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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就行動支付系統競爭行為與競爭法規之關聯性，進行經濟與法律之研究分

析。論文首先從經濟與產業之觀點，說明行動支付工具之經濟特性、具體操作情況

及競爭型態，管制環境以及未來之發展趨勢。再從比較法之觀點，分析美國、澳洲

及歐盟的法律規定及實務判決，並從中歸納可資我國參考之規範經驗。本文最後據

研究初步結論，檢討我國目前對支付系統之監理法規及競爭法議題，並提出對政策

擬定與執法之初步建議。具體而言，本文建議以較為開放與彈性的態度來界定行動

支付系統之「相關市場」及「市場力量」。就所涉及的「進入市場競爭」議題，本

文建議公平會可從「利益」、「條件」及「競爭控管機制」等三個面相，來思考如

何建構競爭倡議說帖。至於「市場內競爭」議題，本文建議應依以「市場力量」為

基礎的「合理原則」作為案件審理之上位架構，再融入支付系統產業特色之考量，

調整或補充各類可能出現在該產業中具限制競爭疑慮行為之構成要件認定內涵。另

外，本文也提醒公平會未來在結合審查中附加「連結義務」，或是運用「相對優勢

地位」理論處理行動支付系統市場中不公平競爭行為時，應注意其對支付系統業者

研發創新誘因的影響，及避免出現混淆保護「競爭」與「競爭者」執法界限之問題。 

關鍵詞：支付系統、公平交易法、電子支付、行動支付、信用卡、獨占力濫用、聯

合行為、結合、不公平競爭、雙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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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檔百貨、超商、到一般餐館，無現金的信用卡、儲值卡、線上支付、行動

支付等交易付款方式，正以不可逆的趨勢席捲全球。臺灣起步雖然相對較晚，但隨

著「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及「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等關於第三方支付的法

規相繼通過立法，線上及行動支付的普及率也將快速成長。對消費者及政府而言，

線上或行動支付可提升交易透明度，減少逃漏稅和洗錢等金融犯罪的出現，並可防

止假鈔出現及降低發行紙鈔的成本。對業者而言，快速方便的付款模式，可提高消

費者消費誘因，創造更多的商機。在此同時，非傳統金融機構以線上儲值、集點或

電子錢包等新型態支付方式加入支付市場，也正一步步顛覆了過去由金融機構主導

商業交易金流模式，間接改變了消費者消費與生活習慣的既有框架。拜大數據分析

（big-data analytics）、區塊鏈（blockchain）及虛擬貨幣（如 bitcoin）等「金融科技」

（FinTech）發展與金融商品出現之賜，這股對銀行及其他傳統金融機構所產生之競

爭壓力也將愈來愈明顯與強大。據國際知名顧問公司麥肯錫（McKinsey）之估計1，

「數據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可幫助一家歐洲銀行提高約 30%的收益；對

個人放款及付款等高營業額的商品，也可降低 20%-25%的服務成本；對傳統銀行及

金融業者而言，「數據轉型」已是一場「不改變就陣亡的挑戰（a do-or-die challenge）」。

但如同其他產業一般，上述因支付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巨大商機，也可能讓既存的支

付系統業者有更強的誘因以不當手段來排除市場競爭以確保或擴大其利潤。有鑑於

此，本文擬從介紹行動支付系統之演進、類型及競爭型態出發，配合對主要競爭法

國家相關實務案例之觀察，歸納分析支付系統競爭過程中所可能出現之競爭法議

題，並提出可行之規範架構供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參考。 

核先說明者，乃就案件性質而言，本文在比較法分析部分所探討的美國及歐盟

案例多數與信用卡有關，與行動與數位支付相關的案例相對少了許多，此或許和行

動支付系統仍處於發展階段有關。再者，其爭議態樣也與所討論的臺灣案例未盡相

同。不過，這並不表示即無法進行比較法研究。當法制比較國間實際發生案件屬性

不同時，比較法研究仍可從尋覓這些案例共同的上位判斷原則與競爭疑慮等著手，

吸取他國執法經驗，並將其轉換為適合本國國情之執法參考依據。最明顯例子，乃

美國及歐盟在所介紹個案中關於「雙邊市場」及「市場力量」的認定與討論，對於

我國未來處理關於行動支付系統相關案件時，即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另外，就既

                                                        
1 Tunde Olanrewaju, “The Rise of the Digital Bank,” (2014),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 

ctions/digital-mckinsey/our-insights/the-rise-of-the-digital-bank,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8/3.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20ctions/digital-mckinsey/our-insights/the-rise-of-the-digital-bank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20ctions/digital-mckinsey/our-insights/the-rise-of-the-digital-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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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獻而言，本刊先前雖已有學者就此議題發表論文2，但仍較著重於支付系統競爭

議題的一般理論及規範架構的建立。本文則是引申該文理論觀點，進一步檢視各主

要競爭法國家之相關案例、我國過去之執法經驗、以及未來可如何因應出現在行動

支付系統的競爭問題，二者顯有不同。 

一、行動支付系統之演進、類型及競爭態樣分析 

隨著時代進步與技術創新，民眾習以為常的交易型態開始改變。從最早的以物

易物，到貝殼、金屬、紙幣、信用卡等支付媒介，以及相關金融支付工具與方法（如

票券、轉帳、抵押）。各種支付不但促進交易雙方的意願也提高了交易支付效率。

這其中，尤以行動支付的發展最受矚目。探究其原因，乃在於行動網路的高度普及、

智慧型裝置的快速成長，資訊流動及運算更加快速，使行動支付服務的成本日趨低

廉。就競爭法而言，各國雖已針對行動支付有相關之立法，但具體爭訟的案例仍屬

少數，主要仍以信用卡交易所衍生之議題為主，但數位與行動支付已是未來一股不

可擋的趨勢，了解其發展過程、類型及可能的競爭型態，不但有助於政府即早規劃

因應政策，也讓競爭主管機關於現階段審視個案時，能掌握支付系統未來可能的競

爭風貌，有利其能更精準的判斷「相關市場」與「市場力量」等競爭法重要前提要

件。 

（一）行動支付系統之演進 

自 1960 年代起，在金融市場 Bank 1.0 的環境下，除公部門內使用支票、電匯等

方式進行大額支付外，現金仍占絕大部分的支付比例。1990 年金融機構作業逐漸電

腦化，開啓 Bank 2.0 架構。隨著網際網路開始普及，除現金以外，使用信用卡消費、

自動櫃員機（ATM）轉帳成為個人支付的主要工具之一。2009 年後，比特幣的旋風

帶動一股加密貨幣的潮流，2012 年 Brett King 將金融服務數位化、行動化趨勢稱為

Bank 3.03。就行動支付在全球的發展而言，2018 年世界支付報告指出4，全球非現金

                                                        
2 陳志民，「支付系統競爭議題及規範架構之建立」，公平交易季刊，第 27 卷第 3 期，1（2019）。 
3 Brett King, BANK 3.0–Why Banking Is No Longer Somewhere You Go But Something You Do, 1st ed., 

John Wiley & Sons Inc., 16-17 (2012). 
4 BNP Paribas & Capgemini, World Payments Report 2018, BNP Paribas & Capgemini, 6 (2018). 在數

位及行動支付部分，近年來，又以中國的表現最受到矚目，就使用者人數及「滲透率」（pene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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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金額穩定成長，2016 年已達到 4,826 億美元，成長率約為 9.8%，其中，以亞太

新興地區的成長率表現最佳，已經連續 2 年均超過 20%的成長，勝過於歐美地區。

北美和歐洲地區的非現金交易總額全球排名最高。全球各區域非現金交易金額、成

長率的表現，如下圖 1 所示。 

 

圖1 全球各區域非現金交易金額（2012年-2016年）Number of Worldwide Non-Cash 

Transactions (Billions) , by Region, 2012-2016. 

資料來源：2018 World Payments Report 
註：CEMEA 為中歐 Central Europe、中東 Middle East、非洲 Africa 地區縮寫。 

 

就行動支付在我國的發展而言，2014 年通過的「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及 2015

年通過「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是政府展現推動支付系統數位化及行動化決心

的例證。從事第三方支付之業者，能依此法源基礎推行相關行動支付業務。2017 年

                                                                                                                                                  
rate）而言，均領先全球各國，單是 2020 年第 1 季，就有超過 7 億 6,500 萬人每年至少會完成一

次行動支付交易。從 2009 年到 2020 年 6 月，中國網路購物人數約 7 億 4,940 萬人次，使用線上

支付的人數約為 8 億 500 萬人；2013 年到 2020 年 6 月，使用行動支付的人數，約為 8 億 200 萬

人。就交易金額而言，2011 年到 2019 年線上第三方支付所完成之商品交易金額約為 2,800 億人

民幣，支付寶（Alipay）是領導廠商，市占率約 54.4%，利用行動支付所完成之商品交易金額約

為 2,262 億人民幣。Yihan Ma, Digital payments in China - statistics & facts, 1st ed., Statista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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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等三大國際手機支付加持下，國人使用行動

支付率再度提升。政府各單位相繼推出相關政策，以達成行動支付社會的目標。以

財政部為例，將目標放在民眾日常生活頻繁接觸的項目，鎖定使用行動支付仍偏低

的小商家（例如每月營收 20 萬元以下者，全台約 40 萬家）。以減少營業稅、免開

統一發票、一定額度漏稅免罰等優惠政策，試圖換取小商家配合意願，希冀對臺灣

地下經濟規模佔 GDP 近 3 成的小商家能有實質影響5。 

在國內部分，由財政部主導，9 大公股行庫與財金資訊公司共同推動的臺灣行動

支付—「台灣 Pay」，2018 年 10 月出現 QR Code 掃碼交易兩大突破性進展，並與四

大超商的合作開通上線6。信用卡發卡平臺 VISA 亦與財金資訊合作推動 QR Code 共

通掃碼支付，以信用卡帳單繳費為首發使用場景，優化消費者帳單支付體驗7。另合

作金庫銀行與 VISA 已完成臺灣第一筆符合 EMV （Europay、MasterCard 與 Visa）

標準的共通 QR Code 掃碼支付交易，表示台灣 Pay 已與國際卡組織 QR Code 支付標

準整合成功8。共通 QR Code 掃碼支付帶給消費者快速、方便與安全的支付體驗。 

（二）行動支付之類型 

行動支付，又稱移動支付（Mobile Payment），乃當消費者使用智慧型手機、平

板或智慧型穿戴裝置等各式行動裝置時，利用支付平臺應用程式系統，開始綁定相

關付款工具，例如信用卡、金融卡、銀行存款帳戶或儲值現金等。再透過行動裝置

掃描 QR Code、使用感應讀卡機或示出付款條碼等方法，向店家交易商品或換取服

務的消費支付模式。隨著智慧型移動裝置及無線通訊網路逐漸普及後，行動支付已

                                                        
5 王誠宏、吳美觀，「《名家觀點》台灣『地下經濟』超夯 內需成長隱形助力」，中時電子報

（2017/8/22），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822003003-260410，最後瀏覽日期：

2019/2/13。 
6 吳靜君，「現金回饋 20% 全家、OK 便利商店也可用台灣 Pay」，ETtoday 新聞雲（2018/11/2），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1102/1296424.htm，最後瀏覽日期：2019/2/13。 
7 孫彬訓，「VISA 共通掃碼支付 帳單隨手繳」，工商時報（2018/9/14），https://m.ctee.com.tw/ 

dailynews/20180914/a39ac3/923788，最後瀏覽日期：2019/2/13。 
8 孫彬訓，「Visa 攜合庫 共通掃碼支付啟動」，工商時報（2018/10/9），https://m.ctee.com.tw/dailynews/ 

20181009/a39ac3/929508/038104a1a2e35c8a4f314eb9452eb8fd，最後瀏覽日期：2019/2/13。 

https://m.ctee.com.tw/
https://m.ctee.com.tw/daily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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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最便利的支付方式，並擴大電子商務的商業價值9。依交易技術的不同，行動支

付可進一步區分為以下四種類型10： 

1. 行動網路支付 

在遠端支付模式下，消費者透過行動裝置，使用網頁或 APP 購物，並運用支付

平臺的帳戶餘額、銀行帳戶或信用卡等，完成線上虛擬支付的交易方式。例如使用

影城購票 APP，直接在手機上劃位並使用信用卡、金融卡付款。 

2. 對等式網路（Peer to Peer, P2P） 

利用相同支付平臺的支付環境，進行點對點的轉帳，例如電子紅包、款項轉移、

比例制分帳等，無實質交易活動的轉帳。例如中國大陸行動支付，包括支付寶、微

信支付、QQ 錢包等支付平臺，已開始導入對等式網路的形式結合社交活動，不設限

於消費者與商家的交易支付活動。 

3. 非接觸型支付 

在實體商店或大眾交通工具付費時，消費者透過內建近端通訊（Near-Field 

Communication，下稱 NFC）功能晶片的行動裝置，利用 NFC 感應作非接觸式的交

易資訊傳遞完成支付，是近端支付的一種。例如 Apple Pay、Android Pay、台灣 Pay

等，透過智慧型手機綁定信用卡、金融卡，使得手機具有信用卡簽帳功能。而電子

票證結合 NFC 功能晶片的技術，直接使用手機搭乘大眾交通，使得手機成為交通票

證。 

4. 掃描條碼支付 

由於掃描條碼的近端支付方式，其設備成本相對低廉，開發應用程式亦較為簡

易。對於小額交易的零售業者、小型商店、攤販等商家收款方式較為適宜。另國內

外大部分行動支付平臺亦採用此模式。例如，Line Pay、Pi 行動錢包、支付寶、微信

                                                        
9 劉宗維，全球行動支付比率之關鍵因素，中原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論文，8（2018）。 
10 盧‧納特（Lew‧Nat），行動支付大解構：掌握新消費習慣，初版，四塊玉文創公司，12-1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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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歐付寶、與台灣 Pay 等。掃描條碼的支付方式具有下列兩種操作方式11：(1)

收款者提供與支付平臺合作所製定的 QR Code，當消費者使用行動裝置時。開啟相

同支付平臺的應用程式完成掃描付款；(2)付款者使用支付平臺綁定帳戶的 QR 

Code，顯示於行動裝置上，並讓收款者用配置的裝置掃描條碼，扣取款項即完成交

易。 

（三）行動支付產業之參與者與競爭態樣 

根據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針對全球 70 個國家進行調查顯示，電子

支付卡對全球經濟成長有相當的貢獻，在 2011 年到 2015 年期間，電子支付總計為

70 個國家的 GDP 增加了 2,960 億美金12。在這個規模龐大的支付生態系統中，其主

要之產業參與者有四： 

1. 金融生態系統 

此系統包含位於金融端和支付端之業者。金融端為申請第三方支付和行動支付

業務的銀行業以及信用卡業者提供的相關服務業務。支付端包含第三方支付、行動

支付和各式電子票證的業者，負責帳戶及平臺管理、行銷等業務。 

2. 行動通信生態系統 

包含用戶端和電信服務端之業者。用戶端有硬體面的行動裝置製造業者與軟體

面的網路通訊業者。電信服務端涵蓋電信公司、系統晶片製造商、相關辨識系統業

與資訊安全服務業。 

3. 零售生態系統 

包括申請第三方支付與行動支付業務的電子商務業者、零售通路業者，串聯硬

體設備的感應系統商等。 

                                                        
11 同上註。 
12 Mark Zandi, Sophia Koropeckyj, Virendra Singh & Paul Matsiras,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Payments 

on Economic Growth, Moody's Analytics (2016), https://usa.visa.com/dam/VCOM/download/visa- 
everywhere/global-impact/impact-of-electronic-payments-on-economic-growth.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2/13. 

https://usa.visa.com/dam/VCOM/download/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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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子錢包生態系統 

在此系統內，業者自行建立或採取異業合作方式，串連各式通路。例如玉山銀

行推出玉山 Wallet 與 Mastercard 合作，導入 MasterPass 電子錢包。行動通信生態系

統中，Google 行動電話推出 Google Wallet（後已改為 Google Pay），零售生態系統

內，網路家庭（PChome）推出 Pi 行動電子錢包等。 

臺灣以電子製造聞名世界，擁有完整的產業供應鏈，對於手機零組件、穿戴式

裝置、物聯網、消費性電子產品、通訊設備等產業，呈現相對有利的利基點。在金

融科技的發展下，政府不斷鼓勵新創，通訊軟體、資安設備、系統整合、人工智慧

和生物辨識等相關產業，則出現一片藍海氛圍。對於電子商務、電子通路、零售支

付、遊戲產業而言，擁有跨業合作的商機，但競爭也更加激烈。傳統金融業則是面

臨升級轉型的轉捩點，前有科技業者不斷搶進，後有電通訊業者追趕，而第三方支

付取代許多傳統銀行業務之態勢，對於支付、保險、借貸等傳統業務也將是一大挑

戰。未來行動支付系統的競爭態樣將朝「跨國界」、「跨載具」、「跨情境」，以

及「跨虛實」等四大方向來發展13。 

1. 跨國界競爭 

近年來跨國電子商務盛行，觀光貿易頻繁，各業者為增加用戶量，不斷擴張可

使用地點，吸引國際市場消費者使用，並提供誘因，使得行動支付跨國界競爭的趨

向更加明顯。隨著各業者不斷擴大布局，預估全球行動支付用戶的交易總額與次數

將隨之大幅提升，競爭也將更加的白熱化。 

2. 跨載具競爭 

業者為提高消費者使用便捷性，開始從智慧型手機擴展至其他智慧型載具。例

如各種服飾配件：手環、眼鏡、手錶、戒指、鑰匙等。甚至延伸到智慧車和智慧家

電等，目的在打造一個萬物皆可連網的行動支付社會。 

                                                        
13 胡自立，「洞悉行動支付產業動態與未來趨勢」，財金資訊季刊，第 89 期，2-3（2017）；周樹

林，「行動支付發展趨勢與策略」，Think Fintech（2018），www.thinkfintech.tw/Article?q= 
ART180301001，最後瀏覽日期：2019/2/13。 

http://jdata.yuanta.com.tw/z/zh/zhc/zhc.djhtm?a=C023802
http://jdata.yuanta.com.tw/z/zh/zhc/zhc.djhtm?a=C023727
http://jdata.yuanta.com.tw/z/zh/zhc/zhc.djhtm?a=C023727
http://jdata.yuanta.com.tw/z/zh/zhc/zhc.djhtm?a=C023460
http://jdata.yuanta.com.tw/z/zh/zhc/zhc.djhtm?a=C023280
http://jdata.yuanta.com.tw/z/zh/zhc/zhc.djhtm?a=C023340
http://jdata.yuanta.com.tw/z/zh/zhc/zhc.djhtm?a=C023900
http://jdata.yuanta.com.tw/z/zh/zhc/zhc.djhtm?a=C023359
http://jdata.yuanta.com.tw/z/zh/zhc/zhc.djhtm?a=C023800
http://www.thinkfintech.tw/Articl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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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情境競爭 

隨著越來越多業者開始進入行動支付市場，單純的交易付款功能無法滿足消費

者生活所需。業者為了增加用戶的使用頻率、使用金額、及品牌黏著度等，開始與

各行各業進行活動情境配合。現階段發展附加情境，諸如點對點的拆帳轉帳、繳費

提款、叫車、叫外送等食衣住行生活場景。另外，支付系統也可以和投資金融理財

商品結合，例如，群眾募資、小額借貸、貨幣型基金等。讓民眾能夠接觸資本市場，

有效運進行資金管理，實現普惠金融的概念。 

4. 跨虛實競爭 

隨著支付功能及市場需求不斷增加，線上網路購物與線下實體行動支付兩種模

式逐漸合而為一，即虛實整合（Online to Offline, O2O）。消費者能直接使用行動支

付完成網路購物付款，或是先使用線上付款再到實體商家領取商品及服務。不論從

虛擬線上支付導入至實體商店的行動支付，如 Facebook、Google。亦或者從實體通

路的行動支付引至虛擬線上支付，如梅西百貨、Starbucks 等。 

二、信用卡及行動支付系統競爭行為之比較法分析 

按美國、澳洲與歐盟，目前均針對支付系統之費用收取問題設有特別法規定，

並有相關競爭法案例，又為國內較常被納入比較法研究之國家，故本文以下即針對

美國、澳洲與歐盟之相關法規與代表案例進行說明14。從以下的比較分析可看出，實

務上多數的爭訟，仍以卡片之交易規則與收費為主，與行動與數位支付相關的案例

相對少了許多。這或許和後者正在蓬勃發展，新興技術與商業模式對市場競爭究竟

會產生何種利弊，仍有待進一步的觀察有關。不過，此一現象己在改變當中，歐盟

於今年（2020）正式對 Apple Pay 展開競爭法調查，即屬一例。可預見的，這些建立

                                                        
14 在行動支付居於領先地位的中國，對於該支付系統的競爭議題向來採相對自由及低管制密度的

態度，故相關的競爭法案例較少。不過，最近在中國人民銀行的建議下，中國國務院反壟斷委

員會也開始蒐集支付寶及微信等支付系統大廠的相關資料，擬進行後續的競爭評估研析。「路

透：陸反壟斷  當局擬對支付寶及微信支付進行調查」，聯合新聞網（2020/7/31），

https://udn.com/news/story/7333/4745719，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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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片交易的判決及其理由，對於未來處理行動支付競爭議題，仍有高度的相關性，

值得參考。 

（一）美國 

1. 2010 年杜爾賓修正法（Durbin Amendment） 

美國 2010 年陶德法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of 2010，下稱陶德法蘭克法）就信用卡與簽帳卡

產業增訂了所謂杜爾賓修正法（Durbin Amendment）15。2011 年 6 月 29 日，美國聯

邦準備委員會（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U.S. Federal Reserve System，下稱聯準

會）則發布了執行杜爾賓修正法之規則二（Regulation II），該規則於 2011 年 10 月

1 日生效16。杜爾賓修正法禁止支付卡網路以特約商店就消費者使用特定支付方法，

諸如現金、支票、簽帳卡或信用卡，來提供折扣，也禁止支付卡網路停止與欲設定

接受信用卡最低金額的特約商店交易。此外，陶德法蘭克法也授權聯準會得設定簽

帳卡交換費（debit interchange fees）之上限，並規定發卡銀行與支付網路應允許特約

商店選擇處理交易所用之借記網路，以增加借記網路間的競爭17。 

2.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案 

近十年來，美國關於支付系統之最重要反托拉斯法判決，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2018 年之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案莫屬。本案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次針對

「雙邊市場」理論可如何被運用於反托拉斯法案件表達看法的判決，而且是在各巡

                                                        
15 Section 1075 of the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ct of 2010 (Title X of P.L. 111-203, the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16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U.S. Federal Reserve System - Press Release, “Federal Reserve Issues A 

Final Rule Establishing Standards for Debit Card Interchange Fees and Prohibiting Network 
Exclusivity Arrangements and Routing Restrictions,” (2011),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 
sevents/pressreleases/bcreg20110629a.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7/3. 關於 Regulation II (Debit 
Card Interchange Fees and Routing) 的介紹，另可參見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U.S. Federal 
Reserve System, “Regulation II (Debit Card Interchange Fees and Routing),” (2017),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paymentsystems/regii-about.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7/3. 

17  OECD, Policy Roundtables: Competition and Payment Systems, Directorate for Financial and 
Enterprise Affairs Competition Committee, 140-141 (2012).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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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上訴法院並未出現意見紛歧的情況下同意審理。以下謹摘要說明本案之多數及少

數意見。 

(1)概說 

2010 年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於美國紐約東區地方法院對

American Express Company 與 American Express Travel Related Services Company（以

下共同合稱”Amex”）提起民事訴訟，主張 Amex 在與特約商店之契約中，禁止特約

商店以提供折扣或其他誘因方式鼓勵消費者使用對特約商店成本較低之支付方法。

此案進入訴訟程序後，美國紐約東區地方法院認為 Amex 此一限制誘引（anti-steering）

約定，或稱無歧視條款（non-discrimination provisions），將使 Amex 得就其服務收

取較高之價格，違反美國休曼法（Sherman Act）第 1 條之規定18。然 Amex 上訴後，

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於 2016 年 9 月廢棄了美國紐約東區地方法院判決。Ohio 州就

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之判決聲請上訴，並於 2017 年 10 月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受

理。 

(2)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意見 

於判決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先將「雙邊平臺」（two-sided platform）定義為，

係指對兩個不同但同時仰賴其中介之群體提供不同商品或服務之平臺。信用卡網路

為雙邊平臺中的交易平臺（transaction platform），其特點在於交易平臺不能為平臺

一邊之銷售而未同時對他邊為銷售，除非特約商店與持卡人同時同意使用同一信用

卡網路，否則不會發生信用卡交易。雙邊平臺通常呈現間接網路效應（indirect network 

effect），意即雙邊平臺對一群參與者之價值，取決於不同群參與者之成員數量。換

言之，當平臺雙邊之參與者數量增加時，雙邊平臺提供之服務價值也會增加，以信

用卡為例，對持卡人而言，當越多特約商店接受信用卡，信用卡價值越高，反之亦

然。也因此，雙邊平臺對雙邊收取之價格必須非常敏銳，以確保有效參與。提高 A

                                                        
18 United States v. Am. Express Co., 88 F. Supp. 3d 143, 149 (E.D.N.Y. 2015). 美國休曼法第 1 條規

定：「任何以契約、托拉斯或其他形式之結合、或共謀，限制美國各州間或與外國間之貿易或

商業者，均屬違法。任何人有此等違法行為而作成任何合約或進行任何結合或共謀者，應視為

觸犯重罪，且一經定罪，其若為營利事業，即應處以一億元以下罰金，若為其他任何人，則依

法院之裁量，處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一百萬元以下之罰金」，條文中譯係採用公

平會網站之版本，https://www.ftc.gov.tw/upload/48ddf11b-d58e-4ed0-ae84-efd811820488.pdf，最

後瀏覽日期：2020/6/28。 

https://www.ftc.gov.tw/upload/48ddf11b-d58e-4ed0-ae84-efd811820488.pdf


54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邊之價格可能有失去該邊參與者之風險，因而減少平臺 B 邊的價值。雙邊平臺於變

更任何一邊之價格時，都必須考慮間接網路效應，平臺必須設計價格機制來吸引兩

邊的參與者加入。理想的價格可能需要對有較高需求彈性之一邊收取低於成本（甚

至負）價格19。以信用卡為例，信用卡網路通常對持卡人收取比特約商店較低的費用，

更可能對持卡人提供諸如現金回饋、飛行里程或贈品卡等回饋，因增加持卡人之數

量能提高接受卡片之特約商店數量，信用卡網路並能對特約商店就每一筆交易收取

費用（通常為購買價格之一定比例）20。 

美國最高法院指出，本案兩造均承認 Amex 的限制誘引條款為垂直限制（vertical 

restraints），且應以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進行審理，而要決定限制是否違反合

理原則，應適用「三階」、「舉證責任轉換」之架構。在該架構中，原告應先證明

系爭限制在相關市場有損害消費者之顯著限制競爭效果。於原告完成舉證後，舉證

責任移轉至被告，由其提出系爭限制有促進競爭之事證與論理。若被告完成此階段

的舉證，則舉證責任再移轉回原告，由其證明促進競爭效率可透過限制較少的競爭

手段來合理達成。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原告主要仰賴直接證據來證明 Amex 限制誘引

條款之限制競爭效果，而要評估這些證據，必須先界定相關市場21。 

如前所述，如信用卡市場的雙邊交易市場，信用卡網路僅在特約商店與持卡人

同時選擇該網路時才能銷售其服務，故信用卡網路必須尋求能鼓勵持卡人與特約商

店間達成最多配對之定價平衡。換言之，交易平臺僅提供一種產品，即交易本身。

信用卡亦是藉由其所銷售之交易數量來衡量其市場占有率（下稱市占率），且僅有

同時有持卡人與特約廠商願意使用其網路之信用卡公司，才能在信用卡市場上交易

並競爭。於雙邊交易市場中，僅著重單邊市場之競爭可能會扭曲雙邊平臺的真實競

爭狀態，故應以信用卡交易的雙邊市場整體，判斷 Amex 限制誘引條款是否具有限制

競爭之效果22。就整體限制競爭效果而言，原告必須證明該條款將減少信用卡交易數

量，或扼殺信用卡市場之競爭。至於條款的正當性部分，Amex 必須證明收取較高之

特約商店費用，係基於持卡人對特約商店帶來之附加價值，Amex 並利用其較高之特

                                                        
19 Ohio et al. v. American Express Co. et al., 138 S. Ct. 2274, 2280-2281 (2018). 
20 Id. at 2281. 
21 Id. at 2284-2285. 
22 Id. at 2285-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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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商店費用對其持卡人提供更佳回饋方案，就維持持卡人忠誠及其消費水平有其必

要23。 

美國最高法院雖承認原告提供Amex於 2005年至 2010年提高其收取特約商店之

價格比例，平均為 0.09%，而這些提高費用並未完全花費在持卡人回饋上。但此一證

據並未證明 Amex 的限制誘引條款賦予其收取限制競爭價格之市場力量。蓋信用卡交

易從 2008 年至 2013 年急遽增加了 30%，提高價格與產品需求成長一致。原告也未

證明 Amex 比其競爭者收取更高價格。此外，原告也未能證明 Amex 的限制誘引條款

已窒息信用卡公司間之競爭，反之，雖有限制誘引協議存在，信用卡市場仍出現產

出擴張與品質提升的現象。Amex 之商業模式激勵 Visa 與 MasterCard 提供具有更高

回饋之新優惠卡片種類，並增加卡片服務，包括對原先未能享有服務之低收入客戶

的免費銀行與信用卡支付服務。Amex 限制誘引條款也未終結信用卡網路間就特約商

店費用之競爭。反之，激烈的競爭業已限制了 Amex 提高費用之能力，且將迫使 Amex

必須適時的調降費用24。 

此外，Visa、MasterCard 與 Discover 因收取較低之特約商店費用，以及就不同類

型之卡片收取不同之特約商店費用，使更多特約商店接受其等的信用卡，長期的競

爭業已形成信用卡市場中特約商店費用下降之趨勢。最後，Amex 限制誘引條款遏止

信用卡市場之負面外部性並促進品牌間之競爭，當特約商店誘引持卡人於銷售點不

使用 Amex 信用卡，其破壞了持卡人對「受歡迎與被接受」（welcome acceptance）

之無摩擦交易（frictionless transaction）承諾之期待；特約商店不接受 Amex 信用卡，

即可能使持卡人較不可能在其他特約商店使用 Amex 信用卡，此一外部性危害 Amex

網路整體之活力，且破壞 Amex 為鼓勵增加持卡人消費所為投資，最終傷害持卡人與

特約商店25。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終認為，本案原告並未滿足合理原則之第一階段，其並未

舉證證明 Amex 限制誘引條款具有限制競爭效果。Amex 之商業模式已激勵品牌間更

活躍的競爭，且提升信用卡交易之質與量，維持第二巡迴上訴法院之判決26。 

 

                                                        
23 Id. at 2287-2288. 
24 Id. at 2288-2289. 
25 Id. at 2289-2290. 
26 Id. at 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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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reyer 大法官等人之不同意見 

Breyer、Ginsburg、Sotomayor 與 Kagan 大法官於本案提出不同意見書，主筆的

Breyer 大法官首先援引 Indiana Federation of Dentists 案27指出，在休曼法第 1 條之案

件，探討市場力量之目的單純在於決定系爭協議是否對競爭有真正負面效果之虞，

如有實際限制競爭之證據，例如產出減少，即可無須探究市場力量28。就市場界定部

分，不同意見書援引 Times-Picayune Publishing Co. v. United States29一案的意見指

出，相關市場之界定應集中在系爭限制會直接影響之商品或服務30。本案 Amex 被指

控者，並非限制或傷害購物者使用相關信用卡服務，而是特約商店相關之信用卡服

務31。不同意見書主張，相關市場會納入替代品（substitutes），但不包含互補產品

（complements）：即與受限制產品一同使用之產品或服務，而特約商店相關卡片服

務與購物者相關卡片服務間的關係，為互補而非替代，蓋特約商店並不能轉變為持

卡人而迴避特約商店所面臨之價格上漲問題。而購物者相關服務之價格也無法作為

檢驗特約商店相關服務銷售價格的標準。甚且，購物者相關卡片服務之較低價格可

能增加卡片於購物者之受歡迎程度，而使信用卡公司更易提高對特約商店之價格32。 

再者，於第一階段討論市場界定，法律上並無必要性。因為地方法院業已發現

限制競爭效果之強烈直接證據，包括 Discover 嘗試就特約商店相關服務收取較低價

格爭取信用卡業務，卻發現無歧視條款阻止特約商店鼓勵購物者使用 Discover 的信

用卡。地方法院的證據也顯示 Amex 在 5 年內提高其特約商店費用 20 次，卻未失去

任何明顯之市占率。無歧視條款也使得特約商店無法誘引購物者不使用 Amex 信用卡

以回應特約商店費用之上漲。地方法院既已發現源自於無歧視條款之實際限制競爭

損害，因而證明 Amex 於市場中有足夠力量造成此等損害，即沒有理由要求另行證明

市場界定與市場力量33。 

                                                        
27 FTC v. Indiana Federation of Dentists, 476 U.S. 447, 460-461 (1986). 
28 Ohio et al. v. American Express Co. et al., supra note 19, at 2291. 
29 Times-Picayune Publishing Co. v. United States, 345 U.S. 594, 610 (1953). 
30 Ohio et al. v. American Express Co. et al., supra note 19, at 2294. 
31 Id. at 2295. 
32 Id. at 2295-2296. 
33 Id. at 2296-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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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Amex 所提供之購物者相關服務與特約商店相關服務，也並非 Grinnell 

Corp.案34中所稱之生產者替代品（producer substitutes，意即對生產者而言可相互替換

者，供應其中之一的公司能輕易提供另一種產品，因為這些產品或服務都涉及單一、

基本服務）35。至於最近十年信用卡使用普遍成長之事實，並不能說明若沒有無歧視

條款，信用卡使用是否會成長更多或更少，且既然問題在於現實與假設狀態間之比

較，則要求證明減少產出的確實證據實乃不可能之事。特別是特約商店通常會將其

接受信用卡之成本分散到全部客戶，而卡片使用利益僅限於卡片持有人，因此較高

的信用卡特約商店費用縱令榨取限制競爭利潤而破壞市場機制，其對信用卡交易量

僅有有限效果36。 

（二）澳洲 

1. 2016 年競爭與消費者修正（支付附加費用）法 

2016 年 2 月 25 日，澳洲通過了競爭與消費者修正（支付附加費用）法（2016 the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mendment (Payment Surcharges) Act），於競爭與消費者

法（the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 CCA）中增加條文禁止超額支付附加費用，並

賦予澳洲競爭與消費者競爭委員會（Australia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下稱 ACCC）新的權力。所謂支付附加費用係指當消費者以卡片而非現金支付商品

或服務時，事業對其收取之額外金額。澳洲儲備銀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RBA）

則規定附加費用之標準、適用之支付類型與其他事項。若事業選擇收取附加費用，

其僅能轉嫁消費者事業因接受該等支付型態之支付而被收取之成本。此一禁令適用

於所有事業，無論其規模大小37。此外，事業就一定金額以下之交易不提供信用卡支

付選擇。但其若為之，不論產品成本，即必須遵循附加費用法令。ACCC 負責執行

此禁止規定，其將調查過高支付附加費用之申訴，且事業將被要求提供關於支付成

                                                        
34 United States v. Grinnell Corp., 384 U.S. 563, 571-572 (1966). 
35 Ohio et al. v. American Express Co. et al., supra note 19, at 2299-2300. 
36 Id. at 2302. 
37 Australia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Credit, Debit & Prepaid Card Surcharges,” 

https://www.accc.gov.au/consumers/prices-surcharges-receipts/credit-debit-prepaid-card-surcharge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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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資訊與文件。若 ACCC 認定事業收取過高附加費用，其可對事業裁處罰款，也

得向法院起訴該事業請求懲罰金38。 

2. Apple Pay 案 

在澳洲，近年關於支付系統之競爭法案件中，最具代表性者乃 2017 年 ACCC 拒

絕許可澳洲數家發卡銀行和公司聲請集體和 Apple 協商 Apple Pay 使用條件，並進行

必要集體杯葛（collective boycott）行為案。2017 年 3 月 31 日，ACCC 決定拒絕許可

Bendigo and Adelaide Bank、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CBA）、National 

Australia Bank（NAB）與 Westpac Banking Corporation（Westpac）（下稱聲請人）

及其他潛在支付卡發行機構（下稱集團參與者，Group Participants）與Apple就於Apple

裝置讀取 NFC 控制器，以使用聲請人與集團參與者之數位錢包，而無庸仰賴 Apple 

Pay（下稱 NFC 存取，NFC access），以及允許其數位錢包不受任何來自 Apple 之不

合理限制、條款或不合理許可而延遲，並得從 Apple Store 中取得（下稱 Apple Store

存取，Apple Store access）等，為限制性集體協商與杯葛。聲請人也就集團參與者同

意其於參與集體協商時將不會加入 Apple Pay 一事聲請許可，意即集團參與者於參與

集團協商時，將不會個別與 Apple 就集團參與者持卡人上傳其卡片至 Apple Wallet

應用程式（下稱 Apple 錢包）一事達成協議，惟其有權隨時自集團協商撤出且與 Apple

締結個別協議39。 

ACCC 關於產業背景之調查顯示，數位錢包（digital wallet）為行動裝置上的應

用程式，其執行實體錢包之部份功能，諸如儲存支付卡、為行動支付以及在某些情

況下儲存其他卡片作為忠誠卡（loyalty cards）。數位錢包之相關市場具有快速變化

與創新特性。數位錢包目前分成發行機構就自身支付卡提供之數位錢包（發行機構

數位錢包，issuer digital wallets），以及由第三方諸如 Apple 就諸多發行機構之支付

卡提供的數位錢包（數發行機構數位錢包，multi-issuer digital wallets）40。Apple 係

整合 iPhone 硬體（即 NFC 控制器與安全元件，Secure Element）與軟體，以 Apple 錢

                                                        
38 Id. 
39 ACCC, “Determination: Applications for Authorization A91546 & A91547,” i and paras. 1, 9 (2017),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public-registers/documents/D17%2B40724.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7. 

40 Id. paras. 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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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透過 Apple Pay 為行動支付（mobile payment），發行機構則就此服務支付 Apple

費用41。Apple Store 允許使用者下載應用程式至其 iPhone，Apple 則透過公開條款控

制 Apple Store 之存取、使用42。 

Apple 不提供第三方存取於 iPhone 中的內建 NFC 控制器。若發行機構欲存取使

用 NFC 科技使其持卡人在 iPhone 上為行動支付，其要不使用 Apple Pay 服務，要不

其必須提供外部 NFC 硬體為行動支付，Apple 使用安全元件硬體在每一裝置儲存支

付證明（payment credentials）43。ACCC 於決定時，在澳洲有 49 家發行機構參與 Apple 

Pay 平臺，然而在澳洲多數持卡人仍然不能使用 Apple Pay，因為 3 家主要聲請人銀

行在澳洲占信用卡使用的 65%44。除了 NFC 外，另有其他替代科技能用來為行動支

付，例如 QR Codes45。 

ACCC 首先指出，Apple 聲明縱令 ACCC 給予聲請人許可，也不會允許 NFC 存

取46。Apple 認為，接觸、使用 Apple Store 之條款為全球條件，並不會修改以阻礙或

防止聲請人經由 Apple Store 提供其數位錢包應用程式。於本案中，ACCC 表示其並

不嘗試去預測集體協商之可能結果，ACCC 係假定聲請人若成功協商 NFC 存取與

Apple Store 存取，則是否有利於公共利益，以及其和公共損害二者間之衡量抵銷47。 

ACCC 認為 NFC 存取可能會增加在 iPhone 上的行動支付服務之競爭與消費者選

擇，可使聲請人在使用 NFC 科技之 iPhone 上，提供自身整合行動支付服務，而對

Apple 就 Apple Pay 之定價給予競爭限制，並因而帶給消費者額外福利48。惟 ACCC

也指出，聲請人無庸 NFC 存取即得就數位錢包競爭，因為僅有為行動支付層面需要

NFC 存取與澳洲既有支付架構互動，聲請人目前除透過於 iPhone 內建 NFC 控制器之

行動支付外，仍能提供消費者各類特色之數位錢包應用程式而就數位錢包所有特性

為競爭。且聲請人有商業上的誘因偏好其自身之數位錢包而非數發行機構之數位錢

                                                        
41 Id. paras. 25, 77-78, 90. 
42 Id. at ii. 
43 Id. paras. 211-214. 
44 Id. paras. 122-125. 
45 Id. at iii. 
46 Id. paras. 237-238. 
47 Id. at iv-v, paras. 153, 220-224. 
48 Id. paras. 15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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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以對客戶有更大掌握，且避免數發行機構數位錢包之費用，以及因數發行機構

數位錢包增加於銷售點之支付卡片間競爭49。 

此外，ACCC 認為，即令未有提議行為，於可見的未來，聲請人也將個別與 Apple

協商是否得在 Apple Pay 使用其卡片。雖 NFC 存取有增加 NFC 科技其他應用之創新

與投資，然電子錢包與行動支付市場正快速創新與變化，其已產生日趨多樣之行動

支付服務、行動支付裝置與數位錢包應用程式。ACCC 不認為 NFC 存取更能促進行

動支付之廣泛使用，或讓既有澳洲支付架構之使用更有效率50。另一方面，ACCC 主

張，NFC 存取可能因扭曲行動作業系統間之競爭而導致顯著損害。按 Apple 的 iOS

作業系統與其他行動作業系統全球具有競爭關係，特別是 Google 之 Android 作業系

統。iOS 與 Android 關鍵差異處為 iOS 作業系統軟體係與裝置硬體整合，Android 作

業系統軟體則獨立於裝置硬體提供。倘若聲請人成功取得 NFC 存取，因涉及修正

Apple 軟體或硬體，會減少 iOS 平臺與 Android 平臺間差異化程度，全面性影響 Apple

目前就行動支付與作業系統整合軟硬體策略，因而衝擊 Apple 與 Google 競爭51。 

再者，ACCC 認為 NFC 存取也可能扭曲行動支付裝置之競爭。iPhone 並非為行

動支付之獨占設施（monopoly facility）。假設 Apple 因提議行為而開啟其 NFC 控制

器之存取、使用，此可能將引導行動科技廠商紛紛朝智慧手機使用 NFC 控制器來發

展，扭曲行動支付服務之競爭與創新52。ACCC 進一步指出，NFC 存取也可能造成支

付卡片間競爭之減損。發行機構數位錢包諸如 Apple 錢包與 Android Pay，將增加消

費者轉換支付卡的便利性，發行機構對消費者於購買時提供競爭促銷、宣傳，亦能

促進支付卡間之競爭。而因發行機構有誘因偏好其自身錢包而非發行機構數位錢

包，此可能會加強使用單一支付卡作為預設卡之效果53。最後，ACCC 認為提議行為

可能於許可期間延遲消費者使用 Apple Pay，可能會導致於提議行為存續期間減少消

費者選擇之公共損害。綜上所述，ACCC 維持本案提議行為可能產生之公共利益，

並未超過其公共損害。故 ACCC 決定不予許可54。 

                                                        
49 Id. at vi-vii. 
50 Id. paras. 206-210. 
51 Id. paras. 234-238. 
52 Id. at viii-ix., paras. 243-248. 
53 Id. paras. 255-258. 
54 Id. at ix-x, paras.38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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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案例雖涉及集體杯葛行為豁免申請，形式上與美國案例涉及單一事業與垂

直交易（排他交易）約定不同，但從澳洲 ACCC 的決定理由中不難看出，案件之核

心仍屬垂直議題，即 iPhone 手機於市場中普受歡迎的現象，是否就可以讓 Apple 公

司及其所推出之具「雙邊市場」特色之 Apple Pay 支付平臺，得以取得在行動支付市

場中，對卡片發行機構及消費者（商家）之市場支配力，進而讓個別發卡機構被迫

接受 Apple 的 NFC 存取規則及不合理的使用條款，故有必要以集體協商與杯葛的方

式，才有可能拉平雙方就使用 Apple Pay 服務的協商地位。此外，二案均再度肯認「不

同品牌競爭」（interbrand competition）才是競爭法分析市場力量，及評估交易行為

是否具有競爭的正當性的主要審查標準。在美國法部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顯然認

為 Visa 和 MasterCard 對 Amex 而言，是強大的競爭對手，故限制誘引條款非但未排

除發卡機構間的競爭，反而讓 Visa 和 MasterCard 提供具有更高回饋之新優惠卡片種

類，並增加卡片服務，來吸引消費者。再者，Amex 限制誘引條款遏止信用卡市場之

負面外部性，讓 Amex 有更強的誘因進行可以增加持卡人消費之各項投資。同理，

ACCC 也認為 iPhone 手機與 Android 系統手機，以及不同類型行動支付平臺間，存

在著激烈的競爭，足以制衡 Apple 制定具限制競爭之交易條件。ACCC 也認為，Apple

設備整合軟硬體的特色，正是其與 Android 系統競爭的主要特色。貿然要求 Apple 開

放修改其整合，將不利於 Apple 和 Google 間之競爭。 

（三）歐盟 

1. 法規 

歐盟關於支付服務領域的立法，乃是為了創造整合與競爭性的歐盟支付市場。

而與本文最相關者乃交換費規則與修正支付服務指令（revised Payments Services 

Directive, PSD2），以下即就其重點說明之。 

(1)交換費 2015/751 號規則（Regulation 2015/751 on Interchange Fees） 

a. 歐盟執委會制訂交換費規則之緣由 

歐盟執委會 2015 年 4 月所制訂之信用卡交易交換費 2015/751 號規則（下稱交換

費規則），該規則目的在設定歐洲信用卡交易之交換費上限。並處理限制零售商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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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消費者使用較低費用卡片之規定55。交換費規則於 2015 年 5 月 19 日公布，於同年

6 月 8 日生效。交換費規則第 11 條（禁止誘引規則）於交換費規則生效日即行施行。

交換費上限規定則於 2015 年 12 月 9 日適用56。 

按消費者使用信用、借記或預付卡購物時，屬於特定支付卡計畫之卡片收單支

付服務提供者（card acquiring payment service provider）對發卡支付服務提供者

（card-issuing payment service provider）支付交換費，而交換費則為卡片收單支付服

務提供者就每一卡片支付交易對特約商店收取費用之主要部份。而特約商店則將交

換費等卡片成本納入商品或服務之一般定價，因而轉嫁到所有消費者，包括以現金

支付而非以卡片支付之消費者57。交換費通常係由支付卡系統設定，例如 Visa 或

MasterCard 與國內系統或國內銀行。交換費於會員國之間差異甚大。因卡片持有人

並不知交換費，而被鼓勵使用較高交換費之卡片。同時，信用卡公司以提供發卡銀

行較高交換費的方式競相吸引發卡銀行，驅使交換費提高，也導致一些會員國內（通

常收費較為便宜）之卡片系統消失。零售商通常也不知這些高額、不透明之銀行間

費用水準，且其未涉入發卡銀行與零售商銀行間之協商程序，亦無空間協商較低之

交換費58。若零售商拒絕接受普遍使用的卡片，消費者即可能會轉往其他接受卡片之

零售商消費，此即交易偷取效應（business stealing effect），且以簽帳卡或現金支付

之消費者，則為以信用卡支付之消費者享受、由銀行提供的福利付費59。 

交換費規則制訂前，各會員國不同之交換費水準，阻止採行較低或無交換費商

業模式之全歐洲市場參與者出現，損害潛在規模與範疇經濟與相應之效率，對特約

商店與消費者也有負面影響，並阻礙創新。若要成為全歐洲的市場參與者，必須提

供發行銀行所擬進入市場盛行之最高水準的交換費，此也導致持續性市場碎片化。

且因為支付卡系統適用之特定規則係以地域授權政策為基礎，就每一支付交易適用

銷售地之交換費，特約商店也無從藉由接受其他會員國銀行提供之卡片來克服費用

                                                        
55 European Commission, “Banking & Payment systems: Legislation in the Payment Services Area,”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financial_services/sepa_en.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8/11/10. 
56  European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Brief: The Interchange Fees Regulation, 6 (2015),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publications/cpb/2015/003_e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8/11/10. 
57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2015/75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9 April 

2015 on interchange fees for card-based payment transactions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OJ L 123, 
19.5.2015, para. 10. 

58 Id. at 2. 
59 Id.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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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此一規定阻止收單機構跨境提供服務，也阻礙特約商店減低其支付成本以利

消費者60。歐盟地區各地不同之交換費，也使新支付業者與新支付方法要進入市場與

驅動創新更為困難。另外，由於銀行顧慮其從新市場參與者或新科技收到之費用會

搶食其來自於簽帳卡與信用卡之收益，一般不願意與此等市場新進者合作。因此大

多數新科技發展，諸如無接觸與行動支付，仍然以既有支付卡之交換費基礎模式為

基底。銀行也不願意與較安全便宜、以信用移轉或直接借記為基礎之替代商業模式

合作，特別就網路支付而言61。 

b. 設定交換費上限 

交換費規則就交換費設定上限。交換費規則所定上限，係以諾貝爾獎得主 Jean 

Trole 之學術著作所發展出的「特約商店無差別測試」（Merchant Indifference Test）

為基礎，意即確認出若特約商店比較消費者使用支付卡之成本與非卡片（現金）支

付之成本（考慮支付予收單銀行之費用，即特約商店服務費與交換費），特約商店

願意支付之費用水準62。惟在部份會員國，就簽帳卡所發展出之交換費水準已低於特

約商店無差別測試所得水準，故會員國得就國內簽帳卡交易設定較低之交換費63。且

鑑於各會員國既有之簽帳卡系統與交換費各有不同，故就國內支付卡市場給予彈性

有其必要64。 

就交換費率部分，交換費規則第 3 條第 1 項明定，支付服務提供者不應要約或

要求超過任何簽帳卡交易價值之 0.2%的每交易交換費；交換費規則第 3 條第 2 項則

規定，就國內簽帳卡交易，會員國得規定低於前述之每交易比例交換費上限，而且

得就依據相關費率計算之費用總額課與固定最高費率總額限制；或允許支付服務提

供者適用不超過 0.05 歐元之每交易交換費（貨幣非歐元之會員國，則為 2015 年 6 月

8 日國內貨幣之相當價值）。後者應每 5 年或匯率有顯著變化時修正，且只要支付卡

系統之交換費總額永遠不超過每一支付卡系統內之國內簽帳卡交易之年度交易價值

的 0.2%，後者之每交易交換費得結合不超過 0.2%之最高費率。就消費信用卡交易而

言，交換費規則第 4 條規定，支付服務提供者不應要約或要求超過任何信用卡交易

                                                        
60 Id. para. 11. 
61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6, at 3-4. 
62 Supra note 57, para. 20. 
63 Id. para. 21. 
64 Id. para.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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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 0.3%的每交易交換費65。就國內信用卡交易，會員國得規定較低之每交易交換

費上限。為避免規避，交換費規則第 5 條規定，任何發行者從關於支付交易或相關

活動之支付卡片系統、收單者或任何中介者收受之協議報酬，包括與交易費相同目

的與效果之淨補償，均應被當作交換費之部份66。 

c. 授權規定 

為促進競爭，經授權發行卡片或處理卡片交易之公司應能於全歐盟活動。交換

費規則第 6 條規定，任何授權協議或支付卡系統規則中，就發行支付卡或卡片支付

交易收單而於歐盟境內之區域限制或有相同效果之規則，均應禁止之。此外，任何

授權協議或支付卡系統規則中，就發行支付卡或卡片支付交易收單等事項，任何跨

境經營應取得國家特定授權之規定或義務，或具有相同效果之規則，均應禁止67。 

d. 接受所有卡片原則與誘引規則（Steering Rules） 

至於接受所有卡片（Honor all Cards）原則，係由發卡單位與支付卡片系統對收

款人課與之雙層義務，意即收款人應接受相同品牌之所有卡片，不論該等卡片之不

同成本，亦不論發卡銀行為何68。依交換費規則第 10 條之規定，支付卡系統與支付

服務提供者不應適用任何課與收款人接受一發行者發行之卡片支付工具也必須接受

於相同支付卡系統架構中發行之其他卡片支付工具的義務；但前述規定不適用於交

換費受交換費規則第 2 章規範之相同品牌與相同種類之預付卡、簽帳卡或信用卡等

消費者卡片支付工具69。 

此外，交換費規則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於授權協議、支付卡系統適用之系統規

則以及卡片收單者與收款人間締結之契約中，任何禁止收款人誘引消費者使用任何

收款人偏好之支付工具的規則，均應禁止。此一禁止規定也涵蓋任何禁止收款人偏

好或不偏好既定支付卡系統之卡片支付工具的規定；同條第 2 項規定。任何於授權

協議、支付卡系統適用之系統規則與卡片收單者與付款人間之契約中，禁止收款人

通知付款人交換費與特約商店服務收費之規定，均應廢止70。 

                                                        
65 Id. at 10. 
66 Id. at 11. 
67 Id. at 11. 
68 Id. para. 37. 
69 Id. at 13. 
70 Id. at 13. 



 行動支付系統競爭行為之分析及規範芻議 65 
 

(2)修正支付服務指令（revised Directive on Payment Service, PSD2） 

歐洲國會（European Parliament）於 2015 年 10 月 8 日通過修正支付服務指令

（revised Directive on Payment Service 下稱 PSD2）。PSD2 帶來的主要改變為：對電

子支付之處理與啟動，以及消費者金融數據之保護，引進嚴格安全規定；對以接觸

支付帳戶資訊為基礎提供消費者或商業導向之支付服務的公司，即所謂支付啟動服

務提供者（payment initiation services providers）與帳戶資訊服務提供者（account 

information services providers），開放歐盟支付市場；於諸多領域提升消費者權利，

包括不論支付工具係於商店或線上使用，均禁止附加費用71。 

PSD2 規定甚為繁雜，以下僅說明與支付系統競爭最相關者。首先，關於就使用

特定支付工具收取附加費用，會員國之作法各有不同，此業已導致歐盟支付市場高

度異質化，亦困擾消費者，特別是就電子商務與跨境交易上。位於允許收取附加費

用之會員國的特約商店，也在禁止收取附加費用之會員國提供商服務，且對消費者

收取附加費用。甚且有許多案例，特約商店對消費者收取之附加費用高於特約商店

使用特定支付工具所負擔之成本。再者，交換費規則已規範卡片支付之交換費，而

交換費為特約商店費用之主要部份。交換費規則既然已對交換費水準課與限制，故

會員國應考慮禁止收款人就使用交換費已經依交換費規則第 2 章規範之支付工具請

求費用72。 

故 PSD2 第 62 條規定第 2 項規定，就歐盟境內提供之支付交易，即付款人與收

款人之支付服務提供者兩者或支付交易之單一支付服務提供者位於歐盟境內，收款

人支付其支付服務提供者課與之費用，付款人則支付其支付服務提供者課與之費

用；同條第 3 項則規定，支付服務提供者不應禁止收款人不向付款人請求費用、提

供其減免或誘引其使用既定支付工具。任何適用之費用不應超過付款人就使用特定

                                                        
71 European Commission - Press Release, “European Parliament Adopts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to Create Safer and More Innovative European Payments,” (2015), http://europa.eu/rapid/press- 
release_IP-15-5792_en.htm?locale=e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7. 

72 Commission Directive (EU) No 2015/2366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5 
November 2015 on payment services in the internal market, amending Directives 2002/65/EC, 
2009/110/EC and 2013/36/EU and Regulation (EU) No 1093/2010,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2007/64/EC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OJ L 337, 23.12.2015, para. 66. 

http://europa.eu/rapid/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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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工具直接承擔之成本。同條第４項規定，會員國於任何情況均應確保受款人不

應就交換費已受交換費規則第 2 章規範之支付工具請求費用73。 

PSD2 第 36 條另規定，會員國應確保支付機構以客觀、無歧視與比例基礎接觸

信用機構之支付帳戶服務。此等基礎應廣泛到足以使支付機構以未受阻礙與有效率

之方式提供支付服務。信用機構就任何拒絕應向競爭主管機關提出正當理由74。而就

接觸支付帳戶一事，PSD2 第 66 條第 1 項規定，會員國應確保付款人有權使用支付

啟動服務提供者以取得支付服務，惟使用支付啟動服務提供者之權利，於支付帳戶

不能線上接觸時，不適用之。同條第 2 項與第 4 項規定，當付款者明確同意執行支

付交易，則支付服務帳戶提供者（account serving payment service provider，依據 PSD2

第 4 條第 17 款之定義，即為付款人提供與維持支付帳戶之支付服務提供者）應安全

地與支付啟動服務提供者溝通、收到支付啟動服務提供者之支付指示後立即提供或

提供接觸支付交易啟動之所有資訊與支付服務帳戶提供者就支付啟動服務提供者執

行支付交易可接觸之所有資訊、除了客觀理由外對透過支付啟動服務提供者之服務

所傳遞之支付指示不為任何差別待遇，特別是就透過付款人直接傳送之支付指示的

時點、優先性與費用而論75。 

PSD2 第 67 條則就帳戶資訊服務有類似第 66 條之規定，PSD2 第 67 條第 1 項規

定，會員國應確保支付服務使用者有權使用接觸帳戶資訊之服務，惟於支付帳戶不

能線上接觸時，不適用之。同條第 3 項則規定，就支付帳戶，支付服務提供者之帳

戶應安全地與帳戶資訊服務提供者溝通，除有客觀理由外，對透過帳戶資訊服務提

供者之服務所傳遞之資訊請求，不得為差別待遇。同條第 4 項則規定，帳戶資訊服

務之提供，不取決於帳戶資訊服務提供者與支付服務帳戶提供者間有契約關係存在

76。 

2. 案例 

(1)2007 年 MasterCard 案 

                                                        
73 Id. para. 90. 
74 Id. para. 79. 
75 Id. paras. 92-93. 
76 Id. para.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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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盟，交換費係由持卡人的發卡銀行（issuing bank）根據每筆持卡人在商家

進行的信用卡交易向特約商店之收單銀行（acquiring bank）收取之費用。於支付系

統諸如 Visa 與 MasterCard，其等為銀行聯盟，這些費用係由會員銀行多方同意77。

從歐盟競爭法觀之，交換費為事業聯盟之決定，具有限制收單銀行間競爭之目的與

效果，可能構成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下稱

TFEU）第 101 條第（1）項之競爭限制，但若其被證明對創新與效率有整體正面效

果且與消費者分享部份利益，也可能該當 TFEU 第 101 條第（3）項之豁免規定78。

其中，2007 年 MasterCard 案頗具代表性。歐盟執委會於 2007 年認定 MasterCard 適

用於在 EEA MasterCard 與 Maestro 消費者借記與信用卡跨境支付卡交易的交換費，

有限制收單銀行間競爭之效果，但卻未能證明具有 TFEU 第 101 條第（3）項之效率。

MasterCard 則對歐盟執委會之決定向普通法院（the General Court）提出上訴，於案

件審理期間，MasterCard 調降其跨境交換費至消費者信用卡交易價值之 0.3%與消費

者簽帳卡交易價值之 0.2%。 

普通法院於 2012 年 5 月 24 日的判決中，支持歐盟執委會之決定。法院首先援

引澳洲降低交換費，但 MasterCard 之市占率與營收卻都增加為例，肯定歐盟執委會

認為交換費對 MasterCard 系統運作並非客觀必要之看法79。至於應將市場雙邊特性納

入考量，以及若無交換費持卡人之利益將受限進而減少其卡片使用等主張，法院認

為應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3）項（現 TFEU 第 101 條第（3）項）下來評估其

促進與限制競爭之效果，而非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第（1）項下來判斷80。 

普通法院進一步指出，交換費並非 MasterCard 系統之附隨限制（ancillary 

restriction），歐盟執委會業已正確考量交換費平衡 MasterCard 系統發行與收單邊之

角色，與交換費帶來之客觀利益81。即令能從證據推論交換費有助 MasterCard 系統之

使用量，然而此亦不符合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第（3）項的第一個條件：有助改

善商品之生產或經銷或促進技術或經濟進步）。按 MasterCard 系統使用量增加之主

                                                        
77 European Commission, “Banking & Payment Systems: Competition Enforcement in the Payment Card 

Market,”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financial_services/enforcement_en.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8/11/9. 

78 Id. 
79 Case T-111/08, MasterCard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ECLI:EU:T:2012:260, paras. 113-120. 
80 Id. paras. 172-182. 
81 Id. paras. 20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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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獲利者為 MasterCard 支付組織與參與銀行，惟對特約商店而言，雖然流通卡片數

量會增加 MasterCard 系統與其相關之效益，但其也具有降低其限制交換費水準之能

力，因而增加 MasterCard 之市場力量82。雖然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第（3）項所規

定之利益不限於來自於相關市場； 然特約商店為支付卡影響之兩群使用者中的一

群，而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第（3）項之第二個條件（使消費者享有因此所生利

益的相當部份），意指必須有關於特約商店且可歸於交換費之可察覺客觀利益83。 

2014 年 9 月 11 日，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判決支持普通法院之

見解，並進一步指出，即令欠缺系爭限制將導致 MasterCard 營運較為困難或獲利較

低，也不能認定該等限制即具有客觀必要性，而不受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第（1）

項之規範84。歐洲法院特別指出，普通法院並非以本案係目的性（by object）違反歐

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第（1）項為基礎，而是具體評估交換費之效果85。歐洲共同體

條約第 81 條第（3）項第一個條件（有助改善商品之生產或經銷或促進技術或經濟

進步）所指之改善，必須為彌補系爭協議對競爭之不利益的可察覺客觀利益；此外，

對所有相關市場消費者之效果也應納入考量。惟普通法院業已考量交換費所生之所

有客觀利益，而不僅限於對收單市場，也包括對獨立但相關連之發行市場。就本案

而言，限制效果僅出現在系統兩邊之其中一個市場，於欠缺任何證據證明該限制措

施於相關市場有可察覺之客觀利益存在的情況下，該措施在獨立、相關連且與該系

統相關之市場中所生之利益，並不能彌補因該措施所生之不利益。普通法院既已認

定特約商店並未享有交換費所生客觀利益，即無需檢驗交換費對持卡人之利益，因

為其本身之性質並不能彌補該等費用所生之不利益86。 

(2)Groupement des cartes bancaires (CB) v European Commission 案 

Groupement des cartes bancaires（下稱 CB）於 1984 年由法國主要銀行組織設立，

讓會員所發行之銀行卡（下稱 CB 卡）支付與提款之系統可相互操作（下稱 CB 系統）。

                                                        
82 Id. paras. 220-222. 
83 Id. paras. 228-229. 最後普通法院並指出，鑑於 MasterCard 支付組織於 IPO 後，銀行於 MasterCard

支付組織中仍保有決策權力，且銀行與 MasterCard 支付組織就交換費此一議題有共同利益，歐

盟執委會有權認定 MasterCard 支付組織為協調銀行行為之組織形式。See id. paras. 245, 249 and 
258. 

84 Case C-382/12 P, MasterCard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ECLI:EU:C:2014:2201, para. 91. 
85 Id. para. 186. 
86 Id. paras. 23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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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相互操作性實際上使 CB 會員發行之 CB 卡能透過任何 CB 會員來對所有與 CB

系統相關之交易者為支付與/或從自動櫃員機提款。2002 年 12 月 10 日，CB 通知歐

盟執委會 CB 系統可能採行之各類新規則，包括三種定價措施（下稱系爭措施），鼓

勵多擔任發行者而非收單者之會員擴展其收單活動，而就收單活動相對發行活動低

於一定比率之會員徵收一定金額分配予其他會員，且就發行卡量徵收會員費及附加

會員費等87。歐盟執委會對系爭措施展開調查，最終並認為 CB 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

第 81 條之規定。CB 提起上訴救濟，惟仍遭普通法院駁回88。 

本案經上訴後，歐洲法院於 2014 年 9 月 11 日廢棄普通法院之判決，將案件發

回普通法院。歐洲法院認為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第（1）項之目的性競爭限制

（restriction of competition by object），必須嚴格解釋，僅能適用在某些類型之事業

間協調行為，該等行為對競爭有充分程度的危害而無需檢驗其效果89。惟普通法院雖

認為系爭措施為目的性競爭限制，卻未清楚說明在何等層面該競爭限制具有充分程

度之危害而足以被認定為目的性限制90。再者，普通法院也承認支付系統之發行與收

單活動間有互動，且這些活動產生間接網路效應，蓋特約商店接受卡片之程度與卡

片流通之數量彼此影響；再者系爭措施為建立 CB 會員之發行與收單活動間之特定比

例，此等目的不能被認為本質上有害一般競爭之正當功能，事實上，普通法院自己

也承認對抗 CB 系統內搭便車行為乃是正當目的91。 

歐洲法院更指出於本案中，必須特別考慮相關市場與不同之相關連市場間的互

動，意即雙邊系統兩邊之互動92。雖不能排除系爭措施，可能對市場新進者擴張收單

活動造成困難，甚至導致市場新進者因系爭措施被收取之費用而被排除於系統之

外，但此等事項應檢驗系爭措施對競爭之效果，而非其目的93。最終歐洲法院廢棄普

通法院之判決，而認為應確認系爭協議是否具有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第（1）項

之限制競爭效果，故發回普通法院重行審理94。 

                                                        
87 Case C-67/13 P, CB v Commission, ECLI:EU:C:2014:2204, paras. 3-4. 
88 Id. paras. 5-12. 
89 Id. paras. 47-58. 
90 Id. para. 69. 
91 Id. para. 75. 
92 Id. paras. 76-79. 
93 Id. paras. 80-87. 
94 Id. paras. 97-99. 



70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四）綜合評論 

綜觀美國、歐盟與澳洲關於支付系統之法規與案例，主要仍是集中在卡片支付

網路之相關爭議，包括交換費之設定、接受所有卡片、限制誘引與無附加費用等規

則之影響與對競爭之效果，與線上及行動支付有關者較少。雖然各國關於卡片支付

網路之相關規則有所不同，但仍可看出評估重點在於相關規則之競爭效果，而先決

問題為相關市場應如何劃定，以及應如何評估卡片支付系統之雙邊市場特性。 

美國最高法院於 2018 年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一案之多數見解認定信用

卡網路為雙邊平臺，信用卡市場係屬雙邊交易市場，交易平臺之商品即為交易本身，

故僅能將特約商店與持卡人均納入一相同市場，故信用卡公司如 Amex 所制訂之規則

是否具有限制競爭效果，必須就雙邊市場整體為評估。而歐洲法院於 2014 年就 2007

年 MasterCard 案為判決時，固然肯認於評估規則是否具備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第

（3）項豁免要件之一的「可察覺客觀利益」時，應將該措施所生之所有客觀利益納

入考量，不限於該措施對其所適用市場產生的效果，也包括對雙邊系統中其他市場

與相關消費者群之利益，然而特定措施對雙邊市場之其中一市場所產生限制競爭不

利益，並不能以該措施對其他相關連之市場所產生之利益予以彌補，此等觀點與美

國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一案中的不同意見，相當接近。 

歐洲法院在 Groupement de cartes bancaires v. European Commission 一案中的判

決，固然也承認於評估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第（1）項之目的性競爭限制時，應考量

雙邊市場各邊之互動； 但歐洲法院並未質疑普通法院將支付平臺之各邊單獨劃為市

場的論點。另外，從歐洲法院認為應檢驗者為該案系爭措施對競爭效果等理由觀之，

其認為該案系爭措施應採取 MasterCard 案之審查架構，即以當時之歐洲共同體條約

第 81 條第（3）項評估系爭措施之效果，惟若以此架構為之，則系爭措施於同一系

統之相關連市場的促進競爭利益，並不能用來彌補系爭措施於該案之相關市場（法

國支付卡發行市場）的限制競爭不利益。 

至於新興的支付方式，如線上、行動支付等，從澳洲 ACCC 拒絕許可澳洲數家

發卡銀行和公司聲請集體和 Apple Pay 使用條件並進行必要集體杯葛行為案，可看出

鑑於行動支付仍在發展，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重點在如何保留多樣性與可能性，維

護各類行動支付系統間之相互競爭與相關創新。誠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ean Ti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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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我們難以精準預測信用卡、線上或行動支付等各類支付系統，何者將會成為

市場的主流，但對反托拉斯主管機關而言，其任務非在於推動特定的支付形式，而

是讓最有效率的支付系統出現於市場中95。歐盟的 PSD2 中的主要規範重點，即是以

法規強制傳統與銀行帳戶或提供信用有關之金融業者於客戶同意之情況下，對支付

啟動服務提供者與帳戶資訊服務提供者提供必要資訊，使新興之支付機構或帳戶資

訊服務提供者能不受阻礙提供支付或帳戶資訊服務。PSD2 影響甚大，歐盟執委會於

2017 年 10 月即針對特定會員國之銀行與銀行協會，在銀行客戶業已同意的情況下，

阻止非銀行所有之金融服務提供者接觸銀行客戶之帳戶資料，而排除非銀行所有之

金融服務提供者，目前調查仍在進行中96。不過，值得注意者，乃歐盟執委會在 2020

年 6 月 16 日對外發表新聞稿，表示已針對 Apple 公司就 Apple Pay 所設定之交易條

件是否違反歐盟競爭法展開正式的調查程序97。調查重點之一，乃 Apple 公司針對利

用 Apple 行動裝置上於商家應用程式（App）或網站上購物所設定整合 Apple Pay 方

案，是否有扭曲競爭及降低選擇及創新的效果。另外，執委會也將調查限制只有 Apple 

Pay 才能使用 NFC 技術，以及限制特定競爭產品或服務無法使用 Apply Pay 服務等行

為之市場競爭效果。 

三、我國信用卡及行動支付系統之規範現況 

從「支付系統」可包括以紙張（紙張、硬幣及支票）、卡片（信用卡、轉帳卡

或儲值卡）、電子行動支付及去中心化的「區塊鏈」作為媒介工具的角度來看，其

所涉及之管制法規必然多元與複雜，但其中較有可能和競爭議題產生關聯者，在我

國主要是卡片、電子行動支付及以區塊鏈技術為核心之系統，本節以下謹簡要說明

相關之法規。 

 

                                                        
95 Jean Tirole, “Payment Card Regulation and the Use of Economic Analysis in Antitrust,” 7(1)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137, 138, 153 (2011). 
96 European Commission, Memo, “Antitrust: Commission Confirms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Concerning 

Access to Bank Account Information by Competing Services,” (2017), http://europa.eu/rapid/press- 
release_MEMO-17-3761_en.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7. 

97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Antitrust: Commission Opens Investigation into Apple 
Practices Regarding Apple Pay,” (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 
ip_20_1075,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0/1. 

http://europa.eu/rapid/press-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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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現行支付系統之相關管制法規架構 

1. 信用卡市場 

信用卡由於普及率高且使用方便，向來是國內支付工具之大宗，特別是用於網

路購物市場之交易98。據金管會最新之統計數字顯示，截至 2018 年 8 月為止，國內

信用卡之流通卡數總計約 432 億張，國內外總交易金額約 2,447 億台幣99。依按銀行

法第 47 條之 1 規定：「經營信用卡業務之機構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其管理辦法由主

管機關洽商中央銀行定之。」金管會據此進而訂定「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管

理辦法）。其中與市場競爭較相關之規定可歸納如下。 

(1)市場進入之規定 

「管理辦法」第 3 條就經營信用卡業務公司設有市場進入之資金門檻：「專營

信用卡業務機構辦理發卡或收單業務者，其最低實收資本額、或捐助基金及其孳息、

或專撥營運資金為新臺幣二億元，主管機關並得視社會經濟情況及實際需要調整

之。經營信用卡業務公司應由發起人檢具相關文書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可（管理

辦法第 4、5、6 條）。另外，主管機關得視國內經濟、金融情形，限制信用卡業務

機構之增設（管理辦法第 13 條）。信用卡業務機構擴充辦理或終止辦理部分或全部

之信用卡業務時，都需經主管機關之核准（管理辦法第 15、16 條）。 

(2)業務經營行為之管理 

依管理辦法第 26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收單機構所簽訂之特約商店如係使用

網際網路交易平台進行信用卡交易者，收單機構應與提供網際網路交易平台服務業

者簽訂契約。」第 8 款規定：「收單機構應撥付予特約商店之款項，不得直接撥付

予第三人。但網際網路交易平台服務業者就使用該平台接受信用卡交易之特約商

店，如該信用卡交易金額已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證或全部交付信託，並經收單機

構審核屬實者，收單機構得依特約商店指示將款項撥付予網際網路交易平台服務業

                                                        
98 劉楚慧，2009 年台灣電子商店發展現況與趨勢，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研究

報告（2009）。 
99 金管會銀行局信用卡統計資料，參考金管會銀行局網站，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 

jsp?id=157&parentpath=0,4&mcustomize=bstatistics_view.jsp&serno=201105120008，最後瀏覽日

期：2018/10/12。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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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中之「平台業者」即包括「第三方支付業者」。該條第 11 款亦規定：「收

單機構經營業務應以公平、合理方式為之，向特約商站取費用店收取費用應考量相

關作業成本、交易風險及合理利潤等，訂定合理之定價，不得以不合理之收費招攬

或從事收單業務。」其立法理由指出乃為「維護信用卡收單市場之交易秩序及保障

消費者權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收單交易市場之健全穩定100。」此外，依銀行公

會所訂定之「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信用卡業務委員會所屬機構辦

理信用卡業務自律公約」第貳章「收單業務」第一點第 4 款之規定，收單機構間「應

禁止惡性價格競爭，以維護收單市場之健全發展。」 

2. 儲值卡市場 

在儲值卡部分，主要的規範法規乃「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其中第 2 條明

定主管機關為金管會，而所謂的「電子票證」指「以電子、磁力或光學形式儲存金

錢價值，並含有資料儲存或計算功能之晶片、卡片、憑證或其他形式之載具，作為

多用途支付使用之工具」（該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1 款）。在「市場進入」規定部分，

依第 6 條之規定：「發行機構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三億元。主管機關得視社會

經濟情況及實際需要調整之。前項最低實收資本額，發起人應於發起時一次認足。」

對經營資格之規定，只限於經主管機關許可，依條例經營電子票證業務之「發行機

構」者為限（該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2 款、第 4 條第 1 項）。另外，除本法或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外，發行機構只能以「股份有限公司」的企業組織型態來提供服務（該

管理條例第 7 條第 1 項）。此外，經許可之發行機構只限經營專業電子票證業務（該

管理條例第 7 條第 1 項），而電子票證之儲存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 1 萬元。前項

電子票證之儲存金額，得由主管機關依經濟發展情形，以命令調整之（該管理條例

第 13 條）。 

  

                                                        
100 金管會法規查詢系統，https://law.fsc.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06433，最後瀏覽日期：

2019/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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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子行動支付市場 

與電子行動支付市場最相關者，乃 2015 年制定施行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

例」。在市場進入部分，該條例規定業者必須經主管機關許可才能經營電子支付業

務，且只限於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收受儲值款項」、「電子支付帳

戶間款項移轉」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之 4 款業務（該管理條例第 3 條）。

在經營組織型態部分，電子行動支付業者限於股份有限公司（該管理條例第 5 條），

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5 億元，僅經營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業務（代理收付實質

交易款項）之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1 億元。主管機關得調整最低實收資本額，

發起人應於發起時一次認足（該管理條例第 7 條）。境外機構非經許可不得於我國

境內經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之管理、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

我國境內從事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相關行為（該管理條例第 14 條）。另外，電子支付

機構應加入同業工會或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

會，始得營業（該管理條例第 42 條）。 

就經營行為之規範部分，除經主管機關許可外，電子支付機構僅能專營「電子

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1 項之 4 款業務（該管理條例第 5 條）。電子支付機

構於辦理使用者之款項收受、移轉等業務時，該管理條例均設有最高金額之限制（第

15 條），業者依法也有提存準備金之義務（該管理條例第 19 條）。另外，依「中華

民國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機構從事行銷活動自律規範」（下稱自律規範）第 4 條第 5

款禁止電子支付機構從事「惡性價格競爭，以維護市場之健全發展。」另依自律規

範第 7 條第 2 款之規定，紅利積點之使用範圍，以下列事項為限：(1)兌換商品或服

務。(2)折抵實質交易之金額。(3)折抵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相關手續費。(4)移轉至同一

電子支付機構其他使用者。 

4. 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之支付系統 

國內目前尚未有特別針對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之支付系統所制定的法規。至於

在現行法架範下，此類支付系統是否有可能違法，實質上取決於法律上應如何定性

此一支付系統，也即其能否在法律上被視為是「貨幣」，或是「有價證券」之一種。

我國中央銀行的立場乃虛擬通貨充其量只是加密資產，而非貨幣，無法取代法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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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並於 2013 年與金管會共同發布新聞稿，將虛擬通貨定義為虛擬商品，而非貨幣

101。從法律層面來看，各國之所以關切虛擬貨幣或「首次代幣發行」（initial coin 

offering, ICO），主要在於發行過程中，有可能會涉及資料虛偽不實、集體吸金、或

是進行洗錢，故可能涉及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洗錢防治法及刑法等相關規定102。 

(1)銀行法 

依銀行法第 29 條第 1 項之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

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另外，銀行法第 29

條之 1：「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

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

者，以收受存款論。」而違反上述兩條規定，即可能面對銀行法第 125 條所規定刑

責的處罰。 

(2)證券交易法 

若虛擬貨幣未來被認定為是「有價證券」之一種，則依證券交易法第 6 條之規

定，其募集與發行應經金管會之核准始得為之。另外，依證券交易法第 18 條之 2 之

規定，虛擬貨幣之發行若涉及募集資金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時，亦應經金管會核准。

再者，中央銀行及金管會過去即已表明比特幣為具有高度投機性的數位「虛擬商

品」，並提醒社會大眾，務必注意有關收受、交易或持有比特幣所衍生的相關風險。

金管會也在 2017 年 12 月 19 日的新聞稿中表示103：「『首次代幣發行』（ICO）行

為是否屬證券交易法規範之有價證券，視個案情況認定：（一）ICO 係指企業透過

發行數位權益、數位資產或數位虛擬貨幣等『虛擬商品』，銷售予投資人的募集資

金行為，這個概念來自於證券市場的 IPO。依據國外 ICO 經驗，由於『代幣』（token）

係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故專業性頗高，加之運用態樣繁多，不同發行個案差異極

                                                        
101  楊金龍，「虛擬貨幣與數位經濟：央行在數位時代的角色」，https://www.cbc.gov.tw/tw/ 

dl-23060-b154310697ef461886675d02ebf2bdfd.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10/01。 
102 以下介紹與分析，乃參考吳筱涵、柯晨晧，「台灣現行法下 ICO 或者新幣發行之潛在風險與應

對（上）－銀行法、證券交易法、洗錢防制法與其他」，https://zhongyinlawyer.com.tw/區塊鏈

與虛擬貨幣法律專題四/，最後瀏覽日期：2018/10/12。 
103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新聞稿，「金管會再次提醒社會大眾投資比特幣等虛擬商品的風險」

（ 2017），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 
jsp&dataserno=201712190002&aplistdn=ou=news,ou=multisite,ou=chinese,ou=ap_root,o=fsc,c=tw
&dtable=News，最後瀏覽日期：2018/10/12。 

https://www.cbc.gov.tw/tw/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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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目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及香港證監會

就 ICO，採個案認定方式管理。（二）對於民間業者籌集資金活動，金管會於法定

職權範圍內，係就籌集活動如有牴觸金融法令的情形，依法處理。ICO 行為如有涉

及有價證券之募集與發行，應依證券交易法相關規定辦理。至於 ICO 代幣是否屬證

券交易法規範之有價證券，應視個案情況認定。」 

(3)洗錢防治法 

依「洗錢防治法」第 2 條之規定，「洗錢」行為包括「…一、意圖掩飾或隱匿

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

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者」，故若有行為人將不法所得以轉購

虛擬貨幣的方式，企圖創造合法之外觀時，即可能構成洗錢行為。 

(4)刑法 

於上述新聞稿中，金管會亦已明確表示：「…四、發行或銷售者如涉及違法情

事，將由檢調機關依法辦理：虛擬貨幣或 ICO 發行方如有以虛偽不實的技術或成果，

或有以不合理的高報酬，吸引投資人參與，則可能涉及詐欺或違法吸金等刑事案件，

為維護金融秩序及投資人權益，將由檢調機關於查調具體事證後依法辦理。」除了

刑法的普通詐欺罪外，由於虛擬貨幣的創業團隊人數通常會超過 3 人以上，故也可

能會構成刑法第 339-4 條的「加重詐欺罪」。 

（二）公平交易法規範信用卡及行動支付系統競爭之代表案例 

綜觀公平會過去關於「支付系統」之案例，多集中在結合事前申報和聯合行為

申請例外許可的案件，且多數均以附負擔的方式不禁止結合或許可進行聯合行為。

進一步歸納所附負擔之內容可看出，除了結合導致市場力過度集中外，公平會特別

關切支付平臺「限制市場進出」、「拒絕新進業者近用及串連重要設施」及「差別

待遇及集體杯葛行為」等限制競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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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與會員機構就信用卡業務涉及聯合行為之申請104 

本案源起於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遭檢舉與國內各發卡銀行間涉有聯合行為，公

平會基於調查需要，乃發函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請求提供資料並說明。聯合信用卡

中心於收到公平會之發函後，聯合信用卡中心乃全面性檢討其與會員間合作辦理之

信用卡業務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聯合行為規定之事項，並依法

向公平會提出例外許可實施聯合行為之申請。公平會經審查後，許可聯合信用卡中

心所申請之以「共同採用單一規格之聯合信用卡及服務標章」及部分「集中帳務處

理、清算及與國際組織共同辦理清算」等業務。就上述許可部分，公平會規定申請

人不得利用該許可從事其他聯合行為，或限制申請人之一自行開辦或退出該系統或

參與其他信用卡發卡組織，或限制其他事業加入該聯合行為；另申請人亦不得利用

該許可所取得之市場地位，為不當之強制性規定，或有礙他事業之公平競爭，或其

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至於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訂定各項收費標準部分，公平會認為此將使其收單業

務競爭對手處於競爭上不利之地位，聯合信用卡中心將可主控國內收單及特約商店

市場之收費和服務品質，該聯合定價對信用卡收單市場有限制競爭及妨害市場機能

之影響，不符合整體經濟利益，故不予許可。另外，就訂定信用卡特約商店推廣與

收單業務遴選標準、作業辦法與手續費率範圍訂定等事項，也由於聯合信用卡處理

中心除為清算中心外，亦兼為收單機構，是以有關特約商店手續費率，特約商店遴

選標準暨簽約事宜若統一由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訂定辦理關於統一交易條件之事

項，將不利於會員間競爭關係，不予許可。 

  

                                                        
104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許可決定書（八四）公聯字第 001 號。以下整理乃參考王文宇，信用卡

聯合行為之研究—聯合信用卡中心運作現制之檢討，公平交易委員會 91 年度委託研究報告，

78-8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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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泛公股銀行信用卡聯盟擬分別與共同優惠商店洽談優惠內容申請聯合

行許可案105 

第一銀行及合作金庫等公股銀行組成「泛公股銀行信用卡聯盟」，擬由各申請

人分別與共同優惠商店洽談優惠內容，於全體申請人與共同優惠商店達成協議且簽

訂合作約定書後，任一申請人之信用卡持卡人均可於共同優惠商店享有消費優惠。

公平會於審核後，認為本案有益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益，而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

之不利益尚不顯著，故附負擔許可申請人實施聯合行為。就「有益整體經濟與公共

利益」部分，公平會認為透過共同爭取優惠商店之合作，申請人得節省因個別洽談

招攬優惠商店所衍生搜尋、洽商、締約之費用及行政成本，發揮規模經濟效果。而

任一參與事業之信用卡持卡人也可於共同優惠商店享有消費優惠，並使參與事業信

用卡之持卡人無須增加額外成本，即可大幅增加優惠商店數量等增進效率之效益，

該聯合行為之內容並不涉及共同決定價格、產出、市場或客戶等核心競爭變數，並

無超越為達成增進效率目的必要性之範疇。再者，本案聯合行為實施可對其他發卡

機構形成競爭壓力，刺激競爭者更積極爭取優惠商店，以提供更多優惠商店或更優

惠之條件，或以其他更具競爭性之交易條件爭取持卡人或優惠商店，有助於增強整

體信用卡市場之競爭強度。最後，在聯合行為實施後，聯合行為參與事業信用卡之

持卡人可選擇之優惠商店範圍及數量均較原先增加；另一方面優惠商店可提供優惠

服務的對象數量及範圍亦較原先增加，因此消費者及特約商店均可直接分享因本案

聯合行為所帶來增進效率之成果。 

至於結合可能產生之限制競爭不利益部分，公平會則是以附加下列負擔來加以

控制：(1)申請人等不得利用本許可，就信用卡之發卡條件、費用收取、持卡人權利

義務等為聯合行為；(2)申請人等不得在任一申請人依約定數量提供共同優惠商店之

外，再限制其單獨提供優惠商店或更為優惠之條件予其持卡人；(3)申請人等不得拒

絕任一申請人退出本聯合行為。 

  

                                                        
105 公平會公聯字第 101002 號許可決定書；本案後經公平會於 104 年再度許可延展實施日期，參公

平會公聯字第 104002 號許可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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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華電信與悠遊卡公司合資設立新設事業經營信託服務管理（Trusted 

Service Management，下稱 TSM）平臺案106 

本案涉及包中華電信、遠傳、台灣大哥大、亞太及威寶等電信公司擬與悠遊卡

公司合資設立新事業，共同建置並經營信託服務管理平臺及提供認證管理服務，為

當時公平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之事業結合行為，乃依法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

報。據公平會的分析，本案的相關產品市場包括參與結合事業主要營業之行動通信

服務市場、交通電子票證市場；以及合資新設事業所經營之行動支付平臺市場，及

其上游市場安件發行市場，下游市場小額支付工具市場。就市占率而言，申請人在

行動通信服務市場的市占率達 99.98%，悠遊卡公司在交通電子票證市場的市占率達

81.6%。至於在行動支付平臺市場，公平會認為只要能提供實現行動支付之相關管理

服務務平臺，均屬行動支付平臺。由於在結合當時我國行動支付平臺市場及上游安

全元件發行市場尚無市場規模，係屬新興市場，競爭狀況未明，故無法計算未來市

場參與者之市占率。至於在小額支付工具市場，公平會認為小額支付工具種類多元，

發行者眾，悠遊卡所占市占率低，尚難認有顯著市場地位，但認為未來狹著結合交

通電子票證之多功能支付工具特性，推估應會逐漸具重要地位。 

本案在水平結合競爭分析部分，公平會主要是聚焦在電信事業申請人在結合前

後市場競爭之單方效果及協同效果。公平會認為，由於電信資費報請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備查，而合資設立後之支付平臺所占各事業之營運比重仍低，故價格競爭仍

是通信事業間的主要競爭手段，加上號碼可攜，所以消費者可以很方便地在不同的

行動通信服務業者間轉換，所以結合後申請事業並無進一步提高服務價格的能力。

由於合資設事業之營收占相關電信事業之總營收入例尚低，故參與結合之電信事業

在行動通信服務市場仍會彼此競爭，而新事業之行動支付平臺業務，與參與結合事

業各自經營之行動通信業務無涉，故不致因共同經營 TSM 平臺，而使其等在行動通

信業務上形成共同行為及產生共同效果。 

至於在垂直結合部分，公平會則指出了幾項結合後可能的競爭疑慮：(1)參與結

合事業要求新設事業杯葛或拒絕與其他安全元件發行者與新設事業者合作，造成對

安全元件市場之市場封鎖效果；(2)通信業者於結合後，拒絕或杯葛其他行動支付平

臺使用其安全元件，或是無正當理由拒絕與其他行動支付平臺合作或互連等，使新

                                                        
106 公平會公結字第 102001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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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之支付平臺逐漸取得市場中之獨、寡占力量，而可能對上下游交易相對人及對行

動支付平臺市場造成封鎖效果。不過，公平會也強調，由於行動支付平臺市場尚無

法令及資本之進入障礙，且行動支付並非一定要透過新設事業之 TSM 平臺才得以實

現。加上因技術演變快速，行動支付亦有多種替代性之解決方案，新設事業仍須面

臨如 Google 及 Apple 等強大競爭等因素，尚可減緩本結合可能造成之濫用市場力量

等疑慮；(3)由於悠遊卡公司於交通電子票證市場之占有率為 81.6%，且交通票證與

民眾生活黏著度高，悠遊卡公司若基於鞏固新設事業在行動支付平臺市場之先驅者

優勢地位，從而無正當理由拒絕與其他行動支付平臺合作，可能將導致其他行動支

付平臺業者無法選擇足夠規模之服務供應商合作之可能性。再者，新設事業若於未

來取得市場獨寡占地位後，無正當理由對於悠遊卡公司，與其他小額支付工具或交

通電子票證業者間進行差別待遇之行為，或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與參與結合事

業有共同抵制或杯葛等情事，將增加未參與結合之小額支付工具或交通電子票證業

者推出行動支付加值服務之困難度。此外，新設事業無正當理由，對於參與結合以

外之小額支付工具或交通電子票證業者，在軟體上架費及安全元件管理服務費等有

差別待遇，或拒絕與其他小額支付工具或交通電子票證業者合作等行為等，將可能

對小額支付工具市場及交通電子票證市場造成封鎖的效果。 

為控管結合後之相關競爭疑慮，公平會以附負擔的方式，要求新設事業及參與

結合事業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參與結合事業之水平競爭者進入或退出新設事業。

此外，為使其他行動支付平臺得參與競爭，新設事業及參與結合事業無正當理由，

不得拒絕其他行動支付平臺互連及介接之要求，亦不得阻礙其他行動支付平臺在行

動裝置上實現行動支付之可能性。新設事業無正當理由，不得在服務供應商及安全

元件發行者之服務條件上，給予參與結合事業（包含其關係企業）特別優惠。 

4. 財金公司等合資成立臺灣行動支付公司107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財金公司）、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下

稱聯卡中心）及財團法人台灣票據交換業務發展基金會（下稱票交所）擬各出資設

立臺灣行動支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設事業），經營金流信託服務管理平臺。本

案所涉之產品或服務市場包括參與結合事業主要營業之跨行支付結（清）算市場、

                                                        
107 公平會公結字第 103003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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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交易處理市場、票據交換結算市場；以及合資新設事業所經營之信託服務管

理平臺市場（下稱 TSM 平臺市場）。 

就本案的競爭分析部分，公平會指出財金中心、聯卡中心及票交所各自專注於

跨行支付結（清）算、信用卡交易處理及票據交換結算等業務，業務並無重疊，其

等也未提供 TSM 平臺運作所需投入之安全元件，與 TSM 平臺並無垂直交易關係存

在，故本案應屬多角化結合。公平會指出，現行法令雖並未限制財金中心、聯卡中

心及票交所跨足 TSM 市場，但結合當事人表示，其並無個別進入 TSM 平臺市場之

計畫，故本結合案並無消弭「潛在競爭」之可能。即便如此，因本案係屬合資性質，

在進行競爭分析時除考慮合資形成階段是否會減低參與事業間之競爭，亦須考慮合

資運作階段是否會對於其他水平競爭者產生封鎖或排除之效果。尤其財金公司、聯

卡中心及票交所於其所屬市場均擁有相當顯著之市占率，若將其既有之市場力延伸

至 TSM 平臺業務，將會減損 TSM 平臺市場競爭，而有限制競爭之效果。由於平臺

未來主要的服務提供對象為銀行及信用卡發卡機構等金融事業，與財金公司、聯卡

中心及票交所均有長期與密切的交易關係，未來財金公司等有無利用其高市占率，

而要求各該金融事業不得加入其他競爭 TSM 平臺，或是要求其交易相對人必須加入

新設事業所經營之 TSM 平臺或使用其服務，以協助新設事業擴張市占率等，均可能

是本結合案完成後會出現之市場封鎖效果。為確保本結合提高支付便利性與交易效

率，充分實現我國行動支付產業發展之經濟利益，公平會對本案申請人附加了以下

二項主要的負擔：(1)新設事業不得限制服務供應商加入其他信託服務管理平臺或使

用其他信託服務管理平臺之服務；(2)參與結合事業不得要求交易相對人必須加入新

設事業之信託服務管理平臺或使用新設事業所提供之服務。 

四、我國行動支付系統之競爭議題 

由上述整理說明可知，卡片與電子行動支付系統在我國仍受到相當程度的管

制。相對的，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之支付系統，其法律地位為何，仍有待立法

的進一步釐清。實務上，公平會處理支付系統案例的經驗不多，在少數涉及聯合與

結合案件中，也傾向於以「預防」代替「限制」的態度來處理當中的競爭議題，避

免因過度管制反而阻礙了具更高便利性支付方法的出現。不過，從未雨綢繆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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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仍可從「進入市場競爭」與「市場內競爭」二個角度，來歸納分析未來可能

會出現在我國行動支付系統市場之爭議108。 

（一）「進入市場競爭」之議題 

在 2015 年「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正式實施後，原本存在於金融業及第三方

支付業者因欠缺法源依據所產生之進入市場爭議，應可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決；但存

在於虛擬貨幣等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之支付系統以及電子行動支付系統間之「不

對稱管制」問題，則仍有待進一步釐清。由於虛擬貨幣涉及到挑戰中央銀行發行貨

幣之獨占權，以及央行透過貨幣政策調控國家經濟之有效性等總體經濟政策議題

109，未來公平會即使擬從競爭的角度與金融主管機關就支付系統進行競爭倡議，其

所需處理問題之複雜性將更高110。在關於虛擬貨幣之法律定位與立法尚未明確之

際，目前大概也只能從以下二個方向來勾勒可能之倡議重點。其一，若採較開放與

寬鬆之態度來納管虛擬貨幣之發行與交易，則競爭倡議的重點，將會是比較虛擬貨

幣與其他支付系統就設立過程中是否有不當或不對等之資金或其他之營業行為限

制。例如目前關於卡片或電子支付系統之設立組織型態、經營業務範圍、資金門檻

要求是否應有所調整？設立後的加值金額上限是否可以進一步提高？另外，要求收

單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不得以「不合理」的收費來從事收單業務，或是從事「惡性

價格競爭」等規定，更是直接和競爭的原則有所出入，是否應加以修正等議題。其

二，若採較嚴格與高度管制，甚至禁止虛擬貨幣的發行或流通，則競爭倡議的內容

即可能涉及管制必要性與合理性的檢討。例如，禁止或高度管制對於避免虛擬貨幣

進行洗錢行為、消費者被詐騙或維持央行貨幣政策有效性等目的是否有如此高強度

                                                        
108 有關支付系統「進入市場競爭」與「市場內競爭」之一般性理論說明，可參閱陳志民，前揭註

2，19-28。 
109 有關允許虛擬貨幣發行對中央銀行所可能產生之鑄幣稅收減少、削弱貨幣控制的有效性及加重

支付制度政策負擔等問題，可參考李榮謙、方耀，「電子支付系統與電子貨幣：發展、影響及

適當的管理架構」，中央銀行季刊，第 23 卷第 3 期，29-41（2001）。另亦可參考國際清算銀

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018 年的年度報告，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 
2018 Annual Economic Report,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98-104 (2018). 

110 部分論者甚至認為，基於管制鬆綁、公共區塊鏈（public blockchains）將讓市場力濫用行為難以

出現、以及該技術可為消費者帶來的高度便利性等理由，競爭法未來對區塊鏈產業所能著墨之

處將愈來愈少。Thibault Schrepel, “Is Blockchain the Death of Antitrust Law? The Blockchain 
Antitrust Paradox,” 3(2) Georgetown Law Technology Review, 281, 335-38 (2019). 



 行動支付系統競爭行為之分析及規範芻議 83 
 

的必要性？有無其他限制較少之管制手段可實現相同的管制目的？例如有無可能運

用「金融科技實驗創新條例」，允許運用區塊鏈技術的新型支付工具得進行一定期

間之市場實驗，再視其實驗結果來決定納管的方法？此外，虛擬貨幣的網路化、去

集中化與匿名化，是否會大幅增加管制成本？由於以運用區塊鏈技術及虛擬貨幣的

投資類型漸趨多元，更可能會涉及到不同產業主管機關的不同管制作為。若未能有

效整合，則非但無法有效規範虛擬貨幣，反而將增加事業之遵法成本。 

（二）「市場內競爭」之議題 

由於公平會對於支付系統市場向來採較為寬鬆的規範態度，因此不論是系統業

者間之申請聯合或結合許可案件，除非涉及對最核心競爭元素之限制，如制定統一

收費標準等，否則，公平會向來傾向於肯定行為所可為消費者創造之交易便利性及

刺激不同支付系統間進行創新競爭的利益，至於可能出現的限制競爭不利益，則多

透過附負擔的方式來避免之。至於限制競爭效果何以會出現？有無商業或經濟上的

理由可以抵銷限制競爭效果？則少見有較為深入的學理分析。 

1. 獨占力濫用議題 

無論是信用卡、電子行動支付或是以區塊鏈技術為核心之支付方法，只要涉及

到中介電子網路撮合平臺的運用，即有可能出現「雙邊/多邊市場」下的市場界定及

市場力衡量的議題。至於在濫用行為部分，國內已陸續出現商家選擇只接受特定支

付工具，有濫用市場地位之嫌之爭議。例如，民眾即曾質疑全聯及好市多公司於所

經營的大賣場中只接受現金或中國信託或國泰世華所發行的聯名卡，而二家公司也

均提出相關理由試圖合理化其獨家交易安排，例如二家業者均主張乃基於發卡機構

不收手續費、或提供低於其競爭對手之手續費，及能提供其顧客或會員更為優惠之

回饋內容，而選擇與其合作。此一安排有無排除其他發卡機構競爭之效果，該效果

能否被其所具有之降低交易成本等效率所抵銷而無違反公平法之虞等，均值進一步

觀察。再者，以國內「第三方支付」服務的主要使用者「網購平臺」為例，不少平

臺本身已擁有自己的支付平臺，如網路家庭（PChome Online）旗下的「支付連」及

Yahoo 奇摩的「輕鬆付」等，可預見的，在決定與支付系統連結時，網購平臺業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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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強烈的誘因會要求消費者使用自家之支付服務來完成付款，進而產生排除其他支

付品牌競爭的疑義。 

此外，目前常見的為鼓勵民眾多使用特定公用事業服務，對以利用特定支付系

統付費之民眾給予折扣，或對使用不同支付系統者採行差別價格等，亦有可能產生

競爭疑義。2017 年因臺北悠遊卡無法在高雄輕軌使用，引發臺北市揚言要採行報復

措施，要讓一卡通在臺北捷運上也無法使用，即屬一例111。雖然依發展大眾運輸條

例第 8 條之規定：「大眾運輸事業在主管機關核定之運價範圍內，得自行擬定票價

公告實施，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調整時，亦同。」又同條例第 9 條規定：「大眾

運輸票價，除法律另有規定予以優待者外，一律全價收費。依法律規定予以優待者，

其差額所造成之短收，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相關機關編列預算補貼之。」不過，依

公平法第 46 條之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且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者，不在此限。」因此，即使有特別法之規定，但

捷運公司對特定電子票證採行折扣優惠，若對不能享有此優惠之其他電子票證發行

公司產生具排除效果之差別待遇，則公平法對此類案件仍有適用之餘地。 

隨著不少國際行動支付業者陸續進入我國行動支付市場，本土業者為了推廣行

銷其行動支付服務，也開始和國內發卡機構訂定合作協議，如「行銷承諾」或「關

鍵績效指標」（KPI）等約定。前者如於合作之初的特定期間，支付業者依發卡機構

之發卡量及推出行動支付的時間點，投入一定之金額。後者則是以發卡機構若在合

作之一定期間之前綁定信用卡數達流通卡數的一定百分比，而動卡率亦達流通卡數

的一定百分比，或若與發卡機構合作收取感應式信用卡的特約商店 100%張貼支付業

者的貼紙，則發卡機構可享有比例不一的行銷費用減免的優惠。此外，支付業者也

與發卡機構約定「靜止期」（quiet period）條款，發行機構於其推出行動支付服務之

一定期間內，不得就其推出的其他行動支付服務進行宣傳。就理論而言，此類行銷

安排除了可能成「獨家交易」外，亦可能衍生「忠誠折扣」（loyalty discounts）的議

題。 

2. 聯合行為 

                                                        
111  蔡孟妤，「封殺一卡通？一卡通公司：別懲罰使用者」，聯合新聞網（2017/10/26），

https://udn.com/news/story/11595/2779977，最後瀏覽日期：201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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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卡片市場而言，從公平會過去針對聯合信用卡中心申請聯合行為許可的意見

書可知，就信用卡組織所為之「非價格」聯合行為，如統一服務標章與程序之「標

準化」作為，只要是有利於降低交易成本，且為實現結清算效率之所需，公平會原

則上均會在要求發卡組織需維持組織運作之開放性的前提下，予以許可。另外，「非

價格」聯合行為的競爭議題，未來亦有可能出現在我國的行動電子支付市場中。由

於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依法得制定「自律規範」，未來不排除「自律規範」

中出現未能確保支付系統間相容性之服務內容「標準化」規定，引發支付業者利用

自律規範聯合建構市場參進障礙及排除市場競爭之疑慮。再者，在國際知名的行動

電話大廠紛紛加入國內行動支付服務的同時，國內發卡機構在面對這些享有高國際

知名度與談判地位的設備廠商，不排除也會有誘因集體聯合與國際行動支付業者洽

談合作條件，而有必要向公平會申請聯合許可，而公平會屆時也勢必得就聯合行為

對電子行動支付市場中之正、反面競爭效果有更深入與明確的規範評估。 

至於在「價格聯合」部分，公平會之立場相對具體明確，即事業原則上不得進

行任何具直接或間接限制價格競爭之聯合行為。不過，當聯合行為具有相當顯著之

提升效率和促進競爭的效果，且亦有助於落實政府主管機關所推動之產業政策時，

即使是聯合訂定收費標準，亦不排除可以取得例外許可實施聯合行為的機會。特別

是有鑑於電子行動支付甚或是虛擬貨幣等，有可能是政府未來會積極推動的支付政

策，在市場多元支付系統併存的情況下，單一支付系統業者以限制「同一品牌競爭」

（intra-brand competition）來促進不同支付系統間之「不同品牌競爭」（inter-brand 

competition）為由，要求公平會例外允許其聯合訂定市場服務價格的案件，亦非難以

想像，而公平會亦應即早準備與思考既有的審查架構在處理此一議題上有無不足之

處。 

3. 結合 

公平會過去對支付系統業者結合申請案，多以附加結合後結合事業之「開放連

結義務」、「禁止差別待遇」及「禁止集體杯葛」等「行為面」負擔的方式，來預

防結合後所可能出現之限制競爭問題。然而，或許是受限於統計資料的不足，尤其

是關於新興支付系統之市占率統計等，故對於結合改變市場集中度的程度，以及是

否將因此而提高結合事業市場力量等關鍵問題，較無深入的論述。隨著支付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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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發展以及統計數據的漸趨完備，結合案之利害關係人將會更關切「負擔」之所

以被附加的前提條件－結構面之效果分析。未來支付系統業者有無可能以水平，垂

直或多角化結合的方式，取得結合支付事業所掌控且攸關市場競爭之金融科技或大

數據，進而擴大結合後之市場支配力？屆時，公平會又該如何建立結合所取得之技

術及大數據和結合事業創造「網路效果」及取得更高市場力量間之因果關係？都會

是公平會所無法迴避之執法課題。 

4. 不公平競爭 

除「不當使用競爭對手之營業秘密或營業表徵」、「不實廣告」、「營業譭謗」

等典型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外，新型態支付系統由於涉及較複雜的金融科技，較易因

交易當事人間對於支付系統功能及運作情況之資訊不對等，而出現交易公平性的問

題。另外，前行政院長陳冲曾投書媒體，表達政府積極推動電子行動支付的過程中，

應注意國內金融業者多年來努力佈建 NFC 的銷售點（Point of Sale, POS）機臺，是否

有被國際行動電話設備大廠，挾其在設備市場中之高知名度及使用忠誠度，以硬體

綁定信用卡的方式來排除其他支付服務，臺灣金融機構反而要支付設備業者一定的

對價才有可能使用銷售點機臺，形成「架橋者還要付過橋費」的現象112。這些問題

有無構成公平法第 25 條之「顯失公平」行為的可能？也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五、公平法處理行動支付系統競爭議題之幾項芻議 

綜上歸納說明，本節依初步研究心得，檢視公平會目前關於行動支付系統競爭

有關之執法原則與規定，再依循「市場界定及市場力量衡量」、「進入市場競爭」

及「市場內競爭」等三大面相分析這些原則與規定是否有進一步調整之處，並參酌

外國執法經驗提出可供未來執法參考之初步建議。 

（一）行動支付系統中之相關市場界定與市場力量衡量 

支付系統之「雙邊/多邊市場（平臺）」及「網路效果」等特色，是處理支付系

統「進入市場競爭」及「市場內競爭」議題的最重要前提要件。此一要件的判斷，

                                                        
112 陳冲，「支付殖民地不應是政策目標」，聯合報，A12 版（201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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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體涉及到以下三項問題：「雙邊市場」特徵之確定、市場界定方法及市場力量

之衡量因素 

1. 「雙邊市場」特徵之確定 

依 2009 年 OECD 競爭委員會關於「雙邊市場」圓桌會議的結論，「雙邊市場」

應具備以下三項特色113：(1)存在兩群不同的使用者：這兩群不同的使用者，彼此間

互相需要，而且都仰賴平臺提供媒介交易，雙邊平臺則同時提供商品或服務予該兩

群不同之使用者，平臺業者必須同時迎合兩群消費族群之需求，提供聯合服務（joint 

production of services）；(2)存在跨群組的網路外部性：平臺使用者族群之間存在跨

邊的間接外部性或網路效應，也就是說，某一邊之消費者從雙邊平臺取得商品或服

務的價值，取決於另一邊使用者之數目；(3)存在非中立性的價格結構：此特色係指

平臺業者可以透過對於某一邊使用者收取較高的費用，而對於另一邊使用者則收取

較少費用，以吸引兩邊的使用者都加入平臺，部分雙邊平臺業者甚至會將某邊產品

或服務之價格定在其邊際成本以下，以爭取更多邊際消費者的加入。 

跨群組之網路外部性固然是「雙邊市場」之特徵之一，但未來公平會也應同時

注意到此一外部性有無可能由雙邊當事人以直接協商的方式來加以內部化。舉例言

之，被信用卡組織收取較高手續費之特約商店，若能在無交易成本或很低的交易成

本下，與持卡人就使用他種支付系統（如現金）進行協商，並在二造間達成重新分

配持卡人原本可享有之外部利益之合意時，則即使市場出現非中立性的定價結構，

該類市場也未必可被界定為是「雙邊市場」。 

2. 「雙邊市場」之界定方法 

如何界定具「雙邊市場」特徵產業的「相關市場」，是近來受到學界廣泛討論

的議題之一。而誠如本文之前所述，在金融科技快速發展、政府鼓勵、跨業合作商

機增加及競爭更加激烈等現象下，要就具「雙邊市場」特色的支付系統案件界定其

                                                        
113 OECD, Policy Roundtables: Two-Sided Markets, Directorate for Financial and Enterprise Affairs 

Competition Committee, 2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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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市場」將更具有挑戰性114。學理上較受到重視者，乃經濟學家 Lapo Filistrucchi

等建議應從雙邊市場使用者之間，有無發生交易行為來進行分類，在涉及雙邊「非

交易」市場時，應界定二個相關市場；在雙邊「交易」市場，則只需界定一個相關

市場115。如本文之前所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Amex 案中，即採此見解。殊值一提

者，乃現實生活中，消費者可能因長期習慣使用特定支付系統，而出現被「套牢」

在該支付系統中，縱使市場中仍存在著其他競爭系統，仍無法觀察到使用者於各類

支付系統中游離使用的現象。此往往被進一步誤解為市場中存有對競爭不利的高移

轉成本，讓使用者欠缺選擇其他替代支付平臺之誘因，故傳統以觀察市場中是否有

替代服務存在的市場界定方法並無法反映支付系統市場中的競爭現實。然而，這是

相當「事後」（ex post）之論點！從理論而言，當支付市場中存有多種競爭之支付系

統，消費者也有機會與能力在選擇特定支付系統之前，評估使用之成本與效益，則

除非支付系統業者於事後單方面改變使用條件與對價，否則，使用者基於網路效果

的考量而決定不移轉使用競爭支付系統，並非是業者限制競爭之結果，更不應將不

移轉作為是傳統界定方法難以適用之例證。事實上，從本文先前對「我國行動支付

發展現況」的介紹不難看出，民眾有諸多支付工具可供選擇，被套牢於特定單一之

支付系統的可能性並不高。而隨著「金融科技」的持續發展，不同的支付系統設施

中之「固定/變動」成本比率及「最小效率規模」的要求將隨之降低，而支付系統設

施間之相容性則會提高，可預見的，「相關市場」的範圍也將逐步擴大，而進一步

強化市場中的競爭。 

3. 「雙邊市場」之市場力量衡量 

                                                        
114 特別是，當消費者支付選擇快速的從實體卡片移往數位與行動支付，而網路應用程式的設計也

可以讓支付系統業者可以更快速的進入市場，「相關市場」範圍將出現高度的流動性，連帶讓

過於靜態的市場界定及市場力量的衡量出錯的機率增加。Hemant Bhargava, David S. Evans & 
Deepa Mani, “The Move to Smart Mobile Platforms: Implications for Antitrust Analysis of Online 
Markets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16(2) UC Davis Business Law Journal, 157, 187 
(2016).  

115 Lapo Filistrucchi, Damien Geradin, Eric Van Damme & Pauline Affeldt, “Market Defin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Theory and Practice,” 10(2)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296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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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雙邊市場」的市場力評估，歐洲議會 2015 年之研究報告建議以下幾項界

定原則：(1)以商業模式作為分析起始點，專注於分析事業之盈利模式，同時檢視其

他事業或商業模式可能侵蝕其利潤之方式，並據此整合市場界定及市場力量分析，

仔細考量跨平臺間相互依賴性，以及事業行為與市場範圍間之互動。(2)減少仰賴傳

統指標，如市占率及利潤率，而著重於其他關於可競爭性的指標，如參進障礙、接

觸終端用戶的替代管道（包含鎖定終端用戶之手段）與在未知技術或服務領域的創

新程度。(3)基於潛在競爭之存在，採取較具前瞻性的態度，此乃代表在實務上應較

謹慎，並仰賴永久性傷害較少的市場自我修正力量。(4)借助於外部專家學者以更全

面地瞭解商業模式及未來趨勢。(5)鑒於數位經濟市場的全球化特徵，強化與其他國

家競爭法主管機關合作116。公平會若能據此原則建立較明確與具體化的參考指標，

對提高法的可預見性仍有相當的助益。例如，公平會可從支付系統所涉及的「產品」

（product）及「支付功能」（payment function）二個角度，以「支付對象」、「付

款人之身分」、「支付啓動方」、「支付金額」、「完成支付之及時性考量」、「支

付所涉及之地理範圍」、「單次或單批支付」、「立即授權」及「即時清算」之需

求等來界定支付系統間是否具替代性之指標，亦或是以「單點或多點聯結」、「涉

案行為」或「市場進入或擴張障礙」等審酌支付系統是否具有市場力量等，均值公

平會於未來參考採用117。 

（二）進入市場競爭 

公平會可從「利益」、「條件」及「競爭控管機制」（互通性）等三個面相來

加以觀察支付系統的「進入市場競爭」議題。從「利益」面而言，誠如本文之前所

引之穆迪分析所示118，不論是在新興國家和已發展國家，都因為電子支付普及率的

提高而對經濟有所幫助。而隨著行動支付將朝向「跨國界」、「跨載具」、「跨情

境」，以及「跨虛實」等四大方向發展之趨勢，市場出現被「套牢」於特定支付系

統的可能性愈來愈低，潛在的支付系統業者加入市場的誘因也隨之提高，符合「進

                                                        
116 European Parliament, Challenges for Competition Policy in a Digitalized Economy,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Internal Policy, 70-71 (2015),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 
26bb1b17-4715-4f3e-ac64-40a2f273cfbb,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6/3. 

117 陳志民，前揭註 2，29-30。 
118 Mark Zandi, Sophia Koropeckyj, Virendra Singh & Paul Matsiras, supra note 12.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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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市場競爭」效益能充分發揮的市場「條件」。至於在「控管機制」部分，公平會

應以系統「互通」及「標準化」來降低消費者使用不同支付系統之轉換成本，進而

取代現行相關管制法規中的進入資金門檻、系統使用費用之合理性要求、及加值上

限等營業行為限制規定為倡議的目標。 

（三）市場內競爭 

從本文之前的比較法介紹可知，外國對支付系統競爭問題之執法經驗與我國有

一定程度的不同。如在美歐等國備受討論之信用卡的「交換費」或「手續費」，或

是「無附加費用」及「接受所有卡片」規則等議題，在我國則因公平會已在相關案

件中許可了發卡組織的聯合行為申請案，大幅降低了這些議題被爭執的機會，類似

的情形也可能會出現在行動電子支付系統在取得結合許可後的相關營業安排。至於

法律地位尚不明確的以區塊鏈為基礎的支付系統，雖然學理上已開始討論其等和競

爭之關聯及建議可行的審查原則與判斷因素，但仍未有實際之案例出現。不過，未

來隨著支付系統產業發展漸趨成熟，市場競爭更趨激烈，不僅新型態的案例類型可

能會出現，即使是已取得許可之案件，也有可能被檢舉違反所附加之許可負擔而違

法。不過，除了「雙邊市場」「間接網路外部性」等理論外，各國競爭主管機關或

法院並未針對支付系統之競爭議題，另立新的分析原則與架構，而大抵是就新支付

系統不同於其他產業之特色，對應地調整或補充審理要件之內涵。 

1. 以「市場力量」為基礎之「合理原則」作為審理的上位原則 

有鑑於支付系統的多元及所涉及之營運技術具複雜性，加上其具有明顯之降低

交易成本功能，故未來即使是針對涉及「聯合行為」的案件，公平會也應以「合理

原則」來進行審酌，較能兼顧系統對市場競爭正反面效果。在「合理原則」下，涉

案事業是否於相關市場中具有「市場力量」，應是分析的起點，對於不具市場力之

事業，即無須再進行後續之競爭分析。據此，公平會過去在信用卡組織申請聯合行

為許可案件中，均有討論到聯合行當事人於相關市場中之市場力量不大，故無影響

市場競爭之可能，值得肯定。除了美、歐、澳洲、等國家所共同關注的「雙邊市場」

如何界定及如何衡量市場力量等議題外，系統業者有無可能因掌握重要的「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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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支付系統之金融科技而擴大其市場力量，學理上已有相當數量之研究成果119，值

得公平會參酌。 

2. 獨占力濫用 

(1)搭售或獨家交易安排 

不論是只接受現金或特定機構所發行的信用卡之要求，或是網購平臺要求平臺

使用者必須使用自己的支付平臺等行為，於公平法下可能構成「搭售」或「獨家交

易」（exclusive dealing）行為，而有適用公平法第 10 條第 1、4 款或第 20 條第 5 款

之餘地。未來公平會於審理相關案例時，應特別注意以下二點問題。 

首先，就「主產品」（商品或服務）與「被搭售」之支付系統在交易上能否被

視為「個別產品」的要件而言，由於鮮少有特定支付系統只能被用在支付特定主產

品之交易過程中，故二者被認定為是「個別產品」應不致於產生太大的爭議。不過，

若從較為「功能性」的角度來看，當特定支付系統搭配主產品可顯著提升使用的效

能時，則特定「支付系統」是否可能被視為已功能性地被整合至商品或服務平臺中，

故二者已構成單一產品？即有一進一步探討的價值。以電子行動支付或區塊鏈技術

發展明顯提升交易完成速度的貢獻來看，未來以「功能性」見解挑戰傳統「個別產

品」要件認定標準的案件應會增加。其次，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2018 年針對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案的「反勸誘」（anti-steering）條款的判決理由，公平會也宜注意

獨家或排他交易安排對保障支系統業者對商家所為之投資，不會被商家拿來作為吸

引顧客上門後，再推薦其使用其他信用卡或支付系統，出現搭便車行為的合理性與

必要性。 

(2)差別取價或差別待遇 

實務上若有對不同的支付系統收取不同交易手續費，或是限制使用特定之支付

系統始能享有較便利之支付方法等情形，則有可能構成公平法第 9 條第 1、2 款和第

20 條第 2 款差別取價或差別待遇行為之虞。其中，公平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有

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二、無正當理由，對

                                                        
119 關於「大數據」部分，可參考陳志民，「大數據與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公平交易季刊，第

26 卷第 3 期，1-3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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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至於差別待遇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依公平交

易法施行細則（下稱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之規定，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

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實施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

加以判斷。至於「正當理由」，依同條之規定，則應審酌「市場供需情況」、「成

本差異」、「交易數額」、「信用風險」及「其他合理之事由」。 

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規定可進一步歸納為「因應競爭」（meeting competition，

即條文中之「市場供需情況」）、「成本考量」（「成本差異」、「信用風險」）、

「數量折扣」（「交易數額」）及「功能性折扣」（functional discounts，「其他合

理之事由」）等四類正當理由。其中，業者或商家為因應不同市場中同業間採行不

同支付系統所帶動之競爭壓力，而以具差別性的交易條件，鼓勵消費者多使用特定

支付系統以因應競爭、或是基於消費者使用不同支付系統對商家造成之營運成本或

收款風險差異所實施之差別待遇、或是以特定支付系統較受歡迎，普及率及使用的

頻率較其他系統高，在分攤業者配合特定支付系統所投入之建置成本的貢獻較大，

而給予使用該支付系統之消費者較優惠之交易條件等，是較常見也較容易被理解之

正當理由。其同時也是外國競爭法實務上，為何會對看似公平的不得對不同的信用

卡收取不同「附加費」，或是要求商家必須接受發卡組織所發行的不同類型信用卡

等要求（honor-all-cards rule），認為有限制競爭疑慮的主要原因。更值一提者，隨著

電子行動支付系統，甚至於虛擬貨幣的持續發展，其更快速的結帳方式，可能會讓

消費者逐漸偏好使用特定類型的電子行動支付，而接受該類支付系統之事業也因此

可以取得較多的交易機會。未來公平會將更有可能要處理業者基於不同支付系統在

產品或服務行銷上的貢獻程度不同，而給予不同「功能性折扣」的抗辯。 

(3)行動支付系統之「條件式訂價」（conditional pricing）問題 

本文之前所提，有部分國際行動支付業者陸續進入我國行動支付市場，其為了

推廣行銷其行動支付服務，也開始和國內發卡機構訂定合作協議，如「行銷承諾」

或「關鍵績效指標」（KPI）及「靜止期」條款等，就學理而言，此乃所謂的「條件

式訂價」（conditional pricing）模式120，即以買方成就或允諾一定之預定條件，來決

定其所應支付的價格。在競爭法最常受到討論的「條件式訂價」類型，當屬「綑綁

                                                        
120 有關「條件式訂價」的競爭法議題的歸納說明，可參考 Su Sun, “Editor’s Note: Assessing Conditional 

Pricing,” 81(2) Antitrust Law Journal, 33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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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bundled discounts）及「忠誠折扣」（loyalty discounts）二者，而「行銷承

諾」「關鍵績效指標」所涉及的較屬於後者。不過，雖然在實務上常見，但反托拉

斯法應如何處理此類訂價模式，仍存在著爭議，故上述案例可大致從「關鍵績效指

標」與「忠誠折扣」以及「靜止期」與「排他交易」彼此間之關聯性來進行初步的

分析。 

a.「關鍵績效指標」與「忠誠折扣」 

「忠誠折扣」之所以在競爭法中仍具爭議性，在於不易確立其「競爭損害」及

背後所涉及之理論為何。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忠誠折扣」讓享有折扣的業者有

意願與能力可以將折扣利益反映於最終售價，至少在短期內對消費者是有利的。就

「競爭」而言，「忠誠折扣」本質上是一種價格競爭，當市場中多數廠商都採行「忠

誠折扣」計畫競爭時，市場價格將趨近於邊際成本，有促進廠商進行更有效率競爭

的功能。即使折扣計畫對未能達成綁定信用卡數量或動卡率目標的發卡機構會產生

排擠與封鎖競爭之效果，但競爭主管機關仍應同時注意到競爭發卡機構之所以未能

達標，究竟是因為折扣條件本身之不公平性，或是因本身之行銷與營運效率不及達

標者所致。綜言之，「忠誠折扣」之限制競爭效果主要有二121： 

其一，利用折扣實現促進市場勾結的目的。透過折扣，降低市場參進廠商擴張

市占率的機會及進行降價競爭的誘因，以非競爭價格將銷售目標集中在少數偏好自

己產品的客戶，而非以低價爭取獨占廠商之交易機會，利用大幅的誘離價格與產出，

也讓卡特爾成員更容易發現悖離者。 

其二、以提高競爭者成本之方式，來達到排除競爭的目的。競爭廠商因無法取

得足以實現效率規模的需求，無法有效地進入市場參與競爭。若折扣後之價格過低，

忠誠折扣亦可產生以掠奪性訂價的方式，來排除第三方支付系統間競爭之效果。最

後，折扣亦可能產生發卡機構只選擇和實施折扣計畫之業者交易，而出現「排他/獨

家交易」問題。 

在具體的判斷因素上，公平會或可參酌歐洲法院 2017 年 Intel 案的判決理由，衡

量以下事證來評估折扣計畫之合法性122： 

                                                        
121 更詳細的說明，可參考陳志民、陳和全，單方行為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 100 年度委託研究

報告，27-35（2011）。 
122 Case C-413/14 P, Intel v. Commission, ECLI:EU:C:2017:63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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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採行折扣之第三方支付業者之支配地位程度。 

(b)折扣所涵蓋的範圍（「回溯式」或 「非回溯式」的折扣；發卡機構是否會因無法

達標而受到懲罰？）。 

(c)折扣的條件（以「量」或「市占率」為折扣之標準）。 

(d)折扣的持續期間及金額。 

(e)是否會排除「具相同效率競爭者」（as efficient competitor，下稱 AEC）的效果，

也即針對與折扣支付系統業者具同等效率的廠商，其誘離忠誠客戶是否是經濟上

可行（viable）的策略；若可行，則折扣較不可能限制競爭，若否，則限制競爭的

效果較高。至於 AEC 檢測的考量因素則包括了：i.市場中可競爭（contestable）數

量的多寡，即市場中尚未納入支付系統業者折扣計畫之發卡機構比例；ii.相關的競

爭觀察期間之選擇（如一年）；iii.競爭支付系統之誘離價格是否低於其相關競爭

成本？ 

b.「靜止期」與「排他交易」 

主要考慮因素有因「靜止期」條款而受到競爭排擠之支付系統競爭業者的比例

有多高，以及「靜止期」的實施期間長短。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由於支付系統業

者在與發卡機構合作之初的特定期間，會依發卡機構之發卡量及推出行動支付之時

間點，投入一定之金額協助行銷與宣傳，故之前所述之以「排他或獨家交易」來避

免出現搭便車行為抗辯的合理性也較高。 

3. 聯合行為 

為求支付系統能有效率運作，以及透過提高系統間之「相容性」來強化「進入

市場競爭」的目的，支付系統成員聯合採行一定之營運規則勢不可免。但即使服務

之「標準化」有其必要，公平會仍對具有限制「價格」之聯合行為採比較嚴格的審

查態度，也多會在許可負擔中要求申請人遵守不得採行足以創造出聯合訂定價格效

果之行為。不過，由於電子行動支付系統高度依賴電腦軟體「運算法則」（algorithm）

之運用，其「自動撮合」（automatic match）及「自我學習」（self-learning）的技術

特徵，將讓公平會未來在支付系統業者間出現一致性行為時，該如何認定「合意」

要件的存在，面臨相當大的挑戰，公平會宜及早因應。另外，從澳洲就發卡組織擬

集體與 Apple 公司談判 Apple Pay 服務之決定可知，競爭主管機關對於以聯合行為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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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雙占」（bilateral monopoly）市場結構來制衡行動支付系統業者濫用市場力的作

法，也會同時兼顧聯合行為對「行動作業軟體」、「行動支付設備」市場及「發卡

市場」競爭所可能產生的扭曲效果，值得參考。 

4. 結合 

依目前公平會實務上的作法，涉及支付系統的結合案審查多以許可附負擔的方

式處理，而負擔的內容仍多以「行為面」的禁止差別待遇、集體杯葛、妨礙市場進

出及拒絕連結等義務為主。其中，禁止「差別待遇」、「集體杯葛」、「妨礙市場

進出」等負擔的「宣示」意味較濃，但不得「拒絕連結」以及所引申出的「連結」

義務，則值得公平會未來在涉及支付系統結合案中審慎以對。蓋在支付系統市場中，

可能會被科以有開放接續義務的對象，大致可分為「大數據」（如透過支付系統所

收集之消費者名單或消費偏好等資訊）及支付系統所運用之「金融科技」。前者的

收集、結構化與分析，以及後者的研發與維持，均可能會涉及高額的投入成本。貿

然的附加支付系統業者開放接續使用義務，將降低「數據」及「技術」於市場中之

價值，進一步影響業者從事數據收集分析及金融科技創新研發的誘因。進一步言，

開放「大數據」接續，若未取得數據提供者之同意，亦可能觸及個資及隱私權保障

議題。 

5. 不公平競爭 

關於國際行動電話設備大廠，挾其在設備市場中之高知名度及使用忠誠度，以

硬體綁定信用卡，搭我國金融業者多年來努力佈建之銷售機臺的便車，是否有構成

公平法第 25 條之「顯失公平」問題，可從 25 條規定本身，以及公平會針對該條所

制定之「處理原則」來思考可能的分析路徑。依公平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

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從「本

法另有規定」一語可知，本條應有「補充原則」之適用，「適用時應先檢視『限制

競爭』之規範（獨占、結合、聯合行為及垂直限制競爭等），再行檢視『不公平競

爭』之規範（如不實廣告、營業誹謗等）是否未窮盡規範系爭行為之不法內涵，而

容有適用本條之餘地。」（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

原則第 2 條第 3 項）。若涉案行為已被公平法其他條文規定涵蓋規範殆盡，即該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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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條文規定已充分評價該行為之不法性，或該個別條文規定已窮盡規範該行為之不

法內涵，則該行為僅有構成或不構成該個別條文規定的問題，而無再依本條加以補

充規範之餘地（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4 條）。再者，「欺罔」

或「顯失公平」行為必須「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始該當本條規定。公平會在「公平

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中即開宗明義指出：「為釐清本條與民法、消

費者保護法等其他法律相關規定之區隔，應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作為

篩選是否適用公平交易法或本條之準據，即於系爭行為對於市場交易秩序足生影響

時，本會始依本條規定受理該案件；倘未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則應

請其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或其他法律請求救濟。」（第 2 條第 1 項）。至於應如

何判斷「交易秩序」已受影響？處理原則第 5 條即謂「市場力量」大小為考量因素。 

綜上可知，外國行動電話設備大廠有無因所指稱之搭便車行為，而構成公平法

第 25 條之「顯失公平」行為，仍需經過在相關市場中是否具有「市場力量」的檢驗，

品牌之「知名度」與「忠誠度」不當然可轉換為競爭法下的「市場力量」。當然，

必然會有論者以公平會經常在第 25 條中所運用的「相對優勢地位」理論，以「知名

度」與「忠誠度」已對消費產生對特定品牌之高度「依賴」與「不可偏離」效果為

由，連結其與「市場力量」的關係。對於「依賴性」及「相對市場優勢地位」的不

妥之處，論者已有詳細的分析探討123，在此不贅。擇要而言，若「依賴」單純只是

當事人對交易內容之個別主觀評價，且被依賴之交易相對人之市占率遠低於「獨占」

或「支配地位」等發動調查之門檻，則以「相對」之名，依特定當事人對於「不可

偏離性」的主觀「期待」，另行創立一個可以讓主管機關依競爭法進行管轄之市場

力標準，其理由為何？同樣的，若「依賴」是在契約關係形成後才產生，對於一個

不具「絕對」的「獨占」或「支配」力量（依市占率為標準）之交易相對人，何以

當事人無法在交易之初以選擇其他品牌產品的方式，來避免未來陷入對其不利之「依

賴」關係？再者，美歐實務見解均已認交易經驗分享或「聲譽效果」均能促使交易

相對人必須提供所需之資訊，故「依賴」其實是當事人在考量其所可帶來的利益（如

降低與交易相對人之協商成本或確保穩定供貨等）後，所為之自願性選擇。何況交

易當事人極可能是「非邊際」之需求者，判斷「依賴」及「不可偏離」成本的資訊

無涉其最終之交易決定，其之所以主張公平法第 25 條，單純只是在為其事前評估錯

                                                        
123 陳志民，「To Sylvania and Beyond!：一項分水嶺判決之理論建構及延伸觀點」，公平交易季刊，

第 19 卷第 1 期，51-54（2011）。 



 行動支付系統競爭行為之分析及規範芻議 97 
 

誤之交易決定解套。這些環環相扣問題，涉及案件是否符合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

案件之處理原則中所言之「……個別條文規定已充分評價該行為之不法性」，故無

適用具補充性質的第 25 條條文之判斷，更與競爭法「保護『競爭』（competition）

而非『競爭者』（competitors）」的基本原則是否能在個案中被落實息息相關。 

六、結論 

本文從介紹行動支付系統之類型與運用模式出發，參酌外國以競爭法規範支付

系統競爭之經驗後，進一步檢視公平會目前關於支付系統競爭之執法原則與規定，

並就相關議題提出可供參酌之政策與執法建議。就行動支付系統之「相關市場」及

「市場力量」衡量部分，本文建議公平會在判斷支付系統是否應被認定為是「雙邊

市場」時，應同時注意到雙邊市場中之網路外部性有無可能可以由雙邊當事人直接

協商的方式來加以內部化的問題。另外，本文也建議以較為開放與彈性的態度界定

相關市場，因隨著金融科技之發展，未來單一支付系統自成一獨立相關市場的可能

性不高。就「進入市場競爭」議題部分，本文從「利益」、「條件」及「競爭控管

機制」等三個面相，提出公平會未來可參考之競爭倡議說帖。本文最後再就行動支

付系統市場中之獨占力濫用、聯合行為、結合審查及不公平競爭行為等「市場內競

爭」議題，提出對公平會的規範芻議。原則上，本文認為公平會未來應依以「市場

力量」為基礎的「合理原則」作為審理行動支付系統案件之上位原則。雖然各類可

能出現競爭疑慮之行為態樣，公平法均已有足夠完備的分析架構與原則可資運用，

但仍有必要針對行動支付系統本身之特色對審理原則或要件內涵進行調整或補充。

另外，本文也提醒公平會未來在結合審查中附加「連結義務」，或是運用「相對優

勢地位」理論處理行動支付系統市場中不公平競爭行為時，應注意其對支付系統業

者研發創新誘因的影響，及混淆保護「競爭」與「競爭者」執法界限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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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ompetitive Conduct in Mobile Payment Systems and 

its Regulatory Proposal 

Chen, Andy C. M. ∗ 

Chen, Jo-Hui 

Yen, Ya-Lun 

Abstract 

We conduct a legal and economic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e payment 

systems and competition law in this paper. From both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points of 

view, we first describe the features of various payment systems, how those systems are 

operated in practice, the types of competition within and among those systems, their 

regulatory framework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We then compare and study the 

competition rules and cas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ertaining to payment systems from which we attempt to derive the experience to which 

Taiwan could refer for law-enforcement purposes. Based on our initial findings, we 

conclude by describing some of the potential competitive issues associated with the mobile 

payment systems in Taiwan and offer our suggestions for addressing those issue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Specifically, we propose that the TFTC 

should adopt an open and flexible approach to define the relevant market and measure the 

market power for digital payment systems. With respect to the issue of “competition for 

the market”, we suggest that the TFTC could formulate its competition advocacy around 

the “benefits”, “conditions” and “controlling mechanisms” as a result of introducing more 

competition to the payment-system markets. With respect to the issue of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we argue that the TFTC should review payment-system cases by following 

the rule-of-reason approach founded upon the showing of market power. The perquisites 

for various types of violating conduct should also be properly adjusted or supplemented to 

mirror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yment-system industry. Finally, in impos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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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ty to connect” as a merger remedy or applying the “superior bargaining position” theory 

to handle unfair-competition conduct in payment markets, we advise the TFTC to be 

mindful of its impacts on the incentive to innovate by system operators and avoid blurr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protecting competition and competitors. 

Keywords: Payment System, Fair Trade Act, Digital Payment, Mobile Payment, Credit 

Card, Abuse of Monopoly Power, Concerted Actions, Combination, Unfair 

Competition, Two-sided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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