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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工業用紙、競爭法、數位化 

一、研究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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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公

噸紙張，都需砍伐 20 棵高 8 米(m)、樹徑 16 厘米、生長約 20 到 40 年的原

木，而砍伐原始森林更可能嚴重破壞生態環境1。 

在面對數位化及環保時代的兩大國際趨勢下，傳統造紙業要進行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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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用紙業者開始以設計行銷為導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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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而工業用紙屬於高耗能高汙染產業，在日趨嚴格的環保標準

下，業者推出多款利用回收材質之新產品、綠色包裝紙箱及輕磅化產品。舉

例而言，歐盟過往的 REACH 指令2、2021 年頒布的碳關稅規範，均被認為

對於化學、造紙等產業，將產生重大衝擊3。此外，環保法規也影響我台灣

造紙產業的國際投資佈局。例如：中國大陸於 2017 年實施禁廢令，使得我

國工業用紙業者在中國大陸難以取得廢紙原料，而大批海外廢紙轉而進入

我國後，也使得我國廢紙回收價格下降，環保政策不僅為工業用紙業者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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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經濟部工業局國際化學品政策宣導網，「想促進法規符合度? 想拼市占率? 產品化學資 

訊傳遞是必要的第一步」，

https://www.chemexp.org.tw/content/topic/TopicDetail.aspx?tid=11&id=3360，(2017-03-17)。 
3 經濟日報，「歐盟碳關稅 2023 年上路 衝擊四大產業」，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5436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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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與契機，亦影響國內廢紙產業之興衰4。又中國大陸生態環境部 2021 年

5 月表示，已完成上線交易模擬測試及真實資金測試，各項準備工作就緒後，

擬於 2021 年 6 月底前啟動全國碳市場上線交易。投控公司並為紙業龍頭的

永豐餘投資組合中，從造林到造紙、林漿紙一貫，形成完整固碳產業鏈，以

為因應5。 

回到研究主題，在此數位化的過程及環保意識與企業社會責任的日益

高漲下，新型態的產業變化是否有可能造成市場的不公平競爭？此外，面對

如此產業變遷，競爭法主管機關該具備如何之思維與應對方式，現存的競爭

法規範與執法方式，是否須有所回應與調整？深值討論。 

是故，綜合以上研究背景與宏觀方向之所述，本計畫特別從新數位科技

與新興環保趨勢之面向觀察瞭解工業用紙之發展現況及相關競爭議題。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主要透過文獻分析蒐集國內外相關資料，並輔以案

例分析、舉辦專家座談會、訪談相關企業進行研究。在研究步驟與架構方面，

研究團隊規劃首先了解數位與環保時代之工業用紙發展現況與競爭法之相

關議題，其次，由競爭法主管機關視角切入探討相關法規應如何設計方能兼

顧公平競爭及消費者權益。最後舉辦專家座談會蒐集各界對於競爭法相關

執法之建議，擬定企業訪談大綱，了解工業用紙產業的想法，以提供政策建

議與委辦單位參考。 

由於造紙分為工業用紙、文化用紙、民生用紙，研究團隊將研究範圍限

定於工業用紙，解析工業用紙之產業結構，再針對「數位化」、「環保綠能」

 
，(2021-05-03)。  
4 今周刊，「一紙禁廢令讓榮成損失 17 億元，董座鄭瑛彬苦蹲 3 年，上半年營收激增

五成」, https://technews.tw/2021/08/15/longchenpaper/，(2021-08-15) 

https://technews.tw/2021/08/15/longchenpaper/，(2021-08-15)。 
5 MoneyDJ 理財網，「陸碳市交易將啟動，永豐餘擁完整固碳產業鏈」 

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935383f0-1344-4b7a-bf6e-

85d34698874b，(202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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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要議題，掌握產業經營策略及未來展望，並透過競爭法主管機關的視

角，蒐集並分析國內外關於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數位化時代下工業用紙相

關產業所為之特別裁處以及重要案例。相關重要議題包含：「OECD 競爭法

委員會提出之相關案例」、「工業用紙與環境保護」、「他國相關產業與競

爭法之相互關係與重要議題」…等重點。 

本研究亦蒐集國內外之相關競爭法律、政策、行政與法院判決案例。藉由掌

握相關案例的國際發展，研析數位化時代下工業用紙產業對於競爭法影響

之重要議題與政策執行，並深入分析產業上中下游之結構及環保議題之內

容。相關案例參考國際組織(OECD)、美國、歐盟、日本、中國大陸之案例……

等等進行深度分析。此外，研究團隊辦理一場專家座談會，邀集工業用紙產

業、公會、競爭法與產業經濟相關之專家學者參與，提出行為經濟競爭法執

法建議，並於本研究中納入座談會意見。 

三、重要發現 

(一)掌握數位經濟時代下，國內工業用紙業者在設計、生產、配銷各供

需階段之調整因應措施與經營策略，同時掌握上下游產業之合作模

式，瞭解產業之新競爭秩序與競爭法執法重點。 

(二)各國最新環保政策與新時代消費者環保意識下，工業用紙業者之經營

困難與轉機，同時瞭解環保政策對上游原料廢紙回收業者之影響。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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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經由本研究之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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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法制架構的思考，以及如何有效兼顧「公

平競爭與消費者權益」之參考架構。 

(五)研究團隊發現，目前國際上對數位化永續環保此類議題，討論最為詳

細且資料新鮮度最新者，應為經合組織 OECD 於 2021 年 1 月發佈

之永續性與競爭法律與政策報告 (Sustainability & Competit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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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licy)。這份報告主要探討，何謂永續性？在國際法律中，永續

性這個概念的發展過程為何？以及，競爭法律與政策，將是否以及如

何被永續性或永續發展這個重要概念所影響？此外，本份報告也專注

於一些技術問題，如永續發展與競爭背後的經濟思潮，永續發展與競

爭法的關係，以及如何運用競爭法與政策，來推動落實永續發展的概

念。本案也非常適合以此報告之架構，來討論台灣國內競爭法與環保

趨勢的關係。 

四、主要建議事項 

協助委託機關在兼顧公平競爭與消費者權益下，研議數位與環保時代

之工業用紙產業與競爭法規範之法制措施，有利於競爭法主管機關日後針

對相關產業制定妥適之立法架構及執法思維。從數位化觀察，為了達到零

排放或碳中和，整個造紙廠雖是傳統產業但卻已推行數位化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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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立即可行之建議 

    關於數位化議題，根據企業訪談資料顯示，及專家座談會與會學

者表示，目前我國工業用紙廠商在我國市場要達到獨占的地位不容易，

然目前我國紙業數位化尚處於初級階段，目前我國紙業數位化進程為

供應鏈管理數位化，強化供應鏈管理的效率、成本以及品質，甚至透

過大數據來分析，預測下游廠商的需求，未來衍生的商業模式與合作

方式，可能會出現新的公平法相關議題，故短期內應注意市場上的商

業模式與合作方式。 

    關於環保化議題，由於目前我國產業進程尚未如他國快速，故之

後可能衍生新的環保議題，如日本企業有成熟的回收系統，該系統的

運作為企業將自己販賣的產品的廢棄物回收，並當作原料再利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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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機制，是一個涵蓋廢棄物回收、搬運、再利用等回收系統。由於

回收系統成熟，日本公平會也針對此發表意見，一部分為「共建回收

系統」，第二部分為「回收相關的共同行為」。惟我國目前尚未有如

此成熟的系統，故研究團隊仍建議須注意，未來市場上是否會出現如

此新興的系統，抑或是任何其他與永續發展及競爭法可能的其他議題。 

(二) 長期性建議 

  由於台灣數位化議題仍在初始階段，就環保議題方面亦如是，

或如歐盟各國對環保相關問題與競爭法之議題看法，亦仍未有共識，

有的國家認為，競爭法也應該積極促進永續發展；然而另有國家，

對此觀點持較為保留的態度，而部分較積極的國家，也因應國內產

業的變化，有了相應的對策如發表意見或是與產業進行溝通……等

等，故研究團隊建議，應先觀察國內產業情形，是否有其他新興的

數位化或環保議題，在觀察國內產業的同時，也可進一步觀察他國

是否有其他相關案例可供參考，待我國產業發展成熟後，再參照他

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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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與議題：台灣工業用紙產業發展現況 

針對上述研究背景與目的，本章擬先探討：工業用紙產業的定義及主要

產品、工業用紙產業的上下游關聯產業與產業特性、工業用紙的產業變遷與

挑戰、台灣工業用紙發展現況與相關競爭法案例，以及台灣工業用紙受新冠

肺炎之影響等重要議題，以清楚界定本研究之探討範圍，並掌握產業背景動

態。 

第一節 工業用紙的定義及主要產品 

一、工業用紙產業的定義及主要產品 

(一)何謂工業用紙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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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二)工業用紙主要產品 

工業用紙的主要產品可包括以下 7 種，分別為：1.牛皮裱面紙板(Liner 

board)：牛皮紙板係專做瓦楞紙板之非瓦楞層紙張之用，其表面常用未漂硫

酸鹽木漿製成，中底層則可摻用廢紙紙漿，例如牛皮紙板；2.瓦楞芯紙

(corrugating medium)：瓦楞芯紙係使用半化學紙漿製成之原紙，用以製成瓦

楞紙板之瓦楞層為目的，如瓦楞芯紙；3.包裝紙(Wrapping paper)：包裝紙泛

指用作包裝之紙類，如水泥袋紙、夾層柏油紙、鋁薄褙紙、袋用牛皮紙等；

 
6 工業用紙百科知識，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5%B7%A5%E6%A5%AD%E7%94%A8%E7%B4%99

，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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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塗布白紙板(Coated white board)：塗布白紙板係指單面或雙面均用漂白紙

漿並經塗布處理，中層用廢紙漿或其他紙漿製成之紙板，如單面塗布白紙

板；5.非塗布白紙板(White board)：單面或雙面均用漂白紙漿未經塗布處理，

中層用廢紙漿製成之紙板；6.灰紙板(Chip board)：灰紙板係用廢紙為原料，

通常經圓網機所抄成之紙板；及 7.油毛氈原紙(Base paper for asphalt roofing)：

油毛氈原紙係專供浸漬柏油後製成油毛氈之原紙，以木漿廢紙、破布、羊毛

等原料製成7。 

以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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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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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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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二、工業用紙產業的上下游關聯產業與產業特性 

(一)整體造紙產業鏈的上中下游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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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游的紙漿與紙類原料業；2.中游為將紙漿加工後製成紙張與紙板之製造

業；以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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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上游的紙漿與紙類原料業，係將原料紙漿與廢紙、木質纖維、蔗渣、木

片等，經過備漿系統與散漿系統後製成紙漿或廢紙漿。目前全球造紙業的生

 
7 工業用紙百科知識，同上註。 
8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s://www.clc.com.tw/product?i=19，最後瀏覽日期：

2021/11/14。 
9 榮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s://www.longchenpaper.com/B5005.asp，最後瀏覽日

期：2021/11/14。 
10 永豐餘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https://www.yfy.com/tw/invest_culture_9_product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4。 
11 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網站，https://www.paper.org.tw/zh-tw/overview/?_fp=13，最後

瀏覽日期：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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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基地，以北美洲(美國與加拿大)、北歐(瑞典、芬蘭)以及東亞(中國大陸、

日本及俄羅斯)地區為主。以 2019 年統計數據，全球紙漿前五大產量國家均

為重要的林業生產國，分別為美國(24.7%)、巴西(10.8%)、中國(10.0%)、加

拿大(8.5%)、瑞典(6.4%)12。 

造紙業的中游則為紙漿加工後製成的「文化用紙」、「工業用紙」及「家

庭用紙」、「包裝用紙」以及「特殊用紙」等紙張與紙板產業。「文化用紙」

主要包括銅板紙、道林紙、模造紙、證券紙、印刷紙、圖書紙、聖經紙、新

聞紙、非碳複寫紙、電腦列印紙、其他文化用紙等，提供印刷業、出版業、

廣告業、文化事業等下游產業使用。「家庭用紙」則包括衛生紙、衛生棉、

紙尿褲、面紙、餐巾紙、紙巾、廚房用紙、醫療用紙等，主要提供給量販店、

一般通路販售或醫院使用。「包裝用紙」則包括一般包裝紙、一般牛皮紙、

袋用包裝紙、袋用牛皮紙等，主要提供給紙器業者與紙袋製造業者進一步加

工製造及一般通路銷售。「特殊用紙」則包括棉紙、宣紙、絕緣紙、機能紙、

敬神紙、果袋紙等，主要提供給文化業與農工業使用，及一般通路銷售13。 

圖 1-1：造紙業上、中、下游產業鏈 

資料來源：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1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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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同上註。 
14 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前揭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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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用紙產業鏈的上中下游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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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工業用紙上、中、下游產業鏈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整理 

圖 1-3：工業用紙製造流程 

資料來源：CMoney、榮成紙業15 

以台灣的工業用紙產業鏈為例，台灣近年上游工業用紙市場(即一級廠)

近年呈現寡占現象，且一級廠業者亦多半兼營下游的二、三級廠，成為垂直

整合之業者，使得工業用紙產業鏈的上、中、下游廠商，彼此間具有高度依

存之連動效應。相對於工業用紙產業鏈的上游一級廠呈現寡占現象，中游二

級廠商(如瓦楞紙廠)約有 20 家左右的業者，由於工業用紙製品的原料來源

 
15 Cmoney 編輯部，「正隆(1904) 禁廢令+陸系紙廠工廠檢修，中國工紙已有上漲跡

象」，https://www.money.com.tw/invest/article/247237，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4。 

上游一級廠 

工業用紙之原紙業

者(如生產瓦楞芯

紙或面紙) 

中游二級廠 

工業用紙製品生產

業者(如生產瓦楞

紙板業者) 

下游三級廠 

紙器用品製造業者

(各種紙器業者，

如瓦楞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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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上游寡占的一級廠商，故屬於獨立的中游二級廠商與兼營上游、中游的

寡占一級廠商業者，同時存在垂直依賴與水平競爭之關係，致使上、中游呈

現產業集中化的特性。至於下游的三級紙器用品製造業者，則有約近千家業

者，呈現高度競爭關係，特性包括進入門檻低、資金需求不高、價格敏感性

高、以及廠商家數眾多等16。 

第二節 台灣工業用紙發展現況 

一、 我國工業用紙產業變遷 

工業用紙是指用來製造紙箱、紙盒、紙杯、紙盤等之紙張或紙板，需

再經加工作業，其種類如牛皮紙板、瓦楞芯紙、塗佈白紙板、灰紙板、油毛

氈原紙、包裝紙等，主要提供給紙器產業、紙管業、紙容器業進一步加工製

成紙箱、紙管等紙器，在我國的發展歷程如下： 

(一) 尚未發展階段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將原屬日資的台灣製紙株式會社、台灣興業株式

會社、台灣紙漿株式會社、鹽水港紙漿工業株式會社、東亞製紙工業株式

會社等五間紙廠以及林田山林場合併收歸國營。此時我國造紙業的發展仍

以文化用紙為主，工業用紙尚未發展。 

(二) 初步萌芽階段 

     1950 年起，隨著國內製造業發展，紙廠開始生產如包針紙、火柴紙、

包紗紙等為包裝特定物品需求之專用包裝紙17 ，但目前階段仍以提供國內

需求為限。 

(三) 順勢發展階段 

    1971 年起政府確立經濟政策，在我國工業起飛後使得包裝需求大增而

帶動國內工業用紙的發展，農產品的外銷也急需適當包裝，故在此時期外銷

 
16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公處字第 099054 號，12-14 (2010)。 
17 高淑媛，台灣工業史，五南出版社，19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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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工產品所需求的瓦楞紙箱、白紙板、灰紙板，及包裝水泥、肥料用的牛

皮紙袋，大幅地使國內工業用紙發展。 

(四) 第一次綠色改革 

    1973 年 10 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為了打擊

對手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宣布石油禁運，暫停出口，造成油價上漲，

油價上漲導致從國外進口紙漿成本提高，因此業者為降低成本而在紙漿中

摻入處理過的廢紙，卻意外地發現在控制的限度內不影響產品的品質，此時

為我國首次回收生產工業用紙。 

(五) 面對市場開放挑戰而技術革新 

    我國在 2002 年加入 WTO 後面對國外紙製品零進口關稅傾銷來台，同

時也面臨了中國資源豐富，勞力成本低廉的競爭優勢，此時我國造紙產業以

更新造紙設備，提升效率及品質，降低成本等方式面臨挑戰，而後以技術優

勢在此挑戰中生存。 

(六) 第二次綠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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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造紙業現況 

台灣三大紙廠的工業用紙相關營收占比以榮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榮成公司)達 98.6%最高18、正隆公司約 83%19、永豐餘造紙股份有限公司(下

 
18 榮成紙業，「公司概要」，https://www.longchenpaper.com/B1003.asp，最後瀏覽日期：

2021/12/13。 
19 MONEYDJ 理財網，「正隆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keyid=7783e14e-6b0b-4800-baa6-

9b3f0086cdba，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3。 

https://www.longchenpaper.com/B1003.asp
https://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keyid=7783e14e-6b0b-4800-baa6-9b3f0086cdba
https://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keyid=7783e14e-6b0b-4800-baa6-9b3f0086c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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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永豐餘公司)則為 49%20。永豐餘公司在大陸從未取得進口廢紙配額、百

分百使用當地廢紙，產品價格會隨廢紙報價調整、但幅度不會完全反應，並

且主要跟隨陸系龍頭廠；榮成公司則表示，需待 12 月結帳完畢後，才能知

道是否調漲成功，但法人表示，2020 年上半年基期低，明年同期營收年增

機率高；在大陸已無造紙廠的正隆公司，外銷價格完全隨國際行情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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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衝擊 

(一)出口暢旺及網購宅配帶動工業用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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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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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 STOCKFEEL，「永豐餘(1907)-摺紙王國的下一步」，

https://www.stockfeel.com.tw/%E6%B0%B8%E8%B1%90%E9%A4%98-

%E6%91%BA%E7%B4%99-%E7%B4%99%E6%9D%BF-%E7%B4%99%E7%AE%B1/，最

後瀏覽日期：2021/12/13。 
21經濟日報，「宅經濟催動，紙器產銷飆高」，https://udn.com/news/story/7238/5658075，

(2021/08/08)。 

https://www.stockfeel.com.tw/%E6%B0%B8%E8%B1%90%E9%A4%98-%E6%91%BA%E7%B4%99-%E7%B4%99%E6%9D%BF-%E7%B4%99%E7%AE%B1/
https://www.stockfeel.com.tw/%E6%B0%B8%E8%B1%90%E9%A4%98-%E6%91%BA%E7%B4%99-%E7%B4%99%E6%9D%BF-%E7%B4%99%E7%AE%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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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台灣近年紙張及紙板生產量統計 

資料來源：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經濟日報22 

此外，依據台灣經濟研究院於 2021 年 10 月 1 日公布的製造業個別產

業景氣報告，受惠全球經濟復甦態勢，後新冠肺炎疫情時代，台灣自 2021

年初以來出口、外銷訂單及生產等經濟數據仍維持高度成長。此外，在紙

漿、紙及紙製品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網購宅配需求旺盛，加上出口

暢旺帶動紙箱需求，推升我國工業用紙售價、原物料投入等面向指標表現，

台灣經濟研究院公布的 2021 年 8 月份產業景氣燈號，續為代表揚升的黃紅

燈，為連續 3 個月出現黃紅燈，且自 2021 年 2 月起逐月均為景氣揚升(即

紅燈或黃紅燈號)23。 

 
22 經濟日報，同上註。 
23 台灣經濟研究院，「110 年 8 月製造業景氣概況」，

https://pubfs.tier.org.tw/mciup/2021100114351410838.pdf，(2021/10/01)。 



9 

 

圖 1-5：民生產業(紙漿、紙及紙製品)110 年 2 月-110 年 8 月景氣燈號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 110 年製造業景氣燈號24 

(二)台灣主管機關及工業用紙業者之因應措施 

新冠肺炎疫情帶動電商平台的盛行外，台灣自 2021 年 4 月起逐步增加

疫苗注射覆蓋率，一方面帶動國內消費復甦，另一方面亦進一步推升紙箱

等工業用紙下游產品之需求。 

依據工商時報 2021 年 4 月份之報導，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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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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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台灣經濟研究院，同上註。 
25 工商時報，「紙箱大缺貨！永豐餘、正隆、榮成大豐收」，

https://ctee.com.tw/news/stocks/443512.html，(2021/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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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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目前全台灣紙箱廠生產瓦楞

紙板之複瓦機有將近 60 台，每月紙箱總產能逾 2.2 億平方米；其中，新竹

以北各紙廠每月產能約 9,000 萬至 1 億平方米，我國三大紙箱業者在台灣

北部的紙箱廠，均有擴廠投資計畫。 

據統計，近三年全台灣紙箱產能逐年成長。2019 年全台灣紙箱產能約

21 億平方米、2020 年全台灣紙箱產能逾 23 億平方米，2021 年預計全台灣

紙箱產能之年成長率為 8%，年生產量將逼近 25 億平方米。以榮成龍潭廠

為例，2021 年 5 月起汰舊換新設備；榮成路竹廠也將於 2021 年展開擴廠計

畫，預計於 2022 年完成；而榮成雲林廠於 2020 年底擴增設備並整併神岡

廠後開始投產，2021 年起月增紙箱產能約 200 萬平方米。此外，永豐餘南

崁廠預計於 2021 年底更新設備，預估於 2022 年初投產，月增紙箱產能約

100 萬至 200 萬平方米。再者，正隆燕巢新廠於 2021 年 5 月可投產，預計

於 2021 年底前月增約 400 萬平方米紙箱產能26 。 

放眼國際，造紙大廠正隆面對 2020 年第二季國際紙價下滑，但該公司

營業毛利仍成長，正隆也看好工紙與紙器成長27。近年正隆積極投資海外，

尤其越南與東協市場。台灣每人用紙量平均 185 公斤，越南目前僅 60 公斤，

整體而言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因此，正隆目前已經完成第一期投資，未來

會到第五期，而越南人口是台灣的 4 倍，但工紙與紙器市場目前僅台灣 2 倍

多，每年有 2 位數的成長，預期未來市場規模會大於台灣 4 倍28。 

(三)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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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工商時報，同上註。 
27 工商時報，「越南疫情燒 造紙雙雄逆勢擴大布局」，

https://ctee.com.tw/news/industry/506305.html，( 2021.08.23)。  
28 自由時報，「加強越南市場經營 正隆：下半年審慎樂觀」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269150，(202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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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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工業用紙的數位與永續轉型 

一、工業用紙業者的環保與永續轉型 

工業用紙業者在國際環保趨勢、永續發展倡議、循環經濟等面臨嚴峻挑

戰；舉例而言，歐盟預計將於 2023 年上路的碳關稅，普遍認為將對化學、

造紙等產業產生重大衝擊29。傳統上，工業用紙產業屬於高耗能、高汙染產

業，在近年日趨嚴格的國際環保標準下，工業用紙業者為因應環保法規之高

度要求，逐漸推出多款利用回收材質之新產品、綠色包裝紙箱及輕磅化產

品。關於工業用紙產業永續轉型的詳細介紹，請詳見本研究報告第二章之分

析。 

值得注意的是，環保法規也可能影響我國工業用紙產業的國際投資佈

局。例如：中國大陸於 2017 年實施禁廢令，使得我國工業用紙業者在中國

大陸難以取得廢紙原料，而大批海外廢紙轉而進入我國後，也使得我國廢紙

回收價格下降；從而，海外市場的環保政策，可能使我國工業用紙業者帶來

挑戰與契機，亦可能連帶影響我國工業用紙產業之發展遠景30。為因應海外

市場的環保法規新變遷，我國工業用紙業者亦有採行新措施應對者；例如為

因應中國大陸計畫推行的碳交易市場及歐盟的碳關稅新制，我國工業用紙

廠商永豐餘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於 2021 年度的法說會中即表示，將持續

發展從造林、造紙、林漿紙一貫的完整固碳產業鏈為因應措施31。  

 
29 經濟日報，「歐盟碳關稅 2023 年上路，衝擊四大產業」，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5436648，(2021/05/06)。 

30 今周刊，「一紙禁廢令讓榮成損失 17 億元，董座鄭瑛彬苦蹲 3 年，上半年營收激增五

成」，https://finance.technews.tw/2021/08/15/longchenpaper/，(2021/08/15)。 

31 MoneyDJ 理財網，「陸碳市交易將啟動，永豐餘擁完整固碳產業鏈」，

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935383f0-1344-4b7a-bf6e-

85d34698874b，(202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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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用紙業者的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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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關於工業用紙產業數位

轉型的詳細介紹，亦請參見本研究報告第二章之分析。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預期成果 

本節內容將介紹本研究之資料蒐集與研究方法。此部分主要分析本研

究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研究步驟及架構、研究分工與工作進度。最後，

則是預期的研究效益。值得注意的是，本節的內容，是以原先計劃書的內容

為基礎，並且加上本案之審查委員，於初審會議時，對於本研究案架構與內

容上的寶貴建議，以及本研究團隊後續對此些意見，所作的回應與研究調

整。本節的內容，在實際上就是作為本案研究工作實際執行、資料蒐集、案

例分析、產業訪談規劃、專家小組座談、以及後續章節架構與撰寫內容的基

礎。 

一、文獻分析 

本研究團隊依據工作分項，解析工業用紙之產業結構，再針對「數位

化」、「環保綠能」等重要議題，掌握產業經營策略及未來展望。再透過競

爭法主管機關的視角，蒐集並分析國內外關於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數位化

時代下工業用紙相關產業所為之特別裁處以及重要案例。相關重要議題包

含：「OECD 競爭法委員會提出之相關案例」、「工業用紙與環境保護」、

 
32 前揭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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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產業上中下游與競爭法之相互關係與重要議題」、「未來公平會對於

工業用紙產業於數位化時代下執法之建議」…等重點。希冀透過蒐集重要

國際機構與國內相關政策、法院判決見解、學術研究報告資料，掌握國內外

關於工業用紙產業於數位時代下競爭法應用之發展。 

二、案例研究 

除國內外最新的研究文獻外，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也包涵蒐集國內外之

相關競爭法律、政策、行政與法院判決案例。藉由掌握相關案例的國際發展，

以協助委託機關建立處理原則。本案以工業用紙產業為分析對象，分別以

「數位化」、「環保」為重要議題，廣泛蒐集及分節撰寫「國際組織」、「美

國」、「歐洲」、「亞洲國家」及「我國」案例，研析數位化時代下工業用

紙產業對於競爭法影響之重要議題與政策執行，並深入分析產業上中下游

之結構及環保議題之內容。擬研究之部分案例，包括： 

(一) 國際組織 

主要鎖定 OECD 經合組織近年(即 2020 年後)於疫情時代針對數位化與

競爭法、永續發展與競爭法等主題，出版的兩份重量級報告。除理論分析外，

也提出對於 OECD 經合組織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競爭政策應該如

何處理數位轉型、數位經濟、永續發展與綠色環保等課題，提供政策建議與

立法範例。G7 各國對於數位經濟之共識，也納入討論範圍。 

(二) 美國案例 

美國工業用紙業近年的數位化與永續行動發展，值得注意。 

(三) 歐盟案例 

歐盟工業用紙業之數位化與工業 4.0 進程於全球處於領先地位。歐盟也

是全球氣候政策與永續行動的模範生，在歐盟推動綠色新政的過程中，許多

討論集中在競爭法是否需要支持綠色新政的推動。此外，歐盟近年同樣也針

對數位經濟與反壟斷法、競爭法與永續性發布重要的政策報告。相關重量級

學者如 UCL 的 Simon Holmes 與瑞典隆德大學的 Julian Nowag 副教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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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許多具有影響性的宏文。而歐盟在 2021 年通過的《數位服務法》與《數

位市場法》，在競爭政策上更是對於科技業巨頭有管制趨嚴的里程碑立法。

本研究擬蒐集歐洲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就數位平台經濟之競爭法案例分析。

對於永續性方面，目前歐盟已經將憲章中的永續條款精神，盡量融入競爭政

策的制定，而各歐盟會員國，也多採取相關政策，去回應當代面對氣候變遷

與風險的課題。其相關做法，值得我國公平會參考與進一步評估在立法與執

法上是否得以參考。 

(四) 亞洲國家 

若日本為例，在 1990 至 2000 年初，日本造紙行業進入了以王子 HD 與

日本製紙為中心的投資和聯盟時代，王子 HD 在期間與崎製紙、本州製紙合

併，而日本製紙是由十條製紙、山陽國際紙漿、大昭和製紙合併成立。在近

年，日本造紙業發現紙業需求的改變而做出了變化，王子 HD 於 2018 年在

千葉縣建造了日本最大的瓦楞紙板工廠，位居行業第二的日本製紙也將目

光投向了瓦楞紙板，在 2015 年和東海製紙公司(特種東海製紙)的瓦楞紙板

原紙業務整合。DX(Digital Transformation，數位革新)這兩個字近年在日本

火紅，日本經濟產業省於 2018 年 12 月公佈的「推進數位化轉型指南」，

也促成日本紙業數位化。在永續案例方面，日本為了確保廣大消費者的利益，

促進國民經濟民主健康發展，以禁止私人壟斷和確保公平貿易法(私的独占

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下稱公平貿易法) 限制經營者不

得實行私人壟斷或者不合理的貿易限制。值得思考的是，若為了永續發展為

目的而為聯合的商業行為是否違反公平貿易法？公平貿易法中並未規定競

爭法機關僅得考量經濟要素，世界各地的許多反托拉斯制度都賦予了相關

的競爭管理機構在除了考慮「純粹」的經濟效率之外，也可納入公共利益的

問題，而日本公平貿易委員會(公正取引委員会)針對消費者購物時必須付費

才能取得塑膠購物袋於 2007 年及 2020 年分別做出解釋。此外，日本公平

會對於循環經濟、循環社會推進基本法的指引，也具有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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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進行中國大陸之研究分析，中國大陸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

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推動製造業優化升級，擴大輕工、紡織等優質品質

供給，加快化工、造紙等重點行業升級，完善綠色製造體系。實施增強製造

業核心競爭力和技術改造專項，鼓勵企業應用先進適用技術，建設智能製造

示範工廠，完善制能製造標準體系，並制定發布《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行動

計劃(2021-2023 年)》《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發展規劃(2021-2025 年)》等政

策文件，以強化網際網路體系。 

另就我國部份，我國紙業廠商受到國際法規範(如中國大陸禁廢令、歐

盟碳關稅等)衝擊所進行的產業調整，我國紙業近年在推動智慧紙張 4.0、研

華 OEE 系統助攻傳統紙業大廠強化製造數據掌握能力(紙業訪談未提及)、

ESG 綠色聯貸與再生能源等，以及其他相關案例進行深度分析。 

三、專家座談 

在本研究計畫中，研究團隊規劃辦理一場專家座談，邀集工業用紙產

業、競爭法與產業經濟相關之專家學者參與座談會，以提出行為經濟競爭

法執法建議。另一方面，作為深度的資料搜集方式之一，集思廣益。最後，

本研究團隊也將初步的研究成果，與產業、學界與其他各界人士分享，取得

回饋之意見，並在期末報告中納入。而有關專家座談會之規劃請見下表： 

表 1-1 數位與環保時代下之工業用紙產業發展座談會議規劃 

會議宗旨 

邀集產業經濟與競爭法議題領域之專家學者，討論數位與環

保時代下之工業用紙產業發展現況，及競爭法主管機關應有

之思維與應對之相關建議。 

討論題綱  

1. 數位與環保時代下之工業用紙產業發展現況。 

2. 相關競爭法之應用與重要議題。 

3. 國內外相關案例分析。 

4. 對於本研究初步結論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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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名單 

(經委辦單位

同意後邀請) 

⚫ 主持人：江雅綺副教授(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副教授／臺北科技大學智慧科技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楊宗翰助理教授(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 座談邀請名單，基本上為紙業廠商、學術界之教授與研究

人員 (詳見下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專家座談會邀請對象 

邀集產業經濟與競爭法議題領域之專家學者，討論數位與環

保時代下之工業用紙產業發展現況，及競爭法主管機關應有

之思維與應對之相關建議。因此邀請對象，主要涵蓋工業用

紙企業，以及學界專家學者： 

紙業 

上游產業(紙漿、紙類原料)：華紙 

中游產業(紙器及紙類製造印刷、加工)：永豐餘 

紙業小結名單：華紙、永豐餘，共 2 家。 

學界人士 

中興大學教授彭元興、銘傳大學財經法律系顏廷棟教授、中

興大學法律學系劉姿汝副教授、世新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副教

授郭迺峰。 

具體辦理方式 

由於 COVID-19 疫情之影響與波及，本案專家座談會於 2021

年 11 月 5 日，以視訊方式進行，與會專家為黃鯤雄董事長、

彭元興教授、顏廷棟教授、劉姿汝副教授、郭迺鋒副教授。 

四、工業用紙產業訪談 

本案研究團隊擬採法實證研究 (socio-legal studies) 之取向，就本案議



17 

 

題搜集原始資料並歸納分析。因此訪談為重要之搜集資料手段。訪談議題設

計，原則將先由閱讀文獻導出，並與相關紙業專家進行討論(PChome、中華

全民環保回收協會、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正隆公司、永豐餘技術長、

榮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網路或電話訪談。 

基於本案之研究重點有三大部分：1.產業結構之競爭議題；2.數位化之

競爭議題；以及，3.環保之競爭議題。 

基於國內現有管制與爭訟案例，思考本案在數位與環保時代之國際大

趨勢下，台灣工業用紙產業之變遷，以及其中可能涉及之競爭法爭議問題。

並且開始從這些相關之競爭法議題出發，去搜集、閱讀與分析相關文獻。 

此外，目前國際上對此議題，討論最為詳細且資料新鮮度最新者，應為

經合組織 OECD 於 2021 年 1 月發佈之永續性與競爭法律與政策報告 

(Sustainability &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這份報告主要探討，何謂永續

性？在國際法律中，永續性這個概念的發展過程為何？以及，競爭法律與政

策，將是否以及如何被永續性或永續發展這個重要概念所影響？此外，本份

報告也專注於一些技術問題，如永續發展與競爭背後的經濟思潮，永續發展

與競爭法的關係，以及如何運用競爭法與政策，來推動落實永續發展的概念。

本案也非常適合以此報告之架構，來討論台灣國內競爭法與環保趨勢的關

係，以及撰擬相關的訪談題目。 

造紙產業雖屬於傳統產業，但與經濟發展及社會文化建設關聯密切。

因此，造紙產業景氣的興衰，一向也是經濟景氣興衰的領先指標。而一個國

家使用紙與紙板的數量多寡，也可以間接看出該國經濟發展與文化水平的

程度。在已開發國家中，對紙與紙板使用量增長的速度與其國內生產總值增

長的速度，通常呈現高度正相關。 

然而，造紙產業屬於耗能高汙染的產業，雖然目前業者普遍皆有建立

防治汙染的設備。但在環保意識逐漸抬頭以及日趨嚴格的環保標準下，對造

紙產業的發展也形成了一些衝擊。目前國內廠商多積極設置綠色包裝紙箱



18 

 

廠與廢紙環保站，以低碳造紙為生產主軸，也鼓勵民眾改用環保紙，將對環

境將有更多助益。 

此外，造紙產業上中下游可分為：上游為紙漿與紙類原料業。 中游為

將紙漿加工後製成紙張與紙板之製造業。下游為紙業進出口與銷售業務。事

實上，數據掌握能力是製造業管理的基本要素，在所有數據中，OEE(整體

設備效率)則是關鍵指標，管理者可藉此了解製造現場的機台運作狀態與生

產行為。過去 OEE 大多為科技產業所用，傳統製造業導入比例相對偏低。

傳統製造業最常見的管理痛點是生產資訊系統難以即時反應製造現場狀態，

傳統紙業一級大廠之前即是如此。為了解決此一問題，傳統紙業一級大廠採

用研華的 OEE 解決方案，研華的 OEE 解決方案有幾大重點功能，首先是數

位雙胞胎 (Digital Twin)。在此功能下，紙業大廠設定了機台的標準運作狀

態，並且連動 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擷取在製品生產階段

資訊，監視生產線上的即時機台運作狀態與生產行為，捕捉無效工時，提升

總生產效益。另外還有生產效率比較、全時設備使用率、換線速度、設備異

常監測、品質異常歸因等。研華將上述的數據指標都設為功能項，業者不須

具備程式語言專業，也不必另行開發新平台，只要依據自身的生產邏輯拖拉

選項，就可自行組成適用的功能儀表板。在各個產業分工環節，也都有數位

化推動與轉型的空間。本研究也關注此些國內實際已經發生的數位化案例。 

因此，本案在數位與環保的架構下，將依文獻閱讀的初步結果，確定架

構後與問卷問題，完成與台灣工業用紙產業之面談，訪談題目請參考附錄一。 

五、研究預期成果 

本研究預期可達成研究效益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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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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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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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協助委託機關

建立處理原則。 

(三) 經由本研究之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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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本研究之執行，協助委託機關在兼顧公平競爭與消費者權益下，

研議數位與環保時代之工業用紙產業與競爭法規範之法制措施，有利於競

爭法主管機關日後針對相關產業制定妥適之立法架構及執法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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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數位與環保時代的工業用紙業：全球與台灣 

本研究之重點在於，當前國際上數位化與永續化之兩大趨勢，對於工業

用紙之產業發展、轉型與商業模式有何衝擊，其背後可能衍生的競爭法規範

行為與相關爭議為何？此外，此兩大國際趨勢，對於競爭法、競爭政策以及

競爭法主管機關與工業用紙間的管制與互動關係，又有何衝擊與需調整之

處？ 

在本研究進行之初，研究團隊本擬分別探討數位化、永續發展兩者作為

外在驅動因素，對於工業用紙產業之衝擊。然而，隨著研究過程進行，以及

與台灣產官學界相關專家學者之交流。本研究團隊發現此兩大國際趨勢，亦

即數位化與永續發展，看似分別，但其實相互間有許多的交錯與匯流情形。

此現象不只會影響本研究之章節架構案排，也是事實上影響工業用紙產業

的經營現況與未來發展。在產業分析與規範思考上，可能不應完全區分兩者

而為獨立的探討。 

循此邏輯，本章將探討：工業用紙產業因應數位與環保化之轉型、各國

工業紙業的發展與指標案例、台灣工業用紙產業因應數位化環保化之轉型

(以企業個案，輔以產業訪談與專家座談會資料為主)。 

第一節 工業用紙產業之數位化與永續轉型 

工業用紙產業未來發展以四大方向為主，包括客戶需求將以系統化、數

位科技，強化訂單管理並發展電子商務33。因而，結合電子產業、紙業、包

材數位化經驗，在未來工業用紙業的競爭與業務推展中，非常重要。 

另外，為滿足客戶多元服務的需求，工紙產業未來均擴展上下游網路策略關

係以提升服務效率與(產品廣度。在生產製程上，將不斷精進，持續推動製

 
33 鉅亨網「強化數位科技與電商 永豐餘工紙由邱創華新任董事長」 ,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623388 ， (2021/0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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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標準化、設備自動化以提升品質、降減成本。而供應鏈管理方面，要以數

位化系統，強化國內外供應鏈管理的效率、成本以及品質。 

值得注意的是，奧地利應用系統分析研究院、斯德哥爾摩韌性研究中

心、聯合國永續發展研究網絡等三個知名永續發展領域的研究機構，於 2018

年 7 月聯合國 SDG 高階政策論壇舉辦期間發表了「想像 2050」(The World 

in 2050, TWI2050)研究計畫，並出版「落實永續發展目標的關鍵轉型」

(《Transformations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建議，呼

籲全球應以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議程》為基礎，即刻展開關鍵轉型行動。

2019 年再以《數位革命與永續發展：機會與挑戰》為題，探討如何透過數

位化加速落實永續發展。 

    回顧過往，幾乎難以相信《2030 永續發展議程》或《巴黎協定》鮮少

提及數位化，顯而易見的是，數位變遷(digital changes)正成為社會轉型的關

鍵驅動力(Domingos, 2015; Schwab, 2016; Tegmark, 2017; Craglia et al, 2018 )。

邁向永續的轉型必須調和其威脅、機會、數位革命的動力，與《2030 永續

發展議程》、《巴黎協定》的目標(WBGU, 2018; Villani, 2018; TWI2050, 2018 )，

同時，數位轉型會徹底改變全球社會與經濟的所有面向，因而改變永續性本

身的典範詮釋34。 

一、工業用紙業數位化轉型與其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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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過數據整合運用，提高對設備性能和生產效率。2. 始終保持連線的遠程

警示功能和對製造機器的遠端控制。3. 供應鏈功能的全面整合。 

    這些數位化的好處與總體影響看似直觀，但卻難以捉摸：降低成本，結

 
34 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TWI2050 報告(2019)《數位革命與永續發展：機會與挑

戰》重點摘譯」，https://rsprc.ntu.edu.tw/zh-tw/m01-3/tech-pros/1319-1081113-key-

factor.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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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更快、更高效的生產流程，直接改善生產線，很明顯，造紙和紙漿製造企

業必須擁抱數位化的轉型趨勢。對此，應繼續探討原因。 

為何工業用紙產業應致力於數位轉型？與其他所有行業一樣，紙漿、工

業用紙產業可以從數位轉型中獲益，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這個產

業也需要跟上正在擁抱現代自動化時代，以及所有投入工業 4.0 創新和技

術以獲得前所未有的效率水準的產業競爭對手。 

除了對生產的影響，工業用紙製造業也見證了數位轉型對市場的影響。

儘管隨著網路購物的增加以及購物流程持續向數位表格、收據、記錄保存等

的轉變，造紙行業對用於印刷材料與一般用紙需求有所下降，但對所用紙張

和紙板的需求卻出現了相應的增長，這是用於線上購物訂單的包裝，以及裝

箱單等材料。 

因此，通過擁抱數位化轉型，工業用紙業者可以變得更加靈活、適應性

強、反應靈敏，並可提供客製化的解決方案，從而提高效率並為最終用戶增

加價值，例如：採用數位化的製程方法，有助於確保應對市場需求變化；準

確預測上下游供應鏈需求；並且確保工業用紙生產仍持續正常進行—即使

在面對市場需求高峰時期也能保持如此。 

於製造過程中，採用可靠的資訊整合與數位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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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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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McKinsey & Company,” Tapping digital’s full potential in pulp and paper process 

optimization,”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paper-forest-products-and-packaging/our-

insights/tapping-digitals-full-potential-in-pulp-and-paper-process-optimization,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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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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如何挖掘數位化在優化紙漿和工業用紙產業方面的全部潛力?雖

然許多紙漿和工業用紙產業已經實現自動化多年，但他們現在才開始充分

發揮數位科技的潛力。 

近年來，紙漿和工業用紙產業持續在尋求數位化來進一步優化其運營

模式36。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三個市場趨勢所驅動的：隨著傳統紙

製品市場的下滑，紙張製造商面臨持續的價格壓力，對紙類包裝作為塑料的

更永續替代品的需求不斷增長，以及全球對紙類產品的需求不斷增長。 

數位科技—物聯網、智慧製造和大數據分析—通過利用大量生產數據

來提供更好的商業運作洞察力和營收結果，使紙漿和工業用紙產業的生產

 
36 Caylar, P. L., Noterdaeme, O., & Naik, K. ,Digital in industry: From buzzword to value 

creation ,McKinsey & Company, Digital McKinsey(2016). 

Berg, P., & Lingqvist, O. Pulp, paper, and packaging in the next decade: Transformational 

change, McKinsey & Compan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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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達到新的水準。該產業成功的數位創新者可預見 5% 到 10% 的生產力

增長，並顯著節省了製造過程中的材料、化學品和能源消耗。對於該產業而

言，這代表了全球 40 億至 60 億美元的商機，而且是現在就可以實現的商

業價值。事實上，已有超過 25 個範例，已經在整個紙漿和工業用紙價值鏈

中誕生出來。 

在林業和下游物流領域，我們看到了追踪從木材源頭到工廠的即時物

料流以幫助優化交付和規劃的應用程序的好處，在紙漿廠，全球紙業正在使

用高級數據分析來改進紙質控制並提高纖維產量。在造紙廠中，能源優化、

人工智慧驅動的根本原因問題解決，真正加速優化製程，並提高了每小時的

生產利潤，最後，在管理方面，數據分析正在推動提高工業用紙產業的管理

質量37。 

未來幾年，數位化領先者和落後者之間的差距預計會擴大，而正確進行

數位化轉型的工業用紙企業將擁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對於尚未開始此一數

位化旅程的紙漿和造紙企業來說，永遠不會後悔與不嫌晚的第一步，是探索

機會並使團隊在數位化願景與實際作為上需保持一致，並訂定清晰的戰略

藍圖，考慮關鍵業務 KPI，利用組織的優勢，並與該行業優領先者的作為保

持一致。 

二、工業用紙之永續作為 

聯合國於 2015 年通過的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為人類和地球的現在

和未來和平與繁榮提供了共享藍圖。認為消除貧困和其他剝奪必須與改善

健康和教育、減少不平等和刺激經濟增長的戰略齊頭並進，同時應對氣候變

化並努力保護我們的海洋和森林，其核心是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及 169 項指標，第 12.6 指標「鼓勵企業採取可

 
37 AT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Paper Industry, 

“https://www.advancedtech.com/blog/digital-transformation-of-paper-manunfacturing/，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4.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post2015/transformingour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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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的工商作法，尤其是大規模與跨國公司，並將永續性資訊納入他們

的報告週期中。」的實現若經由國家以法律規範強制要求，則涉及國家之競

爭法對企業的經營方式有過多之限制。 

目前各國都在積極應對地球暖化以及碳中和的議題，但是造紙產業是

耗能相當大的產業，各個廠商雖然都有積極的在推動節能減碳或是綠色生

產但是要使耗能產業完全零碳排放是很難一步到位的，政府目標在 2023 年

徵收碳費，並且在 2050 年達到零碳排，要達到這麼高標準的環境目標沒有

這麼容易，目前相關的新興技術許多工業用紙產業也未完全掌握。 

造紙產業屬於高耗能的產業，所以在環保時代的趨勢下，早就專注於環

保及能源政策，目前造紙產業的綠色環保政策包含循環經濟、原料管理、節

能減碳以及回收分類。循環經濟包含了能源循環、水循環以及產品循環，產

品循環係指將使用過後的產品再進行回收重複使用，例如台灣造紙年生產

量 425 萬公噸，其中紙板生產量超過四分之三，紙板包括瓦楞紙箱用紙、白

紙板、灰紙板等等，以及環保衛生紙、再生印刷書寫用紙、敬神紙等等，都

是以回收紙作為原料，國內收集量達 272 萬公噸(2019)，等同於 5 座木柵焚

化爐年處理量，不僅減少木漿使用，資源再利用更不致焚化浪費、製造碳排；

水循環為造紙業重要資源，工廠透過水資源管理，致力於廢水減量，以循環、

回收及再利用的概念，提升廠內回收效率，目前工業用紙單位用水量已可維

持 6-10 公噸。造紙廠皆設有廢水處理系統，除了必須確保放流水水質符合

法規標準，放流水甚至提供溪流、濕地等自然水體穩定水源，維持自然生態

系統，孕育生物多樣性, 並且固碳以延緩溫室效應。能源循環則是造紙業利

用製漿流程剩餘的木質素、胎片、漿紙污泥、衍生燃料，透過汽電共生、生

質能鍋爐製造再生能源。另外也能透過沼氣發電，實現廢棄物燃料化與資源

化最大效益。 

原料管理，可以區分為守源頭、種分類兩個層面。正隆公司於訪談中表

示，該公司會協助上游回收業者進行數位升級，以加強回收的品質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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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可以大大減少製造過程中產生無謂的消耗。 

節能減碳，是透過數位化的精準預測及計算，確保在製造過程中可以減

少無謂的消耗，經濟部在 2014 年 8 月 1 日公告「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

標及執行計畫」，用電契約容量>800kW 的能源用戶需於 2015~2019 年平均

節電 1%以上。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的會員中，造紙業符合用電契約容

量者共計 62 家工廠，2014~2017 年節電表現高出政策規定，平均節電率達

1.55%，由此可見推動節能減碳的成效卓然38。 

工業用紙產業比較像是整個生產流程中的最後一哩路，而在近年來的

節能減碳趨勢下，大型跨國公司開始注意到能源的消耗以及地球暖化的問

題，所以工業用紙產業在製作成商品的過程中，常常被要求揭露碳足跡，下

游廠商才能夠確保他們使用的產品有符合相關規範，2026 年開始歐洲也可

能開始徵收碳關稅，這些都是我們會遇到的挑戰，也因此節能減碳已經是造

紙業刻不容緩的事情。 

第二節 各國工業用紙產業數位化與永續轉型個案 

本節將簡要爬梳工業用紙重鎮的美國、歐盟、中國大陸與日本產業概

況，並著重分析數位化與環保規範帶來之產業變遷等影響。 

一、美國 

(一)產業變遷與挑戰 

1.環保法規 

    林業及紙類產品在生產過程中使用大量石化燃料，是美國製造部

門中最大宗的能源消耗產業之一。美國造紙產業受到廢水、廢氣和固

體廢物等環境法規之高度監管，包括《乾淨水法》(Clean Water Act)、

《資源保護和恢復法》(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安

 
38 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https://www.paper.org.tw/zh-tw/green/?_fp=24，最後瀏覽日

期：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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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飲用水法》(Safe Drinking Water Act)、《清淨空氣法》(Clean Aire 

Act)及其他管制氣體排放和噪音污染等法律之監管。 

    根據《乾淨水法》及《資源保護和恢復法》，造紙廠業內的個別

廠商應遵守適當處理液體廢水和固體廢棄物之法律規範。此外，《安

全飲用水法》亦要求造紙廠商的廢水排放，僅能對當地含水層造成最

低程度的影響，不能對當地飲用水產生任何重大風險。《清淨空氣法》

則規定空氣污染物應不超過法定上限值，如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硫

氧化物及其他顆粒物等。 

    此外，美國造紙產業亦受到《全面環境影響評估及責任法》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 Compensation and Liability)及

《緊急規劃及社區知情權法》(Emergency Planning and Community 

Right-to-Know Act)等規範。其中，《全面環境影響評估及責任法》授

權行政機關得要求因釋放有害物質而可能危害公共健康、福利或環境

的廠商提出回應，並可進一步對廠商處以罰款。《緊急規劃及社區知

情權法》並要求有使用、製造或接觸有毒物質的廠商，應設立開放的

溝通渠道以因應緊急事件39。 

2.美國森林及造紙協會(American Forest & Paper Association) 

    「美國森林及造紙協會」是由超過 200 間從事或代表紙漿、紙張、

紙板及木製品的廠商及商會所組成，該協會旨在增進協會會員及社會

大眾對環境意識，並擬定會員的自律措施。美國環保署(EPA)與「美

國森林及造紙協會」(American Forest & Paper Association)近年來開啟

戰略合作計劃，致力於促進環境管理系統、消弭法規監管障礙、並評

估林業產品及造紙業落實環境保護措施之相關進展。  

 
39 IBISWorld,＂IBISWorld Industry Report 32212: Paper Mills in the US, 

“https://www.wpr.org/sites/default/files/32212%20Paper%20Mills%20in%20the%20US%20Ind

u stry%20Report.pdf,33,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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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森林及造紙協會定期公布年度工作報告，說明其於該年度之

工作成果。觀察該協會最新版之年度工作報告(即 2020 年度)版本，除

聚焦於 COVID 疫情對造紙產業勞工的健康衛生安全(包括：促進安全

及健康的勞動力、確保關鍵產業鏈的持續運作等)，其關注的議題尚包

括資源回收之推廣教育、生質能源的碳中和、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ility Goals for 2030)等40。此外，根據美國森林及造紙協會

(American Forest & Paper Association)的數據，美國於 2017 年約有 

88.8% 的瓦楞紙箱回收再利用。 

    依據美國森林及造紙協會的 2020 年度工作報告，該協會於 2020

年度繼續積極參與、監督美國政府制定產業政策及相關環保措施，例

如於美墨加協定(USMCA)協議生效後，該協會即設立關注該協定相關

議題及發展的新分會。此外，美國森林及造紙協會持續與美國環保署

和各州政府合作，要求簡化用水許可等行政流程，以促進美國工業用

紙廠的現代化及國際競爭力41。 

    該協會於 2020 年度亦關注可再生生質能源(renewable biomass)及

碳中和等政策發展，除與美國聯合鋼鐵業工人協會 (United 

Steelworkers)聯名投稿，並與其他 48 個行業協會聯名致函給美國前總

統川普、及以國家林業產業勞工管理委員會的名義致函給相關政府機

構，要求政府機關於相關政策制定時，應將造紙產業及環境保護等利

益權衡納入考量42。  

(二)美國工業用紙產業數位化與永續 

 美國從 1970 開始，相繼提出了多部與環境治理相關的法律，環保法

 
40 American Forest & Paper Association, “2020: Year in Review- Essential Products, 

Sustainably Made,” https://afandpa.org/docs/default-source/annual-reports-and-value/2020-

annual-report_final-web.pdf?sfvrsn=9b0f3f_2,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14.   
41 American Forest & Paper Association, supra note 40, at 7.  
42 American Forest & Paper Association, supra note 40,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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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的推出導致了行業的去產能，對行業的發展有削弱作用。因此準確的說，

美國造紙行業第二階段的發展，實際上是行業擴產能、需求快速增加、環保

法令去產能三方力量的疊加。 

美國工業在第一階段的迅速發展，隨之而來的是空氣、水質和土壤污染

的明顯惡化，美國經濟在繁榮發展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從 1970

年開始，美國開始真正為提高環境品質而積極立法。1970-1980 十年間，美

國相繼出臺了多部與環境治理相關的法律，也就是美國歷史上著名的「環境

立法十年」。這些法律包括有：《國家環境政策法》(1970)、《清潔空氣法》

(1970)、《清潔水法》(1972)、《綜合環境反應、賠償和責任法》(1980)(又

稱「超級基金法案」)。在這些法案中，與造紙行業關係最為密切的是《清

潔空氣法》和《清潔水法》，《清潔空氣法》對造紙廠的廢氣含汙標準做了

限定，《清潔水法》要求企業只有在獲得了排汙許可之後才能進行排汙43。 

美國造紙行業步入成熟期後期，龍頭市占率極高。從不同的需求來看，

受到經濟驅動和電商業務發展的影響，包裝用紙目前成為造紙行業增長的

主要驅動力。同時美國造紙行業的業務重心已經開始從造紙本業向上下游

關聯業務轉移，實現了製漿、造紙、包裝一體化全球佈局;結合考慮其上游

原材料供給充足、下游需求穩步增長等因素的共同影響，行業整體處於產業

鏈中的優勢地位，議價能力較強44。作為全球造紙行業最為發達的國家，美

國造紙業的發展或許能夠給台灣紙業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一些啟發。 

二、歐盟 

(一)發展沿革與產業現況 

 
43中國產業信息網，「.2018 年中美造紙行業發展分析：美國造紙行業發展步入成熟期後

期，中國造紙行業潛在供需增速，環保趨嚴利好行業龍頭。」，

https://www.chyxx.com/industry/201907/760996.html，(2019/07/17)。 
44新浪財經，「從美國成熟造紙市場看中國造紙業：對上游原材料的把控度決定行業話語

權。」，https://finance-sina-cn.translate.goog/stock/relnews/hk/2019-05-21/detail-

ihvhiews3442906.d.html?_x_tr_sl=zh-CN&_x_tr_tl=zh-TW&_x_tr_hl=zh-

TW&_x_tr_pto=nui,sc，(2021/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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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歐盟造紙業的產業現況 

    依據歐盟執委會於 2013 年公布的「歐盟林業藍圖報告」(A 

blueprint for the EU Forest-based Industries)，歐盟的林業(forest-based 

Industries)包括木工行業、家具業、紙漿與造紙加工業(pulp & paper 

manufacturing and converting industries)、印刷業等；總計約占歐盟製

造業產值的 7%，並在歐盟區創造約 350 萬工作機會。其中，歐盟林

業所使用的木材原料約有 90%來自歐盟區本身的森林資源，其餘木

材原料主要來自俄羅斯及鄰國、北美和極少量來自熱帶國家的木材資

源45。  

    歐盟紙漿與造紙加工業的主要產品，包括紙漿、個人護理用紙、

包裝紙、專門紙類產品等。依據歐盟執委會 2013 年公布的歐盟林業

藍圖報告，歐盟區紙漿與造紙加工業於 2011 年的經濟數據整理如下：

(1)廠商數量：約 21,000 個廠商；(2)勞工數量：約 647,500 名；(3)產

值：約 1,680 億歐元；(4)營業額(turnover)：約 1,800 億歐元；及(5)加

值額(added value)：約 41,000 百萬歐元。此外，有別於林業產業中的

其他類別(主要以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為主)，紙漿與造紙加工業的廠

商以大型企業及跨國企業為主，其中紙漿和造紙業幾乎為大型企業，

而紙張和紙板加工業則有部分為中小型企業46。 

    由於歐盟區的經濟放緩和結構性改變，致使歐盟區近年對紙類產

品的消費量呈現停滯。此外，受到數位化浪潮及生活型態改變等影響，

歐盟執委會預計除了包裝紙和個人護理用品等紙類產品會因人口成

長而增加外，其餘紙類產品的消費量將持續下降。 

    歐盟執委會指出，歐洲能源價格的上漲，尤其歐盟天然氣價格與

 
45 European Commission, “A Blueprint for the EU Forest-based Industries,” https://eur-

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13SC0343,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4/11/14. 
46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45,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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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天然氣的價差日益擴大，致使歐盟林業及造紙業廠商處於全球

競爭之劣勢。此外，歐盟的環境政策、氣候變遷、能源和運輸政策等，

也將對歐盟林業及造紙業的未來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從而，歐盟執委

會認為歐盟區內正確且穩定的監管框架，對於支持林業及造紙業廠商

的永續發展、投資環境的可確定性、以及公平競爭環境等至關重要47。 

2.歐盟工業用紙產業 

    依據專業紙業調查機構 Paper 360 於 2018 年 7 月發佈的研究報

告，歐洲工業用紙板市場(containerboard market)目前正處於「黃金時

期」，包括市場需求旺盛、產品價格高、資金機會成本低、利潤穩定

等。工業用紙版市場的需求強勁，亦導致歐盟工業用紙業者對產能的

擴大投資。 

    據統計，2015 年至 2020 年歐盟區工業用紙板的產能，平均複合

年增長率約為 5%，而歐盟區大部分新增的產能位於德國、意大利、

西班牙和土耳其。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歐盟廠商主要採用再生纖維原

料，故再生牛皮紙產品(testliner paper)占歐盟工業用板紙市場整體產

量的半數48。 

   目前歐盟區工業用紙的需求，主要來自於總體經濟及電商平台業

務的強勁需求，致使工業用紙版及紙箱產品需求持續增加。詳言之，

歐盟工業用紙板產業的成長動能來自四個關鍵因素：(1)持續性的市場

需求；(2)美國牛皮紙的出口；(3)產品轉換帶動的新產能；以及(4)將關

閉的小型工廠數量49。 

 
47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45,at 25. 
48 Paper 360, “The European Containerboard Market,” https://www.paper360-

digital.com/ppis/0418_july_august_2018/MobilePagedArticle.action?articleId=1411070#articleI

d1411070,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14.  
49 Paper 360, supra note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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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歐盟區工業用紙版的產能變化(2015 年-2020 年) 

資料來源：Paper 360 歐盟工業用紙板市場50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美國的工業用紙產業，歐盟工業用紙廠商

受限於較高的原料和能源成本，故處於顯著的成本劣勢。此外，相較

於美國工業用紙產業，歐盟工業用紙產業較高度分散，包括數十家小

型公司；反之，美國工業用紙產業之生產高度整合，且廠商主要為上

市公司。從而，如歐盟區任何一間工業用紙業者如擬增加市場占有率，

較可能的途徑為結合競爭業者，然而結合及私有化等亦可能帶來冗長

程序及競爭法的挑戰51。 

    此外，歐盟區對工業用紙產業的技術創新、永續發展的生產方式，

得以持續優化造紙業原料的附加價值。然而，除須進一步提高能源效

率外，歐盟執委會亦認為在永續生產(sustainable supply)的政策框架下，

歐盟區廠商仍需提升整體的資源管理效率。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歐盟

 
50 Paper 360, supra note 48. 
51 Paper 360, supra note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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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紙張回收率已逼近最大極限，歐盟執委會認為資源回收分類系統

及技術如能持續改進，可提高再生原料的質量和可利用性52。 

(二)產業變遷與挑戰 

1.數位轉型之衝擊 

    依據歐洲造紙工業公會(Confederation of European Paper Industries)

於 2021 年 2 月發表對環保和數位轉型的聲明指出，為確保貿易之基

礎能建立在促進循環(circular)、負責任和永續發展之價值鏈，歐洲造

紙工業公會會員推出的產品是在歐洲製造、使用歐洲的再生原材料及

技術，俾使相關產品能減少對來自第三國石化能源之依賴53。 

    歐洲造紙工業公會認為，歐盟的紙漿及造紙業除需要能與海外競

爭廠商的公平競爭環境，並且需要一個能有效解決問題的監管框架，

其關注重點包括54： 

(1)歐盟「英國貿易與合作協定 (EU-UK Trad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應全面實施，並以務實之方式解決貿易中斷等問題，

以促進歐盟與英國間供應鏈之運作 

(2)歐盟「南方共同市場自由貿易協定(EU-Mercosur FTA)」舉有強而

有力的貿易及永續發展章節，應盡快獲得批准 

(3)在多邊協定層面，歐盟應重新啟動環境產品協定(Environmental 

Goods Agreement)之談判，並將產業補貼問題列為優先談判事項 

(4)在雙邊協定層面，歐盟應研究如何納入與環境產品和服務貿易有

關之條款，包括降低關稅、解決非關稅壁壘，並應探詢如何與其他

 
52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45, at 25. 
53 Confederation of European Paper Industries, “European Paper Industry welcomes revamped 

EU trade policy’s support to green and digital transitions,” https://pr.euractiv.com/pr/european-

paper-industry-welcomes-revamped-eu-trade-policy-s-support-green-and-digital-transition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14.   
54 Confederation of European Paper Industries, supra note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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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合作以協調標準(standards)、標籤(labels)及監管框架，以促進

綠色產品及服務之商業化。 

2.環保規範之衝擊 

    紙漿與造紙加工業屬於能源和材料密集型產業，具有資金門檻高、

投資回收週期長，並高度仰賴資源效率(resource-efficiency)和技術創

新。依據歐盟執委會的歐盟林業藍圖報告，歐盟區造紙加工業受惠於

技術創新，已逐漸降低環境污染排放及水資源等能源消耗。由於生質

能源亦逐漸成為歐盟區造紙業的主要能源來源，二氧化碳排放量亦逐

年降低55。 

    歐盟執委會提出，林業及造紙業持續的技術創新，將可進一步減

少對環境之負面影響，並能優化包括原材料、水和能源在內的資源運

用效率。此外，更先進和高效的工藝技術，除能開發以纖維為基礎的

新產品及應用，亦能帶動造紙業產生更高的附加價值。歐盟執委會指

出，藉由減少水資源消耗、改進紙張乾燥技術等技術創新，有助於實

現歐盟的「2050 年低碳生物經濟計畫」(2050 Roadmap to a Low-carbon 

Bio-economy)，俾達到於 2050 年減少 80%的二氧化碳排放，及增加

50%價值增長之政策目標56。 

    此外，歐盟執委會指出亦指出，歐盟區紙漿和造紙加工業正處於

發展生物經濟(bio-based economy)的時機。以生物經濟為基礎的新商

業模式，除使林業及造紙產業的產品提高附加價值，進一步提供包括

紡織、食品、製藥等產業使用，並能持續帶動產業內的技術創新及成

長57。 

 
55 European Commission, “A New EU Forest Strategy: for forests and the forest-based sector,”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13SC0343,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14.  
56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55, at 25. 
57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55, a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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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歐盟區造紙業廠商的自律規則、行業規範及各成

員國的立法措施等，使得歐盟區的紙張回收率超過 70%，紙張和紙板

加工業的原材料也來自永續來源(sustainable sources)。歐盟區造紙業

廠商的高水平專業知識、技術創新等，使得歐盟區廠商能持續推出新

商業模式、新產品及應用技術，並能帶動整體產業朝向低碳經濟邁進

58。 

    依據歐洲造紙工業公會於 2021 年 2 月發表對環保和數位轉型的

聲明，該公會支持歐盟執委會在全球範圍內對減少森林砍伐和森林退

化等議題之倡議。歐洲造紙工業公會支持歐盟執委會打擊非法採伐，

並認同永續之森林管理(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為保護森林生

物多樣性的解決方案之一，同時亦有助於幫助歐盟實現氣候中和之政

策目標59。 

    歐洲造紙工業公會於該聲明中亦指出，該公會歡迎歐盟執委會在

2021 年貿易政策審查中對氣候變遷之關注，包括歐盟執委會於 2021

年 6 月提出的碳邊界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以確保能源密集型產業能免於碳洩漏(carbon leakage)之風險，例如企

業將相關生產轉移到對碳排放限制較寬鬆之國家。該公會亦同意，如

果碳洩漏成為日後的廣泛現象，則全球碳排放量不僅不會減少，也將

是對歐盟為實現《巴黎協定》及改善全球氣候變遷所做努力的一大挫

敗60。 

    歐洲造紙工業公會於該聲明中呼籲，惟有包括歐盟與非歐盟在內

的所有國家的共同努力，始能實現減緩全球氣候變遷之目標。然而，

 
58 CEPI, “The Forest Fibre Industry: 2050 Roadmap to a Low-carbon Bio-economy,” 

https://www.cepi.org/wp-content/uploads/2020/08/2050_roadmap_final.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14. 
59 Confederation of European Paper Industries, supra note 53. 
60 Confederation of European Paper Industries, supra note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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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造紙工業公會亦強調，對歐盟製造業廠商所施加的負擔，必須同

樣適用於進口至歐盟之商品；且歐盟執委會的產業政策，應支持歐盟

發展國際貿易，並應有助於歐盟戰略價值鏈及生態系統的彈性與整合

61。 

(三)歐盟工業用紙產業數位化與工業 4.0 

未來，工業用紙業將以自己具備智慧的「生態系統」為特徵。 整個價

值鏈上的參與者將建立相互關聯的供應鏈，相互發送和接收信息，主要推動

因素就是數位化和相關技術，其中包括雲端與大數據，連接到所有供應鏈業

者，能夠收集和傳輸大量資訊。工業用紙業已準備好進入第四個工業階段：

工業 4.0。目前，歐洲紙漿和工業用紙業正在全面轉型，行業必須創新以保

持競爭力，創新不僅可以解決流程、服務和產品問題，還可以解決商業模式、

勞動力培訓和教育問題62。 

    隨著紙業生產流程的數位化，將創建新的角色和職責，可能需要不同的

技術組合。物流和運營採購功能可能會減少到最低限度，因為設備和生產現

場作為一個智慧整體，能夠交互並做出「自己的」決定，未來可能無需人工

干預即可訂購所需的材料。工業 4.0 從原材料開始，可以收集有關樹木存

量的數量、狀況和成熟度的即時訊息，紙業可以傳輸、分享有關樹木原料最

佳的採集時點或有關其生長狀況的訊息，此外，這些資訊都可通過整個價值

鏈傳遞，因此，紙業的上中下游與各方可以在必要時調整他們的作業流程。 

同樣地，用紙供應商可以與他們的客戶、紙張生產商建立即時聯繫，因

此能夠快速對客戶的市場要求做出反應，通過智慧監控生產過程，甚至可能

銷售預測和客戶完成商品庫存，供應商可以立即發現需要原料需求甚至質

量問題，在生產中，機器將能夠以最少的時間完成大部分工作，或更有針對

 
61 Confederation of European Paper Industries, supra note 53. 
62 Confederation of European Paper Industries, “What Digital Can Do For the Paper Industry,”  

https://www.pac.gr/bcm/uploads/paper-industry-4-0.pdf,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14. 

https://www.pac.gr/bcm/uploads/paper-industry-4-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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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進行人工干預與微調。新數位科技還將允許通過遠程監控，優化生產機

器的專業維護，從過去被動反應性的維護方式，到能夠預測故障，可減少停

機時間，提高造紙效率，並以最低成本完成預防性維護。基於有關運輸要求

的即時信息，物流可以變得更加自組織和靈活更好地分配容量、提高填充

率、提高運輸準確性，降低未來被索賠的機率，此外，還可以根據有關接送

地點和接收地點的條件的可用即時訊息進一步優化路線規劃。 

消費者也能夠直接參考有關供需即時資訊。最終消費者、客戶、紙張生

產商和供應商之間是直接和開放的溝通，數位化的浪潮下，任何形式的資源

浪費都會減少，有關需求變化的資訊可以傳輸給所有其他供應鏈參與者，使

他們能夠相應地交付和生產，並可將有關產品使用或應用的更多訊息納入

未來客戶和產品開發流程。 

根據一份對於整個歐洲相關企業進行的普查，300 多名參與者不僅代

表紙漿、造紙、包裝和相關行業，還代表其他行業，以更廣泛地了解工業 4.0 

與數位化的真實狀態。同時，調查受訪者代表了廣泛的國家和企業規模63。 

通過檢視企業當前數位化的項目，獲得了進一步的見解：預測分析和供

應鏈集成已經被採用。智慧生產則尚處於開發階段，第一批產品現已進入市

場。預期收益會是新商業模式的出現和實現更高的能源使用效率。 

為了進一步邁向工業 4.0 與數位化趨勢，其中三個最重要的步驟之一

是，工業用紙產業必須認清數位化與工業 4.0 本身相關的機會。 幾乎一半

的受訪者認為，第二個必要步驟是清楚地傳達這些機會，需要從客戶那裡獲

得明確的積極回饋，並且務實的向工業 4.0 邁進，並精確理解為什麼這對

工業用紙業也屬重要。 

簡而言之，迄今為止工業 4.0 對大多數企業來說仍然是一個黑盒子。

 
63 Pulp and Paper Technology,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In Digital Era,” 

https://www.pulpandpaper-technology.com/articles/pulp-and-paper-industry-in-digital-era,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4. 

https://www.pulpandpaper-technology.com/articles/pulp-and-paper-industry-in-digital-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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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許多研究已然指出，適當的組織結構和戰略佈局，數位化可取得非常明顯

的收益。案例研究證明，該概念對我們的行業具有明顯的價值。 同樣，也

可以從其他行業中學到很多東西，這些行業已經採取了初步步驟並朝著實

施塑造未來的工業 4.0 概念前進。 

三、中國大陸 

(一) 中國大陸工業用紙產業 

    依據中國造紙協會公佈的《中國造紙工業 2020 年度報告》，2020 年的

「箱紙板」生產量為 2,440 萬噸，較 2019 年同期增長 11.42%，而消費量

達 2,837 萬噸，較 2019 年增長 18.06%；此外，自 2011 年至 2020 年，箱

紙板的生産量年均增長率約 2.29%，消費量年均增長率為 3.55%64。 

    《中國造紙工業 2020 年度報告》亦指出，2020 年中國大陸瓦楞原紙

生產量為 2,390 萬噸，較 2019 年增長 7.66%；消費量為 2,776 萬噸，較 2019

年增長 16.93%。此外，自 2011 年至 2020 年，瓦楞原紙的生産量年均增長

率為 2.11%，消費量年均增長率為 3.76%。如以國際貿易的角度觀察，箱紙

板於 2020 年之進口量大於出口量，淨進口量 397 萬噸；而瓦楞原紙於 2020 

年之進口量亦大於出口量，淨進口量達 386 萬噸65。 

    根據中國前瞻產業研究院的統計數據，中國大陸近年受惠於電子商務

產業的蓬勃發展，快遞業務量逐年遽增，2017 至 2019 年中國快遞業務量年

增皆逾 20%；此外，2021 年中國限塑令上路之後，亦刺激工業用紙製品如

瓦楞紙箱等紙類包裝之需求，工業用紙價格因強勁的終端需求面(電商平台

的物流運輸、限塑令等政策原因)，預期將會持續漲價66。 

 
64 中國造紙協會，「中國造紙工業 2020 年度報告」，

http://man.chinappi.org/cf103bc9d4ac90cb30aebf0863117e.msyl?t=dca1f2&h=502740d6918e2a

c2fcec117463ae14a4e49dca6399b48306071e55733f55a8c7&i=cee9261d34167d477c42690499

935f_20210430094922789962,a8769，最後瀏覽日：2021/11/14。 
65 中國造紙協會，同上註。 
66 Cmoney 編輯部，前揭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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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自 2021 年第一季開始，受到中國大陸廢紙配額歸零(詳

參下述產業變遷與挑戰之介紹)之政策影響、廢紙原料漲幅大於工業用紙報

價，加上中國大陸因新冠肺炎疫情管制嚴格導致的運輸受限，中國大陸工業

用紙業者面臨持續攀升的成本壓力及漲價趨勢，致使中國大陸工業用紙業

者的產品利差下降，而台灣工業用紙業者則因較低的成本優勢而相對受惠。 

(二) 產業變遷與挑戰 

為達成減碳目標，中國大陸政府已數次承諾依據氣候行動追蹤(climate 

action tracker)，其碳排放量將在 2030 年達到峰值，即所謂「2030 年前碳排

放達峰行動方案67」，該方案指出，中國大陸在「十四五」時期，單位國內

生產總值能耗和碳排放分別降低 13.5%及 18%，並在 2030 年之前，將非化

石燃料在主要能源消費中所占的比重提高至 20%左右。此外，中國大陸政

府將透過能源結構轉型、發展新能源等方式，已實現在 2060 年達到碳中和

之長期目標68。 

中國大陸推動碳稅與碳排放市場機制的目標，一方面是為達到中國大

陸政府承諾的 2030 年碳排高峰與 2060 年碳中和等目標(所謂「30-60」雙碳

目標)；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十四五規劃」將「綠色產業」列為重點方向，

包括：節能減排、環境治理、綠色低碳轉型、循環經濟及能源轉型等69。 此

外，中國大陸為達成能耗雙控政策，近年亦大力推行「碳排放權交易市場」

之建置。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主要權責機關為中國大陸的生態環境部，自

2020 年起陸續公佈一系列之管理辦法及規則70。 

 
67 聯合報，「習近平：中國從碳達峰到碳中和時間遠低發達國家」，

https://udn.com/news/story/122137/5407416， (2021/04/22)。 
68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我國今年將制定 2030 年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3/06/content_5590830.htm，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4。 
69 科技產業資訊室，「中國啟動全國碳交易市場 2021 年估達 2.5 億噸」，

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7565，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4。 
70 包括 2020 年公佈之《全國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2021 年 1 月 5 日起生效)、

《2019-2020 年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配額總量設定與分配實施方案(發電行業)》、《納入

2019-2020 年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配額管理的重點排放單位名單》，以及 2021 年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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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中國大陸 2020 年推行的「能耗雙控政策」執行成

效不彰，中國大陸發改委於 2021 年 9 月 11 日點名多個省市就能耗雙控均

未達標。因此，自 2021 年 9 月初，首先從江蘇省開始進行嚴格能耗雙控政

策，並逐步拓展到廣東省、雲南省、廣西省、浙江省等地。截至 2021 年 9

月 27 日，目前已有超過 16 個省份推出限電措施，除導致相關工廠的停工

縣產，亦導致工業用紙的原物料供應產生缺口。 

舉例而言，自 2021 年 9 月 24 日起，中國大陸玖龍紙業旗下東莞、天

津、江蘇太倉、瀋陽、泉州五大基地調漲工業用紙價格，其中以江龍牌白板

紙的漲幅最多，上漲至每噸人民幣 150 元。中國大陸山鷹紙業亦表示，受到

中國大陸境內收購廢紙、廢紙漿等原輔材料成本居高不下，加上區域疫情、

能耗雙控等影響，自 2021 年 9 月 25 日起，所有原紙上漲每噸人民幣 50 元

至 200 元，從 10 月 8 日開始，所有原紙再上調每噸人民幣 200 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27 日，中國大陸廣東理文造紙、聯盛紙業(龍海)、東莞金洲紙

業等超過 40 家上游紙廠，亦跟進調漲原紙價格71。 

再者，中國大陸自 2021 年初，全面推行「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

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旨在杜絕從歐美國家進口廢棄物。據報導

指出，此一政策一方面降低中國大陸造紙纖維原料之供應，並間接推升工業

用紙紙價。依據中國大陸央視財經之報導，2021 年 8 月起，不少大陸造紙

廠商已多次宣布調漲瓦楞紙出廠價。舉例而言，2021 年 8 月以來，山東省

造紙廠生產之瓦楞紙售價，在 20 日內連續調漲四次售價，每噸出廠價從人

民幣 3,680 元上漲至接近人民幣 4 千元72。 

 
《碳排放權登記管理規則(試行)》、《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規則(試行)》、《碳排放權結算

管理規則(試行)》及《企業溫室氣體排放報告核查指南(試行)》等。 
71 工商時報，「能耗雙控衝擊傳統產業 大陸紙廠開第一槍⋯上中下游業者全面調漲」，

https://reurl.cc/YjpjqO， (2021/09/27)。 
72 工商時報，「陸瓦楞紙狂漲，台股造紙族群向錢衝」，

https://ctee.com.tw/news/china/521339.html，(2021/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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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國大陸 AA 級別瓦楞紙於 2021 年的均價約為每噸人民幣 3,870

元，相較於 2020 年的均價，年漲約 15%。中國大陸新推行的環保規範，如

前述「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和原料供

應減少等問題。據調查，中國大陸近年的能源及環保規範，正在加速中國大

陸工業用紙產業之結構調整，如工業用紙廠已逐漸增加木漿、木片和廢紙漿

等原材料採購的供給來源73。 

(三) 中國大陸工業用紙之數位化與永續行動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方曉霞指出，中國製造業數位化水平

近年來不斷提升。但相對而言，中國製造業數位化轉型整體還處於起步階

段，無論是設備設施聯網化品質、工業軟件普及率，還是生產現場的數據挖

掘、利用等方面，與美、德、日等世界製造強國相比，都還存在一定差距74。 

2020 年 10 月通過的十四五(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

要)中第八章第三節明文「推動製造業優化升級，擴大輕工、紡織等優質品

質供給，加快化工、造紙等重點行業升級，完善綠色製造體系。實施增強製

造業核心競爭力和技術改造專項，鼓勵企業應用先進適用技術，建設智能製

造示範工廠，完善制能製造標準體系」。 

為了達成十四五的目標，工信部信息技術發展司強化前瞻佈局，在對工

業互聯網前 3 年探索實踐進行充分總結的基礎上，制定發布《工業互聯網

創新發展行動計劃(2021-2023 年)》《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發展規劃(2021-

2025 年)》等政策文件75。 

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行動計劃(2021-2023 年)提出了 5 方面、11 項重點

行動和 10 大重點工程以提升數位化，如基礎建設的強化網際網路體系、推

 
73 工商時報，同上註。 
74 MoneyDJ 新聞，「陸挺製造業數位化轉型，多管齊下支持加大投資力道」，

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7B926f3223-22ac-4a10-a1fa-

21cee3c0962d%7D，(2021/01/18)。 
75 MoneyDJ 新聞，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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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工業網際網路標準化，融合應用的制定大數據標準化、深化網路融通應

用，並培育技術創新、建立工業網路示範基地。本計畫推動由企業內部的數

位化改為公司間或是不同產業間的體系網路化，運用網路技術及偵測儀器

建設 IT-OT 融合網路，將產業全部流程整體連貫。 

1.資料是平台應用的關鍵資源，為推動資料會及、流轉、分析、應用，

相關工作如下：打造資料蒐集中心，推動工業網際網路大資料中心建

設，提升資料統籌彙聚能力的同時推動資料高效分級分類。 

2.提升資料價值挖掘能力，打造大資料中心綜合服務體系。提升資料管

理能力、工業資源分享、解決方案推廣、設備與業務雲端系統、供需

聯繫等服務能力。 

3.促進資料流程動，推動不同平台間資料互聯互通。建立標準機制建設

統一的工業資料、演算法模型、微服務等調用介面。 

4.加強平台間合作，推動資料知識共用，培育和推廣高品質工業 APP，

對於特定領域、特定場景的獨特工業經驗知識，培育企業專用工業

APP。通過構建工業智慧解決方案。 

因此，針對工業用紙數位與永續轉型，本節首先就美國、歐盟近年對於

數位轉型的應用趨勢進行分析，最後則是轉向亞洲各國(如: 中國大陸與日

本)相關的數位轉型與競爭法之案例。 

中國在十三五(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規劃 2016

至 2020 年國民經濟發展方向，該綱要中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

為主軸，對造紙業的方面以增加產品品質與研發新技術來提高造紙產業的

競爭力為目標，呼應創新、綠色的主軸，在造紙業以發明先產品、降低耗能、

整治汙染、提高生產力來時現在紙業的永續發展，於 2020 年 10 月通過的

十四五(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中第八章第三節明文

「推動製造業優化升級，擴大輕工、紡織等優質品質供給，加快化工、造紙

等重點行業升級，完善綠色製造體系。實施增強製造業核心競爭力和技術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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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專項，鼓勵企業應用先進適用技術，建設智能製造示範工廠，完善制能製

造標準體系」，並於第三十九章中提出要求綠色轉型、生態優先、綠色發展、

資源總管理、循環利用等要求，故可得知在 2021 至 2025 年間，中國的造

紙產業仍以產業升級、節能、回收與環境維護為發展目標，以下簡述從近年

來中國制定與造紙業相關之規範： 

1.進口廢紙環境保護管理規定 

為貫徹 2017 年制定的「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棄物進口管理制

度改革實施方案」，而根據「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而制定該規定，對於進口廢紙的企

業除符合《限制進口類可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環境保護管理規定》要

求外還要求取得排汙許可證、按照《製漿造紙工業水污染物排放標準》

等相關標準規範開展自行監測，制定監測方案、符合《造紙產業發展

政策》和《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等相關產業政策的要求等，並要

求首次申請進口廢紙的企業，應當提交所在地省級環境保護主管部門

出具的核實表，以及省級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根據企業加工利用場地所

在地縣級以上地方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的監督管理情況出具的《監督管

理情況表》。 

2.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 

為改善和保護環境，減少污染排放物，要求向環境排放大氣、水、固

體廢物之企業應按排放量繳納環境保護稅，該法以徵稅促使造紙業降

低相關廢棄物的產生，並進而是造紙業使用較清潔的廢紙原料進行加

工。 

3.製漿造紙工業污染防治可行技術指南： 

該標準於 2018 年 3 月 1 日實施 ，規定了製漿造紙業由竹木、非竹木

或是廢紙製造時產生的廢氣、廢水、固體廢棄物及噪音污染防治的預

防技術及治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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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9 年) 

(1)將下列範圍明定歸屬於獎勵類範圍： 

a 單條化學木漿 30 萬噸/年及以上、化學機械木漿 10 萬噸/年及以

上、化學竹漿 10 萬噸/年及以上的林紙一體化生產線及相應配套

的紙及紙板生產線(新聞紙、銅版紙除外)建設。 

b 採用清潔生產工藝、以非木纖維為原料、單條 10 萬噸/年及以上

的紙漿生產線建設。 

c 先進製漿、造紙設備開發與製造。 

d 無元素氯(ECF)和全無氯(TCF)化學紙漿漂白工藝開發及應用。 

(2)將下列範圍明定歸屬於限制類範圍： 

單條化學木漿 30 萬噸/年及以下、化學機械木漿 10 萬噸/年及以

下、化學竹漿 10 萬噸/年及以下的生產線。 

(3)將下列範圍明定歸屬於淘汰類範圍： 

a 5.1 萬噸/年及以下的化學木漿生產線。 

b 單條 3.4 萬噸/年及以下的非木漿生產線。 

c 單條 1 萬噸/年及以下，以廢紙為原料的製漿生產線。 

d 幅寬在 2 米及以下並且車速為 80 米/分以下的白板紙、箱板紙及

瓦楞紙生產線。 

藉由上述規範，我們可發現中國正朝向整合造紙廠、汰除產能較低生產

線，並從製造原料開始規範，建立相關廢棄物防治及治理標準以達到產業升

級、綠色制造的目標。 

四、日本 

(一) 產業現況 

日本國內造紙產業合併與聯盟情況已穩定，面對紙業經營的困境，日本

造紙業從加速海外市場的開發與結合及專注新材質產品開發兩方面著手企

圖突破困境。造紙行業的順風是“減塑”運動帶來的需求增加。污染海洋的海



45 

 

洋塑料垃圾是一個全球性問題，越來越多的人從吸管和 PET 瓶等一次性塑

料產品轉向紙製品。由於這些趨勢，預計造紙業將增加對紙張作為塑料替代

品的需求。 

(二) 因數位化而調整生產方向 

數位化的因素而產生了無紙化辦公室的發展及電子書的發明，在加上

民眾閱讀習慣的改變，對報紙、雜誌、書籍、傳單等的需求一直低迷。與此

同時，印刷、信息用紙的需求也在下降，並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因素對口罩、

消毒濕巾、紙巾等衛生用品的需求也在增加，且民眾更傾向使用網路購物避

免外出至實體店面購買商品，因此也帶動了網購對瓦楞紙板的需求。 

日本造紙業發現紙業需求的改變而做出了變化，王子 HD 於 2018 年在

千葉縣建造了日本最大的瓦楞紙板工廠，位居行業第二的日本製紙也將目

光投向了瓦楞紙板，在 2015 年和東海製紙公司(特種東海製紙)的瓦楞紙板

原紙業務整合。 

因新冠肺炎的因素導致紙類衛生用品需求大增，大王紙業在 2021 年 4

至 6 月間綜合淨利潤為 59 億日元，是去年同期的 2.6 倍，在於新冠肺炎疫

情期間衛生紙、紙巾和濕巾的銷售在表現強勁，該公司擁エリエール(elleair)

品牌的衛生紙在市場占有一席之地。 

(三) 日本工業用紙因數位化與永續而研發新材料、產品與相關產業革新 

如前所述因為數位化的因素而減少傳統紙類的使用，造紙業開始研發

新材料、產品，如纖維素奈米纖維(Cellulose Nanofiber；CNF，亦作奈米纖

維素)是一種從紙漿中提取的新材料，其將組成植物細胞基礎的纖維素作奈

米級的纖維分離，以形成纖維寬度 3〜100 奈米、長度 5 微米的極微細纖維

材料。CNF 於生產、廢棄時所造成的環境負擔較小。CNF 密度僅為鐵的 1/5，

強度為鐵的 5 倍，具有比表面積大(>250m2/g)、熱變形小(玻璃的 1/50)尺寸

穩定性優、以天然植物為原料、氣密性優等多種優異特性。其可應用於高強

度材料(汽車零件、家電產品外殼)、高功能材料(住宅建材、內裝材料)、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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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劑(食品、醫藥用品)、以及特殊材料(特殊紙、過濾材料)中。 

CNF 除了少部份以薄膜或不織布等用途單獨使用外，大多是與樹脂、

纖維複合化，以充份發揮 CNF 的高結晶性、高強度、可撓性與尺寸穩定性，

實現材料的高強度與輕量化。在日本已生產以奈米纖維素為材料的成人一

次性尿布。 

又因新冠肺炎的因素導致紙類衛生用品需求大增，大王紙業在 2021 年

4 至 6 月間綜合淨利潤為 59 億日元，是去年同期的 2.6 倍，在於新冠肺炎

疫情期間衛生紙、紙巾和濕巾的銷售在表現強勁，該公司擁エリエール

(elleair)品牌的衛生紙在市場占有一席之地。日本製紙也將研發了具有抗菌

和抗病毒作用的紙漿，該產品通過將金屬離子結合到經過化學處理的紙漿

表面，具有與銅等金屬離子相同的功能，有望作為貼附在口罩內部的無紡布

片材用於醫療領域。 

    DX(Digital Transformation，數位革新)這兩個字近年在日本火紅，就造

紙業來說，數位化能帶來的好處有利用數據調整製程，將設備的生產資訊彙

整到後端管理平台管理者可藉此了解每一產線設備的故障次數、統計經常

發生的故障項目，從中掌握產線的生產節拍，並分析故障原因、制定管理策

略，例如強化人員的專業能力、增加關鍵零組件的備貨存量等，藉由數位化

可讓紙業生產現場的各種數據得以即時、透明、正確的呈現藉此管控產品品

質，能大幅提升生產效率。並且經由數位化可以通過遠程工作的形式聘請優

秀的海外人力資源和遠程人力資源，也能經由網路快速的向業務合作夥伴

發送報價和建議。 

第三節 台灣工業用紙產業數位化與永續轉型 

台灣造紙產業經過多年發展已趨於成熟，目前國內造紙業者的產量，主

要仍是以紙箱紙、紙板紙為主；工業用紙近年來已經逐漸走向高強度與輕磅

化的方向，雖然紙漿、原木等原料的進口依存度高，但台灣的造紙技術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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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加上高回收率，且近年來紙業市場發展已趨穩定，故營運穩定，整體市

場競爭狀況變化不大，但台灣的造紙技術亞洲一流加上高回收率，且近年來

紙業市場發展已趨穩定，故營運穩定，整體市場競爭狀況變化不大。 

近來，隨著環保意識抬頭，低碳永續是全球共同追求的目標，隨著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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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家在台股上市的工紙廠正隆、永豐餘及榮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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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以台灣三大工業用紙紙廠(榮成、正隆、

永豐餘)為例，參照各廠商的永續報告書及專家座談之建議，關於數位與環

保化之轉型可歸納為以下幾類：  

一、供應商管理數位化 

隨著數位化的發展，為了方便管理追蹤，以強化效率品質，各大企業皆

成立電子平台，上、下游採取策略聯盟，由上至下整合延伸為一貫化生產、

產銷合一模式針對其各自供應鏈的部分進行數位化的管理，提高與同業之

競爭優勢，如建構造紙產業電子化標準 XML 計劃建構統一標準，或是透過

電子商務市集之運作，將可有效整合、統籌國內紙廠對進口原料之統購事

宜，進而提升對國外供應商議價空間，有利進購成本相對降低。以增加競爭

力。 

    傳統紙業大廠永豐餘76使用研華 OEE 系統77，管理者可藉此了解製造現

 
76 DIGITIMES，「永豐餘用數據自動蒐集敲開工業 4.0 大門」，

https://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30&cat1=40&id=0000586142_c2w2qx8p3jzt1l31g

zfw2，(2020/06/01)。 
77 DIGITIMES，「研華 OEE 系統助攻 傳統紙業大廠強化製造數據掌握能力」，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30&cat1=40&id=0000597989_ILLLBQK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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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機台運作狀態與生產行為。過去 OEE 大多為科技產業所用，傳統製造

業導入比例相對偏低。傳統製造業最常見的管理痛點是生產資訊系統難以

即時反應製造現場狀態，為了解決此問題，永豐餘採用研華的 OEE 解決方

案，研華的 OEE 解決方案有幾大重點功能，首先是數位雙胞胎 (Digital 

Twin)。在此功能下，紙業大廠設定了機台的標準運作狀態，並且連動 MES，

擷取在製品生產階段資訊，監視生產線上的即時機台運作狀態與生產行為，

捕捉無效工時，提升總生產效益。另外還有生產效率比較、全時設備使用率、

換線速度、設備異常監測、品質異常歸因等。 

研華將上述的數據指標都設為功能項，業者不須具備程式語言專業，也

不必另行開發新平台，只要依據自身的生產邏輯拖拉選項，就可自行組成適

用的功能儀表板。在紙業各個產業分工環節，也都有數位化推動與轉型的空

間。也都可能衍生競爭法的相關議題。 

    此外，造紙過程中需要大量電和熱氣，ABB 集團開發 cpmPlus 能源效

率管理系統，可以基於產量和當前的能源價格，為紙廠設計出優化能源結構

方案。當能源價格處於峰值時，工廠可採用 cpmPlus 能源效率管理系統調

整生產計畫，工廠造紙與能源使用之間是複雜的相互依存關係。此系統能通

盤考慮產品品質、產量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從而提高造紙生產過程中各個

環節之間的協調性。也研製出能整齊排列木纖維的精密感測器。可以使紙廠

在紙張生產中使用較少纖維和減少廢料的情況下生產出更強韌的紙張，且

使用熱氣用量降低將近一半。除了品質控制系統和傳動控制系統外，還可設

計電氣化系統，來優化能源使用方案，提高能源使用效率78。 

(一)國內上下游企業間 

國內三大紙業廠商(永豐餘、榮成、正隆)有各自的供應鏈，如永豐餘已

 
8KKQ8LGNMEKH，(2020/11/17)。 
78ABB,「ABB 助力造紙業增效節能」，https://new.abb.com/tw/about/publication/abb-

connects-2015-01/case3，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6。 



49 

 

整合產業鏈上下游，貫徹林、漿、紙、設計、印刷垂直整合79；榮成方面，

就原物料採購而言，榮成供應商較分散，無進貨集中之風險80；正隆則建立

數位平台幫助中下游廠商，並要求回收商提供的廢紙品質，透過平台進行輔

導，強化供應鏈管理的效率、成本以及品質81，在企業訪談中也表示，透過

大數據來分析，預測下游廠商的需求，以精準的控制生產，並導入人工智能

以協助提高生產效率。 

此外，國內三大紙業廠商皆選擇綠色供應鏈，優先向有環境保護認證的

廠商採購原料，也會因應下游電商客戶的用紙需求，而設計多種款式的紙

箱，以實現適材包裝，在數位化的同時達到永續發展的目的。 

(二)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 

    我國造紙公會有數位化的資料，甚至會與東北亞進行資料交流互相學

習。對於市場而言，數位化與碳足跡的計算是進入市場的競爭力，為了將我

國工業用紙產品外銷，與國際供應鏈接軌，須因應各國對於碳排放、碳足跡

的標準， 要達到此標準首要工作為數位化，以利國際第三認證實地檢查實

際碳足跡是否正確。 

正隆紙業日前斥資近 2 億元在越南隆安紙器廠購入當地第一台國際級

先進預印系統，將於 2021 年 2 月投產，同時在台灣的苗栗也有一台預印系

統，專攻國際大客戶高端紙箱訂單82。 

 
79 永豐餘集團，「2020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https://www.yfy.com/album/tw_csr_reportdownload_dla/6183a6e99f08d.pdf，頁 29，最後瀏

覽日期：2021/11/12。 
80 榮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https://www.longchenpaper.com/file/UploadFile/CSR/%E6%A6%AE%E6%88%90CSR%E5%

A0%B1%E5%91%8A%E6%9B%B8_2020.pdf，頁 85，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2。 
81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2020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http://www.clc.com.tw/_upload/files/2020CSR_CH3.pdf，頁 14，最後瀏覽日期：

2021/11/12。 
82 工商時報，「工紙價格蠢動 正隆搶高價大單」，

https://ctee.com.tw/news/stocks/390468.html，(202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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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源循環再利用 

(一)紙循環 

    台灣造紙業所需紙漿原料 70% 是回收紙、30%是純木漿，由於國內

廢紙循環多次導致纖維不足，需使用純木漿以強化纖維硬度，而國內紙漿

生產供給台灣市場的量只有 30%，故仍須仰賴進口國外木漿，若不進口國

外回收紙，則工紙業者高機率僅能生產最低階工業用紙83，因此台灣造紙

業的營運成本，與國際紙漿、回收紙價格的連動性很高。 

    如前所述，工業用紙的大宗原料即為「回收紙」，國內三大廠商皆使

用回收紙作為原料，榮成紙業與造紙公會以及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彙

整資訊，比較傳統使用原木漿造紙，以及使用回收廢紙作為原料造紙所產

生的二氧化碳約當排放量差距，計算出每回收廢紙製成 1 公斤的紙箱，可

較使用原木漿造紙減少 5.3 公斤的二氧化碳約當排放量84，故在生產過程

工業用紙的階段即符合永續發展的要素之一。  

    其中，正隆公司強調源頭減量、適材適用，為提高回收資源的經濟價值，

自 2018 年起發起「回收紙源頭分類輔導計畫」，從 2020 年下半年啟動 2.0 

升級輔導專案，向近 90 家有合作的供應商宣導回收正確分類。輔導行動包

括印製發送教育海報、修訂收購標準、每年選定 2 家重點回收商優化分類

回收系統，帶動產業鏈成長85，每年再生使用回收紙約 175 萬公噸，其中收

 
83今周刊，「momo、蝦皮都用他的紙箱》一紙禁廢令讓榮成損失 17 億，董座鄭瑛彬苦蹲

3 年，上半年營收激增五成」，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16/post/202108110024/momo%E3%80

%81%E8%9D%A6%E7%9A%AE%E9%83%BD%E7%94%A8%E4%BB%96%E7%9A%84%

E7%B4%99%E7%AE%B1%E3%80%8B%E4%B8%80%E7%B4%99%E7%A6%81%E5%BB

%A2%E4%BB%A4%E8%AE%93%E6%A6%AE%E6%88%90%E6%90%8D%E5%A4%B117

%E5%84%84%EF%BC%8C%E8%91%A3%E5%BA%A7%E9%84%AD%E7%91%9B%E5%

BD%AC%E8%8B%A6%E8%B9%B23%E5%B9%B4%EF%BC%8C%E4%B8%8A%E5%8D

%8A%E5%B9%B4%E7%87%9F%E6%94%B6%E6%BF%80%E5%A2%9E%E4%BA%94%E

6%88%90，(2021/08/11)。 
84 榮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低碳造紙」，https://www.longchenpaper.com/B3003.asp，最

後瀏覽日期：2021/11/12。 
85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適材適用! 正隆宣布啟動回收紙供應鏈 2.0 升級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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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自國內回收紙量超過 110 萬公噸，是台灣回收紙使用量最大的公司86。  

    此外為了增加纖維硬度，代替純木漿之使用，補充森林資源的不足，永

豐餘集團亦採用 Npulp 技術，首創農業秸稈全稈綜合利用，以農業廢棄物

蔗渣造紙，Npulp 以農業秸稈為原料，利用分段、分篩技術，分開細屑和纖

維。分出的纖維再利用熱能、機械力、和酵素，以無化學添加的製程，生產

出生態秸稈生物漿 Npulp。生產過程中不能成為紙槳，但富含有機質的副產

品，會再度成為天然肥料回到田間，讓秸稈資源還原肥田，符合與自然生態

循環生生不息的自然法則。通過 Npulp 的製造過程，同時達到產出綠色環

保材料與農業循環經濟的永續發展的目標87。 

(二)水資源循環 

    造紙產業於生產過程中，需要將原先 4%的纖維脫水乾燥至 90%的纖維，

並以水做介質，再運送纖維到紙機上的長網過濾，亦即 1% 的纖維用 99% 

的水來運送，過程投入相當多能源。水的來源多為地下水、自來水，為珍惜

每一滴水，工廠透過水資源管理，致力於廢水減量，以循環、回收及再利用

的概念，提升廠內回收效率，目前工業用紙單位用水量已可維持 6-10 公噸。

水資源的管理可分為減少用水量及增加水資源及廢水排放，榮成公司從源

頭管理水資源，1 噸紙用水 4 噸以下，遠低於其他同業的用水量，正隆公司

設置雨水回收系統，以達到水資源開源之目的，拓展水資源，使水資源更豐

沛。 除了減少廢水量增加水資源之外，造紙廠皆設有廢水處理系統，確保

放流水水質符合法規標準，維持自然生態系統，並同時固碳延緩溫室效應88。 

 
http://www.clc.com.tw/new?i=374，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2。 

86 同上註。 

87 鉅亨網，「永豐餘 Npulp 引領造紙世紀革命 首創農業秸稈全稈綜合利用」，

https://news.cnyes.com/news/id/1825399，( 2013/09/18)。 
88 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循環經濟」，https://www.paper.org.tw/zh-

tw/green/?_fp=25，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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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生能源循環 

1.榮成89： 

    於 2016 年啟動｢榮成紙業二林廠 212.16kW 太陽能設置專案｣，

總裝置光電模組容量為 212.16kW(260W X 816 片)，於 2017 年 7 月

正式啟用，2020 年累計發電 290.08 仟度，相當於減少碳排放量 147.65

公噸 CO2e(290.08 仟度 X 0.509 排放係數)，節省電費約新台幣 145 萬

元。另外長期推動的低碳造紙整體解決方案，在經由經濟部工業局輔

導後，也取得 BS 8001 循環經濟商業模式成熟度最佳化等級。榮成透

過提升廢紙纖維得率並減少廢棄物產出，整體方案年化經濟效益可減

降營運成本及委外處理費用合計達 3.79 億元、煤炭年減量 31,612 噸、

廢棄物年減量達 41,015 噸、每年減少碳排放量 42,353 噸，未來將持

續發展更多創新的循環經濟作法及精進既有方案，更有效推動循環經

濟。 

2.正隆： 

    正隆推動 SMART 低碳智紙，布局綠色商機，預計明年提高綠能

輸出 2 倍。持續擴大布局投資海內外循環經濟據點，並為提升營運

競爭力，正隆也於 2019 年開啟智慧工廠元年，推動「SMART 智紙

4.0」，積極推動「智紙」，結合物流網、行動、數據三大應用，透過

全面數位轉型實現低碳節能、綠色產銷、強化客戶服務，讓產業價值

再升級 。具體包含：擴大回收紙處理量能、提高綠能比例和推動數位

化管理，繼續朝亞洲低碳綠能新紙業目標邁進。 

     S.M.A.R.T 意即 Subtraction(資源減用、低碳加值)、Material(轉

廢為能)、AI(產銷智能)、Recycling(回收再生循環)、Technologies(先進

製程)。正隆已於 3 個廠址設置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系統，是唯一取

 
89 榮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前揭註 80，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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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再生能源憑證紙業，累計達 9309 張。為持續建立低碳綠能再生能

源，正隆大園造紙廠將於今年底前啟動沼氣發電，竹北廠引進的全台

最大高效能生質熱電系統，年發電量達 1.26 億度，約當 43 萬戶年

家戶用電，也將於明年第一季正式啟用。而 2022 年后里廠、台中料

廠也都已規劃增設太陽能板，提高綠電輸出，總計 2022 年正隆總綠

電裝置容量將較 2020 年底增加近 2 倍，積極朝向低碳智紙轉型90。 

    此外，為了接軌國際減碳趨勢，正隆設置專業部門開發國際綠色

訂單，目前是 NIKE、SONY、太古可口可樂等國際大廠綠色供應鏈夥

伴91。 

3.永豐餘92： 

    永豐餘擁有台灣最早的木質素生質能源發電、規模最大的工業沼

氣發電系統，及第一座零燃煤 SRF 汽電共生鍋爐，是全循環經濟中

再生能源的實踐成果。 

(1)花蓮廠木質素發電 20,000kW 

木質素發電的原理，是木片中的纖維素用來製漿，木質素和半纖維

素則成為生質燃料。製漿的木片中 27%是木質素，在鹼蒸煮時，

木質素會溶於水，是高碳酚類聚合物，含高熱值，黑液經濃縮後變

成再生能源。 

(2)新屋廠沼氣發電 5,200kW 

造紙過程需加入澱粉，澱粉的成分是有機物，為了處理水至可排放

的程度，透過厭氧處理去除有機物，將製程排放水的有機物分解為

沼氣，再將經處理後的沼氣，經內燃機轉為熱能，進而推動發電機

 
90 鉅亨網，「〈正隆股東會〉疫情仍不明朗 惟工紙、家紙將蓬勃發展」，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690552，(2021/07/30)。 
91 工商日報，「正隆砸 210 億 衝刺低碳智紙」，

https://ctee.com.tw/news/industry/480403.html，(2021/06/28)。 
92 永豐餘集團，前揭註 79，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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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電能以供使用。新屋廠沼氣日產量 28,000 立方米、甲烷純度

超過 80%、發電效率為 40%，三大指標均為台灣業界之先。第一

期共 2,400 kW 的發電系統 2019 年底開始運轉後已並聯台電，所

產生電力自用後若有剩餘可售予台電，每月最高可貢獻 7~8 百萬

元營收。第二期共 2,812 kW 的發電系統預計明年上半年完工，屆

時，利用每日產生的 32,000 立方米沼氣，可將年發電量推升至

4,000 萬度，約等於臺灣 1.2 萬戶家庭 1 年用電，除了帶動售電收

入有倍增空間，厭氧菌也可出售給其他水處理產業。 

(3)新屋廠 SRF 發電 9,500kW 

為處理回收紙中經常出現的膠帶、標籤等無法再利用的雜質，新屋

廠自行處理製程廢棄物，將廢棄物資源化轉變為「固體再生燃料」

(SRF, Solid Recovered Fuel)，可作為替代燃料，透過汽電共生鍋爐

提供廠內所需的蒸汽或用電，同時解決廢棄物問題，新屋廠 SRF 

鍋爐是全台第一座零燃煤汽電共生鍋爐， 以替代燃料打造綠色轉

型及資源循環，永豐餘的這套系統每小時可同步產生 70 噸汽與

9,500 度電預估每月可達 5,500 噸的處理效益，換算每年約可減少 

87,800 噸的 燃煤使用量，預計在明年順利運轉後，新屋廠能源自

給率將提高到近 100%。 

三、永豐餘工紙籌 16 億完成國內首檔綠色聯貸案 

永豐餘工業用紙公司，於 2021 年完成委託台北富邦銀行主辦發行 5 年

期、總金額為十六億之綠色聯貸案93。永豐餘在全循環經濟理念之帶領下，

長期深耕循環經濟，並響應綠色金融趨勢，以嚴格的檢視標準，依據亞太地

區貸款市場協會 (Asia Pacific Loan Market Association, APLMA) 之綠色貸

款原則 2021 (Green Loan Principles 2021, GLP)，比照國內 OTC 綠色債券發

 
93經濟日報，「國內首檔綠色金融貸款 永豐餘工紙籌 16 億綠色聯貸案」，

https://udn.com/news/story/7241/5619797 , (2021-07-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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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規範，與主辦銀行討論規劃出此次聯貸之方式，並委請安永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擔任本次高標準綠色聯貸案之第三方確信機構。永豐餘希望拋磚引玉，

藉由本次綠色聯貸之籌組，能為國內企業綠色金融案件帶來更多的發想94。 

本次永豐餘工紙綠色聯貸專案共包含三個項目: 「沼氣再生能源發電」、

「零燃煤汽電共生系統」與「回收紙製程能資源優化」。沼氣再生能源發電

與零燃煤汽電共生系統為永豐餘循環經濟的重要成就，永豐餘工業用紙新

屋廠以造紙製程水處理的有機物產生沼氣外，由於回收紙的纖維中參雜許

多高熱值的固體製程餘料(塑膠為主)，永豐餘將這些有機餘料經篩選分類，

利用固體回收物衍生燃料(Solid Recovered Fuel, SRF)造粒技術，將固體餘料

衍生為再生能源，用餘料取代煤炭燃料，減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全台首座完

全使用衍生燃料的無煤汽電共生系統，裝置容量達 9,500kW，此為當前最有

效將回收塑料轉化為能源的方法。 

全台每年消耗超過 425 萬噸的紙，而台灣造紙業 1 年回收紙的收購量

高達 395 萬公噸，其中有 2/3、約 270 萬噸採購自國內回收紙。目前國內紙

類回收率 65.7%，紙廠回收紙利用率達 93%，早已達先進國家標準。在永豐

餘工業用紙廠，製程中使用超過 97%的再生回收紙，延續碳的儲存時間與

使用價值。紙業在時代演進與歷史發展長河中，著實扮演著舉足輕重的社會

清道夫。 

極端氣候、環境變遷，人口快速老化，讓全球政府及企業，共同為經濟

的永續，有更大決心來完成碳中和、零碳排放的目標，永豐餘做為全循環經

濟的實踐者，投資組合從造林到造紙，林漿紙一貫，已形成完整的固碳產業

鏈，與全球共同完成淨零碳排的目標。 

此次綠色聯貸案，為國內首宗，也將公司的全循環經濟理念拓展至綠色

金融，推動產業將綠色循環經濟活動與財務金融結合，落實 ESG 理念於整

 
94 永豐餘官方網站，「響應綠色金融趨勢 永豐餘工紙籌組首檔依據綠色貸款原則之聯貸

案。」, https://www.yfy.com/jp/news_818.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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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營運中。永豐餘承諾將不斷創新落實—水、紙張、再生能源、農業、碳匯

等五大循環全循環應用，投入創新技術，提升應用價值，開展具有產生能源

及減少碳排雙重效益的醣經濟，致力環境友善與企業永續95。 

四、工業用紙業者訪談彙整：正隆公司、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造紙公會)表示，全球已邁入數位

時代，所有產業都朝循環經濟及數位化的方向前進，工業用紙產業也不例

外，幾乎大部分的工業用紙產業皆有引入相關的模式或機制，可以確保生

產過程符合當前數位化及環保趨勢。數位時代下對於工業用紙以及造紙產

業有很大的影響，例如現在造紙產業 80%是紙箱，其餘為紙張，隨著網

購、電商平台的發展，各個產業對於數位轉型都有相當多的措施以及策

略，對於工業用紙產業而言，數位化最大宗體現於管理數位化。 

    數位時代下，工業用紙產業的急單變多，且基於環保意識下的產品多

元化，例如很多廠商都要求要多元化紙箱規格，有些電商要求 20 種規

格，有些要求 30 種規格，造紙公會受訪表示，這個趨勢在數位及環保時

代，甚至會有所增加，且為了降低成本進而要求紙箱輕磅化，不只要輕薄

還要夠強韌。對此正隆公司於訪談中表示，該公司透過大數據分析，預測

下游廠商的需求，並導入很多的人工智能來協助提高生產效率，精準的控

制產量更能減少資源的浪費。此外因為數位化管理而有採購平台，市場資

訊變得更透明，對於整體產業發展有幫助。 

是否會因為下游電商客戶需求，進而影響上游工業用紙業者？針對此

問題，造紙公會及正隆公司皆表示此情況較難發生，因為電商用的紙箱占

整體的工業用紙比例不高，只是一部分，且台灣電商平台眾多，沒有一家

獨大的狀況，所以較難因為其中一家廠商較的數位化或環保政策就對整體

工業用紙產業產生垂直影響。 

 
9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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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用紙大宗原料廢紙，早期因為內廢紙回收的品質不佳而進口外國

廢紙，現今因為部分工業用紙廠商會輔導上游回收業者，以提升回收紙的

品質，故造紙公會表示，目前我國工業用紙產業之原料仍然以國內廠商為

優先。 

五、電商平台興起與工業用紙廠商間之關聯：以 PChome 訪談為例 

    隨著文創發展，目前國內紙廠也由單純製造轉型以設計行銷為主要導

向，開發高附加價值的紙種與紙箱，且改以電子化設備，強化內部管理及電

子化作業以降低成本、提高產能與效率，鏈結上、下游採取策略聯盟，整合

延伸為一條龍生產，進而達到產銷合一模式，提高與同業之競爭優勢。也因

為電商平台經濟之興起，由於電商是工業用紙廠商的下游客戶，近年為了符

合環保署所推出的網購減量包裝指引，部分電商(如：PChome)改用規格較

多的紙箱，下游客戶使用何種紙箱，會進而影響上游工業用紙業者，過去電

商業者透過預判這一季會用到哪一種款式的箱子，那就去請工業用紙業者

多生產一點這個款式箱子，工業用紙業者也需要自行預判電商業者的需求，

預訂生產計劃，此外，工業用紙業者亦推出多款利用回收材質之新產品、綠

色包裝紙箱及輕磅化產品。 

    以我國大型電商 PChome 為例，會由內部資訊、大數據系統運算，進倉

時系統計算該商品適合的紙箱是哪一款，在包裝時採用最適合大小的紙箱。

出貨時會因應商品大小重量選擇對應的紙箱，減少資源浪費，同時也為了符

合環保規定更改紙箱款式，原舊有的箱款有特殊漆，但是在 2018-2019 年左

右換成新款原色紙箱，上漆部分為了符合環保署規定，面積大幅減少，因為

電商紙箱需求改變，進而影響上游工業用紙業者生產紙箱的款式，款式變多

樣之外，也減少紙箱上漆的部分。 

    此外，以現行台灣電商市場及參與者的市占率評估，訪談中 PChome 亦

分享目前台灣尚無電商業者，可以影響市場上工業用紙的價格或是供需，原

因在於，台灣現行電商市場並沒有絕對市場優勢的獨占廠商，另外，紙箱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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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業者而言是必需品，因為由長期業務往來，對於電商業者季節性的紙箱

用量，工業用紙廠商業者很早進行預估、產製，故並沒有任何個別廠商能影

響到整體工業用紙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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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數位化、永續性與競爭法：國際組織與比較法

觀點 

本研究於本章探討國際規範層面(包含國際組織、各國比較法之觀點)對

於數位化與環保趨勢(環保與數位法規範)與工業用紙產業變遷、競爭法之交

錯。 

關於國際組織相關規範趨勢，本研究主要鎖定OECD經合組織近年 (即

2020 年後) 於疫情時代，針對數位化與競爭法、永續發展與競爭法等主題，

出版的兩份重量級報告。除理論分析外，也提出對於 OECD 經合組織會員

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競爭政策應該如何處理數位轉型、數位經濟、永續

發展與綠色環保等課題，提供政策建議與立法範例。對於數位經濟與競爭法

之發展，本研究則是參考 G7 七大工業國的共識，與目前國內學者的見解。

工業用紙之數位化，未來很可能也是與目前主流的數位經濟、平台經濟等之

討論相結合。 

在比較法制方面，本文主要觀察歐盟與日本之進展。歐盟近年同樣也針

對數位經濟與反托拉斯法、競爭法與永續性發布重要的政策報告。在學術

界，重量級學者如 UCL 的 Simon Holmes 教授與瑞典隆德大學 Julian Nowag

副教授，也發表許多具有影響性的宏文。針對數位化方面，歐盟在 2021 年

通過的《數位服務法》與《數位市場法》，在競爭政策上更是對於科技業巨

頭有管制趨嚴的里程碑立法。本研究蒐集歐洲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就數位

平台經濟之競爭法案例分析。而對於永續性方面，目前歐盟已經將憲章中的

永續條款精神，盡量融入競爭政策的制定，而各歐盟會員國，也多採取相關

政策，去回應當代面對氣候變遷與風險的課題。本研究將初步梳理歐盟與其

會員國，就競爭法與永續議題的聯繫關係，以及各國實際採行的政策。這是

歐盟與英美競爭法實務與學界，熱切討論的議題，惟目前尚無一定論。 

另外在亞洲的案例中，本研究集中討論了日本工業紙業與主關機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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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永續與環保趨勢的許多積極作為。最後本章仍要回到競爭政策與法制

的部分，探討如果競爭法需要考慮永續議題，那在對於紙業的管制上，應如

何促使永續之落實？ 

第一節 國際組織之觀點 

本研究在理論層次上，希望探討競爭法、競爭政策與永續性之間的相互

作用。永續性概念的歷史發展，與其三個組成部分(概念支柱)為：環境、經

濟和社會。在此概念架構下，本研究團隊思及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永續性

概念是否應在各國競爭法和競爭政策中發揮作用的規範性課題。也就是說，

競爭法的內容與競爭法主管機關的政策執行，是否以及應該如何正面推動

永續發展？或者永續發展，是否得作為競爭法與競爭政策的指導原則？ 

探討此議題的首要部分，應致力於永續性的概念，因為任何對永續性與

競爭法和競爭政策之間關係的探索都需要對永續性概念有基本的了解，特

別是，永續性這個概念，本身解釋了該術語的起源及其三個組成部分：環境、

經濟和社會，它指出了永續性在國際法中的地位，並更詳細地調查了企業和

其他私營部門與永續性的一些關鍵特徵之間的相互作用。 

然而，面對此宏大的理論議題，本研究同樣先從國際組織 OECD 的觀

點切入，觀察其官方報告如何指導經合組織各成員國之競爭法主管機關，考

量永續發展的議題。此外，對於競爭法是否需要考量永續發展的議題？以及

如何促使競爭法正向推動永續發展與 2030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執行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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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愈發受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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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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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加嚴格、新興環保產業甚至衍伸到再生能源的範疇，各不相同，但又皆有

競爭法適用與監管之必要。說明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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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

更因有公益及民生必需色彩，故常有政府介入之必要。許多廢棄物處

理市場產生的壟斷，更應歸責於地方政府。 

    一般所稱廢棄物處理產業96，可大致區分為替家庭和小型企業固

體廢棄物的處理業者，以及聚焦於商業活動與大型企業的處理業者。

而在大多數城市中，為替家庭和小型企業固體廢棄物的處理業者因為

沉沒投資水平有限，通常係透過競爭性招標的形式來參與市場競爭。

而由多個城市的經驗中，競爭性招標比自行洽購或等其他非透過競爭

產生之商業模式，產生更高的效率以及更低的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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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招標程序中有違反競爭法之虞者，應加強

執法確保招標過程符合法規，以使任何政府擁有之公司與私人公司在

公平的競爭環境下競爭。 

2.廢棄物收集與廢棄物處理 

    廢棄物相關產業可分為兩項主要內容—「廢棄物的收集」以及「廢

棄物的處理」。廢物收集產業中，市場競爭的優勢取決於密度經濟。例

 
96 OECD ,” policy roundtables Competition in Local Services: Solid Waste Management1999,” 

https://www.oecd.org/competition/sectors/1920304.pdf, at.7,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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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市場上定期收集生活垃圾的產業，是競爭機會最低的，也因此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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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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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不同的方式皆

已在 OECD 的國家實施過，透過這些國家的實施經驗，可以有效的根

據不同的狀況找尋最佳的解決方案。 

3.競爭性招標制度 

    廢棄物收集產業的特點，在於可以透過招標方式提供市場競爭，

稱為競爭性招標，在經濟研究的結果上，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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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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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契約內關於履約內容和價格調整的可能，使相關產業良性發

展。 

    一般而言，市場競爭(以定期競爭性招標的形式)，比受監管的壟

斷或直接由國家提供服務更有效率，尤其當其他公司可以評估提供服

 
97 OECD , supra note 96, 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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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成本，又能夠精確地了解對於服務品質的要求。而因為生活廢棄

物收集產業滿足所有以上這些條件，因此可以有效地通過競爭性招標

來辦理。Alm ostallsubmions 指出競爭性招標很常見，而且在大多數

情況下，它是提供住宅廢棄物處理服務的主要形式98。例如，丹麥、

挪威和瑞典超過三分之二的城市使用競爭性招標以選擇廢棄物收集

服務廠商。許多研究比較了在不同的 OECD 國家中，私人和國家提供

廢棄物收集服務的成本後發現，私人收集(具有競爭性招標)之成本比

國家收集低 15-40%。而英國的一項研究也發現，差異主要是由於私

人廠商的生產力明顯更高於國營的公司(且兩者間不僅僅是薪資的差

異)。 

    競爭性招標的有效性還取決於許多其他因素，包括投標過程中的

競爭程度、競爭中立性投標人、防止拖延、在整個契約有效期內確保

契約內關於履約內容和價格調整的可能，以及設計部分獎勵措施等等。

當然，這些問題同樣也出現在其他政府採購項目上。而在許多國家，

廢棄物競爭性招標程序屬於政府採購法的範圍，受政府採購的相關法

律所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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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OECD , supra note 96,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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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然亦有可能會促進投標人之間的串通，如圍標等情事。 

    廢棄物收集契約的地理規模不應大於規模經濟，以免勸阻小公司

投標。一般而言，得標契約的長度應足以讓選定的服務廠商獲得滿意

的回報，廢棄物收集產業的沉沒投資水平相對較低，通常最大的投資

成本是垃圾車，且垃圾車通常可以在相對應的二手市場中購買。而廢

棄物處理的沉沒投資水平則要高得多，故通常需要簽訂更長時間的契

約，才會有廠商願意承作。然而，在某些情況下，地方政府可能希望

保留某些壽命長的設施(如焚化爐)，以減少所需的投資水平，縮短契

約期限並增加潛在投標人的數量。 

    潛在投標人如果認為會被勸阻參與投標，且投標過程缺乏競爭中

立性，例如「競爭環境」有利於地方政府擁有的供應商，則投標意願

將會大幅下降。因為有人擔心地方政府擁有的供應商可能不受與私營

企業相同的紀律約束(例如破產)，又或者可以獲得在其他廢棄物服務

的交叉補貼。所以，在美國使用的一種方法是由各地方政府來證明自

己的供應商，具有一定的財政健全性以及未受補貼。在理想的情況下，

地方政府所有的供應商應與私營公司在相同的法律結構下營運，並擁

有獨立的會計帳目，與地方政府在各個層面分離，並負擔所有相關稅

費包括適當的資本回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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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舉行後續招標過程需要時間且成本高昂，因此當地政府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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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廠商無法或不願按約定履行契約並要求重新談判條件時，有時亦會

選擇終止契約，並透過保證金或自行履行來減少可能發生的損害。而

在契約中約定在合理的情況下允許契約變更的條款，也能夠降低巨大

損失或者得標廠商超額利潤發生的機率。例如，將某地區的工資通膨

指數與廢棄物收集服務的價格相連結。 

    如果契約沒有維護服務品質的監管或獎勵措施，得標廠商將有通

過降低服務品質來增加利潤的強烈動機。故欲維持服務品質，需要某

種形式的監管，例如被動(等待消費者投訴)或主動(自行收集服務品質

回饋意見)。例如，聘請檢查人員不定期確保私人廢棄物處理廠商符合

約定的服務品質標準，同時建立申訴管道，獲取消費者的評價。並將

收集到的評價從轉化為對得標廠商獎勵或懲罰的依據，例如，連續兩

年未達消費者滿意度標準，可能會導致提前終止契約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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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城市不會向當地居民收取廢棄物收集費用，如此一來會導致

家庭沒有動機減少廢棄物的製造，也沒有動機進行資源回收再利用。

所以是否對於廢棄物的收集、處理進行收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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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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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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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人對廢棄物處理服務市場提出了質疑，例如環境保護和其他

問題正在增加新參與者進入市場的障礙。公司間的結合也大大減少了

提供這些服務的公司數量。因為遠距離運輸廢物成本高昂，公司很有

可能享有區域內廢棄物處理服務的主導地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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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審查競爭者之間追求環境政策目標的聯合協議時，大多數競爭

法主管機關僅使用普遍適用的分析框架，並只考慮該協議是否會產生

通常可確認的直接經濟利益，不會考慮與環境相關的非經濟利益。然

而，在某些司法管轄區域，考量更廣泛的公共利益下，可能允許競爭

法主管機構考慮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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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 OECD 成員國和觀察員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必須審查旨

在追求普遍適用於所有競爭法分析的框架下的環境目標。因此，如果

 
99 OECD , supra note 96,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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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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偏遠的經濟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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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雖然原則上藉由直接經濟利益與否界定了分析標準，然而，在實

際的運用上仍然有些灰色地帶難以區分。以下為分析標準的應用說明，

例如公共交通之間的合作協議，可以減少道路的擁堵，可以被視為一

種直接的經濟利益；至於減少對環境有害的排放的協議，即使對社會

有更廣泛的利益，亦將被定性為非經濟利益，不會包括在競爭分析中，

以及關於使用可生物分解包裝的協議，只有當大多數消費者重視生物

分解性作為產品品質考量的一部分時，才會被認為具有直接經濟利益。 

    在有公共利益認定的地區，競爭法主管機關能夠在判斷水平聯合

協議的合法性上，採取更廣泛的認定基準，來確認利益範圍以及環境

政策目標。其中一個例子是澳洲，當公共的利益大於對公共的損害時，

可以免除競爭法中的一項協議。例如 ACCC 已經能夠豁免對溫室氣

體製冷劑徵稅的行業協議，理由是它可以協助澳洲政府努力遵守其國

際溫室氣體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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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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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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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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具體案例中，立法要求生產商承擔回收成本和

協議，以實施政府規定的回收計劃。競爭者之間就如何處理環境收費

達成協議也可以促進競爭，然而如果因此導致成本的更大共同性，這

亦可能會對競爭產生溢出效應影響下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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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當一

個行業同意從其產品中消除部分有害物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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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制定協議可以被視為推動整個行業更符合環保目標的方式，

因為其可以避免更多繁瑣的政府監管。但在環境背景下制定標準，如

大多數情況下，都有可能減少競爭。例如，競爭對手可以使用該過程

來消除產品差異化。標準也可以用來設置市場進入壁壘。 

    制定環保方面的標準，可能提高生產成本，並消除低價產品。導

致於喜歡低價產品的消費者，將減少選擇並被迫提高產品的購買價格，

也因為產品變化較少，可能使新競爭者更難以低價產品進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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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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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廢物管理和回收計劃的協議101 

    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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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極大的限制參與者之間的競爭或其他競爭者的加入。而相關研究

已經表明，加強監管違反競爭法的行為不但不會破壞環境政策目標，

反而可以使廢物管理和回收計劃更有效。 

    有論者認為在這些情況下增加對輸入的競爭是否會破壞環境政

策目標，因為競爭會推高價格且回收產品的競爭力本即較低。然而，

這樣的主張並未被競爭法主管機關接受，理由如下:提高回收原材料

的價格，將使更多競爭者願意參與回收產業，而日益激烈的競爭將使

回收產業更加高效和有效，從而最終以更低的成本實現更多的回收，

藉此達成環境保護的目的。此外，亦有論者認為使用較為昂貴的回收

產品，比使用新製造且較為便宜的產品，更能促進環境保政策，且競

爭法主管機關應將非經濟環境目標置於經濟導向的競爭目標之上云

云，然而，大多數競爭主管機構認為他們無權考慮這種權衡。 

    另外部分政府積極提高特定行業的收集和回收率，並同意建立一

個由所有利益相關者組成的「全行業單一回收系統」。這種方法是假

設排除競爭從而透過更高的規模效率中受益，並藉此達成更高的回收

率以降低成本。然而這種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質疑。經驗表明，

雖然全行業單一回收系統產生了巨大的收益，並以更低的成本實現更

高的回收率，惟因為競爭壓力迫使這些計劃提高效率並將成本轉嫁給

消費者。是以，面對單一系統的主張，應該經過嚴格審查以從一開始

就檢查競爭是否是更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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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OECD, supra note 100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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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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在部分國家的案例中，在大多數情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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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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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 對競爭法與數位經濟之重要共識103 

G7 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數位經濟之共識 G7(Group 7)指的是國際貨幣基

金(IMF) 所認為的世界 7 大先進工業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德國、法

國、義大利、英國及日本。2019 年在法國競爭委員會主導下，G7 競爭法主 

管機關對此一議題達成共識並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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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OECD, supra note 100, at 14. 
103 公平會電子報第 134 期，「2019 年 7 大工業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競爭與數位經

濟」之共識 https://www.ftc.gov.tw/upload/1081106-1.pdf，(2019/11/20)。 



71 

 

競爭性的市場是運作良好經濟體之關鍵。健全的競爭政策可以幫助啟

動有益於創新和成長的數位化轉型，同時也保障消費者福利及對數位化市

場的信任。 

(一)競爭法是具有靈活性的。競爭法可以且應該適應數位化經濟所造成的挑

戰而不須大規模改變其指導原則和執法目標。數位化轉型的挑戰是競

爭法主管機關必須確保其競爭法的具體工具、資源和競爭法執法技能

都是最新的。 

(二) 政府應該評估其政策或管制是否不必要地限制數位市場中或數位與非

數位市場間之競爭，並應盡可能考慮促進競爭的替代方案。競爭法主管

機關可以在確認這些限制競爭上扮演重要角色，並透過實證市場調查

及競爭倡議，倡議可能之解決方案。 

(三) 鑑於數位經濟的無國界性，促進更廣泛的國際合作與競爭法適用之整

合是非常重要的。此一工作應在現有的國際及多邊論壇中繼續進行。 

(四) 強調競爭法之靈活性與彈性可解決數位經濟所帶來之挑戰，尤其在分

析工具與分析方法上，競爭法主管機關都已具備能力且應該有能力處

理這些問題，無須大規模改變其指導原則和執法目標。 

(五) 較受矚目的觀點為強調「政府應避免以競爭法來解決非競爭議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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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紙業數位化與工業 4.0: 未來潛在之法規與產業挑戰 

在廣泛實施紙業工業 4.0 之前，當然全球產業還有許多挑戰。第一個也是

最基本的障礙是，該產業仍普遍缺乏對工業 4.0 潛在好處的認識。但以下



72 

 

幾點障礙也亟需解決104： 

(一)標準：國際公認的通用技術標準，如測量單位或電壓，促進了人、機器

和系統之間全球價值鍊網絡的創建。在此情況下，國際公認的標準化是

非常重要的，而產業對於國際標準的敏捷反應，也可被視為一種競爭優

勢。 

(二) 法律：數據、隱私、和智慧財產權保護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如

果在網絡上，工業用紙產業與合作夥伴之間共享和分析數據，則可以顯

著提高全球供應鏈的效率。然而，這可能也違反了當前對隱私數據保護

的理解和相關規定。同時也有可能衍生水平、垂直市場壟斷之虞。 

(三) 組織：強大的研發能力和積極主動的創新管理是企業成功引入和發展

工業 4.0 的核心要求。前瞻性的公司文化、對變革的開放態度和繼續

教育都是推動流程變革的必要條件。 

(四) 成本：現代機械的高投資成本阻礙了向其他數位科技與系統的轉變投

資。因此，實施創新項目和投資數位化資產需要足夠的資金。難以估計

投資回報是工業 4.0 投資決策面臨的進一步障礙。 

(五) IT：資訊技術安全是工業 4.0 可永續成功的最重要先決條件之一。在

當今的行業中，安全的 IT 基礎設施大多是定點的。價值鏈連接得越多，

跨鏈的網路攻擊風險就變得越重要。這些都存在潛在的安全問題，例如

網路攻擊、企業間諜活動、網路釣魚、殭屍網絡和駭客行動主義者。此

外，還有其他惡意軟件/病毒，例如通過電子郵件、USB 設備或網路相

互連接，對企業的營運和知識財產構成威脅。同時，IT 安全系統不足

可能會引起人們對使用增強技術的潛在風險的擔憂，從而阻礙工業 4.0 

的採用和實施。 

 
104 Paper Industry 4.0, “What digital can do for the paper industry,” 

https://www.pac.gr/bcm/uploads/paper-industry-4-0.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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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工業 4.0 的實施需要先進而穩定的科技技術基礎設施。該系統

包括硬體和軟體、傳感器、網絡基礎設施、過程控制系統以及數據管理等眾

多組成部分。必要的網絡和頻寬要求，以及所使用演算法的穩定性和可靠

性，都需考慮。數位化所使用的技術必須滿足工業 4.0 的先進技術要求，

同時還要確保互連操作的連續性。 

最後，為工業 4.0 建立和維護必要的 IT 架構需要資源妥善分配。跨

系統、跨網的所有 IT 和自動化活動的集中、全面協調至關重要，並且必須

在整個價值鏈中建構專有技術。 

第二節 對競爭法、數位與永續性交錯議題之理論爭辯 

在歐盟層面，委員會於 2020 年 10 月 13 日發起了競爭法與永續議題的

公眾諮詢，此諮詢會的截止日期為 2020 年 11 月 20 日。在修改國家競爭規

則的同時，委員會探索了各種修改的途徑，包括在永續性發展協議的背景下

對《歐盟條約》第 101(3)條的解釋提供「軟」指導，例如，詳細說明如何解

釋「客戶」。委員會還表示願意考慮使用行政指導，在 COVID-19 流行的頭

幾個月，它作為一種執法工具被重新的發起，並將其擴展到綠色合作的問題

上。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政策變化。 

然而，在這個階段，所有的跡象表明，歐盟層面的改革將是謹慎的。

COMP 總幹事 Olivier Guersent 承認，「也許要做一些調整」，而且還有進

一步要確認的部分。一些競爭和消費者保護總局的官員(以個人身份發言)甚

至質疑這場辯論是否只是純粹的理論。Hanna Anttilainen，當時負責能源部

門結合的主管，也宣稱監管機構應該提防批准基於非競爭目標的反競爭結

合，比如保護環境等。而負責監督競爭政策在支持「綠色交易」方面作用的

消費者保護總局負責人 Alexander Winterstein 證實，歐盟的競爭規則將被 

「重新啓動」而不是「一場革命」。 

關於如此宏大的理論議題，Julian Nowag(瑞典隆德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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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以 OECD 經合組織競爭法委員會與政策部門的顧問身分，就永續性和

競爭法的交錯關係，編寫報告與背景說明。此份報告，正式發表在經合組織

競爭委員會的討論會議上，深具有重要性，也係本研究就此議題的主要參考

文獻之一105。 

一、競爭法與永續發展：競爭法是否要考慮永續發展的議題 

根據 Nowag 教授為 OECD 出具的競爭法與永續性報告，永續性概念在

競爭法律與政策的領域內，具有實質性的意義與應用。同時，競爭法與永續

發展之間，也有更多關於技術性與執法問題的面向，並且，永續發展這個概

念本身，有可能為競爭法的未來產生許多法律爭議。 

競爭法是否應該考慮永續性因素？這是一個涉及價值判斷的規範性問

題，可以與如何考慮這些因素的技術性問題區分開來106。在規範性辯論的背

景下，有人認為，這些問題與我們如何定義競爭法的目標，以及競爭法應該

遠離消費者福利有關。在這場辯論的另一方面，有人認為，規範性問題中涉

及的價值判斷，不應由競爭管理機構做出。 

Nowag 教授主要探討了：有關永續性和競爭法律間規範性問題。換句

話說，他關注在競爭主管部門和法院在法律和政策事務中是否應該考慮永

續性的問題。Nowag 教授論文的後半部份則是主要關注與解決此一議題更

多的技術問題。規範性問題和技術性問題之間的區別有助於進行更有邏輯

分析。然而，不應否定這兩個領域是有相互作用的。 

如果說，考察當代競爭法和商業活動之間的相互作用，我們可以發現，

目前全球的趨勢都在要求商業活動正向的促進永續性。雖然國家監管通常

是實現永續性的首選方案，但私人行動可能同樣影響永續性。競爭和競爭法

 
105 OECD,”Sustainability &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https://www.oecd.org/daf/competition/sustainability-and-competition.htm,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01. 
106 Nowag, J., Competition Law’s Sustainability Gap? Tools for an Examination and a Brief 

Overview, Lund University Legal Research Paper Serie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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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私人行為的關鍵變項，尤其是企業行為。在競爭法的研究上，也應朝此方

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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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性的相關議題越來越頻繁的出現在國際組織、各國政府以及越來

越多的私部門企業的重要議程上。從競爭主管機關的角度來看，實現永續性

的監管當然可為一個首選方案。然而，商業行為可能同樣會影響永續性和市

場競爭，因為競爭法的內容與執法模式，也是企業的關鍵考慮因素。Nowag

教授的報告探討了永續性與競爭法律和政策之間的相互作用。它旨在勾勒

出圍繞這一熱門問題的辯論。該文強調了不同管轄區域的具體規定和案例，

以舉例的方式說明闡釋相關要點，並解釋競爭法和永續性之間的相互作用

如何在不同司法管轄領域運作。 

有時，相關的辯論會停留在作為公共政策的競爭與永續性的概念問題。

這種以概念辯論的簡化觀點，事實上掩蓋了實際問題，並且脫離了執法層面

的現實問題。因此，為了要進一步開展建設性辯論，Nowag 教授重新從一

個務實的角度闡述了該問題，並明確的指出在永續發展背景下，競爭法在具

體應用的過程中，會有越來越多與永續發展相關的問題。 

Nowag 教授的報告，從時間方面，探討了永續性的概念及其在此領域

的歷史起源，他同時解釋了永續發展的三個組成部分：環境、經濟和社會。

接著，他帶出很重要的核心問題，也就是我們需要探討的：競爭法是否應考

慮永續性的規範性問題？特別是國際法和國內憲法與法制上是否有具體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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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永續發展與競爭法的關係，Nowag 教授指出，還可以從技術性更

強的角度，重新探討一些關於競爭經濟學和永續性的基本經濟學假設。重點

在於了解競爭保護、消費者福利和永續性等重要概念間如何重疊。這部份的

經濟學理探討，可以協助研究者更詳細探討實質性的競爭法問題，並且明確

的區別已經存在共識的領域和未來可能具爭議的領域。此一部分，首先可以

觀察競爭主管部門如何通過有針對性的執法來正面促進永續發展。從永續

發展的角度來看，有些市場壟斷的做法，同時可能對於永續發展是有害的，

例如，在卡特爾下阻止消費者購買永續產品的情況。 

永續性競爭辯論使競爭管理機構處於困境。一方面，他們需要發出一個

明確的訊息，即永續性不能成為企業卡特爾化或以其他方式從事反競爭行

為的藉口，而「永續性」只是作為掩飾(漂綠)。與此同時，永續發展的合作

可能會失控。歐盟的一個典型案例是消費者與洗潔劑卡特爾，在歐盟中，一

項關於洗衣粉的環保倡議的實施導致了一個協調價格上漲的卡特爾。另一

方面，機構希望避免給人的印象是，他們的使命是有決心的。一種不惜一切

代價追求競爭的使命，競爭法保護那些對他人強加負面外部性的人，同時阻

礙任何旨在謀求私利的私人活動，希望最終減少或內化它們。 

利害關係人進行類似的積極參與，可以支持永續發展透過更動態的經

濟理論，來分析與保障永續創新。這些經濟理論還表明，關於動態創新理論，

可以推論多遠以及可否證明剝削性濫用以保護永續性的社會維度(即貧困、

社會正義等)，其中的合理性還存在許多理論爭議。在技術性與經濟學理較

強的部分，會有兩個目的：一是梳理問題和爭論。其次，確定存在共識的廣

闊領域以及需要進行實際辯論的領域。這部分展示了不同的工具，以及如何

使用它們來導航永續性競爭辯論。它是細分的。關於競爭和永續性的經濟

學、競爭法實體問題、競爭法主觀機關內部政策形成程序與執法細節相關的

議題，雖然討論並未完全成熟，都是值得在我國的脈絡下探討的。 

在 Nowag 教授報告的第二主要部分，該報告闡述了競爭法與商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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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相互作用。基本上，企業希望在這些活動中，朝著更永續的方向發展。

目前永續意識較低的領域，是競爭範圍或永續性與競爭之間的互斥，其中競

爭法的司法判斷，常集中於一般公共利益例外的判斷。最近發生很多爭論的

領域，是關於在既定的消費者福利和效率經濟框架內如何進行平衡。然而，

Nowag 教授的論文強調，永續性很容易作為一個考量參數被納入該框架，

而更多有爭議的問題，會與永續性的動態性質，與其涵蓋範圍有關，特別是

考慮未來市場經濟的整體效益。 

最後，Nowag 教授的文章，還強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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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章旨在通過列出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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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該報告總結，

許多經合組織國家已經在其執法實踐中考慮永續性問題，無論他們是否有

意這樣做。 

二、歐盟競爭機關對永續發展的辯論與實際作為 

歐洲的所有政策--包括競爭政策--都將在幫助「歐洲走向永續性」方面

發揮作用。為了取得成功，歐洲的每個人都必須發揮自己的作用--每個人、

每個企業、每個公共當局。競爭法執法者歐盟委員會(Commission)推出了一

個十分有野心的藍圖--歐洲綠色協議，旨在使歐洲成為第一個氣候中立的大

陸(climate neutral continent)。雖然歐盟委員會將歐盟競爭法視為解決方案的

一部分，但它已經發出了警告的信號。在最近一次關於競爭政策的徵稿活動

中，委員會表示，在應對氣候變化和保護環境方面，競爭政策並不處於主導

地位。有更好、更有效的方法，如監管和稅收。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贊

同這個觀點。其他支持者認為，競爭法應該走在前面107。該文總結了目前使

 
107 David Little, Pierre Bichet and Clément Pradille ,Sustainability and EU Competition Law. 

h ,Latham & Watkin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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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競爭法來促進永續商業行為的論點。 

儘管委員會持謹慎態度，商業界的部分人士還是強烈主張競爭法發揮

更大的作用，以促進在永續性問題上的合作。189 個利益相關者對歐盟競爭

總署(DG COMP)的徵稿做出了貢獻。許多提交的材料中的例子顯示競爭法

是如何阻礙了有益於環境的商業行為。 

例如，聯合利華(Unilever)向委員會提交了一份文件，列出了企業在永

續發展上合作的各種實際案例--保護農場工人的勞動法、森林立法或使用更

安全的塑膠材料的行業承諾等方面的集體工作，而這些公司可能因為擔心

違反競爭法而不願推進。 

隨著實例的增多，政策制定者、競爭法律師和經濟學家們探討了如何重

塑競爭法和政策，以發展更綠色的商業行為。關於此討論，政府、專家、學

者們圍繞著四個主要問題來展開討論。 

(一)使用競爭法來促進環境永續性的商業行為是否有法律依據？做法的法

律基礎？ 

第一個討論領域集中在是否有充分的法律依據使用競爭法來促進環境

永續發展的目的。世界各地的許多反托拉斯制度都賦予了相關的競爭管理

機構在除了考慮「純粹」的經濟效率之外，也可納入公共利益的問題。例如，

在南非，《競爭法》要求競爭委員會或法庭(視情況而定)考慮產業過度集中

對就業、黑人經濟權或國家產業的國際競爭能力等方面的影響。公共利益的

考量點與競爭法的考量點截然不同，但必然會影響到競爭分析的結果。《歐

盟合併條例》第 21 條第 4 款允許歐盟成員國採取適當的措施來保護合法的

非競爭利益(即公共安全、媒體多元化和審慎監管(Prudential supervision))。

此外，歐盟的一些國家的競爭制度允許在特殊情況下考慮公共利益因素。然

而，歐盟的競爭法並沒有將公共利益分析作為一個理所當然的事情。現在的

問題是，歐盟條約是否為使用競爭法來促進環境永續的商業行為提供了充

分的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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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Holmes 認為，這樣的法律基礎確實存在，重點是《歐盟條約》

第 3(1)(3)和(5)條以及《歐盟條約》第 7、9 和 11 條。他認為 TFEU 第 11 條

要求「環境保護要求被納入歐盟政策的定義和實施」，特別是為了促進永續

發展可不受政策領域的限制。因此，Holmes 認為，委員會和法院在適用競

爭法條款時必須考慮到環境保護。競爭法的規定(見關於內部市場和競爭的

議定書第 27 號)。然而，這不應該被高估，因為非扭曲的競爭也在其他條約

條款中被提及。在其他條約條款中也提到了非扭曲性競爭，如 TFEU 第 

119 條。 

(二)永續性主要是針對橫向協議(horizontal agreements)規則嗎？ 

絕大多數第三方對委員會徵稿及諮詢意見的貢獻--以及迄今為止的大

多數學術文章--都在應用《歐盟條約》第 101 條(或國家同等條款)來促進永

續性的商業行為。 

相比之下，委員會的咨詢文件在將改革的討論擴大到支配地位和合併

規則方面是謹慎的，委員會的咨詢文件只是簡單地提到了 TFEU 第 102 條，

並舉例說明關於濫用支配地位的規則如何通過禁止「限制清潔技術的發展

或推廣，或阻止獲得基本的基礎設施，如為推廣離岸風場和其他可再生能源

來促進綠色交易的目標。」 

在歐盟的決策實踐中，還有其他一些例子，即考慮與循環經濟有關的商

業行為，或為達到更高的環境標準而進行的技術開發的《歐盟條約》第 102

條調查。 

同樣，雖然歐盟合併條例沒有設想要追求公共利益，但對合格交易的分

析仍然立足於條約的基本目標，包括《歐盟條約》第 11 條，然而，對於永

續性考慮是否應成為結合分析的常規部分，考慮得相對較少，歐盟委員會的

咨詢集中在結合控制在維持和促進創新方面的作用，以及潛在的「永續性或

環境改善」，這一領域的競爭政策改革是繼續集中在合作協議上，還是發展

到包括委員會執法相關的所有領域，此發展還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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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FEU 第 101 條是否能夠促進環境永續性的商業行為，如果不能，需要

進行哪些改革以允許這樣做？  

在合作協議領域，迄今為止的主要焦點是《歐盟條約》第 101 條第 3 款

的應用，即法律上的例外情況是否可以使禁止在環境永續倡議方面的商業

合作的限制性協議失效。特別是，由於環境利益在本質上是分散的，有人認

為 TFEU 第 101(3)條對限制性協議的要求是允許「消費者公平分享所產生

的利益」可能沒有提供足夠的空間來考慮整個社會的利益。 

然而，在實踐中，有一些支持對 TFEU 第 101(3)條進行更廣泛的解釋。

在 CECED 案中，委員會審議了一個由家用電器製造商組成的貿易協會成員

之間的協議。CECED 向委員會通報了一項關於家用洗衣機的協議，根據該

協議，各方同意逐步停止生產和向歐盟進口家用洗衣機能源標籤指令中能

效最低的機器。在確定了因產品供應減少和生產成本增加而產生的初步競

爭問題後，委員會根據《歐盟條約》第 101 條第 3 款對環境問題進行了仔

細考慮。 

1.首先，在評估該協議是否有助於改善商品的生產或分配，或促進技術

或經濟進步時，委員會指出，減少電力消耗會間接導致發電污染的減

少。換句話說，市場上有同樣數量的洗衣機，從同樣的服務中受益，

但創造更少的間接污染，在經濟上更有效率。 

2.其次，在評估該協議是否允許「消費者公平分享所產生的利益」時，

委員會分析了個人和集體利益。此外，委員會還考慮到了更高效的技

術帶來的潛在的假設性的未來利益，並觀察到更高效的洗衣機可以節

省電費，並考慮到未來可能出現的更高效的洗衣機的假設性的未來利

益。 

3.此外，委員會考慮了消費者的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可能權衡，指出

減少有害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似乎比更節能的洗衣機增加

的購買成本要大七倍以上」，這種好處可能會充分讓消費者獲得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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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  

然而，利益相關者對委員會咨詢的回應表明，二十年來，CECED 並沒

有為企業提供足夠的鼓勵或預測性高的規則，以使其與同行一起參與永續

性發展的倡議。因此，問題是，定制的改革或軟性指導對於提供明確性是否

必要或可取。荷蘭競爭管理局(ACM)公佈了修訂後的合作協議評估指南草

案，設想將《歐盟條約》第 101(3)條的延伸範圍正式化，以考慮間接消費者。

例如，一個減少環境損害的協議將產生一個效率收益，不僅對相關產品的用

戶，而且對整個社會。ACM 認為，對於這樣的合作，可以對允許消費者公

平分享協議利益的要求進行與通常不同的解釋。因此，各方應該能夠更容易

地證明協議的好處超過了它的壞處。ACM 是在此議題討論中的一個重要發

聲者，它長期關注國家競爭法的改革以促進環境的永續性。 

更為雄心勃勃的是，一些評論家提出了一個定制的「碳辯護」，使競爭

者能夠為「導致消費者價格上漲的協議(例如，因為減少排放可能會導致生

產成本增加)」提供理由，只要「價格上漲的幅度低於減排給社會帶來的經

濟節約」。 

(四)消費者福利、動態效應和改革的經濟基礎 

雖然對歐盟競爭法和永續性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法律分析進展相對較快，

但仍然缺乏定量的工作。環境經濟學是一門發達的學科，儘管外部性的定價

(如污染的社會成本，以每公斤污染物的某種貨幣表示)可能過於複雜，不能

作為反托拉斯分析中經濟模型的投入。 

此外，還有大量著名的經濟文獻在研究競爭者的獨立利潤最大化如何

導致「公域」的消耗。然而，專業競爭經濟學家在永續性和競爭政策領域的

現代經濟文獻相對較少。對這些問題的經濟分析是具有挑戰性的，也帶出了

三個基礎性問題。 

1.競爭法是否應該適用既定的「消費者福利」標準，或者「總福利」標

準是否更合適。前者通常被認為是更容易管理的，因為它允許競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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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那些被消費者充分理解和重視的變量，比如價格。另一方面，總

福利標準更有效地接近於社會福利，並且不強迫在供應商和消費者的

利益之間做出價值判斷。因此，作為一個經濟學問題，總福利標準可

能允許更靈活地考慮，例如，下游市場行為對小生產者的影響以及供

應鏈的質量和強度。但是，偏離久經考驗的消費者福利標準，有可能

顛覆幾十年的先例。環境的永續性並不是唯一適用這兩種經濟標準將

產生不同結果的領域。 

2.競爭執法是否不適當地偏重於靜態(價格)效應而不是動態效應的分析。

評估永續性需要競爭政策制定者考慮合作協議、單邊行為和收購的長

期影響。然而，儘管在競爭管理機構的執法實踐中對動態效果進行了

討論，但競爭執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圍繞著更容易衡量的靜態(主要

是價格)效果和「現狀」反事實展開。同樣，任何重點的轉移可能不容

易包含在有關環境永續性的競爭法案件中。 

3.委員會表示，「監管和稅收是比競爭政策更好......更有效的追求永續

環境政策的方法」。同時，委員會曾試圖擴大其執法範圍，以納入一

個能夠解決被認為是市場失靈的「新競爭工具」，這將允許委員會繞

過 TFEU 第 101 和 102 條中某些既定的法律和證據要求。經濟學家們

正在繼續評估法規和新的競爭工具是否有必要或適合解決潛在的市

場失靈問題，而這些問題在傳統上是由合作協議、單邊行為和/或集中

的規則所保護的。 

也許是認識到了這一證據的不足，DG COMP 的首席競爭經濟學家

Pierre Régibeau 表示，他的部門已經在研究在評估中考慮非競爭標準的技術，

如環境效益。上述討論表明，關於永續性和競爭政策的文獻和分析非常活躍

且發展迅速。隨著歐盟委員會和歐洲各國競爭管理機構在以下領域的工作

的推進，近期內可能會有進一步的政策發展。 

三、歐盟各國對於競爭法與永續發展議題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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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各國對此議題之看法，尚未有共識，有的國家認為，競爭法也應該

積極促進永續發展；然而另有國家，對此觀點持較為保留的態度，以下本研

究嘗試整理幾個歐盟國家對此之觀點。 

(一) 荷蘭 

如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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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希臘 

希臘競爭管理局 (HCC) 宣布就如何調整競爭法規則以促進更永續的

商業實踐進行公眾諮詢。HCC 發布了討論文件並召開了線上會議以啟動磋

商。該文件探索性的提案，並概述了一些新穎的概念，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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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還設想發布一般的指引，定義競爭對手之間在永續性項

目上合法進行合作的輪廓。 

(三) 英國 

英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 (CMA) 在其擬議的 2020/2021 年度計劃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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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惜的

是，該文件沒有達到荷蘭所頒布的指導方針的程度，也沒有試圖重新解釋英

國的競爭法規則，如何更好地適應永續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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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法國 

在法國，包括法國競爭管理局在內的八個法國監管機構，也共同發布了

一份工作文件，說明它們在應對氣候變化時所需發揮的作用和政策工具。 

歐盟執委會呼籲，目前這些使競爭法促進永續發展不同措施，都是圍繞

一套共同原則，將使進一步協調歐盟各層面，做出貢獻，並邁出重要的一步。

這也符合歐盟更廣泛的政策目標。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主要的全球競爭主管機構都與歐盟委員

會一樣，熱衷於就此議題進行廣泛協商和反思。例如，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在

就永續發展和競爭問題，向 OECD 經合組織提交的聯合文件中即表示：「競

爭法不是促進紐西蘭或澳大利亞永續發展的主要政策工具。我們有充分的

理由，維持這種情況與立場。 [...] 改變競爭法的目標，以考慮永續發展的

因素，將會產生若干問題，因為競爭執法利益可能與永續發展本身不一致。 

[...] 此外，關於永續發展方面的考慮，可能會帶來困難的權衡議題，當它涉

及其他社會與永續目標，而這不僅僅是競爭法可以處理的。」看來，在世界

各國間立場尚未有一致的情況下，對於永續發展與競爭法關係的討論，在接

下來的幾年內，仍是國際上持續討論的重點。 

四、近年趨勢觀察: 數位經濟與競爭法之回應 

 面對數位新經濟的挑戰，競爭法所需要採取的因應不可一概而論，必須

類型化108: 1.類型一：分析工具需要更新；2.類型二：突顯原本潛藏的理論難

點；3.類型三：法律與分析工具均不需要改變，但須結合新的產業與技術知

識加以瞭解。此外違法行為可能更難發現，例如股票、期貨市場裡的高頻交

易，也就是以電腦程式(演算法，algorithm)進行的自動交易；4.類型四：需

要修法。 

近期因應數位經濟發展，推動數位經濟基本法、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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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2 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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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法有關。然而，對於競爭法的議題，我們同樣需要透過訂立新法或修法，

來因應數位經濟時代的到來嗎？ 

事實上，自 1890 年以來，美國競爭法的修正並不多，相當穩定，且高

度依賴判例法，競爭法屬於結果導向/功能導向(performance-based regulation)，

著重於效能競爭，以及配置、生產、研發效率的維持，至於用何種具體方式

達到此一狀態，則非競爭法所關心的，因此競爭法較能持久不變。同樣是與

競爭有關之法律規範，產業管制法則屬於程序導向/形式導向(process-based 

regulation)，比較需要透過修法、制訂專章或制 定專法，因應數位經濟時代

的來臨。 

因此，競爭法基本上不需要透過修法、制訂專章或制定專法，因應數位

經濟時代的來臨。但是也不排除未來出現修法的需求。比較需要採取的因應

作為，包括競爭法分析工具需要調整;提升執法知識與技能，發展管制科技 

(RegTech);以及充分體認未來獨大的網路事業更為常見，但也可能更脆弱。 

就目前全球紙業之數位化與工業 4.0 進展以觀，關鍵在於資訊指掌控與

壟斷，以及未來與中下游電商、消費者平台等之資訊集中情況。然而，儘管

是推動數位化最為先進的歐盟各國工業用紙業，都尚處於數位化與工業 4.0

進展的初始階段，很多報告認為目前仍處於黑盒子的摸索狀態，因此要預先

設想各種商業模式與資訊壟斷的可能清況，現階段或許會遭遇有不少困難。

但可以確定的是，競爭法對於數位經濟新經營商業模式的一般性討論，都有

參考的價值。 

第三節 競爭法與永續發展、數位創新之交錯: 以競爭法促進歐

盟綠色新政為例 

承上述之規範面與理論面的討論，本研究以下以歐盟與日本之實例為

基礎，說明在競爭管制之實務上，競爭法與永續發展、數位創新之交錯，並

以小結歸納方式，銜接帶入後續與我國公平法相關脈絡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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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洲綠色交易和競爭政策109(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and 

    Competition Policy) 

歐洲委員會競爭政策擔當委員 Margrethe Vestager 在 2020 年時已在一

場演講中闡明歐盟競爭政策應該支持「歐洲綠能政綱」。 

歐洲委員會主要從三個政策面來釐清歐盟競爭政策如何協助綠能與永續發

展。 

(一)政府援助(State aid)：可以幫助促進及鼓勵綠能相關的投資行為。 

歐盟委員會考慮要使用不同的政府援助相關機制來鼓勵促進永續發展

的投資行為，例如將可再生能源領域的競爭性招標使用規則擴展到目前《環

境和能源國家援助指南》(The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State aid Guidelines 

- EEAG 2014)中的其他領域；相反的，歐洲委員會同時也在考慮修改現有的

EEAG 2014 規則，使會傷害環境的工廠或發電廠所申請的國家援助不被批

准或被限制在一定的數額。 

(二)反托拉斯(Antitrust)：可以通過制裁(例如，對清潔技術(clean techinologies)

的開發或推廣實施不當的限制)來推進歐洲綠能政綱的目標。  

    為了激勵企業承擔責任並促進綠色經濟，歐洲委員會正在探索各種可

能性。例如，歐洲委員會在考慮競爭者之間“綠色合作”的反托拉斯指南是否

必要。又例如，發送舒慰函(comfort letter)110。 

另外，歐盟委員會在尋求競爭對手之間是否有目前被歐盟競爭法限制

而無法合作，卻可促進綠能經濟的狀況。同時探討如競爭者為了追求歐洲綠

色交易的合作行為(anti competitive behaviour)在競爭法下是否是可被允許的。 

歐盟委員會計畫要釐清的還有，當反競爭做法也構成違反環境法或限

 
109 Latham&Watkins,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and Competition Policy,” 

https://www.lw.com/thoughtLeadership/The-European-Green-Deal-And-Competition-Policy,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05. 
110 為了治療 COVID-19 患者，歐洲委員會罕見地於 2020 年 4 月發布了一封舒慰信，以

允許製藥行業進行協調，以增加產量並改善醫院急需的關鍵藥物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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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永續發展的行為是否可能構成濫用支配地位的問題。例如「漂綠

(Greenwash)—即傳達某產品對環境友好程度的錯誤資訊—是否構成濫用？ 

(三)結合控制(Merger control)：可以確保公司之間在永續性方面進行創新的

競爭壓力不會被消除。 

    相比於政府援助何反托拉斯，歐盟委員會對於結合控制的著墨較少。歐

盟委員會認為就永續性而言，未來幾年對於結合的評估不太可能發生巨大

變化。充其量，可能會更加關注市場定義以及是否具有永續意識的產品和服

務可構成了一個單獨的市場。 

二、競爭政策與永續性：仍需進一步政策指引或規範守則111 

氣候變遷是國際社會面臨的最重要的優先事項之一。對環境問題的日

益關注已激勵企業採取永續發展措施。在許多情況下，跨產業合作對於此類

計劃的成功至關重要。雖然環保產品可能具有競爭優勢，但開發此類產品的

成本意味著，在採用綠色技術和流程時，作為先行者往往存在競爭劣勢。此

外，可能對環境產生積極影響的政策往往需要不止一家企業單獨做出改變。

這意味著企業之間的合作對於實現永續發展目標通常是不可或缺的。 

競爭法可能禁止競爭對手之間的合作，因此，競爭法有時被視為實現永

續發展目標和進展所需合作的障礙，而企業面臨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在遵守

競爭法的同時協調環保作為或永續政策，有益的是，許多競爭主管機關已經

意識到他們必須確保競爭法不會阻礙企業在顯然支持有價值的公共政策目

標的情況下進行合作，但簽訂永續發展協議的企業必須自行確定該協議是

否可能引起任何競爭問題。 

《歐盟運作條約》(TFEU) 第 101(1) 條禁止實際或潛在競爭者之間以

任何形式的具有限制競爭目的或效果的協議或合作，根據 TFEU 第 101(3) 

 
111 EU Commission, SPEECH,” Competition policy in support of the Green Deal,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commissioners/2019-

2024/vestager/announcements/competition-policy-support-green-deal_en,(202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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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如果此類協議有助於改善商品的生產或分銷或促進技術或經濟進步，同

時消費者在不消除競爭的情況下公平分享由此產生的利益，則可容許此類

協議存在。 

許多永續協議不會引起任何競爭問題，因為它們對競爭沒有直接或間

接的影響。例如，在 DSD 案中，法院發現企業收集和塑料回收系統的協議

的一部分不違反 TFEU 第 101(1)條。DSD 被指定為在德國以預設價格收集

和分類塑料的獨家承包商。雖然排他性條款被認定違反了第 101 條第 (1) 

款，但它滿足第 101 條第(3)款的標準，因為協議規定會在一定期限內終止。

由於該協議催生了一個新市場—塑膠廢棄物管理—並且消費者將從該政策

的長期環境考慮中受益，因此該協議並未被認定為限制競爭。與 CECED 案

類似，電動洗衣機的主要生產商公開同意停止生產低能效類別的機器。該協

議已通知歐盟委員會，並被認定滿足第 101(3)條的標準。 

當協議將對競爭產生或可能產生明顯影響時，企業的自我評估變得更

加困難，即使協議可能在 TFEU 第 101(1)條的範圍內，競爭規則也有一些

豁免，例如：如果協議各方的總市場份額足夠小，可以從「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對水平合作協議的適用性指南」(橫向指南)或屬於「關於根據《歐盟

運作條約》第 101(1)條不明顯限制競爭的次要協議的通知(最低限度通知)」。

如果該協議屬於為某些類型的合作協議提供集體豁免 TFEU第 101(1)條(即

研發協議和專業化協議)的兩項委員會法規之一，或如果協議產生的經濟利

益超過其負面影響，並且消費者根據 TFEU 第 101(3)條獲得這些利益的公

平份額。評估一項協議是否符合 TFEU 第 101(3)條的要求特別困難，因為

它需要評估經濟背景並平衡利弊。 

歐盟法院認定，如果限制性做法僅服務於合法(即公共利益)目標，則 

TFEU 第 101(1)條不適用於限制性做法，在 Wouters 案中，維持法律和會

計專業的正確做法被認為是一種合法利益，可以說，永續發展也可能是一個

合法的公共利益目標，允許協議不受 TFEU 第 101(1)條的約束。最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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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證明這一論點與環境問題有關。 

這意味著企業在決定是否簽訂永續發展協議時往往一無所知，因為當

前的指導方針、立法和判例法沒有提供足夠的確定性，最終，這可能會抑制

未來的有益合作項目，除非歐盟委員會或國家競爭主管部門提供進一步的

澄清。 

三、新的水平協議指南 

歐盟執委會目前正在審查將於  2022 年到期的研發和專業化協議 

(HBER) 其中的水平結合指引和集體豁免，2021 年 5 月 6 日，歐盟委員

會發布了一份關於其對 HBER 和水平指南 (SWD) 的評估的工作人員工

作文件。SWD 表示，許多受訪者認為，當前歐盟有關水平面向的指南不足

以滿足訂定永續發展協議之需求，同時，歐盟評估還確定了規則沒有充分適

應數位化和追求永續發展目標的幾個領域，歐盟執委會現在將考慮如何修

改這些規則，以確保它們仍然適用於目的。 

總結歐盟自我評估的研究結果，當前將水平指南應用於永續發展協議

的一些關鍵問題：需要定義什麼是追求永續發展目標的合法水平合作協議，

該定義不應過於寬泛，以至於涵蓋以環境論據為阻卻非法的反競爭協議，這

種做法會被稱為「漂綠」。若明確歐盟執委會如何將競爭規則應用於永續的

水平協議，即根據歐盟競爭法將被視為可接受的內容。 

除了關於永續性協議的更具體的指導方針外，這可能包括歐盟委員會

就個別提案提供的回饋，為應對 2019 年冠狀病毒病 (COVID-19) 大流行，

歐盟委員會同意向需要進行協調的企業提供回應。這基本上是舊的合作許

可制度，在第 1/2003 號條例生效時停止，在不確定性很大的永續性協議的

情況下，這仍是可許可的，並且有強烈的公共政策目的支持此類合作。 

歐盟委員會還在 2020 年就競爭如何支持綠色新政進行了磋商，歐洲的綠

色新政旨在通過轉型歐洲經濟以保護環境，同時提高競爭力，使歐洲在 

2050 年實現氣候中和，將在 2021 年發布關於該協商過程的正式報告，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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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新政的研商，旨在收集有關永續發展合作協議的回饋以及「綠色協議」在

多大程度上需要競爭主管部門給予特殊待遇。公眾意見徵集還著眼於合併

控制案件中的國家援助的指導和促進「綠色效率」。根據歐盟委員會最近進

行的兩次研商，似乎在 2022 年解決永續性和競爭政策的水平指南可能會

發生一些變化。 

四、國家補助政策 

有一些國家政策措施，其目的在向企業明確說明環境合作何時符合競

爭規則。荷蘭競爭管理當局率先提出了與歐盟水平協議指南不同的永續性

指南。在考慮合作是否符合個人豁免標準時，荷蘭 NCA 指南建議考慮整

個社會的利益，而不僅僅是購買相關產品的用戶群體。這應該為公司簽訂永

續發展協議提供更大的靈活性。 

此外，希臘競爭管理局宣布就如何調整競爭法規則以促進永續的商業

實踐進行公眾諮詢。相比之下，法國競爭管理局將違反競爭法的行為也作為

執法重點，這也涉及永續與環境的保護。 

 鑑於英國脫歐，英國可能會在競爭規則和水平協議方面採取自己的做

法。 2021 年 1 月，CMA 為企業發布了一份高階宣言文件，內容涉及競

爭法如何適用於永續發展協議以及可能出現的問題，該文件對所涉及的問

題提供了有價值的概述，但並未就某些相關問題(例如如何權衡環境效率)提

供更為詳細的指導，由於 CMA 的策略目標之一是向低碳經濟的轉型，該

國競爭法管理當局希望能就此主題於未來發布進一步的政策指導。 

第四節 競爭法與循環經濟、資源回收體系之交錯: 以日本公平

會對循環社會之指引為例 

一、日本容器包裝回收法與競爭法之例 

以日本為例，2015 年永續發展目標通過後，2016 年 5 月以該國首相為

主管，副首相、外務大臣為副主管，全體閣員為成員的「SDGs 推進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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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該單位以發行永續發展目標實施指南、永續發展目標行動計劃及設立

日本永續發展目標獎來推動 SDGs。而後在 2021 年 6 月的第十次推進總部

會議上，決定了自 2017 年以來的第二次自願國家審查(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VNR)，該報告評估了迄今為止日本在永續發展目標方面的努力進展

並期望強化 SDGS 推進體制、建立制定目標和指標的進度評估體系。日本

並決定並將該報告於 2021 年 7 月在聯合國舉行的高級別政治論壇(HLPF)

上提交。 

2017 年 11 月，日本商業聯合會(一般社団法人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修

訂了「企業行為憲章」(企業行動憲章)，此次修訂企業行為憲章，將憲章的

副標題從「獲得社會的信任和同情」改為「實現永續發展的社會」，而公司

實踐 SDGS 有下列好處： 

(一)提高企業形象： 

    永續發展目標的意義和重要性滲透到人們的心中，那麼致力於永續發

展目標的公司的形象就會得到改善，良好的公司形象會導致購買產品和使

用服務，因此可以預期銷售額會增加，同時也容易招募有相通理念的求職

者。 

(二)創造商機： 

    致力於永續發展目標可以成為與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建立新關係的催化

劑，此外，投資者傾向於將資金投資於致力於永續發展目標的公司，從而更

容易籌集資金。這種變化也帶來了開展新業務和業務的機會。 

全球契約日本網絡(Global Compact Network Japan, GCNJ)和日本全球環

境策略研究機構(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GES)於

2019 年 7 月針對日本 180 個企業與機構之實踐 SDGs 現況，發佈最新調查

報告《SDGs 成為商業主流: 日本企業的行動》(Mainstreaming the SDGs in 

Business: Actions by Companies and Organisations in Japan) ，報告中指出日

本企業與機構高階管理者，對於 SDGs 的認同率較去年增高 23%(從 36％升

https://pub.iges.or.jp/pub/en_Mainstreaming_the_SDGs_in_Business
https://pub.iges.or.jp/pub/en_Mainstreaming_the_SDGs_in_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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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至 59％)，該報告並特別納入日本企業於賦權女性的看法與作為。 

    日本為了達成第 12 項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目標，規劃了道德消費

傳播啟蒙活動(エシカル消費普及・啓発活動)、減少糧食損失(食品ロス削

減)、發展消費者導向的經營(消費者志向経営の推進)、舉報人保護製度(公

益通報者保護制度)等作為。 

面對全強暖化議題，日本政府欲實現綠色環保的社會，達成 2050 年碳

中和目標，日本補打算以限制經濟增長的方式，而是促進產業結構和經濟社

會的轉型來實現，如創新的創新技術，如下一代太陽能電池和碳循環是關

鍵。並以海洋塑料廢物措施等措施保護海洋和海洋資源。 

在日本為了確保廣大消費者的利益，促進國民經濟民主健康發展，以禁

止私人壟斷和確保公平貿易法(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

る法律，下稱公平貿易法) 限制經營者不得實行私人壟斷或者不合理的貿易

限制112，其中所指的私人壟斷手斷包括了「排他型私人壟斷」和「支配型私

人壟斷」。在前者中，經營者單獨或與其他經營者合作，通過不合理的低價

銷售等手段將競爭者排除在市場之外或干擾新進入者以企圖壟斷市場；後

者是經營者通過單獨或者與其他經營者合作取得股份等方式限制其他經營

者的經營活動，企圖控制市場的行為。 

值得思考的是，若為了永續發展為目的而為聯合的商業行為是否違反公平

貿易法？日本公平貿易委員會(公正取引委員会)針對消費者購物時必須付

費才能取得塑膠購物袋於 2007 年及 2020 年分別做出解釋。 

 
112 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 

第一条「この法律は、私的独占、不当な取引制限及び不公正な取引方法を禁止し、事

業支配力の過度の集中を防止して、結合、協定等の方法による生産、販売、価格、技

術等の不当な制限その他一切の事業活動の不当な拘束を排除することにより、公正且

つ自由な競争を促進し、事業者の創意を発揮させ、事業活動を盛んにし、雇傭及び国

民実所得の水準を高め、以て、一般消費者の利益を確保するとともに、国民経済の民

主的で健全な発達を促進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第三条「事業者は、私的独占又は不当な取引制限をしてはならない。」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education/public_awareness/ethical/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education/public_awareness/ethical/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education/public_awareness/ethical/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policy/information/food_loss/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policy/information/food_loss/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policy/information/food_loss/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research/consumer_oriented_management/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research/consumer_oriented_management/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system/whisleblower_protection_system/overview/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system/whisleblower_protection_system/overview/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system/whisleblower_protection_system/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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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7 年的案例背景如下113，2007 年 4 月容器包裝回收法(容器包装

リサイクル法)修法實施前，日本某市各零售商在銷售產品時，都為顧客免

費提供塑料購物袋，但該是為了減少塑膠購物袋的使用於是各零售商均推

行自己的減少使用塑膠購物袋的積分制度(每次購物時若拒絕使用塑膠購物

袋就給予積分並根據獲得的積分獲得折扣)，但業者擔心如貿然對要使用塑

膠購物袋的消費者收費會導致消費者被免費提供塑膠購物袋的其他業者吸

引，故僅有少部分的業者會要求付費使用塑膠購物袋，優惠制經時實後雖收

獲良好效果，但之後效果趨於平穩而未能再降低塑膠購物袋的使用。 

而在修法後，該市為了進一步遏制塑料購物袋的使用而號召全市居民

團體和市內各零售商成立理事會，隨後於市議會由市議會、居民團體、零售

商決定簽訂協議，在該市內零售店銷售產品時，將收取塑料購物袋的提供費

用，單價為每袋 5 日元。 

本案例因該市內零售商共同商定了塑料購物袋要收費和每個袋子的單

價與而與公平貿易法相關。最終日本公平貿易委員會作出認定未違反競爭

法，理由如下： 

(一)塑膠購物袋雖然常伴隨於購買商品時使用，但本身並非零售商所提供之

商品，僅屬次要服務之一種。 

(二)塑膠購物袋本身並非顧客在零售店購買產品時必不可少的，顧客來店消

費也不是為了購買塑膠購物袋。 

(三)該協定要求消費者購物時使用塑膠購物袋需額外付 5 日元的購買費用，

其目的在限制塑膠購物袋的使用，且使用付費前的積分優惠制效果已達

極限，塑膠購物袋要收多少費用雖尚未有定論，但 5 日元的價格尚未超

出消費者能接受的範圍，且若不將塑膠購物袋價格統一，則可能使零售

 
113 公正取引委員會，

https://www.jftc.go.jp/dk/soudanjirei/h20/h19nendomokuji/h19nendo03.html，最近瀏覽日

期：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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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為吸引客源而廉價要求使用塑膠購物袋費用，如此一來就不能達成限

制塑膠購物袋使用的目的。 

    綜上所述，該市所要求消費者使用塑膠購物袋要額外支付 5 日元費用，

因屬用途合理要求的範圍內，故不違反競爭法。 

2020 年的案例背景如下114，2019 年 5 月日本政府制定「塑膠資源回收

戰略」(プラスチック資源循環戦略，下稱環保指引)中將徹底減少塑料容器

包裝和產品被定位為優先戰略，而自 2020 年 7 月 2 日起，除了對環境負荷

較小的塑膠購物袋不收費外，要求零售商須對提供的塑膠購物袋向消費者

收取費用。而種特定種類零售商所組成的協會原本要求全體成員對至商店

購買商品的消費者免費提供塑膠購物袋，也自 2020 年 7 月 2 日後建議其成

員對購物使用塑膠購物袋的消費者統一收取費一定的用並停止提供環境負

荷較小的免費購物袋。 

本案例因協會建議其全體成員針對塑膠購物袋統一收取費用且停止提

供免費之購物袋而涉嫌違反公平貿易法第 8 條 1 項規定之協會不得從事實

質性限制某些交易領域的競爭行為，亦違反同條第 4 項協會不得不合理限

制其成員的活動115。 

最終日本公平貿易委員會作出認定未違反競爭法，理由如下： 

(一)一般消費者不大可能會進店領取塑膠購物袋，特定零售商的競爭手段是

針對店內提供的產品，而塑膠購物袋的提供只是與產品提供相關的次要

服務，所以不涉及交易領域的競爭。 

 
114 公正取引委員會，「レジ袋の有料化に伴う事業者団体による単価統一等の取組」，

https://www.jftc.go.jp/dk/soudanjirei/r2/r1nendomokuji/r1nendo12.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21/11/15。 
115 事業者団体は、次の各号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行為をしてはならない。一 一定の

取引分野における競争を実質的に制限すること。 

四 構成事業者(事業者団体の構成員である事業者をいう。以下同じ。)の機能又は活動

を不当に制限するこ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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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該建議是基於政府徹底減少塑膠購物袋政策的合法目的，雖然政府規定

對環境負荷較小的塑膠購物袋不收費，但預計政府不收費的規定會再因

限塑成效而變更環保指引，再考量避免成員間因降低塑膠購物袋價格而

減少限塑成效故統一價格。 

(三)基於一般消費者的認知，該協會所制定的價格(每個 3 日元)尚在合理範

圍，該建議並未過分減少消費者權益，且該建議未強制及成員遵守。 

從上述二案例可以得知，日本極為重視永續發展目標，認為在為達成該

目標而對次要服務之限制只要未對民眾有重大損害的情況下，不管是達成

的協定還是協會規定均認為不違反公平貿易法，但值得思考的是為了達成

永續發展的目的而變動原始商品或服務的價格，是否能一樣被認定為合法？

如何認定調整多少價格是未過分減少消費者權益？在日本尚未有相關案例

仍待持續注意後續發展。 

二、日本公平會: 競爭法針對回收相關的共同行為之指南116 

日本公平會所提供的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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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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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共建回收系統 

1. 企業共建回收系統之例子： 

(1)家電廠商們共同使用廢棄物再利用化的相關設施。共同設置處理廢

棄物的工廠或再利用化所需的相關處理設施。 

(2)機器製造廠商共同設置用來回收已使用過的產品的設施，或者按經

 
116 公正取引委員會、「リサイクル等に係る共同の取組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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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者分類回收物，共同建立再利用過後可轉至各個經營者的中轉站。 

(3)數家家電零售商將廢棄家電產品的搬運事宜共同委託給搬運公司

處理。 

2.產品市場： 

    在產品市場的方面，日本公平會認為，因為在企業共同建立回收

系統時所產生的成本(搬運費、收集廢棄物的費用、廢棄物再利用化的

相關費用等)是標準化的。所以如果這些回收再利用的成本的比例相

對產品售價是小的，則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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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種狀況： 

(1)覆蓋範圍廣泛的回收系統 

當企業所建立的回收系統包含從收集廢棄物、搬運甚至廢棄物再利

用等多重環節時，進行回收再利用時所產生的成本與商品銷售價格

的比率可能會增高。當共同建構此回收系統的企業在市場所占的比

例相對高時，如參與共建計畫的企業將產品價格相同幅度的提高，

則將有可能形成「不公平的貿易限制」違反日本競爭法的第三條。 

(2)有排他性的回收系統 

如果企業共同建立的回收系統在無合理的理由下拒絕或限制其他

企業等使用者使用其回收系統，阻礙其他企業進入產品市場，或者

妨礙市場上原有企業的經營活動，實質性的限制市場產品的競爭，

此種行為屬於私人壟斷或不公平貿易限制，違反了日本競爭法的第

三條。 

(3)共同定價 

企業共同創造回收系統後所產生的成本，如要提高產品價格，各

企業因自行決定該提高多少產品的價格。即使企業共同設置回收

系統不違反競爭法，但如果企業共同決定應該提高多少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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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能會違法競爭法的第三條(不公平貿易限制)，因為價格為在競

爭法當中是十分重要的影響因子，而此因子被一部分的企業共同

決定。 

3.回收市場： 

    在回收市場的方面，此指南認為有三種情況可能會違法競爭法。 

(1)雖然設立回收系統將會給回收市場創造許多新的機會，不太會阻礙

市場上的競爭。但是，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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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行為

同樣屬於私人壟斷或不公平貿易限制(《競爭法》第 3 條)。 

(2)當企業共同設立一個覆蓋範圍廣泛的回收系統時，回收市場上有時

沒有其他的回收系統。在這種情況下，企業首先要考慮的為，是否

需要共同建立回收系統以及是否有其他替代手段。企業可以思考兩

點：市場或非市場上的企業是否無阻礙的可以自由參加即將要設立

的回收系統；是否會限制企業各自設置回收系統。透過如上述的問

題，企業需要根據競爭法判斷是否有違反競爭法的疑慮。 

(3)此外，當回收系統是由行業團體創建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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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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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實施各式各樣的措施。以下為可以從競爭法角度來思考的六種措施。 

1.回收率目標的設立與施行 

為了提高企業的回收率，行業團體會設定所屬會員，也就是企業們，

應達到的回收率，或者是公布所屬各公司所達成的回收率。此行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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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符合法律，則不會違反競爭法。此外，即使沒有法律依據，只要沒

有對特定會員有不適當的差別性對待，並不要求會員強制遵守，則不

會造成競爭法上的問題。另外，行業團體將回收達成率公布之行為，

只要沒有不當的將沒有達成回收率的會員排除於市場外，原則上不會

違反競爭法。 

2.易回收零件規格的統一和零件的標準化 

為了有效的再利用和處理廢物，企業或者是行業團體將零件的規格統

一或將零件標準化，進而降低回收所需的成本，此種行爲一般不會被

認為在不當的侵害消費者的權益。只要沒有對特定企業不當的差別待

遇，加上沒有強制企業執行，原則上便沒有違反競爭法的疑慮。 

3.共同研究開發易回收的產品 

為了開發易於回收的產品並提高回收率，多個廠商可能會進行聯合研

發。儘管研究結果對產品市場有直接的影響，共同研發易於回收的產

品的目的是對應環境，也就是外部性的問題。因此，這種聯合研發雖

然取決於參與者的數量、市場份額、獲取成果的難易度等，但如果考

慮到與研究相關的風險和成本，很難獨立進行這種聯合研發。此行為

也因此不太可能違反競爭法。 

4.廢棄物管理表單式的統一與其的強制使用 

企業可以根據廢棄物處理法或公共清潔等相關法律下所使用的廢棄

物表單來防止非法傾倒廢物。企業或行業團體可以針對此廢棄物管理

表單的樣式做統一，甚至強制其會員使用其管理表單。此等行為對於

產品和回收市場沒有競爭方面的影響，也因此沒有違反競爭法的疑慮。 

5.回收的費用 

回收費用包含廢棄物的回收、搬運、廢棄物再利用等所產生的費用。

這些費用如果不讓消費者負擔，則此回收系統將會很難持續下去。以

下為可以從競爭法角度來思考的三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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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費用徵收的方法 

回收成本的徵收主要可分為兩種方法：將回收成本含蓋在商品的價

格裡，或者是與商品單價分開，另外收取回收費用。行業團體或企

業共同實施徵收回收成本的方法時，即使自定施行方法(不管是第

一種還是二種)，只要沒有強制消費者遵守，則不會造成競爭法上的

問題。但是，如果行業團體或企業共同決定回收費用的具體數額，

會將產品的銷售和廢棄物的收集一體化，這將較大幅度的影響市場

競爭。進而降低企業想要減低回收成本的意欲，阻礙對高效回收的

推進，也會對回收市場上的競爭產生影響，造成競爭法上的問題(競

爭法第 3 條或第 8 條第 1 款)。 

(2) 費用徵收的時點 

回收費用的徵收時點為廢棄物回收時或者為商品販賣時，此決定只

要沒有強制性，則交由企業共同或行業團體自行設定就不會有違反

競爭法的疑慮。 

(3) 表示方法的設定 

針對回收的進展，有可能要額外增加收取回收費用，為了得到消費

者的理解，交由行業團體或者企業自行自定回收費用的表示方法，

只要不是強制性的，則不會造成競爭法上的問題。但是，假如行業

團體或企業共同的決定要向消費者徵收的回收費用的金額，則有可

能會違反競爭法(競爭法第 3 條或第 8 條第一號)，因為此行為有可

能造成共同定價或抬價的行為。 

(4) 押金制度的設立 

作為回收系統之一，為了提高空瓶等廢棄物的回收率，販賣商在產

品銷售時收取一定的押金，如消費者拿空瓶回來給販賣商，則販賣

商會再把押金退還給消費者。因為販賣商收取的押金跟返還於消費

者的押金為同等的金額(不管押金的多寡)，所以不太可能會影響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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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的消費模式，此行為不會成為企業的競爭手段。因此也不會造

成競爭法上的問題。 

    但是，如果行業團體或者是企業共同的將押金的金額設定為高於

退還於消費者的金額、由經營者決定消費者承擔多少收集廢物的成本，或者

押金的金額等一律由企業或行業團體共同設定，上述此些行為可能會引起

競爭法上的問題(競爭法第三條或第八條第一款)因為這些決定應交由各企

業自行決定，如果共同決定則有造成共同定價問題的疑慮。 

第五節 小結: 數位、永續發展、與競爭政策之交互作用 

   關於永續發展和競爭法的討論正在升溫。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和歐盟

執委會仍正在尋求發布更詳細的指南，將為尋求合作以實現各國和歐洲範

圍內永續發展目標的企業提供指引與支持。由於當前的指導方針非常模糊，

它帶給相關企業進行自我評估的風險，這可能與公共政策目標的落實背道

而馳。因此，未來歐盟或各國發布有關永續與競爭法更詳細的政策指引，是

可以期待的。 

一、永續發展、競爭法與政策的交互作用 

直至今日，競爭法的政策措施，在總體上具有更多服務於維護經濟利益

的目的，而不是那些非經濟的，例如：環境永續性和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在

這一點上，值得思考的是，哪些措施是競爭法主管機關必要的和應該作的？

這些關於競爭法與永續發展的措施，目前在歐盟已經有提出討論，用以協調

競爭法和我們的道德義務，並能同時保護環境、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

對此議題，Simon Holmes 認為可歸納為 3 點117： 

(一) 歐盟條約中沒有任何內容將競爭法限制為只考慮純粹的「經濟」利益。

這一點從歐盟稱之為條約的「憲章」條款(關鍵的規定歐盟宗旨的憲章

 
117 Simon Holmes,” Climate change, sustainability, and competition law,” Journal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Volume 8, Issue 2, 354–40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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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例如，TFEU 第 11 條提到，環境的價值，是歐盟在所有的政策

和活動時，都「必須」考慮環境保護的價值(特別是「為了促進永續發

展」)。從歐盟競爭法的條款本身，也可以看出這一點。例如：「經濟」

發展只是協議滿足第一個條件的 4 種不同方式中的一種，也是 TFEU

第 101(3)條規定的豁免規定。 

(二) 在許多情況下，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也更具有永續的基礎，將具有利經

濟發展的性質，例如若氣候協議導致生產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是過往標準的一半(在價格差不多的條件下)，是技術的進步。 

重新審視歐盟條約(憲法和競爭規定)，思考它們的真正含義，然後恰當

地應用它們。這中間也包含一些具體的步驟，相信會對達到此類目的有

所幫助。 

(三) 如果說，競爭政策的最終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總消費者福利，但在

審視競爭法的過程真能詳細說明何謂「福利」嗎？目前競爭法僅是以狹

隘的方式處理了這一概念。 

二、探討競爭法與環境議題的過程中之注意事項 

(一) 歐盟條約與競爭法的相關規定，要如何解釋，若要成功做出合乎永續發

展的解釋與運用，可能不單是從一些學術進口概念與名詞開始，比如消

費者福利，它的概念內涵要從條約中去探詢，以及其他與競爭/反托拉

斯相關的法律。 

(二) 若假設消費者福利是一種訂定法律的標準，這不一定是不好的方式。

「福利」的定義，是關於「一個人或一個團體的健康、幸福和未來」有

著很廣泛的範圍，它的核心是關於「幸福和健康」。因此，它能夠涵蓋

諸如具有：足夠的食物吃、呼吸清新的空氣、並使用更少的資源生產商

品。當然，這種福利的概念，不僅僅是狹隘的財務與經濟考慮、或僅思

考短期對於價格與市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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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今競爭政策主要關注在於，若採用較廣的福利概念，後者的後果與影

響甚至是更嚴重的。曾有評論指出，在經濟與社會行為中有些參與者是

「知道一切的代價，卻又一無所有」的人。實際意味在應對氣候變化和

邁向永續未來方面，目前急需的合作，並不是由於擔心競爭法的後果(比

如處罰)而發生。因此，我們必須思考，什麼樣的競爭法理想監管框架，

可以有效地解決與氣候相關的問題？使企業能夠有足夠的誘因，根據

競爭法改變？ 

Simon Holmes 認為澄清現有框架，例如：競爭法主管機關發布，關於

如何解釋執法的新指南，或者一些優先處理事項或原則清單就足夠了？或

者，我們認為現有的競爭法監管框架，應在體質上，徹底加以調整，放進重

視環境與永續性條款？正如在思考前述問題時提到，當前我們或許不需要

徹底改變現有的競爭秩序監管框架。 

目前目標是使法律朝向有利於永續發展的方向在 Simon Holmes 發表於

牛津大學反托拉斯法學期刊上的論文「競爭法與永續性」的著作中，他提出

了 8 項建議，值得主管機關執法時作為參考118。 

在 Holmes 的列表中，最重要的是來自於競爭法主管機構，對於永續更

積極的聲明(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具體案例導引，以及二是它們對永續性

和執法優先事項的處理方法)。一個明顯的例子，則是歐盟執委會當前對 

2010 Horizontal Guidelines 頒布的準則。在處理原則與態度上，只有當目前

的競爭法措施，被證明不足以對抗氣候變遷之緊急需要時，我們才需要考慮

新的豁免與例外議題。然而，競爭法未來若朝向永續發展的方向進行調整，

這會是很值得興奮的事。那麼，最終競爭法可以不再是「問題的一部分」而

真正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就工業紙業在數位化與環保趨勢下之管制，除了

 
11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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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傳統的市場與經濟思維外，或許也是一個開始思考「非經濟」因素，永

續發展與環境保護價值的起點。當前的做法，應該重新盤點現有的政策、法

律與執法工具，如何將永續發展的價值與上位考量，融入競爭法的施政當

中。但另外的想法，也可以單純限縮在公平法原來的目的，為維護交易秩序

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而完全不考

量永續的議題，本研究對此議題，未設有特定立場。但可以確定的是，國際

新發展趨勢(特別是 OECD 與歐盟)，值得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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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在第二章回顧全球與台灣工業用紙業推動數位與永續轉型之實際作

為，了解各國工業用紙產業面對數位與環保議題如何因應，即透過訪談我

國工業用紙相關業者了解產業概況後，本研究於第三章探索競爭法面對永

續性、數位經濟等交錯議題之理論進行探討，與此章節，本研究以下將進

入工業用紙在數位環保時代的綜合觀察及綜整國際趨勢。 

第一節 綜合觀察與討論 

數位化對造紙業可以帶來諸多的幫助，例如，透過收集數據來建構優化

樹木產量的模型、進行病蟲害和遠程火災監測、進行預防洪水和乾旱的預測

分析和木材物流優化等等 ，以下就競爭法與工業用紙產業運營的超國界面

向，提出數點觀察： 

一、國際貿易與競爭法之匯流 

(一) 中國大陸「進口廢紙歸零政策」之衝擊：台商紙業國際佈局 

中國大陸進口廢紙歸零政策確實從 2021 年開始落實、為台資工紙廠重

新找回成本面公平競爭的環境，加上國際廢紙並未因大陸進口批文減少而

走弱，反因海運缺櫃、運價上揚帶動漲勢，市場預期大陸當地龍頭紙廠將帶

頭營造工紙報價往上墊高的氛圍，台資廠在對岸獲利表現可望改善。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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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3 家在台股資本市場上市的工業用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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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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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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對公平法主管機關而言，面對國際之環保與數位出版大趨勢，研

究重點在於：首先，探討各國最新環保政策與新時代消費者環保意識下，工

業用紙業者之經營困難與轉機，同時瞭解環保政策對上游原料廢紙回收業

者之影響，研擬公平會執法立場與競爭政策。此外，掌握數位經濟時代下，

國內工業用紙業者在設計、生產、配銷各供需階段之調整因應措施與經營策

略，同時掌握上下游產業之合作模式，瞭解產業之新競爭秩序與競爭法執法

重點。 

(二) 亞洲市場之變化: 日本工業用紙出口激增119 

中國大陸於近年陸續訂定了相對嚴格的環保規定。例如，中國大陸當局

明訂從 2021 年開始，已全面禁止國外廢紙之進口。中國大陸減少國外廢紙

進口，係出於環保原因。而此項環保法令與措施，將會導致作為瓦楞原紙原

材料的廢紙供給不足。由於進口廢紙不足，造成大陸當地的造紙企業，無法

生産足夠的瓦楞原紙。目前廢紙不足的情況仍在持續，預計今後會繼續通過

進口來彌補瓦楞原紙的不足。 

由於中國大陸也屬較早從新冠疫情中恢復，經濟活動也很快將全面重

啟，因此瓦楞原紙需求持續高漲。在禁廢令下，正在用進口來彌補瓦楞原紙

的不足。因此在日本，製作瓦楞紙箱的原材料瓦楞原紙的出口量急劇增加，

2020 年創下歷史新高。據日本製紙聯合會統計，2020 年日本瓦楞原紙出口

量比 2019 年增加 93.0％，達到約 88.4 萬噸，超過了此前的最高值(2017 年，

約 55 萬噸)。面向中國大陸等亞洲的出口擴大。有觀點認為，「當前日本的

瓦楞原紙出口可能會保持高水平」。 

 
119 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網，「日本瓦楞原紙對華出口增至 5.7 倍」，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commodity/43625-2021-01-29-04-01-00.html，

(2021/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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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業用紙業之跨國營運特質明顯。各國的競爭法基本原則大致相

通，案件的競爭分析，仍須依照當地市場狀況而有不同考量。各國的競爭法

執法方式，有時也受該國政治環境或產業發展之影響。 

二、歐盟 2021 年碳關稅對產業與競爭的衝擊 

歐盟執委會主席 Ursula von der Leyen 2019 年 12 月 11 日正式發布了

《歐洲綠色政綱》，宣示帶領歐盟「在 2050 年成為實現氣候中和的經濟體」，

並且成員國「一個都不能少」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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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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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起試行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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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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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執委會本次共提出多達 17 項法案，內容包含歐洲的氣候、能源、

農業、土地利用、建築、運輸與稅制等政策建議，系列計畫重點為「Fit for 

55」，也就是是要讓歐盟在 2030 年時，達成碳排放量較 1990 年的基礎減

 
120 ESG 永續新聞，「歐盟正式發布《歐洲綠色政綱》，宣示 2050 年達成氣候中和」, 

https://www.sale-greenlabel.com/cn/news/major_trend/detail/225，(2021/06/2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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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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55%。根據歐盟統計，1990 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53.68 億噸，因此 2030

年歐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目標為降低到每年 24 億噸以下122。 

整個計畫細節包含在 2030 年前，須新種植 30 億棵樹來增加碳匯；完

成 3,500 棟建築更新；創造 16 萬個新的綠色產業工作機會；再生能源占發

電比重提高至 40%，節省電力 36%~39%。此外，2025 年前。電動車充電設

施增加 4 倍，並自 2035 年起歐盟境內全面禁售燃油汽車。 

歐盟已宣示將在 2050 年達成淨零碳排，並透過開徵碳關稅來控制進口

貨品的碳足跡。我經濟部表示，據目前掌握訊息，歐盟將會是優先針對高耗

能產品，預料台灣銷往歐盟的鋼鐵、水泥、石化及造紙產業等會受影響。鋼

鐵出口金額去年占比 3.1%、鋼鐵製品 6.2%、塑橡膠製品(含有機化學)約 6.8%、

水泥與造紙金額則小很多，各占比只有 0.5%與0.26%。四大類合計出口 38.84

億美元，占整體輸歐金額 17%左右。 

儘管造紙業之出口歐盟金額不大，我國經濟部強調，等歐盟提案出爐，

有具體課徵產品與標竿基準，會再重新檢視資料，但因國內產品項目有大有

小，會需一點時間，到時也會找受衝擊產業討論因應對策。在此之前，會加

強輔導產業燃料替代、ISO 50001 標準節能，減少衝擊。但此例也可看出國

際環保規範，對於我國產業，例如：工業用紙等高耗能產業，在國際貿易與

供應鏈佈局上的影響。因而，關於紙業前瞻性的轉型，勢必在未來發生。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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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個別產業之國內與全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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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U Council ,” The EU's plan for a green transitio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eu-plan-for-a-green-transitio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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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相關研究123，即曾以二戰後的四十年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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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研究指出，如果不參考美國於二戰後的反托拉斯政

策經驗，就無法理解該產業近年的發展和它在當代全球競爭下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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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行業不同，成功的紙漿和造紙企業相對很少

進行所謂的企業集團合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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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上，1950 年至 1990 年間的反托拉斯政策，極大地塑造了美國紙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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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M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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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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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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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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當前國際趨勢 

如同全球紙業，台灣工業用紙業面臨數位化與永續環保兩大趨勢，以及

各種國際上日趨嚴謹強硬的外部環境與數位法規 (如：歐盟碳關稅、中國大

陸禁廢令、歐盟數位市場服務法、美國拜登總統反托拉斯新政等)，可說多

方面臨挑戰與衝擊，前瞻性的產業轉型，勢必已經為進行式。 

(一) 競爭法與永續發展 

    競爭法中可否考量永續發展議題？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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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

爭法中並未規定競爭法機關僅得考量經濟要素，世界各地的許多反托拉斯

制度都賦予了相關的競爭管理機構在除了考慮「純粹」的經濟效率之外，也

可納入公共利益的問題，Nowag 教授為 OECD 出具的競爭法與永續性報告

中提及125，目前全球的趨勢都在要求商業活動正向的促進永續性，並明確的

指出在永續發展背景下，競爭法在具體應用的過程中，會有越來越多與永續

發展相關的問題。雖然國家監管通常是實現永續性的首選方案，但私人行動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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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Nowag, J., supra note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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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同樣影響永續性。競爭和競爭法是私人行為的關鍵變項，尤其是企業行

為。在競爭法的研究上，也應朝此方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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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ag 教授認為，目前永續意識較低的領域，源自於競爭範圍或永續

性與競爭之間的互斥，競爭法的司法判斷，常集中於一般公共利益例外的判

斷，並強調，永續性很容易作為一個考量參數被納入該框架，而更多有爭議

的問題，會與永續性的動態性質，與其涵蓋範圍有關，特別是考慮未來市場

經濟的整體效益，同時也強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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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方面，歐洲委員會競爭政策擔當委員 Margrethe Vestager 在 2020 年

時已在一場演講中闡明歐盟競爭政策應該支持「歐洲綠能政綱」126，歐洲委

員會主要從三個政策面來釐清歐盟競爭政策如何協助綠能與永續發展─1.

政府援助(State aid)：可以幫助促進及鼓勵綠能相關的投資行為。2.反托拉斯

(Antitrust)：可以通過制裁(例如，對清潔技術(clean techinologies)的開發或推

廣實施不當的限制)來推進歐洲綠能政綱的目標。3.結合控制(Merger control)：

可以確保公司之間在永續性方面進行創新的競爭壓力不會被消除。 

   日本127方面，由於日本已經有成熟的回收系統，企業(例如：生產商、經

銷商)建立回收系統(リサイクル システム)，該回收系統為企業將自己販

 
126 Latham&Watkins, supra note 109. 
127 公正取引委員會、「リサイクル等に係る共同の取組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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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的產品的廢棄物回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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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針對此產業情形，日本公平會提出「競

爭法針對回收相關的共同行為之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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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共建回收系統

部份，此指南認為因為企業共同建立回收系統時所產生的成本(搬運費、收

集廢棄物的費用、廢棄物再利用化的相關費用等)標準化，所以如果這些回

收再利用的成本的比例相對產品售價是小的，則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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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時仍可能會產生競爭法上問題

的三種狀況：1.共建回收系統的企業在市場所占的比例相對高時，有可能形

成「不公平的貿易限制」。2.企業共同建立的回收系統在無合理的理由下拒

絕或限制其他企業等使用者使用其回收系統，可能構成私人壟斷。3.即使企

業共同設置回收系統不違反競爭法，但如果企業共同決定應該提高多少的

價格，則可能會違法不公平貿易限制；於回收共同相關行為，指南也提出以

下幾點：1.為了提高企業的回收率，行業團體會設定企業應達到的回收率，

此行為只要符合法律，或是即使沒有法律依據，只要沒有對特定會員有不適

當的差別性對待，並不要求會員強制遵守，則不會造成競爭法上的問題。2.

透過回收零件規格的統一和零件的標準化降低回收所需的成本，一般不會

被認為在不當的侵害消費者的權益，只要沒有對特定企業不當的差別待遇，

加上沒有強制企業執行，原則上便沒有違反競爭法的疑慮。3.共同研究開發

易回收的產品，考慮到與研究相關的風險和成本，很難獨立進行這種聯合研

發。此行為也因此不太可能違反競爭法。4.廢棄物管理表單式的統一與其的

強制使用，對於產品和回收市場沒有競爭方面的影響，也因此沒有違反競爭

法的疑慮 5.讓消費者負擔回收費用以維持回收系統運作，指南提供了從競

爭法角度可以考慮的措施。 

(二) 競爭法與數位經濟 

    從競爭法與數位經濟觀察，造紙產業雖為傳統產業，惟已有不少業者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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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數位化措施，例如以數位化工具推動上下游網路策略關係以提升服務效

率、通過數據整合運用以強化製程標準化(包括設備性能及生產效率)、生產

設備的遠端警示功能、乃至於數位化系統之供應鏈管理等。至於工業用紙廠

商之產品銷售部分，如瓦楞紙箱之包裝設計、生產時程等，尤著重客戶端(如

電商平台)之需求，俾提升工業用紙產品之生產品質及產品特色。 

自 1890 年以來，美國競爭法的修正並不多，相當穩定，且高度依賴判

例法，競爭法屬於結果導向/功能導向(performance-based regulation)，著重於

效能競爭，以及配置、生產、研發效率的維持，至於用何種具體方式達到此

一狀態，則非競爭法所關心的，因此競爭法較能維持法制架構之一致性。同

樣是與競爭有關之法律規範，產業管制法則屬於程序導向 /形式導向

(process-based regulation)，比較需要透過修法、制訂專章或制定專法，以因

應數位經濟時代的來臨。值得注意的是，因應數位經濟時代的來臨，各國競

爭法主管機關之作法仍有歧異，故現階段於國內法制部分仍宜盤點現有執

法工具，不宜過於冒進。 

(三) 主要建議事項 

    本研究主旨在協助委託機關在兼顧公平競爭與消費者權益下，研議數

位與環保時代之工業用紙產業與競爭法規範之法制措施，有利於競爭法主

管機關日後針對相關產業制定妥適之立法架構及執法思維。從數位化觀察，

為了達到零排放或碳中和，整個造紙廠雖是傳統產業但卻已推行數位化措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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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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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立即可行之建議 

    關於數位化議題，根據企業訪談資料顯示，及專家座談會與會學

者表示，目前我國工業用紙廠商在我國市場要達到獨占的地位不容易，

然目前我國紙業數位化尚處於初級階段，目前我國紙業數位化進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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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數位化，強化供應鏈管理的效率、成本以及品質，甚至透

過大數據來分析，預測下游廠商的需求，未來衍生的商業模式與合作

方式，可能會出現新的公平法相關議題，故短期內應注意市場上的商

業模式與合作方式。 

    關於環保化議題，由於目前我國產業進程尚未如他國快速，故之

後可能衍生新的環保議題，如日本企業有成熟的回收系統，該系統的

運作為企業將自己販賣的產品的廢棄物回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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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回收系統成熟，日本公平會也針對此發表意見，一部分為「共建回收

系統」，第二部分為「回收相關的共同行為」。惟我國目前尚未有如

此成熟的系統，故研究團隊仍建議須注意，未來市場上是否會出現如

此新興的系統，抑或是任何其他與永續發展及競爭法可能的其他議題。 

2.長期性建議 

    由於台灣數位化議題仍在初始階段，就環保議題方面亦如是，或

如歐盟各國對環保相關問題與競爭法之議題看法，亦仍未有共識，有

的國家認為，競爭法也應該積極促進永續發展；然而另有國家，對此

觀點持較為保留的態度，而部分較積極的國家，也因應國內產業的變

化，有了相應的對策如發表意見或是與產業進行溝通……等等，故研

究團隊建議，應先觀察國內產業情形，是否有其他新興的數位化或環

保議題，在觀察國內產業的同時，也可進一步觀察他國是否有其他相

關案例可供參考，待我國產業發展成熟後，再參照他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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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題目 

附表 1 訪談題目 (團隊初擬後與產官學各界交換意見後確認) 

1.數位化之

競爭議題 

1.1 可否請您分享：數位時代，很多公司都在進行數位轉型，

您的公司是否有相關的措施或策略？ 

1.2 可否請您分享：工業用紙產業，就數位化的挑戰，在上

中下游或各個環節，是否也都採取了一些數位轉型的因應措

施和策略?針對廢紙回收業者之數位化進程，工紙業者有無

提供相關協助或特別要求？ 

1.3 可否請您分享，在這些數位轉型的措施和策略之下，對

於國內工業用紙業者，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含上、下游交

易關係之變化) 

1.4 在數位化時代，電子商務盛行，紙板、紙箱之需求是否

上升?貴公司在供需、產業管理(management)如何變化，該等

變化對於產業將產生何種衝擊？ 

1.5 在數位化時代，交易資訊是否相對透明、抑或更為隱蔽?

對掌握市場與業界動態有無幫助?對降低上、下游交易成本

有無幫助？ 

1.6 可否請您分享：總的來說，在數位化(數位轉型)加速進行

之下，國內工業用紙業者或整體產業，將會面臨什麼樣的市

場變化與挑戰？ 

2.環保之競

爭議題： 

 

2.1 可否請您分享：各國紛紛提出最新環保政策、消費者環

保意識下，您的公司是否有討論到針對環保的因應措施與策

略? 能源效率管理系統、再生能源、循環經濟等這些是否已

是工業用紙製程中的主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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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可否請您分享：工業用紙產業，就面對國際環保政策與

趨勢的挑戰，在上中下游或各個環節，採取了哪些因應措施

和策略? 針對廢紙回收業者之處理流程，工紙業者有無提供

相關協助或特別要求？ 

2.3 可否請您分享：在這些環保政策或趨勢的措施和策略之

下，對於國內工業用紙業者，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含上、

下游交易關係之變化) 

2.4 可否請您分享：目前(或可見的未來)國際或國內的何項

環保法規，對於工業用紙產業或回收業者，產生的衝擊最

大？為什麼？ 

2.5 可否請您分享：總的來說，在國際環保趨勢和政策加速

進行之下，國內工業用紙業者或整體產業，將會面臨什麼樣

的市場變化與挑戰？ 

3. 廢紙回

收之競爭

議題 (訪談

對象為公

會) 

 

3.1 紙類廢棄物雖然大多不含有害物質，但焚燒會排放二氧

化碳，加速溫室效應。請問廢紙回收業者近年於環保或資源

循環領域有何特殊之作為？ 

3.2 自疫情爆發以來，餐點外送與外帶行為大增，紙餐盒使

用量也大增，根據環署統計，2020 年紙餐盒回收量(15.9 萬

噸)接近 2019 年的兩倍。行政院環保署規劃調降紙容器的回

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以及處理業向回收業收購的最低價格，

請問您對於國內回收處理補貼機制的看法？ 

3.3 由於國際原生紙漿因為疫情導致勞力短缺而減產價揚，

進口廢紙也因為缺櫃問題而量跌價揚且運費增加，致紙廠原

料成本提高， 對國內的廢紙回收業者與其上下游產業之影

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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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環保署廢管處在 2018 年發現以來進口的美國廢塑膠、廢

紙數量大增兩倍半，並宣布要管制「洋垃圾」進口，請問您

的觀察，大量的洋垃圾與廢紙進入我國，對於國內原有的廢

紙回收業者，會有如何之衝擊？目前此情況是否因疫情影響

而有所改變？ 

3.5 數位時代，很多公司都在進行數位轉型，廢紙回收業者

是否有相關的措施或策略？ 

3.6 面對數位化與新興環保議題的要求，廢紙回收業者與 3

大工紙業者之交易往來關係有無變化？ 3 大工紙業者有無

提供相關協助或有特別要求？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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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數位與環保時代之工業用紙發展現況與競爭規範研究專

家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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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議時間：2021/11/05 

二、會議地點：視訊會議 

三、會議議程： 

主持人開場(16:00-16:05) 

研究團隊簡報(16:05-16:20) 

專家座談(16:20-18:00) 

四、參與人員 

計畫主持人：江雅綺副教授 

協同主持人：楊宗翰助理教授 

兼任助理研究員：許原浩律師 

與談人： 

公平會長官 

黃鯤雄董事長(中華紙漿) 

謝世平秘書長(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 

彭元興教授(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顏廷棟教授(銘傳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劉姿汝副教授(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 

郭迺鋒副教授(世新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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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逐字稿 

江雅綺副教授: 

我們今天是數位與環保時代之工業用紙發展現況與競爭規範研究專家

座談會，非常感謝各位專家先進撥冗參加，我們直接開始進行我們研究團

隊的報告。 

各位與會先進大家好，我想我們今天研究的主題如同這個研究計畫的大題

目所說的，我們希望能夠探討數位化科技趨勢下和環保永續的規範對工業

用紙產業的影響，以及裡面涉及競爭法的議題，在資料的搜索上台灣的案

例以及各國的案例並不是那麼多特別是在台灣工業用紙的案例有一些結合

還有一些聯合行為的案例，也許跟數位還有環保沒有那麼直接的關聯所以

我想我們的研究計畫是從過去的啟發不如說是委託單位希望我們做一些未

來可能會發生的場景做一些準備提供一些思考。 

在研究方法的部份我們會採取文獻的分析、案例的研究特別針對國際

組織提到數位化的發展還有環保的規範跟競爭政策間可能產生的衝突，

OECD 因為在這方面他們也做了很多前瞻性的研究所以在這方面也給研究

團隊一些思考上面方向的指引就具體案例部分我們會舉歐盟、美國、日

本、亞洲國家還有我國為例探討實際上案例內容，除了文獻方面外我們也

做了一些訪談，今天黃董事長及謝秘書長也是在我們的訪談範圍，等等會

請許律師為我們補充訪談的進度也請兩位業界的先進提供寶貴意見，可以

透過集思廣益將報告做的更完善。 

首先就工業用紙的產業變遷，過去到現在產業的變化像是在台灣在工

業用紙中游的部分有集中化的現象，比如說在台灣比較有影響力的廠商可

以數的出來，這也是為什麼在過去在公平會涉及到的案例裡面呢除了少數

結合或垂直交易這些限制的案例最有名的案例就是聯合行為的這個案例，

聯合行為這個 2010 年的案例裡面呢其實他在法律上的重點是聯合行為是

如何取證，在這個案例裡面公平會適用了國際上一致性的行為理論，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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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證據的方式，如果在市場上有一致性的行為可以推論這幾家業者間有

聯合行為的合意存在。在正隆、榮成、永豐餘調漲價格所導致的聯合行為

案是工業用紙，過去一個指標性影響很大的案子，我們從這個案子也可以

回推到我們剛所提的工業用紙目前的情況，是處於一個廠商比較集中然後

在這個產業裡面數目不是那麼多的廠商會影響到這個產業未來的後續發

展，所以並不是說有很多中型或小型的公司而是幾家大的公司在中游的工

業用紙的產業鏈裡面，勢必會跟以中小企業為主的一個產業的情況所涉及

到公平法的問題是不一樣。 

那如果說現在產業的現況目前是如此，數位化跟環保規範下對工業用

紙所涉及的競爭法議題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看到很多國際競爭法的

機構都會從整個數位科技的影響來談，我想工業用紙產業裡面最特別的就

是除了在製程、數位轉型會對產業有實際的衝擊，另一個就是在電子商務

的開發上面，其實電子商務需要很多的紙箱，這個部分也是一般不容易想

到對工業用紙產業的影響可能是一個新的機會。那從 OECD 對數位科技還

有就是環保規範的影響其實有抽取出幾個大的競爭法的思考方向，比如說

像數位化的數位轉型部分 OECD 提到說因為數位科技他影響了市場的現況

包括他提出了一些新的商業的模式其中特別是平台經濟的模式這些模式都

需要進一步去檢視我們現有的法規需要去做一些彈性的調整，特別要注意

的就是說這些數位的新的商業的模式可能會造成市場的失靈，我想在這邊

其實是很針對數位平台產生市場失靈的現象所以他會認為在數位經濟裡面

呢這些市場失靈的現象需要透過規範的檢驗跟調整，需要提出一個更能夠

符合數位時代數位經濟的規範來因應市場的現況，有關於永續和環保的發

展競爭政策的面向，OECD 一直在問一個問題，到底競爭政策跟競爭永續

環保的規範是不是要納入作為競爭政策的考量。這個可以是觀念性的問

題，競爭法是不是要被這種永續發展的考慮所影響，要把他在適用上面做

一個考慮的因素。實際上的應用上面呢可能出現像下面這些情況，可能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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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限制競爭或是不正當的這些競爭的行為，特別針對一些可能對環境永續

發展有害的這些實際上的案例，去抓住這些案例用競爭法的規範去阻止這

些有害永續發展的案例繼續危害環境，或者是說可以把永續發展這件事情

當作是市場的傷害或是公共利益的傷害損害之一，在一些競爭法的適用上

面到底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這個利到底應該用哪些因素去做考量，

永續發展是不是可以納入作為競爭法的適用的時候可以是一個利益的考量

的重要因子之一，這是 OECD 他提出的比較具體的針對數位的發展還有環

保的規範，提到說關於競爭法的適用上、觀念上、實際運用上面可能會受

到的影響。 

當然他在數位的部分跟我們今天談的工業用紙也許比較沒有什麼直接

的關係因為他主要是針對市場的經濟市場失靈的部分，比較針對平台的經

濟，但是在永續發展的部分跟工業用紙就非常息息相關。特別是最近台灣

有在特別討論的碳費、歐盟的邊境調整碳關稅的成本，包括這些成本的提

高他影響了市場資源的分配會不會在未來市場的競爭也演變成重要納入考

量的因素，在競爭法的市場裡面也是我們今天要請教業界還有學界不同領

域的專家來給予我們指引。在數位化與環保時代下的工業紙業以北美、歐

盟、日本為例，在數位環保影響下有不同的規劃，但大致上可歸為共同的

結果，數位化科技導致傳統紙業減少，過往消費者對紙類的消費會移到數

位媒體、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會影響到文化用紙，在電商上反而增

加，在環保規範上三個地區都有受到越來越嚴格的環保規範的影響。 

日本造紙業也受到影響而減少，在環保規範上越來越增加，歐盟的產

業上也是。從這邊回頭來看在這個競爭法在這個時代裡面可以有什麼新思

維，競爭法跟永續發展之間像國際組織一直在問，競爭法是否應該將永續

發展應用在實際案例上面可否納入作為一個考量，是不是可以定義在競爭

法裡面的一個消費者福利，環境的永續發展是不是可以是他的福祉要素之

一。有很多學者提出贊成跟反對意見，有學者認為競爭法應該顧好傳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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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競爭，不是現在流行什麼就要將他納入競爭法的考慮，不管是 OECD 在

文獻中有提到這個議題，歐盟的競爭機關也提出實際討論與質疑，以下四

個為關鍵主題: 

(一)使用競爭法來促進環境永續性的商業行為是否有法律依據? 

做法的法律基礎在哪?呼應 OECD 在非競爭利益的保護上面是不是可以算

是一個公共利益的重要因素之一，從這邊來尋求法律上的基礎；永續性在

比如說競爭法的結合，結合審查上要考慮是否有促進永續性或環境改善的

因素，這個討論到後來或許看起來很遙遠但過去我們也看到說促進科技的

創新是不是促進創新這個因素，其實也在案例發展中慢慢的累積說這個因

素應該要在市場的利益或損害間納入考量，也許這還只是討論的階段但如

果隨著永續發展這樣的目標，對整體社會大家覺得越來越重要的時候這也

可能會變成競爭法上面慢慢累積成為大家未來案例會適用的重要因素之

一。 

(二)法規是否能促進環境永續性的商業行為 

包括商業合作，商業合作這些聯合行為的規範是不是可以有法律上的豁

免，那這個法律上的豁免其實在過去，類似一些遇到社會或經濟上需求在

競爭法上不是沒有，所以在促進幻境永續性的這些目的基礎上，競爭法上

是否可以豁免也是一個重要面向。回到剛剛公共利益的標準在競爭法一些

審查標準上因為促進永續發展來做一些變化，那消費者的福利是否應該把

現在想追求的永續發展納入考慮。那這些都是競爭機關歐盟裡面有討論到

幾個不同的層次，在不同國家間也提出不同協議，像希臘創建競爭法永續

性的沙盒，參與者可以在其中合作開展永續的商業項目採取一定程度的競

爭保護的措施。像是過去一直討論的，為了達成某些目標，例如永續發展

把現有法規標準排除適用、豁免，像希臘這個例子不是一個永久性豁免是

一個暫時性的、試驗性的豁免的狀態，讓競爭法在一般情況下能維持一樣

的標準，但在沙盒裡面可以維持促進永續發展的前提之下是否可以讓這些



123 

 

參與者可以在沙盒裡面就排除一定的競爭法的適用，呼應研究團隊就歐盟

其實有針對競爭法適用的標準是不是要納入永續利益的標準，或是法律的

適用上是不是要因應促進永續發展來做調整，來放寬或豁免的動作。在競

爭法其他案例裡，日本在競爭法跟永續發展中有一個案例，有沒有把永續

發展納入考慮也許就會產生在競爭機關這個部份產生不一樣的結果。日本

這個案例，市議會、居民團體還有零售商簽訂協議在該市內零售店銷售商

品時，將收取每袋 5 元的塑料購物袋提供費用，是否違反公平貿易法?由

於塑膠購物袋雖然常伴隨購買商品時使用，但本身並非零售商品所提供之

商品，僅屬次要服務。亦非購買商品時必不可少，協議要求需額外付 5 日

元目的合法，且未超出負擔能力。按照一般公平法未違法，將永續發展放

入理由構成，作為案件審視的理由。我們找到的相關案件並不是那麼多，

但如同剛剛跟各位先進所報告過的，我們現在看數位化跟永續環保的趨勢

所要做的研究不是過去已經有的案例，所共通的原則來檢討，而是看目前

趨勢，台灣工業用紙類為來會有的挑戰來做準備。 

(三)在電子化的部分 

團隊發現與其是在 OECD 提到的數位平台的經濟，在台灣產業比較大的影

響在於電商所用到的紙箱，或在工業用紙的產業在數位轉型的過程裡面可

能改以電子化的設備或強化電子商務的能力，在產業結構集中以及數位轉

型的趨勢下會存有一個聯合行為的誘因，這部分我等一下會請許律師來就

PChome 我們之前有找電商就紙箱的運用以及工業用紙的相關產業趨勢有

提供一些寶貴的意見，我會請他就這部分來做補充。 

(四)就競爭法跟永續發展這邊的矛盾跟衝突，如同剛報告過包括 OECD 還

有歐盟他們都在問這個問題，學者有提出是否永續發展要做成競爭法的考

量，這邊要強調同時發現很多反對意見，希望請教專家學者從產業界、學

界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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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對於我國工業用紙產業的產業特質，數位化與環保規範對產業影

響與未來發展，有無特別值得分享的觀察？ 

2.如果把數位化跟環保永續視為外部驅動的因素，是不是會對工業用

紙產業產生技術或商業模式的影響？ 

3.後續公平法的議題也請教法律界學者。 

在數位環保下剛提到的環保永續會產生一些競爭法是否要加入考量

或調整他的標準，數位轉型的部分會不會有數位行為在這邊需要特

別的去審視公平法在這個時代裡有什麼需要去調整，包括法律標準

或實際上執法案例在產業界我們有需要像歐盟像部分國家比如說希

臘有提出沙盒，在這方面台灣是不是有這需求，或目前還是未來式

的議題。目前就簡報先講到這邊，先請教在場先進有沒有對目前簡

報要提出一些問題。如果大家沒有問題，我先請許律師就產業界的

訪談做一個統整。 

許原浩律師: 

各位與會先進大家好我是許律師，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在這邊分享我們

的研究成果，剛剛有聽到江老師介紹相關的內容，那我這邊跟大家介紹一

下目前訪談的一些電商以及一些回收協會的會員的一些想法對於今天這個

議題。 

關於 PChome 在我們今天的環保以及數位化工業用紙時代下面的議題

他們比較涉及到的是包裝以及運送的紙箱，PCHOME 在電商裡面是對於

今天環保的議題是走比較快的一家，現在用的這個包裝紙箱除了使用回收

紙漿、提高紙箱密度、外觀維持紙漿原色的一般這個我們常聽到的綠色包

裝以外他重點是在強調他們適合性包裝大小，也就是說避免小盒大裝的情

況發生，所以 PChome 在這個部分設計了非常多的尺寸的部分的包裝下他

們跟我們透漏大概有三十幾款不同的大小，可以有效減少包裝紙包裝箱的

用量，PChome 也有跟我們提到是說國外其實現在非常多這種物流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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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企業他們在包裝的方面不是預先先做好固定的紙箱大小，而是先有出

現的商品以後再把相關的這個紙箱像包裝紙一樣的進行包裝所以可以完全

依照商品的尺寸來進行包裝箱，之後台灣是不是也會有廠商來跟進這樣的

做法，那可能會值得我們後續再繼續做觀察。那 PChome 再這個環保的部

分也有另外響應環保署的政策，來減少網購產生的一次性的包裝浪費，他

們的做法是跟郵局合作，利用保冰循環袋的方式來遞送包裹，消費者收到

這個保冰循環袋以後就把網購物品拿出來，把循環袋放回郵筒當中，免郵

資，透過與郵局的合作請郵局把這個循環袋送回 PChome 但是這樣的成效

確實他是有助於減少一次性的網購的包裝浪費，但這個成效實際上不如預

期，原因是 PChome 自己也有想過，可能這原因是因為當時他們設計這個

環保的循環袋可能設計的太美太精緻了，所以很多網購的消費者他們拿到

這個購物袋以後就沒有把他送回去，反而自己拿來做使用了，所以這個成

效不如預期，可能後續還要再想有什麼突破的方式可以來減少這種一次性

的網購浪費。 

那除了電商以外其實我們還有中華全民環保回收協會，他們也有跟我

們提供一些相關的一些想法跟一些討論的內容，那中華全民環保回收協會

他們在環保及回收下因為他們不是屬於大型的企業或協會所以大部分他們

成員的組成是比較多小的廠商，所以他們實際上還沒有針對環保以及數位

的這個議題來去實施任何的措施或策略，在最近這幾年，環保回收業者所

觀察到的面向是去年開始有很多的這個回收商，買回來的物資但處理商認

為不賺錢，所以就不去做一個收買的動作，所以導致現在回收物堆積如

山，那我們在研究報告也有講到要去處理這些環保回收廢棄物要避免違反

公平交易法的問題，很多不同的國家會透過競標的方式來達到市場競爭的

效果，那環保回收協會是認為現在目前台灣的這個競標的流程跟結果其實

問題不大，沒有出現到業者跟政府勾串、競標不公平或者遭受競標刁難、

競標金額太低導致利潤太低沒有人要做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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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這契約執行當中通常也是要完全依照機關當時簽訂的契約來做

執行，譬如說像這次疫情這麼重大的事件才會有這個調整契約的可能。我們

都知道 2018 有這個禁止洋垃圾的議題，當時環保協會是認為是說，大部分

進口洋垃圾都是大型的廠商，導致市場上有很多廢棄物導致這些原料因為

廢棄物價格變很低，但是卻造成回收垃圾的運費變得很高，因為市場的工作

量也變多了所以這個運費變高但是我們小廠商原料的價格變很低，那反而

會導致小廠商狀況不好，以上是簡單分別有電商以及環保回收協會來提供

給我們就針對數位以及環保時代下討論廢棄物以及工業用紙相關的內容，

再請各位老師、先進們做指教，謝謝。 

江雅綺副教授: 

    好謝謝許律師，那不知道楊教授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地方 

楊宗翰助理教授: 

謝謝江教授，各位與會先進大家好還有公平會的吳專員、各位專家學者

非常高興，我主要補充一下我覺得這個研究計畫是蠻先進的前瞻的一個研

究計畫，也蠻有挑戰性的，由於我是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我在這

報告裡面主要是談永續的這一塊的部分談比較多，那江老師是過去在數位

平台數位經濟方面的專家，那我們就做一個互補分工這樣子，那我是想要剛

好今天很榮幸有業界的同仁或朋友一起來與會，我們那時候有跟永豐餘的

同仁聯繫那剛好他是給了我黃董事長在台北論壇裡面有分享的內容，我覺

得很受啟發，我個人覺得很敬佩你好像是一個很有感情的人，是說台灣從日

治時期開始慢慢開始發展廢棄物的這些觀念，像永豐餘在再生能源跟循環

經濟裡面做的非常先進，像沼氣發電還有像是固態供應鏈，我們在研究團隊

的過程中對於像是永續，在正隆、榮成、永豐餘這些大的工業用紙產業的永

續或是數位化的研究的蠻多的可是我們比較困惑的是說，他可能後續的趨

勢怎麼跟這個公平法的議題做一個連結，因為有時候我們台灣走的蠻先進。 

像剛剛江老師報告那是我們參考比方歐盟在討論一些比較理論比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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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競爭法在比較新的時代是否要討論永續、促進社會科技這些的目的，因

為在其中審查的時候有委員提到說，公平法本來的立法目的就是對市場的

公平競爭做一個管制、市場經濟的維持，不要扯太遠到永續發展也變成他的

立法目的，那我們是打算把多元的觀點併成這樣，我只是想說剛好今天一方

面跟黃董事長這樣的業界先進致意之外，想要不知道從你們產業的角度去

預想一下他後面跟法律的關係，因為聽不到台灣業者的想法的話，只能從剛

剛江老師所報告的從美國或歐盟、日本這些先預想給公平會參考，不知道等

一下可以請業界的先進來跟我們分享一下比如說這些永續已經徹底的改變

了工業用紙的產業模式跟思維，還是只是我們以前常提像企業的一些 CSR

或 ESG 的作為，他不是說好像像國外一樣完全已經改變這個產業的型態特

質，這邊想請教你們這樣我們才有可能跟後面的公平法的議題會不會有一

些不當的聯合或競爭這種，才有可能做一些聯想。 

江雅綺副教授: 

RICHARD 你要注意一下時間。 

楊宗翰助理教授: 

那我就先講到這邊好了，那請大家補充謝謝。 

江雅綺副教授: 

謝謝楊老師的補充，那楊老師剛剛所提的在我們這個簡報裡面也是有一直

在強調永續發展這個做為公平法，不管是從執法的標準或是公共利益的考

量裡面或甚至是未來有一個競爭法的沙盒的這種型態，他在競爭法上面確

實是我們已經看到其他國家或其他競爭機關有在討論這個事情有實際上的

案例，那台灣確實是還沒有，所以當初委託單位想要我們做產業的訪談，也

就是剛楊老師有提到說我們一定是需要產業界寶貴的意見，今天剛好我們

有看到座談會的順序依據大家回覆的先後，先請黃董事長來跟我們指點。 

黃鯤雄董事長: 

OK 謝謝江教授、楊老師，那我直接來回答。講到包裝紙，其實這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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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他基本上分兩塊一個是國際行銷另一個就是國內的，我們常看到是國內

的這個部分，可是跟國際供應鏈接軌的其實也蠻大一部分，特別是跟電子業

接上蘋果供應鏈，所以這一塊他必須很透明，因為在很多情況下要報碳足跡

所以在呈現碳足跡的時候他一定會數位化，才容易追蹤，才容易被國際第三

認證實地來檢查實際碳足跡是否正確，所以我想這一塊有跟上國際，這是我

們在國際行銷。 

剛講到歐盟很早從京都議定書 1997 到 2005 年正式開始在歐洲做實驗

的時候，到過去這幾年我們台灣從事國際行銷的公司都在注意這些事情，因

此剛主要講到的是說歐盟、日本，我們做他們國家的生意自然會去了解他的

一些法規的制定，造紙這塊去到歐盟並沒有要抽邊境碳稅，他開始是要的後

來經過歐洲造紙協會因為他們定關稅多少是依產業別，不同產業定不同的

邊境關稅，所以說因為歐洲在某些程度對我們還蠻重要的，因此我們造紙業

會去關心也會去參與歐洲制定的過程，因為我們的客戶也就是歐洲的造紙

業，假如我們的邊境關稅高的話對我們的客戶也不利，所以因此他們會比較

說我們在台灣我們的碳足跡跟他們歐洲造紙業的碳足跡差多少，那剛好台

灣的碳足跡並沒有比歐洲高，假如我們比他們高很多的話，那很自然我們就

會成為他要加邊境關稅的一個產業。 

回到剛剛講的另外一部份也就是內銷，很多紙盒、工業用紙用在本土的

話那當然這一塊比較混亂，因為他這個進口的量占相當大的比例，我現在暫

時離開不講包裝盒講便當盒，便當盒算工業用紙一部分但 90%以上都不是

台灣做的，都是進口的，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子呢，最主要是我們在台灣做便

當盒要加 5%的環保稅，我進口的話不需要，所以當我們在談要不要加碳稅

的時候，最主要不是擔心碳稅要加多少，最擔心的是大家是不是公平，假如

都在公平的基礎上那無所謂，我們最擔心的是對本土的製造業加了關稅，但

對進口的不加碳稅，那會造成進口的紙會有成本上的優勢，對本土製造者不

公平。但去到國外，我們擔心的是在台灣繳的碳稅到國外他是不是承認，所



129 

 

以這對造紙業遲早會是一個議題，就是說我在台灣繳了稅到歐洲他算不算，

他算與不算到歐洲回到方法學跟方法論，就是說我們在治理碳稅、在繳碳稅

這個過程是不是在國際承認，所以說對公平我的回應是如此。 

但至於說循環經濟，我本人也是造紙公會理事長曾經去日本名古屋去

參觀日本造紙是怎麼做的，那名古屋那個地方呢他是整個社會，我們剛提到

說 ESG 社會跟我們產業在 ESG 這個議題上是一體的，我在名古屋看到日本

小朋友去上學的時候背著書包裡面還有個袋子，袋裡是家裡的雜誌、報紙，

另一個袋子是筷子還有一些可以回收的木頭，他帶到學校去交給學校老師，

老師把可以回收的紙集中在一起交給了造紙廠，然後回饋給學校需要的影

印紙由企業來承擔，包括獎學金。免洗筷的部分經過學校給造紙廠他拿去造

漿、造紙，形成一個 EAG 的共同體，所以我覺得台灣業界可以創造這樣的

生態。 

謝世平秘書長: 

我補充一下意見，我們一年年產量 436 萬公噸，分成紙與紙板，所謂的

紙板包含工業用紙、紙盒等，不是文化用紙、家庭用紙之外的我們就是把他

放在紙板，這題目與我們目前產業發展非常關鍵，目前紙板產量占超過八

成，其中紙板中的工業用紙占最大量，產量可到 260 萬公噸。許律師提到

2018 年洋垃圾，在循環經濟部分廢紙稱為回收紙，目前大宗上廢紙作為原

料就是工業用紙，一年收購量大概是 260 萬公噸，那國際的採買是 130 萬

公噸，也就是說國內國外相比採購量是 2:1，洋垃圾比較像是被炒作，在商

言商，收國外的回收紙因為國內一直在循環，纖維已經不夠了，需要國外以

木漿為原料，強化纖維硬度，所以其實這幾年已經在對外溝通沒有洋垃圾這

件事，因為即便是廢棄物只要他可以分類的清楚，基本上他就叫資源。 

剛主持人簡報中有提到一個百分比，工業用紙中的百分比，老師提到榮

成是百分之百是生產工業用紙、永豐餘是百分之 43、正隆介於兩個之間，

那其實以我目前國內來看，百分比以公會來看如果要公平不會用這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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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多少在做這個產品，而是他在市場中的狀況或生產量的狀況，如果邊

界框在台灣，最大應該是正隆、第二大應該是榮成跟永豐餘差不了太多，正

隆可以到達 100%左右，其他是另外兩家，另外兩家基本上有外銷，動能必

須往外走。我只是補充一下，我去看的方面。 

另外就是我要補充一下剛有提到 10 年前的案例，三大廠的聯合競爭，

數位化跟永續發展是否可以作為外部驅動力，工業用紙的原料就是廢紙，所

以永續這件事在產程上面就已經是了，下一個問題才會說永續這件事，我目

前看起來短程還是依據國際，節能減碳、碳關稅，從環保上面看不會從競爭

法上來看，我們目前職場上來看著重在後年要徵收的碳費甚至 2026 在歐洲

做的碳邊境的部分，都是我們職場上比較關心的。如果供應鏈跟著蘋果，我

們這產業是跟著客戶走，所以不管怎樣要跟著這條遊戲規則繼續下去。所以

永續有很多市場條件，回來講永續的另一個議題，上下游有沒有辦法規範，

目前三大廠有沒有辦法對供應商，幫助他們設備上的數位化也就是減收上

面如果未來可以從人工走到機器，我們比較在意品質，畢竟人工很有機會被

取代，永續跟數位不會是兩個議題，我們回收的供應商應該是合併在一起

的。 

江雅綺副教授: 

我先整合一下黃董事長所說的，碳足跡數位化、國內國外的造紙業應該

一律公平、包括未來對社會 ESG 整體永續的期許。那秘書長有提到說永續

跟數位這其實是同一個議題，或許很多規範還沒有到公平法這個層級但我

想這是未來想請教各位的。 

彭元興教授： 

大家好，我想因為事先沒有收到簡報無從知道要討論什麼，第一個在造

紙業在我們加入 WTO 的時候，造紙業是我們第一個被關稅犧牲的產業，我

們對東南亞出口需要關稅，但他們進來台灣是不需要關稅的。紙類是國內目

前循環經濟的一個很好的典範，特別是工業用紙，我們用百分之９０幾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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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是廢紙，這邊我要說的是洋垃圾的問題，以往我們的產業是產業需求多、

廢紙供應少所以廢紙商對廢紙分類不是很在意因為是需求大於供給，但在

洋垃圾以後國外廢紙價格明顯下降，所以國內進口量可以要求回收商要提

高廢紙的品質，所以在這個時候廢紙商業逐漸轉型，必須要分類，從整體數

據來看洋垃圾以前我們造紙廠的得利在 80-85 左右，可是洋垃圾後要求造

紙廠分類，事實上我們的得利相對提高 3-5%，給大家參考。造紙廠經過 40

年的努力，這些本來是社會要處理的事，但進入造紙廠變成造紙廠要處理的

事，要處理民生廢棄物，已經達到有機固體廢棄物零排放是一個相當好的循

環經濟的一個典範。另一個是數位化與環保永續是同一個問題，從數位化來

看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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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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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目前的目標。 

江雅綺副教授: 

非常謝謝彭教授不論是就理論上或實際上的情況，造紙業從 WTO 到

現在涉及很多不公平的問題，也提到永續和數位在造紙產業可能是同一個

問題，接下來請顏教授。 

顏廷棟教授： 

各位先進大家好，這個研究議題很有前瞻性，雖然案例沒有很多但目前

重點在於數位與永續議題，還有包括競爭法與工業用紙。數位跟環保跟工業

用紙在競爭市場的問題。現在數位這東西雖然工業用紙是傳統產業，但現在

社會數位化，目前國內廢紙來源靠回收，所以國內回收部分回收率多少，需

求面與供給面又是多少，紙漿價格變動也會影響、航運也是，導致國內工業

用紙供不應求，就數據分析回收、國外走向是個不可避免的走勢。我們上游

的廠商為了永續發展會幫中下游建立數位平台。數位平台已經變成一個交

易因子。環保議題，國內紙漿主要靠廢紙回收，主要有滿足國內需求，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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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跟環保相對應，回收部分牽扯到碳排放，1997 京都議定書簽訂後，歐盟

在 2002 年有規定六個產業的碳排放交易的規定，包含能源、鋼鐵、造紙也

在裡面，碳排放交易限制一定影響這個產業，環保議題跟競爭法到底有什麼

關係。 

我想除了剛剛講的永續經營應該有更貼切的，像日本在京都議定書簽

完後大概是 2000 年他們馬上制定循環型社會基本法，加強回收，日本公平

會為了配合基本法在平成 13 年也就是 2001 年也做了一個回收的共同行為

適用交易法指針。這牽扯到我們造紙業在做廢紙回收甚至不限於造紙業，像

石化產業在做回收時，如果為了降低回收成本，這些事業需要做一個共同行

為，你做這個共同行為需要去牴觸到不當交易限制，也就是聯合行為，有可

能變成獨占系統，有沒有可能變成濫用交易市場地位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是

直接跟環保、造紙有直接關係的，最近一次修正是在平成２２年，裡面為了

因應碳排放量促進整個回收產業，甚麼樣情況會違反競爭法、甚麼情況不

會，他們做了一個規範，時間關係無法去明說，主要分成幾個大部分，一個

就是我們怎麼去建構一個完善的系統，包括了上游製造商去從回收面去做

一個市場，有哪些行為會觸犯獨占機制；再從下游面(回收市場)這個團體如

果做了一個內規，有沒有合理性，此外很多個別行為為了達成目標所訂的事

項、共同管理細則、自己制定回收辦法等會不會違反獨占市場，都做了規範。 

回歸公平法，就數位來講，已經會影響市場競爭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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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數位這時代如果這時候可以掌控一些流量是否為一致性行為，這是直接

證據還是間接證據，研究團隊應進一步研究。建置系統，若上游對中下游建

立這種依賴的建置系統，是否有公平法 25 條所謂優勢地位濫用問題。環保

與數位是可以結合的，包括回收市場可以是單獨市場公平會也懲處過回收

市場，日本已經再環保市場努力很久，跟他們社會有很大關係，將來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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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社會意識能走到那程度，或許未來能制定相關規定。 

江雅綺副教授： 

非常感謝顏老師給我們的寶貴意見，尤其是日本的 GUIDELINE 我剛

有趣查了一下確實有看到日本就廢水廢紙所提供新的規則，包括數位也是

當時團隊在思考是否造成壟斷或數位競爭的行為。是否有跟工業用紙結合

在一起的公平法的議題，可以跟產業界的先進來探討說是不是實際上會有

這樣資料集中或涉及到聯合行為的狀態。 

劉姿汝副教授： 

大家好，剛才接續顏教授的講解，日本公平會對回收相關的政策，我個

人想法是今天研究的議題是工業用紙，所以像環保或其他議題跟競爭法之

間的關係有像顏教授所說 GUIDELINE 部份的進行，但針對工業用紙這一

塊他到底跟我們之前的公平法規範兩個部份，限制競爭跟不公平競爭，我們

目前應該要更了解工業用紙的市場以及市場內的事業，對他們來說有那些

會觸及到目前公平法所規範的限制競爭跟不公平競爭行為。如果是在事業

進行結合的時候，我們要考量限制競爭的不利益跟整體競爭的利益，正向的

部份可能可以帶入永續經營的部份，可是其他例如聯合行為、濫用獨占率、

限制轉售價格這些區塊如果我們想要去用永續經營為理由來豁免公平法的

適用，他的正當性會是在哪裡。 

這幾年出版業有在討論書籍是否可以限制轉售價格，因為數位化的時

代，日本有在做且已經很多年了。簡單結論目前工業用紙這個產業到底會觸

及到我們公平法的哪一塊，需要以永續經營為理由來豁免公平法是哪部份，

以聯合行為來說，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可以申請許可的聯合行為有八大類

型，如果有正當性等理由可能可以走這一塊。另外剛主持人簡報中日本超商

收 5 塊錢塑膠袋案件，日本從平成 14 年也就是 2002 年一直以來都有零星

地方縣市問公平會這樣有沒有違反獨占禁止法，日本公平會的說法是基本

上不會直接違法，因為這些超商賣的是商品不是垃圾袋，是購物時的附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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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沒有直接觸及競爭的議題，接下來是公益的部分，收 5 塊錢是為了抑制

塑膠袋的使用量，所以第一個他不是在販售商品，只是販售商品的附屬部

分；再來就是他也沒有強迫你非得購買不可，所以消費者有選擇性。日本政

府最近希望不再是地方政府自己做決定，而是全國性的走購物袋付費的部

分，日本公平會認為此行為跟競爭沒有直接關係。先簡單講到這邊謝謝。 

江雅綺副教授： 

謝謝劉教授從日本法觀點做補充，我們簡報中從永續發展能不能做一

個利大於弊的考量，還有聯合行為是否能在有利永續行為中是否可以放寬

標準。在討論日本案例時，公平會其實在這個處分中有意識到這是有利永續

發展與環保的公益，算是有把這些因素納入競爭法中呢？ 

劉姿汝副教授： 

日本這個公平會其實不是直接的處分，而是他們有來詢問日本的公平

會，那公平會給這樣的解答，他其實沒有直接把他跟公益結合在一起，他只

是講一個比較具體的連結是他跟競爭沒有直接關係，因為他把塑膠袋跟商

品畫成分開來看時會覺得超商賣的是商品，而他沒有把塑膠袋看成是販售

給消費者的商品，所以他才能把他做這樣子的切割，既然這個切割可以成立

的話就會覺得說他沒有直接影響到競爭。但在解說中有用到公共利益的用

語，這樣的限制有這個部分的目的存在。 

江雅綺副教授： 

非常感謝劉教授的指引，我們之後要把這個加上去還蠻重要的，那我們

接下來交給劉教授 

郭迺鋒副教授： 

主持人還有各位專家學者大家晚安，先對焦一下現在的主題數位與環

保時代之工業用紙發展現況與競爭規範，因為正隆剛好在上上個月提出一

個公司的願景，叫做 SMART 四智，第一個 S 是指資源減用、低碳加值，第

二個 M 是轉廢為能，第三個 A 是 AI 數位轉型，第四個 R 是回收再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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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所以在目前永續發展或永續指標底下公平會好像有一點想把這

個帽子戴在頭上的話以聯合國 SDGS 有 17 個目標裡面有一點是貧窮，以剛

剛日本的例子中其中一個理由是五塊錢負擔不高，他已經在考量這種負擔

性所以每一個公平會都在變型，都會想擴充他所關懷的社會面向，美國也

是，公平會這幾年一直都想踏出去，但這一踏會踏到環保署會碰到經濟部，

其實他們都各有其管轄，以正隆來看，這個大帽子就數位與環保的轉型，就

在他的產銷製能上面而已，我們用正隆因為他是廠商，而且正隆已經占了三

家市場的一半以上，其實這個產業的規模經濟是非常強的，數位轉型也是規

模經濟非常強的，現在就是說可能是別人的數位轉型會影響到這個產業，不

利的時候他的規模經濟就萎縮了，三家一起漲價的平行行為就會出現，他不

是聯合行為，尤其是在目前這種混亂的情形底下，因為會有報紙報導好像有

幾家都在一起漲價的行為，但與 10 年前可能是大異其趣的，雖然要一起做，

但沒有一件事是省錢的，尤其是其他產業的數位化，不再用紙，紙漿紙、工

業用紙自給率大概是 8 成，他的輸出大概只有 3 成，輸入大概 2 成，影響

國內程度高。 

他們在產業內感應係數，如何受別人影響；敏感係數，如何影響別人，

都是高的。產值跟附加價值占比都不高，但是高感應高敏感的。其實平行行

為是比較多的，從產業的角度。公平會曾在 10 前就很關注產業關聯，去看

紙業是高感應高敏感。以現在立法太急，永續這件事環保署已經管了，公平

會這邊價格一定會漲，可以把環保做好，都想循環經濟但他價格一定要有足

夠空間，不然會跟環保產生衝突。 

國內分析，以 LCA 方法論，以我的觀察公平會若真的要從環保或永續

的角度切入，就工具上是不足的，例如碳足跡，應該要先充足好經濟工具，

再考慮立法是比較好的。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江雅綺副教授： 

非常感謝郭老師跟我們提出特別是在執法上具體可以循序漸進的方向，



136 

 

向過去幾年我們唯一重要的例子就是聯合行為這件事，因為產業狀態發生

了變化，所以一致性行為的標準在未來數位化工業用紙的產業需再考慮一

下，以免錯殺。 

郭迺鋒副教授： 

數位化、環保永續視為外部驅動因素，可能對工業用紙外部影響很大，

也是要考量的。 

江雅綺副教授： 

剛剛公平會的代表是不是有意見要給我們指導，那如果與會先進目前

沒有要發言，那我是不是先請教一下業界先進一些問題。因為剛其實學者專

家都有提到在數位轉型影響，資料分配與共用可能在產業界更容易造成聯

合行為，這需要重新調整標準，想請問董事長或秘書長產業界的數位化是否

有達到資料這件事非常重要的 

黃鯤雄董事長: 

主持人我先開頭一下，我們要回到這個工業用紙的供應鏈，往前看是市

場，往後看是回收業，工業用紙的原料 95%是來自廢棄物的，回收紙的效

率在全世界的排名是很高的，因為他歷史悠久，在日本人時代就有，延續一

路走來系統很完整，一項是數位化，他的分類，對不同市場有不同的管制，

在造紙公會都有數位化的資料，甚至會跟東北亞交換資料，互相學習。 

回到市場，數位化跟碳足跡的計算是進入市場的競爭力，所以不管國內

政策如何，業界的客戶都是國際品牌大廠，即使是在越南製造，碳足跡等等

一路追蹤的智慧標籤，與公平會無關，他關心的是國內，但造紙廠進到國內

不是直接進去，而是透過另一個產業、特殊包裝業再去到後段使用產業，那

段資訊牽扯到競爭，那是另一個產業不在今天的討論。 

謝世平秘書長： 

就市場來看，自由經濟市場各家能分享的數位化角度並不是很多，各家

發展不同，比如說輔導供應鏈，各家都有自己的系統，並沒有互相交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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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有趣的問題，供應鏈甚至說不在價格，是在傳產上的潛規則，我們這

產業比較像母雞帶小雞，比如說我客戶端給我的要求後我往下面去發配，比

較沒有橫向的關聯。像剛剛理事長講的確在碳足跡，跟商業行為比較無關的

話題，大家腳步會比較一致這是我所看到的。 

江雅綺副教授： 

非常感謝黃董事長跟謝秘書長的補充，其實黃董事長有提到我們可以

跟造紙公會請教他們的資料，我想接下來呼應剛剛顏老師所提出的，想請教

顏老師說的像是這個體系，2001 年日本他有做一些相關的鼓勵回收的法律。 

顏廷棟教授： 

對，最近日本公平會蠻國際化的，還有數位平台對消費者提供個人情

報，優勢地位濫用的問題，各廠商都有自己的供應鏈，這個議題把他數位化

的話每一個造紙業都有自己的供應鏈，彼此間都有競爭，如果去交換訊息構

成聯合行為，可能性比較低。相對的日本在產業調查時，若一個產業的上下

游數位依賴性太重，本來剛開始是輔導，後來幫他建製各種系統，最後供需

都仰賴於他，不排除上游產業對下游產業提出不利益交易條件，也可能包括

20 條第五款限制交易活動為條件，這是日本 GUIDELINE 在數位跟環保這

個概念與研究團隊比較有相關的。 

江雅綺副教授： 

非常謝謝顏教授，剛剛彭老師有提到沒有提到完整報告給各位先進，因

為還沒定案我們會再修正定版的期末報告給線上的與會各位專家學者，請

各位再給我們指證，最後我想是不是請吳信德先生，您有甚麼要垂詢指證的

地方。 

公平會長官吳信德： 

垂詢指證不敢，但是我聽各位業界先進跟老師們發表的內容，期末報告

值得令人期待，比期中報告聚焦很多，我就其中公平會可能會比較感興趣的

部分提出來，因為這題目比較前瞻性。剛許律師有提到像是 PChome 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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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這個綠色包裝還有一些像循環袋，有對應環保先進的措施，我是在想有沒

有可能 PChome 是個很大的電商，是個工業用紙很大的下游客戶，有沒有

因應很多環保法規，反而去垂直影響到上游的營業行為。也有聽到我們業者

很辛苦去跟上歐盟的碳足跡的法規，不曉得如果其他業者沒有跟上，會不會

跑的比較快的業者比較有影響力，會不會工業用紙業者都跑很快跟上國外

腳步，那會不會回過頭來影響到國內上下游的業者，一樣是垂直方面的影響

議題，像剛剛謝秘書長有提到，永續議題上下游一條鞭的議題，數位減縮的

關鍵、在一些機具工具對上下游的影響。 

然後剛剛郭老師有提到，數位化的部分，數位化比較強的業者也會回過

頭影響，還有大數據的水平上的影響。也期待期末報告能更聚焦工業用紙在

數位化環保議題，一些預擬性的建議。最後提醒一下，可能我們公平法還沒

那麼偉大，會去追求到永續環保，當然公共利益很有意思，但我相信現在執

法可能沒有要討論到那麼深入，以上大概是這樣建議，辛苦各位。 

江雅綺副教授： 

謝謝吳先生的重點整理，各位還有沒有要指證，之後會把定版的期末報

告傳給各位再請大家指證。然後 10 號還會跟謝秘書長有個訪談會再去打擾

您這樣，非常謝謝今天大家在線上參與這各座談，這也是一個數位化的展

現，那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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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PChome 網路家庭訪談記要 

一、時間：2021 年 10 月 29 日(五) 14:00 

二、參與人員： 

PChome 網路家庭團隊：盧○○、戴○○ 

計畫主持人 江雅綺 

協同主持人 楊宗翰 

兼任助理研究員 許原浩 

兼任助理研究員 王政凱 

三、訪談紀要 

Q1 研究團隊：以下訪談皆會呈現於本研究報告內容中，請問您是否同意？ 

   PChome 團隊：同意。 

Q2 研究團隊：可否請您分享，數位時代下很多公司都在進行數位轉型，

PChome 是否有相關措施或策略？ 

PChome 團隊：我們從創立的第一天就是電商公司，所以我們從一開始

就在做數位轉型，比較不會有傳統零售業遇到的陣痛期。我們雖然一開

始是網路公司，但面對的消費者及環境本身仍然以實體為主。PChome

從 2000 年開始成立電商，因為網購有 7 天猶豫期的規定，從而貨物賣

給消費者也需伴隨法律條文，導致發票無法隨同商品一起寄送出去。然

而，7 天猶豫期經過後，還是必須將發票等東西補寄給消費者，導致產

生很多紙張、郵寄成本。 

因此，我們在 2005 年的時候，就開始與財政部合作，很早期就在進行

統一發票電子化。值得注意的是，發票電子化與現在的 E 化不一樣，我

們發票是用電子方式提供給消費者。如果消費者注意的話，可以發現我

們的訂單後面有發票圖樣。我們是 2005 年就在做這件事情，到現在一

年可以節省 1,400 萬張的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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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PChome 公司內部所有文書處理都在進行數位轉型，不論是對消

費者的 CRM 系統，企業內部自己的系統、抑或是文書處理系統等，都

是朝向電子化，甚至於我們會鼓勵同仁少用紙本文件，而盡量選擇電子

化。 

Q3 研究團隊：在數位化時代，電子商務盛行，消費者對於紙板、紙箱等包

裝需求是否受到影響？ PChome 是我國龍頭電商平台，在紙板、紙箱等

供需及產業管理(management)方面，對於工業用紙或電商產業可能產生

之衝擊為何？ 

PChome 團隊：消費者對於紙箱的需求，體現在消費者如果收到小商品

包裝在不合適尺寸的大箱子內，消費者對此往往相當抗拒。PChome 很

早期就發現此問題，我們是國內第一家自己運營倉庫的電商；簡言之，

貨物會從倉庫中直接出貨給消費者。 

因此，我們可以較有效掌握商品的尺寸。舉例而言，消費者如購買長、

扁平的產品，我們會提供較長的紙箱；如果消費者只是購買一個 iPhone，

就會是置入較小的紙箱；如果消費者購買大型清潔用品，需承重度較高，

又或是貓砂，則我們會置入較堅固、大型的箱子。 

目前 PChome 內部共設計 31 款不同大小的紙箱，俾因應消費者的需求，

不僅能滿足消費者的期待，也能進而與其他電商形成服務差異化。此外，

紙箱大小最適化亦較符合環保等需求。 

Q4 研究團隊：紙箱大小最適化是 PChome 綠色營運的亮點，也提到說

PChome 用了非常多的環保紙箱、環保包材、環保膠帶，請問 PChome

如何決定紙箱、包材供應商，有沒有因為環保的考量，故加強對於供應

商環保要求？ 

PChome 團隊：我們有遵守環保署政策，並密切注意網購包材的相關規

範和政策指標。市場上有不少包材、紙箱廠商，我們會從中挑選符合法

規的廠商作為供應商，以盡可能符合環保署政策與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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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研究團隊：綠色購物計畫當中有提到，包裝平均減少 11%碳排放量，每

年減少 337萬棵樹木的砍伐，並以環保紙箱取代舊有箱款，請問 PChome

的新舊款包裝紙箱有何差異？ 

PChome 團隊：舉例而言，PChome 舊有的箱款有上一層特殊漆，但是

在 2018 年到 2019 年間，為因應環保政策，PChome 即更換新款紙箱並

且採用原色。一方面紙箱的塗漆符合環保署規定，另一方面亦大幅降低

危害環境的風險。此外，搭配 PChome 公司的內部大數據系統，在貨物

進倉時，公司內部系統會計算該筆訂單貨物的最適紙箱品項。簡言之，

PChome 公司運用完善的資訊系統，並藉此輔助同仁於包裝時，能選擇

最適大小的紙箱。 

Q6 研究團隊：綠色環保購物計畫對電商產業可能產生的衝擊?其他同業是

不是也有採用類似環保紙箱？ 

PChome 團隊：以台灣大型電商來說，PChome 應該是環保議題及實踐

上的領先行者。我們和環保署在內的主管機關緊密合作，並且也持續追

蹤相關的環抱趨勢、政策規範與產業脈動。此外，我們注意到其他同業

近年也陸續採用環保紙箱等方式。 

Q7 研究團隊：在那些地方與環保署合作？ 

PChome 團隊：以網購包裝減量為例，環保署在前幾年推行網購減量包

裝指引，希望要網購相關業者能重視環保。PChome 先前就「包裝」的

首要目標，是確保能有穩固的包裝，以避免商品運送過程中遭受損耗，

並使消費者能在收件時收到安全、穩定的商品。在此原則下，過去電商

平台等網購業者，有時候難免會多貼幾層膠帶，以確保運送過程中的安

全性。 

然而，環保署推行網購包裝指引後，PChome 很迅速地配合新政策，我

們目前有明訂膠帶的用量，甚至黏封方式(例如 H 型)或是黏封長度等細

節規定，以期最大程度符合環保規範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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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研究團隊：在數位化時代，從電商平台的角度觀察，交易資訊是否相對

透明、抑或更為隱蔽？對掌握市場與業界動態有無幫助?對降低上、下游

交易成本有無幫助？ 

PChome 團隊：從我們角度觀察，電商交易資訊相對透明。舉例而言，

消費者過去在零售業等實體通路，如果要確認產品價格，往往必須親自

前往通路確認。相對而言，消費者現在可以輕易在 PChome 網路平台輸

入商品，即可立即取得產品價格及產品相關資訊。 

在電商平台的通路，消費者往往是最大受益者，可以迅速取得商品資訊、

即時獲得商品疑慮之答復。再者，電商平台的供應商，也能迅速理解競

爭對手的商品差異性。因此，我們認為電商平台商品資訊的透明化，有

助於降低上、下游交易成本，且對所有市場參與者均互蒙其利。 

Q9 研究團隊：可否請您分享：總的來說，在國際環保趨勢和政策加速進行

之下，從電商平台角度觀察，我國工業用紙業者或整體產業，將會面臨

什麼樣的市場變化與挑戰？ 

PChome 團隊：早期我國電商業者的紙箱規格往往很固定(僅有兩、三種

選項)，出貨的時候只能挑選大型紙箱或小型紙箱來包裝產品；此種方

式往往造成商品跟紙箱尺寸不適合。 

我們注意到近年的變化趨勢，其他電商業者也逐漸採用類似 PChome 推

行的紙箱大小最適化。PChome 目前的紙箱規格共有 31 款，應該是台

灣目前電商業者中採用最多紙箱尺寸的業者。舉例而言，如果消費者在

PChome 採購掃把或拖把，我們會提供長尺寸的紙箱；如果是採購手機

或餅乾，我們會採用較小尺寸的紙箱。 

此外，我們也持續關注國外電商業者的紙箱包裝策略，並可能加以改良

及借鏡，作為我們下一階段的工作目標。舉例而言，有部分國外電商業

者是先有消費者下單的商品後，再像包裝紙一樣將商品用紙箱包裝起，

而不是先訂購各種不同大小的紙箱，再將產品置入最適大小的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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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電商業者多半是透過商品銷售經驗，預判每一季會較常採用哪一種

款式的紙箱，再下單請工業用紙業者多生產該款式的紙箱；而工業用紙

業者也需要自行預判電商業者的需求，來制定生產計劃。 

未來台灣如果「先有商品、再為包裝」的客製化包裝技術日趨成熟，預

期這將會是嶄新的商業模式。此種商業模式的優勢在於，可以將電商與

工業用紙業者的需求盡可能對接、滿足消費者對包裝大小最適化的期待，

也能盡可能符合環保政策、友善環境等趨勢。 

Q10 研究團隊：PChome 是不是有鼓勵消費者在購買多個商品的情況下，

盡量採用合併出貨的方式來減少紙箱用量？ 

PChome 團隊：這是 PChome 的新改變。過去 PChome 希望可以併箱出

貨，但由於消費者對同一訂單中希望收受商品的時序不一(部分商品希

望盡早收到)，所以 PChome 將併箱的決定權交給消費者，讓消費者自

己選擇是否要併箱。 

Q11 研究團隊：可否分享環保時代及數位時代下，國內電商將會面臨甚麼

變化跟挑戰？ 

PChome 團隊：如前述，我們注意到部分國外電商業者逐漸運用新的商

品包裝技術。但由於台灣客製化的包裝技術尚未成熟，故目前台灣的電

商業者並未推行。 

此外，跨境電商業者最重要的癥結點往往發生在運送環節。因為跨境運

送費用較高，且往往不像台灣只算包裹重量，包裹體積(材積)等也會影

響運送成本。舉例而言，台灣消費者如果在境外電商購買商品，境外電

商業者考量到材積等運送成本，消費者往往收到商品都是包裹得密密麻

麻。所以如何引進新的包裝技術，對於 PChome 及台灣電商業者未來發

展跨境電商業務，將是重要的議題與挑戰。 

Q12 研究團隊：PChome 2020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中提及，PChome 於

2019 年啟動「綠色購物計畫」，包括「綠購包裝」、「綠購運輸」、「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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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倉儲」、「綠購金流」等面相，以期建立綠色電商典範。可否請您分

享：各國紛紛提出最新環保政策、消費者環保意識下，PChome 前述「綠

色購物計畫」及其他針對環保的因應措施與策略為何？PChome 的「綠

購包裝」政策(如環保紙箱、包裝大小最適化機制、回收包裝政策等)，

是否可能影響台灣上、中、下游的工業用紙廠商或製程？ 

PChome 團隊：以現行台灣電商市場及參與者的市占率評估，我們認為

包括 PChome 在內的任何一家電商，都沒有辦法去影響市場上工業用紙

的價格或是供需。由於台灣現行電商市場並沒有絕對市場優勢的獨占廠

商，故並沒有任何個別廠商能影響到整體工業用紙產業。 

由於電商是面對消費者的產業，跟消費者唯一的實體接觸就是當消費者

收到包裹的那一刻，故 PChome 希望消費者收到包裹的時候是開心、舒

服的，所以 PChome 會盡量在包裝的外觀保持乾淨、包裝大小最適化，

使消費者不會感覺浪費資源。PChome近年來亦積極配合環保署等政策，

我們也注意到環保逐漸受到消費者重視，故我們在包裝最適化等做了相

當努力與改善。 

至於我們對於紙箱的需求，我們評估並不至於對工業用紙產業產生垂直

影響。由於紙箱對電商業者而言是必需品，故 PChome 與每家紙箱廠商

的業務亦屬常態。再者，台灣較有規模的工業用紙廠商，主要就是永豐

餘與正隆等業者，與 PChome 都由長期業務往來，對於電商業者季節性

的紙箱用量，這些工業用紙廠商業者也都是很早進行預估、產製，因此

亦不會去影響到工業用紙的供需。 

Q13 研究團隊：PChome 目前的市占率是多少？ 

PChome 團隊：這個問題說不準，因為現在並無一個單位可以知道市場

的母數為多少。PChome 近年的年營收大約是新台幣 400 億元至 500 億

元間。 

Q14 研究團隊：PChome 除了注重紙箱的品質，對於後端使用後的紙箱，是



145 

 

否有特別的回收策？ 

PChome 團隊：PChome 去年有參與「循環袋」的試驗計畫。我們挑選

特定的商品用循環袋包裝，消費者拿到商品以後，再將循環袋保持乾淨、

折疊後放入郵筒。藉由跟郵局合作，郵局會將收到的循環袋送還給

PChome，消毒後再為使用。 

此計畫去年試驗過一段時間，但範圍並不大。台灣目前沒有電商業者推

行出大規模的回收計畫，可能的原因是回收成本非常高，除了額外的物

流費用，還包括消毒、部分消費者仍會介意二次使用的包裝(以及包裝

內的商品品質)，甚至有包裝袋回收點等問題。 

基於上述理由，現階段我們能作到的是加強紙箱的強韌度。PChome 在

符合環保的要求下已加強紙箱強度，增加消費者誘因重複使用網購紙箱，

以提升我們紙箱的再次利用性。 

Q15 研究團隊：請問是否有向紙箱製造廠商說明需求嗎?網購紙箱是否是由

PChome 團隊自行設計？ 

PChome 團隊：網購紙箱並非由紙箱製造廠商設計。我們共設計了 31 種

不同款式、大小的紙箱，圖樣亦是 PChome 設計，而且重視紙箱的牢固

度、強韌度，以期消費者能夠重複使用紙箱。 

Q16 研究團隊：美國、歐盟等競爭法執法機關，對於電商平台的執法有越

趨嚴格的趨勢，主管機關是否對貴公司提出具體限制措施？ 

PChome 團隊：台灣的網路與電商產業並不如美國、歐盟等電商業者強

勢。例如台灣並沒有本土的搜尋引擎或入口網站，普遍使用 Google 瀏

覽器、信箱、YouTube 等。舉例而言，我們要投放廣告時，大部分網路

廣告的預算都是在 Facebook 臉書，因為台灣的主要受眾是臉書用戶。 

詳言之，歐美市場的 Google、臉書、Amazon，或是中國大陸的淘寶等，

確實有托拉斯與市場壟斷的疑慮，但是台灣的電商業者應該沒有這種壟

斷疑慮，事實上，也沒有任何一家台灣的電商業者具有歐美電商或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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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擘的規模與壟斷力量。 

Q17 研究團隊：PChome 的跨境電商服務，紙箱是從台灣運過去，或是在當

地包裝？ 

PChome 團隊：目前 PChome 有兩種跨境電商服務，一種是「PChome 

Global」，亦即全球購物。由於 PChome 在台灣本來就有自己的倉庫，

可以在符合法律要求的範圍及前提下(如食品類、電池、低溫商品等有

法律疑慮，較不適合)，將產品透過「PChome global」賣到全球共 108 個

市場。「PChome Global」的概念，就是用我們原有的紙箱，透過郵局等

通路寄送給海外消費者。 

第二種是我們在泰國的子公司「泰國購物」。泰國的消費者下單後，我

們把商品寄到泰國子公司，由泰國子公司進行分送，而不是由台灣的

PChome 母公司直接寄給消費者。 

Q18 研究團隊：前述實驗性循環袋的成效？ 

PChome 團隊：成效並不如預期，原因包括執行成本相當高，另一個是

回收率過低。我們認為台灣消費者尚在適應「回收」，但也注意到不少

消費者反應相當喜歡我們設計的實驗性循環袋，故可能也是導致回收率

較低的原因之一。我們注意到部分消費者沒有把循環袋送還 PChome，

而選擇繼續自用。 

Q19 研究團隊：貴公司推行 ESG 是否有受到國際環保規範或投資人的壓力？

海外投資人是否會因為公司未善盡 ESG 而撤資？ 

PChome 團隊：我們是上櫃公司，也不乏海外投資人，由於海外投資人

相當重視 ESG，故我們董事會向來支持推動 ESG。 

雖然我們無法一次將 ESG 做到位，但目前仍在逐步推動。舉例而言，

紙箱改造計畫其實不屬於公司的日常營運業務，而且非常消耗公司的資

源成本，如果沒有公司從上而下支持，很難能做到。PChome 股東結構

中有相當比例的海外投資人，我們也重視消費者的環保觀感等問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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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信海外投資人和消費者有感受到 PChome 對環保的努力。 

Q20 研究團隊：未來是否可能會推動商品無紙化作業？ 

PChome 團隊：現在消費者收到我們的商品時，都會伴隨收到一張商品

明細。我們已經將商品明細單的面積大幅減少，俾對環保推動有幫助。

我們也希望未來可以逐漸推動無紙化，但現階段還是有部分消費者希望

收到商品明細的紙本文件，故這可能要等到時機成熟時才能順利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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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中華全民環保回收協會訪談紀要 

一、時間：2021/10/29(五)10:00 

二、參與人員： 

中華全民環保回收協會曾○○ 

兼任助理研究員 許原浩 

三、訪談紀要 

Q1 研究團隊：以下訪談皆會呈現於本研究報告內容中，請問您是否同意？ 

   曾○○：同意。 

Q2 研究團隊：可否請您分享：數位時代，很多公司都在進行數位轉型，您

的公司是否有相關的措施或策略？ 

   曾○○：沒有，作為環保回收協會，我們只有負責幫忙解決回收業者的

問題，所以會員沒有反應問題我們不會主動去進行數位轉型或執行相關

措施，雖然有數位化的議題，但實際上我們的會員人數基本上沒有太大

的變化，與往年差不多。 

Q3 研究團隊：可否請您分享：各國紛紛提出最新環保政策、消費者環保意

識下，您的公司是否有討論到針對環保的因應措施與策略？能源效率管

理系統、再生能源、循環經濟等這些是否已是工業用紙製程中的主流趨

勢？ 

曾○○：近幾年都沒有針對環保議題提出相關的措施或策略，基本上回

收業的經營方式，就是回收業者將回收物購回，加以處理後交給上游原

料廠商。我們觀察到的問題是從去年以來，當回收商購回回收物後，許

多處理廠認為沒有利潤會虧本所以不收，但是回收物也是回收業者出資

收購的，這些回收物沒有處理廠商願意收購，回收物就只能放在廠房堆

著當廢棄物，回收業者不僅花費資金購買回收物還要支出廠房的租金以

及人事費用，虧損很大，而且這個趨勢似乎與疫情無關，而是其他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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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機制問題。 

Q4 研究團隊：所以目前的回收物中，哪種類是處理廠不願意回收的?環保

回收業的經營狀況如何？是否還有利潤？ 

曾○○：現在幾乎所有的回收種類處理廠收購價格都非常非常的低，甚

至是不願意收購，十幾年前的物價，回收業者去買混合回收物(不分類)1

公斤大概 20 幾塊新台幣，賣給處理廠的價格就是每公斤再多個 1-2 塊

錢而已，利潤已經很低了，更不用提現在面臨到這個情況。回收業者其

實甚麼回收物都有在收，除了紙類以外、鐵罐、鋁罐等等都有，但是真

正比較有價值的只有鐵罐，五金的價值本來就比較高。 

Q5 研究團隊：環保回收業者在競標政府標案時，是否有競標過程不透明、

競爭太過激烈導致利潤太低、部分業者壟斷的問題以及執行期間的過程

是否順利？ 

曾○○：很久以前可能在競標上會有一些問題，但現在已經沒有了大致

上都順利，沒有特定廠商壟斷，招標過程也都很透明，而且也有還能夠

接受的利潤，至於契約內容因為本來就是回收環保業者也同意才會去投

標，所以都是照契約內容履行，除非遇到像 COVID-19 疫情這樣的突發

重大事件，才有可能去變更契約內容。 

Q6 研究團隊：紙類廢棄物雖然大多不含有害物質，但焚燒會排放二氧化碳，

加速溫室效應。請問廢紙回收業者近年於環保或資源循環領域有何特殊

之作為？ 

曾○○：目前沒有聽說回收業者有針對環保議題制定甚麼特別的措施或

是策略。 

Q7 研究團隊：自疫情爆發以來，餐點外送與外帶行為大增，紙餐盒使用量

也大增，根據環署統計，2020 年紙餐盒回收量(15.9 萬噸)接近 2019 年

的兩倍。行政院環保署規劃調降紙容器的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以及處

理業向回收業收購的最低價格，請問您對於國內回收處理補貼機制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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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曾○○：如先前所述，環保回收的利潤很低，而且有很多隱形成本存在，

政府如果輕易調降補貼費率及收購最低價格，可能會導致很多環保回收

業者無法支撐，且會擾亂回收業者對於市場的預期，建議要審慎評估，

不要只因為回收量短期大增，就變動費率或回收價格。 

Q8 研究團隊：環保署廢管處在 2018 年發現以來進口的美國廢塑膠、廢紙

數量大增兩倍半，並宣布要管制「洋垃圾」進口，請問您的觀察，大量

的洋垃圾與廢紙進入我國，對於國內原有的廢紙回收業者，會有如何之

衝擊？目前此情況是否因疫情影響而有所改變？ 

曾○○：是有聽說大廠打算要進口洋垃圾，但是因為環保回收協會會員

都是中小企業，處理量能本來就有限，根本不用去想要進口洋垃圾，如

果後續真的大廠有大量進口洋垃圾，那可能會導致原料價格或是說處理

場的收購價格變的很低，但是卻造成載運回收物的運費大幅上升，這樣

對於我們的生存環境會變得更加險惡，政府應該要提出相關補貼措施，

才能夠避免中小型的環保回收業者遭受重大虧損。 

Q9 研究團隊：面對數位化與新興環保議題的要求，廢紙回收業者與 3 大工

紙業者之交易往來關係有無變化？3 大工紙業者有無提供相關協助或有

特別要求？ 

曾○○：目前沒有聽說工業用紙業只有甚麼特別的需求或提出相關協助，

我們跟所有廠商業者的關係近年來都沒有甚麼重大變化，因為我們是協

會，主要的對口是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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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與正隆紙業股份有限公司訪談

紀要 

一、時間：2021/11/15(一)14:00 

二、參與人員： 

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 謝○○ 

正隆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 

兼任助理研究員 許原浩 

三、訪談紀要 

Q1 研究團隊：以下訪談皆會呈現於本研究報告內容中，請問您是否同意？ 

   謝○○：同意。 

   陳○○：同意。 

Q2 研究團隊：可否請您分享：數位時代，很多公司都在進行數位轉型，您

的公司是否有相關的措施或策略？ 

   謝○○：數位時代確實對於工業用紙以及造紙產業有很大的影響，例如

現在造紙產業其實紙張只占了約 20%，剩下 80%都是紙箱，而且隨著網

購、電商平台的發展，這個差距正在不斷的擴大。各個產業對於數位轉

型都有相當多的措施以及策略可以供分享。 

陳○○：正隆在數位化及環保等議題在整個產業中其實走得很前面，除

了透過大數據來分析，預測下游廠商的需求，以精準的控制生產外，也

有導入很多的人工智能來協助提高生產效率。 

Q3 研究團隊：可否請您分享：工業用紙產業，就數位化的挑戰，在上中下

游或各個環節，是否也都採取了一些數位轉型的因應措施和策略?針對

廢紙回收業者之數位化進程，工紙業者有無提供相關協助或特別要求？ 

   陳○○：正隆在 2018 年起開始輔導供應鏈數位轉型升級，目標每年輔

導 2 家廢紙回收廠商成功數位化，這樣做是為了提高廢紙回收廠商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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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品質以及回收標準，如此一來也能夠提升我們的原料品質間接幫助了

我們造紙產業，所以數位化的過程，其實對於整體的工業用紙產業上中

下游都是有所幫助的。正隆除了在挑選供應商的時候會特別重視環保、

數位、永續發展、企業社會相關紀錄外，在成為正式的供應商之後，正

隆也會定期召開永續發展的供應商大會，請各供應商分享永續發展政策，

也藉此引導供應商進行數位及環保升級。 

Q4 研究團隊：在數位化時代，交易資訊是否相對透明、抑或更為隱蔽?對

掌握市場與業界動態有無幫助？對降低上、下游交易成本有無幫助？ 

   謝○○：工業用紙產業主要還是公司對公司的商業模式，比較不會直接

面向消費者，相關的內容請正隆來做說明。 

陳○○：數位化的時代下，交易資訊變的更加透明，是很明確的。而這

其中比較需要去說明的是各個產業鏈中對於風險的管理，工業用紙產業

最重要牽涉到的是原料品質以及價格，數年前其實就有已經有相關的採

購平台，可以公開相關的市場資訊，隨著數位化的進展，之後的市場資

訊一定會變得更為透明，也會對於整體產業發展更加有幫助。 

Q5 研究團隊：可否請您分享：總的來說，在數位化(數位轉型)加速進行之

下，國內工業用紙業者或整體產業，將會面臨什麼樣的市場變化與挑戰？ 

謝○○：首先，從最近這幾年的觀察可以發現，數位時代下，對於工業

用紙產業的特徵就是急單變得很多，很容易遭遇到又快又急的需求，工

業用紙產業整體需求上下波動很大。其次是基於環保意識下的產品多元

化，以現在工業用紙產品的大宗也就是紙箱來做說明，因為環保的考量，

現在很多廠商都要求要多元化紙箱規格，有些電商要求 20 種規格，有

些要求 30 種規格，可以想像這個趨勢在數位及環保時代，仍然不會改

變，甚至會有所增加。最後是降低成本的需求，現在很多的下游廠商為

了降低成本，都要求紙箱的要輕磅化，不只要輕薄還要夠強韌，這就是

增加對於紙箱品質的要求，也需要提高生產的效率，這些看起來都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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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在數位及環保時代的趨勢。 

Q6 研究團隊：可否請您分享：各國紛紛提出最新環保政策、消費者環保意

識下，您的公司是否有討論到針對環保的因應措施與策略？能源效率管

理系統、再生能源、循環經濟等這些是否已是工業用紙製程中的主流趨

勢？ 

謝○○：現在其實所有產業的重中之重，就是在追求數位化及循環經濟，

且幾乎大部分的工業用紙產業皆有引入相關的模式或機制，可以確保生

產過程符合當前數位化及環保趨勢。 

Q7 研究團隊：可否請您分享：工業用紙產業，就面對國際環保政策與趨勢

的挑戰，在上中下游或各個環節，採取了哪些因應措施和策略? 針對廢

紙回收業者之處理流程，工紙業者有無提供相關協助或特別要求？ 

謝○○：工業用紙產業比較像是整個生產流程中的最後一哩路，而在近

年來的節能減碳趨勢下，大型跨國公司開始注意到能源的消耗以及地球

暖化的問題，所以工業用紙產業在製作成商品的過程中，常常被要求揭

露碳足跡，下游廠商才能夠確保他們使用的產品有符合相關規範，2026

年開始歐洲也可能開始徵收碳關稅，這些都是我們會遇到的挑戰，也因

此節能減碳是刻不容緩的事情，也是我們工作的重要目標之一。 

Q8 研究團隊：可否請您分享：目前(或可見的未來)國際或國內的何項環保

法規，對於工業用紙產業或回收業者，產生的衝擊最大？為什麼？ 

   謝○○：目前各國都在積極應對地球暖化以及碳中和的議題，但是造紙

產業是耗能相當大的產業，各個廠商雖然都有積極的在推動節能減碳或

是綠色生產但是要使耗能產業完全零碳排放是很難一步到位的，政府目

標在 2023 年徵收碳費，並且在 2050 年達到零碳排，要達到這麼高標準

的環境目標沒有這麼容易，目前相關的新興技術許多工業用紙產業也未

完全掌握。 

Q9 研究團隊：國內造紙廠商大小分布狀況如何?三大造紙廠以外還剩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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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市占？經營的項目是否有互相競爭？ 

謝○○：一般所稱的三大造紙廠，是正隆、永豐餘跟榮成，正隆最大，

永豐餘跟榮成則差不多，這三家廠商的市占率達到 90%以上，剩下的

10%再由其他 10 幾家小廠商來分食，但是其實小規模的廠商通常不會

跟三大造紙廠箱競爭，因為他們市走比較客製化、專精的領域，而三大

造紙廠除了台灣的客戶外也有很多國外的客戶，這些客戶通常的需求是

小廠無法達到的，所以小廠的客群也不會是這些國外客戶。 

Q10 研究團隊：業界是否有推動制定環保標準?是否有可能影響到小廠的競

爭？ 

   謝○○：標準的制定並非公會的權限，通常還是由主管機關如環保署、

工業局等來辦理，主管機關會先與小廠進行溝通訪談，再依照環保目標

來制定相關標準，我認為不會對小廠的競爭產生不利影響，因為有些標

準不見得大廠辦的到，所以應該是整個產業都一體適用的。 

Q11研究團隊：下游廠商(如電商)進行數位轉型，造成需求及規格發生變化，

是不是有可能造成垂直影響?現在是否有下游廠商規模足夠造成垂直影

響？ 

謝○○：長期來看，工業用紙市場相當穩定，要因下游廠商的需求影響

到上游廠商的情況應該不多見。 

   陳○○：正隆因為採取數位升級，故導入相當多的大數據以及人工智慧，

可以有效來分析預判下游廠商的需求，以便精準的控制我們要製作的商

品規格以及大致數量，如此可以大大減少資源的浪費。同時，正隆不只

有造紙廠，同時也有紙箱廠。近年來網購盛行，發展速度的確很快，但

是實際上電商用的紙箱占整體的工業用紙比例不高，只是一部分，而且

確實台灣電商平台眾多，沒有一家獨大的狀況，所以較難因為其中一家

廠商較的數位化或環保政策就對整體工業用紙產業產生垂直影響。 

Q12 研究團隊:紙類廢棄物雖然大多不含有害物質，但焚燒會排放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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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溫室效應。請問廢紙回收業者近年於環保或資源循環領域有何特殊

之作為？ 

   謝○○：造紙產業屬於高耗能的產業，所以在環保時代的趨勢下，早就

專注於環保及能源政策，目前造紙產業的綠色環保政策包含循環經濟、

原料管理、節能減碳以及回收分類。循環經濟包含了能源循環、水循環

以及產品循環，產品循環係指將使用過後的產品再進行回收重複使用，

例如台灣造紙年生產量 425 萬公噸，其中紙板生產量超過四分之三，紙

板包括瓦楞紙箱用紙、白紙板、灰紙板等等，以及環保衛生紙、再生印

刷書寫用紙、敬神紙等等，都是以回收紙作為原料，國內收集量達 272

萬公噸(2019)，等同於 5 座木柵焚化爐年處理量，不僅減少木漿使用，

資源再利用更不致焚化浪費、製造碳排；水循環為造紙業重要資源，會

員廠透過水資源管理，致力於廢水減量，以循環、回收及再利用的概念，

提升廠內回收效率，目前工業用紙單位用水量已可維持 6-10 公噸。造紙

廠皆設有廢水處理系統，除了必須確保放流水水質符合法規標準，放流

水甚至提供溪流、濕地等自然水體穩定水源，維持自然生態系統，孕育

生物多樣性, 並且固碳以延緩溫室效應。能源循環則是造紙業利用製漿

流程剩餘的木質素、胎片、漿紙污泥、衍生燃料，透過汽電共生、生質

能鍋爐製造再生能源。另外也能透過沼氣發電，實現廢棄物燃料化與資

源化最大效益。 

原料管理，可以區分為守源頭、種分類兩個層面。剛剛正隆的陳經理已

經有舉他們的例子作為說明，正隆會協助上下游廠商進行數位升級，以

加強回收的品質及數量，如此可以大大減少製造過程中產生無謂的消耗。 

節能減碳，是透過數位化的精準預測及計算，確保在製造過程中可以減

少無謂的消耗，經濟部在 2014 年 8 月 1 日公告「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

源目標及執行計畫」，用電契約容量>800kW 的能源用戶需於 2015~2019

年平均節電 1%以上。造紙業符合用電契約容量者共計 62 會員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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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7 年節電表現高出政策規定，平均節電率達 1.55%，由此可見

推動節能減碳的成效卓然。 

Q13 研究團隊:自疫情爆發以來，餐點外送與外帶行為大增，紙餐盒使用量

也大增，根據環署統計，2020 年紙餐盒回收量(15.9 萬噸)接近 2019 年

的兩倍。行政院環保署規劃調降紙容器的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以及處

理業向回收業收購的最低價格，請問您對於國內回收處理補貼機制的看

法？ 

   謝○○：首先紙餐盒的製作都是使用可食用紙卡，再加上塑形，相關的

原料大部分都是進口，所以跟工業用紙的產業其實比較沒有相關性，他

們有自己的管道。至於 2020 年紙餐盒回收量非常高的這個情況有所耳

聞，但是看不到母數無法判定是不是生產量也有增加還是回收率增加，

至於回收處理補貼機制的部分，這幾年聽說回收價格變的很低，回收、

處理業者都沒有利潤，很多業者甚至都不願意在收購或處理回收物，這

樣可能會跟環保的目標相衝突。 

Q14 研究團隊:由於國際原生紙漿因為疫情導致勞力短缺而減產價揚，進口

廢紙也因為缺櫃問題而量跌價揚且運費增加，致紙廠原料成本提高， 對

國內的廢紙回收業者與其上下游產業之影響為何？ 

   謝○○：首先台灣其實大部分的造紙原料是使用國內的再生紙漿，國際

上的原生紙漿用量很少，國際紙漿如果價格上揚，相對的國內的廠商價

格就有競爭力，甚至還能因此調漲，所以我覺得對於國內廢紙回收業者

來說影響不大。 

Q15 研究團隊:環保署廢管處在 2018 年發現以來進口的美國廢塑膠、廢紙

數量大增兩倍半，並宣布要管制「洋垃圾」進口，請問您的觀察，大量

的洋垃圾與廢紙進入我國，對於國內原有的廢紙回收業者，會有如何之

衝擊？目前此情況是否因疫情影響而有所改變？ 

謝○○：2018 年左右確實有因為大陸的禁廢令造成國際廢紙價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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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工業用紙產業也藉此鼓勵輔導廢紙回收業者進行產業升級或是加

強回收品質，這樣才能夠保有競爭力，但是其實現在國際廢紙價格已經

回復到與往年通常水準，所以這個洋垃圾進口的議題，其實已經不存在

了。工業用紙產業在選擇回收廢紙仍然以國內廠商為優先，如果會進口

國外的廢紙通常也是比較早期考量國內廢紙回收的品質不佳，而非價格

因素。 

Q16 研究團隊:造紙公會對會員提供的培訓課程有甚麼？ 

   謝○○：我們有針對所有會員達成共識的檢收標準提出相關的建議，就

是針對不同的紙材提出廢紙回收的項目規格以及標準，並且透過滾動式

的修正，讓所有的會員有相關的標準可以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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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與環保時代之工業用紙發展現況與競爭規範
研究 

 

摘  要 

關鍵詞：工業用紙、競爭法、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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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公

噸紙張，都需砍伐 20 棵高 8 米、樹徑 16 厘米、生長約 20 到 40 年的原木，

而砍伐原始森林更可能嚴重破壞生態環境128。在面對數位化及環保時代的

兩大國際趨勢下，傳統造紙業勢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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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造紙業分為工業用紙、文化用紙、民生用紙，研究團隊將研究範圍

限定於工業用紙，解析工業用紙之產業結構，再針對「數位化」、「環保綠

能」等重要議題，掌握產業經營策略及未來展望。隨著電商平台經濟興起，

工業用紙業者開始以設計行銷為導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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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工業用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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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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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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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造紙產業經過多年發展已趨於成熟，目前國內造紙業者的產量，主

要仍是以紙箱紙、紙板紙為主；工業用紙近年來已經逐漸走向高強度與輕磅

化的方向，雖然紙漿、原木等原料的進口依存度高，但台灣的造紙技術亞洲

一流加上高回收率，且近年來紙業市場發展已趨穩定，故營運穩定，整體市

場競爭狀況變化不大。，但台灣的造紙技術亞洲一流加上高回收率，且近年

來紙業市場發展已趨穩定，故營運穩定，整體市場競爭狀況變化不大。 

近來，隨著環保意識抬頭，低碳永續是全球共同追求的目標，隨著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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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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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研究重點上，本研究之執行，係為協助委託機關在兼顧公平競爭與

消費者權益下，研議數位與環保時代之工業用紙產業與競爭法規範之法制

措施，有利於競爭法主管機關日後針對相關產業制定妥適之立法架構及執

法思維。本計畫特別從新數位科技與新興環保趨勢之面向觀察瞭解工業用

紙之發展現況及相關競爭議題，探討其他國際對於相關議題之作法：1.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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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愈發受到重視，OECD 歷年來的圓桌會議上也曾對於相關議

題深入探討，研究團隊發現，目前國際上對數位化永續環保此類議題，討論

最為詳細且資料新鮮度最新者，應為經合組織 OECD 於 2021 年 1 月發佈

之永續性與競爭法律與政策報告  (Sustainability & Competition Law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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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這份報告主要探討，何謂永續性？在國際法律中，永續性這個概念

的發展過程為何？以及，競爭法律與政策，將是否以及如何被永續性或永續

發展這個重要概念所影響？此外，本份報告也專注於一些技術問題，如永續

發展與競爭背後的經濟思潮，永續發展與競爭法的關係，以及如何運用競爭

法與政策，來推動落實永續發展的概念。本案也非常適合以此報告之架構，

來討論台灣國內競爭法與環保趨勢的關係 2. 在歐盟層面，委員會於 2020

年 10 月 13 日發起的競爭法與永續議題公眾諮詢，且歐洲的所有政策都將

在幫助「歐洲走向永續性」方面發揮作用，對此競爭法執法者歐盟委員會

(Commission)推出了一個十分有野心的藍圖─歐洲綠色協議，旨在使歐洲成

為第一個氣候中立的大陸(climate neutral continent)。3. 日本成立 SDGs 推進

本部，該單位以發行永續發展目標實施指南、永續發展目標行動計劃及設立

日本永續發展目標獎來推動 SDGs，此外為了釐清回收相關行為可能產生之

法律議題，日本公平會也提出相關指南因應。 

在本研究計畫中，研究團隊採法實證研究 (socio-legal studies) 或法律

社會學之取向，就本案議題搜集原始資料並歸納分析。因此訪談為重要之搜

集資料手段。訪談議題設計，由閱讀文獻導出，緊扣「數位化」與「環保化」

兩大議題，與相關紙業專家進行討論。 

在實際作法上，研究團隊規劃辦理一場專家座談，邀集工業用紙產業、

競爭法與產業經濟相關之專家學者參與座談會，以提出行為經濟競爭法執

法建議，討論數位與環保時代下之工業用紙產業發展現況，及競爭法主管機

關應有之思維與應對之相關建議。探討的主題在於本案之研究重點有三大

部分：1.產業結構之競爭議題；2.數位化之競爭議題；以及 3.環保之競爭議

題。另一方面，作為深度的資料搜集方式之一，集思廣益。最後，本研究團

隊也將初步的研究成果，與產業、學界與其他各界人士分享，取得回饋之意

見。 

數位化方面，目前許多產業已經走向數位經濟，工業用紙產業也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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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王立達於 2018 年公平交易通訊，說明面

對數位新經濟的挑戰，競爭法所需要採取的因應不可一概而論，必須類型

化 : 1.類型一：分析工具需要更新；2.類型二：突顯原本潛藏的理論難點；

3.類型三：法律與分析工具均不需要改變，但須結合新的產業與技術知識加

以瞭解。此外違法行為可能更難發現，例如股票、期貨市場裡的高頻交易，

也就是以電腦程式(演算法，algorithm)進行的自動交易；4.類型四：需要修

法。 

從競爭法與數位經濟觀察，造紙產業雖為傳統產業，惟已有不少業者推

行數位化措施，例如以數位化工具推動上下游網路策略關係以提升服務效

率、通過數據整合運用以強化製程標準化(包括設備性能及生產效率)、生產

設備的遠端警示功能、乃至於數位化系統之供應鏈管理等。至於工業用紙廠

商之產品銷售部分，如瓦楞紙箱之包裝設計、生產時程等，尤著重客戶端(如

電商平台)之需求，俾提升工業用紙產品之生產品質及產品特色。 

然而，對於競爭法的議題，我們同樣需要透過訂立新法或修法，來因應

數位經濟時代的到來嗎？事實上，自 1890 年以來，美國競爭法的修正並不

多，相當穩定，且高度依賴判例法，競爭法屬於結果導向 /功能導向

(performance-based regulation)，著重於效能競爭，以及配置、生產、研發效

率的維持，至於用何種具體方式達到此一狀態，則非競爭法所關心的，因此

競爭法較能維持法制架構之一致性。同樣是與競爭有關之法律規範，產業管

制法則屬於程序導向/形式導向(process-based regulation)，比較需要透過修法、

制訂專章或制定專法，因應數位經濟時代的來臨。值得注意的是，因應數位

經濟時代的來臨，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作法仍有歧異，故現階段於國內法

制部分仍宜盤點現有執法工具，不宜過於冒進；比較需要採取的因應作為，

包括競爭法分析工具需要調整;提升執法知識與技能;以及充分體認未來獨

大的網路事業更為常見，但也可能更脆弱。 

環保議題方面，氣候變遷是國際社會面臨的最重要的優先事項之一。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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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法能否考量永續發展的因素？對此歐盟委員會認為，世界各地的許多反

托拉斯制度都賦予了相關的競爭管理機構在除了考慮「純粹」的經濟效率之

外，也可納入公共利益的問題。對環境問題的日益關注已激勵企業採取永續

發展措施，在許多情況下，跨產業合作對於此類計劃的成功至關重要，雖然

環保產品可能具有競爭優勢，但開發此類產品的成本意味著，在採用綠色技

術和流程時，作為先行者往往存在競爭劣勢。此外，可能對環境產生積極影

響的政策往往需要不止一家企業單獨做出改變。這意味著企業之間的合作

對於實現永續發展目標通常是不可或缺的。 

競爭法可能禁止競爭對手之間的合作。因此，競爭法有時被視為實現

永續發展目標和進展所需合作的障礙。因此，企業面臨的關鍵問題是如何

在遵守競爭法的同時協調環保作為或永續政策。有益的是，許多競爭主管

機關已經意識到他們必須確保競爭法不會阻礙企業在顯然支持有價值的公

共政策目標的情況下進行合作。 

最後，很榮幸研究團隊有機會對如此有前瞻性、深具意義的題目，進

行研究探索，並且要誠摯感謝公平會長官、審查委員們、以及工業用紙產

業界的朋友提供的寶貴建議與研究協助。當然所有謬誤與不足之處，仍屬

研究團隊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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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Paper Field 

and the Competition Law in the Digital and 

Environmental Age 

 

Abstract 

Keywords：industrial paper、antitrust laws、digital 

     The paper and pulp industry is the world’s oldest sustainable recycling 

industry,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resource-consuming and polluting 

industries This industry accounts for up to one-third of the world’s timber 

harvesting. For each ton of paper, 20 unsawn timbers need to be felled. With the 

rise of the e-commerce platform economy, industrial paper manufacturers began 

to develop high value-added paper and cartons with design and marketing 

orientation. They also changed to use electronic equipment and strengthened e-

commerce capabilities. In the digital age, industrial paper companies often adopt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strategic alliances to improve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  

     Based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paper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sian countries and Taiwan in the digit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ra, this research discussed the important issu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on law. Additionally, this research assists the entrusting 

agency to establish the handling principles for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paper field and the competition law 

regulations.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ssist the entrusting agency to handle the 

legal measures for the industrial paper industry and competition law in the era of 

digit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fair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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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sumer rights, which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competition law authority. In 

the future, because a proper legislative structure and law enforcement mindset 

will be developed for related industries. This project particularly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paper and related competition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digital technology and emerg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rends, and discusses other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on related issues: 1.In response 

to the rising awarenes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regulations have also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e OECD has also discussed relevant topics in depth at the roundtable 

meetings over the years. The research team found that the most detailed and up-

to-date information on topics such as digital sustain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the Sustainability and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Report issued by 

the OECD in January 2021. 

    This report mainly discusses, what is sustain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what i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 And how will 

competition laws and policies be affected by the important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 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 At the EU level, the Commission 

initiated a public consultation on competition law and sustainability issues on 

October 13, 2020, and all European policies will play a role in helping "Europe 

move towards sustainabilit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has 

launched a very ambitious blueprint-the European Green Agreement, which aims 

to make Europe the first climate neutral continent. 3. Japan established the SDGs 

Promotion Headquarters. This unit promotes SDGs by issu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action plans, and establishing the Jap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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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legal issues that may arise from recycling-

related activities,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of Japan also put forward relevant 

guidelines to respond. 

     In this research project, the research team adopts socio-legal studies or the 

orientation of legal sociology to collect original data and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issues of this case. Therefore, interviews are an important means of collecting 

information. The interview topic design was derived from reading literature, 

closely linked to the two major topics of "digit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discussed with relevant paper industry experts. 

      In terms of digitization, many industries have moved towards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industrial paper industry is no exception. However, for 

competition law issues, do we also need to formulate new laws or amendments to 

respond to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In fact, since 1890, there have 

not been many amendments to the competition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are 

quite stable and highly dependent on case law. Competition law is a performance-

based regulation that focuses on efficiency competition, as well as allocation and 

production. The maintenance of R&D efficiency. As for the specific method used 

to achieve this state, it is not the concern of the competition law. Therefore, the 

competition law can be more durable. It is also a legal regulation related to 

competition. The industrial control law is process-based regulation. It is more 

necessary to amend the law, formulate a special chapter or formulate a special law 

in response to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Since there ar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ward the proper approaches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mong the competition law agenc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 is advisable to adopt a comprehensive legal structure review and not to 

take overly aggressive measures at this stage. Therefore, the necessary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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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s include the need to adjust competition law analysis tools; improve law 

enforcement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fully realize that the dominant Internet 

business in the future is more common, but it may also be more vulnerable. 

      In term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sues, climate chang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iorities fa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the competition 

law consider the fac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is regar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believes that many antitrust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 have 

empowered relevant competition agencies to consider issues of public interest in 

addition to considering "pure" economic efficiency.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has motivated companies to adop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asures. In many cases, cross-industry cooperation is critical to the success of 

such programs. Although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s may have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cost of developing such products means, especially 

when adopting green technologies and processes, there is often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as a pioneer. In addition, policies that may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often require more than one company to make changes 

individually. This means that cooperation between companies is usually 

indispensable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Last but not least, we would like to sincerely express thanks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Fair-Trade Commission, review committees, and friends in the industrial 

paper industry for their valuable suggestions and research assistance. 

Undoubtedly, the research team is responsible for all of the fallacies and 

deficiencies of the 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