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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臺灣多層次傳銷的今昔與未來—談多層
次傳銷的機會與挑戰

臺灣多層次傳銷的今昔與未來—談多
層次傳銷的機會與挑戰

焦點案例
■演講人：陳榮隆 教授
（輔仁大學法律學院）

多角化投資，仍應注意公平交易法結
合規範
泛公股銀行信用卡聯盟共同爭取優
惠商店，公平會許可延展
快閃記憶體及固態硬碟跨國廠商結
合，准了!
車聯網趨勢擋不住，車用與通訊用
半導體商趁機布局

壹、前言
在一法容三法的舊法時代，公平交易法不但包括外國的反壟
斷法（反托拉斯法）及反不正當競爭法兩部法律外，尚包括多層

傳銷公司應注意報備與締結書面參
加契約之義務！

次傳銷的規定，因而公平會制頒了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在專法

房屋成交紀錄的實績，會影響交易
決定

權益及調處其民事爭議，特依法設立「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

國際動態
法國競爭委員會對Apple祭出史上最
高罰鍰
大數據—以參進障礙角度評估

公平交易統計
檢舉案件統計

管理時代，制定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為保障傳銷事業與傳銷商的

基金會」，扮演一會求三贏的角色，主要目的在於調處已完成報
備之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之多層次傳銷民事爭議，與保障傳銷商
之相關權益，促進傳銷產業、傳銷事業與傳銷商三者生命共同體
之健全發展。
多層次傳銷產業有助於促進創業與就業，讓傳銷商站在巨人
(傳銷事業與眾多傳銷商)的肩膀上，實現業內創業，並且具有正
職與兼職的選擇彈性，適合開展斜槓人生，創造主動收入與被
動收入，而傳銷商得選擇自用或銷售商品或服務。再者，多層次

國際交流

傳銷產業的優勢在於，除了體驗店（展示店、交流店）外，原則

民國109年3、4月份國際交流一覽

上不需店面，可以省下店面租金、水電、人事、廣告、庫存等費
用，在沒有庫存的情況下降低參入之風險，可謂實現人進來、貨
出去、大家發財之產業。相反地，在光鮮亮麗的外表下，也容易
出現變質的多層次傳銷，亦即俗稱的老鼠會、金字塔銷售、滾雪
球、獵人頭等，根據歷史經驗，每過一段時間，便有一大型非法
吸金發生，然而多層次傳銷是一個生命共同體最強烈的產業，若

FTC

公平交易通訊 NO.093

中華民國109年5月號

變質不除，則民眾難以區別，缺乏社會大眾的信

占總家數14.16%)。另運用「直播」進行

賴基礎，多層次傳銷產業浮沙建塔，即可能面臨

多層次傳銷推廣之家數有46家(占總家數

倒閉的危機，成為經濟社會中的「黥面產業」。

13.29%)。

貳、多層次傳銷在臺灣發展之回顧
一、市場面
（一）全球鳥瞰1
2018年全球傳銷年度營業額達
1,929億美元，從2014至2018年成長約
13.4%。2018年全球傳銷商從業人數
達1.184億人，從2014至2018年成長約
19.5%。以營業額來計算2018年全球傳銷
前10大市場，臺灣位居全球第10名。
（二）臺灣之發展趨勢2
2018年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營業總額
為830.27億元，傳銷商人數計308.38
萬人。多層次傳銷事業佣(獎)金支出計
388.81億元，占營業總額46.83%，領取
佣(獎)金之傳銷商約83.7萬人，占傳銷商
總數27.15%，平均每人全年獲得佣(獎)金
46,427元。女性傳銷商計215.84萬人，占
傳銷商總人數69.99%，故女性傳銷商為
傳銷市場之主力。
傳銷事業銷售之傳銷商品以營養
食品銷售額最大，計503.70億元(占

(一)無法時期（~1992年2月3日）
1. 1981年台家事件－老鼠會(Pyramid)
台家公司以多層次傳銷方式銷售清潔
劑用品，實際上採高額佣金誘使會員拉
人頭以擴展業務。後期入會者因不易尋
得人頭、產品滯銷、公司不接受退貨等
因素，參加人控告公司詐欺，當時缺乏
法律依據，參加人亦因公司倒閉造成鉅
額損失。
2. 1990年鴻源機構非法吸金事件
1982年鴻源機構成立，是臺灣第一
家以「四分利」（4%利息）高利貸與老
鼠會形式吸收民間資金的投資公司，非
法吸集民間資金近新臺幣1,000億元。然
而，1990年鴻源機構突然倒閉，留下債
權人16萬人與負債新臺幣900餘億元的殘
局，一時間造成臺灣金融體系動盪不安。
(二)有法時期－公平交易法暨多層次傳銷管
理辦法（1992年2月4日~2014年1月28
日）

60.67%)，其次為美容保養品130.24億元

1992年公平交易法施行，採合併立

(占15.69%)，第三為清潔用品44.73億元

法之方式將多層次傳銷納入規範，包含

(占5.39%)，3者計占營業總額81.75%，

多層次傳銷之定義、禁止變質多層次傳

整體而言，商品同質性很高，進入紅海狀

銷及授權訂定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同

態。

時訂定罰則規定。其採合併立法方式係

透過網路媒介推廣多層次傳銷業務者
206家(占總家數59.54%)，其中以透過事
業網站方式行銷居首(185家，占總家數
53.47%)，次為透過臉書粉絲團(49家，
1 資料來源：WFDSA Annual

Report 2018/2019.

2 資料來源：公平會《中華民國107年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狀況調查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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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規面

因權宜的立法背景，於多層次傳銷的管
理法制而言仍未臻成熟完備。
(三)專法時期－多層次傳銷管理法（2014年
1月29日~）

TAIWAN FTC NEWSLETTER
｜ 專題報導 ｜

2014年1月29日公布施行之多層次

亞運項目)、電玩成為新競賽，新運輸包

傳銷管理法全文共41條，多層次傳銷正

含無人機、無人車、共享經濟、膠囊火

式邁入專法管理的時代。其制定重點，

車、Amazon key、外送(Uber eat)等，

包含：(1)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立法目

新製造如工業4.0、3D列印、客製化、無

的、主管機關及用詞定義；(2)多層次

人工廠，O2O (on line to off line) (前店

傳銷事業之報備、變更、停止實施；

後網)、無人商店等帶動新零售，出現新

(3)多層次傳銷事業對傳銷商之告知義

支付，例如：第三方支付（行動支付）、

務；(4)書面參加契約之締結內容；(5)

Apple Pay、Line Pay、街口Pay、支付

傳銷商之違約事由及處理方式；(6)無

寶等，而各種虛擬貨幣、數位貨幣、加密

行為能力及限制行為能力人招募之禁止

貨幣（如比特幣、乙太幣)成為新貨幣(代

及限制；(7)變質多層次傳銷及不當傳

幣)。

銷行為之禁止；(8)傳銷商解除或終止
契約之權利義務；(9)主管機關之業務
檢查、依法調查及裁處程序；(10)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刑事及行政罰則；
(11)指定設立保護機構，辦理完成報備
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權益保障及
爭議處理業務。

引用宋朝詩人杜耒《寒夜》的詩句：
「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尋
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可
改寫為：「尋常一般事與物，才有AI便不
同」。可見人工智慧可應用到食衣住行育
樂、各行各業各角落，成就智慧音箱、
智慧家電、智慧住宅、智慧生產、智慧行

參、多層次傳銷在臺灣發展之展望

銷、智慧運送、智慧倉儲、智慧支付等

一、市場面－新經濟之挑戰與機會

等。從A排到I的新科技(AI、Big Data、

（一）新經濟與新市場
新經濟的概念可以下列名詞說明之，
包含：綠色經濟、銀色經濟、分享經濟、
共享經濟、循環經濟、數位經濟、互聯
經濟、行動經濟、平臺經濟、智能經
濟、知識經濟、斜桿經濟等。此一趨勢
同時帶動創新產業與企業蓬勃發展，例
如：FAANG(Facebook, Apple, Amazon,
Netflix, Google)、BAT(Baidu, Alibaba,
Tencent)、Trivago、Uber、Airbnb等。

Cloud、3D、E sport、Fintech、5G、
HPU、I phone)匯流、串流交織成新經
濟，帶來新機會及新挑戰。新興科技對傳
銷有很大的挑戰，但也是很好的機會，過
往認為科幻的，之後卻成為科學、科技、
人們的標準配備，最後甚至成為歷史，因
此呼籲傳銷產業對新興科技的來臨要做好
準備。
（二）機會與壓力
這是一個機會與威脅並存的時代，走

在人工智慧(AI)、物聯網(IoT)、大數

得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

據(Big Data)、智慧物聯網(AIoT)等新科

就是世界，因此，多層次傳銷產業要立足

技的帶動下，各個產業呈現顛覆式創新，

臺灣、放眼全球，相信蝴蝶效應，將競爭

大數據可視為一種新能源，電競(奧運、

壓力當做鯰魚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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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會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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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因此，多層次傳銷產業要立足臺灣、放眼全球，相信蝴蝶效應，將競爭壓力當做鯰魚
效應。
機會

壓力

高齡、超高齡、銀色商機

黥面產業

南向商機

業績高原

非（洲）進不可

產品集中

O2O 社群

電子商務

斜桿經濟

其他

年金改革

※適度之壓力為進步之助力

二、法規面－修法研議

二、法規面－修法研議
(一)傳銷事業之成立主義

肆、結語
綜合上述，多層次傳銷產業的發展重點，在

(二)傳銷事業之最低資本額（實收資本額）

於保護合法、取締非法，形成正本清源的產業

(一)傳銷事業之成立主義
(三)傳銷事業之繳納保證金

自律，更有助於產業提升。「人必自重而後人

3
(二)傳銷事業之最低資本額（實收資本額） 重之」 ，傳銷產業應重視商德約款(WFDSA)、

(四)參加契約電子化

(三)傳銷事業之繳納保證金

(五)代償之後可否不求償

(四)參加契約電子化

(六)代付訴訟費及律師費可否不請求返還

(五)代償之後可否不求償

(七)民事爭議處理機制之輔導與評鑑

(六)代付訴訟費及律師費可否不請求返還

企業責任，力求同時賺得財富與信任，贏得榮耀
與尊嚴。值得注意的，在這個新科技與新經濟的
時代，各種新商品與新市場均創造許多新機會與
新挑戰，舊思維解決不了新時代的問題，希望傳

(八)檢舉獎金

銷商、傳銷事業、多層次傳銷相關單位能一起往

(九)業必歸會
(八)檢舉獎金

前走，相信在大家的團結之下，可以走出璀璨的

(七)民事爭議處理機制之輔導與評鑑

(十)如何增加傳保會之任務
(九)業必歸會

(十)如何增加傳保會之任務
(十一)如何使保護基金發揮功能
(十二)其他

3 “Men

4

ESP（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公司治理）、社會

are respectable only as they respect＂—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

道路。
（本文係講座民國108年8月30日於公平會發
表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楊宗霖
4
摘要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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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化投資，仍應注意公平交易法結合規範
當企業集團需要藉由多角化經營或整合產業鏈向外拓展新市場，而集團子公司或孫公司在發動併購行
為時，常以自身所處市場進行結合評估，卻忽略母公司原先在其所屬市場上即居領導地位而有申報結合的
義務，應特別注意!

■撰文＝沈立委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視察）

結合規範

案例背景

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結合的規範是採取「事

近期公平會即曾處理企業集團孫公司在發動

前申報異議制」，而採「事前申報」的原因，是

併購行為時，以自身所處市場進行結合評估，卻

考量結合為事業組織體及市場結構的根本改變

忽略母公司原先在其所屬市場上即居領導地位負

且不容易回復，事業因結合而導致實質減損市場

有申報結合的義務，而遭公平會處分之案例。

競爭的情形時，通常也不容易透過其他的補救措
施使市場恢復原本的競爭水準。因此，須對達一
定規模的事業結合，課予事前申報結合的義務，
並由公平會就事業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
爭不利益的影響加以審查及評估，藉以避免結合
造成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減損市場競爭程度的後

A公司為電信業者，其於行動通信服務市場
之市場占有率超過四分之一，前曾於民國100年
4月向公平會申報擬透過100%持股的子公司B公
司取得經營非店面零售之電子購物及郵購業務的
C公司51%股份，並得直接或間接控制C公司的
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為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1項

果，故事業結合如符合公平交易法結合規定，即

第2款及第5款(現為同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第

須事前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否則即須面臨違

5款)規定之結合型態，經公平會委員會議決議，

反事前申報義務之法律效果。

依公平交易法第12條第1項(現為同法第13條第1

公平交易法有關事業結合規範的內容，從申
報與審查程序主要可概分為4個步驟：(1)結合行
為是否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規定的5種結
合類型；(2)結合行為是否達到公平交易法第11
條第1項規定的3種申報門檻；(3)結合行為的結
果是否滿足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1項「整體經濟

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因A公司旗下孫公司C公
司於107年7月間取得經營化粧品銷售業務的D公
司85%股份，使得A公司疑有間接持有或取得D
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達三分之一以上，且得直
接或間接控制D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卻
未依法向公平會提出事業結合申報。

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實體規範要件；

經公平會調查後發現，A公司透過旗下孫公

(4)結合案是否有必要附加負擔或條件，以確保實

司C公司於107年7月間參與D公司現金增資取得

體規範要件的實現。

85%股份，並於同年8月間取得D公司5席董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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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Ϸಃ 6 ීೕ่ޑۓӝࠠᄊǶB Ϧљ 217 ԃܭՉቨᓎ୍ܺѱޑѱэԖ
事任免，已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
前申報除外規定的適用，A公司應於結合前先向
ၲѤϩϐǴЪୖᆶ่ӝ܌ޑԖ٣Ǵ ځ217 ԃࡋӄౚᎍ୧ߎᚐᕴीຬၸ 511
第5款規定的結合型態。A公司106年於行動寬頻

公平會提出申報，但未依法提出，已違反公平交
ሹϡǴЪԖ 3 ٣ךܭ୯ნϣϐᎍ୧ߎᚐຬၸ
31 ሹϡǴςၲϦѳҬܰݤಃ 22
服務市場的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且參與結合
易法第11條第1項規定，故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
చಃ 2 ಃ 3 ීϷಃ 4 ීೕޑۓҙൔߐᘖǴЪคӕݤಃ
23 చӚී٣ҙൔନѦ
的所有事業，其106年度全球銷售金額總計超過
第39條規定，對於負有結合申報義務的A公司處
ೕޑۓҔǴB Ϧљᔈ่ܭӝӃӛϦѳගрҙൔǴՠ҂٩ݤගрǴςၴϸϦ
ѳҬܰݤಃ 22 చಃ 2 ೕۓǴࡺϦѳ٩ϦѳҬܰݤಃ
400億元，且有2事業於我國境內之銷售金額超過
新臺幣50萬元罰鍰。4: చೕۓǴೀॄԖ่ӝ
ҙൔက୍ ޑB Ϧљཥᆵჾ 61 ϡᆦᗞǶ!
20億元，已達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及
!

!
!
（圖片來源：公平會依照事業結合申報書重製）
)კТٰྍǺϦѳ٩ྣ٣่ӝҙൔਜख़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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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公股銀行信用卡聯盟共同爭取優惠商店，
公平會許可延展
泛公股銀行信用卡聯盟可節省招攬優惠商店成本、增加優惠商店家數及涵蓋行業，發揮規模經濟效
益，有益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依法申請延展聯合行為例外許可。

■撰文＝賴心儀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科員）

前言
公平會於民國101年3月22日核准第一銀行
等8家事業組成泛公股銀行信用卡聯盟，以共同
爭取優惠商店，並使用泛公股銀行信用卡聯盟之
商標、標誌、圖片及網域名稱，期間為3年，之
後公平會於104年2月25日許可延展至109年3月
1日止，故第一銀行等8家事業於聯合行為例外許
可期限屆滿前，依據公平交易法第16條第2項規

因該聯盟之會員分別與商店洽談優惠內容
後，可由全體會員共享成果，可節省成本、增加
優惠商店家數及涵蓋行業，發揮規模經濟效益。
且持卡人可在更多的優惠商店刷卡享受優惠，優
惠商店也可接觸到更多的持卡人，使消費者及優
惠商店均可分享成果。又財政部表示公股銀行肩
負政策任務及穩定金融秩序，該聯盟有助於提升
公股銀行之競爭力。因此公平會認為該聯合行為
有益整體經濟利益及公共利益。

定申請聯合行為許可延展5年。

結語
競爭評估

經公平會綜合評估後，第一銀行等8家銀行

由近年信用卡流通卡數及簽帳金額之變化趨

組成泛公股銀行信用卡聯盟共同爭取優惠商店，

勢顯示，其他發卡機構之成長規模，仍超越泛公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但書第1款「為降

股銀行信用卡聯盟。另隨著行動支付及「純網

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或服

銀」陸續進入市場後，該聯盟將面臨更大的競爭

務之規格或型式」及第2款「為提高技術、改良

壓力。再者，相較於先前2次申請當時之市場環

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開發商

境，該聯盟目前所擁有之競爭地位並無顯著提

品、服務或市場」規定，因無顯著限制競爭疑

高，允許繼續實施該聯合行為，不會顯著增加限

慮，且有利於整體經濟及公共利益，故准予延展

制競爭之風險。

期限5年，許可期限至114年3月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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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閃記憶體及固態硬碟跨國廠商結合，准了!
美商記憶體大廠垂直整合收購我國光寶科技在臺及在美子公司所經營固態硬碟業務之單獨控制權。

■撰文＝馬明玲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前言
美商Bain Capital Investors,LLC之子公司日

參與結合事業在水平競爭產品「固態硬碟」

商Kioxia Holdings Corporation（下稱KHC）擬

之市占率增加有限，尚難認結合後有顯著之單方

透過其在臺子公司台灣鎧俠股份有限公司及在美

效果，且市場內尚有國內外眾多廠商參與，亦

子公司KAI (Kioxia America, Inc.)分別取得光寶

無積極事證顯示有顯著之共同效果，且固態硬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光寶科技)在臺子公司建

技術的標準化讓新進者更容易參進市場。再者，

興儲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SSST）及在美

固態硬碟客戶大多為跨國企業，具有強大的買方

子公司LSDI (Lite-On Sales & Distribution Inc.)

抗衡力量，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後，無論全球或我

過半股權，及光寶科技有關固態硬碟業務之單獨
控制權，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第
5款之結合型態。另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
占有率達四分之一，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
項第2款規定之結合申報門檻，且無同法第12條
規定除外適用情形，故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

相關市場

8

競爭評估

國市占率增加均屬有限，且競爭廠商多，我國事
業尚非無轉換交易相對人之可能，尚難認下游交
易相對人無箝制參與結合事業提高價格之能力。
另就上游NAND快閃記憶體與下游固態硬碟之垂
直結合限制競爭效果而言，光寶科技並未產銷
NAND快閃記憶體，故結合後KHC於該市場之占
有率並未增加，相關市場皆處於競爭狀態。

結論

KHC透過旗下子公司產銷NAND快閃記憶

公平會函詢產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產

體及固態硬碟，光寶科技之子公司SSST及LSDI

品競爭同業及下游交易相對人意見，並以產業資

則僅產銷固態硬碟，而NAND快閃記憶體為固

料綜合研判，認為本結合實施後尚不致對我國

態硬碟產品之原料，故本件涉及「NAND快閃記

案關產品市場之結構及競爭情形產生顯著影響，

憶體」及「固態硬碟」市場。本結合具有上游

不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對整體經濟應有所助

NAND快閃記憶體與下游固態硬碟之垂直結合型

益，故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不禁止

態，及固態硬碟之水平結合型態。

其結合。

TAIWAN FTC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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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前後組織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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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公平會依照事業結合申報書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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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聯網趨勢擋不住，車用與通訊用半導體商
趁機布局
在車聯網的花花世界裡，NXP攜手Marvell，綻放出燦爛的火花。

■撰文＝陳汝雅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前言

理器、數位訊號處理器，不同IC類別所涉產品結

荷蘭商NXP Semiconductors N.V.(下稱

構、功能及應用均不相同。Marvell無線連結部

NXP)擬透過其間接持有子公司收購百慕達商

門銷售之無線IC屬邏輯IC，相較NXP旗下無線

Marvell Technology Group Ltd.（下稱Marvell）

產品MCU，屬不同IC類別。另邏輯IC及MCU於

無線連結部門，因該部門在我國銷售金額占
Marvell國內整體銷售比例高，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1項第3款「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
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之結合型態，且參與結合事
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1條
第1項第3款申報標準，且無同法第12條規定除外
適用情形，故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

設計階段可附加無線連結功能，但不同無線連結
類型，如Wi-Fi、BT、BTLE、IEEE802.15.4、
NFC，每秒可傳輸資料速率、訊號接收距離及
耗電性均不相同，故本案相關市場為「具BTLE
連結功能MCU」、「具IEEE802.15.4連結功
能MCU」、「具Wi-Fi連結功能MCU」、「具
Wi-Fi連結功能邏輯IC」及「具Wi-Fi /BT連結功
能邏輯IC」。

相關市場
NXP產品銷售以汽車、安全識別、安全連結
裝置、安全介面與基礎建設等高效能半導體產品
為主，其中安全連結裝置指提供裝置與物聯網連
結之產品，如具BTLE、IEEE802.15.4無線連結
功能微控制器(下稱MCU)。Marvell屬無廠半導體
供應商(未持有或經營相關IC製造或封測設施)，
產品銷售以儲存性半導體及網路、處理器為主，
其中無線連結部門銷售之產品，包含具Wi-Fi、
Wi-Fi/BT連接功能邏輯IC、Wi-Fi邏輯IC與MCU
之組合。

競爭評估
NXP生產之無線MCU原以BTLE及
IEEE802.15.4無線技術為主，本結合行為完成
後，因取得相關Wi-Fi或Wi-Fi/BT無線技術，但
不同連結類型各有獨立IC設計、專利、設備及
技術，NXP倘於單MCU中附加多種無線連結功
能，將導致晶片體積及生產成本增加，與目前消
費裝置市場主打之輕薄趨勢不符，況且於單MCU
中嵌入多種連結技術，相較外部附載邏輯IC方
式，於製程或應用上均無法彈性因應連結技術之
演進而為有效之更新。實務上，下游裝置業者採

10

積體電路含括邏輯IC、記憶體IC及微元件

購產品亦以單無線連結功能為主，如欲採用多無

IC，其中微元件IC可進一步區分為MCU、微處

線連結類型產品，將預先審慎評估該MCU與裝置

TAIWAN FTC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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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之綜效。

綜合研判，全球車用半導體市場屬完全競爭市

此外，半導體市場相關產品需求，取決於
應用端之使用特性及整體效益評估。縱NXP未

場，NXP於該市場雖為領導業者，但仍有其他業
者互相競爭。又NXP主力產品為車用晶片，與

來參進Wi-Fi、Wi-Fi/BT無線MCU市場，或將既

Marvell銷售之網路連結晶片屬不同主力應用，本

有BTLE或IEEE802.15.4無線技術應用於邏輯IC

結合行為不會實質改變相關市場趨勢；且NXP於

中，其均須與Espressif、Cypress、聯發科或

本結合完成後，產品供應項目增加，可望降低下

Microchip Technology等既有業者相互競爭。

游業者採購時間成本，Marvell亦可因獲得經濟報
酬，投入5G、資訊中心、企業或汽車乙太網路

結論

等技術研發，提升市場競爭力，得認其結合之整

公平會函詢產業主管機關、相關產品競爭
同業及上下游交易相對人意見，並以產業資料

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依公平交易
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結合前後組織變化圖
่ӝǵࡕᜢ߯კ!

OYQ

คጕೱ่ߐ!

211&!
໔
ௗ

Ԗ
!

Marvell

OYQ!VTB-Jod/

（圖片來源：公平會依照事業結合申報書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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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公司應注意報備與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之
義務！
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內容變更，應事先報備；於傳銷商加入時，應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
付契約正本。

■撰文＝李婉君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視察）

案件背景
A公司為以多層次傳銷方式銷售商品或服務
的多層次傳銷事業，公平會於民國108年間赴A
公司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發現其參加契約
所載商品價值減損內容、傳銷商組織層級及獎金
內容等，與報備不符；又A公司疑未與傳銷商締
結書面參加契約，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1項及第13條第1項規定。

調查事實
經公平會調查，A公司傳銷參加契約之商品
價值減損內容，就商品30天內及45天以上3個月
以內，分別載「扣除原價10%退回」及「扣除
原價20%退回」，與報備之商品30天內、31-45
天以內及46天以上3個月以內，分別為「原價收
回」、「扣除原價10%退回」及「扣除原價20%

12

與報備不符，故A公司變更參加契約與傳銷制
度，未事先向公平會報備，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7條第1項規定。
另公平會發現，A公司有9位傳銷商係經由
網站加入及刷卡付款，嗣後並未完成締結書面參
加契約，即加入成為傳銷商，按多層次傳銷事業
應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且不得以電子
文件為之，此為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3條所明
定，前述9位傳銷商之加入，雙方並未依法定方
式完成締結書面參加契約，故A公司於傳銷商參
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
加契約，亦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3條第1
項規定。

結語

退回」不符；A公司於107年9月報備刪除「企

公平會提醒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

業會員」組織層級，但仍有傳銷商分別於107年

層次傳銷行為前，應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

12月晉升為企業會員及107年11月加入成為企業

資料，向公平會報備，實施後如有變更，亦應事

會員；A公司報備之獎金制度有K值設計(加權平

先報備；招募傳銷商加入時，應與傳銷商締結書

均)，但A公司自承實際計算獎金並未啟動K值，

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俾免觸法。

TAIWAN FTC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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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成交紀錄的實績，會影響交易決定
不動產經紀業者為彰顯自身企業形象及能力，於廣告上刊載其經手之房屋成交紀錄，藉以增加交易機
會；倘刊載之房屋成交紀錄並非皆由其成交，廣告內容涉有不實，則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

■撰文＝巫柏禹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助理員）

案例背景

散發廣告傳單，尋求房屋買賣媒合之交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提供民眾檢舉資料給公
平會，S公司於臺北市某國宅社區散發廣告傳

易機會，廣告宣稱交易實績內容與實際
不符，將影響消費者之交易決定！

國

公平會認為S公司為尋求房屋買賣媒合之交

宅」，並載有7筆成交紀錄、S公司名稱及不動產

易機會，在社區內散發廣告傳單，宣稱內容引

經紀營業員之介紹，予人印象為該連續成交之7

人誤認S公司媒合房屋買賣之實績成果豐碩，藉

筆紀錄係由S公司成交涉有廣告不實。

以提高自身企業形象，以增加交易之機會，影響

單，廣告宣稱「賀連續成交」、「誠買急尋

一般大眾委託不動產經紀業者房屋買賣之參考依

廣告傳單載有7筆成交紀錄又宣稱「賀連

據。因此，S公司於廣告所載服務內容之表示與

續成交」，但非事實

事實不符，並足以影響交易決定，違反公平交易

經公平會調查，S公司自承廣告傳單刊載7筆

法第21條第4項規定準用第1項規定。

成交紀錄資訊來源為民國108年1月至4月間刊登
於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站之某國宅
成交紀錄，但其中3筆成交紀錄並非由S公司成
交，列出全部成交紀錄之用意為表達某國宅社區
之熱門程度及一體祝賀之意，並未刻意宣稱該7
筆成交紀錄皆為S公司所成交。然而經公平會查
詢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站108年1月
至4月某國宅社區成交紀錄計有13筆，S公司僅
擷取其中7筆紀錄，難以表達其熱門程度及一體
祝賀之意，況且S公司亦未於廣告傳單中揭露資
料來源，一般大眾無從得知廣告傳單所列7筆成
交紀錄並非均由S公司成交，該廣告表示不但與
事實不符，亦已引起一般大眾錯誤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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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競爭委員會對Apple祭出史上最高罰鍰
Apple因於法國經銷網絡簽訂反競爭協議並濫用「優質經銷商」之經濟依賴性，遭法國競爭委員會開
罰11億歐元，其2家批發商Tech Data與Ingram Micro也因參與反競爭協議而受罰。
■撰文＝陳淑芳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專員）

依據法國競爭委員會今（2020）年3月發布

（不含iPhone）時所採用的特殊作法。以iPad

的新聞稿1指出，Apple與其2家批發商Tech Data

為例，Apple及其2家批發商除同意互不競爭外，

和Ingram Micro進行聯合行為，不僅劃分客戶還

並進一步妨礙經銷商間之競爭，因而造成Apple

分配經銷商產品。此外，Apple對其授權的經銷

產品批發市場無競爭狀態。再者，所謂的「優

商限制最低銷售價格，並利用不公平交易條件而

質經銷商」（Premium distributors）無法自由

濫用經銷商對其經濟依賴性；雙方合約並要求優

決定促銷或降價方案，使得Apple的綜合經銷商

質經銷商近乎專賣Apple產品，同時在合約期限

（integrated distributors）與優質經銷商間的零

內以及期滿後最多6個月內，禁止該等經銷商在

售價格趨於一致。另一方面，Apple亦藉由與優

歐洲開設銷售競爭品牌的商店。

質經銷商簽定不公平且不利的合約，濫用優質經
銷商對其經濟依賴。鑑於前開行為對於優質經銷

法 國 競 爭 委 員 會 除 了 對 A p p l e 祭 出 11 億 歐

商間銷售Apple產品之競爭產生重大影響，故法

元的天價罰鍰外，Tech Data和Ingram Micro亦

國競爭委員會對此案判處有史以來單一案件最高

因參與經銷網絡之聯合行為而分別受處7,610萬

罰鍰，同時也是對單一事業最重的裁罰。

歐元及6,290萬歐元罰鍰。本案處分總金額超過
12.4億歐元，成為該委員會單一調查案件最高的
罰鍰紀錄，而Apple所受裁罰並刷新該委員會有
史以來開出最高的個別事業競爭法罰鍰。

Apple產品在法國的經銷網絡
1.上游市場：Apple將其產品出售給2家授權
的批發商Tech Data與Ingram Micro，該二
批發商皆為全球電子產品經銷之佼佼者。

背景說明
法國競爭委員會於2012年收到Apple高端
產品優質經銷商eBizcuss申訴後即展開調查，
終在今年3月對Apple及其批發商Tech Data與

2.下游市場：Apple產品透過約莫2,000家經
銷商網絡進行銷售，根據經銷商的規模與活
動，可分為2個主要類型：

Ingram Micro處以罰鍰。法國競爭委員會主任

（1）大型的量販店或專業零售商（Apple

委員Isabelle de Silva女士表示，該委員會處理

稱為「直營店」（retailer））：

本案時，梳理了Apple在法國經銷其電子產品

Apple常直接供貨給主要直營店，

1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en/press-release/ﬁnes-handed-down-apple-tech-data-and-ingram-mi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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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店面可能位於量販店（如

1.2家批發商Tech Data和Ingram Micro劃分

Auchan、家樂福、E. Leclerc），

產品與客戶。此2家批發商因接受並參與由

或是電子產品零售商（如Fnac、

Apple策劃與監控的產品及客戶分配機制，

Darty、Boulanger）的分店中。

而非各自決定商業政策而受罰。這類行為在

Apple於2017年在法國擁有1,800家

某種程度上「消滅」（sterilised）Apple產

歸類為「直營店」的零售商。

品的批發市場，凍結市場占有率，並妨礙
Apple品牌不同經銷管道間的競爭。

（2）專業經銷商（Apple稱為「經銷商」
（Reseller））：通常是規模較小的
電腦經銷商，銷售地點較少，一般位
於市中心銷售電腦、平板、螢幕顯示
器、硬碟、配件及軟體等電子設備，

2.限制優質經銷商的零售價格，以確保該等經
銷商與Apple Store以及Apple官方網站訂定
相同價格，而使得近半的Apple產品零售價
一致。

同時也提供這些產品的相關服務，例

3.濫用優質經銷商的經濟依賴性，使得這類經

如整合、維修、保固等。大多數經銷

銷商（多為中小企業）常面臨供貨困難、

商都是經由Apple授權，包括：

差別待遇以及業務報酬條件不確定（例如
折讓、應收帳款餘額）等情況。當利潤微薄

i.Apple授權經銷商（Apple
Authorized Resellers, AARs）：
與Apple簽訂「標準」經銷合約。
ii.Apple優質經銷商（Apple
Premium Resellers, APRs）：
專門從事Apple產品銷售，並加
入能提升銷售環境並為消費者提
供高品質客戶體驗的方案者，如
eBizcuss。
3.Apple自有銷售網絡：Apple於2009年底
決定在重要的地點開設自有實體直營店

時，經銷商十分仰賴Apple提供的商品，尤
其是需求量最大的商品品項（新產品）；然
而當Apple發表新品時，優質經銷商常無貨
可賣，但Apple Store與Apple「直營店」銷
售網絡卻能正常供貨，造成優質經銷商流失
顧客。有時為滿足顧客需求，優質經銷商甚
至被迫從其他通路採購，例如仿照最終消費
者直接從Apple Store下單，以便為其顧客
提供商品；這樣一來，大大地減損優質經銷
商的銷售能力，甚而被排除在市場之外（如
eBizcuss）。
儘管製造商可自由籌劃適合的經銷制度，指

（Apple Retail Stores），並透過Apple

定不同的銷售管道，擇定批發商供應特定零售

Online Store直接銷售產品給最終消費者。

商，並直接為某些零售商供貨等，但製造商也須
遵守競爭法規，特別是銷售網絡中的主要製造商

案件調查結果
Apple被控在法國於iPhone以外的電子產品
經銷網絡進行3種反競爭行為：

不得透過預先分配客戶損害批發商間競爭、與其
經銷商就最終零售價格達成協議，或濫用交易夥
伴的經濟依賴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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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對法國競爭委員會的處分表示遺憾並

（DGCCRF）於本年2月初亦對Apple開罰2,500

將提起上訴。該公司指出，法國的調查涉及超過

萬歐元，係因該公司未告知法國消費者將iPhone

10年的商業慣例，並廢棄法國事業仰賴30多年

6、iPhone SE及iPhone 7升級到iOS 10.2.1或

的法律先例（legal precedent），此舉將引起各

11.2時，手機效能受到調降3。

個產業混亂 2 。另法國競爭、消費暨反詐騙總局

2 https://www.cnbc.com/2020/03/16/apple-ﬁned-1point2-billion-by-french-competition-authorities.html?__source=twitter%7Cmain
3 https://www.theverge.com/2020/2/7/21127984/apple-iphone-batterygate-slowdown-batteries-french-ﬁ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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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以參進障礙角度評估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前委員Joshua D. Wright等人認為透過瞭解大數據之蒐集及大數據轉換為營收的
過程，或許可連接大數據與經濟學相關的概念，並進而探討大數據是否足以構成參進障礙，將有助於日
後類似案件的研析。

■撰文＝張志弘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員）

入(data-input stage)，以及蒐集完資料後將資料

前言
大數據(big data)與傳統數據的主要差異在
於大數據存有資料量(Volume)大 1 、資料多樣性
2

輸出(data-output)的第二階段。
所謂規模經濟是指事業的長期平均成本隨者

(variety)高 、資料生成速度(velocity)快等特性，

產量增加而下降的現象，在數據輸入的第一階段

由於線上及線下經濟的數位化，使得事業可以更

中，大數據的蒐集類似規模經濟的觀念。以網

便利的蒐集大數據。

路平臺業者為例，當一個多邊平臺匯集平臺兩端

由於事業可透過大數據的蒐集與分析，增進
對消費者行為的瞭解，改善自身的產品或服務，
進而提升營業利潤率 3 ，因此大數據對事業而言
是一重要的資源，但事業對於大數據的蒐集及使
用方式是否構成反競爭行為，同時也成為競爭
法執法機關的關注重點。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前委員Joshua D.
4

的客戶以創造價值時，平臺也同時蒐集相關的數
據，而隨著使用平臺的客戶越多，蒐集數據的單
位成本也逐漸降低。但是與規模經濟不同的是，
蒐集相關數據並不必然可以為平臺業者帶來高利
潤的收益，而是帶來獲得更高利潤的「潛在機
會」(potential opportunity)。
資料輸出(data-output)的第二階段中，事業

Wright等人透過大數據的兩階段分析 ，並從規

於蒐集完資料後，將輸入資料轉化為可以降低成

模經濟(economy of scale)、邊做邊學(learning

本、提高創新產品或服務的輸出資料。該輸出資

by doing)、研究發展(research & development)

料將與其他要素，如智慧財產權、熟練的勞動

等經濟學角度，進而探討大數據是否足以構成參

力、基礎設施等相結合而創造出更有價值的產品

進障礙(entry barrier)，將有助於日後類似案件

或服務。由於各事業具有不同的優勢及技能，由

的研析。

輸出資料整合其他要素所產出的產品或服務之數
量及品質將有所不同，因此第二階段的行為類似

大數據的兩階段過程
大數據的兩階段過程包括第一階段的數據輸

於邊做邊學或研發，但無論何種情形，事業都在
創造價值並增加利潤。

1 大數據指一天內可生成1TB以上資料量的數據。
2 資料多元包含文字、影像、聲音等多種數據形式。
3

根據麥肯錫研究報告指出充分利用大數據的零售商甚至可將營業利潤率提高到60％以上。見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mckinsey-digital/our-

4

本文內容整理自Alexander Krzepicki, Joshua D. Wright & John M. Yun, Antitrust Chronicle :The Impulse To Condemn The Strange: Assessing Big Data In

insights/big-data-the-next-frontier-for-innovation。
Antitrust , February · Winter 2020 Volume 2(2)並由本文作者部分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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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做邊學的概念類似於規模經濟，因為產
品或服務的單位成本將隨產出增加而下降，差
別只在於邊做邊學的單位成本下降是因為生產
經驗累積所致。所以在資料輸出(data-output)的
第二階段中，邊做邊學的效應並不會自動發生
(automatically occurs) 5，它是基於對第一階段
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和實驗上而發生。至於研發
創新涉及投資專有資源(dedicated resources)以
產生新的智慧財產權 6 、產品和流程，即使具有
充分資源的事業，仍需承受相當高的風險以進行
成功的研發。
綜合上述相關概念的差異，並非所有事業皆
有能力或機會透過大數據，以提高產品或服務的
質量或降低產品或服務的成本，亦即擁有越多數
據的事業未必能做出相對應的資料輸出，因此對
於相關事業所具有之反競爭效果應妥適衡量。

自多方面審酌，並應考量大數據輸出的不確定性
(uncertainty)之特性。
再者，雖然事業對大數據的有效投資(如機器
學習、人工智慧)可以創造競爭優勢並擴大與其
他競爭事業的距離，然而此種差距為市場競爭的
結果，而非其他事業進入相關市場的障礙。因此
在評估大數據是否構成參進障礙時，也應依據事
業使用大數據的目的而判斷。
目前美國競爭法執法機關衡量參進障礙
的標準高低通常係考量參進是否具及時性
(timeliness)、可能性(likelihood)、充分性
(sufficiency)等3個因素 8 。及時性係指新進事業
參進市場所需的時間將使得既有事業無法輕易地
漲價。可能性係指新進事業於考量所需要的資
產、能力與資本，以及涉及的風險後，參進仍具
獲利性，則具有可能性。充分性係指具及時性與
可能性的參進可促進市場價格回復到價格調漲前

大數據與參進障礙
透過瞭解大數據的兩階段過程，可以進行參

的水準。而須注意的是，於衡量時並非僅側重於
可能性，而是同時也關注及時性與充分性。

進障礙的分析。參進(entry)通常係指其他目前不
在相關市場中的事業，在經過必要投資後可以在
不太長的時間進入相關市場的行為，而參進障礙
(entry barriers)係指使其他事業難以進入市場的
障礙7。

相關案例
Myspace是成立於2003年的社交網路事業，
具有可上傳個人檔案、分享音樂及創建好友網絡
的功能，由於Myspace掌握大量的用戶資料及數

由於大數據僅為生產產品或服務的要素之

據，因此隨著規模經濟與網路效應，Myspace

一，且所有的事業活動都涉及不同的參進成本

之相關市場占有率於2008年達到社交網站上所

(cost of entry)，常見的例子包括法律和法規的成

有流量的73.4% 9 ，僅在美國，該網站每月就吸

本、智慧財產權的成本，專屬設備的成本等。因

引了7,590萬的獨立訪問者 10 ，並擁有大量的廣

此僅將大數據視為造成參進障礙的要素之觀點須

告費用收入 11 。但隨著Mark Zuckerberg推出

5

見Steven D. Levitt, John A. List & Chad Syverson,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Learning by Doing: Evidence from an Automobile Assembly Plant, 121 J. Pol.
Econ. 643, 647 (2013); see also John M. Dutton & Annie Thomas, Treating Progress Functions as a Managerial Opportunity, 9 Acad. Mgmt. Rev. 235 (1984).

6 專有資源是指專門於執行特定任務的資源。
7 見OECD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p29(2010).

9 Jasper

Jackson, “Time Inc. Buys What Is Left of MySpace for Its User Data,＂ Guardian, February 11, 2016.

10 Josh

Catone, Hitwise: MySpace Takes 3/4ths of US Social Network Trafﬁc, Readwrite.com, May 6, 2008.

11 Stefanie

18

, POLICY ROUNDTABLES: Barriers to Entry POLICY ROUNDTABLES,p18(2005)。

8 見U.S.

Olsen, Google´s Antisocial Downside, CNET.com, December 19,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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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且具有更友好的用戶界面以及更簡

造出更有價值的產品或服務，競爭仍然會因為競

潔的廣告空間等社交網站特色後，Myspace的市

爭對手推出優質(或創新)之產品或服務而發生，

場占有率迅速下降，至2009年時Myspace的整

導致擁有大數據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快速下降。

12

體市場占有率已下降到30％ ，至今尚未回復至
曾有的最高市場占有率。

結語

由上開案例可知，擁有大數據並且有效使用

隨著數位經濟持續發展，事業蒐集整理、運

的事業可將自身的市場占有率推向高峰，並使那

算分析、運用數據的行為也引起競爭法執法機關

些在相同時間點銷售相似產品或服務的其他事業

的關注。在反托拉斯分析中或許可將大數據視為

之競爭更加困難。但Myspace的例子卻說明在數

input、output兩階段的過程，因為此種架構可以

位經濟下，擁有大數據之事業未必會形成參進障

將相關大數據的議題從參進障礙角度中分析，進

礙，因為只要市場參進符合及時性、可能性、充

而更詳細的審酌不同個案中事業擁有之大數據所

分性等因素，競爭對手可更有效的將大數據輸出

造成對市場競爭的影響。

資料與智慧財產權、熟練的勞動力等相結合而創

12 Financial

Ti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MySpace, December 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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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案件統計
㩊冱㟰ẞ䴙妰ġ
㩊冱㟰Ὢ㊯㩊冱Ṣ⮵㕤⎗傥忽⍵℔⸛Ṍ㖻㱽ˣ⣂Ⰼ㫉⁛扟䭉䎮㱽䫱℔⸛㚫ᷣ䭉㱽夷ᷳねḳ炻
檢舉案係指檢舉人對於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等公平會主管法規之情事，以書面
ẍ㚠朊炷⏓暣⫸悝ẞˣ⁛䛇䫱炸ㆾ妨娆炷䴻ἄㆸ䲨抬ㆾ⍵㗈╖炸℟橼昛徘ḳ⮎炻⎹℔⸛㚫℟⎵
（含電子郵件、傳真等）或言詞（經作成紀錄或反映單）具體陳述事實，向公平會具名檢舉或由他機關
㩊冱ㆾ䓙Ṿ㨇斄䦣Ἦ℟⎵ᷳ㩊冱㟰ẞˤὅ㒂℔⸛㚫䴙妰㛔炷㮹⚳ Ĳıĺ炸⸜ ĲĮĴ 㚰㓞彎㩊冱㟰 ĵĳĲ
移來具名之檢舉案件。依據公平會統計本（民國109）年1-3月收辦檢舉案421件（占全部案件7成6），
ẞ炷⌈ℐ悐㟰ẞ ĸ ㆸ ķ炸炻忚埴⮑䎮㟰ẞ妰 Ķķı ẞ炷⏓㇒军 ĲıĹ ⸜⸽㛒䳸 ĲĴĺ ẞ炸炻冒 Ĳıĵ ⸜䳗
進行審理案件計560件（含截至108年底未結139件），自104年累計至本年3月底（下稱近5年）收辦檢
妰军㛔⸜ Ĵ 㚰⸽炷ᶳ䧙役 Ķ ⸜炸㓞彎㩊冱㟰妰 ĹĭĳĹĺ ẞˤ炷堐 Ĳ炸ġ
舉案計8,289件。（表1）
本年1-3月檢舉案經處理結案366件，其中作成處分者3件，不處分16件。近5年收辦檢舉案經處理
㛔⸜ ĲĮĴ 㚰㩊冱㟰䴻嗽䎮䳸㟰 Ĵķķ ẞ炻℞ᷕἄㆸ嗽↮侭 Ĵ ẞ炻ᶵ嗽↮ Ĳķ ẞˤ役 Ķ ⸜㓞彎㩊
結案計8,204件，其中作成處分172件、不處分508件及行政處置4件；另因涉及刑事案件、民事案件、
冱㟰䴻嗽䎮䳸㟰妰 Ĺĭĳıĵ ẞ炻℞ᷕἄㆸ嗽↮ Ĳĸĳ ẞˣᶵ嗽↮ ĶıĹ ẞ⍲埴㓧嗽伖 ĵ ẞ烊⎎⚈㴱⍲↹
他機關職掌及程序不符等因素而停止審議者，計7,259件。（表1）
ḳ㟰ẞˣ㮹ḳ㟰ẞˣṾ㨇斄借㌴⍲䦳⸷ᶵ䫎䫱⚈䳈侴 㬊⮑嬘侭炻妰 ĸĭĳĶĺ ẞˤ炷堐 Ĳ炸ġ

ġ
表1 近5年檢舉案收辦情形統計
堐 Ĳġ 役 Ķ ⸜㩊冱㟰㓞彎ね⼊䴙妰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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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1-3月辦結檢舉案，經扣除調查結果非屬公平會主管業務或程序不符之停止審議案及重複檢舉
同一案由之案件後，涉及公平會主管法規案件（下稱涉法案件）計20件，其中作成處分者3件，占涉
法案件比率為15.0％，較上年同期減4.4個百分點。近5年檢舉案作成處分者172件，占涉法案件比率為
25.1％。（圖1）

⚾ Ĳġ 役 Ķ ⸜㩊冱㟰嗽↮⌈㴱㱽㟰ẞ㭼䌯䴙妰ġ
圖1 近5年檢舉案處分占涉法案件比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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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 Ķ ⸜㩊冱㟰䘤↢ ĲĹĲ ẞ嗽↮㚠炻ὅ忽㱽埴䁢⇍↮㜸炷⎴㗪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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ġ
⍇⇯炸炻ẍ嘃‥ᶵ⮎ㆾ⺽Ṣ拗婌⺋⏲埴䁢 Ĳıĳ ẞ⯭椾炻䲬⌈ Ķ ㆸ ķ炻℞㫉䁢⣂Ⰼ㫉⁛扟埴䁢 Ĵĵ
役 Ķ ⸜㩊冱㟰䘤↢ ĲĹĲ ẞ嗽↮㚠炻ὅ忽㱽埴䁢⇍↮㜸炷⎴㗪忽⍵ ĳ 㡅ẍᶲ㡅㔯㍉慵墯妰䬿
近5年檢舉案發出181件處分書，依違法行為別分析（同時違反2條以上條文採重複計算原則），以
ẞ炻䲬⌈
Ĳ ㆸ ĺˤ⎎嗽↮优挘慹柵 ĳ € ĴĭĲıĶ 叔⃫炻ẍ倗⎰埴䁢 Ĳ € ķĭıĶĵ 叔⃫炷⌈ ķĺįĶ炴炸㚨
⍇⇯炸炻ẍ嘃‥ᶵ⮎ㆾ⺽Ṣ拗婌⺋⏲埴䁢 Ĳıĳ ẞ⯭椾炻䲬⌈ Ķ ㆸ ķ炻℞㫉䁢⣂Ⰼ㫉⁛扟埴䁢 Ĵĵ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102件居首，約占5成6，其次為多層次傳銷行為34件，約占1成9。另處分
⣂炻℞㫉䁢嘃‥ᶵ⮎ㆾ⺽Ṣ拗婌⺋⏲埴䁢 ĴĭĴĶķ 叔⃫炷⌈ ĲĵįĶ炴炸炻忽⍵⣂Ⰼ㫉⁛扟䭉䎮㱽埴䁢
ẞ炻䲬⌈ Ĳ ㆸ ĺˤ⎎嗽↮优挘慹柵 ĳ € ĴĭĲıĶ 叔⃫炻ẍ倗⎰埴䁢 Ĳ € ķĭıĶĵ 叔⃫炷⌈ ķĺįĶ炴炸㚨
罰鍰金額2億3,105萬元，以聯合行為1億6,054萬元（占69.5％）最多，其次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
ĲĭĵĴĶ 叔⃫⯭䫔 Ĵ炷⌈ ķįĳ炴炸ˤ炷⚾ ĳ炸ġ
行為3,356萬元（占14.5％），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行為1,435萬元居第3（占6.2％）。（圖2）
⣂炻℞㫉䁢嘃‥ᶵ⮎ㆾ⺽Ṣ拗婌⺋⏲埴䁢 ĴĭĴĶķ 叔⃫炷⌈ ĲĵįĶ炴炸炻忽⍵⣂Ⰼ㫉⁛扟䭉䎮㱽埴䁢
ĲĭĵĴĶ 叔⃫⯭䫔 Ĵ炷⌈ ķįĳ炴炸ˤ炷⚾
ĳ炸ġ
圖2役 近5年檢舉案處分罰鍰統計-按違法行為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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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際交流 ｜

民國109年3、4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

■

3月3日參加國際競爭網絡（ICN）單方行為工作小組「垂直交易限制－數位時代之矯正措施與市場
損害」（Vertical Restraints Project - An Exploration of Remedies and Addressing Market Harm
in the Digital Era ）網路研討會。

■

3月19日參加國際競爭網絡（ICN）倡議工作小組「倡議與數位市場」（Advocacy and Digital
Markets）電話會議。

■

4月23日與印尼簽署「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與駐臺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關於競爭法適用瞭
解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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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 APP」之 QRcode 如下，歡迎下載：
公平會新建置「公平交易 APP」
，於 106 年 12 月 27 日上架於 ios「App store」
Android
及 Android「Google Play」。「公平交易 APP」設有「檢舉信箱」、「法規
專區」、「宣導專區」及「最新消息」等專區，俾供民眾能不受時、地及設備等

█

公平會新建置「公平交易APP」，於民國106年12月27日上架於iOS「App
store」及
限制向公平會提出檢舉，亦可隨時查閱公平會主管法規，即時獲悉公平會針對重
Android「Google
Play」。「公平交易APP」設有「檢舉信箱」、「法規專區」、「宣導
大案件之說明、多層次傳銷之警訊、法令修正、講座等訊息，歡迎民眾踴躍下載。
專區」及「最新消息」等專區，俾供民眾能不受時、地及設備等限制向公平會提出檢舉，
亦可隨時查閱公平會主管法規，即時獲悉公平會針對重大案件之說明、多層次傳銷之警
訊、法令修正、講座等訊息，歡迎民眾踴躍下載。

※「公平交易 APP」之 QRcode 如下，歡迎下載：

※「公平交易APP」之QRcode如下，歡迎下載：
Android

Android

█

Ios

iOS

公平會競爭政策資料及研究中心位於公平會12樓，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
Ios
下午5時；服務項目包括開放閱覽、圖書借閱及網路查詢等，歡迎參觀使用。

█

公平會「電子報」設有「專題報導」、「焦點案例」、「活動＆最新消息」及「學術
論著」等單元，e化內容清晰易懂，歡迎上網訂閱，公平會網址：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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