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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簡稱IoT)，係指物物相聯的網際

網路 ，從過去「人與人」的通信，到「人與物」、「物與物」

的智慧連結，物聯網的應用涵蓋穿戴裝置、智慧家庭、智慧汽

車、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工業物聯網、智慧醫療等所有領域。

Cisco預期2020年連網裝置數將達到500億個，亦即平均每個人

至少有6.5個，因此物聯網將是未來5到10年成長最快的產業。

創新應用服務是物聯網發展重點，物聯網結合網路、雲端、

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等，提供「全面感知、可靠傳遞、處理分

析、智慧管理」的整合服務，各種創新應用將改變人類生活、社

會、環境、企業與政府運作模式，例如：華為5G無線機器手臂

打鼓、KT無人機結合位置、AI應用、Roborace全球第一台無人

賽車、用NB-IoT技術監測海豹等。

物聯網將深入至個人、家庭、企業、政府等各領域。個人應

用方面，智慧裝置；家庭應用方面，智慧家庭；企業應用方面，

包含智慧工業、智慧醫療、智慧建築、智慧物流等；政府應用

方面，包含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安防、智慧農業、智慧

教育等。

Gartner預測全球物聯網商機至2020年達3,620億美元，以

製造、能源、商務、交通、家庭、醫療六大領域規模最大，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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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於應用領域。而MIC預測臺灣物聯網商機至

2020年達140億美元，應用服務達80億美元，超

過一半。

貳、物聯網技術與服務發展趨勢

一、物聯網的技術架構

物聯網包含感知(全面感知)、網路(可靠傳

遞)、平台(處理分析)、應用(智慧管理)等四層技

術架構。物聯網發展重點將從硬體聯網轉成服務

應用，藉由數據分析及推估預測等數據處理，將

聯網資訊轉化為商業決策之輔助。

二、物聯網發展的主要關鍵技術

(一)5G/LPWAN

5 G的技術特性為大頻寬、低延遲、

大量聯網物件、虛擬化與軟體定義網路

(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NFV /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SDN)。

5G技術將促進物聯網發展，技術標準時程

提前，全球20多家電信業者及設備商共同

發表聲明加速5G New Radio技術標準化，

預定2017年底完成 5G Phase 1技術標準

(Rel-15)，完整規格預計2019年公布，商用

系統最快2020年出現。然而，部分業者已

提早佈局，美國Verizon預計2017年下半年

推出5G pre-commercial服務，韓國KT將

在2018年平昌冬運推出5G服務，日本NTT 

DoCoMo將在2020年東京奧運利用5G展示

高解析度8K數位影音。

在5G來臨前，LPWAN(Low-Power 

Wide-Area Network，低功耗廣域網路)

系統可提供大量連網裝置的物聯網應用，

LPWAN特性為大量連網、長距離、低速

率、低功耗、低成本。目前LPWAN主要有

以下三個系統：首先，NB-IoT系統，使用

需執照頻段，和4G行動系統相容，傳輸品

質穩定，為大多數電信業者採用；LoRa系

統，使用非執照頻段，由LoRa聯盟推動，

IBM是主要推動者；Sigfox系統，為法國物

聯網營運商，使用非執照頻段，已在30多

個國家推動。

(二)雲端

物聯網裝置所產生的大量數據，必須利

用雲端儲存，進行處理、分析與應用， 才

能發揮價值。而部分物聯網應用有即時、

分散之傳輸需求，必須使用邊緣運算技術

(Edge Computing)，例如：智能駕駛，一

旦傳輸稍有延遲，可能導致事故發生；智能

安防，美國部署3,000萬個攝影機，每週產

生超過40億小時的龐大影像數據，在網絡

邊緣運算與儲存，可減少傳輸成本並提高處

理效率。因此雲端結合邊緣運算將能滿足各

種物聯網應用情境，IDC預測2019年物聯網

產生的資訊中，45%會在接近本地進行運算

與儲存。

(三)大數據

物聯網的價值，來自於連網設備所產生

的大量數據，對大量數據、資料進行分析，

找出潛藏的資訊、關聯、趨勢發展，才能發

揮物聯網的價值。例如：工業4.0及物聯網

的核心精髓是數據，台積電運用大資料分

析創造半導體製程技術優勢；BMW在與大

數據資料分析公司INRIX合作，推出停車位

預測系統iPark，提供停車位尋找與導引服

務；美國Under Armour與IBM合作，提供

穿戴裝置收集運動數據，分析、洞察具有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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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潛力的新進運動員，擔任品牌代言人，快

速打開知名度。

(四)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

機器學習的技術及GPU運算能力促使AI

快速發展，大數據則是AI的燃料，Google 

AlphaGo擊敗人類圍棋棋王，AI發展受到

空前注目。Gartner預估AI近期發展以語音

辨識為主，兩年內成為輸入主流，AI將加速

應用在機器人、無人機、健康照護、智慧

家庭、自駕車等領域。英國劍橋大學生存

危機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十大末日危機

中，AI排名第一。因此，AI將讓物聯網的發

展無極限。

(五)AR/VR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AR)是

在螢幕上把虛擬世界套在現實世界並進行互

動；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 則是透

過電腦創造出一個虛擬的 3D 空間，讓使用

者如身歷其境。2016年AR手機遊戲「寶可

夢」造成熱潮，HTC、Sony等則相繼推出

VR頭戴式裝置，遊戲是目前AR/VR產品關

鍵應用之一，未來應用將愈來愈廣泛，例

如教育、醫療、電子商務等各領域。未來

AR/VR產品需要更大的頻寬、低延遲等行

動通訊技術支撐，預期將隨著5G技術而加

速發展。

(六)資安

資安是數位經濟的最大隱憂，例如：一

銀ATM盜領事件；證券業遭受DDoS攻擊勒

索事件；WannaCry「想哭」勒索軟體侵入

全球30萬台電腦事件；Petya變種之勒索病

毒大規模攻擊美國、歐洲及俄羅斯等國家，

烏克蘭政府機關遭到嚴重入侵；臺灣高達8

成的政府機關、學校、企業都曾遭遇過資安

事件。

物聯網的物件數量大、隨時保持連線、

通常沒有內建資安軟體等特性，更易產生資

安議題。例如：2016年14.5萬台網路攝影

機遭入侵組成殭屍網路，對法國網站代管

業者發動DDoS攻擊；美國聯邦調查局、交

通部及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共同對

外發出提醒，希望消費者及車廠重視汽車

資安議題。

對於資安問題，政府高度重視。美國白

宮於2016年2月發表「網路安全國家行動計

畫」，並宣布190億美金國家資安計畫；蔡

總統宣示「資安即國安」，把資安位階提

升到國家安全層次；行政院2016年8月成立

「資通安全處」，負責政策制定與推動；

另於2017年4月通過「資通安全管理法」

草案，已送立法院審議； 國防部參謀本部

2017年6月29日「資通電軍指揮部」正式成

軍，國防全面進入資訊作戰的時代。

同時，物聯網資安投入將日益增加。

Gartner預測，全球花費在物聯網的資安

防護成本，將從2016年3.48億美元，增為

2018年的5.47億美元；2017年Gartner、

Ovum等調查顯示，企業導入物聯網，第一

考量皆為資安議題。

參、物聯網時代對產業與社會之影響

物聯網將會對社會民生產生巨大影響，包含

低碳城市、災害預防、居家安防、效率運輸、高

齡社會、效率政府等層面，當社會面臨各種議題

時，物聯網或許能夠提供解決方向，實現節能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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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降低社會成本、提升國家競爭力、活化生產

要素、帶動新興產業、促進公民參與。此外，物

聯網能夠重塑城市新風貌，成為智慧城市發展的

基石，智慧城市導入大量的物聯網裝置，所產生

的數據分析，有助於各類創新應用發展，改變城

市機能與生活環境，建構嶄新的經濟型態。

物聯網將帶動商業模式的顛覆式創新。使用

者購買產品不用付錢，相關成本由第三方廠商

吸收，例如大家都免費使用Google Search，但

Google靠使用者人潮跟廣告收費，廣告商從使

用者身上獲得使用者資訊再加值利用。產品及服

務，購買聲控藍芽喇趴Amazon Echo，即可以

使用語音助理Alexa，播放音樂、控制家電、叫

車、預定Pizza、確認行事曆等個人化服務。產

品共享則似租借模式，商品的提供、維修皆由公

司負責，顧客使用時才付費，不用時歸還，例如

共享汽車Zipcar、微笑單車YouBike等。                                                                    

物聯網將驅動產業轉型。商業4.0，企業營

運環境走向高度虛實整合，邁向全通路時代；工

業4.0，大量機器人生產，生產流程自動化。然

而，產業的轉型仍然一切以人為本，大數據能夠

推動精準分析和個人化商務發展，大量客製化促

使製造端需快速回應、預測客戶需求，形成少量

多樣的製造與銷售模式。

臺灣優勢為資通訊硬體製造重鎮、資訊科技

教育水準高、經濟人口規模適中、寬頻普及、民

眾上網時間長、對新服務的接受度高、數位環境

體質佳。反之，臺灣劣勢為資訊硬體產值逐年下

滑、經濟成長動能趨緩、軟體技術能力待強化、

跨業整合能量待加強、人才外流。由此可見，臺

灣過去硬體強、軟體弱，但物聯網強調軟、硬體

結合，將是臺灣產業下一波的機會，期許發揮臺

灣優勢，搶占全球物聯網商機。

同時，政府已規劃物聯網為重點產業發展

方向。「亞洲．矽谷」計畫，2017年預算投入

104億元。「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數位建設，

2017~2021年編列特別預算461億元。

肆、法規環境對產業發展之重要性

物聯網的發展有賴健全的產業環境。政府政

策方面，例如「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產業政策、

「亞洲‧矽谷」計畫、「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數

位建設等；產業生態系方面，例如物聯網大平台、

智慧城市計畫、跨業合作等；健全法規方面，例如

通訊傳播相關法規、數位經濟相關應用、基礎法

規、公平會成立數位經濟競爭政策小組等。

 新科技通常會對於相關法規帶來巨大挑戰，

而物聯網應用亦具備「破壞式創新」之特質。

技術性方面，採用新科技或新商業模式，專業

度高，監理機關往往缺乏新科技相關專業；複

雜性方面，通常為跨業經營，模糊既有市場界

定，造成市場界定困難與既有法規是否適用議

題；迅速性方面，獲客戶認同時，通常快速影

響市場，法規制定難以跟上市場變動速度；跨

國性方面，通常為跨國服務，單一國家可能難

以有效監管。

面對法規問題，如何權衡各面向考量是主要

關鍵。消費者權益與隱私保護方面，鼓勵創新服

務發展，讓消費者享受優質服務並確保隱私；國

家競爭力方面，鼓勵投資，建構基礎網路、服務

平台與產業生態系；產業競爭力方面，鼓勵研發

與併購，以因應跨國、跨業競爭；自由與公平競

爭方面，避免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

物聯網屬於新興產業，市場結構複雜且多元

發展，對於初期產品與成熟產品宜有不同管制思

維。而國際大型業者多投入物聯網發展，國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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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將面對跨國、跨業之激烈競爭。因此，客觀權

衡各面向之利益與不利益，有賴建置完善之競爭

法經濟分析資料庫，並據以研擬相關競爭規範。

伍、結語

物聯網是下一波的產業趨勢，不僅市場潛力

龐大，亦將改變人類生活、社會、環境、企業與

政府運作模式。物聯網是臺灣產業轉型升級的契

機，應善用臺灣資通訊硬體製造以及寬頻普及、

人口密集、民眾對於新科技、新服務的接受度高

等環境優勢，強化軟體研發、服務創新及跨業整

合，發展物聯網創新服務。

產業轉型有賴政府政策、健全法規以及產業

生態系三者配合，政府已規劃物聯網為產業重點

方向，電信業者亦期盼能偕同夥伴建構產業生

態系，結合健全的法規環境，加速物聯網產業

發展，並提供開放性的物聯網大平台及相關資

源擴大跨業合作，希望能把臺灣發展成功的物

聯網服務，與合作夥伴組成國家隊，共同拓展

海外市場。

（本文係講座民國106年6月30日假競爭中

心發表之演講內容，經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研究

所楊宗霖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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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公平會接獲檢舉指稱，Ａ事業於加盟展場招

募加盟時，即先收取簽約金，但未揭露開始營運

前之各項費用等多項加盟重要資訊，亦未提供

加盟合約審閱，而於加盟展過後，才郵寄加盟合

約，Ａ事業未揭露加盟重要資訊妨礙檢舉人作成

交易判斷，致其權益受損。

「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建立前，加盟業

主應揭露加盟重要資訊

Ａ事業主張，加盟展時收取簽約金並簽訂相

關憑證，是為了確認加盟意願，事後如果有意加

盟者要終止合作關係，會扣除相關行政費用後退

還餘款，而且在加盟展現場已提供各項加盟重要

資訊予有意加盟者審閱。但經公平會調查，仍然

有多數支付簽約金者，因為後來沒有簽訂正式加

盟合約而被沒收該款項。由於Ａ事業向有意加

盟者收取簽約金並簽訂相關文件，約定後續倘

有意加盟者未簽訂加盟合約，則該筆費用將沒

收或作為損害賠償之用時，已產生限制有意加

盟者轉換加盟業主之效果，亦即成立預備加盟

經營關係，故應事先向交易相對人以書面提供

加盟重要資訊。

經公平會再向加盟店進行問卷調查及訪談

後，依調查所得事證，認定Ａ事業於締結預備加

盟經營關係前，未充分揭露「開始營運前之各項

費用」、「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授

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與有效期限，

及其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所有縣(市)

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與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

除與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加盟契約

存續期間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包括商品

或原物料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購買、須

購買指定之規格；資本設備須向加盟業主或其

指定之人購買、須購買指定之規格；裝潢工程

須由加盟業主指定之承攬施工者定作、須定作

指定之規格）」、「加盟契約變更與終止及解

除之條件及處理方式」等加盟重要資訊，Ａ事

業利用其掌握重要交易資訊之優勢地位，為不

相稱之資訊揭露，將妨礙交易相對人作成正確

之交易判斷，已影響與其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

係 (包括後續正式簽訂加盟契約 )之多數交易相

對人，構成顯失公平行為，且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結語

公平會提醒加盟業主經營加盟業務，於締結

加盟經營關係或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應以書面

提供「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

件之處理原則」所列各款加盟重要資訊予交易相

對人審閱，以避免加盟交易糾紛發生。

簽訂加盟草約前，應揭露重要交易資訊
加盟業主在簽約前，如果先收取費用並簽訂加盟相關文件，約定如退出將沒收已繳費用或負賠償責

任，而未揭露加盟重要資訊，將可能違法。

■撰文＝蔡惠琦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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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公平會接獲檢舉指稱，A公司未經他人同意逕

自擷取使用多家租屋網站之出租物件資訊作為X 

App內容，且使用者可透過該App介面檢視相關物

件資訊，包含物件照片、基本資料及刊登者聯絡

資訊等，並與物件聯絡人直接取得聯繫，而不需

要再造訪原資訊來源網站，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

規定。

調查結果

據公平會調查，A公司設計開發X App，並分

別在兩大知名App平台上架，供使用者下載查詢

租屋資訊。A公司未徵得同意，即逕自透過資訊技

術擷取他人租屋網站出租物件資訊，充作X App內

容，並以此招攬使用者下載、付費購買加值服務

及銷售廣告版位供廣告媒合服務業者使用等商業

交易，從中賺取付費服務項目及廣告分潤。 

按租屋網站係提供房東與房客之中介平台，

特定租屋網站的價值取決於該網站吸引房客瀏覽

的數量，而房客選擇造訪特定租屋網站的重要考

量則為該網站是否有豐富的出租物件可供比較，

故租屋網站經營者必須投入相當努力吸引足夠數

量的房東及房客加入同一平台，才能提升租屋網

站的價值。

本案A公司擷取使用他人租屋網站之出租物件

資訊，充作X App內容供使用者檢索，不僅瓜分該

等租屋網站之網路流量，榨取他人為建置租屋網

站及吸引房客造訪該網站投入之努力，也因為部

分租屋網站有提供廣告版位，以及平台兩邊之間

接網路效應，而有減損其出租物件刊登客源及其

廣告版位商業價值之虞。因此，A公司所為已構成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而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25條規定。

擷取他人租屋網站資訊招攬商業交易，是否違
法？
小由畢業後打算北上求職，上網搜尋租屋資訊時，發現網友大推一款手機App「X」，不僅可直接在

App介面上查詢、檢視多個國內大型租屋網站出租物件的詳細資訊，還可付費購買加值服務，縮減找屋時

間，於是小由迫不及待的下載了⋯

■撰文＝簡佳盈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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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有民眾檢舉某餐飲業者疑似舉辦摸彩活動以

行銷淨水器相關產品，公平會為釐清究係餐飲業

者或供應摸彩品業者所為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規

定，因此立案進行調查。

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及不當陳述價格

經公平會調查發現，乃供應摸彩品之A公司

於民國105年起即欲藉摸彩活動行銷淨水器相關

產品，並主動洽詢餐飲業者合作辦理活動。A公

司所散發之摸彩券上僅載明「來店有禮雙重送摸

彩活動」等語，致民眾誤認該摸彩活動與該餐飲

業者有關。又A公司對摸彩活動所載3C家電各項

獎品等訂定贈送門檻（即以實際領取或安裝淨水

器數量決定3C家電各項獎品送出情形），卻未向

民眾揭示及說明，且A公司亦不否認實際獎項送

出情形與摸彩活動說明有不相符之情形。因此，

A公司未揭露摸彩活動獎項設有門檻限制之資

訊，逕以淨水器中獎者領取安裝意願，單方面決

定相關3C家電獎品開獎與否之行為，已剝奪民眾

對該摸彩活動各項獎品中獎之機會。

再者，A公司淨水器之進貨成本及淨水器製

造商之建議售價，與A公司向獲獎者宣稱之差距

甚多，不無使民眾對淨水器品質產生錯誤期待並

有射倖心理，而與其交易；又民眾於安裝淨水器

後始知濾心更換之費用，無從比較更換濾心之價

格，致衍生糾紛。多數淨水器中獎民眾表示，如

無中獎通知，不會安裝該淨水器，也不需因此負

擔龐大之濾心費用。

假摸彩真銷售

A公司於其主導之摸彩活動中，藉摸彩活動

之名及通知中獎方式，招徠無預期交易心理之民

眾，利用民眾射倖心理，取得摸彩活動者之個人

資料，且隱匿摸彩活動之重要交易資訊，使活動

舉辦情形與摸彩活動說明顯有不同，並就淨水器

價格為不當陳述，致民眾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

誤認而為淨水器相關產品之交易。因此，A公司

銷售淨水器相關產品之行為，屬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

條規定。

中獎淨水器好幸運？小心，天下沒有白吃的午
餐！
事業藉摸彩活動之名，通知民眾中獎，並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消費者誤認而購買淨水器相關產品。

消費者安裝原本沒有需要的淨水器，還需負擔定期更換濾心的費用，不可不慎！

■撰文＝傅竑維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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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教科書業者A公司針對某縣市國中教師舉辦

「聖誕節抽獎活動」，參加者在民國105年12

月23日前點選抽獎連結或掃描文宣單上之QR 

Code，填寫個人資料後，即可完成報名，獎項

計有SOGO禮券、西堤牛排餐券、威秀電影票、

AVEDA保護組及施巴足部修護體驗組等獎品。

調查事實

A公司表示，該活動係由業務人員所策辦，

活動進行前已向所在區域之主管人員報備並獲

得經費贊助。活動目的主要是為蒐集各校教師的

電子郵件及電話資料，以即時發送相關時事或教

育訊息，惟時事資料及訊息的發送如屬產品銷售

之附加服務，則凡選用A公司教科書版本之全國

各級學校(含國中及國小)，A公司理應對其提供

相同或類似活動；況A公司倘欲發送相關課程輔

材，縱學校未提供教師之聯絡資訊，其業務人員

亦可親赴各校或透過各校相關單位進行發送，實

無提供有價贈品以獲得教師聯絡訊息之必要。

據統計，A公司舉辦的抽獎活動總計有824位

教師參加，每位參加者依排序於姓名前均有1組

共3碼之編號，由業務人員依序抽出編號之百位

數、十位數及個位數等數字後即成中獎編號，該

編號所對應之參加者即為該獎品之中獎者。另肆

獎與伍獎數量眾多，採電腦隨機抽獎並以電子郵

件寄送中獎名單。

又活動舉辦時間雖非屬選書期間，依公平會

訂定對於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銷售行為之規範說

明，雖例示金錢、物品或其他經濟利益等不當爭

取教科書選用之行為，惟均未以業者是否於選書

期間之提供作為評價違法之唯一標準，其法律效

果仍應以公平交易法第25條作為評價。

構成違法

經檢視A公司提供之獎品內容，即SOGO禮

券、西堤牛排餐券、威秀電影票、AVEDA保護組

及施巴足部修護體驗組等均與教學無關，且受益對

象均為教師或學校人員，該等獎品又具有客觀之金

錢價值而得以餽贈他人，縱部分獎品經濟價值不

高，惟既非關教學，縱於教科書選用期間外贈送，

亦屬人情作用之積累，此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

年度訴字第503號判決內容，亦持相同見解，故A

公司此舉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聖誕節禮物可不可以送？聖誕老人小心上當！
教科書業者於國中小學校選書期間贈送教師不當物品，當為公平交易法所不許。但如果在非選書期間

贈送教師禮物，是否也有違法之虞呢？

■撰文＝陳汝雅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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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層住宅好創意，二工夾層非本意

J建設公司於臺北市精華地段推出「輕豪

宅」商品M建案，除標榜與國外連鎖精品旅館相

同設計概念，更主打3米加4.2米的「複層式樓

板」創意設計，將室內空間採不同樓板高度。然

而消費者實際前往M建案預售屋現場時，卻發現

樣品屋4.2米區於廁所上方有一平臺空間，該空

間除牆壁設有鏡面裝飾及櫥櫃裝潢外，並吊掛衣

物及配置適當照明。同樣位於4.2米區之主臥部

分，其牆面上緣設有窗簾，銷售人員介紹時，將

窗簾上拉竟出現透明玻璃，其後有一夾層空間擺

設沙發、小茶几及書櫃。銷售人員並表示，可以

想像將該空間平行挪移至主臥正上方，加上原廁

所上層空間，總共可多增加好幾玶之空間利用。

案據臺北市政府表示，本案樣品屋於廁所上

方設有平臺空間已與當初核發之樣品屋同意設置

備查函不符，該樣品屋已屬違章建築，另本建

案採複層式樓板設計，建造執照業載明不得任意

設置夾層，且本案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竣工圖說

於廁所上方並未有平臺空間，倘建案完工取得執

照後，以二次施工方式設置夾層，已違反建築法

規，購屋人將面臨即報即拆之風險。是以M建案

樣品屋使人誤認可合法施作「夾層」使用，顯與

事實不符，足令一般大眾對案關建案內容與用途

產生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核已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時尚裝潢再亮麗，合法使用才可以

另外，M建案預售屋銷售現場有陳設精美之

圖冊廣告，消費者翻閱時竟發現該建案的「座車

第二門廳」3D圖示，不論是牆面、天花板，連

地板均是以金屬及玻璃呈現，相當具時尚感，圖

式的說明文字並載有該「B1空間」是「社區多功

能空間」，也是「座車第二門廳」。然經公平會

調查發現，該建案建造執照的地下1樓空間其實

是「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據臺北市政府表

示，倘將該停車空間作為廣告所稱之「多功能空

間」或「大廳」等公共設施使用，則屬未維護建

築物合法使用，已違反建築法規，案關平面圖冊

廣告就地下1層所為之公共設施表示顯與事實不

符，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亦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興建事業借名掛名不可以！

最後，公平會調查過程發現，M建案明明是J

建設公司出資興建，消費者以及代銷公司的簽約

對象均是J公司，然而廣告圖冊卻刊載案關建案是

由另一較具知名度之A建設公司所投資興建，廣

告甚至還載有A公司之創立時間及A公司之其他建

購屋廣告好吸引，眉角藏在細節裡
新建案以預售屋推出時，消費者往往只能仰賴業者提供的廣告或親臨樣品屋去勾勒未來夢想中的家，

但是交屋後真的能合法使用嗎？

■撰文＝張為智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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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作品，然而就是未見J公司之名稱，就該平面圖

冊廣告整體觀之，已予一般消費者M建案是屬A公

司建案之印象，其廣告宣稱與事實未符甚明，核

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因建案之建造事業，會因其存續期間、過去

曾推出之建案成品、資金、技術、履約能力、企

業形象等之差異，予消費者不同之信賴程度，自

會影響消費者之交易決定，建設公司及代銷公司

製作相關廣告本應盡廣告主真實表達之義務，對

其事業身分為真實及正確之表示，以避免衍生購

屋爭議。

1

2

3

1-2.建案樣品屋夾層。
3.「座車第二門廰」3D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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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公平會派員赴J傳銷公司營業所進行業務檢

查，查悉業者推廣、銷售長年期契約，民眾必須

至少購買1份契約才能成為傳銷商，而J傳銷公司

依長年期契約內容提供團體保險等數項福利，但J

傳銷公司辦理傳銷商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時，均

依據長年期契約所訂解約條款，以民眾購買契約

繳付總金額30%退款，並未依法以原購價格90%

買回傳銷商所持有的長年期契約及扣除因該項交

易給付的獎金或報酬等，涉及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24條準用第21條第2項規定情事。

傳銷事業另行約定較法令更嚴苛的退貨退

款方式，違法！

經公平會立案調查，J傳銷公司推廣、銷售的

長年期契約，提供傳銷商團體保險等數項福利，

其性質核屬「服務」類型。傳銷商倘於訂約日起

算30日後辦理退出退貨，J傳銷公司應依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第24條準用第21條規定辦理，就傳銷商

所持有的長年期契約，以原購價格90%計算退款

金額，並得扣除因該項交易對該傳銷商給付的獎

金或報酬等法定事項。

但實際上，經公平會調查J傳銷公司歷年來辦

理傳銷商之退出退貨，除傳銷商解除契約（訂約

日起算30日內）以全額退款外，在傳銷商終止契

約（訂約日起算30日後）情況下，J傳銷公司均

以傳銷商購買長年期契約所繳費用30%退款，顯

未依前揭法定計算方法辦理傳銷商退出退貨之退

款。雖J傳銷公司認為該退款方式是依據長年期契

約所訂解約條款的內容辦理，但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已明確規範傳銷事業辦理傳銷商退出退貨的法

定計算方法，J傳銷公司尚不得以契約另行約定傳

銷商品或服務的退費方式，並據以主張豁免其違

法責任。故J傳銷公司未依法辦理傳銷商終止契約

之退出退貨，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4條

準用第21條第2項規定。

傳銷法令疑問，得參考公平會網站

為使相關大眾更簡易認識及瞭解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規範，公平會經歸納常見問題，於全球資

訊網（http://www.ftc.gov.tw）建置「多層次傳銷

的10個重要知識」宣導簡報、多層次傳銷法令規

定及事業違法案例等宣導資訊。另建議民眾加入

傳銷組織時應確實瞭解解除契約及終止契約時效

及規定，並妥善保存相關交易憑證與適當運用各

項諮詢及申訴管道，以保障自身的權益。 

傳銷事業推廣、銷售「服務」，應注意傳銷
商解除或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
小徐3個月前花20萬元購買J傳銷公司的長年期契約成為傳銷商，現因個人因素打算退出J傳銷公司，沒

想到辦理退貨時竟只領回原購價格的30%，合理嗎？

■撰文＝楊翔宇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專員）



13

TAIWAN FTC NEWSLETTER
｜國際動態｜

新加坡競爭局於2017年8月16日發布「東

協之電子商務及競爭手冊」（Handbook on 

E-Commerce and Competition in ASEAN），

探討電子商務之市場界定與市場力評估，並依照

垂直協定、水平合意、單方行為、結合等行為態

樣整理電子商務可能涉及之競爭議題。

市場界定與市場力評估

與電子商務有關之案件在界定市場時，針對

涉及單邊市場之案件，傳統所使用的需求及供給

替代法仍足以適用，惟倘個案涉及多邊市場時，

競爭法主管機關則應考量各邊市場之情形、定價

方式（包含各邊定價與總合定價），並整體評

估事業在不同邊市場所面臨之競爭限制、消費者

在不同供給者間之轉換能力、各邊市場之間的關

係、網路效果及反饋效果的存在等。而在評估市

場力時，除計算市場占有率之外，亦可附加考量

小型事業之擴展能力、新事業參進市場情況、網

路效果與轉換成本是否可能構成市場參進障礙，

以及事業是否掌握其他競爭者難以取得之大數據

等因素。

由於電子商務之創新可能隨時改變市場競爭

態勢，大型線上事業亦可能憑藉其本身具備之優

勢，參進新市場或其他在數位生態系統（digital 

eco-system）中可相互連結之市場，因此在相關

市場以外之事業亦可能對現存於市場中之事業構

成競爭限制，使得掌握市場長期動態競爭情況亦

成為市場力評估須考量之要件。

垂直協定

新加坡競爭局於手冊中臚列在線上市場中常

見之垂直限制類型，包含藉由選擇性經銷網路排

除或限制線上銷售、限制轉售價格、雙重定價、

地域封鎖、平台禁止、最惠客戶條款、比價網站

之限制及排他購買限制等，並分別陳述競爭法主

管機關在處理該等垂直限制行為時面臨之挑戰。

整體而言，事業之垂直限制行為多半有助於解決

搭便車問題、保護產品形象及避免雙重邊際化，

因而被認為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但垂直限制亦

可能導致勾結、限制品牌間或品牌內競爭、限制

消費者跨域交易能力等反競爭效果，因此，競爭

法主管機關在處理垂直限制案件時，須個案考量

垂直限制是否有可能限制競爭或對消費者不利，

並衡量限制競爭對消費者所帶來之利益是否大於

不利益。依照新加坡競爭局於手冊中歸納之建

議，現行競爭政策及法律尚可充分涵蓋且有彈性

地處理電子商務市場之垂直限制行為。

水平聯合行為

電子商務之發展增進市場價格之透明性，事

業可運用數位工具自動監控競爭者價格，並對競

爭者之定價即時做出回應，此外，線上平台亦可

新加坡競爭局對於電子商務競爭議題之研究
新加坡競爭局發布東協之電子商務及競爭手冊，探討與電子商務相關之競爭疑慮及可能違反競爭法

之行為態樣。

■撰文＝徐曼慈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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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為事業間實施聯合行為之工具。電子商務雖

更有助於事業間勾結，但現行之競爭政策及法律

仍足以處理事業間的水平聯合行為，而尚無修法或

大幅調整現行競爭政策之必要性。然競爭法主管機

關仍應密切關注定價演算法技術之發展，倘未來機

器學習能力已足以賦予定價演算法可藉由自主學

習，自行做出水平協調之經營決策時，則將對現行

之競爭政策及法律適用造成極大的影響。

單方行為

評估電子商務市場中一事業之市場力或判定

事業是否具有優勢地位時，除考量市場占有率

外，亦須考慮消費者是否具有足以抗衡優勢地位

事業之買方力量、市場中小型事業的擴展能力，

以及新事業參進市場的能力等情形，此外網路效

果及消費者轉換成本等足以構成市場參進障礙之

因素亦應加以考量。具有優勢地位之事業可能濫

用其市場地位訂定不合理之高價、或採取低價銷

售策略封鎖市場中之競爭者、抑或強行對交易相

對人施以不公平的契約條件。而在電子商務市場

中常見的單方行為類型則包含多邊平台以搭售或綑

綁方式提供服務，或針對平台其中一邊市場以低於

成本的定價方式吸引用戶。現行的競爭政策及法律

雖足以處理電子商務市場中濫用優勢地位之議題，

但對於搭售及綑綁等某些類型之單方行為，仍未有

統一適用之處理方法，而須以個案認定方式判斷事

業行為是否具限制競爭效果。當事業行為除傷害競

爭者外，同時也會損害市場競爭及消費者時，競爭

法即有介入之必要。競爭法主管機關亦須關注電子

商務市場中事業藉由行使智慧財產權所衍生獨占及

造成市場參進障礙之問題。

結合

因應電子商務市場快速變遷及參進障礙低之

特性，電子商務市場中之事業常以高價收購具有

潛在高價值技術之事業，以及早消除市場競爭者

並將技術內化，以期在未來賺取高利潤。因此，

競爭法主管機關應評估現行之結合管制制度是否

已將動態競爭評估納入現行制度或規定中，例如

德國現正研修其結合審查規定，擬將結合案之交

易金額亦納入結合申報門檻之標準，以利於競爭

法主管機關在現階段結合事業之產品及服務未重

疊或銷售金額尚未達門檻前，評估結合案件是否

具有潛在減損動態競爭之可能性。此外，在審查

多邊線上市場之結合案件時，亦應評估網路效果

之存在及影響程度，評估項目包含：消費者路徑

多宿（multi-home）之程度、消費者所須負擔之

轉換成本、競爭平台間之互用性及市場參進程度

等。倘結合案件有附加矯正措施之必要時，亦應

設計可維持或增進前述市場特性之矯正措施。

結論

新加坡競爭局於本手冊檢視各國競爭法主管

機關之相關案例後，認為現行之競爭法架構已可

充分處理電子商務所衍生之競爭議題，但仍提出

以下幾點建議：

一、與多邊市場相關之調查案件，在界定市場、

評估市場力、衡量競爭損害及結合審查時，

除運用傳統分析工具外，亦應整體評估各邊

市場狀況、網路效果及反饋效果之存在與影

響程度。

二、在評估實際或潛在之市場力與進行結合審查

時，應將動態競爭納入考量，例如：考量

事業結合後是否會阻礙潛在競爭者參進市

場，或是否有其他相抗衡之力量可減輕競

爭疑慮。

三、為讓競爭法主管機關於結合審查時發現事業

結合後將減損競爭之可能性，建議得於結合

管制規定中增訂交易金額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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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般而言，市場界定是反托拉斯法案件競爭

分析的起點，且分別就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加以

分析。就界定地理市場而言，經濟學家曾陸續以

產品貿易障礙、銷售價格、銷售數量或產品移轉

等不同數據，加以估算並界定相關地理市場，其

中某些經濟分析方法也逐漸為競爭法主管機關或

者相關業者加以運用或主張。除了國內業者已開

始運用Elzinga-Hogarty檢測法（下稱E-H檢測

法），並據此主張其地理市場範圍外1，近年來

國內行政法院的判決書中，也陸續有相關業者與

公平會針對如何運用E-H檢測法衡量相關地理市

場的爭執與論辯2，本文將簡介美國法院關於E-H

檢測法之運用情形，作為我國競爭法未來執法之

參考與借鏡。

Elzinga-Hogarty檢測法

所謂的E-H檢測法是由Elzinga 與 Hogarty

兩位經濟學家於1973年提出以LIFO和LOFI指標

來界定地理市場範圍之方法，依據兩位學者的想

法，一個合理的地理市場區域，必須同時符合兩

個要件：  

一、由供給面判斷，該市場區內所生產的產品，

僅有很小部分賣給區外消費者，即「輸出

（exports）」數量必須是占很小部分，此

一小額輸出量LOFI（little out from inside）

或稱小額流出量（outflows），表示為：

二、由消費面判斷，該市場內消費者之消費總數

量，僅有很小部分是購自外地生產者，即

「輸入（ imports）」數量必須只占很小部

分，此一小額輸入量LIFO（ l i t t le in from 

outside）或稱小額流入量（inflows），表

示為：

三、一個候選地理市場（ c a n d i d a t e d 

geographical market）的LOFI及LIFO值都

很小時（即LOFI與LIFO的值同時小於10%

或25%），代表本地的生產與消費，無須仰

賴外地產品的輸出與輸入，則本地產品與外

地產品並無明顯的替代，故本地為一個合理

的地理市場。

美國法院判決

 E - H檢測法在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

地理市場界定—Elzinga-Hogarty檢測法之運用
與限制

 Elzinga-Hogarty檢測法為界定相關地理市場的一種經濟分析方法，近年來國內外許多競爭法案件

中，已有許多運用E-H檢測法的案件與判決。本文試圖彙整E-H檢測法於美國法院之相關判決，並分析該

檢測法的運用與限制。

■撰文＝王性淵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視察）

1 民國105年日月光公司與矽品公司之結合案，日月光公司曾發布新聞稿，運用E-H檢測法，提出對該結合案相關地理市場之主張。
2 目前我國行政法院關於E-H檢測法的判決主要有2個案件：一是，南部液化石油氣聯合行為案，詳參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0訴字第5761號判決及90訴字第6982號判

決；二是，燁聯鋼鐵與唐榮鐵工廠結合案，詳參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3訴更二字第1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5判字第124號判決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5訴更三字

第2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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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FI  

二、 由消費面判斷，該市場內消費者之消費總數量，僅有很小部分是購

自外地生產者，即「輸入（ imports）」數量必須只占很小部分，此一

小額輸入量 LIFO（ little in from outside）或稱小額流入量（ inflows），

表示為：  

本地總消費量

數量外地生產賣入至本地的
LIFO  

三、 當一個候選地理市場（candidated geographical market）的 LOFI 及 LIFO

值都很小時（即 LOFI 與 LIFO 的值同時小於 10%或 25%），代表本地

的生產與消費，無須仰賴外地產品的輸出與輸入，則本地產品與外

地產品並無明顯的替代，故本地為一個合理的地理市場。  

 

美國法院判決 

    E-H 檢測法在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下稱

FTC）與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下稱 DOJ）處理醫院結合案

件中有關地理市場界定的部分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E-H 檢測法主要係

透過分析病患選擇至不同地區醫院就診之流量來界定相關地理市場，這種

以銷售數量作為分析基礎的經濟分析方法，在 1980 年代，FTC 於相關醫院

結合案件中運用 E-H 檢測法界定相關地理市場，曾獲得美國法院的支持。

惟在 21 世紀初期逐漸被許多經濟學術研究發現其分析運用的缺點與限

制，E-H 檢測法在美國競爭法相關案件之分析上開始逐漸式微。 

    2015 年 12 月 FTC 針對美國賓州 Hershey Medical Center 與 Pinnacle Health 

System 醫院結合案（簡稱 Hershey 案），以及芝加哥北部郊區 Advocate Health 

Care and NorthShore University Health System 醫院結合案（簡稱 Advocate 案）

均提出禁止其結合之暫時禁令，惟在這 2 件案例中，地方法院法官則認定

FTC 在案件中未能正確界定相關地理市場，且這兩件判決書雖未明確提及

E-H 檢測法，但判決理由都是援引 E-H 檢測法之邏輯推理。FTC 拒絕接受

地方法院之判決結果提起上訴，最終均獲得上訴巡迴法院的支持。茲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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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E-H 檢測法在美國競爭法相關案件之分析上開始逐漸式微。 

    2015 年 12 月 FTC 針對美國賓州 Hershey Medical Center 與 Pinnacle Health 

System 醫院結合案（簡稱 Hershey 案），以及芝加哥北部郊區 Advocate Health 

Care and NorthShore University Health System 醫院結合案（簡稱 Advocate 案）

均提出禁止其結合之暫時禁令，惟在這 2 件案例中，地方法院法官則認定

FTC 在案件中未能正確界定相關地理市場，且這兩件判決書雖未明確提及

E-H 檢測法，但判決理由都是援引 E-H 檢測法之邏輯推理。FTC 拒絕接受

地方法院之判決結果提起上訴，最終均獲得上訴巡迴法院的支持。茲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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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下稱FTC）與美

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下稱DOJ）

處理醫院結合案件中有關地理市場界定的部分扮

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E-H檢測法主要係透過分

析病患選擇至不同地區醫院就診之流量來界定相

關地理市場，這種以銷售數量作為分析基礎的經

濟分析方法，在1980年代，FTC曾於相關醫院

結合案件中運用E-H檢測法界定相關地理市場，

獲得美國法院的支持。惟在21世紀初期逐漸被許

多經濟學術研究發現其分析運用的缺點與限制，

E-H檢測法在美國競爭法相關案件之分析上開始

逐漸式微。

2015年12月FTC針對美國賓州Hershey 

Medical Center與Pinnacle Health System醫

院結合案（簡稱Hershey案），以及芝加哥北

部郊區Advocate Health Care and NorthShore 

University Health System醫院結合案（簡稱

Advocate案）均提出禁止其結合之暫時禁令，惟

在這2件案例中，地方法院法官則認定FTC在案

件中未能正確界定相關地理市場，且這兩件判決

書雖未明確提及E-H檢測法，但判決理由都是援

引E-H檢測法之邏輯推理。FTC拒絕接受地方法

院之判決結果提起上訴，最終均獲得上訴巡迴法

院的支持。茲就這兩個案件分述如下：

一、Hershey案：

2015年12月FTC禁止Hershey案結合，並

認為此項結合案將使業者在賓州Harrisburg周圍

四個郡縣之市場占有率達到64%，但地方法院認

為FTC所界定的前揭地理市場過於狹隘，因為有

43.5%的病患是來自前揭地理市場以外的地區，

而且在Harrisburg 65分鐘車程範圍內有多達19

間醫院可提供病患選擇。

FTC不服前揭地方法院判決提起上訴，第三

上訴巡迴法院指出前揭地方法院的判決理由主要

就是運用E-H檢測法，但地方法院卻忽略了一項

重要事實—只有9%的病患會選擇到Harrisburg周

圍四個郡縣以外的醫院就診，此外，地方法院也

忽略了美國醫療服務的消費關係並非是「醫院—

病患」的單層關係，而是「醫院—保險公司—病

患」的雙層消費競爭關係，倘若採用E-H檢測法

進行醫院結合案之分析，容易產生「付款人問題

（payer problem）」以及「沈默的大多數謬誤

（silent majority fallacy）」。

所謂的「付款人問題」係指，原本E-H檢測

法係假設如果相關地理市場內的醫院提高其醫療

服務價格時，許多病患會選擇離開該地理市場，

到較遠的醫院去看病。但是，由於美國的醫療體

系是「醫院—保險公司—病患」雙層消費競爭關

係，在醫療保險制度下，醫院提高相關醫療服務

價格時，係由保險公司給付給醫院，病患並不會

感受到醫院提高醫療服務價格之壓力，因此也就

無法對醫療價格上漲作出適當或應有的反應。

至於「沈默的大多數謬誤」係指，雖然有些

病患可能願意前往較遠的醫院就醫，但多數病患

均傾向在當地醫院就醫。美國的醫療保險公司

為了向這些病患推銷其醫療保險，需要將當地的

醫院納入其保險醫療服務網絡。而在相對較小的

地理區域內進行醫院的合併，將會減少該地醫療

服務的競爭，增加結合後的地區醫院在面對保險

公司醫療給付價格的議價能力，運用E-H檢測法

時，倘只關注某些會前往其他地區醫院就醫的病

患數據，則容易忽略掉大多數留在當地就醫病患

的選擇，與當地醫院的競爭狀態。

由於有上述這些缺陷，倘運用E-H檢測法在

醫院結合案的分析時，將可能不當誇大相關地理

市場的範圍，並且低估了當地醫院合併後可能提

高其市場支配力的可能性，因此廢棄了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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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判決。

二、Advocate案：

2015年12月FTC禁止Advocate案結合，

並認為此項結合案將使業者在the North Shore 

Area之相關市場占有率達到55%，且在該地區

內的11家醫院中掌握其中超過半數的6家醫院，

FTC的經濟分析專家Steven Tenn以假設性獨占

檢測法進行分析，透過SSNIP之分析結果發現，

在the North Shore Area區域內的11家醫院是具

有顯著相互競爭與替代的關係，可界定為本案之

地理市場，但地方法院並未接受FTC的地理市場

界定。

FTC不服前揭地方法院判決提起上訴，第七

上訴巡迴法院指出前揭地方法院的判決雖然並

非直接運用E-H檢測法，但就如同Hershey案一

樣，地方法院的判決仍然落入了「沈默的大多數

謬誤」，巡迴法院認為，保險公司才是本結合

案最相關的買家，即使有些病患願意遠離當地

去求診，但大多數病患則非如此，地方法院錯

誤地把分析重點放在那些離開當地相關市場的

病患身上，而忽略了當地醫院對其餘多數選擇

在當地就醫病患的市場支配力量，因此廢棄了

地方法院的判決。

結語

綜上，運用E-H檢測法界定地理市場之競爭

法案件在美國法院已有相當豐富的判決，並逐漸

歸納出其運用上的缺陷與限制，例如「付款人問

題」以及「沈默的大多數謬誤」。此外，經濟

學者也提出E-H檢測法指標門檻水準欠缺嚴格的

理論基礎3。再者，倘原本估算的指標超過門檻

時，須擴大候選之地理市場範圍，但如何擴大範

圍，以及擴大範圍重新計算後，可能因不斷加入

新的地區之供給與需求資料，使得候選地理市場

之範圍不斷的擴大，最終產生過度擴大地理市場

範圍之疑慮4。

由於計算E-H檢測法所需的產品生產量、進

口量與出口量等數據取得相對容易，因此在許多

競爭法案件（特別是結合案件）中，該分析方法

常為競爭法主管機關或相關業者加以運用，目前

國內法院亦有2件關於E-H檢測法之相關判決，

本文彙整E-H檢測法於美國法院判決之實務發

展與運用上之限制與缺陷，相關內容可供公平

會、國內相關業者與法院未來在運用E-H檢測法

之參考。

3 莊春發，反托拉斯經濟學論文集（上），﹤外國競爭與地理市場的界定﹥530-531頁。
4 Peter Davis & Eliana Garcés，Quantitative Techniques for Competition and Antitrust Analysis（2010），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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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案係指檢舉人對於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等公平會主管法規之情事，以書面

（含電子郵件、傳真等）或言詞（經作成紀錄或反映單）具體陳述事實，向公平會具名檢舉或由他機

關移來具名之檢舉案件。依據公平會統計本（民國107）年1-2月收辦檢舉案241件（占全部案件6成

9），進行審理案件計357件（含106年未結案件116件），自102年累計至本年2月底（下稱近5年）

收辦檢舉案計7,962件。

本年1-2月檢舉案經處理結案219件，其中作成處分者2件，不處分11件。近5年收辦檢舉案經處理結

案計8,057件，作成處分296件（函送處分書315件），不予處分計820件，行政處置6件，另因涉及刑事

案件、民事案件、他機關職掌及程序不符等因素而停止審議6,555件（表1）。

表1　近5年檢舉案收辦情形統計

檢舉案件統計

 

 

      
7,962 68.1 8,057 296 820 6 6,555 1 379 

(102-107 2 ) 

102  1,623 71.2 1,643 102 276 1 1,160 - 104 

103  1,538 64.8 1,642 77 199 2 1,275 - 89 

104  1,302 62.3 1,283 37 101 - 1,108 - 37 

105  1,587 68.7 1,543 42 129 2 1,325 1 44 

106  1,671 73.0 1,727 36 104 1 1,484 - 102 

107 1-2  241 69.1 219 2 11 - 20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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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1-2月涉法之檢舉案件中經作成違法處分者計2件，計發出處分書2件，處分2家，罰鍰金額90萬

元；觀察近5年檢舉案發出315件處分書中，依違法行為別分析（同時違反2條以上條文採重複計算），

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167件居首，約占5成3，其次為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56件，約占1成8；

若依處分罰鍰金額2億3,320萬元觀察，以聯合行為1億2,415萬元（占53.2％）最多，其次為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廣告行為4,879萬元（占20.9％）（圖1）。

圖1　近5年檢舉案處分情形－按違法行為別分

另觀察近5年檢舉處分案之行業別分布，以批發及零售業170件（占54.0％）最多，其次為製造業及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各31件（占9.8％），三者合占73.6％（圖2）。

圖2　近5年檢舉處分案之行業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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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2日於臺北市舉辦「嬰兒奶粉產業發展與交易公平調和」宣導座談會。

■ 2月27日於臺北市舉辦「倡議競爭及禁止聯合調漲衛生紙價格」會議。

民國107年1、2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21

3

1.公平會於臺北市舉辦「嬰兒奶粉產業發展與交易公平
調和」宣導座談會。

2-3.公平會於臺北市舉辦「倡議競爭及禁止聯合調漲衛
生紙價格」會議。

｜會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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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月10日及30日分別參加ICN結合工作小組及卡特爾工作小組第2分組電話會議。

■ 1月30日及31日以遠距方式參加OECD「數位時代之卡特爾篩審」及「數位化考量下之管制與競
爭」議題研討會。

■ 2月7日參加ICN機關成效工作小組電話會議。

■ 2月28日派員赴日本東京就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舉辦之市場研究訓練課程擔任講師。

民國107年1、2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

1.公平會派員赴日本東京擔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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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通訊

公平會新建置「公平交易APP」，於106年12月27日上架於iOS「App store」及Android
「Google Play」。「公平交易APP」設有「檢舉信箱」、「法規專區」、「宣導專區」及

「最新消息」等專區，俾供民眾能不受時、地及設備等限制向公平會提出檢舉，亦可隨時

查閱公平會主管法規，即時獲悉公平會針對重大案件之說明、多層次傳銷之警訊、法令修

正、講座等訊息，歡迎民眾踴躍下載。

 
※「公平交易APP」之QRcode如下，歡迎下載：

公平會競爭政策資料及研究中心位於公平會12樓，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

下午5時；服務項目包括開放閱覽、圖書借閱及網路查詢等，歡迎參觀使用。

公平會「電子報」設有「專題報導」、「焦點案例」、「活動＆最新消息」及「學術

論著」等單元，e化內容清晰易懂，歡迎上網訂閱，公平會網址：www.ftc.gov.tw。

         Android             iOS

公平交易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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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區」、「宣導專區」及「最新消息」等專區，俾供民眾能不受時、地及設備等

限制向公平會提出檢舉，亦可隨時查閱公平會主管法規，即時獲悉公平會針對重

大案件之說明、多層次傳銷之警訊、法令修正、講座等訊息，歡迎民眾踴躍下載。 

  

※「公平交易 APP」之 QRcode如下，歡迎下載： 

Android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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