 & 654.
115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253 F.3d 34, 46 (D.C. Ci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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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壟斷問題與Intel達成的和解協議中，也包括Intel後續必須揭露其晶片介面（chip 
interfaces）之設計資料116

。然而相關資料披露前例，系爭資料事實上均屬於「非個人

資料」。論者指出當數位平台競爭逐步聚焦於消費者隱私資料時，若競爭法主管機關

及法院仍考慮採行矯正措施、以強制事業披露資料方式恢復市場上之競爭，在系爭資

料涉及用戶個資之下，該等矯正措施的運用或應考慮以取得相關資料當事人之同意作

為前提
117
。

2. 此一作法之合適性與界線
贊同前揭作法者，認為相較於隱私法大抵僅能對事業處以罰款，採行競爭法矯正

措施、藉由事業之行為承諾（behavioral commitments）解決問題或為更佳之方式，特
別是矯正措施具靈活性，除與相關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亦可對應市場後續變化進行

調整
118
。此外，矯正措施可創造「非對稱」（asymmetry）的監管結果，針對具市場

主導性地位的事業施加嚴格條件，從而助益新加入事業進入市場；惟隱私法的機制設

計，無論是居主導性地位的事業抑或甫加入者，均面臨相同的負擔，從而難以解決肇

因隱私爭議產生的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s）問題119
。

另有論者表示在競爭法與隱私法互動問題處理上，是否實施「矯正措施」應

當採取謹慎態度。蓋就限制競爭行為規範討論及適用而言，首要步驟便是「相關市

場」（relevant market）之界定，而相關市場範疇的具體判斷，除須考量對特定產品
或服務的需求與供給之替代性，一般而言係透過「特定產品市場」（relevant product 
market）與「特定地理市場」（relevant geographic market）2項指標進行判斷。然近年
涉及隱私保護問題的競爭執法案例，諸如隱私爭議問題纏身的Facebook，事實上係壟
斷多個並不符合「市場」標準定義的非競爭性產品（noncompeting products），而競爭
法不應破壞一個利基設計（profitable design）所產生之價值，相較於具危險性的補救
措施如分拆，應可考量其他替代方案，諸如強制互通（compelled interoperability）、
禁止反競爭行為或針對結合採取更為嚴格的禁止立場

120
。

英國CMA及ICO在其2021年6月發布的聯合聲明中指出立於「個人資料近用」
（access to personal data）基礎的矯正措施可能造成競爭法與隱私法之間的緊張關

116 Intel Corp., 150 F.T.C. 420, 455-84 (2010).
117 論者指出長期而論，當事人同意並不是解決矯正措施（資料披露）與隱私保護之
間可能存在緊張關係的合宜解決方案，Douglas, supra note 23, at 80-86.

118 Botta & Wiedemann, supra note 10, at 445.
119 Id. at 445-46.
120 Herbert Hovenkamp, Identifying the Market In the Facebook Antitrust Case, 

PROMARKET (Apr. 27, 2021), available at https://promarket.org/2021/04/27/cluster-
market-ftc-facebook-antitrust-case/ (last visited Nov. 2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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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121
。如果將「可得近用個人資料」列入矯正措施之範疇，則其設計方式必須符合隱

私/個人資料保護立法122
。CMA及ICO強調資料/數據的本質屬於「非競爭性」（non-

rivalrous），而共享資料所需的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事實上極低，因此合理的資
料共享可以創造顯著的效率，並使得整體社會均從中受益

123
。然而開放資料近用易於

造成競爭法與隱私法之衝突，應立於公平、合比例及符合法律規範要求的前提下促進

資料共享
124
。

四、小結四、小結

有關競爭法與隱私法的互動關係與分界討論，無論是學界抑或實務長期以來均立

於「互補性」此一基礎處理兩者之間衍生的競合問題。然隨著隱私保護意識的持續強

化與企業隱私保護管理思維的轉變，近期已有「非互補性」觀點之提出以及可資佐證

非互補性之實務案例。

非互補性無疑使得競爭法與隱私法的互動分野與利益衝突判斷更形複雜，特別

是在各界肯認隱私應可作為「非價格競爭因素」、以質量方式分析其對於市場產生之

影響下，有論者建議競爭法主管機關可考量因隱私可能而生的損害與因此所獲致的利

益之比例關係；然而競爭分析上如何納入隱私，並無法套用過往的質量分析方式，

對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實有必要進一步開發對應此一新興質量因素所生影響的分析工

具。

立於「非互補性」之前提下，消費者福利的權衡成為複雜難解之事，而相關主管

機關及司法實務對於競爭法與隱私法兩者之間的衡平問題，也可能存在著歧見
125
。當

前亦可窺見若干執法處理機制討論，包括以「正當商業理由」作為隱私利益大於競爭

利益之處理方式，以及當競爭利益大於隱私利益時，採用「矯正措施」進行處理之合

適性。惟如何競爭法與隱私法兩者互動關係的不確定性，前揭機制討論事實上亦肯否

互見。

伍、後續發展關鍵議題暨國內對應觀察與建議

一、立法論層面之發展與影響一、立法論層面之發展與影響

(一) 隱私法制規範模式對事業競爭所生影響
歷來競爭法與隱私法兩者互動關係所作討論與實務操作經驗，突顯出兩者之間存

在著「競爭優先」觀點，論者指出此一觀點形成的原因之一，在於隱私法（個人資料

121 CMA & ICO, supra note 42, at para. 73.
122 Id. at para. 71.
123 Id. at para. 72.
124 Id. at para. 73 & 75.
125 Douglas, supra note 10, at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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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法）相較於競爭法，屬於新興法律領域，同時資料隱私侵害等概念的法律定義存

在未臻明確之虞，連帶造成當隱私侵害行為所造成的損害欠缺充足證據支撐時，法院

便可能選擇相形較易證明的競爭損害
126
，使得隱私本身在競爭法與隱私法兩者進行利

益權衡時，顯得無足輕重
127
。

近年個人資料保護成為主要國家共通關注的議題，而國際立法潮流也由過去「產

業自律」及「專法規範」分庭抗禮之情形，已顯著側重如何透過制定個人資料保護專

法，藉以落實民眾個人私密資料保護此一模式
128
。對此，Anu Bradford指出歐盟立法

易於產生所謂的「布魯塞爾效應」（Brussels effect），成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全球共
通標準，除市場競爭及消費者安全等事務，亦包括個人資料保護規範。特別是個人資

料保護概念在歐盟發展已久，從原有的1995年資料保護指令（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 
DPD）129

到近年生效的GDPR，成為各國制定內國個人資料保護立法或修正固有法制
時爭相仿效的對象

130
。

除企業端的法律實務操作以歐盟要求為度外，主要國家法制政策亦明顯受到歐

盟個人資料保護立法（布魯塞爾效應）的影響，其中尤以民主先進國家或所謂的第一

世界（First World）國家為甚131
。趨勢之一是各國紛紛仿歐盟作法以制定專法方式保

護公民個人資料，如早期同美國堅守產業自律立場的加拿大，便選擇制定「個人資料

保護及電子文件法」（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Electronic Documents Act）

126 諸如hiQ Labs, Inc. v. LinkedIn Corp.一案中，第九巡迴法院表示LinkedIn聲稱其用戶
對於平台上的自身個人資料與保護設定享有隱私利益，但LinkedIn對此卻僅提供了
「極少證據」佐證其主張。最終法院認定即使用戶對LinkedIn平台上的資料享有
隱私權，相關利益仍不足以超過hiQ繼續其業務之利益。hiQ Labs, Inc. v. LinkedIn 
Corp., 938 F.3d 985, 994-95 (9th Cir. 2019).

127 Douglas, supra note 10, at 679-80.
128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在2021年公布的研究成果，其所調查的194個國家中，已有128個國
家已制定個人資料保護立法，比例達到66%，此外亦有10%的國家正著手立法。
UNCTAD, Data Protection and Privacy Legislation Worldwide, available at https://
unctad.org/page/data-protection-and-privacy-legislation-worldwide (last visited Aug. 29, 
2021).

129 Directive 95/4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4 October 1995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OJ L 281, 23.11.95.

130 ANU BRADFORD, THE BRUSSELS EFFECT: HOW THE EUROPEAN UNION 
RULES THE WORLD 17-18, 167-68 (2020); PAUL CRAIG & GRÁINNE DE BÚRCA, 
THE EVOLUTION OF EU LAW 931-34 (3rd ed. 2021).

131 Michael L. Rustad & Thomas H. Koenig, Towards a Global Data Privacy Standard, 71 
FLA. L. REV. 365, 365, 44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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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符合歐盟立法強調的適足性保護水平。另一布魯塞爾效應在隱私保護領域彰顯

之例，則是各國在採取專法模式保護公民隱私之餘，也於法案中納入如適足性要求

（Adequacy Requirement）或域外效力條款（Extraterritorial Effect）等歐盟立法首見之
舉。

在隱私保護議題長期堅守產業自律立場的美國，亦有受布魯塞爾效應影響之勢：

1.現階段已有多州制定個人資料保護專法，各州立法的出發點或不盡相同，但其中
不乏受到歐盟立法影響之例，諸如被譽為美國首部全方位個人資料保護立法的加州

消費者隱私保護法（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 CCPA）132
，便明顯受到GDPR

之影響
133
。2.隨著愈來愈多的州制定或推動個人資料保護專法，也形塑一股自下而上

（bottom up）的力量，促使聯邦政府正視制定一體適用的聯邦層級個人資料保護專
法之必要

134
。而當原先作為歐美資料跨境傳輸合法基礎的隱私盾架構協定（EU-US 

Privacy Shield Framework）在2020年為歐洲法院認定屬無效機制後，歐美隱私保護水
平落差

135
情形再次帶動新一波專法制定倡議

136
。

儘管美國尚無私部門一體適用的個人資料保護專法，論者指出FTC仍從普通法擴
大對於個人資料之保護，要求事業應基於消費者對於隱私的合理期待，提供更強而

有力、基本必要的隱私保護機制，其顯然與FTC早期所採取的企業自律與自我承諾立
場有所不同

137
。另有論者指出隨著美國隱私保護法制的壯大，其與競爭法之間的互動

也將愈發頻繁與複雜
138
；此外，近期研究指出隱私法與競爭法兩者之間並非完全互

補，未來在美國或將出現與歐盟國家相仿的「歐洲式硬性衝突」（European-style hard 

132 CAL. CIV. CODE 1798.140.(c) (2019).
133 Paul M. Schwartz, Global Data Privacy: The EU Way, 94 N.Y.U. L. REV. 771, 818 (2019).
134 Woodrow Hartzog & Neil Richards, Privacy’s Constitutional Moment and the Limits of 

Data Protection, 61 B.C. L. REV. 1687, 1710 (2020).
135 除隱私法制層面之落實，另有論者指出歐盟在競爭法的規範設計與執法，亦較美
國強大。在隱私保護方面，歐盟預設禁止個人資料的處理行為，僅於法律明文允
許之情況，甫得蒐集、利用及傳輸受到保護之個人資料；在美國除非法律另有規
定，原則上允許利用個人資料，採取與歐盟相反之立場。而在競爭方面，歐盟
競爭法有關規範，特別是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部分，也較美國相應立法如休
曼法(Sherman Act)更為嚴格，同時歐盟競爭主管機關針對大型數位平台採取的執
法活動，也較美國競爭主管機關更加積極，Douglas, supra note 10, at 675; Paul M. 
Schwartz & Daniel J. Solove, Reconcil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102 CAL. L. REV. 877, 880-81 (2014).

136 Andraya Flor, The Impact of Schrems II: Next Steps for U.S. Data Privacy Law, 96 
NOTRE DAME L. REV. 2035, 2051-52 (2021).

137 Solove & Hartzog, supra note 135, at 661-62.
138 Douglas, supra note 10, at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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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 ict）之可能139
。

(二) 隱私法制實質內容持續更迭之影響
1. 規範密度存在差異之影響：以資料跨境傳輸規範為例

各國隱私或個資保謢立法不必然納入「資料跨境傳輸」對應規範，而加以規範

者，其規範模式與作法亦不盡相同。蓋立法者針對個人資料保護所作設計，直接反映

該國的隱私文化與保護思維，其往往又牽涉複雜的人文、社會經濟、歷史遞嬗等多重

因素，無可避免造成各國規範設計上的差異。

國際組織針對資料跨境移轉問題，從早期採取開放、甚至不希望各國施加不必

要限制的態度，逐步轉趨嚴格。而在內國立法部分，歐盟無疑是針對個人資料跨境傳

輸採取限制立場最具代表性之例，針對個人資料跨境傳輸一事，無論是歐洲共同體

（European Communities）抑或當前的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包括歐體時代的
個人資料自動化處理保護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以及歐盟成立後影響各國立法深遠的資料
保護指令與GDPR，歐洲始終貫徹「原則限制、例外開放」此一理念140

。

指令承續上述公約揭示的「對等保護」（equivalent protection）概念，明確
規定資料接受國或地區，其資料保護必須達「適足性水平」（adequate level of 
protection），甫能將個人資料由歐盟傳輸至境外，並明訂執委會確認資料接收國/地區
的保護水平是否已達適足性之標準

141
。而2018年5月25日生效的GDPR針對資料跨境傳

輸規範議題，亦承襲指令精神持續採納適足性水平要求。

長期在私部門隱私保護並無專法的美國，與歐盟透過協商方式，建立安全港隱

私原則（Safe Harbor Privacy Principles）與前者失效後接替的歐美隱私盾架構協定，
作為兩者之間資料跨境傳輸的合法基礎。儘管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歷來發布的隱私盾審查報告均肯認美國將持續確保由歐盟傳輸至美國的個人資料獲得

充分保障，然歐盟司法實務卻存在不同觀點。繼安全港隱私原則於2015年遭歐洲法院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142

裁定無效後
143
，接替作為美歐之間資料跨境合法傳輸基

礎的隱私盾協議亦於2020年7月為歐洲法院認定屬無效機制144
。

在歐洲法院裁定隱私盾架構協定屬於無效機制前，通過美國商務部（U.S. 

139 Id.
140 Schwartz, supra note 133, at 783-84.
141 DPD Art. 25.
142 歐洲法院為歐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CJEU）之一環，為歐
盟法院體系下的最高法院。

143 Case C-362/14, Maximillian Schrems v.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er (2015).
144 Case C-311/18,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er v. Facebook Ireland Ltd and Maximillian 

Schrem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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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Commerce）審查取得隱私盾認定資格的企業已逾5,300家，儘管企業在
隱私盾失效後，仍可以「標準契約條款」（Standard Contractual Clauses, SCC）作為個
人資料於歐美跨境傳輸的合法基礎，然根據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2020年5月發布的研究報告，前述企業中65%為中小企業與新創事業，由於其財
力相對有限，並無法如同大型業者迅速改採SCC或其他替代性措施145

。甚至不乏論者

認為原先於歐美之間頻繁跨境傳輸個人資料的企業，可能數月甚至多年都難以找出合

適的解決方案
146
。

2. 規範內容更迭複雜化兩者間之利益衡量
(1) 觀察面向之一：適用範疇持續擴張

伴隨民眾個人資料保護意識日益高漲，為回應資訊時代產生的劇烈衝擊，隱私權

的概念與各國個人資料保護立法有著程度不一之調整，包括個人資料定義的擴張等舉

措，讓個人資料保護立法似有側重保護層面之勢，而「個人資料定義」相當程度也決

定了個人資料保護立法之適用範圍
147
。論者指出隨著人類生活與數位環境的粘著度日

益加深，在廣泛的個人資料定義之下，不遠的將來所有數據都可能成為個資，而隱私

/個人資料保護立法也將變成所謂的「萬物法」（Law of Everything）148
。在個人資料

概念持續擴張下，肇因隱私/個人資料保護衍生的反競爭爭端，勢將愈發頻繁。
近期受到「布魯塞爾效應」之影響，主要國家評估制定或修正隱私/個人資料保

護立法時，無不參考歐盟原有的1995年指令及當前之GDPR，即便是對於私部門個人
資料保護向來高舉產業自律大纛的美國，也持續討論應否仿照歐盟GDPR制定一體適
用的聯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歐盟個人資料保護立法的特色，包括嚴格規範個人資料

的蒐集、利用及跨境傳輸，並賦予資料當事人多項隱私權利，而全球企業競競業業

GDPR相關法律遵循工作的主因，除該法第83條的巨額處罰規定（最高得處以2,000萬
歐元或以全球營收4%作為罰鍰，取其高者），更為關鍵者即在於同法第3條所設置之
「域外效力」條款，使得GDPR適用範疇並不以歐盟所轄地域為限。而前揭規定，無
論是罰鍰設計抑或域外效力條款，均係向歐盟競爭法取經之結果

149
，在事業受各國隱

145 Oliver Patel & Nathan Lea, EU-U.S. Privacy Shield, Brexit and the Future of 
Transatlantic Data Flows (2020), at 12.

146 Julia Hamilton, Data Prot. Comm'r v. Facebook Ireland Ltd. and Maximillian Schrems: 
Shattering the International Privacy Framework, 29 TUL. J. INT'L & COMP. L. 351, 
360 (2021).

147 LILIAN EDWARDS, LAW, POLICY AND THE INTERNET 84 (2018).
148 Nadezhda Purtova, The Law of Everything. Broad Concept of Personal Data and Future 

of EU Data Protection Law, 10 L. INNOVATION & TECH. 40, 40 (2018).
149 Chris Jay Hoofnagle, Bart van der Sloot & Frederik Zuiderveen Borgesius, The European 

Union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What It is and What It Means, 28 INF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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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保護立法規範及遭受巨額裁罰可能性升高
150
的同時，無疑地亦將對其市場競爭帶來

直接影響。

(2) 觀察面向之二：技術概念入法
儘管主要國家持續強化隱私保護立法，並透過諸如上述擴大個人資料定義等方

式，以期有效保障民眾私密資料，然而提升資料商業價值並強化合理使用亦已是不可

抗之勢。如何在商業發展與個人保障之間取得適度平衡，成為各項嶄新科技發展上無

可迴避的關鍵課題。

隱私保護意識的提升，除直接反映於法制設計與規範密度，另一受矚目的趨勢則

是「技術概念入法」。對此，又區分為兩大面向，其一係藉由技術方式建構與提升事

業的「隱私能力」，實務上將此類技術泛稱為「隱私強化技術」（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ies, PETs），諸如資料隱私影響評估（Data Privacy Impact Assessment, 
DPIA）及隱私設計（Privacy by Design）等概念，即被歐盟立法者於草擬GDPR時納入
該法。

技術概念入法另一更受矚目的面向，則是如何透過技術方式促進隱私資料之合

理運用。特別是所謂的個人資料匿名化或「去識別化」（de-identification）技術的發
展，當資料經過相關處理後達到不復識別當事人之程度者，即可不視為個人資料並豁

免於隱私/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適用。諸如GDPR前言第26點即表明該法各該資料保護原
則，並不適用於匿名化資料，相較於GDPR將去識別化概念置於該法之前言，日本與
韓國則是進一步納入法條之中，以期擴大資料控制者或資料處理者對於其所保有的個

人資料之運用空間。從技術層面而言，前揭各該隱私技術的發展，是否將對隱私作為

競爭分析上的質量因素之判斷一事產生影響，實有進一步分析之必要。

二、相關主管機關之合作機制：以英國「數位監管合作論壇」為例二、相關主管機關之合作機制：以英國「數位監管合作論壇」為例

(一) DRCF之成立與目標
英國競爭與市場管理署（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資訊專員辦

公室（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及通訊管理局（Ofcom）於2020年7月聯合
成立「數位監管合作論壇」（Digital Regulation Cooperation Forum , DRCF），期透過
各監管機關之緊密合作，因應當前大型數位平台全球化與快速創新帶來的各項執法難

題，並支持更趨於一致與相關協調的監管作法
151
。

COMM. TECH. L. 65, 92 (2019).
150 近期甫問世的隱私/個人資料保護專法，如巴西一般資料保護法(Lei Geral de 

Proteção de Dados Pessoais, LGPD)、美國加州消費者隱私保護法(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 CCPA)、泰國個人資料保護法(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PDPA)及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立法例，均仿GDPR第3條規定納入域外效力
條款。

151 英國金融行為監理總署（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GA）於2021年4月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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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CF成立的主要目的，除確認各該機關的職掌分工，更為重要的是梳理必須相
互合作協調之事項，觀察DRCF成立時提出的核心目標152

，即可發現英國政府擬藉由

成立DRCF強化部會之間的橫向溝通，確保針對數位經濟活動所採取的監管活動之一
致性。

(二) 揭櫫2021至2022年工作計畫
DRCF於2021年3月發布「2021-2022年工作計畫」，揭示其優先推動事項，觀察

DRCF年度計畫，內容包括三大重點：
1. 運用戰略性政策因應產業與技術之發展

DRCF指出各主管機關的專業知識與專長取決於其各自的政策目標、監管職責與
職能，DRCF下的合作機制使得各機關有機會在共同的工作領域運用專業知識，以更
全面的方式思考潛在的政策問題，並檢視確認當前或未來潛在的監管差距（regulatory 
gaps）153

。

DRCF同時在年度計畫中明確指出須透過機關之間的策略聯合與跨部門監理加以
處理的4個優先領域，包括：
(1) 設計框架（design frameworks）；
(2) 算法處理（algorithmic processing）；
(3) 數位廣告技術（digital advertising technologies）；
(4) 端到端加密（end-to-end encryption）154

。

2. 發展聯合監管方法
DRCF指出數位監管環境正迅速發展，此一趨勢不啻賦予主管機關新的職責以及

更加繁複的消費者與社會保護責任。由於數位服務本質上牽涉複數的監管制度並相互

作用，諸如CMA針對Google展開的隱私調查工作，其意味著在DRCF開展工作時，必
須適當有效地識別機關之間的互動情形，並自不同監管制度的角度多方思考問題

155
。

DRCF同時提出在聯合監管方法發展上初期投入的重點工作，包括：

DRCF。
152 1.藉由對話討論與共同合作方式，確保針對數位事務採行的監管措施具一致性；

2.藉由DRCF凝聚專業意見，作為主管機關政策與法規研擬之參考；3.加強各該主
管機關機關的能力，確保機關人員具備充足的技能、專業知識與工具，並於數位
市場上發揮其所應具備之職能；4.針對未來新興趨勢建立共識，以提高主管機關的
運作效率與執行策略；5.共享有關監理的專業知識與執法經驗，促進各該主管機關
之創新發展；及6.加強國際合作與資訊交流，分享應對數位市場之監理經驗。

153 Digital Regulation Cooperation Forum, Digital Regulation Cooperation Forum: Plan of 
work for 2021 to 2022 (2021), at para.2.1.

154 Id. at para.2.2.
155 Id. at para.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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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保護與競爭監管，此部分將由CMA與ICO共同推動；
(2) 適齡設計規範，以及著眼視訊共享平台與網路安全之監管工作；
(3) 愈發廣泛之數位監管環境下之互動156

。

3. 培養技能與能力
為了有效地監管嶄新數位服務，DRCF指出相關主管機關需要培養適當的技能與

能力，儘管各該機關的監管角色不同，但所需要的諸多嶄新技能與專業知識係共通

的，可得透過合作方式以更富效率的方式建構相關能力
157
。

DRCF同時指出重點能力包括對算法運用、人工智慧決策與商業實踐之掌握、資
料的存儲與共享方式；軟體開發與可交互操作性；以及人們在數位服務使用上的體驗

等。對此，各主管機關可透過人員借調、共同組建團隊、建立專業知識與資源共享中

心及聯合招聘等方式，落實相關技能與能力之共享目標
158
。

(三) 有關競爭法與隱私法互動之具體討論
DRCF在其「2021至2022年工作計畫」第B部分：聯合監管方法中，明確揭示了

「資料保護與競爭監管」將是DRCF在發展聯合監管作法上的重點工作事項。
DRCF指出CMA在2020年7月所發布的「網路平台與數位廣告市場研究報告」

中，已明確表示實有必要進一步了解資料保護與促進競爭措施之間的相互關係
159
。

2021年1月CMA針對Google自其Chrome瀏覽器中刪除第三方cookie與其他功能一事展
開了正式的競爭調查，Google宣布將推動其「隱私沙盒」（Privacy Sandbox）計畫項
目，禁用現行Chrome瀏覽器與Chromium瀏覽器引擎上的第三方cookie，並以一套全新
工具加以替換，以利用強化定位廣告及其他Google服務項目中消費者隱私之保護160

。

CMA調查考慮了競爭與隱私之間的互動與分界問題，CMA發現第三方cookie對於當前
網路廣告著實扮演著重要作用，可協助事業有效地發送廣告並對消費者提供免費的網

路內容；惟從隱私角度而言，第三方cookie的使用不啻對隱私直接產生影響，蓋事業
可透過cookie追蹤消費者的網路活動並難以為消費者察覺與理解161

。

立於DRCF架構下展開的聯合監管，除強化現有已進行的監管執法活動，並將探
索未來究應如何平衡競爭與隱私兩者之執法。對此，DRCF提出了兩項具體對策：
1. 推動協同工作

為維繫數位廣告市場的競爭，同時強化消費者隱私保護並充分尊重個人資料保護

156 Id. at para.2.19.
157 Id. at para.2.29.
158 Id. at para.2.29-2.30.
159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supra note 39, at para. 8.250.
160 Digital Regulation Cooperation Forum, Digital Regulation Cooperation Forum: Plan of 

work for 2021 to 2022 (2021), at para.2.21.
161 Id. at para.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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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相關主管機關應合作共同理解及審查Google隱私沙盒提案，並為其提供必要之
資訊

162
。

2. 發布共同觀點
相關主管機關應闡述有關數位市場競爭與資料保護之間互動關係的共同觀點，表

明主管機關將如何加強協同及克服兩者之間存在的緊張關係，並制定相關政策
163
。

(四) 其他國家之討論情形
除英國已實際建立競爭法主管機關與隱私保護主管機關之合作機制外，其他國家

亦有相關討論。以美國為例，布魯金斯學會指出商業層面的隱私保護與競爭法在美國

長期以來均由單一機關，亦即由聯邦交易委員會（FTC）負責。儘管兩個議題均以保
障消費者為主要目標，FTC針對兩者的監管工作仍存在分工情形164

；就實務運作現況

而論，FTC在消費者保護與反壟斷執法層面也呈現並行發展的情形，亦即兩者的監管
行動幾乎未有重疊

165
。布魯金斯學會指出「資料隱私」與「競爭執法」事實上無可避

免地存在重疊情形，如何確保有效競爭並落實隱私保護，成為作為單一機關的FTC必
須正視及權衡之課題

166
。

陸、國內對應觀察與建議（代結論）

當前主要國針對競爭法與隱私法兩者互動關係所作討論，包括整合主義及分離主

義在內，大抵立於「互補性/協同效應」此一基礎，亦即假定事業藉由不當侵害用戶隱
私，達到其反競爭之目的，卻甚少留意事業出於提升用戶隱私保護水平目的，亦可能

造成反競爭之情形。

隨著隱私保護意識的持續強化與企業隱私保護管理思維的轉變，近期已有「非互

補性」觀點之提出以及可資佐證非互補性之實例。非互補性無疑使得競爭法與隱私法

的互動分野與利益衝突判斷更形複雜，特別是在各界肯認隱私可作為「非價格競爭因

素」、以質量方式分析其對於市場產生之影響下，當隱私保護帶來的正反效益言人人

殊，將使得兩部法律之間的利益權衡一事變得愈發不易，並易於在相關主管機關及司

法實務操作產生歧見。

162 Id.
163 Id.
164 Marthews & Tucker, supra note 55, at 4.
165 Id.
166 Id. 另有論者指出考量數位平台衍生競爭問題的複雜程度，現行機制下的有效執法
似乎也無法及時地解決問題並打造具競爭力的數位市場，其建議聯邦應評估新設
專業監理機關，諸如數位管理署(Digital Authority)之必要性，see Stigler Center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tigler Committee on Digital Platforms: Final Report (2019), 
at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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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指出在我國事業單純因蒐集、處理或利用使用者之個人資料，而引發之隱私

權侵害問題，宜由個人資料保護法處理；但事業倘透過使用者數據影響市場競爭或取

得市場力量，若過程中及運用方式有不正當或不公平之情事，產生反競爭效果而侵害

消費者福利時，則屬於競爭法的規範範疇
167
。

事業在隱私/個人資料運用上是否存在競爭法層面之不正當或不公平情事，無論是
立於互補性抑或近期漸受關注的非互補性論點，直接面臨的問題便是究應由競爭法主

管機關進行認定、或宜由隱私保護主管機關加以判斷，抑或應由兩機關共同為之？對

此，國際上除關注如何發展對應隱私特性的質量分析標準及嶄新分析工具外，亦可窺

見諸如英國「數位監管合作論壇」（DRCF）等跨部門合作機制之嘗試推動。
本文認為國內針對數位時代下競爭法與隱私法互動關係暨執法問題之處理，除前

揭討論所梳理的競爭法層面之關聯課題，另一關鍵點在於隱私/個人資料保護法制與執
法之完備程度，若其法制設計未臻完善或執法功能不影，則國際在競爭法與隱私法實

務操作上所出現「競爭優先」或「競爭至上」情形，便可能出現於國內。

國內於1995年即通過實施「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囿於該法的缺失，於
2010年4月三讀通過修正草案並將名稱修改為「個人資料保護法」，新法並於2012年
10月正式施行。觀察現行個資法內容，可能造成上述競爭優先情形的因素，包括：
1. 主管機關設計

國內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並沒有所謂的「專責機關」，而係由個別「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擔任個資法主管機關；在分由各部會執法之下，可能出現機關意見不易統

一或多頭馬車等情形
168
，從而不利於競爭所涉利益之判斷工作。

2. 處罰規定設計
國內為取得歐盟GDPR「適足性認定」（Adequacy Decisions），近年持續參考歐

盟立法進行個資法修正討論
169
。就行政裁罰而言，國內現行個資法的罰鍰金額上限為

新臺幣50萬元，現行法中的具體要求及規制是否足以喚起事業的重視，抑或將因處罰
不重而致使事業採取觀望態度，無疑是修正討論上應納入考量之事項。

歐盟執委會副主席同時也擔任競爭事務專員（Commissioner for Competition）
Margrethe Vestager指出當涉及所謂的「數據力量」（power of data）問題時，競爭規則
並無法完全解決當前所面臨的所有課題。儘管為了避免資料不致於壟斷於少數公司手

167 林佳華、林慧美、陳巧芬，前揭報告，註21，109。
168 郭戎晉，「個人資料跨境傳輸之法律研究」，科技法律透析，第27卷第8期，

52(2015)。
169 國家發展委員會，國發會推動個資法修法力拼GDPR適足性認定，2019年12
月，網址：https://www.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114AAE178CD95D4C　
&s=632E56DC2B36CB76，最後瀏覽日：2020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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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競爭執法可以幫助解決此一問題，但如果隱私對消費者而言殊為重要，競爭政策

應當敦促事業提供更好的保護。惟若要確保人們的隱私真正獲得保護，最為重要的因

素將是「強大的隱私保護規則並堅決加以執行」
170
。針對競爭法與隱私法兩者的互動

與執法課題，本文認為國內應優先著手下列事項：

一、競爭法層面：持續梳理事業對於個人資料的可能運用形態，並嘗試建立類型化及

對應之判斷標準，其中應包括「非互補性」概念發展下之可能情境與其對市場競

爭之所生影響，同時可參考國際趨勢建立對應隱私事務的質量分析標準與工具。

二、隱私法以外之層面：國內個人資料保護法制是否存在不足之處以及如何完備，實

已逾越競爭法的範疇，而涉及隱私保護本身之立法論課題。然在個人資料保護法

修正討論上，除參酌歐盟GDPR等國際可見隱私/個人資料保護專法外，規範設計
上亦應事先慮及隱私執法與其他法律，諸如本文所探討的競爭法與隱私法之互動

及競合議題納為考量。此外，國內亦可參考英國作法，建立諸如「數位監管合作

論壇」（DRCF）之跨部門合作機制，以利消弭不同法制利益衡量上幾無可避免
出現的意見不一與難以統整之問題。

170 Margrethe Vestager, Making the Data Revolution Work for Us, EUROPEAN 
COMMISSION (Feb.  4 ,  2019) ,  avai lable  a t  h t tps : / /wayback.archive- i t .
org/12090/20191129203859/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commissioners/2014-2019/
vestager/announcements/making-data-revolution-work-us en (last visited Nov. 1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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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結合實證分析法之應用

邱永和　邱詩詠　魯亮君　黃桂英　陳相宇
*

摘要

有鑑於事業透過結合方式，有助於提升經營效率，但卻也可能導致妨礙競爭效

果，且不同結合類型對市場競爭之影響方式亦有不同，本研究有系統地回顧國內外理

論及實務文獻，探討垂直結合實證分析法及其國外案例應用，期提出具體建議供主管

機關參考。

本文利用Moresi & Salop(2013)模型進行個案分析，Moresi & Salop(2013)在垂直結
合的背景下，提出了類似以垂直概念下的GUPPI價格指標（vGUPPI），用來衡量垂直
結合後的市場封鎖效果及上、下游廠商提高價格誘因，vGUPPI可用做垂直結合的初
步反壟斷。為能更完善應用分析法的前提，故在實務上，以線性假設概念將PD/WR假

目　次

一、前言

二、文獻

　　(一)回顧國外垂直結合理論及實務之文獻
　　(二)整理國外競爭法之垂直結合規範
三、垂直結合的競爭效果

　　(一)垂直結合促進競爭效果
　　(二)垂直結合的反競爭效果
四、應用vGUPPI的實證案例分析
　　(一) vGUPPI介紹
　　(二)案例分析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二)建議

* 邱永和，東吳大學經濟系；邱詩詠，東吳大學經濟系；魯亮君，龍華科技大學；
黃桂英，高雄市政府；陳相宇，碩達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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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為2，即該零件之投入將為整體產品銷售帶來該零件投入成本的2倍價值，及成本與
售價（WR / PR、WU / PD、WD / PD）之比例假設為1：2，而PTRu=50%。從線上問卷調
查、深度訪談及專家座談會之結果，皆建議成本與售價比例約為1：2。且提出當供應
商的邊際成本提高1元，會使供應商收取客戶價格增加0.5元，即PTRu=50%。關於結
合後，發生客戶移轉的可能性不高，因廠商會提供額外的附加價值來穩定客戶，故對

垂直轉換率（DRDU）的影響小。從個案分析得知，上游廠商及競爭對手廠商，有提高

價格誘因，但有些廠商，雖有提高價格誘因，但不明顯。期望本研究的個案分析能提

供執法機關實務決策時的學理依據。

關鍵字： 關鍵字： 垂直結合、反競爭效果、vGUPPI垂直結合、反競爭效果、vGUPPI

一、前言

經濟發展下，適當的企業結合使企業創造「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與
「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達到降低成本及穩定成長，並以組織轉型，提
高經營效率表現，使資源達到最適配置。企業雖可透過結合提升經營效率，卻也存在

反競爭效果的可能，且不同結合類型對市場競爭之影響也不同，如：競爭法主管機關

在審查水平結合案主要衡量是否有利於事業間共謀勾串的條件增加單方市場力；而審

查垂直結合案件則重視封鎖或排他的問題，這都是制定結合管制制度時所應考量之因

素。

自2010年《美國水平結合處理原則》公佈後，各國在水平結合審查時，皆能採
用一些客觀的評估方法。隨着數位化經濟化的發展，垂直結合的案件遞增，然而，不

同國家對競爭法垂直結合管制制度，訂有不同規範，以及衡量垂直結合競爭效果的方

法，亦不盡相同，再加上數位經濟興起，更加深衡量垂直結合方法之困難性。故瞭解

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間採行垂直結合管制制度及衡量垂直結合競爭效果的方法，並比

較與我國垂直結合審查制度實際案例之差異，找出垂直結合管制制度及衡量垂直結合

的方法，成為本研究值得探討之重要議題與目的。

國內外近年均有垂直結合之案例，國內著名的結合案有台新金融與保德信國際人

壽、中華開發金控與中國人壽股份結合案、大無畏全球投資控股透過大大數位取得新

加坡Dynami Vision Pte. Ltd.之65%股份、大豐集團旗下大豐、台灣數位寬頻、新高雄
之結合案。國外有2020年9月14日，日本軟銀集團（Soft Bank Group）以400億美元將
旗下英國安謀（Arm）晶片設計公司出售給美國輝達（NVIDIA）半導體公司；同年
次月，超微半導體（AMD）以350億美元全股票交易形式收購FPGA產業龍頭賽靈思
（Xili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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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近年來申報結合案件數持續成長，依圖1-1至圖1-3顯示2010年至2019年，我
國

1
、歐盟

2
、美國

3
皆呈現成長的趨勢，申報結合案件分別從2010 的 45件、274件與

1166件，大幅成長至2019年的64件、382件及2091件，年成長率為4.69％、4.38％、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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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1 我國申請結合件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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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2 歐盟申請結合件數統計

1 公平交易委員會，「收辦案件統計-按收辦年月別」，https://www.ftc.gov.tw/upload/
d2c3b4fe-32c9-43b2-9e9e-5052132a2771.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5。

2 European Commission (n.a.). Statistics on mergers cases. https://ec.europa.eu/
competition-policy/mergers/statistics_en,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n.a.). Antitrust division work load statistics 
FY 2010-2019. https://www.justice.gov/atr/file/788426/download,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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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3 美國申請結合件數統計

據資誠（PwC）會計師事務所2021年1月25日發布《全球併購產業趨勢報告》指
出，全球2020上半年超級併購案雖然只有27件，但併購趨勢卻不畏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在2020下半年仍有加速表現，超級併購案達57件之多，其中超級併購交易金額在
50億美元以上的案件數量增加，成為2020併購成長的關鍵。

科技和電信業的併購案件與交易金額是2020年下半年成長最強的產業，其中科
技業併購交易件數成長34％、金額上升118％；電信業併購交易件數雖僅成長15％，
但併購交易總額大增近300％。就相較於2020年上半年，美洲區在下半年的併購件數
增加20％，歐洲、中東及非洲增加17％，亞太區亦增加17％。而美洲區的併購交易總
額大增逾200％，在各區域表現最強勁。疫情期間，多數企業對遠距科技需求急遽上
升，數位轉型已成為企業的優先項目，選擇併購加速發展腳步，爭相角逐數位技術與

科技資產。

據此，本研究將探討垂直結合實證分析法及其國外案例應用，有系統地回顧國內

外理論及實務之文獻資料以掌握垂直結合特性及市場最新概況，並釐清垂直結合之經

濟理論及分析工具，期提出具體建議供主管機關參考。

二、文獻

歐美競爭法之相關執法或研究人員，已將經濟方法分析運用於反托拉斯與消費者

保護的調查與訴訟，顯示經濟實證分析（empirical analyses）等工具與概念的運用，更
在具體的實務操作中占有重要角色。本章回顧國內外垂直結合理論及實務之文獻後，

再分析美國與歐盟的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

（一） 回顧國外垂直結合理論及實務之文獻（一） 回顧國外垂直結合理論及實務之文獻
據參與結合事業間產銷階段的關係，事業合併可以分為水平結合（horizontal 

merger）、垂直結合（vertical merger）及多角化結合（conglomerate merger）等3種型
態，任一型態之結合，皆使事業之間的關係改變及影響相關市場發展。因此在競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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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管機關扮演監督與掌握市場的重要角色。

學者利用理論架構，將垂直結合描述為垂直生產鏈（vertical chain of production）
中不同部門的共同所有權(Robinson, 2001)。垂直生產鏈包括上游企業（如製造商或供
應商）和下游企業（如零售商或需求者）(Gaynor, 2006)。所有權的變化，使公開市場
上購買或出售中間產品不同，具有垂直結合的公司在內部生產中間產品，會透過公司

內部轉讓進行分配(Arrow, 1969)。生產過程不外乎從商品原料、中間投入、生產最後
賣給消費者。從生產到銷售的過程中，不可能單獨由製造商完成，需透過具有上、下

游的廠商來共同完成。上游公司生產中間產品並將其出售給下游公司後，下游公司使

用中間產品作為最終產品的投入，並將其銷售給客戶。垂直結合需要上游企業控制下

游企業（forward integration），反之亦然（backward integration）。產業經濟理論認為
市場結構影響廠商的市場行為，而產業的市場結構與廠商的市場行為則會共同影響到

廠商的經營績效，換句話說，在垂直結合中，上游市場的結構會影響到下游市場的策

略，最終影響到廠商的績效，S-C-P（結構-行為-績效）的概念下，反之亦然。
市場結構可分為獨占、寡占、獨占性競爭和完全競爭市場。若上游為獨占廠商，

下游為完全競爭廠商，會使上游廠商有誘因併購下游廠商，對其他下游廠商進行差別

取價。反之，若上游是完全競爭廠商，下游為獨占廠商，也會使下游廠商併購上游

廠商，原因在於，下游廠商可消弭不完全競爭效率損失 (McGee & Bassett, 1976)，或
者下游廠商可使上游市場的價格提高，間接造成競爭對手的成本增加，來增加利潤

(Salop & Scheffman, 1983)。或者造成潛在競爭廠商的參進障礙（entry barrier）而不易
進入市場 (Bain, 1956)。如上、下游廠商都不是完全競爭廠商，市場價格是依據廠商
的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而產生雙重邊際化。早期Waterson(1982)觀察市場中的情
況，利用CES生產函數，建立模型來分析垂直結合，如何消除雙重邊際化，使價格降
低，產量增加，而達到利潤增加。Gil(2015)研究1948年Paramount antitrust case對票價
的影響，針對26個都市393家影院的價格、收入和所有權調查，利用迴歸分析，證實
垂直結合的比非結合的影院價格更低，門票銷量也更多，結合後影院的價格增長速度

較慢，顯示垂直結合可消除雙重邊際化，降低價格。

垂直結合存有正面及負面兩種效果，正面效益為交易產生之外部性予以內部化，

可消除「雙重邊際化」及帶來價格降低與產量增加等正面效果，其中包括節省交易成

本(Coase, 1937)、促進資產專屬性投資(Williamson, 1975; Klein, Crawford, & Alchian, 
1978)。Kvaløy(2007)利用貝克、吉本斯和墨菲（Baker, Gibbons and Murphy）模型，說
明資產專屬性（asset specifi city）會誘使非結合雙方違背彼此之間的契約，但結合之雙
方不會發生此一情況。Carlton(2020)提出垂直結合之限制是解決搭便車的方法。

在垂直結構中，上游企業對於出售產品價格、服務數量、促銷力度等決策，能間

接影響利潤，可能具有更多的控制決策優勢。但Durham(2000)透過Spengler’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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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雙重邊際化問題，發現大多數上游企業沒有掌握控制權，決定利潤的是下游公

司。當下游市場具有競爭特徵，福利增加時，垂直外部性會被消除。由於結合後可能

產生封鎖的內生化（internalization）效果，使下游市場抬高價格，Symeonidis(2010)利
用兩階段定價法模型（Bargaining over two-part tariffs model），證實下游廠商和上游
廠商之間存在議價時，處於同一種價格且上游廠商是獨立的，在數量競爭狀態下，下

游廠商間的結合可提高消費者剩餘和整體福利。

Nocke & White(2010)和Biancini & Ettinger(2017)利用序列模型，從數學模型推
導證實垂直結合會促進上游發生更多的合謀。Antelo & Bru(2006)使用雙邊寡占模型
（bilateral oligopoly model），證明結合促使更多的企業進入市場長期對消費者具有更
好的影響。Casadesus-Masanell & Spulber(2000)透過寇斯理論（Coase Theory），探討
通用汽車（GM）收購Fisher Body案結合後市場失靈問題，發現可幫助通用汽車在生
產和庫存管理上表現更好。Howell et al.(2010)運用分離與結合理論（Separation versus 
integration theory），探討電信部門在網絡和零售之間實行結構性分離，以抵消現有
運營商市場力量的問題。實證結果建議，垂直結合會帶來更有效的投資與競爭力。

Mansur(2007)利用二階段最小平方法（2SLS）進行實證分析，發現電力市場中垂直結
合後為企業帶來更低的交易成本，企業不可能抬高價格。Whyte(1994)和Kvaløy(2007)
透過沉沒成本（Sunk cost）和 ANOVA 檢定針對資產專用性與垂直結合關係，證明結
合會帶來好處。

結合的負面效益是可能產生「市場封鎖」等反競爭效果，應有所規範特定行業

中受商品性質不同之結合，其效果包括提高競爭對手成本與參進障礙。Chiou(2017)
使用迴歸分析，發現聯合行為及受管制事業逃避價格管制在垂直結合後價格上漲

更多；Choi & Lee(2017)使用效用函數模型進行分析；Luco(2020)使用雙重差分法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Analysis），研究垂直結合對美國碳酸飲料產業定價誘因
的影響，透過垂直結合後可消除雙重邊際化後產品價格下降，但被併購公司銷售的其

他產品價格將上升。文獻中發現廠商想提高中間商品價格時，會透過數量競爭和價

格競爭來達成。Arya(2008)利用基線模型（Baseline model）和寡占模型（Cournot and 
Bertrand）進行分析，發現當Bertrand競爭可以產生比Cournot競爭更高的價格、更高的
行業利潤、更低的消費者剩餘和更低的總剩餘。

特定產業結合後可能使該產業間的競爭更不公平，Froeb et al.(2005)探討美國
石油業結合及Arch Coal收購Triton Coal案利用個案分析美國石油業反競爭行為，結
果發現汽油價格長期會隨著投入成本、法規、供應限制和短期需求條件而變動，

明顯減少消費者福利。數位經濟的快速發展環境下，新型創新方式，會提升企業

績效，Khurshid(2020)利用Order probit迴歸進行實證分析，證實科技生態利基寬度
（technological niche width）和垂直結合對提高美國混合動力電動汽車產業績效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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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互補作用。Chiou(2017)使用迴歸分析，研究互聯網搜尋市場中上游企業與下游企
業的問題，發現Google整合Google Flights後，造成競爭對手的搜尋量減少，Google
收購Zagat導致搜尋量增加。但也容易造成價格上漲問題。Scheffler et al.(2018)利用赫
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ices, HHIs），發現在市場高度集中之
下，醫院垂直結合影響保費增加（12%），最後導致醫生門診服務價格上漲9%和初級
保健價格上漲5%。Post et al.(2018)藉由效率與策略理論，提出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l），發現垂直結合對衛生服務的負擔構成威脅。

為了瞭解提高價格及競爭對手成本的誘因，Moresi & Salop(2013)提出vGUPPI
來分析上下游結合的誘因，而Moresi and Salop(2020)又提出dHHI及修正vGUPPI，
認為垂直結合導致有效市場集中度提高（HHI增加）及提高價格誘因，故提出修正
vGUPPI；也有學者提出消除雙重邊際化（EDM）導致效率的提高，如Das Varma & 
De Stefano(2020)，Domnenko & Sibley(2020), Crawford et al.(2018), Cuesta et al.(2019)； 
Trost(2021)則是提出iGUPPI，將GUPPI和vGUPPI擴展到垂直結合中，用於評估提高產
品價格的誘因程度。

由於垂直結合，係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上、下游關係者而進行之結合型態。需

就兩者界定相關市場後，評估垂直結合後對於上下游市場競爭之影響。從上述的文獻

得知，早期分析垂直結合時，主要利用產業經濟理論（如交易成本理論、參進障礙、

寡占理論或賽局理論…等）、計量實證模型（成本Probit、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等）以及市場競爭指標（如HHI index），來探討垂直結合的正面及負面效果。而後繼
學者利用數量方法來探討結合後上下游廠商是否會提高價格，如Moresi & Salop(2013)
利用vGUPPI模型來衡量上、下游廠商是否有提高價格。Moresi & Salop(2020)透過
dHHI及修正後的vGUPPI方法來探討提高價格之誘因問題。而Trost(2021)利用iGUPPI
方法來評估結合後下游市場的競爭對手提高產品價格的誘因程度。另外也有學者Das 
Varma & De Stefano(2020)使用蒙特卡羅垂直結合模擬方法來討論提高競爭對手成本
（RRC）和消除雙重邊際化效果（EDM）之間的關係。Domnenko & Sibley(2020)也利
用蒙特卡羅垂直結合模擬方法證實結合後下游價格會下降，但向其他競爭對手收取的

投入價格和競爭對手的下游價格可能發生上升或下降。這些方法可以作為未來在審查

垂直結合案客觀判斷標準。

（二） 整理國外競爭法之垂直結合規範（二） 整理國外競爭法之垂直結合規範
事業合併易造成市場競爭型態的改變，分為水平結合與非水平結合，水平結合較

容易產生競爭的顧慮，須加以規範以維持公平的市場。而非水平結合又可分為垂直結

合與多角化結合，相對於水平結合，比較不會出現競爭的顧慮，但仍然存在諸如封鎖

效果（提高對手成本或減損對手收益）、妨礙競爭對手參進的反競爭顧慮。美國、歐

盟等國家主管機關已訂定競爭法之相關法規，以因應及判斷垂直結合之競爭問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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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將依序探討之。

1. 美國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
美國反托拉斯法主要經由休曼法（Sherman Act）、克萊登法（Clayton Act）以

及由聯邦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與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共同公布的「結合處理原則」4

為規範事業合併之管制方法。由於

1950年美國克萊登法5
修正後，成功被運用於結合案之判斷，後續又擴增相關的垂直結

合與多角化結合規範。

雖然1984年結合原則已考慮更多反競爭問題，例如芝加哥學派認為垂直結合可
能會發生提高對手成本（raising rival’s cost, RRC）或減少競爭對手的收益（reduce 
rival’s revenues），因此需評估垂直結合可能發生之反競爭效果，例如投入封鎖（input 
foreclosure）、客戶封鎖（customer foreclosure）。美國聯邦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於
2020年共同發布「垂直結合處理原則」（Draft Vertical Merger Guidelines, DVMGs），
以取代1984年司法部公布的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Non-Horizontal Vertical Merger 
Guidelines）。

Baker et al.(2020)對DVMGs提出幾項具體的建議。(1)雖是垂直結合，但競爭關注
的是水平關係。上游結合企業對下游競爭對手與下游結合企業競爭的能力具有某種

「間接控制」。(2)結合後可能會減少競爭。(3)DVMGs主要關注於垂直結合，但實際
上，常見企業結合提供互補性，所以結合不一定只發生在水平中，應該更廣泛於垂直

結合分析。也討論關於Safe Harbor的部分，對任何Safe Harbor來說，封鎖可能是有利
可圖的，並導致實質性的競爭損害。而Safe Harbor應建立在上、下游相關市場的集中
度，而不是結合公司的股份。

垂直結合的潛在競爭利益包括消除雙重邊際化（EDM）以及結合後企業之間創造
更好的協調利益。但事實上對消除雙重邊際化的處理，常導致誤判和執法不力。此外

許多原因，導致結合後無法實現消除雙重邊際化的問題，例如，(1)下游結合企業可能
不會從上游結合企業中獲得投入要素，因投入要素不相容。(2)若上游公司之間存在實
質性的結合前競爭或承諾障礙，將導致上游結合公司向下游結合公司銷售產品時，獲

得較低的利潤率，這些情況發生在消除雙重邊際化，且不會抵消單方面的提高價格動

機。(3)在結合前，上游結合公司可能參與涉及高投入價格的戰略定價，不符合消除雙
重邊際化等特性。即DVMGs的修訂內容，消除雙重邊際化（EDM）成為結合競爭效
果的確定因素。

4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45條有關不公平競爭方法之禁止規定亦可適用於
事業合併」，https://www.govinfo.gov/app/details/USCODE-2011-title15/USCODE-
2011-title15-chap2-subchapI-sec45，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5。

5 同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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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垂直結合處理原則》係依據聯邦反托拉斯法，對於垂直結合與互補品結

合，提出主要分析技術、慣例和執行政策，以提高執法決策分析過程的透明度，協

助企業界和反托拉斯從業者，亦可協助法院制定適當框架。包括：消除雙重邊際化

（EDM）問題、競爭性結合效果（procompetitive merger effects）和反競爭效果以及
Safe Harbor的適用程度。
2. 歐盟的結合管制

歐盟競爭法(EC Competition Law6)係藉由條約、規則、指令、法院判決，及指導
原則所建構，其規範「事業之間的協議」和「事業濫用優勢地位」，禁止企業聯合行

為、禁止企業濫用市場優勢地位，作為歐盟結合管制規範之基礎。此外歐盟也訂有

「結合評估原則」，作為審查判斷是否存在限制競爭之疑慮。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2008年公布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7
，將該非水

平處理原則可能產生的競爭效果區分為共同效果（coordinated effect）與非共同效果
（non-coordinated effect），事業合併後對涉案市場占有率低於30%，且HHI 指數低於
2000，則不限制該垂直結合案。

競爭效果區分為（1）共同效果（coordinated effect），導致增加對手成本
（RRC）與減少對手收益（RRR）確定了市場競爭的封鎖效果。Salop(2017)描述到，
有兩種主要的概念可用於分析反托拉斯中的排他性行為，包含掠奪性訂價（predatory 
pricing）和提高競爭對手成本（RRC）的封鎖方式，而條件式訂價（Conditional 
Pricing Practices, CPPs）可以用來探討關於RRC的封鎖方式，並根據對於競爭和消費
者危害的程度進行評估。

另一種競爭效果為（2）非共同效果（non-coordinated effect），在非共同效果
中，存在著投入封鎖（Input foreclosure）與客戶封鎖兩種可能性，如果事業拒絕銷售
或以較高價格銷售投入要素給下游競爭對手，限制下游競爭對手取得關鍵性投入要

素，便稱之為投入封鎖。因為結合方得以藉由提高最終消費者收取的價格，獲取利

潤，將對有效競爭產生重大妨礙。Inderst & Valletti(2011)用線性二次模型，對上、下
游市場進行事前分析事業合併，發現當下游邊際利潤較低而上游邊際利潤較高時，投

入封鎖的可能性將會變得很高。

反之，如限制上游競爭對手的銷售通路，使上游競爭對手無法取得足夠的銷售

6 European Union Competition Law (n.a.). In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ropean_Union_competition_law,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7 Commission Regulation (2008).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non 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Offi 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 265, 18.10.2008,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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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而無法繼續在市場上有效競爭，則稱之為客戶封鎖（Customer foreclosure）。
Levy et al.(2018)利用垂直結合事業中股東結構的差異，來評估Partial Vertical Integration
（PVI）作為誘因，先取得部分事業合併後的股權，與價格資訊來影響上游競爭對手
的價格產生客戶封鎖。因此被結合事業可藉由在下游市場建立更高的參進門檻，來獲

取利潤。

無論是投入封鎖或者是客戶封鎖，都必須從3個面向進行分析評估，包含(1)封鎖
能力（ability）：是否具有封鎖競爭對手的能力；(2)封鎖誘因（incentive）：是否存
在採行封鎖策略誘因；(3)封鎖效果（effect）：採行封鎖策略時是否會損害競爭。作
為歐盟在判斷事業合併後是否違反競爭之標準以能力、誘因及效果三大面向來評估。

歐盟執委會審查Tomtom/Tele Atlas垂直結合案8
，運用經濟分析方法從以上3個面

向進行評估本案封鎖效果，最後認定參與結合事業要採取封鎖策略的能力有限，且無

封鎖誘因與效果，因此同意此結合案。值得注意的是，本案是由下游業者併購上游廠

商，也是歐盟第一個運用該處理原則評估垂直結合封鎖效果的個案，Tomtom公司是
歐洲可攜式導航設備最大供應商，市場占有率為40%，參與結合案的另一個事業Tele 
Atlas是歐洲最大電子地圖資料庫業者，為電子地圖供應商，市場占有率為60%，因此
歐盟執委會審查重點放在投入封鎖的效果評估，透過嚴謹的經濟分析，本案的封鎖效

果並不明顯，說明經濟分析中計算交叉彈性的量化分析，或是質化分析的檢視合約內

容，都是建構在經濟理論基礎之上。

三、垂直結合的競爭效果

垂直結合所引起促進競爭效果與反競爭效果的現象。

（一） 垂直結合促進競爭效果（一） 垂直結合促進競爭效果
上下游事業之間生產產品流程中，若具有技術相互依存的關係時，透過垂直結

合，可利用相同要素的投入便可達到更多產出的水平，或以較少的要素投入維持相同

的產出水平。換句話說，垂直結合可有效提升具有技術相依性高的上下游廠商在生產

產品時的效率，便可達到增加產量與利潤，並降低消費者購買價格的優勢。垂直結合

後所帶來的促進競爭效果，分項說明如下：

1. 降低交易成本與促進資產專屬性投資
Coase(1937)提出廠商內部組織成本與市場交易成本具有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機

制，當市場交易成本高於廠商內部組織成本，因此必須透過廠商垂直結合使交易內生

化，以降低經濟活動與資源配置的交易成本。此外Kvaløy(2007)認為垂直結合可減輕

8 Summary of Commission Regulation (2008). Declaring a concentration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and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EA Agreement (Case COMP/M.4854 — 
TomTom/Tele Atlas). Offi 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 237, 16.9.2008,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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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牢問題（holdup problem）以及最小化談判成本（bargaining cost）來促進資產專屬
性的投資。因該資產變成了專屬性，當資產越具專屬性，則市場不具競爭特質，造成

市場的交易成本會提高，必須透過垂直結合來降低市場交易成本。

2. 穩定事業經營環境
當上下游廠商資訊不對稱時，垂直結合可以降低市場資訊不對稱成本，使市場資

源的配置更有效率，下游廠商較難獲得上游要素的資訊，就無法做出有效率的生產決

策，因此通常下游廠商比較有意願進行垂直結合以改善事業的經營環境。

3. 防止搭便車
為了消除搭便車，零售商與製造商進行垂直結合後，就會使零售商在產品與銷售

更加投入資源，製造商也願意將生產計畫與銷售資料分享給零售商而不擔心機密訊息

被競爭對手取得。若沒有垂直結合或排他性安排交易的情況下，製造商對零售商進行

的任何投資所創造出來的利益，會讓製造商的競爭對手同樣的從零售商上取得該利益

成果。

4. 消除接續性獨占或消除雙重邊際化
當上下游廠商具有很高的市場力時，廠商就會追求報酬極大化，以邊際成本加

成（marginal cost markup）的價格進行產品銷售，並透過減少生產路徑，來增加利潤
空間，當上下游廠商的接續性獨占所產生的雙重邊際成本加成下，消費者就會面臨

額外的購買成本增加，因此這樣會降低社會福利，產生雙重邊際化的問題。Akgün et 
al.(2020)利用產品異質區分產品的垂直分化模型，在增加競爭對手成本（RRC）的條
件下，探討消除雙重邊際化（EDM）的效果，發現可增進消費者社會福利的正面效
果。當上、下游廠商進行垂直結合，會使雙重邊際化內生化，使結合事業的獲利報酬

增加，廠商就有誘因提升生產效率，增加產品的產出，促進商品價格下降，提升消費

者的社會福利。

（二） 垂直結合的反競爭效果（二） 垂直結合的反競爭效果
垂直結合的反競爭問題，主要來自其結合後所產生的市場影響，逐一說明如下：

1. 提高競爭對手成本（Raising Rivals’ Cost, RRC）
廠商以策略性交易（短期未必對己有利）促使競爭對手的交易成本增加，以達到

封鎖與排除競爭的目的，垂直結合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對上下游市場的獨占程度，

藉此排除競爭對手，其中最多研究專注於競爭對手成本的提高，藉提高中間商品價格

或是市場封鎖，使競爭對手在市場失去競爭力
9
。 

(1) 提高中間商品的價格
Milliou(2020)研究中指出，利用標準線性規劃模型，分析參與結合的廠商具有

9 Waldman, D. E., & Jensen, E. J. (2016).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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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將中間商品外包給其他未參與結合的廠商，再販售到下游市場，現將導致提高

競爭對手成本，中間商品將會價格上漲，導致消費者以較高的價格購買最終商品。

Riordan(1998)提出具有市場力的廠商有提高中間商品價格的能力與動機，從而提高下
游競爭對手的成本。

(2) 市場封鎖
可分為(1)投入封鎖，也就是單方拒賣（Unilateral refusal to deal），指結合後事

業上游廠商具有市場力或掌握投入之重要生產關鍵要素，能將獨占能力延伸到下游市

場，造成下游競爭對手處於成本劣勢的競爭條件下，達成封鎖效果。(2)客戶封鎖，也
就是單方拒買（Unilateral refusal to buy），指經垂直結合後，若下游事業本來就是上
游廠商的重要客戶，下游客戶無法像結合前向上游廠商購買要素，導致下游客戶必須

增加購買成本，最後因過高的平均成本退出市場為客戶封鎖。

2. 提高參進障礙
Schlossberg(2004)提到垂直結合引起反競爭的參進障礙（entry barriers），必須滿

足3個必要條件（非充分條件）10
，包含：

(1) 必須進入兩個市場（Need for Two-Level Entry）
參進者必須同時進入上下游兩個市場，且主管機關不認為同時進入兩個市場需要

更多資本，一定會構成參進障礙，此時垂直結合較會引起反競爭的顧慮。若市場上有

多數之事業未進行垂直結合，新進參進者可另外以其他銷售通路或供應商來源，這樣

較無反競爭疑慮。

(2) 同時進入兩個市場的難度增加（Increased Diffi culty of Simultaneous Entry of Both 
Market）
由於在兩個市場上達到最小有效規模（minimum effi cient scale, MES）的產能存在

著很大的差異時，規模經濟的要求將提高事業參進的障礙。

(3) 主市場的結構與績效（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the Primary Market）
如市場結構易造成獨占或聯合行為，則參進障礙就容易影響市場績效，反競爭的

可能性就越大。通常主市場集中度HHI超過1800，主管機關才會考慮以參進障礙的理
由反對垂直結合。

3. 促進共謀或聯合行為
參與廠商存在背叛聯合行為的誘因，且聯合行為具有內在不穩定的本質，透過垂

直結合即採取下列策略便可促進聯合行為的穩定。Normann(2009)利用賽局理論的靜
態奈許均衡模型分析上游競爭合謀聯合的影響。發現結合後合謀下的折現率較結合前

10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n.a.). 1984 vertical merger guidelin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s://www.justice.gov/archives/atr/1984-merger-guidelines,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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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低。而無限賽局將會產生合謀的最終均衡，證明垂直結合將促進共謀的違法聯合行

為。促進共謀方式有二，包含價格透明度提升（Price transparency），也就是提升零
售價格透明度，將更容易察覺成員的背叛行為；其次則為消除破壞性買方（Disruptive 
Buyer），以下情形將增加上游廠商合謀勾結的可能性，包含
(1) 當某特定買方的交易非常重要時，便存在誘因採取與特定買方以垂直結合的方

式，來消除特定買方對上游聯合的可能破壞力，藉以提高上游事業對聯合行為的

穩定性。

(2) 具有證據證明買方透過價格競爭來破壞上游廠商間的共謀。
4. 受管制的事業逃避價格管制

受到價格管制的公用事業可能會利用垂直結合規避價格管制，將高價格合法移轉

由消費者承擔。現行垂直結合的分析大多著重於是否存在結合能力、垂直結合的誘因

與垂直結合後的效果等3個層面進行探討。而本研究著重於垂直結合的誘因分析，而
所運用之vGUPPI指標中，在文獻有關垂直結合實際效果的評估亦存在相當豐富的學
術文章，例如：Beck & Morton(2020)便是採用文獻回顧的方式探討垂直結合的是否存
在評估上的錯誤。

四、應用vGUPPI的實證案例分析

Moresi & Salop(2013)在垂直結合的背景下，提出了類似以垂直概念下的GUPPI價
格指標（vGUPPI），用來衡量垂直結合後的市場封鎖效果及上、下游廠商提高價格
誘因，vGUPPI可用做垂直結合的初步反壟斷，可能會增加投入成本問題。該方法評
估垂直結合對結合各方，可提高對手成本的單邊定價，這可能導致下游價格的壓力。

已視為重要參考且廣泛使用於垂直結合分析中，故本研究將以Moresi & Salop(2013)的
vGUPPI模型做為分析架構。本節將先介紹vGUPPI指標，再分析於國內外垂直結合案
例。

（一） vGUPPI介紹（一） vGUPPI介紹
1. vGUPPI的意涵與公式

Moresi & Salop(2013)假設不考慮投入代替性，並假設規模不變，提出上游垂直結
合vGUPPIu、下游垂直結合vGUPPId、下游競爭對手vGUPPIr。定義如下：
(1) vGUPPIu：代表結合之上游廠商對下游競爭廠商之價格誘因（提高），可用於分

析，結合後提高價格誘因為何（類似單方效果）。

(2) vGUPPIr：下游競爭對手之價格誘因，可用於分析封鎖對手。代表下游競爭對手
之價格誘因，用於分析下游競爭對手為反應因上游結合廠商提高投入價格進而也

抬高產品價格的動機。

(3) vGUPPId：結合之後下游廠商之價格誘因，也就是上游結合廠商為響應結合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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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或降低其產出價格的動機。

其公式介紹如下：

(1) vGUPPIu = DRUD × MD × 
PD

WR

 DRUD：上游結合廠商對下游結合廠商之垂直轉換率（vertical diversion ratio）。
 DRRD：下游競爭對手對下游結合廠商之垂直轉換率（vertical diversion ratio）(假

設 DRRD = DRUD)。
 MD：下游結合廠商邊際利潤。

 PD：下游結合廠商之產品銷售價格。

 WR：為上游結合廠商對下游競爭對手之售價。

 （假設 PR = PD；PD / WR = 2）
當vGUPPIu>5%，代表上游廠商對下游客戶的競爭對手有提高價格之誘因。

當0<vGUPPIu<5%，代表上游廠商對下游客戶的競爭對手有提高價格之誘因，但
不明顯。當-5%<vGUPPIu<0，代表上游廠商對下游客戶的競爭對手沒有提高價格
之誘因，但不明顯。當vGUPPIu<-5%，代表上游廠商對下游客戶的競爭對手沒有
提高價格之誘因。

(2) vGUPPIu = vGUPPIu × PTRu × 
WR

PR
 

 PTRu：上游結合廠商的成本轉嫁率（Cost pass-through rate）。例如，假設供應
商為客戶服務的邊際成本增加了25-cent每單位，而這25-cent的成本增加導致供應
商提高其向供應商收取的價格客戶20-cent。即成本轉嫁率等於80%（即20/25）。
（假設 PTRu = 50%）

 WR：為上游結合廠商對下游競爭對手之售價。

 PR：下游競爭對手之產品銷售價格。

 （假設 WR / PR = 0.5）
當vGUPPIr>5%，代表下游競爭對手的投入價格上漲，導致下游競爭對手的

投入成本增加，使得下游競爭對手產生提高價格之誘因。當0<vGUPPIr<5%，代
表下游競爭對手有提高價格之誘因，但不明顯。當-5%<vGUPPIr<0，代表下游競
爭對手沒有提高價格之誘因，但不明顯。相對的，當vGUPPIr<-5%，代表下游競
爭對手沒有提高價格之誘因。

(3) vGUPPId2 = vGUPPId1 - MUD × 
WD

PD

 

 vGUPPId1 =  
轉嫁給上游結合事業之價格

下游結合事業數量收入流失
= DRDU × MU × 

WU

PD
 

 DRDU：下游結合廠商對上游結合廠商之垂直轉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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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上游結合廠商商品價格。

 MU：上游結合廠商邊際利潤。

 MUD：上游結合廠商對下游結合廠商銷售之邊際利潤。

 WD：上游結合廠商對下游結合廠商銷售之價格。

 PD：下游結合廠商之產品銷售價格。

 （假設 WU / PD = 0.5、WD / PD = 0.5）
當 v G U P P I d > 5 %，代表下游結合廠商有提高價格之誘因。當

0 < v G U P P I d < 5 %，代表下游結合廠商有提高價格之誘因，但不明顯。
當-5%<vGUPPId<0，代表下游結合廠商沒有提高價格之誘因，但不明顯。當
vGUPPId<-5%，代表下游結合廠商沒有提高價格之誘因。

2. vGUPPI的進一步說明
vGUPPI本身是建立在移轉率（Diversion ratios）、價格成本利潤率（price–cost 

margins）和價格比率（Price ratios）這三個指標中，vGUPPIu最接近GUPPI，因其計
算與GUPPI相似，但其區別在於兩種產品不是替代品：它們處於投入／產出關係—產
品1在上游，產品2在下游—轉移比率（DRUD 和 DRDU）為垂直關係。尤其垂直轉移比

率（DRUD）是上游結合廠商將其價格提高到下游競爭對手廠商（由其整合的下游部門

獲得的收益）所損失的上游結合廠商銷售收入的一部分，vGUPPIu代表上游結合廠商
單方面提高價格的動機。上游結合廠商價格的上漲將增加目標競爭對手的邊際成本，

vGUPPIr可以衡量競爭對手對這種上漲的反應。因此，vGUPPIr是從vGUPPIu延伸而出
的。但是，它也涉及上游公司的成本轉嫁率（PTRu）。而vGUPPId與vGUPPIu衡量方
式類似，可以看到消除雙重邊界化（EDM）的效果。

vGUPPI中的模型設定是上游結合廠商先向下游客戶提出「可接受或可保留」的
報價。然後，下游客戶按照報價來決定投入價格。但是現實世界中，上游廠商和下游

客戶之間存在進行討價還價的協商或議價方式，尤其是在上游廠商與下游客戶都具有

強大的市場占有率時(Chipty, 1995；Crawford & Yurukoglu, 2012)。此外vGUPPI需要
獲得有關非結合公司（即為可能受到市場封鎖的下游競爭對手）的資訊，並且必須確

定哪些是主要評估的目標公司，類似於界定市場。在計算vGUPPI時，需要成本轉嫁
率，因此對數據收集與估計的要求會更高。 

vGUPPI可用作評估垂直結合初期可能會增加投入性問題。該方法評估垂直結合
對結合的雙方，激勵對下游提高競爭對手成本的單邊價格的影響，這誘因可能導致下

游價格上漲的壓力。該方法可作為廠商提高價格誘因的直接證據，且價格比率（Price 
ratios）表示等價的邊際成本增加，並且比結合模擬的模型更容易實施。vGUPPI是常
用的價格壓力評估方式，已被聯邦交易委員會和歐盟執委會作為評估篩選企業結合

的附加工具，在Essilor Luxottica/Grand Vision and in the UK Tesco/Booker decision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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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中，都使用了vGUPPI的方法(Zenger, 2020)。vGUPPI對識別和衡量數據非常有幫
助，且為易於管理的工具，可以準確地指出結合的潛在反競爭價格效果。 

vGUPPI可評估結合措施決定後的價格誘因效果。但垂直結合涉及上游和下游之
間市場的交互作用，與水平結合相比，這種分析價格壓力的參進程度會大上許多。

vGUPPI結合由消除雙重邊際化的激勵產生潛在促進競爭的直接影響，因此也可評估
對提高競爭對手成本（RRC）和消除雙重邊際化（EDM）的激勵效果。vGUPPI可個
別衡量消除雙重邊際化影響下游定價的價格壓力（可從提高競爭對手成本和消除雙重

邊際化之間的反饋效果分別計算出），但這也是vGUPPI的潛在局限性。因為RRC和
EDM彼此間並非獨立而是有密切關聯的，當結合的下游價格因為EDM而使產品價格
下降，會使下游廠商間的產品需求發生移轉，有可能會改變競爭對手對上游產品的需

求。上游企業的議價能力越高，其結合前的利潤率就越大，因此潛在EDM的規模也越
大，更可能減少競爭對手的需求，降低RRC的誘因。其次，結合後的公司透過RRC而
獲益的程度會取決於競爭對手面臨的需求彈性（或是市場力），這也會影響到EDM的
激勵效果，顯示RRC與EDM彼此間具有潛在的雙互影響關係。然而，當EDM影響效
果較小時，這種價格壓力的分析工具將特別具有啟發性，可避免對競爭和反競爭效果

的複雜評估，進而對結合與否獲得可靠的判斷
11
。

綜合上述分析，vGUPPI的優點是可以準確指出結合的潛在反競爭價格效果及評
估對提高競爭對手成本和消除雙重邊際化的價格上漲效果；但vGUPPI必須在消除雙
重邊際化（EDM）效果小時，此vGUPPI的分析效果才可獲得可靠的判斷。同時當上
游廠商與下游客戶具有強大的市占率時，則他們具有更多的議價能力，會導致商品價

格的差異擴大，因此對於數據蒐集的要求更高，視為其缺點。

3. 數據收集與研究假設
(1) 移轉率：本研究以市占率來計算移轉率；且從深度訪談得知，結合後，發生客戶

移轉的可能性不高，若有發生客戶移轉，廠商會提供商品具有額外的附加價值來

穩定客戶，故對垂直轉換率（DRDU）的計算影響小。

但由於移轉率為用於衡量使廠商憑藉其擁有的另一種可供消費者替代的產品，能

夠在有利可圖的前提下，將一種產品價格提高以及將其數量減少的程度。一般而

言是藉由市占率資料來計算，然而在實務上可能造成高估或低估狀況發生，故實

務上可採用以下的方法
12
：

(a)業者對客戶追蹤的資料
業者有時會詢問現有客戶可能改向與誰進行交易，或者先前與誰交易，由這

些資料可以估算出移轉率，Farrell & Spapiro (2010)指出事業通常會以失去業務的
11 Zenger, H. (2020). Analyzing vertical mergers. CPI Antitrust Chronicle, 1-8.
12 胡祖舜，競爭法之經濟分析，元照出版(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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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向和從哪裡贏來業務之形式來追蹤移轉率。

(b)以彈性來估算13 
移轉率也可以由自身彈性與交叉彈性來估算，此時所需要的價格或數量資料

通常是從廠商掃描資料（store scanner data）取得，可分為銷售（客戶）移轉率
（Sales or customer diversion ratio）、收益移轉率（revenue diversion ratio）兩種，
歐盟在Kimberley-Clark/Scott(1996)14

與Volvo/Scania(2000)15
兩結合案中採用此方

法。

(c)客戶問卷調查
上述兩種方法的最大問題在於資料取得不易，因此直接對客戶（消費者）

發出問卷，詢問當產品價格些許調漲後，會改選擇哪一個產品或廠商？Farrell & 
Spapiro (2010)指出消費者調查及客戶移轉的資料都可以用來解釋移轉率。

(2) 成本與售價的比值：本次研究假設成本與售價的比值為1：2，其原由有二，第一
個通常在線性需求的函數，下游是一個負斜率的直線，那它的邊際的收益線就是

剛好會縮回來，大概在1/2的地方，所以這個假設下游市場的邊際收益線，在垂直
市場裡面就變成是這個下游市場，而決定採購量或單純轉送決定採購量時候的有

效需求曲線，所以這個需求曲線會內縮，那剛好縮進去那個幅度也是1/2，所以倒
過來就變成兩倍，這也是假設帶入數值設定可行性的主因，如果需求是非線性，

就不見得是1/2或者是兩倍，主要看產業實際的狀況，所以市場界定與產業特性還
是需要先釐清的重點。

同時市場界定以及產業特性評估，因為涉及營運成本及利潤，以企業經營來看，

對此的資訊提供相對保守，要能更完善應用分析法的前提，就是要取得相關數值

設定，因不易取得資訊可能為主要的門檻問題，故在實務上，目前參考 Moresi 
and Salop(2013) vGUPPI模型，以線性假設概念，將PD/WR假設為 2，即該零件之
投入將為整體產品銷售帶來該零件投入成本 2 倍的價值，以及成本與售價（WR /
PR、WU / PD、WD / PD）之比例假設為1：2，而PTRu=50%。
第二，從線上問卷調查、深度訪談及專家座談會之結果，皆建議成本與售價比例

13 Werden, G. J. (1997). Demand elasticities in antitrust analysis. Antitrust Law Journal, 66, 
363.

14 Commission Regulation (1996).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pursuant to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declaring a concentration to be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and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EA agreement. Offi 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 
183, 23.7.1996, 1-56.

15 European Commission (2000, March 14). The commission prohibits Volvo’s acquisition 
of its main competitor Scania.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
IP_00_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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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1：2。也從訪談中得知，當供應商的邊際成本提高10%，會使供應商收取客
戶價格增加5%，即PTRu=50%。除非商品存在高的附加價值時，則成本與售價比
例就不是1：2，且PTRu不等於50%。    
綜合上述vGUPPI公式之介紹、公式中之變數、及資料來源內容，整理其內容，
如下表所示：

表4- 1　研究方法與變數說明

vGUPPI公式介紹 所需變數與說明 資料來源與使用 公式上假設的說明

vGUPPIu：代表垂
直結合後，上游廠
商對下游客戶之競
爭對手之價格誘因
（提高投入價格的
動機），可分析結
合後提高價格誘因
為何。

1. D R U D：上游結
合廠商對下游結
合 廠 商 之 垂 直
轉換率（vertical 
diversion ratio），
即市占率。

2. D R R D：下游競
爭對手對下游結
合 廠 商 之 垂 直
轉換率（vertical 
diversion ratio）
（假設 D R R D  = 
DRUD）

3. MD：下游結合廠
商邊際利潤。 

4. P D：下游結合廠
商之產品銷售價
格。

5. WR：為上游結合
廠商對下游競爭
對手之售價。

1. DRUD：市占率---
公開財報資料。

2. MD：利潤率---公
開財報資料。

3. P D、 W R：依模
型 假 設 （ 假 設
P R  = P D；P D  /  W R 

=2）。

1. 垂直轉換率（市占
率）：可從公開財報
中取得該公司的銷售
額，計算上，透過
該公司的銷售額除
以該產業的總營業
額，即可獲得該公
司的市占率。由於
從深度訪談得知，
結合後，客戶移轉率
小，故對垂直移轉率
（DRUD = DRRD）計算
影響小。

2. 利潤率：可從公開財
報中取得公司的營業
收入和營業成本，即
可計算。

3. PD / WR：即該零件之投
入為整體產品銷售帶
來該零件投入成本  2 
倍的價值。根據模型
假設與本研究訪談、
座談會結果，學者專
家與廠商皆建議計算
上，比值假設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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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UPPI公式介紹 所需變數與說明 資料來源與使用 公式上假設的說明

vGUPPIr：代表下游
競爭對手對上游結
合廠商漲價後的反
應。

1. P T R u：上游結
合廠商的成本轉
嫁率（Cost pass-
through rate）。例
如，假設供應商
為客戶服務的邊
際成本增加了25-
cent每單位，而這
25-cent的成本增
加導致供應商提
高其向供應商收
取的價格客戶20-
cent。即成本轉嫁
率等於8 0 %（即
20/25）。

2. WR：為上游結合
廠商對下游競爭
對手之售價。

3. P R：下游競爭對
手之產品銷售價
格。

1. P T R u ： 依 模
型 假 設 （ 假 設
PTRu=50%）。

2. W R、 P R： 依 模
型 假 設 及 訪 談
結果（假設W R /
PR=1:2=0.5）

1. PTRu：即上游廠商將
該零件成本轉嫁給下
游廠商之比例。根據
模型假設與本研究訪
談、座談會結果，學
者專家與廠商皆建議
計算上，假設成本為
1，收取價格為0.5，即
上游結合廠商的成本
轉嫁率成本轉嫁率等
於50%（即0.5/1）。

2. WR / PR：即成本與售價
比值，根據模型假設
與本研究訪談、座談
會結果，學者專家與
廠商皆建議成本與售
價比值為1：2。

vGUPPId：結合之
後下游廠商之價格
誘因，也就是上游
結合廠商為響應下
游廠商結合而增加
或降低其產出價格
的動機。

1. DRDU：下游結合
廠商對上游結合
廠商之垂直轉換
率。

2. WU：上游結合廠
商商品價格。

3. MU：上游結合廠
商邊際利潤。

4. MUD：上游結合廠
商對下游結合廠
商銷售之邊際利
潤。

5. WD：上游結合廠
商對下游結合廠
商銷售之價格。

6. P D：下游結合廠
商之產品銷售價
格。

1. DRDU：市占率---
公開財報資料。

2. M U、M U D：利潤
率 - - -公開財報資
料。
依 模 型 假 設 及
訪 談 結 果 （ 假
設W U  /  P D和W D  /
PD=1:2=0.5。）

1. 垂直轉換率（市占
率）：可從公開財報
中取得該公司的銷售
額，計算上，透過
該公司的銷售額除
以該產業的總營業
額，即可獲得該公
司的市占率。由於
從深度訪談得知，
結合後，客戶移轉率
小，故對垂直移轉率
（DRUD=DRRD）計算
影響小。

2. 利潤率：可從公開財
報中取得公司的營業
收入和營業成本，即
可計算。

3. WU/PD和WD/PD：即成
本與售價比值，根據
模型假設與本研究訪
談、座談會結果，學
者專家與廠商階建議
成本與售價比值為1：
2。

註：計算dHHI時，公式SUR變數為上游結合公司在該競爭對手的投入採購中所占的市占率。SUR即市占
率。可從公開財報中取得該公司的銷售額，計算上，透過該公司的銷售額除以該產業的總營業額，即可

獲得該公司的市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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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例分析（二） 案例分析
將模型運用於國內外垂直結合案說明如下：

案例一：AT&T與Time Warner結合案（2016）
1. 背景介紹

2016年美國通訊業者AT&T宣布以規模854億美元收購案，買下旗下擁有知名媒體
品牌 HBO、華納兄弟（Warner Bros）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時代華納集
團（Time Warner），成為當年全球最大規模的併購案。Time Warner為上游結合廠商，
AT&T為下游結合廠商，Verizon為下游競爭對手，關係如下圖：

圖4-1 AT&T、Time Warner上、下游廠商關係

2. 資料來源
分析期間為2015年至2016年，參考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16
、華爾街日報WSJ17

、Statista資料庫18
之銷售額、

毛利潤率、市占率資料。2016年Time Warner（上游結合廠商）收入占整體營收為
16.36%，利潤率為44.1% [ 2015年：42.5%]，AT&T（下游結合廠商）收入占整體營收
為32.33% [ 2015年：33.6%]，利潤率為37.2% [ 2015年：39.3%]，Verizon（下游競爭對
手）收入占整體營收為35.1%[2015年：33.6%]，為媒體和通訊產業間之垂直結合案。
3. 案例分析

先計算vGUPPIu上游之Time Warner結合廠商，再計算vGUPPIr下游之競爭對手
Verizon，最後計算vGUPPId下游之AT&T結合廠商。廠商結合後，可以發現市占率與
利潤都很高。

16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https://www.sec.gov/。
17 華爾街日報，https://www.wsj.com/market-data/。
18 Statista資料庫，https://www.statista.com/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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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GUPPIu：
假設：PD / WR = 2

vGUPPIu = DRUD × MD × 
PD

WR

 

=  
下游結合廠商市占率

1-競爭對手市占率
 × 下游結合廠商利潤率 × 2

vGUPPIu =  
0.323

1-0.351
 × 0.372 × 2 = 37%  （2016）

vGUPPIu = 
0.336

1-0.336
 × 0.393 × 2 = 39.8% （2015）

因vGUPPIu>5%，代表2015年2016年上游廠商Time Warner，有提高價格的誘因。
(2)  vGUPPIr：

假設：PTRU = 50%、WR / PR = 0.5

vGUPPIr = vGUPPIu × PTRU × 
WR

PR
 = vGUPPIu × 0.5 × 0.5

vGUPPIr = 0.3702 × 0.5 × 0.5 = 0.0926 = 9.3% （2016）
vGUPPIr = 0.3977 × 0.5 × 0.5 = 9.9%  （2015）
因vGUPPIr>5%，代表2015年2016年競爭對手Verizon，有提高價格的誘因。

(3)  vGUPPId：
假設：WU / PD = 0.5、WD / PD = 0.5

vGUPPId = DRDU × MD × WU

PD
  - MUD × WD

PD

 

= 
競爭對手市占率

1-下游結合廠商市占率
 × 上游結合廠商利潤率 × 0.5

vGUPPIu =  
0.351

1-0.323
 × 0.441 × 0.5 - 0.441 × 0.5 = -9.7% （2016）

vGUPPIu = 
0.336

1-0.336
 × 0.425 × 0.5 - 0.425 × 0.5 = -10.5% （2015）

因vGUPPId<-5%，代表2015年和2016年下游結合廠商AT&T沒有提高價格之
誘因。綜合而論，上游廠商Time Warner及競爭對手廠商Verizon仍有提高價格誘
因，故仍有競爭疑慮。

4. 案例分析—假設下游廠商的產品存在附加價值
假設當下游廠商的產品存在附加價值時，廠商抬高價格的誘因變化。因產業特性

不同，本研究參考經濟部統計處之資料作為參數假設，其統計資料：2018年製造業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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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價值率為29.1%，按產業別，電子零組件業為55.7%，故本研究假設附加價值率為
20%至150%。先計算vGUPPIu上游之Time Warner結合廠商，再計算vGUPPIr下游之競
爭對手Verizon，最後計算vGUPPId下游之AT&T結合廠商。其結果如下：
(1)  vGUPPIu：

假設：PD / WR = 2

vGUPPIu = DRUD × MD × 
PD

WR

 

=  
下游結合廠商市占率

1-競爭對手市占率
 × 下游結合廠商利潤率 × 2

vGUPPIu =  
0.323

1-0.351
 × 0.372 × 2 = 37%  （2016）

vGUPPIu = 
0.336

1-0.336
 × 0.393 × 2 = 39.8% （2015）

因vGUPPIu>5%，代表2015年2016年上游廠商Time Warner，有提高價格的誘因。
(2) vGUPPIr：

a. 假設：PTRU = 50%，當下游廠商的產品有附加價值為20%，即 WR / PR = 0.4167
 vGUPPIr = 0.3702 × 0.5 × 0.4167 = 7.8% （2016）
 vGUPPIr = 0.398 × 0.5 × 0.4167 = 8.3% （2015）
b. 假設：PTRU = 50%，當下游廠商的產品有附加價值為30%，即 WR / PR = 0.385
 vGUPPIr = 0.3702 × 0.5 × 0.385 = 7.2% （2016）
 vGUPPIr = 0.398 × 0.5 × 0.385 = 7.7% （2015）
c. 假設：PTRU = 50%，當下游廠商的產品有附加價值為40%，即 WR / PR = 0.357
 vGUPPIr = 0.3702 × 0.5 × 0.357 = 6.6% （2016）
 vGUPPIr = 0.398 × 0.5 × 0.357 = 7.1% （2015）
d. 假設：PTRU = 50%，當下游廠商的產品有附加價值為50%，即 WR / PR = 0.33
 vGUPPIr = 0.3702 × 0.5 × 0.33 = 6.1% （2016）
 vGUPPIr = 0.398 × 0.5 × 0.33 = 6.6%  （2015）

因vGUPPIr>5%，代表2015年2016年競爭對手Verizon，有提高價格的誘
因。隨著附加價值的增加，廠商有提高價格的誘因。

e. 假設：PTRU = 50%，當下游廠商的產品有附加價值為100%，即 WR / PR = 0.25
 vGUPPIr = 0.3702 × 0.5 × 0.25 = 4.6% （2016）
 vGUPPIr = 0.398 × 0.5 × 4.6% = 4.9% （2015）

因vGUPPIr>5%，代表2015年2016年競爭對手Verizon，有提高價格的誘



垂直結合實證分析法之應用 127

因。隨著附加價值的增加，廠商有提高價格的誘因在遞減。附加價值增加至

100%；使得0<vGUPPId<5%，廠商提高價格之誘因則不明顯。
(3)  vGUPPId：

a. 當下游廠商的產品有附加價值為20%，即 WR / PR = 0.4167

 vGUPPIu =  
0.351

1-0.323
 × 0.441 × 0.4167 - 0.441 × 0.4167 = -9%（2016）

 vGUPPIu = 
0.336

1-0.336
 × 0.425 × 0.4167 - 0.425 × 0.4167 = -8.8%（2015）

b. 當下游廠商的產品有附加價值為30%，即 WR / PR = 0.4167

 vGUPPIu =  
0.351

1-0.323
 × 0.441 × 0.385 - 0.441 × 0.385 = -8.2%（2016）

 vGUPPIu = 
0.336

1-0.336
 × 0.425 × 0.385 - 0.425 × 0.385 = -8%（2015）

c. 當下游廠商的產品有附加價值為40%，即 WR / PR = 0.357

 vGUPPIu =  
0.351

1-0.323
 × 0.441 × 0.357 - 0.441 × 0.357 = -7.6%（2016）

 vGUPPIu = 
0.336

1-0.336
 × 0.425 × 0.357 - 0.425 × 0.357 = -7.5%（2015）

d. 當下游廠商的產品有附加價值為50%，即 WR / PR = 0.33

 vGUPPIu =  
0.351

1-0.323
 × 0.441 × 0.33 - 0.441 × 0.33 = -7%（2016）

 vGUPPIu = 
0.336

1-0.336
 × 0.425 × 0.33 - 0.425 × 0.33 = -6.9%（2015）

e. 當下游廠商的產品有附加價值為150%，即 WR / PR = 0.2

 vGUPPIu =  
0.351

1-0.323
 × 0.441 × 0.2 - 0.441 × 0.2 = -4.6%（2016）

 vGUPPIu = 
0.336

1-0.336
 × 0.425 × 0.2 - 0.425 × 0.2 = -4.2%（2015）

因vGUPPId<-5%，代表2015年和2016年下游廠商AT&T，無提高價格的誘
因。隨著附加價值的增加，廠商無提高價格的誘因在遞減。附加價值增加至

150%；使得-5%<vGUPPId<0，廠商無提高價格之誘因，則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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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論，由於成本和價格之間的關係，為線性關係，故假設成本和價格比值

為1：2，即模型之參數W_R/P_R 、W_U/P_D 、W_D/P_D=0.5。若假設下游廠商本身
可以創造產品的附加價值，以AT&T與Time Warner結合案（2016）而言，計算結果發
現，附加價值越多，會造成廠商的成本和價格比值越低，最後競爭對手廠商抬高價格

的誘因呈現遞減。下游廠商無抬高價格的誘因呈現遞減。

彙整案例二及案例三並模擬不同的競爭對手廠商，上游垂直結合vGUPPIu、下游
垂直結合vGUPPId、下游競爭對手vGUPPIr之結果，其說明如下表4-2與表4-3：

表4- 2　亞馬遜（Amazon）與全食超市（Whole Foods Market）結合案

案例二 亞馬遜（Amazon）與全食超市（Whole Foods Market）結合案（2017）

背景介紹 電商龍頭亞馬遜宣布以137億美元（約新臺幣4,150億元）併購美國的食品
超級市場連鎖店Whole Foods，擴展旗下生鮮商品事業，盼Whole Foods所
擁有的實體店面，能擴展亞馬遜的線下實體事業，對於亞馬遜而言，先前
就有推出Amazon Fresh的生鮮商品運送服務，此交易有助於擴展生鮮雜貨
事業。Amazon為上游結合廠商，Whole Foods為下游結合廠商，Costco、
Walmart為下游競爭對手，關係如圖4-2。

資料說明 分析期間為2016年至2017年，參考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華爾街日報WSJ、Statista
資料庫之銷售額、毛利潤率、市占率資料。2017年Amazon（上游結合
廠商）收入占整體營收為37%[2016年：34%]，利潤率為37.07% [2016
年：35.09%]。Whole Foods Market （下游結合廠商）收入占整體營收為
1.6%[2016年：1.7%]，利潤率為33.67% [2016年：34.41%]。Costco（下游
競爭對手）收入占整體營收為8%[2016年：5.1%]，利潤率為11.33% [2016
年：11%]。Walmart （下游競爭對手）收入占整體營收為26%[2016年：
17.3%]，利潤率為24.68% [2016年：25%]。

情況一：當
競爭對手為

Costco

vGUPPIu=1.23% （2016）
vGUPPIu=1.17% （2017）
因0<vGUPPIu<5%，代表2016年2017年上游廠商Amazon，有提高價格的
誘因，但不明顯。
vGUPPIr=0.31% （2016）
vGUPPIr=0.29% （2017）
因0<vGUPPIr<5%，代表2016年2017年競爭對手Costco，有提高價格的誘
因，但不明顯。
vGUPPId=-16.65% （2016）
vGUPPId=-17.03% （2017）
因vGUPPId<-5%，代表2016年2017年下游結合廠商Whole Foods，無提高
價格的誘因。綜合而論，上游廠商Amazon及競爭對手廠商Costco仍有提高
價格誘因，但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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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二：當
競爭對手為

Walmart

vGUPPIu=1.42% （2016）
vGUPPIu=1.46% （2017）
因0<vGUPPIu<5%，代表2016年2017年上游廠商Amazon，有提高價格的
誘因，但不明顯。
vGUPPIr=0.35% （2016）
vGUPPIr=0.36% （2017）
因0<vGUPPIr<5%，代表2016年2017年競爭對手Walmart，有提高價格的誘
因，但不明顯。
vGUPPId=-14.46% （2016）
vGUPPId=-13.64% （2017）
因vGUPPId<-5%，代表2016年和2017年下游結合廠商Whole Foods無提高
價格的誘因。綜合而論，上游廠商Amazon及競爭對手廠商Walmart仍有提
高價格誘因，但不明顯。

圖4- 2　Amazon、Whole Foods上、下游廠商關係

表4- 3　亞馬遜（Amazon）與米高梅影業（MGM Studios）結合案

案例三 亞馬遜（Amazon）與米高梅影業（MGM Studios）結合案（2021）

背景介紹 美國電商龍頭亞馬遜（Amazon.com, Inc.）是位於美國西雅圖的跨國電子
商務企業。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網際網路線上零售商之一。亞馬遜涵蓋了圖
書、音像製品、軟體、消費電子產品、家用電器、廚具、食品、玩具、母
嬰用品、化妝品、日化用品、運動用具、服裝鞋帽、首飾等類。2017年，
亞馬遜宣布以137億美元購買生鮮超市連鎖商Whole Foods，正式成為實體
零售商的擁有者。其後，亞馬遜陸續推出Amazon Go無人商店Whole Foods
生鮮物流外送，並利用Whole Foods展示智慧家居商品及Prime付費影視，
短短5年內，已成為實體超市市場發展的關鍵企業之一。米高梅（Metro-
Goldwyn-Mayer Studios）創立於1924年，為近百年的好萊塢電影公司，其
令許多觀眾印象深刻的，莫過於電影開頭與結尾一隻獅子在勳章中間嘶吼
的品牌標籤，其形象深植影迷心中，旗下跨足4,000部電影與17,000檔電視
節目，其中著名電影包括《007》系列、《魔戒》系列、《一個巨星的誕
生》、《海邊的曼徹斯特》、《使女的故事》、實境秀《Live P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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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6日亞馬遜宣布以84.5億美元併購握有《007》系列電影製作與
版權的米高梅影業，成為企業歷史上第二大筆併購交易，面對Netflix、
Disney+、HBO Max等競爭對手，各個都虎視眈眈搶奪串流媒體，欲成為
串流媒體產業領頭羊。Amazon為上游結合廠商，MGM Studios為下游結合
廠商，Netfl ix、Disney、HBO為下游競爭對手，關係如圖4-3。

資料說明 分析期間為2019年至2020年，參考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華爾街日報WSJ、Statista
資料庫銷售額、毛利潤率、市占率資料。2020年Amazon（上游結合廠
商）收入占整體營收為16%[2019年：21%]，利潤率為39.57% [2019年：
40.99%]。MGM Studios（下游結合廠商）收入占整體營收為8.49%[2019
年：9.5%]，利潤率為-8% [2019年：24.77%]。Netflix（下游競爭對手）
收入占整體營收為20%[2019年：29%]，利潤率為38.89% [2019年：
38.28%]。Disney （下游競爭對手）收入占整體營收為11%[2019年：
12%]，利潤率為32.89% [2019年：39.6%]。HBO（下游競爭對手）收入占
整體營收為12%[2019年：3%]，利潤率為-13.74% [2019年：31.95%]。

情況一：當
競爭對手為

Netfl ix

vGUPPIu=6.63% （2019）
vGUPPIu=-1.698% （2020）
因vGUPPIu>5%，代表2019年上游廠商Amazon，有提高價格的誘因。
因-5%<vGUPPIu<0，代表2020年上游廠商Amazon無提高價格的誘因，但
不明顯。
vGUPPIr=1.657% （2019）
vGUPPIr=-0.4245% （2020）
因0<vGUPPIr<5%，代表2019年競爭對手廠商Netflix，有提高價格的誘
因，但不明顯，因-5%<vGUPPIr<0，代表2020年競爭對手廠商Netflix無提
高價格的誘因，但不明顯。
vGUPPId=-13.93%  （2019）
vGUPPId=-15.46% （2020）
因vGUPPId<-5%，代表2019年和2020年下游結合廠商MGM Studios，無提
高價格的誘因。綜合而論，本案仍存在2019年上游廠商Amazon有提高價
格疑慮，但競爭對手Netflix有提高價格誘因，但不明顯，而2020年無提高
價格疑慮，但不明顯。

情況二：當
競爭對手為

Disney

vGUPPIu=5.35%  （2019）    
vGUPPIu=-1.53%（2020）
因vGUPPIu>5%，代表2019年上游廠商Amazon，有提高價格的誘因。
因-5%<vGUPPIu<0，代表2020年上游廠商Amazon無提高價格的誘因，但
不明顯。
vGUPPIr=1.34% （2019）    
vGUPPIr=-0.38% （2020）
因0<vGUPPIr<5%，代表2019年競爭對手廠商Disney，有提高價格的誘
因，但不明顯。因-5%<vGUPPIr<0，代表2020年競爭對手廠商Disney無提
高價格的誘因，但不明顯。
vGUPPId=-17.78% （2019）
vGUPPId=-17.4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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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vGUPPId<-5%，代表2019年2020年下游結合廠商MGM Studios，無提高
價格的誘因。綜合而論，本案仍存在2019年有上游廠商Amazon有提高價
格疑慮，但競爭對手Disney有提高價格誘因，但不明顯，而2020年無提高
價格疑慮，但不明顯。

情況三：當
競爭對手為

HBO

vGUPPIu=5.3% （2019）
vGUPPIu=-4.71%（2020）
因vGUPPIu>5%，代表2019年上游廠商Amazon，有提高價格的誘因。
因-5%<vGUPPIu<0，代表2020年上游廠商Amazon無提高價格的誘因，但
不明顯。
vGUPPIr=0.93% （2019）
vGUPPIr=-1.18% （2020）
因0<vGUPPIr<5%，代表2019年競爭對手廠商HBO，有提高價格的誘因，
但不明顯。因-5%<vGUPPIu<0，代表2020年競爭對手廠商HBO無提高價
格的誘因，但不明顯。
vGUPPId=-38.71% （2019）
vGUPPId=-45.48% （2020）
因vGUPPId<-5%，代表2019年2020年下游結合廠商MGM Studios，無提高
價格的誘因。本案仍存在2019年有上游廠商Amazon有提高價格疑慮，但
競爭對手HBO有提高價格誘因，但不明顯，而2020年無提高價格疑慮，但
不明顯。

圖4-3 Amazon、MGM Studios上、下游廠商關係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一） 結論
本研究回顧國內外垂直結合理論及實務之文獻，探討美國與歐盟非水平結合原

則。再彙整垂直結合之經濟理論及實務分析工具，最後蒐集近年國外垂直結合案進行

案例分析。主要發現：

1. 垂直結合存在正面與負面兩種效果。正面效果中，可將上、下游各自定價對於交易
所產生的外部性予以內生化，消除接續性獨占以及消除雙重邊際化等問題，帶來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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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與價格降低等正面效果。而負面效果中，主要的反競爭效果為市場封鎖效

果，也就是結合後的下游競爭者，無法取得上游事業關鍵投入要素，或是結合後的

上游競爭者無法獲得下游有效的銷售通路，將無法在市場上有效持續的競爭。因

此，評估垂直結合時，必須同時考量這兩種綜合效果。

2. 垂直結合後對於上下游市場競爭之影響。需注意以下4種狀況：（1）消除雙重邊
際化（double marginalization）後，是否會使價格降低。（2）反競爭效果是間接
的。（3）可能產生封鎖的內生化（internalization）效果，使價格上漲。（4）由於
Coase(1937)的理論指出結合後可透過內部轉移來替代結合前的交易，達到交易成本
的節省，因此垂直結合的動機並非全然是為市場力，有時存有非價格效率。

3. Moresi & Salop(2013)利用垂直向上調價壓力指標（vGUPPI）來衡量垂直封鎖效
果，以衡量具有上、下游關係的市場。vGUPPI模型，以線性假設概念，將PD/WR
假設為 2，即該零件之投入將為整體產品銷售帶來該零件投入成本的 2 倍價值，
及成本與售價（WR / PR、WU / PD、WD / PD）之比例假設為1：2，而PTRu=50%。
從線上問卷調查、深度訪談及專家座談會之結果，皆建議成本與售價比例約為1：
2。且提出當供應商的邊際成本提高1元，會使供應商收取客戶價格增加0.5元，即
PTRu=50%。關於結合後，發生客戶移轉的可能性不高，因廠商會提供額外的附加
價值來穩定客戶，故對垂直轉換率（DRDU）的影響小。

4. 國外垂直結合案進行案例分析。發現有些上游廠商及競爭對手廠商有提高價格誘
因，另外一些廠商，雖有提高價格誘因但不明顯。下游廠商，無提高價格的誘因。 

5. 當考慮下游廠商，本身可以創造產品的附加價值時，結果發現，附加價值越多，會
造成廠商的成本和價格比值越低，最後競爭對手廠商抬高價格的誘因呈現遞減。下

游廠商無提高價格的誘因呈現遞減。

（二） 建議（二） 建議
綜合前述研究結果，本研究建議如下：

由於Moresi & Salop(2013)提出的3種vGUPPI模型，可衡量垂直結合後上游結
合廠商、下游結合廠商及下游競爭對手抬高價格之誘因，建議未來垂直結合案可採

vGUPPI模型作為客觀審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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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siness mergers improve operating efficiency, and it may lead to anti-combinations 
competitive effects, and also the types of mergers have different ways of affecting market 
competition.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discusse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method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to put forward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government authority. Moresi & Salop(2013) analyzed the case and 
proposed the vGUPPI price index under the vertical concept to measure the effect of market 
foreclosure and the incentives for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manufacturers to increase 
prices. vGUPPI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preliminary antitrust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In 
practice, the PD/WR is set to 2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linear assumption, that is, the input 
of the component will bring twice the value of the input cost of the component to the overall 
product sales, as well as the cost and selling price (WR / PR, WU / PD, the ratio of WD / PD) is 
assumed to be 1:2, and PTRu=50%. From the results of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s, in-
depth interviews, and expert seminar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ratio of cost to selling price 
be approximately 1:2. When the supplier's marginal cost increases by 1, the supplier's price 
charged by the customer will increase by 0.5, that is, PTRu=50%. Regarding the possibility 
of customer transfer, after the merger is not high because the manufacturer will provide 
additional added value to stabilize the customer, the impact on the vertical conversion rate 
(DRDU) is small. According to case analysis, upstream manufacturers and competitors have 
an incentive to increase prices, but some manufacturers have an incentive to increase prices, 
but not obvious. The case analysis of this study may provide a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cision-making of the government authority.

Keywords: Vertical integration, Anti-Competition, vGU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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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我國現行《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關於結合之規範在第10條至第
13條。其中，第10條定義何謂本法之「結合」；第11、12條分別規定申報之門檻與除
外條件，以及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審查期限等相關程序規定；第13條第2項授
權公平會課予附款，餘下第13條第1項，是本法惟一的實體審查規範：「如其結合，
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其中，「整

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不僅是不確定的法律概念，且屬總括性之用

語：凡經濟上之利益與不利益均在考量範圍之內。

公平法第13條的簡約並非源於立法怠惰。結合管制在本質上既屬市場結構管制，
自無從以特定之行為態樣為規範對象。而市場結構雖可能影響市場之競爭狀態，二者

之間卻無簡單的直接對應關係。欲評估兩個以上事業之結合對市場競爭的正負面影響

與程度，非綜合考慮多項複雜的因素不為功。故不僅我國之公平法如此規定，世界各

國之結合管制法規範也大抵如此。

當然，為了強化法律之明確性與執法之一致性，各國結合管制機關多透過子法

揭露其審查重點，如我國公平會之《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下簡稱《處理原

則》或《臺灣處理原則》）或美國DOJ與FTC聯名發布之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HMG or USHMG）1

。從這些行政規範與說明以及歷年案例，我們可以發現當今事

業結合管制的重點在於同一市場內之水平結合。相形之下，非處同一市場之垂直或多

角結合，不但管制的密度有明顯落差，且審查之重點也在於其對上下游或其他關連市

場之可能影響。

在這樣的管制體系裡，市場界定因為將左右結合案之類型歸屬而成為最關鍵的問

題。也因此美國的HMG裡有堪稱全球最詳細的市場界定方法之說明，其所使用之「假
設獨占者測試法」（HMT）及該測試法的核心檢驗工具──小但顯著且非暫時性之價
格上漲（SSNIP）──更是全球聞名。而為了避免低估參與結合各事業之市場力，該
規範說明更明言以能通過假設獨占者測試法之最小市場為原則。充分反應了當代競爭

規範以小範圍、嚴謹定義之市場競爭為核心的基本態度。

當代結合管制之基本架構其來有自，但在面對數位經濟世界此起彼落的結合事

件，卻總有使不上力之無力感。以Amazon、Apple、Facebook、Google、Microsoft等5
個公司為例，自2000後購併之企業或重大資產總數逾700件2

，但受到阻止（含因可能

被阻止而自行放棄）者卻屈指可數。主要原因即是在於絕大多數之購併均不符合當今

水平結合之通常定義。

1 DOJ & FTC,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2010) [hereinafter USHMG].
2 雖似無權威的統計資料，但 Wikipedia 有相當詳細附資訊來源之紀錄，應足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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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試圖剖析資通訊科技對產業、市場結構與競爭之影響。尤其對數位平台市

場結構面諸多尚未盡明朗之面向，如市場平台各邊參與者之人數、進入障礙、產品差

異、垂直（或單邊）整合程度、供應鏈之形貌等，儘可能加以整理與釐清。進而分析

數位平台市場之核心競爭要素，以及數位經濟相關事業之合／購併發展趨勢。在法制

面，則從既有數位經濟相關結合案例之整理、分析與比較入手，這些案例在實體審查

標準及考量因素上與傳統結合管制理論與實務是否有異，以及不同國家或區域實務上

之差異，將是研究之重點。只是既有少數受到結合審查之個案皆屬於傳統定義之水平

結合，而缺乏其他類型（垂直或多角結合）之案例，加上研究時間之限制，本研究對

既有結合管制實務案例之分析將以美國、歐盟與我國之代表性案例為主。之後，本文

將分析數位經濟之發展對傳統結合管制架構之衝擊，進而討論可能之因應。

第二章　數位經濟產業變遷與結合發展趨勢

第一節　數位平台的市場特性

Amazon、Facebook、Google與Microsoft等數位平台業者所提供的服務各有差異，
但這些數位平台也有幾個共同的特色，包含強大的網路外部性、注意力市場（markets 
for attention）規模經濟、資料收集所趨動的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趨近於
零的邊際生產成本、不透明的平台干預與無邊界的全球競爭（global scope）。

就網路外部性而言，這是軟體或數位服務產業的最大特色，這類產品或服務帶

給消費者的效用或滿足的程度會隨著使用者人數的增加而增加。例如，Google所提供
的Gmail、Chrome或Google Map因為使用人數眾多，因而吸引更多人使用Google的服
務，同時，也使得愈來愈多消費者的使用習慣已被Google鎖入（lock in），這是網路
外部性產品往往會隨消費者人數增加而產生的鎖入效果。消費者藉由社群媒體經營

朋友關係與利用搜尋引擎尋找生活所需資訊以及透過線上購物的消費模式來取得所

需要的實體物品與軟體服務，是現今生活的日常。在網路外部性的效果不斷增強下，

消費者對於軟體服務提供者的倚賴程度也持續增加。由於消費者對於上述服務提供者

的需求增加，消費的方式也日趨多元，使得軟體服務的提供者所掌握的消費者資訊也

愈來愈多，進而可以主導消費者的偏好或預測消費者的屬性，並提出不同的訂價策

略。Caillaud and Jullien、Rochet and Tirole與Armstrong等文對於網路外部性效果在平
台市場競爭的影響效果已有許多討論

3
。由前文數位平台業者的使用者人數統計資料

3 See Bernard Caillaud and Bruno Jullien, Chicken & egg: Competition among  
intermediation service providers, RAND J. Econ., 34, 309-28 (2003); Jean-Charles 
Rochet and Jean Tirole,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J. Eur. Econ., 1, 
990-1029 (2003); Jean- Charles Rochet and Jean Tirole, 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 RAND J. Econ., 37, 645-67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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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除了社群平台的網路外部性效果可能使得這些廠商的使用者差距難以縮小外，

也可以發現政府即使對於Facebook的結合案採取更嚴格的管制手段，似乎不容易撼動
Facebook在社群媒體的地位。

就注意力市場而言，數位產品與服務的廠商往往對於消費者提供免費服務，但會

從其所提供的廣告服務進行收費。例如，Facebook免費提供社群媒體服務與Google無
償提高網路搜尋引擎服務，但他們同時有對廣告服務進行收費，兩家業者的廣告規模

在2019年時就已超過2,000億美元。全球線上廣告的規模估計可以達到4000億美元，
Google與Facebook在美國與英國分別約有6成與8成的市場占有率4

。Argentesi等指出影
響注意力服務的3因素5

。第一、消費者的專屬性（user base’s exclusivity），平台業者
可能藉由結合將多平台使用者（multihoming）整合在一起，使得其所擁有的平台專屬
消費者增加。第二、平台的觸擊率，當平台的規模愈大時，同樣一個廣告可以更有效

率且成本更低的方式接觸到更多消費者，進而吸引更多的廣告商願意向該平台業者購

買廣告服務。第三、精準廣告的能力（ability to target ads），如前所述，當數位平台
業者擁有的客戶數愈多，其所收集消費者的資訊愈多，所提供的廣告效果也會愈好，

進而提高廣告需求者的購買意願。Prat and Valletti討論注意力市場結構與產品市場結
構間的關係，他們發現數位平台業者的零售訂價策略可能會使得消費者福利在產品市

場上受到傷害
6
。

就範疇經濟而言，範疇經濟指的是兩種不同產品在同一間工廠生產的成本會較

由兩家不同工廠生產的成本來的低。數位平台所提供的服務就具備了這樣的特性，其

會產生範疇經濟的成因是來自於數位平台業者可以藉由相同的資料提供不同的服務。

換句話說，消費者的資料除了可以幫助廠商成為「注意力市場」的供給者外，也可以

做為廠商提供消費者更好服務的重要投入要素。當一家數位平台的會員人數愈多，該

平台業者所創造的網路外部性也會愈強，預期該平台可以收集的客戶資料以及個別客

戶資料的詳細程度也高，亦即，會員人數愈多的平台業者所取得的資料數量愈大，資

料的品質也愈好，這對網路會員人數眾多的數位平台業者而言，將產生正向的良性循

環。

4 See generally COMPETITION & MARKETS AUTHORITY, UK, ONLINE PLATFORMS 
AND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 STUDY FINAL REPORT, https://assets.
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fa557668fa8f5788db46efc/Final_report_Digital_A 
LT_TEXT.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30.

5 Elena Argentesi, Paolo Buccirossi, Emilio Calvano, Tomaso Duso, Alessia Marrazzo, 
and Salvatore Nava, Merger Policy in Digital Markets: An Ex post Assessment, J. 
Competition Law Econ., 17, 95-140 (2020).

6 See generally Andrea Prat and Tommaso Valletti, Attention Oligopoly, Am. Econ. J.:  
Microecon, forthcoming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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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透明的平台干預而言，Fukuyama等即指出許多數位平台業者可以利用演算
法來決定哪些連結可以被加快以及要分享的資料種類，在此情況下，數位平台業者有

可能藉由演算法來影響與改變消費者的行為，這也是數位平台業者在注意力市場的優

勢，其可以影響消費者的注意力
7
。此外，Bourreau and Gaudin與Calvano and Jullien也

指出平台市場利用推薦系統（recommender system）分析消費者資料來推薦消費者所
需的影片或商品與服務已產生許多仲介偏誤（intermediation bias）的問題8

。

就無邊界的全球競爭而言，由於網際網路的發展不會受到國界的限制，由前文中

的相關統計資料可知，數位平台市場的幾家領導廠商不管在個別國家或全球市場的會

員人數都與其他競爭對手有不小的差距，因此，數位平台的領導廠商對於全球使用者

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第二節　影響市場競爭的可能因素

在產業經濟學中，包含市場的進入障礙、產品的差異性與市場上的廠商家數等

都是影響市場結構的重要因素。就進入障礙而言，當市場的進入障礙很高時，新廠商

要進入市場並不容易，此時，市場的競爭激烈程度不高。因此，若廠商間的結合會造

成新進者的進入障礙提高，則市場上的廠商家數將愈少，市場的價格愈容易受到少數

廠商所控制。數位平台市場的進入障礙成因遠比傳統石油、電信與鐵路等產業更為多

元，包含網路外部性、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等都是形成數位平台市場進入障礙的原

因。

一、網路外部性一、網路外部性

在過去許多大型的壟斷事業中，生產的規模經濟形成了新進者的進入障礙，如基

礎建設的固定成本非常高昂的鐵路、電業與電信等產業。由於固定成本占廠商總生產

成本（包含固定成本與變動成本）的比重即高，因此，當廠商的產量愈多時，平均固

定成本與平均成本將會愈低，此時，即使新進廠商以邊際成本為衡量基礎的生產效率

較高，也會面臨規模經濟效果不如既存廠商而無法進入市場的窘境。若廠商的結合會

持續墊高進入障礙，進而阻礙市場競爭而導致市場失靈，則主管機關應該給予管制。

否則，隨著這類型的結合案不斷增加，一個國家的生產力也會不斷降低。

有別於生產面的規模經濟，數位化時代下的軟體服務業者或平台經濟業者所要追

求的往往是擴大使用者人數的網路外部性效果，網路外部性效果屬於需求面的規模經

濟。只要擁有一定網路外部性規模的廠商持續併購市場上與其有競爭關係或互補關係

7 Francis Fukuyama, supra note.
8 Marc Bourreau and Germain Gaudin, Streaming platform and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  

bias, CESifo wp n. 7390 (2018); Emilio Calvano and Michele Polo, Strategic 
differentiation by business models: free-to-Air and pay-tv, Econ. J. 130, 50-6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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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廠商，都將會形成其他新進者進入市場的障礙。因此，網路外部性是最常見的進入

障礙成因，此一效果在數位平台市場中更為明顯。在實務上，我們一方面可以觀察到

網路外部性對於Facebook、Twitter、LinkedIn等社群平台的顯著影響效果，在另一方
面，我們也可以看到Uber與Lyft、Uber Eat與Just Eat或Deliveroo與Glovo等業者在各自
市場上同時競爭。在臺灣市場上，我們可以觀察到Uber vs.台灣大車隊以及Uber Eat與
foodpanda的競爭，換句話說，網路外部性不必然會使得數位平台業者形成獨占的結
果。Banerji and Dutta指出網路外部性的效果多是局部性而非全面性的，換言之，使用
者僅會關心與其互動的其他使用者是否使用相同的通訊軟體，而不是關心所有的使用

者。基於上述特性，故許多數位平台業者可能藉由補貼來吸引消費者，例如，電子支

付業者補貼消費者使用其支付工具，同一平台間的消費者轉帳可以免手續費
9
。White  

and Weyl指出多平台使用特性下的廠商補貼（insulated tariff）競爭會導致太多廠商
同時於市場競爭，其稱為無效率的破碎（inefficient fragment）10

。Jullien and Sand-
Zantman提出具有獨立的價值（the existence of stand-alone value）、多平台使用者的特
性（the possibility of multihoming）與存在相容性（the existence of compatibility）等3
個防止具有網路外部性的市場會成為自然獨占的因素

11
。就獨立的價值而言，Caillaud 

and Jullien即指出在動態競爭的過程中，一個具有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進入者
會願意犧牲比當下競爭環境更多的利潤來換取未來成為既存者優勢的機會，進而使得

既存廠商也必須要犧牲利潤來維持既有地位。White and Weyl即提到擁有較佳技術的
進入者要可以進入市場與取代既存廠商的兩個先決條件，第一為平台業者要有足夠的

資金來補貼消費者，第二為平台業者必須要管理好消費者的協調問題
12
。

就多平台使用性而言，在Microsoft與Skype的結合案中，歐盟委員會指出網路外
部性不一定會使得消費者因為使用1家廠商的服務就放棄其他家廠商，這是因為，多
數影音視訊平台的使用者多是4到6人所組成的有內部網絡（inner circle），這些使用
者要轉換到其他影音視訊平台是相對容易的，這使得網路外部性的反競爭效果被弱

化。由上述決策說明可知，多平台使用者的特性確實會弱化網路外部性的反競爭效

果。就產品相容性而言，Jullien與Belleflamme and Toulemonde也指出產品相容性與市 
場區隔對於進入者的影響

13
。

9 Abhijit Banerjee and Bhaskar Dutta, Local network externalities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Int. J. Ind Organiz. 27, 605-614 (2009).

10 Alexander White & Eric Glen Weyl, Insulated platform competition,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1694317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1694317.

11 Bruno Jullien and Wilfried Sand - Zantman, The economics of platforms: a theory guide 
for competition policy, TSE Digital Center Policy Papers series, 1 (2019).

12 White & Weyl, supra note 11.
13 Bruno Jullien, Two-sided markets and electronic intermediaries, CESifo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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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據資料二、數據資料

在數位平台中，資料是平台業者要提供服務時的重要投入要素，大型平台業者受

惠於資料所產生的範疇經濟將可以進一步推出更符合消費者偏好的產品與提供消費者

更精確的廣告服務，進而提高競爭優勢與利潤，同時，範疇經濟的良性循環也會形成

更高的市場進入障礙。如同傳統的製造業一樣，當投入要素的品質愈好，所生產的最

終產品品質也會愈高，範疇經濟的特性在數位平台產業中更加明顯。此外，隨著資料

的數量與品質提高，數位平台業者的規模經濟效果也會逐漸顯現。因此，就結合是否

會產生進入障礙而言，使用者資料的收集應是未來主管機關是否允許結合的重要參考

依據。

目前經濟文獻上對於大數據的文獻並不多，Lambrecht and Tucker（2015）、
Bajari et al.（2019）與Schaefer et al.（2018）等文為實證文獻，Rubinfeld and Gal
（2017）、Prufer and Schottmüller（2017）、de Cornière and Taylor（2020）與Prat and 
Valletti（2021）等文則為理論文獻。此外，德國與法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在2016年提
出4V，包含資料的種類（variety）、收集資料的速度（velocity）、收集資料的數量
（volume）與資料的經濟價值（value），來判斷結合發生對於市場其他競爭者的影
響

14
。

再者，我們可以觀察到許多大公司旗下的子公司想要進入另一個市場，但在進入

市場的過程中往往遇到許多阻礙，例如，美國Microsoft想要挑戰Google的搜尋引擎市
場，或Google想要挑戰微軟的office軟體市場以及Google想要進入Facebook的社群媒
體市場等例子，在這些數位平台市場中，消費者多認為即使有新的競爭者出現，也不

會有消費者願意轉換到新的平台上。消費者可能需要等到新的平台業者的消費者與相

關的軟體都已建置好，才可能會移動到新的平台，但這會面對雞生蛋與蛋生雞的問題

（“chicken and egg” problem）。例如，中國華為在面對美國採取的科技管制政策下，
華為的鴻蒙要成功吸引消費者使用，必須要有夠多的消費者與App在鴻蒙系統上，
才可能提高消費者使用的誘因。Caillaud and Jullien（2003）、Halaburda and Yehezk
（2019）與Halaburda et al.（2020）等近期文獻均在討論上述消費者不選擇新進者而維
持當既存廠商擁護者的焦點性（focality）議題15

。若消費者對於既存廠商有此好的信

Studies 51, 233-260 (2005); Paul Belleflamme and Eric Toulemonde, Emergence and 
entry of b2b marketplaces, CORE Discussion (2004).

14 Joint Report of the Bundeskartellamt the German National Competition Authority and 
the French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2016).

15 Hanna Hałaburda and Yaron Yehezkel, Focality advantage in platform competition, J.  
Econ. Manag. Strategy, 28, 49-59 (2019); Hanna Halaburda, Bruno Jullien, and Yaron 
Yehezkel, Dynamic competition with network ex- ternalities: why history matters, Rand. J. 
Econ., 51, 3-3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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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belief），則可以被視為既存廠商的一個策略性資產。
此外，轉換成本是過去常見的既存者優勢（incumbency advantage），在軟體、

硬體與電信產業中，轉換成本往往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數位平台經濟中，消費者

要下載安裝App或在網站上註冊都不需要花費太多的時間或成本，因此，在數位平台
經濟中，除了資料的可攜（data portability）與否會影響潛在廠商的進入決策外，其餘
轉換成本對既存者優勢的影響並不明顯。Halaburda and Yehezk（2019）的研究發現，
數位平台市場的既存廠商也可以利用消費者過去的使用資料來降低其搜尋消費者的成

本與創造既存者優勢。因此，資料可攜（data portability）的政策可能會影響競爭廠商
的優勢與市場競爭的結果，相關文獻如Lam（2017）、Lam and Liu（2020）與Fast et 
al.（2020）等文對於此一議題已開始有較多討論16

。

三、創新與研發三、創新與研發

就數位平台市場的創新而言，劇烈創新（drastic innovation）或非劇烈的創新
（non-drastic innovation）都是數位市場上極為常見的現象17

。Gilbert and Newbery
（1982）發現寄存廠商為了要保有獨占地位會在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前就進行研發
（pre-emptive invention），同理，在面對潛在競爭者要進入市場時，既存廠商也有很
強的誘因買斷新進者，即Rasmusen（1988）指出的買斷進入者（entry for buyout）18

。

在數位平台市場中，也可常看到殺手收購（killer acquisition），這是指一個市場既存
廠商可能藉由收購許多處於早期階段但具有未來性的新創公司以降低面對的潛在威

脅。同時，藉由收購新創公司，可以降低既存廠商須持續投入研發來提高競爭地位的

壓力，因此，既存廠商的研發投入可能減少，創新的專利可能降低。

上述情況在Dow與Dupont的結合案中曾被歐洲主管機關討論過19
。Federico et 

al.（2017）一文指出，兩家廠商合併後會對研究部門產生侵蝕效果（cannibalization 

16 Wing Man Wynne Lam, Switching costs in two-sided markets, J Ind Econ 65, 136–182  
(2017); Wing Man Wynne Lam and Xingyi Liu, Does Data Portability Facilitate Entry?,  
nt. J. Ind. Organ., 69, 1-24 (2020); Victoria Fast, Daniel Schnurr, and Michael Wohlfarth, 
Regulation of Data-driven Market Power in the Digital Economy: Business Value 
Creation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rom Big Data, SSRN (2020).

17 Morton I Kamien and Yair Tauman, Fees Versus Royalties and the Private Value of a  
Patent, Q. J. Econ., 101, 471-491 (1986).說明劇烈創新表示廠商採用新技術後的獨占
價格低於廠商採用舊技術下的競爭價格（competitive price）。反之，若創新程度
為非劇烈時，則廠商採用新技術後的獨占價格不會低於廠商採用舊技術下的競爭
價格。

18 Richard Gilbert and David M Newbery, Preemptive patenting and the persistence of  
monopoly, Am. Econ. Rev., 72, 514-526 (1982); Eric Rasmusen, Entry for Buyout,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36, 281-299 (1988).

19 Case M.7932—Dow/Dupont, European Commissio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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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亦即，當愈多廠商投入研發時，研發成功的廠商家數可能愈多，進而會降低
研發後的預期報酬，故會降低廠商投入研發的誘因，因此，合併後的廠商研發將會減

少
20
。不同於Federico et al.（2017）一文認為合併後的兩個研究室會出現無法協調的

問題，Denicolò and Polo（2018）一文則是認為廠商合併後應可以協調兩家研究室的
資源避免重複投入並創造更高的研發效率，其稱為協調效果（coordination effect），
此效果會使得廠商合併後的研發誘因增加

21
。Kamepalli et al.（2020）一文研究新創廠

商被大型既存廠商併購後對研發投入的影響，他們發現確實有許多證據顯示併購會降

低既存廠商的研發誘因。Mermelstein et al.（2020）一文討論廠商可以藉由合併或直
接投資來改善效率並帶動產業革新的議題，他們發現買斷一方面會減少既存廠商的阻

卻進入策略範圍，進而增加市場的可競爭性，另一方面也會鼓勵廠商的尋租（Rent-
Seeking）行為22

。Calvano and Polo（2021）一文指出，大型的網路公司對於許多數位
市場中的新創公司會採取積極的併購策略，這些網路產品的新創公司多是從事品質提

升的研發而非與寄存廠商抗衡的新品牌研發，此外，在產品具有網路外部性的狀況

下，客戶可以被視為大型寄存廠商的資產，因此，既存廠商在收購新創公司後會有更

強的誘因去發展高品質的新創產品，故收購新創公司並不會發生殺手併購的結果
23
。

由上述文獻討論可以知道，廠商合併會提高或降低合併後的研發誘因並不確定。

此外，在單邊市場下，廠商從事成本降低的研發必然會使得競爭對手的獲利降低是普

遍的認知，但是，在多邊市場下，Farhi and Hagiu（2008）一文發現，既存廠商的邊
際成本降低不必然會傷害競爭對手的獲利

24
。

四、產品差異化四、產品差異化

就產品差異化而言。若不同廠商所提供的產品差異性大，表示產品間的替代性

不高，故市場的競爭程度不會太激烈，此時，若市場上兩家產品差異性大的廠商進

行合併，則結合後應不會對市場上其他廠商的競爭帶來不利的影響，亦即，其他競

爭對手的市場占有率不會因為廠商間的合併而大幅縮小，這樣的合併將不易受到禁

20 Giulio Federico, Gregor Langus and Tommaso Valletti, A simple model of mergers and  
innovation, Economics Letters, 157, 136-140 (2017).

21 Vincenzo Denicolò and Michele Polo, Duplicative research, mergers and innovation,  
Econ. Lett., 166, 56-59 (2018).

22 Ben Mermelstein, Volker Nocke, Mark A. Satterthwaite, and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growth in industries with scale economies, a computational model of optimal merger 
policy, J. Political Econ., 128, 301-341(2020).

23 Emilio Calvano and Michele Polo, Market power,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in digital 
markets: A survey, Inf. Econ. Policy, 54, Article 100853 (2021).

24 Emmanuel Farhi and Andrei Hagiu, Strategic interactions in two-sided market 
oligopolies, SSR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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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反之，若兩家廠商所提供的服務或商品之同質性高，則這類型的水平結合可能會

使得市場的集中度提高，故面對的管制會較為嚴格。由於產品的差異性會受到市場

範圍的界定所影響，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市場範圍的定義往往是最困難的，也是

政府在判斷能否准許廠商合併時，常會有存在不同的看法。例如，英國的監理機關

在面對Facebook對Instagram的收購案時主張，Facebook沒有重要的拍照應用程式，因
此，Facebook不會跟Instagram競爭消費者。此外，Instagram並無廣告收入，因此，其
與Facebook在廣告上也無競爭關係。最後，他們得出Facebook與Instagram兩家公司不
是競爭對手的結論。換言之，Facebook對Instagram的收購案併不會影響市場的競爭行
為。然而，Wu對於上述英國監理機關的判決結果認為並不合理25

。

事實上，雖然Facebook與Instagram兩家社群媒體呈現使用者生活方式的應用程式
不同，但是，他們同樣在經營社群媒體，藉由網路活動來連絡朋友或與大眾互動的

目的是一樣的。因此，若從這個角度來對市場的範圍做定義，英國監理機關對於上

述Facebook收購案之結論應會有很大的不同。此外，若對於Facebook於結合後可以將
兩家平台業者的資料整合，則Facebook在注意力市場上就可以較其他競爭對手更具優
勢，進而獲得更大的市場占有率與更高的利潤。反托拉斯的精神與原則並不會因為

軟體與硬體以及線上或實體商業經營方式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但是，上述Facebook與
Instagram兩家社群媒體討論也凸顯了監理機關在面對傳統結合案與數位平台市場的結
合案，其對數位平台產品的市場範圍界定應該有更多面向的考量。

例如，當主管機關面對零售通路或實體商品廠商的結合案時，可以較容易由結

合案參與者所提供之產品與服務間的替代或互補關係，來判斷結合案發生後對於市場

競爭的影響。但是，面對數位平台業者的結合時，卻可能無法了解其併購背後的可能

目的。然而，若回歸消費者使用該產品或服務所欲解決的需求痛點，或者兩家公司的

經營模式是否有共同的投入，例如資料或共同的營收來源，例如販售注意力，則上述

Facebook收購案結果即可能有所不同。
不可否認的，市場上存在非常多樣的App軟體服務的提供者，只是許多App軟體

並不為消費者所青睞或無法吸引消費者，這是業者本身的競爭性不足，而非市場壟斷

的結果。然而，當市場上許多大型的網路服務提供者不斷藉由併購來增加自身服務的

多元性時，一方面可以增加自身平台使用者的人數，二方面可以藉由是占有率的提高

來增加更多的廣告收入併持續增加網路外部性效果，將會使得新進的App服務提供者
難以與其競爭或選擇被收購。

當數位平台業者併購的軟體型態愈來愈多時，數位平台業者在提供最終消費者端

的產品以及服務與其他市場競爭者間的替代程度可能提高，但是，即使併購發生後，

25 TIM WU, THE CURSE OF BIGNESS: ANTITRUST IN THE NEW GILDED AGE,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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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平台業者的消費者人數沒有增加，廠商也可以藉由既有的使用者對於新服務的

使用來獲得更多的資訊進而提供更精準的廣告，來增加平台另一端使用者的需求。例

如，Google藉由併購欲進入社群媒體市場時，其進入社群媒體市場是增加社群媒體市
場的競爭性，以產品差異化而言，此併購案是同類型的競爭者爭家，故併購的結果並

不會降低市場競爭，但Google也可以藉此獲得更多的使用者資料來分析與了解消費者
行為，換句話說，不同於傳統的結合案件，在數位平台市場中，產品平台廠商對不同

業者進行併購的目的並不在於併購標的市場的競爭，而是增加使用者的資料與增加如

廣告或其它營收的管道。

最後，廠商結合後的市場價格是否降低或消費者福利（消費者剩餘）也往往是

過去美國監理機關判斷是否允許結合的要件。若考量廠商的經營模式具有雙邊市場

（two-sided market）或多邊市場（Multi-sided market）的特性，以結合發生後的最終
財價格高低或最終市場消費者福利有無提高來做為是否允許結合的判斷標準將會忽略

廠商在雙邊與多邊市場的廠商策略性行為。

第三節　持續演變的數位平台市場結構

雙邊市場指的是一家廠商同時提供兩種不同的服務給兩個不同群體的消費者。數

位平台多具有雙（多）邊市場的特性，但數位平台與傳統的雙邊市場最大的差別仍在

於其所有擁有的大量資料以及其可以分析資料的能力。數位平台的雙邊市場例子非常

常見，例如，網家與富邦momo等網購平台業者提供線上平台供賣家來銷售產品，另
一方面，線上購物平台也提供消費者購買產品的服務，即同一個平台業者同時提供買

家與賣家服務。Expedia、TripAdvisor與Hotel.com等旅遊住宿平台業者提供媒合飯店
與旅客住宿需求的服務。Facebook或Google同時提供廠商的廣告服務與給予消費者部
分免費軟體服務。除了在數位化的趨勢下，廠商提供消費者相較過去更多的免費服務

（如線上搜尋引擎、社交網站、雲端儲存服務等）。數位化潮流所開啟的共享經濟商

機，線上平台的低價搶市與不斷推陳出新的促銷活動也成功吸引更多的消費者體驗平

台服務，如Uber、Air B&B、Uber Eats等。
在疫情時代下，Uber Eats這類外送平台的營業活動變得更加熱絡。在外送平台經

濟持續熱絡下，統一超商7-ELEVEN於2021年1月宣布要收購專聯科技公司旗下經營的
「foodomo」餐飲外送平台100%股權，2021年4月經公平會認為結合有利於促進餐飲
外送平台市場的競爭性，因此，決議通過此併購案。

上述雙邊市場的經營模式往往會出現廠商補貼一端的客戶來擴大其市場占有率，

在藉由另一端的收費服務來提高利潤。換句話說，雙邊市場的服務提供者會將某一邊

的市場視為廠商利潤函數中的行銷成本，收費的一端才是廠商的收入。因此，以注

意力市場為例，在這類市場中，我們所關心的消費者福利往往成為許多數位平台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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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行銷成本，即廠商為了要增加使用者人數與使用者資料會對於消費者補貼，但

是，其最終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增加在注意力市場的市場占有率。因此，在併購發生

後，我們會觀察到數位平台業者的訂價並未改變或提高，故消費者剩餘也不會因數

位平台業者的併購而降低。如前文所述，目前許多數位平台業者多會利用推薦系統

（recommender system）分析消費者資料來推薦消費者所需的影片或商品與服務，但
推薦系統所呈現的結果不一定為消費者喜歡，進而降低消費者的效用，換言之，僅以

價格來衡量消費者剩餘可能會無法呈現真實的消費者剩餘，此外，若平台業者對於另

一端廠商有訂價能力，例如，注意力市場，則主管機關在計算廣告商的消費者剩餘

時，就必須要有周全的討論。若用此方式來判斷Facebook對於Instagram收購案，則可
以合理推測收購案成立後，Facebook對於廣告商會有更高的訂價能力。若此，則該結
合案的判決結果應會有所不同。

雙邊市場的特性並非在過去的市場結構中未出現過，平台業者如同行銷通路，負

責提供市場上互有需求的雙方一個媒合的平台，加速雙方完成交易。在現實生活中，

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連鎖超市間的併購或亞馬遜併購Whole Foods的線上與線下通路
的併購案例，併購必然使得通路業者的市占率提高。此時，通路業者對於上游廠商的

獨買能力增加，對於下游消費者的訂價能力也會提高。然而，我們往往看到在零售通

路的合併後，連鎖通路業者對於最終財市場的消費者訂價較一般獨立業者低，若以此

認為併購可以降低市場價格與提高消費者剩餘就忽略了通路業者的獨買能力。換句話

說，整個市場的利潤是固定的，若是最終消費者沒有因為平台業者整併而受到傷害，

則市場另一端的協力廠商或廣告商的利潤就可能降低。就連鎖通路而言，當一家連鎖

通路業者的市占率夠高，則其對於上游品牌廠商所擁有的獨買能力就會愈高，此時，

連鎖通路業者可以藉由獨買力來壓低進貨成本，再藉由較低的進貨成本優勢，訂定較

競爭對手為低的最終財價格，一方面可能阻止新廠商進入市場，二方面可以進一步

擴大其市場占有率。然而，更大的市場占有率將再次強化其對上游品牌廠商的獨買能

力，上述效果對通路業者的利潤雖是良性循環，但是，市場的可競爭性將大幅降低。

因此，當我們面對雙邊市場的結合案時，判斷廠商結合後對市場競爭的影響所考慮的

因素必須要涵蓋平台雙邊使用者福利的改變。

就數位平台經濟而言，數位平台業者除了進行傳統的水平購併外，對於其他非

相關產業的跨業併購也愈來愈多，因此，數位平台的廠商併購除了會降低市場競爭的

激烈程度外，數位平台已從雙邊市場變成多邊市場，美國數位巨擘的併購對象範圍也

愈來愈廣，這樣的趨勢仍然持續。由於資料是數位平台業者與傳統平台最大的差異，

當數位平台業者所擁有的會員人數愈多，平台業者可以提供的服務也愈來愈多元，例

如，一個數位平台業者可能同時提供資料儲存、線上會議、社群媒體或電子支付等服

務，亦即，數位平台業者隨著使用者人數的增加，其所提供的服務將由雙邊市場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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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市場。

若資料是驅動數位平台經濟的重要元素，則藉由併購來持續擴大資料庫以及提供

更多種類型的服務來增加平台會員的使用意願將會是未來數位平台的發展趨勢。雖然

許多數位平台市場基於多平台使用者的存在而不會出現一家獨占的情況，但是，數位

平台業者出現一家具有資料或技術的優勢廠商與許多小廠商的趨勢將會更加明確。

第三章　結合規範發展趨勢

第一節　美國

一、結合處理原則一、結合處理原則

美國自1992年至2010年之處理原則均僅針對水平結合，1984年小修訂版裡的非水
平結合處理原則即一直沿用下來，顯見非水平結合受忽略之程度。2020年DOJ與FTC
才終於發布了新的垂直結合處理原則（Vertical Merger Guidelines, VMG）26

，取代早

已過時之舊處理原則。但2021年9月FTC投票以3比2的票數，決定撤回VMG。多數派
認為新版VMG採用了有缺陷的經濟理論，導致對垂直整合的正面效益過度樂觀。為
避免執法機關或法院誤用，故決定撤回，但承諾將與DOJ繼續合作，提出能更好的版
本

27
。

雖然遭到撤回，新版VMG並非毫無可取之處。其與2010年水平結合處理原則
（HMG）重新對齊，除了沿用後者之市場界定方法外，也仿效後者將反競爭效果評估
分為單方效果（unilateral effects）與協力效果（coordinated effects）兩大部分。前者主
要關切墊高競爭對手之成本或封鎖之可能性，以及藉垂直整合取得敏感性競爭資訊之

可能性。後者則與水平結合處理原則類似，著重在結合後任一相關市場之同業間不法

聯合行為是否更加容易之可能性評估。至於舊處理原則的重點──潛在競爭之減損，

則改用水平結合處理原則加以評估。新VMG也在有利競爭影響評估方面，強調垂直結
合可能有利於效率之增進，尤其是可能有助於雙重邊際化（double marginalization）之
消弭

28
。

此外，與數位市場之結合管制最為有關者，可能是非狹義垂直結合之部分。蓋

新處理原則雖以「垂直結合」為名，卻擴大「垂直結合」之定義。不再使用傳統的

「上下游市場」之名詞，代之以「相關市場」的概念，使其涵蓋所謂「斜角結合」

26 DOJ & FTC, Vertical Merger Guidelines (2020), rescinded 2021.
27 FTC,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Withdraws Vertical Merger Guidelines and  

Commentary (Sep. 15, 2021),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 releases/2021/09/
federal-trade-commission-withdraws-vertical-merger-guidelin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2/2.

28 但此部分即為 FTC 新任主委與當前多數派最不贊同之部分；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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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onal merger）──競爭產業鏈不同階層事業之結合，以及「互補結合」（merger 
of complements）。蓋在數位市場，絕大多數的結合均非發生在直接競爭者之間，也
非嚴格意義的上下游關係業者之間。在傳統處理原則，這類結合被歸類為「既非水平

亦非垂直」，而少受重視。但實質上，它們卻很可能有重要的競爭疑慮。

二、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數位市場競爭調查報告二、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數位市場競爭調查報告

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Judiciary Committee）於2019年6月起發動對數位市場
競爭實態之調查，並以Amazon、Apple、Facebook與Google（GAFA）等四大公司為
主要對象。該項調查由「反托拉斯、商業與行政法制次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Antitrust, Commerci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主導，費時1年多，於2020年10月間提出
初步報告，略經修改後於2021年4月間正式獲司法委員會接納。該調查報告不僅明確
肯認GAFA等四大公司具有顯著之市場力，且有濫用其市場力阻礙競爭之事實。特別
與本研究主題相關者，乃該報告詳列GAFA歷年所有之併購案，並明指彼等藉著大量
併購來鞏固其競爭優勢，並進而建議美國政府應該阻止GAFA繼續藉併購擴張勢力。

該調查報告全文近450頁，共分7大章（含附錄）。調查之重點在於GAFA之獨
占力，而非結合管制。但調查報告特別指出，GAFA的獨占現象固有多個成因，反
托拉斯主管機關的輕忽也是主因。因為該等數位巨人於過去10年透過數以百計的購
併案不斷壯大，其中不乏以封鎖潛在競爭對手為目的之購併，包含所謂殺手購併

（killer acquisitions）。但絕大多數的案例主管機關均只經草率之檢查即輕易放行。以
Facebook為例，在其近百年購併案中，FTC只對其中一年──2012年的Instagram購併
案──進行較深入之調查。因此，強化結合管制就成了該調查報告的改革建議之一。

三、相關立法提案三、相關立法提案

以4月間正式通過之數位市場競爭調查報告中所提建議為基礎，美國眾院司法
委員會之多位跨黨派議員於6月間正式提出5項法案，其中「終止平台壟斷法案」
（Ending Platform Monopolies Act）以阻止超大平台結合為主要目標。該法案將禁止
強勢平台業者購併對其構成潛在競爭威脅之事業，也禁止彼等藉購併之方式擴張或強

化其市場力。其採取之管制手段是一律申報，原則禁止，例外許可，且由業者負責舉

證其購併之對象對其不構成任何競爭威脅，也不會擴張或強化其市場力。此等強勢管

制，是否能獲得參眾兩院之支持而順利通過，現時自尚言之過早。但值得密切觀察，

自不待言。

四、拜登政府新人新政四、拜登政府新人新政

拜登就任美國第46位總統後，有兩年受到競爭法學界與實務界矚目的人事案。
先是Tim Wu於3月間獲聘為拜登科技與競爭政策特別助理（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Technology and Competition Policy），接著是Lina Kahn於6月間經拜登提
名出任FTC之主席。由於兩者都是以批判科技巨人壟斷現象著稱之法學者，拜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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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態度不言而喻
29
。再來，Jonathan Kanter 於7月間被提名擔任美國司法部反壟斷司副

檢察長，並已於是日前獲得同意任命。配合前面4月間眾院司法委員會依民主黨多數
地位強勢通過之調查報告，以及過去幾個月所提出的反托拉斯法修法提案，美國聯邦

政府在破除數位經濟壟斷方面頗有劍及履及之味道，其未來作為也更值得吾人持續關

注。

第二節　歐盟

一、相關立法倡議一、相關立法倡議

隨著數位經濟之發展，產業型態與特性改變，對於歐盟現行之《結合規範》能

否有效捕捉可能具有問題的結合案件並對其進行監督管理，近來逐漸出現討論之聲

浪
30
。舉例而言，小型新創公司研發出有力的新技術或產品，但是初期卻不一定有能

力將其創新兌現為實際之營業額（例如為了吸引、累積用戶，故提供免費的產品服

務）
31
。此時大型公司若是基於「避免未來出現足以與自己逐鹿市場的競爭對手」的

隱藏目的，對新創公司進行併購，則由於是否受到歐盟執委會監督之結合案篩選門檻

為營業額，此類案件將不會受到應有的審查
32
。

在2016年，歐盟展開公眾諮詢，內容包含對於《結合規範》審查門檻的評估，亦
即純粹以營業額為基準的法規，是否足以有效發現結合案問題並加以處理，特別是針

對現今數位時代之下的併購案
33
。北歐國家在報告書中對歐盟提出建議，並以自國法

規為例
34
。申言之，儘管某些併購案因營業額未達標準而得以逃脫歐盟的監管，好比

挪威、瑞典與冰島等國的競爭法規賦予國家公權力權限，在有合理的理由認定特定結

合案可能會對市場競爭造成影響時，得以要求營業額未達標準的結合案仍舊需要向相

關單位呈報結合通知
35
。北歐政府認為其做法有助於處理「殺手併購」的問題，惟動

29 民主黨總統初選期間，拜登之主要競爭對手中有三位──Sanders、Warren與
Klobuchar──以打擊科技巨人為主要政見，其中Sanders更與拜登私交甚篤。若拜
登因此受到若干影響，也不足奇。

30 Id. at 10.
31 Id. at 111.
32 Digital platforms and the potential changes to competition law at the European level: The  

view of the Nordic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at 13 (Sept. 28, 2020) [hereinafter Nordic 
View], https://www.kkv.fi/globalassets/kkv-suomi/julkaisut/pm-yhteisraportit/nordic-
report-2020-digital-platforms-and-the-potential-changes-to-competition-law-at-the-
european-level.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30.

33 Summary of replies to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on Evaluation of procedural and  
jurisdictional aspects of EU merger control (2017 July).

34 Nordic View, supra note 33, at 13-14.
35 Id. at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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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類法律工具時須注意應以不會影響市場投資以及創新的方式進行
36
。又根據此法

規，挪威競爭管理當局也確實捕捉到了在原定之營業額標準下不會受政府監管的結合

案，且該案最終遭到挪威競爭管理局否決
37
。

挪威與冰島政府同時還有權限得以要求特定公司進行相關資訊的揭露
38
。報告書

認為此法有助於解決有關於大型科技公司的結合問題，理由是其可藉此確保競爭管理

當局充分掌握市場的發展動態，並能適時對可能有害的併購行為採取行動，與此同

時，資訊揭露本身亦不會構成企業過於沉重的負擔
39
。此外，該報告書同時建言，歐

盟可以考慮為《結合規範》引入執法的輔助性工具
40
。

至於現行的《結合規範》究竟是否應進行調整，評估結合案件是否應受執委會的

標準是否應納入其他要件或考量因素，根據歐盟於2019年發表的「數位時代下的競爭
政策」報告，其認為現階段言及「《結合規範》對於結合案是否應受歐盟監管的審查

門檻」之改動為時尚早，而是應該持續觀察各會員國國內相關法規和新導入措施之施

行狀況、成效及可能之問題，再進行評估
41
。只是進入2020，歐盟改革驟然加速，提

出了重要的立法草案。

二、《數位服務法》與《數位市場法》二、《數位服務法》與《數位市場法》
42

歐盟2020年12月推出《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與《數位市場
法》（Digital Markets Act, DMA）兩項立法草案，希冀透過數位服務管制法規的更
新，創建更為安全且更加開放的數位環境

43
。《數位服務法》與《數位市場法》的主

要立法目的是
44
：（1）打造更加安全的數位空間，使所有數位服務使用者的基本權獲

得充分保障。（2）在歐洲單一市場乃至全球市場建立一個促進創新、成長與競爭的
公平市場環境。

36 Id. at 15.
37 Id.
38 Id.
39 Id.
40 Id. at 15-16.
41 CRÉMER et al., supra note, at 10.
42 歐盟兩大數位經濟相關立法草案只有一小部分與結合管制有關。但因其立法進程
超 越美國（歐盟執委會已通過，現於歐盟議會審議中），立法成功的可能性較
高。且因草案甚新，國內相關介紹缺乏，固本研究決定進行較詳細之介紹，以服
務國內學界。但除與結合管制相關之部分外，本研究不會進一步加以討論，自不
待言。

43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Digital Services Act package,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policies/digital-services-act-packag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2/5.

4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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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數位市場法》亦針對守門人平台的企業結合訂立關於申報義務的規範。根

據《數位市場法》草案第12條45
：（1）守門人若欲對其他核心平台業者或是其他數位

服務提供者實施歐盟《結合規範》第3條所定義的結合行為，不論其依《結合規範》
或是相應的國家競爭法規是否需要申報，按此法條，一律有義務向歐盟進行申報。

（2）根據第（1）項所為之通知，應說明併購目標在EEA以及全球範圍的年營業額、
任何相關的核心平台服務各自的EEA年營業額、年度活躍商業用戶的數量與月份活躍
終端用戶的數量以及雙方結合的理由。（3）若是附隨於本條第（1）項所指的結合，
有額外的核心平台服務單獨符合本法第3（2）（b）條所規範之門檻，則守門人應
在實施結合前的3個月向執委會申報，並提供執委會本法第3（2）條所提及的相關資
訊。

第三節　我國結合管制規範現況

我國《處理原則》將水平結合、垂直結合與多角化結合3種類型之結合，並分別
說明其審酌之要點。值得一提的是，《處理原則》雖分別就水平、垂直與多角化結合

訂定限制競爭不利益之審酌因子，然僅於水平結合之審酌因子，即單方效果、共同

效果、參進程度與抗衡力量等有較為詳細之說明。關於垂直結合與多角化結合，均

僅提供簡單的條目而未有進一步之說明。此一方面有其歷史背景，蓋我國之《處理原

則》主要參考美國的HMG和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Non-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NHMG），而美國的2份處理原則在說明的具體與細密程度上有明顯的差別。另一方
面，此等差異也反應了芝加哥學派興起後的主流思潮，也就是只有水平結合較可能有

反競爭之效應，垂直結合（與垂直交易限制相若）只有在特殊條件下才有反競爭之疑

慮，而多角結合則很少對競爭有負面影響。再者，水平結合對市場競爭影響的相關研

究遠較其他兩者為多。

有研究彙整1992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總數共225件行政決定，進行實證統
計

46
。從該資料綜合分析可知，初期公平會為結合審酌之時，多數於行政決定書當中

以市場占有率變動不大，不至於產生市場競爭之不利益等為概括描述。爾後，則係發

展至以審酌因子為基礎，進而就相關市場資訊為更詳盡之調查
47
。

而綜整過往公平會就水平、垂直、多角化等結合型態為審酌者，其審酌結果仍

45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ntestable and fair markets in the digital sector (Digital Markets Act), at 
44,  COM(2020) 842 fi nal (Dec. 15,2020).

46 參見徐子昀，台灣公平交易委員會結合管制之實證研究──以資通訊產業為中
心，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

47 同前註，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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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許可或不禁止結合為主要。就審酌因子而言，公平會審酌水平結合時，在結合管制

制度更改前後皆相對著重於市場占有率之考量，主要係此結合型態有極高可能性產生

濫用市場力量之情形。就垂直結合而言，互有上下游關係之事業結合後，有助於供應

鏈有效率地為關鍵投入，並以此節約成本，然卻不可忽略其實為兩面刃，可能為事業

同時帶來價格優勢或進而限制其他業者之競爭，也可能因此促進生產效率、提升消費

者之服務品質。故此研究自所爬梳之案件中可以發現，公平會對於「經濟效率、於相

關市場濫用市場力量、其他可能造成市場封鎖效果」等因子之重視。公平會在改制為

事前申報異議制後，對水平與垂直結合之審酌皆出現相對著重於限制競爭不利益因子

審酌之傾向，此類型因子相對於改制前有更高之審酌比例。而就多角化結合而言，公

平會於改制前後對於整體經濟利益之審酌因子皆有著重，可知悉該等結合對於我國產

業經濟之影響仍相對正面，較無學理上大型企業濫用多角化結合市場力量之情形出

現
48
。

第四章　數位經濟對結合管制之衝擊

第一節　相關市場界定之挑戰

結合審查的第一步就是界定相關市場。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區分水平結合與非

水平結合，分別適用不同的審查標準；二是為後面之審查步驟（市場集中度審查、競

爭影響評估等等）劃定審查範圍。相關市場之界定可謂競爭法亙古的難題，但一般公

認始於美國HMG的「假設獨占者測試法」為目前最佳方法49
。

面對平台經濟，假設獨占者測試法之操作立刻發生困難。首先，受到學界與實

務界最多討論者，集中在對於價格為零之產品，如何用假設獨占者測試法來界定相關

市場的問題：包括如何操作SSNIP，又如果SSNIP無法操作，可能之替代方法為何等
等

50
。但這一系列的問題，基本上是將雙（多）邊市場切割為各邊分別的市場，才有

實質的意義。如果將雙（多）邊市場當成一個整體看待，自然沒有「價格水準」為零

的產品，有的只是某一邊使用者面對之價格為零之「價格結構」。而一旦將雙（多）

邊市場當成一個整體看待，SSNIP之操作自然也必須以整個平台之價格水準為基礎。
若以整個平台之價格水準為基準來進行SSNIP之操作，雖然不再有價格為零之困

擾，卻仍較傳統市場來得複雜與困難。蓋平台在理論上有數不盡之方法，可以透過價

格結構之調整，將同一漲價幅度分散到不同群之使用者身上。因此，即使基準價格與

48 同前註。
49 USHMG, supra note 2, at 7-15.
50 陳志民等，支付系統與競爭，公平會委託研究報告，74-75(2018)。Hartman et al., 

Assessing Market Power in Regimes of Rapid Technological Change, 2(3) Ind. Corp. 
Chang. 317, 317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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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幅都固定，各邊使用者所實質面對之漲幅仍有複數之可能性，對各邊使用者可能反

應之探求自更增困難。加上假設獨占者測試法循環作業的特性，可能需要不止一次

SSNIP之操作，當每一次SSNIP操作都必須探查多個價格結構組合時，整項作業恐將
曠日費時。

除了讓假設獨占者測試法之操作更加困難外，數位經濟也為傳統市場界定方法裡

的「最小市場原則」帶來考驗。蓋一旦我們找到一個市場能通過假設獨占者測試法之

檢驗，理論上包含該市場之更大範圍市場也很可能通過同樣的檢驗。但傳統上，我們

僅以能通過假設獨占者測試法之最小市場為相關市場，此即「最小市場原則」
51
。問

題是，數位經濟既已創新為主要的動能，且大集團動態競爭為常態，事業購併之對象

就經常不是最小市場內的競爭對手，而是在大場域競爭戰略思維下的關鍵標的，最常

見的就是關鍵技術、資訊（資料）與通路之取得。GAFAM等五大平台巨人歷年合計
逾千件的購併案，只有極少數的購併對象為最小市場內之同行，就是最好的例證。

相關市場之界定從來都不容易，雙（多）邊市場平台的諸多特性以及數位經濟

超大平台集團動態競爭之生態，只是讓市場界定變得更困難而已。面對此等困境，一

個可能的因應方法為改用比較彈性的方式來界定相關市場。首先是放寬（甚至放棄）

「最小市場原則」，因為假設獨占者測試法最大的優點，就是它有一個看來相對「科

學」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界定出最小的相關市場。如果不再強求最小市場原則，也

就沒有使用假設獨占者測試法的絕對必要，增加結合審查作業上之彈性。更重要的

是，對數位經濟相關產業而言，一個較大（產品或地理）範圍的「水平」市場，有

時更能突顯一個結合事件對競爭之重要性，而此正是原本「最小市場原則」的主要任

務
52
。

美國去年最新版VMG雖於政權更替後遭到廢止，裡面所提及之「斜角結合」與
「互補結合」，從結合類型細緻化的角度，仍舊是值得參考的新嘗試。如前所述，

所謂斜角結合，指的是申請結合事業彼此既非水平競爭者亦非同一產業鏈的上下游

業者，但雙方所處之產業鏈卻彼此有競爭關係；互補結合則是互補品供應商間之結

合。在傳統分類上，此類結合既非水平結合亦非上下游垂直整合。若依傳統結合處理

原則，此即屬非水平結合裡的「其他」類，僅受最低度之審查，其申請未獲通過者，

可謂絕無僅有。但申請結合事業既分屬不同、卻又具競爭關係之產業鏈，從宏觀之角

度，其結合即可能影響到更大規模的產業競爭。此類競爭，在平台經濟的世界裡不在

少數。不少結合事件，也可能要從這個角度才容易理解其動機與作用。

51 USHMG, supra note 2, at 9-10.
5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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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競爭影響評估面之挑戰

一旦界定了相關市場，接下來即須評估是項結合對競爭是否會有負面之影響。

若為水平結合，通常必須先認定市場參與者，包含既有參與者與所謂「快速參進者」

（rapid entrants），接著估算各參與者（而不是只有申請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
以及整個市場於結合前後之集中度。原則上，如果市場集中度不高，即通常不認為有

顯著限制競爭疑慮。反之，則必須進一步考慮可能出現之反競爭效應。

惟雙（多）邊市場平台，顧名思義即知其整合了兩個以上的市場面向。平台上

的每一「邊」，都可能為單獨之市場，也都有可能有以傳統（姑且稱為單邊市場）事

業模式經營之事業參與其中。因此，一個以雙（多）邊市場平台為核心的相關市場，

勢必涵蓋3個以上的次市場：平台市場加上每一邊的單邊市場，此3市場之市場占有率
與集中度必須分開計算，只要其中1個次市場有顯著競爭疑慮，即有進一步審核之必
要。

如果是水平結合，傳統上分「單方效果」與「共同效果」兩方面來進行反競爭效

應之評估。前者著重於結合後事業可以獨立成就的反競爭行為，尤其是提高產品價格

之能力，不過對產業創新及產品多元性之影響也在考量之列。至於「共同效果」則主

要評估是項結合是否將使該市場更容易出現不法之聯合行為，且同樣以可能影響價格

之聯合為評估重點。如果是非水平結合，則又再分為垂直結合與多角結合（即非水平

亦非垂直之結合）兩種情形。前者主要考量上下游之整合是否會為上或下游之相關市

場帶來反競爭之效果，尤其是市場封鎖之可能性。後者則主要考慮各申請結合事業本

來（若未進行結合）跨業參進的可能性。

由此可見，傳統水平結合之審查──不論是單方效果還是共同效果之評估──都

偏重於對價格之影響。誠然，在平台經濟的世界，價格操控能力依然是不可忽視的因

素。惟雙（多）邊市場原有價格結構多元的特性。即使總價格不變，各邊使用者所面

對的價格仍可能發生變動。反向言之，則即使平台對某一邊的使用者漲價，也未必代

表其有操控整個平台價格的能力。

其次，有不少平台在一般消費者端的收費為零，價格調整常是透過服務項目之內

容與組合的變化來進行，且經常不是單一方向的調整，因此有時並不容易簡單地以漲

價稱之。再者，平台服務的多元意味著平台可以藉由服務項目的排列組合進行差別取

價的能力。也就是平台各邊分別有複數個次群組，分別面對不同的價格。平台在價格

結構上之彈性，也因而有了更多選項。總之，傳統競爭影響評估裡對結合可能之負面

競爭效果，主要看的是結合後事業是不是可能單獨抬價，或增加聯合抬價的可能性。

對平台經濟而言，如果是項評估要有意義，必須考慮整個平台價格水準上漲的可能

性，但因雙（多）邊市場價格結構的多元性，此項工作將變得極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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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一旦著眼於較大的市場範疇與大集團間的動態競爭，則我們面對的

將是多元異質的產品，任何單一產品之價格經常沒有特別的意義，個別產品的價格操

控能力也將不再是最重要的考量。取而代之的應是競爭關鍵資源的控制能力與從事排

它性行為的可能性。

在大集團動態競爭的世界裡，平台的著眼點通常較為長遠，即使有價格面的考量

也通常不是立即可實現的價格利益。超大型平台業者其實已經在他們的核心市場取得

獨占或接近獨占之地位，並已收取相當的獨占租，通常不需要藉購併取得進一步抬價

的能力。彼等購併行動的著眼點，通常在競爭關鍵資源之爭奪，如資料（含個資）、

資本與技術等。此類結合自然通常不是傳統意義的水平結合，對競爭可能造成的負面

影響也比較不會是漲價的可能性，而是市場封鎖、創新障礙、產品多元性及其他市場

力濫用之行為。此等可能性原就在結合管制機關的審酌項目中，只是和價格相關效果

之評估相較，缺乏細密的評估方法或參數可供依循。如果從GAFAM等數位經濟巨人
的歷史來看，此等行為也很少在結合後的短時間內發生，因為是項購併只是他們大戰

略裡的一步棋而已。評估上也就更加困難。

面對此等挑戰，競爭影響評估的重心也就應該從結合對價格的影響，移往關鍵

資源的控制力與其他濫用市場力的可能性。在競爭關鍵資源方面，首應注意的為網路

關鍵設施、資料（含個資）、資本與技術。其中真正具有壟斷性風險仍是網路關鍵設

施，因為資源有限、國家管制（人為市場進入障礙）仍在，而網路中立性之要求已大

幅下降。因此，如果任一GAFAM公司有意購併大型通訊服務業者，都應受到最嚴格
的檢驗。至於資料（含個資）、資本與技術，大型平台業者固然在現有資源與新資源

取得上均有不可輕忽之優勢，卻難以阻絕其他業者對此等資源之近用，所以也不宜過

度誇大其重要性。

在排它性行為方面，近年普受關注的殺手購併自是觀察之重點。然而一項結合行

為究竟是出於正當的動機，抑或其實是以消滅潛在競爭者為目的，往往不容易區分。

若非敵意購併，即使是被購併之潛在競爭者也通常不肯合作，甚或連彼等也不知對

方的真正動機。超大平台的購併策略，又往往需要一段更長的時間觀察才明其戰略意

圖。再者，Microsoft案也曾提醒，評判之重點並非行為之動機，而是一行為對競爭之
客觀影響

53
。誠然，結合事件與該案所涉及之行為類型不同。Microsoft縱有消滅競爭

對手Netscape之意圖，其能否如願於行為時仍在未定之天。反之，與（潛在）競爭對
手之結合行動一旦完成，原（潛在）競爭對手即已被消滅。但競爭法之主要目的在於

保護競爭仍非競爭對手，一（潛在）競爭對手之消失對市場競爭之真實影響，仍有待

結合審查者慎重評估。因此發展更好的非價格競爭因子評估方法，實有迫切的需要。

53 U.S. v. Microsoft Corp., 253 F.3d 34, 59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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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一度沈潛、近來再度獲得重視之「潛在競爭損害理論」，值得持續追蹤、研究。

第三節　結合效益評估之挑戰

結合效益評估，主要是在已然確定系爭結合會對相關市場之競爭造成負面影響，

且潛在競爭參進不足以抵消該等負面影響之前提下，進一步考慮是否結合之正面經濟

效益足以彌補其對競爭之傷害，以致應允許系爭結合之進行。我國公平法第13條第1
項之規定「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主管機關不得禁止

其結合」，即為此意。

有疑問者，乃此處所謂之「整體經濟利益」是否涵蓋申請結合事業本身之私人利

益。由於「整體」經濟利益包含公益與私益，如果所有準備參與結合之事業均為本國

事業，理論上其私益自也屬整體經濟利益之一部分。惟因結合而受到傷害之市場競爭

利益屬公共利益，若因結合而生之經濟效益完全歸屬當事人事業，競爭法主管機關仍

難輕易放行。因此，一般認為，此處所謂之正面經濟效益，必須至少有相當部分能轉

化為消費者利益，且足以彌補受到損害之公益，方足以當之。此一基本管制原則，基

本上對結合管制一體適用，與產業或市場型態無涉。

平台經濟的主要特色──網路效應與價格結構非中立性──卻對結合效益之評估

平添幾項變數。首先，網路效應的存在，意謂著平台規模的擴大，必定帶來經濟效益

之提昇。因此，在標準的水平結合，也就是完全同性質之平台進行結合時，一定有明

顯的正面經濟效益。當然，兩個以上之事業進行結合通常有一定之誘因，而最常見之

誘因即為結合後產生之正面經濟效益。平台經濟的特殊之處在於，結合主要效益之一

乃由平台內部之網路效應擴大所致。此種效益，本質上即直接歸屬於平台之使用者。

換言之，同性質平台之結合，一定有平台使用者直接可得之利益。這也是為什麼論者

常言平台經濟有自然獨占之傾向。當業者提出結合申請時，也勢必會極力吹捧結合可

能帶來之網路效應。正確解析此等效益之真正價值，有賴對該類平台網路效應曲線之

正確掌握，對主管機關將是不小的挑戰。

雖然網路效應在本質上應直接歸屬於平台之使用者，但平台可以通過價格之調

整，將消費者剩餘轉換為生產者剩餘。尤其在雙（多）邊市場，平台進行價格調整的

武器多了價格結構之選項，相對更加容易。只是，欲避免平台廠商藉價格之調整侵吞

平台使用者之消費者剩餘，主要還是要看該結合後平台所面臨競爭的強度。因此，在

相當程度上，正面經濟效益與減少競爭之不利益彼此連動，在分析時必須小心。

在考量結合效益是否會歸屬於使用者時，應留意不是只有考慮消費者福利，而應

同時留意平台雙邊使用者福利的改變。因為平台可能透過價格結構之操弄，壓縮非消

費者端之福利。尤其如果因此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如劣質貨進口商取代優質本

國供應商），可能就得不償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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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類型不是最狹義之水平結合，而是部分重疊平台之結合。例如，有不少網

路經濟平台皆以廣告為主要營收的來源，但其平台另一邊使用者卻不相同。其一旦結

合，則其廣告商自有之吸引力一定有所增加，但對原平台另一邊之使用者，卻未必如

此。此一特性，在評估其結合經濟效益時應特別留意。

如果當事人事業有外國事業，或當事人雖為本國事業，但有顯著之海外事業活

動，考慮將更為複雜。此時，我國競爭法主要應考量者為可能在國內實現或最終會歸

屬於我國之正面經濟效益，自不待言。與前面之討論相同，此一基本原則對所有結合

案件都適用。只是平台經濟以網路為主要活動場域，所以事業本身為跨國集團或有顯

著國外經濟活動之可能性特別高。

平台經濟之特性，以多角結合為主流，已如前述。許多結合事例，其出發點既非

傳統意義之水平版圖擴張，也不是上下游之整合，而是技術、研發之整合，關鍵技術

與資源之取得，或集團事業版圖之擴張。三者雖然都可能有一定程度之經濟效益。但

後兩者之經濟效益，可能是建築在市場力之增強上，不得不慎。

第五章  主要研究建議──代結論

從第五章之討論可知，如果要能有效處理涉及數位經濟平台之結合案，審查的諸

多環節都可能需要若干調整。結合申請案之審查通常從相關市場之界定開始，平台經

濟帶來最多挑戰之處也在此。本研究的第一個建議，就是改用彈性、多元的相關市場

界定方法。不再堅守「最小市場原則」，也不強求使用假設獨占者測試法，必要時也

可以同時考察多個互相重疊的大小市場。換言之，相關市場界定之主要任務，在於發

現申請結合事業是在某一合理的相關市場內為互相競爭之對手，從而決定後續之審查

重點。

我國《處理原則》原就不像美國一般對市場界定方法有詳細之規定，此類調整不

涉及《處理原則》之修訂。美國去年中剛修訂之VMG雖於1年後即遭廢棄，其所提出
之斜角結合與互補結合觀念，仍值得認真考慮給予較其他多角結合更多之審視。尤其

是數位經濟的大集團動態競爭，已經演化出幾個著名的生態系，彼此間競爭激烈。日

後斜角結合──跨（有競爭關係之）產業鏈的結合──的戲碼出現頻率可能會增加。

不再堅守最小市場原則，意謂著市場集中度也會隨之降低。發展更有彈性、但又在面

對可能的司法挑戰時站得住腳的市場集中度判斷標準，也有實際上的需要。

同時考慮多個市場，勢必讓水平與非水平結合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但在數位經濟

的時代，最重要的競爭場域原即未必是狹義的「水平」市場（即「最小市場」），過

度強調水平／非水平之區別並無實益，重點應是針對特定結合事件找到適切的審查標

準，已如前述。而不論是水平結合還是非水平結合，非價格反競爭效果之重要性都大

為提高，所以努力發展、細緻化非價格反競爭效果之評估方法，應是值得提早準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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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功課。尤其是，數位經濟相關結合經常以關鍵技術或資料之取得為主要目標，此

等資源在競爭上之價值評估，是否或在何等程度之累積會在那一類或層級之市場構成

顯著之競爭障礙？數位經濟大集團生態圈競爭中之封鎖效果要如何評估？乃至於近年

受到熱烈討論的殺手購併，其對競爭之實質影響如何等等，目前都尚難有更具體之建

議，而有待更多、更深入之研究與辯論。

在結合正面效益評估方面，公平會目前實務偏重經濟效率及消費者利益評估，

經常提及的是降低成本、提升經營體質與服務效能、提升顧客服務品質、提供顧客更

多樣化之服務等。數位平台的結合，雖然也有這些層面，但可能更側重於科技研發與

關鍵資源之取得，其效益的評估本已不易，要確保消費者能至少分享到部分利益，更

是一大學問。與前面有關競爭影響評估之部分雷同，以國內外目前已有之研究心得，

目前仍難提供更具體、有操作可能性之建議。一方面持續留意相關研究，協助、促成

相關研究之深化，一方面在實務上逐步發展更具體的判斷標準，仍是目前最適當的建

議。

總之，數位經濟帶來的挑戰是具體的，也是無可逃避的。相關的學術研究尚在開

展之中，他國主管機關也仍在摸索。雖然臺灣在涉及跨國性超大型平台之結合案上，

擔任最終實質裁斷者之機會不大，卻也難以閃避平台經濟帶來的各種衝擊。故及早準

備，從以上方向慢慢進行調整，可能是目前惟一務實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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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討零售式量販店、超級市場、連鎖便利商店、藥粧零售等流通業之競爭現

況，以及在數位經濟發展下之市場占有率等情形之變化。惟，各類流通業者建立數位

平台，依照HHI計算市場力量之分析，尚難窺見是否直接成為寡占化現象。
而有關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流通事業之規範說明，固然係在傳統物理空間之競爭

規範，但是在數位經濟時代，則未見其處理有關流通事業於數位平台之違反公平交易

法個案。

是以，面對數位經濟已經全球化之趨勢，本文認為應擴大對於流通業由商品價格

問題轉向數據為主之因應策略，似宜借鑑歐盟之數位市場法與數位服務法草案，以及

日本有關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之立法經緯，以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因應未

來流通業數位平台化或網路效應等因素，而為立法專法，俾以對於流通業於數位平台

產生違反公平交易法行為之法律規範。

關鍵詞：關鍵詞： 數位經濟、數位平台、流通業、HHI、數位市場法(歐盟草案)、數位服務法
(歐盟草案)、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日本)

壹、前言

自從工業革命以來，領先世界經濟趨勢的企業多是以工業規模的生產製造，或以

煤礦、鐵礦、石油等自然資源的開採加工為主要的大企業，如Ford、General Motors、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Exxon Mobil、BP。隨著工業化、經濟產業的繁榮，帶動
著交易熱絡、大量消費等，金融業與零售業等服務業，如JPMorgan、Walmart Inc也
擠進了全球百大企業。沿著時間進展的脈絡，二十世紀末(1994年間)當時美國審計
總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推出訊息高速公路計畫(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Programme)1

，網路資訊科技開始普及並且快速的深入應用在生活與社交層面，二十一

世紀是數位時代，世界經濟結構與企業的發展、消費者使用網路習慣、數位交易平台

的商業模式與寬鬆的監管環境促進了網路生態系統(online ecosystem)的發展2
，也創造

一波市值超高的大型科技企業，通稱Big Techs，在歐美有GAFA：Google、Amazon、
Facebook、Apple以及Microsoft、Netflix、Azure等取得寡占歐美數位市場的支配地
位，而中國大陸的數位產業市場，則由BATH：Baidu、Alibaba、Tencent、Huawei，
以及Xaiomi形成寡占現象。
1 https://www.gao.gov/assets/aimd-95-23.pdf. (last visited:2021/11/20).
2 Adam Jabłoński/ Marek Jabłoński, Social Business Model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New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 and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4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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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處於數位市場優勢主導地位、實質形成寡占的Big Techs對全地球村居民的社
會生活產生巨大影響力，反應在經濟市場面即是：提高中小企業與微型產業進入市場

的難度，因此Big Techs是否具有傳統型態的不公平競爭行為、損及消費者權益及抑制
創新等不正當行為，也須受到應有的反壟斷法規範所監管。然而，傳統上，定義一個

產業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範圍主要透過檢視垂直的上下游廠商、水平的競爭對手
企業，基本上可以勾勒出一個相關市場輪廓，這是線性生產模式(pipeline)，亦是較為
純粹的單向模式--線性價值鏈(linear value chain)。但是，面對當今數位經濟時代興起，
Big Data加上AI之助力，無國界的交易平台、跨產業的數位產業經濟，O2O(Online To 
Offline)數位市場策略聯盟、行動裝置的普及與消費方式(習慣)的改變，使得平台成為
一個複雜的價值矩陣。同時，平台商業的經營模式，既然打破傳統工業時代下線性生

產模式，相關的競爭法規與消費者保護法規，於平台法律問題之適用上顯然有其侷

限。再者，大型數位平台企業具有跨境的優勢，不僅具有強大的市場支配力，同時支

配著數位科技使用者的數據能力(Data Capability)，對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即可
能帶來了隱性的威脅。因此，各國相繼推出相關的規定，用以填補現行實定法上規範

的不足
3
。

數位經濟的新經營模式，包括平台經濟與共享經濟。數位經濟乃是以數位平台

交易為主的經濟，透過開放式平台，以數位化高效電腦運算，提高經營效率，具有

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多邊平台(multi-sided platform)的特性。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則是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的特殊類型，例如；Airbnb建立租屋平
台、Uber共享乘車、Obike共享單車等，透過平台將單一資產在多數使用者之間分時
共用

4
；亦即其基本概念是將許多東西，例如車子、船、割草機等等，有很多時間處於

閒置狀態，可以再加以利用的共享精神。

值此數位經濟時代，位居生產至消費至關緊要地位的流通業，無不紛紛於實體店

舖之外，加入數位平台之經營，以求增加其事業之利潤。是以，本文先行探討流通業

之定義及發展現況，以及數位經濟對流通事業之影響與應用實例。接續以臺灣公平交

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頒布之流通業處理原則，解析流通業之競爭規範，並以歐盟

之數位市場法與數位服務法等二法之草案，以及日本有關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

公正性法之制定過程及其成果為借鑑，俾以提供臺灣未來制定相關法規，得以接軌無

國界的數位經濟發展趨勢，進而完善對於流通業之競爭規範。

3 例如，日本《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日文名：「特定デジタル
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の透明性及び公正性の向上に する法律」），於2020年5月27
日制定，2020年6月3日頒布，2021年2月1日實施。實則日文之公正性乃fairness之
意，敘述時即以公平性為之。

4 王立達，「競爭法如何因應數位經濟新經營模式」，公平交易通訊，No.82，
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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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數位經濟下流通事業之發展現況與應用實例

一、流通事業之定義與發展現況一、流通事業之定義與發展現況

流通事業是「在消費者取得產品或服務的過程中，所接觸到一系列的獨立組織」

(Coughlan, Anderson, Stern and El-Ansary, 2006)5
。在這個過程中所進行的活動會有包

括實體轉移、倉儲或產品的所有權移轉，售前、交易和售後的服務，訂單處理、賒

帳和收款，以及各種支援的服務。不同的零售商最基本在特徵上的差異就是「零售組

合」，也就是零售商用來滿足顧客需求的要素，包括1.銷售的商品與服務類型、2.銷
售商品的多樣性與搭配、3.顧客服務水準以及4.商品價格。政府組織針對行業的分類
經常採用第1項所販售商品類型來分類，例如美國與加拿大就發展了北美產業分類系
統(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 cation System, 簡稱NAICS)6

，數字44與45表示為商品
零售商。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第11次修訂版本所定義下的零售商，
47-48為零售業，係指「乃從事透過商店、攤販及其他非店面，如網際網路等向家庭或
民眾銷售全新及中古有形商品之行業」。並將零售業細分為13小類7

，包括「綜合商品

零售業」、「藥品、醫療用品及化妝品零售業」等。

零售業中又以綜合商品零售業所占比例最高。綜合商品零售業根據行政院主計總

處的行業定義，係指「從事以非特定專賣形式多種系列商品之零售店」，主要包含連

鎖便利商店、百貨公司、其他綜合商品零售業。而其他綜合商品零售業又包括了消費

合作社、超級市場、雜貨店及零售式量販店。綜合商品零售業中又以連鎖便利商店、

百貨公司、超級市場與零售式量販店為主要經營型態。又鑒於近年來邁入高齡社會，

對藥品、醫療用品需求日增，以及國人對美妝保養逐漸重視，藥妝零售業之發展穩健

成長，近5年平均年增率3.2%，優於整體零售業的1.2%。顯然，藥妝零售業已經成為
重要之流通事業。因此，本文之研究範圍主要在於流通事業之綜合商品零售業：量販

店、超級市場、便利商店，加上近十年來在臺灣甚為盛行的藥妝零售業，並根據行政

院主計總處對經營型態之定義 (請參見表1)，探究各該事業之市場發展。

5 Palmatier, R. W., Stern, L. W. and El-Ansary, A., Marketing Channel Strategy, 8th edition, 
Person Education, 33 (2015).

6 U.S. Census Bureau, “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NAICS),” 
https://www.census.gov/naics/ (last visited:2021/11/20).

7 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第11次修訂版本於2021年1月施行，零售業為中
類47-48，綜合商品零售業為小類471，後又細分為4711連鎖便利商店、4712百貨公
司、4719其他綜合商品零售業。第11次的修正主要是為了凸顯行業分類的統計用
途，更名為「行業統計分類」（簡稱行業分類），作為各機關辦理行業統計之分
類依據。分類架構主要參照聯合國 ISIC 2008年（目前最新）版；與行業分類第10
次修正版比較，大、中類架構不變，小、細類則參考105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與產
業發展現況，就產業規模、經濟重要性及調查實務可行性等進行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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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經營型態之標準行業定義

經營型態 定義

1.零售式量販店 凡從事大宗綜合商品零售，結合倉儲與賣場一體之行業均屬之。

2.超級市場 凡從事提供家庭日常用品、食品分部門零售，而以生鮮及組合料理食
品為主之行業均屬之。

3.連鎖便利商店 凡從事提供便利性商品如速食品、飲料、日常用品及服務性商品以滿
足顧客即刻所需，而以連鎖型態經營之行業均屬之。

4.藥粧零售 凡從事藥品、醫療用品及化粧品之專賣零售店均屬之。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主計處，2021，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11次修訂，https://www.stat.gov.tw/
public/Attachment/01229151921USMXRNUA.pdf.

由於零售通路型態深受當地消費行為趨向的影響，綜合商品零售業營業額年增

率，近10年來平均年增率最高的是超級市場5.96%，其次是連鎖便利商店4.82%，零
售式量販業為3.95%，均高於產業整體平均年增率。又根據臺灣連鎖店普查分析報
告，針對連鎖家數3家以上之連鎖門市總部進行調查，2020年的連鎖企業共2,888家，
總計113,158店，其中直營店數52,007店，加盟店數61,151店。整體連鎖企業家數成長
6%。在店鋪數方面，2020年合計店數為15,198店，以便利商店最多，共有12,134店，
其次，超級市場也有2,408店，百貨公司有113店，量販店有389店。整體店數成長率為
5.4%。惟，雖然百貨公司亦屬於綜合零售業，卻呈現負成長，亦一併統計如下(如表
2)：

表2
　
綜合零售業中各業態店數成長統計表

2019年 2020年 家數成長 店數成長

家數 店數 平均
店數 家數 店數 平均

店數 數量 百分
比 數量 百分

比

綜合
零售
合計

117 14,413 123 124 15,198 122 7 6% 785 5.4%

購物
中心 47 47 1 54 54 1 7 14.9% 7 14.9%

百貨
公司 27 119 4 27 113 4 0 0.0% -6 -5%

量販
店 6 200 33 6 389 64 0 0.0% 189 94.5%

超級
市場 31 2,468 79 31 2,508 80 0 0.0% 40 1.6%

便利
商店 6 11,579 1929 6 12,134 2022 0 0.0% 555 4.8%

資料來源：台灣連鎖暨加盟協會(2021)8

8 台灣連鎖暨加盟協會，「2020台灣連鎖店普查分析報告」，2021台灣連鎖年鑑，
20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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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零售式量販店
零售式量販店的部分，則計入家樂福購併頂好的部分，總部為6家，相較2019年

持平，但店數成長了94.5%，提高到389店，顯示出業者在展店策略上的野心。近五年
來前四大零售式量販業依據營收淨額排名，參閱表3，依序為好市多、家福、大潤發
流通、特力屋，以營收來看，第1名的好市多與第2名的家福堪稱市場雙雄。由圖1臺
灣歷年零售式量販店市場規模與成長率可知整體發展趨勢，相較於超級市場與連鎖式

便利商店業，零售式量販業近十年平均成長率為3.95%，雖不及超級市場(5.96%)、便
利商店(4.82%)。不過，自2018年起至今，成長力道加大，2020年相較2019年成長了
8.85%。整體趨勢顯示出未來仍將持續成長。

表3　零售式量販業前四大近五年營收淨額表

單位：百萬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好市多 84,000 83,000 80,000 70,000 65,000
家福 71,200 64,800 63,800 45,200 39,200
大潤發流通事業 26,636 25,538 27,602 28,938 28,400
特力屋 14,950 15,281 15,625 16,670 16,681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中華徵信所(2020)數據整理。

資料來源：中華徵信所(2021)依據經濟部統計處之資料所彙製9

圖1　歷年零售式量販業之市場規模及成長表現

9 中華徵信所(2021)，業界線模糊、業界整併潮持續，全力衝刺數位轉型，圖表依
據經濟部統計處之資料所彙製，取自https://www.credit.com.tw/NewCreditOnline/
Epaper/IndustrialSubjectContent.aspx?sn=307&unit=511。(last visited: 202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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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超級市場
超級市場業，如上表2所示，超級市場總部為31家，店數成長了40店，成長率

1.6%。根據營收排名，表4所示，近五年前四大超級市場依序為全聯實業、惠康百貨
(頂好)、三商家購(美聯社)以及第四大的台灣楓康超市。其中，排名第1位的全聯實業
在營收淨額上遠遠超過第2名的惠康百貨10

，2019年整體超級市場營收為2,078億元，
其中全聯實業營收就高達1,300億元，占整體市場營收高達62.56%，顯示出全聯實業在
超級市場行業中具有獨大之市場地位。其他業者歷年營收淨額請參閱表4。2020年各
家業者通路店數，以1013店的全聯實業為第一，較2019年展店21店；美聯社擁有779
店，店鋪數排名第二，2020年展店速度第一，展店68店。整體營收與店鋪數顯示出消
費市場對超級市場具有穩定的需求。

表4　超級市場業前四大近五年營收淨額表

單位：百萬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全聯實業 130,000 120,000 108,800 101,600 85,000
惠康百貨(頂好) 13,000 13,300 NA NA NA
三商家購(美聯社) 12,080 11,965 NA NA NA
台灣楓康超市 4,421 4,480 4,539 4,502 4,2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中華徵信所(2020)數據整理。

(三) 連鎖便利商店
在連鎖便利商店業方面，如表5所示，連鎖便利商店業總部也是持平，總店數成

長率為4.8%，連鎖便利商店數逐年攀升，密度居全球第2。近五年四大便利商店之營
收淨額與店鋪數，請參閱表5與表6，統一超商目前於市占率及營收上皆位於第1位，
營收淨額第2是全家便利商店，第3是萊爾富國際，第4名則是來來超商(OK便利商
店)。截至2021年3月，統一超商總店鋪數為6,072家，全家便利商店為3,832家，萊爾富
便利商店為1,472家，OK便利商店為830家，總計共12,206家。近年來，連鎖便利商店
持續改裝新型門市，提供鮮食、現磨咖啡等，並提供代收、寄貨等各項服務，使得營

收持續成長，未來仍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

10 2020年6月2日家樂福宣佈以9,700萬歐元，相當32.31億臺幣，併購台灣惠康股權，
交易包括199家頂好Wellcome超市、25家頂級超市Jasons Market Place。並於同年12
月，公平會通過此結合案，委員會議決議在附加4個負擔保障條件下，不禁止其結
合，期望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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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便利商店業前四大近五年營收淨額表

單位：百萬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統一超商 158,032 154,075 144,480 140,147 133,408
全家便利商店 74,009 68,413 62,188 58,835 56,409
萊爾富國際 21,579 21,848 21,375 21,597 20,716
來來超商(OK便利店) 10,434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中華徵信所(2020)數據整理。

表6　便利商店前四大近五年店鋪數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統一超商 5,655 5,406 5,022 5,107 5,036
全家便利商店 3,606 3,326 3,154 3,057 2,985
萊爾富國際 1,412 1,321 1,270 1,290 1,277
來來超商OK 820 879 841 867 887
總計(店) 11,493 10,932 10,287 10,321 10,185

資料來源：台灣連鎖店年鑑(2020、2019、2018、2017、2016)

(四) 藥妝零售業
美妝市場產值估計高於2,000億。2020年藥妝精品家數為108家，較2019年減少6

家(成長率-5.3%)，總店數6,160店，其中直營4,347店，加盟則有1,813店，較2019年增
加1,030店(成長20.1%)。藥妝精品業者平均店數由原本45店提高至57店。從進貨量來
看，對供貨商的影響力明顯提升。藥妝通路以實體店為主，占96.4%，商品開架式陳
列、提供試用與專業諮詢是其優勢，網路銷售比重占比仍較整體為低，2020年1-6月
藥妝零售業透過網路銷售比重為5.1%，但是網路銷售增加幅度逐漸增加，較同期成長
27%，高於整體網路零售增加幅度。根據營業額，主要的藥妝業者有屈臣氏、寶雅、
康是美、大樹藥局、杏一醫療等。表7為臺灣主要連鎖藥妝/醫藥零售流通業店鋪數。

表7　臺灣主要連鎖藥妝/醫藥零售流通業店鋪數

會員數 平均坪數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屈臣氏 600萬 30-40 575 590 564 544 520
寶雅 580萬 300 265 230 200 177 157
康是美 580萬 30 402 400 400 402 400
大樹 160萬 70 201 153 109 82 64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連鎖店年鑑(2021、2020、2019)、產業經濟統計簡訊《328》、各公司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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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流通事業之發展現況，在主要業態當中，從營業額的變化可略知發展

概況，2020年連鎖便利商店業態已超越百貨公司營業額，成為綜合商品零售業當中對
營業額貢獻最大的業態。從年增率來看，超級市場、連鎖便利商店、零售式量販業都

是綜合商品零售業中具成長趨勢的業態。超級市場業態則是10來成長率最高的行業，
其中又以全聯實業盤據超市業態獨大。超級市場與零售式量販業正不斷成長，二者營

業收入若相加，將大於便利商店業，結構占比將高達10.9%，是必須重視的領域。同
時，不論就營業額的排名或10年的增加量而言，都展現出連鎖便利商店業態以及超級
市場業態在消費市場的重要性逐漸加大。

二、數位經濟對流通事業之影響與應用實例二、數位經濟對流通事業之影響與應用實例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於2018年發布了「2018年數位轉型倡
議」

11
，並預估全球數位經濟

12
產值2030年將高達120兆美元。數位經濟帶動了各產業

與消費者、競爭者和供應者之間出現更加多元之互動協調模式。數位科技的發展與行

動裝置的普及，近年來各種嶄新型態的商業模式正襲捲全球，改變民眾的生活習慣與

企業的經營模式，加上電子商務、人工智慧、物聯網與大數據等技術逐漸成熟，許多

企業的競爭對手已經不是原本產業當中的業者，而是平台業者，像是Airbnb與Uber各
自都沒有擁有飯店、旅館或是車輛，卻分別對旅館業及運輸業產生威脅，產業的界線

已越來越模糊。同樣地，如同全美零售聯合會（NFR）所表示，2020年最貼近零售業
的經營標語就是「界線模糊」，意指多數的流通事業也因應數位時代的來臨結合實體

與虛擬，朝全通路發展，業態競爭激烈，企業面對不確定的對手，競爭疆界模糊。

數位經濟的核心，不是數位技術，而是數據（data）；與其說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不如說數據驅動的經濟（data driven economy）。強調的是大量與即時性
的數據，即時數據才有價值，將即時數據快速地應用在商業的層面，結合當下的生產

11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自2015年便發起了數位轉型的倡議，
主要是因為新科技正逐漸讓世界轉型，重新定義了顧客期待，也使得企業能符
合這些期待，並且改變了人們生活與工作的方式。這個倡議主要針對在下一個
10年，數位科技對企業與社會的影響提出一些新的觀點，甚至將數位轉型這一
系列廣泛的活動稱之為第4次的產業革命。取自https://reports.weforum.org/digital-
transformation/ (last visited:2021/11/20)。

12 依據OECD與英國數位經濟之定義，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泛指透過數位產業
(Digital Sector)帶動的經濟活動，加上非數位產業(nonDigital Sectors)透過數位科技
之創新活動(新商業模式、新消費型態)。其範疇包括數位經濟之範疇包含數位製造
業(包含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與資通訊數位產品製造業)與數位服務業(包含資通訊產
品銷售與設備維修服務、傳播業、通信業、資服業等)等生產毛額，以及電子商務
(包含網路零售B2C、農業電商、網路金融、線上旅遊、數位學習等)等交易額。取
自行政院第3542次會議之數位國家 創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2025)，https://www.
ey.gov.tw/achievement/5B6F7E717F7BADCE (last visited:202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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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提供服務，所創造出的價值，就是數位經濟。數位經濟帶動流通產業朝跨世代、跨

境、跨領域、跨虛實等趨勢發展，以下就從政策面出發，先論述臺灣近年在數位經濟

下的消費者行為變化與零售政策，進而舉例近年流通業數位發展的案例。

(一) 數位經濟下的流通事業競爭策略
一國的經濟系統涵括了生產系統、流通系統、消費系統等3個次系統，其中流通

系統又可分為批發流通系統與零售流通系統。是以，生產、流通與消費三者兼具有相

互依存，交互影響之關係，共同影響了經濟的發展。流通系統調節市場供需，流通系

統受經濟系統影響，是介於生產系統和消費系統之間的樞紐地位。流通系統也是一個

開放系統，受到外部市場環境影響的同時也會對市場環境產生影響，與環境是一個雙

向互動的關係。因此，流通系統呈現出相當之複雜性、多元性與動態性之特徵。流通

業者面對環境變化時，必然要採取適當的經營行動，以便適應動態環境變化與競爭的

挑戰，若要了解流通業者面對競爭之行為，則要從市場結構與市場行動觀察之。

在全球上網人口增加、行動購物興起及各國政府大力推動等因素下，電子商務的

蓬勃發展，全球實體零售業近年積極朝向網路銷售進行大幅度的擴張與變革。近幾年

國人對數位經濟活動的參與也很廣，參與率最高的是網路購物有64.2%，其次為線上
評論與比價有62%，第三是網路或行動銀行的使用經驗。顯然，行動購物及行動支付
也成為消費者購物的主要方式。消費者的交叉通路購買行為，也正迫使著流通事業必

須更快地面對數位化的社會發展。

面對數位經濟潮流，各國也積極完備數位經濟環境，臺灣則提出了成為「數位國

家、智慧島嶼」的願景，在工業、商業等不同面向都有因應數位化發展的策略方向，

例如，工業4.0、商業4.0。自2015年起政府推動商業服務業4.0計畫，主要就是鼓勵以
新興科技驅動商業服務升級轉型，主要的科技包括人工智慧(AI)、大數據(Big Data)、
物聯網(IoT)與區塊鏈(Block Chain)等。有鑑於數位經濟不僅是消費習慣的改變，也包
含整體供應鏈、行銷通路、金流支付等大幅度的改變，是一個結合數位科技與既存營

運模式的過程，從營運流程、價值主張、顧客體驗、數位文化，到徹底轉型，成為一

個極為靈敏，顧客的價值與體驗為核心，且不斷更新、持續轉型的組織。企業可以在

營運流程(Operational Process)、行銷與業務(Marketing & Sales)、輔助功能(Supporting 
Functions)、創新與研發(Research & Development)、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等層面，整合科技應用以提高生產力並提升服務品質，塑造顧客體驗。

零售業主要為消費者提供完整的購物體驗，透過虛實整合用創新的方式和服務完

成客戶體驗的旅程，形塑企業競爭優勢。尤其受疫情影響下，消費者行為受衝擊。傳

統的實體零售品牌也積極往線上發展，O2O的商業模式要為顧客提供更多服務管道，
達到最大的便利性。全球的零售商，包括Lowe's，IKEA宜家，Best Buy等企業，都在
實施免下車取貨系統，以響應不斷變化的客戶喜好。Costco最近則收購了交付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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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商Innovel Solutions，以幫助加速“大件＂商品的電子商務銷售，Target收購
交通技術公司Grand Junction，以改善和擴展零售商的交付能力。不僅是實體零售業提
供更多全通路的體驗，原本的網路零售商也積極布建全通路擴大市場，例如，亞馬遜

也購併知名有機食品零售商「Whole Food」等實體通路零售商。根據KPMG在2018年
針對消費品與零售業決策者的調查，70%的企業將「加速數位轉型」當作策略目標之
一，企業期待從數位轉型來優化數據分析的能力。這些消費者行為的改變，都促使線

上或線下流通事業必須更專注於數位和資訊技術的投資與整合。

(二) 臺灣零售業的數位應用實例
消費者行為的改變與數位科技的成熟，促使臺灣零售業導入線上線下整合O2O 

(Offline to Online)的案例愈來愈多。除了善用O2O的優勢之外，也開始打造以消費者
為中心的購物生態圈。以下就針對幾個零售業者的數位應用案例，分析其經營特色與

創新應用。

1. 便利商店的「科技概念店」
臺灣的便利商店密集度高，便利方便是其主要價值訴求。在臺灣少子化高齡化的

社會情境下，勞動力逐漸缺乏
13
，帶動零售業者運用科技解決勞動力不足以及多樣化

服務的問題。近年來，便利商店導入的服務更加多元，店內工作日趨複雜，在有限的

人力下如何提供消費者有品質的服務體驗，遂成了便利商店業導入數位科技的契機。

臺灣前四大便利商店業者均已投入數位服務實驗，例如，統一超商7-11便利商店2019
年打造多元創新「X-STORE 3」、全家便利商店之「科技概念店」、萊爾富導入「智
慧科技商店」、OK便利商店的「OK mini」智慧迷你超商等。

全家便利商店的「科技概念店」強調的是優化員工工作流程與強化消費者體驗。

2018年在臺北推出，店內導入了17項的智慧相關技術，包括數位海報、玻璃帷幕電子
牆、影/光傳送技術、人臉辨識、互動投影、咖啡助理(機械手臂)、Robo機器人、數位
戳章、IoT設備監控系統、智慧EC驗收、互動貨架、VR虛擬商店(二樓商店)、電子標
籤、透明顯示器、建議訂購系統、物流到店通知等。

全家科技概念店主要的特色是：(1)透過將耗時最多的例行工作予以自動化或智慧

13 便利商店採24小時的經營模式，結帳櫃台經常要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屬於勞力
密集的工作型態，進入門檻低。隨著整體勞動力人口下降，超商人力不足的問題
困擾許多加盟主已久，日本近年也紛紛傳出的加盟糾紛，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更
裁定，超商業者強制加盟店24小時營業恐違反反壟斷法。相關日本勞動力短缺
造成加盟糾紛，請參閱科技新報，2019年3月11日，「找不到人加盟者苦，日本
7-11檢討24小時制度」，https://technews.tw/2019/03/11/7-11-japan-adjust-opening-
hours/；數位時代，2020年9月20日，「7-11「全年無休」走入歷史？日本公平會：
超商強迫「24小時不打烊」違法」，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9126/japan-
convenience-store-labor-shortage-open-24hr。(last visited:202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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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重塑店員日常工作流程。例如，運用智慧EC驗收系統盤點電子商務相關交易的大
量貨品，透過RFID標籤直接讀取晶片掃描點貨，縮短驗貨收貨流程。(2)著重互動與
虛擬體驗，強化消費者體驗。例如，當期的促銷活動與商品資訊，能透過數位海報傳

遞，透過互動消費者還可得到專屬優惠，提升消費過程的有感度。並結合電商品牌(如
Life 8)，在概念店體驗樣品，提供線下體驗/線上消費的販售模式。(3)應用大數據進
行分析。科技概念店內蒐集了店內營運的各項指標，例如，氣候、商品銷售、庫存量

等資訊，也蒐集消費紀錄與來店次數等資訊，進行消費交叉分析，提供店長在門市進

貨、客製化服務與各項行銷決策上的依據。

2. 全聯實業：從零售到電子支付
臺灣超級市場歷經多年的成長，從規模最小且成長最緩慢的狀態，至今已是充

滿創新活力的通路型態。這樣的轉變由1998年全聯實業接手「中華民國消費合作社全
國聯合社」後的改變，就逐漸在轉變臺灣過去超級市場產業多由外資企業主導的一貫

型態。全聯的企業願景以「買進美好生活」為核心理念，主要經營目標秉持著「價格

最放心」、「品質最安心」、「設點最用心」、「服務最貼心」的四心理念，近年來

已成為臺灣人採買生活必需品的主要通路。早在2003年時，超級市場主要的業者依據
營業額的市占率依序為惠康超市、松青超市、丸久超市，第4名才是全聯，在當時全
聯剛剛慶祝展店600家。幾年來全聯積極以併購擴張市場，陸續收購楊聯社(2004)、
善美的超市(2006)、台北農產運銷公司超市(2007)、部分全買超市(2014)、松青超市
(2015)及白木屋食品(2018)等，快速拓展了經營版圖。如今截至2021年5月30日止，全
聯共計有1,064家分店，已經躍昇超級市場第一品牌，通路第二品牌。而其他超級市場
業者也紛紛投入全通路的經營，例如，頂好Wellcome在2015年推出「頂好新鮮GO」
搶攻線上族群，並與Lalamove啦啦快送合作，推出大臺北區兩小時到貨服務；2018
年美聯社以虛擬「二樓」的概念推出「Go美廉」線上平台。而全聯則推出風格店型
imart(2012)、電子支付PX Pay (2019)及PX Go(2019)線上購外送等，成功切入全通路並
積極數位轉型。

全聯實業的數位應用，主要先聚焦優化實體店面內的消費者體驗，先培養支付平

台PX Pay，再導電商PX Go，結合實體與線上消費，結合品牌年輕化，致力於增加新
顧客，成功切入新市場，達到市場拓展的成長目標。全聯實業的數位轉型策略可略分

3個重點階段進行：(1)首先推出行動支付服務「PX Pay」。自2019年5月起推出此服
務，目前已千萬次下載，註冊會員數超過700多萬。「PX Pay」提供的服務項目有生
活繳費服務、線上支付信用卡費、電信費、公營事業及規費繳納等。「PX Pay」每月
交易金額近40億元，已占全聯實業整體營收的3成，其中儲值金消費占比約為15%，
高於綁定信用卡的8%。其迅速崛起的態勢，還在2020年行動支付大調查中擠下Apple 
Pay晉身第3名，僅次Line Pay和街口支付。(2)推出「PX Go! 全聯線上購」電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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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PX Pay」後，以不到1年的時間，於2019年11月上線電商平台，全聯線上購以
「分批取貨」、「箱購宅配」、「社群轉贈」、「PX Pay秒付」等特色與其他電商做
出區別性，強化綁定消費者，提升黏著度。(3)投資的「全支付」，除了商流之外，
2021年起將接續提供全聯體系的金流支付服務。全聯將全支付策略目標定位為各銀行
的開放平台，未來將引導PX Pay會員升級註冊為全支付電子支付帳戶之後，首波預計
上線10家以上，用戶除了現行銀行信用卡外，同時也將開放銀行帳戶付款，以及全聯
門市現金儲值至全支付帳戶付款，會員也能拿著APP到其他通路使用付款。目前全支
付已積極拓展特約商店合作夥伴，包含連鎖餐飲、百貨購物、飲料店、遊樂園、交通

等，將提供會員有關食、衣、住、行、育、樂等方面的服務。透過發展以支付為核心

的服務，提供會員多樣化優質特約商店，也同步為多元通路帶來更多的消費者。

整體而言，數位經濟下的臺灣綜合商品零售業，具有「產業界線模糊、加速推展

數位轉型」的特性，例如，Food panda就建置了虛擬超市「熊貓嚴選」在2020年2月上
線，至今已在北臺灣開設10間虛擬超市，透過利用AI系統數據挑選品項，自建倉儲，
提供消費者生鮮、雜貨等日用品的銷售與配送。此外，各流通業者為了降低疫情對營

業額的衝擊，紛紛導入行動支付、點餐系統、外送服務、平台經濟、網路購物等虛實

整合數位行銷，捉住商機，努力求生。例如，統一超商收購本土外送平台foodomo (專
聯科技)，除了一般外送之外，還提供跑腿代買、揪團訂餐等服務；寶雅加速數位轉型
的進程，全面加速導入線上購物、寶雅Pay、寶家購物等。在競爭中逐漸跳脫傳統實
體通路營運銷售模式的框架，試圖以數位轉型建立會員制度，提升消費體驗，深化顧

客關係管理，提升數據驅動之競爭優勢。商務交易與零售流通最直接相關，實體流通

業者在原本商流的機能下最順利整合金流提供消費者更好的消費體驗。各類型的流通

事業為了擴大更多顧客群與深化顧客經營以獲取商機，相繼以夥伴合作及資源共享的

方式，投入持續成長但競爭激烈的行動支付市場。

無庸置疑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加速了全球零售產業擁抱數位通路的
決心。數位科技的採用將影響流通事業未來的市場地位與競爭態勢。因此，市場上主

要的流通事業都紛紛轉為全通路經營，開啟會員經營，企圖透過數據分析優化展店決

策、營運流程與消費體驗，對零售業來說才是數位轉型的主要競爭效益。但是，數位

經濟帶來的成果並不是所有企業都受惠。根據WEF報告，數位平台、大數據與自動化
等反而促進了市場集中，甚至是擁有技術與智財權的所有者或是資本投資者，贏者全

拿。因此，以下先分析數位時代下主要流通事業的市場結構。

參、流通事業之市場結構分析

產業經濟學中「結構-行為-績效(S-C-P)」分析法是廣泛被使用來分析市場結構的
方法。市場結構(Structure)、市場行為(Conduct)與市場績效(Performance)3者之間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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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影響的。政府在維持市場競爭秩序時，可以針對市場結構的政策，進而達到控制市

場行為與市場績效維持市場競爭的成效。因此，市場結構的討論十分重要。

市場結構主要在描述某一特定產業中，公司的數目、市場占有率的關係。市場結

構的主要型態包括獨占、寡占、獨占競爭，與完全競爭等4類。影響市場結構的因素
很多，包括交易雙方的數量和規模分布、產品差異化、市場占有率和市場集中度、參

進障礙等。以下主要針對市場占有率與市場集中度與赫芬達指數(HHI)進行討論。市
場占有率(market share)指的是1家公司的營業額占整體產業的比重，通常以百分率表
示。公式計算如下：

市場占有率=(廠商之營業額/整個市場營業額)x100%
市場占有率的數據，是企業競爭力的指標之一，市占率越高表示企業在市場上占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市場影響力較高。

(一) 市場集中度之衡量
有關市場競爭測量的方法有很多，在實務上，主要採取市場集中度方法，它指的

是整個產業的市場結構集中程度的衡量指標。而市場集中度一般可分為絕對集中度與

相對集中度兩類。

1. 絕對集中度指標
絕對集中度指標是指規模位於前幾位之核心企業其在生產、銷售、資產、員工等

之累計數值占整個產業該指標的比重。當各家廠商依銷售額之大小排序，取規模較大

的前n家廠商的銷售額加總之後，除以市場總銷售總額所得到的市場集中度即以CRn表
示，通常以取前4家加以計算其市場集中度，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n為產業中排名前n大企業的個數；N為產業中的企業總數；Xi表示該產業
在某方面（如銷售額）的數值。CR值通常介於0至1之間。CR值的缺點為其未能區分
產業內同一群內公司的市場占有率。例如，兩個CR4皆為80%的產業，其前四大公司
的市場占有率可能有不相同的情況。根據貝恩分類，依據前四大業者占產業中之市占

率計算出CR4的絕對集中度指標。參閱下表8貝恩的市場結構分類，可將市場類型作一
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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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貝恩的市場結構分類

市場類型 CR4 (%) CR8 (%)
寡占I型(極高寡占型) CR4≧75 --
寡占II型(高集中寡占型) 65≦CR4<75 CR8≧85
寡占III型(中上集中寡占型) 50≦CR4<65 75≦CR8<85
寡占IV型(中下集中寡占型) 35≦CR4<50 45≦CR8<75
寡占V型(低集中寡占型) 30≦CR4<35 40≦CR8<45
競爭型(不存在集中) CR4<30 CR8<40

資料來源：Bain, J. S., 1959,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相對集中度指標
由於前述的絕對集中度指標無法區分任一群組廠商可能有不同占有率之情況，因

此也以相對集中度指標加以衡量市場集中度，而常用的指標為賀芬達指標(Herfindahl-
Hirschman Index，HHI指標)來反映產業中廠商規模的離散程度。賀氏指標是一個改良
式測量市場集中度的指標，其公式如下：

其中，N為產業中的企業總數；Xi表示該產業在某方面（如銷售額）的數值，A
則為產業的總銷售額。HHI所計算出的值乃表示該產業中所有企業各自在市場中所占
比重的平方和之值。原始計算出之HHI之值通常亦介於0至1之間，數值愈小，表示個
別業者對於市場的影響力相當，故產業競爭劇烈；而數值愈大則表示少數業者對於市

場的影響特別大，因此，市場壟斷力量越大。據此，本指標即可將市場結構分類為競

爭型、寡占型或獨占型等市場結構。由於HHI之數值較小，因此，在實務上，其計算
方法為加總市場上所有廠商個別市場占有率之平方再乘以10,000。本指標之優點為可
以同時反應廠商家數及個別廠商市場占有率分佈的差異情形。

此外，亦可由HHI及HHI增幅(ΔHHI)加以判斷企業處於安全或不安全的市場結構
中(如圖2所示)。判斷準則如下：
(1) 低度集中市場：HHI < 1500。
(2) 中度集中市場：1500 < HHI < 2500。若 ΔHHI < 100，則無反競爭效果，無須進一
步分析；然若 ΔHHI > 100，將引起顯著競爭的關注，須進一步仔細檢視。

(3) 高度集中市場：HHI > 2500。若 100 < ΔHHI < 200，將有顯著競爭效果，須進一步
仔細檢視；然若 ΔHHI > 200，則推定會提高市場力。除非有充分證據，該結合並
無提高市場力的可能性，否則合理推論會提高市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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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市場結構安全判斷準則

(二) 流通事業市場集中度分析
本文所指流通事業主要包括連鎖便利商店、超級市場與零售式量販業。目前美國

司法部在研究產業集中度趨勢，即同時搜集CR與HHI兩項指標(Atkin, 1994)14
，故本文

亦採用此二指標進行流通事業的市場集中度分析。根據表9主要流通業前四大企業市
場集中度指標分析各市場之集中度如下：

1. 零售式量販業
零售式量販業一直以來也是少數大型企業主導市場，前四大業者為好市多、家

福、大潤發、特力屋。2016年CR4的絕對集中度數值為85.04%，逐年成長至93.65%，
是綜合商品流通業當中，前四大市場集中度最高的行業，屬於極高寡占型市場。相

對市場集中度HHI值在2016年為2,252，屬於中度集中市場，2017年後HHI值就高於
2,500，進入了高度集中市場。HHI增幅在2017年較大，大於200，但至2018年後，雖
然HHI值仍高於2,500，但HHI增幅為負值。因此，市場結構集中高下是否會有不利影
響，需要考量其他市場競爭變數。

2. 超級市場
超級市場業目前前四大業者為全聯實業、惠康百貨(頂好 )、三商家購(美聯

社)以及台灣楓康超市。此四大之CR4的絕對集中度指標2016年為58.55%，2017年
為59.64%，屬於中上集中寡占型。至2018年起前四大的集中度占比大幅度躍昇至
75.43%，2019年為76.77%，從原本的中上集中寡占進入極高寡占型市場。自2016年到
2019年期間超級市場相對市場集中度HHI值由3,149提高到3,993，屬於高度集中市場。
HHI增幅在2017年小於200。2018年至2019年期間，HHI增幅加大。全聯實業在此一產

14 Atkin, D. J. “Cable Exhibition in the USA: Ownership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1992 Cable Act.”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18(4), 331-341(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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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中可謂獨大業者，其營收占整體市場62.56%，店鋪數1,013店，是第2名的1.3倍，整
體市場的坪效也是前10大流通業者當中的第3名，經營效率極佳。若是以日本越后賀
典的市場結構分類，當CR1的絕對集中度指標高於70%以上，則屬於極高寡占行業，
目前全聯實業已達62.56%，在此市場集中度下，已是可以合理推論其具有市場力，故
需要密切觀察超級市場業的壟斷競爭情況。

3. 連鎖便利商店
臺灣前四大連鎖便利商店在店鋪數與營業額上不僅在產業內具有舉足輕重之地

位，對於整體流通市場亦扮演重要角色。表9的CR4指標在2016年已高達75.58%，之後
逐年提高，至2019年已高達80.74%，屬於極高寡占型市場，也展現便利商店業已是大
者恆大的情況。另根據相對集中度指標HHI與HHI增幅（ΔHHI）來看，連鎖便利商店
業歷年來HHI均大於2,500，屬於高度集中的市場結構。
4. 藥妝業

根據2019與2020年的數據資料分析(資料根據未來流通研究所數據)，藥妝業前
四大業者分別為屈臣氏、寶雅、康是美、大樹藥局。2019年CR4的絕對集中度數值為

19.70%，2020年上升為21.80%。主要流通業者集中度並不算高。相對市場集中度HHI
值亦不高，屬於低度集中市場結構。

表9　各年度主要流通業前四大企業市場集中度指標

年度 CR4 HHI HHI增幅 市場結構

零售式量販業

2016
2017
2018
2019

85.04%
96.05%
94.53%
93.65%

2,253
3,027
3,007
2,957

774
-20
-50

高度集中市場

超級市場業

2016
2017
2018
2019

58.55%
59.64%
75.43%
76.77%

3,149
3,284
3,740
3,993

135
456
253

高度集中市場

便利商店業

2016
2017
2018
2019

75.58%
76.07%
76.97%
80.74%

2,748
2,780
2,836
2,872

32
56
36

高度集中市場

藥妝零售業
2019
2020

19.70%
21.80%

115
139 23 低度集中市場

5. 超級市場與零售式量販業合併
行政院主計總處在2021年1月施行的第11次行業修訂中，將超級市場與零售式量

販業的營業額銷售統計列計在同一類別，政府部門在檢視市場結構時，也常將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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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型合併成單一市場進行競爭分析。因此，嘗試計算合併後之市場集中度指標。

合併後前四大業者為全聯實業、好市多、家福與大潤發流通事業。2016年其CR4為

66.36%，屬高集中寡占型市場，隨後在2017年CR4為72.83%，且HHI值達1,559，HHI
增幅超過239。2018年至2019年後，前四大市占率雖提高了，CR4增為73.69%，HHI值
為1,650，HHI增幅僅91，轉而變成中度集中型寡占市場(請參見表10)。

表10　各年度超級市場與零售式量販店合併市場集中度指標

年度 CR8 HHI HHI增幅 市場結構

超級市場業與零
售式量販業合併

2016
2017
2018
2019

72.08%
78.07%
85.00%
85.26%

1342
1576
1686
1735

235
110
49

由低度集中市場轉
至中度集中市場

年度 CR4 HHI HHI增幅 市場結構

超級市場業與零
售式量販業合併*

2016
2017
2018
2019

66.36%
72.83%
73.69%
74.62%

1320
1559
1650
1703

239
91
53

由低度集中市場轉
至中度集中市場

註：超級市場業與零售式量販業合併後之前四大依序為：全聯實業、好市多、家樂福、大潤發流通事業
註： 超級市場業與零售式量販業合併後之前八大依序為：全聯實業、好市多、家樂福、大潤發流通事
業、特力屋、惠康百貨、三商家購、台灣楓康超市

(三) 小結
當企業推進創新，提供新的服務滿足顧客需求的同時，也在深化企業在市場上的

競爭能力，其市場占有率增加，就是提高了所謂的市場力量(Market Power)或是壟斷
力。這對市場競爭結構的影響就涉及市場整體的運作效率的高低，因此，政府政策的

角色主要在達成市場公平的競爭態勢。依據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政府主要維持市場

競爭環境，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下，考量產業特性，必須做出正確的判斷。當市場存在

競爭不足可能是市場出現壟斷，或廠商數過多且市占率偏低時可能是過度競爭狀態，

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對市場競爭具有一定程度之影響。

根據流通事業市場集中度分析，依據絕對集中度與相對集中度指標，針對各行

業中前四大業者占有率進行分析，結果請參閱表9與表10，主要綜合商品零售業中，
連鎖便利商店與零售式量販業均屬於高度集中市場，故若將超級市場與零售式量販店

合併計算之下，2014年全聯實業市占率為24.41%，至2019年市占率增為31.11%，具
相當的市場占有率凸顯其近年來的購併與經營成效。整體合併後之市場屬於高集中寡

占的市場結構。其次，超級市場業也是屬於高度集中市場，亟須重視市場競爭行為。

最後，藥妝業市場集中度低，由於逐漸升高的集中度，仍需要密切觀察歷年的發展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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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平會對於流通事業之處理原則與相關規範

一、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一、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

公平交易法第1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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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茲以下列幾點說

明：

(一) 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市場之競爭機能
公平交易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競爭，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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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經營其業務，生產

商品或是提供服務來進行交易，而當有二以上事業經營相同業務，自交易相對人觀點

而言，便有多數交易對象可供選擇，此時理性的交易相對人，會選擇提供優惠交易

條件之對象進行交易。因此，事業便可能會致力於降低成本、提升品質與服務，亦即

以符合「效能競爭」（Leistungswettbewerb, effective competition）之觀念來爭取與交
易相對人締約機會。因此，「競爭」遂有引導並形塑市場「交易秩序」之作用，而於

商品或服務之交易市場成為供給及需要之經濟活動時所應遵行之規則
15
。市場上之競

爭壓力，固然可激勵、促使事業提升其生產效能，惟競爭之結果，效能較佳之事業得

以生存並獲得交易機會，效能較差之事業不僅不易爭取交易機會，更可能在市場上被

淘汰，競爭即優勝劣敗法則之體現。公平交易法相信競爭的本質是「發現的過程」，

而不預設什麼理想的結果
16
。因此，基於競爭之結果，市場上可能僅存在獨占事業，

15 請參閱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與保護之法益—第一條之詮釋」，收錄
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2(1994)。

16 政治經濟學家海耶克(F.A. v. Hayek)對市場競爭現象曾有傳神之描述，即其名言
「競爭作為一種發現之過程」(Wettbewerb als Entdeckungsverfahren)。競爭為一種
極端複雜的自發性秩序(spontane Ordnung)，其所產生之結果乃在市場競爭發展過
程中，始不斷地被發現，而無法由任何中央行政之力量事先函以預設。因此，競
爭法的主要任務，應是制定市場競爭活動的遊戲規則(Spielregel)，而不是預設市場
行為之結果。自由競爭雖為一種發現之過程，惟競爭活動卻不是處在一種完全脫
序或無任何規則可循的無政府狀態。法律仍應制定市場參與者所應共同遵守的遊
戲規則，至於遊戲規則的制定方法，主要是以負面表列之方式，揭示市場參與者
所不得為的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行為，而不是以正面表列之方式，告訴事業
應如何應如何競爭，請參閱吳秀明，「獨占性訂價與市場績效管制」，收錄於氏
著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192(2004)；蘇永欽，「自由化、解除管制
與公平交易法」，收錄於氏著跨越自治與管制，五南出版，4(1999)。廖義男教授
即指出，公平交易法立法目的之所以要維護市場之競爭機能，是期待事業間藉由
競爭之過程，促使事業改進其生產技術、並提高生產效能，使其商品或服務之成
本降低、品質提昇，以便能提供更有利的交易條件來爭取交易相對人成立交易， 
係以競爭來引導事業從事效能競爭、節約成本、激勵創新、避免效能低落及互相
監督制衡，請參閱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與保護之法益—第一條之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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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並不會因為此時市場處於無競爭之狀態便對獨占事業予以非難
17
。公平交

易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市場競爭秩序與競爭機能，只有當事業濫用其市場地位而為

限制競爭行為，或事業以違反商業倫理的方式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公平交易法為避

免該限制競爭行為或不公平競爭行為破壞、扭曲市場競爭機能，始有加以介入、管制

之必要。公平交易法既以維護市場競爭機能為目的，其意義在於確認事業於市場上之

競爭行為，便不只是單純的經濟活動現象，而是國家有意推行與保護之一種行為模

式與準則，亦即「競爭」具有「法制度」(Rechtsinstitut, legal institution)之性質而受保
護

18
。

(二) 公平交易法係於在確保市場競爭機能之基礎上，維護事業與消費者利益
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基於憲法明

文保障之財產權，對事業而言，事業在經營業務時，應有營業自由，可自由從事企業

活動；對消費者而言，其亦享有契約自由，得自由選擇交易相對人而為交易。公平交

易法第1條立法目的，「確保公平競爭」可認為係保障事業之營業自由；而「維護消
費者利益」可認為係保障消費者之契約自由

19
。惟須特別強調者，公平交易法係在維

護市場競爭機能之基礎上，兼顧事業之營業利益與消費者利益
20
。公平交易法所欲維

護者，並非是個別事業之營業利益，而是在維護市場競爭機能的基礎上，保障事業享

有自由競爭與公平競爭之環境；同樣的，公平交易法所欲維護的「消費者利益」，並

非是協助個別消費者處理其所受的不公平交易條件，而是在維護市場競爭機能的基礎

釋」，收錄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2-4(1994)。
17 市場上由一家企業獨占或少數幾家企業寡占者，此種事實或狀態，並非當然為
「惡」。蓋其獨占，可能由於法律規定所賦予，也可能是歷經競爭之優勝劣敗淘
汰過程而成為市場僅存之碩果者 等等。此種成為獨占或寡占之結果或事實，有其
正當理由，自不應函以禁止。請參閱廖義男，「防止獨占之濫用並監督企業之結
合」，收錄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立法，80-81(1995)。

18 請參閱廖義男，「憲法與競爭秩序之維護」，收錄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立
法，9-10(1995)。

19 廖義男教授指出，公平交易法第一條揭示其立法目的時，有「維護消費者利益」
規定，係立法院審議時所函入者，蓋立法委員認為公平交易法具有保護消費者之
目的與作用，因此應將此意 旨表現於條文內。由於有此規定，故解釋公平交易法
之相關條文以及主管機關行使職權時，應特 別考量消費者利益之維護。惟頇注意
者，消費者利益固然應予重視，但不能因此誤解為消費者利 益為公平交易法所應
保護之唯一法益。請參閱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與保護之法益—第一
條之詮釋」，收錄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7(1994)。

20 公平法第1條所稱「消費者利益」，係指一般最終消費者之利益，即整體消費者
之利益。判斷事業之市場競爭行為是否違法時，其行為之目的或效果對消費者權
益之影響究屬有利或有害，即須作為考量及判斷之重要因素；廖義男，公平交易
法，元照出版，85-8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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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供消費者享有自由選擇交易對象之環境。

因此，事業在市場上之行為是否符合公平交易法之意旨，不能僅從是否符合事

業之營業利益或是對消費者有利的觀點來判斷，而應從是否符合市場競爭機能的觀點

來判斷。例如：大企業挾其雄厚資金，為排擠同業競爭者而以較同業競爭者所訂之

價格更為低廉、甚至是以低於成本之價格來爭取顧客之行為。學者認為掠奪性訂價

(Preisunterbietung, predatory pricing）行為21
，其所採取之低價措施乍看對消費者有利，

然而大企業之目的在於排擠同業競爭者、甚至迫使同業競爭者退出市場，使該市場結

構趨於獨占或寡占，大企業因同業競爭者已退出市場，此時便可能向消費者（即交易

相對人）榨取超額之壟斷利潤，從長期來看，對消費者而言未必有利。因此，當大企

業採取低價傾銷措施，縱然對消費者帶來短期利益，但自公平交易法觀點，為維護中

小企業之公平競爭，仍應對該低價傾銷行為，加以干預禁止
22
。

(三) 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為終極目的，競爭僅是達成其目標的手段之一
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固然在維護市場競爭機能。然而透過市場上之競爭作

用，促使事業努力於生產效能之提高，而促進整體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經濟之安定

與繁榮才是公平交易法之終極目標，競爭僅是達成該目標之手段之一，並非是唯一手

段。」
23
政府為了促進整體經濟之平衡發展與安定繁榮，除了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競

爭政策外，還可推行諸如「景氣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等等之方式來

達到目標。除競爭外，有時「合作」亦可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事業間透過合作，

可以節省生產成本，並且避免因競爭而損失的內耗，確實有促進經濟之效用。因此，

公平交易法並非一律禁止事業間所有的合作情形，例如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但書
即規定例外許可之聯合行為，這是因為有時允許事業間「一時合作」會更具有效率，

但是此時合作只是短暫的、有目的性的，而不能允許事業間長久合作下去都不為競

21 請參閱廖義男，「論不正當之低價競爭」，收錄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理
論與立法， 1 4 3 ( 1 9 9 5 )。以消滅其他同業競爭者之目的而為之蝕本賤賣
(Vernichtungsunterbietung)傾銷， 其以消滅市場上之同業為目的，而後可自己獨占
市場決定價格，此種競爭手段顯然係妨害他人之競爭並危害競爭之存在，故應認
係為違反善良風俗之營業競爭行為而受到禁止，請參閱廖義男，「從經濟法之觀
點論企業之法律問題」，收錄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立法，41(1995)。而德國
法上另有稱為「目標特定之競鬥性低價傾銷」(gezielte Kampfpreisunterbietung)之類
型，指針對特定事業，為打擊、排除該事業之競爭，而從事之低價傾銷而言，請
參閱吳秀明，「十年來公平法上之獨占管制」，收錄於氏著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
開，元照出版，343之註93(2004)。

22 請參閱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與保護之法益—第一條之詮釋」，收錄
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9(1994)。

23 參閱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修正之重點與理由」，公平交易季刊，第1卷第4期，
3(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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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避免事業因長久無競爭壓力，而變得怠惰使效能降低。

二、流通事業商業活動之競爭法分析二、流通事業商業活動之競爭法分析

流通事業之商業活動為國內很重要的服務型態，批發零售廠商更是面對最終消

費者的主要經營業者，流通事業在科技日新月益的快速變化下，為追求消費者之需求

與偏好，無不在其行銷策略中推陳出新，隨著消費意識抬頭，流通事業為追求極大效

益，彼此間之競爭日益激烈。依據臺灣第10次行業分類，綜合商品零售業是指從事以
非特定專賣形式銷售多種系列商品之零售店，如連鎖式便利商店業、百貨公司及超級

市場業等。而本文主要研究之流通事業對象包括零售式量販業、超級市場業、連鎖

式便利商店業等，屬於綜合商品零售業內的範圍。「流通」是指將產品從製造者(生
產者)移轉至使用者(消費者)的過程，而參與這個交易過程的所有廠商，即構成所謂的
「流通事業」。

流通服務業之範圍，一般將其界定為「連結商品與服務自生產者移轉至最終使用

者的商流與物流活動，而與資訊流與金流活動有相關之產業則為流通相關產業」
24
。

依公平會就流通事業之範圍觀之，該事業係指「量販店、便利商店、超級市場、百貨

公司、購物中心、消費合作社、藥妝店或其他以實體店舖銷售綜合商品之事業」
25
。

由於流通事業主要銷售民生商品，與消費者關係密切，經營方式更是牽動著民眾的生

活，對於民生商品之銷售流通事業產生決定性之影響，其中又以零售式量販業、超

級市場業、連鎖式便利商店業等流通事業為最。此外，臺灣流通事業業態界限不甚清

楚，但市場重疊情況則甚為明顯，業態間之競爭亦愈發激烈，故主管機關對於流通事

業在創新行銷策略之際，是否對市場競爭造成負面影響，即須謹慎因應之。

然而，由於經濟環境與消費者習慣之改變，加上電子商務之發展，使得流通事業

之行銷策略與經營方式不斷推陳出新，除提供民眾日常生活所需之商品與服務外，更

以新穎行銷方式整合商流、物流、金流及資訊流，吸引消費者購買。流通事業於近年

來大量興起於市場之中，藉著掌握流通事業、資金、資訊等優勢，對於上游供應者、

同業競爭對手與下游消費者，均會產生不同程度之影響。

是以，基於對交易秩序之維護及消費者權益之保障，公平會於民國104年12月29
日修正「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流通事業之規範說明」，將流通事業可能涉及違反公平

交易法之行為態樣加以定義，包括：限制交易相對人商品售價、營業區域、交易對

象；要求交易相對人給予最優惠價格、下架或撤櫃之條件或標準未明確化、缺貨責

任之歸屬未明確化、不當計算缺貨罰款、退貨條件或標準未明確化、不當退貨之行

為等。易言之，流通事業若涉及濫用市場地位之情事時，可受公平交易法以及上述規

24 行政院，流通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行政院93年11月15日院臺經字第
0930051134號函核定，2004年。

25 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流通事業之規範說明，第2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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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加以限制。公平會過去亦曾就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民國104年2月4日前舊法第24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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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案件作出處分
26
，本文將以公平交易法對流通事業交易行為之競爭規

範，對於流通事業交易行為進行競爭法上之分析，特別是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適用，
與「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法規範問題，以為提供對於因應數位經濟發展下之流通事

業交易行為的相關立法規範，及其影響之適法性理解。

三、公平會之流通事業處理原則三、公平會之流通事業處理原則

承前所述，在適用公平交易法規範流通事業時，首先涉及市場地位之認定。公

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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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流通事業之所以違反上開規定而構成不公平競爭，係

因該事業「濫用」其「相對優勢市場地位」與他人交易，其行為有可能構成「顯失公

平之行為」，從而，判斷流通事業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應先檢視該流通事業
相對於供應商是否具有「相對優勢市場地位」

27
。在與流通事業有關之交易中，以上

游供應商（賣方）與下游流通事業（買方）間之關係來界定市場地位較為合宜，而至

於流通事業與消費者間之關係，則為另外一個問題，二者不宜混為一談。由於近年來

流通事業發展快速，大型的通路商往往有較為強大的購買勢力，從而能自上游供應

商處取得較為低價的優勢(批發價格)，此類大型通路商逐漸在市場上具備較大的買方
力量(buyer power)，並有實力對於上游供應商施加各種類型之垂直交易限制(vertical 
constraints)，引起可能造成競爭市場不公平現象的疑慮。因此，在供應商與流通事業
的上下游關係中，若要認定流通事業之市場地位，則涉及「市場範圍之界定」與「市

場力量之判斷」二項問題，繼之說明公平會對流通事業的規範與處理原則。

(一) 市場範圍之界定
公平會於2015年發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流通事

業之市場界定亦應依該原則之規定適用
28
。依上開原則第3點之規定，市場範圍之界

定以「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2個面向加以評量，而公平交易委員會主要將考量
「需求替代」，但亦得視商品或服務特性考量供給替代，另外，亦得視具體個案，衡

26 例如：民國90年「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民國91年
「富群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全聯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等。

27 公平交易法第25條（舊法第24條）之檢驗順序見於行政法院之通說見解，參考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訴字第2485號判決。

28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流通事業之規範說明第3點，「流通事業之相關市場界定，依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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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時間因素對於相關市場範圍之影響
29
。惟須值得注意者，「界定市場範圍」是為了

「判斷市場力量」之初步考量，若要判斷流通事業相對於供應商之市場力量時，則應

從供應商之角度而非以流通事業的角度出發較為合理。供應商關心的問題乃在於「特

定商品」之銷售通路為何，因此在判斷市場範圍時，可能涉及該產品在不同通路間之

銷售情況，依不同之銷售通路來界定相關市場
30
。

(二) 市場力量之判斷
市場地位之認定方式相當複雜，公平交易法上依事業是否具備市場力量及其程度

多寡，來決定其市場地位，大致上可分為3個層次：(1)獨占事業31
；(2)具有相當市場

力量之事業
32
；(3)具備相對優勢市場力量之事業33

。在個別案件中應視該事業之力量

屬於何種等級而分別適用不同之法源基礎，始能符合公平交易法區分不同市場地位層

29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第3點，「需求替代為本會界定相關
市場主要審酌之事項，本會並得視商品或服務特性考量供給替代。本會從產品市
場及地理市場二面向界定相關市場範圍；另得視具體個案，衡量時間因素對於相
關市場範圍之影響」。

30 洪大植，「公平交易法對於流通事業市場地位之認定-以收取附加費用案例為中
心」，全國律師，第16卷第3期，83-84(2012)。

31 公平交易法第7條規定，「指事業在相關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
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二以上事業，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
外關係，具有前項情形者，視為獨占」。另依公平交易法第8條之規定，「事業無
下列各款情形者，不列入前條獨占事業認定範圍：

 一、一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二分之一。
 二、二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二。
 三、三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
 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其個別事業於相關市場占有率未達十分之一或上一會計年
度事業總銷售金額未達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者，該事業不列入獨占事業之認定
範圍。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相關市場，受法令、技術之限
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雖有前二項不列入認定
範圍之情形，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

32 公平交易法第20條規定，「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
得為之：

 一、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 其他交
易之行為。

 二、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三、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
 四、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聯
合或為垂直限制競爭之行為。

 五、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33 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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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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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之事業而異其規範內容之意旨。

公平交易法上對於「相對優勢地位」概念之建立已有一定之規範標準
34
，在公平

交易法第25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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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鑒於上開條文為一概括性規定，為使其適用具體化

明確化，特訂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其

中第7點第3項中提及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行為之規範，「具相對
市場力或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利用交易相對人(事業或消費者)之資訊不對等或
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之行為。常見行為類型如：(1)市場機能失
靈供需失衡時，事業提供替代性低之民生必需品或服務，以悖於商業倫理或公序良俗

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2)資訊未透明化所造成之顯失公平行為」35
。

(三) 公平會對流通事業的規範
一般來說，在私法自治、契約自由的原則之下，公權力鮮少介入上下游事業彼此

間商業條件協議內容，為什麼公平會要針對流通事業與供應商間的交易關係，特別訂

出一個規範呢？蓋公平會所要規範的流通事業，是指量販店、便利商店、超級市場、

百貨公司、購物中心、消費合作社、藥妝店或其他以實體店舖銷售綜合商品的事業。

因為這些流通事業提供消費者多種不同商品選擇，讓消費者可以一站購齊，且銷售據

點眾多，故形成了廣泛而強大的行銷通路。也因此，上游供應商普遍希望能在這些流

通事業上架銷售其產品，藉此在市場中開拓行銷通路。

在這樣的產業結構下，流通事業已成為行銷通路必經的過程，不論是製造商銷

售商品或消費者之購買，均需以流通事業作為媒介，因此對競爭法主管機關來說，有

必要時常關注流通產業是否維持在有效競爭的狀況中。而結合便是極有可能減損競爭

的狀況之一，是以，公平會在流通事業的規範說明中對其結合行為也有所規定，在個

案上也會審慎評估流通事業與供應商間的交易關係，關於家樂福公司併購惠康公司乙

案
36
，即其適例。

此外，正因為流通事業掌握行銷通路，相對於供應商而言，流通事業具有優勢的

34 詹祥宇，「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規範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21卷第4期，
113-156(2013)。相關文獻亦可參考吳秀明，「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
位」，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2004)；顏廷棟，「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
之觀點論競爭法對於加盟關係之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19卷第2期(2011)。

35 參照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7點第3項。
36 家福公司擬取得惠康公司100％已發行股份，並直接或間接控制惠康公司之業務經
營及人事任免，為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第5款規定之事業結合。本會為
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利益，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2項規定，附加下
列負擔 予禁止；公平交易委員會結合案件決定書，公結字第109002號，2020年12
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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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力量，這和傳統上認為市場力量屬於賣方（供應商）的情況已有所不同，而形成

了「買方市場力量」。也就是說，隨著交易關係的變化與力量的消長，流通事業有可

能憑恃其市場優勢地位，反過來對供應商作出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的行為，而當該

等行為足以危及競爭秩序或市場交易秩序時，便有可能合致公平交易法第20條「有限
制競爭之虞」或同法第25條「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而有適用公平交易法的餘
地。

流通事業與供應商之間的交易，有哪些行為可能被公平會認為涉及違法呢？公平

會在規範說明中舉出了以下的情形，舉其犖犖者大，包括：

1. 杯葛：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供貨商拒絕供貨予該特定事業。
2. 不當最惠條款：不正當限制供貨商給予其他流通事業之商品進貨價格或其市面售
價，不得低於或等同其進貨價格或市面售價，或要求供貨商負擔與其他流通事業之

市面售價差異金額，始與其交易。

3. 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的交易對象：要求供貨商或專櫃廠商不得與該流通事業之競
爭對手交易，否則將不與其交易、斷絕交易關係或變更交易條件。

4. 下架或撤櫃標準未透明化，而不當要求下架：未事先與交易相對人(包括供貨商及專
櫃廠商等)進行協商，並以書面方式訂定明確的下架、撤櫃條件或標準，而不當要求
交易相對人下架、撤櫃或變更交易條件，且未充分揭露相關佐證資料。例如：公平

會認為被處分人B超商對於商品下架的條件係規定於「新商品廣告費協議書」，該
協議書第6條規定：「當新商品銷售不佳經B超商刪除下架時，供貨廠商於接獲B超
商通知後，應於14天內前往B超商各店辦理退貨。逾期未辦理者，該退貨商品由B
超商處理，其退貨金額逕由供貨廠商貨款中扣除，供貨廠商不得有異議。」惟B超
商對於「銷售不佳」之下架條件及其時點並未明確定義。嗣後於供貨商新商品上架

銷售數月後，以「銷售不佳」為由下架。公平會認為此種情形係B超商將「銷售不
佳」之責任全然推給供貨商，且對於銷售不佳之條件與標準並未提供相關財務資料

佐證，而供貨商產品突遭下架處理，於短期之內亦難另尋其他同類或替代性通路，

故B超商已對該等供貨商帶來不能預計之不利益。最終公平會認定B超商利用供貨商
普遍處於期待維持既有業務關係之壓力下，迫使供貨商接受該項不公平交易條款，

決定予以處分
37
。

5. 不當收取附加費用：公平會針對附加費用是否不當的判斷標準，除了認為流通事業
需就附加費用事先與供貨商進行協商並訂立書面契約之外，主要著眼於附加費用與

商品銷售間須符合「直接關連性」與「比例性」兩項原則，並符合一般商業合理

之交易習慣。所謂「比例性」，指的是附加費用占銷售金額的比例，而「直接關連

37 參見公平會公處字第091193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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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該項附加費用與促進商品販售需有直接的關連。例如，公平會認為：被處分人

A便利商店，於「交易協議書」中，訂定「新開店協贊費」及「感恩（百店）慶贊
助費」的附加費用，也就是說當A便利商店的開店數滿百整數時，除向供貨商收取
「新開店」之附加費用外，並再收取「百店」之附加費用。A便利商店雖表示拓展
營運據點，增加末端通路的供貨點，對於供貨商其商品之行銷及販售均有正面影

響，因此收取該等附加費用應屬合理；但公平會認為對供貨廠商而言，無論該新增

零售據點係屬流通事業之第10家店、第99家店或第100家店，均僅可能增加一個零
售點之銷售量，而該等附加費用之重複收取，對於促進商品之銷售並未提供雙倍效

益，因此認定重複收取與促進商品販售並無直接關係，其收取行為欠缺正當合理

性。而最高行政法院在終局的判決中，也同意公平會的見解而維持該處分
38
。

另外，面對數位經濟，有關流通事業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行為，近期內則有一

案件。於2021年9月公平會宣布歷經3次委員會議審議，最終決定被處分人(富胖達股
份有限公司)在本案相關市場擁有相當市場力量，被處分人挾市場力量限制餐廳於
foodpanda平台刊登價格必須與實際店內價格一致，限制餐廳不得拒絕「顧客自取」訂
單，構成「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且有

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 條第5 款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市場地位顯著、
所為違法行為係屬垂直交易限制類型、行為持續期間均在1年以上且存續中、配合調
查態度普通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40 條前段規定令停止前述違法行為，並就被處分人
限制餐廳於foodpanda平台刊登價格必須與實際店內價格一致部分處新臺幣100萬元罰
鍰，被處分人限制餐廳不得拒絕「顧客自取」訂單之行為處新臺幣100萬元罰鍰，共
計處新臺幣200 萬元罰鍰39

。同時，公平會認為，因為網路比價的效果，上述行為還

間接造成，縱使其他外送平台向餐廳收取的抽成較低，餐廳在其他外送平台上刊登的

價格，不能低於在foodpanda刊登的價格，令消費者也吃虧，此行為間接削弱其他外送
平台對消費者競價效果。

雖然，有關流通業因其數位平台違反公平交易法行為者，尚未多見。但是，由

以上的規範內容及實務案例可以看出，公平交易法在特定情況下是可以介入民事契約

的，而法院判決對此也加以肯認。因此，對具有優勢地位的流通事業來說，擬訂定型

化契約及與供貨商協議締約時，宜就是否會涉及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予以思考。而對

供貨商來說，倘認為交易條款有不公平情事，除了循民事途徑處理外，徵詢專家意見

評估後，向公平會提出檢舉的可行性，也不失為一條有效的解決途徑。

38 參見公平會90公處字第087號處分書、最高行政法院96判字第1938號判決。
39 公平會公處字第110066號處分書(11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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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競爭法制因應數位經濟發展下流通事業之監管方向—
以歐盟數位市場法與數位服務法草案及日本交易透明化立法為例

一、歐盟數位單一市場之整合與推進：數位市場法與數位服務法草案一、歐盟數位單一市場之整合與推進：數位市場法與數位服務法草案

面對數位科技Big Techs具有支配市場的優勢地位與數據支配能力可能帶來的隱
憂，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原則上維持1957年簽訂羅馬條約(The Treaty of 
Rome)的目標框架，即積極推動「歐洲單一市場」(European Single Market)，只是使當
時原本的「實體單一市場」整合轉化成因應世界產業經濟發展而推動建構「數位單一

市場」(Digital Single Market)，透過整合歐盟內部數位科技市場的統一，打破實體世
界的障礙。因此，歐盟執委會於2015年間提出「數位單一市場發展策略規劃」(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40

，主要聚焦在三大面向：(1)進入（使消費者與企業在歐盟境
內可更便利的取得數位商品與服務）、(2)環境（為數位網路及創新服務建構友善及公
平競爭條件與環境）與(3)經濟與社會（強化歐盟數位經濟成長的潛力）41

，用以促進

歐盟區域的電子商務發展，進而創造歐盟在數位科技市場的競爭力。

 

 

Pillars of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Source: Digital Single Market, 
-sing     l e-market/en /digital-single-market accessed 

圖3　歐盟數位單一市場

在歐盟所提出的策略研究認為，數位科技企業能脫穎而出者係取決其支配使用者

個人資訊數據(personal data)的能力，當數位科技企業運用社群服務，蒐集、掌控全球

40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a 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 for Europe, COM (2015) 192 final (May 6, 2015) [hereinafter 
DSM Strategy].

41 h t tps : / /ec .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 /deta i l /en/IP_15_4919 ( las t 
visited:202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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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資訊越多，則愈有可能形成數據壟斷，也進而形成市場競爭行為出現不公平的

行為。如Amazon具有電商平台中介服務經營者(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兼企業
經營者/賣家(trader)的雙重角色(Dual Role)，然其藉由利用提供數位交易平台中介服務
的機會，獲取其他企業經營者的訂單數量、銷售營收、訪客數等銷售數據資訊，擬定

有利於自身零售業務的決策行為，如開發自家品牌（private label）與其他經營事業競
爭，此乃是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數據使用

42
，違反歐盟《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102條之規範43
，以不公平的方式、濫

用市場優勢地位與其他企業經營者競爭即屬一例
44
。

早在2014年歐盟所做的統計資料顯示，歐盟境內的中小企業利用網路中介平台
(Amazon, eBay, Google等)所為的交易金額已經高達2700億歐元45

，因此，為促使單一

數位市場的線上平台經濟更公平、透明並建立良好的線上競爭環境，避免供小企業型

的商業用戶受到不公平的侵害行為，歐盟於2019年6月頒布《促進線上中介服務的商
業用戶之公平性與透明性規則》(Regulation (EU) 2019/115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June 2019 on promoting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for business 
users of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P2B Regulation)46

，具體針對線上中介服務平台與

中小型商業用戶所提出的相關競爭法規範，其中包含：(1)禁止平台為特定之不公平行
為：其中主要規範有，線上平台若無正當理由，不得任意限制、暫停或終止商業用戶

的帳戶(第4條)47
、契約條款文字內容應清楚、簡明易懂(plain and intelligible)，若契約

條款或條件有更動或調整，應遵循一定的程序於15日前通知(第3條)，使商業用戶有足
夠的時間反應；(2)提升線上平台的透明性(transparency)：搜尋引擎或電子商務平台應
說明排序主要參數等；(3)建置內部投訴(internal complaint-handling system)48

與訴訟外

42 Ioannis Iglezakis, Legal Issues of Mobile Apps: A Practical Guide(2020), §9.04.
43 Article 102 TFEU: Any abuse by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of a dominant position within 

the internal market or in a substantial part of it shall be prohibit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al market in so far as it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44 h t tps : / /ec .europa.eu/commiss ion/presscorner /deta i l /en/ ip_20_2077 ( las t 
visited:2021/09/26); or Facebook hit with new antitrust probes in the UK and EU, see 
https://www.cnbc.com/2021/06/04/facebook-hit-with-new-antitrust-probes-in-the-uk-
and-eu.html (last visited:2021/09/26).

45 Copenhagen Economics, Online Intermediaries: Impact on the EU economy, 2015, 3.
46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9R1150 (last 

visited:2021/09/26).
47 線上中介服務平台若要限制、暫停或終止與企業使用者之帳戶，須依本規則踐行
一定的程序，即線上中介服務平台應向商業用戶說明理由，並說明該決定所依據
的具體情事，應給予商業用戶澄清的機會；Cf. Art. 11-13 P2B Regulation.

48 …shall be easily accessible and free of charge for business users and shall ensure 
handling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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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爭解決機制，使商業用戶取得迅速有效、平等對待的內部投訴管道(第11條)。
本規則(P2B Regulation)在立法技術上與方向，係側重於監管線上中介服務平臺程

序，而非實體監管，以第4條為例，線上中介服務平台若無正當理由不得停止商業用
戶的帳號，但立法上並不進一步定義解釋何謂正當理由(valid reason)，通篇立法強調
公平(fairness)，卻也不實質定義公平的標準，主要係因此立法方向較合於目前數位科
技平台的發展現況，例如以Facebook與Twitter為例，其已自成new governors of online 
speech，網頁上皆設有report post的功能，供使用者檢舉；Amazon也已有使用者投訴
機制，若被投訴或檢舉的商業用戶會被Amazon的小紅旗通知，此時若無涉及違法之
情事的商業用戶則提出反通知(counter-notice)用以維護商業用戶上架的權利。因此，
本規則(P2B Regulation)試著為較無議價能力的中小商業用戶、抑或創造一個更公平、
更透明、更可預測與值得信賴的電子商務平台環境

49
，透過如此的立法方式用以保

障、扶植中小企業發展、提升中小型應用程式開發商的數位競爭能力，尤其是在創作

型的經濟平台、行動App開發商。但，現實總是會有意外的發展，如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正在進行中的訴訟即是一例50

。

除了對歐盟數位中小企業、中小App開發商(app developers)的扶植盡一點力外，
在“數位霸權多是美國企業現況下，對於歐盟市場的自由競爭與消費者保護似乎不

太有利＂之觀點下，歐盟於2019年5月公布《數位內容與數位服務供應契約指令》
(Directive(EU)2019/770 on certain aspects concerning contracts for the supply of digital 
content and digital services)51

，期以消弭會員國間法制差異化所造成的交易障礙，減少

跨境電子商務的障礙，統一歐盟境內消費者契約規範(數位內容與服務需符合供應契約
之約定，然是否合於前開契約之約定，由供應商舉證責任，若不合於契約之約定時，

應先請求補正，始得主張解約、減價)，藉此可降低線上中小企業的法律成本，更得使
消費者保護程度趨於一致。

如前所述，歐盟努力的目標，在於推動單一數位市場、保障消費者基本權益並維

49 Recital 7, P2B Regulation.
50 Epic games v Apple: What have we learned? See https://www.bbc.com/news/

technology-57232824 (last visited: 2021/09/26), 起因是Epic games遊戲開發商不滿 
Apple App Store的付費綁定限制與30%的高額蘋果稅，便於於2020年8月逕自在
遊戲中添加自家的支付機制。Apple發現後立即下架Epic games的《要塞英雄》
（Fortnite）app遊戲，Epic Games也隨即控告Apple濫用市場壟斷地位。See, 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 case number 4:20-cv-05640, in the 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

51 Directive (EU)2019/77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May 
2019 on certain aspects concerning contracts for the supply of digital content and digital 
services, OJ L 136, 22.5.2019, p. 1–27,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
TXT/?uri=CELEX:32019L0770 (last visited:202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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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公平競爭環境與提升產業創新和競爭力，但現實的問題是，現存具有強大霸權的科

技公司已經形成寡占之市場支配地位。所以，歐盟希望透過明確具體且針對性的積極

立法來加強規範管制Big Techs在市場的影響力。事實上，法律是要維護一個公平的競
爭市場，因此並不在意Big Techs取得市場支配優勢地位的「結果」52

，畢竟success is 
not illegal；然而反壟斷(Antitrust)相關法規主要是針對Big Techs「是否透過不公平競爭
手段」取得或維持市場支配地位的「過程」。

以目前運行加以觀察，歐盟面對Big Techs相關的不公平競爭行為主要依據
《TFEU》第101條、第102條規範進行處理，然而數位市場變化快速，法律規制有時
緩不濟急；且目前數位平台業者多屬多角化經營、服務提供性質也一樣具多樣化(有
IaaS、PaaS、PaaS)，有時難以合理的界定「相關產業市場(Relevant Market)」定義。
相較於傳統產業的市場

53
通常藉由檢視垂直上下游供應鏈關係及橫向觀察水平競爭廠

商，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相關產業的市場」輪廓。反之，面對多角化經營、跨國界、

跨產業的數位科技網路平台產業，如何定義「市場」則相對異常困難，以Epic games
與Apple之間的訴訟為例，雙方所提出之數位遊戲產業的市場定義，可謂是「一個市
場，各自表述」

54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對Facebook提出反

壟斷訴訟，然而應先釐清的是Facebook應被定位於社群平台、通訊軟體、廣告業者、
又或是金融業者

55
？因此，如何將新興商業模式套用在傳統的競爭法規上，則是執法

機關面臨的一大難題。

52 Big Techs中，「雙寡占」(duopoly)也是常見，如Google和Facebook共同主導數字
廣告(digital advertising)、Microsoft和Google共同主導生產力應用程式(productivity 
applications)、Microsoft和Amazon共同主導公有雲(public cloud)，Amazon和Google
共同主導購物搜索、商品推薦(shopping searches)等市場。

53 傳統的相關市場定義多數都從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兩個面向界定相關市場，即產
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上，具有高度需求替代或供給替代之
商品或服務；而地理市場則以交易相對人可以很容易地選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
之區域為界定。

54 在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一案中，爭點在於Apple是否具備壟斷「遊戲市場」
的地位。Epic Games認為在智能手機市場只有iOS和Android二種系統，而iOS的智
能手機市場是由Apple完全壟斷、Apple對App store及iOS應用程序內獨立的IAP金
流支付方式具有完全的主導權。反之，Apple認為數位遊戲產業界線越來越模糊、
越來越常彼此跨界競爭，因此所有的數位遊戲產業應都屬同一個遊戲市場。法院
最後認為，數位遊戲產業應可分為行動遊戲(智慧型手機)、桌機(PC)、家用主機
(PS5/Xbox)、雲端串流等4個領域。在本案中，法院採用將此次「遊戲市場」界定
在「全球行動遊戲應用交易市場」(global mobile gaming transactions)，也就是僅觀
察Apple與Google的Android作業系統的競爭地位。See https://stratechery.com/2021/
the-apple-v-epic-decision/ (last visited:2021/09/26).

55 Facebook發行Diem Coin(加密貨幣), see https://www.diem.com/en-us/ (last 
visited:202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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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上述的困境，且加上檢討《電子商務指令》(Directive 2000/31/EC)實施後的
缺失等，如《電子商務指令》(Directive 2000/31/EC)免責規範(安全港條款)適用主體
的認定仍未獲得會員國一致的認定標準

56
。且歐盟執委會也自承《電子商務指令》的

規範面對著現代數位市場的快速變動、活絡的數據驅動商業活動(data-driven business)
顯有不合時宜之處，畢竟在2000年發布該指令時，YouTube、Facebook、Instagram、
LinkedIn、Spotify和TikTok等公司甚至都尚未存在。

基此，歐盟執委會試著重塑歐盟境內數位科技的未來，以TFEU第114條(ex 
Article 95 TEC；原EC條約第100a-100d條)規定作為法律依據，於2020年12月15日進
一步提出《數位市場法》(Digital Markets Act, DMA)57

與《數位服務法》(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a Single Market For Digital 
Services (Digital Services Act) and amending Directive 2000/31/EC, DSA)58

草案，期以透

過歐盟相關委員會統整並更新各國現有的不同規範
59
、檢討《電子商務指令》的不足

(ex-post evaluations)與彙整過往歐洲法院相關之判例，用以確立一套歐盟各會員國國
內通用的監管規範，課以不同線上平台服務提供者的責任與義務，為歐盟單一數位市

場打造一個兼顧消費者權益保障與更公平、更開放的數位競爭的環境。

(一) 數位市場法草案之原則—from competition law to “regulation”
要實現維護市場秩序的方式有二，一為事後處罰、二為事前監管，期以預防不當

的競爭行為發生。而針對數位科技產業的競爭環境與其特有的市場競爭行為，歐盟在

DMA草案中明確的以事前的防範與監管替代過往處理違反市場公平競爭行為的事後處
罰、制裁方式，其中最主要的規範即是歐盟執委會有權依DMA對於指定的數位守門人
(digital gatekeeper)課以特定義務與發布禁令。

歐盟執委會在DMA草案提出用「事前監管」代替「事後處罰」的原則性，考量
的背景也是來自數字科技平台(platform)產業的特性。如前所述，數位經濟享有跨國
界、跨產業、橫跨線上和線下的優勢，原本數位科技平台僅中介服務者，但AI技術發
56 Sophie Stalla, Internet Intermediaries as Responsible Actors? Why It Is Time to Rethink 

the ECommerce Directive as Well, i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ONLINE 
SERVICE PROVIDERS 275-293 (2017).

57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OM%3A2020%3A842%3AFIN 
(last visited:2021/09/26).

58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n Contestable and Fair Markets in the Digital 
Sector (Digital Markets Act) COM(2020) 842 final,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uri=COM:2020:825:FIN (last visited:2021/09/26).

59 如德國2017年通過《網路執行法》(Network Enforcement Act)、2020年修正的《電
子媒體法》(Telemedia Act)與法國2020年通過的《打擊網路仇恨言論法》(Lutte 
contre la haine sur internet, Fighting Hate on the Internet)都針對網路平台業者移除非
法資訊或有害資訊的管制法規。



數位經濟發展下流通事業交易行為與競爭法規範之研究 195

達、數據驅動(Data Driven)商業活動中，數位平台將各種數據的使用、蒐集、分析與
應用，形成的產業鏈中數位科技平台服務品質的優化，使消費者產生lock-in的效應，
也因此數據經濟(Data Economy)創造出『大者恆大』、『贏者全拿』數位線上平台服
務提供者，而這些數位平台也幾近壟斷整個數位經濟市場

60
。而這些大的線上平台服

務提供者在其核心服務中也會創造了屬於自己的產業生態系統，不僅有權利決定是否

提供平台服務，其尚有支配所有使用者(包括消費者與使用平台服務之業者)數據的能
力，相對的也具有了支配市場的能力與地位。因此，當線上平台服務提供者扮演著平

台服務提供者與賣家的雙重角色下，在其建構的「花園高牆」(walled garden)，或稱為
「封閉平台」(closed platform)之內，也就不乏出現利用自己核心平台服務，引導消費
者偏向自己的服務與商品，而排除終端消費者使用第三人的商品或服務

61
，即數位平

台利用自己的優勢不法排除競爭對手
62
。歐盟執委會在多次對違反競爭法的數位平台

業者進行調查與罰緩後發現，調查委員會(監管者)與數位平台業者間的訊息不對稱，
導致訴訟程序膠著與冗長，況且經過繁重的調查之後做出的任何決定都證明為時已

晚
63
。

 

DMA 

圖4　數位經濟與歐盟數位市場法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60 Recital 2 of the DMA Proposal. See also Impact Assessment, paras 128–130.
61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sends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to Amazon for 

the use of non-public independent seller data and opens second investigation into its 
e-commerce business practices’ (10 November 2020); Rupprecht Podszun, Philipp 
Bongartz and Sarah Langenstein, The Digital Markets Act: Moving from Competition 
Law to Regulation for Large Gatekeepers, EuCML 2021, 60.

62 Google Search (Shopping) (Case COMP/AT.39740), Commission decision of June 27, 
2017. Jacques Crémer, 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 and Heike Schweitzer,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 – Final Report”, 62 (2019).

63 Joint Research Centre, “The EU Digital Markets Act – A Report from a Panel of 
Economic Experts”, 28 (2021); Margrethe Vestager, “Competition in a Digital Age: 
Changing Enforcement for Changing Times”(26 Jun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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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於現行的觀察，大型數位平台、Big Techs可能利用其市場力量影響新創
企業及其他中小型企業進入數位市場，為期建立一套通用制度，用以促進更公平且開

放之數位市場，以及彌補現行法規之不足，DMA的總體目標即係提升數位科技產業的
創新環境與服務品質、確保公平競爭與公平的定價，同時保障使用者獨立性的選擇權

利
64
。為實現此一總體目標，DMA草案設定3個具體方向65

：(1)確保數位市場的可競爭
性(Contestability of Markets)：即數位市場應該對中小企業、新進入者和創新者保持開
放，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如平台服務提供者不得限制使用者利用其它競爭對手的服

務或轉至其他服務供應商(user mobility)；(2)公平性(Fairness)：確保數位守門人(digital 
gatekeeper)公平對待其他商業用戶(fair bargain)，主要展現在維護雙方權利和義務之間
的平等地位，且數位守門人不應濫用其不成比例的優勢地位，不得利用他們為其提供

中介服務的人之服務和數據，以便在其他市場上提供自己的服務或與其商業用戶競

爭
66
；此外，數位守門人應保持中立地位(neutral intermediation)，不應對自己服務或商

品給予優惠待遇，必要時應將中介業務與其他業務領域分開；和(3)自主決策的獨立性
(Independence of Decision-Making)67

：主要考量自主決策屬於每位參與市場經濟的基

本自由權，而參與市場經濟之主體知悉完整的資訊後，始得自主決策、實質上的選擇

自由，使自由市場機制、私法自治原則在經濟市場保持合於憲法保障的自由價值下運

轉。惟在數據經濟下，使用者係處於被動地位且對平台產生的依賴度也高。因此，所

有參與數位經濟市場者須對其數據享有數據主權(data sovereignty)、始得具備實質上獨
立的選擇、自主決策權，保障企業用戶與使用者間得直接建立聯繫關係，且政府應保

護所有使用者免於受數位守門人不當的制裁。

準此，DMA即制定一套認定大型網路平台之標準，而符合該標準者則被指定為
守門人(Gatekeepers)，且其主要管制對象是即是該指定gatekeeper。關於Gatekeepers的
指定標準有二：(1)提供核心平台服務(core platform services)，作為商業用戶與消費者
間的關鍵交流管道

68
；(2)對市場具支配地位69

，其中包含其規模大且於歐洲內部市場

64 Recitals 25 and 79 of the DMA Proposal. For the intervention logic underlying the DMA 
Proposal, see Impact Assessment, 31.

65 Article 1(1) of the DMA Proposal.
66 Article 10(2) and also Article 7(6) and recital 57 of the DMA Proposal.
67 Rupprecht Podszun, Philipp Bongartz and Sarah Langenstein, “The Digital Markets 

Act: Moving from Competition Law to Regulation for Large Gatekeepers”, EuCML , 
62(2021).

68 核心平台服務包含著提供中介服務、搜索引擎、社交網絡服務、影片分享平台服
務、無線串流平台、操作系統、雲計算服務或廣告服務等八類，see Article 2 of the 
DMA Proposal.

69 Article 3(1) and also Article 3(2) of the DMA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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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重大影響力、該中介服務是商業用戶用以連接終端用戶的重要樞紐，及該平台服

務在產業中具備長久穩固的地位。DMA第3條第2項並為市場支配地位訂出三大量化
門檻(quantitative thresholds)70

：當網路平台服務所提供的核心服務，(1)過去3年財報
中，於歐盟區域內年營業額達65億歐元或在上一年度市值達650億歐元，則該平台具
影響力(以營業額/市值表示對市場的影響力)；(2)該平台提供的核心服務於歐盟地區
每月活躍使用人數達4,500萬，或活躍商業用戶數達1萬者，則以依賴用戶的數量認定
平台服務屬於重要樞紐的地位；(3)在過去3個財報年間，每年皆能達到上述兩個標準
門檻者，即屬在該產業中有長久穩固的地位。若符合以上三大量化門檻者，則推定為

gatekeeper。歐盟有意引入此量化門檻係用以避開傳統競爭法中產業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範圍與支配地位界定的難題，該推定也巧妙迫使數位平台業者揭露相關信息，
減少數位平台業者與監管者之間存在訊息不對稱的地位，進而同樣可以有效達到維護

公平市場的一種監管手段。

若大型或超大型網路平台被指定為gatekeeper，則依DMA課以第5條與第6條的
法定義務，其中有：禁止守門人結合使用資訊

71
、守門人不得禁止商業用戶在不同平

台上定不同價格與不同條件
72
、守門人不得要求商業用戶須透過平台內建的交易流

程或應用程式進行交易，亦不得要求使用者必須登入其平台以進行交易(限制引導條
款，anti-steering provisions)、禁止守門人在搜尋結果中優先呈現自家產品或服務、避
免要求商業或消費用戶訂閱或註冊平台其他服務、禁止對商業用戶實施不公平或歧

視性行為、對於提供廣告服務的守門人應遵守透明性義務、遵守「可交互運作性」

(interoperatability)及「資料可攜性」(data portability)原則73(此義務可視為GDPR的延
伸，即使用者有權檢視、編輯並移轉儲存在平台上的資料)、守門人如欲併購或收購其
他企業，須先行取得歐盟執委會同意等等。若平台未能遵守規範，除了可能面臨罰款

(最高達全球營業額10%)外(第26條)，對於屢次違反DMA的平台有可能會面對結構性

70 See Article 3(2) of the DMA Proposal;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n promoting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for 
business users of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COM(2018) 238 fi nal (P2B-Regulation), 
page 1.

71 本條所禁止的行為，乃是基於德國Bundeskartel lamt依德國競爭法(German 
Competition Act)第19條第1項之規定，禁止Facebook運用其社群網路再未經用戶
的同意下，利用旗下的公司Oculus、Masquerade、WhatsApp、Instagram等蒐集用
戶的個人資訊，嗣後再與Facebook.com的資料做整合利用一案；Bundeskartellamt, 
Case B6-22/16 Facebook (2019); Higher Regional Court of Düsseldorf, Case VI-Kart 
1/19 (V) (2019); Federal Supreme Court, KVR 69/19 (2020)。

72 禁止廣義的最惠國條款(wide Most-Favoured-Nation (MFN) clauses). Commission, 
Annexes 110-111.

73 See Article 11(2)、(3) of the DMA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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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structural remedy) (如拆分企業)的後果(第16條)74
。

綜上，現實上的大型或超大型提供平台服務之企業利用其所提供的核心平台服

務，作為商業用戶與消費者間的主要的交流管道，以強大的網路效應自然創造出網路

經濟生態系統，透過彙集更多的網路用戶、創造更巨大流量、蒐集更多的用戶數據、

進行分析、演算，建立有效的競爭策略，強化自己的市場競爭優勢與影響力，也透過

這個優勢地位進行不公平競爭行為。DMA試著將競爭法事後處罰措施轉化成事前管
制，課以數位守門人之義務，用以為中小企業、中小應用程式的開發商創造公平的市

場競爭環境，也透過立法靈活的解決在數位市場上界定產業相關市場之難題，期以保

障歐盟內部數位競爭市場的健全化。

(二) 簡介數位服務法草案及重點摘要
DSA處理的面相，一方面偏重於重新分類網路服務提供者及其對第三方內容的責

任(Directive 2000/31/EC的2.0版)，另一方面要求網路服務提供者重視網路使用者的權
利、提出新的監管架構。準此，DSA草案分為5章：(I)一般規定，(II)網路中介服務提
供商的責任，(III)透明、安全的線上環境之盡職調查義務(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IV)相關的實施、合作、罰則與執法，(V)附則。其中，為保障消費者網路使用的基本
權利及強化服務平台的透明性，DSA對於數位服務提供者的監理態度也從過往《電子
商務指令》時代處於消極的監管方式，轉化為積極監管，對提供「不同種類的數位服

務者」，依其角色、規模及影響力，訂出4類不同的規範主體，並採取差異性的義務
規範設有不同的累加義務(additional obligations)，係為避免對於微型或小型企業加諸過
嚴的義務與責任，希冀達到促進中小企業的創新發展

75
。分述如下：

Intermediary 
services 

services 

Online 
 

Very large 
online 

 

圖5　數位平台與電子商務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74 Article 16(2) of the DMA Proposal, Recital 64 of the DMA Proposal.
75 Recital 43 of the DSA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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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網路基礎設施的網路中介服務者(Intermediary services)，如網域名稱受理註冊機
構、ICANN。

2. 資訊儲存、提供雲端及主機託管等服務提供者(Hosting services)。
3. 電子商務、共享經濟、應用程式商店及社群媒體等線上平台者(Online platforms)。
4. 具散布不實資訊，且對社會資安具有之高度風險的超大型線上平台者(Very large 

online platforms)76
。

在DSA草案的第3條至第5條乃係針對網路中介服務提供者的定義與責任，其
與《電子商務指令》第12條至第14條的規定原則上相同，一樣是採取「通知/行動
(notice and action)」機制的限制性責任(limited liability)77

立場，即提供單純連線(mere 
conduit)、快速存取(caching)及資訊儲存託管(hosting)的中介服務提供者原則上對於第
三人所提供的不法行為與不法內容不負責任。蓋為維護網路生態健全發展，網路服

務提供者處於中立(neutral)、技術(technical)，並未扮演積極的角色(active role)，即不
課予網路中介服務提供者監控第三人的內容或主動審查疑似不法行為的一般義務(no 
general obligation to monitor)(DSA草案第7條)。

其中，DSA第5條第3項排除免責規範之適用亦係依據歐洲法院歷年相關之裁判
回溯(ex post)增訂入法78

，即若hosting servics提供電子交易平台給消費者與企業經營
者締結遠距契約，若該平台所提供商品或服務之資訊導致一般且合理知悉的消費者

(average and reasonably well-informed consumer)信賴該資訊係由hosting services自己
所有或係由平台授權或控制下所為者，則該hosting services對於消費者保護法規所定
之責任，並不適用本條第1項免責規定79

。DSA草案第8條至第13條明定網路中介者
76 所謂超大型的線上平台是指用戶數超過四千五百萬人(約莫占歐盟總人口數的10%)
的平台，See Article 25 of the DSA Proposal.

77 電子商務指令(Directive 2000/31/EC)第12條至第15條移至DSA第3條至第7條。
78 如Wathelet一案，歐洲法院認為應將銷售的中介者(intermediary)當作《歐體消費物
買賣指令》（Directive 1999/44/EC）中的銷售者，用以保護消費者權益；CJEU, 9. 
11. 2016, Wathelet, Case C-149/15, paras 40-42、BGH GRUR 2016, 209, 211；CJEU, 
12.07.2011, L'Oréal SA and others v eBay, Case C-324/09，此歐洲法院認為ebay作
為電子商務平台者，卻沒有善盡適當的管控阻止其交易平台使用者之商標侵權行
為，使該交易平台上販售L'Oréal仿冒品，ebay還「主動」購買網路關鍵字廣告、
並「主動」協助交易平台使用者找到仿冒L’oreal品牌之商品，因此歐洲法院認
為，ebay網路交易平台業者應為商標侵權行為負責。

79 本條項與德國電信媒體法(Telemediengesetz)網路服務提供者採用第三人的內容作為
自己的內容(sich zu eigen machen)，則應承擔其內容的責任。對於網路服務提供者
是否採用第三人的內容作為自己的內容，應以一般平均網路用戶在綜合考慮所有
情況的基礎上客觀判斷來做觀察；BGH Urteil vom 18.06.2015, Az.: I ZR 74/14。另
外，在Bolger v. Amazon.com, LLC一案((2020) 53 Cal.App.5th 431 (Bolger))，加州上
訴法院似乎也採如是之見解，若amazon提供的資訊足以引起一般消費者正當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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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ediary services)應負之義務，略有：依執法機關或法律之要求，網路中介服務提
供者有義務對違法內容(illegal contents)立即採取行動80

及提供資訊、設立單一聯絡窗口

及法定代表人(必要時)、應於服務條款明確載明使用者資訊揭露的範圍(如任何涉及內
容審查的方式、措施與工具，包括演算法(algorithm)的運作決策與人工審查)及定期公
開透明性報告等義務

81
。

如前所述，DAS係針對不同的規範主體制定不同的累加義務。因此，就Hosting 
services與online platforms所附加之義務有：設置更易於使用的使用者標誌(「通知」)
機制

82
、並負移除或封鎖資訊接取不法內容與行為等義務(第14條、第15條)。
就線上平台(online platforms)的部分，立法者再增加第17條至第24條的義務：建

立內部申訴機制(Internal complaint-handling system)、訴外爭端解決機制、信任舉報機
制、通報刑事犯罪、審核第三方供應商的資訊(KYBC、第22條)、說明廣告推薦演算
法所使用之「主要參數」等。

DSA草案特別加重「非常大型線上平台」之義務(第26條至第33條)，要求建立風
險管理機制、法遵外部稽核(Independent audit)、揭露推薦系統之透明性、提供使用
者對存取資訊之選擇權、揭露廣告投放(targeted advertising)及演算法系統(algorithmic 
system)的透明性、與政府機關及研究人員分享必要的資料等。若網路服務提供者違反
義務，歐盟維持以課責(accountability)方式為健全數位市場的原則，依裁罰單位與對象
不同，分別規定於草案第42條、第59條、第60條，最高可處罰至前一會計年度總營業
額6%，較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罰則的最高上限是4%，更高一些。

此外，DAS草案加強了行政主管機關的監理機制，各會員國應設置代表國家的數
位服務協調官(Digital Services Coordinator)83

，由各國家的數位服務協調官組成獨立指

導機構「歐洲數位服務委員會」(European Board for Digital Services)，負責溝通、協
調、調查歐盟境內數位市場的環境，且若數位服務協調員認為網路服務提供者的違規

行為恐致有危害生命或人身安全之虞，則有權命令該服務提供者暫時停止服務(第41
條)。
二、日本制定《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之經緯二、日本制定《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之經緯

(一)日本流通系列之全球化因應之道
日本之流通系列及其慣行(practice)，向來成為日美構造問題協議的重大議題。因

其參與買賣過程，則數位服務提供者亦應對消費者負起損害賠償責任。
80 惟該草案並未明確定義「違法內容(illegal contents)」，且由誰界定何種內容屬有害

(harmful)、何種屬「非法」？
81 免除微型企業與小型企業提出透明性說明書，see Article 13 (2) of the DSA Proposal.
82 Recital 40 of the DSA Proposal.
83 National authorities, such as authorities consumers and markets, e.g. Dutch Authority for 

Consumers and Markets (A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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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本的原有交易慣行，加上特有的流通系列，掌控流通上下游的各個交易環節，外

國貿易商很難融入日本的交易社會，例如，價格、供給量限制、買入數量等之壟斷，

以及綁標問題等，違反競爭法規範，而備受爭議。早於1990年6月之協議，日方提出
最終報告，強調 占禁止法之運用應確保透明性之要求。因此，進而推動有益於市場

開放，更觸動行政透明性、監管(規制)透明性、市場透明性、證券市場透明性等方向
之檢討

84
。故公正取引委員會於平成3年7月11日(1991年)頒布「獨占禁止法對於有關

流通、交易慣行之指南」(流通•取引慣行に する 占禁止法上の指針)85
，以求匡

正之。然而，時隔十年，流通交易慣行卻依然維持著，未見改進。寡占的大規模製

造商，以流通系列化為前提，對於流通業者之交易居於支配的地位，其一連貫地的流

通交易慣行，依 占禁止法之規定，即有幾點違反之疑慮：1.轉售價格之維持行為、
2.折扣之支給成為流通支配的手段、3.具有優勢地位之(大型)零售業者，利用其地位
而給多供貨業者不利益之對待等等

86
。故，1991年頒布之指南(guideline，日文：指針)

歷經5次改正，最終於平成29年(2017年)第6次改正，即揭示有關流通•交易慣行，各
國固然有其歷史及社會發展之背景及特色，但是在日本為因應全球化(globalization)經
濟活動，並兼顧技術革新之必要，使得事業者能夠發揮其創意，並更加保障消費者利

益，以及促進公正且自由的競爭，讓市場機能十分顯著地展現，故本次之改正，對於

事業者及事業者團體之 占禁止法之違反行為，得以防患於未然，亦有助於經濟活動

得以適切地展開
87
。

至於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數位市場之因應策略
88
，則更進一步地顧及數位市場之

雙邊市場問題，在制定《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之前，先行調查有關

流通•交易慣行之主要事件審查，並憑以為該法之指定特定數位平台之依據(詳本節下
述(四)之2)。

84 川浜昇，「 禁法運用之透明性」〔特集：市場開放と 禁法の課題〕，法律時
報，通卷815號，1994年66卷7號，17(1994)。

85 「獨占禁止法對於有關流通、交易慣行之指南」(流通‧取引慣行に する 占
禁止法上の指針)，https://www.jftc.go.jp/dk/guideline/unyoukijun/ryutsutorihiki.html 
(last visited:2021/10/31).

86 高橋岩和，「流通業と經濟法」，〔日本 濟法學會編 濟法講座Ⅰ 濟法の理
論と展開〕，三省堂，207-209(2002)。

87 「獨占禁止法對於有關流通‧交易慣行之指南」(流通‧取引慣行に する 占禁
止法上の指針)，https://www.jftc.go.jp/dk/guideline/unyoukijun/ryutsutorihiki.html.

88 請參照「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數位市場之因應策略」(デジタル市場における
公正取引委員 の取組)(令和3年(2021年)2月17日)，https://www.jftc.go.jp/dk/digital/
index_fi les/digital_torikumi.pdf (last visited:202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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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公正取引委員會有關流通•交易慣行之主要事件審查

事件名稱
(相對人)

行為之概要 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對應

1. Amazon Japan合同會
社事件

相對於自己係交易上地位較為
低劣之某供貨業者(本件供貨業
者 )，依據簽訂之庫存補償契
約，該契約訂定的補償金額，
係實施從本件應支付供貨業者
金額加以減去等行為。

公正取引委員會認為確認手續
之通知，雖然該確認計畫

89
經過

認定申請，當計畫符 占禁止
法規定之認定要件，因而認定
該計畫。再者，該計畫實施以
後，對於本件供貨業者之內的
大約1,400社，已歸還總額約20
億 價值之金額。（令和2年9
月10日）

2. 樂天株式會社事件 於「樂天市場」，一次的合計
預約金額為含稅3,980 以上(沖
繩、離鳥等收件人則含稅9,800
以上)之情形，於商碞的販賣

價格，則實施「運費免費」之
施策。

公正取引委員會向東京地方法
院，申報對樂天實施緊急停止
命令(令和2年2月28日)。之後，
樂天以所謂「共通的內含運費
基準」之施策，公表可由出貨
事業者自行判斷參加與否之選
擇，並對東京地方法院緊急命
令於相關手續中即表明接受該
意旨，故本件緊急命令之申報
雖然已撤銷，但違反涉嫌行為
仍繼續審查中。(令和2年3月10
日)

3. 樂天株式會社事件 與住宿設施之經營事業者的契
約中，於樂天線上預約網，揭
載房間之最低數量之條件，或
住宿費及房間數量經由其他線
上預約有同等或較為有利之條
件

90
，均有明定條款。

公正取引委員會認為既然有確
認之手續通知，依樂天確認計
畫之認定申請而言，該計畫符
合 占禁止法規定之認定要
件，因而認定該確約計畫

91
。

(令和元年10月25日)

89 日本獨占禁止法於平成28年(2016)改正，所導入的制度，規定於第48條之2至之9，
係由公正取引委員會所規定通知程序，對於硬蕊卡特爾(hard core cartel)以外，亦
即非屬不當的聯合行為之事件，由被疑違反行為人作成被疑違反行為之排除措施
計畫，向公取委申請認定，經過公取委就該排除 施計畫等事項為適切之認定。
經過認定後，即不適用處罰課徵金。同時，公取委於平成30年(2018年)9月6日頒
布「確約手續之對應方針」(確約手 に する 方針)，https://www.jftc.go.jp/
dk/guideline/unyoukijun/kakuyakutaiouhoushin.html (last visited:2021/10/31).；白石忠
志， 禁法講義〔第9版〕，有斐閣，17-18(2021)。

90 由於「確約計畫」係日本為加入「環太平洋貿易夥伴」(TPP)而導入的制度，所謂
同等性條件，或是最惠國待遇條款之謂。村上政博， 占禁止法〔第9版〕，弘文
堂，534-535(2020)。

91 「確約計畫」於 占禁止法之相關人之間，依英語「commitment decision」，譯為
「確約決定」，係因「commitment」譯為「確約」，早已是日本國內約定俗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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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名稱
(相對人)

行為之概要 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對應

4. Amazon Japan合同會
社事件

與出產商之利用契約，變更為
出產商所有的商品，授以最低
１百分比為１積點，該積點分
數則歸入出產商原有所負擔本
金之意旨為內容。

該利用契約經過修正而調查完
畢。（平成31年4月11日）

5. Airbnb•Ireland•U•C
及Airbnb Japan株式會
社事件

A i r b n b與交易相對人間之契
約，該交易相對人事業者利用
揭示，但是其他民宿服務仲介
端之API之民宿服務資訊則有限
制規定，似有限制該交易相對
人事業者之事業活動之嫌疑。

該規定所適用權利放棄措施，
已經急速地改進並提出申報，
判斷該措施對違反 占禁止法
之嫌疑得以解除，確認該措施
已經改進而審查終結。(平成30
年10月10日)

6. 與手機業者契約關於
預約Apple iPhone事
件

根據與NTT docomo、KDDI及
Soft  Bank之契約，關於預購
iPhone之數量，似有限制該3公
司事業活動之嫌疑。

由於已申報該契約一部修正，
認為得以解除違反 占禁止法
之嫌疑，而終結該審查。(平成
30年7月11日) 

7. 大家的Pet Online株式
會社事件

對自己公司的寵物仲介，利用
傳真的方式，而自己公司以外
之寵物仲介則限制揭露狗、�
之資訊。

由於已自發性採取改善措施意
旨之報告，認為得以解除違反
占禁止法之嫌疑，而終結該

審查。(平成30年5月23日)
8 .  A m a z o n  S e r v i c e s 

International 預約事
件

Amazon.co.jp與相關出版社間於
官網上配送電子書籍之契約，
無論價格或各項商品，皆定有
同等性條件。

由於已自發性採取改善措施，
不行使有關該義務之報告，判
斷該措施對於競爭之影響之懷
疑得以解除。(平成29年8月15
日)

9. Amazon Japan合同會
社事件

與Amazon market press之出品者
間之契約，無論價格或各項商
品之同等性條件，似有限制該
出品者事業活動之嫌疑。

由於已自發性刪除該條件等內
容之措施，並急速地提出申
報，判斷該措施對違反 占禁
止法之嫌疑得以解除，確認該
措施已經改進而審查終結。(平
成29年6月1日)

(二) 立法背景–“提升數位市場透明性及公正性＂之內閣會議決定
近年來，基於數位技術的交易極大地改善了用戶進入市場的機會，尤其是數位平

台在此類交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人們對數位平台市場仍有些擔憂，例如

透明性和公平性即嫌不足。在此背景下，日本 產業省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面臨日益發生巨大變化的數位平台商業活動，一直努力地推動
數位平台市場規則之制定，期以構建幫助利益相關者，俾能分擔他們面臨的挑戰的框

慣行。同時，對於相對人予以較強的約束，而期待其遵行 禁法規定，不實施制裁
金之制度，在歐盟(EU)亦可見其施行經驗。白石忠志，獨占禁止法〔第3版〕，
603註8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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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並針對數位市場進行全面調查。

有鑑於此議題，日本政府內閣會議決定於2018年6月15日公布之《未來投資戰略
2018》，說明擬透過整備規則以活化競爭環境，將以實現透明性及公平性(日文：公正
性)為目的，進行相關規範之整備，並規劃進行大規模調查，藉此掌握實際交易狀況。
同時，在日本政府因應數位平台之快速興起之浪潮，數位平台市場已然呈現出寡占現

象，是以，依據「未來投資戰略2018」，因此 產業省、 務省及公正取引委員

於同年7月組成「數位平台業者交易環境整備檢討會」（デジタル プラットフォー

マーを巡る取引環境整備に する 討 ）
92
，主要進行檢討之任務，乃在於「對於

平台型商業之興起，應行對應之規則整備工作：平台之寡占化快速推進當中，新的平

台型商業紛紛創新而出。為了整備活潑化的競爭環境，特定的平台已經移向可攜帶或

開放型的自由接續在應用軟體介面(API)之上，對於中小企業或者投機活動等，應加以
整備，俾以達到公平且自由的透明性競爭環境，並可促進創新事業得以法令鬆綁(日
文：規制緩和)，例如進入市場條件之鬆綁，還有數位平台的社會責任、對於利用人
確保其公平性等，在今年之內，制定基本原則，據此而早日提出具體的措置」

93
。接

續，由 產業省、公正取引委員 、 務省，共同就競爭政策、資訊政策、消費者

政策等夙有見地、經驗的學者專家，成立了有關數位平台之交易環境整備檢討會，逐

項完成各項工作。茲略述如下：

1. 平成30年7月 1. 成立有關數位平台之交易環境整備檢討會，就數位平台所涉
及課題，作對應方案，並整理各項論點。

2. 平成30年11月5日 2. 發布檢討會之中間論點整理案。
3. 平成30年12月12日 3. 中間論點整理之發布。
4. 平成30年12月18日 4. 發布「對應平台型商業興起法令整備之基本原則」(公正取引

委員 、 產業省、 務省)。

至於「對應平台型商業興起法令整備之基本原則」之內容，有下列幾點：

1. 有關數位平台法律之評價的觀點
(1) 提供社會經濟不可欠缺的基盤(essential infrastructure)94

；

92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2019/dec/191217_dpfgl_11.pdf (last 
visited:2021/10/31).

93 https://www.jftc.go.jp/dk/digital/index_files/digital_torikumi.pdf，公正取引委員 ，
令和3年(2021年)2月17日發布。(last visited:2021/10/31).

94 依據日文漢字為「不可欠基盤」，著者參酌有關競爭法上「essential facilities」理
論，日文通譯為「不可欠設施」，公平交易委員會則使用「樞紐設施」；而基礎
建設則先由美國通信基礎建設之infrastructure 而來，故著者於此先暫用相關英文，
俾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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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數消費者(個人)或事業參加的場域，係以設計為主的經營與管理而存在；
(3) 上述的場域，本質上於操作性或技術，即有不透明性問題。
2. 促進平台商業適切地發展。
3. 為了確保相關數位平台之公平性，必須實現其透明性
(1) 大規模並且係全面性徹底地調查，以把握交易的實況；
(2) 為了支持各部會於法執行或政策草案之能力，應設立有關數位技術或商業等多樣性
具有高度知識見地之專門組織，未來並應定期作檢討工作；

(3) 例如，一定的重要性法令或交易條件之揭露或明示等，尤應從確保透明性及公平性
之觀點，導入相關的規範並隨時進行檢討。

4. 數位平台相關之公平且自由競爭之實現
(1) 以資料或革新為考量而審查企業結合問題；
(2) 適用優越地位之濫用規制時，應考量其與消費者之關係如何而判斷。
5. 檢討資料之移轉與開放之法令。
6. 建構衡平性、柔軟性並且具有實效性之法令。
7. 調和與具有國際法性質法律之間的理想方案。

然而，由於令和元年 (2019年 )6月21日內閣會議決定，提出努力實現社會
5.0(Society 5.0)95

與數位市場之法令整備之要求。尤以在針對數位平台事業之因應方

面，一再強調為了日益激進的全球化，對於數位市場之市場競爭的評價，各部會應

橫向地組織具有多樣性且高度性知識的專家學者，早日成立有關國內外資料數位(data 
digital)市場的專門組織。

同時，在《 占禁止法》
96(Antimonopoly Law)方面，數位市場內資料蒐集之

能力，必須列入企業結合審查之中；為了確保數位市場特有的交易慣行(business 
practice)等之透明性及公平性的法律制度，預計在2020年國會(眾議會)常會提出「數位
平台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規(暫定)」；現行之《 占禁止法》有關優

95 日本內閣府發布的（Society 5.0），係分別狩獵社 （Society 1.0）、農耕社
（Society 2.0）、工業社 （Society 3.0）、情報社 （Society 4.0）而來、朝向第
５期科 技術基本計畫，而成為日本邁向未來社 所提唱的目標。https://www8.
cao.go.jp/cstp/society5_0/index.html (last visited:2021/10/31).。近年來由於科技快速
推進，各國紛紛擬定新的國家戰略，例如美國喊出「再製造」，德國力推「工業
4.0」，中國揭示「中國製造2025」，日本卻在這波熱潮中缺席。2016年，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首度對全世界宣布未來願景，提出2030年「社會5.0」。在以人為本的
思惟下，建立串聯AI、機器人、物聯網等科技的超智能社會，藉此重返經濟強權
地位，並引起歐盟、美國、中國關注。遠見雜誌2019-11-29，https://www.gvm.com.
tw/article/69617 (last visited:2021/10/31).。

96 《私的 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 する法律》（昭和二十二年法律第五
十四 ）https://www.jftc.go.jp/dk/guideline/lawd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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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地位之濫用規制，亦須於2019年夏天之前，整理出適用於數位平台事業與消費者交
易時之理想方案，並整備具有執行可能之體制。

接續，公正取引委員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為貫徹閣議之成長戰略，應對數位
平台之交易慣行作實況調查，並先偏重在線上物流商城以及應用軟體商店等方面進行

之(デジタル プラットフォーマーの取引慣行等に する 態調 (オンラインモー
ル アプリストアにおける事業者間取引)について)97

。依據令和2年(2020年)7月17日
內閣會議決定，其中數位市場之因應項目3-(2)-i-④，對於數位平台事業違反《 占禁

止法》行為，更要加強法律執行力，同時整備事件審查部門以及企業結合審查部門之

體制，積極地養成、聘用具有數位領域專門知識的人材。另者，亦應加強與國外競爭

法當局之連繫與合作事宜。

是以，公正取引委員 自令和2年(2020年)4月1日起，成立數位市場企畫調查室，
徹底進行調查，並掌握有關數位市場大規模且全面性的交易實況；積極延攬外部專家

學者，大幅度地蒐集相關資訊。另外，設置高級審查專門官，專司數位平台事務，負

責數位平台事業涉嫌違反《 占禁止法》之事件，以及蓄積有關數位領域審查之專門

知識(know how)。
(三) 《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之規範要點

為提升數位平台之透明性及公平性，《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

(特定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の透明性及び公正性の向上に する法律)（Specific 
Regulations Under the Act on Improving Transparency and Fairness of Digital Platforms, 
TFDPA）於2020年5月27日制定，2020年6月3日頒布，2021年2月1日實施98

。

《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於對外宣傳時，咸稱為《交易透明化

法》
99
，共計25條加上2條附則，規定了數位平台交易的供應與使用關係之各個事業及

個人，主要有1.利用數位平台之事業者、2.利用數位平台之消費者與3.經營數位平台之
事業者等三方之交易規範，以及 產業省(主管機關)與公正取引委員 介入數位平

台場域，各方關係人進行交易時的必要措施。依《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

法》第2條規定數位平台相關的名詞定義，為了避免各專家學者翻譯不同，除了「デ

97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2019/oct/191031_2.html，公正取引委員
，令和元年(2019年)10月31日發布。(last visited:2021/10/31). 其中“デジタル プ

ラットフォーマー”係指數位平台事業者(digital platform operator )；而“デジタル
プラットフォーム”則為數位平台(digital platform)；另外，“オンラインモール 
アプリストア”則指線上應用軟體商店(online application store)。

98 https://www.meti.go.jp/policy/mono_info_service/digitalplatform/index.html， 產業
省，令和3年(2021年)2月17日發布。(last visited:2021/10/31).

99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04/20210401003/20210401003.html， 產業省，
令和3年(2021年)4月1日發布。(last visited:202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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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係由「digital platform」作為外來語，臺灣各界亦習以「數
位平台」為名之外，其他則保留並直接借用日文漢字，期望未來立法類似法律時，可

參照原文，並改以較符時宜之定義，同時該法法條條號，亦遵循原頒布時之第1條、
第2條、第3條等次序，合先敘明。茲分別介紹《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
法》規範數位平台之供應與消費關係的各關係人：

1. 「數位平台」(digital platform)：係以多數人得以利用，預定使用電子計算機
(computer)處理資訊，並於此場域內提供商品、服務或權利(以下簡稱為商品等)。

2. 「提供者」(providers)：係指利用數位平台之服務而提供商品等之人。
3. 「被提供者」：係指接受提供者提供該商品等之人。
4. 「利用者」：係指利用數位平台之人。
5. 「商品等提供利用者」：係指利用數位平台而藉以提供商品等之人。
6. 「一般利用者」：係指商品等提供利用者以外之人。
7. 「數位平台提供者」：係指單獨或共同提供數位平台之事業。
8. 「特定數位平台提供者」：係指依《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第4條
所指定之數位平台提供者。

是以，《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第1條之立法旨意，即在規範
「數位平台提供者」之自主性及自律性，尤其促進「特定數位平台提供者」之間公平

且自由競爭之環境。《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既然以有關「特定數位

平台提供者」之規範為名而立法，故先介紹部分條文規定：包括要求「特定數位平台

提供者」揭露契約條款和交易條件等資訊，確保經營數位平台的公平性，提交關於業

務運營現狀的年度報告，並進行自我評估(第4條～第5條參照)。同時，《提升特定數
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力促 產業省部長根據年度報告和其他資訊，在企業用

戶、消費者和學術界的參與下審查數位平台的業務營運，並公佈評估結果。(第6條～
第9條、第12條參照)。當然，「特定數位平台提供者」亦可依符合條件之下，申請解
除被指定之列，而獲得 產業省之取消指定(第10條～第11條參照)。

此外，《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要求政府鼓勵數位平台提供者及

其客戶在這些數位平台提供者自願和積極努力的基礎上促進相互理解，並由政府做出

最低限度的必要承諾(第17條參照)。茲略述基本理念及重要條文規定如下：
1. 基本理念

《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之基本理念，認為政府應從數位平台提

供者那裡獲得最低限度的必要承諾並對其實施監管，其根本在於數位平台提供者必須

採取自願和積極主動的努力來提升數位平台之透明性及公平性，而採用“共同監管＂

方法，即根據法律規定總體框架，並將細節留給事業為自律性行動。

《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第3條即宣示基本理念，係為提升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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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透明性和公平性之措施，應當寄予數位平台與利用者之便利性不斷增益，而日本

經濟社會之活力能夠提升並持續發展，因而數位平台提供者必須自主地和積極地努

力，以提升數位平台之透明性及公平性為基礎，通過國家參與以及規制係以必要最小

限度為之，數位平台提供者之創意與精神得以發揮，並促進數位平台提供者與商品等

提供利用者之間，於業務關係中之相互理解，同時考慮到數位平台有助於提升使用者

之利益。

2. 受監管目標
《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第4條規定，經濟產業大臣應指定數位

平台提供者為數位平台提供者，該提供者根據內閣令規定之數位平台提供場域之類

別，提供其業務規模超過內閣令規定之規模的數位平台提供者，根據數位平台產品銷

售總額、用戶數量和其他業務規模指標，努力提升數位平台之透明性及公平性。將其

透明性及公平性與其他數位平台相比必須顯著提升之數位平台提供者，經過經濟產業

大臣指定為「特定數位平台提供者」，並受到特定法規的約束。但是，指定係介入規

制之手段，應根據《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保護供應商和其他服務之

使用者之利益之必要性，並限於必要之最低限度範圍為之。

3. 指定數位平台提供者應扮演的角色
《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第5條規定，要求特定平台供應商披露

交易條項和條件以及其他資訊，以自願的方式制定程序和系統，並在每個財政年度提

交一份關於他們所採取的措施和業務概覽報告，並對其進行自我評估。

4. 行政機關應發揮的作用
《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第9條規定，要求主管機關（ 產業

省部長）根據提交的年度報告審查平台運營的現狀，並將評估結果與報告概述一起公

佈。在此類審查中，預計行政當局將與目標數位平台提供者的學術專家、客戶和消費

者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進行訪談，以聽取他們的意見並鼓勵利益相關者分享挑戰並促

進相互理解。

另外，《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第13條規定，授權 產業省大

臣在發現數位平台提供者可能涉嫌參與任何違反 占禁止法的案件時
100
，要求公正取

引委員 根據 占禁止法採取適當措施
101
。

100 
參照「公正取引委員 對於數位市場之對策」(デジタル市場における公平取引委
員 の取組) https://www.jftc.go.jp/dk/digital/index_fi les/digital_torikumi.pdf，公正取
引委員 ，令和3年(2021年)2月17日發布 (last visited:2021/10/31)。

101 參照「關於數位平台事業與消費者提供個人資料等交易中濫用優勢地位之 占禁
止法概念之要點」(「デジタル プラットフォーム事業者と個人情報等を提供 す
る消費者との取引における優越的地位の濫用に する 占禁止法上の考え方」
のポイント)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2019/dec/191217_dpfgl_21.
pdf，公正取引委員 ，令和元年(2019年)12月發布(last visited:202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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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規定的指定業務
產業省發布2021年4月1日《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規定的指

定業務
102
，必須採取必要措施，確保數位平台經營事業與數位平台利用者之間交易的

透明性和公平性。爰以指定數位平台事業，予以法律監管。同時，並設立諮詢台，為

使用數位平台事業的諮詢，提供解決方案。

1. 背景與目的
近年來，數位平台顯著地在改善用戶市場進入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針對交易透明性和公平性程度其低而擔憂，例如交易契約之條款和條件的變化，以及

某些市場無正當理由拒絕交易，《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於2021年2
月1日施行，第4條規定對於特別需要提升交易透明性及公平性的數位平台提供者，需
要被指定為「特定數位平台提供者」，並受到法律上監管。

2. 被指定為受監管的「特定數位平台提供者」事業
指定為「特定數位平台提供者」之事業(以下簡稱指定事業)，即需根據《提升特

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規定，公開交易條件等資訊，建立自主性程序和制

度，並說明所採取的措施和業務大綱。同時，需要提交1份帶有自我評估的報告。

表12　指定為「特定數位平台提供者」之事業

(1) 綜合物流銷售線上商場
被指定事業
Designated digital platform providers

（參考）該事業提供之綜合物流銷售線上商場
Reference: Comprehensive online shopping malls 
selling goods provided by the relevant provider

アマゾンジャパン合同 社
(Amazon Japan G.K.)

Amazon.co.jp
(Amazon.co.jp)

天グループ株式 社
(Rakuten Group, Inc.)

天市場
(Rakuten Ichiba)

ヤフー株式 社
(Yahoo Japan Corporation)

Yahoo!ショッピング
(Yahoo! Shopping)

(2) 應用軟體商店
被指定事業
Designated digital platform providers

(參考）該事業提供者所提供的應用軟體商店
Reference: Application stores provided by the 
relevant provider

Apple Inc.及びiTunes株式 社
(Apple Inc. and iTunes K.K.)

App Store
(App Store)

Google LLC
(Google LLC)

Google Playストア
(Google Play Store)

102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04/20210401003/20210401003.html， 產業省，
令和3年(2021年4月發布(last visited:202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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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立數位平台交易諮詢台
作為有效運作《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的努力方向之一，專門為

使用數位平台的事業（開店、開發商等）處理交易問題等方面的疑慮和諮詢，設立了

諮詢員聯絡方式，給予免費答覆並提供建議：

(1) 關於如何提問和諮詢數位平台提供者的建議（基於過去案例的信函）。
(2) 為律師提供資訊和費用援助。
(3) 為用戶舉辦說明會和法律諮詢會。
(4) 支持促進與數位平台提供者的相互理解。
(5) 提取多個輔導員共有的問題並考慮解決方案。

是以， 產業省的目標是根據通過諮詢台獲得的經營者的意見，整理共同的交

易問題並在數位平台各個關係人之間共享，從而改善數位平台之交易環境。至於個人

資料的保護方面，則由 業省，委託1.公益性社團法人-「公益社 法人日本通信

販 協 」，以及2.營利性社團法人-「一般社 法人モバイル コンテンツ フォー

ラム」(Mobile Contents Forum)，擔當數位平台交易之詢問窗口。而有關個人資料之處
理，則依據 業省之《個人情報保護方針》

103
適切地管理，並僅限於委託事業遂

行工作之目的，方可使用之。

陸、臺灣有關數位經濟發展下流通事業處理競爭規範之因應
與檢討--代結語

一、數位平台與網路效應之因應一、數位平台與網路效應之因應

綜上所述，流通業面對數位經濟之發展，以數位轉型數位平台，加強其商業競

爭力，必須重申其特殊性，例如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使用者人數越多價值越
高）、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成本隨使用者 加而下降）、鎖定效應（lock-
in effect，透過不同作業系統之間的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的提高，而有鎖定的效
果，如個人身分為基礎的網路服務(Identity based networking service)，使用者即不易異
動其服務供應商）等特徵，這些皆為獨占或寡占該市場創造最有利之條件

104
。然而，

數位科技的產業也具有嚴苛時效性的特色，即數位化服務必須提供當下數位市場所需

的技術，惟若數位產業自行研發則需要時間，所以數位科技公司多是透過收購新創

103 主要係對於製品安全 策，要求優良企業傳送網絡利用者之資料時，應注意利用
者隱私並進而考慮制定保護隱私之準則(policy)。https://www.meti.go.jp/product_
safety/ps-award/5-other/privacy.html， 業省發布(last visited:2021/10/31)。

104 See e.g. Beata Mäihäniemi, Competition Law and Big Data: Imposing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 Digital Markets (2020), 6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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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方式，解決目前所需之技術
105
，例如，COVID19的襲擊，work from home的即

時需要，Verizon即收購BlueJeans(視訊會議平台)、Cisco則收購BabbleLabs協助Webex 
Meetings更優化106

，使數位科技的企業走向大者恆大的趨勢。然而，數位科技企業也

藉此創造出具完全絕對主導權的自我生態系，例如Apple的AppStore對應用程式開發商
抽成30%(業界稱為Apple tax)即屬之107

。

在傳統常見的多角化經營與數位服務科技產業的特性，數位平台中介服務者則

多兼具企業經營者的雙重角色，如Google Play、Yahoo shopping、Apple App Store、
Amazon Marketplace、Facebook Marketplace等，一方面提供平台服務，另一方面又與
平台服務對象為競爭行為，不置可否的即延伸出線上平台服務提供者與企業(platform 
to business)間，尤其是中小企業(SMEs)出現結構性的問題，導致出現不公平競爭的
行為，比如在platform上偏袒自家產品(self-preferencing)、免除自家品牌所需付的廣
告費，抑或應用程式開發商Spotify在AppStore需要被抽成30%，而蘋果自家的Apple 
Music卻不用，即涉及到不公平競爭的問題等。

是以，歐盟及日本面對如此之科技產業之變化，各該法制建設之進程，即值得

慎重地參考。亦即，原本以商品的掠奪性定價為主的競爭規範，應轉向以數據，尤其

是大數據(big data)108
為中心的數位競爭規範之思維，尤其是鼓勵數位平台事業自律、

自主，以及擔任數位守門人並能要求數位交易透明化等要素，在在值得臺灣以訂定專

法，方為最佳解決途徑。

二、對於日本《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立法之借鑑二、對於日本《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立法之借鑑

日本之國家願景定調為「社會5.0」的數位經濟發展計畫，意在與歐、美、中等國

105 Google收購Fitbit、Microsoft 收購語音辨識AI公司Nuance與遊戲開發商ZeniMax、
Amazon收購電商平台公司Selz。當然，也有透過收購方式消滅潛在競爭對手，如
Facebook收購Instagram與Whatsapp。

106 BabbleLabs提供的技術即是可辨別語音和背景噪音，達到實時消除背景噪音，並
增強語音效果以提升溝通品質，可提升Webex Meetings的通訊和會議應用程式的品
質。

107 EU says Apple’s 30% cut from rival music providers violates competition law, see https://
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s/ip_20_1073 (last visited:2021/09/26); 
蘋果公司於2021年9月1日與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FTC）達成和解，自2022年
起允許閱讀器軟體(如報紙、音樂、影音串流app，Netflix、Spotify等)免付蘋果
稅，但不包括電玩遊戲類軟體。See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apple-
says-japan-fair-trade-commission-closes-app-store-investigation-2021-09-02/ (last 
visited:2021/09/26).

108 最具典型角色即是Google，利用其數位平台之優勢，蒐集消費者資訊，並以演
算法提供給廣告商消費者的偏好；Keith N. Hylton, “Digital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Law”, 98 Nebraska Law Review 27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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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逐經濟大國之地位，而《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之立法問世，即可

提供法治基礎，俾使未來經濟發展與社會課題同時獲得支撐之力道。以下，即以淺見

提出數點看法，以為臺灣對於數位市場交易問題，制定專法之借鑑：

(一) 有關國家願景與競爭法政策
日本於2016年提出「社會5.0」，係以「虛擬空間」(cyber space)與「物理空間」

(physic space)，予以高度融合所構成的系統，依此同時解決經濟發展與社會課題之
雙軌並行，結合了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機器人及5G，達到以人為本的社會
（Society）109

。是以，日本《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即依此循序漸近

的投資戰略及成長戰略，由 產業省、公正取引委員 、 務省橫向地跨部會，共

同擔任提出有關數位平台交易透明性之法案，並歷經組成研討組織，緊密地檢討各項

分工任務，《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終於2020年5月27日制定，2020
年6月3日頒布，2021年2月1日實施。

因而，若能從整體經濟發展與社會課題，甚至加上本身有關人文特色等等，明

定未來幾年內必須完成的國家願景，則以日本為借鏡，由經濟部主責數位平台、數位

流通事業發展，以及公平會主責公平交易法相關事業之交易活動，是否違反公平交易

法，並及早完成數位平台業者之寡占市場現況調查，則可及時規範數位平台市場(場
域，fi eld)之公平且自由的競爭秩序。
(二) 成立數位市場競爭本部以及會議組織

日本政府依令和元年(2019年)9月27日的內閣會議決定，成立數位市場競爭本
部

110
， 閣官房長官擔任本部長、 再生担 大臣擔任副本部長，上述 產業

省、公正取引委員 、 務省加上通信、個人資料保護等相關部會大臣7人，共計9人
所組成，統轄數位平台市場競爭秩序及消費者資料保護等工作。同時，不定期發布本

部會議訊息。

上述日本的數位市場競爭本部，《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從2019
年9月至2020年5月27日制定、6月3日頒布、2021年2月1日實施，立法成效斐然。而公
正取引委員會不但是數位市場競爭本部當然成員，並受命為內閣府之特定擔當大臣，

除了自令和2年(2020年) 4月1日起，成立數位市場企畫調查室，網羅專家學者之專門
性檢討會議，更設置高級審查專門官，專司數位平台事務，負責數位平台事業涉嫌違

反《 占禁止法》之事件，以及蓄積有關數位領域審查之專門知識(know how)。值此
短短的幾個月期間，公正取引委員會與各部會之橫向連繫效率極高，故能完成多項調

查工作，並交由 產業省發布指定之特定數位平台提供者名單。

109 h t t p s : / /www8.cao .go . jp / c s tp / soc i e ty5_0 / index .h tml，內閣府發布  ( l a s t 
visited:2021/10/31).

110 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digitalmarket/konkyo.html (last visited:202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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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類此task force之數位市場競爭本部，在不到2年之內，即可雷厲風行，迅
速依法公開數位平台市場各個業者之資料，促使公正取引委員會得以調查相關市場資

料，再行多次檢討專法內容，終能完成《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堪

稱數位時代之振興法案，令人嘖嘖稱奇！

反觀臺灣有關較知名之數位平台多關注在外送食品業者，諸如foodpanda、
honestbee、UberEats等，由食藥署要求外送食品業者應符合食安法規範111

或臺中市政

府提出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計畫
112
，時有所聞！但是，整體數位平台(或電商平台)之資

訊或普查資料，則未能公開，因此，未來著手立法時，各部會職權所掌握之數位平台

各項資料(財稅、行銷等方面)，是否能夠排除《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相關規
定限制公開之列，並提供專家學者及相關會議為討論對象，則必是立法成功與否之關

鍵！

111 例如，食藥署要求物流業者要在108年7月1日起，完成登錄始得營業，該日之後不
登錄業者，依食安法第48條規定，要求限期改正，若屆期不改正者，處以3萬元
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甚至情節重大者，可能停業；東森新聞，2019年4月26
日。

112 https://www.doli.taichung.gov.tw/media/568426/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外送平台業者管
理計畫」.pdf (last visited:202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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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ssue about antitrust problem that the distribution business, 
such as shopping mall and convenient store, nowadays. And whether they will tend to a 
monopoly or oligopoly owned market power on expanding the way to platform once. But, 
through surveying the data concerning platform business with HHI, we still cannot fi nd the 
phenomenon mentioned above yet.

Even though, Taiwan’s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had set a notice of distribution 
business norm of compliance in Fair Trade Law. And we also cannot deal any case about that 
the distribution business ’s transactions breaching the Law on digital platforms so far.

Since there are two drafts of Digital Market Act (DMA) and Digital Service Act (DSA) 
in EU, and Japan implemented in February 1, 2021. These drafts and Act, they all set for 
the transparence and self-regulation of digital platform. We think, for the broad vision to 
develop the retail and distribution business plus digital platform in this digital economy, we 
should enact a specifi c act for regulate the distribution business breaching antitrust law (Fair 
Trade Law) either in traditional physic space or in cyber space of digital platform (derives by 
network effects).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platform, distribution business , HHI, Digital Market Act 
(DMA, EU draft), Digital Service ACT (DSA, EU draft), Act on Improving Transparency 
and Fairness of Digital Platforms (TFDPA,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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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網路使用普及化，世界各國數位經濟占整體經濟比例逐次提升，電子商務

活動成為民眾生活不可或缺的經濟活動，尤其是2019年開始出現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後，為防止該肺炎傳染，各地採取封城或類封城措施，到實體商店購
物不便，利用網路從事各種經濟活動比例更加頻繁，電子商務成為民眾生活必需活動

之一。

在我國情況亦復如此，2020年臺灣地區民眾使用網路活動調查在12歲以上至55
歲民眾，上網率超過95%，其中網路購物比率，除56歲以上為31%、12歲至24歲為
66.1%、25歲至39歲為74.7%、40歲至55歲64.3%1

，再依經濟部調查我國零售業網路銷

售金額，比較108年至110年各季銷售金額，銷售金額逐年提升2
，網路零售業在整體經

濟活動所占地位，已不容忽視。

數位經濟時代，電子商務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且在數位科技應用多變化下，電子

商務相關包括平台與在平台上賣家，在行銷策略與方式上，雖無實體商店經營場所成

本，但隨著電子商務普及化，在平台上販賣商品更加方便，電子商務平台間、賣家間

價格競爭、非價格之服務競爭非常激烈，科技協助下，電商平台可取得消費者大量消

費數據，有較實體通路業者更多的行銷手法，另一方面，部分電子商務平台近年來大

量設置實體門市
3
，作為消費者電商取貨據點，降運送成本，增加線下銷售，電子商務

與實體銷售通路間呈現競爭，另一方面可能經由結合促進銷售。

在數位化經濟時代，電商平台、賣家間價格競爭激烈，上游供應商為避免下游

零售商進行價格競爭，是否可限制交易相對人零售價格，即成爭議問題，公平交易法

第19條規定，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
售時之價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在數位經濟時代零售商品限制轉售價格行

為，其對競爭影響是否與實體通路相同？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如何運作？應值得觀察

與研究。

1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20台灣網路報告，引自：https://report.twnic.
tw/2020/，最後閱覽日：2021年7月4日。

2 引自：經濟部統計處零售業網路銷售額計調查，https://dmz26.moea.gov.tw/GMWeb/
investigate/InvestigateEA05.aspx，最後閱覽日：2021年7月4日。

3 國內電商平台蝦皮購物2021年8月開始在北部地區設立「蝦皮店到店」，至同年11
月已有150家，引起國內相關業界注意，參見聯合新聞網，「蝦皮店到店來襲！免
運費吃到飽超吸睛　10大網友熱議話題一次看」，2021年11月22日。引自：https://
udn.com/news/story/7266/5907614，最後閱覽日：2021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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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數位經濟下電子商務產業概況與商品限制轉售價格對競爭之影響

一、數位經濟下電子商務產業概況一、數位經濟下電子商務產業概況

（一）國內電子商務產業概況

如以一般消費者為交易相對人，電子商務依其銷售模式，大致可分為下列幾種類

型：

1. B2C(Business to Customer)
企業設置網站或網頁，以單一電子商務商店方式，面對消費者。至其經營之模

式，亦因所銷售之商品是否為自己品牌之商品，而有不同，有僅銷售自己商品之電

商，有向他人進貨後再對消費者銷售者。

2. B2B2C(Business to Business to Customer)
B2B2C的經營模式是事業開設網站，提供開店平台，雖有一致的上架刊登頁面，

開設站之事業雖負責一部分金流，但在該開店之業者，則須負擔比B2C供貨業者更多
的責任，包括運送貨物至消費者處、如有買賣爭議後之退貨處理等。

3. C2C(Customer to Customer)
至C2C是由消費者直接面對消費者，事業僅在提供網路銷售平台，刊登賣家商品

銷售相關訊息，至於買賣細則包括交付貨物、支付貨款等，均由消費者直接與消費者

進行協商。拍賣網站即是典型的C2C電子商務。另一C2C類型是電商賣家利用社群軟
體，如臉書、YOUTUBE等，銷售自己或他人所生產之商品。

且現在電子商務使用者除利用一般網路系統至電商業者站中進行商品搜尋，找尋

所需商品外，部分經營網路平台之電商，以APP（mobile application，行動應用程式）
吸引消費者消費，我國電商另一特色在於與便利商店結合，我國超商（便利商店）家

數占人口比例非常高，電商與便利商店結合，買家與賣家到便利商店交貨、取貨，再

透過宅配業者運送至另一便利商店或消費者處，也是我國電商近年來快速發展重要因

素之一。

經營電商平台之事業，除C2C中單純拍賣網站，讓消費者自己處理收款及交貨事
宜，如以面交方式外，另負責處理收買家交付款項轉交賣家及運送貨物事宜。現電商

賣家關於運貨物運送，多係以到超商取貨或宅配到家方式，關於運送貨品費用，常由

買家負擔，並不在電商貨物價格範圍內，電商向在平台上賣家收取之費用，常係以貨

品售出價格百分比計算，並不含運送費用。

依據2018年行政院問卷調查，國內民眾電子商務管道以「購物網站」(58.7%)比例
最多；其次依序為以「網路社群」(35.8%)、「APP」購物(31.5%)4

。根據資策會產業

4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行政院「網路購物消費者意識及行為調查」研究計畫案期
末報告，執行單位：異視行銷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3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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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研究所針對臺灣網友網購行為進行調查，2019年網友最愛用的B2C前5名為蝦皮
24hr (42.3%)、momo購物網(38.9%)、PChome24h (37.9%)、Yahoo購物中心(32.1%)與
創業家兄弟(14.3%)。而網友愛用的開店平台，前5名為蝦皮商城(54.8%)、PChome商
店街(31%)、Yahoo超級商城(27%)、露天拍賣(24.5%)與Yahoo拍賣(22.8%)5

。

且隨著通訊技術進步，電商平台業能提供給消費者的服務更加多元，與電子商務

相關新型網站的出現，都可能影響公平交易法對電子商務相關行為之適用。

（二）電子商務與比價網站

比價網站，有稱價格比較網站，是蒐集複數電子商務網站上商品或服務價格加以

比較，供使用者了解特定商品或服務，在不同電子商務平台賣家的售價。

消費者購買特定商品前，一定會想了解該商品的價格，透過比價網站，可以了解

該商品在各個電子商務平台上所販賣的價格。另一方面，電子商務零售業者制訂特定

商品的零售價格時，應為進貨價格加上經營成本，再加上其所要的利潤。但在最後決

定價格時，一定會看競爭者或競爭商品之價格決定，如果所制訂的價格偏離市場，自

無競爭力。在比價網站出現前，要想了解特定商品的售價，可能要到競爭商品網頁查

看，但透過比價網站，可在短時間內得知競爭商品的價格，其次，電子商務零售商也

可透過比價網站發佈自己商品價格訊息，透過比價網站使消費者得以知悉自己商品的

價格。

日本公平會在2019年「消費者電子商務交易實態調查報告書」中，就電子商務零
售業使用比價網站之問卷，也呈現此一現象，該報告認時至今日比價網站成為是消費

者收集和比較價格資訊的有用工具。

在該調查中，零售商為了解競爭商品價格，除直接瀏覽競爭者網頁外，有33%是
利用比價網站；製造商為了解下游零售商零售價格，也有24%是利用比價網站知悉6

。

另一方面，零售商也透過比價網站發佈價格資訊。這是消費電子商務市場上為確保客

戶的重要手段。該會調查在日本電子商務零售業者使用比價網站的使用情況。就電子

商務銷售的零售商銷售自己產品，是否在比價網站發佈有關售價的資訊時，11%表示
有發佈。至對於回答說他們沒有在比價網站上列出的零售商，其理由有38%的受訪者
回答說成本高於吸引客戶的效果。至其他原因，具體內容是覺得無必要性、不是原創

產品
7
。至於為什麼很少有零售商在比價網站上發布價格，根據比價網站運營商的聽證

會調查，原因可能為消費者不只是通過價格選擇零售商購買、還可以通過瀏覽商場的

5 相關數據，請參見該會網站，引自：https://mic.iii.org.tw/news.aspx?id=555，最後
閱覽日：2021年11月10日。

6 公正取引委員 ，消費者向けｅコマースの取引 態に する調 報告書，26、
66（2019）。

7 註7前揭書，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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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頁面等來比較每個零售商的價格
8
。

比價網站出現後，使得在電子商務通路實施限制轉售價格的製造商，得以使用比

價網站，更加容易監督下游經銷商是否遵守上游製造商所制訂的價格。

二、電子商務限制轉售價格對競爭影響二、電子商務限制轉售價格對競爭影響

（一）傳統經濟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對競爭之影響

限制轉售價格，係上游製造商或供應商對下游銷售商對銷售價格之限制，但該行

為可能促進競爭，也可能有限制競爭之影響，是以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適法性，在經

濟學上與法學界有諸多討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2007年Leegin案判決（本章以下簡
稱Leegin判決）9

對限制轉售價格法制，推翻1911年Dr. Miles案所建立對限制轉售最低
價格行為「當然違法原則」，改採「合理原則」，在該判決中對限制轉售價格限制競

爭與促進競爭之分析，受到國際重視，為本文分析時重要參考。

1. 限制轉售價格促進競爭分析
在傳統實體經濟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競爭的正面影響時，常提出的理由是限

制轉售價行為可避免品牌形象與商譽，因下游經銷商削價競爭之受損；可防止不提供

服務或資訊經銷商，因價格較低對提供服務或資訊經銷商「搭便車」之不公平競爭競

爭，並因而促使同一品牌內服務競爭；另限制轉售價格，有助於廠商經銷商配合，建

立穩固之銷售網路，訂立優勢價格打進市場或從事不同品牌間之價格競爭
10
。

製造商如實施限制轉售價格，下游經銷商因受該限制價格拘束，與其他銷售相同

品牌商品經銷商間之價格競爭即受到限制，將降低品牌間價格競爭，但有認經銷商為

吸引消費者，會提供價格以外服務
11
，創造更多需求，強化對其他品牌商品競爭力，

增加實施限制轉售價格商品銷售，即限制轉價格商品雖弱化同品牌商品間競爭，但可

增強品牌間商品競爭力
12
。

其次，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有認可防止「搭便車」（Free Riding）之情況，在商品
實體行銷通路，搭便車常發生於消費者會到有良好展示櫥窗、對商品知識豐富完整銷

售人員門市，取得關於商品豐富知識後，但到價格便宜商店購買該商品。使價格便宜

銷售商搭便車提供優質服務銷售商。造成銷售商不願投資在展示設備、人員訓練，反

使商品需求減少。實施限制轉售價格可減少前開搭便車情況。

2. 限制轉售價格限制競爭影響
限制轉售價格對競爭可能的負面影響，除限制下游經銷商價格決定權外，常見的

8 同前註。
9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s., Inc. v. PSKS, Inc., 551 U.S. 877 (2007).
10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三冊），元照出版，149-150（2020）。
11 Leegin, No.06-480, slip op. at 16.
12 Leegin, No.06-480, slip op.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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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是可能造成價格卡特爾與限制行銷創新。

認限制轉售價格在某些情況，可能被用以作為限制競爭之手段。製造商經銷商在

某些情況下，以限制轉售價格組成與監督價格卡特爾（聯合行為）。製造商與經銷商

均可以限制轉售價格監督價格卡特爾
13
。在某些情況，如經銷商均同意固定價格，可

能脅迫製造商實施限制轉售價格，以確定所有經銷商都會遵行該價格卡特爾。另在某

些情況，製造商以限制轉售價格支撐製造商卡特爾，即製造可以限制轉售價格監視經

銷商價格，以確認製造商卡特爾成員沒有背叛卡特爾價格協議
14
。

在某些情況，具有支配力的經銷商亦可能使用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防止在經銷通路

創新，以確保通路上占有率。即有支配力的經銷商利用其購買力使製造商實施限制轉

售價格以防止具有低成本經銷商進入市場與降低售價
15
。某些案例中，具有支配力的

經銷商不僅對低成本經銷商限制競爭，也同時利用限制轉售價格預先制止在經銷通路

中業者提供低價模式設計動機
16
，例如低成本網路賣家如果不能透過降價取得市場占

有率，將無法進入市場。

（二）數位經濟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對競爭之影響

在數位經濟時代，商品行銷通路由實體通路成為多元通路化，在實體通路與電子

商務行銷下，限制轉售價格對限制競爭之影響，是否仍與前述影響相同，在電子商務

出現後，受到討論。美國Leegin案所分析說明限制轉售價格促進競爭的影響，並未考
量電子商務之情況，隨著電子商務能提供服務更加多元，該案件所分析限制轉售價格

正面效能，也受到挑戰。

茲就電子商務下限制轉售價格對競爭之影響加以簡要分析。

1. 電子商務限制轉售價格與促進跨通路競爭
如前開說明，就商品限制轉售價格限制或消滅品牌內價格競爭，但可促使經銷商

提供價格以外服務，促進不同品牌間經銷商之競爭，但在電子商務情況，製造商實施

限制轉售價格，電子商務經銷商是否會強化提供價格以外服務？電子商務消費者在購

買商品，往往重視的是較低廉的價格，較並不重視電子商務經銷商所提供價格以外的

服務，在此情況下，製造商實施限制轉售價格，電子商務經銷商並不會將因製造商限

制轉售價格，所獲得之利潤轉向提供價格以外服務，其結果在電子商務時代，限制轉

售價格僅有提高商品價格，而沒有促進經銷商提供銷售點競爭之正面效益
17
。

13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TICE 443-48(2d. 1999).

14 Leegin, No.06-480, slip op. at 12, 17-18.
15 Leegin, No.06-480, slip op. at 16.
16 Leegin, No.06-480, slip op. at 11.
17 Daniel B. Nixa, Internet Retailers and Intertype Competition: How the Supreme Court's 

Incomplete Analysis in Leegin v s Incomplete Analysis in Leegin v. PSKS Lea. P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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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部分案例中顯示，電子商務經銷商受限制於部分服務須實體提供，所以無

法提供如實體經銷商所提供的服務。在此情況下，製造商就電子商務實施限制轉售價

格，電子商務經銷商以較高價格銷售，但並未能創造商品需求。可能造成電子商經銷

商喪失銷售量，此效果將有害跨通路競爭
18
。

2. 電子商務與搭便車
如前開說明，傳統見解認製造商限制轉售價格可防止競爭經銷商搭便車。有認此

見解，並未考量在電子商務通路帶來的變化。電子商務通路雖可能使經銷商搭便車更

加容易，但因為電子商務經銷商，可針對消費者不同口味銷售，網路也使法院判斷究

係經銷商搭便車或合法競爭更加困難。美國學者曾舉列說明，電子商務消費者，在電

子商務消費前，不一定會到實體商店。即電子商務經銷商可能會針對不會因享受實體

服務到實體商店消費的消費者提供服務。在此情況下，即不致發生電子商務經銷商搭

便車實體經銷商之情事
19
。

另在電子商務時代，通路間經銷商搭便車之情況，應交互觀察，即在實體經銷商

與電子商務經銷商間搭便車情況，在電子商務能提供關於商品服務內容日益增加時，

常見的雖是電子商務經銷商搭便車能提供就該商品相關問題有豐富知識的銷售人員解

說實體經銷商的便車，但亦有可能是消費者先利用網路，在電子商務平台先行檢視商

品相關知識後，再到實體商店購買該商品，此時即係實體商店搭電子商務平台的便

車，此在網路科技日新月異，能提供更多的訊息時，發生的機會可預見越來越多。

參、我國公平交易法數位經濟下商品限制轉價格規範與執法概況

一、公平交易法對數位經濟下限制轉售價格規範一、公平交易法對數位經濟下限制轉售價格規範

（一）公平交易法第19條法制沿革
關於限制轉售價格之規範，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19條規定「事業不得限

制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但有正當理

由者，不在此限。」「前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該規定係公平法民國104
年2月3日修正公布實施。在該次修正前，公平法第18條原規定「事業對於交易相對
人，就其所供給之商品轉售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

反之約定者無效。」其立法理由係認「為防止事業對於商品轉售價格之限制，本條規

定事業應容許其交易相對人轉售商品或再轉售時自由決定價格，並明定其相反之約定

Leaves Lower es Lower Courts Improperly Equipped to Consider Modern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greements, The Vanderbilt Journal of Entertainment and Technology Law, 
V.11 479(2009).

18 Id. 481.
1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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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效。」公平法就限制轉售價格之規範，除修正前第18條前開規定外，於80年2月4
日立法時，原另有「但一般消費者之日常用品，有同種類商品在市場上可為自由競爭

者，不在此限。」「前項之日常用品，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之規定，惟該規定

於公平法88年2月3日修正時，以「鑒於一般消費者之日常用品，在國內市場並非為完
全競爭之市場，且為反映與水平價格聯合一致之規範理念，並參考美國法之精神，以

及日本發展趨勢。」而刪除前但書與同條第2項之規定20
。

比較公平法104年修正前後關於限制轉售價格規範方式顯有不同，現行規定係採
取「事業不得」，但在修正前係規定「有相反約定者無效」。該次修正前規定體例不

用「事業不得為限制轉售價格」之方式，而係規定「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

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

其約定無效。」明確規定該行為之民事效果為無效，對比公平法立法時其他規範內

容，係一相當特殊之立法方式，致引發公平法就限制轉售價格規範效力之爭議，即公

平法施行初期，曾有見解認此獨特規範方式，顯示立法者並不採取嚴格禁止原則，故

未規定行政或刑事制裁，僅規定契約無效，且理論上修正前公平法第18條既無禁止之
規定，自不應有制裁之規定

21
，但就此亦有採不同見解，認該規定既使用「應容許」

之用語，自有禁止規定之意義
22
，實務上公平會仍認限制轉售價格係修正前公平法第

18條禁止之行為，自得依修正前同法第41條之規定，命其改正或停止或加以處罰，在
司法實務上則認前開修正前公平法第18條「其規範意旨，在於製造商直接對經銷商為
商品轉售價格之拘束，此一限制訂價之自由，將使特定商品『品牌內』之價格競爭完

全趨於消滅，再因品牌內競爭喪失，使得該特定商品價格下降壓力減少，進而間接導

致『品牌間』之競爭減少，故具有高度之限制競爭效果，致使少數事業獲得利益，不

利於自由市場之公平競爭、經濟繁榮及消費者之利益，均有公平競爭阻礙性，自應視

為當然違法」
23
，惟為避免相關爭議，就原公平法第18條限制轉售價格規範，即有建

議應改為禁止規範方式
24
。

104年2月公布修正公平法第19條限制轉售價格規範，修正為現行規定，其修正
理由為「條次變更，由原條文第十八條移列。」「本條之立法意旨，係為防止事業對

商品轉售價格為限制，惟原條文所採約定無效之規定，究屬民事契約之效力規定，或

20 關於公平交易法第18條立法沿革詳細說明，請見王銘勇，「公平交易法第十八條
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10卷第4期，19-26（2002）。

21 賴源河，公平交易法新論，元照出版，283（2005）。
22 黃茂榮，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自行出版，298（1993）。
23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825號判決。
24 王銘勇，限制轉售價格、其他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行為之執法檢討與展望，
引自：公平交易委員會發行，公平交易法施行20週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202-247（2002）。



數位經濟發展下零售商品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研究 227

係歸責該行為具限制競爭內涵之違法性格而為禁止規定，時有爭議。為杜爭議，爰明

定禁止限制轉售價格之行為，另參酌國際潮流之趨勢，如最高轉售價格等有正當理由

者，即不在此限，爰於第一項增列但書規定。」「增訂第二項。基於實務發展所需，

為免限制『服務』轉售價格之行為因本條未予明文而適用本法其他條文予以歸責，致

使法規規範意旨及適用產生分歧，爰將『服務』納入規範。」是以現行公平法就限制

轉售價格規範之特點如下：

1. 採禁止規範方式。即原則禁止，例外准許。
2. 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如有正當理由時，無該禁止規定之適用。
3. 限制客體包括「服務」。

公平法第19條關於限制轉售價格規範，並未針對數位經濟下電子商務交易特性加
以特別規範。

（二）法制要件分析

茲簡述公平法第19條所規定之限制轉售價格要件如下：
1. 行為主體

公平法第19條限制轉售價格的行為主體是事業，且該事業係「供給商品的事
業」，如該事業非提供商品的事業，係購入商品的事業，與上游供貨廠商約定該上

游廠商供貨給其他零售商之轉售價格時，該上游廠商係公平法第19條所規範之行為主
體，但該下游廠商則無公平法第19條之適用。
2. 行為客體

公平法第19條所規範之行為客體除商品外，包括服務。即事業須就其所供給之
「商品」，不得限制交易相對人決定轉售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如事業所提供的

不是商品，而係「服務」時，則無公平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
3. 限制行為

前述公平法第18條僅規定，事業就其供給之商品，應容許交易相對人自由決定其
轉售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該規定中並無對限制

轉售價格之限制行為加以規定，如就該規定之用語「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

觀之，立法意旨應認該限制行為係指限制轉售價格之約定，如非約定，僅係事業對交

易相對人單方面的要求，似不符公平法第18條規定限制行為之要件。
「上開條文係在規範上、下游事業間之垂直價格限制行為，亦即事業應容許其交

易相對人有自由決定價格之權利。倘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所供給之商品設定轉售

價格，並以配合措施限制交易相對人遵行，此種限制下游廠商事業活動之交易行為，

已剝奪配銷階段廠商自由決定價格之能力，經銷商將無法依據其各自所面臨之競爭狀

況及成本結構訂定售價，而為上開法條所禁止。次按拘束之概念，並不以實際上因違

反該配合措施而蒙受任何不利益為必要，而係觀察交易相對人之價格設定自由有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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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為的干涉，亦即在心理上形成壓迫，致實際上有維持轉售價格實效之虞者。」
25

就限制轉售價格之限制行為之意義，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在公平法

施行之初，曾於該會公研釋字第007號解釋中，表示「依公平交易法第十八條規定：
『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其

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其所欲規範者，係事業與交易相對

人間對轉售價格之『約定』，故如出版社對下游經銷商未要求或約定應以某固定價格

出售或不得打折，即不能僅以出版品上印有定價而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八條規

定。」
26
其後在該會公研釋字第19號解釋就書籍定價是否為限制轉售價格之問題上亦

認公平法第18條所規範者係事業與交易相對人間對轉售價格之「約定」，故如出版社
對下游經銷商未要求或約定應以某固定價格出售或不得打折，即不能僅以書籍上印有

定價而認定違反公平法第18條，惟在該會其後之公研釋字第022解釋上，則認在商品
上張貼「定價」、「金額多少之標籤」售與零售商，因未約定以固定價格出售或不得

打折，故無違反修法前公平法第18條之規定，但「廠商在產品上貼不二價之標籤（不
二價三○○元）售予零售商，則顯有限制零售商銷售價格之意，依公平交易法第十八

條之規定，該限定售價無效。」是以就公平會前開解釋觀，事業於其所提供之商品上

印「定價」、「金額多少」，並不屬於修法前公平法第18條所規範之「約定」，但如
係印「不二價」，則屬該規定之約定。

復依公平會前開解釋之見解，修法前公平法第18條所規範者係事業與其交易相對
人間事業所提供商品轉售價格之「約定」，惟在前開二解釋中復又將「要求」與約定

並列，似與前開二解釋前半段認公平法第18條所規範者係約定有所矛盾。
另因我國在公平法實施前，部分業者即有在商品上標示「建議售價」、「建議零

售價格」之慣例，故在公平法實施之初，部分事業恐該行為違反公平法限制轉售價格

之前揭規範，公平會曾就此認為「廠商於產品外包裝上印上“全省建議售價四○○○

元＂，如對下游經銷商未要求或約定應以該建議價格出售或不得打折，即不能僅以印

有建議售價而認定違反修法前公平交易法第十八條規定」（公研釋字032號解釋）。該
解釋於104年公平法第19條規定修法後仍有效適用，是以上游就其所提供之商品雖有建
議售價，但如未「要求或約定」應以該建議售價銷售時，依公平會之見解，並未違反

公平法第19條之規定，是以上游建議售價成為事業限制轉售價格主要規避方式，在後
述處分案例說明分析中，可發現違反公平法第19條事業幾乎都有建議售價之情事。
（三）市場力是否應列為執法要件

104年公平法修法後，有認該修法代表立法者肯認公平法以「效果」為依歸的執

25 公平會公處字103002號處分書。
26 該解釋係公平會於81年3月21日第18次委員會討論案，係針對出版品定價是否違反
公平交易法所為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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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原則，相較之下美國法的「合理原則」是最能充分反映限制轉售價格整體市場競爭

效果的執法原則。但若顧慮主管機關執法資源與經驗的不足，而擬依「原則禁止，例

外許可」的方向來適用第19條，則應將「市場力量」的要件列入該條執法要件，具體
作法可將第19條的「事業」限縮解釋只包括「具市場力之事業」。此除了可維持公平
法「限制競爭」立法體例的一致性外，以「市場力量」作為門檻，對不具市場力之案

件，不須再判斷有無「正當理由」，亦可降低公平會之執法成本，提高執法效率
27
。

惟就前開見解，本報告認有待商榷，理由如下：

1. 公平法第19條於104年修改時，修改相關法條用語，並將該規定置於限制競爭章節
中，但是否即謂立法者之意見係就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係採「效果」為依歸，實有疑

義，在104年修正公平法在立院討論時，並未就此部分有詳細明確討論，大幅改變
執法要件，應非該次修法意旨。

2. 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禁止雖與公平法第20條非價格垂直限制行為均屬限制競爭行為
類型，但二者規範體例不同，應採取不同執法規範。

3. 與我國法制規範方式、用語相近的日本獨占禁止法制，未將市場力列為執法要件。
4. 美國休曼法就限制競爭行為之規範，係將水平與垂直限制競爭行為以相同法條規
範，個別限制競爭行為究係採當然違法或合理原則，透過司法判決方式處理，與我

國分別規定形式完全不同，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007年leegin案判決後，美國聯邦
法制就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雖由原採取之「當然違法原則」改採「合理原則」，在適

用合理原則時，違法事業之事業力部分，係考量該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是否違法因素

之一，但美國聯邦法制與我國法制不同，不應將美國聯邦法制逕行列入我國法制要

件判斷。

5. 就執法成本言，如後述就公平會處分案例分析，公平會就違法限制轉售價格之處
分，罰鍰金額偏低，如以市場力為執法要件，因界定市場範圍、判斷市場力，反使

執法機關增加大量執法成本。

在公平法第19條現行規定下，就限制轉售價格之執法要件，不應將市場力列入公
平法第19條規定。
（四）正當理由

公平法第19條有關限制轉售價格之規定方式，係採原則禁止，但在例外情況有
「正當理由」時，則認不違法。即公平法第19條，立法意旨在防止上游事業對下游事
業為轉售價格之限制行為。因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所供給之商品設定轉售價格，

或對交易相對人就其銷售商品與第三人後，就該第三人銷售價格為間接限制，並以配

27 陳志民，2015年公平交易法修正與「轉售價格維持」約定之違法性判斷初探，9。
引自：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2152114_zhuanshoujiageweichiyuedi
ngxinjie，最後閱覽日：2021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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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措施迫使交易相對人遵行，致經銷商無法依據其各自所面臨之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

訂定售價，其結果將削弱同一品牌內不同經銷通路或零售業者間的價格競爭，是原則

予以禁止；僅於限制轉售價格或有相較於自由訂價，更具促進競爭效果時，才例外得

依該條項但書規定主張其正當性
28
。但何種情況係有「正當理由」？在該規定中並沒

有具體說明，難以避免判斷上爭議。

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本法第19條第1項但書所稱正當理由，主管機關
得就事業所提事證，應審酌下列因素認定之：1、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
或品質。2、防免搭便車之效果。3、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4、促進品牌間
之競爭。5、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即事業如經公平會認有限制轉
售價格行為時，如主張該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有正當理由者，應提出證據證明該限制轉

售價格行為具有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
質」、「防免搭便車之效果」、「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促進品牌間之

競爭」、「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始可能符合正當理由之要件。即

在公平會執法實務上，認限制轉售價格究係限制市場競爭抑或是促進市場競爭，事業

是否於必要之期間及範圍內以限制轉售價格之方法達到促進競爭之效果，屬當事人之

抗辯事由，其就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正當性負有舉證責任，主管機關再就其所提出之

事證，經審酌具有競爭之效果者，始有依前揭第19條第1項但書之適用29
。即事業如未

提出有正當理由之主張（抗辯），公平會並不會主動考量是否有正當理由
30
。但有認

公平會應告知受處分人可提出實施限制轉售價格正當理由，以供該會處分前確認有無

該正當理由規定之適用。

二、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數位經濟限制轉售價格執法概況分析與檢討二、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數位經濟限制轉售價格執法概況分析與檢討

（一）處分案例分析

公平會101年至110年6月來就違法限制轉售價格行為處分案例共有39件，依行為
客體、行為態樣、有無正當理由與罰鍰數額等加以分析。

1. 處分主文格式
公平會就違法限制轉售價格事業處分書中，主文記載內容包括載有被處分人違反

公平法第19條第1項（修正前第18條）之規定、立即停止違法行為與罰鍰數額。
就違法行為之記載部分，類型如下：

（1）被處分人於「產品買賣合約書」中約定經銷商依其訂價銷售產品，不得折價銷
售，且對違反約定者處以停止出貨及賠償之違約處罰條款，限制其下游事業就

所供給商品之轉售價格，違反公平法第18條規定31
。

28 參見公平會公處字第105078號處分書。
29 參見公平會公處字第105111號處分書。
30 如公平會公處字第104080號對佑達股份有限公司處分案。
31 公處字第102125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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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處分人限制下游經銷商銷售００商品之轉售價格，違反公平法第18條規定。
（3）被處分人限制下游事業須依其訂定之建議售銷售００商品，違反公平法第18條

規定。

（4）被處分人限制下游交易相對人就００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時之價格，違反公平法
第19條第1項規定。

（5）被處分人限制下游經銷商業者轉售價格行為，違反公平法第19條第1項規定32
。

其次，就命被處分人停止該違法行為者，記載為「被處分人自本處分送達之次日

起，應停止前項違法行為。」

2. 行為客體
就前開處分書，涉及之商品

33
分別為有豆米奶

34
、書籍

35
、自行車

36
、蘇打餅乾

37

（2件）、登山露營戶外用品38
、手機皮套

39
、美髮類商品

40
、行車紀錄器

41
（2件）、

熱水器
42
（6件）、手機43

、讀卡機
44
、寵物飼料

45
（3件）、桌上遊戲46

、寵物營養

食品
47
（7件）、血糖機48

、胡椒製品
49
、家電商品

50
、杏輝專櫃商品

51
、數位繪圖產

32 公處字第105111號處分書。
33 其中公處字第13026號處分書中並未特說明丞燕公司所限制轉售價格商品種類，僅
稱係「丞燕商品」。

34 公處字第101076號處分書。
35 公處字第101137號處分書。
36 公處字第101153號處分書。
37 公處字第102010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1068號處分書。
38 公處字第102074號處分書。
39 公處字第102091號處分書。
40 公處字第102125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2136號處分書。
41 公處字第102135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1107號處分書。
42 公處字第102163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2185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2195號處分書、
公處字第103039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3041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5107號處分書。

43 公處字第103002號處分書。
44 公處字第103027號處分書。
45 公處字第103053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3132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3131號處分
書。

46 公處字第104014號處分書。
47 公處字第104048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4101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4102號處分書、
公處字第104103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4104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4110號處分書、
公處字第110004號處分書。

48 公處字第105078號處分書。
49 公處字第105111號處分書。
50 公處字第106013號處分書。
51 公處字第106024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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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52
、車頂架

53
、自行車車架等零件

54
。遍及各種商品，至某類商品處分案例較多，似

與斯時公平會就該類商品有無實施限制轉售價格進行調查有關，難認係該類商品實施

限制轉售價格情況較其他商品普遍。

3. 限制行為態樣
至違法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類型如下：

（1）單方面通知不得以低於特定價格販賣
在祥美食品公司處分案中，被處分人係以電子郵件通知下游通路以特定價格銷

售
55
；中祥公司處分案，被處分人向下游銷商大潤發公司發送價格保證書，要求依該

保證書所列價格銷售，否則暫停供貨
56
；

在佑達公司處分案中
57
，被處分人以LINE通訊及口頭要求下游經銷商以建議價格

的折數銷售。

（2）契約約定終端銷售價格
在天下遠見公司處分案，被處分人與下游電商平台係以協議書約定書籍銷售價

格
58
；歐萊德公司處分案亦係在契約中約定應依訂銷售產品，不得折價銷售

59
；在怡心

工業公司處分案，被處分人與經銷商經銷契約均有限制價格約定，如經銷商未依該價

格銷售，被處分人員工會發電子郵件通知經銷商調價，否則將向電商平台檢舉侵害智

慧財產權
60
。

濟生公司處分案中
61
，被處分人係以銷售契約限制下游經銷商產品價格。

（3）契約訂有拘束力之建議價格
巨大機械公司處分案中，係在經銷合約書約定，經銷商應「參考」被處分人之建

議價格銷售，並訂有違約時，被處分人得終止契約與請求賠償之條款
62
；逍遙遊山野

公司處分案，被處分人亦係在「商品經銷合約書」中規定，銷售價格不得低於「建議

售價」，違反者經勸阻無效者，被處分人可中止出貨
63
；在泰摩科技公司處分案中，

被處分人與經銷商訂立「經銷市場管理規則」，要求經銷商應依被處分人提供消費者

52 公處字第107023號處分書。
53 公處字第107030號處分書。
54 公處字第107047號處分書。
55 公處字第101076號處分書。
56 公處字第102010號處分書。
57 公處字第104080號處分書。
58 公處字第101107號處分書。
59 公處字第102125號處分書。
60 公處字第102074號處分書。
61 公處字第105111號處分書。
62 公處字第102163號處分書。
63 公處字第102074號處分書。



數位經濟發展下零售商品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研究 233

建議售價、經銷商建議售價銷售，並有違規罰款之約定
64
。

在三怡水族寵物用品公司處分案
65
、四隻腳公司處分案

66
、古迪寵物食品公司處分

案
67
、淞運泰公司處分案

68
、柏克菲克公司處分案

69
、威阜國際公司處分案

70
、鴻苗寵

物用品公司處分案
71
、達飛國際公司處分案

72
、台灣惜時公司處分案

73
中經銷契約定有

建議售價，如未依該價格銷售者，並訂有違約條款，得停止供貨。

在新天鵝堡公司處分案
74
中，被處分人就其代理桌上遊戲訂有建議售價，對未依

該建議售價銷售之零售商，以電子郵件要求調價，並請批發商不再出貨給該下游經銷

商。

華廣生技公司處分案
75
，經銷契約訂有建議售價，但經銷商如未依該建議售價銷

售時，被處分人得終止契約。

杏輝藥品公司處分案中
76
，被處分人與下游經銷商間之合約書約定應以雙方協議

或被處分人建議價格銷售，並訂有違約條款。

忠欣公司處分案中
77
，被處分人在經銷合約中明訂銷售價格不得低於建議售價95

折，違反者中止合作。

建來運動行銷公司處分案中
78
，被處分人在經銷合約中明訂銷售價格不得低於建

議售價9折，違反者警告，屢次違反者中止合作。
在耀星數位公司處分案、視連科公司處分案中，係在電商平台銷售商品，在商品

供貨合約約定經銷商應配合上游提出建議售價銷售，如發現未依該價格銷售者，由耀

星公司以電話或拍賣平台留言，如不調價即向電商平台檢舉經銷商侵害智慧財產權將

該經銷商下架
79
。

64 公處字第102091號處分書。
65 公處字第103053號處分書。
66 公處字第103132號處分書。
67 公處字第103131號處分書。
68 公處字第104101號處分書。
69 公處字第104102號處分書。
70 公處字第104103號處分書。
71 公處字第104104號處分書。
72 公處字第104110號處分書。
73 公處字第110004號處分書。
74 公處字第104014號處分書。
75 公處字第105078號處分書。
76 公處字第106024號處分書。
77 公處字第107030號處分書。
78 公處字第107047號處分書。
79 公處字第102135號、102136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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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茂公司處分案中，被處分人與網路經銷商間之「網路授權經銷商合約」約定如

售價低於被處分人標示「產品建議售價」9折者，被處分人有權停止授權，並要求經
銷商停止網路登記資料。對經銷商顯已構成如不遵守經銷合約牌價9折，可能遭制裁
之不利益心理壓迫

80
。

喜特麗公司處分案
81
、豪山公司處分案

82
、公平會103年對櫻花公司處分案83

、雅

適公司處分案
84
與鴻茂公司處分案類似方式，與網路經銷商約定，如不依建議價格銷

售，將可能遭停止供貨，並向電商平台提出侵害智慧財產權檢舉，請求將該經銷商移

除下架。

勁成公司處分案中
85
，被處分人與經銷商間之契約約定如依約定協議價格銷售，

將停止供貨，並請求電商平台協助下架。

新視代科技公司處分案中
86
，被處分人每月提供報價表內載商品建議售價，如不

依該建議售價出售者，被處分人會向電商平台提出侵害智慧財產權檢舉，請求電商平

台移除下架經銷商之頁面。

歐娜國際公司處分案中
87
，被處分人在授權銷售同意書及商品價目表中，訂有建

議價格，如有違反約定時，被處分人可終止契約，停止出貨。

（4）經銷商銷售價格須經上游事業同意
美商蘋果亞洲公司處分案中

88
，被處分人係透過對國內各電信公司促銷方案之審

核，限制電信事業綁約手機價格。

公平會105年對台灣櫻花公司處分案中89
，契約約定銷售價格由被處分人與下游廠

商約定，並訂有違約條款。被處分人對低於建議價格銷售者，會向電商平台檢舉侵害

智慧財產權，請求電商平台移除下架該經銷商頁面。

（5）傳銷事業以配合措施限制經銷商售價
丞燕公司處分案中

90
，被處分人係傳銷商，以「丞燕政策與規範」限制經銷商轉

售被處分人商品價格。

80 公處字第102146號處分書。
81 公處字第102185號處分書。
82 公處字第102195號處分書。
83 公處字第103039號處分書。
84 公處字第103041號處分書。
85 公處字第103027號處分書。
86 公處字第106013號處分書。
87 公處字第106036號處分書。
88 公處字第103002號處分書。
89 公處字第105107號處分書。
90 公處字第103026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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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透過交易相對人警告零售商不得降價銷售
在台灣和冠訊科技公司處分案中

91
，限制對零售商降價銷售，如有降價銷售時，

被處分人會透過中間代理商警告不調漲價格，將拒絕再供貨。

4. 有無正當理由
依公平法第19條第1項但書雖規定有正當理由時，在具體案例上，公平會對違法

事業主張限制轉售價格有正當理由者，均未認有正當理由。關於公平法第19條第1項
但書規定正當理由考量因素，依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本法第19條第1項但書
所稱正當理由，主管機關得就事業所提事證，應審酌下列因素認定之：一、鼓勵下游

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二、防免搭便車之效果。三、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

進之效果。四、促進品牌間之競爭。五、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

依公平法施行細則前開規定意旨，就公平法第19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適用，程序
上公平會應先認定事業有違反公平法第19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事
業如主張該行為有正當理由時，應提出事實與證據，由公平會依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
之前開因素認定。

公平會於公平法104年修法後，適用該修正規定之處分案，處分書中就違法事業
所為違法限制轉售價格行為無正當理由加以分析說明。以下茲就公平會104年後處分
案中涉及電子商務案件受處分人關於正當理由之主張與公平會不採之理由分別加以分

析說明。

（1）達飛公司處分案（公處字第104110號處分書）
受處分人達飛公司就其實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正當理由，主張：「公平交易法之

目的既在維護競爭機能與秩序，在解釋及適用於具體個案時，自應視該個案行為是否

確實已抑制了競爭機能而定，況渠下游經銷商受轉售價格條款限制之範圍不大，與渠

簽有書面年度經銷合約者僅占其103年度營業額14%」、「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係基於維
持經銷商合理利潤的考量」、「要求下游經銷商須依其提出之建議售價銷售其所代理

之商品，係為遵守其與外國原廠約定不得影響商品形象之契約義務，例如進貨量大之

通路業者倘擅自決定『牧野飛行』系列商品以低於合理正常價格出售，此情形一旦被

外國原廠得知，可能影響被處分人之代理權、品牌形象及商譽等。」

依本案受處分人前開主張內容，該主張應屬實施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理由，且前

該理由中並未與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公平會考量因素連結。
就被處分人前開主張，公平會基於下列理由駁回被處分人主張：「判斷公平交易

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之違反，不以整體消費者福祉已受減損作為前提，亦不限於已發
生具體抑制市場機能結果者，即使行為事業不具獨占或寡占地位，亦有違反公平交易

91 公處字第107023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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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9條第1項之可能，故被處分人對前揭法律規定之認識顯有錯誤。」
「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項但書及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已揭示，須先由限制轉售

價格之事業對正當理由負舉證責任，主管機關再進一步判斷該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雖限

制品牌內之價格競爭，惟是否仍有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5條例示之促進競爭效果，
故限制轉售價格之事業倘欲主張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項但書之正當理由，應提出其
促進競爭之具體事證供主管機關審酌。經查被處分人僅以其品牌未達獨占或寡占、市

場上尚有其他替代品牌、交易相對人可轉換交易對象、簽訂合約之下游經銷商家數不

多云云，辯稱其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對品牌間之競爭不生影響，並未提出事證說明如何

以限制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之方法達到『促進品牌間之競爭』之積極效果，或提

出事證說明其自有及代理之品牌商品建議價格被維持時，將提升經銷商間非價格之競

爭，以達成促進品牌間競爭之正面效益。故尚難認被處分人已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25條提出案關行為有『促進品牌間之競爭』之具體事證，而符合公平交易法19條第
1項但書規定之正當理由。」

「有關被處分人主張維持經銷商合理利潤乙節，因為限制轉售價格將使下游經銷

商所銷售之案關商品維持在高價位，且較高零售價格除減損消費者利益外，同時或有

抑制案關商品銷售量之可能，又各下游經銷商之事業規模、營運模式及管銷成本均不

相同，並無法確保各下游經銷商均有合理之經銷利潤，故亦難認是項主張符合公平交

易法施行細則第25條各款正當理由之一。」
「至於被處分人主張為遵守其與外國廠商間維護商品形象之契約義務乙節，經

查被處分人與外國原廠之約款內容為「The Distributor 『may freely set a resale price』 
for the Products, on condition that any pricing policy shall not jeopardize the image of the 
Products.」明白表示容許經銷商自由訂定轉售價格，僅商品之訂價策略不得危害品牌
形象，並非限制被處分人自身之銷售價格，亦非要求被處分人應限制其下游經銷商之

轉售價格。復按品牌形象係指消費者對品牌的整體認知，所反映的是消費者記憶中

對品牌聯想到的所有事物，包含商品屬性、品質、價值、來源國及品牌個性等品牌聯

想，其中商品價格雖為重要的聯想屬性，常成為消費者判斷品質優劣之替代指標，惟

單純商品價格低於建議售價難謂危害整體品牌形象，是被處分人辯稱渠限制轉售價格

行為係履行與外國原廠之契約義務所不得不為之舉措，核無足採。」

「縱被處分人或有以限制通路業者網路及實體店面售價係為防止『品牌內搭便

車』而主張其行為有正當性之意，然查『品牌內搭便車』效應，通常發生在通路商為

銷售商品而必須提供售前服務（例如展示間、商品陳列、雇用並訓練銷售人員、解說

服務），但當顧客接受通路商提供售前服務後，可能轉向另一個不提供售前服務而價

格較低的通路商購買，長期下將無任何通路商願意投資售前服務，故供應商為避免因

下游通路商間『品牌內搭便車』效應，限制通路業者轉售價格，以抑制品牌內價格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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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換取通路商願意提升售前服務，而達到品牌內服務競爭之效果。惟查被處分人所

代理經銷之寵物飼料，其內容皆有商品標示，或僅為一般使用方式之寵物用品，如清

潔劑、貓砂等，為經常、重複購買之商品，有別於著重售前服務或現場說明之複雜技

術性商品，故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尚不具有避免搭便車效果之正當理由，併予

敘明。」

（2）台灣櫻花公司案（公處字第105107號處分書）
在此案公平會請受處分人台灣櫻花公司提出實施限制轉售價格的正當理由，被處

分人僅稱多為商標之檢舉，惟比對本會抽查遭被處分人檢舉而下架之網頁，多數僅為

商品實照、品名或型號表示或賣家說明，甚至沒有商品圖示，被處分人辯稱有商標侵

權情事，惟迄無事證證明該等商品非屬被處分人之產品，而有商標侵權情事。

本案公平會認被處分人符合違法限制轉售價格之規定，係因查被處分人於公司網

頁載有相關產品建議售價，被處分人與各區總經銷商討論協議訂定經銷價格。且被處

發現網路經銷商價格低於前開協議價格時，被處分人即向電商平台檢舉，請求下架該

經銷商網頁。是以公平會請被處分人提出正當理由時，該被處分人即提出前該理由，

但該理由應屬認定有無限制轉售價格之限制行為，而與正當理由無關。

就被處分人前開主張，公平會認被處分人迄未提出事證說明如何以限制下游經銷

商轉售價格之方法達到「促進品牌間之競爭」之積極效果，換言之，被處分人並未提

出事證說明其商品之建議售價被維持時，將有何促進品牌間競爭之正面效益，或提出

事證說明其商品之零售價格較建議售價低時，何以減損品牌間之競爭，且亦未提出除

限制轉售價格外，是否已無其他不生阻礙競爭效果之方法可達成其目的。按各經銷商

之事業規模、營運模式及管銷成本等不盡相同，限制轉售價格將抑制經銷商自行訂定

售價，致削弱品牌內不同經銷通路間之價格競爭，而有價格僵固之虞，故尚難謂被處

分人已依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5條提出其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有「促進品牌間之競爭」或
「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等具體事證，而符合公平法第19條第1項但
書規定之正當理由。

（3）新視代科技公司案（公處字第106013號）
此案被處分人新視代科技公司主張限制轉售價格正當理由為「被處分人僅稱避免

削價競爭影響服務品質、提供售前服務之必要性（如商品陳列展示空間、僱用並訓練

銷售人員、提供解說服務）、減少賣家的商品來源不明或以非正常手段取得商品及為

降低呆帳風險之考量等」。

就「減少賣家的商品來源不明或以非正常手段取得商品及為降低呆帳風險之考

量」部分，被處分人並未再說明，該等事由與競爭有何關係？

就被處分人前開主張，公平會以「惟上開所辯，並無具體實施之內容及具體事

證，以實其說，難謂為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駁回其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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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歐娜國際公司案（公處字第106036號處分）
被處分人向公平會主張正當理由係「希望維持美髮沙龍市場價格一致，以保障本

身及所有沙龍店家權益，期各美髮沙龍店不刻意拉低價格，避免擾亂市場造成惡性競

爭。」

本件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目的在避免下游價格競爭，是製造商與上游供應商常

見限制轉售價格之動機，但也是限制轉售價格對競爭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就被處分人前開主張，公平會認：「按被處分人以其限制下游美髮沙龍業者轉售

價格行為係為維持美髮沙龍市場價格一致，避免擾亂市場造成惡性競爭等語，作為其

限制下游美髮沙龍業者轉售價格之理由，惟並未提出其限制轉售價格與促進競爭之關

聯。據本會對美髮沙龍店之調查資料，可知被處分人係要求下游美髮沙龍業者銷售商

品依被處分人建議之零售價銷售或促銷價不得低於建議零售價之9折，然被處分人之
供貨價格（即下游美髮沙龍業者之進貨成本）尚遠低於建議零售價或該售價之9折。
按上游廠商與下游廠商本即各自獨立之事業主體，若上游廠商『限制轉售價格』，無

形中即剝奪下游廠商自由決定價格的能力，經銷商將無法依據其各自所面臨的競爭

狀況及成本結構以訂定售價，其結果將使同一品牌內不同經銷商間的價格競爭為之減

弱。本案被處分人系爭行為使下游美髮沙龍業者銷售之MOROCCANOIL摩洛哥優油
系列商品維持在較高之零售價格，而較高MOROCCANOIL摩洛哥優油系列商品零售
價格除減損消費者利益外，同時或有抑制前揭商品銷售量之可能，且各下游美髮沙龍

店規模、營業模式及管銷成本等均不相同，限制轉售價格已抑制下游美髮沙龍業者自

行訂定MOROCCANOIL摩洛哥優油系列商品零售價格，削弱品牌內之競爭。爰被處
分人所主張其限制下游美髮沙龍業者轉售價格行為係為維持美髮沙龍市場價格一致，

避免擾亂市場造成惡性競爭等語，尚難認屬與維持競爭秩序有直接關聯之合理或必要

性事由，故尚難謂被處分人已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5條提出其限制轉售價格行為
有『促進品牌間之競爭』或『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等具體事證，而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正當事由。」
（5）臺灣和冠資訊公司案（公處字第107023號）

被處分人主張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為「表示因考量經營教育通路之零售商需

投入較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更多之行銷資源及承擔較大風險，且大多數學生

經濟能力有限及培養Wacom產品之潛在客戶等因素，故針對教育市場及一般零售通路
採取差異化定價策略，以較優惠價格提供予上奇公司等以教育市場為主之通路商。檢

舉人明知被處分人以低價供應教育通路市場，卻向上奇公司購買後透過網路以低價販

售予一般零售客戶，違背被處分人針對教育及一般零售通路之差異化定價策略。被處

分人為避免學校方面忽略教育通路與一般零售通路間經營成本之重大差異，僅膚淺地

比較價格，進而施壓投標廠商調降投標價格，擠壓零售商在教育通路之合理利潤，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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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零售商繼續投入銷售人力、成本等以維持售前售後服務之水準，才介入關切一般

零售通路之價格，目的係為緩和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對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

之價格壓力，使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能維持基本獲利，以鼓勵其投資增進售前售後服

務之品質與效率係基於『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

被處分人此部分正當理由主張，與限制轉售價格使下游經銷商提供價格以外服

務，促進品牌間經銷商競爭正面效果相關。

公平會認基於下列理由，被處分人無正當理由：「避免下游零售商之套利行為：

差別定價之福利效果（或經濟效率）可能為正面、負面或中性。本案縱接受被處分人

所主張其針對教育及商用市場採取的差別定價具有效率性，但依調查所得事證，不足

以支持被處分人介入零售價格，目的是在防止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零售商利

用被處分人對於教育及商用市場之價差，經由購買原本應供應教育市場之產品銷售至

商用市場進行「套利」。依照展碁公司陳述表示該公司通常只有在當下游經銷商訂購

Wacom產品之數量較大（例如要參與學校或企業的招標案件），或最終客戶希望提
供特殊之服務（例如售後教育訓練或安裝服務）之情形，才會在接獲客戶訂購Wacom
產品時向被處分人『專案申請』並告知需求內容（包含最終客戶名稱），『專案申請

書』是在大量或有特殊需求的訂單之情形下才使用，故需填報最終客戶名稱，被處分

人才能瞭解產品之銷售用途。上奇公司到會陳述表示通常只有在下游經銷商要參加學

校的招標案件，交易數量比較大，必須先向和冠公司報備並告知最終客戶名稱。顯見

一般參與學校大型標案的零售商，通常須在參與招標前向被處分人提出專案申請，申

請書上要載明購買數量及供應對象，被處分人藉此便能掌握出貨的流向，並控制不讓

原本要供應予教育市場的產品銷售到一般商用通路。是以，被處分人所宣稱零售商可

能利用教育市場及商用市場之價差進行套利，實際發生可能性極低。另外，代理商對

於計畫參與學校採購案的零售商之報價，也與出貨予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的

零售商時之定價方式不同。上奇公司知悉檢舉人是透過網路銷售予一般零售客戶，此

有上奇公司員工於102年1月30日回復被處分人之電子郵件記載『我也不知道他們何時
開始做網拍了，○○（檢舉人）並沒有門市，只有一間辦公室…剛剛進去○○（檢舉

人）網路商店，確認他們已將Wacom產品下架…』可證。檢舉人係在接獲訂單後才
向上奇公司進貨，每筆訂單數量僅1台，上奇公司依照一般價格銷售予檢舉人，此有
上奇公司之出貨紀錄可稽，並無事證顯示檢舉人以低價取得原本欲銷售予教育市場之

Wacom產品，再透過網路銷售至一般零售通路。準此，本案並無事證支持被處分人限
制轉售價格係在防止零售商之套利行為，維持有效率的差別定價。」

「鼓勵下游事業投入以服務為基礎的競爭：雖然鼓勵下游零售商投入銷售點服務

（point of sale service；例如聘用訓練銷售人員、提供展示及解說服務、保持適當存貨
水準等）常被引用作為限制轉售價格之抗辯事由，但在本案情況下，尚難認有該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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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限制轉售價格之所以能提供下游零售商投入售前服務誘因，原因在於該限制

使銷售相同品牌產品之零售商無法再以價格作為競爭工具，只能透過提高服務水準爭

取顧客，因此會將行銷資源投資在銷售點服務，此機制運作的前提是零售商間仍有足

夠之競爭壓力存在，限制轉售價格才能將零售商間的競爭壓力從價格面向轉到服務面

向。以本案而言，如欲達成被處分人所宣稱鼓勵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投入售前售後服

務之目的，則其限制轉售價格實施之對象應為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而非經營一般零

售通路（含網路銷售）之零售商，被處分人表示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之零售

商與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間並無競爭關係，復據上奇公司、展碁公司等代理商陳述表

示學校客戶之需求與一般客戶不同，學校除採購Wacom數位繪圖產品外，還有安裝、
延長保固、教育訓練等售前、售後服務等方面之需求。而且學校每筆訂單數量較大，

必須先向被處分人報備並告知最終客戶名稱，以利被處分人能提前備貨。此外，倘若

採購單位為公立學校，必須依照政府採購法規定採公開招標。前述情況顯示，對學校

客戶而言，網路銷售零售商與參與學校標案之零售商間，不具明顯之替代關係，被處

分人限制檢舉人等經營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的零售商之轉售價格，無法增加

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投入服務競爭之誘因。」

「避免搭便車效應：縱再考慮另一個與促進服務競爭相關且常見之抗辯事由『防

止搭便車』，亦無法認為在本案有該抗辯事由之適用。『搭便車理論』所描述情形係

指若不限制轉售價格，則不提供售前服務(no-frills)零售商，會利用節省下之成本，以
低價方式搶走由提供售前服務(full-service)零售商所開發之潛在顧客。本案檢舉人係
經營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之零售商，且據被處分人表示檢舉人『在網路通路

低價銷售予一般消費者，與參與學校大型採購案零售商之銷售通路（即教育通路）及

客戶（即學生）完全不同…』，因對學校客戶而言，網路銷售零售商與參與學校標案

之零售商間並無替代關係，則參與學校標案之零售商提供學校規劃、解說展示等售前

服務，及教育訓練、保固等售後服務，並不會增加檢舉人等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

售）之交易機會。被處分人復表示檢舉人透過網路平台銷售之Wacom產品數量甚少，
也不會因此搶走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的客戶，足見檢舉人等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

售）的低價也不會搶走提供學校售前服務零售商所開發之客戶。故本案與搭便車理論

所描述情形完全不同，並無『避免搭便車』抗辯之適用。」

「防止學校上網比較價格：被處分人辯稱其限制轉售價格之原因，係為避免學

校因為忽略教育通路與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間成本之重大差異，逕以Wacom
產品在網路銷售管道之售價，作為壓低投標廠商價格之依據，且因參與學校標案零售

商與經營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之零售商間不具有競爭關係，故其限制轉售

價格並非基於限制競爭之原因等語。惟前述抗辯事由仍難認屬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

由。蓋因『價格資訊』是影響市場機能正常運作及競爭發揮的關鍵因素，參與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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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雙方都必須在充分的價格資訊下才能做出正確的交易決定，因此抑制價格資訊的

流通、增加買方的價格搜尋成本、操縱或提供錯誤的價格資訊，會阻礙市場正常的價

格形成功能，而具有反競爭效果。被處分人透過上奇公司要求檢舉人將Wacom Cintiq
產品下架、不得販售，並指示上奇公司暫停對檢舉人出貨Wacom產品，縱使原因並
非擔心檢舉人搶走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的客戶，其目的也是要透過抑制價格資訊的流

通，增加學校方面對於價格資訊之搜尋成本，而墊高學校對Wacom產品的採購成本。
再者，縱使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願意提供學校展示、教育訓練等售前售後服務，但學

校方面是否均有售前售後服務之實際需求、究竟偏好『高服務/高價格』、『低服務/
低價格』或兩者之間的組合，應由學校等採購單位選擇，而非由被處分人代替學校選

擇，更不應該為了提供教育市場售前售後服務，而扭曲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

市場的競爭。」

「經綜合考量Wacom數位繪圖產品在國內之市場占有率已達7成，品牌間競爭較
薄弱，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更進一步削弱品牌內競爭，也不具促進品牌間競爭之效

果，尚難認被處分人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有正當理由。」

（6）忠欣公司案（公處字第107030號處分）
被處分人提出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是為減少經銷商之紛爭、有助維持客戶服

務水準，且合約未訂罰則，實務上亦無限制轉售價格等情事。但被處分人所提出前開

事由，大多與競爭無關。

公平會基於下列理由認無正當理由：「惟按維持轉售價格有促進經銷商勾結之疑

慮，而被處分人亦未提出如何以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之方法達到維持客戶服務水

準及促進競爭之具體作法與事證，被處分人辯詞尚無具體實施之內容及具體事證以實

其說。又被處分人稱THULE車頂架、車頂行李箱等相關產品之經銷合約訂有限制轉
售價格係為交通安全之考量，然查車頂行李箱非屬一次性安裝之商品，向由消費者依

需要而裝卸，其裝卸向附有說明書，經銷商說明之完善與良莠本即經銷商爭取交易，

從事品牌競爭之所在。復查車頂架依是否可徒手拆裝而有活動式與固定式之別，其中

僅固定式車頂架依交通法規應辦理汽車設備規格變更登記。另據公路總局、車安審驗

中心及監理所表示，法規未規定須由安裝事業辦理檢驗及變更登記，亦未規定須至專

業廠進行安裝，且安裝不具技術性，消費者可自行安裝。又變更登記之審查僅係查驗

是否領有符合高度、長度、適用車型、規格、功能及荷重等之書面審查報告及統一發

票，並不就安裝牢固與否進行檢查，至被處分人辯稱對『固定式車頂架』須先經其派

員示範安裝並教育訓練，另稱概括估算安裝、認證、保固、售後服務等成本約占銷售

成本15%至20%等語，然認證（產品須取得合格證明始得對外銷售）、保固、售後服
務為銷售之一般性成本，尚難認該等成本係為公共安全而需額外支付之成本，且被處

分人並未提出經銷商於銷售時為恪盡交通安全考量所需提供銷售服務之具體內容及前



第 2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42

揭服務所須支付成本之具體數據與事證，又查經銷商中有未提供安裝服務者，故被處

分人稱為交通安全考量，難謂有據。被處分人又稱限制轉售價格之理由係為避免惡性

競爭影響服務品質，亦為避免安裝不當而使產品壽命縮短、保固成本增加，然查經銷

商就安裝即有收費與否之別以為爭取交易之區隔，故並無事證足證被處分人限制轉售

價格之行為係與提升經銷商注意商品公共安全性有關。本案尚難認被處分人已依公平

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5條提出其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有『促進品牌間之競爭』或『其他有
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等具體事證，而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項但書規
定之正當理由。」

（7）建來運動行銷公司（公處字第107047號）
本案被處分人提出限制轉售價格正當理由係「其限制經銷商轉售cervélo當季車架

組之價格，係為確保經銷商有足夠利潤可提供售前解說、組裝服務，確保騎乘安全，

惟非當季車架組尚無售價限制。」

公平會就此認：「然被處分人之經銷商均有專屬實體店面，且兼營國內外其他

品牌自行車或車架組相關銷售業務，組裝服務亦可另外付費」、「是經銷商利潤來源

不限於銷售cervélo車架組商品，各經銷商在向被處分人買斷貨品後，自可衡量其他營
業項目之經營成本、行銷策略及獲利概況等，自訂最適零售價格，甚至可另外收取組

裝費用，而無須由被處分人經由限制轉售價格而保障其利潤。況且被處分人對非當季

車架組則無售價限制，倘其以確保合理利潤供經銷商組裝自行車之安全性理由，不應

因車架組款式新舊與是否過季而有區別，故安全性理由顯非其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事

由。」

（8）台灣惜時公司（公處字第110004號）
本案處分書中被處分人主張限制轉售價理由如下：「（1）實體店及網路賣家成

本不同，形成不公平競爭，網路賣家訂價低於一般通路銷售成本，實體店將無法生

存。又被處分人花費無數金錢、人力，開發及經營旗下各品牌商品，無不希望經銷商

增加銷售量，透過提高經銷商獲利，使其向被處分人增加進貨，故訂定『零售價格

表』，限制網路賣家之零售價格，確保經銷商之合理銷售利潤，促使更多經銷商（包

含實體店及網路賣家）銷售被處分人商品，並提升經銷商採購被處分人商品之意願。

（2）部分下游網路賣家自行聘請美編設計商品文宣、辦理促銷活動或購買關鍵字廣
告等行銷被處分人產品，為避免其他不作行銷活動之網路賣家搭便車（即省卻行銷費

用用以降價銷售吸引消費者），故限制下游網路賣家之零售價格。（3）被處分人105
年6月推出新產品每客思主食罐，除在各參展場合向廣大消費者推廣產品，並於各實
體通路及網路平台辦理各項促銷活動，限制網路賣家之零售價格目的在於提升新產品

參進。」

公平會就被處分人主張，認：「（一）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難認有鼓勵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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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寵物食品係屬一般性商品，與著重售前服務或現場

說明之複雜技術性商品有別；又寵物食品為飼主長期持續性採購商品，對於商品內容

及如何使用等飼主均有相當認知，經銷商提供售前服務並無助於商品銷售。且被處分

人亦坦承銷售寵物食品無須下游通路業者過多之售前服務或店面服務，故被處分人限

制轉售價格，難認有鼓勵下游通路業者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二）被處分人

限制轉售價格，無防免搭便車之效果：被處分人雖主張部分下游網路店自行聘請美編

設計商品文宣、辦理促銷活動或購買關鍵字廣告等行銷被處分人商品，限制轉售價格

得避免其他不作促銷活動之網路賣家搭便車。惟如前所述，寵物食品之產品特性，消

費者採購寵物食品並無須下游通路業者提供售前服務與店面服務，且飼主多係對相關

商品已有相當認知，而採取持續性回購，所著重者即在於同一商品之價格高低，自無

發生通路業者提供售前服務或店面服務後，所開發之潛在客戶遭其他未提供售前服務

或店面服務之通路業者以此節省下來的成本降價搶走之可能。另網路賣家自行聘請美

編設計商品文宣、辦理促銷活動或購買關鍵字廣告等，旨在吸引或招徠消費者駐足瀏

覽其商品網頁，進而與其交易，為一般正常之商業行銷模式，與被處分人有無限制其

零售價格並無任何因果關係，難認有防免搭便車之效果。（三）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

格，難謂有提升新事業或品之效果：被處分人主張105年6月推出新產品『每客思主食
罐』，於新產品上市推廣期間限制網路賣家之零售價格旨在提升新產品參進市場。惟

查被處分人生產（委託代工）、銷售寵物食品數十年，為國內貓罐頭知名品牌業者，

其非市場新進業者顯然可見。況縱使『每客思主食罐』於當時確屬新產品上市，亦只

須限制該項新商品之零售價格，無須及於其他13項既有商品。案關『黃金貓罐』及
『特級金貓大罐』即分別為被處分人於87年及98年上市之既有商品，均已歷時上市20
年或10餘年，故難認屬提升新品牌參進市場之理由。（四）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
難認有促進品牌間競爭之效果：被處分人主張實體店及網路賣家成本不同，形成不公

平競爭，限制網路賣家之零售價格，確保經銷商之合理銷售利潤，可使更多經銷商

（包含實體店及網路賣家）願意銷售被處分人商品，並提升經銷商採購被處分人商品

之意願。按寵物食品下游通路業者之營業規模、經營模式及管銷成本等各不相同，限

制轉售價格並無法確保經銷商之合理銷售利潤，只是保障無效率之經銷商繼續存留市

場，卻同時阻礙較有效率之經銷商依據其各自所面臨之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訂定售價

以擴張市場，及銷售模式之創新等。另寵物食品占飼主支出比例最大，對其價格敏感

性高（即價格彈性大），限制下游通路業者轉售價格，降低通路業者間之價格競爭程

度，將使產品平均售價提高，恐導致產品銷售量大幅下跌，並不利於整體產品之銷售

與推廣。又因寵物對於不同品牌飼料之嗜口性，且頻繁更換飼料品牌易於引發寵物腸

胃不適應問題，縱有更換寵物飼料品牌之必要，亦多採漸進式更換。易言之，僅有在

尚未決定飼料之前，寵物飼料較存有品牌間競爭。（五）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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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有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查被處分人於我國貓罐頭市場之占有率達

○％，且據被處分人表示，全國2,000家實體通路業者有○家銷售該公司商品，故被處
分人之產品對於下游11通路業者具有相當重要性。另寵物食品係屬長期持續性回購商
品，飼主並不在乎寵物飼料品牌間之競爭，而是著重於品牌內之價格競爭，故限制網

路賣家之零售價格，消費者短期內將被迫以更高價格選擇相同品牌之商品，無從享受

競爭所帶來之福祉。況且，被處分人亦表示，寵物罐頭為寵物每天每餐必須食用，就

消費者立場而言，相同品質的罐頭價格越低就是越好的服務，故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

格，尚難認有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

5. 罰鍰數額與考量因素
依公平會自100年至110年39件對違法限制轉售價格事業之處分書分析，在罰鍰數

額與考量因素部分有以下特點：

（1）罰鍰數額
罰鍰數額部分，5萬元者7件、10萬元者9件、15萬元者4件、20萬元者5件、30萬

元4件、50萬元3件、60萬元1件、100萬元者2件、120萬元1件、250萬元者1件、350萬
元者1件、2000萬元者1件。其中就涉及電子商務部分最高罰鍰僅有120萬元92

，且該案

係第2次違反公平法第19條之規定。
（2）罰鍰數額考量因素部分

公平會對違法限制轉售價格事業處以罰鍰數之考量，依公平會處分書審酌因素之

記載，審酌因素絕大多係抽象、簡略，有的僅係將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應審酌
要件全部列入；有的列入部分要件。

如就涉及被處分人要求網路經銷商統一價格之公平會公處字第102091號處分書對
被處分人違法限制轉售價格行為，處罰鍰5萬元之審酌因素為「經審酌其違法行為之
動機、目的及預期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類型

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情形、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因素等情狀。」 
（二）處分案例檢討

1. 處分書主文格式部分
主文記載部分前述我國公平會限制轉售價格處分案主文記載格式，可發現有些許

不同，雖可揭示事業違法之行為，但部分主文記載仍有相當的異差，在主文記載上應

有一致性。其次，比較我國與日本、歐盟限制轉售價價格處分書，就主文關於命被處

分人停止違法行為部分，我國記載相對較為簡略，日本處分書部分主文較為詳細，如

92 公處字第105107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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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開涉及電子商務限制轉售價格處分案例中，被處分事業先制訂建議售價，再以確保

實效措施要求經銷商遵守該建議價格銷售，處分書中命被處分人停止違法限制轉售價

格行為，究係停止何種行為？停止確保實效措施行為或包含制訂建議售價行為？恐有

爭議。

日本實務上不僅是單要求被處分人停止該違法行為，並要求採取具體改善措施，

經日本公平會承認，並通知交易相對人與消費者？值得我國法制參考。

2. 處分書事實與理由
我國公平會行政處分書格式，係採類似司法判決的格式，採主文、事實與理由形

式，但在事實欄中往往記載公平會調查經過與被調查者及相關人員、機關所提出之資

料，其中有互相矛盾不一致者，在理由中才說明採證認定的結果，但往往在理由中看

不到公平會認定違法行為時間的記載，但違法行為持續期間是考量罰鍰數額重要因素

之一，在處分書中無法確認違法限制轉售價格持續時間，在最後罰鍰數額決定時，即

有疑義。

比較日本、歐盟限制轉售價格處分書，就違法行為時間、態樣在處分書中即有明

確記載，此應為我國處分書格式上可借鏡者。

公平會處分書上之事實，應係公平會最後認定之違法事實，包括行為時間、態樣

等，現行將所有調查資料混雜在處分書中事實欄中，使人難以理解與處分相關事項，

應再加以調整。

3. 限制行為態樣
依前開公平會處分案例行為態樣分析，公平會認違法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態樣非

常多變，但以上游事業在經銷契約或合約書載明建議售價，並有確保下游遵行之措施

案例最多。在確保下游廠商遵守上游事業制訂之建議售價措施中，終止契約、停止供

貨、請求賠償等措施，固無疑義，在現今數位經濟電商平台普及情況下，以向電商

平台檢舉不遵守建議格銷售經銷商侵害智慧財產權，請求電商平台移除下架經銷商頁

面，形同強制關店的事例，亦甚常見，就此爭議問題分析與討論請參見後述說明與檢

討。

4. 罰鍰處分之檢討
如前開說明，公平會限制轉售價格處分書中關於罰鍰考量因素與罰鍰數額，就

涉及電子商務違法限制轉售價格處分案罰鍰數額部分偏低，部分是最低數額，但觀該

案件之考量因素被處分人並不承認行為違法，但仍處以最低罰鍰數額，妥當性甚有疑

義。

其次，處分書中就罰鍰考量因素之記載過於簡略且抽象，決定罰鍰數額不透明。

就涉及電子商務限制轉售價格行為罰鍰部分，公平會公處字第110004號處分書
對被處分人違法限制轉售價格行為，處罰鍰30萬元之審酌因素為「審酌被處分人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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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期

間；106年及107年營業額；初次違法且已停止系爭違法行為；配合調查態度；與其他
因素。」

在涉及電子商務限制轉售價格罰鍰數額最高120萬元之公平會公處字第105107號
處分書中，就罰鍰數額審酌因素為「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

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

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類型、

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因素等」。

比較二處分書就罰鍰數額審酌因素，受處分人或其他第三人無法理解公平會何

以在相同審酌因素下，會有不同罰鍰結果，關於罰鍰考量因素之記載，係將公平法施

行細則相關規定照抄，喪失在處分書須載明考量因素之意義。其次，依前開處分書所

載，公處字第105107號被處分人台灣櫻花公司曾有一次違法紀錄，且主張無違法限制
轉售價格，何以構成「違法後悛悔有據」？何以符合「配合調查」之要件？

另再比較歐盟華碩案處分書關於罰鍰之記載，可看到歐盟關於違法限制轉售價格

罰鍰數額決定之計算程序、考量因素相對清楚明確，歐盟雖與我國關於違法限制轉售

價格罰鍰規範類型不同，歐盟關於違反競爭法規範亦有相當詳細計算程序規則與我國

不同，但公平法第40條關於違法行為罰鍰數額已遠高於一般違反行政法之處罰，罰鍰
程序與考量因素，在執法程序上應更加明確透明化。

違反行政法之處罰，罰鍰程序與考量因素，在執法程序上應更加明確透明化。

5. 限制轉售價格正當理由之判斷
就前開涉及數位經濟下電子商務上游廠商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適用104年修正後

公平法第19條第1項但書前開處分書，均有關於正當理由判斷之說明，但就該部分處
分書之判斷，有以下問題與建議：

（1）一般違法限制轉售價格事業，就實施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動機，常見的是避免下
游削價競爭，以保障下游廠商利潤，並沒有特別考量。公平會在調查時，如果

要求違法限制轉售價格事業提出實施限制轉售價格的正當理由時，多數事業恐

無法提出正當理由，如事業所提出之理由不屬公平法第25條規定之理由或所提
出來者係屬幽靈主張（無法查證或無證據證明），公平會是否仍要審酌，並依

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之項一一檢視？恐有疑義。
（2）部分處分書理由內容觀察，關於無正當理由之判斷內容多於有無限制轉價格行

為之判斷，似有倒因為果。比較附件歐盟華碩案處分書內容記載，就無除外規

定之適用部分，記載較為簡略，雖該案係被處分人同意接受處罰，未提出適用

除外規定的主張，是以記載簡略，但該處分書關於除外規定之記載，應係我國

公平會處分書可參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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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部分處分案中，就有無正當理由之判斷，已逾當事人主張之範圍，是否適當，
實有疑義。按限制轉售價格正當理由屬公平法第19條第1項前段禁止規定之除
外規範，被處分人要適用該除外規範者，應負舉證責任，如被處分人僅主張有

部分除外規範之適用，但處分書中卻要就全部除外規範條款加以分析，如同行

政罰法規定行政罰之減輕或免除事由，被處分人僅主張其中之一減輕或免除規

範時，行政機關是否有義務就全部減輕或免除條款之適用都加以分析之情況類

似，是以部分處分書關於無正當理由之論述，已超出被處分人之主張，是否符

合行政程序法之規範，應再審酌。

（4）前開理由書中就被處分人相關產業特性、商品消費特質之論述，並未註明分析
之依據，被處分人就此如有爭執，在司法審查時將引起爭議。

（5）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正當理由主張格式化
就被處分人實施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應容許被處分人放棄正當理由之主張

或抗辯，被處分人如放棄該部分主張或抗辯時，公平會應減輕罰鍰數額，以利

加快行政調查程序處理。

被處分人如要提出限制轉售價格正當理由之抗辯時，建議公平會製作被

處分人主張正當理由格式化文件，內容包括主張之正當理由及證明該主張之證

據，以利被處分人填寫，供公平會審查。

肆、數位經濟下限制轉售價格法制與執法爭議問題分析

茲就數位經濟下，在電子商務零售商品限制轉售價格行為近年來引起討論相關問

題，加以說明分析，並嘗試提出判斷標準，以供參考。

一、上游廠商檢舉電商平台經銷商侵害智慧財產權與限制轉轉售價格一、上游廠商檢舉電商平台經銷商侵害智慧財產權與限制轉轉售價格

近年來網路電商平台經銷商與上游供應商發生爭議問題，其中之一為網路電商平

台經銷商認不配合上游供應商價格政策，以低於上游廠商建議零售價格促銷販賣，引

起電商平台其他零售商向上游供應商抗議，上游供應廠商即以侵害智慧財產權為由，

向電商平台提出檢舉，致被檢舉之下游經銷商遭平台下架，喪失電商通路造成損失，

因而發生爭議，此種檢舉侵權要求電商平台下架方式，在數位經濟下，何以會發生比

向法院訴訟更強烈效果？上游廠商為避免違反公平法第19條之規定，往往對外宣稱，
係因被檢舉人侵害其智慧財產權，與低於約定售價或建議價格銷售無關，此爭議為執

法機關接受下游廠商檢舉後，如何調查處分須面對的難題。

（一）電子商務賣家（經銷商）行銷與上游廠商之智慧財產權

在電子商務銷售模式中，不論B2C或C2C銷售方式，銷售者為使消費者了解其所
銷售商品，往往會利用電腦網路特性，將該商品相關訊息利用拍照或作成電子檔方

式，將照片或電子檔刊登在電商平台網頁上，供消費者觀看商品相關訊息，以了解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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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內容，提升消費者購買該商品的意願。

賣家在電商平台刊登與銷售商品相關訊息，常見者為包括商品各種角度照片、

該商品平面廣告、使用方法說明、製造商品原廠相關訊息（工廠、作業流程序）、檢

驗報告、商品國內外得獎紀錄等。前開與商品有相關之訊息，如在該訊息中有製造廠

商之商標，可能涉及商標權，如係商標以外商品、廣告、使用方法說明照片或網頁影

像，可能涉及著作權。

就在電商平台販售商品，拍攝所販售之商品照片上傳網路，及將商品說明文字等

刊登於網頁上是否侵害商標權或著作權之爭議上，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與司法實務

見解如下：

就商標權部分，智慧財產局認「自行拍攝含商標的商品照片，如果該販售的商品

確實是標有他人註冊商標的真品，而自行拍攝商品照片於網路販售，依消費者認知，

僅係指示他人的商品，亦即，利用他人商標來表示自己所提供商品或服務內容相關

的必要訊息，亦不受他人商標權效力所拘束（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參照）。
但判斷是否符合『合理使用』，應考量行為人的使用是否符合商業交易習慣的誠實

信用方法、使用他人商標是否為必要的行為，以及其使用的結果是否造成相關消費

者對於商品或服務來源產生混淆誤認之虞，包含有無致使消費者誤認二者商標指示的

來源間存在授權、贊助或同意關係等情形，應由司法機關依具體個案存在因素綜合考

量。」
93

就經銷商／零售商為轉售或促銷商標權人已同意流入市場附有商標之真品時，

除真品本體外，如使用商標權人之商標另行刊登廣告或發行型錄促銷時，是否侵害商

標權之問題上，我國司法實務曾有法律座談會多數見解認
94
「為轉售或促銷商標權人

已同意流入市場之附有商標的真品時，在網路上陳列該附有商標之真品，甚至是以該

真品所標示之商標另行刊登廣告或發行型錄促銷行為，若係為對消費者提供正確、真

實的商品資訊，屬於必要之使用行為，且其使用符合商業交易習慣的誠實信用方法，

亦不會造成相關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來源有產生混淆誤認之虞的結果，則該等行為宜

依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所涵蓋之指示性合理使用概念，應不受商標權之效力所拘
束，而非以第2項權利耗盡之理論論之。至於本題所界定之行為主體為商標權人之經
銷商／零售商，依此等主體之性質，其前述行為於商業上之評價更屬正當及習見，於

具體個案時，以指示性合理使用判斷其行為是否適法，更不待言。」原則上認「該真

品所標示之商標另行刊登廣告或發行型錄促銷行為，若係為對消費者提供正確、真實

的商品資訊，屬於必要之使用行為。」

9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106年11月27日電子郵件1061127號令函解釋。
94 民國106年5月8日，法院106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民事訴訟類相關議
題」提案及研討結果第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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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著作權部分，智慧財產局前開函釋認「商品如係工業化量產之商品或不符著作

之保護要件，則不受著作權法保護，將該等商品予以拍照，不生侵害著作權之問題；

惟商品上之圖像（例如Logo），如具有原創性及創作性，則屬著作權法保護之美術
著作，將該等著作予以拍照及上傳網路，涉及『重製』、『公開傳輸』等利用他人著

作之行為，除有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65條所定合理情形外，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
權或同意，始得為之。」「另商品品名、說明文字等如僅係一般通用的名詞（例如：

成分、製造商名稱等）或僅係單純的事實敘述而不具備原創性及創作性者，因不屬著

作權法保護之標的，對其加以利用，亦無著作權侵害問題。」「由於網路上之商品照

片、圖片、說明文字等，只要具有原創性、創作性，即屬受著作權法保護之攝影、美

術或語文著作，因此賣家如果為了販賣商品，而需利用他人之商品照片、圖片及說明

文字等，除符合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65條規定之合理使用情形外，仍應向各該著作之
著作財產權人取得同意或授權，始得利用，…」「由於著作權屬於私權，如當事人對

利用該著作有無構成合理使用發生爭議時，仍應由司法機關就具體個案調查事實認定

之。另臺北地方法院在實務上，有認定為在網路上銷售正版音樂唱片，將唱片封面

放至網頁供人瀏覽的行為，符合合理使用之見解（臺北地方法院92年度易字第1969號
判決）。」

95
是以依該函釋見解，電商平台賣家如將自己拍攝商品照片上傳電商平台

網頁，就該商品外觀，如涉及著作權，依該函釋引用司法實務判決見解，有引用合理

原則之餘地，但他人所拍攝商品照片、圖片及說明文字，應以取得著作權人同意為適

當，以免觸法。

（二）電商平台受理檢舉侵害智慧財產權作業流程

就所供應商品商標權與著作權人之上游廠商，對在電商平台賣家，何以常使用檢

舉侵害智慧財產權方式，要求電商平台將該經銷商網頁移除下架，理由係因各電商平

台都建立侵權通知下架機制，智慧財產權人使用該方式可快速阻止侵權廠商繼續利用

電商平台通路銷售，且成本較低廉。

以我國電商平台Shopee蝦皮購物網為例，其訂有「智慧財產權侵權通知辦法」，
該辦法規定「權利人及賣家認知並了解蝦皮購物非司法機關，無法逕行認定商品是否

構成侵權，故當權利人認為在蝦皮購物上刊登的商品侵害其智慧財產權時，蝦皮購物

建議以下列方式維護權益：

1. 透過蝦皮購物的聊聊功能直接與您認為涉及侵權的賣家聯繫：直接與涉及侵權的賣
家聯繫有助於釐清事實及雙方主張，是快速且有效的解決方法之一。

2. 透過本辦法規定的方式向蝦皮購物提出侵權通知主張移除商品：提交侵權通知時應
提供該權利的證明，並聲明願賠償蝦皮購物或其他第三人因不實通知造成的損害及

95 同註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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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至於檢舉程序，係權利人應填具聲明書與申訴書向蝦皮客服信箱提出檢舉，在

該申訴書中，侵害商標權事由包括「商品使用權利人商標做額外的廣告、宣傳或其他

非為合理描述之情事（請檢附說明）。」，在侵害著作權事由包括「商品盜用權利人

圖片或文字（請檢附說明）。」蝦皮購物網收到檢舉後，若經確認皆已完備，將移除

涉有侵害智慧財產權之商品頁面，並回覆處理結果，且另以App推播或電子郵件等方
式通知被移除商品之賣家。被移除商品頁面，賣家若認為沒有侵害檢舉人的智慧財產

權，可與蝦皮購物聯繫並說明主張，蝦皮購物會提供檢舉人相關資訊，由被檢舉人與

檢舉人直接聯繫以釐清解決爭議，或依公平法關於不公平競爭等相關法律主張維護權

益。

Yahoo奇摩拍賣網分別訂有「商標權及專利權權利人檢舉侵權商品辦法」、「檢
舉著作權侵權處理辦法」，但Yahoo奇摩僅受理「賣家販售商品為仿冒品」及「平行
輸入商品使用到商標權人國內註冊之中文商標，且商品與註冊商標屬同一類別」侵害

商標權案件之檢舉，其範圍顯較蝦皮購物網為小。

我國另一電商平台露天拍賣網就平台侵權爭議處理程序，訂有「智慧財產權保

護傘方案」，就侵害著作權部分，除仿冒外包括「刊登物品抄襲有著作權之文字或圖

片」。露天拍賣網就權利人侵權主張，依其說明在收件後24小時即會下架處理完畢。
依前開各電商平台檢舉侵害智慧財產權處理辦法相關規定，電商平台收到檢舉案

件後，如形式認符合條件，即將被檢舉涉有侵權網頁內容移除，電商平台僅為形式審

查，如有爭議，則應由檢舉人與被檢舉賣家自行協商或透過司法程序處理，對權利人

而言當然是相當方便的處理方式。

二、檢舉電商平台賣家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例二、檢舉電商平台賣家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例

公平會處分案例中，多個案例均涉及被處分人曾向電商平台檢舉賣家侵害智慧財

產權案例，茲以下列2例說明：
1. 臺灣櫻花股份有限公司案（公處字第105107號）

該案中被處分人曾於網路平台限制賣家商品價格，經公平會受理檢舉調查後，以

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18條（現行第19條）處分在案。104年4月間檢舉人於網路平台販
賣櫻花牌熱水器，因價格太低遭被處分人向網路平台檢舉侵權而被下架，被處分人再

次以同樣手法控制網路賣家之商品售價，涉及違反公平法規定，經人再向公平會提出

檢舉。

經公平會調查結果被處分人103年4月至104年12月間以商標權權利人向雅虎公司
提出（賣家銷售的是仿冒品）侵權檢舉24次。被處分人103年4月至104年12月間以商
標權權利人向露天公司（露天市集）提出侵害其商標權之檢舉20次，提出同時侵害
其商標權及著作權之檢舉5次，侵權檢舉合計25次。經公平會檢視比對檢舉人提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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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處分人檢舉侵權而遭雅虎公司下架之網頁資料，及露天公司提供網路賣家因被

處分人檢舉侵權而被下架且明顯未使用櫻花網站之網頁資料獲悉，該等被下架網頁均

發生於104年1月以後，對應該等網頁商品標價及被處分人公司網站之公告建議零售價
及其所屬總經銷商之經銷價及建議零售價，賣家被下架網頁商品之標價均低於被處分

人公司網站之公告建議零售價，且多數亦低於或接近於各區總經銷商之經銷價。本件

處分理由，公平會認「被處分人透過總經銷商之下游經銷商銷售產品，並以渠與總經

銷商間約定之價格作為經銷商價格轉售之制約，經銷商倘未符規定，可能遭受網站移

除網頁之處罰，對經銷商之心理易形成壓迫，經銷商之價格設定自由實已受前開不利

益制裁配合措施之拘束，被處分人前開行為形成之干涉與壓迫，致有限制轉售價格之

實效，而有價格僵固之情事，影響經銷商自由決定商品價格，損及市場價格競爭機

制。」本案另一特點，在於被處分人將電商平台經銷商侵害智慧財產權作為限制轉售

價格正當理由，但此主張並未為公平會所採認。

2. 新視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處分案（公處字第106013號）
本案係被處分人於網路平台限制經銷商轉售奇美家電商品價格，檢舉人認因於網

路平台販賣之價格太低遭被處分人限貨或斷貨，涉及違反公平法規定，提出檢舉。

經公平會調查結果認被處分人於104年4月至12月間共向雅虎公司檢舉5次，理由
均係著作權侵權；雅虎公司接獲檢舉後均直接下架被檢舉內容之商品，下架後並未收

到被檢舉會員之申訴。被處分人103年向露天公司檢舉6次，所檢舉之商品品項為161
項，104年檢舉1次，所檢舉品項為4項，理由均係著作權侵權。經公平會檢視比對被
處分人之報價表及雅虎公司提供網路賣家因被處分人檢舉侵權而被下架之網頁資料獲

悉，該等被下架網頁之網頁商品標價均低於被處分人當月之建議售價（或促銷價）。

公平會認被處分人構成違法限制轉售價格行為理由係「被處分人與經銷商間簽訂

之經銷合約書及網路經銷授權書雖無明確限制轉售價格條款及相關罰則，次查多數遭

被處分人向網路平台檢舉著作權侵權致停權或商品下架之賣家亦自承網頁圖片擷取自

被處分人網頁，惟仍有受本會調查之經銷商表示倘不遵守被處分人之價格規定，即遭

拒絕供貨之處罰。」

前開案例中，相同點為上游廠商就其所供給之商品都訂有建議零售價格，且依檢

舉人之檢舉內容檢舉人都未遵守上游要求之價格販賣，所以上游廠商提起侵權告訴或

向電商平台提出侵權通知，致檢舉人在電商平台販賣商品網頁遭移除。

如前開說明，數位經濟下在電商平台銷售商品，刊登商品相關資訊內容越多，消

費者可透過觀看該商品相關訊息頁面，提升購買該商品之慾望，但關於商品之多數資

訊往往係掌握在上游廠商手中，電商平台賣家在電商平台上銷售商品時，行銷策略往

往希望能將商品所有訊息刊登在電商平台容許使用之頁面上，加以電腦網路下載作業

簡便，電商平台賣家如非一般銷售廠商，往往會使用上游廠商網站中與商品相關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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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說明，如取得上游廠商授權，自無疑義，如未取得授權時，即可能陷於遭受上游廠

商向電商平台申請侵權通知請求移除之狀態。

與商品相關商標權或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利人，就其所供給商品如約定或要求

其交易相對人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智慧財產權人之上游廠商如通

知交易相對人電商平台賣家，如不依其要求價格出售時，將對電商平台主張該賣家侵

權；而電商平台經銷商不依其要求價格銷售時，上游廠商以對電商平台發侵害智慧財

產權通知為確保該限制價格行為發生實效之手段時，因對電商平台發侵權通知會發生

賣家販賣商品之網頁遭移除下架之效果，對賣家將發生經濟上不利益，該行為違反公

平法第19條第1項，是以公平會前開臺灣櫻花公司處分案、新視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處分案之見解應可採認。

至公平法第45條雖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法規
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但上游供應商如係著作權人或商標權人，

以落實限制交易相對人零售價格為目的，向電商平台為侵害智慧財產權檢舉，要求電

商平台移除下架未依其要求價格販賣之賣家頁面，該行為係利用電台平台就侵害智慧

財產權檢舉，因須快速處理，採形式審查機制，發生爭議即先移除權利人檢舉侵權頁

面，造成電商平台賣家喪失遭移除電商平台通路，實質上形同關閉某一實體商店，該

行為自不能認係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行使權利正當行為。

三、對電商平台侵權通知以限制轉售價格之判斷標準三、對電商平台侵權通知以限制轉售價格之判斷標準

上游廠商對電商平台侵害智慧財產權通知在何情況下始符合違反公平法第19條第
1項違法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應考量下列因素：
（一）上游廠商就所提供之商品是否約定售價或制訂建議零售價格

公平法第19條第1項禁止上游廠商就其所供給之商品，對交易相對人轉售給第三
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加限制，限制方式過去可能係在經銷或銷售契約中明定販

賣價格，但隨著公平法規範日漸普及，廠商多了解在契約明定可能涉及違反公平法，

所以，常見限制方式係由上游廠商訂立「建議售價」，要求下游經銷商依該建議售價

出售。但該建議售價如有拘束力時，仍違反公平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
是以在智慧財產權權利人上游廠商對電商平台以下游廠商侵害智慧財產權為由，

請求移除電商平台賣家網頁時，是否與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有關，應先檢視上游廠商就

其所供給之商品，是否在經銷契約中約定零售價格或是否訂有建議售價。上游廠商未

就其所供給商品在經銷契約中訂有零售價或訂有建議零售價，亦未曾通知下游廠商系

爭商品販賣價格，上游廠商通知電商平台，電商平台賣家侵害智慧財產權，請求移除

下架該商品網頁時，難認與限制轉售價格有關。

（二）上游廠商通知電商平台侵權賣家銷售價格是否低於上游廠商要求價格或建議價格

應檢視遭智慧財產權人上游廠商通知電商平台侵權賣家，其在電商平台上就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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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人所供給商品之銷售價格，是否低於上游廠商所要求販賣價格或建議售價。

如賣家在電商平台以遭上游廠商認侵權之網頁，行銷上游廠商供給商品，已有相

當時間，在販賣價格高於或等於與上游廠商約定販賣或建議價格時，上游廠均無任何

維護智慧財產權行動，但開始促銷降價時，上游廠商要求降價，賣家拒絕後，即以向

電商平台主張賣家網頁侵害智慧財產權，請求移除下架，此時應可認上游廠商係以該

方式，請求賣家依上游廠商所訂零售價格或建議售價出售，即可能違反公平法第19條
第1項之規定。

在公平會前開2件違反公平法第19條第1項之違法限制轉價格案例中，即可明顯看
出遭被處分人對電商平台請求侵權移除經銷商網頁，都是銷售價格低於被處分人所要

求或建議零售價格的廠商。

（三）上游廠商對電商平台侵權通知前是否曾通知平台賣家侵害智財權

公平會訂頒「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

案件之處理原則」第4點規定「事業踐行下列各款確認權利受侵害程序，始發警告函
者，為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一）發函前已事先或

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理商請求排除侵害。（二）於警告函內敘明

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例如系爭權利於何

時、何地、如何製造、使用、販賣或進口等），使受信者足以知悉系爭權利可能受

有侵害之事實。」「事業未踐行前項第一款排除侵害通知，但已事先採取權利救濟程

序，或已盡合理可能之注意義務，或前項通知已屬客觀不能，或有具體事證足認應受

通知人已知悉侵權爭議之情形，視為已踐行排除侵害通知之程序。」該處理原則第2
條復規定「本處理原則所稱事業發警告函行為，係指事業以下列方式對其自身或他事

業之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散發他事業侵害其所有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

之行為者：…」上游廠商向電商平台主張平台上賣家侵害智慧財產權，請求移除下架

該賣家販賣商品網頁，其效力顯高於對交易相對人所發警告函之行為，自應比照此處

理原則第4條規定之發警告函前應遵守程序，始為適當。
且在電商平台經銷商品之賣家，在電商平台所刊登商品相關訊息，除係仿冒品

外，所刊登廣告內容，如前開我國法制之說明，縱有侵害著作權或商標權情況，也不

一定是全部內容侵害智慧財產權，但電商平台就侵權網頁內容之審查程序，有時難

以細緻化，依前開蝦皮購物網、Yahoo奇摩與露天公司前開智慧財產權人主張侵權程
序，電商平台認內容侵權，即可能移除全部內容。如智慧財產權人上游廠商要求電商

平台賣家修改或自行刪除部分可能侵權內容時，賣家可能會接受自行修改，不致蒙受

上游廠商向電商平台主張賣家侵權，致受網頁移除之風險，上游廠如確係真正要維護

其智財權，對銷售其所製造或供給商品之賣家，主張侵權目的應不在關閉電商平台銷

售點，是以如上游廠商對電商平台賣家所刊登商品訊息之內容，向電商平台主張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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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曾通知賣家移除部分內容，應可認該上游廠商向電商平台主張侵權目的不在限制

轉售價格。

（四）上游廠商主張侵權事由是否明顯不成立

另可檢視上游廠商向電商平台主張某賣家侵權，但該主張明顯不會成立，如前開

關於我國法制之說明，電商平台上賣家僅刊登自行拍攝商品照片，我國司法實務認無

侵害著作權、商標權，但上游廠商仍向電商平台主張該賣家侵害著作權、商標權，請

求移除，此時應可認上游廠商向電商平台主張侵權目的並不在維護其智慧財產權。

（五）上游廠商對電商平台侵權通知之賣家與其他相同情況賣家是否相同處理

最後，可檢視上游廠商對所有與其所檢舉電商平台侵權賣家刊登商品訊息內容相

同的賣家，是否採取相同維護智慧財產權行動？如上游廠商僅是對銷售販賣價格較低

者，向電商平台主張侵權，但對其他刊登相同廣告內容，販賣價格遵守其要求者，卻

未採取相同方式，應可認上游廠商向電商平台主張該賣家侵權目的不在維護智慧財產

權，而在以該方式落實賣家依其所制訂之零售價格販賣。

四、數位經濟下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判斷四、數位經濟下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判斷

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本法第19條第1項但書所稱正當理由，主管機關得
就事業所提事證，應審酌下列因素認定之：一、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

品質。二、防免搭便車之效果。三、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四、促進品牌間

之競爭。五、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

公平會經調查結果如認與電子商務有關事業有違法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時，應通知

可能被處分人事業，提出違法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事業接獲公平會通知後，得

提出實施限制轉售價格正當理由與證據，供公平會判斷是否有正當理由，但事業不提

出正當理由之主張時，應認公平會即無須再就事業有無正當理由為判斷說明。如事業

僅提出理由，但未提出任何證據時，公平會應無就該事業所提出之主張進行職權調查

有無所主張之事實，應可逕行認無正當理由。

事業如提出正當理由之事證，如未主張所主張之理由係屬前述施行細則之類別

時，公平會先就事業主張定性歸類，再就該主張有無理由加以分析，但就事業所主張

之正當理由分析說明時，應了解該涉及電子商業產業實際運作情況、商品特性等。

事業在提出正當理由之事證與公平會在具體考量公平交易法第25條施行細則所列
因素時，可依各款規定，分別具體考量下列事項：

（一）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

事業實施限制轉售價格時，如何要求下游經銷商限制轉售價格所取得之利潤轉嫁

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上？有無具體作法？如電子商務下游經銷商未採取提升服務效

率或品質具體作為時，上游事業有何稽核或監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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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免搭便車之效果

在系爭案件中限制轉售價格如何發生防免搭便車之效果？或如果沒有限制轉售價

格，是否會發生電子商務經銷商會搭便車實體經銷商之情形？

如說明商品的服務對消費者是重要商品，例如化妝品、功能複雜的家用電器，此

部分服務基本上是免費。如果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一律違法，則消費者享受關於商品說

明服務後，以回去再考慮離開實體商店再到網路購買價格便宜商品，結果將造成提供

商品說明服務實體商店不存在，有害需求者之利益。

但此應注意的是，商品說明服務應限於一定需實體體驗之商品說明服務，因現

行電子商務透過相關通訊設備，視訊影像對話，電子商務也可能完成部分商品說明服

務，與實體商店並無差別。

（三）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

如在電商平台通路中實施限制轉售價格之事業或其商品係在何時進入相關產品市

場？限制轉售價格如何促進新事業或品牌進入市場？

（四）促進品牌間之競爭

應就限制轉售價格減少、消滅品牌內競爭與促進品牌間競爭效果之比較衡量。限

制轉售價格行為減少或消滅品牌內競爭，但另一方面，可能促成品牌間競爭，應就二

者加以衡量比較。

比較衡量二者，參考判斷標準係商品的可替代性，如後述日本公平會實務上對限

制轉售格行為處分案例之商品，對零售商的展示品而言，均為不可或缺之商品，因該

類商品，難以期待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有促進品牌間競爭之效果。

五、檢視數位經濟交易模式與限制轉售價格要件五、檢視數位經濟交易模式與限制轉售價格要件

如前開說明，上游製造商如下游經銷商係代銷關係者，上游製造商限制下游經

銷商商品轉售價格者，無公平法限制轉售格之適用。至代銷之判斷標準，依最高行政

法院92年度判字第825號判決認「是在判斷是否為代銷關係時，應就系爭事業間實質
之交易內容加以認定，諸如所有權是否移轉、以何人之名義做成交易、銷售價金之支

付方式、不能履約之危險承擔、商品瑕疵之擔保責任、報酬之計算方式等，用以判斷

為何人之利益而為計算；亦非僅憑契約之字面形式，而應就其實際之交易內容加以認

定。」

但在數位經濟電子商務時代，就上下游是否屬代銷關係，應就電子商務相關交易

關係綜合判斷。不宜以單一因素所有權是否移轉即認定係屬代銷關係與否。即應就電

子商務交易模式加以檢視是否符合限制轉售價格之要件。

例如在所有權移轉部分，電子商務經銷商型之一是經銷商收訂單，上游製造商

負責出貨，經銷商處並無存貨，貨物係儲存在上游製造商或代理商倉庫中，以節省庫

儲空間，等經銷商接到訂單後，再通知供貨上游製造商逕行託運宅配公司運至買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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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買賣過程中，電子商務經經銷商並未手商品，此時應以履約風險判斷是否為

代銷關係？即如履約風險係上游廠商負擔者，則電子商務經銷商僅係代出賣人處理

事務，自屬代銷，否則縱電子商務經銷商未經手商品，其與上游商間，仍不屬代銷關

係。

伍、結論

數位時代電子商務興起後，電子商務在一般民眾日常生活中已成不可或缺的交易

形態之一，隨著各種電商平台之出現，電子商務能提供買家服務更加多元，傳統公平

法如何規範數位經濟，成為近年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須面對的議題。

價格是電子商務平台賣家與實體商店最有效的競爭武器，是以在電商平台出現

後，上游製造商對在電子商務通路實施限制轉售價格，為數位經濟下製造商可能發生

的違反公平法行為之一，但電子平台交易模式多變化，了解電商平台交易模式以利妥

當執行公平法，應是面對數位經濟下零售商品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主要態度。

本文首在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Leegin案判決之分析，簡要說明限制轉售價格對競
爭的正反影響，並討論在數位經濟下電子商務通路限制售價格對競爭的影響是否與傳

統經濟相同對電子商務，依前開說明，可以發現在某些情況下，傳統經濟下，限制轉

售價格對競爭正面影響，並不能成立。

其次本文說明，公平法第19條限制轉售價格規範沿革與要件，我國公平法限制轉
售價格之規定就電子商務並無特別規定，適用傳統經濟之限制轉售價格規範仍同適用

於數位經濟下電子商務交易。

本文並分析公平會對電子商務相關限制轉售價格處分案例，並分就處分主文、事

實與理由之記載、正當理由與處分罰鍰加以檢討，並提出執法建議。

最後本文數位提出經濟下限制轉售價格法制與執法相關爭議問題，包括電子商務

限制轉售價格常見的上游檢舉侵權要求電商平台下架之爭議、正當理由之判斷、數位

經濟交易模式與限制轉售價格要件加以分析與檢討，並提出執法建議，以供公平會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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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來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下稱「COVID-19」）疫情持續蔓延下，已對全球
社會及經濟造成巨大衝擊。面對COVID-19引起經濟停頓的「黑天鵝」事件，企業大
多試圖在經濟衰退期間保持穩定，而各國政府則在積極進行疫情控管的同時，陸續祭

出紓困方案或補助措施，以協助企業度過疫情危機，並致力於制定有效的經濟復甦策

略。

OECD經合組織競爭委員會於2020年4月27日發布1份競爭政策因應COVID-19之報
告：「OECD competition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1

，該份報告是OECD競爭委
員會為協助各國政府和競爭管理機構制定的一系列COVID-19相關文章的一部分，呼
籲各國政府於干預市場經濟時仍應維持「競爭中立」政策，並探討疫情下競爭法執法

對市場結構帶來短期、長期之影響，並對政府部門提出執法建議
2
。

該份報告認為，不同於一般的政府干預，COVID-19對經濟、社會所帶來的衝擊
更為深遠，因此政府對市場管制與干預措施也會更加明顯。但各國政府在提供補償

金、補助、銀行保證協助廠商度過財務危機時，仍需審慎地考量補助措施的實施對

象、金額等並建立明確、透明的規範，維持「競爭中立」政策，以確保補助措施未影

響市場競爭環境，甚至進一步提升整體的經濟效率。以競爭中立的觀點來看，政府提

供一般性的振興補助因適用於所有的產業，故較無違反限制競爭之虞，倘僅補助特定

產業則須有明確的規範，以確保未破壞公平競爭環境。

此外，OECD的報告亦指出，產業振興政策不應淪為保護政策，政府部門除了提
供短期防疫補助外，亦應建立長期政策以協助市場回復到開放的競爭環境。換言之，

政府補助措施應具合理、透明及可預見性，於疫情好轉時立即收手以避免持續干預市

場。故政府退場的時間點是重要關鍵，太早執行退場機制將難以確實協助廠商，反而

無法恢復市場的競爭；而太晚執行退場機制則使廠商過度依賴政府的扶植，反而降低

廠商競爭及參與市場的誘因。就此而論，政府可以透過競爭政策了解各產業於受政府

補助之情形下恢復的情形，以規劃疫情過後相關補助或振興措施的退場機制。這些退

場機制包含在市場環境允許的情況下，誘使廠商不再仰賴政府補助，如政府為協助企

業資本重組而負擔的高額報酬、或是紅利報酬政策，使市場能儘速回復以往的公平競

1 OECD, “Competition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 https://www.oecd.org/
competition/competition-policy-responses-to-covid-19.htm，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2 梁珮玟，「競爭政策於新冠肺炎下所扮演的角色」，公平交易通訊，第94
期（2020年7月）：https://www.ftc.gov.tw/upload/ced200ce-5ee0-437f-a05a-
d63266dca2d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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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環境，且退場機制的規劃相當複雜並需經審慎考量以達到執法上的彈性，故應將競

爭法主管機關的建議一併納入考量。

從競爭法的角度而言，由於在疫情期間，因食品及生活必需用品之需求大增，在

預期價格上漲之市場環境下，大幅提升業者之不法誘因，故有必要透過積極執行公平

交易法（下稱公平法）來確保市場之公平競爭，避免市場參與者間藉由合意調漲或共

同約束價格等聯合哄抬物價之行為等聯合行為來影響市場商品之供需與價格，進而造

成社會及經濟之動盪。自是，全球政府和競爭監管機構都試圖平衡及保持市場競爭並

確保向所有消費者供應和公平分配稀缺產品。

除了消極的確保民生物資與防疫用品的公平分配，以及市場競爭的公平性之外，

從積極面而言，在COVID-19危機的特殊情況下，有許多原因可能會促使原先競爭的
公司開始相互合作，並且有許多方式可使消費者和整體經濟從這些合作之中受益。例

如在COVID-19疫情爆發期間，至關重要的是要確保企業能穩定地供應基本產品和服
務給人民，尤其是口罩、消毒凝膠、衛生紙和其他基本必需品的供應。但如果競爭法

被錯誤地理解或運用，企業之間的合作便會受到阻礙，而這些商業合作對於確保那些

基本產品和服務的穩定供應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世界各地的競爭法執法機構已

發布了聲明，解釋將如何處理COVID-19疫情下的商業合作方式，以減輕一般公眾的
擔心。

所謂疫情促進的合作機制，不僅是指因COVID-19疫情蔓延導致需求大增之產
業，其他因疫情而大幅受到衝擊之產業，亦有可能透過與競爭對手之協議合作，來因

應疫情帶來之衝擊。舉例而言，飯店旅宿業者間針對訂退房制訂統一之促銷專案或退

費標準、保險業者就疫情相關理賠條款共同決定保單條款、製造業者間共同採購原物

料等，亦屬於原先彼此競爭的公司因疫情而帶來的新合作型態
3
。除此之外，為了儘速

緩解COVID-19對人類生命與健康所帶來的威脅，全球醫藥產業莫不努力投入相關疫
苗及藥物研發，為加快研發腳步，同業間可能會進行共同研發。前述同業間可能合作

之態樣，在疫情蔓延之此刻，固有益於整體經濟及公共利益，然而依據公平法，縱使

是有益於整體經濟及公共利益之聯合行為，仍須經過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

之事前許可，方能豁免於聯合行為之處罰。

競爭法作為市場經濟之基石，其基本原理在經濟衰退時期和經濟擴張時期本當對

於社會各產業一體適用，確保市場遵循一定之遊戲規則來運作，方能達成市場經濟之

目的即效率市場、公平競爭，然而在重大經濟巨變下，部分產業遭受重大衝擊，另一

方面部分產業則面臨極端需求，甚至有部分產業基於公益之考量有相互合作、協議之

3 工商時報，「新冠肺炎疫情下之競爭法議題」A6名家評論，（2020/5/8）：
https://readers.ctee.com.tw/cm/20200508/a06aa6/1057771/share，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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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基此，競爭法主管機關該具備如何之思維與應對方式，過往一體適用之規範是

否應有彈性，深值討論。

由於COVID-19對全球經濟、社會皆造成衝擊，故宜蒐整國外對於COVID-19造
成產業經濟影響與競爭法之相互關係之比較文獻，逐一盤點並深入探討COVID-19對
產業經濟之影響。如OECD便建議各國政府在推動產業振興方案時，應確保所採取的
補助措施是透明、短暫性的，且所帶來的效益大過於對市場公平競爭環境所造成的扭

曲現象，不但要審慎地設計補助措施，將資源投入於真正受疫情影響的廠商，更要評

估整體經濟狀況回復後啟動退場機制，以提升恢復市場公平競爭環境。而各國的競爭

法主管機關不但有義務提供政府在推動振興方案時維持市場公平競爭的相關建議，更

有義務協助建立透明、具體並適用於所有廠商的規範
4
。換言之，OECD期待各國競爭

法主管機關在疫情的巨變中扮演監督者、建言者的角色，在短期內避免補貼與振興措

施扭曲市場；長期而言則以建立公平、自由的競爭環境為目標，避免各國形成保護主

義。

目前學界討論主要集中於：競爭政策如何幫助應對COVID-19大流行帶來供需方
面的直接挑戰，並為中長期經濟復甦做出貢獻。著重競爭與產業政策相結合，新興的

經濟保護主義和保持競爭中立性，監管對策的新趨勢，著眼於歐盟及其成員國的競爭

法（反托拉斯和合併控制）領域的當前發展以及數位化等。

從政府的角度而論，本次疫情對理論、實務及證據層面上都帶來許多挑戰，在短

期的實務操作層面，競爭法主管機關需針對疫情採取即時的執法，如因應廠商操縱價

格、協議定價、聯合行為、救援結合（rescue mergers）及優先性調查等，以使市場於
短期內恢復正常運作；而就長期而言，受到疫情的衝擊，部分廠商因財務危機而退出

市場，或為持續生存而結合其他企業，容易使市場造成過度集中之現象，競爭法主管

機關審核瀕於破產而急於結合的申請案件時（如救援結合），應避免結合後對市場結

構所帶來的長期性傷害。

由於COVID-19疫情對經濟、社會等影響深遠，在這種重大經濟巨變下，競爭法
主管機關應扮演何種角色，無論是從理論面或實務面，皆有許多值得研究與探討之

處，尤其是世界各國政府在面對疫情影響時，提出了何種因應措施，國際組織的建議

又是如何，均值得我國政府借鑒，故實有必要對此進行深入研究，俾利我國競爭法主

管機關因應COVID-19帶來的經濟劇變，有效擬定疫情期間之競爭政策，並確保我國
長期之公平競爭環境。

4 OECD competition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 OECD, https://www.oecd.org/
competition/competition-policy-responses-to-covid-19.htm，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重大經濟巨變下競爭法主管機關應有之思維與應對──以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為例 263

二、各國因應COVID-19所採取之措施及其與競爭法之關係

（一）COVID-19危機所產生之競爭法議題（一）COVID-19危機所產生之競爭法議題
全球在COVID-19影響下，部分產品的需求增加，例如口罩、消毒液等相關健康

醫療產品，因為產能不足或限制措施等，導致產品配銷困難，消費者不像在正常狀況

下能在競爭的供應鏈中選擇產品。其次，也有部分產品的需求減縮，例如咖啡、花卉

等因居家防疫所減少之消費，導致產品產能過剩，產業面臨需要合作配銷解決需求減

縮的難題。在這種情況下，原本的競爭不復以往，產業面臨在COVID-19中需要合作
但不能因此完全犧牲競爭的議題包括以下4類：
1. 生產者間需要合作以確保必要商品或服務得以充分的供應：例如醫療機構間可能
需要相互協調以提供資源和服務，其他事業也可暫時的合作生產、配銷以促進

COVID-19相關用品的生產與銷售。
2. 消費者需要被保護免於價格的哄抬：競爭法主管機關需要對競爭者間的合作採取比
過去更細緻的作法，並集中關注市場力是否濫用而不是關注排他性的行為。如美

國、歐洲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均先後發表聲明，願意暫時允許競爭對手間進行合作或

協調，以避免因COVID-19所引發的短缺，確保供應的安全。
3. 產能過剩的產品業者需要國家補助或聯合配銷以因應倒閉危機：例如咖啡、花卉等
相關社交活動所需產品，因民眾聚會社交活動減少導致產能過剩，相關產業有互相

溝通產能、瞭解需求分布等資訊之需求，合理降低產能或分配市場以促進資源分配

不浪費。

4. 危急事業退出市場應確保競爭秩序最低破壞：部分事業面臨倒閉危機進而考慮將事
業出售予第三人時，最大的潛在買家往往是競爭對手，但將事業售予競爭對手對長

遠的市場秩序有所影響，競爭法主管機關宜在事業結合的審查上加入更細膩的思

維。

（二）各國因應措施之類型化（二）各國因應措施之類型化

COVID-19危機發生以來，不難發現在競爭法應用上，各國出現類似的緊急因應
措施，尤其是為因應緊急的醫療服務及民生必需品，這類型產品的供應鏈急需競爭者

的緊急合作或資訊共享，以達到生產效率或配銷消費者以確保疫情時期的生活基本所

需。各國因應措施略有不同，比較法上，可歸納出因應措施略分為以下5類：
1. 企業應自我審查，但得尋求競爭法主管機關指導：這類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持

COVID-19期間競爭法應同有適用的態度，且企業應自我審查，如企業有合作協議
可能涉及競爭法疑義時，得尋求競爭法主管機關之指導，此時，競爭法主管機關將

提供適法性分析，提出修正建議。採取此類型措施的國家有美國、歐盟、法國、德

國、日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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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定期間、特定產業之合作將被假定為合法：這類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表列出特
定產業，例如衛生社會服務、食品、能源、環境、資訊通信等，認為此類特定產業

與COVID-19期間的基本生活服務重要相關，故這類特定產業於特定期間進行合作
協議時，競爭法主管機關將假定其為合法。採取此類型措施的國家如新加坡。

3. 競爭法主管機關逐案授權：這類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針對不同產業的需求逐案做
出個案的授權規定或豁免規定，競爭法主管機關採取較積極、主動的行政指導或行

政規定，使被授權或被豁免的產業有相關規定得以遵循。採取此類型措施的國家如

荷蘭、澳洲、南非等。

4. 政府立法排除競爭法適用：這類型由國家採取立法的方式，立法排除於特定期間免
除特定競爭法適用，在法律位階上，相較於前述的行政規定、行政指導類型，更直

接拔升到法律層級，有更高的指導象徵性。採取此類型措施的國家如巴西、英國

等。

5. 擬進行合作之企業應經申請核准：這類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採取較高強度的管制，
要求擬進行合作協議的業者應將其方案提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實施合作協議，

主管機關對於合作協議有實質的監督管理權利。採取此類型措施的國家如中國。

各國因應方式及類型歸屬如下表1：

表1　各國因應COVID-19之措施與類型

國家 因應方式 類型

美

洲

美國
司法部、聯邦貿易委員會發布聯合聲明，企業

得申請業務審查，當局逐案回覆

企業應自我審查，

得尋求當局指導

巴西

政府簽訂法案，允許暫停適用反托拉斯法部分

規範，協議行為無須經過主管機關批准，但主

管機關在行為的1年後可以進行審查

特定期間暫停競爭

法特定法規適用，

但主管機關於行為

後得進行審查

歐

洲

歐盟
歐洲競爭網絡發布競爭法聯合聲明，企業得申

請安慰信

企業應自我審查，

得尋求當局指導

英國
政府透過逐案立法方式，針對特定產業放寬競

爭法適用

逐案立法放寬競爭

法適用

法國 競爭管理局發布聲明，為企業提供非正式指導
企業應自我審查，

得尋求當局指導

德國 聯邦卡特爾辦公室為企業提供指導
企業應自我審查，

得尋求當局指導

荷蘭
消費者與市場管理局針對特定產業，提供個案

命令

逐案授權放寬競爭

法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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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因應方式 類型

亞

太

中國
市場監管總局接受欲申請豁免的企業提出申

請，企業於申請獲准後得進行合作

擬合作之企業應經

申請核准後，始得

進行合作

日本
公正交易委員會發布聲明，可以為公司提供指

導

企業應自我審查，

得尋求當局指導

新加坡

競爭和消費者委員會發布指導，在一段期間

內，經列表認定的產業如進行合作者，當局將

假定其為合法。但對指導的框架有疑問的企業

可以聯繫當局以獲得指導

特定期間、特定產

業之合作視為合法

澳洲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透過逐案授權方式，針對

特定產業放寬競爭法適用

逐案授權放寬競爭

法適用

非

洲
南非

貿易、工業和競爭部逐案發布豁免規定，針對

特定產業放寬競爭法適用

逐案授權放寬競爭

法適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各國對於競爭對手合作之鬆綁條件與建議標準（三）各國對於競爭對手合作之鬆綁條件與建議標準

在法律實體上，因應COVID-19危機，為維護消費者健康及基本生活所需，在
醫療、口罩、消毒液、食品、雜貨、運輸等民生產品或服務上，需要競爭對手透過

必要的合作以度過難關。然而，限制競爭從過去歷史來看，對於長遠的經濟發展或

COVID-19過後的經濟復甦開展而言並非有利，所以COVID-19期間關於競爭法的豁免
標準如何，至關重要。從比較法上，各國對於鬆綁條件及建議標準主要有以下5項：
1. 有助於改善生產或分配或促進技術或經濟進步：確保向公眾或公眾的重要，例如關
鍵工人或弱勢消費者，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務的合作將被視為提高效率並符合此標

準。

2. 讓消費者公平分享由此產生的利益：如果沒有合作，產品就會出現嚴重短缺，如果
合作可以避免或減輕類似的短缺，則該合作可以被認定為給消費者帶來公平的利

益。

3. 不對相關企業施加對實現這些目標並非必不可少的限制：在確定合作是否對實現效
率必不可少時，關鍵因素將是在可用的情況和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合理地

認為合作是必要的。此外，合作的持續時間及競爭限制，在本質上必須是暫時的。

4. 不向有關經營者提供就所涉產品或服務消除競爭的可能性：合作措施仍然可能保留
競爭的某些方面，且必須儘可能的保持競爭。例如在產能和供應合作期間保持價格

競爭，如果限制可以是僅限於特定商品或地理區域者，則企業應努力以這種方式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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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企業應保持其操作被記錄且透明：企業應自行評估其限制競爭活動是否符合指導方
針，部分國家以排除競爭法方式、部分國家以臨時授權方式、或部分國家以安慰信

方式協助企業自我審查，企業應記錄與其他企業合作協議的討論，對正在進行的操

作保持透明，並依不同當局之規定進行可能或必須之報備。

（四）各國對於申請程序的彈性調整（四）各國對於申請程序的彈性調整

在法律程序上，鑒於因疫情而被限制的人員移動、優先處理危機的時效性及有

效性等考量，競爭法主管機關多提供較為靈活的程序以及需要優先處理危機有關的事

項，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紛紛提供更為靈活的程序，包括：

1. 競爭法主管機關設置專用郵箱及網站以利企業申請審查或安慰信：由於COVID-19
期間的紙本作業或人員移動困難，競爭法主管機關多提供專用郵箱、專用網站以處

理合作協議審查釋疑等相關事項，便利企業以網路進行快速便捷的作業。

2. 企業申請審查或安慰信時應提供業務內容及說明：企業提出申請時，應解釋其合作
協議內容與疫情的關係，並提供對提案性質和理由的描述包括參與者、提案將涵蓋

的產品服務以及時間和安排的地理範圍；各方之間的擬議或其他安排包括紀錄合

約或安排的文件副本；主要預期客戶的名稱；以及其他供應商競爭重要性的可用資

訊；業務內容應具體詳盡，以利競爭法主管機關審查。

3. 競爭法主管機關得要求其他相關資訊：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業務審查或安慰信申請
資料認有缺漏、無法因此作成適法性判斷時，主管機關得要求企業再提出進一步的

資料，企業應予配合。

4. 企業仍應先自我審查：企業作為市場交易主體，對於其合作協議之適法性、可能造
成的市場結果、對於消費者的權益保障等是直接的權利義務承受主體，企業對其合

作協議有自我審查之義務，在提出業務審查或安慰信申請前仍應先自我審查。

（五）各國對於垂危事業結合之程序與審查標準調整（五）各國對於垂危事業結合之程序與審查標準調整

此外，因應COVID-19危機，部分企業因業務緊縮受到虧損，或即便受到補助
或通過合作協議仍無法度過難關者，可能因此面臨出售企業之議題，在這種情形

下，最可能的潛在買家往往就是企業的水平關係對手，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面臨因

COVID-19受影響而提交之結合申請案議題。比較法上，各國對於垂危事業（failing 
fi rm）之結合提出程序及審查標準如下： 
1. 明定結合的時程及程序：因應COVID-19競爭法主管機關對合併方或第三方之調查
可能會面臨挑戰，部分主管機關因此延長審查期間，並加強要求當事人提供儘可能

多的資訊，必要時可能會停止時鐘（stop the clock）。
2. 嚴格審查垂危事業抗辯：競爭法主管機關應以證據為基礎，不得推測性的認定

COVID-19對企業造成影響，並逐案審查 (1)如果沒有交易，公司是否會退出市場；
(2)是否會有公司或其資產的替代購買者；及(3)與收購產生的競爭結果相比退出對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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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影響之3個審查標準。
3. 加強外國投資之審查：由於COVID-19緊急情況，增加了許多外國投資以試圖獲得
醫療保健能力或相關行業，部分區域因此提供了一個框架，以確保合法的公共政策

目標受到外國投資威脅時得到保護。

三、我國因應疫情之政策與競爭法之關係

（一）我國紓困補貼政策概述（一）我國紓困補貼政策概述

因應「COVID-19」疫情，政府以「防疫、紓困、振興」3大步驟因應，針對受疫
情衝擊的產業提出紓困方案，並於109年2月25日公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
困振興特別條例》，行政院依特別條例原編列600億元（紓困1.0），其後因全球疫情
加劇，改良了紓困方案，提出紓困2.0、3.0，更因為疫情警戒自110年5月19日起提升
至第三級，衝擊許多內需型產業，為防疫需要及緩解對民生與產業的衝擊，提出紓困

4.0方案，建立完整機制，全面協助受影響之產業及個人。此外為了振興經濟，政府先
後推出三倍券、五倍券、藝FUN券、動滋券、農遊券、浪漫客庄旅遊券、會展補助及
旅遊補助等，帶動國內消費，刺激內需。

紓困補貼政策大致可分為：1.融資協助及貸款紓困；2.就業協助；3.稅務協助；
4.水電費減免及國有不動產租金減緩繳。其中關於中小企業，政府優先提供受疫情影
響之中小企業購置設備，紓困1.0至紓困3.0，至110年9月15日止，已發放1,465.3億元
現金、嘉惠527.5萬人，總計紓困逾1,375萬的個人及企業5

。

此外，由於我國以中小企業為主，而中小企業因為資源有限，受到經濟危機的

衝擊尤大。根據經濟部2021中小企業白皮書，2020年臺灣中小企業家數為154萬8,835
家，占全體企業98.93%，自2020年初疫情發生以來至2021年3月底的調查顯示，8
成以上的中小企業認為財務面受到負面影響（中小型製造業82.0%、中小型服務業
85.4%）；以行業別來看，多數認為是輕微負面影響，惟「住宿及餐飲業」認為受到
大幅負面影響的比重最高，有53.3%6

。故政府除了一般企業的貸款展延及其他貸款之

外，針對中小企業額外增加利率補貼，且中央銀行亦因應疫情辦理中小企業貸款專

案，幫助中小企業度過疫情難關。

另外一個與競爭法相關的政策是口罩國家隊的議題。疫情爆發初期，口罩一片難

求，政府為守護國民健康，宣布禁止口罩出口，徵用口罩，組成口罩國家隊以增加產

5 行政院網站，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190318be-c51b-
43b5-91ba-5623b242335f，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2。

6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file:///C:/Users/Chris/Downloads/2021%E5%B9%B4%E4%B8%
AD%E5%B0%8F%E4%BC%81%E6%A5%AD%E7%99%BD%E7%9A%AE%E6%9B
%B8(%E5%85%A8).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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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回應大量的口罩需求，又因傳染病防治法明文，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

間，各級政府機關依指揮官之指示，對於事業徵用及配銷防疫物資之行為，得不受公

平交易法第14條聯合行為之限制，併予敘明7
。為籌組口罩國家隊，經濟部透過「建

立與廠商、業者及公會之溝通平臺」、「協調各部會尋求人力支援」、「建立創新機

制完成採購」、「建立產業醫用口罩配銷與管理機制」、「產業跨部會協調」、「超

前部署口罩製造機」等措施，掌握國內口罩生產訊息，並盤整國內廠商產能，洽請廠

商提高生產班次、緊急採購口罩機器、確保原料供應，除了口罩產能穩定提升外，亦

以口罩協助他國，陸續捐贈近2,000萬片口罩予美國、加拿大、歐洲、友邦、東南亞等
國，獲各國肯定與感謝，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

8
。

（二）政策與競爭法之連結（二）政策與競爭法之連結

1. 我國成立口罩國家隊是否違反競爭法
因應COVID-19疫情，企業間之合作具有必要性，以確保疫情期間供不應求的商

品能夠持續供應，並公平分配給所有國民，故在此時的合作行為，並不受到公平法中

「聯合行為」之規範，我國傳染病防治法亦有相關規定，在疫情期間，雖然口罩廠商

間之關係為有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且因為廠商之間有溝通平台，具有聯合

行為之合意，惟發生時間為疫情特殊時期，此舉係為了增快產能滿足國民需求之舉

措，實為必要之行為，受公平法之豁免。也因為政府之政策，緩解國民恐慌，且每人

皆可購買口罩。

2. 我國針對中小企業有特別補助是否違反競爭法
我國中小企業占比大，疫情期間雖然各規模的公司皆會受影響，惟中小企業因為

資金並不如大公司龐大，更易受到疫情影響，維持公平競爭係公平法目的之一，惟若

政府對於大企業及中小企業政策相同，導致齊頭式平等，反而可能造成資金無法集中

於需要幫助的行業，另外我國憲法中的平等原則，亦非僅指單純形式上的平等，故針

對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間須有合理的差別待遇，始能達到真正的平等。又我國對於中小

企業之補助並非無限制的補貼，且補貼目的為協助企業在不裁員及減薪的情形下，維

持員工就業，企業有照顧員工之義務，對此亦有相關規定如：不可終止勞動契約、裁

員（資遣）或其他對員工減薪等減損員工權益之行為，給予補助同時亦要求受補助對

象需有適當回饋，故針對中小企業之特別補助適當且必要。

（三）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COVID-19之因應（三）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COVID-19之因應
1. 成立新冠肺炎防疫物資專區

疫情初期，因為口罩供不應求，偶有不肖業者囤積或哄抬口罩價格，如某電商平

7 傳染病防治法第55條。
8 呂正華，「跨域合作打造口罩國家隊」，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第8卷第4期，

40-4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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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有業者販售醫用專用口罩1包7入，售價新臺幣999元；另有業者販售N95口罩1盒20
片，售價8,999元，顯然價格均偏高，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要求該電商平台下架廣告並
善盡平台業者之職責，倘有疑慮，則宜不予以上架販售，以維護消費者權益，另有某

藥局「紙口罩」（非一般醫療用口罩），價格從原本70元漲至800元一案9
。公平會對

此表示，口罩為防疫期間重要之民生物資，攸關防疫成效與國民健康甚鉅，且適逢春

節年關將屆，該會將持續密切關注並監督相關市場之價格變化情形，宣示「法律無假

期」的執法決心；一經查獲業者有合意調漲或共同約束價格之行為，依公平法第40條
第1項規定，最高可處新臺幣5,000萬元罰鍰，若情節重大，還可依同條文第2項規定處
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10%以下罰鍰。如經公平會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
要更正措施，而屆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

違反行為者，處行為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呼
籲業者切勿以身試法

10
。

2. 競爭法主管機關與產業機關之關係
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前提已如前述，必須要短期性、不會長期影響市場，故在

疫情趨緩時，或政府原先紓困政策目標達成或是政府認為若持續干預市場經濟，將會

嚴重影響市場運作時就要退場，於疫情期間，產業主管機關為了保護其管理之產業，

維持產業競爭優勢，不讓產業受疫情衝擊，如經濟部針對中小企業所提出之中小企業

白皮書，而競爭法機關的目標為維持良好市場運作，兼顧社會經濟穩定，並非如產業

主管機關係以保護特定產業為目的而存在，又後疫情時代，不論係民生用品業、百

貨業、抑或是電子科技業等等，市場勢必迎來強大需求，廠商此時可能有聯合行為誘

因，為增加利潤而共同提高價格，幫助產業穩定及維持市場公平運作兩相權衡，建議

以維持市場運作、社會安全穩定為優先公平交易委員會作為，此外亦須加強消費者宣

導、暢通消費者救濟檢舉管道，或是藉由市場調查、企業訪談等方式，加強管理，以

維持市場秩序。

9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https://cpc.ey.gov.tw/Page/6C059838CA9744A8/0da1482f-
6007-4c20-b2c3-8d5cbe4cb3d0，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2。

10 公平交易委員會，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735&
docid=16255&mid=1734，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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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政策與OECD、國際案例之異同

（一）相同處：對於防疫物資反托拉斯部分放寬（見下表2）（一）相同處：對於防疫物資反托拉斯部分放寬（見下表2）

表2　我國政策與國際案例比較之相同處

美國 歐盟 巴西 臺灣

美國司法部2 0 2 0年4
月 4日宣布不會挑戰
McKesson Corporation、
Owens & Minor Inc.、
Cardinal Health Inc.、
Medline Industries Inc. 
和 Henry Schein Inc.等
公司的合作努力，以加

快和增加製造、採購和

分銷個人防護設備和

COVID-19治療相關藥
物。

歐洲競爭網絡（Europe 
Competition Network, 
ECN）2020年3月23日
發布了關於在疫情期間

適用歐盟競爭法的聯合

聲明，指出競爭規則旨

在確保公司間的公平競

爭環境，這一目標在疫

情期間仍持續重要，但

為了因應危機，可以允

許不同的需求及因應。

巴西經濟防衛委

員會2020年5月
28日批准11

了食

品和飲料行業的

一批競爭公司之

間的合作，旨在

投資3 . 7億雷亞
爾幣向小型零售

商提供保護設備

（如口罩和酒精

洗手液），以及

關於COVID-19
相關健康協議的

建議和培訓，幫

助他們重新開

業。

經濟部為讓國

人有充足且平

價的口罩，自

農曆春節期間

即開始著手規

劃一連串「製

罩」執行專案

計畫，掌握每

日口罩與機臺

生產訊息，並

據以編製報表

逐日檢討及調

整執行方向，

同時盤整國內

口罩廠商既有

產能，洽請口

罩製造廠商提

高生產班次、

緊急採購  9 2 
臺口罩製造

機，並要確保

口罩材料供應

無虞，打造跨

業合作之「口

罩國家隊」。

美國司法部2 0 2 0年4
月20日宣布 12

不會挑

戰AmerisourceBergen 
Corporation與其他競
爭分銷商的合作努

力，以確定全球供應

機會，確保產品質

量，並促進藥物和其

他醫療用品的產品分

銷以治療COVID-19病
患。

歐盟委員會2020年4月
29日向歐洲藥品協會發
布安慰信，表明旨在避

免疫情藥品短缺情況的

特定合作項目，不會引

起競爭法之疑慮。歐洲

藥品協會預期在疫情藥

物方面，需求和生產的

數據收集和建模、生產

和庫存的適應或重新分

配，及可能的分銷變化

進行合作；協調包括活

11 CADE, “Cade authorizes collaboration among Ambev, BRF, Coca-Cola, Mondelez, 
Nestlé and Pepsico due to the new coronavirus crisis”, http://en.cade.gov.br/cade-
authorizes-collaboration-among-ambev-brf-coca-cola-mondelez-nestle-and-pepsico-due-
to-the-new-coronavirus-crisis，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12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Justice Department Issues Business Review Letter to 
AmerisourceBergen Supporting Distribution of Critical Medicines Under Expedited 
Procedure for COVID-19 Pandemic Response”, https://www.justice.gov/opa/pr/justice-
department-issues-business-review-letter-amerisourcebergen-supporting-distribution，
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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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藥物成分的交叉供
應，並共同確定將特定
生產地點最好地轉換為
某種藥物或提高產能的
位置，以便並非所有公
司都專注於一種或幾種
藥物，而其他藥物仍處
於生產不足狀態；並預
期在藥品供應不足或供
應過剩的情況下，持續
重新平衡和調整產能利
用、生產和供應。

美國司法部 2 0 2 0年
7月 2 3日宣布不會
質 疑 禮 來 公 司 、
AbCelleraBiologics、
安進、阿斯利康、基
因泰克和葛蘭素史克
為共享有關製造設施
和其他主題的資訊而
提出的努力，這些資
訊可以使他們加快生
產被確定對治療疫情
安全有效的單克隆抗
體治療。兩家公司已
承諾不會交換與這些
處理的價格或這些處
理的投入或生產成本
相關的資訊。

歐 盟 委 員 會 2 0 2 0
年 4 月 8 日 發 布 一
份 臨 時 框 架 通 訊
（Temporary Framework 
Communication），對於
擬合作應對COVID-19
緊急情況的公司，尤其
是涉及藥品、醫療設備
等基本產品和服務，提
供反托拉斯指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COVID-19危機之下，各國政府為維護消費者健康及基本生活所需，在醫療、
口罩、消毒液、食品、雜貨、運輸等民生產品或服務上，需要競爭對手透過必要的合

作以度過難關，尤其是為因應緊急的醫療服務及民生必需品，這類型產品的供應鏈急

需競爭者的緊急合作或資訊共享，以達到生產效率或配銷消費者以確保疫情時期的生

活基本所需，各國因應措施雖有所不同，但本質上皆係在放寬對於反托拉斯的標準及

條件，希望有助於在疫情期間，能夠確保社會及經濟的穩定，且皆強調這是短期措施

而非長期的政策。

就此部分，臺灣與其他國家相同，針對口罩等防疫物資在重大疫情下，對於相關

產業可能涉及反托拉斯的情況予以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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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異處：事業結合之控制（垂危事業抗辯）、加強外國投資之審查（二）相異處：事業結合之控制（垂危事業抗辯）、加強外國投資之審查

表3　我國政策與國際案例比較之相異處

英國 歐盟

競爭及市場管理局2020年4月22日發布了
關於危機期間合併控制流程的指南，表

示COVID-19並沒有導致評估標準的任何
放鬆，當局將保持前瞻性和以證據為導

向，並逐案聽取證據。

歐盟委員會 2 0 2 0在其合併網頁上發
布了一項免責聲明，表示競爭總局

（Directorate General Competition, DG 
COMP）鼓勵公司除非有非常令人信服
的理由立即進行，否則在可能的情況下

推遲合併通知。由於委員會面臨從第三

方收集資訊的困難，其服務在訪問資訊

和數據庫方面面臨限制，討論需要比通

常更長的時間，並且在通知之後，委員

會可能會通過發出額外的資訊請求或停

止時鐘（stop the clock）並暫停審查來
暫停正式審查期，可能會降低調查進入

第二階段檢查的可能性。未來可以預

見的是，在水平合併的相關交易裡，

COVID-19危機可能會引起更多的垂危事
業（failing fi rm）抗辯。
歐盟委員會2020年3月25日，在本該自
2020年10月11日適用的2019/452號向成
員國歐盟的外國直接投資審查框架（FDI 
Screening Regulation）前，發布了關於外
國直接投資和第三國資本自由流動以及

保護歐洲戰略資產的指南，該指南旨在

確保由COVID-19所引起之公共衛生危機
和相關經濟脆弱性，歐盟內將採取強有

力的外國投資審查方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除了對於防疫物資反托拉斯的標準予以放寬外，尚有部分國家對於事業之「結

合」制定不同的規範或政策。例如競爭法主管機關審查事業的結合時，可能會因為

COVID-19疫情，導致對合併方或第三方之調查面臨挑戰，部分主管機關因此延長審
查期間，並加強要求當事人提供儘可能多的資訊，甚至必要時可能會停止審查，如此

可能會提高企業結合的難度。另外在審查垂危事業時，競爭法主管機關亦重申應採取

嚴格審查流程，即以證據為基礎，不得推測性的認定COVID-19對企業造成影響，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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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案審查：(1)如果沒有交易，公司是否會退出市場；(2)是否會有公司或其資產的替代
購買者；及(3)與收購產生的競爭結果相比退出對競爭的影響之3個審查標準。最後，
由於COVID-19緊急情況，增加了許多外國投資以試圖獲得醫療保健能力或相關行
業，部分區域因此提供了一個框架，以確保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標受到外國投資威脅時

得到保護。

臺灣因為在COVID-19疫情初期果斷採取嚴格防疫措施，故未如其他國家一般，
經歷過大規模的停業或限制外出，也因此臺灣雖有部分產業受到疫情衝擊，但實際受

損的情況遠遠未及其他國家，進而導致臺灣著重在於防疫物資的需求以及相關產業反

托拉斯的限制，其餘如結合事業的延遲、嚴格審查垂危事業抗辯、加強外國投資之審

查等，相關競爭法主管機關於疫情下的調整作為並未實際發生需求。

在比較各國與我國在COVID-19疫情下的競爭法政策上，不難看出各國政府因應
措施雖有所不同，但本質上皆係在放寬對於防疫物資或相關產業在反托拉斯的標準及

條件，而另外有關於結合事業的控制，則因為各國產業及經濟狀況不同，而有不同規

範，然而相關立法或政策亦可作為我國日後遭遇類似經濟衝擊時，可以借鏡之重要參

考，深具研究意義。

五、結論與建議

為因應COIVID-19對經濟產業的衝擊，OECD競爭委員會於2020年4月發布1份有
關競爭政策如何回應疫情的報告（OECD competition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
該份報告的最後，並有嘗試對各國政府政府部門提出執法方面建議

13
。

先就企業角度而言，在疫情衝擊下，企業也無可避免將遭遇一系列的法律議題，

例如：遠距工作關係中衍生新的勞務委任關係、生產線受疫情延遲無法如期交貨的違

約情事、跨國結合交易中需要關注的法律程序、疫情中股東會（視訊）的召開與程序

事宜等。與此同時，面對疫情對於企業的挑戰與營運成本提高，各國政府也陸續推出

一些稅務、資金補助、刺激經濟與紓困方案，讓企業與個別員工皆可獲得優惠、減免

與補助，一同共度疫情，建立新常態的生活
14
。

就競爭法的角度，企業若在疫情期間，仍有從事聯合行為。那麼其中主要的議題

可能就是，與競爭對手間達成相關協議以因應疫情帶來的衝擊。對此，主要的遵法意

13 OECD, “Competition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 https://www.oecd.org/
competition/competition-policy-responses-to-covid-19.htm，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14 KPMG 洞察觀點，「COVID-19 相關法律議題總整理」，https://home.kpmg/tw/
zh/home/insights/2020/03/the-business-implications-of-coronavirus/tax-and-legal-
considerations/tw-law-reminder-covid-19.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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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建議，就是企業應該強化自身的適法性分析，並且宜留意公平法及傳染病防治法

相關規範。此外，企業若在疫情期間，有濫用獨占地位的情形。舉例來說，企業可能

因疫情而需調整價格、供貨量，但此舉可能導致市場不公平競爭之情形。對此，企業

本身同業需要強化自身的適法性分析，並同時也需留意公平法及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

範。

而在市場結合的議題上，疫情期間也很可能出現，某些企業會針對營運不良之企

業出手結合。那這時企業在因應方式上，則必須加強考量意向書審閱、交涉處理、資

料處理、結合契約審閱等面向，以作為因應之策略。在相關建議方面，則是宜留意分

析：是因疫情而受害的產業（觀光、休閒、策展、百貨、零售），或是因疫情而受惠

的產業（人身保險、網路電商、醫療保健、物流），而制定不同的結合策略？這些關

鍵之點的分析內容，都可能影響公平法之執法與對策。

以下主要參考各國經驗及OECD的建議，提出政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之政策建議。
（一）政府因應政策與行動的建議（一）政府因應政策與行動的建議

1. 繼續支持及遵守競爭政策原則和其執行
過去的危機表明，競爭政策和執法在加強市場復原力和支持經濟從危機中迅速恢

復方面可發揮根本作用。因此，強而有力的競爭法執法與遵守可以在政府應對經濟危

機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政府應繼續為競爭法主管機構提供資源與支持，並在危機

期間和危機後請教競爭法主管機構的專業知識，以確保市場在危機後運作良好，能夠

支持經濟增長。

2. 國家支持措施應考慮到競爭法原則
政府在計畫市場干預措施時，應儘量減少對市場競爭的影響，並儘可能避免有選

擇地援助那些在危機前已經倒閉或存在重大結構問題的公司。在這一關鍵時期，針對

特定公司的措施應精心設計，為解決所發現的問題而嚴格制定，並應是臨時性的，同

時需密切監測。所做的任何投資（如股權），包括公司的國有化，應在條件允許時儘

快退出，並以促進競爭的方式進行。在危機顯示需要對企業施加新的措施的情況下，

需適當地、透明地對企業進行援助及補償。各國政府應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合作，確保

在所採取的方法上有一定程度的國際共識，以維持各國之間的公平競爭環境。

3. 限制保護主義措施，保持市場開放
政府應仔細考慮限制那些不必要地扭曲公平競爭環境的國家干預措施，並考慮徵

求競爭法主管機構的意見。在規劃市場干預措施時，政府應確定該措施對於解決市場

失靈是必要的和適當的。他們還應該確保所採取的任何支持措施是透明和臨時的。最

後，政府應確保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案可以在限制競爭方面帶來更低的負面影響。

4. 在中長期內逐步取消政府的干預措施
競爭政策可以為退出市場干預戰略的制定提供參考，使市場機制在危機後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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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同時避免對市場的損害，如干預政策無計畫的退出。支持措施應以合理、透明

和可預見的方式在時間上加以限制，政府應在條件允許時儘快停止提供支持及實施干

預政策。退出策略可包括在市場情況允許時儘快引入退出國家干預與支持的激勵措施

（如政府資本重組的高額報酬或要求嚴格的股息報酬政策），並以促進競爭的方式使

市場回歸正常。政府在設計退出戰略時，應依靠競爭法主管機構的建議。但這可能很

複雜，需要仔細考慮，特別是在平衡靈活性和法律的確定性之間。

（二）競爭法主管機構的因應政策與行動的建議（二）競爭法主管機構的因應政策與行動的建議
1515

1. 面對重大經濟巨變 競爭法仍扮演重要角色
市場競爭有助於促進經濟復甦和恢復運作良好的市場。面對重大經濟巨變，亦

不應放棄競爭政策標準或放鬆競爭法的執法目標，但與此同時，競爭法主管機構的行

動，應該基於對產業和市場變化的了解。以COVID-19的情況而言，如確保國家資源
沒有被濫用、受到負面影響的產業是否得到公平的機會、受到正面影響的產業是否有

危害市場競爭的行為…等。另一方面，在執法程序上，由於疫情需求，程序的靈活性

與程序時效，亦應是重要考量。

2. 注意執法行動的順序與彈性調整措施的透明化
競爭法主管機構的執法行動，基於對產業和市場變化的了解。因而主管機關的行

動重點，應主要集中在那些可能受到危機影響最大的經濟部門（如醫療保健、航空、

旅遊）。競爭管理機構應允許或支持有助於加快經濟從危機中恢復的舉措（如促進企

業在氣候變化方面的有效合作）。競爭法主管部門的行動應集中在：(1)允許並促進市
場的激勵機制，以迅速應對危機產生的需求（如基本藥物、醫療產品的生產）；(2)限
制延長危機影響和減緩經濟復甦的市場反應（如勞動力市場的反競爭行為和宣傳）。

倘若有一些彈性、權宜措施，競爭法主管機關應與有關部門溝通相關調整，並讓規則

透明化。

3. 注意政府實施國家干預措施的公平性
重大經濟巨變往往帶來政府資源的重分配，競爭法主管機構尤應注意保障公平的

競爭環境，避免市場扭曲，在可能的情況下，幫助政府於經濟部門適用明確、普遍和

客觀的原則，設計應對危機的公共措施。競爭法主管機構應當為制定退出戰略提供資

訊與建議，使市場機制能夠在危機後得到恢復。這將有助於確保市場在危機後保持競

爭力，這對經濟復甦至關重要。

4. 注意監測價格的大幅和快速上漲
這可能包括對反競爭的價格上漲採取執法行動，以及在適當的時候使用臨時措施

15 梁珮玟，「競爭政策於新冠肺炎下所扮演的角色」，公平交易通訊，第94期
（2020）：https://www.ftc.gov.tw/upload/ced200ce-5ee0-437f-a05a-d63266dca2db.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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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發放警告信來迅速制止這種行為。當局應與消費者保護機構密切協調，或依靠消費

者保護權力（如果有的話）來保護消費者免受不公平定價行為的影響。當局還可以利

用宣傳來強調價格控制措施的風險，包括那些與阻礙生產和破壞對新進入者的激勵有

關的風險。

5. 可提供一般指導或個案快速審查
重大經濟巨變之下，產業需要更多合作以共渡難關。此時執法機關可以就聯合

行為標準做出彈性的調整。這些調整措施可以是對企業的一般性指導，也可以是如澳

洲的例子：採行個案審查。更具體地說，如為了促進關鍵健康產品（如疫苗或基本藥

物）的合作開發，此類情況競爭法執法機關可就產業合作，做出彈性措施。不過，主

管機關應確保這些安排是臨時的，並且不影響公平競爭的核心目標。避免如「危機卡

特爾（Crisis cartels）」的情況：在穩定企業方面取得的效益有限，卻對消費者造成了
嚴重損害。

6. 注意企業合併的實質與程序效益
由於重大經濟巨變，陷入財務困境的企業可能更傾向與競爭對手合併來改善其狀

況。執法機關對此類結合案例，應注意交易所產生的利益是否大於危害，確保合併構

成「救援結合」，以避免對市場產生長期負面結構影響的反競爭合併的風險。此外，

處於困境中的公司，如果調查期間過久，可能造成公司狀況的快速惡化。為了程序效

率，競爭法主管機構可以因應重大經濟巨變，採取程序上的改變，以確保更有效率地

審查。

7. 限縮彈性或例外的執法標準 多方溝通並盡量透明化
倘若執法機關基於其他公共政策考慮(如快速因應重大經濟巨變)，因而做出彈性

的決定，應限縮於必要情況，一切規則與措施並應盡量透明化。競爭法主管機構應在

讓這些因應經濟巨變所採取的彈性與例外的標準，在可能情況下盡量限縮，而非任意

擴張。且應將所有例外規則的考量與適用，與相關部門溝通、並盡量透明。

8. 儘量尋求程序上的靈活性
鑒於因疫情而被限制的人員移動（和競爭法主管機構工作人員）的措施，以及需

要優先處理危機有關的事項，競爭法主管機構應探索在程序中的靈活性，包括在合理

的情況下加速減免合併中的停頓義務，以及在必要時加快審查合併的機制（如電子文

件）、延長申請期限和推遲處理非緊急案件等。任何此類靈活性的使用和調整後的程

序都應考慮到正當程序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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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宇　向明恩　汪志勇　林慶郎　林季陽　楊燕枝
*

摘要

臺灣目前機車市場以燃油機車為主，然隨環保意識抬頭及政府補助政策刺激，民

眾購買電動機車意願增加，加上租賃業者紛紛跨入機車共享領域，使得電動機車的銷

目　次
一、研究背景及方法

二、機車產業產銷策略與市場界定

　　（一）機車產業之發展歷程與現況

　　（二）機車產業之經營與營利模式

　　（三）機車產業消費者的購車態度

　　（四）機車產業之結構與市場界定

三、機車產業競爭議題探討與案例實務

　　（一）機車產業垂直整合、跨業經營及同業聯盟合作之限制競爭

　　（二）限制價格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分析

　　（三）銷售區域之劃分及限制銷售區域對於市場競爭影響分析

四、共享機車與機車租賃相關競爭議題分析

　　（一）共享經濟與機車租賃模式之關係

　　（二）共享機車與機車租賃可能發生之競爭法議題

五、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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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量呈現大幅成長。此外，現有電動機車製造商亦發展出不同的產銷策略，對機車市

場造成衝擊並改變整體產業生態，更衍生出新競爭議題。本文研究重點擬針對機車產

銷策略與競爭規範議題進行分析，同時參酌國外執法立場與相關案例進行探討，主要

之研究方向與目標包括：(1)機車產業垂直整合、跨業經營及同業聯盟合作等可能衍生
的競爭議題；(2)機車產銷上下游關係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3)限制價格對市場競爭之
影響分析；(4)銷售區域之劃分及限制銷售區域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分析；(5)電動機車
參進與競爭議題，包括結合審查、聯合行為、垂直限制競爭等問題；(6)共享機車與機
車租賃相關競爭議題等。本文擬透過蒐集產業動態及消費者調查等，以瞭解我國機車

產業市場結構及競爭關係，並作為未來產業規範及競爭倡議之參考，對未來執法有所

正面助益。

關鍵詞：關鍵詞： 機車產業、產銷策略、電動機車、共享機車、限制競爭

一、研究背景及方法

目前機車市場以燃油機車為主，隨著環保意識之抬頭，以及政府政策之刺激下，

民眾購買電動機車意願增加，且租賃業者跨入機車共享領域，也使電動機車銷售量大

幅成長。在電動機車產業鏈市場規模逐漸形成發展之際，其不僅對原有燃油機車市場

產生衝擊，也將改變整體產業之生態，衍生出新的競爭議題。

為呈現現行機車產業整體動態之面貌，本文首先蒐集和彙整我國機車產業現行發

展概況與經營模式，輔以消費者調查問卷與產業訪談等方法在梳理機車產業現行新面

貌後，逐一就以下重要議題為研究：一是對機車產業結構進行解析，並就燃油機車和

電動機車、共享機車與租賃機車之市場進行界定；二是對機車產業競爭之實務議題為

深入探討，其中包括機車產業垂直整合、跨業經營及同業聯盟合作之競爭、限制價格

對市場競爭之影響，銷售區域之劃分及限制銷售區域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等；三就機

車產業新興之共享機車與機車租賃競爭議題為分析。透過對上開議題之研究，作為未

來產業規範及競爭倡議之參考，並對公平會在執法面上提出有所助益之援引作用。

二、機車產業產銷策略與市場界定

（一）機車產業之發展歷程與現況（一）機車產業之發展歷程與現況

我國機車產業自1950年代從散裝零組件進口組裝起歷經約70年發展，總銷售台
數於1995年達最高峰（166萬輛）曾居全球前五大產銷國，是全球重要產銷國之一1

。

1 蕭瑞聖、謝騄璘、曾郁茜、蔡宜君、石育賢、沈怡如、羅伊婷，2020 汽機車產業
年鑑，工研院產科國際所，3-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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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機車產業產值達1,142億元，為我國重要工業之一2
。惟過去仰賴日本、義大利

等外國技術母廠，經數十年來發展，目前除外資為主的山葉與台鈴仍由日本技術母廠

進行研發與代工外，其他車廠已技術自主並擁有自有品牌。隨著環保與綠能永續議題

的抬頭，電動機車已成為近幾年發展重點，中華汽車與睿能及一些較小型新進入者，

相繼投入研發與銷售電動機車，原燃油機車廠商如光陽、山葉、宏佳騰等，也跨足發

展電動機車。

機車依動力不同可分為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前者之整車製造廠產銷規模依序為

光陽(Kymco)、三陽(SYM)、台鈴(Suzuki)、台灣山葉(Yamaha)、摩特動力(PGO)等；
後者依序為睿能(Gogoro)、宏佳騰(Aeon)、中華(eMoving)、山葉、摩特動力、光陽
(iONEX)、台鈴(eReady)等業者，以及試量產中的三陽(e-Woo)。

根據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資料（附表1），2020年七大機車廠共生產102.2
萬輛機車（燃油機車占90.8%）；其中93.8萬輛為內銷（91.7%），出口僅8.4萬輛
（8.3%）。另據經濟部統計處產銷存動態調查資料（附表2），電動機車在2019年產
銷數量均創新高，生產量較前一年大幅成長，達18.2萬輛（占機車總生產量18.8%），
且共計內銷17.6萬輛，外銷同達新高（4,342輛）3

，惟在2020年其產銷量均萎縮將近4
成。

（二）機車產業之經營與營利模式（二）機車產業之經營與營利模式

1. 燃油機車之經營模式
我國燃油機車已形成穩定的中衛體系合作生產模式。由中心廠整車廠的車型開發

帶領衛星廠零組件廠商設計與生產所需之零組件，並經由整車製造廠的經銷通路來販

售新車。除新車市場外，機車維修市場需求亦相當龐大，零組件廠除配合整車製造廠

提供車款所需零組件外，亦提供給售後服務市場，故各機車行在提供機車維修保養等

售後服務時，可依據消費者需求選擇使用原廠零件或相容副廠零件。換言之，機車整

車製造廠以提供新車為其主要營收來源。因機車屬於需要後續保養維修等售後服務之

耐久財，故消費者重視購買通路，即實體通路結構對經銷非常重要。以下依所蒐集之

次級資料介紹我國機車之銷售策略。

（1）光陽機車經銷體系
光陽機車經銷體系以地理城市畫分服務區域。體系內共分為3級：總經銷商/服務

2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所統計的機車整車製造商包括：三陽、光陽、台鈴、
台灣偉士伯（2004年退出）、台灣山葉、摩特動力、永豐（2002年退出）、合
騏（2009年退出）、川田（百生）（1998年退出）、大宇（1999年退出）、鈴
木、哈特佛（2012年退出）、聯統（2017年退出）、力道（2009年退出）、中華
（2020年加入）、睿能（2020年加入）。

3 經濟部統計處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https://dmz26.moea.gov.tw/GMWeb/investigate/
InvestigateDA.aspx，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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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代銷商、專賣店（即體系車行，或稱分銷商），尚有體系外非專賣店（即獨立車

行）。消費者可向（非）專賣店訂車，亦可逕從代銷商、總經銷商/服務站購車。專
賣店主要工作為代售及售後服務，總經銷商會提供車款及品牌車的相關維修保養訓練

課程給所屬的體系車行；非專賣店因不在體系內，故可不限品牌向各代銷商訂車，此

外，部份大型賣場亦與總經銷商合作代售機車（如大潤發與光陽機車）。總經銷商／

服務站主要批發車輛給代銷商，各代銷商除可將滯銷之機車退回給總經銷商，亦可將

無法處理之售後服務轉給總經銷商，兩者間為代理銷售關係。詳參下圖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1　光陽機車銷售體系示意圖

（2）其他機車公司
如山葉機車未於網頁公告或提供總經銷商層級資料，惟就各地區經銷商之資料顯

示以各自獨資之車業有限公司（體系車行）為主，負責銷售山葉機車所生產之燃油機

車與電動機車並提供維修保養等售後服務，山葉機車提供其相關訓練與市場商情。其

他如台鈴機車則與旗下經銷商、分銷商共同出資成立欣鈴公司，由後者負責出貨給經

銷商，再由經銷商出貨給代銷商。並由經銷商與代銷商負責銷售給消費者。

2. 電動機車之經營模式
因電動機車之電池開發成本高，加以新車推出前期市場規模小，尚未能達到生產

經濟規模，電池如採用銷售賣斷模式，價格過高難以令消費者接受。睿能、光陽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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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租用模式推出電動機車，讓消費者以每個月負擔電池服務費（月租費）的方式分

攤電池成本，亦無需處理老舊的電池。

為使電池使用量擴大，睿能推出Gogoro Network電池提供多家電動機車製造廠
使用，如摩特動力、宏佳騰、山葉電動機車廠相繼採用，而形成了Power by Gogoro 
Network（PBGN）聯盟。隨後，2019年與中華合作的台鈴加入PBGN聯盟，曾推出自
有電池的中華也於2020年開始於輕型車款（綠色車牌）採用Gogoro Network電池。上
述品牌及車款的使用者可在Gogoro所建置的GoStation電池交換站進行電池的充、換電
動作，得以擴大電池的生產規模，使得PBGN聯盟順利發展。

雖然GoStation電池交換站的建置數量逐漸增加，但仍有較不密集的地理區
域，因此睿能又陸續開發居家充電設備（GoCharger），包括簡便隨車充電器
（GoCharger@Mobile）與隨車型智慧電池快充座（GoCharger@Plus），前者充電方式
須直接與電動機車車身相接，後者則可將電池攜出車身插入快充座逕自充電以方便無

法進行車身充電之使用者。

資料來源：睿能公司網站，https://forum.gogoro.com/t/gocharger-plus/2230，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圖2　GoCharger@Plus智慧電池快充座

未加入PBGN聯盟之三陽與光陽機車採用自行研發電池。三陽對於電動機車發展
採保守策略，並不積極推出車型，但對電池採雙重布局，分別是自行研發的鋁電池及

與中油合作之共用電池，將其使用在代步的eWoo輕型電動機車上，採電池賣斷並提供
三年保固。後者係採用軟碳鋰電池(soft carbon)，著眼於中油具有國產電池能量與全台
通路優勢，可以提供換電站布局的地點優勢。光陽機車則自行研發車款與電池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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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充電版
4
與換電版

5
兩種電池，且均以收取服務月費將電池提供給車主使用，此與

政府購車補助機制規定有關。

3. 機車整車業者之營利模式比較
（1）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營利模式之差異性

由於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兩類機車在系統構成及產品特性上之差異（即機車車身

屬耐久財，但電池系統為消耗品），再加上目前市場規模與發展歷史差距甚大，故兩

者商業模式實有差異。

在新車銷售部分，因燃油機車屬於完全賣斷，其製造廠商係以銷售新車為主要

獲利來源，故車款更迭為重要任務，復透過與廣大車行合作增加銷售通路，並以所有

機車行作為維修通路，以求新車銷售數量極大化，藉此達到規模經濟、擴大獲利。惟

後續保養、維修等售後服務由消費者自行決定提供服務車行，與原製造廠無關，故其

利潤非由原廠而係由各機車行賺取；電動機車則因除車身屬於賣斷外，尚有使用壽命

有限的電池需維護保養，故除三陽部分車款（如e-Woo的電池採隨車購買方式）採電
池賣斷外，絕大多數車款均收取服務費用，採以租用方式提供電池，並提供交換電池

之使用模式，以攤平電池購置費用。此外亦依電池充電量收取電池使用費或換電服務

費。為提供在家充電的便利性，另行銷售相關充電設施配備。月租費部分，如睿能即

提供因使用量、單顆電池或雙顆電池之差異而不同的服務方案，PBGN聯盟各家所收
取的電池使用費率均相同為每安時2.3元。

電動機車之維修等售後服務，因其銷售通路較少且有其技術門檻，非一般坊間機

車行能夠進行，且囿於各車款及電力系統的獨特性，因此均由原製造廠之服務經銷中

心提供
6
。此外，透過資通訊特性以app資訊服務增加與消費者的黏著性，售後服務如

產品更新與機車維修上，相較於傳統燃油機車，可獲收益之比重更大。同因其資通訊

特性，較易發展新服務模式，如透過精準定位而產生之共享機車服務、透過手機app
地圖導入店家廣告等，亦屬傳統燃油機車無法獲得之收益。此外，因電動機車符合綠

能潮流，亦較易獲得重視綠能之機構採購訂單。

茲將燃油機車、電動機車所採行的商業模式整合如表3所示：

4 充電版則是每台電動機車配置充電器，可直接對電動機車或是電池直接充電，提
供車主在家中充電的方便性，會根據所選擇的服務月費方案有免費的里程數，再
針對超出里程部分額外計價。

5 換電版可在光陽各地所建置的「iONEX車能網」電池交換站，進行電池交換，並
另據所使用電量收取「換電服務費」（相當於PBGN聯盟之電池使用費）。

6 惟睿能因急於擴大經銷據點，雖原本機車製造廠並不會對於非體系車行提供教育
訓練，但睿能則陸續徵求有意願加入之車行，提供維修訓練以擴大其服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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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機車整車之營利模式比較

類別 燃油機車 電動機車

車廠
所有燃油

機車業者
PBGN聯盟1

光陽 三陽(試量產中)

車身 賣斷 賣斷

動力

(汽油/電能)

(汽油)
由中油、台朔

提供

(電能)
電池交換站或車主自行充電

動力載體

(油箱/電池)
(油箱)

機車本體內含

(電池)
月租費

2/重置
成本

$299~1,199/每
顆$25,000

(電池)
月租費/賠償價

$299~699/
$15,800

(電池)
賣斷

電池使用費

或自行充電

$2.3/Ahr

換電服務費
3

或自行充電

$2.3/Ahr
自行充電

其他配備

(選購)
無

充電配備
4(選

購)
Mobile型

$3,980
Plus型$11,060

電池充電器組

（出租）

賠償價：

充電座$1,680
充電器$2,980
配重底座$900

充電配備

售後服務

車主自行決定

服務車行及零

件來源

由原廠服務中心提供

其他服務 較少 共享機車，app廣告導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 PBGN聯盟包括Gogoro、PGO、Aeon、Yamaha、eReady、eMoving等
2.  提供多種使用習慣的月租費模式，如單顆電池或雙顆電池、使用量少的自由省、高用量自由省、
預選里程、騎到飽（限非外送員）、商用資費等。

3. 電池使用費/換電服務費均為每安時2.3元。
4.  PBGN聯盟提供車充或電池快充座兩種充電配備的選購。

（2）電動車身與電池分離商業模式之現狀
目前電動機車業者原則係採車電分離之商業模式，即將電動機車車身出賣給買

受人，但就電池則考量目前技術仍存有優化高變動性、高單價性及高耗損性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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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採取電池出租、交換及充電服務等模式
7
。如PBGN聯盟所屬成員可運用睿能之動力

總成、控制器元件、智慧系統等技術，與本身技術進行整合後開發專屬之電動機車車

款
8
，採車電分離模式，在電池收費與契約約款的部分使用統一性的Gogoro Network 智

慧電池服務合約
9
，費率計算採取一致性收費標準

10
。另，光陽雖未加入PBGN聯盟，

但亦採取相同模式。三陽則預計於2023年全面朝向發展充電式機車，同時亦將推出新
型車款，目前上市之e-Woo電動機車則採電池隨車購買方式。
（三）機車產業消費者的購車態度（三）機車產業消費者的購車態度

1. 機車問卷調查設計
為協助後續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之相關市場界定，本文進行問卷調查，主要內容

包括民眾對於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的消費態度是否有差異，並調查民眾對價格變動之

接受度與需求替代
11
。

2. 問卷結果與分析
（1）填答者人口統計變數分析

共計890位受訪者完成問卷調查並通過我們的邏輯測試題為有效問卷。最後剩餘
共532位12

受訪民眾所填答的問卷資料納入資料分析範圍。問卷之人口統計分布結果

（性別、年齡及主要居住地）等，如附表3至附表5。
（2）機車消費態度

本文調查民眾之車種偏好、購車預算區間、消費態度、資訊蒐集等4種情形。因
篇幅所限，詳細問卷結果請參閱附表6至附表9、附圖1至附圖7。主要可發現購車預算
區間約有75%之受訪者其購車預算係75,000元以下。在購買動機與考量因素等消費態
度上，可發現無論係購買燃油機車或電動機車，受訪者以代步為最主要動機，其次

為休閒娛樂與促銷活動，數據上雖顯示電動機車購買者其促銷活動之動機高於休閒娛

7 關於車電分離商業模式說明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網站，https://www.iii.
org.tw/Focus/FocusDtl.aspx?f_type=2&f_sqno=ItChvQgepWh2pCYVrdNdNA__&fm_
sqno=13，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8 TVBS新聞網網站，https://news.tvbs.com.tw/cars/154607，最後瀏覽日期：
2021/11/28。

9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服務合約，參見睿能公司網站，https://network.gogoro.
com/tw/contract/battery-contract/，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0 睿能公司網站，https://network.gogoro.com/tw/riding-plans/，最後瀏覽日期：
2021/11/28。

11 網路問卷發放期間係2021年10月13日至10月21日，在臉書（Facebook）以18歲以
上民眾」為卷對象邀請其填答。

12 其中，有25人未取得機車駕照，4位未表明是否擁有機車駕照，均不納入統計分
析。另有175位受訪者，在過去一年與未來一年無購車需求，也不納入分析。此外
在面對不同漲價幅度，呈現不合理的購買決策改變樣本，也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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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惟差距並不大。在購買機車之考量因素，則顯示價格及性能為最主要考量，另在

購買電動機車時，燃料成本亦是考量重點，相較於燃油機車對環保考量之程度亦有提

升。

（3）產品市場界定之經濟分析
本文依據前揭問卷資料擬採取兩種分析方法，包括需求交叉彈性

13
與作為補充

SSNIP法之臨界損失法（Critical Loss, CL）14
以協助界定產品市場。

問卷分析結果顯示，當電動機車價格減少5%、10%，需求彈性分別為1.28、
0.73，均大於0，顯示當電動機車價格調降時，電動機車為燃油機車的替代品關係均成
立。另本文採用22%為電動機車之利潤率，以及5%、10%兩個漲價幅度來計算電動機
車的臨界損失值，分別獲得18.5%、31.3%，並依問卷調查結果計算該電動機車轉移至
燃油機車的移轉率(AL)，且因AL大於 CL，故得推論兩者似應屬相關市場。詳細結果
參見附表10與表11。
（四）機車產業之結構與市場界定（四）機車產業之結構與市場界定

1. 機車產業之市場界定
（1）公平交易法下之市場界定與公平交易委員會之一般性規定

無論於獨占、結合或聯合行為等限制競爭行為類型，市場如何界定實對市場效

果分析結果具有重要影響
15
。如判斷聯合行為時，為認定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市場效

13 需求交叉彈性（cross elasticity of demand）( )表示Y產品價格( )對X產品需求
數量( )變動的影響比率，當彈性為正( >0)，表示X產品的需求量隨Y產品價格
增加而減少，兩產品間是呈替代關係，X與Y同屬同一相關市場；若彈性為負(
<0)，表示X產品的需求量隨Y產品價格增加而增加，兩產品間是呈互補關係，X與
Y則不屬同一相關市場。胡祖舜，競爭法之經濟分析，2版，元照出版公司，46-48
（2021）。

14 指獨占者在價格上漲後仍然有利可圖的情況下，所能承受的最大銷售額損失。臨
界損失分析將該臨界損失(CL)與預估的實際損失(Actual Loss, AL)相比較，若實
際損失大於臨界損失，則代表原建議的市場定義範圍太小，原產品並非為獨占市
場。爰用於分析市場界定時，先藉由尋找原壟斷者漲價後達到損益兩平的臨界損
失數量後，再與因漲價所造成的市場流失的替代產品，而計算出移轉率。若移轉
率大於臨界損失時，即代表原產品市場定義過小，原產品與替代產品應為相關市
場；反之，若移轉率小於臨界損失時，即代表原產品市場不因漲價而流失利潤，
原產品與替代產品並非相關市場。胡祖舜，前揭註13，59-62。

15 倘對市場範圈界定過小時，容易認定存在市場效果；反之，若市場界定過廣，將
難以肯定有市場效果發生。黃銘傑，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
間，2版，元照出版公司，88（2009）。此外，就市場力量之認定，即會因市場界
定之範圍大小，而影響作為其代理變數之市場占有率如何計算，進而影響對於事
業單位是否有顯著市場力量之判斷。莊春發，反托拉斯經濟學論集(上)，初版，瑞
興圖書公司，416（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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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學說有認基本上須界定出相關市場始能為之
16
，我國實務亦多認同

17
。惟公平交易

法（下稱「公平法」）第5條雖定義相關市場為「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
爭之區域或範圍」，然未明文規定相關市場應如何界定

18
。

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歷年來多採取於個別產業之相關規範說明或

處理原則中訂定市場界定相關規定之作法
19
，並綜合考量產品市場、地理市場及時間

因素以界定市場
20
。後在民國104年（下同）2月4日第1213次委員會議通過「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
21
」（下稱「市場界定原則」）

22
。依市場界定原

則第3點規定可知，市場界定最主要審酌需求替代，並得視商品或服務之特性，考量
供給替代，同時將從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二面向進行市場界定

23
。同處理原則第4點及

第5點分別列出界定產品市場之考量因素24
及界定地理市場之考量因素

25
，第6點提出合

16 因公平法第14條第1項非採「當然違法」原則，而須舉證具水平競爭關係的事業間
對於價格等事項達成合意相互拘束外，更係以共同行為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
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為其要件。劉姿汝，「論聯合行為之市場界定與市場效
果－兼與日本獨占禁止法之比較」，公平交易季刊，第25卷第3期，36（2017）。

17 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507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490號判
決。

18 公平法在民國80年立法時，條文用語係「特定市場」，且依立法理由係指經濟學
上之競爭圈而言，得因商品替代性之廣狹、商品銷售地域之不同而解釋其區域或
範圍。後於民國104年修法時，參酌外國立法例修正為「相關市場」，俾與國際接
軌，惟無論修法前後，公平法內均未就相關市場如何界定設有明文規定。

19 例如：公平會所制定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公平交
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
等。

20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19  版，公平交易委員會出版，37-38
（2021）。

21 為使相關市場界定標準更臻明確，以利案件審議與事業遵循，爰參考美國、歐盟
之相關規定，並彙整歷年處理案例後通過。中華民國104年3月6日公平交易委員會
公資字第10421600251號令。

22 市場界定原則之法律位階係「行政規則」，故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固可予以引用
市場界定原則，但仍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並不受其拘束（參見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137 號、第216 號解釋）。

23 就此，甚有學者認為市場界定之順序理應係在先界定需求者範圍之後，再界定供
給者範圍。白石忠志， 禁法講義，9版，有斐閣，42（2020）。

24 界定產品市場時之考量因素包括（一）產品價格變化。（二）產品特性及其用途。
（三）產品間曾經出現替代關係之情形。（四）交易相對人在不同產品間之轉換
成本大小。（五）產品價格調整時，交易相對人因價格變化而移轉購買之程度。
（六）交易相對人及競爭事業對於產品間替代關係之看法。（七）相關法規或行政
規則之規定。（八）其他與產品市場界定相關之事證。

25 界定地理市場時之考量因素包括（一）不同區域間產品價格變化及運輸成本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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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可替代性分析法
26
、交叉彈性檢測法

27
及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

28
等市場界定之分析方

法，更明示個案處理上不以前開分析方法為限，且各種方法運用上無所謂優先順序。

學說有認市場界定原則適用於公平法中所有需要界定相關市場的情況，而非專用於聯

合行為，但界定之方式似不宜一概而論
29
。

市場界定原則對於限制競爭案例中相關市場界定之具體有何作用及影響，實將

視法院對之所持支持態度而定
30
。我國實務見解迄今多認市場界定原則與公平法之立

（二）產品特性及其用途。（三）交易相對人在不同區域購買產品之交易成本大
小。（四）交易相對人對產品獲取之便利性。（五）交易相對人在產品價格調整
時，選擇至不同區域購買之情況。（六）交易相對人及競爭事業對於產品區域間替
代關係之看法。（七）相關法規或行政規則之規定。（八）其他與地理市場界定相
關之事證。

26 相關市場界定原則第7點規定：「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係指以交易相對人之認知，
審酌個案所涉及之商品或服務與其他商品或服務在功能、特性、用途、價格或競
爭之地理區域上是否具有合理可替代性進行界定產品市場或地理市場。至於彼此
間之替代程度如何始得構成同一相關市場，應依具體個案事實予以之判斷」。

27 相關市場界定原則第8點規定：「交叉彈性指一產品價格變動率影響另一產品數量
變動率的比率值。產品本身及其替代品間或地理區域間的交叉彈性可用以測度該
二項產品或地理區域間的替代關係，並予以界定相關市場。運用交叉彈性界定相
關市場時須注意下列事項：(一)交叉彈性關注的是單一的替代品或地理區域而非所
有的替代品或地理區域，並以「其他交易條件不變」為前提。至於二項產品或地
理區域間之交叉彈性大小如何始得構成同一相關市場，須依具體個案事實予以判
斷。(二)衡量交叉彈性所使用之價格宜採競爭性價格，以判斷產品或地理區域是否
構成同一相關市場。(三)運用交叉彈性界定相關市場時，尚須依第四點或第五點所
列各項因素綜合考量」。

28 相關市場界定原則第9點規定：「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是指假設市場上有一獨占
者，檢測該假設性獨占者在進行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調漲前後之利潤變
化情形；當價格調漲使該假設性獨占者利潤減少，則表示原先界定之相關市場太
小，而須將其他具替代性之產品或地理區域納入，再重複進行檢測，直到價格調
漲而該假設性獨占者不減少利潤為止，即完成相關市場界定。運用假設性獨占者
檢測法時，須注意下列事項：(一)在使用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界定相關市場時，選
取之基準價格宜 市場競爭性價格。(二)至於價格上漲幅度，一般情況下 百分之五
至百分之十，但在具體個案判斷時則依案件涉及之產業或市場特性調整價格上漲
幅度。(三)運用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界定相關市場時，尚須依第四點或第五點所
列各項因素綜合考量」。實務上最常運用者係「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調漲
（small but signifi 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下稱「SSNIP」）測試法」。

29 如前揭「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當中常運用之SSNIP測試法，多適用於事前規範事
業結合時界定相關市場之用，然在聯合行為之情形，係對業已發生之行為進行事
後規範，是否得逕採同一測試法以界定出一具一般性之客觀市場，非無疑問。劉
姿汝，前揭註16，40-41。

30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三冊》，初版，元照出版公司，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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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旨無違，公平會應據以界定市場，並就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為判斷
31
。除聯合行

為
32
、結合案件外，甚至差別待遇行為及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均有適

用
33,34
。另因市場界定原則未明文規定其適用範圍有何限制，故解釋上似得認若屬公

平法第二章「限制競爭」當中所規範之各種態樣，均有適用可能
35
。

（2）行政法院就市場界定之相關見解
行政法院過往多係採取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以界定產品市場，考量產品之功能、

用途、特性與其使用目的、便利性、價格條件、轉換成本等因素，以分析及判斷商品

間是否具有合理可替代性而應否劃歸同一相關市場。在地理市場之界定，強調運輸成

本為關鍵性之重要考量因素外，並應考量其間交易成本之大小差異及便利性等因素，

且多對公平會處分中相關市場之界定，採取支持態度
36
。惟爾近之數件裁判均顯示行

政法院有要求界定相關市場時應作市場實證檢測之傾向
37
。惟縱採用SSNIP測試等實

（2017）。
31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04號判決、同院107年度判字第303號判決、
同院107年度判字第268號判決、同院107年度判字第267號判決、同院107年度判字
第187號判決、同院107年度判字第186號判決。

32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510號判決指出：「⋯考量產品市場及地理市
場時，得視具體個案，衡量時間因素對於特定市場範圍之影響，此可謂對特定市
場界定之定義暨基本原則，則關於聯合行為之認定既亦涉及市場之界定，應得予
援引（上訴人嗣於104年3月6日發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
則⋯亦可資參酌」。同院107年度判字第509號判決、同院107年度判字第506號判
決、同院107年度判字第505號判決、同院107年度判字第489號判決、同院107年度
判字第228號判決同旨。

33 蓋行為主體之事業須在相關市場上具有相當市場地位，其行為才足生限制競爭效
果之可能，故為確認市場地位，自亦須先於界定市場後，方得為之。廖義男，公
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二冊》，初版，元照出版公司，127-133（2015）。

34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593號判決即謂：「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所
稱「其他不正當方法」，並不以與例示之「低價利誘」具有共同特徵者為限，凡
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以不正當方法」從事有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
而造成市場上限制競爭之效果，即具有非難性，而該不正當方法是否有阻礙競爭
之虞，係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及服務特
性及實施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本件判決中即係依相關市場處理
原則就原審中市場界定之判斷進行論斷。

35 公平法第19條限制轉售價格之規定，因條文中未明示「市場」此一要件，故似有
無須進行市場界定之解釋可能。惟就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可責性，學說有認係在
於使交易相對人就其商品販售於第三人時之價格決定受到限制，而有損該商品市
場之價格競爭。參見廖義男，前揭註30，157。是以，本文認為似仍有確認商品市
場範圍而界定市場之實益。

36 廖義男，前揭註30，43-44。
37 在連鎖超商現煮咖啡漲價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103 年度判字第195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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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檢測，仍僅供法院判斷參酌。如事業實際無法調整價格，即認無法依測試結果為市

場界定
38
，且非公平會進行任何市場界定前均須進行實證調查，否則即有違法情事

39
。

又，最高行政法院對是否採認市場界定經濟分析之結果曾提出判斷標準
40
。至於交叉

彈性檢測法，過往法院曾在統一公司與維力公司結合禁止案中肯認公平會依交叉彈性

檢測法為市場界定之處分
41
。惟在市場界定原則公布後，迄今尚無見有任何相關裁判

採用此法。

（3）市場界定之相關學說見解
近年來相關學說重點，大致可分為「市場界定是否必要」以及「市場界定之經濟

分析」此兩面向。就前者，如有認市場界定僅限於在同質性產品市場（homogeneous 
goods market）中有其作用者42

，或有認市場界定在確認供給者及需求者範圍上確有其

重要性，惟若過度拘泥於追求嚴格之市場界定，可能會本末倒置而錯誤判斷限制市場

競爭效果者
43
。

後者指為瞭解消費者對各產品間需求替代，計量實務有透過敘述性偏好資料

中，即認公平會未進行任何SSNIP測試，亦未經市場實證之情形下，僅依書面資
料於短期之內即逕行界定「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為本件之產品市場，尚嫌速
斷；在嘉惠電力公司拒絕調整購售電費率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
第369號判決）中，亦以原審判決未實際衡酌各IPP所生產電力之供給替代性及需
求替代性為由，認其就市場界定顯有理由矛盾及與經驗法則有違之處。

38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更二字第112號判決即謂：「本件即便採用獨占性者
檢測法或SSNIP（Small but Signifi 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事業
是否能進行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漲價」增加利益，檢測法⋯亦因事實上即使是非
保證時段，原告等IPP業者亦均無法控制價（即調整價格，因價格係依PPA能量費
率公式計算而固定）量（應依參加人單方經濟調度而定，非各IPP可以決定發電
量），亦無法為檢測分析，即不能界定非保證時段（能量費率）有競爭關係而界
定本件聯合行為之發電市場」。

39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1700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428號
判決亦支持原審判斷。

40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00號判決對市場界定及市場範圍與結構界定之經濟
分析方法，要求其須為經濟學界所公認之查驗模型且具有所需之足夠實證數據，
更在區分「靜態分析」與「動態分析」之差異後，肯認在實證數據與環境限制當
中，須在檢驗靜態分析方法是否「正確適用」後，方得接受其分析結果。

41 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500號判決。
42 因在非同質性產品市場(non-homogeneous-goods market)中市場力量與市場占有率間
難謂具有必然關連性。Kaplow, L, “Market defi nition alchemy”, The Antitrust Bulletin, 
915-952 (2012).

43 白石忠志， 占禁止法，3版，有斐閣，33-34（2016）；相關學說介紹，參見白
石忠志，「市場画定不要論について」，

，初版，有斐閣，17-3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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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d preference data）或透過顯示性偏好資料（revealed preference data）兩種模
式

44
。目前歐美日等國用於市場界定之經濟分析方法仍以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下之

SSNIP測試為主，其他尚有補強SSNIP測試之臨界損失分析法、運用價格進行分析之
價格相關係數法及Granger因果關係法、運用銷售量進行分析之模式分析法及E-H檢測
法等

45
。惟執法機關若對各方法見解不同或因資料取得難易不同自將致有偏重不同方

法之情形
46
。

（4）機車產業之範圍與相關市場界定之依據
針對機車產業所涉公平法議題，公平會於84年之委外研究報告47

或86年之國內實
務報導

48
當中，均未特別就機車產業之範圍及其市場如何界定有深入著墨，而逕認燃

油機車製造廠商與其經銷商為機車產業，將燃油機車劃定為同一產品市場，並以當時

各機車製造廠商市占率數據即認山葉、三陽、光陽等公司為市場獨占事業。復就相關

地理市場亦僅依前揭機車生產廠商在全省各地均設有總經銷商，且各總經銷商間不至

侵害其他總經銷商之經銷區域為由，即認應以國內縣市經銷區域為其地理市場
49
。嗣

公平會依「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機車事業行銷體系及銷售行為導正與警示原則」，認

定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公司及其臺南市總經銷、管理公司有限制下游代銷商不得越

區銷售之行為，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而分別作成公平會〈88〉公處字第140號、第
44 前者如以問卷調查直接詢問當相關產品價格微幅上漲，消費者所宣稱的可能購買
行為（繼續購買或轉而購買其他產品）；後者如以觀察過往之銷售資料，分析當
相關產品價格微幅上漲時，消費者之實際替代購買行為。陳嘉雯、胡偉民，「使
用假設性獨占檢定界定市場： 以中國大陸新車銷售市場為例」，公平交易季刊，
第23卷第4期，140（2015）。

45 NERAエコノミックコンサルティング，

，
94-95（2019）。

46 相關學說整理，參見林長青、胡偉民，市場界定實證分析法之應用，初版，公平
交易委員會107年度委託研究報告，2-3（2018）。各種市場界定之經濟分析方法
內容介紹，參見胡祖舜，前揭註13，42-79；陳和全，經濟分析方法於競爭法議題
應用之研究，初版，公平交易委員會102年度委託研究報告，25-80（2013）。

47 劉坤堂、楊家駿、林慶堂、洪德昌，我國機車產業市場結構、廠商行為及經濟
效益與公平交易法之研究，初版，公平交易委員會84年度委託研究報告，47
（1995）。

48 楊家駿，「公平會處理機車事業行銷體系及銷售行為實務報導」，公平交易季
刊，第5卷第2期，116-117（1995）。

49 惟此係逕依以生產者就其行銷體系下之劃分方式界定地理市場，除欠缺自交易相
對人之觀察角度（如不同區域購買產品之交易成本大小、獲取產品之便利性、產
品價格調整時選擇至不同區域購買之情形等）外，亦未評估此種劃分方式是否因
運輸成本之差距而具備經濟合理性，抑或僅屬於限制競爭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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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號處分書50
。該處分書中雖已分別考量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之界定，惟就前者似無

任何說理；就後者亦僅考量供給者角度，而未見考量需求者角度之相關分析。

嗣為配合行政程序法公布施行，公平會整編前揭警示原則，在91年4月12日訂定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機車事業之規範說明」（下稱「機車事業規範說明」），就機

車產業可能違反公平法之行為態樣，分別列出結合行為、聯合行為、限制轉售價格之

行為與限制或妨礙公平競爭行為等諸多類型，並將機車產業定義為機車銷售、製造、

總經銷商、區域經銷商、專賣店及非專賣店等事業（第2點），某程度上雖寓有界定
相關市場之意涵，惟嚴格來說僅屬確認機車產業範圍

51
之定義規定，應不得逕據以界

定機車產業市場
52
，而仍應依據市場界定原則相關規定為之。

（5）機車產業之產品市場界定
依市場界定原則第2點，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上，具有

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相關法規或行政規則同屬該原則

第4點及第5點所分別列舉界定產品市場與界定地理市場時得考量之因素，故亦得考量
與機車關係較切法規中之相關規定

53
。

50 惟兩份處分書當中就機車產業之範圍及市場界定之說明與前揭研究報告內容並無
太大差異。

51 另就機車產業之範圍，依105年1月第10次修訂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可知，廣
義之機車產業應包括機車製造業、機車零件製造業、機車批發業、機車零售業、
機車維修業等，此較前揭機車事業規範說明第2點之定義為廣，尚包括機車零件製
造業及機車維修業在內，雖亦值參考，惟依前揭行業標準分類之說明可知，我國
行業標準分類係以場所單位的經濟活動進行歸類，俾供統計分類之用，經濟活動
並非以機關業務職掌或主管法規作為劃分依據，業務法規所稱業別範疇，未必等
同於行業標準分類之業別。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https://www.stat.gov.tw/public/
Attachment/51230162221KI9NIEKP.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又因該分類在編制時並未考量不同商品或服務在經濟上之替代性等競爭因素，故
不得逕引為市場界定之依據，而仍應自競爭法角度，考量機車產業之具體特性與
實際競爭因素後，從「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二面向界定相關市場，最高行
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774號判決即指出：「蓋行業標準分類或商業動態統計係供
統計行業活動狀況，被上訴人界定市場，除須自供給者、需求者角度考慮產品或
服務替代性外，尚須依具體個案之產業特性判斷，方可深入了解以競爭法介入對
該產業之實益何在」。

52 在相關市場界定原則公布後，機車事業規範說明雖亦在104年4月1日第1221次委員
會議通過修正，惟修正前後均未再有任何關於機車事業相關市場界定之明文規定
或說明。

53 即在界定機車產業之產品市場時，除公平法與前揭相關行政規則外，應亦得考量
如公路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
與機車關係較密切之法規或行政規則中之相關規定，以俾自法規範角度瞭解確認
機車之功能、用途及使用目的其內涵。



第 2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00

公路法
54
與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55
均認機車屬於汽車之範疇，同規則第3條第1項第6

款依排氣量或輸出馬力
56
將機車分為普通重型機車、大型重型機車、普通輕型機車與

小型輕型機車。復考量同規則第61條之1第1項第2款至第4款所規定機車駕駛執照持照
條件

57
後可知，機車依其特性、用途及公路監理目的得區分為：得行駛高速公路之大

型重型燃油及電動機車、不得行駛高速公路之大型重型燃油及電動機車、普通重型燃

油及電動機車、普通輕型燃油及電動機車與小型輕型燃油及電動機車。

惟若逕依以上分類，即認各類型機車分屬不同產品市場，抑或逕認電動機車與燃

油機車屬於同一產品市場，實嫌速斷。蓋欠缺需求替代觀點及對市場界定原則所列舉

其他考量因素之審視，故須再行分析、判斷動力不同之各類型機車間、燃油機車與電

動機車間、甚與前揭機車同具代步功能之租賃機車或共享機車間，是否具有合理可替

代性，以進行市場界定。

a. 動力大小不同之各類型機車是否屬同一產品市場？
不論機車輸出動力大小為何，就其本身之功能及用途觀之，具有通勤、短中程之

1至2人戶外移動手段等基本代步功能應無疑問58
。在不考慮行駛高速公路此類中長程

移動之情形下，應可認輕型機車與重型機車無太大差異，而屬高度需求替代，自不宜

僅以輸出動力大小或得否行駛高速公路而逕分別界定為不同產品市場
59
。

54 公路法雖未明文就機車設有定義規定，惟同法第2條第10款定義汽車為「指非依軌
道或電力架設，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實務上亦肯認機車即屬該款汽車之範
疇，如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15號判決：「查機車在道路上不依軌道或電力
架設，係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核屬公路法第2條第10款規定之汽車」；其他如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5條第2項亦規定：「第38條及第49條所稱之機車，亦為公路
法第2條第10款所定義之汽車」。

55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第1項第1款明定「一、汽車：指在道路上不依軌道或電力
架線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包括機車）」。交通部在90年2月26日修正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時，首次將電動機車（當時規則用語係：「電動機器腳踏車」）納入機
車之範疇。後在96年5月15日修正時，方就其車輛定位、檢驗、考驗、監理業務管
理等相關事項予以規範。

56 因非以燃油為動力之電動機車須以馬達及控制器之最大輸出馬力進行分類。
57 蓋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61條之1第2項規定，汽缸總排氣量550立方公分以上或電
動機車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54馬力（HP）以上之大型重型機車得行駛高
速公路。

58 現行電動機車在性能上逐漸與燃油機車銷售主力之排氣量110CC-125CC機車相
當，故在基本代步功能上應無太大差異。王健全、郭錦程、陳劭寰、財團法人工
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大數據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電動機車產
業發展白皮書，1版，台灣智慧移動產業協會，29（2019）。

59 惟若以行駛高速公路或將少量生產之特殊型號重型機車視為奢侈品等角度為前
提，則此際因產品之特性及其用途已與一般輕型或重型機車有異而難謂具有高度
需求替代，自不得將兩者界定為同一產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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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般機車與租賃機車及共享機車是否屬同一產品市場？
傳統租賃機車或時下熱門之共享機車同具前揭之基本代步功能，是否亦得認屬

具高度需求替代而得與一般機車界定為同一產品市場？首先，無論租賃機車或共享機

車，考量到代步工具之機車其本身所有權未移轉予使用者，其性質應屬服務。具體交

易上，傳統租賃機車業者多在遠離原居住地之風景區、離島地區或火車站周邊以單一

車行方式經營，提供在特定地理範圍內短期間（數小時至數日）服務；而使用共享機

車服務者多係以單向騎乘為其主要用途
60
，與選擇購入機車消費者以雙向騎乘為主要

用途仍有不同。又，前揭服務之價格亦與透過買賣取得機車所有權所支付對價間有顯

著差距
61
。故即便功能或用途上確有部分相同或重疊，仍難謂已具有高度需求替代，

故似應有其他足以證明具高度需求替代之證據存在，如機車價格調整時有相當比例原

擬購車之交易相對人選擇移轉至租賃機車或共享機車、抑或共享機車使用者已達相當

規模
62
等情，否似難逕認屬同一產品市場。

c. 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是否屬同一產品市場？
就基本代步功能以觀，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並無太大差異，堪認具高度需求替

代。惟就產品特性角度來說，電動機車具有節約能源、降低碳排放及空氣污染、低噪

音、得結合智慧裝置應用等傳統燃油機車所無之特點。是故，仍須再行檢視兩者在價

格條件上是否具有高度需求替代。依本文前揭問卷調查結果可知，以SSNIP測試法常
使用之5-10%價格調整幅度，計算交叉需求彈性並進行臨界損失分析，顯示縱考量到
兩者在產品特性有所不同，交易相對人之機車產業消費者仍認兩者間具有高度替代關

係。

惟前揭問卷調查中機車購買考量因素之數據亦顯示，除價格與性能屬最主要考量

因素外，其他實質上對價格條件有所影響者，即電動機車之購車補助
63
。因衡量機車

60 例如，共享機車廠商WeMo在2019年針對其用戶進行使用需求調查之結果指出，單
向騎乘為比例最高之需求（48.1%），其次為大眾交通無法到達處（32.5%）、通
勤（28.9%）及轉乘其他交通工具（20.2%）。工商時報，「共享電動機車夯 使用
率激增」，A5版（20191125）。

61 以WeMo為例，選擇「3小時無限騎」方案之費用為新台幣25元。威摩（WeMo）
科技公司網站，https://www.wemoscooter.com/terms-of-service，最後瀏覽日期：
2021/11/28。

62 以本文表5「三大共享機車平台發展概況」整理之數據可知，目前三大平台累積之
總會員數已達165萬人次，惟考慮到成為會員並非直接等同實際騎乘、該數字亦無
法排除一人同時成為三大平台會員等情形，故與我國機車累積掛牌數相比，是否
足稱已達一定規模而肯認兩者之間具有高度需求替代，仍有疑問。

63 因我國自87年行政院通過發展電動機車推廣行動計畫以來，經濟部為擴大電動機
車國內市場及其產業規模，均持續對購買者及製造商進行補助。如98年5月22日經
濟部經工字第09803809770號令函訂定發布之「經濟部發展電動機車補助及獎勵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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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價格變動導致移轉購買程度時，電動機車購車補助金額之變動實與需求者實際支

付金額
64
以及移轉購買成本高低息息相關

65
。是故，以經濟分析方法協助判斷燃油機車

與電動機車在價格條件上是否存在高度需求替代而屬同一產品市場時，似宜一併考量

電動機車購車補助金額之變動，以俾確實掌握機車交易相對人之轉換成本及意願。

比較法上雖尚未見有案例就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是否屬同一市場為判斷，惟日

本公正取引委員會（下稱「公取委」）在2019年一關於電動汽車鋰電池之公告案例66

（下稱「電動汽車鋰電池案」
67
）中，曾就燃油汽車與電動汽車間是否屬同一市場進

行判斷，雖機車與汽車屬不同商品且主要判斷對象係鋰電池市場故相關篇幅不多，仍

值參考。

該案中公取委就電動汽車與燃油汽車間之替代性，檢視電動汽車特徵後認其除具

較燃油汽車能耗為優且友善環境之特點外，亦與燃油汽車具共通點，故雖難否定有將

兩者視為替代品之需求者存在，惟因環保意識高漲等因素亦有不將兩者視為替代品之

需求者存在，故認兩者間尚難謂已具高度需求替代。另考量兩者所需製造技術與相關

知識不同，難認得輕易轉換生產，故否認兩者之間具有供給替代。即公取委更著重在

電動汽車所具有之環保特性，故似可推論隨相關環保技術發展以致兩者特性差異更大

時，需求替代程度或將更加下降，惟該案中似未考量價格條件上是否具有需求替代，

誠屬遺憾。

施要點」（現已廢止）、103年9月2日經濟部經工字第10304603600號令函訂定發
布之「經濟部發展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現已廢止），以及107年2月2日
經濟部經工字第10704600390號令函訂定發布之「經濟部推動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
施要點」（現行規定）。詳細之補助車款、成果及金額等，可參見經濟部網站，
電動機車產業網，https://www.lev.org.tw/default.asp，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64 依本文整理數據可知，無論係汰舊換新抑或新購，中央行政機關所提供之總補助
金額範圍約在13,500元至28,000元之間（參見附表12），再參酌前揭問卷調查結果
顯示約四分之三受訪者表示其預定購車價格在75,000元以下，概略推估總補助金額
占多數受訪者預定購車價格之18%至37.3%。

65 若普偏定價較高之電動機車在扣除補助金額後其實際價格與輸出動力相近之燃油
機車其實際價格相差不多時，兩者在價格條件上自然較可能具高度需求替代；反
之，若該補助金額因預算或政策改變而調降，需求替代之程度即有可能下降。

66 公告案例係指公取委就事業結合申報之審查結果進行公告，詳參日本公取委網
站，https://www.jftc.go.jp/dk/kiketsu/toukeishiryo/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21/11/28。

67 該案係由豐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出資比例51%）與Panasonic股份有限公司（出
資比例49%）共同出資設立製造生產電動汽車所用鋰電池之Prime Planet Energy & 
Solutions股份有限公司。原文可參見日本公取委會網站，https://www.jftc.go.jp/dk/
kiketsu/toukeishiryo/sochi/R1jirei/r1jirei06.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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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機車零件製造業及維修業之產品市場
機車產業之範圍除機車之銷售、製造及經銷之外，亦包括零件製造、維修等面

向，而須界定其產品市場。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在零組件系統構成上最重要之差異在

於動力系統。至於如傳導皮帶、煞車皮及避震系統等其他零組件究其性質多屬非以原

廠零組件為必要之消耗品，且其功能及用途無論用於燃油機車或電動機車均無太大差

異
68
，故若非屬須使用特殊規格或原廠零件（即完全匹配，must-match）而無替代選

擇之情形，似得認此類零組件（功能及用途幾乎相同，轉換生產技術接近）均得各自

界定為同一產品市場（如煞車皮市場、傳導皮帶市場）。惟就動力系統，因電動機車

之電池動力系統
69
縱與燃油機車之燃油系統在功能或用途上均為提供動力，惟兩者在

規格或特性上顯不具需求替代或供給替代，而不得界定為同一產品市場。

前揭電池動力系統中最具代表性之關鍵零組件為電池，以下就電池材料（鋰電

池、鋁電池或碳鋰電池之不同）、提供電力方式（充電或換電之不同）等類型加以分

析。即涉及判斷各機車製造廠商所採用之電池間是否具有需求替代，以及電池製造

廠商在電池規格、電池容量及充放電相關技術上是否具有共通之產業標準（industry 
standard）甚而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

就前者，參酌前揭電動汽車鋰電池案中公取委首先檢視電動汽車鋰電池在性質上

相較其他鋰電池具有高電容、抗震動及高低溫、使用壽命長、須特定技術等特點，故

認與用於行動電話、筆記型電腦之一般鋰電池間不具高度需求替代或供給替代；次將

電動汽車分為僅使用電力作為動力或混合燃油系統與電動系統等不同車種，進可將電

動汽車鋰電池分為「高動力」及「高容量」
70
，因此兩種電動汽車鋰電池在用途、所

需技術不同且在製造上難以轉換，故認兩者間亦不具高度需求替代或供給替代。

依此論理，應可推論我國電動機車鋰電池與一般鋰電池間不具高度需求替代或供

給替代；其次，我國目前使用鋰電池之電動機車製造廠商均屬PBGN聯盟成員71
且均係

生產純電動機車，故其使用之電池間應認具高度需求替代，惟是否具高度供給替代，

須視是否用途與技術相同且非在製造上難以轉換而定。若睿能以外之其他廠商所用鋰

68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指出，電動機車與傳統機車有許多共用零組件，包
含車身、轉向、煞車及避震系統等，而電動機車關鍵零組件在動力電池、動力
馬達及控制器3樣零組件佔整車成本近8成(概估電池成本佔約35%、馬達25%、控
制器20%)。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網站，https://www.artc.org.tw/chinese/03_
service/03_02detail.aspx?pid=13298，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69 包括電動馬達、電池組、電池芯、電池管理系統等。
70 前者用於用於混合系統車種；後者用於純電動汽車及燃料電池電動汽車。
71 即得透過睿能所建置之GoStation電池交換站來進行規格相近之睿能Gogoro Network
電池之充、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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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係均由睿能生產、提供
72
，則無轉換為其他廠商之可能而自始不具供給替代；反

之，若容由睿能授權其他廠商生產，則因兩者所生產之鋰電池在用途、技術上均相同

且應無製造上難以轉換問題，故得認具有高度供給替代。至於其他未加入PBGN聯盟
之三陽機車與光陽機車係採用自行研發之電池（例如三陽採用鋁電池以及與中油合作

之軟碳鋰電池），與睿能Gogoro Network電池間並不相容，故應不具高度需求替代或
高度供給替代，而難認兩者屬同一產品市場。

就後者，原先經濟部擬主導推動電動機車公版電池規格，惟因光陽與睿能兩方意

見相持不下導致破局，故經濟部亦於2019年宣布將尊重市場機制決定73
。是以，目前

應難認有一事實上或法律上產業標準，故亦難謂有標準必要專利存在可言。惟若除睿

能以外其他PBGN聯盟廠商欲透過授權自行生產電池，考量因睿能其Gogoro Network
電池相關專利，核屬為不可或缺之投入要素，故相關市場似尚應包括與是項產品有關

之專利授權市場。

e. 機車維修業之產品市場
維修屬機車相關服務之一環，且與零組件產品高度相關。依本文表3「機車整車

之營利模式比較」可知，燃油機車之維修係由車主自行決定服務車行及零件來源，故

在維修所需零件其功能及用途上均相同，且在無完全匹配而無替代選擇可能性之前提

下，原則應得認各燃油機車車行之維修服務間具高度需求替代及供給替代而屬同一產

品市場。若維修用零件係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之共用零組件，似得認燃油機車車行與

電動機車原廠服務中心所提供之維修服務亦屬同一產品市場；另一方面，電動機車或

因如電池等關鍵零組件僅原生產廠商得提供，故其維修服務亦僅由原廠服務中心所提

供。是以，燃油機車車行與電動機車原廠服務中心所提供之維修服務，自不具需求替

代及供給替代而分為不同產品市場。

最後，有疑問者係，機車銷售業與機車維修業之間，是否有主、後市場連動理

論
74
之適用，而應視為同一相關市場？ 

72 以山葉機車之EC-05 電動車為例，其使用說明書第35頁即載明「除另有約定外，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為英屬開曼群島商睿能新動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資產，提供予電動機車車主使用」。參見山葉機車公司網站，https://www.
yamaha-motor.com.tw/images/motor/ec05/BEN-F8199-T1.pdf，最後瀏覽日期：
2021/11/28。

73 王健全等，前揭註58，42。
74 該理論係指，當相關消費者在後市場被鎖入而無替代選擇，但在主市場已有充分
競爭的狀態下，其相關之競爭約束，足以傳遞至後市場，以致後市場的鎖入效果
在競爭上並沒有實質意義，需求者面對供給者變動商品價格時，並不是真正完全
無法或難以轉換交易對象或以其他商品替代，只是轉換或替代的過程較為迂迴。
此時可以將主、後市場視為是同一相關市場。參見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06年度民
專訴字第34號民事判決。該案即因主市場之汽車銷售市場競爭激烈，產生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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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維修零件係燃油機車專用或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之一般共用零組件，則因替代

選擇眾多，在後市場未發生任何鎖入（lock-in）之情形，自無須適用主、後市場連動
理論。惟若係電動機車之電池，抑或是有完全匹配需求之共用零組件，則確有無替代

選擇而發生鎖入之可能。此際若主市場即機車銷售市場已充分競爭，而容需求者有迂

迴轉換交易對象之其他可替代之選擇，則應有主、後市場連動理論之適用，而得將電

池市場與電動機車銷售市場視為同一產品市場、具完全匹配需求之共用零組件市場與

燃油機車及電動機車銷售市場視為同一產品市場。

（6）機車產業之地理市場界定
依市場界定原則第2點、第3點及第5點，機車產業之地理市場界定應優先審酌需

求替代，並考量自交易相對人角度各因素。首先，無論動力來源或輸出動力大小為

何，非屬奢侈品之代步用機車或其零組件，究其產品特性應無任何例如易於腐爛、凝

固或爆炸等迫使運送距離或銷售範圍受限之要素存在，前揭與機車相關各法規或行政

規則中亦無任何區域性限制之規定。

另自交易相對人角度觀之，縱具基本代步功能機車之動力來源或輸出動力大小有

所不同，仍難想像一般消費者會有因區域不同而難以購入或須透過特定經銷商或店家

方能購入之情形；機車產品亦少見有因區域不同而有相同產品價格明顯變化、僅限在

特定區域方能購入之款式等情形。

至於交易相對人選擇在不同區域購車之交易成本，其內涵包括其透過實體或線上

詢價比較所耗費的資訊成本與時間成本、購入機車地與運送地非屬同一或鄰近縣市所

產生之運輸成本等。考量我國現行地理區位、運輸方式及費用與交通因素後，假設一

臺北市消費者，實體跨區至高屏一帶再逐一至各機車行詢價比較後購買機車，再自行

騎回台北或托運回台北
75
，縱因尚有其他如網路購物或電話詢價等交易成本較低、獲

取產品便利性較高之方式可選擇，而難免有欠缺經濟合理性之虞，惟似難謂對交易相

對人而言即屬於無法負荷之交易成本。是故以，綜合考量產品特性、獲取之便利性、

運輸成本與交易成本等因素後，似可界定地理市場為全國。

至於租賃機車則多由單一車行在風景區、離島地區或各大火車站周邊特定地點提

供借還車服務，實際上交易相對人若為旅遊目的而租賃機車，亦少有至目的地以外不

同區域另行租賃後再騎乘至目的地之情形；共享機車亦多設有僅在營運範圍內提供借

還車服務之限制
76
。考量前揭服務特性與交易相對人角度，租賃機車服務之地理市場

市場連動現象，而認汽車銷售及其後的車燈維修替換市場為同一相關市場。
75 即距離最遠、資訊成本與時間成本最高、包括運費、保險費及包裝費在內之運輸
成本最高之情形。

76 例如WeMo之營運範圍即係以官方公告與 WeMo APP的地圖顯示為主，目前限於
臺北市、新北市及高雄市之部分行政區。使用者得騎到營運範圍外，惟須在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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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界定為租賃機車車行所在地該縣市及鄰近地區，而共享機車服務之地理市場應界定

為其經營區域之範圍內。

最後，獨立之燃油機車車行所提供之維修服務一般係由交易相對人騎乘至該車

行所在地進行維修，或在機車損壞程度已達無法騎乘時由車行將機車載回車行再行維

修並酌收運費。依交易相對人相當時間內可達之交通距離及提供服務之車行其移動習

性，該維修服務之地理市場應僅限於該車行所在地該縣市及鄰近地區此一範圍內；至

於電動機車原廠服務中心所提供之維修服務，縱自交易相對人角度觀之，實際上與獨

立燃油機車車行之間差異不大，惟考量若各地區原廠服務中心之維修服務內容相近，

原則上應認其地理市場範圍，與設有原廠服務中心之地理區域相同
77
。

2. 機車產業之結構
（1） 事業市場力量之評估方法 

具體用於推估市場力量之方法，大致分為直接推估與間接推估兩種
78
。我國實務

上最常被使用者應屬計算容易之市場占有率
79
。惟應注意市場占有率仍僅屬間接推估

市場力量之代理變數之一，充其量僅為用於推估之必要條件，故不得逕據以認定等於

市場力量，自不待言
80
。

市場力量之評估著重在事業行為對於所界定相關市場之競爭所生之影響，並以事

業市場力量大小判斷影響程度。惟事業前揭行為之性質與類型既有不同，則切入評估

市場力量之角度亦應不同
81
。例如，公平法第8條明文規定獨占之認定標準除得自市場

占有率或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加以評估外，尚容主管機關認定之空間
82
；或就聯

範圍內方可還車。威摩（WeMo）科技公司網站，https://www.wemoscooter.com/
help，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77 例如睿能在全國共22縣市設有服務中心，光陽雖在全國共10縣市設有維修據點，
惟東部地區迄今尚未有維修據點。睿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s://reserve.
gogoro.com/，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光陽工業公司網站，https://www.ionex.
com.tw/map，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78 直接推估包括價格成本差分析、利潤分析、需求或價格分析；間接推估則包括相
關市場描述、市場占有率、集中度、HHI指標、UPP指數分析、參進障礙或買方力
量等。市場力量之推估方法相關說明，參見胡祖舜，前揭註13，116-131。

79 依公平法施行細則第4條可知，計算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時，應先審酌該事業及該相
關市場之生產、銷售、存貨、輸入及輸出值（量）之資料，且所需之資料，得以
主管機關調查所得資料或其他政府機關記載資料為基準。

80 學說指出應以作為商品或服務供給者之事業其銷售金額占相關市場實際總銷售金
額比例計算市場占有率，最能實際反應該事業之商品或服務在該市場供需中之份
量、影響力及競爭力。廖義男，前揭註30，67。

81 廖義男，前揭註30，53。
82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3條亦規定，獨占之認定應審酌市場占有率、商品或服務之
替代可能性、事業影響相關市場價格之能力、他事業加入相關市場有無不易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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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為之「影響市場功能」此要件，即有認以事業合意約束彼此競爭而使交易相對人

可感受到其選擇可能性減少之效果為已足
83
；至於為差別待遇及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

活動均以「有限制競爭之虞」為構成要件，實務認須達到獨占事業最低門檻之10%市
場占有率方認具有「相當市場力量」，其行為始具有限制競爭之虞之可能性

84
。

（2）機車產業之結構判斷
公平會過往委外研究報告

85
、國內實務報導

86
或早期處分書中就市場地位之說明均

大同小異
87
，且分別依國內銷售量及累計領牌數計算國內市場占有率與縣市地理市場

之市場占有率。此際尚無電動機車之銷售量或銷售金額等統計數據。經過20餘年後，
本文認應檢視現行機車產業市場其結構是否有所變化，惟在檢視經濟部工業產銷存動

態調查
88
與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之統計資料

89
後發現，前者雖有銷售金額數據惟未

區分各機車事業，故僅容以後者之銷售輛數數據計算市場占有率。

2020年度燃油機車內銷90
總輛數為845,997輛，前三大事業依序為光陽、三陽、

山葉
91
；若將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視為同一市場，則內銷總輛數增至938,930 輛，前

之困難，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等要素。其他如公平法第11條及第12條就結
合事業市場力量之評估，除市場占有率或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外，尚以是否
對他事業具有控制從屬關係及控制性持股關係為認定標準。

83 廖義男，前揭註30，57。
84 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435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公訴字第2號行
政判決。

85 劉坤堂等，前揭註47，47-48。
86 楊家駿，前揭註48，116-117。
87 其論述多為：「按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統計資料顯示，國內機車生產事業僅
存10家，供應國內需求者僅有三陽、山葉、光陽、台鈴、偉士伯、摩特動力及永
豐等7家事業，另國內86年各機車製造事業總內銷量為101萬餘輛，前四大事業
依序為三陽、山葉、光陽、台鈴，市場占有率則分別為32.8%、31.0%、27.0%、
5.9%，前四大廠商市場集中度為96.7%，若依貝恩指標（Bain Index）市場集中度
之判斷，屬極端高度集中型，本會並於82年依法公告三陽、山葉、光陽公司為機
車市場之獨占事業。另依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之縣市機車領牌資
料顯示，87年1月至9月山葉機車於台南市〈總經銷商達葉股份有限公司〉與台南
縣〈和葉股份有限公司〉之累計領牌數分別為13,289輛、8,776輛，該等縣市地理
市場之占有率依次為36.8%及37.4%」。

88 經濟部網站，https://www.moea.gov.tw/Mns/dos/content/Content.aspx?menu_
id=6819，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89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網站，https://www.ttvma.org.tw/，最後瀏覽日期：
2021/11/28。

90 因前揭市場界定之結果無論就運輸成本採何種見解，地理市場均在我國國內，故
僅以台灣內銷市場之銷售量計算，應無疑問。

91 其市場占有率分別為39.29%（332,409輛）、33.86%（286,474輛）、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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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事業依序仍為光陽、三陽及山葉，其市場占有率分別為35.61%（334,367輛）、
30.58%（287,100輛）、20.62%（193,573輛），專門生產電動機車之睿能其市場占有
率為8.74%（82,101輛）。惟無論是否計入電動機車，前揭三大事業仍占有超過8成以
上市場，故原則上得認市場結構未有太大變化，而仍屬於極端高度集中型，且前三大

事業依公平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仍屬獨占事業；睿能因其市場占有率未達10%，
故依同法第8條第2項而非屬獨占事業92

。若僅限電動機車市場，則睿能以銷售輛數計

算之市場占有率高達88.34%，亦屬獨占事業，其他廠商當中以山葉具有次高之市場占
有率，然僅有3.26%。

惟日後縱有充分證據足認共享機車與一般燃油及電動機車屬同一產品市場時，然

似不宜再依市場占有率評估市場力量
93
，而顯有採取其他評估市場力量方法之必要。

至於如電池等電動機車零組件或機車維修業等相關市場，亦有無法取得相關數據
94
以

衡量市場力量之問題存在。

三、機車產業競爭議題探討與案例實務

（一）機車產業垂直整合、跨業經營及同業聯盟合作之限制競爭（一）機車產業垂直整合、跨業經營及同業聯盟合作之限制競爭

1. 機車產業與垂直整合
（1）公平法相關規範與機車事業規範說明列舉之態樣

「垂直整合」實非公平法條文用語，參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

說明」第5點第2項規定95
、公平會之相關處分書與相關裁判

96
，可知垂直整合事業應似

（190,545輛），民國86年時第四大事業之台鈴則僅有1.48%（12,485輛）。
92 依據公平會中華民國104年3月4日公綜字第10411601871號令可知，依公平法第8條
第2項，訂定上一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未達新臺幣20億元者，該事業不列入獨
占事業之認定範圍。惟因睿能公司未公開發行而無法自公開資訊觀測站取得總銷
售金額，故僅容以市場占有率之方式判斷其非屬獨占事業。

93 因我國經濟部統計處之運輸工具租賃業營業額數據，未細分至包括機車、船舶或
飛機等出租「其他運輸工具租賃業」，亦未以廠商別加以編制，故難以作為衡量
機車租賃或共享機車各廠商市場力量之數據。此外，以銷售量數或銷售金額之數
據與服務業之營業相關數據來計算作為判斷市場力量代數之市占率，亦難以比
較。

94 包括銷售量、銷售金額、電池租賃之營業額、機車維修服務之營業額等。
95 該項規定：「具獨占地位之電信事業有下列行為之一者，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9
條規定：(二)垂直價格擠壓：同時經營上、下游市場之垂直整合電信事業，上游市
場處於獨占狀態，且於上游市場所提供之產品(服務)，為其他下游市場內競爭者之
關鍵投入要素（essential input）。為阻礙或排除下游市場之競爭者，透過提高上游
市場產品(服務)價格、降低下游市場產品(服務)價格或其他類似降價之方式，迫使
具有相同效率之下游競爭者退出市場之行為。」

96 例如公平會公處字第105118號處分書：「⋯被處分人身為頻道代理商，亦為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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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事業同時經營上、中、下游市場之情形。公平法所欲規範之垂直價格擠壓，係指垂

直整合事業，上游市場處於獨占狀態，且於上游市場所提供之產品（服務），為其他

下游市場內競爭者之關鍵投入要素（essential input）。為阻礙或排除下游市場之競爭
者，透過提高上游市場產品（服務）價格、降低下游市場產品（服務）價格或其他類

似降價之方式，迫使具有相同效率之下游競爭者退出市場之行為，而涉及違反公平法

第9條之限制競爭規定97
。即垂直整合事業利用其獨占力量，以操縱價格為主要手段加

以限制競爭
98
。而機車事業規範說明第3點所列舉可能違反公平法之態樣中，雖未包含

獨占事業不正行為，惟同規範說明第4點明示其僅列舉若干機車事業常見之可能牴觸
公平法之行為態樣，故自應解為未排除之。

依前揭定義，垂直整合之機車事業應指同時經營機車零件製造業、機車製造業與

機車銷售通路之事業，其若係生產機車所不可或缺之特定關鍵零組件之獨占事業或擁

有為生產該零組件所不可或缺之關鍵專利，而出於阻止或妨礙競爭之目的，針對其他

所有或特定之機車製造業（相對下游市場競爭事業）採取提高關鍵零組件之價格或專

利授權金之手段，抑或針對所有或特定之非自營經銷商或獨立車行（絕對下游市場競

爭事業）採取提高機車或關鍵零組件之價格或減少供應，或僅調降供應直營經銷商機

車其價格之手段
99
，則應屬前揭之獨占事業不正行為。如電動機車之電池即屬生產電

動機車或維修電動機車所不可或缺之關鍵零組件，倘同時製造電池、電動機車並擁有

下游銷售通路之垂直整合機車事業係該電池之獨占供應事業，以抬高電池價格或授權

金之方式限制其他電動機車製造廠商等下游市場之競爭者，即屬之。

統經營者中嘉公司100%持股之子公司，服從中嘉公司之統一指揮權，渠等具垂
直整合關係，中嘉公司所屬11家系統經營者中，新○波、家○與大豐跨區具競爭
關係；數○○空與大○既有經營區具競爭關係；慶○、港○與新高雄具競爭關
係」；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181號判決：「按正隆、榮成、永豐餘公司經
營一級紙廠，同時兼營下游二、三級廠，為垂直整合之業者」；最高行政法院88
年判字第2568號判決：「中鋼公司於被告調查時另陳稱中碳公司將原有中間廠商
納入經銷體系，繼續供料，建立垂直整合等情」。

97 公平法第9條規定：「獨占之事業，不得有下列行為：一、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
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二、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
或變更。三、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四、其他濫用市場地位
之行為」。

98 另外，實務上垂直整合事業尚可能與其他垂直整合事業同利用其垂直整合之優
勢，基於聯合行為之合意一致性調漲下游市場內競爭者其關鍵投入要素價格，而
違反公平法禁止聯合行為相關規範，參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更二字第48
號判決。惟此似非屬垂直整合直接涉及之競爭議題，併此附言。

99 其他如採取掠奪性訂價，以低於平均變動成本之價格銷售下游市場產品或提供服
務、無正當理由對下游市場之競爭事業為差別定價或差別待遇，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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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行機車產業經營與營利模式中之垂直整合
目前機車產業中屬獨占事業之三大燃油機車廠商應均屬垂直整合事業，惟是否

有針對絕對或相對下游市場競爭業者為前揭獨占事業不正行為，則尚須仔細調查。另

在電動機車市場中睿能係PBGN聯盟各廠商所使用Gogoro Network電池之獨占事業並
擁有相關專利，惟其在2018年曾聲明若其他電動機車製造廠商在生產電動機車時係使
用睿能之電池、換電系統並購買睿能電控系統者，即享有睿能換電系統專利授權，無

須再另行支付權利金
100
。縱該聲明在電池公版規格協商破局之後是否仍有效力容有疑

問，惟似難逕認現有其利用獨占力量不當提高授權金之積極證據存在。

2. 機車產業與跨業經營及同業聯盟合作
（1）公平法相關規範與機車事業規範說明列舉之態樣

「跨業經營」亦非屬公平法條文用語，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數位匯流相關事

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第1點101
可知，其應似指事業透過合併、持股或新設分

支事業之方式，進入另一關連市場範疇之「跨業擁有」以及事業透過既有基礎設施、

服務、技術或經營知識，提供原屬另一市場範疇服務之「整合服務」。前者與公平法

第10條第1項結合規定有關者，包括與他事業合併102
（同條第1項第1款）以及持有或

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同條第1項第2款）。至於事業以自行新設分支事業方式進入另一關連市場者，抑或
跨業擁有後所提供之「整合服務」，若未有獨占事業不正行為或其他限制競爭之情

事，應非公平法擬規範之對象。若事業係以與二以上事業合資新設事業方式跨業經營

者，可能涉及同法第10條第1項4款「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之
情形

103
。

100 Yahoo新聞網站，https://tw.news.yahoo.com/%E9%9B%BB%E5%8B%95%
E6%A9%9F%E8%BB%8A%E6%8F%9B%E9%9B%BB%E8%AD%B0%E
9%A1%8Cgogoro%E4%B8%9F%E9%9C%87%E6%92%BC%E5%BD%88-
%E5%AE%A3%E5%B8%83%E6%8F%9B%E9%9B%BB%E7%B3%BB%E7%B5%B
1%E6%9C%89%E6%A2%9D%E4%BB%B6%E5%85%8D%E8%B2%BB%E9%96%8
B%E6%94%BE-091925404.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01 該點規定為：「隨著通信網路及數位技術高度發展，通訊、傳播及資訊科技匯
流發展已蔚為趨勢，而配合自由化、法規鬆綁及解除管制理念逐漸落實，業帶
動數位匯流相關事業之跨業經營，其主要型態可概分為「跨業擁有」及「整合
服務」，前者係指事業透過合併、持股或新設分支事業之方式，進入另一關連之
市場範疇，例如電信業者透過與有線電視業者結合而進入有線電視市場；後者
則為事業透過既有基礎網路、服務、技術或經營知識，提供原屬另一市場範疇之
服務⋯前等發展趨勢原則上有助於促進各個關連市場之競爭，提供消費者更多
選擇，惟數位匯流相關事業跨業經營亦可能使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或市場力不當擴
張，而涉及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行為，則仍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

102 包括新設合併與吸收合併兩種合併方式。
103 依同法第13條第1項之反面解釋可知，公平會僅得在結合行為其「限制競爭之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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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事業規範說明內列舉涉及公平法行為態樣中與跨業經營相關者包括合併，以

及若機車事業與其他非屬同業之事業間具控制從屬關係
104
，則尚符公平法第11條第1

項結合申報之要件，倘無同法第12條之情形，自應於結合前先向公平會申報。具體而
言，倘電動機車事業為追求服務創新、擬提升機車智慧化及聯網功能而選擇跨業經營

（如行動支付相關事業、App開發相關事業或大數據分析相關事業）時，若以合併、
取得股份之方式結合其他事業以達成跨業擁有者，自應依前揭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

第12點規定就其結合進行審查。
「同業聯盟合作」既非屬公平法條文用語，亦未見於公平會發布之任何行政規則

當中，惟觀其字面應與同一市場中各競爭事業所進行之聯合行為較具關連。若該合作

係出於聯合行為之合意，以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

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方式進行，且無公平法第15條第1項
但書例外規定之適用時，則屬違法之聯合行為；倘若係以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之結

合方式進行合作，則仍屬前揭結合規定所規範
105
。

機車事業規範說明內列舉涉及公平法行為態樣中與同業聯盟合作相關者，均屬聯

合行為
106
。具體而言，例如電動機車事業與其他競爭事業為飢餓行銷，以口頭方式

107

達成限制特定規格電動機車生產數量之合意，抑或為控制生產成本而約定禁止引進某

益」大於「整體經濟利益」時，始得禁止結合。若屬多角化結合，則尚須考量法
令管制改變之可能性及對參與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影響、技術進步使參與結合事
業跨業經營之可能性以及參與結合事業原有跨業發展計畫等因素（結合申報案件
處理原則第12點）。

104 公平交易法細則第6條規定：「本法第10條第2項與第11條第2項所稱控制與從屬關
係，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事業持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
他事業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二、事業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
業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致一事業對另一事業有控制力。三、二事業間，
有本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或第4款所定情形，而致一事業對另一事業有控制力。
四、本法第11條第3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
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一、事業與他事業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
相同。二、事業與他事業之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相
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

105 因合作雙方之間具有水平競爭關係，而須考量單方效果、共同效果、參進程度、
抗衡力量等因素（結合申報處理原則第9點）。

106 包括倘機車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其他同業以停止
供貨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且無公平法第15條第1項但書例外規定適用之行為、
機車經銷事業倘以集會或透過經銷組織之股東會、董事會等方式，為共同約定或
限制區域經銷商、專賣店、非專賣店轉售價格、共同促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之
行為。

107 惟一般情形下，事業較少以簽訂契約或明示之合意方式達成聯合行為，多以暗中
勾結或其他方式之合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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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能提高電池電容但授權金額高昂之技術，且已影響市場供需功能者
108
，即屬之。惟

若係為確保屬關鍵零組件之電池輸入，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則可能因

有益於總體經濟與公共利益而屬於符合公平法第15條第1項但書第4款所規定聯合行為
之例外，然仍須經向公平會申請並獲許可，自不待言。

（2）現行機車產業經營與營利模式中之跨業經營及同業聯盟合作
觀察各燃油機車事業現行經營與營利模式可發現，目前其首要選擇跨業經營之

目標關連市場
109
，應為日漸成長之電動機車產業，惟現階段多由各燃油機車廠商自行

發展，蓋尚未聽聞有任一燃油機車事業欲出售其電動機車事業或釋出持股之情事，故

似無因跨業經營而申報結合之案例。另在電動機車市場已長足發展且屬獨占事業之睿

能，雖為提高產品附著度而有跨業經營之高度動機，惟目前多係採取策略合作
110
，而

非合併或取得股份
111
。

至於同業聯盟合作，目前PBGN聯盟成員廠商所生產之電動機車係共同使用睿能
Gogoro Network電池，且使用同為睿能公司所建置GoStation電池交換站進行電池之充
電或換電。其他之合作態樣尚包括聯盟成員間合作推出新型車款

112
。就此，似符出於

聯合行為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產品及技術之行為，且衡其市場占有率足認

對相關市場之供需產生影響而屬於聯合行為。惟在整體經濟效益
113
上，似容主張適用

公平法第15條第1項但書第1款及第2款聯合行為例外規定114
，故尚不宜逕以前揭合作

108 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總和未達10％者，推定不足以影
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但事業之聯合行為係以限制商品或服
務之價格、數量、交易對象或交易地區為主要內容者，不在此限。參見公平會公
法字第10515600941號令。

109 惟若認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屬同一產品市場，則燃油機車事業進入電動機車市場
能否屬跨業經營，難謂毫無疑問。

110 睿能公司網站，https://www.gogoro.com/tw/news/2021-04-21-gogoro-hero-moto-
corp/，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11 睿能雖在今年（2021年）雖以合併方式結合美國Poema Global Holdings Corp.，
惟該合併對象係未實際經營業務、為與他企業進行合併所成立之特殊目的收購公
司（SPAC），故實難謂屬跨業經營。睿能公司網站，https://www.gogoro.com/tw/
news/2021-09-16-gogoro-ppgh-merger/，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12 例如，中華（emoving）與睿能在今年（2021年）即合作推出新款換電式電動
機車EZ1。數位時代網站，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4643/emoving-ez1，
https://www.gogoro.com/tw/news/2021-09-16-gogoro-ppgh-merger/，最後瀏覽日期：
2021/11/28。

113 此舉具有使睿能公司擴大生產規模創造規模經濟以降低其生產成本、使除睿能以
外其他聯盟成員降低獨自開發電池及充電設備之高額投資成本，將該部分資金運
用於提昇電動機車品質如智慧化等電池以外面向相關之研發等益處。

114 公平法第15條第1項但書第1款及第2款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有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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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即認有違反公平法聯合行為相關規範之情。

另PBGN聯盟之合作態樣是否符合以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之結合方式進行合
作，而須就其結合提出申報？惟所謂「共同經營」，指數公司為共同利益，服從統一

之指揮，共同營運同一業務，以求經濟之一體化
115
。然PBGN聯盟之合作縱出於共同

利益之目的，惟實難認已達服從特定公司統一指揮以達經濟一體化之程度，故似尚難

謂須為此提出結合申報。

前揭電動汽車鋰電池案之內涵即似較近於跨業經營，故公取委即就該結合對市場

競爭之影響進行審查
116
，最終判斷此跨業經營結合案件不致實質限制市場競爭。雖非

機車市場相關案例，仍應有未來執法參考之處。

（二）限制價格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分析（二）限制價格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分析

1. 限制轉售價格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限制轉售價格咸認屬限制競爭行為，蓋經濟學上決定商品售價之因素眾多，限制

轉售價格即當事人間透過契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相對人日後販賣價格
117
。原應依經濟

理性定價，現因當事人間合意將價格限制或鎖定，使廠商間價格競爭秩序遭破壞或瓦

解。此種垂直交易限制，得避免或防止零售商和批發商間之利潤(des marges)，因彼此
價格競爭影響而遭侵蝕。

公平法第19條規定：「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

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申請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一、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或服務之規格或型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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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或市
場」。

115 公平會公處字第102152 號處分書。例如數事業間訂定損益全部共同之契約、數事
業間於重要經濟決策事項整合為經濟一體、核心業務統一指揮與共同營運、營運
用設備及產品共同採購、資源共享等。至於損益分配，則依照各事業投資比例或
其實際價值比例為之，且需經常共同經營，如僅係偶爾為之，則非屬之。公平交
易委員會，前揭註20，67

116 公取委首先檢討豐田汽車與Panasonic公司是否會對豐田集團之競爭事業拒絕供應
電動汽車用鋰電池（包括高容量之三角形等鋰電池與高動力之三角形等鋰電池）
而導致產生封鎖市場之問題，並基於前揭兩款鋰電池商品市場當中均有市場占
有率達40%以上之競爭事業存在、縱日本國內之商品價格上漲亦容增加進口等理
由，肯認縱有拒絕供應前揭鋰電池商品予競爭事業之情形，亦不致於導致發生市
場封鎖。另就豐田集團可能透過前揭合資公司取得並利用其他汽車製造事業所享
有與競爭相關之秘密資訊，進而導致發生市場封鎖此一問題，公取委在審查豐田
集團所提出之防範資訊洩漏措施後，肯認若以實施該措施為前提應不致於發生市
場封鎖。

117 實務運作態樣如製造商要求經銷商轉售產品之最低或最高價格，或訂出一價格區
間。即製造商藉此對產品市場行使一定之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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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118
。其規範目的主要係因

約定轉售價格將使消費者選擇減少而可能限制競爭。惟學者曾以實證分析認國內機車

各品牌長期實施限制轉售價格下，反有促進各品牌經營創新與提昇行銷通路經營素質

之正面效益
119
。

最高行政法院曾認：「限制訂價之自由，將使特定商品『品牌內』之價格競爭完

全趨於消滅，再因品牌內競爭喪失，使得該特定商品價格下降壓力減少，進而間接導

致『品牌間』之競爭減少，故具有高度之限制競爭效果…自應視為當然違法
120
」。亦

即，在判斷限制訂價是否合理正當時，須審酌限制訂價自由是否有導致品牌內價格競

爭完全消滅。即在具體個案中須衡量限制轉售價格對於競爭之促進及限制兩者間之消

長關係，來確定其正當性
121
，且應由經銷商負舉證責任，證明其限制下游經銷商及零

售商之轉售價格有其正當理由
122
。至於限制轉售價格之認定，實務有認僅客觀上有為

拘束交易相對人定價自由之行為，即足當之
123
。

就限制轉售價格促進競爭之依據，學理上曾提出「外部性理論」，即所謂「特殊

服務理論」或「品質驗證理論」
124
，認限制轉售價格使事業較具投入勞力時間費用改

118 比較法上，如法國法上之限制轉售價格，則規定於現行法國商事法典(Code de 
commerce)第442-6條規定：「任何人直接或間接對某項產品或財產之再銷售價格
及所提供服務之價格，或商業邊際利潤強制規定最低數額者，處1.5萬元罰鍰。」

119 陳紀元、李培齊、姜禮華，「品牌內限制轉售價格與限制競爭—台灣機車市場實
證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10卷第2期，57-86 (2002)。

120 最高行政法院92 年度判字第 825 號判決。
121 黃銘傑，「限制轉售價格之規範理念與革新之道－以經濟分析及我國法制變革為
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27卷第3期，48(2019)。

122 具體而言，上游經銷商應證明其限制轉售價格之必要性，包括限制轉售價格之
期間及範圍，甚須提出證明其限制轉售價格乃有助於促進競爭，再由公平會審
酌是否符合公平法第19條但書之正當理由。公平會網站，http://www.ftc.gov.tw/
upload/1060705-2-2.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23 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裁字第1597號裁定認為「公平交易法第18條前段規定（按：
現行公平交易法第19條前段）課予事業應容許交易相對人自由決定轉售價格之義
務，又該等應作為義務之違反，以客觀上有拘束交易相對人定價自由而為之限制
轉售價格行為，即足當之，並不以事業與交易相對人間有轉售價格限制之主觀合
意約定為必要。至同條後段所稱『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旨在明文規
定事業與交易相對人間，如係以合意約定之方式限制轉售價格時，該等合意約定
之效力為無效」。故若製造商指定單一最高或最低價格，或指定一價格區間，甚
或未明白指定一價格或區間，但對低於或高於特定價格或區間之經銷商或零售商
以契約加以制裁，仍屬客觀上拘束交易相對人定價自由之行為。惟在具體個案
中，何種行為會被認屬拘束交易相對人之定價自由，誠難判斷。

124 特殊服務理論主要在於避免消費者選擇先到有試用、樣品等專櫃或商店，享有特
殊服務，後來再到價格較低之店家購買；品質驗證理論則避免消費者到有庫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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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服務（如向客戶詳盡解釋、展示如何操作）之誘因，而具提升通路效率、促進品牌

間競爭之經濟效果。又，製造商藉由限制轉售價格阻止通路商間惡性價格競爭而轉向

售後服務競爭，尚有避免造成品牌形象下滑、維持品牌形象且提高品牌競爭力此一動

機
125
。

以機車產業來說，機車之定價考量因素眾多。製造商須慮及零組件價格等製造成

本、經銷成本、現行排放標準、其他替代商品價格變化等因素；銷售商須考量流通成

本、倉儲成本、自身財務狀況等因素。若採限制轉售價格使品牌內產品價格一致，是

否足以保證機車經（代）銷商與專銷商轉向為服務競爭，須先釐清服務品質具體指涉

為何
126
。以經銷商同時提供實體與網路通路為例。相較傳統實體通路，網路通路可節

省消費者出門購物成本，使廠商得在原產品附加「網路屬性」，以滿足上網消費者與

產品相關各種延伸性需求
127
，故似得認屬服務競爭之一環。惟學說亦有指出網路商店

進入會使實體零售商受到壓力，導致零售價格低於網路商店尚未進入時的價格
128
。亦

即，各品牌內之限制轉售價格若能促進服務競爭，則或有反向導致品牌間價格競爭之

可能。

又因我國限制國外機車進口，故機車銷售通路除無進口代理商外，其餘大致均與

汽車相同，且因機車使用年限較短、購買週期較短，故銷售點擴展相形重要
129
。故若

限制轉售價格使銷售通路維持一定利潤率，或可鼓勵其投入服務競爭，或搭配廣告並

展示機之店家，或有提供試乘服務之機車行試乘後，再到網路上或較便宜之店家
購買。為遏止此種現象，即會使用限制轉售價格之機制，避免店家因為削價競
爭，而產生搭便車之情形。楊智傑，「歐盟競爭法轉售價格維持與電子商務發展
下之反思」，公平交易季刊，第27卷第2期，47(2019)。

125 法國Concurrences出版社網站，https://www.concurrences.com/fr/dictionnaire/prix-de-
vente-impose， 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26 蓋104年公平法第19條修法意旨係參酌國際潮流之趨勢，如最高轉售價格等有正當
理由者，即不在此限。惟修法後迄今，仍鮮見得適用該條但書規定者。故為判斷
是否該限制品牌內競爭行為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自應在確認
服務品質之內涵後方得為之。

127 陳其美、周善瑜、蕭櫓、陳碧麗，「競爭廠商之產品策略與網路通路策略」，管
理學報，第24卷第2期，113（2007）。

128 惟此係以網路商店與實體零售商非屬一體為前提，若事業採代銷制而由產製廠商
訂定價格委託代銷商代為照價出售，因其無調整網路售價之經濟誘因，故似難謂
需分就網路售價與實體通路售價而為不同評價；然若採買斷賣斷經銷模式，最終
銷售通路自得依其競爭優勢、採實體通路或採網路通路之成本高低而分就網路售
價與實體通路售價設定不同價格。陳振明、谷春芸，「面對網路商店進入下雙通
路競爭之定價策略」，電子商務學報，第15卷第3期，363（2013）。

129 劉祥熹、汪俊傑，「台灣地區機車業競爭態勢、經營行為與市場績效關聯性之研
究：兼論對公平交易法之政策涵義」，中山管理評論，第13卷第2期，38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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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其他行動來增加產品需求，進而促使新廠商及品牌進入市場。

2. 機車產業關於限制轉售價格之發展與現況
我國機車市場在1982年前，依學者觀察亦有限制轉售價格，惟當時國內機車廠

商共有十餘個品牌較為競爭，當時經銷商與零售商除銷售利潤外尚有銷售獎金，從而

各經銷商與零售商為能順利成交以賺取銷售獎金，在價格上常以降價促銷作為銷售手

段，故雖價格仍係由製造商訂定，惟實際上限制轉售價格約定未發揮實際功效
130
。

1983年至1991年期間，因國內機車廠商有感於之前削價競爭，故三陽、光陽及台
鈴等三家機車廠商，將各廠商原經銷商及主要零售商以合資方式共組「銷售公司」，

藉此實行較嚴格之限制轉售價格，在此制度下零售店利潤雖較以往為高，但主要原因

卻反非源於不為價格競爭，而係因通路減縮、減少經銷商層次而提高利潤；復因零售

商間不用再苦於降低價格，反可專注改善經營體質與服務品質，從而提高整體銷售；

故在此制度下限制轉售價格得免除經銷商與零售商之定價壓力，各機車廠商品牌經營

者得有較多時間輔導、教育訓練經銷商及零售商，從而提升經銷商與零售商之經營水

準及服務，反有利於品牌間競爭。將產品與通路結合，以此增加銷售據點，對此兩者

來說，均蒙其利
131
。以此模式尚可透過召開董事會來貫徹市場價格。惟經公平會處分

後，此一模式已難維持。

本文觀察現行機車市場雖仍見製造商與經銷商有成立關係企業之情形，惟由公開

資訊實難判斷是否有類似前揭透過銷售公司以達限制轉售價格之情。另一方面，公平

會對於限制轉售價格規範近來之發展趨勢，益發強調「正當理由」之解釋，並運用更

多經濟分析，以發現是否有更多促進競爭效果。若然，即允被處分人得例外主張限制

價格行為之正當性
132
。

（三）銷售區域之劃分及限制銷售區域對於市場競爭影響分析（三）銷售區域之劃分及限制銷售區域對於市場競爭影響分析

1. 銷售區域之劃分與限制銷售區域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
依公平法第20條所謂「銷售區域之劃分」或關於「限制銷售區域」之情事，係指

事業對於經銷商銷售區域的限制，在上開條文第5款中所稱「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

130 陳紀元、李培齊、姜禮華，前揭註119，65。
131 對於經銷商來說，成立銷售公司，一方面可以鞏固既有銷售據點，他方面可以吸
收他牌零售商或經銷商，以擴大經銷規模。而對於零售商來說，其藉由投資銷售
公司，也可以共同掌握品牌內銷售利潤，因為本來零售商可能只有銷售利潤及銷
售獎金，在成立銷售公司後，因為其投資成為股東，因此除了既有的銷售利潤及
銷售獎金以外，還會增加公司之盈餘分配及紅利，盈餘分配又分依投資比率、依
銷售比率及投資比率與銷售比率混合制三種。陳紀元、李培齊、姜禮華，前揭註
119，71。

132 任漢瑛、賴加慶、王政傑、林立、陳政揚，限制轉售價格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
會107年研究發展報告，6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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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惟並非所有地區限制
133
均屬違法，只有當事業就該

項行為無法提出正當理由
134
，且該項地區限制之結果有導致妨礙市場競爭之虞時，方

有違法可能。一般而言，劃分銷售區域之考量因素應有商品本身屬性、運費占成本比

重大小、降低運費成本能否實質提高商品競爭力、是否實施數量配額、是否拒絕非所

屬客戶提貨等
135
。

前揭機車事業規範說明第3點所列舉違反公平法之行為態樣中，即規定「具有一
定市場地位之機車製造事業，倘有以對違反者採取罰款、限制配售新型車款或其他實

質制裁措施等不正當方法劃分或限制經銷商及區域經銷商之機車銷售區域或進銷貨對

象等事業活動，將有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5款規定之虞」。是以，若有採取前揭不正
當方法，自屬限制競爭之事由。

2. 機車產業關於銷售區域劃分與限制銷售區域之現狀
依本文前揭介紹燃油機車市場之現狀，無論是光陽機車銷售體系、山葉機車銷

售體系、台鈴機車銷售體系等觀之，皆無明顯以不正當方法劃分或限制銷售區域之情

形，亦未見有搭售、獨家交易、地域、顧客或使用限制及其他限制活動之情事，未來

僅需注意上開規範說明之態樣即可，近年亦無相關的違法案例產生。至於電動機車產

業，無論是在都會區或觀光區使用的電動機車買賣或租賃之區域劃分，皆係以消費者

偏好、換電站分布、以及資通訊便利程度等因素而考量，本文無論以訪談或問卷，均

未發現有以不正當方法劃分或限制經銷商及區域經銷商之機車銷售區域或進銷貨對象

等行為。

四、共享機車與機車租賃相關競爭議題分析

（一）共享經濟與機車租賃模式之關係（一）共享經濟與機車租賃模式之關係

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又稱協同消費（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最
初是1978年美國學者Marcus Felson與Joe L.Spaeth提出對於協同消費(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的概念。根據英國國家科技藝術基金會Nesta對於共享經濟的定義，凡是
利用網路科技連結分散的群體，促使貨品、技能及其他有用的事物，能更有效的利

用，均屬共享經濟的範疇
136
；歐盟執委會在2016年6月提出共享經濟綱領(A European 

133 在此之「限制」，通常態樣係為「搭售、獨家交易、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
其他限制事業活動之情形」。參照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8條。

134 該項限制是否不正當，應綜合考量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
構、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之。參照公平法第20條
第5款。

13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646號判決。
136 後在2010年Rachel Botsman與Roo Rogers於《我的就是你的：協同消費的興起》一
書中，強調全球市場將由過度消費經濟轉變為共享經濟，此將為消費模式帶來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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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for collaborative economy)，其對共享經濟定義則加入以共享平台為介面，建立
公開市場以有效共享與利用有限之資源，並為此闡釋：「為一種商業模式，其透過共

享平台作為公開市場，使那些通常由私人用以短暫利用之貨品或服務更便利流通。共

享經濟通常不變動所有權，獲利與否亦在所不問
137
」。易言之，共享經濟以數位平台

為介面，使生活在社會之群體即使彼此不相識，亦能信賴彼此以共享資源。即透過資

訊與技術創新，擁有多餘和優勢資源之人得將其擁有資源，暫時性地且有效率地提供

他人使用，以符合整體市場需求。

然而，藉由去中心伺服器連結使用者群（peers）與使用者群（peers）組成之
共享經濟模式，已發展出兩種不同類型之商業模式

138
：一是，個人將其所擁有之資

產，透過數位平台進行相互分享或出租。例如出租住宿平台Airbnb139
、出租汽車平台

Uber140
、出租停車位JustPark141

等；二是，事業本身將其所擁有之資產，透過數位平

台將此資產分享出租。例如出租自行車平台YouBike142
、出租機車平台SKRT143

、電動

機車平台GoShare144
等。縱上開二者商業模式有異，惟均屬藉由去中心化伺服器以建

構點對點之資源共享整合，為資源充分分享提供便利性、流通性與暫時性之需求。就

我國機車租賃市場觀之，此種由數位平台與移動載具之協作所建立的公開市場經營模

式，即為共享機車租賃運作開創一個新興產業之經營模式
145
。

命性的影響。相關概念發展，參康廷嶽、黃柏偉，「由國際共享經濟發展探究我
國中小企業商機」，中小企業發展季刊，第36期，1-2（2015）。

137 李姿瑩，2016年歐盟共享經濟綱領，義大利率先推出共享經濟法，科技法律透
析，第27卷第9期，5（2016）。

138 Marcelo Corrales Compagnucci, “Legal Aspects of Decentralized and Platform-Driven 
Economies”, Legal Tech and The New Sharing Economy (2019).

139 Airbnb平台提供住宿媒合。Airbnb平台網站，https://www.airbnb.com.tw，最後瀏覽
日期：2021/11/28。

140 Uber平台提供車輛租賃與共乘的媒合，Uber公司網站，https://www.uber.com/tw/zh-
tw，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41 JustPark平台提供有需求車主與閒置停車位進行媒合。JustPark平台網站，https://
www.justpark.com，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42 Youbike平台是微笑單車股份有限公司建置之公辦民營自行車車租賃平台。Youbike
網站，https://www.youbike.com.tw，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43 SKRT公司網站，https://skrt.com.tw/zh/direct/taipei，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44  Goshare網站，https://www.ridegoshare.com，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45 劉易、盧宗成，消費者對電動機車共享使用意圖之推理探究，運輸計劃季刊，第

47卷第4期，271-296（2018）；DIGITIMES網站，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
article.asp?cat=158&cat1=10&cat2=10&id=0000581903_5PO88ZKF1BXASW2KI0W
MD，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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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享機車與機車租賃可能發生之競爭法議題（二）共享機車與機車租賃可能發生之競爭法議題

數位平台與行動載具協力作為基礎介面，為機車租賃提供更開放之市場與更多

元之經營模式，現今在機車租賃市場除有傳統機車出租店之型態外，陸續出現下列幾

種機車租賃平台：由燃油機車製造商或電動機車製造商直接設立之機車租賃平台，

如YATOGO、GoShare與UrDa；燃油機車由出租人提供，只是透過數位平台為設施基
礎，強化機車租賃服務，如SKRT即係平台業者和電動機車製造商合作所建立之租賃
平台，如iRent 、Wemo係平台業者藉由智慧科技平台，招募傳統租賃業者加盟，就不
同區域讓使用者有選擇電動車或燃油車之可能，如ZOCHA係平台業者以落實機車共
享經濟價值為目的，讓個人閒置運力充分發揮經濟效益；如Locklists平台係將單一資
產在多數使用者之間分時共用的典型性共享機車租賃。

過去公平會在傳統機車租賃市場曾處分業者之不實廣告
146
，惟似尚無任何以限制

競爭相關條文為依據之處分。至於現行之共享機車，依前揭目前市場上共享機車之型

態可知，Locklists機車租賃平台之經營模式與Uber最為類似147
，倘參照公平會先前在

Uber案所為處分，似仍以規範不實廣告較為可能148
。惟機車租賃事業依法非屬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始得經營者，Uber案例於共享機車租賃事業或難以逕行類比。
至於共享機車或租賃機車可能發生之限制競爭議題，則因未觀察到相關業者間有

公平法所欲規範之結合行為，亦未見前揭業者間有共同決定服務價格、數量、技術、

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之聯合行為。另就其他限制或妨礙公平競爭行為

部分，市場上亦未觀察到相關業者為其他有限制競爭之虞之行為
149
。綜言之，就共享

機車與機車租賃產業中具體是否有違反限制競爭相關規範之情況，仍有待於持續關注

市場之發展。

146 機車租賃業者實際收費價格與網站公告收費標準不符，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故依公平法第21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及同法第41條前段規定予以處
分。公平會公處字第101176號處分書。另參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大字第2號裁
定、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483號判決。

147 謝杞森，「Uber與計程車之競爭相關爭議問題」，105年競爭中心專題演講彙編，
公平交易委員會，11-20（2016）。

148 公平委員會對Uber業者於「UBER 司機資訊網」刊載「開自己的免費加入最夯共
享平台時間自由，每周多賺上萬」等語以廣告推廣行銷載客服務，於廣告致生不
特定人誤認此係合法提供，更因該廣告招徠增加交易機會，對計程車客運業產生
影響，甚而引發排擠交易機會之可能，此係構成廣告不實，依公平法第21條第4項
準用第1項規定和同法第42條前段規定對Uber業者予以處分。參見公平會公處字第
105065號處分書。

149 例如公平法第20條各款所規定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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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目的係希望透過蒐集機車產業動態及營運模式，分析我國機車產業市場結構

及競爭關係，作為未來產業規範及競爭倡議之參考與建議。

傳統燃油機車是以銷售新車為主要獲利來源，因而透過與廣大車行合作增加銷

售通路，並以所有機車行為維修通路，且實體通路經銷結構（總經銷、代銷商、專賣

店、非專賣店之獨立車行）對銷售體系相當重要；電動機車銷售通路較少且可透過資

通訊連結需求之特性，增加與消費者間黏著性，相較於燃油機車，其透過售後服務獲

益之比重更大。目前電動機車業者原則採取車電分離之銷售模式，蓋電池技術仍存優

化高變動性、高單價性以及高耗損性等特徵，故採取電池出租、交換及充電服務等模

式，由睿能與其他廠商組成PBGN聯盟，光陽則自行研發建立自家電池與換電之服務
體系。

機車產業之市場界定應據市場界定原則為之，就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在價格條件

上是否具有需求替代，本文輔以消費者問卷調查並採用需求交叉彈性與臨界損失之經

濟方法為分析之結果，顯示兩者為同一產品市場，且考量機車產業之產品特性、獲取

便利性、運輸成本與交易成本等因素後，將機車產業之地理市場界定為全國。共享機

車與機車租賃雖亦具有代步功能，惟因多屬單向騎乘而難謂已具有高度需求替代，且

觀其實際經營狀況仍高度集中於都會區域與觀光地區，似難逕認與燃油機車及電動機

車為同一相關市場。

機車零件製造業及維修業之產品市場界定較為複雜，難以一概而論。如燃油機

車之維修係由車主自行決定服務車行及零件來源，在維修所需零件其功能及用途上均

相同之前提下，原則上應得認各燃油機車車行之維修服務間具高度需求替代及供給替

代，屬於同一產品市場。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共用零組件所涉之維修服務，亦得認燃

油機車之車行與電動機車原廠服務中心所提供者並無太大區分，而屬同一產品市場。

惟就電動機車電池等關鍵動力系統零組件所涉之維修服務，通常具有技術門檻與專屬

性，僅有原電動機車生產廠商得提供，故與燃油機車動力系統所涉之維修服務間應不

具需求替代及供給替代，應認非屬同一產品市場。

本文檢視目前機車產業市場結構，發現前三大事業仍有合計8成以上之市場占有
率，可認86年至今該市場結構並無顯著變化，仍屬極端高度集中型市場；目前機車市
場仍以燃油機車為主，但隨環保趨勢，及政府減碳政策推動，民眾購買電動機車意願

增加，近年來市場成長快速。縱依前揭市場界定結果納入專門生產電動機車之睿能

（市占率僅8.74%），市場結構仍難謂有太大變化。
電動機車參進所涉及之競爭議題，因其產品特性可分為「機車產品本身市場」與

「相關零組件及維修市場」角度。因電動機車可視為燃油機車之替代商品，若事業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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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併購方式提高市占率或彼此間具控制從屬關係時，則有結合審查之適用；若事業就

機車產品或重要關鍵零組件之價格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其

他同業以停止供貨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且該行為足以影響機車事業之市

場功能，除符合公平法聯合行為例外規定者，將有違公平法聯合行為規範之虞。睿能

將電池交換平台開放合作廠商使用，惟就共同使用同一規格電池、共用充電站，在電

動機車零組件及維修市場是否有聯合行為之虞或對機車市場有限制競爭，應持續關注

市場競爭動態。又，本文觀察目前共享機車市場尚處於發展階段，尚未見有公平法欲

規範之結合行為、聯合行為或其他限制競爭行為，故亦仍應持續關注市場競爭動態。

本文建議短期公平會得依據前揭機車事業規範說明所列舉之態樣，加以追蹤市

場狀態，並持續關注當傳統燃油機車製造商涉足電動機車或其相關零組件及維修市場

時，市場結構與市場力量是否有所變化，據以判斷其是否有限制競爭等違反公平法之

情。中期則建議因經濟部已不再主導電動機車電池規格，因其屬該產業關鍵零組件，

故對其他異於PBGN聯盟規格之其他電池，是否發生垂直整合、跨業合作與同業聯盟
合作等衍生競爭議題，自應值得持續關注。長期則考量在減碳甚至零碳排放已屬國際

潮流，如何避免參進電動機車產業以及相關之共享機車產業時，既有事業挾此趨勢強

化其市場力量進而為限制競爭行為，實至關重要，故建議須因應新興科技發展與環保

趨勢，提早盤點與調查機車產業的競爭狀態與市場行為，以利未來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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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2019-2020年國產機車產銷統計

附表1　2019-2020年國產機車產銷統計 (依公會資料)

2020 2019
燃油機車 電動機車 小計 燃油機車 電動機車 小計

生產量

(輛)
928,814
(90.8%)

93,807
(9.2%)

1,022,621
(100.0%)

778,617
(96.9%)

24,708
(3.1%)

803,325
(100.0%)

銷售量

(輛)
929,198
(90.9%)

93,437
(9.1%)

1,022,635
(100.0%)

779,712
(96.8%)

25,642
(3.2%)

805,354
(100.0%)

內銷量

(輛)
845,255
(90.1%)

92,933
(9.9%)

938,188
(100.0%)

686,707
(97.4%)

18,017
(2.6%)

704,724
(100.0%)

外銷量

(輛)
83,943

(99.4%)
504

(0.6%)
84,447

(100.0%)
93,005

(92.4%)
7,625

(7.6%)
100,630

(100.0%)

資料來源：台灣區車輛公業同業公會資料庫、本研究整理

附表2　2019-2020年國產機車產銷統計 (依統計處資料)

2020 2019
燃油機車 電動機車 小計 燃油機車 電動機車 小計

生產量

(輛)
934,795
(89.8%)

106,083
(10.2%)

1,040,878
(100.0%)

788,455
(81.2%)

182,012
(18.8%)

970,467
(100.0%)

銷售量

(輛)
941,216
(89.7%)

107,501
(10.3%)

1,048,717
(100.0%)

786,595
(81.3%)

180,475
(18.7%)

967,070
(100.0%)

內銷量

(輛)
852,742
(88.9%)

106,332
(11.1%)

959,074
(100.0%)

689,639
(79.7%)

176,133
(20.3%)

865,772
(100.0%)

外銷量

(輛)
88,474

(98.7%)
1,169

(1.3%)
89,643

(100.0%)
96,956

(95.7%)
4,342

(4.3%)
101,298

(100.0%)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產銷存資料庫、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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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問卷結果相關圖表

附表3　填答者人口性別分布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326 61.27

女 192 36.10
未揭露 14 2.63
小計 532 100.00

附表4　填答者年齡分布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年齡 18-29歲 92 17.29

30-39歲 104 19.55
40-49歲 189 35.53
50-59歲 114 21.43

60歲以上 33 6.20
小計 532 100.00

附表5　填答者年齡分布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主要居住縣市 新北市 109 20.49

高雄市 86 16.17
台中市 66 12.41
台北市 48 9.02
桃園市 55 10.34
台南市 40 7.52
彰化縣 14 2.63
新竹市 15 2.82
雲林縣 15 2.82
嘉義市 10 1.88
屏東縣 9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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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0 1.88
基隆市 10 1.88
嘉義縣 8 1.50
花蓮縣 9 1.69
苗栗縣 7 1.32
宜蘭縣 4 0.75
南投縣 5 0.94
澎湖縣 5 0.94
台東縣 4 0.75
金門縣 3 0.56
未揭露 0 0
小計 532 100.00

附表6　車種別之購車動機比較

購車動機
燃油機車 (N=343) 電動機車(N=189)

回應人數 百分比(%) 回應人數 百分比(%)
代步需要 332 96.79% 180 95.24%
休閒娛樂 144 41.98% 39 20.63%
促銷活動 93 27.11% 59 31.22%
流行趨勢 29 8.45% 18 9.52%
身分代表 11 3.20% 2 1.06%
從眾心態 6 1.74% 4 2.11%

附表7　車種別之考量因素比較

考量因素
燃油機車 (N=343) 電動機車(N=189)

回應人數 百分比(%) 回應人數 百分比(%)
價格 228 66.47% 136 71.96%
性能 161 46.93% 62 32.80%
品牌 99 28.86% 46 24.33%
燃料成本 79 23.03% 72 38.09%
購車補助 80 23.32% 53 28.04%
車種(燃油/電動) 80 23.32% 47 2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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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 86 25.07% 24 12.70%
維修便利性 76 22.16% 32 16.93%
加油或換電

(充電)方便性
47 13.70% 36 19.04%

配備 49 14.29% 9 4.76%
環保考量 8 2.33% 26 13.76%

附表8　車種別之資訊蒐集來源比較

資訊蒐集來源
燃油機車 (N=343) 電動機車(N=189)
回應人數 百分比(%) 回應人數 百分比(%)

網路口碑 200 58.30% 114 60.31%
網站資訊/網路報導/廣告 192 55.97% 103 54.49%
親朋好友意見 156 45.48% 101 53.43%
經銷商及店面銷售人員 159 46.36% 85 44.97%
電視節目/廣告 44 12.82% 28 14.81%
報章雜誌/廣告 26 7.58% 20 10.58%
電台廣播/廣告 4 1.16% 0 0.00%

附表9　車種別願付之資訊蒐集時間比較

願付資訊蒐集時間
燃油機車 (N=343) 電動機車(N=189)
回應人數 百分比(%) 回應人數 百分比(%)

未滿1個月 87 25.36% 43 22.75%
1個月~未滿3個月 146 42.57% 86 45.50%
1個月~未滿3個月 55 16.03% 40 21.16%
6個月~未滿1年 33 9.62% 15 7.94%

1年以上 22 6.41% 5 2.65%
遺漏值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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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0　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價格交叉彈性測試

情境 項目 燃油機車 電動機車 不購買 未填答
需求交叉彈

性
替代品

原點 人 343 0 0 0 - -
電動機車

降價5%
人 321 22 0 0

1.28 成立
% 93.59 % 5.64% 0% 0%

電動機車

降價10%
人 318 25 0 0

0.73 成立
% 92.71% 7.29 % 0% 0%

註：N=343

附表11　 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之臨界損失分析結果

情境 項目
燃油

機車

電動

機車
不購買 未填答

移轉率

(AL)

臨界

損失值

(CL)

相關

市場

原點 人 0 189 0 0 -
電動機車

降價5%
人 60 105 24 0

31.75% 18.5% 成立
% 31.75% 55.56% 12.70% 0%

電動機車

降價10%
人 115 53 24 0

59.26% 31.3% 成立
% 92.71% 7.29 % 0% 0%

附圖1　消費者購買機車之狀況圖（註：N=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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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4　消費者購買機車之動機

附圖5　消費者購買機車之考量因素（註：N=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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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一般民眾購置電動機車補助金額

附表12　一般民眾購置電動機車補助金額

補助單位 車款 2018 2019 2020 2021

工業局

重型 10,000元 7,000元
輕型 10,000元 7,000元
小型輕型 7,200元 5,100元

環保署─

新購

重型 3,500元 3,000元
無輕型 1,500元 1,000元

小型輕型 1,500元 1,000元

環保署─

汰舊換新

重型 6,000元 5,000元 5,000元 3,000元
輕型 4,000元 3,000元 3,000元 1,000元
小型輕型 4,000元 3,000元 3,000元 1,000元

經濟部
國產電池芯

(元/輛)
2,000元 2,000元 3,000元 3,000元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

1. 小型輕型電動機車：1.34馬力以下、時速約為25~45公里，掛白底紅字車牌，限乘載1人。
2. 普通輕型電動機車：1.34馬力~5馬力，時速約45公里以上，掛綠底白字車牌，可乘載2人，如

Gogoro VIVA、SYM e-Woo等車款。
3. 普通重型電動機車：5馬力~40馬力，車牌為白底黑字，可乘載2人，市面上的電動機車多屬於此
類，如Gogoro 2&3系列、宏佳騰Ai-1、Yamaha EC-05、中華e-Moving Ie125等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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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majority of scooter industry market in Taiwan is fuel scooter.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ism and the government subsidy policy, the public 
prefer to purchase electronic scooter. Besides, when the leasing business access to sharing 
scooter industry, the sales of electronic scooter substantial growth in these years. Electronic 
scooter producers developed various sales strategies, not only brought the impact and 
change of the whole scooter industry, but also occurred certain competition issues.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analyzed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strategy of scooter under 
competition laws, and compared various foreign authorities and enforcement cases, included 
the following subjects: (1)Potential competition issues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cross-industry 
operation, and industry alliance of scooter industry; (2)The impact of market competition 
regarding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relationship of scooter production and sales industry; 
(3)The impact of price restriction for market competition; (4)The impact of division for sales 
area and related sales area restriction; (5)The market access of electronic scooter related to 
competition issues, such as review process of merger, concerted action, vertical restriction 
etc.; (6)The competition between sharing scooter and lease scooter. At the end, this research 
project expected to explore the industry dynamics and comparative enforcemen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market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relations of scooter industry, and provide 
Fair Trade Commission for future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

Keywords：Scooter Industry, Production and Sales Strategy, Unfair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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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交易平台發展現況與競爭規範之研究

陳中舜　王京明　高銘志
*

摘要

本研究主旨為瞭解我國電力交易平台如何運作和未來發展方向之規劃以及先進國

家在推動電力交易平台之主要發展趨勢影響及案例，並從結構面及行為面探討我國電

力交易平台發展的主要競爭議題，且預為診斷及評估，以作為公平交易委員會未來研

擬電力市場競爭倡議及辦理電力產業相關案件之參考。

目　次

一、前言

二、文獻回顧

　　(一)我國電業自由化改革與電力交易平台
　　(二)我國電力交易平台規劃架構
　　(三)我國電力交易平台運作程序與規則
　　(四)世界各國電業自由化電力交易平台架構之發展趨勢
　　(五)國外電力交易平台相關之競爭法議題重要案例
三、研究結果與重要發現

　　(一)我國電力市場交易平台之相關市場認定
　　(二)我國電力市場之電力交易平台結構面與行為面競爭規範探討
　　(三)電力交易平台結構面與行為面預診與評估結果
四、我國電力交易平台之競爭倡議

　　(一)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發展結構面競爭倡議
　　(二)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發展行為面競爭倡議
五、結論

* 陳中舜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王京明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高銘志為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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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指出我國電力市場交易平台之相關市場界定，在產品市場方面，電能期

貨與現貨市場可視為同一產品市場，而「備用容量」與「輔助服務」因其彼此間不具

有替代性，應分別視為各自獨立的兩個產品市場，至於電能實時平衡市場，由於距離

實時調度時間緊促，與其他電能市場間的替代性非常有限，應可視為單一獨立特定產

品的電能市場。在地理市場方面，當輸電容量完全壅塞時，電網壅塞的兩端則應視為

兩個不同區域的地理市場，至於壅塞至何種程度可視為不同地理市場則應由主管機關

視供需情況判定。

我國電力市場之電力交易平台結構面與行為面競爭規範分析結果指出「三市一

程序」的現行市場結構非常不利於公平競爭與經濟效率之提升，也將有損及消費者利

益。主要缺失包括：

(一) 由輸配電業經營並形成電力交易平台相關具體競爭規範，有球員兼裁判濫用市場
地位之虞，會產生有害公平競爭之結果。

(二) 無獨立電力交易所、獨立電力調度組織或法律分離之結構性缺陷。
(三) 三個市場一個程序設計之整體電力市場電力交易平台的結構面HHI指數市場集中

度過高、缺乏需求替代性、欠缺期貨市場電力交易平台、SMP訂價規則不當、競
爭與流動性不足。

在行為面分析結果為資訊揭露不足與樞紐廠商有持留行為與策略性抬價競標行為

之虞，目前揭露的資訊無法協助管制機關對特定廠商的持留行為和策略性抬價競標行

為進行檢驗。因此建議：(1)僅對具有樞紐容量能力的廠商進行測試；(2)檢視該廠商的
所有報價標單，未報價的機組容量其邊際變動成本是否低於市場的成交價格？是否有

其他非經濟性因素（如系統必須運轉機組）而必須持留？(3)市場成交價格是否超出總
供給的系統邊際變動成本達10%以上？如此不僅可具焦在有能力有誘因進行持留行為
且已造成市場價格乖離可競爭水準之重大衝擊的業者，也可有效率地篩檢出其違法之

行為。

最後，本研究對目前電力交易平台結構面與行為面進行預診與評估，並提出補救

之建議，以作為公平交易委員會未來研擬電力市場競爭倡議及辦理電力產業相關案件

之參考。

關鍵詞關鍵詞：電力交易平台、輔助服務市場、競爭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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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因應全球電業自由化的趨勢與潮流，我國電業法於民國106年間大幅修正。電
業自由化的意義與精髓在於如何建構競爭性的電力市場以取代原有管制與壟斷下的電

業市場結構。傳統的壟斷電業結構下市場多為獨占或寡占的型態，當自由化改革開放

引進獨立的民營發電業（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s, IPPs）後多半先會成為單一買方
的市場模式，此時的市場型態即開啟與引進了電業間的競爭，包括民營電廠間的水平

競爭以及單一買方與眾多賣方之間衍生的交易問題。電力交易平台之運作模式屬國內

首創，經濟部於民國109年下半年起針對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等指定範疇推動試行交
易機制，透過平台累積經驗，確立交易平台設計及運作之可行性及穩定性後，即於民

國110年中展開正式運作。而此電力交易平台之運作可能影響電力相關產業不同產銷
階段之競爭型態及可能衍生之競爭議題，均有預為因應之必要。

緣此，本研究之研究主旨即為瞭解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結構如何運作、如何充分

揭露交易資訊之政策，及未來發展方向之規劃與先進國家在推動電力交易平台之主要

發展趨勢影響及案例，並從結構面及行為面探討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發展的主要競爭議

題，且預為診斷及評估，以作為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未來研擬電力市場競

爭倡議及辦理電力產業相關案件之參考。

二、文獻回顧

本研究蒐集我國電力交易平台成員、組織、時程、交易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規則，以及瞭解電力交易平台如何運作、如何充分揭露交易資訊之政策及未來方向之

規劃，其次蒐集先進國家在推動電力交易平台之主要發展趨勢影響及案例。接著研究

分析我國電業市場交易平台發展概況、市場界定、市場結構及競爭狀態。然後探討分

析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發展與相關競爭議題，並透過瞭解主要先進國家在推動電力交易

平台之主要發展趨勢、影響及案例，於不同產銷階段市場結構的影響及競爭趨勢的轉

變。隨後進一步再分析電力交易平台下電業競爭結構與行為面之規範與議題，以及研

究分析我國電業可能反競爭行為之態樣，從結構面及行為面探討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發

展的主要競爭規範議題，並預為診斷及評估，以作為公平會未來研擬電力市場競爭倡

議及辦理電力產業相關案件之參考。

（一）我國電業自由化改革與電力交易平台（一）我國電業自由化改革與電力交易平台

我國電業自由化改革隨著2017年通過的「新電業法」已正式啟動，改革分兩階段
進行：第一階段「綠能先行自由化」，第二階段則視第一階段改革成效在管理配套、

法治運作順暢、市場成熟穩健發展後，再另行修法開放灰電（化石能源電力）的自由

化，以分階段漸進改革方式進行，期盼能將改革的風險降到最低，然而，漸進式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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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力交易平台之運作模式屬國內首創，經濟部於民國109年下半年起開始針
對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等指定範疇推動試行交易機制，盼透過平台累積經驗，確立交

易平台設計及運作之可行性及穩定性後，即可正式運作。由世界各國電業自由化經驗

觀之，凡是電業自由化成功的國家，都是能從原中央規劃經濟模式逐步漸進地啟動自

由化轉型，首先，開放民營發電業，使原本國營壟斷的電力產業型態轉型為單一買方

市場型態，於發電端引進有限競爭形式。

其次，再透過產業重組拆分原垂直壟斷的綜合電業，以進一步促進市場的競爭

效率，並同時開放售電業和大用戶購電選擇權，搭配已開放之民營發電業，形成具有

中等程度自由化的電力轉供與直供之代輸合約市場。一旦代輸轉供市場成熟運作，便

立即啟動建立集中式標準化電力交易平台之批發競爭電力市場，以完成高度自由化之

競爭以及最後完成批發與零售市場競爭的全面電業自由化改革。歐盟國家如此，英、

美、澳、紐等高度電業自由化的國家亦復如此，而那些改革停滯或改革失敗的國家則

多停滯在單一買方的市場型態或代輸轉供市場，長久無法繼續向前發展。

臺灣的電力市場為垂直整合的一家綜合電業（國營的台電公司）專營權獨占型

態，電業經營績效無比較基準，易受質疑，且用戶僅能向台電公司購電，無法自由選

擇，每逢電價調整，總引發社會爭議。緣此，故有電業自由化推行之必要，電業自由

化成功的要素是確保合理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唯有在所有市場參與者皆能被公平對

待下，才能吸引投資者進入電力市場，形成競爭機制而非競租機制（rent seeking）。
同時須成立電業管制機關，監督管理電力市場公平競爭之運作，避免人為操縱，維持

市場競爭秩序。

在此思維下，政府原本對未來電力市場架構之規劃是將電力產業分為發電業、

輸配電業及售電業。政策規劃將發電市場開放自由競爭，促使業者提升經營與生產

效率、技術創新及服務品質；輸配電業因為本島單一電力系統形成自然獨占，故

不開放競爭，但加強效率管制，維持電網公平公正與公開使用，使其具有公共載具

（common carrier）的公用事業性質；在售電端，則允許用戶自由選擇供電來源，以提
升市場競爭性與電力服務創新多元化。然而在多方利益團體折衝與妥協下，我國最終

採取了兩階段以綠能先行開放的自由化模式，而壟斷的國營台電公司則按階段進行重

組，以控股公司模式垂直拆分成兩家電業子公司：發電子公司與輸配售電子公司，其

中輸配售電子公司將兼營公用售電業並在第一階段扮演單一買方的主要角色，協助政

府的能源轉型綠能先行工程。

（二）我國電力交易平台規劃架構（二）我國電力交易平台規劃架構

    我國電力交易平台規劃架構及交易項目已完成如圖2所示，電力交易平台包括
了三個市場一個程序（簡稱三市一程序）：容量市場、日前市場、小時前調整程序及

即時不平衡市場（又稱實時市場）等4個主要交易和調節功能，輔助服務將是現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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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交易平台的重點，交易商品為容量、電能、輔助服務、不平衡電能。茲簡述如

下：

1. 容量市場：提供長期購售電合約（備用容量義務）外的一個容量交易平台，主要可
能之容量提供者為：需量反應、儲能設備、新建機組、民營電業IPP剩餘容量等。

2. 日前市場：決定次日每小時的電能與輔助服務的交易結果與排程。以目前之購售電
合約（約占總電能之95％）結構，台電公司公用售電業為主要的雙邊合約持有者，
因此公用售電業肩負提供日前機組自我排程之義務，換言之，其需依照其長期購

售電合約內容，提交一各機組次日之發電排程計畫，供調度中心進一步確認其發電

計畫排程是否符合電力系統各項安全限制後再據以運轉。而日前市場主要功能則是

提供市場參與者（包括再生能源業者）一個買賣電能的撮合平台，雖是日前電能交

易，但實質上仍屬財務避險交易，可提供次日即時電能市場價格訊號的參考，以確

保次日電能充裕；當買賣無法平衡時，電能差異量則經由交易平台予以進一步撮

合。此外，藉由日前市場之交易，輔助服務可以於日前市場中與電能發電計畫做整

體的協同最佳化（Co-Optimization），並經由競價方式決定最適之電能與輔助服務
排程。

3. 小時前調整程序：當日前市場結束後至隔日即時運轉前1小時，機組發電狀況及全
系統負載可能會有大幅度的變化，因此，在進入即時調度前1小時，需再將各機組
每15分鐘確切之發電量做最後確認，以確保系統運轉安全，以及作為系統運轉之運
轉基準。此時，機組發電量可自行訂為固定不可變更量或可變變動量，若是訂為可

調整之機組，調度中心將根據其日前所提報之報價曲線，做最經濟之調整，調整完

後之發電量將不可再任意變更。

4. 即時不平衡市場：由於系統即時運轉狀況是動態變化，即時不平衡市場（或亦可稱
實時或平衡市場）即是訂定一個及時調整機制（每5分鐘為一交易時段），以作為
即時供需調整以及計算即時電能價格之依據。此外，雖然輔助服務是以提供不同備

轉容量為交易標的，然而於即時調度時需要將調度使用到之輔助服務所提供的電能

予以結算，這亦是即時不平衡市場之重要功能之一。

在電力市場架構中，每個交易市場有不同的規劃，「容量市場」是較為長期的供

需規劃，「日前市場」則是依氣候及供電條件等預測負載，再依次日供電需求排程及

採購輔助服務，綠電、非綠電與輔助服務業者皆可參與。以小時為單位的「小時前調

整程序」和5分鐘為單位的「即時不平衡市場」則是即時性更高的商品項目，精度越
高、不確定性就愈少，機組運轉也會更有效率，不過這對系統的反應要求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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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翻譯整理自IEA（2016），Re-powering Markets: Market design and regula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low-carbon power systems。

圖6　世界先進國家自由化下批發電力市場結構綜覽

1. 短期市場亦稱現貨市場包括日前、日內與實時市場
短期市場是電力系統運作者賴以平衡電力系統所必須的機制，3類短期市場的設

計組合即是為了系統運作者能有效率的動員電力系統的所有資源來達成電力短期的平

衡與安全。此外，亦是用來發現電力的價格機制以作為中、長期市場價格的參考，而

不同區域的市場亦可透過短期市場來整合，短期市場的價格特性是隨著時間與地點區

域而變化，如此方能反應系統資源的真正應有價值。

2. 中期市場包括各種方式交易的市場，商品含跨期間從數周到3年左右
中期市場是電能生產與消費的主要市場，在歐洲90%的電力交易都發生在中期市

場，中期市場可以是在集中市場如交易所或分散式市場如店頭市場透過制式的商品合

約交易，亦可透過非制式商品的雙邊交易，但無論如何交易，最後彌平中期合約的差

異量還是要交由短期市場來進行。

3. 長期市場通常包括3年期以上至25年左右
長期市場多半是用來導引電廠投資，因此一般可分為兩類，容量市場與能量市

場，容量市場通常包括3-5年的商品，交易的是未來投資的可靠容量與可用性，如PJM
地區的容量市場，可交易的容量資源包括發電廠、需量反應、電能儲存、電網擴建、

能源效率提升等，能量市場則以雙邊購售電合約PPA或再生能源饋網保證電價FIT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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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期間約10-35年，多半以雙邊交易或透過政府的拍賣競比簽訂，這些合約多半發
生在自由化的初期，在成熟的批發市場中此類合約佔比非常低，大都只集中在再生能

源的FIT躉購合約收購上。
綜合而論，一個完整的可競爭電力批發市場集中交易平台架構應如圖6所示，最

低限度必需至少包含期貨與現貨市場，而現貨市場又包括日前、日內與實時市場，而

電力交易商品則包括電力的能量、輔助服務與備用容量。有些國家如美國則無日內市

場，而是以調度中心的小時前閉門調整作業程序取代日內市場的功能，如此作法在世

界先進國家罕見，由於是內部關門作業故容易遭受黑箱作業之譏，至於備用容量市場

係為長期電源開發和維持電力可靠度之目的，屬電力衍生性的商品市場，是一種信用

交易市場，可有可無依國情而定。我國目前設計的交易平台架構只有日前輔助服務市

場和備用容量市場，未來也只會擴充至日前電能市場，期貨市場交易平台則完全沒有

規劃，由於制度設計的不完整，對未來電力的可競爭交易是非常大的障礙與限制。

（五）國外電力交易平台相關之競爭法議題重要案例（五）國外電力交易平台相關之競爭法議題重要案例

1. 德國
E-on在2008年被控告其故意採取發電資源持留（withdrawal of capacity, withdrawal 

generation），不賣入EEX電力交易所之方式，導致價格上揚，而獲取不當利益1
。對

此，德國聯邦卡特爾局（Bundeskartellamt）在2009年初介入調查2
，特別是德國EEX電

力交易所是否有發生所謂RWE, Vattenfall, E.ON, and EnBW之操弄市場價格，導致價格
居高不下

3
。

該官方部門調查報告於2011年發布（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Wholesale Markets 
（January 2011））4

其調查結果，其主要針對是否有發生濫用容量持留（abusive 
withholding of capacity）之狀態做調查。其實在德國卡特爾署調查之前，歐盟也正在
對德國主要電力公司EON、RWE、Vattenfall公司進行調查，但最後僅有EON在2008年

1 Céline Gauer, EU Competition law and Energy: Recent cases and issues, 18 March 2011, 
https://antitrustlair.files.wordpress.com/2011/03/2011-03-18-eu-competition-law-and-
energy-cgauer-jhratliff.pdf.

2 Regarding the gas market:‘Bundeskartellamt fu¨hrt Sektorenuntersuchung im Gasmarkt 
durch’ energate online (20 February 2009) accessed 8 October 2009; regarding the 
electricity market: Michael Gassmann, ‘Angriff auf Stromkonzerne’ Financial Times 
Deutschland (Du¨sseldorf, 16 April 2009).

3 Ulrich Scholz and Stephan Purps, The Application of EC Competition Law in the Energy 
Sector, Journal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 Practice, 2010, Vol. 1, No. 1, at p.44.

4 Bundeskartellamt, Sector Inquiry into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Wholesale Markets, 
January 2011,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Sector%20
Inquiries/Sector%20Inquiry%20Electricity%20Generation%20and%20Wholesale%20
Markets.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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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懷疑有容量持留之狀況，而向歐盟承諾，其將拋售5000MW容量的發電機組，已解
決該爭議。但歐盟對另外兩家公司的調查，最終調查結束後，並未要求這兩家公司做

出任何承諾。

德國卡特爾署在此報告中，主要是蒐集來自2007-2008年約80家企業超過25MW
以上發電機組的資訊，來分析是否有相關的問題。其調查後發現，即便目前四大電力

公司掌握了80％的第一次電力銷售市場，但依據相關證據，並無法證明「發電容量存
有持留之現象（it cannot be proved that generation capacity was withheld to any signifi cant 
extent）」其也進一步表示：「是否發生濫用物理持留之狀況，是非常難證明的
abusive practices of this kind are extremely diffi cult to prove.」5

這都需要相當多額外的資

訊。而且在實際電力交易市場運作上，公司通常不是透過某一特定機組提供電力，而

是透過一池的發電機組提供最佳化的組合，這也讓在認定濫用容量持留上，產生了重

大困難。

不過即便如此，該調查報告最後也提供了3點建議6
：

(1) 更有效的濫用事前控制（More effective abuse control）：必須透過市場透明度系統
（Markttransparenzstelle）之設置7

，可提供充分之資訊，讓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即

時迅速發現問題並裁罰。另外，如前所述，歐盟頒佈之市場整合與透明性的管制

（Regulation on energy market integrity and transparency（REMIT））對於事前管制
容量持留等現象，也可以有所幫助。

(2) 改善市場結構：①簡化設立傳統電廠的行政流程，讓更多電廠可以加入；②鬆綁採
購法之束縛，讓更多地方公營的電力公司可以加入提供超越地方政府區域範圍的電

力服務；③發展備用容量契約reserve power agreements，讓小型發電廠也都可以加
入；④介入有反競爭行為的合約，如Rwe跟Evonik公司之間簽署有反競爭疑慮之成
本回收條款（reimbursement clauses for capital services），也在政府介入後，他們決
定終止合約，並讓Evonik公司的發電可賣給第三方。這也強化了市場的流動性。

(3) 受饋網電價機制保障的再生能源，應跟市場更加整合。由於再生能源強制保證收購
義務，也導致負面的議題，特別是，其可不管當時市場之需求及價格指標而注入電

網。故如何讓這樣的電力，能夠跟既有電力市場整合也是重要課題。

5 Peter Willis, Belgian competition authority prosecutor accuses Electrabel of abuse of 
dominance, https://www.twobirds.com/en/news/articles/2013/belgian-competition-
accuses-electrabel-abuse-dominance0213.

6 Sector Inquiry into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Wholesale Markets, at 20-21.
7 Market Transparency Unitfor the wholesale of electricity and gas, https://www.

markttransparenzstelle.de/cln_121/DE/Home/sta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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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利時2013年：「持留」濫用獨占地位
比利時競爭法主管機關指謫比利時電力公司Electrabel濫用獨占地位。該公

司長年（在2007年到2010年之間）在比利時的發電、批發售電市場進行發電持留
（withholding generation capacity），並在比利時電力交易所belpex上提供超高價的採
購費率（submitting purchase orders at very high prices on Belpex），或在2003-2007年
間，進行虛假交易或雙重使用提供給電網經營者之「三次調頻備用」（tertiary reserve 
services）以平衡其系統。該報告高達六百多頁8

。

本調查係來自於2009年5月由比利時電力管制機關CREG，所做之調查報告，該報
告發現多次「異常高價格之狀況」（最高可達 €2,500/MWh, 相較於該地區平均價格之
€50/MWh），這些高價格很有可能跟容量持留(capacity withholding)與人為操弄的高投
標價格（the submission of bids at artifi cially high prices）有關。電力管制機關將這樣的
報告繳交給競爭法主管機關，並共同合作進行調查。

本案在處理容量持留議題上，可說具有指標性意義。本案可能是歐洲第一起針對

該行為之調查報告。雖然過去曾有前述德國卡特爾署處理2009-2011年之容量持留的議
題，但該報告指出並無證據可顯示該問題之存在。同樣地，在英國於2007-2008年電
氣獨立管制機關Ofgem也介入調查，控告蘇格蘭的發電商似乎有基於非經濟因素去調
度或者持留發電機組，以致於他們可以在平衡機制上，索取超高額費用。但最終仍做

出，這或許跟發電業者行為有關，似乎並不違反競爭法。雖然近期丹麥、捷克、義大

利競爭法主管機關均有調查批發電力市場違反競爭法之議題。但近期似乎只有EON在
被歐盟調查後，決定承諾拆分其發電機組，作為其回應。

很多調查議題都圍繞在技術上相當複雜的輔助服務及tertiary reserves（係指發
電備轉，可供電網經營者經過短於十五分鐘的通知後啟用，以解決系統不平衡的問

題（the generation reserves that the grid operator can call upon at short notice（within 15 
minutes） to resolve system imbalances.）法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也曾調查3次調頻備用
（tertiary reserve services）之議題；而義大利競爭法主管機關也曾調查拿坡里地區之
電壓支持（voltage support）的提供。從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角度，似乎均希望將相
關產品市場做較為狹窄的認定（如，限縮到個別輔助服務產品的類型）。也因此，在

這些案件中，毋寧如何找到技術性非常高的輔助服務與競爭法之關連性，係如何順利

處理這些案件的重點。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在涉及持留的議題，事前管制還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如，歐盟電力市場的管制（EU Regulation on Wholesale Energy Market Integrity and 

8 Peter Willis, Belgian competition authority prosecutor accuses Electrabel of abuse of 
dominance , https://www.twobirds.com/en/news/articles/2013/belgian-competition-
accuses-electrabel-abuse-dominance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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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arency, REMIT）9
會處理大部分的持留議題，這樣的管制，也可以避免透過競爭

法處理此一議題需要較為複雜的程序或論證有濫用獨占地位的問題，故比較容易及早

介入處理。特別是容量持留在REMIT規範下，就是特別處理的議題。故競爭法在此議
題上，就扮演比較次要的角色

10
。

於2014年7月18日，比利時競爭法主管機關（the Belgian Competition Authority）
決定對比利時最大電力公司Electrabel 裁罰高達二百萬歐元的罰緩11

，由於其在2007-
2010的第一季濫用獨占地位。比利時競爭法主管機關認為，該公司違反比利時競爭
法第3條之規定及歐盟d Article 102 TFEU，透過在批發電力市場及比利時電力交易所
（Belpex DAM exchange），採取持留容量，並每千度電超額獲利達60 euros/MWh12

。

然而Electrabel公司持續主張，產品市場的定義且並未濫用獨占地位，但該論點並
未被比利時競爭法主管機關所接受。實際上，如前報告指出，比利時獨立電力管制機

關（Belgian Regulator for Electricity and Gas）也指出該公司人為操弄比利時電力交易
所之價格，構成濫用其獨占地位。不過，比利時競爭法主管機關並未認為該公司有過

渡保留電力備轉容量（kept excessive electricity reserves）之狀況，且在當時，這樣的
行為是否是反競爭行為；另外，該公司似乎並沒有透過這樣的方式，恣意造成電價上

漲。

3. 2019 Ofgem對EPEX的調查：濫用獨占地位
英國電氣獨立管制機關Ofgem依據競爭法13

，針對EPEX現貨市場是否有濫用獨占
地位進行調查，主要涉及英國、（北）愛爾蘭間的跨國日間電力交易平台及相關服

務的議題
14
。2018年10月引進之iSEM go-live，原本係提供給nord pool及EPEX兩家公

9 Regulation (EU) No 1227/201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5 
October 2011 on wholesale energy market integrity and transparency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OJ L 326, 8.12.2011, p. 1–16 (BG, ES, CS, DA, DE, ET, EL, EN, FR, GA, 
IT, LV, LT, HU, MT, NL, PL, PT, RO, SK, SL, FI, SV) Special edition in Croatian: 
Chapter 12 Volume 004 P. 93 – 108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
TXT/?uri=CELEX:32011R1227.

10 Peter Willis, 2013, Belgian competition authority prosecutor accuses Electrabel of abuse 
of dominance, https://www.twobirds.com/en/news/articles/2013/belgian-competition-
accuses-electrabel-abuse-dominance0213.

11 依據比利時經濟法（article IV.70, §1 of the Belgian Code of Economic law）及相關計
算罰則之行政命令（the guidelines for the calculation of fi nes of 19 December 2011）
之規定，考量該公司違反期間之營收獲利約五百萬歐元內。

12 Case CONC-I/O-09-0015.
13 Ofgem consults on EPEX’s commitments following Competition Act investigation, 2nd 

May 2019, https://www.ofgem.gov.uk/publications-and-updates/ofgem-consults-EPEX-
s-commitments-following-competition-act-investigation.

14 Paul Gilbert and John Messent, The Dominance and Monopolies Review: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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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5
，但到2019年調查之前為止，目前僅有EPEX可以參與，而排除了Nord Pool的參

與。最終，EPEX同意採取必要措施，設立另一個電力交易平台，並允許讓nord pool參
與競標，並設定讓前述go-live之平台能夠在7月23日以前上線。 最後，EPEX也將對於
公司內部進行競爭法的訓練講習（competition law training）16

。 而ofgem之所以可以接
受EPEX這些措施，係依據1998年競爭法第25條之規定，若系爭公司之「承諾」可有
效抒解競爭之疑慮，其有權接受並關閉調查

17、18
。

4. 市場力與電力市場的設計：電網壅塞時的策略性競標Scottish generators案例
2007年10月英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OFGEM發現蘇格蘭發電業者 (Scot t i sh 

generators)在實時市場（real time balancing market）炒作輸電壅塞以增加輸電壅塞費
用，而且在蘇格蘭/英格蘭邊界電網壅塞時，其在蘇格蘭送往英格蘭的電力報價遠較
在英格蘭本地其同型機組的報價為低，而當電力從英格蘭送往蘇格蘭的方向時，其電

力報價遠較在英格蘭本地其同型機組的報價為高，此種報價行為是典型的持留居奇

（withholding）寫照，然而此案最終結論是：調查發現的蘇格蘭發電商炒作行為並無
違反該國之競爭法。然而，有趣的是，OFGEM也從此案開始擴充其權力，使其爾後

Kingdom, 11 August 2020, https://thelawreviews.co.uk/title/the-dominance-and-
monopolies-review/united-kingdom.

15 Ofgem consults on EPEX’s commitments following Competition Act investigation, 2nd 
May 2019, https://www.ofgem.gov.uk/publications-and-updates/ofgem-consults-EPEX-
s-commitments-following-competition-act-investigation.

16 Reuters, UK energy market regulator to consider closing inquiry into EPEX, 09/12/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britain-EPEX-idUSL5N22E1PU.

17 UK energy market regulator to consider closing inquiry into EPEX, MAY 2,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britain-EPEX-idUKKCN1S80ER.

18 Priyanka Shrestha , Ofgem considers closing investigation into power exchange 
firm EPEX.The company has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 steps that will avoid 
distorting competition, 2 May 2019, https://www.energylivenews.com/2019/05/02/
ofgem-considers-closing-investigation-into-power-exchange-firm-EPEX/?__cf_
chl_jschl_tk__=bdf9bd2857dbc517b950d4470e4a53124bd98e0f-1622774452-0-
AWP5KVkyn4XtwPI9-JxcG1eGOuv5Jlp_RqyNiqr913LmyzN-A3fL5bG-qgwJ7xjC8j
dQ3ejF4F8IGLFWT8zJMaSKroDMqS7297Af1JXdbgHPeO2hVrkLjVysPc6pnXBm8
Zhm_wDU0q6DzFYTEW2A3QMHrRFdptkwM-LiPB8C740qML4sm9YOlFlM6SD
mGAq94LUIN9v_RVXlOVpbtSluUi5-hZ0YMr6aeDM1yLILs0u4HiExj8hizHz_3ND
u1Vae4sGdM9KFGNn7W5-Opgaj4mLs8kLTFX0NBetp2PNOykkWLEKZSRoFuXL
mW-H0i3mAAsyIU-Gew-B13CvhgaY4jR4-gprNnn-FNeFNrZa2fXMVHqVrAMNr-
2c4mVQHyeILv1M8vsm1YFgOahOS__xEHRJRxpeQJ9Hwwd9fmavBnpWq8cPin1e4
Lkovu7XkSEp4GpfV-Q5ydxM4Kj6rxp4gGGfza5-bA6mik_0fPisj2Ds0ToRIkBWCSun_
WvMiuEArj7IjVZIKMuyk5J1kB8kzvd24iLBfAoVJsfooVPnPVcz43aGzq2WTn2WFV
DQKThx2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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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對類似的炒作行為頒發禁止令。（Ofgem, 2009, Addressing Market Power Concerns 
in the Electricity Wholesale Sector-Initial Policy Proposals.）
5. 電力市場優勢地位廠商市場力的濫用案例：義大利Enel S.P.A.

2005年義大利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對其綜合電業Enel S.P.A（擁有當時義大利最大的
發電業與售電業）舉辦聽證會確認了其在現貨電力市場（日前市場）的競標行為濫用

了市場力，義大利的現貨電力市場採用類似PJM市場節點訂價的方式來計算發電業者
的區域邊際價格（LMP），但在需求側則全國採用以各區域交易量加權平均的單一價
格（uniform national price）。作為義大利的全國優勢地位發電業，Ene公司被競爭法
主管機關發現其競標行為有違反公平交易之情事，因為Enel的競標策略是在其擁有最
大市占率的區域（而其競爭對手在該區域沒有任何發電機組）故意抬高市場價格，使

得對手在別的區域必須付出高昂的零售電價與輸電壅塞費用，如此利用市場的訂價規

則可有效降低打擊對手的獲利。此案最終以和解告終，條件是Ene公司承諾提供受管
制的固定數量的期貨長約電力給其市占率最大的所有區域。

6. 輸配電業優勢地位的濫用案例：德國E.ON AG
具有壟斷地位的輸配電業，其調度中心的獨立與中立性是電業自由化必要條件

與基石，因為其不但掌管了電力資源的上網權、調度權、分配權、輸電權和電網系統

的擴建維修與發展權，以及可能包括電力市場的控管權和可能的輔助服務單一買方

採購權。如果這些權力遭到濫用，對特定電力資源產生不合理之歧視，將會嚴重阻

礙市場的公平競爭與發展。因此世界各國都要求輸配電業要做到某種程度具體的拆

分解捆（unbundling），包括輸電公司本身的輸電資產、電力系統的調度運作以及市
場的管控，這三大功能必須具體分離，而「廠、網」或「售電業與電網」也必須分

離，以避免瓜田李下球員兼裁判之譏，而分離的情況也受到利害關係人代表和管制

者的確實稽核。2008年歐盟曾對德國E.ON AG綜合電業沒能確實執行「廠網分離」，
提出糾正，糾正的原因是E.ON AG綜合電業利用其調度中心的優勢地位在輔助服務
市場與實時市場上，優先偏愛挑選自己擁有的或和自己有利益相關的發電機組，並

阻礙其它會員國電力資源的參與。此案最終以和解收場（Case COMP/39.389-German 
Electricity Balancing Market, 26 November 2011），條件是E.ON AG綜合電業接受了歐
盟委員會的分拆指令，將其高壓輸電網路（380/220kV）及其系統運作權拆解全部售
出（divest）。

三、研究結果與重要發現

（一）我國電力市場交易平台之相關市場界定（一）我國電力市場交易平台之相關市場界定

在產品市場方面，本研究綜合分析後確認所有電能在歐美等完備的市場設計架構

下在需求替代、供給替代以及時間維度上，皆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只要市場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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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電能期貨與現貨又可高度替代轉換（長、短約可互換對沖），因此皆可視為同一

產品市場。至於「備用容量」與「輔助服務」因其彼此間不具有替代性，故應分別視

為各自獨立的兩個產品市場，且與電能市場亦應不同。至於電能實時平衡市場，由於

距離實時調度時間緊促，與其他電能市場間的替代性非常有限，應可視為單一獨立特

定產品的電能市場。

在地理市場方面，當輸電容量完全壅塞時，則兩節點上的供給與需求彼此間根本

無法替代，此時電網壅塞的兩端則應視為兩個不同區域的地理市場，至於壅塞至何種

程度可視為不同地理市場則應由主管機關視情況判定。因此批發電力市場的地理市場

範圍將隨每小時輸電壅塞程度而異，而這又取決於每小時需求與供給的變動所加諸於

電網的輸電系統熱容量限制。

（二）我國電力市場之電力交易平台結構面與行為面競爭規範探討（二）我國電力市場之電力交易平台結構面與行為面競爭規範探討

世界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電力市場的干預主要是透過電力市場結構面與參與者

行為面來進行檢驗，市場是否處於可公平競爭狀態或市場是否已遭市場力濫用而偏離

了可競爭的均衡狀態。若經檢驗發覺的確市場有偏離公平競爭狀態，競爭法主管機關

或電業管制機關即應啟動市場力緩解措施來規範市場力濫用的行為。以下即針對我國

電力市場之電力交易平台結構面與行為面來進行探討。

1. 結構面分析
廣義地說，電力市場結構面關乎電力自由化轉型政策的市場結構設計，「廠網分

離、競價上網、開放用戶端的購電選擇權」是基本原則，必須絕對遵守。而「球員不

可兼裁判」也是電力市場管理者與電力系統調度管理者必須服從的營運鐵律。在這些

基本原則下，電力市場的結構設計才有可競爭性可言，否則局部開放的電力市場面對

有市場力業者的違法行為之挑戰是非常脆弱且難以防禦的，也很難維持市場運行的公

平競爭態樣。狹義地說，在可競爭的市場中或各種集中市場的交易平台上，如何有效

維持商品的需求替代性和供給替代性，要確保有足夠強度的競爭關係存在，才能達成

有效率的市場價格之形成與發現。以下為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結構面的競爭議題探討結

果。

(1) 由輸配電業經營並形成電力交易平台相關具體競爭規範
依據電業法第11條之規定，輸配電業為電力市場發展之需要，經電業管制機關許

可，應於廠網分工後設立公開透明之電力交易平台。故我國目前是將電力交易平台或

者一般所稱之「電力交易所」（power exchange）之機能，交由既有原本垂直整合獨
占之國營台電公司來設立並經營運作。這在國際間可說是僅有唯一的特例。獨立的調

度組織（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 ISO）與獨立的電力市場管理組織（Independent 
Market Operator, IMO）一般都被視為是電力自由化的基石，也是市場化改革促進公平
競爭成功的必要條件。如果這兩個組織不能獨立運作，就必須對其嚴格加以管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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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具有市場力的廠商如台電公司會擁有極強的誘因與能力去濫用其市場地位。

雖然目前電業法將設置電力交易平台之「許可」及相關規則之制訂均交由電業管

制機關訂定因而有相當大的監督空間。並揭示電力交易平台之設立應有助於「電業間

公平競爭」與「調節電力供需」之目的。但實際上由於電力交易規則之細部規定往往

具高度技術性，到底電業管制機關可否有能力發揮並負責承擔監督責任，不無疑問。

故未來是否有可能輸配電業會透過此一平台之規則形成或實際運作，產生有害公平競

爭之結果，值得密切觀察。

而依據母法電業法，原本授權應「全」由電業管制機關制訂之電力交易平台相關

具體行政命令，果然由於涉及技術細節之部分，導致電業管制機關也難以全部勝任，

依據《電力交易平台設置規則》第15條，竟授權輸配電業可針對未來影響市場公平競
爭甚鉅之重要的事項（就供給者加入、退出、註冊登記、參與費用、市場操作、報價

規範及程序、結清方式、交易結算、違規處理、資訊公開、市場管理及監視機制、市

場異常情況因應及減緩措施、爭議處理及利益衝突迴避原則等事項）可訂定管理規範

及作業程序。雖然該要點要求輸配電業必須經經濟部核定，但由於這些技術規範細節

甚多，到底經濟部可否勝任不無疑問，而事後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的核定版與台電公

司提出的草案也幾近完全一致，更加證明管制的鬆弛。故未來輸配電業是否有可能基

於自利誘因（如有利台電公司整體獲利或台電公司輸配售電公司之獲利），透過電力

交易平台之市場規則形成與作業程序而影響自由電力市場之公平競爭，便是值得嚴肅

面對之課題。

在此議題上，涉及電力市場交易規則等細部事項，在世界主要電業自由化國家

（如：美國、英國、紐澳、歐盟等）均屬電力或能源獨立管制機關之監督與管制業務

執掌，我國電業法原則上也追隨這樣的作法，指定由電業管制機關擔任市場監督管制

者之角色。由於目前電業法已將這樣的市場監督管理規範全交由電業管制機關處理，

故公平會似乎較難事前加入；另外，由於電力交易之一日交易次數甚多與頻繁，實際

上也難以透過「事後」管制加以介入肇因於先天市場交易規則或操作裁量空間之有不

當妨礙市場公平競爭之狀態，特別是從舉證難度的角度，故此種議題，較適合由公平

會發起競爭倡議，喚起電業管制機關或經濟部之意識，並作更為妥適之處理。

(2) 無獨立電力交易所、獨立電力調度組織或法律分離之結構性缺陷
輸配電業在經營電力交易或電力調度之過程當中，勢必會需要取得其他售電或發

電公司之機密，且因為其不但掌管了所有電力資源的上網權、調度權、分配權、輸電

權和電網系統的擴建維修與發展權，以及可能包括電力市場的控管權和可能的輔助服

務單一買方採購權等。如果這些影響市場運作之重大權力遭到濫用對特定電力資源或

市場參與者極易產生不合理之歧視，將會嚴重阻礙市場的公平競爭與發展。故其獨立

性與中立性確保相當重要。歐美等先進的電業自由化國家均強調確保電網之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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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透過獨立之所有權分離（ownership unbunlding）結構，方足以確保其營運之獨立
性，並避免輸電部門將從「其他發電、售電」公司所取得之機密透露給自身所屬的垂

直整合「發、售電業」，從而享有資訊上不當的競爭優勢。

但我國目前電業法下，不僅欠缺電業自由化必要的法律分離（ l e g a l 
unbundling）、功能分離（functional unbundling），也更欠缺所有權分離（ownership 
unbundling）等從結構上，強化輸配電業之結構面，甚至「行為面」之管制措施。故
未來勢必會遭遇類似或更嚴重的結構性缺失所導致之問題。

由於此一市場化設計之議題，涉及電業法與電業管制機關之權責，故公平會實不

宜介入。不過建議公平會可透過電力交易平台運作後，是否有產生相關之缺失，而可

提供建議給經濟部及電業管制機關，透過競爭倡議，建議經濟部與電業管制機關是否

需在未來電業法第二階段修法時，引入相關更深化的廠網分離機制（如法人分離、法

律分離、功能分離、ISO獨立調度組織模式、MO獨立市場管理模式等）設立財團法人
電力調度中心或財團法人電力交易所等機制。

(3) 三個市場一個程序設計之整體電力市場電力交易平台的結構面議題
目前我國電力市場之整體架構主要包括三個市場以及一個內部調節程序。由於台

電公司垂直與水平切割的不完全以致於三個市場在結構面上面對市場力的濫用都已呈

現出非常脆弱的情況。以下分別就電力市場結構面的六大重要關鍵因素提出分析之結

果：

A. HHI市場集中度
依美國聯邦能源管制機關FERC的標準，電力市場當HHI低於2500時且一發電業者

市場份額低於20%時，或者當發電業者市場份額高於20%時但HHI低於1000，發電業
者不具有市場力；在歐盟電力市場方面，HHI高於2000時被認為相當集中，當HHI低
於1000時則表示不集中，也將不會構成市場力濫用的問題。而我國台電公司在三個市
場中常常扮演單一買方也往往是獨占賣方，此市場結構會導致嚴重市場失靈，參與者

行為失當，也會對市場價格形成造成巨大衝擊，消費者利益與市場公平交易秩序在欠

缺強力管制制度下很難維護。

a. 日前電能市場
按未來之規劃，需求端沒有開放一般售電業與大用戶參與，僅有規模甚小的一些

綠能售電業和台電公司公用售電業一家，供給端也無開放一般發電業，現存的9家民
營電業也和台電公司透過25年的PPA購售電合約以夥伴協力廠商關係全部售電給台電
公司，不會透過電力交易平台進行任何公開買賣。所以概略估計，2025年前如果日前
電能交易平台成立，僅會有市占率不到5%的綠電業者可能加入市場交易平台進行交
易，而另外市占率15%的綠電業者則會選擇以20年FIT購售電合約賣給台電公司，故在
日前電能市場交易平台供給端的HHI指數將來應會維持在9000以上，而售電端因為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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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開放一般售電業與大用戶也同樣應維持在9000以上。如此高度集中的電能市場之結
構實在有礙公平競爭。

b.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現今設有3種商品市場其HHI分別都高達9800以上，而由台電公

司扮演著一家獨大的獨占事業角色，此種市場結構也不利於公平競爭。

c. 備用容量市場
依電業法第27條規定「發電業及售電業」銷售電能予其用戶時，應就其電能銷售

量準備適當備用供電容量。該容量除自設外，並得向其他發電業、自用發電設備設置

者或需量反應提供者購買。因此在需求端，按未來台電公司之規劃僅有部分綠電業者

與台電公司扮演購買方，而台電公司與為數不多的自用發電設備者和需量反應提供者

扮演著供給之賣方。與日前電能市場相同，粗估HHI指數也都應該達9000以上，相當
地極度集中。

d. 實時電能平衡市場
按實時電能平衡市場的市場賣方參與者規劃為台電公司發電業、再生能源發電

業、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和需量反應提供者。買方參與者為輸配電業統一負責採購。

台電公司仍然扮演著近乎獨占的事業，因此實時電能平衡市場不論是供給端或需求端

也將會與日前電能市場一樣地高度集中，不利於公平競爭。

B. 需求替代性
日前電能市場、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實時電能平衡市場都是短期電力市場，其需

求彈性依國外經驗都非常低且接近於0，而我國的電力交易平台之設計因為沒有開放
需求端之參與，可能使需求彈性直接降為0，成為一條垂直於橫軸的需求曲線。若要
增加需求彈性除了積極開放需求端資源之參與外，還需開放長期電力市場的合約交易

平台。備用容量市場的需求彈性與其他市場相比，由於是長期的期貨市場，需求彈性

較高些，但因為台電公司的公用售電業有幾乎95%以上的市占率，因此對需求也無法
反應價格的變化，所以備用容量市場的剩餘需求曲線的需求彈性也非常低，呈現無彈

性狀態。

C. 遠期合約
目前與未來規劃建置的3個市場都無遠期合約交易平台的設計。

D. 市場的地理範圍分佈
日前電能市場、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和實時平衡市場的市場地理範圍都取決於輸

配電網的壅塞程度，若無壅塞，則整個電力系統所及之處都是同一電力市場，若有壅

塞，則取決於壅塞程度是否能造成電力需求替代性和供給替代性發生困難，而使有市

場力之業者能提高售價而持續獲利，因此當壅塞程度上升到一定水準時，地理市場範

圍便有可能被切割成數個地理市場。我國輸電系統的長期規劃都有按照N-1或N-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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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進行擴建投資，因此短期內應該不至於有嚴重的輸電壅塞現象發生，但未來2025
年後綠電大量湧入電網，若無適當規劃擴建，則有可能會造成局部的電網壅塞。至於

備用容量市場由於是一種信用市場，並非物理性的電力市場，所以不需受到電網的限

制，其市場地理範圍應該是電業法規範的所有市場之參與者集合，理應包括全國之地

理範圍。

E. 訂價規則
按電力市場整體規劃，系統邊際價格SMP訂價法是主要的訂價方式，目前輔助服

務的容量與能量的價格決定大多是以此種方式為主，未來的日前電能市場與實時平衡

市場也將採用此種方式。而依報價成交PAB訂價法僅有補充備轉輔助服務與備用容量
市場。由於輔助服務市場與電能市場皆排除了與台電公司簽約的一般發電業參與的資

格，在參與者數量受限的情況下SMP的訂價方式很容易誘發不當的持留與策略競標行
為，而使消費者利益受損。

F. 電力交易平台之競爭與流動性
由於電力交易平台上3個市場的參與競爭者數量都很有限，市場又過度集中，因

此競爭程度與流動性都明顯不足。目前已正式運行的輔助服務交易平台，其合格交易

者可供給量雖然很高也超過既定的需求量，但實際能供給的發電機組容量卻很低，且

台電公司的發電機組裝機容量早已超過樞紐分析（Pivotal analysis）的可競爭門檻，使
得市場不具有可競爭性，至於儲能與需量反應業者的數量也是寥寥可數，因此流動性

有待加強，需積極開放降低進入門檻，否則此市場結構非常不利於公平競爭也將有損

及消費者利益。

由以上結構面的各項分析結果可知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的結構非常不利於公平競

爭，也使得有市場力的業者有能力與極強誘因來影響市場價格提高利潤，因此管制機

關或公平競爭的主管機關有必要干預市場，並對有市場力的業者提出緩解市場力的行

為規範措施如：產業重組分拆、引進強制性長期合約、重訂價格上限水準、報價減緩

（例如有市場力的業者一律以成本報價或參考值報價）或引入和增加電力交易平台之

競爭與流動性。

2. 行為面分析
(1) 資訊揭露議題

由於行為面分析是事後分析，市場資訊的揭露就扮演著非常重要的協助分析角

色。管制者通常會檢驗真實市場的廠商行為結果和理想中假設可競爭市場下廠商行為

的預期結果，是否差距過大？是否廠商的報價行為已偏離其邊際變動成本太遠？市場

成交價格是否已大幅偏離市場的總和系統邊際成本？而這些檢驗都需要詳盡的市場

內業者報價資訊與電力市場的運行相關資訊如各項成本、廠商報價資訊、機組檢修排

程、系統備轉需求量、系統必須運轉機組和機組故障率等。有了這些資訊便可對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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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行為進行模擬與測試，以判定其是否有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的行為。然而目前

按「電力交易平台管理規範與作業要點」第28條，電力交易單位應公開之資訊皆為市
場總合資訊和靜態的市場參與者登記資訊，動態的報價與成本資訊則無法獲取。目前

揭露的資訊無法協助管制機關對特定廠商的反市場競爭行為進行檢測，為了監視與檢

測廠商的行為，交易平台管理規範應授權電業管制機關和公平競爭主管機關使其能獲

得所有個別廠商的報價資訊，如買方和賣方的報價標單資訊等，如此才能對其是否有

進行持留行為或策略性抬價競標行為進行檢驗。

(2) 持留行為與策略性抬價競標行為
電力市場的運行中廠商的反公平競爭行為，依國外電力市場的運行經驗主要表

現在持留（withholding）與策略性報價（strategic bidding behavior）兩種行為方式上，
前者係有樞紐容量的供給者面對無彈性的需求曲線時，故意持留其部分容量不參與報

價，以達拉抬市場成交價格而獲利的效果，持留/抑制/囤貨行為在供需吃緊且需求無彈
性時，任何一丁點的些微持留會導致競爭性供給曲線左移，都可以造成價格的巨幅上

漲，當持留行為使供給小於需求時，由於供不應求就可以提報漲停板價格報價，也一

定會成交，觀察台電公司的日前輔助服務交易平台的歷史成交價格記錄，可發現輔助

服務交易平台自正式運轉以來每天每小時幾乎總是以價格上限成交，這與國外輔助服

務市場歷史成交價格曲線大相徑庭，一般而言，日前輔助服務的商品價格都是呈現雙

峰式曲線，朝九晚五時價格最高，其餘時段價格很低甚至為0。因此，持留行為極有可
能是目前我國日前輔助服務市場總是以漲停板的價格成交之原因，如圖7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7　持留行為與電力供需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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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台電公司是具有樞紐容量能力的廠商，在SMP訂價法下其即具有操控市
場價格的能力。因為在供給稀缺時（也可能是持留行為造成），它具有決定價格的能

力，我國日前輔助服務市場3種商品大多皆以漲停板的價格上限成交，而目前的市場
供給者中，台電公司即擁有樞紐廠商的地位如圖8，其市場報價行為是有否有策略性
抬價競標之虞，值得競爭法主管機關進一步檢驗。

圖8　樞紐容量發電業者的行為分析

以上兩種行為，現行的電力交易平台管理規範並無有效的揭發與制止方式。按

管理規範第29條規定，在市場管理及監視方面，電力交易單位應每月統計市場力結構
化指標、報價代碼之交易容量、報價價格與報價容量、得標價格及得標容量等相關資

訊，以進行市場管理及監視，但此資訊並未對外公開。管理規範29條的市場監管方式
是當電力交易單位發現有違反競爭行為之虞時，會要求業者提出說明為何其未報價容

量與報價價格會與其前14日同一時段平均數有超過30%的差異，這種行為監管方式毫
無效率也不具有實質檢測意義，在資訊不對稱下，電力交易單位要如何確認廠商的持

留或策略性報價行為？因此，我們建議：(1)僅對具有樞紐容量能力的廠商進行測試；
(2)檢視該廠商的所有報價標單，未報價的機組容量其邊際變動成本是否低於市場的成
交價格？是否有其他非經濟性因素（如系統必須運轉機組）而必須持留？(3)市場成交
價格是否超出總供給的系統邊際變動成本達10%以上？如此不僅可聚焦在有能力有誘
因進行持留行為且已造成市場價格乖離可競爭水準之重大衝擊的業者，也可有效率地

篩檢出其違法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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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力交易平台結構面與行為面預診與評估結果（三）電力交易平台結構面與行為面預診與評估結果

本研究分析電力交易平台之3個市場，預診與評估結果如下：
1. 在輔助服務與電能市場方面
(1) 目前的3個市場需求都缺乏彈性：由於沒有開放一般售電業與大用戶，沒有需求方
參與，市場近乎單一買方，需求曲線是一條垂直線，容易誘發市場力的濫用；

(2) 未來電能日前市場亦為單一買方市場且為唯一電能買賣之市場，缺乏需求方資源參
與需求彈性很低，容易誘發優勢廠商市場力濫用，應開放一般售電業與大用戶參

與，並增設電能期貨市場交易平台補救之；

(3) 台電公司發電業與公用售電業市占率太高，又與輸配電業拆分不徹底，且所有市場
的HHI指數都過高，導致3個市場難以維持公平競爭；

(4) 在市場結構不利於可競爭的狀態下，採用系統邊際價格訂價（SMP）方式容易誘發
策略性競標之市場力濫用，在HHI指數無法下降到2000以下時，應全部改採依報價
成交（PAB）方式較妥；

(5) 各個市場參與者進入門檻限制太嚴，導致市場流動性受限，價格容易操控；為了增
加效率與流動性，目前輔助服務市場的3種備轉容量參與方式建議從單選改為可複
選，再由最佳化排程演算法決定成交結果以增加市場競爭及流動性；

(6) 小時前調整程序規則不透明，易生爭議，應以公開市場交易平台機制取代，建議可
採用歐盟的日內市場交易平台方式調整；

(7) 電能與輔助服務熱機備轉係聯產品，目前日前電能市場與輔助服務商品市場係分開
處理且規則不明，台電公司可以用滿足每日負載需求為理由限制/持留發電機組參
與輔助服務的報價和出力，此情況容易誘發市場力濫用與策略性競標的不當行為，

而這也是每日3種輔助服務都以價格上限成交的可能原因；
(8) 我國電力配比政策有50/30/20（天然氣/燃煤/綠能）目標，未來日前電能市場要如
何公平處理不同類別能源的市場訂價規則？

(9) 將來日前電能市場若採PJM的節點訂價模式，由於我國電力資源地理分布不均勻南
電北送情況嚴重，在離岸風電加入後更形惡化，在輸電壅塞時容易產生局部切割破

碎的電力地理市場範圍，而高度集中的市場容易炒作電價和電網使用權價格，也不

利於公平競爭；

(10) 電能不平衡市場與電能日前市場相似，在市場參與者方面有台電公司、自用發電
設備、再生能源發電業、需量反應與儲能、民營發電業、公用售電業及再生能源

售電業，此排除且限制了一般售電業及大用戶的准入，缺乏需求方資源的參與，

容易誘發優勢廠商如公用售電業及台電公司之市場力濫用問題；

(11) 目前輔助服務市場的3種商品每日市場的成交價格大多以價格上限成交，有優勢
市場地位的台電公司可能有持留行為和策略性抬高報價行為之虞；3種輔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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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結算方式除市場成交價格外，其他影響價格的兩個關鍵因素：效能費與服

務品質指標都與市場競爭無關，建議未來可交由新成立常設而非任務編組的「電

力可靠度委員會」來負責訂定處罰方式與規則，並與市場競標價格脫鉤分開處

理；

(12) 未來的電能市場消費者無法轉換或被禁止行使購電選擇權，必須向優勢廠商購
電；而即使開放購電選擇權，優勢廠商（公用售電業）也會以自家發電綁約方式

提供不當優惠價格阻止用戶轉換；

(13) 扮演具有優勢市場地位廠商的公用售電業可能以不當的搭售行為，透過綁約或技
術優惠等來排除或擠壓競爭者；

(14) 作為多個市場的單一買方，合格交易員有可能甘受損失故意不當抬高買價（moral 
hazard pricing，道德危機訂價），圖利廠商並從中牟取個人私利；

(15) 未來的日前電能市場獨占地位的台電公司有可能採剝奪性訂價（exploitative 
excessive pricing）或提供不公平的銷售條件來排擠其他售電業；

(16) 輔助服務市場以及未來的日前電能市場，有市場力的台電公司可能利用市場SMP
訂價規則的漏洞，可能有遠離其邊際成本之策略性競標的不當報價行為。

2. 在備用容量市場方面
綜合研判以後，我們對目前規劃中之備用容量交易平台之預診如下：

(1) 備用容量交易的市場參與者僅限電業、自用發電設備、需量反應及儲能，此進入門
檻可能會不當歧視性排除再生能源、分布式能源、電網資源及虛擬電廠等；

(2) 備用容量市場結構為單一賣方型態缺乏有效之供給方資源參與，輸配電業統一採購
方式會有與公用售電業之間利益迴避問題；

(3) 公用售電業與台電公司發電業簽訂之電能購售合約與備用容量購售合約缺乏監督管
制機制；

(4) 輸配電業統一採購方式有可能會透過經濟持留與物理持留影響容量價格使其他業者
受損；

(5) 台電公司擁有及掌控所有重要備用容量的資源、技術與設備，作為市場的獨占者，
應以公開透明的合約或規則來制訂備用容量資源的共享方式；

(6) 垂直壟斷地位的台電公司對下游廠商（一般售電業、綠能業者）不合理地抬高收
費，提供不利的交易條件或服務品質來歧視和擠壓綠能業者和一般售電業的利潤。

3.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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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國電力交易平台3個市場的預診評估結果

電力產品市場 市場結構面 市場行為面 市場績效衝擊 市場設計

輔助服務

調頻備轉

即時備轉

補充備轉

不可競爭：

關鍵因子都不

符合可競爭結

構測試

嚴重缺失：

有持留與濫用市

場力行為之虞

遠離可競爭均

衡價格

嚴重缺陷

備用容量 不可競爭 n.a. n.a. 嚴重缺陷

電能 不可競爭 n.a. n.a. 嚴重缺陷

經3項市場可競爭性檢驗測試發覺電力交易平台之電力市場已顯著偏離公平競爭
狀態如表1所示，電業管制機關即應啟動市場力緩解措施來規範市場力濫用的行為。
我國由於政府組織的制度分工文化使然，當電力市場出現缺陷漏洞時，競爭法主管機

關公平會能主動介入的機會不大，因此我們建議公平會可以採取倡競爭倡議的方式來

協同經濟部與電業管制機關共同對電力市場結構與市場參與者的行為進行矯正，以維

護公平交易競爭秩序與消費者利益，提升經濟效率與繁榮。

四、我國電力交易平台之競爭倡議

經檢驗發覺電力市場已有偏離公平競爭狀態，電業管制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即

應啟動市場力緩解措施來規範市場力濫用的行為。我們建議公平會可以採以下提倡競

爭倡議的方式來協同經濟部與電業管制機關共同對電力市場結構與市場參與者的行為

進行矯正。

（一）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發展結構面競爭倡議（一）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發展結構面競爭倡議

1. 透過競爭倡議建議經濟部透過二次修法使台電公司進行有效的垂直與水平拆分
（legal unbundling），以改善市場結構的各個面向如：HHI市場集中度、需求彈
性、競爭行為形式、遠期合約以及訂價規則，否則各種電力交易平台始終會面臨先

天結構不良於可公平競爭的窘況。

2. 透過電力交易平台運作後，所產生相關之缺失，可提供建議給經濟部及電業管制機
關參考修正其交易平台之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透過競爭倡議，建議經濟部與電業

管制機關未來電業法第二階段修法時，引入相關更深化的廠網分離機制（如法人分

離、法律分離、ISO獨立調度組織、MO獨立市場管理組織等），設立財團法人電力
調度中心或財團法人電力交易所等機制，並應仿效美國FERC成立獨立市場監視單
位制度（Market Monitoring Unit），替消費者監督把關市場的健全運作發展。

（二）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發展行為面競爭倡議（二）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發展行為面競爭倡議

1. 電力改革應堅持「兩端開放、中間抓緊」之自由化政策，發、售兩端電力業者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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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透過設計良善的自由化可競爭市場規則並服膺電業法與公平交易法來形塑各種

行為之標準，尤其是應透過市場力的檢驗與各種行為和衝擊測試。中間抓緊部分

是對具有自然壟斷的電網事業重新加強管制，要求其扮演好「公共運輸者」的角色

與行為，做好獨立、中立、公開、透明、經濟效率與電力安全的市場管理與電力調

度。電業管制機關應擬定輸配電業行為準則，作為規範輸配電公司行為之標準！

2. 電業管制機關應辦理電力交易平台資訊即時揭露範圍調整、市場力定期測試、具市
場力業者或樞紐角色業者之報價行為與持留行為定期測試，與市場力濫用時之市場

力緩解或市場熔斷措施如：限制以成本報價、成立期貨交易平台或限定部分長約交

易、調整價格上限等競爭倡議。

3. 目前3個電力市場市場參與者方面皆排除且限制了一般售電業、一般發電業及大用
戶的准入，也缺乏虛擬電廠、分散式電力資源和需求方資源的參與，在市場參與者

數量有限情況下，SMP的定價方式容易誘發優勢廠商之市場力濫用問題，倡議電業
管制機關重新辦理市場訂價規則修正：應一律改採PAB訂價規則，待市場集中度指
標HHI滿足可公平競爭情況時，再重回SMP訂價規則。

五、結論

長期以來，「市場力（market power）」始終都是電力市場自由化改革中引人關
注的議題，尤其在電力市場的競爭法主管機關與電業管制機關業務中更是成為主要競

爭規範必要探索的關鍵議題。這是因為有優勢市場地位者在電力市場鬆弛地管制制度

下可輕易地藉由(1)實現市場力；(2)改變價格與產量及；(3)濫用市場力造成的社經衝
擊，3個步驟來達成持續獲取暴利的機會。儘管在自由化電力市場中，管制與競爭法
主管機關設下了各式的檢測與市場力緩解制度希望能預防與規範市場力的濫用，但最

後往往仍是掛一漏萬防不勝防，這在電力市場的自由化運行史上更是班班可考。其根

本原因在於電力商品不同於一般商品的三大特性使然：無法大量儲存、短期無需求彈

性、供需必須透過電網保持實時平衡，此外，電力市場的供給方與需求方在自由化改

革的進程中由於政商原因使水平與垂直切割的不完全，往往形成寡占或單一買方/賣方
的市場結構局面進而更容易提供導致市場力濫用的強烈誘因與溫床，而使得電力市場

面對市場力濫用時也更顯得非常的脆弱、艱辛與無奈。 
電力市場上市場力的發揮，既使僅是短暫的、微幅的，但因為電力是民生需求的

海量必需品，任何形式不當的市場力濫用行為都有可能帶來相當巨大的超額利潤及衝

擊經濟系統性風險，進而誘發廠商挺而走險，特別是當可競爭的電力市場制度結構設

計有明顯缺陷時更是如此。是故，相關公平競爭與管制機關的適時介入干預就非常重

要也是必須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對電力市場的干預主要是透過電力市場結構面與參與

者行為面來進行檢驗市場是否處於可公平競爭狀態或市場是否已遭市場力濫用而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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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競爭的均衡狀態。若經檢驗發覺的確市場有偏離公平競爭狀態，競爭法主管機關

或電業管制機關即應啟動市場力緩解措施來規範市場力濫用的行為。在一可正常運作

的可競爭電力市場下，市場監管機構至少有6項不同的維護競爭規範之必要任務：
(一) 檢驗市場力的實現和無效性；
(二) 發現不合適的市場規則；
(三) 提出對市場規則的改進意見；
(四) 核對和懲罰違反市場規則者；
(五) 對看起來不合理的市場訂價方式重新釐清訂價規則；
(六) 懲罰實現濫用市場力者。

但這6項任務因為電力市場的特殊技術性與學習進入成本過高，公平會所依賴的
標準工具「公平交易法」運用時需要適當調適方足以滿足和因應電力市場供需的特定

技術特徵與市場上多樣化的策略性競標炒作行為，特別是在相關市場的界定和供需替

代性的釐清方面電力市場都不如一般商品市場那樣清晰容易認定。最後，在我國由於

政府組織的制度文化使然，當電力市場出現缺陷漏洞時，公平會能主動介入的機會不

大，因此我們建議公平會可以採前述提倡競爭倡議的方式來協同經濟部與電業管制機

關共同對電力市場結構與市場參與者的行為進行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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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firstly to understand how the structure of Taipower’s 
electricity trading platform operates and the plans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Secondly, it is 
to investigate the main development trends, infl uences and cases of advanced countries in 
the promotion of electricity trading platforms, and fi nally, to explore, from the structural and 
behavioral aspects, the main competition issu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ctricity trading 
platforms. Furthermore, the pre-diagno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trading platforms are to be 
conducted and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o develop power market 
competition initiatives and handle power industry-related cases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levant market defi nition of the electricity trading 
platforms. In terms of the product market, the electric energy futures and the spot marke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same product market, and the "reserve capacity" and "ancillary services" 
should be separated and regarded as two separate product markets because they are not 
substitutes for each other. As for the real-time electricity balance market, due to the very 
short time from the real-time dispatching and very limited substitution with other electric 
energy markets, it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single independent specific product market.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market, transmission constraints may determine boundaries to it. When 
the transmission constraints are completely binding, the two ends of the transmission line 
bottleneck will form two market areas due to congestio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congestion 
can be regarded as a different geographic market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main regulator 
as appropriate.

As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and behavioral aspects of the electricity trading 
platform, the market structure of "three markets and one adjustment procedure" is not 
conducive to fair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effi ciency, and it will also harm the benefi ts of 
consumers. The main defi ciencies include:
1. Forming and operating market competition regulations related to the electricity trading 

platform, the powe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company acting as a player and referee 
may abuse its market position, which may result in harmful effects to fair competition.

2. There are structural defects of no independent power exchange, no independent power 
system operator and no legal unbundling.

3. The structure of the overall power market trading platform with three markets and one 
adjustment procedure design has caused the high HHI index representing market to be too 
concentrated, lack of demand elasticity, lack of futures market trading platforms, impr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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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P pricing rules, and insuffi cient competition and liquidity.
In the behavioral analysi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also concerns about withholding behaviors and strategic bidding behaviors 
of the pivotal company. The current disclosed information cannot sufficiently assist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in testing the withholding behaviors and strategic bidding behaviors 
of a specifi c company.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1) Only testing generators with 
pivotal capacities;(2) Checking all the offers and bids of the pivotal generators. Is their 
marginal variable cost of unquoted unit capacity lower than the market price? Are there other 
non-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the system must run units that must be retained?(3) Does the 
price-cost margin exceed more than 10%? In this way, not only will it be able to focus on 
generators that have the ability and incentives to carry out withholding and strategic bidding 
behaviors and have cause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market prices that deviate from the 
competitive level, but it can also effi ciently screen out their illegal behaviors.

Finally, this study conducts a pre-diagnosis and assessment of the current electricity 
trading platform by structure and behavior testing, and proposes remedial recommendations 
accordingly, which will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o develop power 
market competition initiatives and handle power industry-related cas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Electricity trading platform, ancillary service market, competition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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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造紙業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永續循環產業，同時也是污染最嚴重和耗用資源最

多的行業之一，該產業占全世界木材採伐量高達三分一，嚴重破壞生態環境。在面對

數位化及環保時代的兩大國際趨勢下，傳統造紙業需要進行激烈的產業轉型以及多角

化經營來適應新的經濟模式。隨著電商平台經濟興起，工業用紙業者開發高附加價值

紙種及紙箱，並改以電子化設備及強化電子商務能力。工業用紙業者在數位化時代，

更時常採取上、下游策略聯盟，以提高競爭優勢。因此，工業用紙的產業結構集中且

產品同質性高，存有聯合行為誘因。本研究藉由美國、歐洲、亞洲國家及我國工業用

紙產業在數位與環保時代下之發展現況，掌握競爭法發展之重要議題，並透過本研究

之盤點與分析，掌握國際對於數位與環保時代下對於工業用紙領域之產業發展與競爭

法規範之交互關係，協助委託機關建立處理原則。最後再引進各國對於數位及環保時

代下，對於工業用紙產業之競爭法規範應用於我國競爭法執法的思考，有效兼顧「公

平競爭與消費者權益」之執法參考架構。

關鍵詞關鍵詞：工業用紙、數位化、永續、競爭法、OECD、歐盟、綠色新政、循環社會

一、工業用紙產業的界定

造紙業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永續循環產業，同時也是污染最嚴重和耗用資源最

多的行業之一，該產業占全世界木材採伐量高達三分一，嚴重破壞生態環境
1
。工業用

紙(Industrial Paper)位於整體造紙產業的中游產業，係將造紙業上游的紙漿製造業生產
的加工紙漿，加工、製造為如牛皮紙板(Liner board)、瓦楞芯紙(corrugating medium)、
包裝紙(wrapping paper)、塗佈白紙板(coated white board)、灰紙板(chip board)、油毛氈
原紙(base paper for asphalt roofing)等工業用紙，並進一步提供給紙器產業、紙管業、
紙容器業進一步加工製成紙箱、紙盒、紙杯、紙盤等紙類產品。

工業用紙的主要產品可包括7種，以臺灣的主要工業用紙廠為例，正隆股份有限
公司的主要產品為使用木漿及廢紙產製的裱面紙板，產品用途為瓦楞紙板正、底兩面

之紙板；榮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產品，包括箱板紙(裱面紙板)及瓦楞原紙(瓦楞
芯紙)；永豐餘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產品，則為牛皮紙板及瓦楞原紙(瓦楞芯
紙)。

如以整體造紙產業鏈觀察，依其特性可分為上、中、下游產業，分別是：上游的

1 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https://ic.tpex.org.tw/introduce.php?ic=2000，最後瀏覽日
期：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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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漿與紙類原料業；中游為將紙漿加工後製成紙張與紙板之製造業；以及下游的紙品

銷售與進出口業務，包括串聯文化出版、農業、食品、民生用品、水泥及其他製造生

產等各型產業等
2
。

至於工業用紙產業，如以上、中、下游產業區分，生產工業用紙之原紙(如瓦楞
芯紙或面紙)者為一級廠；中游為二級廠，主要為生產瓦楞紙板者；下游為三級廠，則
是將紙板產品製成各種紙器等。本研究僅以工業用紙產業為研究範圍，並不包含文化

用紙等其他紙業。

二、臺灣工業用紙產業之結構現狀與變遷

1945年國民政府來臺接收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公有產業，「國民政府資源委
員會」接收「臺灣紙業公司」等七大公司國營單位，當時除了規模較大「台灣紙業公

司」，較小的紙廠加印刷廠則籌備為「台灣省造紙印刷公司」。1946年5月以後，省
府將省屬的造紙印刷公司裁撤，另行標售民營，在1945至1956年間民營紙廠因為資金
不足、經驗缺乏規模甚小。

1986年後臺灣民營紙業大躍進，此時期紙廠數量變化不大，但造紙機加多、加
大、加寬或加快，造成十年間總產量翻倍成長，1986年紙與紙板生產量與1947年相
比，成長了333倍。2002年臺灣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零進口關稅助長低價
紙品傾銷來臺，迫使造紙業嚴峻面對市場削量和微利衝擊，反之5-7%的出口關稅，阻
礙外銷競爭力，開啟不對等國際貿易的內外苦戰，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產生磁

吸效應，臺灣傳統產業西進，面對中國大陸資金及勞力成本優勢環境，國產造紙業於

是從新造紙設備，提升效率及品質，降低成本，改善經營體質及開發高附加價值產品

行銷，並推動造紙產業電子化，進行與國際商務接軌，強化國際競爭力等方向著手。

隨著愈來愈多國際大廠在評估供應鏈廠商以及專業投資機構在選擇投資標的時

都將企業永續性指標納入考量，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因子的重要性益發被凸
顯，循環經濟也成為超高討論度的顯學。

因應氣候變遷，除提升廢紙的回收再利用外，造紙業者開始投資汽電共生設備精

進能源效率，並致力於廢棄物資源化與開發使用各式再生能源如太陽能等，以降低對

石化能源的依賴；同時強化製程用水的再利用，以減少水資源耗用，提升整體綠色競

爭優勢。以3家在台股上市的工紙廠正隆公司、永豐餘公司及榮成公司為例，皆對於
在製程中力行循環經濟不遺餘力，不僅持續獲得CSR、ESG等相關獎項肯定，若要細
究財務上的實質貢獻，除了坐收減少耗能、節省成本之效，更有業者將廢物轉為電力

後，自用有餘的部分銷售給台灣電力公司，每個月還能有些許售電收入進帳。

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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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隨著數據共享、電商平台經濟之興起，工業用紙業者亦面臨生產過程數位

轉型(如電子化作業、強化內部管理、產能與效率)之挑戰。值得注意的是，在社會企
業責任與永續發展之趨勢下，電商平台業者重視「紙箱大小最適化」、「碳足跡」等

議題，從而工業用紙業者亦轉以設計行銷為導向，一方面開發高附加價值的紙種及紙

類產品，另一方面，並積極透過生產線汰舊換新、自動化智慧化升級等，以提升競爭

優勢。

三、數位與環保時代工業用紙產業之變遷

數位化轉型正在對造紙行業企業的未來產生影響，就像製造業的整體一樣。這

在全球均應不足為奇，因為數位化轉型的好處很多。僅舉幾例：(一)通過數據整合運
用，提高對設備性能和生產效率。(二)始終保持連線的遠程警示功能和對製造機器的
遠端控制。(三)供應鏈功能的全面整合。

藉由採用可靠的資訊整合與數位科技，工業用紙製造商可最大限度地延展機器正

常運作時間，減少或消除意外停機時間。並且能提高整體設備效率(OEE)指標，增加
生產力等。工業用紙數位化具體的好處包括：(一)主動、預測性地生產製程方法：數
據資料的整合和分析是工業4.0和數位轉型的基本目標。在工業用紙產業，這一步驟
是通過使用傳感器來監控設備性能以識別潛在維護需求的最早潛在跡象來實現的。工

業傳感器可檢測溫度、振動、聲音、氣流等方面的細微變化。它們可在代價高昂的設

備停機和生產延遲發生之前，主動提醒維護技術團隊進行調查。(二)供應鏈整合與創
新：通過將內部維護和生產數據與供應鏈合作夥伴提供的資訊相結合，工業用紙製造

商可在與原料供應商訂購和向客戶供貨時，辨識商業機會最大化的價值和效率。更多

的資訊意味著節省時間和成本。(三)庫存優化：傳感器和數據分析在改進工業用紙之
庫存流程、促進更高效和有效的購物流程方面也非常有用，數據將同時有助於確保關

鍵機械零件之維修需求時點，減少或消除等待時間和昂貴的緊急維修救援服務。(四)
提高造紙質量：通過檢測設備性能的極微小波動，操作員和技術人員可使機器總以最

佳輸出的品質運行，減少用紙生產質量的差異，並實現更嚴格的輸出規格容差標準。

受到全球暖化的影響，綠色科技逐漸成為未來科技發展的共識，如何有效節約能

源及降低碳排放量已成為世界各國競相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國內出現愈來愈多的企

業紛紛將「節能減碳」視為該組織中社會責任的一環。隨著歐美解封帶動全球經濟成

長，國內疫情下宅經濟蓬勃，展望後疫情時代，雖仍不明朗，但整體工紙和家紙市場

將蓬勃發展。全球紙業需求仍維持正向成長；根據臺灣造紙公會統計，2020年工業用
紙年消費增長4.5%，消費量創下近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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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數位化、永續性與競爭法之交錯：國際規範、理論與比較法

(一) OECD對競爭法與永續發展的觀點(一) OECD對競爭法與永續發展的觀點
自20世紀開始，隨著各國對於環保的重視，各國對於環保產業以及環保意識抬

頭的背景下，有關競爭法的應用與相關法規的制定，也益發受到重視，OECD在歷年
來的圓桌會議上也曾對於相關議題，有著深入的探討，如1999年「廢棄物處理的壟
斷」、2006年「環境監管與競爭」、2010年「環境時代下的水平聯合」等等，而環保
是個很大的議題，包含了整體環保制度的愈加嚴格、新興環保產業甚至衍生到再生能

源的範疇，各不相同，但又皆有競爭法適用與監管之必要。說明如下：

1. 廢棄物處理的壟斷
(1) 環保時代的新興產業

廢棄物處理是環保時代的新興產業，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常有政府介入之必

要。通常透過競爭性招標的形式來參與市場競爭，雖然競爭性招標是可以促進競爭與

避免壟斷的方法，然而，在招標過程中仍然有很多可能影響競爭的原因，例如投標過

程中要避免主管機關與業者串通、聯繫等，在積極的層面來說，主管機關亦應制定相

關政策來加強招標過程中的競爭性，例如定期檢視招標標的的質量、價格等等，使招

標價格及履行內容貼近市場現況；訂定有關招標的規範細節，使參與廠商更能發揮市

場運作。

(2) 廢棄物收集與廢棄物處理
廢棄物收集產業中，市場競爭的優勢取決於密度經濟，因此很少有國家依靠市場

競爭來收集小型商業和住宅產生的生活垃圾，廢棄物的市場競爭，通常存在於工業和

商業廢棄物。然而在芬蘭地區卻有個例外，廢棄物處理的競爭市場有著悠久的傳統，

且根據芬蘭的一項研究發現，通過競爭性招標選擇當地壟斷企業，其廢棄物收集成本

相較於其他市場競爭的地區高出20-25%3
。

至於廢棄物主管機關的監管問題，有相應的一系列法規政策可供參考，包括選定

壟斷廠商、透過國家強制規定，或以競爭的形式定期進行市場競爭招標。此外，相關

立法政策也應該考量到究竟是誰要為服務付費(人民或當地政府)、支付費用的計算(統
一費率或根據廢棄物生產量)，以及如何保持廢棄物收集地的質量。
(3) 競爭性招標制度

根據經濟研究結果，發現透過競爭性招標所獲取的服務，其成本顯然低於主管機

關或者企業自行處理所需要付出的代價。然而，競爭性招標的有效性取決於投標過程

中的競爭程度、競爭中立性等因素，因設計完整且細緻的招標制度，必然經過數次嚴

謹的評選會議或相關篩選制度，故有必要防止流程的延宕，並在決標後，確保契約內

3 OECD , supra note 92, 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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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履約內容和價格調整的可能，使相關產業良性發展。

(4) 地方政府所屬供應商與私人公司的競爭
與其他政府採購事件一樣，應確保公平的競爭環境，來吸引潛在投標者，尤其

是地方政府所有的公營企業和私營供應商並存的情況。為了促進投標過程中的競爭程

度，應提高投標的透明度和知名度，應確保評選過程的標準明確，並積極懲處串通投

標或其他違反採購及評選規定的相關人員，使新的投標人願意參與競爭。在法國，投

標是由一個獨立的委員會辦理，以提高透明度並消除投標人與地方政府官員勾結的風

險。而關於採購規範的研究中指出，公開投標可以提高透明度，然亦有可能會促進投

標人之間的串通，如圍標等情事。

(5) 得標廠商的履行
在競爭性招標中，得標的廠商在履約過程中，可能會尋求重新談判契約的內容和

條件，並透過「終止契約」來威脅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相應之道，是通過要求得

標人提供保證金，或保留提供服務的能力以確保不受威脅，也可以減少私營公司要求

超額利潤或降低服務品質之可能。(由於私營公司有強烈的動機降低服務品質以增加利
潤，服務品質的維護亦需要有特地的監管和獎勵措施)。
(6) 廢棄物收費制度與環境保護的相互影響

當地居民是否需付費進行廢棄物收集，因城市而異。如果對廢棄物的收集進行收

費，將增加了對回收利用的需求，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包裝並減少了垃圾生產，然而，

針對廢棄物收集收費也可能增強對傾倒廢棄物等違法行為的動機，進一步增加了環

境保護的成本，故應考量到環境控制的成本以及各城市的風俗習慣進行妥善的規劃安

排，方能達到最有效果的制度。

(7) 降低競爭的現況
部分國家廢棄物服務市場(無論是商業垃圾還是住宅垃圾)相對集中，該國競爭法

主管部門也一直活躍於控制合併、串通投標、市場競爭等各種反競爭行為和其他串通

行為，導致廢棄物服務市場效率不佳
4
。

且許多國家也反應在廢棄物服務市場，存在透過水平聯合違反競爭法，以及操縱

投標或市場劃分協議等行為，也有研究提出了關於商業廢棄物收集的契約本身即具有

妨礙競爭效果，例如此種契約通常較必要的時間更長，且包括帶有高違約金條款的自

動續約條款，間接增加了進入的門檻以及實際上的壁壘。

2. 環保時代下的水平聯合協議
(1) 水平聯合協議的合法性與拘束性

某些司法管轄區域，會考量更廣泛的公共利益，可能允許競爭法主管機構考慮與

4 OECD , supra note 92, at 10.



數位與環保時代之工業用紙發展現況與競爭規範研究 377

環境政策相關的利益，來審查競爭者之間協議的合法性。競爭者之間廣泛的水平聯合

協議，將會影響整體環境政策目標，包括從事環保活動的公司之間的合併、廢棄物管

理方面行業間設立合資企業，以及更多的協議安排，例如與環境相關的協議標準、減

少環境有害物質的協議和處理協議環境保護措施的成本。

如果發現協議可能限制競爭，競爭法主管機關將以直接經濟利益視為正當理由進

行分析，例如節省成本、創新、提高質量和其他效率。非直接經濟利益以及不屬於該

產品或服務的用戶更偏遠的經濟利益，在確定是否為環境協議時，不會認定該協議違

反當地的競爭法
5
。

(2) 向消費者收取環境費用協議的合法性
由於價格限制與競爭法的核心目標相衝突，因此如果競爭者之間的環境協議影響

他們向消費者銷售產品的價格時，競爭法主管機關通常會從嚴審查。例如，當某協議

要求競爭者向消費者收取一定環境費用時，幾乎皆被認定是違法的，即便這樣的協議

可能會激發消費者的環保意識並達成環境政策目標。

研究普遍認為，將環境費用轉嫁給消費者的協議是違反競爭法的，除非該協議由

法令或法規授權，否則競爭者之間的協議定價被認為有悖於競爭法的基本政策目標。

然而，仍然有某些地區允許，競爭者透過一致的協議，將環境費用轉嫁給消費者的情

況。例如，批發商之間達成一項協議，以傳遞回收利用向負責製造包裝材料的生產商

收取包裝材料的費用。

(3) 制定標準的協議
制定標準協議可以成為實現環境政策目標的有效方式，但標準訂立協議也可以成

為競爭對手通過協議來減少競爭的機會與產品特性，簡言之，制定標準協議可以提升

產品品質也可以創造進入市場壁壘。

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透過以下兩種方法來確保制定標準協議，確保不影響市場的

競爭。例如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在標準化過程開始時及早介入，使所有參與者了解競

爭法的風險違規行為並提供適當的建議，且確保會議上的討論內容旨在實現的環境目

標，而非限制競爭。另一種方法則側重於審查該協議的結果，確保任何減少競爭的標

準化最終將使消費者受有的利益大於損害。

(4) 廢棄物管理和回收計劃的協議6

廢棄物管理和回收計劃的協議雖有助於達成環境政策目標，但也有可能限制參與

者之間的競爭或其他競爭者的加入，相關研究已經表明，加強監管違反競爭法的行為

5 OECD, “policy roundtables Horizontal Agreements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text2010”, 
https://www.oecd.org/competition/cartels/49139867.pdf, 11,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01.

6 OECD, supra note 96,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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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不會破壞環境政策目標，反而可以使廢棄物管理和回收計畫更有效。

(5) 政府參與水平聯合協議
當競爭者簽訂有關的協議時，政府經常參與其中環境政策目標。需要競爭法主管

機關進行宣傳，以確保追求合法環境政策目標的願望不會導致不必要限制競爭
7
。

在部分國家的案例中，大多數情況下，政府與追求環境政策目標的競爭者之間達

成協議，例如通過鼓勵行業同意產品標準，通過強制形成促進環境政策目標行業範圍

的回收和再循環系統，或通過徵收環境費用等等。因此，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應透

過宣傳及加強執法，確保協議不會限制競爭，特別是不能被現有企業用來創造進入新

競爭者的壁壘。

3. OECD觀點值得參考之處
總體而言，在進入到環保時代後，不僅產生了關乎民生必需的新興環保產業，更

因為環境政策目標，導致有訂定各種不同水平聯合協議的需要，要如何兼顧市場競爭

又能促使企業達成環境政策目標，是各國政府最重要的課題之一，OECD也特別針對
如何使競爭性招標更具競爭性，且使整體產業良性循環做出指導，不僅可以適用在本

次環保時代下的重要議題，更能貫穿各產業的招標流程，OECD之觀點對於處在環保
永續時代的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確實頗具參考價值。

(二) OECD對競爭法與數位經濟的觀點(二) OECD對競爭法與數位經濟的觀點
隨著網路的發達，近年來進入數位時代，相對應也衍生出非常多的新興產業，如

共享經濟、大數據、雲端等等，這些產業不僅成為人們日常生活離不開的必需品，更

是各國政府為了避免衝擊現行各行各業或杜絕犯罪而亟欲修法監管的目標產業，以下

就數位時代下的競爭法執法及法規制定，以OECD觀點說明如下：
1. 共享經濟與平台
(1) 交通和住宿

近年來，各國政府皆因為共享租車服務興起面臨到了許多挑戰，例如抵制變革的

現有產業(如計程車)，以及必須應對難以預測的市場發展而需要政府及時干預加強監
管，因此政府須隨時檢查是否存在任何市場失靈的情況。

(2) 醫療保健
在美國，專業人士受許多州的監管，為了在一個州執行業務，通常需要專業人員

向該州申請許可，因此州法律的許可要求成為進入該州市場的障礙。FTC 認為過多的
職業許可是經濟發展的障礙，雖然在某些情況下，基於公益的考量確實需要許可，但

仍可以透過替代方案來解決，例如認證和註冊(即專業人士提供他們的姓名、聯繫方式
和政府機構資格)8

。

7 OECD, supra note 96, at 14.
8 OECD, supra note 99,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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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融服務
英國市場管理局(CMA)在2016年啟動的銀行市場調查與第三方的財務和交易數

據，旨在啟用新的補救措施，參與者與銀行提供的服務競爭並進行創新。舉例其可以

提供的創新服務，包括透支警告或者通過一個應用程式檢視不同銀行的個人帳戶
9
。

系統、中小企業融資、投資建議和投資交易，分析特別涉及進入市場壁壘。具體

建議包括以下內容：(i)監管應基於功能而不是形式，例如技術中立，而不取決於金融
服務的類型；(ii)金融部門主管機關應合作並努力協調不同類型市場參與者來制定規
則；(iii)認識到獲取關鍵數據的重要性基礎設施、系統和數據；(iv)探索數位識別的潛
力。

另外，現行狀況下監管過於分散，而且監管太少(例如消費者缺乏信任)，容易造
成市場的障礙。其次，身份驗證對於反洗錢法和大多數交易都很重要，但除了親自驗

證還有其他選擇，加拿大允許使用信用數據進行遠程驗證。第三，雖然允許使用數字

簽名，但相關產業似乎並未實際運作。第四，可以通過更廣泛的方式降低消費者轉換

不同間銀行的成本。

但補救措施也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例如增加成本。雖然金融科技在使用

上，對制度造成的衝擊仍然有限，但主管機關必須先行一步，因金融科技的潛力源自

於使用技術直接連接，以克服資訊的不對稱，而技術可以從根本上改變銀行以及其競

爭方式，並可能降低銀行的市場力量，這也將有助於增強國內金融穩定性。

2. OECD觀點值得參考之處
總體而言，在進入到數位時代後，產生大量新興產業，不僅衝擊現有行業，更

因為新穎的商業模式，使各國政府面臨監管的困難，更遑論在保障消費者安全、民生

需求、現有行業人員工作權利的前提下，仍有競爭法的考量，然而，好處是部分新興

行業皆為跨國公司，線上藥品販售、遠距醫療、金融科技等亦為各國所共同面對的課

題，各國就應對與監管之經驗可以相互交流參考，找出最佳的解決之道，OECD之觀
點深值我國參考。

(三) 競爭法是否應該考慮永續性因素？(三) 競爭法是否應該考慮永續性因素？
Nowag教授指出，最基本的思考方向，就是在於針對阻礙永續性概念落實的競爭

法規範與執法方式，加以調整。從競爭法主管機關的機構目標、優先事項、國際合作

方向等，到一些屬於技術性與程序性的措施，例如：行政批准程序、執行能力、罰款

等。雖然對此等議題仍存有爭論，但許多OCED經合組織國家，已經在其競爭法的執
法實踐中，有意或無意地考慮了永續性問題。

此外亦強調主管機關機構目標和優先級設定以及正式和非正式指導的重要性。它

9 OECD, supra note 99,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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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批准程序、創新沙盒、證據調查、能力建設、罰款和國際合作等問題。通過列

出工具，使競爭管理機構能夠積極促進永續性，並決定是否應允許以及如何允許私營

部門促進永續性，從而在這些微妙的平衡工作中提供幫助。

(四) 日本公平會競爭法針對回收相關的共同行為之指南(四) 日本公平會競爭法針對回收相關的共同行為之指南10

主要探討對象為建立回收系統(リサイクル　システム)的企業(例如：生產商、經
銷商)。回收系統為企業將自己販賣產品的廢棄物回收，並當作原料再利用的一系列機
制，是一個涵蓋廢棄物回收、搬運、再利用等回收系統。

此指南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共建回收系統」，第二部分為「回收相關的

共同行為」：

1. 共建回收系統
在產品市場方面，企業共同建立回收系統時所產生的成本標準化，所以如果這些

回收再利用的成本比例相對產品售價是小的，共建回收系統的行為對市場的競爭本身

造成的影響是低的。但同時，此指南提出了可能會產生競爭法上問題的3種狀況：(1)
回收系統覆蓋廣泛；(2)回收系統有排他性；(3)企業共同決定提高價格。

在回收市場方面，亦可能有違反競爭法之情形：(1)多家的企業共同設置回收系統
時，可能會對市場上現有的回收業者(廢棄物的回收、搬運、再利用化的相關業者)造
成業務上的困難，或將阻礙其他企業加入回收市場；(2)當企業共同設立一個覆蓋範圍
廣泛的回收系統時，企業首先要考慮的是其他企業是否無阻礙的可以自由參加即將要

設立的回收系統，或是是否會限制企業各自設置回收系統；(3)行業團體創建回收系統
時，如果因此造成某一產品市場或回收市場的競爭受到實質性限制，則會違反競爭法

第8條。多家企業建立合資企業來設置回收體系，而阻礙某一產品市場或回收市場的
競爭時，則可能會違反競法法第10條。
2. 回收相關的共同行為

企業或行業團體設置回收系統時，為了讓建立的系統有效率的運作，可以從競爭

法角度來思考的措施：(1)回收率目標的設立與施行；(2)易回收零件規格的統一和零件
的標準化；(3)共同研究開發易回收的產品；(4)廢棄物管理表單格式的統一與強制使
用；(5)回收的費用。

五、我國公平交易法相關議題：水平、垂直、超國界性格與其他新
議題

(一)  水平議題(一)  水平議題
水平競爭是指與同一階層的營運廠商間的競爭，如製造商對製造商或經銷商對經

10 公正取引委員會、「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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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商，在相同種類廠商間的品牌、價格競爭或是零售商間的價格競爭，另一種競爭型

態為垂直競爭，如製造商為了自身利益限制經銷商的銷售價格或要求搭售、獨家銷售

等策略，是一種有上下游關係間的競爭。

1. 多數或全體廠商為符合環保規範購買設備增加營業成本而漲價，是否會被認定為聯
合漲價行為？

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除了以契約、協議或會議紀錄等直接證據認定有無
聯合行為外，並採用「一致性行為」判斷有無聯合行為，在乳品業者聯合調整鮮乳價

格判決中以採實質之認定方式判斷有無彼此間意思聯絡
11
，相同見解在紙業聯合漲價

案中再次使用
12
。

公平交易法第14條3項明文「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
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故對於

聯合行為之認定不再限於直接證據，在有未能合理解釋相近之調漲幅度、價格的情況

下，即有可能被認定為聯合漲價。

各製造商規模大小不一、收購原物料之來源管道非屬同一、生產設備、製程良窳

各異、對生產之商品營銷策略亦有不同，眾廠商為了符合環保規範而將增加的成本真

實反映在售價上並不會被認定為聯合漲價行為。

2. 在電子化統一規格後，掌握相關電子平台技術的業者是否能控制市場變相成為獨占
市場？

造紙業的數位化帶來的好處包括利用數據調整製程，即時掌控故障次數、項目等

相關資訊用以調節、改良生產，併由於精確的數字會報而能確實的掌控材料、產量等

數據，大幅增加生產效率。

故電子化統一規格減少產品的差異性，除了能增加後續加工的效率外，更能與

國際接軌幫助流通，屬於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之聯合行為，可經向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後實施並不會違法。數位化成立的電子平台僅為數據流通之資訊中心，在正常

使用下與製造商對市場掌控無涉，在非法利用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時仍能依該法處

11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294號判決「...... 而對於聯合行為之規範，係採實質之
認定方式，亦即兩個或兩個以上之事業，明知且有意識透過彼此間意思聯絡，就
其未來的市場行為達成不具法律拘束力的共識或瞭解，形成具有外在市場上一致
性行為，倘經調查確實有意思聯絡之事實，或得以其他間接證據(如誘因、經濟利
益、類似之漲價時間或數量、發生次數、持續時間、行為集中度及其一致性等)判
斷事業間有意思聯絡，且為其外部行為一致性之唯一合理解釋，即可認定該等事
業間有聯合行為。至所謂意思聯絡，在客觀上未必先存有預定的計畫方案，其藉
由直接或間接方式，如利用市場資訊之公開，間接交換與競爭有關之敏感市場訊
息，或相互傳達營業策略，或直接進行商業情報之交換等，均屬之。」

12 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26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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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

(二)  垂直議題(二)  垂直議題
在垂直方面，工業用紙產業在面臨數位化以及環保時代趨勢下，部分下游廠商

加大對於綠色環保、企業永續經營的發展，例如電商「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PChome)，即推出「綠色購物計畫」，其中有關「綠購包裝」部分，即係透過
100%回收紙漿製成之包裝箱、提高紙質密度、箱體維持紙漿原色、設計多達31款不同
紙箱大小以適應不同商品大小等方式，達成環保之目標，此類對於紙漿原材料需求、

規格之改變勢必影響上游紙漿產業、中游造紙產業。

惟下游廠商推動環保策略的垂直影響，亦取決於其市占率以及對於需求與供給之

比例多寡，例如國內工業用紙向來供過於求，外銷占比約3成，通常在年後，民生需
求會降溫，2020年歐美疫情爆發產業停擺，大量仰賴海外進口，帶動台灣整體出口逐
月飆升，全臺紙器廠接單爆量，2021年臺灣出口更是飆新高，紙箱需求爆大量，目前
更傳出缺箱，需7～10天延後交貨消化訂單。而5月臺灣本土疫情爆發，政府宣布第三
級警戒，許多民眾網路下單訂購居家物品與外送，更助長工業用紙的增加，如僅有少

部分之下游廠商推動環保綠色政策，仍難以對上、中游產業發生質的影響。

另外，我國3家工業用紙廠商於工業用紙市場中的占有率很高，若有因此利用市
場優勢地位進而影響上游回收業者之行為，可能有公平交易法第20條與25條之問題，
惟實際上各自廠商有各自的回收商供應廢止原料，且訪談造紙公會及相關企業的結

果，並無上述情形存在，建議公平會持續追蹤。

(三) 新興議題(三) 新興議題
1. 歐盟碳關稅對產業與競爭的衝擊

歐盟執委會於2021年7月提出全球第一個「碳關稅」計畫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對於從碳排和環保標準較低的國家，所進口的產品將
課徵碳關稅

13
。碳關稅之主要目的，其一在於避免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寬鬆的國

家，造成碳洩漏。其二則是在歐洲邁向零碳經濟之路，保護歐盟境內的產業競爭力。

鋼鐵、水泥、鋁、肥料及電力產業都被包含在內，預計從2023年起試行3年，被規範
的產品進口商須申報碳排放量，並自2026年起正式支付碳關稅，也就是必須購買碳排
許可證，其價格與歐盟排放交易系統(ETS)連動。根據歐盟碳關稅計畫，若產品生產
國已實施碳定價，將可減免其碳關稅。如產品生產國的碳排標準優於歐盟甚至可免予

課徵。顯示碳定價趨勢不可擋，全球各國的貿易、生產和供應鏈，未來都將受到碳關

稅的影響。

13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之WTO適法性初探」, 
https://web.wtocenter.org.tw/Mobile/page.aspx?pid=356177&nid=126，(2021/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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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托拉斯政策與執法對產業長期發展之影響
世界各國的反托拉斯與競爭政策，對於個別產業之內國與全球競爭力，均具有深

遠的影響。具體而言，政府反托拉斯的政策工具與相關執法方式，將會影響該產業之

動態，包括：組織架構、商品的標準化、價格競爭、智慧財產權與創新策略等。

國外相關研究
14
即曾以二戰後的40年期間(1950年至1990年)，美國政府對於紙漿

和造紙行業的反托拉斯政策為主題，評估該段期間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反托拉斯政

策工具、範圍和使用頻率等，對於該產業的發展與全球競爭力之影響。

1950年Celler-Kefauver Antimerger法案的通過標誌著整個美國經濟新的反托拉斯
經驗的開始。然而，該法案的應用要求政府制定競爭結構的行業特定標準，當涉及到

Celler-Kefauver法案的執行及其後果時，紙漿和造紙行業及其不同部門的反托拉斯經
驗尤其具有行業特定性。1950年至1990年間，反托拉斯使競爭戰略基於區域或產品專
業化的製漿造紙企業處於不利地位。與其他行業一樣，反托拉斯似乎鼓勵成功和尋求

增長的造紙公司多元化進入新的業務領域，成功的紙漿和造紙企業相對很少進行企業

集團合併，而是更傾向於多元化並擴展到林產品行業的其他領域，在製漿造紙行業，

反托拉斯引發的新激勵機制促進了戰略和結構相似的大型林產品巨頭的崛起，塑造了

美國紙漿和造紙行業的競爭結構，並可能改變了技術學習和技術創新過程的傳統安

排。

在歐盟方面，自2020年第四季以來，國際紙漿價格大幅上漲，此因素也推動了
2021年以來眾多歐洲造紙廠商所實施的價格上漲。而對於此波價格上漲，歐盟執委會
之競爭法主管機關，也由各相關國家的政府官員陪同，對於紙漿與造紙產業活絡的會

員國與數家紙業，進行突擊性的檢查。例如，總部位於芬蘭的UPM-Kymmene和Stora 
Enso兩家大型造紙業，即接受來自歐盟與芬蘭競爭法主管機關官員之訪查15

。

歐盟執委會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此類突擊檢查，是調查涉嫌違反歐盟競爭法的初

步步驟。委員會進行此類檢查的事實，並不意味著這些公司已確有反競爭行為，也不

會對調查結果預設立場。歐盟委員會對木漿製造商進行了突擊檢查，原因是擔心被檢

查的公司，可能違反了歐盟禁止卡特爾和限制性商業行為的反托拉斯規則。

六、關於我國公平交易法制、競爭政策與執法建議

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全球民眾消費型態之改變，電商平台之「宅經濟」，推動紙箱

14 MPRA, “Antitrust and the competitive structure of the U.S.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1950-1990”, https://mpra.ub.uni-muenchen.de/17188/,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14.

15 Printweek, “Pulp makers scrutinised over possible cartel”, https://www.printweek.
com/news/article/pulp-makers-scrutinised-over-possible-carte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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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旺盛，致使包裝用紙箱(瓦楞紙箱)成為工業用紙之重要下游製品。根據造紙公會
統計，2020年臺灣工業用紙業者受惠於國內外市場強勁需求，工業用紙紙板年產量為
355.4萬噸，較前一年度增加3.2%；此外，從產量結構觀察，紙板製品占「紙與紙板製
品」總生產量的81.5%，逐漸拉開與紙張產品之差距，紙板製品之產量與占比雙雙再
創歷史新高。

依據工商時報2021年4月份之報導16
，臺灣各部會主管機關已推出新政策以因應新

冠肺炎期間之紙箱短缺。舉例而言，由於新冠疫情導致台灣許多農果轉為內銷，國內

消費者對農業紙箱需求暴增，經濟部及農委會相繼關切並促使紙器公會各會員廠均全

能生產，以確保農業用紙箱不斷貨。此外，勞動部亦比照口罩國家隊，自2021年3月
底起放寬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勞工延長工時及假日出勤，俾提升工業用紙廠商之

產能。 此外，國內工業用紙業者亦展開擴廠投資計畫，以提升工業用紙製品之產能。
舉例而言，我國永豐餘、榮成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大工業用紙業者，自2021年5月起陸
續汰舊換新設備。

2021年初，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帶動的國內電商平台經濟，再加上出口外銷持續
增長，國內紙箱供不應求，商業、工業及農業用紙箱均呈現短缺現象，導致「空有訂

單、無法出貨」的現況。依據2021年4月份工商時報報導17
，我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公平

會指出，針對工業用紙、紙箱缺貨、價格上揚等狀況，主管機關已經密切關注，並且

已立案調查是否有廠商間聯合漲價的行為。 
公平會亦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下帶動的紙漿上漲，導致工業用紙、紙箱價格跟著

上揚，主管機關雖尚未發現廠商間聯合行為的明確事證，但是已立案調查中；尤其將

工業用紙、紙箱列為持續關注、立案調查的重點項目。

本研究之進行，正處於此時全球疫情以及後疫情時代經濟復甦的時刻。在此大背

景下，以下摘要數點建議，敬供我國公平會之法制、競爭政策與執法作為時參考：

(一) 環保與數位議題在管制思考上可結合匯流(一) 環保與數位議題在管制思考上可結合匯流
公平交易法之解釋與運用，應可考量永續與數位創新的趨勢。從數位化來看，為

了達到零排放或碳中和，所以整個造紙廠雖是傳統產業可是非常數位化的一個產業。

銷售部分特別是工業用紙，包裝設計要怎麼跟電商結合；環保部份最近零排放、碳中

和，其中溫室氣體的排放是走在所有產業的尖端，要設法降低碳排放，這是目前的共

同目標。

(二) 短期需先關注數位趨勢即將衍生之競爭法議題(二) 短期需先關注數位趨勢即將衍生之競爭法議題
公平交易法不外乎獨占、聯合、限制競爭，工業用紙要成為獨占不容易，但數位

可能會加強市場控制率，可能就有濫用市場獨占地位，有公平交易法第20條違反之可
16 同前註。
1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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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數位時代，若可掌控數位資訊等流量是否為一致性行為，這屬於直接證據還是間

接證據，應個案判斷。目前紙業上中下游建置系統，若上游對中下游建立這種依賴的

建置系統，是否有公平交易法25條所謂優勢地位濫用問題，也值得特別關注。目前我
國紙業數位化尚處於初級階段，未來衍生的商業模式與合作方式，最應在短期內加以

追蹤注意。

(三) 中長期考慮發布與數位與永續議題相關之指導性方針(三) 中長期考慮發布與數位與永續議題相關之指導性方針
如日本公平會對於循環社會之基本法發表指引，或如歐洲的荷蘭競爭法主管當局

ACM是該領域最具創新精神的主管部門之一，發佈了針對永續性發展協議的修訂指南
草案，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這樣做的部門。或者至少，如英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在其

擬議的2020/2021年度計畫中表示，「我們積極與廣泛的利益相關者合作，包括企業、
非政府組織 (NGO) 和其他競爭管理機構，以加深我們對任何會阻止企業和非政府組
織參與永續發展協議因素的理解。」作為過渡步驟，CMA正在研究較為深入的政策文
件，希望可以幫助他們駕馭現有的競爭法框架。目前還在研究，應用競爭法的現有方

式，可能遇到的的任何實質性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案，以確保競爭法不會成為永續

性協議的不必要障礙。CMA 另外還發布了一份政策文件，列出企業和產業協會在制
訂永續發展協議時應考慮的關鍵重點。但是該文件沒有達到荷蘭所頒布的指導方針的

程度。但至少具有與產業的非正式溝通。

(四) 創新法規沙盒(四) 創新法規沙盒
如希臘競爭法當局面對數位化與永續轉型之趨勢，建議1.創建競爭法永續性「沙

盒」，市場參與者可以在其中合作開展永續的商業項目，並採取一定程度的競爭保護

措施，以及2.建立一個「諮詢小組」，這個諮詢小組將由來自不同監管機構的專家組
成，他們可以就永續發展相關的措施，提供非正式的建議。

(五) 合作執法機制之精進(五) 合作執法機制之精進
在數位化與環保時代，建議競爭法主管機關應向其他政府單位進行競爭倡議工作

及強調機關間合作之重要性。管制手段可與競爭執法「相輔相成」，以促進數位市場

之競爭，而機關間知識分享是達成此一目標的主要方法。共識要點也強調國際合作的

重要性，透過國際論壇對數位經濟之討論及經驗分享，可建立國際間一致的競爭執法

標準，使跨國企業有所遵循而避免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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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is the oldest sustainable recycling industry in the world. 
It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polluting and resource-intensive industries. This industry accounts 
for up to one third of the world's timber harvest and severely damage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aced with the two major international trends in the era of digitalis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traditional paper industry must undergo a drastic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diversify its activities to adapt to the new economic model.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e-commerce platform economy, industrial paper manufacturers 
have developed high-value paper grades and boards, switched to electronic devices and 
expanded their e-commerce capabilities. In the digital era, industrial paper companies 
often enter into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strategic alliances to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refor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industrial paper is concentrated and 
product homogeneity is high, and there are incentives for joint behaviour. Based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paper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sian 
countries and my country in the era of digit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is 
research captures the important issu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on law, and through 
the inventory and analysis of this research, the international assist captures the entrusted 
agency to set the handling principles for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paper fi eld and the competition law regulations. Finally, we 
will introduce the countries' consideration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regulations 
in the industrial paper industry to the enforcement of competition law in my country in the 
era of digit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ffectively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ference 
framework for law enforcement, fair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rights.

Keywords：Industrial paper, digitization, sustainability, competition law, OECD, European 
Union, Green New Deal, recycling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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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服務競爭市場法制之研究—

以我國長期照顧服務為例

蔡璧竹
*

摘要

我國長期照顧服務法於2017年實施，開放營利事業投入長照服務產業，並自2018
年起推動長照特約制度，透過長照給付支付基準明訂各項服務項目價額，嘗試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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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價額的方式，吸引更多服務提供者投入長照產業。長照2.0推動後，確實使我國長
照服務提供量和服務涵蓋率皆有明顯成長，然而在長久以來定位為社會福利服務的長

期照顧服務產業導入市場競爭機爭，亦引發諸多法律爭議，例如長照服務單位為招攬

照顧服務員，提供類似傳銷手法之人力招募獎金，又如部分照顧勞動合作社假合作社

之名、行勞動剝削之實等案例，均顯示社會福利服務與競爭法制交錯部分，實有探究

之價值與必要。

本研究將自我國社會福利政策及法制面切入，以案例研究為主軸，爬梳我國長期

照顧服務制度發展沿革、轉折及其現況，並著眼於長期照顧服務法和長期照顧十年計

畫2.0架構下，仿效全民健康保險機制推動「長照特約制度」後，如何影響從來被定性
為社會福利服務的長期照顧服務產業，透過評析現行長照政策開放競爭後逐漸浮出檯

面的相關法律爭議，歸納具高度公益性的社會福利服務管制市場與競爭法制交錯之相

關議題，最後提出本文見解和政策建議。

關鍵字關鍵字：長期照顧、社會福利服務、市場化、不公平競爭、多層次傳銷

一、前言

當代福利國家在民主主義發展下，隨著人民權利意識高漲，國家給付行政持續

擴張並逐漸嵌入人民生活各個環節；社會福利給付預算，普遍佔據各國財政相當大

比重，政府成為許多商品服務的大買家（big buyer），對國家總體經濟之影響不容小
覷，同時持續擴張的社會給付也對政府財政造成偌大壓力，當社會給付支出逐漸觸及

國家能力極限之際，迫使政府需積極改進行政效率，例如採行公私協力模式，或是開

放福利市場競爭以提升福利市場效率等，均屬常見。

我國長期照顧服務法於2017年正式實施，開放營利事業投入長照服務體系，並自
2018年起推動長照特約制度，透過長照給付支付基準明訂各項服務項目價額，嘗試以
提高給付價額的方式，吸引更多服務提供者投入長照產業。

然而長照服務體系導入市場競爭後，也引發諸多法律爭議，例如長照服務單位

為招攬照顧服務員，提供類似傳銷手法之人力招募獎金，造成長照服務單位間的惡性

競爭；又如部分照顧勞動合作社異軍崛起，也出現假合作之名行勞動剝削之實的偽裝

合作社，或政府招標資格要件導致排除照顧勞動合作社公平參與競爭等，構成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爭議。此外，線上長照人力媒合平台興起，因不受長照服務管制規範，

使其相較於合法立案長照機構具有競爭優勢；又如長照A單位兼具需求評估者與服務
提供者身分，球員兼裁判的角色定位，無法全然排除服務提供者創造需求之疑慮；最

後，國家透過長照特約機制強制特約單位提供居服員高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薪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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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措施，恐有動搖長照服務市場交易秩序之潛在疑慮。基此，本文主要著眼於長期

照顧服務法和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以下稱長照2.0）架構下，透過長照特約及給付
支付機制導入部分市場競爭機制後，對於長久以來被歸類為社會福利服務的長照產業

帶來何種影響，並以我國長照服務準市場開放競爭後，實務上發生的具體法律爭議事

件為例，探討社會福利服務管制市場與競爭法制交錯下的相關重要議題。

二、社會福利服務政策之範圍與發展

社會福利的定義、內涵與範圍，係隨著社會與政治環境變遷而改變的概念，其

可能是一套具體的福利制度，也可能是抽象的價值觀念，並依不同社會文化背景而有

不同的意義與理解。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三章第四節社會安全規定人民工作權、勞工及

農民保護政策、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婦女兒童福利政策，以及衛生保健事業及公

醫制度等，具體勾勒出我國憲法定義下的社會福利範疇，至少包含社會促進、社會

保險、社會救助等。但國際最廣泛援引的社會安全概念則可溯至1952年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第102號「社會安全公約」（Social Security 
Convention）1

，依據公約內容社會安全係當社會成員的社會風險實現時，所提供的公

共給付或措施，並設定9項社會安全給付最低標準，包括：醫療照護、疾病給付、失
業給付、老年給付、職業災害給付、家庭給付、生育津貼、失能給付及遺屬給付等。

國家為實現社會國原則，可採取多種手段，社會安全制度為其中一種選項，學者郭明

政曾指出社會安全制度係「為因應社會風險所產生的短缺現象，所為的公共給付」
2
，

或有更進一步描述社會風險內容認為，「社會安全所指為對個人或家庭因生老病死傷

殘等社會風險所造成之危害，以集體力量採行補償與預防措施」
3
。社會安全制度下涵

括各種社會福利服務，並以可發揮一定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功能為特徵，社會
連帶乃強調社會成員間的「互助意願」，其不僅是形成社會安全制度之基礎，更是社

會安全制度所欲表彰的精神。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則將社會福利定義為：保護個人及其家屬之社會政策，協助其達成充實的
生活，並使社會與經濟工作運作更有效率

4
。依據歐盟定義，社會福利服務（social 

services）對於改善生活品質及提供社會保護扮演關鍵角色，其內容主要包括：社會安
全、職業訓練、社會住宅、兒童照護、長期照顧以及社會支持服務等；這些服務對於

1 C102, Social Security (Minimum Standards) Convention, 1952 (No. 102).
2 郭明政，社會安全制度與社會法，台北：翰蘆，127（1997）。
3 郝鳳鳴，「社會法之性質及其法體系中之定位」，中正法學集刊，第10期，7
（2003）。

4 OECD, Social and welfare issues, https://www.oecd.org/social/ (latest view: 202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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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歐盟社會、經濟及地域融合、就業率、社會融合及經濟成長等目標，具有相當重

要意義
5
。

另一方面，社會福利服務係以需求為導向，進行社會資源分配，提供陷於生活困

頓個人及其家庭需求之滿足，進而穩固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及促進社會正義
（social justice）。服務供給部分，則可分成4部分，包括：（1）非正式部門：以具有
血緣關係之親屬、鄉里或鄰里之支持性體系為主；（2）志願服務部門：以非營利組
織、宗教慈善組織、支持性互助團體為主；（3）商業部門：透過經濟市場所提供的
福利財貨或服務；以及（4）政府法定部門：國家建構的各種滿足福利需求制度或政
策等

6
。

觀察臺灣的社會福利民營化與市場化歷程，1960年代社會福利服務多以個案委託
方式委由民間提供，直到1994年內政部頒訂「政府委託民間辦理殘障福利服務實施要
點」後，方揭開社會福利民營化時代的序幕；然由於社會福利服務的特殊性，考量服

務使用者恐會受經濟和地理弱勢影響，為確保服務品質，社會福利服務民營化的對象

多以非追求利潤為目的之公益性組織或機構為限，且以方案委託和補助模式居多
7
。在

國家委託和補助模式下，政府對於服務對象、服務內容與價額、提供方式等皆有極高

形成權，並透過評鑑機制控管服務品質；但如此一來，社會福利服務的內涵、供給方

式和服務輸送等，皆受國家既定框架嚴格限制，欠缺創新且較難快速回應社會需求。

加上隨著社會人口結構變遷，福利需求不斷擴張，由政府擔任主要供給者的社會福利

服務體系也逐漸出現侷限性。

（一）社會福利市場化與準市場（一）社會福利市場化與準市場

追溯社會福利市場化的歷史軌跡，重要的轉折乃發生於1940年與1980年代。1930
年代社會福利領域開始出現政府失靈的情形，加上1940年代國家任務擴張，過多的國
家任務更導致政府服務效率不彰，加劇了政府失靈危機，此時，在社會福利領域導入

市場競爭以提升效率遂被視為解決方案，因而在政府與社會福利服務提供者間發展出

「務實的夥伴關係」(pragmatic partnership)，「競爭」被視為是強化社會福利領域「增
加選擇權」及「提升品質」的關鍵，此時倡議者認為：「國家需要儘可能地，開放各

種服務提供者投入公共服務市場競爭，以提供更好的服務
8
」。

5 European Commission, Employment, Social Affairs & Inclusion, https://ec.europa.eu/
social/main.jsp?catId=794&langId=en, (latest view: 2021/10/14).

6 王正，我國社會福利資源整合與合理化之研究，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研究，2、30
（2007）。

7 林淑馨，「社會福利民營化與市場化：以日本介護保險制度為例」，公共行政學
報，第58期，92 (2020)。

8 Georgina Brewis et al., “Transformational Moments in Social Welfare: What Role for 
Voluntary Action?”,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Policy Press, 11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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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期，新自由主義（the neo-liberalism）者批判福利國家效率不彰，再
次強力倡導理性且有效的「市場模式」才是拯救國家經濟的解方，如1980年代興起的
「新公共管理」理論，即以活用包括解除管制、民營化、公私協力等市場機制，導入

競爭來達到降低成本與提升服務品質之目的
9
。然而社會福利領域乃與人民基本生存

需求緊密關聯，具一定公益性，因此國家對於社會福利市場仍透過價格限定、市場准

入或退場機制、品質監管等措施來維持高度管制，形成有別於傳統自由市場的準市場

(quasi-market)概念。
隨著1980年至1990年代社會福利改革發展出社會照顧準市場理論，雖然某程度解

決公部門效率不彰問題，卻也使得社會工作從業者的熱情遭受嚴重打擊，並開始出現

選擇權不平等，或形成有條件選擇權，甚至被動選擇等問題。例如當時英國民間團體

對於強化政府管制之呼籲不絕於耳，主張照顧福利市場化的最終結果是非正式照顧者

承擔更多責任且加重其負荷
10
。

例如在英國，學者即指出2010年代國家與社會福利的關係猶如「對立的合作」
(antagonistic collaboration)，在小政府思維下意味著最小限度的需求滿足，壓縮社會福
利相關預算，加上開放多元服務提供者進入市場，藉由部分競爭來提升效率，此次與

1940年福利國家轉型不同，論者多認為是國家責任的後退(abdicating responsibility)。
延續1940年改革效應，2010年社會福利的典範移轉再次重挫了社會福利工作者的熱
情，同時影響接受服務者及其非正式照顧者之權益；然而與1940年不同的是，2010年
社會福利再次導入市場化競爭，對社會福利需求者帶來更大的衝擊，因為相較於1940
年代，此時社會已更為分裂與極化(polarised)，針對誰應負擔最終照顧責任也欠缺社會
共識，導致國家與社會福利界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務實夥伴關係失其存續基礎，取而代

之的是相互懷疑和對立
11
。在此討論脈絡下，2021年的臺灣社會也同樣面臨社會極化

現象加劇的危機
12
，因此如何在各項社福政策與公平競爭效率之間取得平衡，乃社福

領域開放競爭成功與否的關鍵，並且有待社會投入更多的關注和討論。

（二）社會福利開放競爭之爭議（二）社會福利開放競爭之爭議

社會福利領域導入市場競爭遭遇最大的爭議即是「社會福利服務商品化」適當性

的激辯。在保守（Conservative）和社會民主福利（Social democratic）國家體制下，
強調國家主義與家庭主義，或透過普遍主義以政治力量去除對市場依賴，達成「去商

品化」（de-commodifi cation），即透過國家提供的福利和服務來促進社會凝聚。相對

9 林淑馨，同註7，90(2020)。
10 Georgina Brewis et al., supra note 8, 118（2021）.
11 Georgina Brewis et al., supra note 8, 118（2021）.
12 孫迺翊，「2 0 1 9年憲法發展回顧」，臺大法學論叢，第4 9卷特刊，1 5 1 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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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自由體制則由市場扮演核心角色，家庭與國家皆是邊際性的，其形成社會凝聚

的主要方式以個人為中心，即靠個人在市場獲取福利和服務，對於福利服務的去商品

化要求較低。其後隨著全球化和全球經濟發展，福利國家在1980年代開始轉型朝向新
自由主義路徑挪移，以自由化與解除國家管制並以勞動市場和工資彈性化作為經濟衰

退和失業問題的解方，1990年代中期以來迄今的社會投資（social investment）典範，
強調積極性社會政策所具備的長期社會投資效果，包括家庭政策、積極市場政策及教

育
13
。

反對社會福利服務商品化者的主要論點乃在於該類服務之高度公益性，抗拒商業

化追逐利潤的經營理念滲入社會福利體系，例如提升給付價額營造競爭環境、引入接

受服務者反饋機制等。社福界對於開放社會福利服務市場競爭的擔憂與批判多集中於

「是否與大型企業無法區分」、「付出高額管理費及行政人事成本」，及「過於重視

花俏的品牌行銷」等，然而諷刺的是，此些特點恰好是公部門導入「競爭市場」最主

要的特色
14
。除此之外，對許多人來說，難以接受的還有社會福利服務市場化，隱含

利用社會最脆弱群體的需求創造營收所帶來的悖德感，所謂社會最脆弱的群體，包含

照護工作者及照顧服務對象
15
。

另一方面，社會福利領域的傳統商品與服務提供者多為非營利組織團體，開放市

場後加入以利益為導向的服務經營模式，對傳統社福服務提供者和個別福利工作人員

皆帶來衝擊。例如研究對於社福團體代表進行訪談，其表示：「我不認為透過社會福

利獲取利益是可行的，我強烈反對企業與公部門簽訂契約提供社會福利服務。政府應

直接聘僱社會工作者，並提供適當的薪資和勞動條件；以住宿式照護服務為例，國家

任務外包造成服務人員交通費被刪減等情形，據我所知有太多人經營護理之家而累積

巨額財富，這是不道德的，我們不應容忍此種現象。目前國家的社會福利預算已經縮

減到極致，在這樣的情況下，服務提供者所獲取的利潤不是透過犧牲服務品質降低成

本，就是剝削員工所換來的」
16
。實際上，市場競爭機制與社會福利並非互斥概念，

在準市場機制下，若可在導入競爭機制之同時，實施適當的監管措施，將有助於提升

服務供給效率、促進福利對象需求滿足，並可充實國內福利產業量能。

社會福利制度是發展社會連帶之基礎，也是社會共識的具體展現，從非市場競爭

轉型為準市場之部分競爭結構，對於傳統供給者、個別福利服務工作者及福利對象皆

將帶來的深遠影響，為確保社會福利服務產業在導入市場機制之際，能夠在維護永續

13 葉肅科，「社會經濟與社會福利：社會投資觀點的檢視與省思」，社區發展季
刊，第160期，98-99(2018)。

14 Georgina Brewis et al., supra note 8,114-115（2021）.
15 Georgina Brewis et al., supra note 8,115（2021）.
16 Georgina Brewis et al., supra note 8,115-11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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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公平原則下順利轉型，除必須落實社會溝通以凝聚社會共識之外，尤其還須強化

對於競爭市場公平性的監管，始得在各界共識基礎上，達成推動現代福利國家進化之

目的。

（三）準市場之定義與成功要件（三）準市場之定義與成功要件

1990年代英國學者Le Grand首次提出「準市場」(quasi-market)概念，其指出準市
場是相對於傳統市場機制而言，藉由在服務過程中導入競爭原理，使原本由國家提供

的獨占性服務體制改為競爭性獨立提供體制
17
。準市場與傳統市場主要在「供給者屬

性」、「交易媒介」與「市場參與者」三面向上有所差異。其中，交易媒介係指準市

場中之服務使用者並非以現金、貨幣進行交易，故無關使用者購買能力，而是以特定

目的作為分配原則；對於使用者而言，服務供給者包含公部門、營利組織、非營利組

織等，彼此間為了爭取購買者而存在競爭，因此「供給者與購買者分離」(provider-
purchaser split)是解釋準市場概念最典型的思考模式18

。另由於準市場流通商品與服務

之內容和品質關係社會福利或民眾健康，故需要代理人決定需求並強化監督其成效。

在準市場的供給者與購買者分離架構下，生產或供給主體並非政府部門，而是多元的

民間業者。另一方面，「服務購買者和費用支付者分離」亦為準市場概念運作重點，

即政府雖為費用支付者，卻非購買者；而轉換為使用者購買機制，藉由強化其選擇

權，讓服務使用者擺脫社會依存者角色形象；且一般認為，準市場概念可以克服「政

府失靈」和「市場失靈」所造成的困境
19
。

然而，社會福利服務準市場可否成功運作尚繫於5項要件20
，包括：(1)市場結構

轉換：市場由獨占轉為競爭，但為確保服務提供者數量以維持競爭狀態，需採取吸引

新服務提供者加入以及防止任意退出策略；(2)避免資訊不對稱：由於服務提供者掌
握較多資訊，容易產生「逆選擇」，所以應就準市場中的契約或廣告內容加以監督管

理；(3)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因素之應對：準市場結構較傳統市場複雜，因此從申請使
用服務到實際接受服務的過程中，有許多額外成本，另由於準市場通常受主管機關較

高程度管制，例如政策變動或法規修正等，皆可能導致市場原理呈現內在矛盾的不確

定性；(4)創造服務提供體系的公益性：相較於傳統市場供給者之追求利潤為動機，準
市場的供給者為爭取購買者（即政府）的認同，同時也會將追求使用者福利之提升納

入考量，而政府則需實施政策創造提升此類動機之誘因；(5)解決挑選個案問題：服務
提供者為增加經營利潤，會挑選對本身有利的服務使用者，而非真正需要服務者，如

17 Julian Le Grand & Will Bartlett, “Quasi-markets and social policy”, London, UK: 
Macmillan (1993).

18 Id. at 10 (1993).
19 林淑馨，同註7，97 (2020)。
20 林淑馨，同註7，9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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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來將產生吸脂效應(cream-skimming)問題21
；通常情形下，減免低所得者的費用負

擔，即可有效抑制吸脂效應，惟根據不同服務領域特性，仍有額外擬定應對措施之必

要，如長照服務的困難照顧個案或偏遠地區民眾等，皆需在制度上設計相關規範或提

供額外誘因，以防止挑選個案或吸脂效應之情形發生。

其次，學者歸納社會福利體系導入準市場機制後的成效，主要可透過4項標準加
以評價，包括

22
：(1)改善生產效率：由於福利服務領域的效率性主要著眼於資源的有

效分配，故準市場機制的成效可透過是否降低生產費用或服務輸送成本等面向來評

估；(2)增強回應性：準市場中存在多元商品與服務供給主體，應可回應福利使用者的
多元需求；(3)保障選擇性：透過強化福利使用者之選擇權，某程度上可刺激供給者提
供多樣化服務及提升品質；(4)確保公平性：由政府設定商品或服務的公訂價格及減免
中低收入者費用，以確保民生基本需求之滿足。對此，本文認為前述4項評估標準，
可分為「市場競爭指標」與「社會福利指標」兩類，其中「效率」和「回應」是市場

競爭指標，而「選擇」和「公平」則是社會福利指標。社會福利領域開放市場競爭之

初，應特別強調社會福利指標之確保，即通常透過政府措施介入市場，以維持社會福

利市場中福利對象的選擇權及給付公平性，使不致因導入市場競爭機制而侵蝕社會福

利之核心本質。同時，國家在此情形下採取高度介入措施來維繫準市場運作及整體福

利資源配置妥適性，亦因此獲得正當性。

觀察我國發展脈絡，臺灣最早且規模最大的社會福利服務準市場是1995年起實施
的全民健康保險，由中央全民健康保險署為單一保險人，與醫事服務機構簽訂特約提

供醫療保健服務，同時由主管機關實施監督管理措施。2017年司法院大法官針對全民
健康保險特約單位違約處置案憲法爭議，於釋字第753號作成合憲性解釋，大法官於
解釋理由書則指出：「鑑於全民健保資源有限，詐領醫療費用，將排擠據實提供醫療

服務者所得請領之數額，間接損及被保險人獲得醫療服務之數量及品質，並侵蝕全民

健保財務，致影響全民保費負擔，危及全民健保制度之健全發展。故有關停約及不予

支付之目的，在於預防及處置詐領醫療費用，以提供完善醫療服務，係為維護重要公

共利益，應屬正當」。由此可知，大法官認為涉及重要公共利益的社會福利服務準市

場，國家在符合法律保留等法制國家原則基礎下，採取較高強度的市場管制措施，仍

屬合憲範疇。

21 Thorbjorn Sejr Guul et al., “Quasi-Market Competition in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User 
Sorting and Cream-Skimming”,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ory, 31, 4, 741 
(2021).

22 林淑馨，「日本介護保險制度的準市場化：成果與課題」，政治科學論叢，第88
期，5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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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長期照顧服務競爭市場

我國於2017年6月3日正式實施長期照顧服務法，開放營利事業設立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並於翌年1月起推動長照服務特約與給付及支付制度，使多元服務提供者皆
可與地方政府簽訂特約提供長照服務，自此正式開啟長照服務市場競爭的序幕。實際

上，長期照顧服務法研擬過程中，針對是否開放營業者投入長照服務產業曾引發激烈

爭論，當時衛生福利部首長對此曾回應：「不是所有人都想吃陽春麵，如果有人想吃

牛肉麵，那我們也要給他」
23
。據此，似可看出我國長照服務發展策略，朝向適度引

入民間資源，創造多元選擇，且藉由導入市場競爭機制，區隔服務市場，以滿足不同

民眾需求之方面邁進。由於我國長照服務市場甫導入市場競爭機制不久，作為長照2.0
相對於長照1.0最主要的差異與政策亮點，其影響與成效，對於我國社會福利市場化有
高度關注價值和重要性。本文以下將先就長照服務基本定義，以及我國長照政策現況

進行簡要說明。

（一）長期照顧服務之定義與範圍（一）長期照顧服務之定義與範圍

長期照顧服務法第3條第1款規定，長期照顧係指對於身心失能持續已達或預期達
6個月以上者，依其個人或其照顧者之需要，所提供之生活支持、協助、社會參與、
照顧及相關之醫護服務。然而長期照顧服務之內涵與範圍界定，實屬不易，因其乃隨

著社會變遷而不斷發展變動，類型多元且幾乎涵括日常生活之所有面向，尤其需要醫

療、社會工作，甚至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之土木專業等跨專業間相互合作。此外，如

長照2.0給付及支付基準訂有家務協助(BA15)、代購或代領或代送服務(BA16)、安全看
視(BA18)及陪伴服務(BA20)等照顧組合；同時亦有口鼻抽吸(BA17a)、IADLs復能照
護—居家(CA01)等照顧組合，可見長照服務服務項目間之困難度與專業程度要求相距
甚大。

承上，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規定，長照服務可再區分為僅得由長照人員執行者，與

非長照人員亦得執行者兩大類，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18條第1項規定：「長照服務之
提供，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長照服務特定項目，應由長照人員為之」，所稱「長照

服務特定項目」可分為3類，包括：(1)長照機構針對長照服務需要者提供之身體照顧
服務、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家事服務、臨時住宿服務、住宿服務、醫事照護服務；(2)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提供之喘息服務；（3）長照需要之評估服務24

。

除了正面列舉各項服務方式劃定長照服務範圍外，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3條第2款
規定，尚可依服務對象是否為身心失能者，判定是否為長照服務，因此服務對象在長

23 「長照營利令人憂？蔣丙煌：有人想吃牛肉麵，也要給他」，ETtoday，https://
health.ettoday.net/news/601682（最後瀏覽日期：2021年11月14日）。

24 衛生福利部（107）年衛部顧字第1071960570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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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服務概念下，對於長照服務之判斷，仍有重要性。

如前所述，由於長照服務範圍甚廣，所以關於提供服務內容是否為長照服務之判

斷通常較為寬鬆，目前主管機關執行實務上係採客觀判斷，以服務對象是否為長期照

顧服務法之身心失能者為標準，輔以提供服務內容是否包含生活支持、協助、社會參

與及照顧等。前者在實務上，多係依地方政府長照中心之長照需要評估結果為斷，惟

亦非可推導為未經長照需要評估者，即一律否認其為長期照顧服務法定義下的身心失

能者，仍應綜合判斷之。舉例而言，地方政府查處未經許可設立而提供機構住宿式服

務者時，通常係依其收容對象特性與服務提供環境客觀判斷，例如該場所是否置有床

位、藥袋、尿布等日常生活用品等事實，認定是否有違法事實。

（二）長期照顧服務法與長照2.0（二）長期照顧服務法與長照2.0
我國長期照顧服務法自2017年6月3日實施，作為長期照顧服務體系之根本大法，

授權訂定9部子法規，一定程度整合分散於社政及衛政相關法規，建構位處生活照顧
服務和醫療照護服務間的新興綜合領域，一改過往長期照顧十年計畫1.0時期長期照顧
乃社會福利服務之形象，開放營利法人投入長期照顧產業，2018年公布實施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法人條例，確立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法人化方向。

長期照顧服務法第1條第1項揭示其立法目的，係為健全長期照顧服務體系，提
供長期照顧服務，確保照顧及支持服務品質，發展普及、多元及可負擔之服務，保障

接受服務者與照顧者之尊嚴及權益。我國現行長期照顧服務體系，係以「長照2.0計
畫」為基礎，建立以居家及社區服務為中心之連續性照顧網絡，並自2018年1月起實
施「長期照顧(照顧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及「長期照顧服務特約機制」，由地方政府與長照服務提供者
簽訂行政契約，以各類長照服務之提供為給付內容，而中央主管機關之衛生福利部則

透過政策擬定、經費撥付及訂定個別服務項目給付及支付之價額，實質掌控和監督整

體長照體系之運作；現行長照2.0制度下之長照服務提供法律關係，如圖1所示。相較
於此前長照1.0時期，中央主管機關直接決定個別服務項目之價額，並透過訂定「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長期照顧特約及費用支付作業要點」，更高程度地介入地方政

府和長照服務提供者間特約法律關係，實質上針對不予支付情形、支付價額扣減等行

政契約重要之點，具關鍵決定權限
25
。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8條規定，民眾向政府提出使用長照服務之申請，各地方政
府或地方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以下稱照管中心）進行長照需求評估，並依評估結果確

認個案長照需求等級及給付額度，再由照顧管理專員或個案管理員依長照需求等級和

25 衛生福利部109年10月23日修訂公告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長期照顧特約
及費用支付作業要點」第4點第2項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與長照提供者
簽訂前項契約，應將本要點納為契約書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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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需求，與長照需求個案及其照顧者共同討論照顧計畫（care plan），照顧計畫經
地方政府核定後，主要將由照管中心照會轄內適當的特約長照服務單位及各類長照資

源，從長照需求評估、擬定照顧計畫、照會特約服務單位，到實際提供服務，平均所

需時間約14日。長照需求個案使用服務，需與個別特約長照服務單位簽訂「長照服務
提供契約」，該服務提供契約應屬私法契約，故長照服務提供者和長照需求者間存在

私法上契約關係。若長照服務提供單位為履行服務契約，或有不完全給付、加害給付

等情形發生時，對於長照需求個案所生損害，應循民事訴訟程序救濟之。至於中央主

管機關之衛生福利部在長照服務體系中的主要任務，則是透過政策擬定、經費撥付及

訂定個別服務項目給付及支付之價額，實質掌控和監督整體長照體系之運作。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繪製

圖1　長照2.0下之長照服務提供法律關係

（三）長期照顧服務單位特約機制（三）長期照顧服務單位特約機制

現行長期照顧服務體系，係以2017年起推動的「長照2.0計畫」為基礎，建立以
居家及社區服務為中心之連續性照顧網絡，加上2018年1月起實施「長期照顧(照顧服
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 
」及「長期照顧服務特約機制」，有意願加入長照2.0服務體系的各類服務提供者可向
地方政府申請簽訂行政契約，成為特約長照服務單位後，即得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所

訂各項長照服務。

地方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負責評估及核定長照需求者之長照需求等級，再透過

「照會」特約服務單位與長照需求者連結供需雙方，並於特約服務單位完成服務後，

支付服務費用給服務提供者。而中央主管機關則主要負責擬定政策擬定、撥付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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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定期修訂長照給付支付基準，更新長照服務項目及其服務價格，實質掌控和監

督整體長照體系之運作。使臺灣公共長期照顧服務體系由傳統補助模式轉為特約模

式，重塑長期照顧服務體系中國家、服務提供者、服務需求者間之法律關係，與外籍

家庭看護工和自費市場（如個人看護
26
）形成多軌併行之照顧網絡。

在此架構下，中央主管機關不僅對個別服務項目之價額有決定性影響力，並透

過「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長期照顧特約及費用支付作業要點」（以下稱特約要

點），更高程度地介入地方政府和長照服務提供者間特約法律關係，實質上對於契約

雙方權利義務及違約處理等重要之點，具直接決定權限。總的來說，國家不僅接近片

面設定長照服務項目、內容及價額，更高程度地介入特約長照服務單位的經營內涵，

更透過長照特約契約條款，實質形塑特約單位與其所屬照顧服務員間的勞動契約關係

如薪資、轉場交通費等。

依據現行長照特約要點第1點規定，地方政府與長照服務單位間締結之契約乃定
性為「行政契約」。行政機關原則上對於其所欲達成之行政目標，享有選擇行為形式

之自由，惟行政契約與行政處分在諸多領域係屬於競爭與取代關係，行政契約締結之

目的在於替代行政處分，且契約當事人雙方之期待，係嗣後就同一事件不再使用行政

處分，而以夥伴形式的契約來形成雙方的權利義務關係
27
，意即行政契約之核心價值

係人民與行政機關立於對等契約當事人之地位，針對契約必要之點進行磋商，進而達

成締約合意。倘若行政契約成立之後，行政機關突然再使用被替代之行政處分來發

生、變更或消滅契約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恐將造成當事人間信賴上之突襲，不僅顯

失公平，亦違背雙方當初協議以契約形塑當事人間法律關係之合意基礎
28
。此點在社

會福利服務提供契約尤其必要，蓋國家係透過公私協力形式履踐其福利服務提供之任

務，自長照服務體系觀之，若公共長照服務之供給是建立在權利義務明顯偏向其中一

方當事人的「偽夥伴關係」之上，不但存在本質矛盾，更有削弱體系穩定性、降低服

務提供者投入長照產業意願，以及妨礙長照服務提供持續性等疑慮，實有再行通盤檢

討之必要。

26 長期照顧服務法第3條第8款規定：「個人看護：指以個人身分受僱，於失能者家
庭從事看護工作者。」；同法第64條第1項規定：「個人看護者，應接受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指定之訓練。」，復按第64條立法理由略以，對有酬勞之受僱個人看護
者，規定應受一定訓練，使其具有基本之衛生安全知能，俾受看護者有適當之保
障，亦較符合社會之期待。然而，長期照顧服務法實施迄今(109年12月)，中央主
管機關尚未公告個人看護之指定訓練。

27 林明鏘，「行政契約與行政處分—評最高行政法院八十八年度判字第三八三七號
判決」，臺大法學論叢，第33卷第1期，95（2004）。

28 林明鏘，同前註，128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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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長期照顧服務市場競爭現況（四）長期照顧服務市場競爭現況

目前臺灣長照服務市場可分為公共長照服務體系與自費長照服務市場兩部分，前

者在長照2.0準市場構造下，由國家扮演居家式及社區式長照服務購買者角色，透過長
照特約機制與給付支付基準來劃定服務提供者資格、服務項目與內容、服務提供方式

及服務價額等框架，搭配補助及獎勵等誘因，釋放給包含營利事業在內的民間服務提

供者承做，導入市場競爭機制來提升社會福利服務的經濟效益。根據2020年衛生福利
部於立法院進行「長照2.0執行現況及檢討」專案報告數據顯示，長照2.0實施以來，
各類長照服務資源皆有顯著成長，其中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原規劃4年內全國至少
布建3,827處ABC長照服務據點（469A-829B-2,529C），該目標於2018年已超前進度
達成，且截至2020年9月已布建9,702處（650A-5,903B-3,149C）29

。由此可知，長照

2.0透過開放營利事業投入，同時提高給付支付價額的方式，吸引民間服務提供者加
入公共長照服務體系之策略，已略見成效。同時，為確保長照服務之公共性，依據長

期照顧服務法規定，政府亦負有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與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42條）、實施長照機構評鑑（第39條）、長照特約單位管理（第32條之1）、設置陳
情、申訴及調處機制（第45條），以及對長照機構實施無預警檢查30

等監督管理措

施，來確保長照服務之公共性。

其次，在自費長照服務市場部分，目前主要包括住宿式長照服務、個人看護、外

籍家庭看護，及透過各類人力媒合機制提供的長照服務等，雖然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

規範意旨，自費長照服務市場中的各項服務亦應接受主管機關管制監督，然而現行實

務運作下，除住宿式長照服務機構外，其他如個人看護等長照服務，因多循私法契約

自由途徑，國家難以掌握整體服務提供狀況，亦不易介入服務品質之監督。

至於在對市場機制至為關鍵的服務定價部分，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35條第1項
規定，主管機關應參考地區所得、物價指數、服務品質等，提供長照機構收費參考資

訊；第2項規定，長照機構之收費項目及其金額，應報提供服務所在地之主管機關核
定，變更時亦同。復依同法第36條規定，長照機構收取費用，應開給載明收費項目
及金額之收據；且長照機構不得違反經核定之收費規定，超額或擅立項目收費

31
。基

29 衛生福利部，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10次全體委員會
議「長照2.0執行現況及檢討」專案報告，3 (2020)。

30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每年至少辦理一次不預先通知檢查，並結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之」。

31 長照機構未依第36條第1項規定開立收據者，按同法第55條規定應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又長照機構如有超額或擅立收費項
目之情形，則依第49條第2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
期令其退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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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實則長照服務市場之長照機構服務提供者，無論在公費或自費體系下，其收費項

目及金額均負有向主管機關申報之義務。然而長照機構收費標準如未依規定報主管機

關核定，卻未有相應法律效果。對照老人福利法第46條規定略以：「老人福利機構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令其於一個月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一、收費規定未依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

定報主管機關核定，或違反收費規定超收費用。」據此，長期照顧服務法未規定違反

收費標準核備義務之法律效果，應係立法疏漏致其淪為訓示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6月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第8條之1，明定長照服務使用者
付費原則；依據第8條之1第2項及第3項規定：「民眾使用長照服務，應依前項核定之
長照服務給付額度自行負擔一定比率或金額。長照特約單位應依前項規定向長照服務

使用者收取應自行負擔之長照服務給付額度比率或金額，不得減免。」本條並附有罰

則規範，同法第49條第1項規定，長照特約單位違反第8條之1第3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追收擅自減免之費用。按立法說明指出，基
於長照資源合理利用原則，並考量長照服務給付之公平性及效率性，明定民眾使用長

照服務，應自行負擔一定比率或金額之服務費用，以避免長照服務特約單位削價競

爭，導致長照服務資源濫用或服務品質低落等負面效應，並維持長照服務體系之公平

競爭。

四、長期照顧服務與公平競爭法制之交錯

長期照顧服務法及長照2.0開放營利事業設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後，政策上希望透
過市場競爭提高服務提供效率，達成建構普及且可負擔長照體系之目的。然而社會福

利領域首次導入市場競爭機制，對服務提供者與長照需求者而言皆須經歷觀念改革與

適應過渡期，例如服務提供者彼此間競爭關係削弱整合與合作意願、欠缺品質檢核機

制或有效性不足，以及長照需求者資訊落差導致使用者選擇權名不符實等
32
。長照2.0

作為臺灣第2個長照政策十年計畫，實施迄今已進入第6年，本文以下將著眼於長照2.0
涉及公平競爭法制爭議之實際案例，包括長照機構以多層次傳銷形式招募居服員、照

顧勞動合作社在長照體系的定位與面臨困境、新興長照人力媒合平台、A單位球員兼
裁判，以及行政指導訂定居服員優於勞動基準法之薪資保障等，分別進行說明。

（一）居家服務單位招募人才與多層次傳銷（一）居家服務單位招募人才與多層次傳銷

1. 實例概說
喜樂園長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喜樂園公司)自2019年起陸續於臺北市、桃園

市、臺中市、嘉義縣(市)等地區皆設立居家長照服務機構，並與地方政府簽訂特約後
32 李佩芳、鄭清霞，「臺灣社區整合照顧的經驗與挑戰：以健康照護專業服務為
例」，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第23卷第2期，214-21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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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務。由於長照服務市場屬於服務項目與價格皆受政府高度管制之準市場，因

此營利事業欲從長照體系中賺取利潤，最可行的方式是提高服務案量，但是長照服

務乃人力密集產業，如此一來導致長照人力更加供不應求，各類長照機構紛紛展開人

力爭奪戰。在此脈絡下，喜樂園公司於2020年間召開多場徵才說明會，主打「一起聯
盟行銷幫助這個社會、一起分潤創造更多資源去佈施」口號，並透過設置介紹獎金機

制
33
，將公司照顧服務人力劃分為居服員、居服督導、店經理等，宣稱居服員每月收

入最高可達新臺幣6萬元、居服督導8萬元，若招募居服員達一定人數，則可擔任店經
理，每月收入最高可達10萬元。喜樂園公司在居家照顧服務員爭奪紅海中異軍突起，
吸引許多照顧服務員加入。

此外，喜樂園公司公告「里民長照就業輔導回饋專案」，透過地方里長協助宣

傳，使居服員加入該公司團隊，或透過介紹居服員提供服務即可賺取回饋金
34
。雖然

喜樂園公司後否認其有制定回饋方案或結合里長吸引居服員加入服務提供團隊之行

為，但對於曾經實施長照服務直銷推廣策略一事，則並未爭執。本案係長照2.0開放營
利事業投入服務提供之後，首次涉及商業宣傳形式正當性之爭議，造成長照服務產業

界一陣譁然，喜樂園公司亦多次遭檢舉係非法長照經主管機關輔導後，表明已禁止長

照宣傳及取消介紹居服員獎金之傳銷推廣制度。

2. 爭點分析
(1) 以類似傳銷方式宣傳長照廣告之適法性？

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29條規定，長照機構始得為長照服務之廣告，又長期照顧
服務法僅規定長照廣告內容，以第29條第2項各款所定事項為限，但未明定廣告宣傳
方式，只有立法說明提及，長照廣告之方式包含書面、廣播、電視及網際網路等。對

照醫療法第9條規定，本法所稱醫療廣告，係指利用傳播媒體或其他方法，宣傳醫療
業務，以達招徠患者為醫療目的之行為；並參照衛生福利部2016年作成函釋，針對醫
療法第86條第7款「以不當方式為宣傳」之範圍，釋示包含：以優惠、團購、直銷、
消費券、預付費用、贈送療程或針劑等意圖促銷之醫療廣告宣傳

35
。由此可知，醫療

廣告規範較長照廣告更為嚴謹，其理由在於「醫療行為與消費行為有別」之命題，且

醫療服務具高度公益性，醫療資源應依實際需求加以分配，故而以廣告方式創造或促

33 喜樂園長照股份有限公司徵才說明會中表明居服員收入來源包含直接收入與間接
收入兩類：直接收入為提供居家照顧服務，每小時220-260元。間接收入為介紹居
服員參與服務，介紹1-4人者，其介紹者實際提供服務每小時可抽成12元；介紹5-9
人者，其介紹者實際提供服務每小時可抽成16元；介紹10人以上，其介紹者實際
提供服務每小時可抽成20元。

34 根據坊間廣告文宣，該方案宣稱成功介紹5名居服員以上，且實際提供服務者，每
月可獲得回饋金1萬4千元至3萬5千元。

35 105年衛部醫字第1051667434號解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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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醫療需求於正當性有所欠缺。傳統長照服務係根植於社會福利領域，國家對於服務

供給與需求皆高度介入，更於近年方導入市場競爭機制，是以近年來才陸續出現以不

當形式宣傳推銷長照服務相關爭議。

本文以為，雖按現行長期照顧服務法、相關主管機關及司法實務見解
36
，長照服

務應屬消費者保護法所定消費行為，惟長照服務與醫療服務仍具部分可類比性，且同

樣為重要民生基礎服務資源，且目前以稅收制布建長照服務體系，雖長期照顧服務法

明定使用者付費原則，但服務使用者部分負擔比率上限僅為服務費用的16%，無法完
全杜絕服務資源濫用情形，因此若對於內容不當之長照廣告毫無管制，除可能創造長

照需求、造成國家資源浪費外，更恐阻礙我國長照服務體系之健全發展。

(2) 喜樂園居服員招募獎金及分潤機制是否為多層次傳銷？
多層次傳銷(multilevel marketing)係透過層級化組織來強化銷售管道的商業行銷方

式，在臺灣發展已逾30年，為我國重要行銷通路類型之一。依據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條定義，多層次傳銷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而建立多層次之組織架構，並藉由
該組織架構所形成之人際網絡以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傳銷事業訂定行銷計畫，利

用傳銷商的「人際關係」網絡結合獎金制度，建立多層級組織網，來推廣、銷售商品

或服務，並將縮短行銷通路所節省的費用回饋予消費者及宣傳者，常見者如發放銷售

商品或服務之佣金，或是介紹他人參加之傭金。此種行銷方式因可透過人際關係快速

擴展，且傳銷商易因獎金報酬之引誘而為不理性交易，故經常衍生嚴重之經濟與社會

問題，而有訂立專法管制之必要
37
。

我國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於2014年1月公告生效，於該法實施前，臺灣高等法院95
年上字第106號民事判決曾仔細描述多層次傳銷契約為：「由不同層級的銷售人員與
多層次傳銷事業訂立傳銷契約，由參加人給付多層次傳銷事業或一定代價，而取得推

廣、銷售該事業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並因參加人自行銷售商品或勞

務，或參加人所介紹之人銷售商品或勞務而對多層次傳銷事業取得佣金、獎金或其他

經濟利益之契約」。因此多層次傳銷契約法律關係通常可分為直銷商與直銷事業體之

間的參加契約、直銷商與一般消費者之間的民事契約兩部分來探討
38
。現行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除了採取報備制
39
、業務檢查等管制措施之外，同時明文禁止經營「變質多

36 如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8年原上字第5號判決、臺北地方法院107年醫簡上字第3號
民事判決、新竹地方法院107年消字第6號民事判決、新北地方法院106重訴字第
453號民事判決、基隆地方法院105年基醫小字第1號民事判決、桃園地方法院103
年訴字第1782號民事判決、臺北地方法院101年訴字第2635號民事判決等。

37 李禮仲，「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解析」，萬國法律，第210期，19（2016）。
38 陳冠甫，「淺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調處機制比較與檢討」，萬國法律，第207
期，95（2016）。

39 包括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的「實施報備」，以及實施後欲停止傳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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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傳銷」，即俗稱老鼠會
40
，並以刑罰作為嚇阻手段。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8條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使其傳銷商之收入來源以合理
市價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為主，不得以介紹他人參加為主要收入來源。該條文乃沿

襲原公平交易法第23條規範而來，其立法理由指出：「多層次傳銷事業如使其傳銷商
之主要來源收入，係來自於介紹他人參加，則其後參加之傳銷商必因無法覓得足夠之

人頭而遭經濟上損失，但發起或領導推動之人則毫無風險、徒獲暴利，並造成嚴重之

社會問題，爰明文加以禁止。」對此，論者有認為倘過份偏重「後參加之傳銷商無法

覓得足夠之人頭而遭經濟上損失」，將無法正確理解禁止變質多層次傳銷之目的；基

此主張，變質多層次傳銷的認定應採廣義解釋，認為重點乃在於傳銷制度本係「銷售

商品或服務之方式」，所以傳銷事業應在其佣金制度上促使傳銷商回歸銷售之本旨，

而非淪為介紹人頭參加，但無實際銷售(或不重視銷售)之金錢遊戲，主管機關有稱之
為或商品虛化

41
之情形，此時傳銷商的銷售已非著重商品或服務本身之價值，而構成

變質多層次傳銷
42
。

依據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變質多層次傳銷行為人應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且
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自其違反效果可知，變質多層次傳銷在法律上的違法
性評價是相當嚴重的，故認定上宜慎重為之。依據我國規範變質多層次傳銷之主要規

範，可知其具備2項特徵：(1)非使傳銷商「以合理市價」43
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為

者，應於停止前以書面向主管機關報備並予公告；此等報備義務係基於管理所必
要之強制性義務，違反者將受到新臺幣十萬至五百萬元不等之行政裁罰，並尤以
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之報備最為重要。吳秀明、沈麗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制的新紀元」，月旦法學雜誌，第231期，180（2014）。

40 我國一般俗稱為「老鼠會」或「獵人頭」；美、加、英、澳等國一般稱之為「金
字塔銷售」(Pyramid Schemes/Pyramid Selling Schemes)；在歐洲有稱為「滾雪球制
度」(Snowball Systems; Schneeballsystem)；日本稱為「無線連鎖會」或「老鼠會」
(Rat Club)。詳參吳秀明、沈麗玉，同前註，185-186（2014）。

41 公平交易委員會(90)公處字第114號處分指出：「按以多層次傳銷方式推廣或銷售
勞務，其正當性應在於勞務之確實提供及使用。反之，即可能淪為以形式上之勞
務交易，構成『商品虛化』，做為遂行介紹他人加入之幌子。故勞務之提供及使
用情形，應為判斷傳銷行為是否將淪為以介紹他人加入為主之重要指標。」但學
說多數認為「商品虛化」理論乃增加法律適用不確定性，判斷上極易流於主觀，
欠缺預見可能性。參考陳一銘、唐玉盈，「禁止變質多層次傳銷之實務問題」，
全國律師，第23:12期，107-108（2019）。

42 陳一銘、唐玉盈，同前註，97-98（2019）。
43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第6條：「本法第十八條所稱合理市價之判斷原則如
下：一、市場有同類競爭商品或服務者，得以國內外市場相同或同類商品或服務
之售價、品質為主要之參考依據，輔以比較多層次傳銷事業與非多層次傳銷事業
行銷相同或同類商品或服務之獲利率，以及考量特別技術及服務水準等因素，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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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收入來源；(2)使傳銷商「以介紹他人參加為主要收入來源」。又此兩項特徵應合
併觀察。再者，廖義男教授進一步指出，合法多層次傳銷應符合兩項義務，包含一項

「作為義務」即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使其傳銷商收入來源以合理市價推廣、銷售商品或

服務為主，以及一項「不作為義務」，即多層次傳銷事業不得使其傳銷商以介紹他人

參加為主要收入來源，此二者互為表裡且有因果關係
44
。

長照服務產業開放競爭，可以預見如喜樂園公司般遊走於管制規範灰色地帶的

案例將愈來愈多。例如民間團體代表曾指出：「政府認為促進居服單位競爭，不是壞

事，但目前長照服務單位的市場並不夠透明，消費者難以判斷誰的服務比較好，居服

員和督導員經常跳槽至另一個單位後，就把手中的個案也一併轉過去」
45
，由此即可

看出，由於我國長照人力本即吃緊，長照產業競爭愈發白熱化之後，在服務單位間出

現若干「搶人大戰」的惡性競爭。對此論者曾指出：「廣設B單位後，造成到處搶照
顧服務員、搶個案的狀況，居服單位會用加薪或老鼠會等方式，吸引居服員帶更多同

事跳槽，使得居服單位的人員流動性升高；在個案爭取上，居服單位也建立村里長介

紹個案抽成的機制，來增加自己的案量」
46
。

在喜樂園招募居服員獎金案例中，長照機構將人力劃分為居服員、居服督導與店

經理等3類，並以介紹他人參與且實際提供服務之獎金計算佣金，形式上應屬傳銷事
業向行銷商發放之「組織獎金」，即指將下線傳銷商之銷售業績，拆分一定比例分享

給上線傳銷商，故實質上，該筆佣金本質上仍屬銷售商品所賺取之利益，而非單純介

紹他人參加的佣金
47
。

據此，喜樂園長照機構採取發放組織獎金方式吸引居服員加入公司，並規劃多

層級組織以介紹人數計算可獲得佣金數額，應屬多層次傳銷行為。依據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6條於開始實施行為前，應向主管機關報備；未於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向主
管機關報備者，主管機關得依同法第32條限期令停止營業、改正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並得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又報備並不等於合法，傳銷事業
雖應據實申報，惟該報備資料僅供參考，並無任何類似認證之功能；故傳銷事業報備

後，期所從事之行為是否合法，仍應就個案情形認定
48
。

合判斷之。(第1項)本法第十八條所稱主要之認定，以百分之五十為判定標準之參
考，再依個案是否屬蓄意違法、受害層面及程度等實際狀況合理認定」。

44 廖義男，「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評析」，法令月刊，第64卷第9期，126
（2013）。

45 簡鈺璇，「2020求變的時代 黎世宏：長照2.0求快求有未來成隱憂」，2020年2月
17日，創新照顧，https://www.ankecare.com/2020/17717 (最終瀏覽日：2021年11月5
日)。

46 簡鈺璇，同前註 (最終瀏覽日：2021年11月5日)。
47 陳一銘、唐玉盈，同註38，114-115（2019）。
48 吳秀明、沈麗玉，同註36，18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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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本案多層次傳銷行為是否構成變質多層次傳銷，則應以「合理市價」及介紹

他人參加是否為「主要收入」兩要件來判斷，首先喜樂園長照機構的主要銷售內容是

「居家照顧服務」，且其定價之每小時220-260元，符合主管機關所訂長照服務給付及
支付基準價額；另介紹其他居服員加入組織可獲得獎金部分，係按其下線居服員實際

服務時數，依其介紹總人數每小時分潤12-20元；僅就居服員整體收入比例上觀察，
介紹費佣金似未構成傳銷商的主要收入來源，又對公司而言，仍係以推廣服務內容本

身為營運重點。然而有疑慮的是，倘若居服員之傳銷商本身無須實際提供服務，而僅

以介紹佣金累積作為主要收入，則愈後加入的居服員傳銷商，即愈陷於不利之境地，

則似有悖離多層次傳銷事業發揮組織獎金，是希望藉由發揮組織力量，由上線傳銷商

輔導甫加入的下線傳銷商進行銷售，包含傳授技巧、陪同服務等
49
，以強化上下線結

合、共同創造組織利益之目的，乃至淪為坐享其成。

另一方面，本案爭議亦顯示出長期照顧服務法針對「長照廣告」之規範密度不

足，由於長期照顧服務法第29條僅明文限定長照廣告之主體及廣告內容；相對於醫療
法針對醫療廣告定義、廣告主體、廣告內容，以及廣告方式等皆定有明文。其中醫

療法第86條第7款規定「醫療廣告不得以不正當方法為宣傳」，所謂「不正當宣傳方
法」，根據主管機關及司法實務見解，乃包含「以多層次傳銷或仲介方式，且未經主

管機關核備」
50
。醫療廣告應予高度管制之理由在於療業務非屬營利事業，有別於一

般商品，不得有以不正當方式招攬病人就醫、刺激或創造醫療需求等情形，為使民眾

之醫療服務品質獲得保障，適當規範廣告刊登之內容，自有其必要
51
。

基此，由於長照服務與醫療服務乃具備部分可類比性
52
，長期照顧服務法和其給

付支付法制規範也相當程度參考自醫療體系；由於長照服務本質上具高度公益性質，

尤其在導入市場競爭機制後，為維護其社會福利核心價值，未來在立法論上或可評估

參考醫療法新增相關規範之可行性，以強化服務品質管控並確保長照需求者之權益。

49 陳一銘、唐玉盈，同註38，115（2019）。
50 如臺北地方法院於110 年度簡字第 104 號判決曾指出：「所稱不正當方法，指公開
宣稱就醫及贈送各種形式之禮品等情形，以多層次傳銷或仲介方式，未經主管機
關核備，擅自派員外出辦理義診，巡迴醫療，健康檢查或勞工體檢等情形或宣傳
優惠付款方式等，是以，醫療機構如利用特定的看診病人，向不特定人宣稱折扣
方案，就是一種公開宣稱的表現。⋯又以套餐優惠、贈雷射1堂、儲值5萬送3,500
等具有意圖促銷之醫療廣告宣傳，屬醫療法第86條第7款所稱之不正當方式」。

51 詳見臺北地方法院於110年度簡字第104號判決。
52 例如長照1.0時期的衛政三項服務，即居家護理、居家復健和喘息服務，長照2.0給
付支付基準中的復能服務，以及長期照顧服務法第8條第3項所定「醫事照護之長
照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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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照顧勞動合作社（二）照顧勞動合作社

1. 實例說明
由於長期照顧服務屬於高度勞力密集產業，為因應不斷擴張長照需求，首要之務

是確保長照人力供應，所以吸引人才、產業投入長照領域，是長照2.0的重要目標之
一。因此透過社會經濟分配正義理念的合作社模式，讓每位照顧服務員都成為「照老

闆」，遂成為因應策略之一，試圖藉由合作社經營模式，強化照顧服務員專業形象，

進而扭轉長久以來長照人員職涯發展誘因不足之刻板印象
53
。按我國長照特約服務單

位性質統計數據顯示，照顧勞動合作社於數量上有顯著成長；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

全國勞動合作社提供長照居家服務之家數，自2018年之23家，成長至2019年之53家，
其所屬社員擔任居家照顧服務員人數，亦從825人（平均每家勞動合作社有26位居服
員），增加至2,235人（平均每家勞動合作社有42為居服員），增加近3倍；營運狀況
部分，2019年部分勞動合作社向政府申報長照服務費用逾5千萬元54

；由此可知，照顧

勞動合作社已逐漸在長照2.0服務提供體系占有一席之地。
但由於合作社事業享有稅賦優惠，且其與照顧服務員社員間屬於「合作關係」，

而無須負擔雇主義務，故而近年也出現部分偽合作社糾紛。2020年11月桃園市祥暉勞
動合作社遭指控承接國軍桃園總醫院「國防部軍醫局團體班照顧服務員勞務委外」

案，卻有偽造服務人員專業證照、苛刻所屬照顧服務員情事，其前員工向媒體揭露其

工作內容：「平均每日工作12至16小時，曾連續工作36小時無加班費」，另有照顧
服務員執行業務時受傷，始驚覺公司未為其投保勞工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

55
，顯見該

照顧勞動合作社與其照顧服務員，針對其間法律關係似仍未有共識，扭曲合作社之

本質。後續立法院於同年12月2日邀請衛生福利部進行「長照機構勞動權益」專案報
告，立法委員提出質詢略以：「合作社本來是一個自我互助系統，但進入照顧密集度

高的職場，很難以合作社型態運作，因為其中還有許多監督指揮等指派業務…許多單

位改設合作社後，因為合作社免稅，還可以逃脫很多勞雇關係規定…假合作社之名，

行真聘僱之實，進行勞動剝削…照顧服務員超時工作，又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包括

加班費…現在他們都用合作社承攬你們
56
的業務，這個問題會愈來愈嚴重，請你們審

慎監督你們的承攬單位」
57
。此外，同年6月監察院針對長照2.0提出109內正0020號糾

53 蘇淑貞，「臺灣長期照顧產業發展發向初探—以合作社模式為例」，社區發展季
刊，第160期，206（2017）。

54 監察院，109內正0020糾正案文調查報告，18（2020）。
55 鏡週刊，黑心長照詐公帑系列報導，2020年11月3日，https://www.mirrormedia.mg/

story/20201102inv003/(最後瀏覽日：2021年10月15日)。
56 此指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57 立法院公報，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15次全體委員會
議委員會紀錄，109卷102期，77-79（2020）。



社會福利服務競爭市場法制之研究—以我國長期照顧服務為例 407

正案，指出有關長照服務之勞動合作社是否適用勞動基準法，以及所屬社員擔任居家

照服員實際工作時數合理性等問題，相關部會尚未建立協調合作機制
58
，核有疏失。

社員係合作社所有者、經營者、使用者及結餘分配者，合作社由社員共同出資經

營，與社員具「合作關係」，此乃合作社基本理念。在照顧勞動合作社部分，我國長

照業務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2021年3月公告「直轄市、縣(市)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
契約書參考範本」，明定特約長照服務單位之義務，其中第17條第2項第3款針對合作
社設置長照人員訂有特別規範：「合作社設置之長照人員屬非具僱傭關係之社員，合

作社應輔導其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以所屬投保單位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

險。另應為其投保公共意外險及團體意外險，保障內容應包含傷害、失能及死亡等項

目。其保障不得低於以相同報酬參加職業災害保險者」。此外，勞動合作社與其他長

照特約單位相同，有關長照人員之工資、工時、休息、休假、例假日或國定假日等勞

動條件，應符合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規規定；另不得與長照人員約定，每月固定拋棄

一定比例或金額之工資作為捐款。

由上可知，衛生福利部認可照顧勞動合作社作為特約長照服務單位，且照顧勞動

合作社與其長照人員社員之間，不一定存在民法上僱傭關係；所謂僱傭契約，依據民

法第482條規定，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
給付報酬之契約。而勞動基準法所定勞動契約，則依該法第2條第6款規定，指約定勞
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且應適用勞動基準法所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及其他強制

性規定。

據此，我國長照主管機關對於承做公共長照服務之照顧勞動合作社，雖認同基於

合作社模式特殊性，肯定合作社與社員間存在不具僱傭關係之類型，然而為強化長照

人員權益保障，則依特約規範課與合作社「應輔導」社員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

險之義務，惟是否需由合作社為投保單位，則尚未臻明確。其次，社員之長照人員的

工資、工時與休假等勞動條件，亦應符合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規規定。如此一來，由

於個別長照服務單位對於特約條款的磋商能力甚微，導致實際上主管機關透過長照特

約條款創設與強行法相同內容之契約義務，事實上擴張勞動基準法適用範圍，且限縮

了合作社法人自治空間。縱使前述特約長照服務契約書範本中明定：「應依『勞動契

約認定指導原則』及『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相關規定檢視契約關係，不得有

假承攬真僱用之情事，以避免不當損害勞工之勞動權益」
59
，惟實務執行上僅得依據

具體個案事後判斷，對於長照人員社員之權益保障有限，且反使長照人員之社員的身

分定性更加晦澀難辨。

58 監察院，109內正0020糾正案文調查報告，18-19（2020）。
59 衛生福利部110年3月17日修訂「直轄市、縣(市)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契約書參考
範本」第17條第2項第3款第5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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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花蓮第二照顧勞動合作社」判決評析
2019年花蓮第二照顧勞動合作社(以下稱花蓮二顧合作社)與退輔會所屬臺北榮

民總醫院玉里分院(以下稱北榮玉里分院)，因承攬照顧服務業務所生糾紛備受社會關
注。花蓮二顧合作社與北榮玉里分院成立照顧服務勞務承攬契約，其後北榮玉里分

院以該合作社違反採購契約約定，未為所屬102名照服員投保社會保險為由，拒絕給
付契約價額。合作社則主張其與照服員之社員為合作關係，並非勞雇關係，事實上無

法擔任投保單位為照服員投保勞健保，強調北榮玉里分院於系爭契約成立之初，即應

對合作社性質有認識，後復以其未替居服員投保社會保險為由，拒絕給付勞務提供對

價，並無理由且該勞務承攬契約所設限制，自始即使照顧勞動合作社陷於不利的締約

條件地位。

對此，法院判決認為花蓮二顧合作社未為投保單位，替其社員照服員投保勞健

保，有違約事實，北榮玉里分院不需給付勞健保費與勞退金，僅需付30餘萬元營業
稅

60
。其中，法院於108年度訴字第84號民事判決指出：「原告雖為合作社組織，但

實務上仍可為其社員參加勞工保險，且事實上確有以自身為雇主為具其社員身分之團

體照服員投保勞工保險之可能。另系爭照服員社員雖以工會為投保單位投保勞健保，

且由原告為照服員繳納勞保費，但此支出僅系讓該等照服員毋庸自行負擔其等本應負

擔之自付額，其性質屬對該等照服員之員工福利支出，與法定雇主負擔類似要繳予國

家稅收之性質迥然不同」。針對此見解，民間乃有不同意見，例如台灣合作事業發展

基金會則主張，合作社係由社員基於人格平等原則，共同出資、共同經營並共同承擔

盈虧之法人團體，其性質特殊，不應與一般企業同一判斷；又為利社務之推動，社員

大會乃制定相關規章，由全體社員共同遵守，若將之解為合作社對社員有指揮監督權

力，而社員具有從屬性，似有所偏誤
61
。

由此可知，我國法院於司法實務上較少針對合作社組織之特殊性進行論述或給予

特殊考量，例如本案判決中法院即依據投標文件與勞務採購契約確已明定應為照服員

投保社會保險等義務條款，判決認定花蓮二顧合作社主張無理由。然而，本文認為在

此案件事實下，還可進一步思考的是，系爭投標或契約條件，是否對合作社法人構成

客觀上不利條件，因與其「合作關係」本質有所扞格，使得合作社相較於其他競爭廠

商而言，處於較不利的地位；甚至排除照顧勞動合作社參與競爭之機會，構成顯失公

平行為，對合作社業者形成不當壓抑，使其無法從事效能競爭，進而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顯失公平行為，而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62
。

60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84號民事判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
第345號民事判決。

61 錢金瑞，「當前勞動合作社經營問題探討」，合作社事業報導，第98期，27-32
（2017）。

62 何之邁，公平交易法要義，初版，信利印製有限公司，167-16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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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結
2021年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第32條之2第1項規定：「長照特約單位應為所僱長照

人員，依勞工保險條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就業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法

及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及全民健

康保險，並按月提繳退休金」，以及同條第2項規定：「長照特約單位應確保其長照
人員之勞動條件符合勞動有關法規」，更明定長照特約單位所僱長照人員之勞動和社

會安全保障條件，同時增訂罰則規範，修正第48條之1：「長照特約單位違反第32條
之2規定者，依違反各該法律規定處罰，經處罰仍未依規定辦理者，得停止派案；情
節重大者，並得終止特約」。

前述2021年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部分特約單位管理條款，採取較為特殊的立法
模式，由法律直接訂定長照特約機制中的行政契約內容，導致長照特約單位為其所屬

長照人員投保相關社會保險成為法定義務，使其立於行政契約當事人理論上應享有的

契約內容磋商空間縮減至零；另外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條文規定，事實上擴大勞動基

準法適用範圍，強制要求長照特約單位至少應符合勞動基準法所定勞動條件水準。此

種立法模式，除造成法律間相互援引之體系混亂外，且有侵蝕行政契約核心內涵之疑

慮，造成實際上不存在特約相對人可得協商之空間，使得長照體系中的國家高權更加

明顯；此外，亦不利於多元服務提供者投入長照產業，而有違背長照2.0建置多元服務
體系以呼應長照需求多元性之初衷，例如對照顧勞動合作社可能形成自始不利的競爭

條件，且終將危及其自治與民主本質。

承上所述，我國長照2.0特約機制下，強制參與公共長照服務提供之勞動合作社必
須為其居服員之社員投保相關社會保險，雖可藉此確保其所屬居服員之社會保障和勞

動權益，避免「偽合作社」假合作之名、行勞動剝削之實，然而此便利性管理措施卻

未能妥當考量合作社組織的核心內涵，恐扼殺照顧勞動合作社在長照2.0競爭體系中的
生存空間。此現象恰好彰顯政府高度介入長照服務體系市場，可能導致的扭曲競爭效

應，為健全長照服務市場競爭結構，國家管制措施必須更加謹慎，並保留一定彈性空

間，方可確保多元長照服務提供者之公平競爭。

（三）長照人力媒合平台與長照廣告（三）長照人力媒合平台與長照廣告

正如前所述，長照2.0特約機制架構下，長照服務機構與特約單位受到來自國家的
高度管制。長照人力媒合平台如係規避法定義務，實際上從事屬於事前許可制的長照

服務機構服務，則可能在平台業者與立案長照服務機構間形成不公平競爭。

1. 實例說明
目前臺灣長照服務自費市場存在數個數位平台業者，為有長照需求之民眾及個

別欲發揮零工經濟的長照服務人員提供媒介服務。以本文所欲探討的優照護平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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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依其網站公開資訊
63
可知，其所媒合的照護人員皆需符合專業訓練資格，包含護

理師、護士
64
、照顧服務員、物理治療人員、職能治療人員、藝術輔療師等，且工作

項目與長照2.0給支付基準之照顧服務組合高度重疊65
，每位照服員服務時間最少3小

時，單一長照人員所服務的時數上限為18小時，若有24小時照護需求，則可由2-3人輪
流照顧。

長照人員提交資格證明文件，經過平台面談審核與APP使用教學且參與說明會
後，通過審核者即可在平台業者開發應用程式上設定其工作項目、可服務時間與地

區、經歷、語言能力等基本資訊。長照人員收到使用者的預約請求後，可選擇接受或

拒絕，過程中並可透過平台與使用者溝通照護事宜，但長照人員不得私下與使用者電

話聯繫。當長照人員於指定的時間地點提供服務時，皆須以APP進行簽到及簽退，平
台也會利用GPS追蹤功能稽核長照人員出缺勤紀錄，服務完畢後長照人員將收到使用
者的評價，成為未來使用者媒合時參考的基準，累積一定數量低評價的訂單，平台將

會收取該些訂單照護費用的一定比例作為罰款
66
。

每筆訂單的服務費用係按「服務時數×每小時收費（平台定價）＋交通費（長

照人員自訂）」計算，每小時收費價額是依長照人員經歷、專業證照、評價記錄、接

受或取消訂單之記錄、執行照護服務之簽到簽退紀錄等因素進行調整，交通費則由長

照人員依實際需求自訂，並經平台審核通過後生效。所有費用由平台代收代付，並

收取訂單照護費用一定比率作為服務費用，此費用開立的發票名目為「平台資訊服務

費」，故最後照服員收到的結算金額為訂單照護費用扣除平台服務費用，於結算週期

匯入照服員所設銀行帳戶。

在服務使用者端，長照需求者於APP應用程式中註冊登入使用者帳號，填寫長照
需求對象資料並驗證信用卡後，即可依照需要的服務時間、地點、工作項目搜尋合適

的照服員。送出預約後，長照人員於2小時內若接受預約，使用者再於2小時內以信用
卡線上付款，即完成預約；如在付款後若須取消訂單，則須依照距離服務之天數，支

付「取消訂單違約金」
67
。

63 優照護官方網站，https://ucarer.tw/help/topic/15 （最後瀏覽日：2021/10/20）。
64 護理師護士具備護理師證照或護士證照，工作項目包含基本護理（注射、抽血、
灌腸、傷口護理、尿管護理、衛教、照顧技術指導、導尿）、換氣切管、造廔口
護理、更換管路（更換鼻胃管、存留導尿管）、抽痰。同前註（最後瀏覽日：
2021/10/20）。

65 例如生活照顧（安全維護、穿脫衣物、身體清潔、大小便處理、小量灌腸(浣腸)、
協助進食、用藥安全、移位、翻身擺位、拍背、簡易按摩、被動關節運動、就醫
服務、陪伴服務）、家事服務（陪同外出、環境清潔、備餐）、代購物品、鼻胃
管灌食等。

66 同註63（最後瀏覽日：2021/10/20）。
67 同註63（最後瀏覽日：202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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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平台、使用者與長照人員的三方關係中，平台業者不斷強調其僅提供媒合

服務，不保證能媒合成功，亦對長照人員無指揮監督關係，其契約外觀上看似媒介居

間行為，由平台作為居間人斡旋至使用者與照服員訂立契約為止。然而，服務使用者

所繳付的費用應非契約成立後對居間人的報酬，而是平台代收代付的照護服務對價，

且居間人縱使促使委託人與第三人訂立契約，也不積極介入兩者間契約內容的自主決

定。但從平台的運作觀之，長照人員與使用者間契約的內容多由平台決定，並可透使

用者評價制度調整登錄長照人員的時薪待遇，此外，服務過程中如有可歸責於長照服

員事由導致使用者要求退費時，平台都有最終決定權。基此，平台似乎並非僅提供資

訊彙整交流服務，甚至與其登錄長照人員間存在某程度指揮監督關係，惟其間究屬僱

傭法律關係、承攬法律關係，抑或學說尚熱烈討論中的「準勞工」法律關係？亦是相

當重要的議題，但非本文探討重點且囿於篇幅，僅得留待未來另行探討。

2. 「優照護」訴願案
臺北市政府於2018年查認優照護公司架設網站及其於臉書（Facebook）專頁所為

廣告內容，違反長期照顧服務法第29條第1項非長照機構不得為長照廣告之規定，遂
依同法第51條第2項裁處書處新臺幣1萬元罰鍰。優照護公司不服並於2019年1月24日
提起訴願。

(1) 訴願人主張
本案平台業者主張其為「第三方預約照護平台」，主要業務為提供有居家看護需

求家庭即時、透明及專業之「預約媒合服務」，符合「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因應平台經

濟發展法規調適參考原則」規定，透過網路達成媒合與傳遞、接收相關「長照服務資

訊」者，且其所媒合的服務提供者，皆為依相關法令得提供照護服務之專業人員。強

調平台未涉入使用者與照護人員間之照護契約，僅係獨立第三人，單純於網路媒體上

提供及彙整照護供應與需求等訊息，供照護業者及民眾使用
68
。

其次，長期照顧服務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皆未定義「長照服務之廣告」，屬「不

確定法律概念」，與其規範要件相似者為醫療法第84條規定，應得類推適用；故「長
照服務之廣告」，除客觀上須有「利用傳播媒體或其他方法」外，尚應審酌主觀上有

「為自己之計算、宣傳長照服務以達招徠民眾前往營業處所接受長照服務為目的」，

並非提供資訊述及長照服務者，即為長期照顧服務法第29條規定之規範對象。又自衛
星廣播電視法第2條第11款、長期照顧服務法第1條及第3條第1款規定可知，長期照顧
服務法第29條規定，係指行銷或宣傳長照服務之影像、聲音及其相關文字，訴願人係
宣傳告知民眾得使用訴願人經營之預約照護平台服務解決照護需求，非宣傳長照服

務，且行銷「平台服務內容」與行銷「提供照護服務」係屬二事，原處分機關解釋法

68 衛生福利部衛部法字第1080005710號訴願決定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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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顯有違法
69
。

(2) 機關答辯
訴願人未依法事先申請主管機關取得長照機構設立許可，顯非長期照顧服務法規

定之長照機構；又長期照顧服務法雖未對「廣告」加以定義，然依教育部重編國語辭

典修訂本所載，「廣告」係指「經由平面、電子、數位、戶外媒體等傳播平台，將商

品或服務訊息、政治理念、公益倡導，傳播給消費者或閱聽大眾」。本案訴願人於網

路平台介紹居家看護、居家照顧、短期照護及喘息服務，並針對各種需求提供不同服

務資訊，如照顧服務員可提供服務項目為生活照顧、家事服務、代購物品及鼻胃管灌

食等照護服務，並公告收費資訊，且於臉書專頁亦揭示相關資訊等行為，足認訴願人

係從事廣告行為，又長期照顧服務法對「廣告」之定義，與醫療法第9條規定迥異，
應不得類推適用

70
。

(3) 主要爭點與訴願決定
本案主要爭點在於，平台透過網路達成媒合與傳遞、接收長照服務供需相關資

訊之行為，究僅是「平台資訊服務」抑或是已構成「長照服務提供」？如僅為資訊服

務，則下一階層問題就是該資訊服務之目的、形式與內容是否該當長照服務法第29條
「長照廣告」？反之，若其媒合長照供需之行為已構成「長照服務提供」本身，可能

違反非長照機構不得提供長照服務之規定，其透過數位媒介提供長照服務資訊之行為

是否構成長照廣告，即成為附帶議題。

針對本案所涉爭點，訴願機關指出為健全長照服務體系提供長照服務，確保照顧

及支持服務品質，發展普及、多元及可負擔之服務，保障接受服務者與照顧者之尊嚴

及權益，非長照機構不得以書面、廣播、電視及網際網路等方式為長照服務之廣告。

據此，依訴願人架設網站及提供資訊內容等整體表現綜合研判，已涉及長照服務之提

供、項目及長照機構之服務內容等事項，且訴願人亦有刊登提供長照人員之服務資

訊，核為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長照服務內容之廣告，原處分自應予以維持
71
。此外，

按系爭服務合約書記載，足認訴願人對與其簽約之照護人員有進行審核、簽到退管

理，認定是否確實提供長照服務，並有權決定是否給付照護人員照護費用、單方逕行

取消照護人員資格等管理作為，且對照護人員實際所提供之長照服務，按照護人員與

照護對象另簽訂之各筆服務契約訂單金額多寡再抽取20%費用等情事，尚非單純預約
媒合、代收代付收費

72
。

就平台的實際運作模式以觀，其對服務內容及價額之形成皆有決定性影響力，且

69 衛生福利部衛部法字第1080005710號訴願決定書，3-4。
70 衛生福利部衛部法字第1080005710號訴願決定書，5。
71 衛生福利部衛部法字第1080005710號訴願決定書，7。
72 衛生福利部衛部法字第1080005710號訴願決定書，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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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營收乃按每筆服務交易抽成計算，而非一次性的資訊處理及上架費用；再者平台對

登錄長照人員提供服務的地點、時間等均透過APP和GPS加以控管，長照人員如有違
規或評價過低情形，平台得採取調降服務費用或予以除名等實質管理權限。據此，本

案平台業者提供服務之本質乃「派遣長照人員至案家提供照護服務」，故仍屬整體長

照服務提供之一部分，而非僅是其所聲稱之資訊服務
73
。

3. 小結
數位化時代下，科技帶來許多創新商品與服務模式，甚至創造嶄新的市場，對於

傳統產業架構與勞動結構帶來巨大的衝擊，長照服務市場亦不例外。科技始終反映人

性，長照人力媒合平台的出現正映照出傳統長照服務體系連結服務較慢、無法回應多

元且臨時需求之缺憾，然而隨著平台經濟在長照產業的擴大與發展，也逐漸對國家長

照服務體系造成潛在威脅，例如長照機構人力流失、長照人員勞動保障不足等情形；

另一方面，由於長照服務需求者多為社會弱勢，因此長期照顧服務法乃採取高度管制

措施來監控服務品質，而長照人力媒合平台營運的目標客體係自費市場，此類服務媒

合平台的品質管控主要仰賴服務使用者評價回饋機制，但首先失能者是否具備反饋能

力已有疑慮，又倘發生照顧事故，以本案平台服務契約為例，平台業者將不負任何賠

償責任，服務使用者僅得向實際提供服務之長照人員請求賠償，易形成雙輸情況。再

者，縱觀長照人力媒合平台之營運模式與服務內容，實與居家式長照服務機構相差甚

微，但合法立案長照機構在長期照顧服務法規範架構下，須擔負相當多責任，包括對

內的長照人員訓練與勞動條件保障、對外照顧需求個案服務紀錄、需求評估調整等，

遑論其他繁重的行政義務；相對之下，長照人力平台業者則無須負擔相關法律義務，

導致其在服務市場中具備優勢競爭地位。

本文以為，依據優照護訴願案結果可知，主管機關認定是類平台營運模式事實上

已達長照服務經營者之程度，然而僅憑目前行政量能，欲管理龐大的自費市場仍力有

未逮，於是僅迂迴地以違反「長照廣告」規範加以裁處。然而，如此一來卻仍僅是迴

避「長照人力媒合平台是否應受長照服務規範架構涵蓋」之根本命題，終究無法規避

平台業者與居家服務長照機構間存在不公平競爭之矛盾與爭議，倘若持續採取放任態

度，則長久以往勢必將動搖長照服務體系之交易秩序。

（四）A單位個案管理球員兼裁判？（四）A單位個案管理球員兼裁判？
1. 實例說明 

長照2.0是以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為目標，期望建構貼近失能者在居家或社區

73 對於平臺只是媒合功能之說法的反駁也呈現在訴願書略以：平臺對其簽約之照護
人員有進行審核、簽到退管理，並有權決定是否給付照護人員照護費用、單方逕
行取消照護人員資格等管理作為，且對各筆契約訂單金額多寡再抽取20%費用，
非單純預約媒合、代收代付收費服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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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體系，使長照需求者在熟悉的居家或社區環境中接受服務，以降低其社會隔離

感；為此2017年實施的長照2.0乃以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即俗稱的長照ABC為核心
概念，連結不同規模的長照服務提供者，架構連續性服務提供體系。其中，A單位作
為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又稱為長照旗艦店，提供B、C單位督導和技術支援，依個案
多元照顧需求協調安排照顧資源，並定期進行服務品質管理追蹤，即時調整或修正照

顧服務計畫；B單位是複合型服務中心，專責提供各項長照服務，如居家服務、日間
照顧、家庭托顧、居家護理、喘息服務等，是實際提供長照服務之主力；C單位是巷
弄長照站負責提供社區參與、健康促進、共餐服務、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如具有量

能且符合照顧人力配置者，可再增加提供喘息服務。

直轄市、縣(市)政府每年會針對轄內ABC單位進行審查與核定，具體服務流程為
由A單位承接地方政府照管中心轉介的長照失能個案，並於接受派案後3天內進行家
訪，實地了解長照需求者及其家屬的照顧需求及居住環境，再依個案核定之給付額

度、問題清單，為失能者擬定照顧服務計畫(Care Plan)經照管中心照顧管理專員核定
後，連結該地區範圍內與其簽訂合作意向書的B單位提供長照服務，並定期進行服務
品質追蹤、受理服務資訊、申訴等事項，如下圖2。依據衛生福利部公告之「社區整
體照顧服務體系行政須知」規定：「A單位應秉持個案管理之核心，公平派案，以服
務使用者最佳利益為優先，派案時應給予個案充足的服務資訊、個案服務選擇意願優

先並考量欲派之B單位之量能予以派案，並公布派案情形，加強派案資訊透明化」74
。

另各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彈性調整。 
A單位在長照2.0體系中扮演守門員角色，除被動接受地方政府派案之外，也需要

主動發掘社區潛在長照需求者，並進行社區資源盤點，以有效率地提供長照需求者最

適切的服務。大部分地方政府採取市場自由機制，由案主自行選擇A單位，但部分縣
市則依行政區域劃定主責A單位，長照需求人口較多的區域即由人力較充足或本身兼
具B或C的A單位負責承接75

，以醫療院所A單位為例，從出院準備到長照服務、居家
醫療，即可能形成「一條龍」服務模式，提升服務提供效率並縮短長照服務進入個案

家中所需時程。

A單位個案管理機制的設計是長照2.0服務體系順利運作的關鍵，當初長照2.0政
策創設A單位個案管理任務的原因，即是考量隨著人口老化與社會結構變遷雙重影響
下，長照需求者人數必將大幅增加，舊制下由地方政府照管中心主責照顧管理任務之

模式，已經無法負荷日漸增加的案量，因此將承接傳統照管中心個案管理任務釋出由

74 衛生福利部「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計畫行政作業須知」108年6月12日修訂版，
5。

75 王美雯、張妏瑜，「從醫療實務者角度說明社區整體照護模式A單位執行之整合困
境與整合經驗」，長期照護雜誌，第24卷第2期，8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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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單位協助執行，以作為解決方案。然而，將向來屬於公部門權力的個案管理與派案
權限交由私部門A單位行使，也招致許多批評，其中尤以A單位對於其自身設立的B、
C單位給予優惠待遇或提供派案和行政上諸多便宜為最；因應長照業界對於A單位的
諸多批判，主管機關頒訂「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注意事項及派案原則」，且A單位應
至少每二年接受評鑑一次，惟依據評鑑結果僅分為優良、合格及待觀察3類76

，欠缺實

質淘汰機制。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公告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計畫行政作業須知

圖2　A單位服務流程

2. 爭點分析  
許多A單位本身另設有B單位，例如附設有居家服務單位的區域醫院申請擔任A

單位，在優先主責區域、時效及基本營運利潤成本等考量下，A單位在長照2.0服務市
場具備相當大的競爭優勢

77
。具體而言，首先是派案機制實際運作的道德危機，如派

案時優先將容易照顧的需求個案留給自身下設B單位，反之複雜或困難照顧個案則傾
向派給其他合作單位，在A單位設置服務單位以及其他與其簽署合作意向的服務單位
之間，有形成不公平競爭之疑慮。其次，由於A單位具有擬定與調整照顧服務計畫之
權限，為提升單位服務量以創造營收，可能會鼓勵服務使用者或其家屬將給付額度用

滿
78
，特別是無服務費用部分負擔的低收入戶個案，更無法透過使用者付費機制予以

76 衛生福利部公告「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評鑑作業程序參考範本」，108年5月2日
版。

77 王美雯、張妏瑜，同註75，86（2020）。
78 相同見解者可見聯合新聞網，「長照A個管師　陷2困境」，2021年3月1日，內文
指出：「許多A個管身分似乎又多了『業務』，因此撰寫個案服務計畫書時，『創
造單位最大利潤』成為最高原則，服務項目越多越好，設法將長照個案的『四包
錢』全都用完」，https://udn.com/news/story/7314/5284806 (最後瀏覽日:2021年1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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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和，長久以往恐造成國家資源之浪費、危及長照服務體系的永續性。

（五）居家照顧服務員最低薪資保障與扭曲競爭（五）居家照顧服務員最低薪資保障與扭曲競爭

1. 實例概說  
在長照2.0之給付支付與特約機制下，服務項目及其內容與價額，均由中央主管機

關訂定之，是可見其市場受到高度管制，參與長照2.0計畫之特約服務提供者無法透過
市場經濟自由定價反映服務成本，甚至其部分人力成本尚應符合主管機關所訂之高於

勞動基準法相關規範。

衛生福利部107年4月30日衛部顧字第1071960579號函：「有關居家照顧服務員之
薪資等勞動條件，請督導轄內長照服務提供單位依說明事項辦理…雇主對於居家照顧

服務員之薪資待遇，應符合下列原則：(一)採月薪制之全時居家照顧服務員，每月最
低薪資應至少達新臺幣(下同)3萬2,000元。(二)採時薪制之居家照顧服務員，每小時最
低薪資至少達200元，另轉場交通工時之每小時薪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140元)。(三)採
拆帳制居家照顧服務員，依全時人員換算每月所得，不得低於3萬2,000元；部分工時
之顧照顧服務員換算結果，不得低於第(二)點規定。…請輔導服務提供單位於6個月內
依上述說明調整薪資，嗣倘仍有服務提供單位未依特約契約規定給薪，可視情節輕重

據以終止特約或不予續約」。自從衛生福利部頒訂前開居服員薪資保障規定後，造成

不同類型長照機構間照顧服務員人力大量流向居家式機構之結果，社區式和住宿式長

照機構人力短缺情形漸趨嚴峻，導致部分長照機構與身心障礙機構陷入經營困境
79
。

2. 爭點分析
鑑於長照2.0以建構居家式、社區式長照服務為主之政策考量，主管機關陸續透

過提升服務價額、訂定特約單位聘僱居家照顧服務員最低薪資等方式，鼓勵服務提供

者投入居家服務資源、充實居家長照服務量能。然而，此種國家由上而下介入事業活

動，強制特約長照機構提供所僱居服員優於勞動基準法規範之薪資待遇之情形，不僅

提高居家服務單位的經營成本，同時也對其他類型機構的人力產生磁吸效應、加劇長

照人力流動，形成長照服務競爭市場之扭曲，可能造成限制競爭效果，長久以往恐不

利於長照服務體系之穩健發展和公平競爭體系之建置。

五、結論

隨著當代國家給付行政範圍不斷擴張，以政府為供給主體的社會福利服務體系的

極限逐漸顯露，加上高齡化浪潮帶來的人口結構變遷，傳統長照服務提供體系已無法

滿足人民需求。我國長照服務體系自2017年起導入部分競爭機制，期透過市場化提升
效率與服務品質，以滿足國人日益增加的多元長照需求，長照2.0推動迄今已逾計畫期
79 自由時報，「薪」情不佳 花蓮身障機構照服員紛離職，2021年5月11日，https://

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448031 (最終瀏覽日期:2021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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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一半，檢視其成果確實達到充實長照服務量能之效，惟於此同時長照服務市場競

爭在實務運作上也引發一些社會爭議，例如由於長照人力缺口始終未能填補，在市場

競爭機制下，長照機構間展開照顧服務員搶人大戰，部分服務單位也利用類似多層次

傳銷的商業經營模式，透過發放組織獎金來吸引照顧服務員加入，甚至造成長照服務

單位間的惡性競爭。其次，照顧勞動合作社因具備合作特質，而在長照服務競爭市場

中異軍崛起，然而政府透過長期照顧服務法及長照特約架構高度介入特約單位之內部

經營關係，雖可達成保障長照人員勞動權益之政策目標，運作上卻導致排除特定服務

提供者參與競爭之機會，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進而可能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另長照人力媒合線上平台興起，因不受長照服務管制規範，使
其相較於合法立案長照機構具有競爭優勢，此外，長照A單位兼具需求評估者與服務
提供者身分，球員兼裁判的角色定位，無法全然排除服務提供者創造需求之疑慮，最

後，國家透過長照特約機制強制特約單位提供居服員高於勞動基準法規範之薪資介入

措施，皆有動搖長照服務市場交易秩序之潛在疑慮。

本文問題意識乃在於社會福利服務領域導入競爭機制最終誰獲益？社會福利服

務因涉及人民基本日常生活所需，且其需求者多為社會弱勢團體，因此社會福利領域

導入市場競爭機制之後，應定期檢視其成效並進行調整。本以為社會福利競爭市場的

成效可分為代表市場競爭指標的「效率」和「回應」，以及代表社會福利核心指標的

「選擇」和「公平」4項標準來加以評估。基此，政府採取高度介入管制以確保準市
場運作公平性，雖可能導致扭曲市場競爭之效果，惟在相當範圍內仍具其正當性，只

是應正視對於受到不利影響的市場提供者給予補償，以維護該產業市場機制之正常運

作。其次，鑑於社會福利市場化本質上有其限制，研究文獻指出，健康照護導入競爭

機制，對於服務品質的影響仍是一體兩面，即同時帶來好處與壞處
80
。為達成社會福

利服務市場開放競爭所欲達成的效率提升和回應多元需求目的，仍須以落實服務使用

者「選擇權」為前提。據此，政府應特別考量服務對象之脆弱性，如採取相關措施以

強化服務對象的選擇權，否則福利市場競爭化即可能造成弱者愈弱的不利後果。舉例

而言，福利服務導入市場競爭之後可能導致城鄉差距擴大，在原民和偏鄉地區可能出

現供給不足或寡占的危機；若無法採取適當措施限制此外部效應，則可能削弱社會福

利市場開放競爭之正當性，進而侵害社會福利體系的永續性。

社會福利屬於國家給付行政，乃人民社會基本權之具體展現，觀察我國近年社會

基本權演進軌跡，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於2018年作成第766號大法官解釋，首次宣告受
到財產權保障的社會保險給付請求權，若兼受生存權保障則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學

者主張由此可以看出，一旦擺脫「授益性法規應尊重立法裁量」之思考上套索，則對

80 The Health Foundation, “Evidence scan: Competition in healthcare”, Evidence Centre on 
behalf of the Health Foundation,1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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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給付請求權的違憲審查也將順勢開展，縱使在此脈絡下，生存權只是微妙地扮演提

升審查密度的角色
81
；並進一步主張在具備「基礎生存所需之維護」、「對權力分立

無重大影響」，以及「無明顯財政資源重新配置需要」3項要件下，司法應積極對人
民之基本權主張有所回應

82
，換言之，關乎人民基礎生存所需之給付行政，亦應接受

司法審查，具體而言就資源分配、資格限制或管制措施等行政行為，進行在目的性、

必要性和比例性原則等檢驗。基此，社會福利服務開放競爭，同時應兼顧長照服務交

易市場之穩定性，並輔導傳統福利服務提供者適應市場競爭體制，以協助其儘速適應

市場競爭機制，並降低對於長照服務需求者社會基本權利之影響。

81 蔡維音，「社會基本權之釋義學重構」，成大法學，第41期，40-41（2021）。
82 蔡維音，同前註，4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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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government launched the 10-year long-term care 2.0 plan in 2017, and made the 
long-term care services system open to various providers. Subsequently, in order to attract 
services providers to join public long-term care 2.0 plan, the government introduce the long-
term care service providers contract system which enables various providers to execute 
contracts with the local authorities. After these years, there is an obvious growth of both the 
quantity of providers and long-term care service coverage in Taiwan. However, here are som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competitive quasi-market at the same time, and also introduce some 
legal disputes. For example, some providers use methods similar to multi-level marketing 
practices to recruit home services caregivers. Besides, some Pseudo-cooperatives appear 
which undermine principles of cooperatives, infringe worker’s rights and caused low quality 
of long-term care services. Such cases in practice not only go into legal grey zone but also 
undermine the sustainability of long-term care service system in Taiwa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ocial welfare policy and the legal issues, trying to analyze 
related issues interweave with the social welfare service competitive market and the fair trade 
Act. At last, this article will give som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long-term care quasi-market 
regulations of Taiwan .

Keywords: Long-Term Care,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marketisation, unfair competition, 
multilevel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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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不實廣告執法實務之評析

陳皓芸　劉姿汝　黃銘輝　杜怡靜
*

摘要

有關不實廣告之規範，除了公平交易法外，尚散見於其他個別行政領域之法令

中。目前實務上雖然依據「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進行分工，但個案中許多商

品、服務的特性，往往難以辨明是有否特別法規之適用。再者，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

規中關於不實廣告之規範，不論是實體法上的構成要件、抑或程序上的處理方式，亦

目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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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易委員會110年委託研究報告—我國不實廣告執法實務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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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差異，則於適用上是否會有規範競合或衝突？各主管機關間在執法上該如何為

協調與分工？均為值得探討之議題。

鑑於事業不實廣告行為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及消費者權益甚鉅，本研究擬藉由通

盤瞭解與評析各主管機關查處所轄不實廣告之相關法規、實務案例、推動策略、作法

與執法成效，並探討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其他主管機關對於不實廣告管轄分工之實務進

行，以作為未來公平交易委員會精進執法成效與落實機關間對於不實廣告之管轄分工

與合作之參考。

關鍵詞關鍵詞：不實廣告、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管轄分工、法條競合

一、前言

隨著商品與服務的多樣化、複雜化，不實廣告亦隨之與日俱增。關於不實廣告的

規範，除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為「公平法」）外，尚散見於其他事業法規中，如食

品、藥品廣告，即涉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藥事法」中與廣告相關的規定。

因此，於探討不實廣告執法時，必須先行釐清規範面上相關法律於適用上的優先次

序；另一方面，執行面上不同法律的主管機關間的協調與分工，亦是探討此議題時不

可或缺的切入點。

根據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為「公平會」）制定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下簡稱為「公平法第21條處理原則」）」
第15點第1項：「有關本法第二十一條案件，本會與其他主管機關依特別法優於普通
法原則予以分工」，亦即，關於不實廣告的執法立場，公平會係採取「先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後公平會」之執法原則。此外，公平會多年來亦積極與相關機關進行業務協

調，以與其他行政機關共同打擊不實廣告。然而，商品或服務難以一望即知有否特定

事業法規或公平法適用的情形，所在多有；再者，公平法與其他法規關於不實廣告的

規範，亦非全然一致，則於法規適用的層面上，是否發生競合？又於執行層面上，其

他主管機關就違反主管法規的不實廣告行為所為調查與處分的手法，是否有值得公平

會借鑑之處？就探討不實廣告的執法時，上述相互關連的議題，均有探討之必要。

鑑於不實廣告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及損害消費者權益甚鉅，為提升執法機關處理不

實廣告的效率，本研究擬整理與評析各主管機關查處不實廣告之規範與執法現況，並

分析公平會與其他主管機關間對於不實廣告管轄的分工，以作為未來公平會進一步欲

強化執法成效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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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主管機關對於不實廣告之執法現況分析

（一）各主管機關對於不實廣告相關法規規範（一）各主管機關對於不實廣告相關法規規範

本研究透過法務部所建置之全國法規資料庫
1
，盤點目前我國涉及不實廣告規範

的相關法規，整理如下表一。

【表一】各主管機關所轄不實廣告相關法規整理

主管機關 法律名稱 類型
相關
行政命令

相關條號

中央主管
機關：
衛生福利
部

地方主管
機關：
直轄市/
縣（市）
政府

藥事法 商品或服務之廣
告內容宣稱、暗
示或影射具醫療
效能者

藥物之標示及廣
告

〈藥事法施行細則〉 藥事法第65至70條、
91、92條

藥事法施行細則第47條

醫療器材管
理法

商品或服務之廣
告內容宣稱、暗
示或影射具醫療
效能者

醫療器材之標示
及廣告

〈醫療器材管理法施
行細則〉

醫療器材管理法第40、
41、42、45、46、65、
66條

醫療器材管理法施行細
則第23條

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

食品（包含於零
售市場階段之農
產品）之標示、
食品（包含農產
品、市售包裝糧
食）之廣告

〈食品及相關產品標
示宣傳廣告涉及不實
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
效能認定準則〉

〈不適合兒童長期食
用之食品廣告及促銷
管理辦法〉

〈嬰兒與較大嬰兒配
方食品廣告及促銷管
理辦法〉

〈食品衛生安全管理
系統驗證機構認證及
驗證管理辦法〉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8條第6項、28、45條

食品及相關產品標示宣
傳廣告涉及不實誇張易
生誤解或醫療效能認定
準則第3、4、5條

不適合兒童長期食用之
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
法第3條

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
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
第2、3、4、5、6條

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
驗證機構認證及驗證管
理辦法第18條

1 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https://law.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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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管理
條例

飲用水廣告 飲用水管理條例第28條
（飲用水之廣告與標
示，適用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

健康食品管
理法

健康食品標示及
廣告

健康食品管理法第6、
7、14、15、24條

化粧品衛生
安全管理法

化粧品標示及廣
告

〈化粧品標示宣傳廣
告涉及虛偽誇大或醫
療效能認定準則〉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
第10、20條

化粧品標示宣傳廣告涉
及虛偽誇大或醫療效能
認定準則第3條

醫療法 醫療廣告 〈醫療法第85條第1
項第6款所定容許登
載或播放之醫療廣告
事項〉

〈醫療法第86條第7
款所稱「以其他不正
當方式為宣傳」之範
圍〉

醫療法第84、86、87、
103、104條

醫療法第85條第1項第6
款所定容許登載或播放
之醫療廣告事項第1至3
點

醫療法第86條第7款所
稱「以其他不正當方式
為宣傳」之範圍第1至
12點

人體器官移
植條例

人體器官保存庫
廣告

〈人體器官保存庫管
理辦法〉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14
條第2項、第18條之1

人體器官保存庫管理辦
法第16條

長期照顧服
務法

長照機構廣告 長期照顧服務法第29、
51條

營養師法 營養諮詢機構廣
告

營養師法第24、33條

驗光人員法 驗光所廣告 驗光人員法第22、44、
46條第1項第5款

聽力師法 聽力所廣告 聽力師法第24、30、32
條第1項

醫事檢驗師
法

醫事檢驗所廣告 醫事檢驗師法第29、41
條

醫事放射師
法

醫事放射所廣告 醫事放射師法第28、42
條

心理師法 心理治療所或心
理諮商所之廣告

心理師法第27、35、
36、37條

助產人員法 助產機構廣告 助產人員法第22、3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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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治療師
法

居家呼吸照護所
廣告

呼吸治療師法第16條之
11、23條

語言治療師
法

語言治療所廣告 語言治療師法第24、
30、32條

物理治療師
法

物理治療所廣告 物理治療師法第28、40
條

職能治療師
法

職能治療所廣告 職能治療師法第28、
37、38條

社會工作師
法

社會工作師事務
所廣告

社會工作師法第27、
38、42條

公共衛生師
法

公共衛生師事務
所廣告

〈公共衛生師事務所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
法〉

公共衛生師法第8條第4
項、33條

公共衛生師事務所設立
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8條

藥師法 藥師代言廣告 藥師法第21條第5款
菸害防制法 菸品廣告 〈販賣菸品場所標示

及展示管理辦法〉
菸害防制法第2、9、
10、23、26條
（菸酒管理法第36條明
定由菸害防制法管制菸
品廣告）

販賣菸品場所標示及展
示管理辦法第2至8條

中央主管
機關：
經濟部

地方主管
機關：
直轄市/
縣（市）
政府

商品標示法 一般商品之標示 商品標示法第6、14條

中央主管
機關：
經濟部

商品檢驗法 取得認可登錄之
廠商就其產品之
標示及廣告

〈外銷水產品衛生安
全管理系統驗證實施
辦法〉

商品檢驗法第14條第2
項

外銷水產品衛生安全管
理系統驗證實施辦法第
11條

專利師法 未依法取得專利
師或專利代理人
資格而刊登廣告
招攬業務者

專利師法第32、37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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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
機關：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地方主管
機關：
直轄市/
縣（市）
政府

植物品種及
種苗法

銷售種苗之標示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
46、58條

農藥管理法 農藥標示及廣告 〈農藥廣告申請審核
辦法〉

農藥管理法第36、37、
52、55條

農藥廣告申請審核辦法
第4、5條

肥料管理法 肥料標示及廣告 〈肥料管理法第13條
第8款所定其他應標
示之事項〉

肥料管理法第13、19、
20、29條

飼料管理法 飼料標示及廣告 飼料管理法第7、14、
20、21、31條

畜牧法 種畜禽或種源標
示及廣告

〈畜牧法施行細則〉 畜牧法第38條

畜牧法施行細則11條
動物用藥品
管理法

動物用藥品標示
及廣告

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第19
條之1、32條之3、39
條、40條之2

動物保護法 寵物食品等標示
及廣告

〈特定寵物業管理辦
法〉

動物保護法第22條之
2、22條之4、22條之
5、29條

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第
10條第1項第7款、第14
條

糧食管理法 市售包裝糧食之
標示

糧食管理法第14條、14
條之1、18條、18條之1

農產品市場
交易法

於批發市場階段
之農產品標示

〈農產品市場交易法
施行細則〉

〈農產品批發市場管
理辦法〉

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6
條、35條

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施行
細則第4條

農產品批發市場管理辦
法第15條

農產品生產
及驗證管理
法

使用驗證農產品
標章等之廣告、
農產品產銷履歷
之標示

〈優良農產品驗證管
理辦法〉

〈產銷履歷農產品驗
證管理辦法〉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
法第10、11、16、20、
24、25、26、29、31、
32條

優良農產品驗證管理辦
法第13條

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管
理辦法第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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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促
進法

有機食品標示及
廣告

有機農業促進法第16、
17、18、31、32條

獸醫師法 獸醫診療機構廣
告

獸醫師法第23、37條

中央主管
機關：
財政部國
庫署

地方主管
機關：
直轄市/
縣（市）
政府

菸酒管理法 菸品標示、酒品
標示及廣告

菸酒管理法第34、37、
51、52條

中央主管
機關：
教育部

地方主管
機關：
直轄市/
縣（市）
政府

補習及進修
教育法

已立案之補習班
廣告

〈短期補習班設立及
管理準則〉

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9
條

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
準則第17、35條

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

幼兒園招生廣告 〈幼兒園與其分班設
立變更及管理辦法〉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8
條第6項

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
更及管理辦法第27條第
3項

終身學習法 私立社會教育機
構辦理展演之廣
告

〈私立社會教育機構
設立及獎勵辦法〉

終身學習法第8條第2項

私立社會教育機構設立
及獎勵辦法第19條

中央主管
機關：
勞動部

地方主管
機關：
直轄市/
縣（市）
政府

就業服務法 仲介就業或招募
員工之不實廣告

就業服務法第5、40、
65、70條

職業訓練法 職業訓練機構招
訓廣告或簡章內
容不實

〈職業訓練機構設立
及管理辦法〉

職業訓練法第39條之1

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
理辦法第18條

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

身心障礙者職業
訓練機構之招訓
廣告或簡章內容
不實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
練機構設立管理及補
助準則〉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第35條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
構設立管理及補助準則
第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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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
機關：
交通部觀
光局

地方主管
機關：
直轄市/
縣（市）
政府

發展觀光

條例

旅遊服務廣告 〈旅遊業管理規則〉 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第
3項、第66條第3項

旅遊業管理規則第30、
56條

中央主管
機關：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
會

期貨交易法 期貨商、期貨

信託事業、期

貨經理事業、

期貨顧問事業

所為廣告（含

負責人及業務

員所為者）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
規則〉

〈期貨商管理規則〉

〈期貨經理事業管理
規則〉

〈期貨顧問事業管理
規則〉

期貨交易法第56、82條
第3項、88條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
第32條

期貨商管理規則第7條

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
第37條

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
第14條

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
管理規則第16條第3項

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法

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廣告、證券投
資顧問事業廣告
（含負責人及業
務人員所為者）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管理規則〉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管理規則〉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
理規則〉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69、70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
規則第22條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
規則第12條、14條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負責
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
第16條

證券交易法 證券商廣告、證
券交易輔助人從
事證券交易之招
攬廣告

〈證券商管理規則〉

〈期貨商經營證券交
易輔助業務管理規
則〉

證券交易法第18條第2
項、第44條第4項

證券商管理規則第5條

期貨商經營證券交易輔
助業務管理規則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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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法 開業、遷移、合
併、受客戶委
託、會計師事務
所介紹以外之宣
傳性廣告

未依法取得會計
師資格而刊登廣
告使人誤認有會
計師資格者

會計師法第46、71條

金融消費者
保護法

涉及金融相關法
規規範之廣告

〈金融服務業從事廣
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
銷活動辦法〉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8、30條之1

金融服務業從事廣告業
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
辦法第5條

保險法 保險業（含其業
務員）為經營業
務或招聘人員所
為廣告、保險經
紀人及保險代理
人為經營或執行
業務或招聘人員
所為廣告、保險
公證人為執行業
務所為廣告

〈保險業設立許可及
管理辦法〉

〈保險業招攬及核保
理賠辦法〉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

〈保險經紀人管理規
則〉

〈保險代理人管理規
則〉

〈保險公證人管理規
則〉

保險法第137條第2項、
148之3第2項、163條第
4項及第8項、176、177
條

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
辦法第21條

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
辦法第6條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19條

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
49條

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
49條

保險公證人管理規則第
37條

銀行法 信用卡業務機構
所為廣告

〈信用卡業務機構管
理辦法〉

銀行法第47條之1

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
法第18、20條

信託業法 信託業所為廣告 〈信託業營運範圍受
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
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
法〉

信託業法第18條之1第2
項

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
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
銷訂約管理辦法第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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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發
展與創新實
驗條例

金融科技創新實
驗之廣告

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
驗條例第22條

中央主管
機關：
內政部

入出國移民
法

有關移民業務廣
告

〈移民業務機構及其
從業人員輔導管理辦
法〉

入出國移民法第56、
79、86條

移民業務機構及其從業
人員輔導管理辦法第27
條

跨國(境)婚姻媒
合廣告

入出國移民法第58、78
條

中央主管
機關：
內政部

地方主管
機關：
直轄市/
縣（市）
政府

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

不動產經紀業

廣告中，屬於

不動產經紀業

管理條例規範

範疇者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第21、29條

平均地權條
例

申報登錄不動產
（含預售屋）買
賣案件資訊不實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
際資訊申報登錄及預
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辦
法〉

平均地權條例第81條之
2

不動產經紀管理條例第
29條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
訊申報登錄及預售屋銷
售資訊備查辦法第14、
15、16條

租賃住宅市
場發展及管
理條例

租賃住宅廣告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
理條例第13、37條

菸害防制法 菸品廣告 〈販賣菸品場所標示
及展示管理辦法〉

菸害防制法第2、9、
10、23、26條
（菸酒管理法第36條明
定由菸害防制法管制菸
品廣告）

販賣菸品場所標示及展
示管理辦法第2至8條

中央主管
機關：
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

地方主管
機關：
直轄市/
縣（市）
政府

環境用藥管
理法

環境用藥標示

及廣告

〈環境用藥標示準

則〉

〈環境用藥廣告管

理辦法〉

環境用藥管理法第27、
33、48、49條

環境用藥標示準則第6
條第1至3款

環境用藥廣告管理辦法
第2至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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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法 環境教育機構招
訓學員廣告

〈環境教育機構認證
及管理辦法〉

環境教育法第10條第3
項

環境教育機構認證及管
理辦法第18條

中央主管
機關：
法務部

法醫師法 法醫師廣告 法醫師法第24條

中央主管
機關：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地方主管
機關：
直轄市/
縣（市）
政府

消費者保護
法

企業經營者之商
品或服務廣告

〈消費者保護法施行
細則〉

消費者保護法第3、22
條、22條之1、23、
24、51、56條

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
第23、24、25條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本研究盤點目前我國涉及不實廣告規範的主要相關法規，發現除公平法外，共有

十餘個不同的主管機關，轄下數量眾多的個別法規均定有不實廣告之相關規範。以下

先簡述各主管機關實務上的處分現況，其次擇定部分重要案例進行分析。

（二）相關處分案件現況概述（二）相關處分案件現況概述

經本研究彙整相關資料，目前實務上各主管機關對於不實廣告處分案件最多者，

應為衛福部主管之食品、藥物及化粧品違規廣告案件，自2015年至2019年的5年間，
全國各衛生機關，核處食品、藥物（含中藥）與化粧品之違規廣告案件每年有將近

8,000件，而平均每件罰鍰金額大約2.8萬元左右2
。其次如內政部主管之不動產經紀業

相關違規廣告案件每年亦有至少數百件，裁罰金額平均約5萬元左右3
。相較之下，我

國公平會近年來對不實廣告之裁罰案件數則是逐年下降，根據統計，公平會2016年至
2020年查處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處分件數每年平均約46件，每件平均罰鍰金

2 數據資料來源：衛福部，中華民國105年版衛生福利年報；中華民國106年版衛生
福利年報；中華民國107年版衛生福利年報；中華民國108年版衛生福利年報；中
華民國109年版衛生福利年報，https://www.mohw.gov.tw/lp-3196-1.html，最後瀏覽
日期：2021/8/9。

3 根據本研究團隊舉辦之座談會中內政部代表所提供資訊，地方政府如台北市地政
局收受檢舉廣告不實案件每年多達700餘件；而地方政府每年就不動產經紀業之不
實廣告裁罰數量約300多件，裁罰金額總計1,600多萬元。若據此粗略估算，平均每
件罰鍰金額約為5萬元左右。詳見「公平交易委員會110年委託研究報告—我國不
實廣告執法實務之評析」研究報告之附錄二座談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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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大約為48萬元左右4
。

由上可知，公平會每年平均處分件數雖然遠不及於食品、藥物及化粧品或中藥品

違規廣告、或不動產經紀業不實廣告案件之件數，但平均罰鍰金額則遠高於各該機關

平均裁罰金額。

此一現象之原因，可能源自於各法規對於不實廣告罰鍰金額規定之差異。在公平

法第42條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行政責任規定下，違反第21條之不實廣告之行為，「得處
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

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相

較其他法規之罰鍰金額規定高出許多。以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為例，依該條例第29
條之規定下，若違反第21條第1、2項之廣告規定，其責任是「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兩相比較，即可看出依公平法之裁

處金額高出許多。因此，各機關在法律所允許之裁罰範圍內所裁罰之金額，自然也會

呈現落差。關於個別行政法規之法定裁罰金額與公平法之法定裁罰金額間的差距，可

能衍生之相關問題，將於本文後述「三、公平會與其他機關就不實廣告分工協調之現

況與未來展望」進一步分析。

（三）衛生福利部相關案件重點分析（三）衛生福利部相關案件重點分析

經本研究透過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5
蒐集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

間，我國各級行政法院關於各主管機關針對不實廣告裁罰處分的判決，就整體案件數

量而言，判決數量最多者，為涉及由衛福部所主管之藥事法、食安法、醫療法等相關

案例。

本研究綜觀相關案例，歸結整理出幾項較值得探討之爭點：第一，應如何認定

廣告之內容（依廣告整體圖文綜合認定；抑或可針對廣告中特定部分認定）。第二，

廣告內容是否涉及誇張、不實或易生誤解之舉證責任（是否應由處分機關負舉證責

任）。第三，行為主體的認定。以下按照各爭點分別簡要論述之。

1. 廣告之內容認定標準
關於應如何認定廣告內容之爭點，多數法院實務見解認為，應依廣告整體圖文

綜合認定，例如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判字第153號判決，即肯認原審法院綜合考量廣告
之文字，加上廣告版面右側載有「台灣TFDA衛福部第一等級醫療器材許可證」之字
眼，來判斷系爭廣告是否足以使消費者誤認系爭產品屬於具有醫療效能的醫療器材之

4 數據資料來源：公平交易委員會，中華民國109年版公平交易統計年報，公平交易
委員會（2021）。

5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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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係屬適法
6
。

此外，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117號判決亦指出，要區別系爭食品廣告究竟
涉及食安法第28條第1項的誇張、易生誤解、或係同法第28條第2項宣傳醫療效能之情
形，應綜合該廣告全部，所使用之文字、敘述、圖像及符號等，以所傳達予消費者訊

息之整體表現認定之，不應咬文嚼字，更不能拘泥於廣告一小部分文字、敘述、圖像

及符號等。本件值得注意者在於，雖然系爭網站分頁廣告中所刊登茶葉的保健功效，

含有「『……降血脂、抑制血壓上升、降血糖、抗菌及抗病毒效果、預防齲齒、抗癌

及抗病變……清除人體自由基及延緩老化……』等詞句，但僅係廣告之一小部分，且

非針對本件上訴人所生產之茶葉，而係泛指茶葉的保健功效。」進而指謫「網站內所

有網頁，及經由該網站連結之網頁、網址等內容，均屬於廣告範疇，而應列入考量。

則原審自應詳予查明，當初查獲時廣告網站之全部內容，包括本件刊登『高山烏龍

茶』網頁，以及大部分之內容為其他茶葉之記載，經全體觀諸系爭廣告傳達予不特定

消費者之整體表現，是否僅係涉及誇張或易生誤解者而已。」進而認為原審判決以系

爭廣告涉及宣稱具有醫療效能的違法，係屬違背法令，而廢棄原判決發回更審。

由上可知，法院實務見解特別強調應綜合該廣告全部所傳達予消費者訊息之整體

表現認定之，甚至認為在涉及網站時，該網站內的所有網頁與所連結的網址，均屬於

該廣告的範疇。

2. 涉及誇張、不實或易生誤解之舉證標準
關於涉及誇張、不實或易生誤解之舉證責任，由於衛福部所發布之「食品及相關

產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不實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認定準則」
7
第4條第1項第2款、

化粧品廣告認定準則第3條第2款，均明確將廣告內容「無證據，或證據不足以佐證」
或者，列舉為認定為涉及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事，形同將食品與化粧品相關廣

告之不實的舉證責任，轉換由廣告主負責。若廣告主無法舉出充分證據佐證其廣告內

容者，主管機關得逕予認定為涉及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此外，衛福部所發布的醫

6 本案被處分人於報紙上刊登「超能量萬用巾（典雅紫）2件（50x75cm）、超能量
隨身墊（19x19cm）」產品（下稱「系爭產品」）廣告（下稱「系爭廣告」），內
容載有「⋯近年來健康意識抬頭，吹起落實規律運動與預防醫學的推廣概念，國
人開始明白血液循環不良原來才是身體產生不適的關鍵⋯尋求醫療協助的比例大
幅增加⋯創新技術醫界大為驚嘆⋯多位醫師一致好評⋯改善睡眠品質，有助血液
循環⋯促進局部血液循環⋯」等文字，宣稱使用系爭產品得改善睡眠品質、促進
血液循環，而改善睡眠品質及促進血液循環，均屬改善、減輕、治療或影響人類
的生理機能，且系爭廣告版面右邊又載有「台灣TFDA衛福部第一等級醫療器材許
可證」等字眼，客觀上已有暗示或影射系爭產品具有醫療效能，而足以使消費者
誤認系爭產品屬於具有醫療效能的醫療器材，違反藥事法第69條規定。

7 早期案例係援引自已於2019年6月26日廢止之「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
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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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機構網際網路資訊管理辦法第6條，亦課予醫療機構擔保其透過網際網路提供的資
訊內容係為正確真實之義務，其規範意旨亦係將就醫療機構於網路上所發布資訊的真

實性證明責任，由醫療機構承擔。由上述整理可知，衛福部對於未採取事前審查制的

食藥或醫療類廣告，泰半皆透過舉證責任的倒置，要求廣告主擔保廣告內容的真實

性。

再者，衛福部為了提升法律明確性，針對藥事法、醫療法等醫藥法律，公告各

種誇大不實之例示詞句的白名單與黑名單。實務運作上，只要有黑名單上所例示的詞

句，各地方主管機關即逕予認定涉及醫療效能或誇大不實，於執法效率上較為明快，

另一方面，對於受管制對象而言，白名單與黑名單的公示亦使其較能預期應如何製播

廣告。

相對於衛福部轄下法律所涉商品或服務較為具體特定，由於公平法第21條理論上
係為適用於全部行業領域的不實廣告規範，而各領域常用的廣告詞句大相逕庭，要仿

效衛福部設立明確的例示詞句供參，恐有其實踐上的難度。目前公平法第21條處理原
則的附表二「表示或表徵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案件類型例示」，亦僅止於案件類

型的例示。惟關於廣告真實性之舉證責任，若於公平法21條的制度設計上，能將廣告
真實性的證明責任轉換由廣告主負責，應可提升公平會的行政執法效率。

3. 行為主體的認定
關於廣告行為主體的認定，值得討論者在於，除了廣告主以外，接受廣告主委託

刊播廣告的廣告媒體業或廣告代理業，是否亦應負責？

關於此一問題，除廣電法規相關規範外，例如衛福部所轄不實廣告的相關法規

中，亦有少數法規明確規範廣告媒體業之相關義務與責任
8
，但也有部分並未明確規定

廣告媒體業之責任，或者對於行為主體規定不明者，例如醫療法第84條僅稱「非醫療
機構，不得為醫療廣告。」或人體器官保存庫管理辦法第16條僅規定「機構不得刊登
內容誇大不實之保存庫廣告。」在欠缺明確規定，或者對於行為主體規定所使用文字

不明確之情形，廣告媒體業是否亦為該等不實廣告規範所適用之對象，即生爭議。

例如，實務上最常見者，為有線電視購物頻道業者，受託播放醫療廣告，此時該

購物頻道業者刊播醫療廣告，是否構成違反醫療法第84條之違規行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簡字第111號行政訴訟判決採否定說，認為若要求傳播

媒體於刊播前，必須就所有委託刊播廣告者之身分及廣告內容進行事前審查，無異係

8 例如藥事法第66條第３項、醫療器材管理法第42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9
條、健康食品管理法第15條、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3項等，有些條文係
課予廣告媒體業不得為不實廣告之義務、有些則僅止於保存委託者的資料並於必
要時提供予主管機關的義務，其規範內容與違反義務時的法律效果不盡相同，各
該條文之內容參見本章第一節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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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不具各項領域專業之傳播媒體必須熟稔所有行政管制規範，扮演媒體警察之角

色，不僅有礙傳播資訊之傳布，更嚴重箝制其他委託刊播者之言論自由，故應認醫療

法第84條管制之對象不包含傳播媒體在內。
惟本案第二審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簡上字第13號判決）對於廣告行

為人的認定，則採實質認定的見解，而非僅以購物頻道業者形式上屬於傳播媒體，即

否定其責任。本判決指出，根據雙方所簽訂之契約條款，「被上訴人與亞洲公司約

定由亞洲公司提供產品及素材，供被上訴人製作廣告行銷並統籌物流，嗣由被上訴

人收款及分配銷售收入予亞洲公司，依上開約定內容被上訴人與亞洲公司應屬共同

合作銷售關係，被上訴人所稱僅受委託於平台刊登廣告，非為自己計算云云，核與事

實不符，不足採信。綜上，被上訴人對於系爭醫療廣告，不但與亞洲公司為共同合作

實施，其對於廣告內容不但明知且係居於決定之地位，而非僅係受託宣播系爭醫療廣

告，賺取廣告收益而已，被上訴人負責宣播系爭醫療廣告以行銷招徠不特定人前來購

買接受醫療行為，其主觀上出於互相利用他方行為作為己用之意，而故意共同實施違

反醫療法第84條之違規。」
上開案件雖然是針對醫療法所為之判決，惟此種見解亦有可能適用於其他法規下

的不實廣告案件。亦即，透過行為主體之實質認定，將經營媒體或銷售平台之業者，

實質認定為系爭違規廣告的行為人，以追究其法律責任。此種見解對於公平會關於公

平法第21條的執法而言，亦有一定的參考價值9
。

惟應注意者在於，上開法院判決係實質認定作為傳播媒體的購物頻道業者對於

廣告內容不但明知且係居於決定之地位，因此構成廣告行為之主體，但並未將醫療法

第84條所稱的「非醫療機構」解釋為及於單純受託刊播廣告之廣告媒體業。蓋若將該
法所稱之「非醫療機構」解釋為及於單純受託刊播廣告之廣告媒體業，則適用上有可

能導致：雖然醫療機構所委播的醫療廣告內容符合相關醫療法令，惟此際受託刊播的

廣告媒體業或網站業者，卻仍因其不符醫療廣告的主體要件（須為醫療法第2條下的
醫療機構）而有受裁罰的可能性。可知此種解釋似嫌偏頗而悖離現實，難謂妥適。是

以，即便採取肯定說，仍應考量該條規定之規範目的，適度限縮其範圍。

9 關於此點，公平法第21條第5項雖有明確規定，在明知或可得而知的情形下，廣
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業應與廣告主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並無行政責任；但若屬於
同法第21條第1項的不實廣告行為人，則依同法第42條，仍須負行政責任。關鍵
在於第21條第1項的行為主體應如何實質認定。實務上，例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訴字第1827號行政判決即指出：「公平交易法第21條所稱廣告行為主體，並
不以本身製作廣告為限，而應就廣告內容之提供、製作至使公眾得知之過程中，
各事業對於廣告行為之參與程度而定，倘事業就製作、刊載廣告行為、廣告商品
交易流程有所參與且因而獲有利益，即難卸廣告主責任而應就廣告內容為真實表
示。」此外，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簡字第83號判決所採見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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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習班廣告案（四）補習班廣告案

教育部所轄法令中經盤點與不實廣告相關者，包括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園招

生廣告）、補習及進修教育法（已立案補習班廣告）、終身學習法（私立社會教育機

構辦理展演之廣告）。以下針對其中規範範圍較廣的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為說明。

規範補習班之主要法規有補習及進修教育法，以及依該法所定之「短期補習班設

立及管理準則」，此外尚有直轄市、各縣市政府所定之短期補習班相關條例。

補習及進修教育法僅第9條第3項提及廣告時要求提供業主相關資料不可虛偽不
實，而「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17條則明載「補習班招生應秉持誠信、公
開、正確之原則，其宣傳資料或廣告內容，不得誇大不實、引人誤解、違反公序良俗

或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第2項）。前項宣傳或廣告，應於明顯處載明核准立案之機
關及文號（第3項）」。若有違反者依第35條為糾正、限期整頓改善或停止招生之處
分。而各地方政府則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之授權，制定相關條例來進行規範。依公平

會表示，目前的處理方針是，若不實廣告由已立案登記之補習班，由各縣市及直轄市

政府處理，而未立案者則是由公平會處理
10
。

然而，由於公平法以外規範不實廣告之個別法規有時規範較為簡潔，於法條適用

上，若因個別法規之構成要件或違法基準不甚明確時，應該如何處理？可否借助公平

法或公平會所定之相關處理原則作為判斷基準？然而，不同法規有各自不同之立法與

規範目的，是否適合如此為之？本文以下以涉及補習班不實廣告的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簡上字第77號判決為例，探討當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適用公平法外的法規
處理不實廣告，若遭遇上述問題時，應如何處理之問題。

1. 事實與判決結果
某雲林縣私立文理短期補習班（下稱「系爭補習班」）之負責人，經雲林縣政府

先幾次進行稽查，發現其有於招生廣告使用「雲縣國高中生，理化＋數評價第一」、

「雲林縣，國高中物化，第一品牌」、「物化數評價第一的補習班」等詞句，且未於

廣告載明核准立案之機關及文號等情事，被認定違反「雲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

自治條例」第13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11
，以104年11月16日府教社一字第1042408386

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被上訴人新臺幣5,000元罰鍰。被處分補習班不服處分提

10 例如公平會109年公處字第109063號處分書。本案即是未立案登記補習班之不實廣
告問題。

11 「雲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補習班之招生簡章及廣告
內容，以班名、班址、科別、師資及課程內容、班數、招生人數、開課日期、上
課時數及時間、修業期限、報名資格及收費標準為限，不得誇大不實或引人誤解
（第1項）。前項招生廣告應載明核准立案之機關及文號（第2項）。補習班不得
於學校上課時間對在學學生施以補習課程或至學校校園或校門口宣傳招攬學生
（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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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願，經決定駁回。被處分人仍不服乃提起行政訴訟，經雲林地方法院以105年度
簡字第13號行政訴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後，雲林縣政府（上訴人）不服，遂
提起本件上訴。最後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行政

訴訟庭，但其後並未見後續判決或處理之資料。

2. 評析
本案所謂「評價第一」、「第一品牌」的廣告詞，是公平會處理的不實廣告案件

中常見的爭議用語。基本上，「第一」、「冠軍」、「最大」等最高級用語，但無銷

售數字或意見調查等客觀數據佐證者，可能涉及不實廣告
12
。

（1）雲林地方法院判決理由與評析
為何雲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雲林地院」）會撤銷訴願決定與原處分？其在判

決理由中大幅引述了公平法第21條之條文與立法目的，並酌以公平法第21條處理原則
的說明，來闡述事業若於商品（服務）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

商品（服務）之品質及內容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應認違反公平法第

21條第1項規定。尚還補充說明公平法第25條之「欺罔」、「顯失公平」之部分。據
此，雲林地院認為本則廣告文宣內容中雖記載「評價第一」、「第一品牌」等語句，

然補習班之師資、教學方向、品質等，接受授課之學生本可透過旁聽之方式加以比

較，其他競爭者並未因系爭廣告即喪失交易機會，且衡諸常情，難有消費者幾乎依憑

廣告即認識該補習班，並作為決定交易與否之依據。雲林地院更進一步表示：根據資

料陳情人僅一人且雲林縣政府亦未提出消費者受損害之事證，難謂系爭補習班即違反

雲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第1項，亦未可逕論為廣告不實，認其
有違反公平法第21條第1項規定情事。簡言之，雲林地院認為參酌公平法對於不實廣
告之相關要件與認定，系爭補習班之行為尚不足以構成不實廣告。

雲林地院的論述有兩點可供討論：一、檢視系爭補習班之廣告是否該當雲林縣

政府之「雲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時，為何需要參酌公平法之
規定以其作為判斷依據？二、退步言之，在公平法的規定下，對於該當不實廣告與

否，是否應該具體檢視有無消費者受害、競爭者受到影響之事證？對於第一點，為何

討論地方政府的補習班管理條例需要引述公平法？就本研究檢視其他法規中有不實廣

告之規定者，多是以不得「誇大不實」或「引人錯誤」等較為抽象之要件為主，卻未

進一步說明具體之認定基準。因此，公平法第21條以及相關處理原則（以公平法第21
條處理原則為首）就成了主要的參考基準。這樣的做法，亦可能會出現在其他法規處

理不實廣告的情況。但如同本案判決，直接引用公平法及相關處理原則以判斷與解釋

「雲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之違法要件與基準，恐怕會引發一

12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第19版，257-25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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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爭議（請見下述之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之判決）。再者，關於第二點，若從公平法的

角度，判斷事業之廣告是否違反公平法第21條時，得否以陳情人數或者消費者、競爭
者有無可能被影響來做判斷。首先，陳情人數可能不適合作為判斷消費者是否受到影

響的唯一依據，因為受影響者未必提出陳情，且不實廣告本身即應有不公平競爭之效

果，公平法第21條中並未如同同法第25條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作為構成要件。雲林地
院於判決中尚提及消費者可以透過試聽來評價系爭補習班，未必會影響消費者的交易

決定，也未必影響與其他補習班之競爭。然以本案為例，涉案事業是以國高中生為對

象之文理補習班，前去試聽的是未成年的學生，其判斷能力是否充足？而且決定交易

與否與繳交學費者多是家長，如何以試聽來認定廣告詞不會影響消費者與競爭者。且

於學理上，不實廣告屬公平法所規範之不公平競爭行為之一，在實務處理上，著重於

該廣告內容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因為不實之商品、服務資訊，會導致引起交易

相對人之誤認而做出不正確的交易決定，因此，基本上只要廣告內容確屬不實，就會

影響到與競爭者間之公平競爭，尚無須具體判斷各個競爭者究竟具體上受到何種程度

的損害。

（2）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之判決理由與評析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以下簡稱「台中高行」）之所以對雲林地院判決提出質疑

而發回更審，主要是不認同雲林地院判決引用公平法與其相關處理原則，做為判斷系

爭補習班招生廣告所載招生字句未違反雲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
第1項規定之依據。台中高行指出：「雲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條例」之授
權依據是「補習及進修教育法」並非公平法，主管機關是雲林縣政府而非公平會。所

以，徒以系爭補習班廣告與公平法第21條第1項等規定之情形有間而撤銷原處分，卻
未提系爭補習班欠缺任何客觀實據卻誇稱第一品牌、評價第一等廣告用語，何以不該

當「雲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第1項，未詳述其形成心證之理
由

13
。

檢視本案雲林地院與台中高行兩件判決之不同結果可知，當適用公平法以外之

規定處理不實廣告案件，由於其他法規中關於不實廣告規範的構成要件多為簡要、抽

象，且並無相關之具體判斷基準可供執法機關參考，故公平法及相關處理原則成了相

當具有參考之依據。類似情形於本研究所盤點其他法律的不實標示或廣告案件中亦可

能發生。惟，公平法乃是競爭法，而其他法規規範不實廣告的目的通常並非以維持公

平競爭為主。以本案為例，對於補習班的相關規範，主要是讓進入補習班學習之學

13 台中高行還提及：原處分尚認定被上訴人有未於廣告載明核准立案之機關及文號
之違規事實，原審就此部分事實不但未予調查認定，且判決理由就此部分行為何
以未違反上開條例第13條第2項規定，可不依同條例第33條究責，均略而未論，明
顯有適用法規不當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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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夠獲得保障（較屬於消費者權益保障的部分）。所以，逕以公平法的公平競爭觀

點，來檢視爭議廣告是否違反「雲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條例」，或有未洽

之處。

本研究認為，在判斷廣告是否違反其他法規之不實廣告規定時，的確可以參考公

平會對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相關要件的說明或其判斷基準，但最終還是要

回到適用法規下進行檢視與判斷。各法規皆有其規範不實廣告之目的與考量，於適用

上必須加以斟酌考量，而非僅以公平法的觀點就相關要件予以詮釋。

三、公平會與其他機關就不實廣告分工協調之現況與未來展望

（一）不實廣告規範競合之學理概說（一）不實廣告規範競合之學理概說

1.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之優位性
我國在公平法之外，其他個別行政領域之法令，基於各該管制領域行政目的的

達成，亦多設有制裁不實廣告之相關規範。而這些規範間競合適用之優劣順位以及主

管機關間在執法上之協調，如前所述，現行實務根據公平會所發布的「公平法第21條
處理原則」第15點第1項：「有關本法第二十一條案件，本會與其他主管機關依特別
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予以分工」，顯係採取「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公平會」之順序處

理。

然而，在遇到法律針對同一事務有重疊規範的情形，具有支配性的行政法原則之

間，於個案適用上，有時會產生原則間之衝突。例如，基於行政秩序罰上的「一事不

二罰原則」
14
，於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之情形，我國行政罰

第24條第1項係採從一重處斷的方式處理（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而如此
一來，在公平法第42條對不實標示與廣告最高得處2,500萬如此高額罰鍰的立法設計
下，若依循「一事不二罰原則」，實務上不實廣告的裁罰權限便極可能朝向公平會集

中，學說上雖有認為如此作法可避免在特別法之罰鍰較公平法為輕時，造成輕重失衡

之現象
15
，但不可否認這樣的解釋將與「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下，重視各個行政

14 「一事不二罰原則」在我國已被大法官肯認為「法治國原則」的重要內涵，司法
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3號解釋參照（「納稅義務人違反作為義務而被處行為罰，
僅須其有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即應受處罰；而逃漏稅捐之被處漏稅罰者，則須具
有處罰法定要件之漏稅事實方得為之。二者處罰目的及處罰要件雖不相同，惟其
行為如同時符合行為罰及漏稅罰之處罰要件時，除處罰之性質與種類不同，必須
採用不同之處罰方法或手段，以達行政目的所必要者外，不得重複處罰，乃現代
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是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同時構成漏稅行為之一部或
係漏稅行為之方法而處罰種類相同者，如從其一重處罰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時，即
不得再就其他行為併予處罰，始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

15 參見賴源和編審，公平交易法新論，1版，元照出版公司，37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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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管制脈絡的本旨，產生一定程度的齟齬。

法律原則在個案適用上產生衝突時，究竟何者應予適用何者應為退讓？原本是一

個需要精細衡量的問題
16
，但目前實務的作法則是傾向透過一般性的法律釋義，試圖

找出一個可以明快解決規範競合與衝突的處理原則。除了前述公平會頒布的處理原則

第15點以外，法務部行政罰法諮詢小組亦曾決議：「一行為違反二以上行政法上義務
規定，而該二以上規定之間存有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者，於此情形，特別規定之構成

要件必涵蓋普通規定之構成要件，從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應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

法適用之原則，優先適用該特別規定，而不再適用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申言之，特別

法優先適用之原則，為更重要之法規適用原則，在法規適用之順序上，應更高於從一

重處罰之原則，故特別法中對於同一行為雖其法定罰鍰額較低，仍應優先適用該特別

法，並由該特別法之主管機關為裁罰之管轄機關。」
17
從而，實務在學理的採擇上，

似乎已經定調，將「特別法優於普通法」視為優位的法律原則，公平會就不實廣告案

件之處理，與其他機關主管法規發生競合之情形時，優先依循此一原則處理的結果，

公平會管制不實廣告的制度功能，解釋上多居於補充、後備的地位，乃屬當然。

2. 法條「立法目的」與「構成要件」與「管制手段」之探求比較
需注意者，「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係為「『法律條文』間的比較排除」，

而非「『整部法典』的比較排除」，因此針對不實廣告管制的分工，在操作「特別法

優於普通法原則」時，自當仔細觀察各該法規的立法目的、構成要件以及管制手段，

方能精確地把握公平法作為規制不實廣告的普通法，應於何時發揮其補充個別行政法

規不足之功能。

廖義男大法官在評釋公平法與消保法上不實廣告的規範競合問題時，即特別注

重闡明公平法第21條的立法目的，以作為後續解釋之基礎18
。再者，對於不實廣告的

16 「規則」（rules）間的衝突才有一方效力優越可廢止另一方的情形；「原則」
（principles）間的衝突並不會導致法律原則被廢止，個案中退讓的原則仍然是法
體系中有效之規範，而可能在其他個案中被適用。參王鵬翔，「目的性限縮之論
證結構」，月旦民商法雜誌，第4期，17（2004）。

17 參照94年8月4日法務部行政罰法諮詢小組第2次會議決議。又，該號決議之作成，
即源自公平會的函請（就公平交易法對不實廣告之規範言，該會為與其他同樣規
範不實廣告之行政法規，諸如食品衛生管理法、商品標示法等劃分規範權責，業
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原則，分與行政院衛生署、經濟部等機關協商，就各個交
錯規範不實廣告之行政法規，釐清商妥各主管機關處理先後及方式；該等協商結
論雖與行政罰法所採從重處斷之原則不同，惟行之已久並頗著成效，順利各行政
機關行使對不實廣告之規範權限。行政罰法施行後依該法第24條第1項明示之一行
為不二罰原則並採從重處斷原則，得否以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條特別法優先於普
通法原則，排除其適用，尚有疑義，爰函請本部解釋。）

18 「公平交易法第21條禁止企業為不實廣告，其所要保護之法益，除維護市場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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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制手段，公平法第42條規定除了罰鍰之外，亦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
要更正措施。然而其他法律，以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為例，該法第39條對於動物用藥品
製造業或販賣業者，做虛偽誇張之廣告或宣播者，僅有處以罰鍰之規定，而未有如同

公平法所規定的行政管制措施，兩者的規範落差即存在讓公平會行使動物用藥不實廣

告管制權限的空間。最後，就構成要件的部分，亦需注意是否存在規範落差的情形，

例如獸醫師法第23條第2項規定「獸醫診療機構對其業務，不得登載散布虛偽之廣
告」，條文僅規範「虛偽」而不及於「引人錯誤」之廣告，就文義觀之，獸醫師法對

不實廣告的規範範圍，即小於公平法第21條規定。
惟若過度重視法規之間的細微差異，恐又會造成機關間對同一事務管制分工過於

零碎化的情事，因此，在法律釋義之外，機關之間的協商溝通程序，可能才是終局解

決法律所造成的權限競合的良方，實務上，以往公平會亦積極地與其他法規主管機關

協商不實廣告的處理原則，卓有成效。故以下即先針對就公平會與其他機關就不實廣

告分工協調之現況進行分析之後，再賡續提出未來展望之建議。

（二）公平會與其他機關就不實廣告分工協調之現況分析（二）公平會與其他機關就不實廣告分工協調之現況分析

公平會對不實廣告之管制權限，既未侷限在特定的事業領域，自易與其他機關的

管制權限產生重疊交錯之情事。就此而言，並可分為兩部分論述之：一為與同樣具有

普遍規範性質的「消費者保護法」之間的規範競合；一為與各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

掌，針對個別行政領域不實廣告規範之競合。

如前所述，美國法上，在1938年的修法後，消費者保護確立為聯邦貿易委員會
之法定職責之一，聯邦貿易委員會內部依法並設有消費者保護處。相較之下，我國行

政院在公平會之外，另設有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職掌消費者保護相關事宜，消費者保

護法第4條並明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該法在中央之主管機關。從組織建構與分工
角度著眼，公平會的任務似乎應純化為競爭法的管制機關，方合乎制度理性。然而，

由於「消費者利益」仍被公平法第1條納為立法目的，使得公平法第21條第1項「事業
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在適用時，與消保法第22條第
1項「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
容。」不免產生規範重疊之情形

19
。

平競爭秩序之公共利益外，並在保護廣告對象之公眾，即與廣告之商品或服務交
易相關之消費者大眾不受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內容或表示方式所誤導，而
作成錯誤之交易決定。同時並有保護其同業競爭者不受他事業以不實廣告騙取交
易之不公平競爭手段致減損其公平交易機會之目的。」參廖義男，「從公平交易
法談不實廣告」，月旦法學雜誌，第309期，10（2021）。

19 消費者保護法草案於民國77年5月被送入立法院審議時，公平交易法恰好也在立
法院審議中，尚未完成立法程序。由於當時的公平交易法對不實廣告已有禁止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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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廖義男大法官在仔細比對分析公平法與消保法就不實廣告的條文規範後，

精確地指出，消保法所規範者，乃廣告主之契約責任；而公平法所規範者，則為廣告

主之侵權行為責任，兩者應屬功能互補，而非擇一適用之關係
20
。然在執行層面上，

則由於消保法是將廣告內化為契約內容之一部，故在企業不實廣告之違法侵害具有繼

續性，或違法行為有侵害之可能但損害尚未發生的情形，被害人（或可能受危害之

人）須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3條由消費者保護官或消費者保護團體進行不作為訴訟，
方能制止不實廣告的持續傳布；相較之下，則不如依26條、42條規定直接向公平會檢
舉，由公平會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更為便捷有效

21
。

綜合言之，在不實廣告之違法侵害具有繼續性，或違法行為有侵害之可能但損害

尚未發生的情形，消費者依公平法向公平會檢舉，由公平會對於從事不實廣告之事業

進行裁處，相較於依消費者保護法提起不作為訴訟，更為便利且即時，使得實務上民

眾對於由公平會出面處理不實廣告，存有更高的期待；加上消保法並未就廣告代理業

及廣告薦證者規範其行政責任與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倘若遇包含上述二者之不實廣告

案件，仍須回歸公平法予以究責，無疑更加深了公平會作為我國法上消費者保護管制

機關之色彩。

至於與各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掌，針對個別行政領域不實廣告規範之競合，則

如前所述，實務上概以「法條競合」的關係理解，根據「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擇

一適用。然而，由於特別法未規定者，仍有回歸適用普通法之必要，因此對於公平法

與其他個別行政領域的管制規範，在存有適用交錯或管制空隙時，公平會與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如何分工，實務上主要係仰賴機關間的事前協商，樹立案件處理的原則與

程序而為因應。

（三）公平會與其他機關就不實廣告分工協調未來展望（三）公平會與其他機關就不實廣告分工協調未來展望

本文針對公平會的與其他機關就不實廣告分工協調的未來展望，提出以下幾點分

析：

範，課予行政法上不作為義務，因此消費者保護法草案為避免重複，遂不再就廣
告主為不實廣告之行政責任加以規定，而另規範廣告主及廣告媒體業者所應負之
民事責任。然而，二讀時公平交易法第21條做了重大修正，增加第3項及第4項，
而後立法院審議消費者保護法草案時竟未注意到修正後之兩部法規存在重複規範
的部分，因此造成規範範圍疊合與競合之現象。參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與消費
者保護」，收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二冊），332-333（2015）。

20 廖義男，同上註，334-342。所謂功能互補，最明顯的事例便是在消費者受不實廣
告誤導，而與其他企業經營者成立交易，此時消費者因與原本發布廣告之企業間
無契約存在，無從依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僅得透過公
平交易法第21條請求因該不實廣告所造成之損害賠償。

21 廖義男，同上註，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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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公平法作為「法條競合」關係下的普通法，並非是機關間分工唯一的指引
實務上對於公平法與其他主管機關對於不實廣告的管理分工，現行作法是依照

公平會發布的「公平法第21條處理原則」第15點之規定，完全依循「特別法優於普通
法」原則，意味著將實務上不實廣告管轄分工的問題純化為「法條競合」的問題，且

係將公平法第21條預設為不實廣告管制的「普通法」處理。然而，不實廣告之行為同
時違反公平法與其他法律規範時，是否必然為「法條競合」關係，一概排除構成「想

像競合」的可能（亦即排除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從一重處罰」原理之適用）？又
即使站在法條競合的立場，公平法是否必然為管制不實廣告之「普通法」，仍有進一

步探究的必要。

行政罰的「法條競合」與「想像競合」之區別，一般係取決於各該處罰規定所保

護之法益或所欲達成之目的。一行為同時該當數個行政罰構成要件，數處罰規定所保

護之法益或所欲達成之法律目的相同者為「法條競合」，不同者則為「想像競合」關

係
22
。惟誠如廖義男大法官所言：「行政法所保護之法益，在基於行政管制需要而立

法創設時，常因缺乏橫向聯繫的立法工作，以致從不同的角度、方向創設的法益，其

間甚至具有重疊、相容之關係，法益間如何區別、計算，便有困難」
23
，故以法律之

目的或保護的法益作為區分基準，必須要做細緻的考察。準此以解，公平法第21條針
對不實廣告與標示之規範，其目的固然在於避免消費者權益受損，以及保護合法業者

在市場的公平競爭機會
24
，然而其他法律就不實標示與廣告之規範，其法益與目的是

否與公平法完全重疊，恐怕不宜做「想當然爾」的理解（儘管絕大多數的情況確實如

此），仍應一一爬梳個別法律的立法理由對照後方能確定
25
。

廖義男大法官在分析公平法第21條與消費者保護法第24條關於商品或服務標示
之規範，即指出公平法所保護的法益，不僅包括保障消費者獲得正確資訊，也包括事

業公平競爭之法益，而與消保法專在保護消費者不同，從而「事業為一個商品或服務

之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標示行為，而同時構成消保法與公平法之違反時，乃是一種

『想像競合』」
26
。循此理路，其他個別行政領域不實廣告之規範，當亦有與公平法

構成想像競合之可能。舉例而言，在現行菸害防制法對菸品廣告採取原則禁止的立場

22 參見陳敏，行政法總論，5版，自版，709、714（2007）。
23 參見廖義男，「行政處罰之基本爭議問題」，收於臺灣行政法學會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1999）：行政救濟、行政處罰、地方立法，287（2000）。

24 賴源河（編審），前揭註15，369-370（2000）。
25 法條競合發生在當某一法規與另一法規規定之「不法內涵」相同或可涵蓋，且
兩法規均予適用將失去法規特別規定之意義，或造成不當的重疊非難之時，其
發生係屬例外且應從嚴認定。參見林錫堯，行政罰法，2版，元照出版公司，86
（2012）。

26 廖義男，前揭註19，35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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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27
，菸酒管理法上關於菸品標示不實的制裁規定

28
，解釋上恐怕不無超脫消費者權益

與公平競爭秩序這兩個目的，而有延伸到「減少菸品之使用、防制菸害及維護國民健

康」
29
之可能。

考察公平法關於不實標示與廣告之規定是否與其他法規存有「想像競合」關係

時，根據行政罰法第26條從一重處罰，在公平法第42條對不實標示與廣告最高得處
2,500萬罰鍰的立法設計下，似乎會讓公平會取代個別行政領域的主管機關，成為裁罰
主體

30
，此等結果儘管在法釋義上有所本，但從法政策的角度來看並不合理。對此，

有無活用既有行政法概念工具進行調整的空間？

為免個別行政領域的調控功能朝向公平會集中，運用體系解釋將裁罰權保留給個

別行政領域的法定主管機關，僅於裁罰時適用公平法21條以定罰鍰的金額，固然是一
個解釋方向

31
，但須付出完全無視於行政罰法第31條第2項「由法定罰鍰額最高之主管

機關管轄」文義的代價，實務上的可行性委實不大。因此，較為合理的折衷方案，恐

怕是活用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2項的機關權限委託之規定32
，由公平會委託其他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就此類案件進行裁罰，方得以兼顧個別行政領域管制目的與公平法裁罰額

度之設計。

藉由立法目的與保護法益過濾掉「想像競合」的案例後，接下來即可專注處理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法條競合」關係。就此而言，依照現行實務將公平法視為

普通法的處理原則，必須在各個法規的構成要件間仔細對照比較，確定其他法規的構

成要件已涵蓋公平法所規定的構成要件時，即可認定法條競合特別關係之存在，而優

先於公平法為適用。然而，若從體系解釋的角度出發，公平法的核心目標始終是在市

場競爭秩序，準此，解釋上亦存在反過來將公平法解為管制不實廣告的特別法的空

27 參見菸害防制法第9條。
28 菸酒管理法第32條第2項「菸品容器及其外包裝之標示，不得有不實或使人誤信之
情事」；第50條第1項：「菸酒製造業者或進口業者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
項、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五項或第三十三條之標示規定者，除第一次
查獲情形未涉及標示不實或使人誤信者，得先限期改正外，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其限期回收改正，改正前不得繼續販售；屆期不遵行
者，按次處罰，並沒入違規之菸酒」。

29 參照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94號解釋理由書。
30 行政罰法第31條第2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而應處罰鍰，數機關均有
管轄權者，由法定罰鍰額最高之主管機關管轄。法定罰鍰額相同者，依前項規定
定其管轄。」。

31 曾華松大法官在前揭94年8月4日法務部行政罰法諮詢小組第2次會議中，即採取此
等見解。

32 「行政機關因業務上之需要，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不相隸屬之行政
機關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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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亦即，特定事物領域的不實廣告，本即應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制，唯有在

不實廣告已經普遍涉及市場競爭秩序的危害時，方有由公平會介入執法之必要。如此

解釋的結果，從法政策的觀點，或許是一個與機關功能分工立意更加契合的方向。

2. 程序協商仍須以管轄法定原則為基礎
現行行政實務上，公平會大量透過機關間的協調結論，臚列處理要點作為機關

間處理不實廣告管轄問題分工的指引，固然不失為一有效且務實的途徑，然而此等作

法，從行政法總論的角度，卻引來兩個法律層面的質疑：第一，協調結論具有何種法

律效力？其為何可以改變法定管轄權的分配？第二，行政程序法第13、14條已經就管
轄競合的處理原則有所規定

33
，實務上所謂的「協調結論」是否規避了行政程序法之

適用？

上述對於協調結論的質疑，正確與否，完全繫諸於協調結論是否能夠堅守行政法

上「管轄法定原則」之框架
34
。意即，機關間經協調後產生的合意，絕不是要改變原

本法律所規定的管轄權分配，而僅是就管轄權不明或是重疊的部分予以澄清而已。如

此一來，所謂的協調結論，其法律上的意涵即無異於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1項第1款
的「組織性行政規則」，可對內產生拘束力。

在確立機關間的協調結論並未逾越管轄法定原則的範疇後，則其他關於規避行

政程序法管轄規定的質疑，即無所憑藉。詳言之，行政程序法第13條是針對同一事件
數機關均有管轄權時，規定個案中應由受理在先的機關管轄。意即必須有「受理」行

為，方有該條之適用。而公平會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間的協調結論，則是一般性地就

機關管轄有所重疊時，應由「何機關受理」預作規範，公平會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據

此決定由何機關受理，自不生牴觸行政程序法第13條之問題。
同樣地，行政程序法第14條是針對個案中，數行政機關於管轄權有爭議時，規定

由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是以，本條之適用，是以機關間就個案管轄權的歸屬「發生

爭議」時始有適用。然而，公平會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間合意達成的協調結論，正

是為了在法律就不實廣告權限歸屬不清或重疊的情況下，預擬解決的步驟，來避免未

來個案中管轄爭議的產生。因此，只要公平會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實按照協調結

論行事，即不致有「爭議」發生，即無行政程序法第14條規定之適用。

33 行政程序法第13條第1項：「同一事件，數行政機關依前二條之規定均有管轄權
者，由受理在先之機關管轄，不能分別受理之先後者，由各該機關協議定之，
不能協議或有統一管轄之必要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指定管轄。無共同上級機關
時，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之。」；第14條第1項：「數行政機關於管轄權有爭
議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
之。」。

34 我國行政程序法第11條第1項「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
定之。」，即為「管轄法定原則」之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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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若是公平會再與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調時，能堅守「管轄法定

原則」，審慎按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分配意旨合意訂立處理要點，事後並能確切依據協

調結論忠實執行，該協調結論即無適法性之疑慮
35
。惟本文亦同意，為了表示慎重且

杜絕可能的質疑，此類協調結論最終若能提報共同上級機關（行政院）裁示後再發

布
36
，程序上當更為周延。

3. 公平會應堅守競爭法管制機關之定位
前面第一點已述及，公平會既為競爭法的主管機關，在我國已經另設有行政院

消費者保護會，加上法律業已明定消費者保護事宜在中央主管機關為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從體系解釋的觀點，非不可將公平法的不實廣告視為特別法，遇有各事務領域

之不實廣告可能對於市場競爭秩序產生普遍性影響的情形，公平會即優先於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取得管轄權限。此一主張儘管與現行實務的邏輯（公平法為管制不實廣告

的普通法，各個行政領域的管制法律則為特別法）存在一定的差距，短期內或難以實

現，惟若長存於心，仍可對現行實務奉行的處理原則，帶來一定的啟發。質言之，公

平會日後在與其他機關協調不實廣告的處理原則時，必須堅持公平會的管制大刀，僅

有在系爭案件具有競爭法上普遍性的意義時，才有出鞘的必要。

以日前發生的知名健身房連鎖品牌World Gym的毛巾爭議為例，以往World Gym
在廣告招攬會員時，均聲稱有提供毛巾此一附加服務，嗣後World Gym公告不再提供
毛巾，並聲明會員因此終止會籍無須支付費用，引發消費者的反彈，認為World Gym
有廣告不實之情事。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在接獲民眾投訴後，認為本件爭議有違反公

平法第21條之嫌，移請公平會調查處理。相對地，針對此一「毛巾之亂」，公平會在
第一時間卻對外表示並非不實廣告之問題，而是消費糾紛，故應由消保會、教育部體

育署以及各縣市政府處理，方為正辦。對此，部分輿論嚴詞批評「消保會與公平會互

踢皮球」
37
。然而，觀公平會主委對於本案之所以應定性為消費糾紛的理由：「公平

法所要處罰的不實廣告，是以不實內容吸引客人、排除其他業者競爭，而WorldGym
在疫情前確實有供應毛巾，目前看不出來公司廣告有不實。……如果WorldGym不是

35 本研究期中座談會中，消基會代表周律師所舉醫療器材不實廣告之案例，該案中
機關「一部移送效力及於全部」的作法（「醫療器材廣告送往公平會檢舉，檢舉
內容除不實廣告檢舉外，尚包含其他公平交易法違反態樣，公平會回函依據公平
會與衛生福利部協調結果，因檢舉案涉及醫療廣告故將檢舉案件移送衛生福利
部，衛生福利部再交由地方衛生局裁處。」），恐怕就與管轄法定原則有所違
背。

36 行政院於102年6月對公平會與經濟部就一般商品不實標示之管轄分工原則所為之
裁示，即為適例。

37 新頭殼網站，「World Gym『毛巾之亂』誰處理？公平會、消保會又互踢皮球」，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1-11-10/664194，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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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實廣告招攬客人，而是後續因各種原因，未履行提供產品服務，這比較像是消費

糾紛，應根據當事人契約請求債務不履行或是解除契約。」
38
儘管一般的普羅大眾未

必能理解，但在法理上卻是有相當的說服力。申言之，我國對於一般的消費糾紛（包

括不實廣告在內），既然在公平法之外已另定專法規範，甚且設有專門組織以及明定

的管轄機關主責，則將公平會啟動不實廣告的管制權限，限於具有維持市場競爭秩序

的指標意義個案，才能讓公平會充分發揮維護交易秩序、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的核心

職能，而不會被大量且細瑣的消費糾紛案件所淹沒。

本案最終雖然仍是透過非正式的協商，由公平會邀集消保會、體育署以及縣市政

府進行跨部會協議尋求解決，然而前述公平會主委的宣示，充分闡述公平會在行政院

整體組織分工中，所應擔負的功能角色，故公平會在日後類此的協商過程中，理應繼

續堅持此一立場，將其視為公平會與其他機關協調不實廣告分工處理的基調。若能減

少扮演不實廣告個案救濟的角色，可讓公平會投入更多的資源與職能，具焦在市場的

宏觀調控之上。

事實上，在美國，作為聯邦主要的消費者保護機關之聯邦貿易委員會，針對不實

廣告的管制實務，也是從個案救濟者的角色，逐漸朝向宏觀調控者偏移。此一偏移，

可以從今日聯邦貿易委員會對於不實廣告的管制策略，多以頒布具有一般性、非正式

法效性的「行政指針」（guidelines）進行行業導正與消費者教育為重心，個案損害的
救濟則藉產品責任（product liability）回歸私人民事訴訟，特別是以消費者集體訴訟
（class action）作為主要管道39

，可略窺一二。此外，即便聯邦貿易委員會早期對於不

38 中央通訊社，「World Gym不提供毛巾，公平會：12日跨部會商議」，https://www.
cna.com.tw/news/fi rstnews/202111100107.aspx，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3。

39 相較於個別消費者對業者提起侵權訴訟，得一個人扛起沈重的舉證責任和訴訟成
本的負擔，消費者集體訴訟的設計可緩和上述缺點，提供消費者提起訴訟捍衛權
益的誘因。See Dean K. Fueroghne, Law and Advertising: A Guide to Current Legal 
Issues, 12 (2017). 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消費者保護團體許可設立二年以上，
置有消費者保護專門人員，且申請行政院評定優良者，得以自己之名義，提起第
五十條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或第五十三條不作為訴訟）、第50條（消費者保護團
體對於同一之原因事件，致使眾多消費者受害時，得受讓二十人以上消費者損害
賠償請求權後，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消費者得於言詞辯論終結前，終止讓與
損害賠償請求權，並通知法院。）亦設有由消保團體獨立或是代受害人提出集體
訴訟之規定。然據學者統計評析，此一制度尚未能發揮其應有之功能，特別是施
行二十餘年來，僅有一件「不作為訴訟」（且原告敗訴），民眾自然轉向期待行
政機關以—對民眾而言程序負擔較小且便捷的—行政管制措施對抗不實廣告。

 是以如欲減輕管制機關的負擔，消費者團體訴訟的制度即有予以充實之必要，如
學者所建議，立法增設消費者保護基金或團體訴訟基金，並增訂民事不法利得收
取訴訟制度，而將該訴訟請求所得金額（部分或全部）歸入保護基金，以供作團
體訴訟之用等。參見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
權利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44卷特刊期，1237-132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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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廣告，若欲採取具有正式法效性的管制手法，是以頒布「行政禁令」（cease and de-
sist order）為主（下令業者即刻停止廣告，如有違反者，後續得由委員會向聯邦地方
法院請求處業者罰鍰），然而近來的發展，行政禁令的規制內涵多由「廣告更正令」

（corrective advertising order）取而代之。根據「廣告更正令」，業者負有提撥一定比
例的廣告預算，刊登廣告提醒消費大眾渠等先前的廣告有誤導、不實情事之義務。聯

邦貿易委員會偏好廣告更正令的理由，可說是基於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考量。蓋單純

要求業者停止廣告，未能確保已接觸該廣告的消費者心中留存的不實廣告印象，亦能

因此被一併抹去；相較之下，廣告更正令則可對不實廣告發揮一定的抵銷（offset）效
果，因而導正被不實廣告所扭曲的市場競爭秩序

40
。當消費者保護與反競爭管制結合

較為緊密的美國法制都已朝此一方向發展，於消費者保護與反競爭管制在法制上呈現

一定分離態勢的我國，公平會更有理由將自己的職能具焦在反競爭的事務上，適度從

不實廣告的個案爭議中解脫。

4. 個別領域不實廣告規範密度仍有進一步檢討、提升之必要
目前在我國法上，藉由「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

之法律」所構築的不實廣告管理規範，規範密度不可謂不高。但隨著社會生活型態的

演變，加上網路傳播的盛行，各種新穎宣傳手法層出不窮，既有的法律仍必須時時檢

討，妥為因應，以避免產生規範漏洞。

例如近年房市熱絡，不少打著「房市專家」名義的掮客，透過散發宣傳單或是

網路部落格的文章，刻意吹捧建案的成交價，拉抬區域均價，以達到出清手中同一建

案或是同一區域房屋之目的。消保官介入後，相關建案的建商則以此乃部落客的宣傳

手法，非建商所能控制為抗辯（儘管渠等亦可從此一手法中間接提升建案銷售的獲

利）。部落客並非購屋者的交易相對人，無公平法與消保法之適用，亦不在不動產經

紀業管理條例適用對象之範圍內，故實務上為處理此類事件，最終竟然得仰賴「社會

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5款「散布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之規定，移送
法院裁罰

41
，姑且不論個案是否能夠符合社維法之構成要件，將此類宣傳手法以當前

實務上用以打擊假新聞之規定處理，不僅背景脈絡與管制目標差異甚大，社維法第63
條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之制裁，恐怕也難生足夠的嚇阻力。

是以釜底抽薪之道，應該還是要積極修法，為此類案件的處理提供適當法源。

由於此類案件的產生往往與特定產業交易的特性（例如不動產交易與人力仲介廣告的

40 Fueroghne, id. at 9. 附帶一提，或由於廣告更正令可能會加諸業者支付過高的反宣
傳費用之顧慮，聯邦貿易委員會有很長的一段時間（1975-1999）停止使用此一管
制手段。

41 參見「公平交易委員會110年委託研究報告—我國不實廣告執法實務之評析」研究
報告之附錄二座談會會議紀錄，新竹消保官之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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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性，便有所不同，不動產的問題具有在地性，人力仲介則可能涉及跨境移動的問

題）相連結，在個別的管制規範中修法以為因應，應該會比修訂管制不實廣告的一般

性規範（公平法與消保法），更能契合個別領域實務之需求。

此外，前已述及，與其他法規相較，公平法對不實廣告高昂的裁罰金額，一定程

度壓縮了對公平法與其他法律以想像競合關係解釋的空間，蓋此時「從一重處罰」幾

無例外讓案件流向公平會，實務上當事人也樂見機關以法條競合（特別關係）處理，

畢竟實務上將公平法一概定性成普通法，意味著當事人最後會受到的，將會是根據個

別法規所為較輕的裁罰。為了讓法律發生競合時的適用，能夠回歸通常的法學解釋原

理，行政院應該積極盤點分析相關法律，積極推動個別行政法規中有關不實廣告裁罰

金額之檢討修正。

四、對於公平會的未來執法精進策略建議

（一）協調各機關提升個別領域不實廣告之規範密度（一）協調各機關提升個別領域不實廣告之規範密度

在產銷多元化及促銷手段多樣化，尤其是電子商務蓬勃發展之現今，許多非典型

廣告的宣傳手法潛在於各產業與各種商品、服務之中。例如藉由刊物或媒體報告等名

目帶入商品的資訊（預售屋的銷售等）或帶動價格風向；抑或透過Line或臉書等社群
媒體網站組團號召購物的團主，實為收受來自廣告主利益的業配，以及類似三星寫手

門案中潛在於各網站中的職業寫手等，導致個別領域各主管機關在實務運作上面臨困

境。

目前公平法第21條第1項所規範之對象包含「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
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為…之表示或表徵」。看似在概念上將「廣告」與廣告以外

之「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並列，一併納入公平法第21條第1項所規範之對象範圍
中，使各種得直接或間接使非特定之一般或相關大眾共見共聞之訊息的傳播行為均成

為同法規範之對象
42
。如此規範方式固然使公平法第21條第1項所涵蓋之範圍較為周

全，但將衍生出幾個問題：

第一，由本研究的整理可知，除公平法外的其他關於不實廣告之個別法規，絕大

多數均僅規範「廣告」，而未包含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
43
；僅有少數例外，例如食

安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或化粧品法第10條第1項規定，係將食品或化粧品之「標示、宣

42 關於公平法第21條第1項廣告定義的解釋與問題，陳皓芸、楊燕枝、汪志勇、杜怡
靜、王震宇，「公平交易法對於網路廣告之適用與因應」，公平交易季刊，第28
卷第3期，64-67（2020）。

43 例如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2條第2項就僅謂：「⋯廣告及銷售內容，應與事實
相符⋯」，既未就廣告為明確定義、亦無如公平法第21條第1項將其他使公眾可得
知之方法之表示表徵列入規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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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或廣告」並列為規範對象
44
。如此一來，即可能產生當事業係透過社群媒體等方式

提供不實資訊；或如前述將不實資訊提供給媒體報導等行為，可能無法該當於個別法

規之廣告定義，而無法予以規範。此時是否仍可移送公平會處理？不無疑義。即使實

務上肯認此種作法，但以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為例，將導致同樣是涉及不動產經紀

業之不實資訊提供，卻可能依據傳播手段（廣告或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之不同而

分別適用個別法規（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與公平法的結果，考慮到公平法對於不

實廣告之罰鍰金額規定與其他法規頗有差距，若僅因廣告傳播手段之差異決定處理機

關與所適用之法規，而產生責任輕重之差異，似乎並非妥當。

第二，由於公平法上對於廣告的定義並無明文，而最高行政法院實務見解則

認為「廣告係透過人為媒體以其事布告於眾，並對不特定大眾傳達商品之存在及特

徵
45
。」此見解可能導致事業透過社群媒體等平台為私人訊息或封閉式的即時通訊群

組傳遞商品或服務相關資訊時，因為屬於對「特定人」傳遞訊息，而無法該當於第21
條第1項所規範的範疇。相較之下，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3條對廣告的定義則包
含「可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並不以不特定大眾為限，範圍似乎比

公平法更為廣泛。則在其他個別法規中對於廣告並無明確定義之情況下，各該主管機

關究應參考公平法之實務見解、抑或消保法施行細則之規範認定不實廣告的規範對

象，似易生疑義。

第三，公平法與其他個別法規間在規範密度上有一定程度落差。例如目前僅有

公平法有針對薦證廣告之類型進行規範，而其他個別法規主管機關如遇到薦證廣告之

案件，作法卻似乎不盡一致。舉不動產經紀業為例，目前內政部主管法規並未就薦證

廣告有明確規範，因此若遇到涉及薦證廣告之案件，內政部會將整個案件移交由公平

會處理。如此一來，雖不會發生一則廣告可能分成兩個機關來處理的窘境（薦證廣告

內容的部分公平會處理，其他部分由地政機關處理），卻可能發生即使原本非屬公平

會處理的廣告問題（例如前述之房仲的個案型不實廣告），卻因為廣告中出現薦證模

式，而需歸公平會處理的情況。另一方面，實務上常見在電視、網路等媒體以薦證方

式促銷商品的保健食品、美容化粧品等廣告，衛生主管機關經自行檢查或檢舉發現有

不實廣告問題時，多自行以相關法規處理之，不會特別強調廣告採薦證手法，而發生

轉送公平會處理的情況。從衛生主管機關之裁處內容可知，其重點在於廣告內容的真

實與否，並不特意強調廣告的表現方式（是否以薦證方式為之）
46
。

44 然而，何謂「宣傳」？是否包含以特定人為受眾的訊息傳播行為，其定義仍不明
確。

45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709號行政判決。
46 例如台北市衛生局於2021年9月14日處分之由醫師聯名推薦之「私密專利膠囊」
案，以及同月17日所處分之由知名財經作家所薦證之「晚安益生菌」案等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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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由於公平法對於不實廣告之罰鍰金額規定與其他法規頗有差距，若

因廣告手法決定處理機關與所適用之法規，而產生責任輕重之差異，似乎並非妥當。

雖然其他法規未如公平法對於薦證廣告有較詳盡之規定（公平會尚定有相關處理原

則），然而，不實廣告之定義或認定應該重視其廣告內容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而不是廣告的模式。申言之，本研究認為，似乎並不適合將所有新穎的廣告或宣傳手

法所涉及不實資訊問題（包括其實由來已久的薦證廣告），全部移由公平會來處理。

例如保健食品、化粧品等有個別主管法規之商品，不論其促銷手法為何，若涉及不實

資訊爭議時，還是應該依各法規之規定，由其主管機關處理較為妥適，且目前實務上

也見到由原本主管機關處理是可行的。畢竟各法規均有其立法目的與欲保護之權益，

並非皆與競爭有關。例如，健康食品管理法對於健康食品的廣告標示之規範，理應重

在保護國民健康與消費者權益，其他一般食品（食安法）與化粧品（化粧品管理法）

亦同。且如此等商品的廣告或資訊的內容多涉及專業認定，交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

處理，應能夠較為迅速且有效率地處理。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儘管個別法規之修正並非公平會之職權，然而關於不實

廣告之規制，各該主管機關仍相當重視公平會之專業意見，在個別法規規範不足時亦

往往會參考公平會所擬定之各項處理原則等輔助其判斷。因此，或許公平會可以一方

面更廣義地定義何謂「廣告」，另方面積極協調各機關提升個別領域關於不實廣告之

規範密度（包含有強制力的法律規範、以及無強制力的業界自律規範）。蓋因近來多

元化的新型態廣告行銷問題，除了因應新興傳播方式而生的一般性問題外，更往往與

特定產業交易的特性相連結，在個別的管制規範中修法因應，或許會比修訂管制不實

廣告的一般性規範（公平法與消保法），更能契合個別領域實務之需求。

（二）減輕主管機關的舉證責任（二）減輕主管機關的舉證責任

如本研究於第二章以及前一節所述，其他主管機關之個別主管法規主要是針對某

部分產業（如金管會是針對金融業、保險業等）、特定行業（如不動產經紀條例）、

某部分商品（衛生主管機關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藥事法分別針對食品、藥品

等），因此，所涉及之不實廣告問題亦是屬於較特定之範圍與內容，在處理的流程或

違法判斷基準上可能相對單純。相對之下，公平法中對不實廣告之規範，原則上適用

於任何產業之商品與服務，因此公平會所處理的不實廣告案件也較為多元和複雜。再

所謂保健食品廣告中常見名人或素人之薦證模式。參見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10
年9月份處理食品、健康食品違規廣告處罰案件統計表：https://www-ws.gov.taipei/
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jg0L3JlbGZpbGUvNDczNjgvODQ2ND
YzOC85MzU4MTk4MC0xNGIxLTQyOGMtYjJiZi05NjQ4ZjdjMmY5NzUucGRm&n
=5YWs5ZGKMTEw5bm0OeaciOS7veiZleeQhumjn%2bWTgeOAgeWBpeW6t%2bmjn
%2bWTgemBleimj%2bW7o%2bWRiuiZlee9sOahiOS7tue1seioiOihqC5wZGY%3d&ic
on=.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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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根據公平法第42條對於不實廣告廣告主之行政責任規定，較其他法規為重，故公
平會在認定事實的處理流程與事實認定、乃至處分書之內容，似乎不宜過於簡略。

惟關於舉證責任之倒置，應可大幅提升執法效率，就此部分，本研究認為日本贈

品表示法中規定廣告真實性之舉證責任應由事業負擔的規定，相當值得參考。其不僅

在贈品表示法中增訂第7條第2項（最初是第5條，修法改變條號），明確規定若事業
對於商品、服務做出效果、性能之內容，可要求其提出確實而具體可以佐證該廣告內

容真實性之資料，將判別廣告內容真偽之舉證責任由廣告主承擔。此外，主管機關尚

制定相關處理原則（日本公平會所定，經消費者廳沿用），詳細規定可接受之具實證

效果之事證項目，以免事業提出不夠客觀、科學之證據，影響判斷廣告之真實性。尤

其因贈品表示法明文規定事業必須在主管機關提出要求的15日之內提出事證，否則即
認定為不實廣告而進行處分，更讓主管機關處理不實廣告問題能更具效率性，且具有

法源依據。

又我國法制下，就標示或廣告內容的真實性證明責任，轉換由為標示或廣告之

人負責者，並非無前例。如前述衛福部所發布「食品及相關產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不

實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認定準則」準則第4條第1項第2款指出，無證據或證據不
足以佐證者，認定為涉及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此一規定形同將食品相關廣告之不

實的舉證責任倒置於廣告主身上，若無法舉出充分證據佐證，主管機關得逕予認定

為涉及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化粧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虛偽誇大或醫療效能認定

準則」第3條第2款亦同。此外，衛福部所發布的醫療機構網際網路資訊管理辦法第6
條，亦課予醫療機構擔保其透過網際網路提供的資訊內容係為正確真實之義務，其規

範意旨亦係將就醫療機構於網路上所發布資訊的真實性證明責任，由醫療機構承擔。

綜上所述，本研究建議未來可透過修法之方式，於公平法明確規定於不實廣告之

情形，廣告主應負有於一定期間內證明其所提供之資訊內容為並無涉及不實、誇張或

易生誤解等情事的責任，若未能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相關事證，則公平會得逕予認定為

不實廣告而進行處分，如此一來應可有效提升執法效率，以確保競爭秩序。

五、結論

有鑑於實務上主管機關為了調查並證明廣告內容是否涉及不實一事往往耗費大量

勞力時間成本，本研究建議未來可透過修法之方式，於公平法明確規定於不實廣告之

情形，廣告主應負有於一定期間內證明其所提供之資訊內容為並無涉及不實、誇張或

易生誤解等情事的責任，若未能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相關事證，則公平會得逕予認定為

不實廣告而進行處分，如此一來應可有效提升執法效率，以確保競爭秩序。

另方面亦可考慮積極協調各機關提升個別領域關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密度（包含有

強制力的法律規範、以及無強制力的業界自律規範）。蓋因近來多元化的新型態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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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問題，除了因應新興傳播方式而生的一般性問題外，更往往與特定產業交易的特

性相連結，在個別的管制規範中修法因應，或許會比修訂管制不實廣告的一般性規範

（公平法與消保法），更能契合個別領域實務之需求。

再者，與其他法規相較，公平法對不實廣告高昂的裁罰金額，一定程度壓縮了對

公平法與其他法律以想像競合關係解釋的空間，蓋此時「從一重處罰」幾無例外讓案

件流向公平會，實務上當事人也樂見機關以法條競合（特別關係）處理，畢竟實務上

將公平法一概定性成普通法，意味著當事人最後會受到的，將會是根據個別法規所為

較輕的裁罰。本研究建議，為了讓法律發生競合時的適用，能夠回歸通常的法學解釋

原理，行政院應該積極盤點分析相關法律，積極推動個別行政法規中有關不實廣告裁

罰金額之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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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針對行政法院近期對於不實廣告之重要案例，說明分為不動產銷售類與虛擬

通路二大類篩選結果並評析執法實務面臨之問題。其次，參照日本不當贈品類及不當

表示防止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及執法趨勢，進一步就不實廣告舉證責任分配議題進

行評析並提出具體建議。同時針對公平會未來面對審理科技巨擘的廣告案件時提出二

階段快篩原則，並透過經濟分析模型建立，研析各類型不實廣告行為罰鍰額度之妥適

性及裁罰基準。

期望能針對不實廣告之重要案例所衍生之競爭法執法疑義議題進行研究與分析，

同時參酌國外執法趨勢、實際執法案例及二階段快篩原則、罰鍰基準之模型建立，作

為公平會日後處理個案與執法之參考。

關鍵詞關鍵詞：不實廣告、不公平競爭、無實證廣告、二階段快篩、罰鍰預測系統

一、前言

社會經濟活動中，透過廣告作為推介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已經成為商業活動中

不可或缺的一環。由於廣告內容所揭露之交易資訊對消費行為締結具有相當程度的影

響力，我國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1條第1項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
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本條規定為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裁處不實廣告所
涉及之不公平競爭行為之主要法律依據。

公平會並為第21條案件之適用訂有處理原則及各產業可能涉及不實廣告之處理原
則，而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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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可檢視有無公平法第25條之帝王條款適用。
隨著網路發展與媒體傳播方式多元化改變，不實廣告構成要件該當之成立要件，

在個案涵攝時受到挑戰，例如行為主體之認定困難，舉證責任分配，行為數與裁罰權

時效如何計算，及罰鍰裁量基準之類型化與合理性等問題，皆有討論必要。

本團隊執行之委託研究計畫係針對行政法院對於不實廣告之案例，探討行為主

體、構成要件及裁處權時效等議題，概分為不動產銷售類與虛擬通路類之不實廣告案

例進一步分析實務案例。針對不實廣告之行為態樣，闡釋行為主體與行為數之認定、

構成要件之適用、舉證責任分配、裁處權時效之計算及相關法條適用關係等執法疑義

議題，參酌國外執法趨勢、實際執法案例進行研究與分析。同時針對公平會未來面對

審理科技巨擘的廣告案件時提出二階段快篩原則，並透過經濟分析模型建立，研析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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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不實廣告行為罰鍰額度之妥適性及裁罰基準。期望能提出具體建議作為公平會日

後執法之參考。

惟，受限於研討會論文篇幅，本文擬僅簡要說明不實廣告重要案例篩選結果並

予評析，前述法律面議題僅就舉證責任分配議題進行討論。按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規
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廣告主應就廣告內容真實性負舉證責

任，然公平法並無此規定，有關不實廣告行為之舉證責任分配問題，應由公平會負擔

舉證責任，抑或由業者負真實表示之義務，是否可類推適用消保法之舉證責任分配，

不無討論空間；本文進一步，就科技高度發展趨勢後，科技巨擘獨占力不容忽視，倘

有不實廣告行為時之處理提出二階段快篩原則，並透過經濟分析模型建立，研析各類

型不實廣告行為罰鍰額度之妥適性及裁罰基準。

二、國內公平交易法不實廣告重要案例之評析

（一）不實廣告重要案例篩選結果（一）不實廣告重要案例篩選結果

本研究係以我國行政法院近10年時間區間為基礎，運用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公開不實廣告判決進行關鍵字檢索，在篩選重要案件時，尤其側重廢棄或駁回公平會

處分案意見案例進行蒐集並擇要針對不實廣告行為主體、行為數之認定、構成要件之

適用、舉證責任分配、裁處權時效之計算及法規競合進行分析
1
。

本研究篩選出之重要案件表列如下：

表一　近10年不實廣告重要案件表列

案件 案號 參考議題

不
動
產
銷
售

「竹城京都」建案銷售

案

• 公處字第097088號處分書。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訴字
第2139號判決。

•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
1257號判決。

• 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認定

• 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認定

台糖「都會金龍楠梓三

期」建案不實廣告案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度
訴字第38號判決。

• 最高行政法院90年度裁字第
252號。

• 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認定

1 篩選關鍵詞：不實廣告，公平交易法，廢棄原判決（或發回），原則上區間
2011/4-2021/4（十年），行為數，廣告主，真實性，舉證責任，時效。



第 2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462

「振堡懷石」建案預售

屋廣告不實案

• 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判字第
223號判決。

• 公處字第097015號處分書。
• 公處字第100021號處分書。

• 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認定

• 裁處權時效認定

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預售屋未揭露共用部

分應含車道之銷售資訊

案
2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
訴字第644號判決。

•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
第598號判決。

•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
第616號判決。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
訴更一字第121號裁定。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
訴更一字第121號判決。

• 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
第427號判決。

• 行為數認定
• 裁處權時效之認
定

• 法規範競合

虛
擬
通
路
不
實
廣
告
案
件

全球華人藝術網案 • 公處字第108024號處分書。
• 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簡字
第180號判決。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簡
上字第79號判決。

• 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簡更
一字第11號判決。

• 引人錯誤之認定
• 廣告實證性舉證
責任分配

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

案

• 公處字第107012號處分書。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訴
字第544號判決。

•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判字第
303號判決。

• 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認定

• 廣告實證性舉證
責任分配

東森電視購物台案 • 公處字第107092號處分書。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判
字第1675號判決。

• 廣告行為應適用
公平法

• 廣告行為主體
• 廣告實證性舉證
責任分配

2 同期，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預售屋未揭露共用部分應含車道之銷售資訊案，
尚有瓏山林藝術館建案（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615號行政判決）及瓏山林
博物館建案（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598號行政判決）因案情及判決雷同，
本研究爰僅擇本案為例進行介紹評析，併予敘明。



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不實廣告行為為例 463

網路家庭線上購物網站

案

• 公處字第097001號處分書。
• 院臺訴字第0970084654號訴
願決定。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訴字
第1653號判決。

•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
348號判決。

• 廣告行為主體認
定

捷元電腦銷售不實廣告

案

• 公處字第095116號處分書。
• 公處字第095118號處分書。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訴字
第 1658 號判決。

• 行為數之認定
• 廣告實證性舉證
責任分配

• 裁罰額度認定
舒適睡眠電動床墊關鍵

字廣告案

• 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簡字
第194號判決。

• 廣告實證性舉證
責任分配

• （關鍵字廣告）
虛偽不實引人錯

誤之認定

台灣之星「獨家【台灣

大哥大】月租費限時半

價」案

•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
第359 號判決。

• 購買關鍵字廣告
是否構成顯失公

平之認定（公平

法第25條）
遠百愛買大買家關鍵字

廣告案

• 公平會公處字第105025 號
處分書。

• 106年度判字第299號判決。

• （比較廣告）引
人錯誤之認定

大買家「網路量販店家

樂福天天搶便宜」關鍵

字廣告案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
訴字第376號判決。

• 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顯失公平行

為認定（公平法

第25條）
• 裁罰額度認定

（二）重要案例綜合評析（二）重要案例綜合評析

1. 廣告媒體之商業行為應受競爭法管制
在東森電視台購物案，原告提出憲法層級的言論自由保障為由，企圖以此作為廣

告媒體豁免適用公平法規範的保護傘。對此主張，行政法院基本上不否認商業言論自

由亦屬憲法言論自由保障的一環，但就廣告言論自由與競爭法管制間劃出一條界線，

認為只有在廣告言論提供真實、無誤導性訊息之前提下，始受憲法言論自由的保障，

因此肯定公平法管制不實廣告規定符合憲法第23條揭櫫的比例原則。另從公平法規範
面來看，同法第46條賦予產業法有關競爭行為優先適用之法源依據；惟當前通訊傳播
法規，尚無優先公平法適用之特別規定，事實上公平會與通訊傳播委員會就其主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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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處於分工合作關係
3
。是以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26規定，介入查處危害市場競爭秩序

（公共利益）之不實廣告案件，符合比例原則、法律保留原則的合憲性要求。

再從商業媒體產業的角度觀察，商業媒體涵蓋節目內容多元化的「言論市場」

（Ideal Marketplace）4
、商品或服務競爭的「經濟市場」（Economic Marketplace）等

二市場層面
5
。在商業媒體經濟市場層面，存在著媒體與收閱聽消費者（廣播電視收

閱聽戶、報刊雜誌讀者）間、媒體與廣告廠商間之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特
性，媒體收閱聽率與刊播廣告數量及費用成正比關係，二市場相互影響經濟來源；尤

其是，在當今通訊傳播數位匯流（Digital Convergence）趨勢下，媒體廣告行銷商品手
法呈現多樣化創意現象，其中難免表示內容涉及有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疑義，更

顯得維護廣告商品市場競爭秩序之重要性
6
。

2. 廣告行為主體之認定
實務認定廣告行為主體，並不限於廣告製作人（委託製作廣告之事業），凡對於

涉案不實廣告具備：（1）參與廣告設計、製作、刊播等工作，並（2）在廣告商品交
易流程提供商品，且（3）因銷售廣告商品直接獲利等要件者，皆屬之。學說見解大
致相通。學者認為，在廣告行為過程涉及諸多行為人中，合理的適當劃定「廣告主」

範圍，應同時符合如次判斷標準
7
：（1）「決定廣告所含有之不實或誤導資訊之內容

並使其散布傳播」及（2）「廣告主之廣告行為須構成營業交易之競爭行為」。
從網路家庭線上購物網站案、東森電視購物台案來看，行政法院判決顯示下列二

點意義：

3 依據「公平會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協調結論」（108年5月27日公服字第
1081260341號函），分別就廣電相關事業結合申報、頻道上下架爭議、廣播電視
節目不實廣告等案件，協調二機關分工事宜。其中不實廣告案件之分工:通傳會依
據廣電各法相關規定，就廣播、電視事業播送廣告之內容進行規範；公平會依據
公平法規定，對於非屬他機關職掌且無特別法規範之廣告，就廣告主是否違法進
行查處。

4 依據廣播電視法第32條至34-2條等規定，廣播或電視媒體播放廣告之內容，涉及
妨害兒少身心健康或公序良俗、廣告節目化、政治選舉候選人廣告、置入性行銷
廣告等，由通傳會審查管制。

5 顏廷棟，「媒體併購案在公平法結合管制上引起的迴盪」，公平會電子報，第11
期，1-5（2014），https://1030917-1.pdf （ftc.gov.tw），最後瀏覽日期:2021/7/25。

6 依據「公平會對於數位匯流相關事業跨業經營之規範說明」第10點所示:數位匯流
相關事業除受本規範說明規範外，針對不實廣告、比較廣告⋯⋯等其他不公平競
爭行為，並應注意「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21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公平會對於
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等規定。

7 其中「廣告主之廣告行為營業交易」涵蓋廣告主為提供或需求商品或勞務之事
業，以同時維護供方及需方市場之公平競爭。參照吳秀明，「大型通路商的不實
廣告責任」，收錄於氏著，競爭法研究，元照出版公司，273-28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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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商場慣例常見的供需契約形式有「寄售契約」、「代銷契約」、「委託販

售契約」……等，其中有可能實質關係是經銷契約，但購物平台、量販店等大型通路

商為規避法律責任
8
，卻要求供貨商與其訂定形式的代銷契約；供貨商受制於對大型通

路商的交易依賴關係、締約地位不對等因素，通常別無選擇只能聽從
9
。至於在該等購

物平台案，考量何者為商品交易流程主體、開立發票名義人、獲取售價差額利潤、消

費者信賴及認知之交易對象等因素，顯示購物平台業者與供貨商應屬經銷關係性質，

可見行政法院對於涉案供需契約採實質關係認定原則。

其二，公平法第21條規定於同法第三章「不公平競爭」之規範體系內，同條立
法目的在於禁止事業以不實廣告訊息干擾、誤導消費者選擇交易對象之決定，其保護

的法益為事業間爭取顧客交易機會之競爭手段公平性。是以公開散播虛構或謠傳之訊

息，即使因此侵害社會公共秩序，倘未涉及商品交易之市場競爭秩序者，即應歸由其

他法律規範
10
，要無適用本條規定之餘地。因此，行政法院認定該等購物平台業者參

與系爭廣告製播工作且為廣告商品末端零售之出賣人，用意即在建立起其為自己商品

提供者與在該商品市場競爭關係之連結要素；否則，該等平台業者以廣告代理商或廣

告媒體業、商品代銷商身分，若僅單純收取廣告製播費用或代銷商品傭金，實質上非

屬在廣告所宣傳商品之市場從事爭取顧客營業活動之競爭單位，即欠缺在該市場接受

8 採代銷等契約形式者，代銷商非出賣人，毋庸承擔民法買賣契約瑕疵擔保責任（民
法第355條至第366條）；另有關公平法法律責任，依據公研釋102解釋，真正代銷
契約（商品所有權未移轉、銷售風險及經營成本由供貨商負擔、為供貨商計算、以
供貨商名義作成交易及有佣金給付），無適用公平法第18條、第19條第6款（現行
法第19條、第20條第5款）問題。不過，通常供貨商不至於對具有相對交易優勢地
位之大型通路商，實施限制轉售價格或事業活動條件；是以大型通路商要求訂立代
銷契約（實質為經銷契約）之目的，主要在於規避不實廣告之法律責任。

9 以當前Google、Amazon、Facebook、Apple（合稱：GAFA）等資訊業巨擘營運數
位平台（Digital Platform）的實際狀來看，數位平台之低邊際成本、規模經濟性等
特性，促使特定平台趨於市場集中化效果，甚至出現獨占或寡占現象。再者，經
由長期繼續的使用關係，數位平台累積使用者大量且多樣的數據資訊，配合網路
效果相乘作用，對於數位平台之供貨商等使用者產生鎖入（Lock-in）效果，增加
使用者選擇其他平台服務之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因此產生投資關係之箝
制問題（Hold-up Problem）或交易關係之人質（Hostage）效應，導致平台事業容
易濫用交易相對優勢地位現象，成為競爭政策重視的課題。參照顏廷棟，「數位
平臺事業濫用交易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以日本獨占禁止法之觀點考察」，銘傳
大學法學論叢，第34期，37-70（2021）。

10 例如，對於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63條規定，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又如，社會秩序
維護法第63條規定，對於散布謠言足以影響公共安寧者，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
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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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競爭行為規範之主體適格
11
。

3. 廣告用語多重意義的解釋
在「竹城京都」建案銷售案，系爭廣告使用「水岸第一排，享受大尺度之視野景

觀」用語，最高行政法院引用不實廣告案件處理原則第七點（六）、第八點之考量因

素，從廣告主使用系爭廣告時之客觀狀況觀察，認定其表示客觀上雖有多重合理之解

釋，然系爭建案確有一面向房屋（K棟）緊鄰大坑溪水岸「第一排」作客觀描述，可
解釋其中一義為真，即無不實；又系爭建案為成屋銷售，購屋者實地參觀建案施以普

通注意力即可認知其它棟非緊鄰大坑溪之實況，不致有誤認而影響作成交易之決定。

最高行政法院否認系爭廣告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惟值得進一步

探討的是，系爭廣告是否尚有公平法第25條介入管制的「剩餘之不法內涵」？所謂
「水岸第一排，享受大尺度之視野景觀」用語，客觀有多重合理之解釋，既曰「其中

一義為真」（對K棟房屋景觀），意味著對其它棟房屋景觀之解釋「其義為假」。誠
然，系爭廣告建案為成屋銷售，購屋者可在參觀建案現場察知房屋面向景觀之實況；

不過，單從系爭廣告用語可能給人整體建案房屋皆位於「水岸第一排」之印象，有意

購屋者受此廣告誘引前來建案現場參觀，或因K棟房屋皆已售罄，或因其它棟房屋價
格較低廉（非緊鄰水岸因素）等因素，以致作出購買其它棟房屋之交易決定。如此

而言，系爭廣告的招徠顧客效果，仍可能造成對競爭建案剝奪交易機會之顯失公平行

為。

建議公平會應進一步查證的是，不動產業宣傳景觀屋有無使用類似廣告用語（交

易習慣及產業特性、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一般大眾（含系爭建案購屋

者）對於系爭廣告之整體印象、系爭建案K棟以外購屋者之購買動機（例如與K棟房
價差異）、建案現場銷售人員解說內容（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同期間系

爭建案周圍有無類似交易條件之建案（是否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等事由（公平

法第25條案件處理原則第5點，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考慮事項），據以判斷系爭
11 吳秀明教授從比較法觀點，介紹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5條規定「引人錯誤之廣
告」，指出該國學說及判例承認所謂「第三人之廣告」，對於非不實廣告系爭商
品或服務之提供者，倘具備「在本身營業活動之範疇所為」或「系爭商品或服務
真正提供者之『利益維護者』」條件，第三人所為之不實廣告亦受同條規範。吳
教授並認為，如此「第三人之廣告」仍在我國公平法第21規定適用範疇內，並無
「剩餘之不法內涵」，爰無庸動用同法第25條概括條款論處。參照氏著，前揭註
8，285。不過，本研究認為，從文義解釋、合規範體系解釋等觀點，公平法第21
條規範之廣告行為主體，應限縮於自己商品提供者，其適用範圍不宜涵蓋「第三
人之廣告」；否則，過度擴張本條規範廣告行為主體範圍之結果，恐有引起廣告
業寒蟬效應之負面效果。況且，如此「第三人之廣告」果真有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剩餘之不法內涵」，尚可以同法第25條介入補充管制，實在不宜勉強適用第
21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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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是否足以影響不動產業交易秩序，俾決定本案有無適用公平法第25條概括條款之
必要。

4. 有無誤導大眾之虞的判斷
依公平法第21條處理原則第5、6點有關不實廣告之表示，必須有引起一般或相關

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始足當；否則，若係非反覆性、非持續性的針對特定

少數人宣傳商品或服務之行為，尚無危害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之虞，爰無發動公平會行

政調查權之必要
12
。至於成立不實廣告須達如何程度有誤導大眾之虞的判斷，先前同

處理原則揭示有「『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認定標準，學者亦有參考外國法

制建議採「原則以百分之十至十五消費者為相當數量；例外涉及人身健康或安全者，

可以更低之百分比認定相當數量」
13
。不過，所謂「相當數量」仍為裁量概念，個案

每有爭議
14
，是以現行同處理原則業已刪除此認定標準。

事實上，在各行各業且型態各異之商品或服務之廣告間，訂出一明確「量」的誤

導大眾之虞判斷標準，並非切合實際的理想作法。可行方案，應由公平會參酌廣告商

品或服務之行業特性、廣告型態、廣告期間或瀏覽點閱紀錄、刊登廣告媒體種類、廣

告前後商品或服務銷售金額的變化等因素，作出合規範目的適當裁量。

依據公平會統計資料，截至民國109年底止，違反公平法第21條之不實廣告案件
合計有2,241件，其中前三位產業件數分別為15

：批發零售業908件；不動產業643件；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142件。如此案件統計，顯示各該產業不實廣
告誤導大眾之虞的特性為：批發零售業，廣告商品多為日常生活消費用品，商品同質

性高、商品差異化之識別度低，促銷廣告出現頻率高；不動產業，建商與消費者間具

有高度資訊不對稱性、預售屋廣告欠缺成屋現況參照，消費者多為缺乏經驗的初次購

屋者；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利用數位科技網路廣告不受地理區域、播放時間限制，

搭配搜尋關鍵字廣告、社群網路廣告、網頁連結廣告等方式，有效增加廣告觸及率。

以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案為例，廣告主雖自稱涉案廣告瀏覽量僅占其全部官網之瀏

12 何謂「廣告」，公平法並無定義規定。依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3條規定廣告
的型式，是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
牌、牌坊、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或其他方法，可使「不特定
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據此規定，嚴格言之，非反覆性、非持續性的
針對特定少數人宣傳商品或服務之行為，即非公平法或消費者保護法規範對象之
「廣告」。

13 劉孔中，公平交易法，元照出版公司，234（2003）。
14 例如，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刊登「CS100銀鯊舒壓槌」商品廣告案（95年5月19日，
公處字第095051號處分書；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04472號判決）。案例
介紹，參照吳秀明，前揭註8，269-295。

15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統計年報，公平交易委員會，94-9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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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量比率0.5%至0.6%，然公平會依該廣告實際瀏覽量高達51,870人次（105年12月）
及47,031人次（106年1月）之數據資料，認定係爭廣告不實表示誤導消費者之受害人
並非少數，進而認定系爭不實廣告對市場秩序之影響。

另參照歐盟競爭法見解，比較廣告原則上有助於消費者釐清其擬選購之商品或

服務，不會構成誤導，惟其必須符合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第14條之適法性指引要求。
就遠百愛買大買家關鍵字廣告案中，系爭廣告在未具體陳明依據及比較標準下，作成

「愛買線上購物─比大買家划算」之比較廣告，足以讓使用網路之消費者產生愛買線

上購物均比大買家划算之錯誤認知，而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係在廣告上對於與商品相

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引人錯誤之表示。遠百公司既無法提供其所宣稱之

「比大買家划算」之資料來源，顯屬不實，亦未揭露所稱更划算之條件，而逕於關鍵

字廣告宣稱「愛買線上購物─比大買家划算」，形成消費者錯誤認知且影響交易秩

序，該當公平法第21條之裁處要件。
5. 不實廣告成立之時點

公平會認定涉案廣告是否合致「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係以廣告主使用廣告時

之客觀狀況予以判斷；即依處理原則第八點，廣告主使用廣告時，已預知或可得知其

日後給付之內容無法與廣告相符，即得認定其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如此執法

立場，在全球華人藝術網案獲得高等行政法院支持，認定涉案廣告是否不實應以廣告

主製作、散發「當時」可供驗證之事實為依據，而非「事後」查證之事實。

不實廣告成立之時點，牽涉到行政罰裁處權時效之起算時點。依據行政罰法第

27條規定:「行政罰之裁處權，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第1項）。前項期間，自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

（第2項）……」。通常，廣告主使用廣告時，已有廣告商品或服務之客觀狀況，據
以認定其表示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並以此時點起算其裁處權時效，應無爭議。但

在預售屋建案廣告，建商刊播建案廣告時，已預知或可得知其日後給付之內容無法與

廣告相符（例如，建物使用土地與法定用途不符、建物座落地點與事實不符、不動產

面積與所有權狀登記面積不符或表示面積與法定用語不符、公共設施表示與實際狀況

不符……）
16
，如此不實廣告之裁罰權時效，應從建商停播廣告時或建案完工交屋時

起算，個案難免滋生爭議
17
。

16 參照「公平會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原」第3點、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或表徵類型。

17 士林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事業銷售「溪隄館」建案，被檢舉建案廣告不實，公平
會函覆系爭建案「3年時效應自預售屋廣告停止刊登時起算」，其裁罰權已罹於時
效；檢舉人不服此函覆內容，提起行政訴訟主張:「對購買預售屋的消費者而言，
房屋連個影子都沒有就開始起3年裁罰權時效，甚不合理⋯⋯」，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100年訴字第 85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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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售屋廣告表示之建案內容，有可能在建案完工交屋後，購屋者比對建案實況

與廣告表示始得發現有不實情事（例如，建物共有設施、內部自有格局或停車位等配

置，與施（竣）工圖不符）。惟依公平會以建商使用廣告時認定其為「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行為結果發生時）之見解，則不論係以系爭建案廣告行為終了時（停止

刊播建案廣告時）或結果發生時（使用建案廣告時），皆有可能在建案完工交屋時，

公平會對系爭不實建案廣告之裁罰權已罹於時效（尤其是施工期間超過3年之大型建
案，可能性更高）

18
。如此裁罰權時效規定，應為公平法管制不實廣告規範之重要檢

討課題。

6. 行為數認定
最高行政法院在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預售屋未揭露共用部分應含車道之銷售

資訊案中闡明，有關行為數之認定，必須要由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觀察，而採「分別處

罰原則」。申言之，不論數行為係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規定，

均予以分別處罰。又所謂一行為包括「自然一行為」與「法律上一行為」；所謂「數

行為」則係指同一行為人多次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或違反數個不同行政法上

義務規定，其行為不構成「自然一行為」或「法律上一行為」者而言。至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之行為是否為「一行為」，須就個案具體事實予以綜合判斷，亦即針就個案具

體情節，斟酌法條文義、立法意旨、期待可能、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社會通念或

專業倫理等綜合決定之。

復在捷元電腦銷售不實廣告案中，原告捷元電腦主張公平會是否就被告之同類商

品廣告，以相同處罰方法分別予以科罰，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乙節，按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之行為是否為一行為，係個案判斷之問題，亦即必須就個案具體予以判斷，而不

是僅就某法規或就抽象事實，予以抽象判斷，且於具體判斷時，宜就個案具體情節，

斟酌法條文義、立法意旨、制裁意義、期待可能性與社會通念等因素決定之。而本案

中最高行政法院透過真正廣告行為數量之決意，再加上「商品審議會」、商品上檔行

銷與2家電視購物頻道業者就系爭廣告內容進行磋商與確認。復以，依據原告於不同
之刊播時間、頻道、廣告商品、廣告內容、合作製播頻道業者等因素，乃基於2次以
上的行為決意，而實施2次廣告行為屬「數行為」，應分別評價，分別處罰之。透過
行政罰上一行為之認定標準，適用在個案中具體情節考量其廣告形成之決意過程，再

加上刊播行為之實施亦為不同階段，為二行為之認定，足茲參考。

18 學者有認為在建商完成建築前，該建商之廣告均屬合法，必須等待預售屋建造完
成後始得比對以判斷是否不實，此時違反行政法義務之結果始發生，裁處權也開
始起算。參照謝宗憲，「不實廣告法律責任之研究-以預售屋廣告為中心」，公平
交易季刊，第23卷第1期，66（2015）。惟本文認為如此見解，顯然混淆違反建築
法規與公平法禁止不實廣告之行政法義務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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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21條與第25條之法規範競合
事業於網站刊載商品或服務資訊，吸引消費者瀏覽，進而招徠交易，已為現今事

業爭取交易機會之重要方式；而網路使用者於尋找特定事業或其商品或服務資訊時，

藉由搜尋引擎網站鍵入關鍵字以尋找目標網站，已為常見之資訊取得方式，事業藉由

購買關鍵字增加商品或服務曝光率，亦為習見之行銷方式。

倘事業所購買之關鍵字，係他事業之名稱或品牌等用語，與其自身或與所欲提

供之商品或服務並無任何關連，致消費鍵入該特定關鍵字，經由搜尋引擎網站搜尋結

果，其事業之網頁廣告內容及連結網址卻出現於搜尋結果頁面，並輔以爭議之用語導

引消費者點選進入其網站，藉以吸引消費者瀏覽，以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其攀附他

事業努力成果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即係榨取他事業營業信譽所蘊含之經濟利益及努

力成果，具有商業倫理之非難性，並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秩序，自應評價為公平法第25
條所定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顯失公平行為。

在大買家「網路量販店家樂福天天搶便宜」關鍵字廣告案中，有關第21條與第25
條之法規範競合問題，關鍵在於透過廣告（關鍵字廣告）攀附他事業努力成果爭取交

易機會之行為，即係榨取他事業營業信譽所蘊含之經濟利益及努力成果，具有商業倫

理之非難性，並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秩序，自應評價為公平法第25條所定之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顯失公平行為。原告購買「家樂福」關鍵字之行為，除對家福公司營業信譽背

後所蘊含之經濟利益及努力成果造成損害外，亦對其他透過自身效能競爭努力爭取交

易機會之競爭同業造成不公平競爭，減少競爭同業追求效能競爭之意願，進而影響市

場公平競爭秩序，當可評價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應無疑義。

三、獨占事業不實廣告以反托拉斯法相繩之研析

以下擬就產業管制面觀察新興網路科技發展下，科技市場創新獨占若涉不實廣告

之反托拉斯法適用可行性研析。

（一）獨占事業不實廣告爭議問題之檢討（一）獨占事業不實廣告爭議問題之檢討

我國競爭法制類似美加等普通法制(common law)，係由公平會同時監管限制競爭
(獨占)與不公平競爭(欺騙)行為，從而衍生出應否將獨占者欺騙行為視為壟斷或意圖壟
斷行為，以罰則較嚴之反托拉斯條款規範？特別是近年來科技創新衍生出數位網路等

許多有異於傳統產業的新經濟領域，益發凸顯該議題的重要性。以下首先就市場競爭

觀點，臚列出科技產業不同於傳統產業之處：

1. 競爭型態由相同廠商在「市場內競爭(competition in market)」的長期靜態轉變成
「獲得市場的競爭(competition for market)」，因而經常呈現獨占，但獨占者偶有更
迭的短期動態；

2. 競爭對手由「市場內的其他廠商」轉變為「潛在的創新成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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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競爭方式由「價格競爭」以提高市場占有率的「重複賽局」，轉變為「創新競爭」
贏者全拿(winner-take-all)的局面。
上述改變對理論與實務形成相當挑戰。其中最重要的即是：限制競爭問題由「聯

合壟斷的多方行為」轉變為「獨占者阻礙創新者進入的單方行為」。過往反托拉斯多

基於長期靜態觀點，假設獨占者固定不變、產業結構穩定，使得執法者能以界定市場

範圍與計算市占率為主軸，篩選出擁有市場力量的獨占者，管制其經營行為(特別是聯
合行為)。然而科技市場競爭以創新為主軸，而創新速度極快，新進者只要創新成功，
即能取代既有者成為新獨占者，致使市場呈現高度獨占結構，由極少數甚至一家廠商

獨占市場。而winner-take-all更關乎事業存活，成敗利鈍遠較以往嚴酷，既有業者自然
容易鋌而走險，以獨占力阻礙創新事業進入市場。特別是不實廣告為一成本低廉，能

夠有效阻礙創新商品進入的獨占濫用工具，類似空氣軟體等不實陳述因而常見於科技

市場。由於該等行為不含任何效率因素，屬於絕對違法行為，從而衍生出宜否將獨占

者不實廣告視為反競爭行為，繩之以反托拉斯法(即適用公平法第9條)？亦或僅係一般
侵權行為，以不正競爭防止法規範？針對此疑問，美、加、澳等普通法國家非但沒有

一致看法或指標性案例，連各國內部的司法機關都有不同見解，頗值進一步研究。至

於分歧的理念大致可依照不實廣告對市場競爭影響大小的看法，歸納為兩類：主張自

由主義的「芝加哥學理」與傾向政府管制的「哈佛學理」。

1. 芝加哥學派看法：欺騙行為無影響競爭之虞
芝加哥學派基於經濟自由主義，主張市場競爭唯一的認定標準就是：產業總產出

是否達到最大
19
。只要現有資源得到有效利用，使產業產出達到最大，經濟效率與效

能競爭即已確保。除非有獨占者濫用市場地位，導致總產出減少與價格上漲，方宜以

反托拉斯法規範。而不實廣告雖會導致競爭對手產出減少，但獨占者自身產出增加，

卻足以抵銷前者減少對總產出的影響，不致影響總產出或市場競爭。再加上競爭法

目的在於保護市場競爭，而非市場競爭者，因此，基於反托拉斯不干涉瑣事原則(de 
minimis rule)，不實廣告並非競爭機關所問。以我國為例，該等案件即應由公平法第
21條或其他侵權法規論處，不須過度擴張反托拉斯管制。

在司法實務上，受芝加哥學派影響，美國第二、六、七、九等巡迴法院乃傾向

主張不實廣告並無影響競爭疑慮，勿須動用反多拉斯管制。例如：第七巡迴法院在

Schachar案20
就指出：(1)反托拉斯僅及於可能導致產出減少與價格上漲的反競爭行

為；(2)欺騙行為即使由獨占者所為，但也不至於導致產業產出減少21
。第二巡迴法院

19 Herbert Hovenkamp, Economics and Federal Antitrust Law, 36-38 West Pub. (1985).
20 Schachar v. America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97 870 F.2d 397 (7th Cir. 1989).
21 Bruce Colbath and Nadezhda Nikonova,“False Advertising and Antitrust Law: 

Sometimes the Twain Should Meet”, 7 Antitrust Chronicle 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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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erkley Photo不實廣告案22
更指出：「休曼法並非解決所有商業犯罪的萬靈丹。」

2. 哈佛學派觀點：不實廣告恐有影響市場競爭之虞
哈佛學派基於管制觀點認為：不實廣告如係獨占者所為，即有減損市場競爭之

虞。原因有3：(1)效能競爭的前提是市場資訊必須公開透明，但不實廣告顯然損及資
訊正確流通，使買方無法理性選擇商品；(2)不實廣告通常由低效率廠商發動，從而影
響高(低)效率廠商產出減少(增加)，導致產業產出減少與價格上漲23

；(3)獨占者多為品
牌形象長期深植人心的企業，其所散布的不實資訊導致相關單位認知錯誤的影響力，

遠高於新進或低知名度的競爭對手。執法機關審理該等案件時，實不應忽視欺騙者

的市場力量。至於Stucke則是將反托拉斯理念融入執法實務最具體的看法：「由於欺
騙是絕對違法行為，只要實施者具備獨占地位，就會對市場競爭形成相當影響

24
。因

此，執法機關不應以法不干涉瑣事原則，迴避對違法者應有之規範。具體作法應是設

計一套快篩的法律標準(“quick-look” legal standard)，只要實施者具備獨占地位，且其
欺騙行為有助於獨占地位的維持或取得，即應初步認定其違反休曼法第2條。」
3. 美國法執法趨勢

近年來，由於所得分配惡化與科技巨擘市場力量過大，美國法已逐漸加強管制獨

占者不實廣告行為。目前除了第七巡迴法院外，過往堅持以侵權法規審理該等行為的

第二、六、九巡迴法院執法立場均已鬆動，並傾向認為欺騙行為乃係無可辯解的犯罪

行為，如係獨占者為之，自應受休曼法第2條規範，重要案例亦有Int’l Travel Arrangers, 
Inc. v. W. Airlines25、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26等。

4. 其他國家司法體制
就司法體制言，全然落實哈佛學派主張，以反托拉斯論處獨占者不實廣告者為加

拿大。加國競爭法(Competition Act)第六章「違反競爭規範行為(Offences in Relation to 
Competition)」，明文將不實廣告(52條)列為獨占事業禁止行為之一27，並將不實廣告

與聯合行為(45條)、圍標(47條)等均列為限制競爭行為，由競爭局轄下的卡特爾與欺騙
22 Berkey Photo, 603 F.2d 263 (2d Cir. I979), petition for certiorari docketed, No. 79-427 

(U.S. Sept. I4, I979).
23 Kevin S. Marshall, “Product Disparagement under the Sherman Act, Its Nurturing and 

Injurious Effects to Competition,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Jurisprudential Economics 
and Microeconomics”,  46 Santa Clara Law Review 247 (2006).

24 Maurice E. Stucke, “How Do (and Should)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Treat a Dominant 
Firm's Deception”, 63 SMU Law Review 1113 (2010).

25 Int’l Travel Arrangers, Inc. v. W. Airlines, Inc., 623 F.2d 1255, 1257–58, 1278 (8th Cir. 
1980).

26 Nat’l Ass’n of Pharm. Mfrs. v. Ayerst Labs., 850 F.2d at 916-17 (2d Cir. 1988).
27 Competition Act, R.S.C. 1985, 74.01., https://laws.justice.gc.ca/eng/acts/C-34/page-17.

html#h-89169,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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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處負責管制(Cartels and Deceptive Marketing Practices Branch)28。至於無涉市場力

量的不實廣告案件則僅有民事責任，並另行規範在該法第74條，其違法要件與獨占廣
告不同之處在於：競爭機關不須證明違法廠商有獨占市場之意圖29。至於澳洲競爭與

消費者委員會(ACCC)雖同時為競爭與消保的主管機關，但與美加作法不同，該國案
例極少以反托拉斯規範不實廣告，最多只是在某些案件審理過程中，考慮廠商欺騙行

為對市場競爭的影響30。

5. 有限的執法資源難以全面檢視所有案件的相關市場力
理論上，公平會應同時以反托拉斯與取締侵權的角度審理廣告案件；但就執法

現實而言，由於資源有限，公平會不可能亦不宜檢視所有廣告案件所涉及的廠商市場

力。允執厥中之道應是設計一套篩選機制，按產業特性與廠商行為，篩選影響市場競

爭較大、涉有阻礙性濫用之虞的不實廣告，進行反托拉斯調查。至於其他輕微市場競

爭的案件仍宜以21或25條等侵權案件處理。原因如次：
首先，以侵權行為論處不實廣告案件僅需判斷廠商廣告是否有無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之情事即可。但以反托拉斯條款審理欺騙案件涉及範圍極廣，除須判斷廣告是

否不實外，亦須認定其對市場競爭的影響，而後者又涉及市場範圍之界定、個別廠商

市占率之計算、替代品之多寡、廣告主獨占意圖之認定，必須耗費甚多執法資源。其

次，由於不實廣告案件極多，並多來自房地產、食品與餐飲等市場競爭激烈的產業，

僅係當事人間之侵權行為，對市場競爭影響輕微。就公平會成立迄今(2021年5月底)案
件收辦而言，業者違反公平法第21條受處分之不實廣告案件高達2,259件。但是，違反
第9條各款受處分的獨占案件卻僅有16件31。由於反托拉斯案件的審理須耗用大量執法

資源，再加上罰則較重、對產業發展影響深遠，以公平會有限的人力與執法資源，不

可能亦不宜調查所有廣告案件所牽涉之市場力。因此，本研究以奧國學說為基礎，嘗

試設計一套客觀的篩選機制，針對個案所涉及的產業特性與廠商行為，供公平會決定

是否以反托拉斯調查廣告案件之參考。

6. 折衷之道：奧國學派與內生性成長理論
芝加哥與哈佛學理皆以產出與價格做為市場競爭標的，因此，以反托拉斯規範不

28 Canada’s Competition Act. https://laws.justice.gc.ca/PDF/C-34.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04/15.

29 Steve Szentesi, Canadian Advertising/ Marketing Law  (2021), http://www.
canadianadvertisinglaw.com/misleading-advertising-faqs/ ,  last  visi ted on 
date:2021/03/31.

30 參見Rhodes and Wilson (2018);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2019–2020 6 (2020).

31 公平會業務統計，https://www.ftc.gov.tw/upload/9b9166b2-d08d-4a87-86a3-
0a58b3e200d9.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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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廣告的前提都是：不實資訊顯著影響產業產出與價格。但就當前以“創新＂為主軸

的科技產業而言，無論是以價格或產出作為判定市場競爭標的，似皆有不足之處。例

如：芝加哥學派主張競爭執法須以客觀事實做為基礎，根據產業產出的數量變化，判

定不實廣告對市場競爭的影響。但就產業創新的動態觀點而言，許多市場(特別是科技
市場)競爭標的並不在於產品數量，而是在於產品創新所導致產品(甚至生產者)間之替
代。例如：傳統手機替代市話、智慧型手機替代傳統手機等競爭型態並不涉及總產出

之增減，而是不同功能產品的競技場式競爭，市場競爭因而不斷地呈現創新產品取代

舊有產品的新陳代謝。此時，過度強調產出數量(或價格競爭壓力)變化的芝加哥(哈佛)
學理即無法掌握以創新為主軸的動態競爭。

奧國學派因而認為：競爭的結果非但淘汰掉原本廠商，連舊有的生產技術與體系

都會被新進技術取代。唯一能夠制衡既存獨占的競爭力量來自潛在的創新成功者32。

以社群平台為例，1997年至今約20餘年的期間，最早係由SixDegrees.com拔得頭籌，
然而其因無法掌握智慧型手機與行動網路趨勢，而被Friendster取代；接著Friendster
因演算法過於複雜，造成用戶使用短訊與追蹤朋友不便，而被MySpace取代；其後
MySpace又被Facebook以較優的篩選演算法取代成為新獨占者。此外，搜尋市場也有
Yahoo!取代Lycos、Google取代Yahoo!；線上音樂市場有Spotify取代iTunes；博客工具
(blogging tools)市場有WordPress取代Blogger；視訊開會軟體市場有Zoom以彈性化介面
取代了Skype與WebEx。

該等學說的反托拉斯意義在於：科技品生產具規模報酬遞增特性，產業結構經常

處於獨占狀態，市場競爭必需仰賴不斷的創新，經由創造性破壞過程，由成功者取代

既有者，方能達成優勝劣敗的良性循環。因此，市場競爭僅發生於新進者創新成功得

以進入市場的階段，而孰勝孰負亦應取決於兩者產品消費效用與生產效率高低，或由

高效率的現有廠商繼續獨占、或由創新成功者成為新獨占者。但如若獨占者以不實廣

告混淆雙方創新效率差異，致使新創業者甫進入市場即因獨占者之不實廣告，而處於

競爭劣勢，恐將扼殺創新機會、妨礙產業升級33。此時，即使總產出不變，該等廣告

亦不利於市場競爭與創新活動。競爭機關如若仍以總產出做為判定市場競爭之標準，

即有悖於市場現實。

（二）兩階段篩選準則（二）兩階段篩選準則

本研究以奧國學理為基礎，建議公平會以產業的創新特性與不實廣告是否影響創

新，做為篩選標準，以決定是否以反托拉斯審理不實廣告案件。只要獨占者不實廣告

足以阻礙創新產品取代傳統產品的技術進步，即應視之為限制競爭行為，以反托拉斯

32 J.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42).
33 Robert Prbntice, “Vaporware: Imaginary High-Tech Products and Real Antitrust Liability 

in a Post-Chicago World”, 57 Ohio State Law Journal 1218-1219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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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取締。至於具體的篩選步驟則是依據產業特性與廠商行為，設計一套兩階段的快

篩原則，是否以反托拉斯規範不實廣告案件之標準。

1. 第一階段：
將廣告案件區分為傳統與創新產業兩大類。前者以公平法第21條等不公平競爭條

款取締其侵權行為，後者則進一步鑑定不實廣告是否涉及創新競爭。如該等行為確係

以創新成功的新進者為對象，以致影響創新商品進入市場，阻卻創造性毀滅過程，則

啟動第二階段作業。反之，如若不實廣告僅導致誠實者與欺騙者銷售的短期波動，不

涉及創新產品進入市場，則仍以第21條審理該等侵權行為。
2. 第二階段：

展開反托拉斯調查，以斷定涉案廠商之市場力量是否合致獨占要件。如是，則基

於不實廣告為絕對違法行為，不含任何效率因素，該等行為即符合阻礙性濫用要件，

該當公平法第9條限制競爭罪責；否則仍以侵權行為論處。
（三）合致創新競爭的要件（三）合致創新競爭的要件

第一階段針對傳統與創新產業之分類與涉案不實廣告是涉及創新競爭之判斷標

準，主要取決於該等行為是否阻礙科技創新。但由於新進產品未必能夠絕對取代既有

產品，因此，前者只要能相當程度地構成後者的潛在威脅，即合致創新競爭定義。以

下按此原則，並參考相關文獻34，提出創新競爭的5項要件：
1. 產品要件：產品功能的變化方向雖難以預測，但版本必須經常進化，使得現行版功
能與初版者相差極大。

2. 市場要件：廠商營運涉及雙邊市場、網路效果、共享經濟等新經濟模式。
3. 行為要件：必須具有技術進步意義的創新行為，並能使新經營模式出現，提升消費
效用或降低產品售價。

4. 時間要件：新廠必須具備在“未來＂取代舊廠獨占地位的潛力。即使目前無法確定
該等替代是否出現，執法者亦無法以機率量化該等威脅，但只要經由市場供需觀

察，相信該等可能性顯著存在，即合致本項要件。

5. 效果要件：市場競爭型態呈現“competiton for the market＂，而非“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因此，在創造性毀滅過程中，新廠進入對舊廠的威脅不在於市占率的
流失，而是整個市場或獨占地位的失去。

（四）小結與建議（四）小結與建議

芝加哥(或哈佛)學說以總產出變化(或價格競爭壓力)，衡量不實廣告對市場競爭

34 C. Scott Hemphill and Tim Wu, “Nascent Competitors”, Columbia Law School 
Scholarship Archive 1886 (2020); Susan A Creighton, D. Bruce Hoffman, Thomas G. 
Krattenmaker and Ernest A. Nagata, “Cheap Exclusion”, 72 Antitrust Law Journal 97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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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或許能適用於技術成熟、產出穩定的傳統產業；但就技術變遷快速的科技產業

而言，廠商競爭標的並不在於產出或價格，而是技術創新。因此，建議公平會依據產

業特性分別考慮不實廣告的規範方式。

四、公平會查處不實廣告案件之舉證責任問題

依據公平會統計資料
35
，截至民國109年底止，違反公平法第21條之不實廣告案件

合計有2,241件，約占全部違法行為處分案件4,831件之46%，如此數據顯示查處此類案
件耗費不貲的行政資源。其中，涉案廣告宣稱自身或比較他廠牌商品有顯著效果、功

能，或使用「第一」、「唯一」等最高級用語，相關表示有無客觀公正之實證資料依

據，厥為執法實務判斷是否構成不實廣告之核心。

在全球華人藝術網案
36
，廣告主於系爭網站宣稱其是「臺灣Yahoo、Google兩大搜

尋引擎，榮獲網路搜尋『藝術』第一名」；但未提出客觀公正依據資料。

在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案
37
，涉案廣告宣稱「賀！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三連

霸No.1」、「……跨年尖峰時段22:00-00:30進行4G實測，台灣之星均速達67.6Mbps，
遠勝同業10倍，再度蟬聯第一名。」等圖文用語，經公平會函請電信技術中心表示意
見，未能確認涉案廣告之測速表示具備客觀公正性依據之比較資料。

在東森電視台購物案
38
，涉案廣告以比較實驗方式呈現系爭商品「越洗越白」、

衣物混著洗「不染色」，他牌洗衣粉「越洗越暗沉」、衣物混著洗「易染色」等畫

面；惟查，如此實驗當事人自承是以不同之基準為比較。

在網路家庭線上購物網站案
39
，涉案廣告宣稱「省油可達10-25﹪」、「唯一經

過ARTC車輛測試中心驗證測試」、「全球唯一針對雙B級車款研發的超級晶片逆電
流」、「唯一通過各國安規環評標準測試」及「全台唯一敢說雙B專用款的逆電流」
等語，但廣告主始終未提出廣告表示之依據資料。

公平會查處不實廣告案件，對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構成要件負有舉證責

任；只是，以公平會有限行政資源，面對各行業層出不窮的不實廣告案件，可能超過

其舉證能力負擔。雖然，如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案，公平會可將待證事項移請相關

主管機關調查或委託專業機構鑑定，以減輕其舉證責任負擔並彌補專業能力的不足；

但於此同時，卻也帶來程序延宕以致未能即時遏止不實廣告違法狀態之負面效果。

35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統計年報，公平交易委員會，94-96（2021）。
36 公處字第108024號處分書。
37 公處字第107012號處分書。
38 公處字第107092號處分書。
39 公處字第097001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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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不當贈品類及不當表示防止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及執法趨勢（一）日本不當贈品類及不當表示防止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及執法趨勢

1. 立法沿革
日本對於不實廣告之主要規範為「不當贈品類及不當表示防止法」(下稱贈品表

示法)，同法在1962年制定目的是作為獨占禁止法有關不公平交易方法「欺瞞的引誘顧
客」、「不當利益的引誘顧客」規範之特別法。當時同法定位為競爭法規範體系，第

1條揭示立法目的為禁止私的獨占及確保公平法律之特別條例，以確保公平競爭、保
護一般消費者之利益為目的。

嗣後基於「消費者行政一元化」政策原則，2009年5月新修贈品表示法，修法後
第1條之立法目的為防止商品及服務交易關聯之不當贈品類及表示以引誘顧客，禁止
及限制有阻礙一般消費者自主性合理選擇之虞行為，以保護一般消費者之利益為目

的；同時將同法主管機關從公正取引委員會(下稱日本公平會)移轉消費者廳40
。

2. 消費者保護與市場競爭秩序關係
從贈品表示法立法目的之修法文義觀點，有學者認為同法已經喪失獨占禁止法特

別條例性質，因此應重新定位贈品表示法純粹歸屬消費者保護法體系
41
。不過，多數

說主張新修立法目的規定，僅係從供給者方「公平競爭」觀點轉換成消費者方「自主

性合理選擇」之文義形式變更，二者為表裡一體關係，修法前後之規範範圍、實質適

用要件並無不同
42
。

另一方面，獨占禁止法第1條亦揭示有確保「一般消費者利益」立法目的，如此
藉由促進公平且自由的市場競爭，實現消費者「選擇的權利」，對於不實廣告、不當

利誘等行銷手法，即產生消費者法與競爭法跨法律領域規範問題
43
。

3. 禁止不當表示規定之適用要件
贈品表示法第5條規定，事業人對於自己供給商品或服務之品質、規格或其他內

容，不得較實際內容為顯著優良之表示(第1款：優良誤認表示)；或對於商品或服務之
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為顯著有利之表示(第2款：有利誤認表示)，致有阻礙一般消費
者自主性合理選擇之虞。

本條規範主體為「自己供給商品或服務」之事業人，對於形式上非廣告商品所有

40 
35 1-20 2014

41 4
42 

40 17 2019
1 NBL 1059

35 2015
43 

40 8-1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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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服務提供者之其他事業人，實質上若有參與廣告製播，得否認定其有接受規範之

主體適格？學界通說認為，得以適用本條規定之供給主體，不以當事人存在形式契約

關係為必要；凡從進口商或製造商到末端消費者之市場流通過程中，實質有供給商品

或服務之事業人均足當之
44
。至於實務立場，東京高等法院判決揭示本條規範主體之

基本原則
45
：(1)自己或與他事業人共同積極決定表示內容之事業人；(2)依據他事業人

相關說明，決定表示內容之事業人；(3)委託他事業人決定表示內容之事業人。
4. 無實證廣告規範

贈品表示法第7條第2項規定，判斷事業人之表示是否合致第5條第1款規定，主
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限期命事業人提出為該表示內附合理依據之資料；逾期未提出

者，視為成立該款規定之優良誤認表示。

基於規範明確化原則，日本公平會在2003年10月28日公告如下「不當贈品類及不
當表示防止法第7條第2項之運用指針」46

，該指針目前仍為消費者廳繼續沿用。

(1) 適用原則
A. 無需實證之表示事項：有關商品或服務內容之表示，例如原料、成分、容量、原產
地、等級、住宅對外交通及周圍環境等事項，通常依照契約書相關交易文件或商品

本身等資訊，即可判斷其與廣告表示是否相符。

B. 需要實證之表示事項：有關商品或服務內容之表示，若是涉及瘦身效果、空氣清淨
機能等效果、性能事項，僅依照契約書相關交易文件或商品本身等資訊，難以客觀

判斷其與廣告表示是否相符。若委由專業機構調查、鑑定以證明其效果、性能是否

符合廣告表示，即使得以認定該廣告構成贈品表示法第5條第1款之誤認顯著優良表
示，因此作出排除該不當表示之行政處分必須耗費相當時間，在此期間該商品或服

務持續銷售，有擴大被害消費者之虞。

(2) 「合理依據」之判斷標準
提出作為表示合理依據之資料，應符合下列要件： 

A. 提出資料為客觀實證之內容
提出作為表示依據資料，係依實驗、調查所得之結果，必須為表示商品或服務效

果、性能相關之學術界、產業界普遍承認，或多數專家承認實施之實驗、調查方法。

倘若不存在學術界、產業界普遍承認，或多數專家承認實施之實驗、調查方法，應依

44 3
127(2015)

45 20 5 23
55 842

46 ─
─ https://100121premiums_34.pdf (caa.go.jp)

202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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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社會通念及經驗法則之方法實施實驗、調查。如何具體判斷是否符合社會通念及

經驗法則之方法，應綜合考量表示之內容、商品或服務之特性、相關領域之專家意見

等要素。

實施實驗、調查之機構，與對商品或服務效果、性能表示之事業人為無關係之第

三人(例如公立實驗研究機構、中立立場的民間調查研究機構等)，通常得認為客觀之
實驗、調查。部分商品或服務效果、性能之表示，若以消費者使用心得或抽樣調查意

見作為表示依據，應提出收集實例之調查結果資料，且以為非人為的隨機抽樣法選出

相當數量樣本，以充分確保統計的客觀性。

B. 表示之效果、性能得依提出資料之實證內容予以適當對應
事業人提出客觀實證內容之資料，倘該資料未能適當對應其表示之效果、性能，

即無法認定該表示有合理依據。例如，提出公家機關實驗家庭用害蟲驅除器效果報告

之依據，惟該實驗結果，僅係該器具在實驗用壓克力箱內發出電磁波讓害蟲竄逃作

用，並非對人類通常居住環境有實用性驅除害蟲效果之實證。又如，提出化學纖維材

質有99%遮斷紫外線效果之學術文獻，惟涉案廣告商品材質僅有55%之紫外線遮斷效
果，並非99%遮斷效果之實證。
(3) 命提出資料程序

消費者廳命提出作為表示合理依據資料之期限，原則為該文書送達之日起算15日
內。收受命令之事業人若有正當理由，得以書面提出延長期限之申請；但主張有新增

或追加實驗或調查必要等理由，非屬正當事由。

5. 案例
(1) 大日堂護眼健康食品案47

大日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在報紙刊登該公司銷售之「蝦紅素護眼健
康食品」廣告，內容呈現一名戴眼鏡閱讀之中高年男性圖像，圖旁附加「給享受看

報、讀書樂趣的人士感受頓時看清真相的效力!!爽快的清晰感」等字句。被處分人未
能依消費者廳命令，提出該表示附有合理依據之資料，消費者廳爰依贈品表示法第7
條第2項規定，視該廣告為第5條第1款之不當表示。

本案商品表示之改善視力「朦朧混濁感」、達到「清晰爽快」等狀態事項，非僅

係主觀性、抽象性內容，而係在強調其有改善眼疾症狀效果，此為一般消費者選購本

件商品之重要決定因素，是以消費者廳認定被處分人有提出合理依據實證資料之必要

性。再者，本案商品實驗對象之平均年齡(平均年齡24.6歲10名、32.6歲20名)、攝取量
等實驗條件，難以適當對應該商品表示中高年層人士使用狀態之實證內容，難謂該實

驗結果屬於合理實證依據之資料。

47 2 9 3 9 2 8 4 ， h t t p s : / / f a i r _
labeling_170309_0001.pdf (caa.go.jp)， 202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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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村田園萬能茶案48

村田園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在其生產以植物葉、穀物為原料之萬能茶
包裝容器記載「阿蘇的大地恩惠」、「魚腥草、柿葉、玉米……」等字句；惟該等原

料實際產地，除大麥、魚腥草等部分外，其餘大部分皆為國外產地。消費者廳認定被

處分人為上開記載，宛如表示本件商品使用原料皆為日本國產，致使一般消費者較實

際內容為顯著優良之誤認，爰認定被處分人違反贈品表示法第5條第1款規定。
本案消費者廳委託調查公司，對一般消費者實施問卷調查結果，就緊接「村田園

萬能茶」商品名位置記載「阿蘇的大地恩惠」之表示，「對該商品之印象為何？」之

提問，84%壓倒性多數者回答「該商品使用阿蘇產(日本產)茶葉」選項。據此調查結
果，即使其商品包裝未為原料之記載，仍有給予一般消費者該商品使用阿蘇地方生產

(日本產)之茶葉、穀物等原料印象，致有產生顯著優良誤認之效果。
（二）小結與建議（二）小結與建議

在我國現行法制下，公平會調查各類型不實廣告案件，必須承擔證明其合致公平

法第21條違法構成要件之責任，如此顯然超過其舉證責任能力之負擔，同時造成程序
延宕以致未能即時遏止違法狀態。另一方面，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4條規定，賦
予主管機關得命企業經營者提出廣告真實性證明之權限，惟如此行政權限未設有明確

限制條件，可能有侵害當事人程序正義保障之嫌。

從比較法觀點，日本贈品表示法兼具維護市場競爭秩序與保障消費者權益之規

範功能，與我國公平法立法目的相通，是以該日本法制與執法應有相當參考價值。例

如，對於村田園萬能茶案等涉及商品成分表示之廣告，主管機關運用問卷調查方式，

證明涉案廣告有使消費者產生優良誤認效果。至於查處有如大日堂護眼健康食品案等

涉及商品表示一定效果或性能之廣告，依據該日本法制之無實證廣告規範，限制主管

機關於必要時得命廣告主提出表示具備合理依據之證明，有助於提升查證不實廣告

之執法效率，亦能符合保障當事人程序正義之要求，如此規範公平法應有引進之必要

性，爰提出建議事項如下：

1. 新增公平法第21條第1項後段規定：「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限期命事業提出為
商品表示或表徵有合理依據之證明；逾期未提出者，視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或表徵。」

2. 新增公平法第21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16點規定：「有關本法第二十一條案件，如附
表二例示之表示或表徵說明商品(服務)使用最高級用語、具備一定效果或性能等事
項，僅依照契約書相關交易文件或商品本身等資訊，難以客觀判斷其與表示或表徵

內容是否相符者，本會得限期命事業提出該表示或表徵內容有合理依據之證明。

48 28 3 10 289 https://160310.pdf (jftc.
go.jp) 2021/10/25



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不實廣告行為為例 481

前項所稱有合理依據之證明，係指銷售數字、意見調查等客觀數據佐證或科學學

理、實驗依據者。

第一項命提出證明之期限，自命令送達之日起算，最長為15日；但有正當理由者，
事業得以書面申請延長提出期限。」

五、公平法罰鍰預測系統的建構－以不實廣告案例為例

公平會就不實廣告裁處罰鍰之認定基準與妥適性，在行政爭訟程序中常受質疑，

以下擬透過大數據分析及經濟分析模型建立，研析各類型不實廣告行為罰鍰額度，並

提出罰鍰預測系統，強化裁罰基準之客觀性。

（一）研究資料（一）研究資料

本研究所收集資料為公平會民國100年到110年廣告不實裁罰案例共有783筆，整
體而言平均裁罰金額約31.77萬，標準差約58.22萬，敘述統計如下：

表二　歷年裁罰金額之敘述統計

年度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整體 31.77 58.22 500 0

100 26.86 45.76 270 0

101 28.91 70.84 500 0

102 11.49 21.63 150 0

103 21.40 45.20 350 0

104 23.68 33.10 170 0

105 57.60 80.05 500 5

106 78.15 86.45 330 5

107 35.00 54.97 370 5

108 21.25 34.96 120 5

109 47.32 68.97 230 5

110 41.25 69.71 260 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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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各類裁罰金額之敘述統計如下表三：

表三　各類裁罰金額之敘述統計

類別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不動產 67.99 74.70 370 0 

瘦身美容 21.53 42.48 240 0

電信 90.5 145.57 500 5

代辦貸款、債務協商 5.91 4.37 15 0

補習 7.50 3.54 10 5

流通業 13.5 19.26 60 0

3C商品 35.42 99.14 350 0

食品 21.38 18.64 60 0

油品 8.04 6.43 30 0

抗菌 6.11 5.46 15 0

保健 14.17 18.00 50 5

省（節）電 10.44 9.01 40 0

省油 47.34 87.92 450 0

家電 13.26 19.40 80 0

其他 15.46 33.96 50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三可知，平均罰鍰金額區間落在最低的代辦貸款、債務協商類5.91萬至最
高的電信類90.5萬之間，標準差則區間則落在補習類3.5萬至電信類145萬之間，最大
值區間則為10萬至500萬，最小值區間則為0至5萬。
（二）計量模型建構（二）計量模型建構

本研究主要比較兩種計量模型與兩種迴歸方法；依照處理時間變數的方法式我們

分為A與B兩個模型，A模型中，我們將時間變數年份與月份各自設虛擬變數，如年份
是否為2010年，是則2010年之虛擬變數為1否則為0，將月份是否為10月，是則10月之
虛擬變數為1否則為0，依上述方式我們將資料18個年份以2004年為基礎設置17個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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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變數，12個月份以1月為基礎設置11個虛擬變數；B模型中，我們設計一個時間變
數t，將資料起始月份2004年1月設為1下一個月t則為2依此類推，而資料之最後一個月
2021年6月之t則為210，並由t我們延伸出t平方、t立方與t的四次方總共4個時間相關變
數，以上述4個變數來捕捉時間對於裁罰金額之影響。

本研究亦利用兩種迴歸方法對上述模型進行估計，亦即普通最小平方法與拉索迴

歸。普通最小平方法 (OLS) 是迴歸分析的一種，又可以稱作最小二乘法，為數學優化
建模方法的一種，通過將最小化誤差的平方和尋找數據的最佳函數匹配，而利用最小

平方法也可以簡便的求得未知的數據，並可以使得求得的數據與實際數據之間誤差的

平方和最小化。此方法最早使用可回推至1809年高斯使用的最小平方法的方法發表此
方法他的著作「天體運動論」一書，並在1929年高斯提供了最小平方法優於其他方法
的論述與證明。

拉索迴歸 (LASSO regression）是機器學習方法之一，目前在國內之應用並
不常見。拉索迴歸方法最早可以回溯到Horel & Kennard（1970）的嶺迴歸（ridge 
regression），嶺迴歸式主要目的在於解決簡單迴歸模型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multi-
collinearity），而此問題會隨者維度的增加而使結果產生問題， 因此拉索迴歸往往被
利用於處理高維度資料。而因拉索迴歸式採取的收斂條件比起嶺迴歸採取的收斂條件

可以更容易篩選掉不重要變數，所以在需要篩選變數時拉索迴歸比起嶺迴歸更具優

勢。總體來說，拉索迴歸除了能夠增進模型預測能力、降低誤差之外，也被廣泛運用

於高維度變數篩選上。在拉索迴歸當中，不同算法所產生的推定量也會有稍許不同，

而本研究則使用了double-selection estimators (DS) 、partialing-out estimator (PO)兩種，
其中PO算法的出現是為了改善在有限樣本下，隨機選擇或排除變數可能使估計量產生
偏誤的問題，至於DS則在PO的基礎上進一步精進加強。在Belloni et al.(2016)一文就指
出，DS的結果會比PO好一點。簡單來說，DS可以理解為有兩次選擇可能變數機會，
會使產生的結果更加穩健。

本研究將資料分成兩部分，分別為訓練期與預測期，訓練期為資料之前180個
月，預測期為第181個月至第210個月，並使用平均平方誤差（MSE）與判定係數(R平
方)兩種方式以此檢視是否拉索迴歸之預測表現會優於一般最小平方法。
（三）實證結果分析（三）實證結果分析

1. 普通最小平方法 (OLS)
由表四模型A的部分可知，同一家公司被罰次數每增加一次，平均而言會使罰鍰

金額增加0.423萬元。另外，當公司如果違反公平法第24條時，平均而言會比違反其他
法條時使罰鍰金額減少近40萬元。而在我們所觀察的15個行業中，觀察行業別是否對
於罰鍰金額具有顯著影響，發現優於90%信心水準的行業類別約有3個，是我們所觀察
行業別的20%，而這3個行業分別為不動產業、電信業及保健業：當行業類別為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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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時，罰鍰金額平均提高將近63萬元；當行業類別為電信業時，罰鍰金額平均而言會
高出約55.7萬元；當行業類別為保健業相關時，平均而言會使罰鍰之金額下降近23萬
元。簡易作業之係數為-65.231，表示當處理方式為簡易作業會時會使罰鍰金額降低約
65萬元。

由B模型的部分可知，之前被罰次數的係數為0.488，表示同一家公司之前被罰
次數每增加一次，平均而言會使罰鍰金額增加0.488萬元，且擁有超過99%的信心水
準；違反24條之係數為-33.342，此表示當公司如果違反公平法第24條時，平均而言會
比違反其他法條時使罰鍰金額下降近40萬元，且信心水準超過90%；違反41條之係數
為-8.390，由此可知當公司違反公平法41條時，平均而言會比起違反其他法條時使罰
鍰金額減少將近8.4萬元，但此一係數並不具有統計顯著性。而我們觀察行業別是否對
於罰鍰金額具有顯著影響時可發現，有超過90%信心水準的行業類別約有4個，大概是
本研究所觀察行業別的27%，4個行業分別為不動產業、電信業、抗菌及保健業，同樣
觀察此4個行業之係數，不動產之係數為65.46信心水準超過99%，因此當行業別為不
動產業時，會使罰鍰之金額平均而言提高約65.5萬元；電信業之係數為58.877信心水
準超過95%，因此我們可以得知每當行業類別為電信業時，罰鍰金額平均而言會提高
約59萬元；抗菌業之係數為-16.782信心水準超過95%，由上述我們可以了解到當行業
別為抗菌相關時，平均上會使罰鍰金額下降16.8萬元；B模型行業別中最後一個係數
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的行業別為保健業，保健之係數為-22.872且亦擁有超過99%的信
心水準，由此顯著之係數我們可以知道當行業類別為保健業相關時，平均而言會使罰

鍰之金額下降近23萬元。而觀察B模型中有關時間的4個變數可以發現從t的一次方到t
的四次方都具有超過99%的信心水準，由此係數可以讓我們了解，雖然罰鍰金額平均
而言會隨時間推進而提高但提高的幅度亦會隨者時間的推移而逐漸降低。

比較兩模型的不同及模型解釋能力，首先是之前被罰次數及電信業的顯著性，

我們可以發現此兩個變數在B模型中分別擁有超過99%的信心水準及超過95%的信心
水準，此兩個變數之顯著性對比於A模型中的顯著性有相當的提升，第二，在B模型
中，行業係數具有統計的行業與A模型相比多了一個抗菌，而其具有統計顯著之係數
基本上在兩模型中並無太大出入，最後有關A模型與B模型的解釋能力部分，透過表
四可知，A模型判定數為0.331，而B模型之判定係數為0.293，由上述我們可以了解，
A模型可以解釋所有變異中的約33.1%，而B模型只可以解釋所有變異中的約29.3%，
因此以判定係數為依據我們認為A模型的解釋能力優於B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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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模型A與模型B最小平方法結果

變數 模型A 模型B
係數 顯著性 標準差 係數 顯著性 標準差

被罰次數 0.424 * 0.192 0.488 *** 0.152 
違反24條 -39.631 *** 8.868 -33.342 *** 9.312 
違反41條 -9.355 18.043 -8.390 13.509 
不動產 62.819 *** 10.307 65.460 *** 10.618 
瘦身美容 10.776 12.161 8.121 11.735 
電信 55.667 * 25.007 58.877 ** 23.853 
銀行 -2.492 9.243 -10.994 9.137 
代辦 -5.517 9.333 -13.575 11.051 
補習班 1.439 13.223 1.307 10.225 
流通業 14.765 18.464 10.567 17.667 
3C 2.656 14.221 8.362 11.274 
食品 -1.695 7.699 3.534 10.806 
油品 0.733 7.381 -2.058 6.109 
抗菌 -13.039 11.506 -16.782 ** 7.016 
保健 -22.821 *** 5.754 -22.872 *** 5.447 
省(節)電 3.339 5.057 -0.961 3.646 
省油 12.161 8.146 18.043 11.054 
家電 -5.159 6.334 -5.856 6.726 
未令停止 3.109 5.926 4.170 3.260 
全部撤銷 -9.538 17.505 5.140 8.738 
簡易作業 -65.231 *** 7.756 -62.737 *** 5.626 
年度

2005年 29.834 ** 10.614 
2006年 37.460 *** 8.636 
2007年 60.478 *** 16.401 
2008年 121.698 *** 25.602 
2009年 51.575 *** 10.766 
2010年 44.557 *** 9.872 
2011年 55.321 *** 8.675 
2012年 63.694 *** 9.995 
2013年 51.612 *** 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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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模型A 模型B
係數 顯著性 標準差 係數 顯著性 標準差

2014年 35.527 ** 12.086 
2015年 39.637 *** 11.288 
2016年 60.923 *** 13.288 
2017年 59.365 *** 8.619 
2018年 51.528 *** 9.458 
2019年 38.036 *** 10.574 
2020年 32.911 * 17.194 
2021年 7.120 14.094 
月份

2 20.417 *** 1.745 
3 13.197 *** 2.337 
4 24.305 *** 2.142 
5 4.410 ** 1.602 
6 10.906 *** 1.749 
7 12.341 *** 1.589 
8 14.724 *** 1.659 
9 9.821 *** 2.065 
10 4.909 *** 1.478 
11 1.246 2.140 
12 17.823 *** 1.546 
t四次方 0.000 *** 0.000 
t立方 0.001 *** 0.000 
t平方 -0.091 *** 0.017 
t 5.418 *** 0.858 
常數項 -0.131 5.353 -28.255 8.826 
R平方 0.331 0.293 
N 1,225 1,2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拉索迴歸（LASSO regression）
在使用拉索迴歸時會需要設定主要變數，因此本文將之前被罰次數、違反24條及

違反41條設定為主要變數，而篩選變數則就是透過拉索迴歸篩選所得，觀察行業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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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變數，在A模型與B模型中均只有篩選出3個行業，約占全部15個行業的20%，3個
行業同為不動產、油品及省 (節) 電，而在A模型中時間相關被篩選出的變數為2004、
2010、2011、2013、2015及2019等5個年份虛擬變數，B模型中被篩選出的時間相關變
數則為t的一次方，進一步觀察變數之係數我們可知，不論是模型A或模型B亦或是PO
算法或是DS算法，就所估出的係數而言正負號皆相同，係數之數值基本上沒有太大之
差異，而在解釋這些變數之經濟意義時，方式如同一般之迴歸模型，如觀察不動產之

係數我們可知每當行業類別為不動產時，平均而言會使罰鍰金額提高約20萬元左右，
如觀察時間變數，在A模型中，當年份為2004年時平均來說則會使罰鍰金額降低約1.7
萬元，在B模型中，觀察時間變數t 係數我們可以知道每當時間往前推移一個月平均上
會使罰鍰金額下降約1.7萬元。而拉索迴歸所得出的係數跟使用最小平方法所得出的係
數相比，優點在於拉索迴歸所得出的係數基本上而言解決了多重共線性的問題，換言

之我們就不需擔心變數存在多重共線性。

表五　模型A與模型B拉索迴歸結果

變數 模型A 模型B
PO算法 DS算法 PO算法 DS算法

主要變數

被罰次數 0.400 0.371 0.652 0.681 
違反24條 -37.700 -35.129 -40.526 -41.816 
違反41條 -10.738 -13.933 -15.610 -17.800 
篩選變數

不動產 19.762 19.762 20.926 20.926 
油品 -0.491 -0.491 -1.126 -1.126 
省（節）電 -1.959 -1.959 -1.975 -1.975 
2004年 -1.726 -1.726 
2010年 -1.701 -1.701 
2011年 -1.543 -1.543 
2013年 -3.078 -3.078 
2015年 -3.031 -3.031 
2019年 -0.931 -0.931 
T -1.766 -1.766 
常數項 0.000 0.000 0.000 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不實廣告行為為例 491

六、結語

隨著網路發展與媒體傳播方式多元化改變，公平法第21條第一項不實廣告構成要
件該當之成立要件，在個案涵攝時受到挑戰，例如行為主體之認定困難，舉證責任風

險分配在誰身上，行為數與裁罰權時效如何計算，及罰鍰裁量基準之類型化與合理性

等問題，皆有討論必要。

本計畫除就當前各國競爭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及執法趨勢外，並針對行政法院

對於不實廣告之案例，概分為不動產銷售類與虛擬通路類之不實廣告案例進一步分析

實務案例。針對不實廣告之行為態樣，闡釋行為主體與行為數之認定、構成要件之適

用、舉證責任分配、裁處權時效之計算及相關法條適用關係等釐清執法實務面問題。

在法律方面，雖受限於研討會論文篇幅，只能簡要說明並評析篩選我國行政法院

就不實廣告重要案件見解，其次，就我國現行法制下，公平會調查各類型不實廣告案

件，必須承擔證明其合致公平法第21條違法構成要件之責任，如此顯然超過其舉證責
任能力之負擔，同時造成程序延宕以致未能即時遏止違法狀態。從比較法觀點，日本

贈品表示法兼具維護市場競爭秩序與保障消費者權益之規範功能，與我國公平法立法

目的相通，是以該日本法制與執法應有相當參考價值，本文並提出具體建議。

在經濟方面，本文提出二階段快篩原則，建議公平會依據產業特性分別考慮不實

廣告的規範方式，以因應未來可能面對審理科技巨擘的不實廣告案件時，交錯應用反

托拉斯規定與第21條之可行性，最後並透過大數據分析與經濟模型建立，就各類型不
實廣告行為罰鍰額度提出罰鍰基準參考表，供公平會執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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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screening resul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 for false 
advertising cases recently b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real estate sales and virtual acces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legal practice.  Referring to Japan's legal practice of false 
advertising, purpose the specifi c recommendations on the issue of the allocation of burden 
of proof on false advertising cases.  In view of the future, Fair Trade Commission will face 
the trial of the technology giant's advertising cases put forward the two-stage fast screening 
principles, and further through the economic analysis model, to study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amount of fi nes for various types of false advertising and the basis for the punishment.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false advertising cases on the issue of 
Competition Law legal practices, and suggestion on the issue of the allocation of burden of 
pro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wo-stage fast screening principles and penalty benchmarks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handling of cases and enforcement by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Key words: false advertisement, unfair competition, no empirical advertising, two-stage fast 
screening principles, penalty predi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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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式　蔡委員文禎閉幕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先進、各位同仁，大家好：

經過了2天馬拉松式的研討，第28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即將
圓滿落幕，再次感謝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對本會此次研討會給予的支持與協助；其

次，在國外新冠肺炎變異株疫情再起之際，還能有機會舉辦實體的研討會，與在座的

各位嘉賓、專家學者、先進共聚一堂，一同關心競爭法的發展趨勢，實屬不易，在此

謹代表公平會感謝大家的參與。

公平交易法立法的目標，在於創造一個自由、公平且有效率的市場競爭環境，

如何制訂切合本國經濟發展需要及國際潮流趨勢的競爭政策，以促使市場機制得以發

揮，從而帶動國家整體經濟發展與產業積極、正面的效益，是本會持續面對的核心課

題。

回顧本次研討會2天的議程，內容囊括了國外競爭法的發展趨勢、國內產業發展
現況與公平法或傳銷法的互動、結合管制的分析架構、不實廣告執法實務與案件分析

等，針對各項議題都已進行充分的討論及回應，並從不同角度及層面研析探討，提出

精闢的見解。

一場研討會的成功，不單單是歸功於主持人及論文報告人的辛苦投入與無私分

享，在座各位的參與也是十分重要，各位嘉賓於會議期間提出的精闢建言及寶貴意

見，都是驅策本會與時俱進的動力，因為各位的鼎力支持，才使本研討會能夠持續辦

理28屆，未來，我們也期許有更多的新血能投入競爭法領域的研究與發展。
本次研討會已接近尾聲，最後，謹代表公平會再度感謝所有各位嘉賓的參與，也

希望大家繼續給予本會支持與鼓勵。敬祝各位心想事成、平安順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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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就競爭法觀點論供油業者之關鍵設施共享

　張玉山、李淳

加油站區域市場劃分暨垂直性限制條款與公平交易法之相關性分析

　梁啟源

我國家用液化石油氣市場開放後之結合競爭問題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

　莊春發、陳志明

數位網路產業之競爭政策與競爭規範

　劉孔中

競爭法對流通業經營行為規範之研究─以附加費用收取行為為中心

　黃營杉、黃銘傑、吳師豪

教科書及參考書市場交易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性研究

　吳秀明、趙義隆

跨國事業結合競爭相關問題及其經濟影響之分析

　陳坤銘、吳秀明、陳財家

仿冒未受專利保護之新式樣與不公平競爭規範

　張懿云、林廷機

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修正後適用問題之研究
　蘇永欽、范建得

寡占市場「一致性行為」之證據認定方法及其濫用市場地位行為規範

─由 Container Corp.案探討交換資訊行為
　熊柏青、張明宗、劉靜怡

醫療市場競爭規範之建立初探

　陳志民

基礎設備理論於醫療事業之適用與檢討

　紀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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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產業自由化、國際化與競爭政策：兼以台灣石油及石化業為例

　許志義

從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職掌探討公平會的組織調整

　胡祖舜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替代與互補

　莊春發

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之取捨與協調：以公用事業為例

　張玉山、李淳

公平交易法對贈品贈獎促銷行為之規範

　鄭家麟

網路傳銷組織之研究-案例觀察與評析
　陳櫻琴

上游廠商標示建議價格行為與公平交易法第18條之關係
　王銘勇

我國 IC 產業與其相關市場廠商競爭行為之研究-以事業結合行為為例
　施錦村

我國及先進國家對瘦身美容案件之處理實務及法規依據

　朱蔚菁、李文秀、殷世熙、杜幸峰



附　　錄 509

第九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公平交易法在知識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吳榮義、劉孔中、林欽明

WTO 新回合談判我國關於競爭政策應有之立場
　羅昌發、楊光華

公平交易法對金融機構結合行為之規範及審查原則之研究

　薛琦、劉紹樑、李存修、張明宗

電腦印表機、電梯等事務機器之主產品與其耗材、零組件及維修服務等附屬產品間市

場交易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法性之研究

　方文昌、謝立功、蘇聖珠、陳芳萍

網路產業發展與策略聯盟競爭環境

　承立平、陳菁瑤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4 條適用於仿冒商品（服務）外觀案件之研究
　劉孔中、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於加盟契約適用之研究

　趙義隆、陳志民、吳瑾瑜

參加人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退貨之權利保障對多層次傳銷管理之必要性研究

　陳得發、楊芳玲、王昭雄

事業以聯合行為或濫用市場地位調漲價格經處分後，要求回復原價之探討─美國反托

拉斯法之分析

　陳志民

從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觀點，檢討現行行政爭訟制度

　蔡秀卿、陳榮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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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知識型新興產業之公平競爭規範

　范建得

網路不公平競爭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以Hyperlinks、Frames、Meta-Tag、Keyword- 
Advertising為例
　林克敬

公平交易法對網域名稱規範之檢討

　王銘勇

聯合行為之採證與例外許可項目之研究

　劉孔中、黃茂榮

信用卡業務聯合行為之研究─聯合信用卡中心運作現制之檢討

　王文宇

人造纖維製造業市場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用性研究

　陳榮隆、林燾

油品市場自由化與限制競爭因素的探討

　張玉山

著作權法與公平交易法關係之研究

　謝銘洋、張懿云

經濟理論的競爭觀在執行反托拉斯管制上的定位與應用

　莊春發、李顯峰

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管制革新中應有的角色

　曾明煙、胡祖舜、許俊雄

我國自來水市場解除管制可行性之研究

　虞國興、康世芳、胡名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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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廣告資訊揭露完整程度與不正競爭相關問題研究

　趙義隆、祝鳳岡、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多層次傳銷定義相關問題之研究

　徐火明、張芳嘉、鄭啟揚

加入 WTO 後，我國汽、機車產業競爭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用之探討
　李培齊、張紘炬、張力、李家悅、黃凱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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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小麥聯合進口制度及其管理方式之探討

　劉孔中、馬泰成

寡占市場廠商價格跟隨行為規範之研究

　陳坤銘、溫偉任

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

　王銘勇

事業共同研發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申請審查原則及其基準之擬議

　范建得、莊春發

我國民生氣體燃料市場競爭機制之引進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

　莊春發、陳志民

公平交易法對流通事業垂直交易限制行為之規範

　許英傑、黃銘傑、黃慧玲

公平交易法對公司名稱規範與保護及範圍

　林國全、馮震宇

公平交易法對廣告隱藏條件、負擔、限制等行為之規範研究

　何之邁、劉美琪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應用於競爭政策之可行性研究

　李秉正、徐世勳、林國榮、楊浩彥

公平交易法對金融控股公司之規範

　王泰銓、王志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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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海運同盟國際卡特爾與競爭政策之關係

　林克敬

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參考書相關市場管理及公平交易法對其市場銷售行為規範之研究

　黃銘傑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有關廣告行為主體認定之研究
　劉姿汝

公平交易法、銀行法及刑法詐欺罪對吸金行為規範競合之研究

　王銘勇

台灣媒體在廣告市場競爭關係之研究

　莊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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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日本獨占禁止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

　顏廷棟

事業結合規範之再檢討

　劉姿汝

維持轉售價格的研究

　莊春發

禁止營業誹謗之研究

　張麗卿

不法比較廣告之研析─ 2004 年台灣案例
　余朝權、林金郎

不動產不實廣告建商與代銷商法律責任之研究

　李憲佐

因應行政罰法施行，公平交易法與其他行政法規競合問題之研究─以不實廣告為中心

　張其祿

交通運輸產業之競爭規範

　張懿云、賈凱傑、陳麗娟

　
保險仲介人之居間行為與公平交易責任研究

　冉弘毅、謝紹芬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司法審查範圍─以認定事實為核心

　王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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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我國獨立機關建制之商榷

　蔡茂寅

建立多層次傳銷事業專業評鑑制度及評鑑指標之研究

　洪鉛財、羅彥棻、池曉娟

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卡特爾規範之研究─以德國及歐盟卡特爾法為中心

　張懿云

論水平結合管制的準則─總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

　莊春發

全球100大銀行及100小銀行之績效─台灣的銀行與它們的相同與相異及台灣的銀行競爭
　沈中華

台灣有線電視產業成本特性與市場力量之探討

　王國樑、張美玲

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行為與競爭法規範

　許松根、馬泰成、顏廷棟

健保十年，醫療服務產業的演化

　蔡偉德、劉育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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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台灣金融業結合案例之經濟效益評估-金控公司範疇經濟衡量
　黃美瑛

金融產業與公平競爭 
　謝易宏

銀行業虛偽不實廣告之研究 
　莊春發、林宗鈞

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 
　顏廷棟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之建立與執行研究 
　陳得發、王昭雄

專利權與公平交易法之交錯—論標準制定涉及之專利權行使與限制

　李素華

「著作權警示」對不公平交易的影響 
　林利芝

論台灣有線電視產業的競爭政策 
　莊春發、柯舜智

無線電頻譜市場管制模式之探討—以頻譜財產權制度為核心

　林俊宏

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探討 
　余朝權、吳成物、陳韻珊

公司治理與競爭法之交錯—以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者間停止競爭協議之法律規制為核

心

　朱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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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統一定價」與「競爭機制」—液化石油氣產業之研究

　莊春發

不動產經紀業之管理法制與不公平競爭

　陳明燦

電信產業跨平臺結合之競爭規範—在利益與不利益之間

　劉孔中、周韻采、簡維克

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於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兼論對我國公平法規範之啟示

　顏廷棟

論智慧財產權與不正競爭防止法上補充成果保護間之關係—由德國法、歐體法與日本

法看我國商標法與公平交易法之修正

　許忠信

消費者福利、消費者保護、及競爭政策

　陳志民

消費爭議與公平交易法

　劉姿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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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薦證廣告與薦證者之責任

　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適用之可行性研究

　顏廷棟、馬泰成、王泰昌、黃郁雯

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規競合競爭評估標準之研究—管制政策影響競爭之評估

　陳和全、劉姿汝

電信網路接取服務批發價格之管制與實務—兼論防止垂直價格擠壓之檢驗方法

　王碧蓮、黃郁雯、陳人傑、羅山珊

公平交易法對銀行業結合之評估—檢查表之設計與討論

　沈中華、張大成、朱德芳、謝智源

金融海嘯下能源價格波動之競爭政策意涵

　梁國源、曾明煙、顏承暉

我國油價設定影響因素之研究

　李秉正、陳家榮、張雅涵

國際競爭法在競爭倡議上之發展及其引入國內之可行性

　李淳、陳櫻琴、顏慧欣

從「飛利浦光碟案」看競爭法對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之規範

　李素華、林育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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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觀點論競爭法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規範

　顏廷棟

廣播市場開放的多元化與地方化效果之研究

　莊春發

智慧財產權之行使與不公平競爭—由（.tw）網域名稱註冊爭議，論商標權行使與不
公平競爭

　周天

各國競爭法對能源產業規範之研究

　陳汝吟

網際網路產業之垂直整合對公平交易規範的啟示—以廣告字拍賣市場為例

　劉楚俊、陳姿縈

結合矯正措施之研究

　陳志民、陳和全

服務業的履約保證在公平交易法的適用—以不動產買賣、仲介及殯葬業為例

　謝杞森

論隱藏式廣告於競爭法下之適法性—歐體指令、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與我國公平交易

法規範之比較觀察

　林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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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對民生物價與市場競爭之評析

　顏廷棟、馬泰成、黃美瑛、黃郁雯

從數位匯流相關產業之發展看公平交易法執法之挑戰

　莊春發、陳志成

各國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調和之研究—以能源產業為中心

　莊春發、陳汝吟

流通業買方力量之經濟分析

　吳世傑、曾靜枝、陳宏易

Strategic Selection of Direct Selling and Private Brand under Retailer Stackelberg
　廖俊雄、曾貝莉

營業秘密之保護與公平交易法之關聯

　章忠信

單方行為之研究

　陳志民、陳和全

管制型產業行為在競爭法上抗辯之研究

　陳志民、陳和全、葉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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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論廣告促銷價併列原價之適法性—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與我國公平交易法規範之比較

觀察

　楊宏暉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案件之探討：以網路時代之薦證廣告為中心

　王明

網路平臺在關鍵字廣告市場之中立性探討

　童永年、蔡蕙安、陳思翰

浮動油價之檢討與因應

　廖惠珠、陳筠淇

以歐盟規範與實踐論電信業垂直擠壓的管制

　魏杏芳

最惠國條款與競爭法之案例研究

　楊智傑 

經濟分析方法於競爭法議題應用之研究—聯合行為

　陳和全

非價格垂直限制適用「合理原則」之違法考量因素

　陳志民、林益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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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藥品業產品跳躍行為之競爭法研究
　王立達、邱靖芳

標準必要專利與競爭法

　王銘勇

論聯合行為之認定–從超商咖啡案談起
　劉姿汝

我國電業自由化違反競爭法行為態樣之探討

　許志義 、王京明 、黃鈺愷 

計量途徑的結合模擬–臺灣電信市場的實驗案例
　陳和全

金控公司結合之研究

　江朝聖

公平交易法對企業集團事業之結合管制

　顏廷棟、馬泰成、林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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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相關市場界定之論證要求--從行政法院相關裁判觀察 
　 廖義男

結合決定事後影響評估之研究

　陳嘉雯、胡偉民

買貴退差價對寡占廠商聯合行為影響之探討

　石宇軒、王俊傑

重要民生物資市場價格預警制度之研究

　歐陽利姝、王泰昌、林益裕、馬泰成

書籍價格拘束之研究─以德國為例

　陳曉慧

論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行為

　王銘勇

競爭法與通訊傳播法管制之交錯

　黃郁雯

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論加盟契約

　劉姿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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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從競爭法觀點探討流通事業行銷策略與消費者需求分析

　徐雅慧、汪志勇、王震宇

藥品專利連結制度與競爭法規範之研究

　張濱璿、顏雅倫

聯合行為之合意推定─美國反托拉斯法之比較法研究

　顏雅倫

「其他合意」或無合意之聯合行為？─論歐盟競爭法「共同行為」要件之實務發展

　謝國廉

聯合行為之市場界定與市場效果─日本獨占禁止法之比較法研究

　劉姿汝

聯合行為之市場界定與市場效果─歐洲聯盟及法國競爭法之比較法研究

　許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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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大數據時代下之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

　陳志民

雙邊市場平台經濟之競爭法課題─以相關市場界定與自然獨占問題為核心

　王明禮

論網路經銷的價格限制

　魏杏芳

競爭法規範有關事業間交換敏感資訊與聯合行為之研究

　施錦村

各國競爭法寬恕政策實施成效之研究─美國、德國、韓國經驗對我國之啟示

　石世豪

國際定期海運市場結構、營運模式及競爭規範研究

　蔡蕙安、陳榮傳、姚銘忠

競爭法下市場封鎖經濟效果研究─以搭售為中心

　邱敬淵、李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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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美國法上維持轉售價格近十年來發展現況：各州分歧與理論進展

　王立達

歐盟電子商務維持轉售價格之競爭法規範與案例

　楊智傑

維持轉售價格之規範理念與革新之道─以經濟分析及我國法制變革為中心

　黃銘傑

公平交易法上「安全港（safe harbor）條款」之研究
　吳秀明、牛曰正

市場界定實證分析法之應用

　林常青、胡偉民

支付系統與競爭

　陳志民

各國油品產業訂價策略之比較研究

　梁啟源、王素彎、鄭睿合、蕭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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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數位科技發展下音樂著作權專屬授權與競爭法適用競合之研究

　章忠信、余啟民、董子涵、陳育萱

我國再生能源電業競爭法規範之研究

　梁啟源、王素彎、高銘志、鄭睿合、蕭富庭、陳中舜、周耘任

公平交易法對新型態廣告之適用與因應

　杜怡靜、王震宇、汪志勇、陳皓芸、楊燕枝

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分析─以聯合行為為例

　廖義男、黃銘傑、石世豪、王立達、楊宏暉、顏雅倫

演算法訂價與競爭法合謀

　陳和全

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關於著名商標及標章規範應有之合作及分工關係

　黃銘傑

論著名商標之混淆誤認之虞規範─從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規範交錯出發

　林季陽

論著名商標的稀釋之射程範圍─以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為中心

　陳皓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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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獨占及其他（非聯合）限制競爭行為為中心
　廖義男、莊弘鈺、黃銘傑、謝國廉

設計專利、競爭法與誠實信用原則：以帝寶副廠車燈案一審判決為例

　王立達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司法審查

　王銘勇

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為例
　吳秀明、楊宏暉、牛曰正

大數據發展下之資訊壟斷與競爭政策－以資料驅動之結合與法制政策發展為核心

　邱映曦

區塊鏈技術在競爭法上之定位與爭議判斷

　郭戎晉

技術創新與競爭議題之探討

　譚瑾瑜　江雅綺

新冠肺炎(COVID-19)對競爭法適用之影響及反思
　楊智傑、劉華美

美國Actavis案後對逆向給付協議之管制
　吳東哲

網路銷售市場競爭評估之實證研究

　王素彎、劉華美、邱永和、靖心慈、蕭富庭、鄭睿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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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內競爭限制之管制以資通訊科技發展及產業趨勢為核心 
　王明禮

數位視訊市場範圍界定與競爭政策

　陳志成、莊春發

付費電視產業頻道上下架競爭議題研析─以英美兩國經驗為中心

　胡家崎、楊儷綺

歐盟與我國行動通訊網路共用與競爭法規之調適

　王以均

公平交易法對新興薦證廣告之適用與因應

　楊智傑、劉姿汝、林郁翔、王思原

行為反托拉斯與消費者權益之探討

　江雅綺、郭迺鋒、楊宗翰、程法彰

初論非經濟效率因素作為爭法之目的：從秩序自由主義及新布蘭迪斯學派的發展談起

　謝長江

結合申報義務與豁免之比較研究─以美國法為中心

　翁章傑

各國競爭法對於域外結合案件審查處理方式之研究

　石世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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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石化產業數位化發展現況與競爭規範探討

　王素彎、王立達、鄭睿合、蕭富庭

歐盟和德國數位政策與競爭法─兼論對臺灣的啟示 
　洪德欽、劉華美、蔡孟佑

競爭法與隱私法之界線暨判斷標準之研究

　郭戎晉

垂直結合實證分析法之應用

　邱永和、邱詩詠、魯亮君、黃桂英、陳相宇

數位市場與結合管制

　王明禮、蔡明芳、莊弘鈺

數位經濟發展下流通事業交易行為與競爭法規範之研究

　紀振清、黃慧玲

數位經濟發展下零售商品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研究

　王銘勇

重大經濟巨變下競爭法主管機關應有之思維與應對──以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影響為例

　江雅綺、楊宗翰

機車產銷策略與競爭規範之研究

　王震宇、向明恩、汪志勇、林慶郎、林季陽、楊燕枝



附　　錄 531

電力交易平台發展現況與競爭規範之研究

　陳中舜、王京明、高銘志

數位與環保時代之工業用紙發展現況與競爭規範研究

　楊宗翰、江雅綺、許原浩

社會福利服務競爭市場法制之研究—以我國長期照顧服務為例

　蔡璧竹

我國不實廣告執法實務之評析

　陳皓芸、劉姿汝、黃銘輝、杜怡靜

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不實廣告行為為例

　陳蕙君、顏廷棟、馬泰成、張宏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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