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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數位平臺經濟之意義與特徵

一、數位平臺經濟之意義

利用中介「平臺」（platform）來進行交易早已存在於人類

社會，從最早的媒妁之言、婚友聯誼社，到現在的交友軟體、社

群網站等，隨著科技的進步與創新，平臺愈來愈趨「數位化」

（digitalization），形塑出利用網路平臺完成有形（tangible）或

無形（intangible）財貨及服務交易之經濟型態。

數位平臺是相互依存的，難以將其切分、個別觀察，而是

要以整體的角度，以生態系統（ecosystem）的概念，從技術

（technology）和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二大元素來加以

理解。

二、數位平臺經濟之特徵1

(一)快速（fast-moving）

由於數位技術進步快速，使產業與產業之間的界線

愈來愈模糊，增加跨業競爭的可能性。因此，歐美先進

國家日益重視過去以來被視為較不具競爭疑慮的垂直及

多角化結合。

(二)雙邊或多邊性（two- or multi-sidedness）

根據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法國經濟學家

公平會電子報歡迎上網訂閱，網址：www.ftc.gov.tw

1 參見ELEONORA OCELLO & CRISTINA SJÖDIN, “ DIGITAL MARKETS IN EU MERGER 
CONTROL:KEY FEATURES AND IMPLICATIONS＂, CPI(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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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ro l e的研究，有些市場具有明顯的

「雙邊/多邊」特色，即單邊市場交易當

事人於進行交易決定時，會將交易結果

對他邊市場之影響納入考量。

實務上在界定數位平臺相關市場時，

有些是免費的，無法透過觀察價格上升對

需求數量影響的SSNIP法則來加以界定。

經濟學家提出可以將雙邊市場區分為交易

平臺與非交易平臺，如果是交易平臺，則

界定一個市場即可; 如果是撮合雙方的非

交易平臺，例如Facebook，則需進行多

個不同市場的界定。

(三)網路效果（network effect）

網路效果係指一個產品的價值會隨

著使用人數的增加而增加，以數位平

臺為例，當有更多人使用Facebook、

Google搜尋引擎時，其價值就愈高，愈

能吸引更多人使用，形成良性循環。

(四)非貨幣訂價（non-monetary pricing）

在數位網路平臺中，有些商品或服務

不存在有貨幣價格，而是以非貨幣的方式

來出售，例如平臺業者以提供免費服務的

方式，來換取使用者之個人資訊。

(五)多點聯結（multi-homing）

多點聯結係指平臺使用者同時使用

不同聯結工具，來實現單一的使用目

的。以買書為例，消費者使用不同的數

位平臺搜尋同一本書。對競爭法審查結

合案件的啟發在於，透過多點聯結，買

方可以不用受制於特定平臺，並可進一

步抑制廠商結合後所提高的市場力。

(六)數據收集之議題（data accumulation 

issues）

大數據是否會讓事業取得更高的市

場力量？事業取得資料後，可否拒絕開

放、授權予他業者使用等，是主要的競

爭議題。

競爭法處理網路平臺上隱私侵害的

問題？該如何管？或者如果隱私權是消

費者關心的議題，交由其他管制法規處

理是否比較妥當及有效的作法?綜合目

前學界多數的看法，大多數學者還是持

保留的態度，認為對於隱私權議題，競

爭法可以著墨的地方相當有限。

貳、數位平臺經濟之競爭法規範趨勢與

爭議

一 、 顛 覆 式 （ d i s r u p t i v e ） 或 跳 躍 式

（leapfrogging）創新行為所衍生之競爭議題

所謂顛覆式或跳躍式創新行為，係指某項新

技術或某家新廠商進入市場後，立即且全面性地

改變既有交易秩序，既存業者可能沒有充分時間

來調整因應，如Uber、Airbnb、「第三方支付」

與 「虛擬貨幣」等出現於市場。

解決方式有二：第一，將不對稱管制的雙方

拉到相同的立足點，均遵循既有的規範；第二，

將既有的法規鬆綁，讓市場變得更開放，對市場

競爭助益較大。然而，制度的鬆綁需要審慎地同

時考量經濟與非經濟的因素。

二、聯合行為仍是各國所嚴格禁止之行為，但出

現新的執法問題

數 位 經 濟 平 臺 的 興 起 ， 「 標 準 化 」

（standardization）的必要性隨之提高，許多的

商品、技術走向規格化，同時意味著利用「標

準化」包裝聯合行為的可能性提高，而競爭法

主管機關控管的困難度相對增加。平臺所涉及

之演算法（Algorithm）及人工智慧（Arti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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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AI）運用問題是近來國際高度重視

的問題。

未來實務上可能由人工智慧進行聯合行為之合

意，具有無人操作、調整快速、時間短等特性，競

爭法主管機關無法得知誰先發動？誰跟隨？進而產

生界定責任歸屬的爭議，應改由使用機器人的廠商

負責？還是由機器人的研發者負責？

此外，數位平臺經濟創新是否連帶影響各國

寬恕政策申請案數量出現下降之趨勢？此有2種

可能性，一個是聯合行為已不存在，其次是聯合

行為的執法愈來愈不容易，而技術的創新確實對

後者有顯著影響。

三、獨占力濫用案件的數量增加

「標準化」、「大數據」、「平臺運用技

術」成為市場力量之主要來源，而「搭售」、

「不合理權利金或忠誠折扣」、「差別取價」、

「差別待遇」、「拒絕連接」則是常見的獨占力

濫用類型，而雙邊市場及網路效果對傳統相關

市場界定與衡量市場力量，將造成挑戰。美國

聯邦最高法院2018年6月25日Ohio v. American 

E x p r e s s案，涉及信用卡「反勸誘（ a n t i -

steering）」條款，美國運通公司為保護自身品

牌商譽，對持有美國運通卡的顧客實施反勸誘，

禁止他們改用其他信用卡，以促進信用卡品牌之

間的競爭。法院承認雙邊市場的效果，認為受制

於契約約款對他邊市場之連動效果，美國運通公

司不敢任意濫用其市場力量。

四、結合審查

數位科技進步快速，原本毫無關係的多個產

業，轉眼間可能成為潛在競爭者，因此，歐美各

國重新重視對於平臺事業之垂直結合與多角化結

合案件。

依據「關鍵設施理論」附加「開放連接」之

矯正措施（remedies），亦可能產生「數據」

本身作為一項「關鍵性」設施之判斷爭議。原始

數據隨處可得、價值較低，必須經過分析、整理

後，才能成為真正有用的資訊，其中包含數據分

析者生產要素的投入，如果競爭法主管機關逕行

認定該資訊為關鍵設施，要求應該提供給其他人

使用，將可能產生開放連結與減損「設施」價

值、創新誘因的問題。

五、垂直交易限制議題

關於垂直交易限制構成要件之認定，以搭售

行為中「個別產品」為例，在數位平臺經濟的

架構下，可能不宜太過強調個別產品的需求面特

徵，認定搭售者是否屬於不同產品，相反的，應

多傾向於依2個產品搭售是否能對消費者產生更

高的效益來判斷。但美國及歐盟對此見解不一。

(一 )U.S.  D.C Ci rcu i t（Microsof t  IE案

1998）

法官認為，特別是在科技業，個別

產品的要件不應過於強調產品的需求特

性，而應該從整體觀察，不要求2個搭

售的產品必須創造淨的利益，只要能創

造一些效益即可，不應該分開來看。因

此，Windows系統和IE一起使用，確實

讓使用者更便利、更有效率。

(二)EU（Microsoft Media Player案）

歐盟法院仍然比較強調個別產品的

需求特徵，除非有合理性的理由。

參、數位平臺經濟之案例評析（一）：

聯合行為

一、網路訂房網站Booking.com「價差條款」

（price parity）（或稱「最惠國待遇條款」）

網站中“We price match!”係指如果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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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買貴，可以要求Booking.com退差價，對消費

者是好事。然而，2018年7月瑞典「專利及市場

法院」（Patent and Market Court）對「價差條

款」約定作出以下決定：

1.Booking.com不得向合作飯店主張「價差

條款」，因為會讓聯合行為的價格趨於一致。

2.Booking.com不得以較低之上架費或其他獎

勵或制裁措施來促使飯店接受「價差條款」。

3.Booking.com必須在其與合作飯店的契約中告

知上述2項禁止規定。

目前總計歐洲共有德國、法國、奧地利、

義大利、比利時、瑞典等6個國家禁止「價差條

款」，理由包含：Booking.com訂房的便利性已

經對消費者具有相當的吸引力，可以在任一種語

言的頁面訂到全世界的房間；「價差條款」將讓

飯店沒有在自己的訂房網站降價促銷的誘因，使

得市場價格趨於一致。

二、2017年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針對金融機

構及信用卡發卡組織擬集體與Apple公司協

商Apple Pay交易條件申請聯合行為許可案

基於下述理由不予聯合行為許可：

1.Apple只是行動支付系統之一，仍有其他

競爭對手。2.許可將降低行動支付「作業系統軟

體」間之競爭。3.降低「行動支付設施」間之競

爭。4.降低「信用卡市場」之競爭。

三、2018年11月瑞士競爭法主管機關調查Credit 

Suisse和UBS涉嫌集體杯葛Apple Pay和

Samsung Pay案

Credit Suisse和UBS被檢舉和其他瑞士本國

信用卡發卡機構，達成不讓卡片被用於Apple和

Samsung的行動支付服務之合意。若目的是在保

護本國行動支付業者，則此將減少消費者選擇交易

支付系統之選項。最近才立案，後續值得觀察。

肆、數位平臺經濟之案例評析（二）：

獨占力濫用

一、高通（Qualcomm）案（臺灣、韓國、中

國、歐盟、美國）

本案係因技術「標準化」所產生之「市場

力量」濫用議題，重點在於通訊產業「標準制

定組織」（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

S S O s）與「標準必要專利」（ s t a n d a r d 

essential patents，SEPs）之FRAND承諾。亦

即，即便廠商享有標準必要專利，仍須遵守內部

自律約定FRAND，對於授權行為、權利金，必

須符合公平、合理、無歧視的原則，而FRAND

的具體內涵為何，成為爭議的重點。

具體的涉案行為，包含：過高授權權利金

（整機計價模式的合理性）、差別權利金折讓

（royalty rebates）、未經授權則不供應晶片

（no licenses, no chips）等。

二、Google案（歐盟）

Google由於掌握「大數據」，可能產生「市

場力量」濫用議題，就網路「搜索引擎」市場而

言，Google享有很高的市占率，歐盟認為可被界

定為獨占廠商。Google之涉案行為如下：

(一 )「購物網站比較」案（歐盟執委會

/2017，處24億2千萬歐元罰鍰）

Google利用搜尋軟體「運算法則」

（algorithm）的設定，將Google自己的

Google Shopping中所提供之購物比較

服務，列在消費者用Google搜尋產品或

服務結果的前面網頁。亦即，Google利

用搜尋軟體「運算法則」（algorithm）

的設定，降級（demote）競爭之購物比

較服務網站在搜尋結果中之排序。

(二)「對Android行動設備製造商及網路系

統業者實施不當限制，強化Google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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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擎市場支配地位」案（歐盟執委會

/2018，處43億4千萬歐元罰鍰）

1.Google要求製造商以預先安裝

Google Search和Google Chrome作

為授權Google's App Store的條件。

2.以預先安裝Google Search作為給予

Android行動設備製造商及網路系統業

者折讓的唯一條件。3.不授權Google 

Apps予安裝未經Google同意之Android

版本（Android Fork）之Android行動設

備製造商。

伍、數位平臺經濟之案例評析（三）：

結合

一 、 G o o g l e 與 S a n o f i （ A v e n t i s ） 合 資 案

（2016）

Google子公司Verily Life Science和Sanofi

子公司Aventis合資設立虛擬糖尿病診所（virtual 

d iabetes c l in ic）Onduo （ht tps: / /onduo.

com），建立健康照護平臺，形成多角化結合。

Sanof i是治療糖尿病藥品與器材之主要研

發、製造與行銷廠商，在胰島素及胰島素注射

設備市場的市占率約20%~40%。Google則提供

治療與管理糖尿病的一項e化平臺與數據分析服

務。本案所涉及的競爭議題，包含結合後「產品

設備」與「平臺數據分析服務」之捆綁銷售，以

及限制「相容性」的風險。

歐盟執委會許可結合，認為結合後廠商並沒

有濫用市場力量，具體理由如下：

(一)結合後當事人沒有能力與誘因，限制只

有使用Sanofi藥品的病患才能使用平臺，

維持平臺的開放才能擴大平臺的利潤。

(二)Google沒有能力將其在「搜索引擎」之

市場力，以遮蔽其他競爭平臺網路曝光

率的方式，延伸至醫療管理服務之e化

平臺與數據分析服務市場，因為醫療內

容與方式通常是由第三方（即醫師）所

決定。

(三)Google的數據分析服務是否讓使用者更

依賴Sanofi所生產的胰島素或Google平

臺服務？Google允諾將確保數據的「可

攜性」（portability）與平臺間之「相容

性」（interoperability）。此外，2018

年5月即將生效的GDPR第20條，亦賦

予平臺使用者有要求數據可攜之權利。

二、U.S. v. AT&T and Time Warner

本案AT&T（影音傳播業者）以超過800億美

元收購Time Warner公司（節目製作者）。美國

司法部認為AT&T將會以拒絕授權Time Warner節

目給其在下游影音播放系統競爭對手，封鎖、排

除下游市場之競爭。並特別指出Time Warner旗

下的CNN和HBO形同必載（must have）頻道，

一旦結合將讓AT&T取得更大的談判地位，更有

能力與誘因進行拒絕授權行為。相反地，AT&T

則主張，結合上游頻道業者，是在剪線（cord-

cutting）時代下，系統業者持續發展的一項重

要手段。在數位化的趨勢下，比起有線電視，收

看網路頻道的人數與日俱增，AT&T未來將面對

Netflix等網路平臺系統業者的挑戰。美國地方法

院於2018年6月判決AT&T勝訴，而美國司法部隨

後提出上訴。(後記: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已於2019

年2月駁回上訴，美國司法部並宣佈不再上訴。)

陸、數位平臺經濟之案例評析（四）：

垂直交易限制

一、歐盟「消費性電子產品維持轉售價格案」

（2018年7月24日歐盟執委會處分決定）

我國華碩 ( A S U S )限制網路經銷商進行

價格競爭，以設定的訂價演算法則（pr i c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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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即時追蹤零售價格並跟進競爭者之

價格變動，違反價格限制約定者將面臨斷貨的處

分。由於華碩配合調查態度良好，罰鍰經減免後

約為6千3百萬歐元。

主要問題為是否要考量市場力量與正當理

由，特別是搭便車理論，在網路時代從消費者的

觀點，搭便車的成本大幅降低（網路搜尋成本

低），華碩得否以維持品牌形象、防止網路經銷

商搭實體店面的便車，作為抗辯理由，值得探

究。

二 、 歐 盟 關 於 數 位 平 臺 「 地 理 阻 隔 」 ( g e o -

blocking)之規範

「地理阻隔」係指禁止消費者透過網路到其

他國家買相同產品，這是一個品牌經銷區域的劃

分，創造區域性獨占，傳統競爭法認為其正當性

在於，透過品牌內的限制，促進品牌間的競爭，

期待藉此保護該國經銷商，讓他有誘因促銷此品

牌，以促進不同品牌的競爭。

2017年2月2日歐盟正式針對歐洲5家主要電

玩（video game）商啟動調查，案件涉及「地理

阻隔」，禁止消費者於網路進行跨國購買。2018

年2月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通過第

2018/302號規則，禁止不當（unjustified）「地

理阻隔」，但不包括受著作權保護的數位媒體，

例如電子書、電玩軟體或Spotify、Netflix等服

務。

三、2017年12月歐盟法院Coty Germany GmbH 

v Parfümerie Akzente GmbH 案

本案為垂直交易限制案件，Coty禁止經銷

商透過第三方的網路平臺，例如Amazon、ebay

等來進行銷售，產生限制經銷管道的嫌疑。重點

在於「選擇性經銷」契約能否限制經銷商不得於

未經授權之第三方平臺銷售，以維持「奢侈財」

（luxury goods）之品牌形象。

2017年12月歐盟法院判決支持Coty所提出

「為維持奢侈財之品牌形象」的正當理由，認定

此種垂直交易限制合法。而所謂的「奢侈財」，

法院指出並不限於財貨是否是使用高科技技術或

昂貴材質所生產者，亦包括產品之「奢侈形象」

(luxury image)，即產品所衍生之「奢侈氛圍」

(aura of luxury)，是消費者區隔該產品與其他產

品之主要依據，而減損該項產品氛圍，等同降低

產品真正的品質。

柒、結語

數位平臺經濟之競爭評估，已由靜態

（static）轉向動態（dynamic）。所謂靜態係

指重視價格、成本、獲利，動態則不在乎短期價

格、成本、利潤的變動，而重視標準的取代，有

無席捲整個市場的力量，從「市場內競爭」走向

「進入市場的競爭」。

數位平臺經濟作為一項生態系統，於系統中

某一區位享有市場地位之廠商，仍需依賴系統其

他區位之市場參與廠商的合作，始有可能持續其

創新與成長的動能。例如行動電話製造商與行動

網路服務商（ISP）、行動作業系統與Apps研發

商間具有緊密的共生關係。

如何在反托拉斯法下評估數位平臺經濟之市

場力量及動態效率，以及如何處理數位平臺經濟

「標準化」之智慧財產權行使行為，將持續是公

平會的重要課題。我國應確立公平交易法對此議

題的執法立場，但不宜過度將執法建立在對參與

業者之「公平性」考量，特別是擔心對國內產業

造成不公平，而應該從競爭觀點進行分析，重點

放在觀察有無改變或削弱競爭的可能性。

（本文係講座民國107年12月14日假公平會

發表之演講內容，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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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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商 Internat 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下稱IBM）於全球從事各類資訊

科技解決方案之開發、生產及行銷，以及資訊系

統建置等服務。Red Hat, Inc.（下稱Red Hat）

則為開放源軟體及其支援服務之全球供應商，採

用結合社群力量之模式為企業客戶開發並提供各

類開放源軟體服務。IBM擬取得Red Hat全部已

發行流通且有表決權之股份，結合後Red Hat將

成為IBM全資持有之子公司，又IBM於我國「部

署導向應用程式平臺」（Deployment-Centric 

Application Platform）市場占有率達公平交易法

第11條第1項第2款之結合申報門檻，且無同法第

12條規定除外適用情形，因此向公平會提出結合

申報。

競爭評估

結合前 I B M與R e d  H a t在我國「作業系

統」、「事件驅動中介軟體」、「部署導向應用

程式平臺」等3個產品市場具有水平競爭關係，

但結合後所導致市場占有率之增加幅度有限。另

據公平會詢問終端客戶、競爭對手及產業研究機

構之意見，大多表示參與結合事業之產品並不具

緊密替代關係，IBM與Red Hat結合前主要競爭

壓力來自於其他非參與結合事業，再者，結合後

市場上仍有Amazon、Microsoft等大型業者持續

參與競爭，IBM與Red Hat結合尚不致顯著改變

市場結構或大幅減損競爭之程度。

本案亦考量IBM與Red Hat是否會藉由阻礙

對手存取開源程式碼、降低Red Hat產品之開

放性、改變與現有雲端供應商之合作關係等方

式，延伸市場力或損害鄰接市場競爭等疑慮，

經審酌結合後 IBM仍需面臨來自開源軟體社群

之壓力，且可以替代Red Hat產品之開源軟體眾

多，參與結合事業應無藉由前述方式封鎖競爭

之誘因或能力。

結論

公平會經綜合評估後，認為本案結合尚無顯

著限制競爭不利益，因此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1

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美商IBM收購Red Hat打造混合雲端服務
美商IBM與Red Hat結合後，將藉由彼此產品和服務互補經營混合雲解決方案，因為無顯著限制競爭疑

慮，公平會不禁止其結合。

■撰文＝吳佳蓁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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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商Cathay Pacific Airways Limited（下

稱國泰航空）擬透過收購香港商Hong Kong 

Express Airways Limited（下稱快運航空）全部

股份進行結合，並直接或間接控制快運航空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

項第2款及第5款的結合型態。因參與結合事業國

泰航空（併計其全資子公司香港商國泰港龍航空

有限公司）107年度於臺灣與珠江三角洲區域間

之國際航空運輸服務市場占有率超過四分之一，

且參與結合事業在結合行為完成後之合併市場占

有率將超過三分之一，符合同法第11條第1項第1

款及第2款之申報門檻，且無同法第12條所定除

外適用情形，因此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

競爭評估

本案參與結合事業在「臺灣與香港、澳門、

深圳三航點間之國際航空運輸服務市場」具有水

平競爭關係，結合後國泰航空之市場占有率約增

加2.49%。審酌參與結合事業於結合後仍將分別

維持原有的營運模式，並各自面對其主要競爭

者，以及航線之重疊度低、相關市場業者眾多、

價格競爭激烈、消費者及旅遊業者之轉換成本尚

低的因素，本結合案改變市場結構或限制競爭效

果應屬有限。

國泰航空與快運航空皆以香港國際機場為樞

紐機場，而分別屬於傳統型和低成本之航空公

司，營運及商業模式互補，本結合將使參與結合

事業在結合後具備較完整之產品線，形成範疇經

濟，並得透過資源共享（包括集團內部之班表安

排、經營彈性及降低營運成本等）增強參與結合

事業各自之競爭力，提升航空運輸服務之整體效

率，臺灣旅客可望享有較低廉之費用、較高之便

利性及服務品質。

結論

公平會經綜合評估後，認為本案結合之限制

競爭效果應屬有限，並考慮本結合可能形成範疇

經濟與資源共享之效率性，以及提升相關市場提

供旅客之便利性及服務品質等整體經濟利益，對

於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因此依

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國泰航空收購快運航空進軍低成本航空市場
國泰航空與快運航空結合後，將具備較完整之產品線，形成範疇經濟，因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

制競爭之不利益，公平會不禁止其結合。

■撰文＝謝長江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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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型態及申報門檻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研華）及其100%

持股子公司擬共同收購日商歐姆龍直方株式會社

（下稱歐姆龍直方）過半股權，另研華並預計取

得歐姆龍直方董事會過半數之席次，直接控制歐

姆龍直方之人事任免及業務經營，屬公平交易法

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第5款之結合型態。研華及

歐姆龍直方(為Omron Corporation 100%持股

之子公司，未銷售任何產品至我國)併計控制從

屬事業及與之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關

係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結合申報門檻，且無同

法第12條除外規定之適用情形，依法向公平會

申報結合。

競爭分析

研華主要業務為工業電腦及嵌入式板卡與機

箱，歐姆龍直方則專注於嵌入式板卡與系統之製

造，故本案屬水平結合之態樣。由於工業電腦

廠商大多同時產銷「工業電腦」及「板卡（含模

組及系統）」，但也有單一產銷「工業電腦」廠

商或「板卡（含模組及系統）」的廠商，又因物

聯網之應用多元，使廠商經營模式與提供產品類

型產生變化，故視產品運用情況界定相關市場。

又國內工業電腦廠商皆以全球市場為主要目標，

工業電腦產值外銷比重達8成，故地理範圍應以

「全球市場」為計算基礎，但仍以對我國境內之

相關業者影響為地理市場界定之主要考量。

因我國工業電腦產業以外銷為主，國際貿易

障礙低、全球均有供應商及客戶，交易相對人

容易於全球選擇或轉換交易對象，參與結合事

業於國內、外至少面臨數十家事業之競爭，且

結合後研華市占率增加有限，市場仍處於相當

競爭狀態；況且本結合為研華欲藉歐姆龍直方

在日本之銷售經驗，有效幫助增加產品在日本

之競爭力，進而拓展日本市場，加強面對國際

大廠競爭之能力，且歐姆龍直方結合前後均不

在我國銷售，是以，本結合案對我國市場結構

與競爭程度不生影響。

結語

公平會經綜合評估後，認為本案結合之整體

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因此依公平交

易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研華收購日商歐姆龍直方股份，拓展日本市
場
我國工業電腦大廠欲藉日本廠商在日本之銷售經驗，有效幫助增加產品在日本之競爭力，進而拓展日

本市場，公平會不禁止其結合。

■撰文＝馬明玲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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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為釐清業者以摸彩活動行銷淨水器相

關產品，是否涉有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而違反公

平交易法規定，因此立案進行調查。

隱匿摸彩活動之重要交易資訊

A公司於民國108年1月至8月間多次辦理摸

彩活動行銷淨水器相關產品。A公司所散發之摸

彩券上載明「第二重：廠商贊助獎【高級養生活

水生飲機】」、「第二重3C家電於活動結束後公

開抽出，中獎者免費領取」等語，使民眾對摸彩

活動獎項產生獲獎期待並有射倖心理，但是A公

司對該摸彩活動獎項設有限制條件之資訊，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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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淨水器價格為不當陳述

另公平會調查發現A公司淨水器之進貨成本

與A公司向獲獎者宣稱之售價差距甚多，使民眾

對淨水器品質產生錯誤期待並有射悻心理，而與

A公司交易；又民眾多表示A公司於安裝淨水器後

始告知濾心更換之費用，並推銷濾心更換方案，

民眾無從比較更換濾心之價格，致衍生糾紛。

假摸彩真銷售

A公司以摸彩贈送3C家電獎品為誘餌，利用

民眾射悻心理，隱匿商品銷售之目的，實際上為

銷售淨水器及濾心之情事，A公司淨水器相關產

品之銷售行為，已可以認為是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

定，除令A公司應立即停止該項違法行為，並處

以15萬元罰鍰。

業者通知中獎，消費者當心「空歡喜」!
事業藉摸彩活動贈送獎品為誘餌，隱匿對消費者商品銷售之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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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糾紛不斷!

■撰文＝傅竑維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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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油節電？

公平會接獲檢舉，某購物網站銷售一款救車

備用電源A商品，於廣告宣稱使用A商品能節約

10%~20% 的汽油消耗，還可以加倍延長電瓶壽

命，沒使用A商品者電瓶壽命2年以下，使用A商品

則電瓶壽命可達4年以上。然而該網站並沒有出具

第三公正單位的測試報告，懷疑涉有廣告不實。

經過調查發現，本案廣告由商品製造商自

行製作，廣告宣稱使用A商品能節約10%~20%

的汽油消耗，其依據來自於商品製造商自行以

公司的車輛裝配A商品半年，其間紀錄並比較裝

配前後的燃油效率，自行得出裝配A商品可節約

10%~20%汽油消耗量的結論，並以之作為廣告

內容。

至於加倍延長電瓶壽命的說法，商品製造商

表示每次汽車發動時電瓶需消耗200安培，如果

由A商品提供100安培，汽車電瓶僅需消耗100安

培，因此自行推論透過使用A商品可延長電瓶壽

命至2倍或長達4年以上。

宣稱具有一定效能應提出主管機關或公

正客觀機構之檢驗報告作為佐證

公平會指出，影響車輛油耗及電瓶壽命的因

素眾多，至少包括天候、路況、車況、駕駛習

慣、車輛載重、是否使用車上空調系統等。商品

製造商並未證明所使用測試方式能有效控制各項

影響因素，所主張的測試結果及自行所做的推論

就難具有可信度。同時A商品未送請主管機關或

客觀公正機構進行檢測，無法提出具有公信力之

研究或測試報告足為佐證，廣告宣稱之效能自難

以認為有所依據，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汽油消耗減少，電瓶壽命加倍？
發動汽車不能沒有電瓶，開車上路更時時刻刻不能缺少汽油。然而電瓶要價動輒數千元，不時調漲的

汽油價格更是開車族的夢魘。如果在汽車上加裝一個裝置，就能減少汽油使用量，還能延長電瓶壽命，自

然對於廣大的開車族具有相當吸引力。

■撰文＝徐宗佑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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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接獲檢舉，J公司銷售抗藍光螢幕保

護貼，宣稱「擁有阻隔藍光專利」，與事實不

符。經公平會調查，J公司銷售該保護貼商品宣

稱擁有阻隔藍光專利並刊載專利證書，將使消費

者認知該商品具有專利權，且專利仍存續中，但

該保護貼商品的專利已於民國105年9月消滅。由

於商品是否擁有專利為影響消費者作成交易決定

之參考因素，J公司於我國專利權消滅後，仍於

網頁宣稱該保護貼商品具有專利，足以引起一般

大眾對案關商品之品質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公平會提醒，民眾對於業者五花八門的廣告

用語應小心求證，倘對專利、商標等智慧財產權

相關之廣告宣稱有疑慮，可查詢經濟部相關網站

確認，以免作成錯誤之交易決定。

廣告宣稱專利，是真是假?
各品牌百家爭鳴的世代，事業為得消費者青睞，銷售商品或服務時所為廣告宣稱，甚至刊載證書，然

而，真的全然可信?

■撰文＝吳柏成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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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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由法國主辦第1屆6 國會議(G6)，由美、德、

法、英、日、義等6國開始聚會，討論如何因應

第1次石油危機。加拿大在1976年加入後正式成

為G7，歐盟則於1977年正式參與。G7主要在提

供這些國家領袖於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舉行

年會之前，對和平、安全、反恐、經濟發展、教

育、衛生、環境及氣候變化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流

及建立共識。G7組織成員國家合計代表40％的

全球GDP及10％的人口，其主要共識之核心價值

為：民主、尊重人權及基本自由、自由與公平市

場及尊重國際法規1。

G 7及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分別為：法國

競爭委員會(Autori té de la Concurrence)，

義大利競爭局 ( A u t o r i t á  G a r a n t e  d e l l a 

Concorrenza e del  Mercato)、德國聯邦卡

特爾署 (Bundeskar te l l amt )、加拿大競爭局

(Competition Bureau)、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美國司法

部反托拉斯署(Department of Justice)及聯邦交

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日本公

平交易委員會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及歐盟競爭總署 (D i r ec to ra te  Gene ra l  f o r 

Competition)。

G7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數位經濟之共識

自1973年第1次會議以來，競爭政策從來都

不是7國會議中主要的討論焦點。但今(2019)年

輪由法國擔任主席，法國主動提議將競爭政策納

入數位經濟相關議題中予以考量，以提供競爭法

主管機關對於此一重要議題更進一步思考及合作

之機會。

在法國競爭委員會主導下，G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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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主要共識要點及詳細說明如

下。

一、主要共識要點：

(一 )競爭性的市場是運作良好經濟體之關

7大工業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競爭與數位經
濟」之共識

7大工業國家集團(G7)競爭法主管機關在2019年6月15日共同發布「G7 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競爭

與數位經濟』之共識」。此一文件反映了G7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數位經濟引發的競爭分析問題所達成

之共識。

■撰文＝杜幸峰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視察）

1 見G7 FRANCE網站What is the G7?(https://www.elysee.fr/en/g7/2019/01/01/what-is-the-g7)
2 https://en.agcm.it/dotcmsdoc/pressrelease/G7%20Common%20Understanding%20final.pdf 



14

FTC 公平交易通訊   NO.089    中華民國108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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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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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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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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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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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共識要點詳細說明

(一)數位經濟對創新及成長之助益

G7認為，數位經濟改變了許多商品

與服務的生產及銷售方式，這些改變已

經重新塑造了產業，造成更多投資與創

新，創造了新的商業機會，降低整個經

濟的商品及服務之成本，為消費者帶來

顯著的利益，也使新廠商容易進入市場

並增加競爭。數位經濟中的投資及創新

可以作為經濟成長的引擎，並透過推動

更多前所未有的創新及商業模式產生全

球性的正向外部效應。倘數位市場保持

競爭，這些助益可以被適當地實現。

G7認為，健全的競爭法執法將繼續

在保障人們對數位市場的信任及確保數

位經濟持續在帶動經濟活力、競爭性市

場、消費者利益及創新誘因上扮演重要

角色。

(二)現有競爭法規則的靈活性與相關性

數位經濟除了其所帶來的好處之

外，也為競爭法執法機關帶來了挑戰。

例如，數位經濟的快速變化本質，多邊

市場和零元價格可能使市場定義、市場

力評估及競爭效果分析變得更加困難，

需要對非價格方面的競爭，如質量、創

新及消費者選擇，進行更密切的分析。

G7認為，雖然這些都是具有挑戰性

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並沒有超越現有競爭

法所及之範圍。數位市場的許多特徵，包

括平臺的存在、網路效果、規模經濟或範

疇經濟、產業集中度及零元價格優惠等並

非嶄新議題，並且都已由競爭法主管機關

依據現行競爭法解決。所有G7都有處理

這些考量因素的事實證明。

G7還提到在新的數位經濟下其他挑

戰包括：在新的數據形式及取得數據方

法下，如何運用有效的資料收集權力，

以及如何在有限的時間框架中對限制競

爭行為進行健全的執法干預。此外，競

爭法主管機關也面臨評估運用機器學習

及運算定價方法廠商行為的競爭效果之

新挑戰。但G7認為，最近的案例顯示，

競爭法通常為競爭法主管機關提供了解

決數位經濟中限制競爭行為的工具和靈

活性，所有競爭法主管機關也都在進一

步強化其在競爭法領域上的專業知識，

提高其內部技能，並量身定製自己的機

關制度設計，以與最新的數位經濟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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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進化。

(三)倡議和競爭的重要性影響政策評估

G7認為，有目標性及均衡的產業管

制，可以在面對數位挑戰時與競爭法規

相輔相成，並可能對超越競爭法規範圍

的問題提供適當解決之道。政府應避免

使用競爭法執法來解決非競爭議題，且

考量數位經濟相關管制對競爭的影響，

國內各政府機關間應相互合作，例如競

爭法主管機關與相關消費者保護機關及

隱私權保護機關間的合作。

管制可能因為增加市場進入成本和

鞏固現有廠商地位而損害競爭，但政府

可以透過監測法規提案的影響及定期檢

視現有法規，以確保該等法規維持管制

之目標性和有效性，以維護數位市場之

競爭。

(四)對國際合作之需求

G7認為，因為數位經濟的全球化本

質與各國對於健全競爭法施行的共同使

命感，競爭法執法機關之間對數位經濟

議題的國際合作非常重要。國際合作也

有助於營造國際間一致的競爭法執法觀

點，讓跨國企業有所適從。因此，G7建

議競爭法執法機關應支持透過現有論壇

及網路繼續合作及經驗分享。

G7認為，集團各國之間對於數位經

濟的合作應該繼續以靈活和自願的方式

對這些議題的討論提供資訊，同時應不

妨礙現有國際論壇正在進行的工作。展

望未來，G7競爭法主管機關也期望能繼

續加強與現有國際論壇合作及在集團中

交流以加深對此議題之共識。

共識要點之重大意義

此一共識文件發布後，G7各國競爭法主管機

關皆發文表示支持，執業律師也都對共識要點表

示支持。而共識要點中較受注意的是在說明中所

提出之觀點，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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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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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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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歐盟執委會在2019年7月1日發布關於損

害賠償轉嫁處理原則(Guidelines for national 

cour ts  on how to  es t imate the share o f 

overcharge which was passed on to the 

indirect purchaser，下稱處理原則)1，供歐盟成

員國相關法院估算轉嫁間接購買者之超額收費金

額。此處理原則旨在藉由適當的損害賠償法律架

構、相關經濟理論及量化方法，為歐盟成員國相

關法院和利害關係人提供實用的指導方向。

歐盟早在2014年即已發布反托拉斯損害賠償

指令(The Antitrust Damages Directive)協助民

眾和事業在他事業違反歐盟反托拉斯法相關規定

情形下獲得損害賠償。當卡特爾成員在產銷供應

鏈(supply chain)中固定價格，並完全或部分轉

嫁價格上漲幅度時，直接消費者及間接消費者皆

可能受到損害，故損害賠償不僅適用於直接消費

者，也適用於間接及最終消費者，相關賠償金額

則由歐盟成員國相關法院審判決定。

然而，估算轉嫁給間接消費的部分可能相當

困難。故歐盟反托拉斯損害賠償指令第16條規

定歐盟執委會發布不具約束力的相關轉嫁處理原

則，以協助歐盟成員國相關法院估計反托拉斯損

害程度及金額。

處理原則相關內容

本處理原則的主要目的是明列轉嫁分析的經

濟理論及方法、相關證據辨識及評估方式，處

理原則內容計分9節，除簡介、法律架構及附錄

外，有關轉嫁效果影響因素、經濟理論及評估模

型(第3節至第6節)為主要重點。簡述如下2：

一、轉嫁效果影響因素

本處理原則(第3節)依據經濟理論明列影響轉

嫁效果是否存在及轉嫁程度的重要因素，包括：

(一)投入成本之特性：投入成本究屬固定成本

或變動成本，將影響超額收費是否存在以

及價格轉嫁程度，當投入成本為固定成本

時，由於固定成本通常不影響直接購買者

的價格決定，故轉嫁程度較低。 

(二)直接或間接消費者所面臨產品需求彈性：

當事業提高產品價格時，需求量會降低，

需求量對價格變化越敏感，亦即需求彈性

越大時，轉嫁的幅度越小，故事業超額訂

價的程度取決於需求彈性，即端視需求量

對價格變化的反應程度而定。

歐盟發布損害賠償轉嫁處理原則
反托拉斯損害賠償訴訟成敗之關鍵不僅取決於相關損害賠償法律制度之完備，也取決於如何量化反

托拉斯損害賠償。由於損害賠償量化具有高度技術性，因此，歐盟執委員會特別發布處理原則，以協助

歐盟成員國相關法院估計反托拉斯損害程度及金額。

■撰文＝許俊雄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長）

1 詳參歐盟網站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actionsdamages/quantification_en.html.
2 參考整理自歐盟損害賠償轉嫁處理原則第3節至第6節內容及＂European Commission adopts Passing-on Guidelines＂Simmons& Simmons elexic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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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競爭力度及強度：如果超額收費只存在

特定廠商(firm-specific overcharge)，則

當廠商間彼此競爭力度及強度越激烈，

則特定廠商轉嫁給消費者的可能性較

小。然而，如果超額收費在行業普遍存

在(industry-wide overcharge)，例如卡特

爾行為，則廠商間彼此競爭力度及強度

較弱，轉嫁給消費者的可能性就越大。

(四)其他影響因素：包括價格調整成本、受

影響成本的比例、買方力量、價格管制

或供應鏈各層面定價決策時間等。

二、轉嫁效果經濟理論及評估模型

本處理原則（第4-6節）著重於法院可運用

的經濟理論、評估模型及方法等，包括評估價格

相關效果和數量效果等方法。其中，價格相關效

果關注價格上漲對價格轉嫁、數量之影響效果，

其他非價格效果，例如：品質下降或可能出現的

創新阻礙影響，則非關注重點。謹分述如下：

(一)量化轉嫁分析(quantifying passed-on)

通則(第4節)：本處理原則明列涉及量化

轉嫁分析的3項因素，包括超額收費本

身、價格效果，以及數量效果，並建議

可以循序或同時分析這些因素。此外，

本處理原則也例示業者可能被法院要求

提供之相關資料，包括定性（例如產品

定價、商業策略、契約及財務報告等內

部文件）及定量（例如價格、成本或利

潤等數據）資料，以及影響事業定價決

策的外部指標，例如經濟活動綜合衡量

指標（GDP成長率，通貨膨脹率及就業

率等）。最後，本處理原則除探討如何

利用專家所提供之證據協助法院評估轉

嫁水準外，並提醒專家證據如果不確定

或存在分歧，法院可以要求歐盟相關國

家競爭法主管機關提供意見。

(二)評估價格相關效果(第5節)：本處理原

則建議法院可以依靠不同經濟模型評

估價格相關效果，並例示2項經濟分析

方法，包括：1.比較基礎分析方法(the 

comparator-based approach)，即比

較直接購買者在超額收費期間設定的市

場價格與非超額收費期間、或對照組競

爭市場設定的價格。2.轉嫁率分析方法

(the passing-on rate approach)，即分

析事業成本變化在超額收費期間前後如

何影響價格變化。同時，本處理原則指

出較傾向採用比較基礎分析方法，並提

醒轉嫁率分析方法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

產生誤導性結果，因為該方法假設投入

成本變動將在下游價格反映，如果該假

設錯誤，則模型與價格相關的效果也會

產生偏誤。

(三)評估數量相關效果(第6節)：本處理原則

清楚指出，當存在價格相關影響時，必須

考量數量效果，如果未考量，則可能低估

反托拉斯損害(antitrust harm)。同時，並

指出2項相關的數量影響因素，包括價格

上漲導致的數量變化及邊際利潤。另亦指

出比較基礎分析方法（如前述）、彈性分

析方法等經濟分析方法，其中，彈性分析

方法係指整合轉嫁相關價格效果所觀察到

的價格上漲與估計的需求變化，估計數量

效果。至於在評估數量相關效果方面，本

處理原則並未建議採用哪一項方法，並指

出各方法的侷限性。

結語

歐盟執委會所發布關於損害賠償轉嫁的處理

原則大量引用經濟理論及估計轉嫁之數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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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提供評估超額收費轉價幅度之經濟證據時，檢

視考量相關參數(relevant parameters)及數據資

料之實用指導方向外，該處理原則並不會改變現

有歐盟法律，也不會影響歐盟以前的案件決定，

但卻是一項可供控辯雙方及法院在法律學和經濟

學間相互界接之良好溝通及分析工具。此外，運

用此處理原則需注意事業在市場從事競爭並非皆

採取與經濟理論預測完全一致的定價決策，且經

濟理論的任何見解都必需與案例所獲事實證據相

互平衡及綜合考量，切勿單憑任一項經濟分析方

法即作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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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於2019年7月4日邀請日本公平交易

委員會顧問小田切宏之(Hiroyuki Odagiri)教授

蒞會演講。小田切宏之教授為美國西北大學經

濟學系博士，專精於反托拉斯經濟學(antitrust 

economics)，曾於2008年擔任日本公平交易委

員會競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至2016年

擔任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並於2016年之後擔任

該會顧問。

小田切宏之教授之演講包括「經濟學與結合

管制的發展」(Economics and Merger Control：

New Developments)及「平臺與多邊市場時代

下的競爭政策」(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Age 

of Platforms and Multi-Sided Markets)等2個

主題。演講內容除了探討在寡占模型(Oligopoly 

Model)及可競爭市場理論 (The Contestable 

Market Theory)觀點下，事業結合對競爭所造成

的影響，更針對在數位經濟時代下，說明雙邊市

場(Multi-Sided Market)的特性，並提出相關的競

爭政策建議。

小田切宏之教授之演講為公平會同仁帶來新

的觀點，同時亦與公平會委員就相關競爭法議題

進行深度意見交流，並於演講結束後拜會公平會

黃主任委員，為臺日競爭法相關面向進行更深入

的交流。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顧問小田切宏之教授演講
紀要

■撰文＝張志弘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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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為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主管機關，為

強化多層次傳銷產業之輔導及管理，於每年針對

報備多層次傳銷事業辦理經營發展狀況調查，以

確實掌握多層次傳銷事業最新發展動態，俾利傳

銷產業良性發展。依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民國

107年參加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人數、領取

佣(獎)金之傳銷商人數、平均領取金額，均較上

一年度增加，惟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營業總額，則

較上一年度減少。隨著網際網路普及，傳銷事業

藉由網路媒介推廣多層次傳銷業務也愈見普遍，

行銷手法包括透過事業網站、臉書粉絲團及直播

等方式。

本次調查對象為107年底報備從事多層次傳

銷事業，共457家，實際回報事業383家，填報

率為83.81%，扣除尚未實施多層次傳銷事業22

家及已停（歇）業15家後，107年間仍有實施多

層次傳銷之事業計346家，為本次調查相關查報

結果及統計分析之有效範圍。本次調查結果摘要

如下：    

一、傳銷商人數及傳銷商概況

(一)107年底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人數

計308.38萬人，較106年底299.26萬

人，增加9.12萬人。又經剔除重複參加

1家或2家以上多層次傳銷事業之人數，

107年底傳銷商人數為304.87萬人，較

106年底286.0萬人，增加18.87萬人。

(二)加入傳銷率（參加傳銷人數占107年底

全國總人口數2,358.90萬人之比率）約

12.92%，即平均每萬人中有1,292人加

入多層次傳銷，較106年底之12.13%，

增加0.79個百分點。

(三 ) 107年新加入之傳銷商共計96 .22萬

人，占傳銷商總人數（308.38萬人）

3 1 . 2 0 %，較1 0 6年之新加入傳銷商

95.64萬人，增加0.58萬人。

(四)107年以當年度受調查事業回報家數之

數據為基礎，退出之傳銷商共計44.32

萬人，占傳銷商總人數（308.38萬人）

14.37%，較106年退出之傳銷商50.65

萬人，減少6.33萬人。

(五)107年女性傳銷商計215.84萬人，占傳

銷商總人數（308.38萬人）69.99%，

較106年之68.32%，增加1.67個百分

點，女性傳銷商仍為傳銷市場之主力。

(六)107年各年齡層傳銷商人數分布情形，

經依受調查事業所提供資料進行統計，

多數為45歲至64歲，計74.10萬人，次

為20歲至44歲，計73.42萬人，而65歲

以上、7歲至19歲，各計22.17萬人、

1.13萬人。

(七)107年有招募限制行為能力（7歲以上

未滿20歲且未婚）傳銷商之傳銷事業計

159家，占全體傳銷事業之45.95%，其

人數合計為1.12萬人，主要銷售商品則

為營養食品。

二、傳銷產業總產值與事業規模

(一 ) 107年346家多層次傳銷事業所填報

民國107年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概況
■撰文＝吳佳陵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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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層次傳銷營業總額為新臺幣 (下

同 )830 .27億元，較106年之886.19

億元，減少55 .92億元，減少比率為

6.31%，主要係部分事業發生營運危機

問題所致，且以產品類別觀察，營養食

品與美容保養品銷售額衰退最多。

(二)多層次傳銷事業營業額10億元以上者有

21家，占總事業家數之6.07%，其營業

總額達607.14億元，占全體傳銷事業年

營業總額之73.13%。

(三)營業額1億元至未及10億元之事業家數

為57家，占營業總家數之16.47%，其

營業總額為172.39億元，占全體傳銷事

業年營業額之20.76%。

(四)營業額未達1億元之事業共268家，占

營業總家數之77.46%，其營業總額為

50.74億元，僅占全體傳銷事業年營業

額6.11%。

三、傳銷商品及進貨成本：

(一)107年傳銷事業銷售之傳銷商品仍以營

養食品銷售額最大，計503.70億元(占

60.67%)，其次為美容保養品130.24

億元 (占1 5 . 6 9 % )，第三為清潔用品

44.73億元(占5.39%)，三者計占營業

總額81.75%，另以前3大銷售商品類

別來看，營養食品、美容保養品部分，

107年營業額較106年分別減少30.72億

元、30.87億元；清潔用品部分，107

年營業額則較106年增加1.08億元。倘

以傳銷事業銷售之國產品及進口品銷

售額觀察，以國產品及進口品皆有銷

售者為主，其營業額為527.88億元(占

營業總額63.58%)；次為僅銷售國產品

者，其營業額為184.58億元(占營業總

額22.23%)；末為僅銷售進口品者，

其營業額計11 7 . 8 1億元 (占營業總額

14.19%)。

(二 )107年多層次傳銷事業進貨（製造）

成本計 2 5 1 . 7 2億元，占營業總額

30.32%。

四、傳銷事業使用網路行銷情形：

(一 )107年採行網路行銷之多層次傳銷事

業共185家，占整體家數53.47%。其

中，傳銷事業提供線上訂購(網路購物)

者，有177家（占總家數51.16%），

傳銷事業設置網路商城供傳銷商購買之

事業有143家（占總家數41.33%），

另外，傳銷事業網路購物及網路商

城皆有設置者，有135家（占總家數

39.02%）。

(二)107年透過網路媒介推廣多層次傳銷業

務者206家(占總家數59.54%)，其中以

透過事業網站方式行銷居首 (185家，

圖1  民國98年-107年多層次傳銷營業總額

圖2  民國107年傳銷商品(服務)品項營業額占多層次傳銷營業
總額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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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總家數53.47%)，次為透過臉書粉絲

團(49家，占總家數14.16%)。另運用

「直播」進行多層次傳銷推廣之家數有

46家(占總家數13.29%)，顯示近年傳

銷事業使用網路推廣者日益普及。

五、佣 (獎 )金發放情形、訂貨傳銷商人數及比

率：

(一)107年多層次傳銷事業佣(獎)金支出計

388.81億元，占營業總額46.83%，較

106年佣 (獎 )金支付比率40.79%，增

加6.04個百分點。其中，佣(獎)金支出

占各事業之營業總額40%至未及50%

之事業最多，計75家（占21.68%）；

其次為30%至未及40%之事業，計67

家（占19.36%）；第三為20%至未及

30%之事業，計58家（占16.76%）。

(二)107年訂貨傳銷商計213.5萬人，占傳

銷商總數6 9 . 2 5 %；曾領取佣 (獎 )金

之傳銷商約83.7萬人，占傳銷商總數

27.15%，平均每人全年獲得佣(獎)金

46,427元，較106年之45,466元，增加

961元。

(三)107年女性傳銷商領取佣(獎)金人數為

59.68萬人（占總領取人數71.27%），

其領取金額計253.59億元（占總領取金

額65.22%）；男性傳銷商領取佣(獎)

金人數則有24.06萬人（占總領取人數

28.73%），其領取金額計135.22億元

（占總領取金額34.78%）。另各傳銷

事業領取佣金及獎金前10名中女性人數

占多數之事業有240家(占總家數百分比

69.36%)。  

六、對未來營運之看法：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對未來營運之預期，認

為108年營業額將較107年增加之事業

有144家（占41.62%），認為持平者

計148家（占42.77%），二者合計達

84.39%，足見多層次傳銷事業對未來

營運看法，尚屬樂觀。

(二)多層次傳銷事業對於未來經營可能面臨

之問題，以擔憂市場不景氣居首（占總

家數56.65%），其次為非法多層次傳

銷事業之破壞（占總家數45.66%），

排序第三至五名分別為同類商品之競爭

加劇（占總家數43.93%）、傳銷商人

數漸減（占總家數40.46%）及市場漸

趨飽和（占總家數32.37%）。

(三)另事業最需要協助或經營遇到之問題，

以傳銷法令及案例諮詢服務之需求為

首，共207家（占總家數59.83%），

次為多層次傳銷報備程序之諮詢服務

1 8 0家（占總家數5 2 . 0 2 %），而多

層次傳銷保護機構之法律諮詢服務、

傳銷商教育訓練之協助則各有137家

（占總家數3 9 . 6 0 %）、1 2 2家（占

總家數3 5 . 2 6 %），個人資料保護法

之諮詢服務居末，有76家（占總家數

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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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4日赴雲林縣古坑鄉公所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 7月19日於臺中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多層次傳銷法令規範說明會」。

■ 7月19日邀請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劉致慶律師專題演講「人工智慧對競爭法之挑戰」。

■ 7月26日赴嘉義市擔任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加盟業務研討會「競爭法規宣導」講
師。

■ 8月1日邀請佛羅里達大學萊文法學院Daniel Sokol教授專題演講「Platform Wars」。

■ 8月2日於臺南市舉辦「鮮乳產業發展與交易公平調和」宣導座談會。

■ 8月16日於桃園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汽車廣告規範說明會」。

■ 8月22日於臺北市舉辦「加盟締約前的『眉角』! 您弄清楚了嗎!?」說明會。

■ 8月30日邀請輔仁大學法學院陳榮隆教授專題演講「臺灣多層次傳銷之今昔與未來—談多層次傳銷
之機會與挑戰」。

民國108年7、8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1

1.公平會於雲林縣古坑鄉公所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2.公平會邀請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劉致慶律師專題演講「人工智慧對競爭法之挑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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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3.黃主任委員美瑛與佛羅里達大學萊文法學院Daniel Sokol教授(左1)於「Platform Wars」專題演講後進行會談。
4.公平會於臺南市舉辦「鮮乳產業發展與交易公平調和」宣導座談會。
5.公平會於桃園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汽車廣告規範說明會」。
6.公平會邀請輔仁大學法學院陳榮隆教授專題演講「臺灣多層次傳銷之今昔與未來—談多層次傳銷之機會與挑戰」。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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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7月9日至10日黃主任委員美瑛率團出席於蒙古烏蘭巴托舉辦之「第15屆東亞競爭政策高峰會議」
及「第12屆東亞競爭法與政策會議」。

■ 8月26至27日派員出席於智利巴拉斯港舉辦之APEC「經濟委員會第2次會議」。

民國108年7、8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

1

4

1.黃主任委員美瑛率團出席於蒙古烏蘭巴托舉辦之「第15屆東亞競爭政策高峰會議」及「第12屆東亞競爭法與政策會
議」。

2.黃主任委員美瑛於「第15屆東亞競爭政策高峰會議」之第1場次「國家競爭法與政策之最新發展」提出報告。
3.黃主任委員美瑛參與「第15屆東亞競爭政策高峰會議」之第1場次「國家競爭法與政策之最新發展」之綜合討論。
4.公平會赴智利巴拉斯港參加APEC「經濟委員會第2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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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通訊

公平會新建置「公平交易APP」，於民國106年12月27日上架於iOS「App store」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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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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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 

 

Ios 

 

公平交易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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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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