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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金融科技與競爭法之交錯

淺談金融科技與競爭法之交錯

焦點案例
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者TBC集團經營
權移轉，申報結合

■演講人：陳皓芸助理教授
（臺北大學法律學院）

綜合商品零售業的新局面－「家樂
福」與「頂好」結合
事業間交換競爭機密資訊 小心！
恐入反托拉斯地雷區
攀附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使消費
者誤認之欺罔行為！

一、前言
金融產業屬於高度管制的產業，一般而言要提供金融相關服

應注意建案廣告內容是否合法

務需經過主管機關特許，但是隨著Fintech的發展與普及，除了

傳銷商退出退貨時被扣手續費合理
嗎？！

銀行之外，科技公司也可以切入金融服務領域，帶來消費者選擇

國際動態

增加、服務便利性提升、服務價格降低的好處。
目前各國政策上都在推動非現金支付，從技術的角度而言，

美國眾議院發布「數位市場下之競
爭調查」報告

可能會使用條碼或QR Code的方式去進行掃碼，或是使用NFC感

淺談數位生態系統之競爭

商業模式也會帶來一些改變。

焦點人物
你會想認識的公平會主委李鎂

公平交易統計
檢舉案件統計

會務活動
民國110年1、2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應進行支付；這樣的技術改變，對於傳統金融產業的整個構造和

申言之，隨著Fintech興起之後，金融資訊跟非金融相關資訊
會有所交錯，例如：銀行原本只握有本行客戶相關帳戶資料，而
Fintech業者提供消費者記帳服務，則有可能間接得到非金融資
訊以外的相關資訊，若能進一步做一些分析，即有促進其他加值
服務的可能性。

二、金融科技與巨量資料
（一）何謂API?

國際交流
民國110年1、2月份國際交流一覽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為應用程式介面，
是指軟體設計介面讓外部第三方可以透過介面來讀取內部資料，
即可以說是透過API來做連接，事業本身資料庫允許外部人可以
接取特定內部資訊作公開共享，就稱為「開放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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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放API的契機與風險
1.契機

另金融業所累積的巨量資料可能有其

在API開放之後可能會有更多非金融

商業價值，企業是否會為了取得第三人

業者也能參與市場，可以就金融服務做更

所建構的巨量資料而作出限制競爭的行

細緻的分工，有更多事業進入到市場之

為，例如：在簽約時要求第三方業者僅

中，而對於促進競爭有所助益，在另一方

能與自己交易，無論是杯葛、搭售或是

面也可以提升金融事業的效率，就消費者

獨家交易限制，都可能會落入到限制競

而言，也能對其提供更多元的選擇。

爭的規範之內。

2.風險
由於API允許外部第三方業者接入銀
行內部資訊系統，所以就企業端而言，在
資訊管理、資訊安全應有更健全的管理；
相對而言就消費者的角度來說，存在銀行
的一些相關資料都是高度隱私的資料，所
以在隱私或個資方面會有一些擔憂。
金融機構蒐集這些巨量資料必須付出
大量的時間、金錢成本，但這些資料通常
只是一些數字或文字，基本上不會受到著

最後則是探討如果巨量資料累積到一
個程度，則事業可能會取得優勢市場地
位，若在未來濫用市場地位，則可能會產
生限制競爭的問題，目前我國暫無擁有如
此強大市場地位的情形，但國外已經可以
看到類似案例。

三、應用金融科技業之巨量資料從事加
值服務之相關競爭法問題
在國外，跨帳戶整合服務有由銀行為主體提
供者，如：美國花旗，也有由第三方業者（Third

作權法的保護，若是有開放API，允許第

Party Service Providers, TSPs）為主體所提

三方業者取得資訊，這些資料也不會符合

供，如：日本。就我國而言，目前是採與日本相

營業秘密的保護要件。這些資料經歷長時

似的提供模式，多由第三方業者提供此類服務。

間逐筆累積，並且搭配AI機器深度學習技
術，可能從看似無奇的紀錄轉化為具有商
業價值的數據，若有人未經同意擅自擷
取，就有可能產生相關超越授權範圍運用
的問題，但對於巨量資料的擁有者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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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行為的相關規定來處理這個問題。

第三方業者為了提供記帳與管理帳戶的功
能，就需要接取各家銀行的資訊系統，所需要的
API是屬於查詢資料類API，無需寫入權限，但是
需要接收資訊的權限。

除了透過契約約定之外，在既有法規上的

（一）銀行與記帳服務TSP業者間

保護可能並未周延。或許可以使用公平交

1.銀行具有相對交易優勢地位

易法第25條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來主張保

由於記帳 服 務 相 對 來 說 是 一 個 新 興

護，但個案是否滿足競爭關係的要件，則

服務，根據市場調查報告，目前服務契

有待商榷。以日本為例，他們考慮到既有

約簽約期間多以短期為主，契約內容主

法制無法做妥適保護，所以修改了不正競

要由雙方交涉而定，但是為了要提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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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定需要連接上銀行的資訊系統，

若原資訊服務業者於相關市場上具有

然而為了穩定經營、持續提供記帳服

市場優勢地位，對於既有的交易關係表示

務，TSP業者可能在與銀行協商時會被

如果不讓原業者繼續為銀行提供服務，則

迫接受相對不利的條款。

可能調漲帳戶相關服務費用，或是對於其

2.競爭關係
如果銀行自行開發跨行帳戶管理整合
服務，則可能與TSP業者處於競爭關係，
若銀行本身使用者人數多，具有一定市場

他服務不再續約，而使銀行端產生很高的
轉換成本，無法自由選擇資訊系統如何建
置，則可能產生搭售的相關問題。
3.交易安全可否作為限制競爭之正當理由？

地位，可能會對於第三方業者做出拒絕

如果資訊業者表示基於資訊安全考量，

提供帳戶資料、拒絕讓第三方業者連上

不願意開放系統給其他業者進入建置API，

API，此外也可能以調高手續費至近乎拒

而交易安全是否可以作為限制競爭的正當理

絕的程度，或對於TSP業者取得資訊後後

由，即成為目前需要檢討的一個問題。

續的加值運用做嚴格限制，亦有不當阻礙
參與競爭或限制競爭的可能。因此必須檢
討銀行對於其資訊系統中儲存的顧客交易
資料是否具有管理權限，以及銀行對於第
三方業者所加諸之限制是否正當的問題。
3.差別待遇
即使銀行自身為提供記帳服務，若對
於第三方服務業者為差別待遇，亦可能有
競爭法上的疑慮，例如：設定不同交易條
件、限制接取資訊，而是否有合理理由，
便需要個案判斷。
（二）銀行與資訊系統業者間
1.原廠商拒絕合作
當銀行決定委託新的資訊業者設計介
接用API系統時，若原資訊系統的業者無
正當理由拒絕合作，例如：拒絕或拖延提
供與原系統的相關接取資訊，則可能有限
制競爭的情形，等於是不當阻礙競爭者參
與或從事競爭的問題。
2.原資訊業者市場優勢地位

四、電子支付機構與金融機構間的競爭
法問題
（一）依場景區別潛在的限制競爭之虞
在電子支付的交易流程中，主要可以區分出
四層交易關係，分別為消費者與電子支付機構的
儲值與指示支付的關係、電子支付機構與加盟店
的轉帳付款關係、電子支付機構於銀行設立儲值
專戶的關係、電子支付機構活用交易資料提供加
值服務的關係，而依照這些不同場景可分別探討
不同的潛在限制競爭問題。
1.儲值交易：由於消費者要將錢儲值予電子
支付機構時，需要透過銀行進行儲值的動
作，因此電子支付機構與銀行間，對於使
用者所為的儲值會發生各類型的關係。
2.與使用者交易：電子支付機構與使用者間
就電子支付所發生的交易關係。
3.與加盟店交易：電子支付機構與加盟店間
就電子支付所發生的交易關係。
4.對交易資訊進行加值運用交易：若電子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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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機構利用各類交易所產生的巨量資料，

須付予銀行的初期費用，沉沒成本相當高

提供市場行銷、個人化廣告等服務時所生

昂，費用亦隨銀行規模遞增，因此轉換成

的交易關係。但由於相關市場尚未成熟，

本亦相當高；進一步言之，由於日本有過

故只會針對前三種場景的限制競爭問題作

半數消費者選擇以薪轉帳戶作為儲值綁定

討論。

帳戶，如無特殊事由，消費者通常不輕易

（二）日本市場現況－儲值交易
就儲值交易而言，其交易關係會隨著電子支
付機構為兼營或是專營而有所不同。

與特定銀行的交易關係易陷入長期化與高
度依賴的情形。

1.兼營電子支付機構：大多服務使用者會以

在儲值交易的流程中，就技術面上而

本行帳戶綁定電子支付服務，所以該電子

言，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可能透過電子金融

支付機構即為銀行本身，將使交易關係較

支付網路（例如：臺灣的財金公司），或

為單純。

是直接透過銀行的「更新資訊API」 指示

2.專營電子支付機構

銀行進行轉帳，但是此類的API屬於需要
較高權限的API，於日本市場報告調查對

在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的情況下，使用

象的129家銀行中，由於成本與資安風險

者可能會綁定既有、慣用的銀行帳戶與信

較高，僅有2家銀行開放更新資訊API的服

用卡或直接以現金儲值，在日本市場報告

務，其餘127家均透過電子支付網絡提供

中，以綁定銀行帳戶、信用卡者居多；相

轉帳服務，這可能讓消費者在進行電子支

對於此，臺灣目前似以綁定信用卡或簽帳

付時需要承擔更高的費用成本，如：專營

金融卡為主，惟亦有電子支付機構（如:街

電子支付機構付予使用者自身帳戶開立銀

口支付）推動綁定銀行帳戶。

行的手續費、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付予電子

若為專營的電子支付機構，則必須與

金融支付網路的手續費、銀行為轉帳時使

銀行或信用卡發卡機構締結契約，始能串

用電子金融支付網絡所生的相關費用，而

連各項金流，若今天綁定對象為銀行帳

就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的角度來說，若可透

戶，則必須於銀行開立專用的存款帳戶，

過更新資訊API，即可節省後二者所產生

因此與銀行間會有很密切的關係，如前所

之費用，但是這對於銀行端而言需要付出

述，一旦電子支付機構開始提供服務，則

更高成本，因此銀行並沒有誘因提供更新

較難以於服務提供狀態下中斷服務，或中

資訊API的服務。

途中止銀行合作契約，要求使用者更換其
他儲值方式。

4

變更綁定帳戶，而導致專營電子支付機構

（三）日本市場現況－與使用者、加盟店
目前使用者在選擇電子支付時會考慮的五大

就資安角度而言，透過銀行進行的成

要素包含加盟店數、安全性、現金回饋程度、使

本相較於透過其他儲值方式會較為低廉；

用上便利性、使用者數，一般情況下，電子支付

此外，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依合作契約，必

機構並不會對使用者收取費用；而就加盟商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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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來說，是否使用電子支付會考慮的五大要素

會希望消費者綁定銀行帳戶，但是在綁定

主要為利用者數、手續費高低、使用上便利性、

銀行帳戶時，手續費通常由銀行決定，銀

安全性、加盟店數。

行因此具有一個優勢地位。

電子支付機構依約定週期將款項轉入加盟店

2.兼營電子支付機構

銀行帳戶，而轉帳所生的轉帳手續費多由電子支

如果是銀行自己成立oo Pay，他可能

付機構負擔，於例外情形則可能會轉嫁到加盟店

會有誘因透過儲值交易中，拒絕專營電子

家負擔，例如：低於一定累積金額時的轉帳、店

支付機構接取本行資訊系統，使使用者無

家額外指定時點的轉帳。

法以特定銀行帳戶儲值，或調漲儲值時的

在電子支付機構、使用者、加盟店間，可以

轉帳手續費，墊高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的經

明顯觀察到具有雙邊市場的特性，兩邊會有間接

營成本，而於下游交易取得競爭優勢，從

網路效應的情況，使用者的多寡與加盟店的多寡

而排除專營電子支付機構。

會相互間接影響使用者或加盟店加入電子支付系

（五）競爭法、競爭政策上觀點

統的意願，而電子支付機構也會傾向透過向加盟

從結構面上，使用者大多數直接設定薪轉戶

店收取費用，補貼使用者方，以攤付成本，並增

為扣款指定銀行，會集中在幾家大型銀行，電子

加消費者使用的誘因。

支付機構必須透過電子支付網路接取銀行，始

（四）市場構造分析

能將使用者的錢儲值到使用者的電子交易帳戶之

1.專營電子支付機構
在儲值交易的過程中，必須要跟使用
者往來銀行進行儲值交易，需要透過銀行
來將資金儲值到電子支付機構的帳戶之

中，在這過程中若是遭到銀行拒絕，將中斷後續
流程。那如果是銀行兼營電子支付機構，薪轉帳
戶即為銀行本身服務，好處是不須支付額外手續
費，也沒有銀行拒絕儲值的問題，因此兼營的電
子支付機構具有相對優勢。

中，因此在這個交易關係中會有上下游交
易關係，以銀行端與專營電子支付機構間
的儲值交易為上游交易。

如前所述，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與銀行之間既
是處於垂直競爭關係，亦是處於水平競爭關係，
具有市場支配力的銀行兼營電子支付機構，可

而若銀行也加入電子支付交易市場，那
在對下游使用者與加盟店端，該銀行與電子
支付機構間便存在水平競爭關係，因此在銀
行與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之間不僅有上下游垂
直關係，也可能有水平競爭關係。

能對於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從事價格擠壓，以便於
下游對利用者、加盟者的交易排除專營電子支付
機構。例如，於儲值交易的場景下，若銀行將專
營電子支付機構的接取手續費調漲，高於同銀行
對於加盟店收取的費用（或是設定將導致專營電

因此從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的角度而

子支付機構經濟上無法提供電子支付服務的價

言，若是綁定信用卡，手續費通常為

格），而無法跟同銀行（兼營電子支付機構）競

1.xx%，若是綁定銀行帳戶，手續費通常

爭。此外，具有市場支配力的銀行兼營電子支付

為定額或定率，通常小於1%，因此他們仍

機構也可能拒絕交易，或是調漲接取手續費至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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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拒絕交易等，排除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而有限

式開放。第一階段為公開資料查詢，內容不涉

制競爭之虞。

及消費者個人資料，例如房貸利率；第二階段為

銀行方調漲常基於採取洗錢防制等措施、提
升連線安全性、銀行與電子支付機構間所約定當
使用者遭盜刷時銀行方所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可能
數額，經精算後以調漲手續費充當之等理由，但
是否構成正當理由，仍須個案判斷。而具有一定
市場力的銀行，不論是否為兼營電子支付機構，

消費者資訊查詢，須獲得客戶授權，TSP可提供
帳戶整合服務，例如將消費者在複數銀行的帳戶
餘額、信用卡交易明細等帳務，或基於消費者資
訊提供投資理財推薦；第三階段為交易面資訊查
詢，規畫以消費者支付、交易功能為主，第二、
三階段均可能會有前述之競爭問題產生。

若對於不同電子支付機構設定不同金額的儲值手

相較於日本有三分之一電子支付的使用者綁

續費或接取條件，卻不具正當理由時，也可能構

定銀行帳戶，我國目前似以綁定信用卡與簽帳金

成不當差別待遇。在調查報告中也指出，銀行可

融卡為主。考量到我國目前信用卡市場競爭相對

能會要求代為拓展加盟店、促銷費用的負擔、要

激烈，存在有33家信用卡發卡機構，限制競爭

求業者提供相關交易資訊等，這些行為可能構成

發生的可能性較低。惟目前已有專營電子支付機

交易相對優越地位的濫用。

構提供綁定銀行帳戶的選項，則上述競爭法上的

從制度面上檢討，有鑑於消費者習慣將自身
的薪資轉帳戶綁定為電子支付儲值用的銀行帳
戶，日本政府現正檢討，是否開放電子支付的使
用者逕將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得直接管理的電子支
付帳戶設定為薪資轉帳戶，如此使用者將無須再
轉一手透過他行銀行帳戶儲值，有助於專營電子
支付機構與銀行競爭。

檢討，於我國仍有適用餘地。在競爭法主管機關
透過市場調查確認我國的背景事實與市場現況之
後，始能更進一步決定應如何促進競爭、防止限
制競爭，而在此過程中，當然亦需要與金管會等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制度面來做商討、合作。
（本文係講座109年10月23日於公平會發表
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研究
所黃佑婷紀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五、結論
我國目前開放API之進度，係採三階段漸進

6

TAIWAN FTC NEWSLETTER
｜ 焦點案例 ｜

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者TBC集團經營權移轉，
申報結合
公平會對於大無畏全球投控公司、大大數位匯流公司與TBC集團結合案，決定不禁止其結合，且為確
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不利益，同時附加負擔。

■撰文＝沈立委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視察）

前言
過去20多年來，國內有線電視產業因為

健等4家有線電視業者及台灣寬頻公司)之業務經
營及人事任免；且申報人將因本案得直接及間接

獲利豐厚，深獲私募基金青睞，凱雷(Carlyle

控制APTT旗下Cable TV S.A.、Harvest Cable

Group)、安博凱(MBK. Partners, L.P.)、麥格理

Holdings B.V.與其轉投資之泰羅斯公司、陶倫公

(Macquarie Group）相繼投資國內前3大多系統

司、吉元有線電視業者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

經營者(Multiple System Operator,MSO)凱擘、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第5款所規

中嘉及台灣寬頻(TBC)，此3家外資合計一度擁有

定的結合型態。因參與結合之南桃園、北視、信

國內五成以上收視戶，占我國有線電視系統台半

和、群健、吉元，以及申報人實質控制之大豐與

壁江山。直到民國98年台灣大哥大公司透過子公

其旗下之台灣數位寬頻等7家有線電視業者於所

司入主凱擘，105年悅視界公司投資TBC上層管

屬經營區之市場占有率均超過四分之一，符合公

理公司，拿下TBC管理權，以及107年國內多位

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須向公平會申報結合

創業家共同出資設立泓策創投公司取得中嘉經營

之門檻規定，且無同法第12條所規定除外適用情

權後，國內有線電視產業轉為全數由本土事業經

形，因此依法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

營之市場結構，而收購的國內事業也表達長期經
營的決心。

競爭評估及結論
本案涉及8家有線電視業者(包括TBC集團旗

結合型態及申報門檻

下南桃園、北視、信和、群健；泰羅斯集團旗下

本次大無畏全球投控公司擬透過大大數位匯

吉元；以及申報人所控制之大豐集團旗下大豐、

流公司向悅視界公司旗下Gear Rise Limited取

台灣數位寬頻、新高雄)之結合，惟前述業者之

得新加坡Dynami Vision Pte. Ltd.之65%股份，

經營區域不同而無直接競爭關係；另本案所涉3

從而控制AMPL(亞洲付費電視信託基金管理公

家固網寬頻服務業者(包括台灣寬頻公司、大大

司)，並依據AMPL與APTT(亞洲付費電視信託基

寬頻公司、高雄大大新寬頻公司)之市場力小，

金)信託契約之營運管理權，間接控制TBC集團

尚須面對中華電信公司及其他固網寬頻業者之競

(含杰廣公司及其從屬南桃園、北視、信和、群

爭，對現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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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網寬頻上網服務市場」之市場占有率、市場
權」上以互惠條件議約，而有間接影響「有線廣
ѱ  ȩ Н ѳ ่ ӝϐ ൂ Б ਏ ݀ǵ Ӆ ӕਏ ݀ ό ε Ǵ 6 ε NTP)Nvmujqmf! Tztufn!
播電視系統經營市場」競爭之疑慮；另申報人於
集中度及市場結構尚無顯著影響。而大豐集團、
PqfsbupstǴջȨӭسᔼޣȩ*ϝᆢ۶ԜᝡރݾᄊǴۘόठӢҁਢԶޔௗ٬
結合後頻道議價能力提高，對議價能力較弱之頻
TBC集團及泰羅斯集團於「多系統經營市場」水
ளѱჴሞᝡݾόӸӧǴՠԖշୖܭᆶ่ӝ٣फ़եᓎၰڗளԋҁǵගϲ่ӝ
道供應事業或頻道代理商恐有濫用市場力之疑
平結合之單方效果、共同效果不大，5大MSO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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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前述疑慮隨著數位匯流及跨平臺服務競爭之
維持彼此競爭狀態，尚不致因本案而直接使得市
*ޣǵЇཥᆛၡࢎᄬǵගٮӚᅿᓬඁၗБਢǴаϷܗඵችৎᆶඵችޗ
發展，或可減緩參與結合事業於多系統經營市場
場實際競爭不存在，但有助於參與結合事業降低
ϐуॶᔈҔԖճܭޣϐӭϡຎૻϣϷᆛၡ୍ܺᡏᔮճǶ!
之力量，惟現階段公平會仍應透過附加行為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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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取得成本、提升被結合事業之經營效率、引

ஒᓎၰ௦ᖼૼہᓎၰжжࣁ௦ᖼǴ٬ᓎၰжԋᜪ՟ǵΠෞࠟޔ
之必要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
進新頻道節目、地方製播節目、與OTT業者合作
ӝރᄊǴёૈߦ٬ૼڙᓎၰжᆶځд ڀ之不利益，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2項規定，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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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負擔不禁止其結合。負擔內容主要為，參與結

(含本土業者)、引進新網路架構、提供各種優惠
資費方案，以及拓展智慧家庭與智慧社區之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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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應由自身或關係企業
應用等有利於消費者之多元視訊內容及網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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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或頻道代理商議定頻道採購
等整體經濟利益。
܈ё෧ୖᆶ่ӝ٣ܭӭسᔼѱϐΚໆǴோ໘ࢤϦѳϝᔈၸߕу
合約；定期應提供頻道採購情形及頻道授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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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跨區經營之實際開播情形、引進新頻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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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集團旗下吉元有線電視業者將頻道採購權委
目、地方製播節目及與OTT業者合作、提供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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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頻道代理商代為採購，使頻道代理商形成類似
頻道組合方案及其他有益於整體經濟利益之成果
ۓᓎၰ௦ᖼӝऊǹۓයᔈගٮᓎၰ௦ᖼϷᓎၰ࣬ᜢЎҹǵၠᔼϐ
因本案TBC集團旗下4家有線電視業者及泰

上、下游垂直整合狀態，可能促使受託頻道代理
ჴሞ໒ኞǵЇཥᓎၰҞǵӦБᇙኞҞϷᆶ
PUU ޣӝբǵගٮԾᒧᓎ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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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與其他具MSO身分之頻道代理商在「頻道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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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公平會依照事業結合申報書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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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商品零售業的新局面－「家樂福」與「頂
好」結合
「家樂福」與「頂好」兩家知名品牌的零售式量販店與超級市場業者結合，公平會決定附加負擔不禁
止結合。

■撰文＝林政羽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前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家福公司)擬取得惠

故另以「六都」與「非六都」及「家福公司與惠
康公司經營重疊13縣市」進行評估。

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惠康公司)100％已發
行股份，並直接或間接控制惠康公司之業務經營

競爭評估與結論

及人事任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

公平會審酌本結合實施後，對量販超市市場

及第5款的結合型態。且因為家福公司與惠康公

的市場占有率、市場結構及市場集中度均無明顯

司民國108年度的銷售金額，已經達到公平交易

變化，且水平結合的單方效果、共同效果不大，

法第11條第1項第3款規定事業結合的申報門檻，

仍有第1大、第2大量販超市業者與之抗衡，尚不

且無公平交易法第12條規定除外適用情形，因此

致因本結合而直接使得市場實際競爭不存在，且

在結合前向公平會提出申報。

經營量販超市並無進入市場的實質障礙，未來仍
有新進業者參進之可能等各項因素，認為尚不致

相關市場

對市場競爭產生實質減損效果。而家福公司與惠

家福公司主要經營量販店，近年積極發展超

康公司於結合後，可擴大採購規模，降低商品成

市通路，惠康公司則以超市通路為主。公平會依

本，並整合銷售網絡及發展線上業務，提昇物流

綜合商品零售業各業態之主要銷售商品、銷售商

配送效率，有助提供消費者更優惠價格及便捷服

品結構、消費者之需求目的等經營特性、相關研

務，增進消費者利益。因此可認整體經濟利益大

究報告與經濟量化分析結果，以及實體綜合零售

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通路及網路零售通路之需求及供給替代性分析，
採最小市場界定原則，界定本結合的產品市場為
「量販超市」市場，故為水平結合態樣。

但是考量家福公司的上游供應商統一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及所屬企業集團共計持有家福公司
40％股份，於商品供應之交易條件，可能存在

地理市場則係以「全國」為評估基礎，並考

「無正當理由為差別待遇行為」的疑慮；又結合

量惠康公司門市多數集中於都會區，以及消費者

後，家福公司與惠康公司議價能力提高，中小型

選擇量販超市，並不會經常性跨區域消費行為，

供應商可能因議價能力不足，而有退出家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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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惠康公司通路之可能，且中小型供應商轉換通
時為其實際或潛在供應商時)之交易，不得要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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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退出經營，而減損產品多元性，影響消費者權
供應商設置之專案；不得無正當理由終止或將任
ġ
!
益。因此，公平會為消弭前述疑慮，確保本結合
何中小型供應商自供應商名單中除名；定期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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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間交換競爭機密資訊 小心！恐入反托拉
斯地雷區
硬碟懸架業者長年利用見面、電子郵件等方式交換競爭敏感資訊，避免價格競爭，已觸犯公平交易法
聯合行為禁制規定。

■撰文＝傅竑維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視察）

案例背景
日商TDK Corporation(下稱TDK)及其子公司
Magnecomp Precision Technology Public Co.,
Ltd.(下稱MPT)與日商NHK Spring Co., Ltd.(下

高的購買成本外，亦會影響我國電腦業者之出口
競爭力。

交換敏感資訊

稱NHK Spring)等懸架業者經由雙邊聯繫方式，

公平會調查發現，硬碟懸架屬寡占市場，硬

交換硬碟客戶之投標價格、訂購數量等敏感交易

碟業者如果有採購需求，多是向TDK集團、NHK

資訊及討論價格，公平會即刻主動立案調查。

Spring集團詢價購買，涉案事業透過價格、數量
等敏感資訊之交換，得以印證與硬碟業者談判之

產品應用及產業背景
硬碟懸架為硬碟零件之一，其功能在於使硬
碟磁頭得穩定懸浮於硬碟磁片上方，以便順利讀
寫磁片資料。直至民國105年間全球製造硬碟懸
架之廠商僅有TDK集團(含MPT)、NHK Spring
集團(含NHK Spring)、Hutchinson Technology
Inc.及Suncall Corporation等4家業者，所生產的
硬碟懸架供應予全球硬碟業者。

虛實，以促進硬碟懸架價格之維持或減緩降價幅
度，且在獲知競爭對手採取低價策略時，亦得共
同商討對策確保彼此市占率及利益，故TDK集團
與NHK Spring集團具有從事聯合行為之誘因。
再者，TDK集團與競爭對手NHK Spring集團經
由雙邊聯繫，自97年5月至105年4月止，由TDK
與NHK Spring、或由TDK子公司MPT與NHK
Spring之硬碟懸架業務決策者或其相關人員，持
續透過電話、見面及電子郵件等聯繫方式，交換

我國進口硬碟之業者，除通路業者銷售予終

對硬碟客戶之價格、銷售數量等敏感交易資訊，

端消費者外，其餘業者用於組裝桌上型電腦、筆

據以修正報價，共同維持或擴大彼此市占率並排

記型電腦或監視器之附屬配備，而每年銷售至我

除競爭。

國硬碟產品之金額均達上百億元。硬碟懸架業者
實施價格、數量及排除競爭之聯合行為，勢必會
墊高硬碟產品之價格，除使終端消費者須支出較

結語
TDK及其子公司MPT與NHK Spring等3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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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透過雙邊聯繫交換硬碟懸架商品之敏感資訊，

文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處TDK 1億

避免價格競爭、共同維持或擴大市占率並排除競

5,909萬元、MPT 1億5,909萬元及NHK Spring

爭，該等聯合行為已足以影響我國相關產品市

2億8,555萬元罰鍰，合計6億373萬元罰鍰。

場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本

（圖片來源：公平會）

12

TAIWAN FTC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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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附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使消費者誤認之欺
罔行為！
瓦斯安全器材事業藉瓦斯服務通知單、工作識別證及工作制服等，攀附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造成糾
紛不斷！

■撰文＝王崑檳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背景說明
A企業社於民國107年9月至11月間銷售商
品，數次藉瓦斯管線安全檢查之服務通知單、工
作識別證及工作制服等，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
業者，利用民眾對公用天然氣事業之信賴感，並
使用與公用天然氣事業相類似之名稱，使民眾陷
於錯誤，而與之交易。民眾驚覺受騙故向公平會
提出檢舉。

然」特別以放大字體呈現，攀附當地公用天然氣
業者名稱，此外，A企業社業務人員於登門銷售
瓦斯安全器材時，所穿著之工作制服，將「欣
欣」2字單獨置於事業名稱之上，所配戴之工作
識別證亦將「欣欣」2字以放大字體呈現，讓民
眾視覺作用上易與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產生聯
想，誤以為是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定期進行瓦斯
管線安全檢查。

未揭露實為販售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之訊

安全器材銷售業者，無權入宅檢查瓦斯

息

管線
A企業社為販售瓦斯安全器材業者，營業區

域為新北市中和區、永和區、新店區及臺北市文
山區，而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為欣欣天然氣股份
有限公司，其散發之服務通知單並未揭露所販售
商品之任何訊息，亦未呈現從事行銷瓦斯安全器
材之身分，而民眾收到上述服務通知單時，基本
上僅對於業者何時到府宣導、免費檢測或進行安
檢加以注意。

A企業社在服務通知單載明「派員趨府實施室
內軟管線及開關安檢服務」、「如貴用戶於本日
時間內無法配合，請於服務前通知本公司另約時
間至府上服務」等文字內容，顯係使民眾以為是
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定期安檢服務，誤認業者具
有實施管線安全檢查之權責，以增加進入民眾宅
內藉安全檢查再予行銷瓦斯安全器材之機會。綜
上，A企業社不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行為，足認為
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

宣傳單字體刻意設計，讓民眾與公用天

交易法第25條規定，處10萬元罰鍰。

然氣業者產生聯想
A企業社服務通知單上，將其中「欣欣天

13

FTC

公平交易通訊 NO.098

中華民國110年3月號

（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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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點案例 ｜

應注意建案廣告內容是否合法
建商在銷售建案時，常以「傢俱配置參考圖」等廣告資料作為消費者了解室內格局之參考，消費者仍
應注意比對建管機關核准之建案使用執照等圖說，以保障自身權益。

■撰文＝楊翔宇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專員）

因此S建商製作之「傢俱配置參考圖」廣

案例背景
S建設公司銷售新北市H建案，於網站刊載

告，將機電設備空間以虛線標示作為室內空間使

「A |2-9F|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 |2-9F|傢俱

用，與原核准平面圖說不符，交易相對人無法合
法享有廣告所示之空間配置，該廣告之表示核與

配置參考圖」將機電設備空間以虛線標示作為室

事實不符，已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對建案之內容及

內空間使用，涉及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用途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核已違反公平交

21條規定情事。

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傢俱配置參考圖」將機電設備空間以
民眾購屋應注意建案廣告內容與使用執

虛線標示作為室內空間使用

照等圖說是否相符

經公平會立案調查，S建商自行銷售新北市
H建案，並製作「A |2-9F|傢俱配置參考圖」及

因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的建物用途情狀，為

「B |2-9F|傢俱配置參考圖」等資料，將機電設

影響購屋者承購與否的重要交易決定因素之一，
公平會建議民眾於購屋時應多加謹慎，請建商提

備空間以虛線標示作為室內空間使用，就整體廣

ࡌਢࡌޑྣ܈٬ҔྣკᇥǴᆶቶϣКჹǴݙཀቶт

供建案的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等圖說，與廣告內

告內容觀之，足使人誤認機電設備空間所在位置

ၩޑϣᆶკᇥਡҔࢂց࣬಄Ǵаᗉխᖼࡂ़ғޑ॥ᓀᆶݾǶ!

得比照前揭傢俱配置參考圖合法規劃使用。

容進一步比對，注意廣告刊載的內容與圖說核准
!ࡌਢࡌޑྣ܈٬ҔྣკᇥǴᆶቶϣКჹǴݙཀቶт
!ၩޑϣᆶკᇥਡҔࢂց࣬಄Ǵаᗉխᖼࡂ़ғޑ॥ᓀᆶݾǶ!

用途是否相符，以避免購屋衍生的風險與爭議。

但據新北市政府提供意見，H建案使用執照
加註事項第20項「室內隔間之機房，不得擅自

!
!

拆除或作其他使用」，已提醒本案室內隔間之機
房，不得擅自拆除或作其他使用，並於產權移轉
時列入規約交代。故H建案現場倘涉及「未經核
准擅自變更機電設備空間作室內空間等變更使用
行為」之情事，則涉及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
及同法第73條第2項規定，應請建築物所有權人
或使用人依規定恢復原狀或補辦手續完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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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商退出退貨時被扣手續費合理嗎?!
陳先生想退出M傳銷公司，向該公司辦理退出退款，卻被扣東扣西，最後也沒拿回多少錢，仔細看看
退款明細，發現被扣了「手續費」，覺得有些不對勁…

■撰文＝吳柏成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第21條所訂之法定事項，而「匯款手續費」及

案例背景
陳先生向M傳銷公司辦理退出退款，陳先生

「刷卡手續費」等各式名目之手續費，均非法

提出A銀行帳戶之存摺影本作為退款使用，M公

定得扣除事項，故M傳銷公司從會員退款中扣除

司卻以只與B銀行合作為由，若會員使用非B銀

「匯款手續費」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行帳戶，則會遭M公司扣除匯款手續費，嗣公平
會派員赴M公司調查，查悉不只有陳先生一位會
員遭該公司扣除匯款手續費。

結語
公平會呼籲傳銷事業，應確實依法定計算方
式辦理退款，以免觸法。另外，建議民眾加入傳銷

傳銷事業以各式費用名目扣除退出退貨

組織前應確實詳讀參加契約，並瞭解多層次傳銷管

應返還之價金，小心違法!!

理法有關解除契約及終止契約之時效及相關規定，

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傳銷事業依規
定返還傳銷商之款項，僅得扣除該法第20條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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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保存參加契約及購貨相關交易憑證與適當運用
各項諮詢及申訴管道，以保障自身權益。

（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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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眾議院發布「數位市場下之競爭調查」報
告
美國眾議院於2020年10月6日發布「數位市場下之競爭調查」報告，指出Facebook、Google、
Amazon及Apple等4家大型科技公司可能涉及之限制競爭行為，並提出相關的建議改革措施。
■撰文＝徐曼慈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專員）

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下之反托拉斯、

外，亦整合許多業務經營領域，而與其他

商業及行政法小組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依賴優勢平臺營生之事業在其所跨足之經

Antitrust, Commerci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營領域相互競爭，此情形使得優勢平臺在

以下簡稱反托拉斯小組）於2020年10月6日發

身兼中介者及競爭者之雙重身分下，而

布「數位市場下之競爭調查」（Investigation of

有利益衝突的現象發生。優勢平臺在提供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報告，報告中

其他事業營運及上架管道的同時，亦憑藉

調查Facebook、Google、Amazon及Apple等4

其市場優勢地位，不當蒐集及運用該等第

大優勢平臺可能涉及之限制競爭行為，同時探討

三方事業在平臺上經營所產生的數據，以

現行法律及執法程度是否仍足以處理數位市場優

偵測及消滅競爭對手。此外，優勢平臺亦

勢事業憑藉其所擁有之市場力而衍生之疑慮，最

運用其在某特定市場之優勢地位，作為談

後並提出相關的建議改革措施。本文將聚焦於報

判籌碼，迫使其他經營領域之事業遵從其

告最後所提出的改革措施進行摘述，以瞭解美國

要求，抑或運用其多元業務經營之整合能

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反托拉斯小組對於數位市場反

力，綁定商品及服務，從而將使用者鎖

托拉斯執法之立場。

定，並隔絕與其他業者競爭之機會。另優

依據本報告之調查結果，反托拉斯小組提出
3大改革方向，分別為：(1)促進數位市場公平競
爭；(2)強化與結合及壟斷相關之法律規範，以及
(3)恢復反托拉斯法強而有力的監督及執法功能。
分述如下：

促進數位市場公平競爭

勢平臺亦可利用其凌駕於競爭對手之上所
獲取之利潤，補貼參進其他市場所需投入
之成本，因而建立更完整之生態系統。為
解決優勢平臺潛在之利益衝突，反托拉斯
小組建議可藉由結構性拆分（包含所有權
拆分 1及功能性拆分 2），禁止優勢平臺與
依賴平臺基礎設施營生之第三方事業競
爭，以及防止優勢平臺藉由補貼參進其他

一、藉由結構性拆分及限制業務經營領域減

市場；另針對優勢平臺運用其市場力跨足

少利益衝突：依據本報告之調查結果，數

其他業務經營領域之情形，反托拉斯小組

位市場之優勢平臺除扮演中介者之角色

則建議以限制優勢事業業務經營領域之方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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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控制優勢事業經營版圖之擴增。
二、 實 施 防 止 歧 視 、 偏 愛 及 自 我 偏 好 之 規
定：依據本篇報告調查結果，優勢平臺
就其本身之商品及服務享有特權（例如
Google在搜尋結果排序上會自我偏好

之方式，將原先在優勢平臺上建立之照
片、個人檔案或其他相關數據，移轉至其
他平臺，減少競爭者之參進障礙以及消費
者之轉換成本。

地將與其相關的內容排在第三方內容之

四、 透過結合推定假設之改變以降低平臺市

前），並給予特定事業夥伴較優惠之待

場力：優勢平臺透過收購鞏固其優勢地

遇。鑑於優勢平臺是許多第三方事業連結

位、消除潛在競爭者、增強其市場力及排

市場最主要的途徑，因此優勢平臺之自我

除市場參進。在不確定競爭法主管機關是

偏好及歧視性行為，將具有在市場中擇定

否具備適當分析工具，幫助判別數位市場

贏家及輸家之效果，並迫使其他事業將開

中之結合是否具競爭疑慮的情況下，反托

發新產品之資源移轉到向優勢平臺購買廣

拉斯小組提出應改變對優勢平臺收購假設

告或其他附加性服務上，同時也影響創投

推定之建議，意即未來在審查優勢平臺之

公司對於新事業之投資意願。為解決優勢

收購案時，除非參與結合事業可證明此交

平臺歧視性對待及自我偏好所衍生之疑

易有利於公共利益，且該利益無法藉由事

慮，反托拉斯小組建議應建立反歧視規

業本身之內部成長及擴張實現，否則皆應

定，要求優勢平臺對其他事業提供與平臺

推定該收購案具限制競爭性。此外，反托

本身相當的服務條款、價格及連結條件，

拉斯小組亦主張優勢平臺之結合案件應不

以確保線上市場之公平競爭與創新。

適用現行之結合門檻制度，所有優勢平臺

三、 藉由互操作性及公開存取促進競爭：數
位市場具有某些特性，如：網路效果、
轉換成本，以及其他參進障礙等，讓數

之結合案件皆須提出申報，且亦無審查時
間之限制。反托拉斯小組希望藉此改變，
鼓勵事業投資及發展具獨創性之創新。

位市場較有利於單一優勢事業發展，而

五、 禁止優勢地位之濫用及要求正當程序：

不利於新事業之參進，使得競爭流程從

優勢平臺作為市場之守門人，以濫用市場

「市場內的競爭」轉變成「為了市場競

力之方式，自依賴其營生之第三方事業及

爭」。此情形在社群網站市場尤其明顯，

用戶獲取大量資料，包含使用者之個人資

例如Facebook之網路效應以及其與其

料、事業營運秘密及所有權內容，以連結

他社群網站不具互操作性之特質，使得

更多客戶及市場，來鞏固及擴張其優勢地

Facebook用戶如想更換使用其他平臺，

位。此外，優勢平臺亦運用其市場力，強

須負擔很高的轉換成本，因而只能繼續被

迫其他事業或個人接受其所制定之契約條

鎖定在Facebook。為解決轉換成本帶給

款，或單方面突然擅自將第三方事業或個

用戶之鎖定效果，並促進市場競爭，反托

人自平臺上除名，而依賴平臺之第三方事

拉斯小組建議應藉由增進數據之互操作性

業或個人因缺乏對等的談判能力，而只能

及可攜性，允許其他社群網站平臺與優勢

受制於優勢平臺所訂定之規則及處置。考

1 即要求拆分各業務領域之所有權。
2 即允許單一事業體在所規定的特定組織架構下，經營多個業務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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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優勢平臺濫用市場力可能對市場造成長

機關之透明性及公眾對機關之問責性，要求機關

期且廣泛的傷害，反托拉斯小組建議應限

在進行結合審查時，應徵求及回應公眾意見，並

制優勢平臺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禁止優

對外公開機關之執法決定；(3)要求執法機關行過

勢平臺制定限制競爭之契約條款，並對依

去30年重大結合案件之回顧，並將之對外公開；

賴平臺之個別用戶及事業提供正當程序之

(4)為執法機關及受調查事業間人員之流動訂定更

保護機制。

嚴格之旋轉門條款；以及(5)增加聯邦交易委員
會及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之預算。另針對私部門與

強化與結合及壟斷相關之法律規範

個人執法，反托拉斯小組則建議應排除法院對於

因認知到不受控制的獨占力對經濟與民主之

「反托拉斯損害」及「反托拉斯立場」之認定標

威脅，美國國會在1890年及1914年制定Sherman

準，並透過消除訴訟程序障礙及降低法院對於抗

Act、Clayton Act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法案，而後

辯所要求之標準，讓私部門與個人更有機會反映

又分別在1936年、1950年及1976年陸續制定

事業之壟斷行為。

Robinson-Patman Act、Celler-Kefauver Act及
Hart-Scott-Rodino Act等反托拉斯法。但在國會

後續發展

頒布這些基本法規的數十年後，法院卻大幅削弱

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反托拉斯小組發布本

這些法規的力量，而讓聯邦反托拉斯之執法者及

篇報告後，美國司法部於2020年10月20日針對

個人起訴者難以針對所反映之限制競爭行為及結

Google為鞏固其在搜尋引擎及線上廣告市場壟

合案主張其立場，並獲得法院支持。面對以上於

斷地位所為之限制競爭行為，向華府聯邦法院

執法產生之疑慮，反托拉斯小組建議國會應重新

提出反壟斷訴訟，另2020年12月9日美國聯邦

聲明制定反托拉斯法之初衷及目標，並為結合執

交易委員會與美國46州亦對Facebook藉由併購

3

法訂定明線規則 （Bright-Line Rule），當參與結

Instagram和WhatsApp等潛在競爭對手，以維持

合事業的其中一方具高度市場力時，就應在市場

其於社群網站之獨占地位，並利用其市場優勢地

結構性之推定上，依據Clayton Act禁止結合。

位蒐集使用者數據，藉此獲得廣告收入等，提起
反壟斷訴訟。目前該2案正在調查程序中。

恢復反托拉斯法強而有力的監督及執法
功能
反托拉斯小組分別就國會監督、機關執法、
私部門與個人執法等面向提出相關建議。國會監
督方面，反托拉斯小組建議國會應恢復過去對於
反托拉斯法及執法之監督機制，並持續進行市場
調查及立法活動；機關執法部分，反托拉斯小組
建議(1)聯邦交易委員會應依聯邦交易委員會法案
之規定，定期蒐集市場資料，並就各產業之市場
結構及競爭情形提出報告；(2)增進反托拉斯執法
3

在美國憲法中，明線規則係指由客觀因素組成的明確定義之規則或標準，很少或根本沒有任何解釋的餘地。明線規則的目的是在其應用中產生可預測且一致的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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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數位生態系統之競爭
數位生態系統是一系列之產品藉由技術關聯性形成產品組合以增加彼此之互補性，目前數位生態系
統已形成一定之參進障礙，新進事業可能較難同樣以數位生態系統型態進入市場，而須以專門之產品進
入市場。

■撰文＝張志弘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員）

成生態系統，使賣家可以直接接觸客戶，並以彼

前言
生態系統(ecosystem)係指一群相互作用並

此互補的產品販售內容增加平臺之價值。

互相依賴於彼此活動之事業 1 ，而將該此概念應

現今數位生態系統之顯著特徵係大型事業通

用於數位市場(digital market)中，則可稱為數位

常不僅向消費者提供單一之產品，而係提供一

生態系統(digital ecosystem)。數位生態系統之

系列之產品，將具有技術關聯性(technological

事業可能以不提供可替代之產品相互競爭，亦即

linkage)之產品組合以增加彼此之互補性，進而

競爭對手間可能彼此競爭也可能同時互補，所以

增加事業之獲利。如蘋果公司(Apple Inc.)所建立

傳統可替代性方法(substitutability method)應用

之生態系統以共享文件、檔案等方式，將蘋果公

於數位生態系統可能不易界定相關市場範圍。此

司所販售之各種設備和服務鏈接在一起，從而使

外，競爭法通常著重於水平或垂直競爭的範疇，

得消費者獲益，同時增加平臺之價值和公司之獲

也無法關注到數位生態系統實際的競爭關係。隨

利。

著數位生態系統的發展，事業在相關市場所面臨
之競爭議題，將異於以往，甚至事業可能將數位

數位經濟中可增強數位生態系統形成之

生態系統(包括不是傳統水平競爭關係的產品)塑

特性

造為自身的商業競爭優勢。

數位經濟中可增強數位生態系統之特性之一
為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該概念係指

數位生態系統之意涵
數位生態系統係指數位經濟中之事業，扮演

其成本低於分開個別生產時的成本。範疇經濟

著多邊平臺管理者或協調者之角色，促使平臺中

之特性明顯表現在數位經濟之事業供給方面，因

之參與者增加平臺之價值，所以數位生態系統多

為事業之間可共享投入要素(如大數據資料)，在

圍繞著多邊平臺發展。以亞馬遜公司(Amazon.

透過模組化設計(modular design)及標準化介面

com ,Inc.)為例，該公司扮演著平臺管理者或協

(standardized interfaces)將各種生產要素(包括

調者(coordinator)的角色，平臺由獨立的賣家組

可共享之投入要素)加以組合後，同一事業內之

1 Jacobides,

20

當生產者同時生產兩種（或兩種以上）產品時，

Michael, Cennarmo, Carmelo and Annabelle Gawer, Towards a Theory of Ecosystem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9(8): 2255-227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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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產品可重複使用共享要素進行生產，故當事

所產生之消費綜效將使得消費者購買更多該事業

業同時生產二種以上之產品時，所產生之成本將

之相關產品，進而產生更多之獲利。另如字母公

較生產單一產品低廉。

司(Alphabet Inc.；旗下子公司如谷歌公司等)、

學者Hortaçsu and Suzuki之研究亦支持上述
觀點 2 ，由於大數據資料具有可用於不同面向分
析之性質，因此該要素可以在產品開發中產生明
顯之範疇經濟。相關實例如臉書公司(Facebook
,Inc.)曾以 Facebook Dating進入約會市場，該服
務係利用該公司蒐集社交網絡服務之用戶大數據
資料，而替使用Facebook Dating服務之用戶進
行匹配。
數位經濟中可增強數位生態系統之另一特性
為消費者可以自同一數位生態系統之產品受益。
消費者自數位生態系統中受益有不同的方式，
如消費者以一站式購物(One-Stop Shopping)之
方式自相同事業購買產品以降低交易成本，或消
費者可自數位生態系統購買不同產品，藉由產品

臉書公司等事業則以廣告為中心(ad-centric)創
建數位生態系統，它們通常向消費者提供免費之
服務，目標係吸引大量受眾之注意力，並透過投
放廣告而獲利；此外，該等事業搜集既有消費者
之大數據資料，又使它們具有範疇經濟之特性，
促進開發更多之產品，並增強消費綜效，使得消
費者使用更多相關服務，增加更多投放廣告之機
會，進而使得該事業取得更高之獲利。
學者Caffarra、Etro 等認為上述二種不同之
商業模式具有不同之意涵 4 。在以設備為中心之
數位生態系統中，事業主要透過改進設備之質
量，並收取更高之價格或擴大銷售而獲利；在以
廣告為中心之數位生態系統中，事業難以輕易提
升質量，以增加用戶數量或參與程度而獲得更高

間之互補性提升使用之體驗，進而產生消費綜效

利潤，但事業通常藉由增加用戶對數位生態系統

(consumption synergies) 3。當數位生態系統產

之黏著度(stickiness)而創造更多價值。

生消費綜效之效果時，消費者自該數位生態系統
購買產品所獲得之效用將較自獨立供應商購買產
品之效用更高，因此消費綜效效果之存在使得事
業具有擴展產品線並創建生態系統之誘因。

數位生態系統間之競爭
由於各經營數位生態系統事業之產品通常並
不相容(incompatible)，且一旦消費者購買某特
定數位生態系統之產品即有可能被鎖定(locked

數位生態系統之商業模式

in)，因此數位生態系統間之競爭可能較一般產品

事業在數位生態系統所採行之商業模式與它

之競爭為之激烈。但學者Hurkens、Jeon 等提

們在主要產品市場之業務模式有關，如蘋果公司

出 ，若數位生態系統間具有對稱性之性質，則數

與微軟公司(Microsoft Corporation)即以設備為

位生態系統間之競爭將較為緩和。而學者Kim、

中心(device-centric)而創建數位生態系統，透過

Choi和Zhou則進一步表明 ，如果競爭者超過一

販售設備或服務以取得收入，其中數位生態系統

定門檻之數量，則生態系統間之競爭可能較一般

2

見Bajari, Patrick, Chernozhukov, Victor, Hortaçsu, Ali and Juinichi Suzuki ,"The Impact of Big Data on Firm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EA Papers

3

意即消費者可自同一數位生態系統中購買多種產品，藉由互補性而提升整體之效用。

4

Caffarra, Cristina, Etro, Federico, Latham, Oliver, and Fiona Scott Morton ,"Designing Regulation for Digital Platforms: Why Economists Need to Work on

and Proceedings", 109: 33-37, 2019.

Business Models", VOX, CEPR Policy Portal, 4 June,2020.

21

FTC

公平交易通訊 NO.098

中華民國110年3月號

產品之競爭緩和。另外由於消費者無法預期所購
買之產品在該數位生態系統未來可擴大應用之範
圍，或還是可以自該數位生態系統中發現何種有
用之產品，因此該不確定性也可能限制數位生態
系統間之競爭。

22

結語
數位生態系統是一系列之產品，藉由彼此之
技術相關性形成產品組合以增加彼此之互補性。
數位經濟中之範疇經濟特性可促進數位生態系統
之形成，而其所導致之消費綜效則更一步促使數

目前在數位生態系統具有優勢地位之事業

位生態系統之穩固。數位生態系統之間的競爭要

(dominant firms)可能已具有明顯之範疇經濟特

較一般產品之競爭激烈，但如果數位生態系統之

性，並具有消費綜效，因此形成一定之參進障

間具有對稱性，則彼此之競爭將較為緩和。目前

礙，故新進事業可能較難同樣以數位生態系統之

數位生態系統已形成一定之參進障礙，新進事業

型態參與競爭，而須以專門(specialist)之產品進

可能較難同樣以數位生態系統之型態參與競爭，

入市場。

而須以專門之產品進入市場。

TAIWAN FTC NEWSLETTER
｜ 焦點人物 ｜

你會想認識的公平會主委李鎂
■撰文＝李月嬌
（公平會秘書室簡任視察）

公平會第10屆主任委員李鎂於民國110年2月
1日上任，李主委在交接致詞時強調未來將加強
溝通、簡政便民，並強調「講人話」，要用淺顯
易懂的方式，讓社會各界了解公平會業務，也強
調將提升辦案的效率。她致詞時妙語如珠，幽默
十足，全場沒有冷場，而且全程不看稿。最後她
以自己的名字祝福大家：有「金」、有「美」，
有「美金」。
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智慧財產法案總檢討；在
李主委出生在基隆，國中畢業即離開基隆，

商業司時則負責公司法、商業法令及促進服務業

就讀北一女中、中興大學法律系、法律研究所。

發展。綜觀李主委的公務生涯，一半在智慧財產

父母未受過教育，集養豬、捕魚、賣地瓜葉等多

局，一半在商業司。

種勞力工作養家餬口，她有幸是老么，得以在父
母及兄長支持呵護下讀大學和唸研究所。因為從
小要協助家裡養豬、賣魚、賣地瓜葉，正是「吾
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也因為做這些「鄙事」

李主委對於公平會工作揭櫫未來三大方向，
一是使行政流程更加簡化與透明化、行政行為有
更好的可預測度，讓各界可以信賴。二是加強對

培養出她細微的觀察力、易與人互動及擁有極強

外溝通，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各部門、公平會

的溝通協調能力。

與產業界。未來將定期舉辦各種業務座談會，透
過雙向的互動使公平交易法的理念更深入讓各界

李主委的主要工作經歷為：專利商標事務所
法務助理、交通部訴願會編審、智慧財產局科
長、主任、組長、主秘、副局長、經濟部商業司
副司長、司長。此外，她在86年考上律師，具
備律師資格。李主委非常感謝歷任長官，在遇有
重大案件時，皆被指派挑大樑且充分授權，讓她
有充實及鍛鍊的機會，例如在智慧財產局時，負

了解。李主委強調要將高深、專業的「行話」轉
變成人人可懂的「人話」，要用簡單淺顯易懂的
方式與外界對話。三是掌握數位經濟發展趨勢，
公平會執法的思維、分析的工具，包括市場的界
定、行業的認定、經濟規模的認定，都需隨數位
經濟的發展與時俱進，滾動調整。

責前所未有的國碩公司與飛利浦公司的光碟專利

李主委認為公務人員要勇於面對挑戰，她強

強制授權案、前行政院衛生署與美商吉禮得公司

調「多做多對，不是少做少錯」，對於同仁，期

之克流感專利強制授權案。此外，她也負責我國

許各單位主管像星探一樣挖掘人才、培養優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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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她強調工作上不要太計較，不要問「為什麼

合工作小組」，密集開會研商如何進行結合案件

是我做」，而是要問「為什麼不是我做」，她不

之流程簡化及資訊化，減少事業困擾及增加透明

看好愛推諉工作的同仁，欣賞總是說「我來做做

度；簡化內部會議的流程及內容，強調講重點及

看」的人， 這種人令人眼睛發亮、有潛力。李主

必要性，以提高開會效率；要求各類報告儘量以

委在工作上特別強調創新，她支持同仁有創新思

圖表呈現，不要長篇大論，以利迅速掌握並節省

維，例如之前商業司舉辦的滷肉飯節、大餅節、

時間。另外，還要求各單位在委員會議時針對公

台菜宴等都是創新作為。

平法的相關主題提出報告，藉此鼓勵同仁多讀書

曾經有報導說李主委是個「充滿活力的法律
人」，深入了解她工作或生活上的實況，這確實

知，此亦著眼於人才培養及提升全體專業素質。

是貼切的形容。她年輕時能歌善舞，很難想像她

李主委也重視和諧溫暖的工作環境，甫上任

會去地下舞廳跳舞吧，現在雖早已不跳舞，仍然

即請人事單位規劃有溫度的活動，例如春節前的

在假日呼朋引伴去爬山健行踏青。她從小號召力

辭歲活動；元宵節猜燈謎吃元宵慶祝活動，同仁

就很強，總能說服各式各樣的人一起行動。由於

喜慶裝扮登場帶動節慶氣氛；日前並邀請同仁品

個性活潑熱情，在商業司認識的中小企業有很多

嚐寧夏夜市千歲宴，不忘推廣台灣美食；她也鼓

最終都變成了好朋友，這是她人生中意想不到的

勵社團活動，與登山社一起野外踏青欣賞魯冰花

一大收穫。除了爬山的動態興趣外，她還有靜態

盛開美景，李主委期望同仁能允文允武、積極任

興趣－拼圖，拼圖需要專注力，對紓解壓力忘掉

事、活潑創新。另要求開會便當多樣化等，小小

煩惱有很大幫助，在圖海中能找到對的那一片，

舉措令人備感溫馨。

有莫大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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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並給予舞台表現，出席會議者亦可吸收新

李主委積極務實、勇於創新、活力滿檔、效

李主委覺得公平會同仁專業素質很高，對各

率百分百，她點子很多，是你會很想認識的人。

項相關法規與業務均能條理清晰、論理清楚，她

問她未來還要做什麼？她說她將再觀察，後續會

一上任即劍及履及的推動革新措施，成立「結

「隆重推出」，那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TAIWAN FTC NEWSLETTER
｜ 公 平 交 易統計 ｜

檢舉案件統計
㩊冱㟰ẞ䴙妰ġ
㩊冱㟰Ὢ㊯㩊冱Ṣ⮵㕤⎗傥忽⍵℔⸛Ṍ㖻㱽ˣ⣂Ⰼ㫉⁛扟䭉䎮㱽䫱℔⸛㚫ᷣ䭉㱽夷ᷳねḳ炻
檢舉案係指檢舉人對於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等公平會主管法規之情事，以書面
ẍ㚠朊炷⏓暣⫸悝ẞˣ⁛䛇䫱炸ㆾ妨娆炷䴻ἄㆸ䲨抬ㆾ⍵㗈╖炸℟橼昛徘ḳ⮎炻⎹℔⸛㚫℟⎵
（含電子郵件、傳真等）或言詞（經作成紀錄或反映單）具體陳述事實，向公平會具名檢舉或由他機
㩊冱ㆾ䓙Ṿ㨇斄䦣Ἦ℟⎵ᷳ㩊冱㟰ẞˤὅ㒂℔⸛㚫䴙妰炻㮹⚳ Ĳıĺ ⸜㩊冱㟰㓞彎 ĲĭĹĶĵ ẞ炷⌈ℐ
關移來具名之檢舉案件。依據公平會統計，民國109年檢舉案收辦1,854件（占全部案件7成7），進行
悐㟰ẞ ĸ ㆸ ĸ炸炻忚埴⮑䎮㟰ẞ妰 ĲĭĺĺĲ ẞ炷⏓㇒军 ĲıĹ ⸜⸽㛒䳸 ĲĴĸ ẞ炸炻冒 ĲıĶ ⸜䳗妰军 Ĳıĺ
審理案件計1,991件（含截至108年底未結137件），自105年累計至109年（下稱近5年）檢舉案收辦計
⸜炷ᶳ䧙役 Ķ ⸜炸㩊冱㟰㓞彎妰 Ĺĭĵĳı ẞˤ炷堐 Ĳ炸ġ
8,420件。（表1）
Ĳıĺ ⸜㩊冱㟰䴻嗽䎮䳸㟰 ĲĭĹĲĶ ẞ炻℞ᷕἄㆸ嗽↮侭 ĲĴ ẞˣᶵ嗽↮ ĶĹ ẞˤ役 Ķ ⸜㓞彎㩊冱
109年檢舉案經處理結案1,815件，其中作成處分者13件、不處分58件。近5年收辦檢舉案經處理結
㟰䴻嗽䎮䳸㟰妰 ĹĭĴĸĳ ẞ炻℞ᷕἄㆸ嗽↮ ĲĵĶ ẞˣᶵ嗽↮ ĵĵĺ ẞ⍲埴㓧嗽伖 Ķ ẞ烊⎎⚈㴱⍲↹ḳ
案計8,372件，其中作成處分145件、不處分449件及行政處置5件；另因涉及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他
㟰ẞˣ㮹ḳ㟰ẞˣṾ㨇斄借㌴⍲䦳⸷ᶵ䫎䫱⚈䳈侴 㬊⮑嬘侭炻妰 ĸĭĶıĸ ẞˤ炷堐 Ĳ炸ġ
機關職掌及程序不符等因素而停止審議者，計7,507件。（表1)
ġ
近5年檢舉案收辦情形統計
堐 Ĳġ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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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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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辦結檢舉案，經扣除調查結果非屬公平會主管業務或程序不符之停止審議案及重複檢舉同一
Ĳıĺ ⸜彎䳸㩊冱㟰炻䴻㈋昌婧㞍䳸㝄朆Ⱄ℔⸛㚫ᷣ䭉㤕⊁ㆾ䦳⸷ᶵ䫎ᷳ 㬊⮑嬘㟰⍲慵墯㩊
案由之案件後，涉及公平會主管法規案件（下稱涉法案件）計73件，其中作成處分者13件，占涉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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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比率為17.8％，較上年減2個百分點。近5年檢舉案作成處分者145件，占涉法案件比率為24.2％。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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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Ĳġ 役 Ķ ⸜㩊冱㟰嗽↮⌈㴱㱽㟰ẞ㭼䌯䴙妰ġ
圖1 近5年檢舉案處分占涉法案件比率統計
役 Ķ ⸜㩊冱㟰䘤↢ Ĳĵĺ ẞ嗽↮㚠炻ὅ忽㱽埴䁢⇍↮㜸炷劍⎴㗪忽⍵ ĳ 䧖ẍᶲ埴䁢侭炻㍉慵
墯妰䬿⍇⇯炸炻ẍ嘃‥ᶵ⮎ㆾ⺽Ṣ拗婌⺋⏲埴䁢
ĹĶ ẞ⯭椾炻䲬⌈ Ķ ㆸ ĸ炻℞㫉䁢⣂Ⰼ㫉⁛扟埴
近5年檢舉案發出149件處分書，依違法行為別分析（若同時違反2種以上行為者，採重複計算原
役 Ķ ⸜㩊冱㟰䘤↢ Ĳĵĺ ẞ嗽↮㚠炻ὅ忽㱽埴䁢⇍↮㜸炷劍⎴㗪忽⍵
ĳ 䧖ẍᶲ埴䁢侭炻㍉慵
䁢 ĴĲ ẞ炻䲬⌈ ĳ ㆸ Ĳˤ⎎嗽↮优挘慹柵 Ĳ € ĺĭĸĵĵ 叔⃫炻ẍ倗⎰埴䁢
€ ĸ炻℞㫉䁢⣂Ⰼ㫉⁛扟埴
ĴĭĸĴĺ 叔⃫炷⌈ ķĺįķ炴炸
則），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85件居首，約占5成7，其次為多層次傳銷行為31件，約占2成
墯妰䬿⍇⇯炸炻ẍ嘃‥ᶵ⮎ㆾ⺽Ṣ拗婌⺋⏲埴䁢
ĹĶ ẞ⯭椾炻䲬⌈ ĶĲ ㆸ
ĳĭĸĹı 叔⃫炻ẍ倗⎰埴䁢
叔⃫炷⌈ ĲĵįĲ炴炸炻忽⍵⣂Ⰼ㫉⁛扟䭉䎮㱽埴
1。另處分罰鍰金額1億9,744萬元，以聯合行為1億3,739萬元（占69.6％）最多，其次為虛偽不實或引
䁢㚨⣂炻℞㫉䁢嘃‥ᶵ⮎ㆾ⺽Ṣ拗婌⺋⏲埴䁢
ĴĲ ẞ炻䲬⌈ ĳ ㆸ Ĳˤ⎎嗽↮优挘慹柵 Ĳ € ĺĭĸĵĵ
Ĳ € ĴĭĸĴĺ 叔⃫炷⌈ ķĺįķ炴炸
䁢 ĲĭĳĴĶ 叔⃫⯭䫔 Ĵ炷⌈ ķįĴ炴炸ˤ炷⚾ ĳ炸ġ ĳĭĸĹı 叔⃫炷⌈ ĲĵįĲ炴炸炻忽⍵⣂Ⰼ㫉⁛扟䭉䎮㱽埴
人錯誤廣告行為2,780萬元（占14.1％），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行為1,235萬元居第3（占6.3％）。
㚨⣂炻℞㫉䁢嘃‥ᶵ⮎ㆾ⺽Ṣ拗婌⺋⏲埴䁢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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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 5 ⸜㩊冱㟰嗽↮优挘慹柵妰 1 € 9,744 叔⃫

⚾ ĳġ
Ķ ⸜㩊冱㟰嗽↮优挘䴙妰Į㊱忽㱽埴䁢⇍ġ
圖2役 近5年檢舉案處分罰鍰統計-按違法行為別
役 5 ⸜㩊冱㟰嗽↮优挘慹柵妰 1 € 9,744 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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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TC NEWSLETTER
｜ 會務活動 ｜

民國110年1、2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

2月1日於公平會舉行新任主任委員交接典禮。

1

2

1.卸任黃主委美瑛、監交人黃政務委員致達與新任李主委鎂交接典禮合影。
2.公平會第10屆全體委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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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際交流 ｜

民國110年1、2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

■

1月28日參加ICN倡議工作小組「新冠肺炎疫情後支持強健競爭的倡議策略」視訊會議。

■

2月23日至25日參加OECD「衡量市場競爭之方法論研討會」、「OECD競爭開放日」及「性別包
容競爭政策研討會」等視訊會議。

1

2

1.公平會參加OECD「衡量市場競爭之方法論研討會」視訊會議。
2.公平會參加OECD「性別包容競爭政策研討會」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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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點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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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

█

公平會為「APEC 競爭政策資料庫」之主事單位，該資料庫建置有APEC 21個會員體的12
項競爭政策及競爭法相關資料，歡迎上網查詢(網址：http://www.apeccp.org.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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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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