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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網路銷售市場、競爭評估、限制競爭 

一、研究緣起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與普及，透過網路銷售的電子商務逐漸盛行，根據

UNCTAD 的估計，2018 年全球電子商務銷售值約達 25.6 兆美元，較 2017 年(23.8

兆美元)增加 8%，占全球生產總值 30%。而我國 2018 年網路銷售金額也達 4.039

兆元新臺幣，比 2017 年成長 6.2%，占財政部營利事業銷售額的 9.5%，顯示網

路銷售產業的重要性日增。不過，隨著網路銷售產業的規模擴大，各種與網路銷

售相關的交易模式也形成新的產業生態，因此，本研究從產業經濟學基本理論的

角度，著手探討目前網路銷售市場（不包括金流與廣告）的運作、競爭動態以及

對產業結構或廠商競爭行為可能的影響（主要以與消費者有關的 B2C、B2B2C、

C2C 以及 APP 下載平臺為範圍），同時參酌日本、歐盟的相關報告，期能提出相

關建議供主管機關參考。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分別從量化分析與質化分析兩方面進行。 

（一）量化分析 

1.原始資料分析：運用主計總處工商普查有關電子商務相關統計銷售類型及

管道、銷售收入等原始資料，掌握國內有關電子商務的發展、運用以及市

場結構等狀況。 

2.問卷調查分析：分別針對網路銷售平臺供應商或零售商、網路銷售平臺商

進行調查，其中網路銷售平臺供應商（包括掌控貨源的製造商或進口商、

負責銷售商品或數位產品的批發零售或無店面零售商、負責銷售數位內容

商等），主要調查有關供應商或零售商的運作現況以及平臺商對不遵守約

定的供應商或零售商採取的做法、有授權其他通路於線上轉售產品的作法

以及對不遵守授權約定公司的做法等；針對網路銷售平臺商則主要調查平

臺商的運作和競爭，其中也包含平臺商使用演算法的情況等。 

總計調查供應商或零售商 65 家公司，其中 23 家為上市公司（含 19

家電腦及週邊設備業和 4 家貿易百貨業），32 家為品牌電商（含 13 家一般

批發零售業和 19 家無店面零售業），10 家數位內容業，總計回收 28 家，

回收率 43%；平臺商合計調查 15 家公司，回收 5 家，回收率 33%。 

3.次級資料統計分析：主要運用主計總處、商業司網路商店調查報告以及國

內外有關網路銷售或電子商務的統計資料，加以分析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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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化分析 

1.文獻蒐集與彙整：收集、彙整國內外學術機關、政府機構或國際機構發布

的執行報告、書籍、論文、期刊、報章雜誌與網路資訊有關網路銷售市場

的銷售模式、供應鏈生態、網路銷售的各類限制競爭行為，包括水平限制

競爭、垂直限制競爭等相關文獻。 

2.深度訪談：分別針對網路銷售平臺商、網路銷售市場的供應商、APP 下載

平臺開發商進行訪談，以瞭解國內網路銷售市場相關產業各個參與者在產

業價值鏈中的競爭策略及行為。 

3.專家座談：分別針對網路銷售平臺商與專家學者進行座談，以瞭解網路銷

售市場的現況與生態，以及諮詢跨領域專家對本研究內容及相關政策的建

議。 

三、重要發現 

本研究主要發現彙整如下： 

1.常見的網路銷售模式包括 B2B 模式、B2C 模式、C2C 模式、B2B2C 模式，

不過，隨著網路技術的發展，網路銷售類型同步進化，網路銷售模式的衍

生型態，如 O2O 模式、平臺生態系模式也陸續萌生。根據國內網路銷售

市場的次級資料評估，國內 B2C 的網路銷售產業以批發零售業占多數，

不過，國內批發業與零售業的網路銷售皆屬市占率低度集中市場，而與網

路銷售市場相關性較高的電子購物及郵購業，不論是以產業集中度、赫芬

達爾—赫希曼指數或熵指數觀察，亦顯示此產業為低度集中市場，競爭程

度高。 

2.國內的主要網路銷售平臺業者雖然都在網路銷售市場競爭相關客戶，然各

有特色，有些以商品數量與種類稱霸、有些標榜快速到貨、有些著重特定

消費族群，有些則透過集團生態系增加消費者選擇，彼此差異化策略明顯，

故能同時存在於市場上。 

3.由於B2C與C2C偏向市場的雙邊直接對應，平臺在中間的角色相對較少，

因而較接近傳統單一市場；至於 B2B2C 模式則因平臺在雙邊市場中有著

較多參與，其中又區分為交易市場或非交易市場，若一平臺同時符合存有

及連接兩個以上的客戶群；存在間接網路效應；存在使用外部性和會員外

部性；能對平臺上的各方具有價格控制力或影響力等四個要件，則可定義

為雙/多邊市場。 

4.雙/多邊市場的市場界定，可採質性與量化分析並用，主要先採用質性邏

輯論證與訪談市場中的相關者，來判定是否為雙邊市場，再透過量化分析

方法搜集實際資料以及設計問卷以釐清相關市場。當價格不為零時，仍然

可以應用 SSNIP 測試；價格為零時，則可改用 SSNIC（分析成本調漲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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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的變化）或 SSNDQ（分析品質調整對利潤的變化）加以取代，惟因

品質項目難取得，實務操作上可以盈利分析法加以克服。不過，觀察歐盟

實務案例可知，只要所涉及的是競爭法的核心限制，則無須討論市場界定，

而為了探討主要的違法行為，也可以排除部份不相關的產業，可見市場界

定並無一致的規則可循，仍須以是否對市場競爭造成影響加以直接檢視與

評估，而不是以硬性的以要求市場界定為主要的篩檢門檻。 

5.本計畫從訪談國內廠商的案例中，發現無論本身為零售與批發商，或同時

也是製造與開發商及平臺商，他們皆利用自身的優勢（擁有較高的市場地

位），透過競爭方式來獲取更多的利潤。例如平臺業者，經常透過行銷方

式對供應商進行價格與廣告上的限制，造成供應商為了生存不得不妥協；

而同時經營實體及網路銷售的業者，為了追求利潤最大、成本最小，經常

採取不同的訂價方式來增加銷售額。不論廠商採取何種策略，這些行為都

使廠商更容易涉及限制競爭規範。綜合來看，目前國內比較常見的主要以

獨家交易限制、限制廣告價格以及最惠客戶限制等為主。 

6.本研究從對批發商、零售商、供應商、平臺商的問卷調查結果中所發現的

問題，大致可歸納為供應商多面對平臺商要求吸收運費等行為，且多數透

過合約提出；供應商不管銷售實體商品或數位商品時，都會面對製造商或

上游供應商限制轉售價格、限制刊登廣告價格等要求，若不遵守，則面臨

不同的對待；本身有授權其他通路於線上轉售產品的公司，部份也會採取

限制作法，對不遵守者也會給予不同的對待方式；網路銷售的平臺商都會

使用大數據分析與演算法分析，以強化自身的營運效能，並可能參與供應

商的決定，也會與供應商簽訂最優惠待遇條款。 

7.本研究雖然發現國內網路銷售產業可能存在涉及獨家交易限制行為，而可

能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款之違反、限制廣告價格行為可能構成公

平交易法第 25 條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款之違反、最惠客戶限

制行為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款之違反，惟是否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以及是否真的觸及違法行為，目前的研究仍僅為初步瞭解，仍有待

主管機關取得個案資料深入研析。 

四、主要建議事項 

綜合前述研究結果，本研究針對網路銷售市場的市場界定問題、主管機關對

網路銷售市場的結構面與行為面立場、未來可能的執法重點或可能的違法行為類

型等提出相關建議，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1.持續蒐集國外案例釐清限制競爭規範 

在網路銷售市場中，廠商面對環境中快速的變化，所使用的各種不同

的創新策略，容易違反限制競爭行為，此現象已不再是傳統競爭法所能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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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如主要平臺在結構上擁有較大的市場力量，又握有大數據的優勢，

在行為上常採取價格演算法來獲取利潤，也經常採取獨家交易、轉售及廣

告限制、最惠客戶條款等行銷手段來限制廠商的行為，由於這些行為皆是

基於網路技術的革新而產生的新問題。因此，廣泛蒐集網路銷售市場的相

關案例與持續檢視公平法的規章制度，以明確規範水平、垂直限制競爭行

為，事先提醒廠商，避免違反公平交易法。 

2.獨家交易限制與最惠客戶條款列為優先觀察項目 

本研究經由訪談與問卷調查發現國內網路交易比較常見的限制行為，

主要以上下游供應商間的獨家交易限制、廣告價格限制、銷售平臺的選擇

限制、銷售地域限制、轉售價格限制、刊登廣告的價格限制並有監督機制

等，若不遵守，則可能面臨削減發貨數量、提高裝運價格、減少折扣、拒

絕供應其他產品、不給予折扣等對待，而平臺對於零售商則可能要求最惠

客戶條款、要求吸收運費、要求商品入倉、與零售商銷售相同的產品競爭，

對供應商則是要求降價促銷、限量商品搭配贈送、打折、吸收運費等，建

議主管機關應將前述項目列為優先觀察項目，以及時掌握各種可能的違法

類型。 

3.3C 產品、服飾鞋子以及生活用品列為重點觀察商品 

從歐盟的產業調查報告來看，可能涉及違法行為的廠商以銷售衣服和

鞋子、運動與戶外用品、3C 產品等最常遇到合約限制，而本研究從訪談

或問卷調查中也發現服飾用品、3C 產品以及生活用品等類別產品，比較

常面臨製造商限制選擇線上平台、銷售區域、轉售價格、刊登廣告等限制

競爭問題，也面臨平臺商要求降價促銷、限量商品搭配贈送、全館統一打

折衝業績、提供高額回饋金、吸收運費、吸收退貨損失、商品入倉、最惠

條款等，建議列為重點觀察產品。 

4.反競爭行為的分析應更關注個案的差異性 

網路銷售市場隨著網路技術的更臻成熟，以及企業對於競爭策略的操

作更得心應手，使得市場變化更快，各交易相對人或關係人的相互依賴性

應該成為關注的焦點，因此 Cremer et al(2019) 認為在數位經濟時代，市

場界定的重要性反而不如對關係人的損害與對反競爭策略的認定與分析

來得重要，尤其對於某些消費者粘著度很高的數位生態系，在進行該數位

生態系的反競爭分析時，相關的售後服務市場也應該加以考量，因此，對

於市場地位的討論也都應該根據個案的資料逐案研析。尤其就國內網路銷

售產業的量化資料來看，國內平臺市場競爭激烈，並無任何具有獨占地位

的平臺商，因此在處理垂直限制時仍應以「合理原則」分析競爭效果，市

場界定只是執法機關初步評估個案的參考指標之一。 

5.兼顧結構面與行為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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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經濟環境下，網路銷售市場的參與者數量可能相當龐大，不過，

廠商為了提高自己的績效，仍會採用各種不同的策略來達成其經營績效，

如獨家交易、價格限制、轉售價格限制、廣告限制、應用價格演算法影響

網路零售商定價決策、劃分市場範圍或交易對象，尤其在結構面具有影響

力的廠商，其經營策略的影響層面更為廣泛，主管機關在進行市場界定時，

應先採取較為寬鬆的市場界定標準，將可能參與者盡量納入，再分別依其

經營模式探討行為的受影響對象與關係者，逐步限縮至可能造成反競爭行

為的關鍵市場，因此，探討網路銷售市場的界定比傳統的市場界定更為複

雜。 

（二）長期性建議 

1.企業生態系的發展對競爭法的影響應預為綢繆 

傳統的經濟分析多著重於對單一廠商的競爭行為分析，但隨著經濟發

展的演進，技術密集與資本密集產業快速成長，許多企業為了分散經營風

險、增加企業價值、擴大或調整營運範疇、追求創新、追求財務效率，以

及統整交叉持股企業的綜效，企業多朝多角化經營或以集團式發展。因此，

主管機關未來應更關注的是企業集團的生態系發展及其對競爭法的影

響。 

例如透過集團旗下的相關事業，串聯虛實通路成為電商平臺的實體取

貨據點，消費者可以在電商平臺上購買集團關係企業的產品，並且與金融

商品（付款方式、信用卡、融資）、點數經濟結合，形成企業生態系統

（business ecosystem），透過集團內會員資料庫、交易資料庫等資訊共享，

進行即時自動化交叉驗證，互補彼此的競爭策略，取得動態競爭優勢。使

其不僅在單一領域領先個別企業，進而在集團所涉及的產業也獲得範疇經

濟的利益，也有利於生態系統的發展，並賦予這些企業更強的競爭優勢。 

企業生態系統的形成，其所考慮的競爭市場界定，已非傳統的經濟分

析對於市場界定所考量的因素而已，而必須考量多個關聯產業的競爭對手、

相關產品、供應商，以及關聯產業間所交互形成的合作關係、互補關係，

所要思考的限制競爭行為也非單一的水平與垂直限制競爭，使得市場界定

與經濟分析益形複雜，主管機關應預為因應。 

2.研議解決調查對象不易取得之問題 

本研究在進行問卷調查時，面臨的困難有下列幾點，包括挑選有使用

第三方線上平臺銷售產品的供應商不容易、許多中大型供應商只會採取

B2C 管道銷售產品，但中小型供應商業者也有不少使用 C2C 銷售管道、

台灣平臺商因為競爭者多，大都態度低調，故資訊取得不易。即使政府官

方公佈數據也只有涉及 B2C，沒有 B2B2C 與 C2C，所以建議協調相關的

統計單位，研議如何附加相關題項於主計總處或經濟部統計處的相關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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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解決調查對象不易取得的基礎問題，以利未來競爭評估工作的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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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990年代以來，因為資訊科技發達，網際網路通訊的基礎建設完整，連帶

使得透過網路銷售的電子商務盛行，改變了過去生產、消費、行銷與企業競爭

的型態，事業透過網路銷售商品，消費者可24小時透過網路於全球各地的網站

採買商品、評比商家，直接與各式各樣的供應者交流互動並購買。 

根據聯合國貿易發展委員會(UNCTAD)發布的「2018年全球電子商務概

況」報告，2018年全球電子商務銷售值估計達25.6兆美元，較2017年(23.8兆)

增加8%，占全球生產總值30%。其中，B2B交易值估計達21兆美元，占整體電

商交易的83%；B2C約4.4兆美元，成長16%；跨境交易約4,040億美元，成長

7%
1，未來各國的經濟發展勢必與電子商務更緊密連結。Ali research預估到

2020年時全球B2C電商零售總額將成長到3.4兆美元，跨境模式銷售額更是成

長的主要動力，保持約27%的成長趨勢，且將會占總體B2C電商零售額約30%，

購買者也將從2014年的3.09億人成長到2020年將超過9億人，大約占電商購物

人口的一半。2
 

根據我國主計總處的統計，2018年企業網路銷售金額4.039兆元，國內電

子商務交易金額，主要集中於製造業與批發及零售業，計貢獻近9成。各大行

業中，2018年製造業交易金額增加1,227億元或4.5%，約占全體網路銷售增額

的5成2，運輸及倉儲業受惠於電子化訂票的日趨普及，與智能化儲運體系建

置，物流系統日趨完善，增加539億元或30.5%，批發及零售業因大型電商平

臺持續多元行銷與服務優化，帶動網路銷售金額增加367億元或5.1%，二大行

業合計貢獻整體網路銷售增額逾3成8。另金融及保險業網路銷售金額在科技創

新應用推陳出新下，亦增190億元或29.3%。 

網路的發展因為降低了訊息費用和交易成本，而且有助於個人和企業發揮

其比較利益，提高勞動生產力資源利用效率，擴大市場範圍，催生許多新產品

和新服務，並且降低中小企業與新創企業進入市場的障礙，甚至可能促進額外

                                                      
1
https://unctad.org/en/pages/newsdetails.aspx?OriginalVersionID=2345&Sitemap_x0020_Taxono

my=UNCTAD+Home#1713;%23Information%20and%20Communication%20Technologies;%23

2045;%23Information%20Economy:%20Measurement. 
2 臺 灣 廠 商 跨 境 經 營 全 球 電 商 市 場 教 戰 手 冊 － 中 華 民 國 對 外 貿 易 發 展 協 會 ，

https://www.cnra.org.tw/edm/taitra_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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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費，有助於提高所得水準。 

根據經濟部的「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經營實況調查報告」，2018年我國零

售業的商品銷售管道超過9成以實體店面為主，惟較2017年降低1.3個百分點，

透過電子商務銷售者占6.9%，則較106年提高1.2個百分點。零售業有高達34.6%

的業者透過電子商務進行銷售，就行業別觀察，其他非店面零售業有73.1%的

業者透過電子商務進行銷售；布疋及服飾品零售業則逾5成；汽機車及其零配

件用品零售業中透過電子商務進行銷售者相對較低，僅占6.5%，主因汽、機

車價格較高，消費者多半需親臨門市試乘或體驗才會購買，可見行業別特性影

響網路經濟的規模。 

而2016年商業司的「我國B2C網路商店經營現況研析報告」，針對開店平

臺、拍賣平臺、自行架站、購物網站供貨商等網路商店經營者，以及以行動

APP作為銷售管道的業者進行調查。一般而言，面對消費者的電子商務經營類

型大致上可分為B2C(Business to Customer)、B2B2C(Business to Business to 

Customer)、與C2C(Customer to Customer)，不過B2C及B2B2C此兩種銷售方式

對消費者而言越來越難分辨。較有可能的區別方式，是由商品的包裝與發票的

開立單位來看，例如有網站商標的一致包裝，以及所開立的發票是以網站名義

統一開設，則大致上可以認定為B2C購物網站，其餘多屬B2B2C銷售方式。C2C

的銷售方式是消費者面對消費者，過去的拍賣網站通常被認定為是標準的C2C

網站，惟電子商務進入門檻越來越低，即使是拍賣網站也有許多實際上是店家

經營而非個人的賣家進駐，拍賣網站成為另一個宣傳與銷售的管道。 

在該調查中，88.2%的受訪者表示有在開店平臺經營電子商務，也有42.7%

的受訪者表示是購物網站供貨商，可見網路經營者有可能同時在數個管道中都

有販售商品，不過以趨勢而言，仍是以開店平臺為主要的銷售管道，而也有

44.9%的受訪者係藉由社群網站或部落格來刊載商品訊息。 

隨著電子商務的銷售模式逐漸擴大，各種與網路銷售相關的交易規模也形

成新的產業生態，公平會早在2003年就已經正視此一問題，並發佈「行政院公

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電子市集之規範說明」，預為規範可能產生的獨占、結合、

聯合行為等「限制競爭行為」以及「不公平競爭行為」，惟並無實務案例。於

2016年廢止後，於2017年另外發佈一份與電子商務相關的文件，為「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數位匯流相關事業之跨業經營之規範說明」，共11大點，其中定義

數位匯流相關事業係指電信、廣播電視、網際網路及電子商務等事業，包含利

用電信、廣播及資訊通信網路所構建具有多元載具性質之電子通信網路，以及

利用前述電子通信網路進行各種通信、廣播視訊、電子交易、線上遊戲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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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內容及應用等服務提供之商業活動。市場界定方面原則上區分成三層，即

網路層市場、平臺層市場和內容層市場。不過，就其內容來看，所規範的事業

以與數位匯流相關事業跨業經營為主，例如電信業者跨業進入有線電視市場或

電信業者或有線電視業者利用其原有網路提供相關服務等，著重在數位匯流相

關事業跨業經營後，可能因為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或市場力不當擴張，而涉及限

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與本研究擬探討的網路銷售市場，各個型態市場參

與者間的經營模式、交易關係、配銷行為是否涉及限制競爭行為的探討不盡相

同。 

公平會雖已於2017年4月成立「數位經濟競爭政策小組」，並且就電子商務

產業存在的限制競爭行為包括限制轉售價格，最惠客戶條款，掠奪定價，網路

銷售限制等，以及不公平競爭行為包括網路不實廣告，關鍵字廣告等進行查處

或立案了解，惟尚無具體的報告或規範說明。 

由於與網路銷售有關的限制競爭行為仍屬新興作法，即便在歐美或日本等

國也都在近年內逐步加以檢視，本研究從產業經濟學基本理論的角度，著手探

討目前網路銷售市場的運作、競爭動態以及對產業結構或廠商競爭行為可能的

影響（主要以與消費者有關的B2C、B2B2C、C2C以及APP下載平臺為範圍），

同時參酌日本、歐盟的相關報告，期能提出相關建議供主管機關參考。 

第二節 研究內容 

為瞭解網路銷售市場的運作狀況及可能出現以及與限制競爭相關的行為

樣態及影響，本研究主要工作項目包括： 

一、目前網路銷售市場之運作狀況  

1.說明網路銷售市場之特性，以及B2C、B2B2C、C2C及APP下載平臺等

網路銷售模式的消費性產品及數位內容的供應鏈或生態系概況。 

2.說明各類型網路銷售市場的主要市場參與者、商業模式及交易關係、

業者間投資與合作關係。 

3.網路銷售與實體通路間之競爭關係，及不同網路銷售平臺間之替代

性、轉換成本、多邊性(multi-sidedness)之程度高低，及進行市場範圍

界定及市場力衡量時須考量之因素。 

4.現行網路銷售市場的營收狀況、市場占有率分布與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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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網路銷售市場之競爭動態  

1.網路銷售平臺之主要競爭策略及競爭影響因素。 

2.網路銷售市場各類限制競爭行為之觀察，包括水平限制競爭疑慮（包

含價格透明度對競爭之影響、應用價格演算法對網路零售商定價決策

之影響、劃分市場範圍或交易對象等）、垂直限制競爭疑慮（包含獨

家交易、線上銷售限制、轉售價格限制、價格廣告限制、最惠客戶限

制、跨平臺價格限制等）。 

3.其他網路銷售平臺可能濫用市場力的類型。 

三、競爭效果評估  

1.目前網路銷售市場競爭的程度。 

2.影響競爭效能發揮的結構面及行為面原因。 

3.其他可能的評估意見。 

四、提出具體研究建議  

1.提出與結構面、行為面有關的因應建議，供競爭法主管機關參考。 

2.未來可能的執法的重點（包括產品或服務）以及可能的違法行為類型。 

本計畫的研究步驟請參見圖 1。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為量化分析與質化分析兩方面進行，茲說明如下： 

一、量化分析 

（一）原始統計分析法  

運用主計總處工商普查有關電子商務相關統計銷售類型及管道、銷售收入

等，以便掌握國內有關電子商務的發展、運用以及市場結構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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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銷售市場競爭評估之
實證研究 

網路銷售市場現況 

量化分析 質化分析 

次級資料 國內外文獻蒐集 原始資料 深度訪談或座談 

1.營收狀況、市場占有率分
布與集中度。 

1.網路銷售市場之特性。 

2.B2C、B2B2C、C2C 及 APP 下載平臺等銷
售模式之消費性產品及數位內容之供應鏈
或生態系概況。 

3.主要市場參與者、商業模式及交易關係、
業者間投資與合作關係。 

4.網路銷售與實體通路間之競爭關係，及不
同網路銷售平臺間之替代性、轉換成本、
多邊性(multi-sidedness)之程度高低，及進
行市場範圍界定及市場力衡量時須考量之
因素。 

產業經濟學 公平法學 

目前網路銷售市場之競爭動態： 

1.網路銷售平臺之主要競爭策略及競爭影響因素。 

2.水平限制競爭行為(價格透明度、應用價格演算法、劃分市場範圍或交易
對象等對競爭或定價決策的影響)之討論。 

3.垂直限制競爭行為(獨家交易、線上銷售、轉售價格、價格廣告、最惠客
戶、跨平臺價格等限制)之討論。 

4.其他可能的濫用市場力類型。 

競爭效果評估： 

1.目前網路銷售市場競爭的程度。 

2.影響競爭效能發揮之結構面及行為面之原因。 

3.其他評估意見。 

專家座談會 

提出對結構面行為面等相關違法行為之 
因應作法或執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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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步驟 

（二）問卷調查法  

為瞭解網路銷售平臺供應商的運作現況、授權其他通路於線上銷售產品和

對不遵守約定公司採取的做法，以及平臺商的運作、平臺商對供應商的要求、

對境外平臺商競爭的看法、零售商智慧財產權政策等的看法，本研究根據中經

院2017至2019年進行網路銷售調查的資料庫名單，分別篩選有使用第三方平臺

銷售的供應商以及網路銷售平臺商進行調查，其中網路銷售平臺供應商總計調

查65家公司，其中包括23家上市公司（主要為19家上市的電腦及週邊設備業（製

造商）和4家貿易百貨業（零售商））、32家品牌電商（含13家一般批發零售業

和19家無店面零售業）、10家數位內容業3；平臺商總計調查15家公司，採郵寄

問卷方式，並以電話連絡進行催收。 

（三）次級資料統計分析法  

主要運用主計總處、商業司網路商店調查報告以及各項國內外有關網路銷

售或電子商務的統計資料，加以分析歸納，以便進一步瞭解國內外網路銷售市

場概況。 

二、質化分析 

（一）文獻蒐集與彙整  

由於本計畫所擬探討的內容包括國內外有關網路銷售市場的銷售模式、供

應鏈生態、網路銷售的各類限制競爭行為包括水平限制競爭、垂直限制競爭的

議題，因此，擬經由收集、彙整國內外學術機關、政府機構或國際機構發布的

執行報告、國內外相關文獻、書籍、學術論文、期刊、報章雜誌與網路資源等，

進行廣泛性的蒐集與分析整理，以釐清相關問題的發展趨勢與現況，並作為本

研究的分析基礎，俾作為研提參考作法的依據。 

本研究也將整理如日本公平會有關B2B數位平臺的相關報告以及歐盟電

子商務部門調查報告(Final report on the E-commerce Sector Inquiry) 的相關內

容，作為本研究研擬訪談問卷及研究時的參考。 

（二）深度訪談  

                                                      
3
 品牌電商和數位內容業是根據國貿局所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執行的 108 年度國際經貿政策

研究中心計畫（WTO 暨 RTA 中心計畫）子計畫二：短期性議題（6）我國業者經營跨境電
商問卷調查中，篩選品牌電商/平臺業者、數位內容業者和資料商務/數據分析業者，有使用
第三方平臺並排除只使用自家官網做交易者的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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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訪談可以讓研究者透過與受訪者雙向溝通過程，經由聆聽與觀察，深

度探求問題背後的因素。為瞭解國內網路銷售市場的生態、各個參與者在產業

價值鏈中的合作與競爭策略、與傳統實體通路、不同網路平臺間的競爭與替代

性、限制競爭的各項行為或濫用市場行為觀察等，本研究除了參考歐盟的相關

報告擬定訪談題綱初稿，將再與委託單位共同討論以確定訪談題綱內容，就網

路銷售特有的經營行為，針對前5大B2C、B2B2C、C2C、以及APP下載平臺業

者中具影響力者（如富邦媒體科技有限公司、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創業家兄弟、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等）以及供應商、網路商店經營業者、

App開發商等進行訪談，並探討跨境網路銷售業者（如淘寶網）以得出完整的

產業生態樣貌以及運作模式，同時掌握可能產業的限制競爭行為，供產業競爭

效果評估參考。 

（三）專家座談  

本研究共舉辦2場產業專家與學者座談，其中一場以網路銷售產業為對

象，主要針對網路銷售市場的現況與生態加以瞭解，第二場以專家學者為對

象，針對本研究在文獻歸納、資料分析、評估結果、影響因素分析等，所綜整

出相關分析及建議作為座談會討論基礎，期藉由跨領域專家就量化分析與質化

分析的結果提供相關建議，希望經由腦力激盪的結果，強化本研究研提結構

面、行為面的相關建議，供主管機關參考，同時對於未來執法的重點產品或服

務、可能的違法行為類型，提出相關的建議方向。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除第一章緒論外，第二章主要簡介網路銷售市場特性與現況，針對

目前網路銷售市場之運作狀況，如網路銷售市場之特性、各種網路銷售模式的

產品（包括商品與服務內容）的供應鏈或生態系概況、主要市場參與者（如供

應業者、平臺業者、消費者）的交易與業者合作關係，並就網路與實體通路之

競爭關係加以研析；第三章主要從理論上探討產業結構-行為-績效探討為了提

高廠商自己的績效，採用各種不同的競爭策略來達成，如垂直限制競爭、水平

限制競爭等，以及網路銷售市場的界定問題；第四章主要介紹歐盟的電子商務

調查的內容，以及日本公平會有關數位平臺的調查結果，並以相關案例說明可

能的違法行為，供第五章訪談與問卷調查參考；第五章除了透過國內可取得的

次級資料分析國內網路銷售市場的結構，並評估國內網路銷售產業的競爭程

度，同時根據歐盟與日本的調查報告，設計我國的訪談、座談題綱與問卷調查

題項，對國內網路銷售市場的可能涉及公平交易法的行為進行實證評估，最後



8 

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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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網路銷售市場特性與現況簡介 

本章目的在於探討網路銷售市場特性與現況，第一節先說明電子商務的定義，

進而探討網路銷售範疇，其後介紹網路銷售的特性與相關模式，再依據國內公開

資訊，探討產業供應鏈與主要參與者的交易關係，最後研析網路與實體通路之競

爭關係。 

第一節 網路銷售或電子商務之定義探討 

回顧過往文獻，較少針對網路銷售給予明確定義，大多數較關注電子商務

所涵蓋的範疇，目前僅行政院主計總處將網路銷售定義為「企業透過網路，利用

特定交易平臺、自行架設網站(網頁)或系統(含EDI)進行商品或服務之接單、銷

售作業；但不包括僅提供商品資訊查詢及利用電子郵件、社群網站傳遞訂單。」
4
 

至於對電子商務的定義可分別從國際與國內的相關文獻加以探討。就國際

觀點而言，目前所蒐集到的定義整理如下： 

1.WTO總理事會在1998年的電子商務工作計畫決議（WT/L/274）中，將

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簡稱e-commerce）一詞定義為涵蓋所

有「透過電子方式製作、配銷、行銷、販售或交付貨物和服務」者均

屬之5。 

2.聯合國2008年國際行業標準分類第 4 次修訂版（ISIC, Rev.4）則將電

子商務定義為「企業單位接到訂單後，以各種電子媒介方式處理所生

產之商品及服務之交易，例如藉由電話、傳真、電視、電子資料交換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EDI）及網際網路」，即商品或服務之所

有權移轉，是藉由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媒介進行者稱為電子商務。 

3.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於2015年將電子商務定義為「使

用多種格式如網路和電子數據交換（EDI），以及複雜程度不同的裝置

如個人化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和各種手機，以電腦網路進行

                                                      
4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105 年 電 子 商 務 統 計 結 果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網 站 。 取 自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851415500MKFPKGMR.pdf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20/5/1。 

5
 "electronic commerce" is understood to mean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marketing, sale or 

delivery of goods and services by electronic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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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銷售商品或勞務。」因此，電子商務可能涉及以數位交付的實

體商品以及無形（數位）產品和服務。6
 

在國內相關單位對電子商務的定義則包括： 

1.經濟部商業司於2011年出版的電子商務年鑑，將電子商務定義為：「運

用先進資訊科技，同時藉由組織作業的流程改造，來達到減低組織營

運的成本開支，提升作業效率，增加客戶滿意度之商業活動。」即利

用電腦或新興手持式電子產品，例如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等，透過

網路進行買賣交易之行為皆稱之為「電子商務」。例如商業EDI、金融

EDI、網路銀行、網路購物等行為，都涵蓋在電子商務範疇之中7。 

2.經濟部於2014年提出「電子商務發展綱領(草案)」（簡稱綱領），於綱

領中定義「凡應用網際網路進行交易或相關服務，所產生之各種商務

活動，稱之為電子商務。」，其模式包含C2C、B2C、B2B2C、O2O、

C2B、B2B、O2M、M2P、P2P、M2M、…等，並主要應用於農漁業及

多種服務業行業之中8。 

3.財政部對電子商務的定義為「利用網際網路所進行的商業活動，包括

商品交易、廣告、服務、資訊提供、金融匯兌、虛擬商城、市場情報

與育樂節目販售等，也就是以電子傳遞的型態經由網路完成傳統交易

的模式，包括私人企業內部網路、公司間的商業網路及公眾使用的網

際網路，都是電子商務的範圍」，並且包含企業對企業（B2B）、企業

對消費者（B2C）、個人對消費者或營業人（C2C；C2B）以及民眾、

企業與政府間交易（C2G；B2G）等四種型態9。 

                                                      
6
 The concept of e-commerce will cover purchases and sales conducted over computer networks, 

using multiple formats and devices, including the web and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using 

personal computers, laptops, tablets and mobile phones of varying levels of sophistication. 

E-commerce may involve physical goods as well as intangible （digit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can be delivered digitally.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Information Economy Report 2015 – Unlocking the Potential of E-commer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Available at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ier2015_en.pdf (2015). 
7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電子商務交易安全規範(網路平臺、供應商、物流商)修正版」，

取 自 ，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ved=2ahUKEwi3_dH_

z7XqAh V5xosBH UiwBaIQFjAAegQIBhAB&url 

=https%3A%2F%2Fwww.cnra.org.tw%2Fedm%2Fec-cert_1.pdf&usg=AOv 

Vaw1xkH1f1gU22kzBaJyrnYBg，最後瀏覽日期：2020/5/18。 
8
 經濟部，「電子商務發展綱領(草案)」，《台北市電腦公會》網站。取自， 

http://www.tca.org.tw/news_files/2014081217395483.pdf，最後瀏覽日期：2020/5/20。 
9 財 政 部 ， 「 電 子 商 務 簡 介 」 ， 《 財 政 部 》 網 站 。 取 自 ，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ain/web/ETW118W/CON/675/6817430380880522488 ， 最 後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ier2015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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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上，我國經濟部對電子商務的定義著重於商業活動所用載具和媒介

（如網際網路），財政部對電子商務的觀點，則進一步指出透過電子媒介或網

際網路所涉及商業活動的內容。 

從早期電子商務的定義來看，所有用電子方式完成的產品製作和交易流程

都算在其中，故不論用電視宣傳配上電話、電腦、傳真訂購都應被包括在內。

但是，隨著科技進步和網際網路興起，電子商務的發展政策也陸續制訂出來。

如美國於1995年12月成立聯邦政府電子商務工作小組以進行釐定電子商務發

展政策。1997年7月，柯林頓總統在該小組的協助下，公佈了一份「全球化電

子商務發展架構（A Framework for Global Electronic Commerce）」文件10。該

文件提出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與願景，以簡化關稅、加強電子付款系統、統一

電子商務之商品碼、保護智慧財產權、重視隱私權、重視交易安全、加強電子

通訊基礎建設及資訊科技、發展網路內涵、發展相關技術標準等9項重點，做

為發展電子商務的重要工作領域，並以5大原則發展美國電子商務環境，包括：

(1)電子商務應由民營企業主導（發展以市場為導向）；(2)政府應避免過度干預

電子商務發展；(3)政府參與的重點應是補強並提供合理、一致及簡明之商務

法規環境；(4)政府相關電子商務之立法與規定應體認網際網路之分眾性及由

下而上之發展特性；(5)應以全球化做為發展電子商務之考量基礎，顯見當時

即已預見網際網路具有分眾性以及全球化特性。 

從自由貿易協定納入電子商務專章的內容來看，專章中的許多條文規範也

都與網際網路有密切關聯，如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11包括國

內電子交易架構、電子認證與電子簽章、電子商務接取與使用網際網路之原

則、透過電子方式跨境移轉資訊、網路安全問題的合作，都指出網際網路和電

子商務的緊密結合。加上，現在大家熟悉的電子商務交易平臺、社群網站、行

動裝置APP也都是使用網際網路，故財政部和經濟部現在使用的定義較符合現

代對電子商務之主流看法，聯合國國際行業標準分類與早期電子商務定義則將

電視宣傳配上電話、電腦、傳真訂購都包括在內。 

經由前述探討可發現，電子商務涵蓋的面向雖然相對較網路銷售為廣，例如

電子商務包含商品或服務交易時之廣告資訊、金流等，然兩者的核心均指透過

網際網路完成相關交易或商業活動、將商品或服務的所有權由一方移轉至他

                                                                                                                                                        
瀏覽日期：2020/5/20。 

10
 https://www.w3.org/TR/NOTE-framework-970706，最後瀏覽日期：2020/7/21。 

11
 CPTPP 在第 14 章電子商務中第 1 條定義：電子傳輸或以電子方式傳輸係指使用任何電磁
方式之傳輸，包括光子方式（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hapte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or 

transmitted electronically means a transmission made using any electromagnetic means, 

including by photonic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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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考量本研究之研究重點係衡量市場參與者經由網際網路執行所有的商業

活動，以及所能掌握的官方公開資訊主要為網路銷售數據，因此本研究中所定義

的網路銷售，係指商品或服務的所有權移轉是藉由網際網路媒介進行者，後續章

節亦以網路銷售為主軸進行分析。 

第二節 網路銷售特性與網路銷售模式 

一、網路銷售特性  

自1991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開放網

際網路商用化以來，網際網路已漸大眾化，在連上網際網路之後，由於網路具

備「廣域性」、「數位式」、「便宜」、「無時間限制」等特性，使企業可以花很少

的成本即能觸及許多消費客群，大幅增加商業效益。12而網路銷售是指在網際

網路上提供商品和服務並提供訂貨的表單，可接受消費者直接線上訂購的網

路，狹義而言從瀏覽、訂購、付款與扣帳等所有交易流程都在網路上完成，大

致上具備低成本、大量儲存資訊、應變快速、跨時跨域、無店面、消費者隱蔽、

良好互動、個人化行銷、超連結功能及賣方享有均等機會等特性13。 

一般而言，企業透過架設網路主機、成立網址和傳輸網頁資料後，就可以

成立屬於自己的網路銷售平臺，藉由前台的資訊流將訊息傳遞給消費者以及後

台的物流和金流活動來完成線上購物交易，因此，網路銷售市場的特性，就是

賣家藉由網路平臺打破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有效地整合商品行銷與節省建立

實體店面等成本，也便於消費者與商家互動達成商品購買的行為。  

二、網路銷售模式  

基於網路銷售的特性，讓運用網路銷售的使用者可以發展出多樣化的商業

經營模式，有廠商與廠商間，也有廠商與消費者間，以及消費者與消費者間，

在智慧手機普及後，APP下載也成為新的網路銷售型態。在網路銷售模式中，

大抵可區分企業對企業(Business to Business, B2B)、企業對消費者(Business to 

Customer, B2C)、消費者對消費者(Customer to Customer, C2C)及APP下載平

臺，而B2B2C(Business to Business to Customer)則源自於將B2B、B2C模式加以

                                                      
12

 林晉寬 ，「行銷網際網路之理想型產品」，中華管理評論，第 2 卷，第 5 期，頁 157-168 (1999)。
取 自 http://cmr.ba.ouhk.edu.hk/cmr/oldweb/n7/981067.html ； 「 電 子 商 務 」 ，
http://web.thu.edu.tw/s944012/www/hw1.htm，《東華大學》，最後瀏覽日期：2020/5/5。 

13
 林晉寬 ，「行銷網際網路之理想型產品」，中華管理評論，第 2 卷，第 5 期，頁 157-168 (1999)。
取自 http://cmr.ba.ouhk.edu.hk/cmr/oldweb/n7/9810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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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Store or 
Google Play 

App 下載平臺 

消費者 

完善與結合，使得供應商、生產商、經銷商、消費者等各個產業鏈緊密連結在

一起14；APP下載平臺則同樣連結應用程式開發商及消費者，全球較為知名的

APP下載平臺有App Store、Google Play等，惟與前述模式最大的差異在於，雖

然APP下載平臺也為B2B2C模式的一種，但APP下載平臺會受到載具搭載的作

業系統而有所影響，以Google Play為例，載具搭載的為Android系統，為開源

程式，在開發者可自由更改程式碼之下，可能會造成不同Android版本間上架

至Google Play的應用程式，彼此不能相容的情況，而其他的網路銷售模式，則

只需要能夠連網的設備即能應用，並不會有載具及作業系統的限制。相關商業

模式及交易關係如圖 2和圖 3所示，獲利模式則如表 1所示。茲分述如下： 

 

資料來源：Julian Chen (2015)，取自 https://www.stockfeel.com.tw/%E9%A1%9B%E8%A6%86%E5 

%82%B3%E7%B5%B1%E7%9A%84%E9%9B%BB%E5%95%86%E6%A8%A1%E5%BC%8F/。 

圖 2 各種模式之相關商業模式及交易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圖 3 App 下載平臺之 B2B2C 模式及交易關係 

                                                      
14

 「 電 子 商 務 」， http://web.thu.edu.tw/s944012/www/hw1.htm ，《 東 華 大 學 》；「 B2B2C」，
https://www.itsfun.com.tw/B2B2C/wiki-1191865-9553445，《華人百科》；「電子商務中的 B2B、
C2C 、 B2C 、 C2B 模 式 是 什 麼 ？ 」 ，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6947-what-is-b2b-c2c-b2c-c2b，《INSIDE》。 

程式開

發商 

http://web.thu.edu.tw/s944012/www/hw1.htm
https://www.itsfun.com.tw/B2B2C/wiki-1191865-955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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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網路銷售模式之獲利來源彙整 

模式 主要獲利來源 資產體質 

開店平臺 

C2C 拍賣平臺 
物件刊登費、 

交易手續費 

輕資產 

(無存貨、倉儲、物流) 

B2B2C 開店平臺 櫃位租金 
輕資產 

(無存貨、倉儲、物流) 

自營平臺 B2C 購物中心 商品價差 
重資產 

(有存貨、倉儲、物流) 

APP 

下載平臺 

B2B2C 應用程式

平臺 

廣告費、銷售應用程式、

購買應用程式內的商品 
輕資產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計 畫 整 理 自 蕭 佑 和 (2017)， https://meethub.bnext.com.tw/3%E5%88%86%E9% 

90%98%E5%B0%B1%E6%90%9E%E6%87%82%EF%BC%9A%E5%8F%B0%E7%81%A3%E9

%9B%BB%E5%95%86%E5%B8%82%E5%A0%B4%E6%A6%82%E6%B3%81%EF%BD%9C%

E5%A4%A7%E5%92%8C%E6%9C%89%E8%A9%B1%E8%AA%AA/。 

 

（一）企業對企業的電子商務(Business to Business, B2B) 

企業對企業之間的交易關係，透過網際網路企業間可以從事商業活動，整

合彼此之間的運作，重視關係的建立，包括電子訂單採購、投標下單、客戶服

務、技術支援等，使得資訊交換更加方便、供應鏈得以做更好的整合，交易模

式也變得更便捷、透明化，透過 B2B電商平臺企業能夠更簡單、穩定地找到

產品的上、下游。優勢是使企業間更容易了解所需物料與服務，獲得更詳盡的

資訊，以降低買賣雙方的交易成本。 

（二）企業對消費者的電子商務(Business to Customer, B2C) 

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易行為，主要是企業將商品型錄放在網站上，透過

全球資訊網對消費者進行行銷活動，提供充份的商品資訊以及友善的介面吸引

消費者，並提供客戶進行網路訂購的服務。B2C發展出了許多不同類型的服

務，包括入口網站、訂閱型電子商務（Subscription Ecommerce）、社交平臺都

有類似的導購功能，朝向個人化、個性化服務。 

（ 三 ） 企 業 對 企 業 對 消 費 者 的 電 子 商 務 (Business to Business to 

Customer, B2B2C) 

B2B2C電商平臺的第一個B指廣義的賣方（即成品、半成品、材料提供商

等），第二個B指交易平臺，即提供賣方與買方的聯繫平臺，同時提供優質的

附加服務，C即指買方，亦即綜合供應商、平臺商與消費者，讓供應商提供貨

品並透過平臺商提供的平臺及服務將貨品直接銷售給消費者，平臺商以平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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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為中心，提供商品上架、行銷廣告、帳務管

理、金流及物流等相關服務，同時滿足供應商和消費者的需求，更縮短了銷售

鏈，從生產製造、配送，一直到零售，進行全面性整合，也因為平臺讓供應商

擔當賣方角色，直接能與消費者溝通和交易，可使供應商獲得更高的利潤15。 

B2B2C把“供應商→生產商→經銷商→消費者”各個產業鏈緊密連接在一

起。整個供應鏈是一個從創造增值到價值變現的過程，把從生產、分銷到終端

零售的資源進行全面整合，不僅增強網路商家的服務能力，更有利於客戶獲得

增加價值的機會。該平臺幫助商家直接充當賣方角色，把商家直接推到與消費

者面對面的前台，讓生產者獲得更多的利潤，使更多的資金投入到技術和產品

創新上，最終讓廣大消費者獲益。此外，B2B2C電商系統定義包括了現存的

B2C和C2C平臺的商城營業模式，更將企業、個人用戶不同需求完全整合在一

起，縮短了銷售鏈。 

（四）消費者對消費者的電子商務(Customer to Customer, C2C) 

C2C電商平臺則是以消費者間的互相交易為主，而電商平臺主要負責管

理、匯流資訊，拍賣就是C2C電子商務中最知名的例子，每一位消費者透過競

價得到想要的商品，交易的雙方都是消費者，網站經營者則提供系統機制。

C2C電子商務強調消費者自行上網找喜歡的商品，賣家再寄送商品，網站經營

者不負責物流，而是協助市場資訊的匯集，以及建立信用評等制度。買賣兩方

消費者自行商量交貨及付款方式。此外，C2C交易模式其實不一定要透過電商

平臺，但在電商平臺上有較大的保障跟方便性。 

（五）APP 下載平臺  

隨著智慧型手機以及行動裝置幾乎人手一機的情況下，民眾隨時隨地可上

網，不需要透過個人電腦來連接網路進入電子商務網站，因此使用行動APP

來銷售實體商品的模式也越來越熱門，一些大型購物平臺透過架設APP，讓供

貨商或是開店者使用其APP面對行動商務消費者銷售商品。與前述表 1中所列

銷售模式有所差異之處在於，APP下載平臺會受到依附載具上所安裝的作業系

統版本影響，不同的系統版本將會決定APP下載平臺當中的應用程式是否能順

利運行。至於APP下載平臺的運作方式，主要為程式開發商（包含軟體和電子

書等）依循APP下載平臺所制訂的規則，將程式上架於APP下載平臺後供消費

者使用，而程式開發商則可分為企業與個人，消費端也可能為企業與個人。現

                                                      
15

 「B2B2C 是什麼？B2B2C 電商平臺比較」，https://easytorich.com/comparison-of-b2b2c/，《Dr. 

Dean² 的處方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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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的 APP 下 載 平 臺 ， 主 要 有 iOS (Apple) 銷 售 平 臺 為 App Store 、 Android 

(Google) 銷 售 平 臺 為 Android Market 即 Google Play 、 Windows Mobile 

(Microsoft)銷售平臺為Windows Marketplace、Black Berry (RIM)銷售平臺為

App World、Nokia銷售平臺為Nokia Ovi，且不同的硬體/載具品牌廠商即使同

屬 Android系統，也會自行開發 APP下載平臺，例如宏達國際電子的 HTC 

Enterprise App Store、三星應用商店（Galaxy Apps Store）、小米應用商店等，

惟其中仍以『App Store』和Google Play為全球主要的APP下載平臺。 

App Store是蘋果公司為其iPhone、iPod Touch以及iPad等產品建立和維護

的數位化行動應用程式發行平臺，允許使用者從iTunes Store瀏覽和下載一些

由iOS SDK(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軟體開發工具組)或者Mac SDK開發的

應用程式，且會依程式開發商的類型（企業或個人）收取不同年費，且根據應

用程式發行的不同情況，使用者可以付費或者免費下載，而在程式開發商上傳

程式提供審核時，會搭配人工作業來確認程式是否符合規範，假若程式被退件

而未能上架時，程式開發商也能透過和客服人員溝通，瞭解細節及後續處理方

式16，另外就職業培訓、健身和烹飪直播課程，用戶訂閱相關服務和產品時，

App Store 會收取30%費用。 

Google Play則是由Google為Android所開發的數位化應用發布平臺，包括

數位媒體商店，它作為Android作業系統的官方應用商店，允許用戶瀏覽和下

載使用Android SDK開發並透過Google發布的應用程式，使用者可以透過Google 

Play免費或付費購買應用程式。透過Play商店行動應用直接下載到Android或

Google TV裝置，也可以透過Google Play網站直接部署應用安裝在裝置上。欲

將應用程式上架至Google Play平臺時，需先申請 Google Play 開發人員帳戶，

並同意《Google Play 開發人員發行協議》，同時一次性付25美元就可以永久使

用17，在程式的審核上則主要為自動方式，故從申請、審核到上架完成的速度

會相當快。此外，Google Play平臺會針對上架的應用程式和應用程式內產品收

取相當於產品價格 30% 的服務費用，但大致上以程式中販售虛擬寶物、語音

授課服務為收取標的，電子票券、數位串流服務、免費程式等則不會被收取費

用18。 

                                                      
16

 取自本研究訪談紀錄。 
17

「 Play 管 理 中 心 — 如 何 使 用  Play 管 理 中 心 」 ，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android-developer/answer/6112435?hl=zh-Hant ，
《Google》。 

18
 「 Play 管 理 中 心 — 服 務 費 用 」 ，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android-developer/answer/112622?hl=zh-Hant；「Google 

Play 開 發 人 員 發 佈 協 議 」
https://play.google.com/intl/ALL_tw/about/developer-distribution-agreement.html；取自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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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APP下載平臺受智慧型手機和其搭載的作業系統影響，且現階段的作

業系統主要為Android與iOS（如圖  4所示），使得市場上的APP下載平臺以

Google Play和Apple App Store占有最大市場份額，對於程式開發人員而言，多

會希望所開發的應用程式能上架於觸及市場最廣的APP下載平臺；對手機購買

者而言，在購置手機時多會思考哪一種平臺和其所擁有的APP能為己身帶來最

高的價值，基於此一觀點，消費者的多歸屬特性將被侷限在作業系統的應用程

式商店、智慧型手機製造商的應用程式商店，或網路營運商的應用程式商店
19，網路銷售模式與國內各模式代表商家概況如表 2所示。 

 

 
資料來源：StatCounter (2020)，取自 https://gs.statcounter.com/os-market-share/mobile/worldwide，

本研究計畫重新繪製。  

圖 4 全球手機作業系統之市場占有率（2019/6-2020/6） 

 

 

 

 

 

 

 

                                                                                                                                                        
訪談紀錄。 

19
 Néstor Duch-Brown,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of Online Platforms,” JRC Digital Economy 

Working Paper 2017-0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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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網路銷售模式與各模式代表商家彙整 

經營模式 定義 代表商家 

B2B 
廠商透過平臺上提供產品介紹
及報價等，以進行企業與企業
之間交易 

台灣經貿網、Ebay 為企業服務
的 Ebay Business Supply 平臺 

B2C 
電商採購商品或服務，直接銷
售給消費者的商業模式 

國 外 的 Amazon ， 國 內 的
PChome 購物/24H、Yahoo!購物
中心、momo 購物 

B2B2C 
網路平臺招商，提供給供應商
平臺販售商品或服務 

Yahoo!超級商城、momo 摩天
商城、PChome 商店街開店賣
場、蝦皮商城、松果購物、樂
天市場 

C2C 
個人對個人的電商平臺，個人
和商家皆能開設賣場 

Yahoo!拍賣、露天拍賣、蝦皮
購物、PChome 商店街個人賣
場 

APP 下載平臺 

平臺提供應用程式開發商上架
應用程式，讓消費者得以下載
各類程式，惟 APP 下載平臺會
受到載具搭載的作業系統而有
所影響，可能造成應用程式不
一定相容及發揮應用功能 

App Store、Google Play 等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取自

https://report.twnic.tw/2018/StrategyTwoImproveTheQualityOfECommerce.html。  

 

綜言之，B2B模式主要透過企業與其上、下游廠商間的資訊整合交易，運

用網路科技整合供應鏈，以降低彼此的溝通成本；B2C模式則包含入口網站、

虛擬社群、電子商務與線上廣告等四種面向；C2C則是將眾多個體買方和賣方

聚集起來，以進行線上交易；B2B2C則係由網站提供開店平臺，有一致的上架

刊登頁面，網站可能會負責一部分的金流，但通常商家須負擔比B2C供貨商較

多的責任20。此外，App下載平臺則深受智慧型手機和其搭載的作業系統影響，

由於當前Android與iOS為全球兩大作業系統，使得Google Play和Apple App 

Store占有最大的市場份額，雖然Android系統為開源程式碼，進而讓各個手機

開發商能夠設立自己的App下載平臺（例如三星Galaxy App Store、HTC App 

Store），但因不同智慧型手機、平板所搭載的Android系統版本會有所不同，以

及App下載平臺間所採用的程式語言可能相異，導致程式開發者欲同時上架在

不同App下載平臺時，除了會先考慮當前普及或最新的Android系統和最為暢

銷的手機外，亦需熟稔各種相應的程式語言，故此一情況對業者來說為需留意

的成本。另一方面，當Android系統與iOS系統的版本或APP下載平臺需更新升

級，或定期檢視平臺中的應用程式時，業者亦須要配合調整所開發的App，同

                                                      
20

 孫文秀和翁堉珊，「我國 B2C 網路商店經營現況研析」，經濟部商業司委託研究報告 (2016)。 

https://report.twnic.tw/2018/StrategyTwoImproveTheQualityOfECommer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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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更新及配合相關規定21。 

三、數位平臺生態系  

文獻裡對生態系之討論，大多各別從經濟面、技術面、商業面與社會面等

角度探討，而Hein et al.(2020)
22則認為應整合前述各面向以成為新的典範，在

此一新的數位平臺裡將極度仰賴自發性中介者對數位平臺所做的貢獻，且具有

一些特性。首先從經濟面而言為互補者提供產品或服務的互補性，又可進一步

分為唯一互補性或超模組化互補性（supermodular complementarities），舉例而

言，唯一互補性指產品A的價值要能夠極大化需要搭配產品B，若沒有產品B

時則產品A無法產生作用，也可能產品A和產品B需同時存在；超模組化互補

性則指產品A的數量越多時會讓產品B的價值越大，APP下載平臺即符合唯一

互補性及超模組化互補性，亦即應用程式必須上架到APP下載平臺才有價值，

而應用程式的數量越多，APP下載平臺的價值越高。 

生態系的另一項特徵為世代性（generativity）23，例如互補者可以分享他

們的知識，以提出增值互補的新觀點，從而推動生態系統的生成，像是APP

開發商可以透過APP下載平臺瞭解其他應用程式的內涵，從而帶給自己製作新

應用程式的想法，進而產生數量更多和更多元的應用程式。在生態系裡的結構

性因素則是在描述行為者們在價值創造和價值提議間的交互作用，具備活動
24、行為者25及架構26等三項特性。綜言之，Hein等認為數位平臺生態系統由平

臺擁有者在數位平臺上實施治理機制，以促進平臺擁有者及自發性互補者與消

費者的生態系統間之價值創造所構成，亦即包含三個區塊，分別為平臺所有權

的狀態、生態系統中的價值創造機制和互補者的自發性，如圖 5所示。 

                                                      
21

 Néstor Duch-Brown,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of Online Platforms,” JRC Digital Economy 

Working Paper 2017-04 (2017)；摘錄自 App 開發商之訪談意見。 
22

 A.Hein, M. Schreieck, T. Riasanow, D. S. Setzke, M. Wiesche, M. Böhm and H. Krcmar, 

“Digital Platform Ecosystems” Electronic Markets (2020) . 
23

 定義為受到大量、多樣與不同等的群體所驅動，產出自發性改變的整體能力。 
24

 指在生態系中如何共創價值的離散行為。 
25

 指能使生態系裡供需雙方間的交得以協調之技術上的互動。 
26

 指可以扮演從事活動及產出不同貢獻的互補者及消費者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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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位平臺生態系的需求端。他們並不是解釋不同數位平臺生態系統之間差異的主要基

礎。 

資料來源：Hein et al.
27

 

圖 5 數位平臺生態系 

第三節 不同銷售模式的供應鏈及參與者交易關係探討 

依產業價值鏈資訊平臺之彙整，電子商務產業鏈可區分為上游的支援服務

業、中游的平臺服務業以及下游的銷售服務業三個部分，如圖 6所示。支援服

務業涵蓋所有支持電子商務產業核心發展所需的關聯業務，例如物流倉儲、資

訊系統建置、金流串接處理、資料分析處理以及行銷廣告等業務；平臺服務業

則包括提供店點開設管理、交易撮(媒)合以及資訊聚合服務之業者；銷售服務

業則涵蓋自有產品(服務)銷售、一般零售以及票券銷售服務之業者。若從網路

銷售模式觀點，因上游端著重於商品之物流運輸與資訊處理，與各種網路銷售

模式之直接關聯較低，故本研究就各種網路銷售模式可能引發之競爭議題，主

要著重在探討產業鏈中的中游與下游區塊。 

                                                      
27

 A.Hein, M. Schreieck, T. Riasanow, D. S. Setzke, M. Wiesche, M. Böhm and H. Krcmar, 

“Digital Platform Ecosystems” Electronic Markets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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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產業價值鏈資訊平臺，取自 https://ic.tpex.org.tw/introduce.php?ic=R300。  

圖 6 電子商務產業供應鏈 

B2C銷售模式的來源有兩種，一種是平臺開發商開發了電子商務平臺後，

自己組織產品銷售；另外一種是傳統的銷售商開發自己的電子商務平臺，從網

絡上銷售自己的產品，B2C需要組織採購與銷售，藉由獲取產品進銷價差而取

得自己的收益，物流服務及售後服務是此模式所面臨的挑戰。惟不論是哪一種

模式，均為供應者直接將商品或服務（透過網際網路）移轉至消費者端，因此

供應鏈關係相對單純，為商品或服務的買、賣交易，且消費者直接和供應商採

購商品或服務，係已認定和確知該供應商的概況，表示B2C雖為網路銷售模式

之一，但較偏向於傳統的單一市場，B2C當中的供應商只需投入資源於所經營

的消費群體，即能提高客戶黏著度和滿意度，來促成持續性的商業行為。 

若比較B2B及B2C模式，則可發現B2B和B2C銷售之間存在顯著差異，但

二者之間也有部分重疊。具體差異有B2B係建立個人關係而B2C則是建立交易

關係；B2B專注於人際關係而B2C則以傳達資訊為主；B2B為確保對雙方都有

利，故企業之間的溝通更加開放，至於B2C銷售人員必須要創建有影響力的廣

告，使消費者對產品產生需求，進而讓消費者更有意願瞭解所購買的商品，並

且需要簡化決策流程來提供用戶想要的東西；28
B2B企業通常需要瞭解和分析

受眾群體的統計數據，以決定市場上的定位，而B2C目標群體更加分散，銷售

人員需要重視在獲取客戶時的銷售管道；B2B企業更有可能想從專家那裡購買

服務或產品，以顯示自己的專業性吸引目標受眾群體，而B2C企業必須使用那

些可吸引客戶點擊廣告的相關標語，要能喚起消費者的情感。 

至於B2B2C則整合了B2B與B2C兩類模式，亦集結了B2C和C2C的優點（品

                                                      
28

 雨 果 網 ，「 B2B 與 B2C 營 銷 策 略 差 異 」，《 每 日 頭 條 》 網 站 。 取 自
https://kknews.cc/zh-tw/news/rn8br6n.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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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控管、人氣累積），對於採用B2B2C模式的供應商而言，並不須要如B2C一

般投入物流、倉儲系統和售後服務的管理成本。B2B吸引新消費者，最終並產

生新的銷售和潛在客戶，而B2C能夠為消費者提供新穎且有吸引力的服務或產

品，在B2B2C模式中則能簡化供應鏈，為消費者提供更加客製化的消費體驗
29。在此一模式中願意進駐平臺的商家通常著眼於：(1)平臺的高人氣可以吸引

顧客；(2)可以享受平臺所提供的優質配套服務，適合人力精簡的中小企業，

讓商家可以將主要心思放在產品上。 

電子商務平臺提供商城金流及物流等服務，通常收取一筆營業額5%的費

用，廠商就可以自行透過平臺提供的後台去上架商品，組織自己的行銷活動開

始銷售，許多知名網路品牌都是從拍賣網站開始，發展至B2C，再進而提供

B2B2C服務。隨著商業活動的發展，B2C、B2B2C模式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

但B2C和B2B2C平臺兩套經營模式仍不相同，例如B2C平臺公司較好掌控，有

較高的價格制定空間；B2B2C的平臺公司則著重招商。此外，B2C平臺的營收

模式為價差、B2B2C平臺的營收模式是手續費、服務費、物流費等，亦為兩模

式間的不同之處30。 

另一方面，C2C平臺開發商負責平臺本身的銷售以吸引更多的賣家和買家

來使用平臺的功能，且C2C不需要組織採購與銷售，而是由第三方付費取得平臺

己身的收益，且物流方面只能交給外在的物流系統來提供服務，控制性相對較

少。至於C2C拍賣模式只要提供一個平臺，媒合供需雙方的需求，便能快速衝

刺交易額，且隨著C2C的消費數據累積，也可推薦B2C的商品給消費者31，有

助於預先規劃倉庫商品種類和數量32，C2C模式的參與者交易流向如圖 7所示。 

 

 

 

                                                      
29

 Logmore, “From B2B to B2B2C Logistics”. 

https://archive.uea.ac.uk/~e680/energy/energy_links/electricity/Electricity_Gillian_Simmonds. p

df, 最後瀏覽日期：2020/6/13。 
30

 取自「網路銷售產業的市場競爭與產業生態」座談會之業界觀點。 
31

 此一情況會因業者的營運模式和經營策略而相異。據本研究專家座談會之意見，即使為同
一集團下的不同模式事業體，為了將流量留在自家公司裡，並不會將資訊共享。亦有採用
集團式經營方式的業者，會相互流用資訊。 

32
 Hami 書城，「蝦皮推 24 小時到貨，同業竟這樣表示…」，《Hami 新聞時事》網站。取自
https://blog.hamibook.com.tw/新聞時事/快讀_商業周刊 1584 期-精華版_蝦皮推 24 小時到貨
%EF%BC%8C 同業竟 /?p=23381；頓巴本西道黑白，「你不知道的三種電商運營模式：
C2C,B2C,F2C」，《每日頭條》網站。取自 https://kknews.cc/tech/8mb36vq.html，最後瀏覽日
期：2020/6/1。 

https://archive.uea.ac.uk/~e680/energy/energy_links/electricity/Electricity_Gillian_Simmonds.pdf
https://archive.uea.ac.uk/~e680/energy/energy_links/electricity/Electricity_Gillian_Simmon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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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Unknown ， 取 自

http://onu-mall.blogspot.com/2016/06/what-is-b2b-b2c-c2b-c2c-o2o-m2c-i2c-o

2p.html。  

圖 7 C2C 模式下各參與者之物流和金流關係 

依據不同銷售模式而產生的供應鏈情形可知，B2C和C2C較偏向於讓市場

的兩邊直接進行交易，抑或平臺本身即具其中一邊的身份對另一邊進行銷售。

例如B2C可視為B2B2C中，第一個B和第二個B均為平臺的經營模式，係由平

臺向供應商買斷商品再轉賣給消費者33，因而平臺本身僅做為中介功能的角色

相對較低，亦即有別於B2B2C模式中平臺所扮演的角色，平臺係媒介買賣雙方

進行交易而非直接成為交易的對象。另外，從供應商的角度來看，採B2C模式

表示可以藉由自建平臺方式接觸到消費者，也就有自己對於商品或服務的訂價

權，不須經由中介平臺；至於在C2C模式中，平臺主要提供媒合服務但不介入

金流和相關訂價約束，對商品或服務的規範亦較低，且商品或服務的價格係由賣

家自行設定，同時對國內平臺業者而言，B2C和C2C模式的收入並非業者的主

要盈利來源34，基此，平臺中介各方的功能，在此兩類銷售模式裡相對不明顯。 

然而，在B2B2C模式中，平臺的角色則相對鮮明，就國內供應商而言，面

對不同平臺商將有其需要支付的成本，同時為了獲取較高的流量，業者將選擇

流量相對高的平臺並投入相關資源，平臺在此模式中，主要對供應商收取入會

費和成交手續費，對消費者則未收前述費用，平臺對商品或服務的供應端有實

質訂價力35。 

雖然消費者在APP平臺下載行為屬於B2B2C模式，不過，因為APP下載平

                                                      
33

 彙整自本研究訪談紀錄。主要電商或大型通路業者，透過向供應商買斷商品再轉賣予消費
者的情況甚為普遍。 

34
 整理自本研究訪談紀錄。 

35
 此處並非指平臺會干涉商品或服務的訂價，而是指對於具備高流量的平臺而言，可以對商
品或服務的供應商收取較高的費用。 

網站 

消費者 供應商 

銷售商品 
購買商品 

投放廣告 

商品流向 

金錢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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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所搭載的硬體設備（智慧型手機或平板業者等）和作業系統種類與版本會影

響內建的App下載平臺，無法自由運用各作業系統的應用程式，因此，消費者

在選擇硬體設備時，即已經被決定可使用的APP應用程式，喪失多歸屬的選擇

性。 

參考Hsien (2017)之彙整（見表 3），國內B2B2C 電商平臺對賣家或供應

商各有不同規範的要求，在費用的收取上亦有所差異，同時在成交的手續費用

和信用卡分期、功能、行銷活動等條件上，均有其各自條款，對於賣家或供應

商來說，將評估其成本、效益和轉換成本。例如蝦皮初入市場時，即推出許多

費用全免之優惠、補助，大量吸引賣家或供應商進駐、刊登資訊，並藉此大幅

增加流量。由於網際網路本身帶來資訊透明之特性，賣家或供應商相對上容易

進行平臺間的成本比價，故平臺間需要有其差異化策略（例如是否自建倉儲系

統、是否能夠快速到貨），一方面提高市場競爭力，二方面則使賣家或供應商

不易評估轉換成本。 

為瞭解國內主要電商平臺是否彼此存在股權關係，本研究進一步運用經濟

部商業司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系統，彙整主要電商平臺之股權結

構，可知部分電商平臺屬僑外資身份，部份則為內資企業，如表 4所示。其中，

蝦皮為新加坡商之僑外資身份，其在進入台灣市場時，初期以補貼行銷方式吸

引用戶嘗試新服務，快速從C2C市集拍賣、B2B2C商城，再進化到 B2C自營

電商商城36；PChome網路家庭與露天拍賣同屬網家集團，原PChome網路家庭

主要網路模式著重於B2C及B2B2C，其轉投資之露天拍賣則專營C2C；生活市

集和松果購物則大抵上屬於創業家兄弟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網路銷售模式分別

為B2C及B2B2C，雖然部分平臺之間似有股權關係，惟其著重之營運模式不

同，所面對的消費市場亦存在差異，同時生活市集和松果購物雖屬同一集團，

但彼此間的數據並不會互相分享和販售數據，目的在於是為了把流量留在原有

的平臺上37。至於台灣樂天市場股份有限公司則基於集團運作的模式，集團內

的相關資訊會加以交叉和相互運用，以增進會員的忠誠度及擴大會員效益（例

如透過樂天信用卡的消費集點，可以用於折低台灣樂天市場的消費金額）38。 

 

                                                      
36

 盧 希 鵬 ，「 由 蝦 皮 崛 起 ， 看 台 灣 電 商 生 態 發 展 的 下 一 步 」， 取 自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8/05/09/shopee-next-step/，（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5 月 8 日）。 

37
 取自「網路銷售產業的市場競爭與產業生態」座談會之業界觀點。 

38
 彙整自本研究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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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B2B2C 電商平臺比較 

 YAHOO 奇摩超級商城 PChome 商店街 蝦皮商城 MOMO 摩天商城 Rakuten 樂天市場 

基本 

條件 
公司/行號 公司/行號/個人 

公司/行號/ 

有經營其他平台商成 
公司/行號 公司/行號/個人 

開辦費 

微型 

商店 

一般 

商店 

O2O 

票券 

開店 

方案 

開店 

+EDM 專案 $0 $20,000 $27,000 

$15,000 $15,000 $6,000 調整為$0 $10,000 

年費 $12,000 $36,000 $6,000 調整為$0 $0 
目前有三週年慶

免年費 
$36,000 

商品 

刊登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購物車 

處理費 
$2/車 $0 $0 $2/車 $0 

超商 

繳費手續 
$15/車 $0 $0 

$20/車 

(ibon) 
? 

成交 

手續費 

3C 

商品 

非 

3C 
票券類 3C 書籍 一般 

3%-5% 
3C 一般 

5% 

3.2% 5.7% 8% 2% 4% 5% 2.5% 5% 

信用卡 

(不分期) 
2% 

最低 1.5% 

銀聯卡抽 2% 
1.5% 2% ? 

信用卡 

(分期) 

3 期 3% 

0 - 

3 期 2.5% 

0 

6 期 3.5% 6 期 3% 

12 期 6% 9 期 4.5% 

24 期 8% 
12 期 5.5% 

24 期 6% 

預購單 

處理費 
2% - - 1% - 

物流服務 0 0 0 0 0 

近 28 天 7.644M 8.593M 14.26M 1.747M 4.64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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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 

平均瀏覽

頁數 
6.82 7.59 10.01 3.99 5.43 

平均瀏覽

時間 
5:44 5:52 8:47 4:07 4:11 

其他功能 

一般商店方案 開店+EDM 專案 

「假一賠二」承諾 

15 天鑑賞期服務 

到府收貨退貨無負擔 

動態密碼鎖 

$500/年 

(每支) 

樂天大學 

集點名店專屬活動頁製作 

商城首頁活動頁曝光 1 天 

開幕慶會員電子報(20 萬份) 

三個月期專屬輔導顧問 

會員 EDM 發送 

與製作功能 

逆物流處理費 全部方案 

到府收件方式$90/件 

全家超商退貨通方式$40/件 

店家專屬活動頁製作 

活動電子報 30 萬份 

主題式行銷活動 

可加購店家 APP 服務 

(安卓系統) 

行銷活動

工具 

滿額折/滿額贈/加 1 元多 1 件 

滿件折扣/階梯式折扣 

電子折價券 

超贈點紅利積點 

設定贈品&加購商品 

EDM 行銷工具 

會員 VIP 

EDM/電子報發送 

滿額折扣設定 

店家折價券 

集殺折扣 

現金積點折抵 

關鍵字廣告 

折扣活動 

官方主題活動 

網站未說明 

樂天超集點數 

主題活動 

樂天再行銷 

EDM 行銷 

Line 手指購物 

資料來源：Hsien (2017)，取自 https://hsienblog.com/2017/07/23/%e8%b6% 85%e7%b4%9a%e5%95%86%e5%9f%8e -%e5%95%86%e5%ba%97%e8%a1%97-%e8% 

9d%a6%e7%9a%ae%e5%95%86%e5%9f%8e-%e6%91%a9%e5%a4%a9%e5%95%86% e5%9f%8e-%e6%a8%82%e5%a4%a9%e8%b3%a3%e5%a0%b4/ ， 本

研究重製。  

 

 



27 

表 4 國內主要電商平臺之股權資料彙整 

 Shopee 蝦皮 PChome 網路家庭 MOMO 露天拍賣 Yahoo 奇摩＊
 博客來 

主要模式 B2C、B2B2C、C2C B2C、B2B2C B2C、B2B2C C2C B2C、B2B2C、C2C B2C、B2B2C 

股權狀況 僑外資  僑外資 僑外資   

公司名稱 
樂購蝦皮股份有限

公司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 

博客來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總額

(元) 
5,000,000 1,500,000,000 1,500,000,000 800,000,000 91,000,000 370,000,000 

實收資本

額(元) 
5,000,000 1,171,594,460 1,400,585,000 420,000,000 91,000,000 199,900,000 

核准設立

日期 
2015 年 3 月 4 日 1998 年 7 月 24 日 2004 年 9 月 27 日 2006 年 8 月 10 日 2004 年 8 月 4 日 1995 年 12 月 4 日 

董監與持

股 

職

稱 

姓

名 

所代

表法

人 

持有股

份數 

董

事

長  

胡

育

嘉  

新加

坡商

歡樂

蝦皮

拍賣

有限

公司  

500,000 

 

職稱 姓名 所代表法人 
持有股份

數  

董事

長  

詹宏

志   
1,592,427 

董事  
蔡凱

文   
1,461 

董事  
許介

立   
0 

董事  缺額  
  

董事  
曾薰

儀  

賽特資訊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8,907,864 

董事  
馮宏

璋  

賽特資訊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8,907,864 

獨立

董事  

游張

松   
0 

獨立

董事  

黃少

華   
0 

獨立

董事  
李遠  

 
0 

 

職

稱 
姓名 所代表法人 

持有股份

數 

董

事

長  

林啓峰  
大富媒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63,047,205 

董

事  
林之晨  

大富媒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63,047,205 

董

事  
蔡承儒  

大富媒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63,047,205 

董

事  
谷元宏  

大富媒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63,047,205 

董

事  
黃茂雄  東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5,470,000 

董

事  

SHIN 

SEONGBIN  

WOORI 

HOMESHOPPING CO., 

LTD.  

14,014,000 

獨

立

董

事  

王傑  
 

0 

獨

立

董

事  

謝易宏  
 

0 

獨

立

董

事  

陳宏守  
 

0 

 

職

稱 
姓名 所代表法人 

持有股份

數  

董

事

長  

詹宏志  
英屬開曼群島商 Ruten 

Global Inc.  
27,300,000 

董

事  

朴柱曼(JOO 

MAN PARK)  

瑞土商 EBAY 

INTERNATIONAL AG  
14,700,000 

董

事  
趙盈琁  

英屬開曼群島商 Ruten 

Global Inc.  
27,300,000 

董

事  
曾薰儀  

英屬開曼群島商 Ruten 

Global Inc.  
27,300,000 

董

事  
林奕彰  

瑞土商 EBAY 

INTERNATIONAL AG  
14,700,000 

監

察

人  

盧棟祥  
 

0 

監

察

人  

James 

Junghwan 

Moon  
 

0 

 

 職

稱 

姓

名 

所代表法

人 

持有股份

數  

董

事

長  

林

丕

容  

常福投資

有限公司  

19,000 

董

事  

謝

蓮

塘  

統一超商

股份有限

公司  

9,999,999 

董

事  

黃

瑞

典  

統一超商

股份有限

公司  

9,999,999 

董

事  

陳

玉

君  

力智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  

200,000 

董

事  

王

寶

銘  

統一超商

股份有限

公司  

9,999,999 

董

事  

姚

介

祥  

統一超商

股份有限

公司  

9,999,999 

董

事  

張

雅

如  

力智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  

200,000 

監

察

人  

吳

玟

琪  

仁暉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  

1 

監

察

人  

張

雅

玲  
 

143,000 

 

 Rakuten 台灣樂天市場購物 生活市集 東森購物 松果購物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NDk0MTgzMg==&banNo=24941832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NDk0MTgzMg==&banNo=24941832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NDk0MTgzMg==&banNo=24941832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NDk0MTgzMg==&banNo=24941832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NDk0MTgzMg==&banNo=24941832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NDk0MTgzMg==&banNo=24941832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NDk0MTgzMg==&banNo=24941832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xNjYwNjEwMg==&banNo=16606102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xNjYwNjEwMg==&banNo=16606102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xNjYwNjEwMg==&banNo=16606102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xNjYwNjEwMg==&banNo=16606102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NzM2NTkyNQ==&banNo=2736592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NzM2NTkyNQ==&banNo=2736592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NzM2NTkyNQ==&banNo=2736592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NzM2NTkyNQ==&banNo=2736592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NzM2NTkyNQ==&banNo=2736592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NzM2NTkyNQ==&banNo=2736592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NzM2NTkyNQ==&banNo=2736592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NzM2NTkyNQ==&banNo=2736592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NzM2NTkyNQ==&banNo=2736592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5NjkyMjM1NQ==&banNo=9692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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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模式 B2B2C B2C B2C B2B2C 

股權狀況 僑外資 僑外資   

公司名稱 台灣樂天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創業家兄弟股份有限公司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 松果購物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總額

(元) 
3,052,000,000 300,000,000 4,000,000,000 300,000,000 

實收資本

額(元) 
3,052,000,000 249,611,140 1,019,163,600 157,885,690 

核准設立

日期 
2008 年 2 月 22 日 2012 年 5 月 3 日 1987 年 5 月 21 日 2016 年 4 月 1 日 

董監與持

股 

職稱 姓名 所代表法人 持有股份數  

董事

長  
小林 正忠  

新加坡商 RAKUTEN ASIA PTE. 

LTD.  
305,200,000 

董事  渡邉崇  
新加坡商 RAKUTEN ASIA PTE. 

LTD.  
305,200,000 

董事  羅雅薰  
新加坡商 RAKUTEN ASIA PTE. 

LTD.  
305,200,000 

監察

人  

TING AI 

NEY  

新加坡商 RAKUTEN ASIA PTE. 

LTD.  
305,200,000 

 

職

稱 
姓名 所代表法人 

持有股份

數  

董

事

長  

郭書齊  
薩摩亞商 JOLLY WELL 

GROUP LIMITED  
2,181,958 

董

事  
郭家齊  

薩摩亞商 MARS 

INTERNATIONAL 

TRADING S. A.  

2,181,958 

董

事  
吳佩雯  

薩摩亞商 JOLLY WELL 

GROUP LIMITED  
2,181,958 

董

事  

中加顧

問股份

有限公

司  

 
49,260 

獨

立

董

事  

蘇志淵  
 

0 

獨

立

董

事  

林立弘  
 

0 

獨

立

董

事  

呂麗雯  
 

0 

 

職稱 姓名 所代表法人 
持有股份

數  

董事長  
王令

麟  
歡樂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126,904 

副董事

長  

趙世

亨  
歡樂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126,904 

董事  
廖尚

文  
東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6,637,500 

董事  
蔡紹

中  
旺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4,425,000 

董事  
李錫

欽  

聯維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  

442,500 

董事  
吳振

隆   
3,811,309 

董事  
楊建

國  
丰鼎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1,803,589 

董事  雷倩  東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9,726,660 

董事  
宋湘

嵐  
歡樂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126,904 

董事  
劉煌

基  
東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6,637,500 

董事  
馬詠

睿  
東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6,637,500 

董事  
何俊

英  
歡樂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126,904 

監察人  
陳世

志   
1,633,047 

監察人  
陳秋

綿   
0 

 

職稱 姓名 所代表法人 持有股份數  

董事長  郭家齊  創業家兄弟股份有限公司  8,500,960 

董事  郭書齊  樂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975,000 

董事  廖家欣  騰瑞資本股份有限公司  975,000 

董事  李鎮樟  
 

0 

獨立董事  陳宜楓  
 

0 

獨立董事  陳堯富  
 

0 

獨立董事  林羣期  
 

0 
 

*於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系統中並未列示董監與持股資訊。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Bar/queryInit.do，本研究計畫整理。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1Mzc2MTgyMw==&banNo=53761823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1Mzc2MTgyMw==&banNo=53761823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1Mzc2MTgyMw==&banNo=53761823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1Mzc2MTgyMw==&banNo=53761823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MjQ1NjQyNw==&banNo=22456427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MjQ1NjQyNw==&banNo=22456427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MjQ1NjQyNw==&banNo=22456427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MjQ1NjQyNw==&banNo=22456427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MjQ1NjQyNw==&banNo=22456427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MjQ1NjQyNw==&banNo=22456427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MjQ1NjQyNw==&banNo=22456427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MjQ1NjQyNw==&banNo=22456427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MjQ1NjQyNw==&banNo=22456427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MjQ1NjQyNw==&banNo=22456427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MjQ1NjQyNw==&banNo=22456427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yMjQ1NjQyNw==&banNo=22456427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0MzQ1NTUwOQ==&banNo=43455509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0MzQ1NTUwOQ==&banNo=43455509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0MzQ1NTUwOQ==&banNo=43455509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Bar/queryInit.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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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對國內電商平臺的分析39，PChome的平臺特色在於商品數量與樣式

眾多，且以3C商品為主軸，並強調24小時快速到貨，加上搜尋系統功能相對

完整，可吸引重視偏好數量多樣和快速到貨之客群；創業家兄弟（生活市集與

松果購物）則透過垂直整合加強品牌認知和消費者回購率，網站上品項係經過

挑選以增強價格競爭力，惟不強調運送速度；富邦媒（MOMO）則同樣以數

量規模化為經營策略，同時以女性商品為重點，近年建構自有倉儲系統，以提

高到貨速度；台灣樂天市場的商品核心為美食，並且運用集團資源來擴大會員

效益。此一現象亦符合文獻中所述，平臺業者需有多樣化和差異化發展，在市

場中彼此做出區隔後而有各自的商業位置。 

從2017年後，臺灣前5大電商平臺的市場占有率以及買家選擇情形，變化

程度極小，電商已出現大者恆大現象，相反的，臺灣中小型電商平臺則面臨國

內外電商平臺的激烈競爭。加上台灣幾大實力堅強的連鎖實體零售通路如家樂

福、全聯、全家、屈臣氏等，也愈來愈積極鞏固既有的線下城池，同時向線上

銷售展開進攻，不免對網路銷售市場造成相當的衝擊。惟流量仍掌握在大平臺

手上，特別是平臺商近兩年開始將更多經營重心轉移到傳統零售的大品牌上，

小賣家的離開，大平臺較不在意，原因在於平臺商百分之百跟原廠直接合作，

就能夠獲得最充足的貨源和更好的利潤。 

此外，各平臺之間主要的網路營運模式或有重疊與相異處，而不同模式間

的資本密集度亦不盡相同，加上即使同為B2C或B2B2C，其經營模式仍存有差

異，惟在同屬B2C或B2B2C的模式下，各平臺間並無相互投資之情事，僅在不

同模式上存在跨域投資（例如創業家兄弟集團旗下生活市集為B2C，松果購物

屬B2B2C）、擴大市場與消費族群之情況，且依本研究舉辦之「網路銷售產業

的市場競爭與產業生態」座談會會議紀錄及訪談紀錄，事業體之間的資訊是否

會共享和使用，會依集團的經營策略與營運模式而相異40。 

第四節 網路與實體通路之競爭關係探討 

網 路 與 實 體 通 路 之 間 的 關 係 ， 過 去 已 有 文 獻 探 討 ， 例 如 Peterson, 

Balasubramanian and Bronnenberg（1997）文章中認為網路與傳統實體店面為

平行通路，同時具備替代性及互補性41；Moynagh & Worsley (2001)亦認為傳統

                                                      
39

 麥樹仁，「垂直電商平台」，取自 http://makssin.blogspot.com/2017/08/8477tw.html（最後瀏
覽日期：2020 年 5 月 9 日）。 

40
 取自本研究「網路銷售產業的市場競爭與產業生態」座談會會議紀錄及訪談紀錄。 

41
 R. A. Peterson, Balasubramanian, S., & Bronnenberg, B. J. “Exploring theImplication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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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商店購物與網路購物會形成既競爭又互補的關係42。網路購物情境與傳統

實體商店最大的不同，在於有形商品的特性或其他內容無法直接與消費者接

觸。透過傳統零售通路進行購物時，消費者必須親自出門到店裡詢問價格、蒐

集產品資訊、觸摸產品，或甚至購買產品。若透過網路，則消費者不需要出門，

只要透過電腦介面就能完成購物活動。網站所具備的系統資訊可以儲存消費者

關鍵性的資料，能夠簡化消費者訂購的程序，帶給消費者購物的便利性，並且

建立顧客化的資料檔，以蒐集顧客的購物習性；傳統商店購物之所以吸引人的

首要因素是人際互動，透過購物的過程中可以與一同購物者或銷售人員產生互

動，因為人際互動所產生的愉悅勝過了購物本身，所以銷售人員就扮演非常重

要的角色，而這也是網路所無法替代的。簡而言之，實體商店在人際互動、可

親自評估產品與可直接取貨上享有優勢，而網路則在突破時空限制與個人隱私

上享有優勢。網路與傳統實體商店是平行通路，彼此同時具備互補性功能。以

下進一步說明國內網路與實體通路之發展歷程，以及彼此間之競爭觀點和案

例。 

一、臺灣線上和線下的發展歷程  

在全球電子商務較成熟的地區，線上流量成長已經趨緩，人們購物的形式

短期仍以線下為主，因此零售業者不得不加大力道擴張和整合線上線下，向全

通路零售邁進。根據此發展趨勢，本節先回顧臺灣線上和線下的四個發展階

段，然後說明目前和未來「智慧零售」之發展方向。 

臺灣線上和線下（Online To Offline, O2O）銷售之發展早在2000年就已開

始，當時網路頻寬成本快速下降，各式各樣 Web-Based 網路應用持續擴散，

企業藉由建設官方網站來行銷企業與商品形象，就已有O2O概念。隨著社群網

站、部落格等網路行銷趨勢產生，利用線上行銷引導客戶到線下消費，開始有

具體的O2O樣態，這屬於O2O發展的第一個階段。43
 

隨後台灣電子商務市場快速興起，實體通路商紛紛跨入電子商務領域建構

線上商務平臺，所謂的線上，已不再僅是用來進行行銷，而是可直接在線上交

易支付，然後再到線下取貨進行消費體驗，例如統一超商推出「7-net」電子

商務網站，結合實體通路的資源，讓消費者可以在7-net交易支付款項，然後

                                                                                                                                                        
Internation for Consumer Marketing”,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5(4),329-346 (1997). 
42

 M. Moynagh and Worsley, R. “Tomorrow’s Consumers: The Shifting Balance of Power”, 

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 1(3),293-301 (2001). 
43

 劉麗惠，「台灣 O2O 浪潮全面啟動」，商業周刊第 286 期，201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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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到實體通路的7-11取貨，這時期屬於台灣O2O發展的第二階段。44
 

2007年蘋果正式發布了首款蘋果智慧型手機iPhone，隨著台灣智慧型手機

無所不在，行動購物於2010年開始萌芽，直到2014年由行動商務與手機應用程

式APP所驅動之創新商務模式，可以透過掃QRcode或FB打卡獲得優惠，使台

灣進入O2O發展的第三階段。45
 

隨著資通訊科技持續演進，整合虛實通路的新型態商業模式也跟著推陳出

新，O2O營運模式變得更加複雜且多元，大抵上包涵四大面向，分別為：(1)

以行動商務為基礎的線上到行動(Online to Mobile, O2M)；(2)反向從線下實體

商店將顧客帶到線上商店購買的「線下到線上」(Offline to Online)趨勢，進而

演變成為全通路(Omni-Channel)概念；(3)利用巨量資料分析科技所發展出來的

客製化O2O銷售；(4)利用擴增實境或RFID等技術導入實體通路，進而發展出

來的O2O數位銷售，都屬於O2O範疇。O2O發展走向第四階段，即通路無所不

在，且具智慧化零售服務的O2O時代。46
 

能夠賺取最大利潤的零售商，通常能夠快速對消費者的購買趨勢採取應對

作法。如今，大數據分析正在加速零售業的發展，使用大數據來預測行銷趨勢、

分析消費者行為和判斷庫存量，以準確針對消費者行銷和擴大企業營收。全球

零售產業正處於轉變中，未來零售產業面貌將與目前大不相同，預期整合線上

線下與創新科技將會邁向「智慧零售」，帶來產業變動與價值創新的風潮。消

費者行為已成為創新O2O的重要關鍵，業者推動的概念將不只在於銷售，而是

要更深刻了解每個顧客，以提供完整且優質的購物及品牌體驗。對電子商務產

業來說，O2O 不只能夠跨業和跨域，還能夠整合線上線下會員資料，進而利

用這些數據資料，為各品牌帶來管理上的革新，重構品牌價值，實現全通路零

售。 

如今進入「智慧零售」，虛實融合時代不可忽視的四大行銷關鍵，即：(1)

廣告阻擋軟體的興起，使口碑、內容或網紅行銷的重要性提高，而傳統線上廣

告行銷重要性則下降，顧客表明「真實性」是影響購買的關鍵；(2)影音內容

行銷越來越受歡迎，新零售商順應影音浪潮有非常多的發揮空間；(3)提升自

然搜尋流量 (Organic Search) 成為電商努力的方向，即透過了解搜尋引擎的運

作規則來調整網站，以及提高目的網站在有關搜尋引擎內的排名；(4)使用者

面對聊天機器人的數量愈來愈多，業者可透過AI圖像辨識技術等方式不斷改

                                                      
44

 同前註。 
45

 同前註。 
4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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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聊天機器人功能，讓使用者體驗行銷科技之互動，將在品牌端扮演舉足輕重

的角色。根據尼爾森調查，台灣消費者對零售通路的新科技接受度頗高。47
 

由此可見，電子商務線上和線下之銷售競爭界線早就變模糊，雙方業者都

投入資本佈局不同的銷售管道，爭取更多的潛在消費者流量，所以導致競爭成

本逐漸提高。2019年台灣零售業普遍面臨營收下滑、毛利緊縮的經營困境，實

體客戶族群逐漸流失，O2O效益也難以評估，對新科技導入普遍處於觀望。至

於，臺灣線上和線下之銷售競爭情況，說明如下。 

二、臺灣業界對線上和線下之銷售競爭看法 48 

相較於中、美、東南亞電商業者都積極從線上走入線下，為什麼臺灣電商

平臺在實體零售的佈局顯得安靜許多？在美國，全球電商霸主亞馬遜接連推出

了實體書店、Amazon Go無人商店，以及四星評價商店，還大手筆併購全食超

市(Whole Foods Market)；另一邊在中國大陸，阿里巴巴則是兵分多路，除了

自己打造出盒馬鮮生這個新零售樣板，也透過投資併購，大力改革銀泰商業和

大潤發等傳統零售通路；同時阿里巴巴還扮演技術平臺角色，在過去兩年來協

助1,200個品牌，總計超過20萬家線下門市走向數位化轉型。除了東、西方兩

大電商平臺進軍線下的動作頻頻，另外如京東、騰訊也對線下零售有諸多佈

局，甚至近來連外送服務新創公司honestbee都開始在新加坡開設大型科技超市

餐飲複合店，並計畫未來還要推到其他東南亞市場。 

以下茲整理相關研究對線上和線下銷售競爭的看法。 

（一）臺灣電商市場戰況膠著，無力分心開拓線下新局49 

相較於中、美、東南亞電商業者都積極從線上走入線下，根據《數位時代》

採訪主任何佩珊2018年文章指出：「臺灣幾大電商平臺如PChome、momo、

Yahoo奇摩，雖偶有一些實體通路的小嘗試，但整體來說都還未將線下佈局放

在第一位，這種線下佈局國外積極、國內不積極的情況，可能與臺灣電商市場

戰況膠著有直接關係。雖然臺灣電商市場明顯有一批領先族群，但不同於中國

大陸和美國市場都有一家獨大廠商的現象，臺灣的電商平臺卻一直無法拉開彼

此的領先差距，也讓各家業者對網路這塊主戰場都不敢輕易鬆懈，進而遲遲無

                                                      
47

 沈 勤 譽 ，「 Omni 全 通 路 體 驗 時 代 來 了 ！ 零 售 業 數 位 升 級 的 4 套 劇
本」， https://fc.bnext.com.tw/omni-channel-retailing/。91APP 編輯小組，「2019 虛實融合不
可忽視的四大關鍵」，https://www.91app.com/blog/2019-four-key-point-of-new-retail/。 

48
 數位時代，「線上爭到線下？台灣電商的前景仍然不明」，2018 年 11 月 12 日。王建彬，「零
售 4.0 發展趨勢」，http://www.apiaa.org.tw/information_show.php?pid=5&sid=14&id=700。 

49
 數位時代，「線上爭到線下？台灣電商的前景仍然不明」，2018 年 11 月 12 日。 

https://fc.bnext.com.tw/author/autho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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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撥出資源去開拓線下新局。如MOMO總經理林啟峰不諱言，他們雖然密切

關注亞馬遜和阿里巴巴的無人店發展，但考量到自行研發無人店所付出的投資

和回收不成比例，所以不會列入他們的優先考量，在可預見的未來也沒有相關

計畫。缺乏一家獨大的電商霸主，也顯示出市場上的玩家都還不夠大。實際上，

不論PChome還是MOMO，臺灣最大的兩家電商平臺市值都未超過300億元，

要以這樣的規模去併購線下通路，絕非易事。」 

（二）自建實體通路缺乏效率，還要有長期虧損準備50 

電商平臺可以選擇併購或自己建立線下通路，自建線下通路所投入的初期

成本或許不如併購來得高，卻要面臨找人、找地、建系統等諸多營運面的難題，

這些問題也會讓線下發展變得緩慢。 

臺灣電商平臺缺乏一家獨大的電商霸主，當他進入實體世界面對的是不同

的規則，其網路上的地位不會對他有很大的幫助，因為臺灣銷售市場實體經營

所占比重在2018年仍高達90.55%，B2B銷售占比8.0%，B2C只占1.5%。所以，

B2C電商平臺之規模仍相對不大，更何況缺乏一家獨大的霸主。何佩珊文章指

出：「過去相當知名的「微風條款」可知，線下有線下的一套遊戲規則，電商

做為實體零售新兵，必須得先證明自己的銷售能力，才能贏得品牌供應商的信

心和支持，然後才有機會同時在線上線下存活。而且回顧這些年，在電商崛起

的同時，實體通路的競爭並沒有因此趨緩，如屈臣氏臺灣董事總經理弋順蘭指

出，即使不考慮電商帶來的影響，單從臺灣整體零售產業營收成長幅度追不上

新開店數的成長速度，就可以知道實體零售本身有多競爭。曾有過經營實體藥

妝和百貨經驗的林啟峰也表示，在競爭者更多、利潤更薄的狀況下，現在如果

要投入實體店經營一定會比過去更辛苦，勢必得做好長期燒錢的準備。但在電

商獲利也相當挑戰的今天，是否有餘力去承擔這樣的長期虧損？他說：「做實

體店是一個真的要想清楚的事情。」」 

（三）無關股權的合作負擔小，但效益相對不彰51 

臺灣電商平臺在實體規模仍有限的情況下，何佩珊文章指出：「目前看來

臺灣電商平臺最可能的線下發展模式，或許是以不涉及股權的方式和線下品牌

門市合作線上線下的串接。採取這個模式對電商平臺的負擔相對較輕，卻也存

在挑戰。首先要問的是，臺灣電商平臺是否已經準備好和線下商家串接的技術

能力？第二，在這樣的合作模式成為常態之前，可以預期電商平臺要和個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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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前註。 
5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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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之間的溝通，恐怕會比解決線上線下串接技術問題還要來得更耗時且費力。

還有在相對不緊密的合作關係下，彼此缺乏長期承諾，各有各的發展方向和目

的，也未必會是彼此唯一的夥伴，自然在資源投入、決策速度等各方面，都會

有更多顧慮，也就可能會缺乏全力發展的決心和執行力。純電商很難取代實體

零售門市，為了擴張版圖，全球兩大電商巨擘亞馬遜（Amazon）與阿里巴巴

不約而同開始跨足實體零售通路，打破過去線上線下二分法的鴻溝，企圖結合

電商、實體門市、大數據分析、物流及多元支付方式，打造全線上線下的全通

路（全零售）時代。臺灣未來線上線下的發展，如前面所述有待觀察，不過可

以說目前雙方的競爭仍不明顯，但從國外發展來看，未來很有可能會逐漸邁進

競爭之行列。」 

（四）O2O 體驗模式的重要性日漸增加52 

王建彬（2015）就已經提出「在未來的商業服務業環境中，實體場域與虛

擬通路形成的線上購買與線下消費的O2O合作模式將會日益重要，此一模式的

興起代表實體服務業與虛擬銷售之間的關聯性將會大幅提高。以國人熟悉的便

利商店服務而言，除了提供實體商品銷售服務之外，透過店內多媒體自動販賣

機也可以取得交通服務、公共服務、金融服務等服務項目，其他線上服務，如

網路折扣團購、線上購物取貨等服務也逐漸把實體服務網路納入其中，因此在

未來的新興科技導入環境中，除了整合服務提供者的作業流程之外，新興科技

的應用也必須能夠提供跨業態、跨場域的服務功能，使消費者可以在新興科技

的整合上獲得更好的服務體驗。驅動O2O模式的因素，主要來在於創新經營模

式的變革帶動新興科技的採用，使消費者可以獲得更好的服務體驗過程，解決

傳統服務業無法儲存服務能量、必須現場消費服務等困境，使消費者可以透過

延遲消費、分散消費時段、小眾集合訂購折扣等方式獲得更好的服務體驗，並

使服務設計更加貼近消費者的生活型態與需求。」 

（五）新興科技增加實體通路購物機會53 

根據王建彬（2015）的觀察，「在智慧型手機、物聯網、近場感測技術等

新興科技驅動下，未來消費者進入的服務場域將更為智慧化與個人化。一般的

經驗顯示網路購物對於實體零售通路會產生巨大的競爭影響，消費者會捨棄到

實體店面購物而轉向網路購物，但Google對於美國消費者的研究顯示，當消費

者花在智慧手機搜尋購買資訊時間越長，他們也會花越多時間在實體店面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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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彬，「零售 4.0 發展趨勢」，
http://www.apiaa.org.tw/information_show.php?pid=5&sid=14&id=700。 

5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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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顯示出智慧手機所具備的新興科技將會改變消費者對於網路購物的體驗，

形成另一種新的消費體驗趨勢。」 

（六）新興科技驅動創新服務體驗，增加企業競爭力與差異化服務 54 

王建彬根據歐美國家的發展歷程，指出「未來商業服務業將會大量運用無

線技術、個人化裝置技術，結合企業的流程管理與行銷服務，達到大量個人服

務的階段，智慧手機、穿戴裝置、3D輔助技術等新興科技都將是未來商業服

務環境可望導入的新興科技應用。」 

（七）平臺服務商興起，創造線上參與者和未參與間的競爭  

對於服務業廠商而言，以往必須自行建置佈署新興科技體驗平臺，現在則

可透過協力廠商的服務完成，由於新興科技的導入，使得成本日漸下降。平臺

業者雖然可以專注在整合個別系統以提升供應商或賣家的經營效率，創造與業

者共同獲利的模式，如EZtable透過手機與行動裝置介面，協助餐廳與消費者

彌補訂位的供需落差與時間差的問題，但平臺業者也對其他未參與線上平臺的

實體業者產生了替代和競爭效應。 

（八）由創新經營模式發展新興科技應用體驗55 

王建彬指出：「O2O模式中，金流虛擬化、消費體驗過程是由不同階段廠

家聯合起來（如團購網與餐廳之間的關係）、線下消費體驗過程決定下一次的

線上消費動機等等模式，都與傳統服務業利用新興科技優化自己服務流程與能

量的情形不同，呈現出「多重裝置、多重場域、多重體驗」的新興科技應用模

式。在新的服務模式下，消費者的購買行為與服務傳遞過程被切割成為不同廠

商所提供，社群口碑、使用體驗回饋、場域基礎（Location Based）的即時促

銷團購等新興技術應用都將是服務業必須考慮應用的技術範圍，如何提升科技

廠商與服務業廠商的媒合效果，使消費者能在O2O模式中獲得更好的體驗服

務，智慧手機的應用將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如何利用手機、App、行動社

群技術提升消費者在O2O模式的體驗也將是未來服務業的發展重點，O2O經營

模式加入智慧手機裝置之後的服務需求變化值得加以重視。」 

 

 

三、臺灣線上和線下銷售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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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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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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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Chome 進軍生鮮案例56 

從2018年底，PChome就開始投入冷凍品項，其中包含和牛、海鮮等，未

來，PChome還要上架更多名店美食。PChome網路家庭股東會上，宣布2019

年的物流規劃，除智慧物流中心計畫外，還會持續布局冷鏈物流以及快速到

貨，下一步才會開始投入冷藏溫層。進攻生鮮市場時，超商、超市是否為未來

的競爭對手？PChome表示，未來將與實體通路聯手，以O2O的方式切入生鮮

市場，與超商、超市應該是朋友，不會是對手，因為布建生鮮食品一定要有超

市的合作夥伴。 

（二）東森大舉發展 O2O 實體店案例57 

東森國際轉投資東森新聞雲公司於2019年更名為「東森新媒體控股公

司」，旗下設立新聞雲、寵物雲、星光雲、電競雲四間子公司，宣示東森新聞

雲除新聞、影音與廣告外，也將深耕寵物、娛樂、電競等產業，朝向O2O線下

多元方向經營。 

在娛樂產業方面，新成立的「星光雲」公司將植基於ETtoday星光雲粉絲

團，並專注於娛樂媒體、演藝事業發展，朝全方位娛樂公司邁進；「電競雲」

公司未來除將與各縣市政府共同主辦大型電競賽事活動，提供電競影音內容

外，也將打造電競社群平臺；而「寵物雲」公司則善用寵物雲近160萬的粉絲

支持基礎，專注於寵物市場開發，於2018年11月開幕13家東森寵物雲直營門

市，結合擅長的電商、媒體及粉絲團、社群操作，藉由線上線下的整合，打造

全方位寵物生態鏈。另外，從2019年5月併購香港跨境電商「草莓網」，迅速提

升跨境購物業績，10月分更收購「自然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實體店

面提供線下服務。所以，東森進入寵物、保養品及保健食品實體店，可能與其

他實體店產生競爭。 

（三）全聯從實體出發做好「電子服務」58 

台灣連鎖超市龍頭全聯表示單單靠規模力已經不夠，虛實整合是一定要走

的路。全聯不打算做電子商務（e-commerce），但計劃做電子服務（e-service）。 

全聯的第一步，就是與供應商共享各店即時銷售情報。2019年1月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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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倚華，「進軍生鮮衝 5 億營收，PChome 總經理：超市是伙伴，不是競爭對手」，2019 年
6 月 17 日。 

57
 葛翰勳，「O2O 整合奏效，東森電商、新媒體營收創新高」，2018 年 12 月 17 日；沈培華，
「發展 O2O 實體店，東森大舉擴店及招聘」，2019 年 1 月 30 日。 

58
 何佩珊，「全聯不做電子商務要做電子服務，第一步對供應商開放即時銷售數據」，2018

年 12 月 11 日。 

https://tw.strawberrynet.com/
http://www.nb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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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和全聯往來的供應商將可以即時掌握全聯在全台近千家門市的進貨、銷售和

庫存資料等各種銷售情報，而不再是將貨送進統倉後就音訊全無。要做到即時

銷售數據傳輸，每家門市最基本的配備就是WiFi連網環境，而且因為商品是不

斷流轉的，所以只有門市連網還不夠，必須從供應商端到物流中心，再到每一

輛車都具備連網能力，才能真正做到訊息即時更新。 

這樣的環境和系統建置完畢後，不只供應商可以即時知道自家的每一件商

品在每一家全聯門市的銷售數據，即時掌握市場狀況做更精準的庫存調配，也

可以作為未來商品開發的參考；就消費者端來看，未來在出發到門市之前，即

可先確認該門市是否有需要且足夠量的商品可以購買。全聯規劃未來消費者只

要透過手機上的全聯App，就可以完成支付和商品購買。 

（四）台灣連鎖藥妝屈臣氏由實體邁向數位轉型59 

屈臣氏認為自己的優勢是可以提供美妝和健康諮詢，而不單純只是提供快

速和方便的便利商店，或是變成一個純粹用來展示的體驗空間。屈臣氏集團在

2012年宣布投資港幣10億元（約新台幣40億元）發展數位科技，2014年在台灣

開啟屈臣氏網路商店。2018年4月開幕的品牌概念店—Tech-Fun玩美概念店，

除了在門市的色調、櫃位、裝潢做改變，也加入更多科技元素，如虛擬化妝機

Style.me、點點購虛擬貨架、Makeup Station試妝站、自助結帳機台等。屈臣氏

還推出Watsons App 2.0更新版本，以及隨之而來的屈臣氏自有支付工具

Watsons Pay等。 

屈臣氏不是只有電商團隊要扛電商的業績，而是從行銷、IT到門市人員，

從上到下，人人都得把電商納入個人績效評量。相對地，電商部門也要對全店

業績負責。屈臣氏奉行的方向則是「O+O」，也就是線下加線上，即在屈臣氏

網路商店下單的客戶，約有兩成會選擇到門市現場取貨。這時門市人員的服務

如果到位，扮演現場購買的「觸媒」，就有機會利用線上商店引導進來的客戶，

為實體店創造額外業績。反之，透過實體購買發送網路門市折價券的作法，線

下顧客也可能被引導到線上。 

屈臣氏集團2019年特別成立Data Lab數據分析團隊，目的就是要讓門市數

據、會員數據、銷售數據到產品和社群反饋，都可以跨部門串聯、相互作用，

然後發揮更大的數據價值和力量。 

第五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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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佩珊，「坐穩台灣連鎖藥妝龍頭，那些屈臣氏背後你沒看到的事」，2018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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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中較少探討網路銷售的明確定義，大多數關注電子商務所涵蓋的範

疇，惟經過比較和對照，網路銷售與電子商務的核心概念為「商品或服務的所

有權移轉係透過網際網路完成者」，而電子商務尚包含資訊流和金流等面向，

考量本研究主題，故將網路銷售定義為「透過網際網路為媒介，完成相關交易

或商業活動，將商品或服務的所有權移轉，且未考慮廣告、金流」。 

其次，當前較普遍的網路銷售模式包含B2B模式、B2C模式、C2C模式及

B2B2C模式等，不同模式間有其獲利的主要方式，與對平臺雙邊或多邊的使用

者有著相異的影響力。至於APP平臺下載行為雖屬B2B2C模式，但因為APP下

載平臺所搭載的硬體設備、作業系統種類和版本會影響內建的App下載平臺，

無法自由運用各作業系統的應用程式，也可能會造成已上架的應用程式產生不

相容、無法發揮功能的情況，不像以網路為媒介採用B2B模式、B2C模式、C2C

模式及B2B2C模式等，不會受到載具限制、只要能連上網路即可運用，因而使

得App下載平臺有別於前述銷售模式。 

再者，若以國內的主要電商平臺業者而言，可能會透過成立不同事業體來

進行不同的網路銷售模式，且各電商平臺也會在市場上找尋利基點以利於在市

場上突顯差異化、彼此競爭，同時就公開資料而言，各電商平臺間並無相互投

資之情事，惟平臺內存在不同模式的跨域投資，事業體之間的資訊是否共享和

使用，依集團的經營策略與營運模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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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網路銷售市場的界定與限制競爭行為 

本章從產業理論來看廠商為了提高自己的績效，在不同的產業結構下採用

不同的競爭策略，如垂直限制、水平限制等，以下分別加以說明。另一方面，

限制競爭行為有可能違反限制競爭之虞時，主管機關會因行為樣態不同，加以

考慮當事人的意圖、目的、市場地為、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實施

情況對市場競爭的影響等綜合判斷，因此，市場界定在某些行為樣態中顯得重

要，因此，本章也就網路銷售市場的界定問題加以討論。 

第一節 可能涉及垂直限制競爭疑慮之類型 

傳統上，對於產業分析著重於S-C-P（結構-行為-績效）的探討，即研究

產業間或產業內的市場結構、廠商行為與經營績效的異同，產業經濟理論的基

本論述是指，產業的市場結構會影響到廠商的市場行為，而產業的市場結構與

廠商的市場行為則會共同影響到廠商的經營績效，這三者間的影響關係就是產

業經濟分析的SCP模式（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廠商在不同市場結

構（獨占、寡占、獨占性競爭和完全競爭），利用不同行為（如定價、廣告、

策略、研發、銷售策略…等），來提升自己的經營績效（生產效率、利潤、成

長）。為了提高廠商自己的績效，廠商會採用各種不同的策略來達成其經營績

效，如垂直限制競爭（獨家交易、價格限制、轉售價格限制、廣告限制…等），

但各種不同的策略常有違背市場競爭原則的疑慮，尤其在數位經濟時代下，各

種不同的創新策略及變化，已經不是傳統競爭法所能規範。 

「垂直交易限制」（vertical restraints）為全球市場中常見之行銷安排，其

定義為事業基於商業策略之考量，利用「經銷」或「代理」方式，授權下游業

者代其銷售產品或提供服務，同時，往往會在相關的經銷或代理契約中，要求

下游業者須遵守關於銷售價格或非價格的特定交易條件，前者如維持「最低」

或「最高」轉售價格於一定的價格水平，又稱限制價轉售價格（RPM,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後者較常見者，則如「排他交易」(exclusive dealing)、「經

銷區域限制」 (territorial restrictions)，或「搭售」(tying )條款等，即所謂的「垂

直非價格交易限制」（Vertical Non-price Restraint）。 

從經濟分析角度，為避免經銷商進行「搭便車」行為問題；上游業者會採

用「搭售」、「排他交易」、「區域或顧客限制」等交易限制，要求下游業者須遵

守關於銷售價格或非價格的特定交易條件，以維持產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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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垂直交易限制理論中，可分為哈佛學派主張的反競爭勾結理論及芝加哥

學派主張的促進效率理論，哈佛學派主張的反競爭勾結理論認為1.限制轉售價

格可以用來促成下游經銷商勾結（dealer cartel），下游經銷商聯合要求上游製

造商制定高於競爭的價格，以避免彼此削價競爭，保有高利潤；2.限制轉售價

格可以加強維持上游製造商的勾結：亦即減少成員間彼此的欺騙行為，以長久

維持較高價格的聯合行為。芝加哥學派主張的促進效率理論則認為1.委託代理

人理論限制轉售價格將引導經銷商，促進經銷商做出有利於品牌利潤的行為；

2.經銷商透過固定零售價格，將使經銷商更有誘因從事促銷宣傳行為。 

OECD(2008)列舉了4項限制競爭效果及7項促進競爭效果的作法，美國司

法部門更是利用轉售價格的限制來檢視製造商勾結、排他，零售商勾結、排他

等四種情況，來了解限制轉售價格是否有反競爭現象。 Iacobucci andWinter 

(2015)
 60指出，垂直交易限制規範的一般上位原則，應包含經濟分析、個案事

實、垂直交易行為對市場競爭效果的考量。垂直交易約定可廣義地從垂直交易

契約所產生的「交易成本」的角度來檢視其「效率」，就「控制」交易成本的

功能而言，「垂直結合」與「垂直交易限制」往往具有替代性，只是二者的實

施成本可能有異，其中事業為解決垂直交易關係中的「雙重邊際化」問題，可

能選擇進行垂直結合，或以最高轉售價格減少經銷商利潤的「垂直交易限制」

方式來控管。此時主管機關若錯誤地禁止其中一項控管選項，可能會迫使事業

採取另一種成本較高且較無效率的控管手段。 

各國於運用競爭法規範非價格垂直限制時，普遍均會採行「合理原則」

（rule of reason）的審查標準，將垂直限制的反競爭與促進競爭效果同時納入

考量，以及其在法律上的最終評價，我國依2015年2月公平交易法第19條：「事

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

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前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及公平

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5條：「本法第19條第1項但書所稱正當理由，主管機關得就

事業所提事證，應審酌下列因素認定之：一、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

率或品質。二、防免搭便車之效果。三、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四、

促進品牌間之競爭。五、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等規定考量。 

然而，近來商業模式日新月異，再加上網路行銷興起，網際網路已成為電

子商務時代不可或缺的交易管道，對於網路經銷、製造商或供應商施以影響或

限制經銷商定價的措施，將產生限制品牌內競爭效果之可能，且垂直限制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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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Iacobucci and Winter, R. A.,“Vertical Restraints Across Jurisdictions,”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Economic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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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與對市場競爭的可能影響更形複雜。涉及垂直交易限制而引發競爭法評價的

必要性爭議，也相對層出不窮。綜觀常見的爭議內容，以「非價格垂直限制」

約定居多。 

以「經銷區域限制」約定為例，檢舉廠商通常會主張，該約定剝奪了經銷

商間進行「跨區競爭」的可能性，刻意創造下游市場的區域獨占經銷商，上游

業者亦可透過此一安排進行差別取價。另外，具市場地位的事業則可利用「搭

售」安排，讓被搭售產品市場中的競爭者難以與其競爭，而將其市場力由原先

的主要產品市場延伸至被搭售產品市場。同理，具市場力的廠商可藉由「排他

交易」安排，減少競爭對手的交易與實現經濟規模的機會，進而封鎖市場既存

或潛在競爭。相對的，經濟學理上對於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在促進競爭效果上

早有諸多的論述，較常被提及者，乃垂直交易限制具有解決上下游獨占問題、

避免對銷售服務的「搭便車」行為、促進「不同品牌間競爭」，以及控制產品

品質等。 

以下分別簡介獨家交易限制競爭、線上銷售限制、轉售價格限制、價格廣

告限制、最惠客戶限制等行為類型。 

一、獨家交易限制競爭  

所謂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係指購買者或銷售者透過契約的約定方

式，承諾只銷售於特定的購買者或銷售者，購買與供給一種或多種產品的市場

交易行為(Hovenkemp, 1985 
61

)。獨家交易契約是在限制交易相對人向第三人

「取得」商品或服務，或限制交易相對人對第三人「提供」商品或服務自由的

條件下，所進行的市場交易行為。此行為可能導致原市場中買賣雙方可自由選

擇交易對象，被限縮為只能與特定對象進行排他性之交易。 

獨家交易是常見的交易行為類型62，從競爭法的角度觀之，獨家交易具有

促進競爭效果。另一方面，獨家交易也會對競爭對手產生「封鎖–排除」

(foreclosure-exclusion)，提高市場參進障礙、提高競爭對手成本、便於聯合行

為的形成與維持等限制競爭效果。 

由於獨家交易涉及不同交易行為，Frasco(1991) 
63說明獨家交易與搭售

(Tying)的關係，購買者只有向賣方購買被搭售產品(tying product)之後，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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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購買搭售產品(tied product)的權利。在實務上二者的界線有時不易界定，

例如將第一種產品視為搭售產品，將後面購買的相同產品視為被搭售產品，此

時的獨家交易則視為搭售。Whinston (2001)
64

 探討Microsoft透過採取獨家交易

的搭售方式，以排除競爭對手和潛在競爭對手。Microsoft與OEM廠商簽訂，

使用涉及其Web瀏覽器Internet Explorer各種形式的排他性的契約，以及試圖將

Internet Explorer與其Windows操作系統搭售使用。從1996年開始，Microsoft對

獲得OEM廠商提出了要求，他們無法在Windows桌面刪除Internet Explorer，也

不能在桌面上放置任何大於Microsoft的圖標，且無法修改啟動順序。從1997

年發布Internet Explorer 4.0開始，Microsoft還與OEM廠商針對網際網路內容簽

訂了排他性合約，將Windows Channel Bar搭售在一起，從而使啟用Windows 

Active Desktop的消費者可以更輕鬆地連接到內容提供商的網站，使Internet 

Explorer成為首選的瀏覽器。由於Microsoft與OEM廠商的授權契約中，禁止

OEM廠商將Microsoft的Internet Explorer的瀏覽器從作業系統桌面移除，將增

加OEM廠商安裝其他Microsoft競爭對手瀏覽器產品的成本，具不當限制競爭

行為。 

「獨家交易或稱為排他性交易，有兩種型態；一為獨買，另一為獨賣。前

者指上下游間（即交易相對人間），由賣方要求買方只對其購買所需的商品，

而不得與其他供給人有類似之交易；後者則是相反，亦即是買方要求賣方只能

對其賣出其所生產的貨品，而不得與其他的需求者進行類似的交易。」65，是

否有違反公平法？依公平會公研釋105號解釋（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7條第2

項）規定「前項限制（含獨家交易等）是否不正當，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

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

判斷」。 

由於排他交易的安排係以限制交易相對人的事業自由活動為代價，其對市

場競爭的影響，具有正、反面的競爭效果。正面的促進競爭效果主要來自1.

降低生產及交易成本，提升效率；2.有助於產品品質與服務的維護；3.降低製

造商（或供應商）之間的搭便車行為；4.促進品牌間的競爭，有利於市場競爭。

而其反面的限制競爭效果大都為1.阻絕經銷商通路，預先排除競爭對手；2.提

高競爭對手成本，不利於市場競爭；3.排他性交易安排，有利於卡特爾之維持；

4.限制經銷商營業自由與消費者的多元選擇（見陳志民 （2012）66）。由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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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交易」之意涵及促進競爭與限制效果分析，有無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

爭之虞，值得加以介紹。 

二、線上銷售限制  

Mandrescu (2018)
67

 認為在互聯網時代，線上平臺公司常在商品銷售上，

使用捆綁方式，而採取商品為零定價策略, 提供「免費」產品或服務。在某些

情況下，捆綁案件中使用零定價策略是濫用，零定價的使用並不意味著企業賺

取零利潤或不再競爭，而僅意味著企業在其他方面競爭，並且從不同但相關的

產品或服務獲得利潤。線上平臺公司對一部份線上平臺參與的客戶群不收取任

何費用，此一不支付的費用，卻由該平臺的其他客戶群資助。原則上，雙邊或

多邊是指平臺上的客戶群之間的交互，表現出雙邊或多邊的間接網絡效應，表

明這些客戶群之間存在需求相互依存的情況。這種雙邊或多邊市場包括旅遊預

訂平臺、搜索引擎、電子學習平臺、價格比較網站、眾籌平臺市場等。 

許多線上平臺的關鍵特徵是，它們可以透過在市場的投放廣告產生收入，

並用於補貼該平臺另一端所提供的免費服務。由於間接網絡效應，這種做法可

能會在特定的時間點對受影響方產生不利的影響，尤其是在平臺一端使用定價

模型時，會給一組用戶帶來不成比例的好處。因此，線上平臺採用上述交叉補

貼模式，可能會對不同的競爭平臺產生負面影響，所以製造商可能利用線上銷

售限制的方法來增強其利潤，如1.徹底禁止經由線上平臺進行交易；2.禁止經

由特定平臺進行銷售；及3.實行雙重定價系統，以區分在各個實體店和在線上

進行銷售。例如，製造商可以要求分銷商必須至少在其實際銷售點出售指定數

量的貨物，並且還必須提供一系列的服務以支持其實際銷售點的貨物。這些限

制的目的是為了保留實體店的生存能力。製造商是否可以限制或拒絕經由特定

線上平臺銷售，就成為一個問題。 

有關網路經銷限制概況，歐盟執委會在2015年5月啟動電子商務的產業調

查68（e-commerce sector inquiry），該調查報告指出受到網路交易特性對經銷策

略的實質影響，供應商可能影響線上消費性商品價格的具體作法有，1.製造商

或供應商直接參與零售活動；2.擴大實施選擇性經銷；3.定價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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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售價格限制  

Telser 教授於 1960 年的一篇重要論文中，指出上游製造商會期待下游經

銷商向消費者提供詳細的售前服務，以利其充分了解產品的特性。但提供售前

服務，將增加下游經銷商的成本  而當消費者可以在提供售前服務的經銷商

處，取得其所需的相關產品資訊後，再向未提供售前服務的經銷商以較低的價

格取得該產品時，製造商若不加以控制此一搭便車誘因，將無經銷商願意提供

售前服務。69
 

其中RPM(Resale Price Maintenance)為事業間垂直交易限制之一，指上游

製造商對於下游經銷商，就所供給之商品設定轉售價格，限制交易相對人遵行

該轉售價格之限制交易行為。Telser (1960) 曾整理過英國的產業結構資料，發

現RPM多數發生於寡占產業，特別是CR3介於50-60%之間的寡占市場。此外，

就下游銷售階段而言，經銷商也必須擁有市場力，而且具有相當程度控制價格

的能力，否則製造商根本不須對經銷商加以限制。 

RPM型態又可分為max RPM與min RPM，前者為最高轉售價格，多數發

生於連續性獨占（successive monopoly）的市場結構；後者則為最低轉售價格，

製造商要求經銷商至少必須按照其所要求的最低價格出售商品，不准經銷商賣

得太便宜，以免導致搭便車行為，影響其產品的非價格競爭力。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學 者 探 討 RPM 對 上 下 游 廠 商 的 影 響 ， 如 Elzinga and 

Mills(2008)
70

 發現製造商可能會使用RPM來誘使零售商接受誘人的利潤，以

換取拒絕或接受競爭品牌的報酬。如果此類RPM協議中的零售商在相關市場

中擁有較大的市占率，那麼競爭品牌可能會成本過高，並且可能阻止新進入

者。Rey and Vergé(2010)
71

 發現當競爭對手的製造商之間，透過相互競爭的零

售商分發產品時，它們存在相互關聯的關係，RPM會抑制製造商和零售商的

競爭，並導致整個行業發生壟斷性定價。Asker and Bar-Isaac (2014)
72

 表示，

RPM可能導致上游進入者被排除在外，因為垂直限制會產生一種準租金，零

售商有不需要透過零售商支持的動機，即對新進入者進行保護，而這種進入會

減少垂直行業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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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線上環境中的複雜因素是，難以確定誰在上游、誰在下游。以Apple

為例，Apple以代理商模式向發行商提供零售服務，則發行商的零售價格設置

可能會轉換為RPM，或者蘋果公司主動為發行商提供服務（即為銷售活動中

提供投入），則該行為將強制為下游公司確定價格，此等模式意味著不涉及

RPM的競爭問題 (Hviid, 2015)
73

 。 

有關傳統銷售與網路銷售的限制轉售價格(RPM)問題，美國與歐洲反托拉

斯政策受到互聯網市場蓬勃發展的影響，產生了變化。美國最高法院的分析導

致了結構性轉變，從1911年，Dr. Miles在2007年的里金（Leegin）領導下採取

理性原則，且表示限制轉售價格(RPM)可用於促進製造商或經銷商之間的策

略，在那些價格上漲和/或數量下降的情況中，包括消費者福利和社會福利將

減少。從反托拉斯政策的角度來看，卡特爾將是不可取的，且隨著時間的流逝，

在經濟學和法律中，許多學者已經提及限制轉售價格(RPM)可能具有提高效

率，解決搭便車的問題。相反的，歐洲反托拉斯規則認為限制轉售價格(RPM)

會涉及最低或固定價格，被認為是限制競爭，因此無法受益於集體豁免。但2010

年歐洲委員會，關於垂直約束的準則，則首次認識到特定的限制轉售價格

(RPM)具有某種形式的效率。而且歐盟於2016年9月15日發布的《電子商務領

域初步調查報告》確定了一些可能限制網路銷售競爭的主要商業行為，包括1.

價格缺乏透明度；2.搭便車現象；3.選擇性分銷在商品中越來越普遍；以及4.

合約銷售限制（包括價格限制，線上和跨境銷售限制等）。 

有鑑於網路銷售市場和平臺的快速發展已經改變了零售關係，例如，

Akman and Sokol (2017)
74

 透過不同國家的案例分析來探討線上RPM 與傳統

實體RPM的差異，發現線上RPM具有與傳統實體RPM的相同功能，其主要區

別仍在於搭便車的發生，以及使用線上平臺的效率。線上零售所提供的數據，

零售商可以更好地觀察客戶的瀏覽歷史記錄，並利用這些數據獲得競爭優勢

(Mallapragada et al. 2016) 
75，與傳統的線下市場相比，線上銷售中的搭便車更

為重要(Liu et al. 2016)
76。在網際網路上查找信息的難易程度會影響線上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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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價格和品質，這不僅是兩個線上網站間的搭便車問題，互聯網也加劇了

網路銷售與實體商店間競爭的搭便車問題(Wu et al. 2015)
77。客戶可以使用實

體零售商的售前服務，並以較低的價格在網際網路上進行購買。 

總體而言，RPM軟化製造商之間和/或零售商之間的競爭，特別是當製造

商使用相同的分銷商來分銷其產品，並且有少數或許多人都採用RPM，但在

某些情況下，可能有損害消費者的利益，當用於限制或防止來自網路零售商的

價格競爭時，此限制是競爭主管機關需特別關注的問題。 

四、價格廣告限制  

魏杏芳(2018)
78指出在美國商業及司法案件中，無論是實體店或網路的最

低價格，都是製造商單方面加諸經銷商訂價行為的限制，要求經銷商不得以低

於製造商所訂的價格而為廣告。當網路經銷商的定價低於製造商要求的最低廣

告價格時，製造商會限制該價格將如何顯示，或者要求特別標示網頁所示價格

只是廣告，甚至是延遲顯示商品價格的時機。 

由於線上銷售廣告增加網站訪問量，對企業而言它至關重要。但是，企業

（例如供應商）可能會受到阻礙，例如透過自己的經銷商或轉售商，利用線上

搜尋廣告，以獲得此類網站流量。而分銷商或轉售商可能會爭奪相同品牌產品

的流量。邏輯上是，由於針對一個特定關鍵字的線上銷售廣告，以多個出價形

式相互競爭，當每次點擊的費用增加，企業的總廣告費用也會增加。因此，供

應商會在線上搜尋廣告中，對分銷商增加其廣告的限制。有無限制競爭或妨礙

公平競爭之虞，值得加以討論。 

五、最惠國客戶限制  

Boik and Corts(2016)
79

 指出在電子書和線上旅遊服務網中，經常發生平臺

最惠國待遇(platform most-favored-nation, PMFN)，平臺最惠國待遇（PMFN）

條款是一項合約限制，要求特定賣方不得透過與達成PMFN協議以外的平臺以

較低的價格出售。在賣方設定價格並透過中介平臺與買方進行交易時，可能會

從賣方收取費用或佣金的情況下，此類合約限制賣方不得經由任何其他平臺以

較低的價格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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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競爭主管部門將最惠國待遇條款分為兩類，一種是要求供應商和零售

商在平臺發佈的價格必須和其他任何銷售管道發佈的價格一致或更低，稱為廣

義的最惠國待遇條款(wide MFNs)。Lexology網站(2019)
80指出，在廣義的最惠

國條款中，平臺商可以限制供應商在平臺上的價格，但是沒有限制平臺商向供

應商收取費用或佣金，因此可能導致平臺商單方面向供應商提高收費或佣金，

而廠商卻無法透過提高在該平臺上的價格來反制平臺商的行為，因此供應商為

了轉移提高的佣金成本，就會在其他平臺上設置更高的價格或其他方式來減少

損失。由於平臺商向供應商提高收費或佣金時，供應商無法反抗，最後可能造

成反競爭情況發生。對平臺商而言，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以與其他平臺商競爭，

因此更有意願採用廣義的最惠國條款來要求供應商，這可能導致價格差異變小

（即供應商在所有平臺上顯示的價格相同）。另外，廣義的最惠待遇也可能造

成其他平臺商為了取得供應商更好的價格與條件，收取較低的佣金，使得新平

臺業者在進入市場時要付出大量的前期投資成本，如品質與品牌形象，形成產

業的進入障礙。 

第二種則是要求供應商和零售商在平臺上發佈的價格要比供應商自己的

網站上發佈的價格一致或更低，稱為狹義的最惠國待遇條款(narrow MFNs)。

與廣義的最惠國條款相似，供應商面對抽取的佣金增加，卻無法在平臺上提高

價格，只能在其他銷售管道或自己的網站上來轉移佣金成本，從而複製廣義最

惠國待遇的底價效應。另外也可能因為限制供應商直接銷售管道的競爭力，而

產生反競爭效果。 

有學者針對PMFN的競爭疑慮問題深入研究，如Johnson(2017) 
81發現，多

個賣方在批發模型wholesale model(由賣家設定批發價格，轉售商設定零售價

格），會透過多種不同的中介者銷售，或者採用代理模式，許多線上平臺市場

也一樣，由賣家設定零售價格，平臺則設定支付零售商的佣金，例如亞馬遜市

場，電子書市場和線上旅行預定網站等線上市場。 

又如Cernak and Chaiken(2013)
82

 探討Turik v. Expedia集體訴訟的例子，指

出最受歡迎的旅行預訂網站（Expedia，Travelocity，Orbitz等）是連接買家（旅

遊者）與賣家（航空公司，酒店和汽車租賃公司）的平臺，該平臺只提供賣方

可以以賣方自己確定的價格向潛在的買方提供其產品，並且該平臺向賣方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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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服務的費用。在這種情況下，是平臺與賣方（例如，旅行預訂網站與航空

公司之間）之間的協議，該協議要求賣方（航空公司）不得於其他平臺（另一

個旅行預訂網站）以其他方式為同一商品提供更低的價格，此方式是否控操縱

價格，有無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值得加以討論。 

由Boik and Corts(2016)研究結果顯示，在總需求缺乏彈性時，PMFN協議

往往會增加平臺收取的費用，並提高賣方收取的價格，這些結果對於電子書市

場，旅遊網站和其他線上市場的競爭產生疑慮。 

最惠客戶待遇條款涉及一個當事方的承諾，即像賣方對待其最佳客戶一

樣，給予買方優惠的待遇(Baker, 1996 )
83。在網路銷售市場中，最常見的最惠

客戶是指賣方向平臺保證，賣方在該平臺上為特定產品收取的價格不高於其他

平臺對該產品收取的價格(Akman, 2016 )
84。最惠客戶待遇受到了歐盟競爭管

理機關的嚴格審查，其潛在的擔憂是，當這些規定變得越來越普遍時，也限制

了線上零售商或市場之間的價格競爭，因此有可能損害線上購物者的利益。由

於零售最惠客戶待遇相當廣泛，導致分銷管道逐漸僵化。歐盟委員會對最惠客

戶待遇限制不採取任何行動，導致不同的國家主管機關採用不同的執法方法。

此最惠客戶限制有無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值得加以討論。 

另關於跨平臺之價格限制中，由於在網際網路上查找信息的難易程度會影

響線上出售產品的價格和品質，這不僅是網路銷售點與實體商店間競爭的搭便

車問題，也是兩個線上網站間搭便車的問題。客戶可以使用某一個線上網站的

售前服務，並以較低的價格在另一個線上網站購買。總體而言，跨平臺價格限

制降低兩個線上網站間的競爭，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有害於消費者的利益，此

限制也是競爭主管機關特別關注的問題。 

第二節 可能涉及水平限制競爭疑慮之類型 

一、簡介價格透明度對競爭之影響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進步與電子商務平臺不斷發展，企業間的競爭更加

激烈，主要體現在價格競爭方面。電子商務平臺是透明、公開的網路平臺，無

論是消費者還是其他企業均可以看到彼此之間產品的價格，所以價格成為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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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之間的主要競爭對象之一，而價格之爭勢必對企業的經濟效益產生一定的

影響。價格透明度對競爭之影響有二： 

（一）排斥競爭剝削消費者  

競爭性的市場上，由於產品差異、價格不完全透明等原因，企業能夠對買

方提高價格，其目是增加利潤。Ogonowska and Torre(2014)認為，不透明銷售

使得某些關鍵產品的屬性或特徵被賣方掩蓋了，迫使消費者的購買決定變得盲

目。85以Hotwire為例，Hotwire提供不透明的機票和酒店客房，只有在付款完

成後才顯示航空公司和旅行時間表，酒店名稱和確切位置。又如 Priceline.com

開發的「自己出價」  (Name-Your-Own-Price, NYOP)系統，當消費者進入

Priceline網站(或其他一些NYOP中介機構)時，在提出查詢時，要求消費者說出

擬支付的產品價格，並填寫所有要求的數據(包括名稱、電子郵件地址、信用

卡號等)後，Priceline會檢查相應的服務價格，並將這些價格由服務提供商加載

到其數據庫中。如果發現價格低於消費者出價的產品，則交易發生。這些使用

不透明資訊的銷售模式，使提供者失去了產品差異化的優勢，因為對消費者而

言，不透明的商品是無法區分的，並且不透明的銷售使服務提供商能夠在不破

壞現有分銷管道或零售定價結構的情況下，產生增量收入86。即當企業具有市

場支配地位，買方無法轉向購買其他賣方的產品時，會影響市場競爭。價格透

明度對競爭的影響：一是對競爭產生損害，主要是指對競爭者產生排斥效果；

二是對消者構成剝削，因為部分消費者必須支付較高的價格。 

（二）促進勾結  

在潛在的競爭擔憂中，透過提高市場價格透明度來促進供應商之間的勾結

行為，因為市場價格透明度容易檢測到供應商是否有欺騙行為(降低價格)。 

二、簡介應用價格演算法對網路零售商定價決策之影響  

Gérard et al (2016)
87

 提及「共享經濟」的興起改變了企業向消費者提供服

務的方式。企業不再透過安排工人輪班來集中調度能力，取而代之的是，企業

的角色變成一個將提供商與消費者聯繫起來的平臺。例如 Uber 和 Lyft 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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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19(3), 36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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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新平臺，通過「自調度」提供商為消費者提供服務。這些平臺可以通過分

析和利用數據結果的程式化模型，計算出最適的消費者價格及供應商薪資，向

消費者收取價格，並支付供應商薪資，該平臺可以提供隨需求改變的價格和薪

資，通常稱為動態價格。該平臺設計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利潤，儘管使平臺實現

利潤最大化是一個明確的目標，但並不是平臺唯一關注的問題。 

但這種新的商業模式引起了許多爭議。有學者認為，提供者沒有得到充分

的補償，因為他們沒有給員工相關的福利和權利(Isaac and Singer, 2015
88

 ；

Scheiber, 2015
89

 )。另外學者擔心動態定價會導致客戶受到不公平的歧視

(Kosoff, 2015
90

 ；Stoller, 2014
91

 )。因此，出於對潛在訴訟和監管的考慮，平

臺應同時關注提供者和消費者的利益。特別是，要瞭解在平臺利潤最大化與其

他相關利益相關者，供應商和消費者所賺取的盈餘之間的各自利益。 

同時，Mehra (2015)
92也提及企業越來越多將所蒐集到的新的、可用的AI

數據、互聯網驅動的互連功能，以及價格演算法銷售與傳統的供應鏈和銷售功

能結合在一起。傳統的銷售功能（如競爭情報收集和定價）已委派給軟體「機

器人賣家」。由於機器人賣家在不進行溝通的情況下，利用演算法採用高的價

格，即演算法可能使企業在不需要明確溝通或互動的前提下相互依賴，導致更

高的價格水準。2011年，在亞馬遜上找到一本關於果蠅的生物學教科書《The 

Making of Fly》，其價格高達2,300萬美元，這是兩個賣家平臺編輯程式的算法

相互作用的結果。A平臺的演算法自動將A平臺上該書的價格設置為B平臺價

格的1.27倍；而B平臺的演算法則將B平臺上該書的價格設置為A平臺價格的

0.998倍。每個演算法的價格上漲隨後都由另一個演算法的價格上漲做出回

應，反之亦然。從2011年4月8日至18日，這兩本書的發行價連升至數百萬美元。

Mehra (2015)認為，即使沒有明確的協議或溝通的情況下，廠商只利用價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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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定價，就是一種聯合行為，即使公司間無明確溝通或達成共識，但為了最

大化收益，他們各自獨立選擇生產數量，從而產生超過邊際成本的價格，因此

會高於社會的最適價格。機器人賣家的興起則使得競爭法解決寡占壟斷的困難

更為加劇。價格演算法在控制聯合行為結構方面，可能比人類做的更好，因為

它們在發現價格變化方面更為精確，可以消除非理性因素。 

利用搜尋引擎與比價網站，更可在彈指之間做到貨比三家不吃虧。但如果

網路商店彼此勾結而維持固定價格，或是受到上游供貨商的要求而限制轉售價

格，以致於呈現一致性的定價，將損及消費者比價的權益，也會降低市場自由

競爭的效能。越來越複雜的演算法可以反映更複雜的數據以實現某些結果，因

此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使用價格演算法，讓廠商得以在網路上價格變動時，藉

由此一技術來維持價格壟斷的聯合行為，此涉及競爭法的管制。例如美國司法

案例中 Uber 公司單方制定的「訂價演算法」與「高峰動態訂價法」是否構

成價格聯合行為，不同的租賃車業者間，利用訂價演算法，收取相同價格的車

資，是否構成違反我國公平法第14條水平聯合行為規範之虞，值得討論。 

三、簡介劃分市場範圍或交易對象  

依我國公平法第15條第1項「事業不得聯合行為」，而依第14條的定義，「本

法所稱聯合行為，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

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

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

供需之市場功能者。前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

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

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

之因素推定之。第二條第二項之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

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本法之聯合行為。」

在網路世界中，廠商為了避免價格競爭，彼此間聯合起來，劃分市場範圍或交

易對象，以獲取雙方利益，是否構成違反競爭法規範之虞，值得討論。 

第三節 網路銷售之市場界定簡述 

一、網路銷售平臺之雙 /多邊市場特性  

數位經濟的其中一項特徵為平臺的普及93，然而，儘管它在數位經濟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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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性和存在性，但平臺的定義、分類、主要功能等，在當前的主要研究和

許多文獻中仍為待定的問題94。有學者指出，許多具有網絡外部性的市場為雙

邊市場95，或有兩邊以上的使用者存在，且其等透過共同平臺進行交流而獲

利，平臺亦藉由媒合雙邊使用者以創造最大價值而從中營利，96實務上，平臺

能被用於不同產業之技術，能夠極小化交易對象間之交易成本，或是能創造出

原本不會發生的交易價值97。 

就定義言之，Rochet和Tirole(2003)提出了一個將市場與平臺視為相同項目

的定義，即若平臺可以有效地在交易不同類別的最終用戶間進行交叉補貼，則

具有網絡外部性的市場是一個雙邊市場，亦即平臺可以藉由向某一端的使用者

收取較高價格，並同時對另一方使用者等量收取低價，進而影響平臺交易量、

讓兩邊的使用者均留在平臺市場。惟此一定義的問題在於僅考慮從價格結構與

平臺可以控制交易的市場，未能計入平臺無法控制的部分。其後Evan則提出

更為廣泛的定義，即多邊平臺係採用一些方法以協調對彼此需要之不同群體
98，然此項定義又過於寬鬆，會讓許多交易關係都符合。另一方面，亦有學者

提出觀點認為，在很難找到純粹的多邊市場下，界定多邊市場並不完全正確，

反倒是相對容易發現多邊平臺或多邊企業。Hagiu 和 Wright
99認為多邊企業的

定義係基於(1)能使雙邊或多邊進行直接交易，以及(2)任一邊均和平臺有所關

聯等兩項特徵100。雖然至今仍無對於多邊市場或平臺的公認定義，但就多邊市

場所具有之特性仍有較具一致性地看法，包含(1)平臺為市場的兩邊（或多邊）

提供獨特服務；(2)用戶從參與中獲得的收益取決於市場另一端的用戶參與程

度，以及(3)平臺在市場的兩邊為價格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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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文獻上對雙邊市場或多邊市場之定義雖有許多討論，惟存在間接

網絡效應即為雙邊市場，仍為相對簡易和直覺的定義，且大抵上係由某一業者

擔任中間平臺，並向兩組/多組消費群體出售兩種/多種不同商品或服務，同時

知悉其中一組顧客的需求取決於另一組顧客的需求，亦有可能反之亦然，101也

因為係向兩組消費群體出售兩種不同商品或服務，則能界定兩種明顯有別的價

格水準和價格結構102。在許多產業中，平臺尋求使用該平臺之雙邊（或多邊）

進行互動者之支持，而平臺的使用費或變動費將會影響雙邊的交易意願，以及

從潛在交易而來的淨剩餘，平臺的會員資格或固定費用則影響最終使用者是否

存在於平臺上103，且若平臺間彼此存在差異時，將能同時存在於市場上104。 

參考歐盟之研究報告，在多邊市場裡不足以讓平臺經營者只從單邊市場中

吸引消費者加入平臺，假使市場另一邊未具規模時，市場的買方和賣方均不會

參與平臺，故為處理此一雞生蛋、蛋生雞（chicken and egg）問題，傳統上平

臺都會對其中具價格敏感性的一方進行補貼105。其次，多邊市場的競爭形勢受

數個因素影響，其中最為相關的是（間接）網絡效應106、規模經濟、多歸屬

（multi-homing）可能性、容量限制和差異化，若間接網絡效應為主要因素時，

則某一市場通常被稱為雙邊市場或多邊市場。就多數線上多邊市場而言，成本

結構上有著較高的固定成本（特別是與研發活動相關的支出，例如開發、建置

與維護演算法和資料庫等和交易量無關的成本），與相對較低的變動成本，這

會使得在某些交易範圍內產生規模經濟，故規模經濟為多邊市場的典型特徵，

且一般而言，有著（間接）網絡效應及規模經濟，會導致較高的行業集中度。 

關於容量限制，則主要影響實體的雙邊市場，因其空間具物理限制，雖然

線上雙邊市場就無此束縛，但可能會有廣告太多，讓消費者覺得受到干擾而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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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平臺較低評價之情況，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額外增加的消費者造成電子雙

邊市場的異質性提升，使得廣告商投放廣告時的決策成本上揚，故對線上雙邊

市場來說也屬限制之一。在差異化程度上，不論是垂直（主要為產品品質的差

異）或水平（主要為產品多樣性的差異）差異，潛在使用者的異質性程度越高，

平臺越容易加以區分，同時在此類情況下，將出現針對特定利基市場的多樣化

平臺。另外，替代平臺（替代或互補）的性質、平臺間的轉換成本和定價政策

（基於使用費率或單一費率）將影響使用者的多歸屬107特性，在使用者選擇參

與多個平臺的情形下也會降低平臺的市場力量。 

此外，雙邊交易市場候選替代產品將限制雙邊交易平臺提高價格的能力，

例如可以提供雙方交易可能性的其他平臺，也包括非中介交易等。前述相關因

素及因素間的交互作用，容易讓線上平臺的生態系出現市場領導者，惟間接網

絡效應導致市場高度集中化並非僅存於網路市場，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一個

大型實體市場的存在由於能減少搜尋和運輸成本，因而通常具備效率性108。 

文獻裡亦指出雙/多邊市場包含下列類型109： 

1.造市者（Market-Makers）：讓不同群體的成員彼此交易、媒合賣方和

買方，增加交易機會與降低交易成本之平臺屬之。 

2.觀眾創造者（Audience-Makers）：此類平臺會生成吸引消費群的內容、

累積客群，再媒介廣告業者給予用戶群。 

3.需求協調者（Demand-Coordinators）：此類型平臺會製造或提供能產

生跨兩個以上群體之間接網路效應的商品或服務。 

4.操作系統：可嫁接應用程式開發者和使用者之平臺，並相容於硬體一

起運作，例如微軟的視窗作業系統。 

5.電視遊戲機：類似操作系統，係連接遊戲開發者與玩家，差別在於軟

體和硬體是否由同一平臺提供。 

6.支付系統：此類平臺係為了方便買賣雙方間的交易、降低金流成本，

例如信用卡支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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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éstor Duch-Brown,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of Online Platforms,” JRC Digital Economy 

Working Paper 2017-0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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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S. Evans, The Antitrust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 Markets, 20 YALE J. ON 

REG. 325, 334-38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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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多邊市場之市場界定介紹 

傳統進行市場界定之方法包含需求替代分析、供給替代分析和假設性獨占

者檢測法110，然而，前述方法主要應用於相互獨立的單一產品市場111，未考慮

雙邊市場特性所建構的經濟理論與競爭政策分析工具無法直接適用於雙邊市

場112。事實上，相關市場的界定並非易事，不確定性也高。強制要求合理原則

第一階段必須界定市場以評估行為人是否跨越市場力量，在前述情況下比起直

接評估系爭行為的反競爭效果錯誤機率更高，似乎不宜硬性要求必須進行第一

階段的門檻篩檢。畢竟就合理原則而言，市場力量門檻只是為了避免市場力低

落、無能力限制市場力競爭的行為人進入較為複雜的第二階段評估。假若系爭

行為對於市場競爭所造成的實際負面結果已經可以直接檢視評估，就沒有需要

再回頭以相對而言較容易出錯的市場界定等方法進行篩選113。因雙邊/多邊市

場的競爭策略之一，會透過將其中一邊市場的價格訂為0以最大化吸引該市場

的消費者（例如註冊成為網站會員的費用），以創造另一邊市場的使用者，進

而獲取利潤，因而可能同時發生價格存在（針對商品供應商，即平臺裡的賣方

收費）或不存在（指未對平臺上的買方收取會員費和交易費）的情況，故以價

格為中心的SSNIP測試線上平臺，是否仍可採用SSNIP來定義產品巿場，有學

者提出2大方向114，茲分述如後： 

（一）若價格不為零時  

目前對於將測試應用於線上平臺的整個價格結構還是對每一端進行測

試，以及該測試是否應考慮相關企業對價格結構進行修改的可能性，似乎尚未

達成共識，主要原因在於通常難以確定線上平臺是單個產品還是多個產品。儘

管這些困難也干擾市場定義過程，但它們並非不可克服。克服的方法為，原則

                                                      
110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公平交易委員會》
網站。取自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345&docid=13926，
最後瀏覽日期：2020/5/29。 

111
 孫晋和鐘瑛嫦，「互聯網平臺型產業相關產品市場界定新解」，現代法學，第 37 卷第 6 期，
頁 98-107 (2015)。 

112
 邱敬淵、李素華、張家馨、徐志翔、丘丞剛、許書豪、宋雲揚和王相傑，「競爭法下市場
封鎖經濟效果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2017)。 

113
 王立達，「美國法上維持轉售價格近十年來發展現況：各州分歧與理論進展」，第 25 屆競
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8)。 

114
 Mandrescu, Daniel, “The SSNIP Test and Zero-Pricing Strategies: Considerations for Online 

Platforms”,  CoRe , Berlin Vol. 2, Iss. 4, 244-257 (2018). 

https://erm.lib.scu.edu.tw:2890/abicomplete/indexingvolumeissuelinkhandler/2046030/CoRe/02018Y01Y01$232018$3b++Vol.+2+$284$29/2/4?accountid=1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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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以以各種形式（單個產品或多個產品）應用SSNIP測試，然後根據各種形

式的評估結果的相關性分析。此外，根據經驗來判斷哪些相關產品或服務適用

於SSNIP測試。 

（二）若價格為零時  

線上平臺時常會採取訂價為零的策略，讓平臺的一端能夠極大化地吸引客

群，以增進平臺另一端的使用者，讓平臺能建立起商業模式及獲利，而當面對

價格為零時，文獻提出兩種替代作法，其中之一為將價格導向型SSNIP修改為

成本導向型（SSNIC），即檢測企業在進行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成本調漲前

後5-10%的利潤變化情形，來判斷相關產品的市場界定。在市場價格為零的情

況 下 ， 客 戶 的 成 本 分 為 信 息 成 本 和 關 注 成 本 (Information and Attention 

Costs)
115。對於線上平臺提供的零價產品或服務，兩種類型的成本都可以確

定，然而，對於消費者而言，信息成本和關注成本相對於價格較不易理解，故

欲藉由詢問消費者成本增加而非價格上升時，可能會導致結果有較大差異，此

外，信息成本和關注成本會以各種形式或樣態呈現，因此須先界定哪一些成本

確實相關而需納入，另一方面，成本上升5%至10%是否對消費者來說的重要

性等同於價格提高5%至10%亦為未知，更何況還需考量價格為零所帶來的免

費效果，以及資訊量提升可能會造成利潤下降的反效果，除此之外尚有許多實

務上會面臨的困難116，造成SSNIC並不適用於線上平臺。 

另一種替代作法則是將價格導向型SSNIP修改為品質導向型（SSNDQ），

將品質（Quality）作為測試替代的基準，可以提供基於品質測試需求替代的選

擇，以品質為導向的測試將涉及品質的微小但顯著的非暫時性下降影響（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Decrease in Quality；SSNDQ），從經濟學的角

度來看，這相當於價格的上漲。然而此法同樣會遇到和SSNIC一樣的困難點，

例如調降品質5%至10%是否合宜與能有多少可被測度，同時在數位經濟裡，

發展產品和服務的品質所費不貲，可能會導致有關事業沒有誘因採取降低品質

的作法，特別是此方式未能顯著增加收益時，加上消費者對於品質的概念相對

價格更為模糊，且品質涵蓋層面甚廣，在線上平臺裡所涉及的品質準則則包含

隱私、使用介面友善度、資訊安全等，不同線上平臺會採用相異的品質準則在

市場上競爭，亦即某些線上平臺可能會強調使用介面友善度為其競爭優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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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成本是指客戶為了使用免費產品或服務而需要提供的數據；關注成本是指客戶在使
用免費產品或服務期間接觸廣告的機會。 

116
 例如實務上，在線上平臺的案例裡，增加訊息成本通常和改善產品或服務有關；增加相
關廣告來度提高關注成本則這可能為消費者帶來一定的附加價值；另外則是可能觸及法律
上有關個人隱私與資料保護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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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線上平臺特別著重個人隱私和資訊安全以吸引使用者，所以在運用

SSNDQ時會視個案不同而有所差異。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運用SSNDQ處理雙

邊或多邊線上平臺時，考慮的僅為訂價為零的一邊，抑或也需考量線上平臺的

其他方面，執行SSNDQ測試應將線上平臺的多邊之間互動關係併同思量。另

一個實務上會遇到的情形是，線上平臺的商品或服務供應商仍負有較多的控制

權，諸如訂價、運輸成本、產品品質及售後服務等，因而在操作SSNDQ時需

將線上平臺及其參與者間對於品質責任分攤的角色納入範疇。 

雙/多邊市場裡由於存在更多的相關參與方與其衍生的產品或服務，彼此

交錯而互為關聯、平台的雙/多邊會彼此影響，其和單一市場的差異在於雙邊

會員市場裡的間接網路效應，以及連接雙邊的使用市場為交易市場，且在界定

雙邊市場的相關市場時，需要同時考慮買方和賣方，無法像單一市場般僅關注

其中一方。雙邊市場的平臺業者，需要平臺的兩端均共同參與，並且在兩端爭

取消費者，一個平臺在吸引客戶時所面對的競爭程度，還取決於平臺在另一端

的競爭位置。此外，雙邊市場的任一邊，在既定平臺下所面臨的競爭程度，取

決於另一邊的垂直和水平產品差異程度，惟雙邊市場中，垂直和水平產品差異

程度大部分係受訂價策略影響，同時一邊的產品差異化不僅影響該市場的定價

決策，也會受另一邊市場訂價策略所影響，亦即在雙邊市場裡，雙邊的定價決

策具相互關聯性。以電視臺為例，此一平臺連接廣告商和觀眾，從廣告商的觀

點，電視臺應具垂直差異化（因為有著不同數量的觀眾）和水平差異化（因為

觀眾類型不同），然而向觀眾收取的價格會影響觀眾的數量或類型，且觀眾在

一定程度會對廣告感到厭煩因而取決於電視臺向廣告主收取的價格，故單邊的

產品差異化不僅會影響該方面的定價決策，也受到另一邊訂價決策的影響。忽

略雙邊市場中的其中一方訂價為零的市場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在此一市場

裡，廠商亦十分競爭117，雖然在某些情形下，雙邊市場中的廠商所採取之策略，

可能近似於單邊市場中有著互補品採取的策略，然而，由於消費者並未內生化

這些外部性存在的事實，以及雙邊交易市場的兩端使用者會被收取固定平臺費

與每次交易的費用，此一特性並不會出現在單邊市場，使得前者不同於後者。

基於前述相關原因，故並不適宜直接運用過往方法進行討論。 

再者，文獻中對雙邊市場之市場界定進行分析的關鍵為雙邊交易市場與雙

邊非交易市場間的區別，此一特性凸顯出位處兩類市場中的平臺，所採取訂價

策略的基本差異。其中，雙邊非交易市場的特點在於市場雙方間沒有交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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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po Filistrucchi, “Market Definition in Multi-Sided Market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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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存在，平臺通常也無法觀察到，即平臺未能根據交易量來收費118，並且受

到會員外部性（或間接網絡效應）影響，因此平臺無法設置每筆交易價格、費

用或兩部分費率（two-part tariff），例如傳統出版媒體即屬此類。 

至於雙邊交易市場的特徵是平臺用戶間的交易係存在且具可觀察性，平臺

不僅可以收取加入費用，而且還能要求使用者支付使用費，亦即能收取兩部分

費用，同時亦會受到間接網絡效應和使用外部性的影響，例如虛擬市集即屬此

類，實務裡，在雙邊交易市場商品有透過平臺進行交易的可能性，且平臺對交

易雙方分別採取不同形式，交易雙方在平臺上消費產品或服務時，需要相應一

端的消費者同時購置，亦即類似於完全互補品的概念。 

對於雙邊交易及非交易市場而言，價格水準與價格結構都會影響交易量，

且向平臺付費較多的一方並無法將價格差異傳遞至另一方，若能完全傳遞時，

表示平臺設定的價格結構無關緊要，亦未能控制向雙邊收取的相對價格，也代

表著非為雙邊市場。舉例而言，若為雙邊交易市場的B2B2C平臺業者，原則上

能對使用平臺的買方及賣方分別制訂不同價格，假使商品或服務的賣方能將支

付予平臺的較高成本轉嫁由買方負擔時，代表此一B2B2C平臺業者未能對市場

進行價格控制，因而非屬雙邊市場119。綜言之，若為雙邊非交易市場則僅需關

注是否存在外部性，假使為雙邊交易市場則尚需留意平臺對交易雙方是否存在

訂價影響120。 

在界定雙邊市場時會存在的問題在於要定義兩個（相互關聯的）市場，或

者只考慮包含雙方的單一市場。在雙邊非交易市場裡，需定義兩個（相互關聯

的）市場，而在雙邊交易市場裡，則僅需定義單一市場。然而，只定義一個市

場的結果之一是，一家公司不是同時在市場的兩邊，就是不在市場的兩邊，舉

例言之，在信用卡支付服務裡，平臺裡的買賣雙方在每一次交易裡，可能選擇

同一信用卡公司的服務，也可能均不會用同一服務，因此是同時對持卡人與商

家雙邊造成競爭影響。相反的，定義兩個相互關聯的市場將允許一間公司位於

市場的一邊，而不會位於另一邊。例如廣告業者在下廣告時會選擇在電視或報

紙刊登，故電視和報紙對廣告業者來說具替代性，但對於閱讀或視聽者來說，

觀看電視和閱讀報紙的時段可能不同，因此對觀眾而言兩者並非替代關係，會

形成電視和報紙在廣告方屬同一市場，至於受眾方則非為同一市場。所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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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前註。 
119

 因為雙邊市場的特徵之一就是分別能對市場的雙邊具有訂價的能力（例如會員會或使用
費），若此特徵不存在，就非為雙邊市場，惟值得注意的是，平臺有訂價的能力並不代表就
會使用此一權利，在商業的考量下，也可能將價格訂為零。 

120
 Lapo Filistrucchi, “Market Definition in Multi-Sided Market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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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需要定義一個或兩個市場，關鍵係取決於雙邊市場的類型。 

考量競爭法中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核心概念，在於識別出市場中的廠商所

面對的「競爭約束」，從而決定市場範疇121。由於雙/多邊市場裡存在較多的參

與方，彼此的產品或服務可能具多樣性、並非僅有單一產品，本質上的商業模

式和單一市場有明顯差異，故文獻中提出相關質性和量化方法，協助主管當局

進行市場界定。就質性方法而言，可考慮採用邏輯論證來判定是不是雙邊市

場，但因為在某些情況下，不清楚一方是否關心另一方，以及它對另一方持正

面或負面評價，故此法並非經常可行。另一個質性方法是訪談市場中的相關

者，惟此法和多數質性方法一樣，沒辦法衡量間接網路效應的規模。在量化分

析方法上，則可考慮顯示性偏好法（revealed preference approach）及敘述性偏

好法（stated preference approach），前者為搜集實際資料據以分析，後者則藉

由設計問卷以釐清相關市場，惟量化方法通常所耗費的時間較質性方法高，故

建議先採用質性方法，初步界定出可能市場時，再採用量化方法進行研析會是

較為可行的做法122。 

其次，因雙/多邊市場裡，時常存在透過價格為零吸引某一群消費者，以

促成平臺上的另一方參與者數量大幅增加，讓整個商業生態得以運行，惟以

SSNIP用於此類市場時仍有許多待克服的議題，因此對於商品或服務之訂價為

零的市場，可運用前述所提之SSNIC、SSNDQ（小幅、非暫時的品質變化）

進行分析123，亦即以降低品質取代提高價格，瞭解消費者的偏好是否有所改

變。此外，亦有學者提出以廠商的盈利來源作為界定相關廠商是否應歸為同一

市場之依據124，原因在於網路平臺型業者藉著免費的商品和服務來增加某一市

場的使用者數量，而在免費的市場裡，消費者轉換至其他廠商的成本甚低125，

隱含廠商要在此一市場中保有壟斷位置並非易事，故僅需聚焦在網路平臺型業

者收取費用的產品或服務市場，同時從各廠商收入的來源進行分析，可瞭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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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恆安，「競爭法下相關市場界定方法之理論與實務—兼論雙邊市場界定之挑戰」，臺灣
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學位論文，頁 1-73 (2017)。 

122
 Néstor Duch-Brown,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of Online Platforms,” JRC Digital Economy 

Working Paper 2017-04 (2017). 
123

 Gal, M. and D. L. Rubinfeld, “The Hidden Costs Of Free Goods: Implications For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titrust Law Journal 80(3), 521-562 (2016)及張昕竹、占佳和馬源，「免費產
品的需求替代分析——以奇虎 360／騰訊案為例」，經貿財經，第 37 卷第 8 期，頁 144-160 

(2016)。 
124

 孫晋和鐘瑛嫦，「互聯網平臺型產業相關產品市場界定新解」，現代法學，第 37 卷第 6 期，
頁 98-107 (2015)。 

125
 此處係指使用者剛開始接觸各項平臺時，因各平臺間的註冊程序簡易、不必付費，可以
任意轉換和調整，並不包含運用平臺後已累積相當資訊下所發生的交易成本。惟目前業界
已有提供付費將商品資訊由某一平臺搬移至另一平臺的服務，此項商業模式在某種程度上
可降低使用者在轉換平臺上的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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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重疊性，進而能據以劃定及判斷是否應歸為同一市場。茲整理對雙/多邊

市場進行市場界定之步驟和方式如圖 8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畫整理。  

圖 8 對雙/多邊市場進行市場界定之步驟和方式 

綜合文獻中對雙/多邊市場之定義探討，本研究認為某一平臺若同時符合

(1)存有及連接兩個以上的客戶群、(2)存在間接網路效應、(3)存在使用外部性

和會員外部性，以及(4)能對平臺上的各方具有價格控制力或影響力等特徵，

即可定義為雙/多邊市場。另一方面，本研究計畫所關注之不同銷售模式下的

市場參與者（即表 4的參與者），主要為媒合賣方和買方，增加交易機會與降

低交易成本之平臺，因此在雙/多邊市場的類型上應可歸類為造市者，惟為便

利交易雙方的金流運作或為了增加市場競爭力，各平臺亦連接多樣的支付系統

來吸引客群和留住消費群。 

三、App 下載平臺之市場界定簡述  

相關市場的界定始於界定相關產品市場，其中包括與相關事業提供的所有

競爭產品或服務126，由前述介紹可知，App下載平臺連接程式開發商和一般消

費者，且市場上已有許多App下載平臺，然而除了主要的App下載平臺外，也

有相關網站127會開放程式開發商上傳及發布App後，再由消費者下載App，此

一管道可規避Google Play和Apple App Store等App下載平臺的規範，讓App不

                                                      
126

 Mandrescu, Daniel, “The SSNIP Test and Zero-Pricing Strategies: Considerations for Online 

Platforms”,  CoRe , Berlin Vol. 2, Iss. 4, 244-257 (2018). 
127

 例如 APKMirror、APKPure、AptoideAPK Downloader 等。 

https://erm.lib.scu.edu.tw:2890/abicomplete/indexingvolumeissuelinkhandler/2046030/CoRe/02018Y01Y01$232018$3b++Vol.+2+$284$29/2/4?accountid=1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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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經過審查機制即能上架，對於消費者而言即擔負相關風險（例如所下載的

App是否存在病毒或被植入惡意軟體等）。從需求替代觀點言之，程式開發商

和消費者可以在不同的App下載平臺上架或下載程式（含軟體與電子書等），

甚至在非App下載平臺亦能進行相同經濟活動，故本質上彼此之間存在替代關

係，然而程式開發商會在非App下載平臺上架App，也可能係因地域性限制（例

如中國大陸封鎖Google Play），且國內並無此類平臺，故本研究未進一步說明

App下載平臺及非App下載平臺間之替代和市場界定關係，主要闡述程式開發

商對各App下載平臺間的觀點。 

參考歐盟研究報告128及本研究訪談紀錄，App下載平臺會受到所使用的作

業系統或是載具而有所不同，因現階段作業系統以iOS與Android為主，雖曾有

微軟在市場上與之競爭，但因進入時機過晚、未獲大眾重視而淡出市場，故目

前市場的應用程式均上架於App Store和Google Play此二個平臺上。然而，因

iOS為封閉體系，包含iPhone、iPod Touch以及iPad等硬體設備均安裝iOS，對

程式開發商而言只要開發完成一種符合iOS及其對應的App Store版本，可通用

於不同硬體設備上，僅需於有新推出的硬體設備（例如iPhone 11、iPhone 12…）

時，程式開發商會購置新的設備進行測試及運用，確認所開發完成的程式是否

能相容於新裝置。 

反觀Android為開源程式碼，得以讓許多資訊專業人員開發出多種Android

系統，且在不同地區亦將有所不同，此一情況會產生雖然均屬Android系統，

但卻存在許多版本的問題，甚至是每一種Android系統的手機或平板電腦，會

因為手機或平板電腦的品牌廠商不同而相異，造成開發符合Android系統的程

式開發商而言，會選擇市場上手機或平板電腦銷售量較大，以及相對上較多人

採用的Android版本為標的，開發能夠符合與順利運行的程式，當Android系統

更新時，有可能相容或不相容舊版本，此亦導致Android系統的程式開發商產

生相當大的成本，更進一步需視不同地區的Android系統版本來修正應用程式

以觸及消費者。 

另外，對於其他非為App Store和Google Play但屬於Android系統的App下

載平臺而言，基於非市場主流且並其所搭載的Android系統版本並不一定為最

多消費群所採用，故為其開發程式的意願普遍不高，故會有相關App下載平臺

付費邀請程式開發商上架相關應用程式，以增加平臺裡的內容，當然也會有部

分的應用程式能夠在同樣為Android系統的不同App下載平臺通用，只是對程

                                                      
128

 Néstor Duch-Brown,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of Online Platforms,” JRC Digital Economy 

Working Paper 2017-0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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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開發商來說，從技術上分別撰寫符合App Store和Google Play要求的程式並

不具備困難，但實務上仍會考量市場上最為普及的手機或平板電腦等載具的銷

售量，來投入資源進行開發，同時使用iOS與Android兩類系統的消費者，在特

性上略有差異，相較慣於購買搭配Android系統硬體的消費者，採用iOS的族群

相對上較有付費購置軟體的習性，也會造成App Store和Google Play裡的程式

開發商看待此二者平臺會有不同。 

綜言之，雖然從功能上，各類App下載平臺均能提供程式開發商上架程式

的服務，因而對程式開發商來說似存在需求替代關係，惟欲探討App下載平臺

之市場界定議題時，尚須先掌握市場上各家手機或平板電腦的銷售量，以及其

所搭載的作業系統版本之普及程度，才能進一步探究哪些App下載平臺應歸為

同一市場。此外，也因為採用App Store和Google Play的消費群具有不同的消

費特性，會使得程式開發商在選擇開發和上架程式時會將此一特點列入考量。 

第四節 小結 

在網路銷售市場的競爭策略與限制競爭行為探討中，廠商為了提高自己的

績效，會採用各種不同的策略來達成其經營績效，如垂直限制競爭（獨家交易

限制、線上銷售限制、轉售價格限制、價格廣告限制、最惠客戶限制、跨平臺

價格限制等）、水平限制競爭（價格透明度對競爭之影響、應用價格演算法對

網路零售商定價決策之影響、劃分市場範圍或交易對象之影響）。 

在競爭法中對獨占或壟斷事業的市場界定極為重要，相關市場界定之核心

概念，在於識別出市場中的廠商所面對的「競爭約束」，從而決定市場範疇。

網路銷售市場最基本的核心是透過網際網路完成各種商務活動或交易，其中

B2C與C2C模式，由於偏向市場的雙邊直接對應，平臺在中間的角色相對較

少，因而較接近傳統單一市場，傳統的市場界定方法可沿用。 

但B2B2C模式因為透過平臺交易，而平臺的競爭策略之一就是會透過價格

調整吸引或創造另一邊市場的使用者，具有網絡外部性或間接網絡效應，符合

雙邊或多邊市場特性，使得傳統市場界定的方法不適用。凡是同時存在即存有

及連接兩個以上的客戶群；存在間接網路效應；存在使用外部性和會員外部

性；能對平臺上的各方具有價格控制力或影響力等4個條件者，可視為雙邊市

場。 

文獻中對於市場界定的方法包括質性和量化方法，其中可先採用質性邏輯

論證與訪談市場中的相關者，來判定是否為雙邊市場，再透過量化分析方法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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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實際資料以及設計問卷以釐清相關市場。若價格不為零，仍然可以應用

SSNIP測試；價格為零時，則可改用SSNIC（分析成本調漲對利潤的變化）或

SSNDQ（分析品質調整對利潤的變化）加以取代。惟因為SSNDQ對於品質的

項目仍難以決定，因此，實務操作上可採用盈利分析法加以檢視，若收入來源

有高度重疊性則可視為同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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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外網路銷售市場相關研究或案例 

本章主要參考其他國家對網路銷售市場的相關研究、處理方式或案例加以

彙整蒐集，以借鏡其他國家經驗，作為本計畫擬定或研析問卷、訪談題綱架構、

未來可能的執法的重點（包括產品或服務）、可能的違法行為類型之參考。由

於歐盟與日本已提出有關網路銷售平臺的相關研究報告，因此將以歐盟的產業

調查報告(Final report on the E-commerce Sector Inquiry)與日本的報告彙整為

主。 

第一節 歐盟的產業調查報告內容 

歐盟競爭法如同歐盟其他政策領域一樣，係由「基礎法」與「派生法」所

共同構成，主要以事業（包含公營事業）為規範對象，基礎法係指歐盟運作條

約本身所直接規定之內容，派生法則包括了各種規則、指令、決定、指導原則、

公告、一般法律原則等，甚至包括直接對個別產業部門(Sektor)的競爭規範。

在內容上，歐盟競爭法亦如同內國法可分成「實體法」的部分以及「程序法」

的部份。 

與事業於歐盟境內從事競爭行為直接相關的規範，於1958年生效的歐洲經

濟共同體條約（羅馬條約）係規定於第85條，1999年生效的歐洲共同體條約（阿

姆斯特丹條約）則係規定於第81條。第81條主要是限制事業間水平或垂直的聯

合行為，其中第一項規定了禁止事業從事聯合行為的幾個要件，第二項則規定

了違法從事聯合行為的法律效果，第三項為可豁免於聯合行為禁止規定之要

件，在實務上相當重要。第82條則是禁止具有市場控制地位事業的濫用市場力

行為，亦即市場控制地位的產生本身，並非第82條所欲禁止的內容，但當控制

市場事業出現第82條第ａ款至第ｄ款的濫用行為，並對共同體有所影響時，則

受到禁止。除上述以外，一般成員國競爭法所具有的結合行為限制競爭態樣，

並未在歐盟基礎條約當中出現，早期係籠統地以共同體條約第81條及第82條來

規範，晚近由於經濟情勢之發展與需要，已於派生法當中建立獨立的結合管制

規則(Fusionskontrollverordnung)。 

派生法在歐盟競爭政策的領域扮演極重要的角色，主要包括歐盟之卡特爾

程序規則、集體豁免規則、結合管制規則、個別產業部門競爭規則等。不具備

法律拘束力，但實務上適用相當頻繁的，還包括了執委會的各種公告與通知，

對於實體競爭規則也有相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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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9年12月1日施行迄今的歐盟運作條約係第101條和第102條規定，與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1條和第82條的內容完全相同，只有條號不同，現一般已不

使用歐洲共同體的稱謂。129
 

2015年5月6日，歐盟執委會提出數位單一市場策略（2015年COM192最終

版），是依據三大主軸規劃出的關鍵行動，以讓歐盟執委會能藉此打造出單一

數位市場。其中一個主軸便是確保歐盟國家的商品和服務，能夠透過電子商務

拉近與消費者和商業活動的距離。 

歐盟執委會於2015年5月起展開電子商務產業調查，並於2017年10月向議

會和理事會提交電子商務產業調查報告最終版，該報告介紹了歐盟的數位單一

市場策略，並進行電子商務產業調查的步驟、受訪的零售商、製造商、市集網

站、比價工具網站、付款系統供應商等如何挑選等，涵蓋範圍包括商品部分和

數位內容部分。該報告確認電子商務的關鍵特性，對經銷策略會產生重大影

響，並可能導致潛在的競爭壁壘。 

歐盟電子商務產業調查報告雖然是對歐盟市場的探究，但因電子商務產業

具有跨國交易特徵，許多國際大企業在不同地區的經銷措施可能有共同點130，

故歐盟電子商務產業調查報告甚值參考。以下歸納歐盟電子商務產業調查報告

中有關網路銷售可能造成的限制競爭疑慮的類型。131
 

歐盟電子商務產業調查報告中有關網路銷售可能造成的限制競爭疑慮類

型，基本上可大分為垂直限制、水平限制以及其他三類，以下先就限制行為加

以說明，再簡述探討歐盟電子商務產業調查報告的相關結果，最後再針對法律

部份加以說明等架構，分別摘述。 

一、垂直限制競爭疑慮  

垂直限制主要是經由封鎖市場、降低競爭和促進勾結，以致影響市場結構

和競爭程度的強弱，不過，通常只有在一個或多個供應鏈層次上的競爭不足

時，才會出現對垂直限制的競爭擔憂。就商品而言，某些排他性與選擇性的經

銷協議，以及限制零售商只能在歐盟範圍內銷售的契約規定、只能在實體市場

                                                      
129

 謝國廉，歐盟競爭法之架構與範圍，歐盟法之基礎原則與實務發展（下），2015。 
130

 魏杏芳，電子商務轉售價格維持與演算法─由歐盟業調查與華碩案談起，公平交易季刊第
27 卷第 4 期，201910，頁 4。 

131
 本節內容提及歐盟電子商務產業調查報告者，係譯自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Final report on the E-commerce Sector Inquiry. 
{COM(2017) 229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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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不能使用價格比較工具，以及限制自由定價的規定等，都可能會限制競

爭並導致切割市場，違反歐盟競爭法規定；針對數位內容部分，主要針對線上

銷售數位內容如音樂和視聽內容，是否存在國境限制與地域限制等加以瞭解，

同時也檢視流行音樂在線上經銷的授權以及其對競爭的可能影響，特別是在市

場進入障礙以及開發新商業模式或新服務的可能性方面，主要關注授權的排他

性以及因此造成進入封鎖而限制經銷商競爭，排他性授權可能對現有的競爭者

或潛在競爭者造成限制競爭。 

造成垂直限制競爭主要的來源為合約限制，過去十年間，多個國家的競爭

事務主管機關已在積極評估電子商務中的合約限制，例如，2012年法國主管機

關就將電子商務導入產業調查的業務當中，同時，德國、法國、英國和其他國

家的競爭事務主管機關，也針對數起電子商務中使用不同種類的合約限制，著

手進行調查。其中因為合約限制所造成的限制競爭類型可分為：一般銷售條件

或沒有任何選擇原則的合約（只有簡單的購買訂單與確認單）到具有排他性的

區域性獨家經銷、選擇性經銷、特許經營或少數的代理合約等。 

線上價格的透明度、線上和線下零售商之間公平競爭環境的挑戰以及保持

品牌在線上和線下銷售形象一致的困難度，都影響製造商的經銷策略。過去十

年間，製造商一方面透過設置自己的網路商店（64%），另一方面則透過電商

平臺直接販售商品給消費（20%），大幅增加直接銷售的比率。同時許多製造

商也針對他們的經銷網絡採取更強力的控制措施，例如導入選擇性經銷系統或

是與線上銷售有關的特殊經銷準則。 

根據歐盟的調查，單純透過實體店面零售商進行銷售的比率已經降低，反

而是透過純網路零售商和混合式零售商的銷售比率逐漸上升。多數製造商認為

透過零售網站的銷售，與實體店面的銷售具有同樣的潛在利益，只有1/3的受

訪者認為透過電商平臺的銷售才有利可圖，以及不到1/3的受訪者認為透過比

價工具網站的促銷能有類似的效果。 

雖然透過自營網站與電商平臺銷售的重要性日漸增加，但平均只占製造商

總銷售額的很小比例（分別是不到3%、1%），而且以服飾與鞋子類、化粧品

與健康食品、戶外與運動用品等類的製造商跨足零售業的比率最高。不過，儘

管電子商務快速成長，還是有不少製造商寧願加強實體門市的銷售，幾乎有一

半（45%）的受訪者開設自己的實體店面，而且透過製造商自己的實體門市所

銷售的比率也提高了，這些實體店通常是單一品牌門市，專為促銷特定的品

牌。製造商的另外一個策略是成立展示間，通常是以數量有限的展示間來呈現

他們的品牌，並明顯以線上銷售為主。採用此一策略的行業，通常都是行銷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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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品牌商品的業者，例如時裝或香水，他們認為在特定的奢華購物環境中提供

大量的預售建議的傳統購物體驗，是他們經銷策略的中心要素。 

歐盟產業調查報告提出最常見的線上合約限制，以下分別加以摘錄： 

（一）區域性獨家經銷協議  

1.區域性獨家經銷協議 

區域性獨家經銷協議是指製造商同意單一經銷商（批發商或零售商）可

以在特定區域轉售他的商品。區域性專賣的授權可以減少品牌內部的競爭並

區分市場，還可以有效證明某些區域保護的合法性。 

2.調查結果 

區域獨家經銷往往被視為鋪貨或是在新（國際）市場建立品牌/商品的

必備條件，其次是為了拓展銷量達到可以運作的經營規模（23%），再次為

提供鼓勵獨立經銷商為了銷售商品而投資在設備和人力資源方面的誘因

（22%）。 

零售商簽訂 區域獨家經銷協議比 率最高的商品類別是 服飾與鞋子

（10%），家庭用品（8%）和化妝品與保健用品（8%）則是緊接在後，最少

的商品類別為媒體（5%）和電腦遊戲與軟體（2%）。 

3.法律分析 

若區域性獨家經銷的製造商和經銷商的市場占有率低於30%，且未違反

垂直集體豁免規則（Vertical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VBER）中第4條

所載明的核心(hardcore)限制，則區域性獨家經銷協議就可獲得VBER的豁

免。 

（二）選擇性經銷  

1.選擇性經銷的目的 

所謂的選擇性經銷是指供應商依特定條件篩選經銷商，且經銷商允諾不

將產品出售給經銷區域內未經授權的經銷商，所以供應商得以對經銷網絡內

的產品品質及價格具有控制力。因為他們認為選擇性經銷可以幫助製造商在

經銷商到消費者的過程中維持商品的品牌形象，並可解決經銷網絡中潛在的

搭便車行為。 

採用選擇性分配系統的最典型原因包括：(a) 保護市場定位；(b)維持

品牌形象/聲譽；(c)確保銷售點的環境可以忠實呈現品牌的市場定位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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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d)維護商品/品牌的魅力、奢華感和聲譽；(e)購買名牌/名牌商品時可以

符合消費的的期待；(f)為了確保有高品質的售前和售後服務，由受過訓練的

專業員工提供有品質/專業的建議（同時，部分商品也必須確保消費者能正

確使用）；(g)提供消費者個人化建議/適時回應消費者需求和後續要求/確保

消費者權益；(h)確保由專業人士提供最高品質的技術展示/最高級的商品資

訊、與其他商品的協調性和安裝資訊；(i)確保在歐盟地區維持商品的連貫性和

一致性，向客戶傳遞連貫的「訊息」。這也包括商品的設計感和藝術性的呈現；

(j)保證提供消費者完整真實的購物體驗；(k)避免或減少線上銷售搶搭實體

銷售點高品質投資的便車；(l)藉由提高商品的可追溯性，有效抵抗仿冒品競

爭。 

2.調查結果 

隨著電子商務的崛起，選擇性經銷系統越來越常見。根據歐盟產業調查

報告，針對製造業，有56%受調查的製造商會針對部分商品採用選擇性經銷

協議，但僅限於某些商品，尤其是高檔產品或新商品，全面簽訂選擇性經銷

協議的製造商比例仍然很低，形成高檔商品才會以選擇性經銷的方式進行銷

售，其他商品則採開放式經銷的差異化經銷策略，包括多層次選擇性經銷，

亦即授權經銷商只能接觸到某部分的商品，若是零售商符合的選擇標準越

多，就有越多的商品可以選擇，在合約的規定下，不同級別的零售商之間，

不能互相銷售自己授權的商品（產品線），以針對不同品質的商品進行分流

銷售。 

針對電子商務的快速成長，67%已採用選擇性經銷方式的製造商表示已

經在經銷協議中導入新的標準，19%的製造商則是引進之前未曾採用的選擇

性經銷系統加以因應，也有2%的製造商將既有的選擇性經銷系統擴充至其

他種類的商品。 

整體來說，採用選擇性經銷的製造商，有47%表示他們不接受純網路參

與者加入他們的選擇性經銷網絡，剩下的製造商中則有不少人表示他們接受

純網路參與者加入部分商品的銷售，但是會要求他們至少有一間實體門市來

銷售高檔/專業/最新的商品。 

就商品類別來看，以服飾與鞋子、化妝品與保健用品、消費性電子產品

和家庭用品等類別的製造商採用選擇性經銷的比率超過半數，其他類別商品

中也相當普遍，而且以營業規模較大者使用比率較高。 

從歐盟的產業調查報告中也呈現，製造商對同時進行線上和線下銷售、

僅線下銷售、僅線上銷售的要求各有不同，其中線上銷售導入的準則正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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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線下銷售的品質要求。通常來說，線上銷售要求的仔細程度明確反映出製

造商希望控制商品呈現的環境、商品的統一品牌行銷和商品本身展示品質的

意圖。 

線上銷售採用選擇性經銷準則後有12%的零售商被製造商從選擇性經

銷網絡中剔除，也有19%的零售商因為進行線上販售或是他們在線上販售的

方式和區域，遭到供應商拒絕他們加入選擇性經銷網絡的申請。 

3.法律分析 

供應商若對經銷商的挑選係以固定的客觀準則為基礎，並一體適用於所

有的潛在代理商，沒有任何歧視行為，則不受歐盟功能運作條約第101（1）

條的約束。只要供應商和採購商各自在市場的占有率沒有超過30%，則兩者

之間的選擇性經銷協議的品質和數量，就可排除在VBER之外。無論商品的

性質和選擇標準為何，只要沒有出現第4條中明列的核心限制，就可以不受

VBER所規範。 

（三）限制轉售價格  

1.限制轉售價格 

許多產品都會設定產品的建議零售價，製造商認為產品價格是向客戶傳

達產品品質的最直接方式，建議零售價時，會考量品牌或特定產品的預期定

位，對高檔產品及奢侈品牌尤為重要。 

2.調查結果 

根據歐盟產業調查報告，除了房屋及園藝類商品之外，至少有三分之一

的零售商會從製造商處收到某種形式的價格建議，其中尤以服裝及鞋子類的

零售商占比最高，其次是運動器材及消費性電子產品類的零售商。 

製造商在考量建議零售價時，與幾項因素有關，包括反映特定的品牌/

產品形象或加強其形象或主觀價值、研發投資以及其他製造成本、客戶支付

意願的研究結果、行銷策略，以及零售商的要求。同時，建議零售價可能有

助於避免或減少線上價格降到與實體店面「自相殘殺」的困境，解決兩種管

道之間存在的結構性差異。對某些新產品或高檔品牌/產品而言，建議零售

價也可提供產品保固，以維持產品品質。 

不過，限制價格不僅只有製造商或供應商會使用，有些大型零售商或零

售商集團具有強大的談判地位，他們也會設定零售價格，要求明確的契約保

證(contractually guaranteed)利潤率，因此該利潤率會轉移部份的風險給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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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也因為大型零售商/零售商集團強大的談判能力，若利潤率低於預期時，

他們可以協商獲得特定的補償，以取得實實際上的保證利潤率。 

根據歐盟的產業調查報告，約18%的零售商回報，製造商會監控其零售價

格，製造商最常用的監控方式，包括訪問零售商的實體店或網站、透過外部公

司(如：市場分析或專門追蹤價格的公司)取得資訊、使用爬蟲(crawl)軟體在網

路上蒐集價格數據，或僅僅根據其他零售商之投訴為之。有近3成的製造商表

示會系統性追蹤由獨立經銷商出售的產品線上零售價，最常用的監控方法為人

工追蹤，有三分之二(會監控零售價)的製造商會使用此方法，其次是使用價格

追蹤軟體。有些製造商雖然不是系統性追蹤，而是進行針對性追蹤，如比較高

級(premium)的產品及主要市場。 

製造商監控價格，主要視為更加瞭解市場趨勢以及查看自身產品與競爭

對手的產品，以確定未來的建議零售價、品牌/產品定位、計算未來產品的

製造成本，以及對保證最低利潤率或補償較低利潤率的掌握。 

至於零售商是否遵循製造商的建議售價要求，歐盟的調查結果發現幾乎

有三分之一的零售商會遵循製造商的建議售價，而略多於四分之一的零售商

表示不遵循，其餘則視具體情況而定。零售商會遵循建議售價的原因是因為

有利可圖，尤其較小型的零售商之所以遵循建議售價，是為了避免破壞與製

造商的業務往來關係，也有是為避免製造商威脅或採取報復措施，尤以服裝

及鞋類、消費性電子產品以及房屋與園藝等產品類別最為普遍。部份要求預

期利潤率的零售商，監控競爭同業的轉售價格，並要求製造商針對低價競爭

者干預，以實現預期的利潤率。 

3.法律分析 

確定最低或固定價格(或價格範圍)的協議，為VBER第4(a)條所指的核心

限制，也是歐盟運作條約（TFEU）第101(1)條所規範的競爭限制，只要符

合市場占有率的門檻規定，轉售價格即會受VBER規範。不過，歐盟執委會

和歐洲法院到目前為止，沒有在任何一個案件中，承認轉售價格維持，可以

適用TFEU第101條第3項之豁免132。歐盟至今仍將最低轉售價格維持視為核

心限制，排除於集體豁免規則之適用，也很難符合TFEU第101條第3項的個

別豁免。133由於垂直協議比起水平協議，沒有水平協議傷害競爭來的嚴重，

                                                      
132

 引自楊智傑，歐盟競爭法轉售價格維持與電子商務發展下之反思，公平交易季刊，第 27

卷第 2 期，2019 年 4 月，頁 61。 
133引自楊智傑，歐盟競爭法轉售價格維持與電子商務發展下之反思，公平交易季刊，第 27

卷第 2 期，2019 年 4 月，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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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垂直限制集體豁免規則最重要的規定就是，只要參與垂直限制協議的

廠商，在相關市場市占率不超過30%，原則上均可獲得集體豁免。134
 

（四）線上銷售限制  

線上銷售限制可區分為製造商對零售商間的限制，也可能出現在電商平臺

對零售商間的限制，分別說明之。 

1.製造商對零售商的線上銷售限制 

製造商認為他們花費的大筆的金錢和時間來打造某些品牌和維持聲

譽，主要是想透過對銷售環境品質的高度要求以確保消費者買到想要的商

品，還能讓消費者瞭解商品的重點特徵，以及與其他商品/品牌的關鍵差異，

若透過某些電商平臺而讓消費者在不適合的環境購買商品，而且無法滿足消

費者所期待的商品資訊、服務、建議和體驗商品的能力，會大幅降低品牌價

值，進而對商品和品牌的聲譽產生負面的影響。尤其是對名牌商品來說，在

非奢華的環境下，無法提供個人化的建議和奢華的購物體驗，也無法反映出

品牌的聲譽價值。單純透過電商平臺的版面和資訊呈現方式，無法滿足品牌

希望提供比較特殊的形象給他們的消費者（包括利用照片、文字和影片）的

目的。同時電商平臺的營運商無法完全解決仿冒品流竄嚴重的問題，對於保

護消費者和幫助智財權所有者打擊非法商品的成本，試圖規避，甚至可能從

販售仿冒品當中賺取佣金，對品牌形象造成很大的傷害。 

製造商也認為無法確保電商平臺販售的零售商能夠提供完善的售前和

售後服務，因為電商平臺上販售的焦點就是單純的價格因素，而忽略了不同

商品在品質、設計和創新方面，這些對於商品來說都很重要的特質。特別是

對於某些商品來說，確保傳遞高水準的建議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不正確的處

理或使用方式可能會造成安全和保障的風險。 

再就搭便車問題而言，實體門市為了提供消費者檢驗和體驗商品的可能

性，必須投資在特定的設備和人力資源，若透過電商平臺銷售，則是讓小型

或是無法提供售前和售後服務的零售商搭實體門市的便車。對於某些混合型

電商平臺既可以提供第三方賣家電商平臺的功能，也可以身兼零售商的角

色，相較之下，他們比製造商更具有議價能力，也使得製造商質疑該些電商

平臺在市場的定位。尤其某些電商平臺會禁止零售商在網站上明顯展示自己

的訊息，也禁止零售商與消費者建立直接的關係。因此，透過電商平臺的銷

                                                      
134引自楊智傑，歐盟競爭法轉售價格維持與電子商務發展下之反思，公平交易季刊，第 27

卷第 2 期，2019 年 4 月，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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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活動無法為零售商建立長期的消費者關係，也無法帶來未來的消費機會，

對於建立經銷商與消費者之間直接且長期的關係，以及有效傳遞品牌形象有

所損害。 

2.製造商對零售商的線上銷售限制調查結果 

透過電商平臺具有潛在不利和有利的影響，與電商平臺的特定功能有

關，例如商品的呈現是否具有吸引力、品牌的辨識度是否明顯以及消費者對

於商品特徵、款式和品質是否滿意，都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根據歐盟

的產業調查報告，48%的製造商指出他們認為在電商平臺上販售商品，會對

他們的業務帶來潛在的不利影響，其中尤以運動和戶外用品類別的比率特別

高，其次是服飾與鞋子配件。但有19%的製造商有利用電商平臺直接販售商

品給消費者，也有不少製造商表示透過（某些）電商平臺販售商品有益於他

們的業務，因為電商平臺可以提高商品和品牌的可見度，讓零售商可以用較

低的廣告成本觸及到更多的消費者。電商平臺也讓商品採購不受時間和地點

的限制。特別是針對活躍於消費性電子產品的製造商來說，他們通常都認為

電商平臺有益於他們的業務。 

3.電商平臺對零售商的線上銷售限制 

對許多線上零售商來說，電商平臺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銷售管道，他們

可以藉此接觸到大量使用電商平臺的消費者，電商平臺也讓開始進行線上銷

售業務的零售商初期投資大幅降低。過去幾年，因為合約限制阻止了零售商

透過線上電商平臺銷售商品，已經引起某些會員國注意是否違反歐盟競爭規

則。 

4.電商平臺與零售商的線上銷售限制調查結果 

根據歐盟的產業調查報告，61%的受訪零售商利用自己的網路商店作為

線上銷售的管道，而有31%的受訪零售商同時利用自己的網路商店和電商平

臺進行販售，還有4%的受訪零售商是單純利用電商平臺進行銷售，總計超

過90%的受訪零售商透過自己的網路商店進行線上銷售。將電商平臺做為銷

售管道之一，雖然與零售商的營業額高低沒有太大關聯，不過，小型零售商

來說電商平臺似乎特別有用。 

許多零售商和電商平臺都認為，線上銷售限制的主要原因是製造商希望

減少線上販售的賣家人數，以及避免價格透明度和價格競爭。由於電商平臺

讓買家可以在網站上比較數個賣家之間的價格而選擇價格最低的賣家，所以

線上銷售限制是幫助製造商穩定零售價格，減少價格競爭的作法，有利於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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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實體門市、自營網路商店或直接販售給消費者的製造商。 

 

（五）最惠客戶限制  

1.最惠客戶限制 

歐盟也關切與最惠客戶限制有關的排他性條款與對等性條款。排他性條

款（exclusivity）指合約規定市場或價格比較工具不可與簽約方以外之其他

零售商(銷售相同產品)建立契約關係，或限制零售商於其他市場或於其他價

格比較工具上列出其產品的相關條文；而對等性(parity)條款則是要求零售商

以最低價格於市場上銷售或於價格比較工具上呈現。非價格對等性條款可能

要求零售商於市場或價格比較工具上提供與其自身網站上相同的產品範圍

或類似的客戶服務。 

2.調查結果 

根據歐盟產業調查的結果，對零售商間的排他性條款很少，但對等性條

款的數量稍多一些，通常使用對等性條款的電商平臺是規模較大者，或是新

進入者，要求零售商以低於或等於零售商在任何其他電商平臺上提供之最低

價作為售價，或要求零售商於電商平臺上提供與其他市場、網站及實體商店

相同的產品範圍。 

至於採用對等性條款的原因，電商平臺認為主要是為了建立和維持客戶的

信任度，因此有必要擁有廣泛且最新的零售商產品，或是要讓賣家至少以具有

競爭力的價格提供其產品，以價格吸引線上買家。有些電商平臺會定期監控對

等性條款的遵循情況，另外一些電商平臺則不定期為之。如果出現違反情況，

電商平臺會首先警告零售商，並於最終將零售商排除在相關的賣方規劃活動之

外，甚或要求下架。 

3.法律分析 

對等性條款可能會抑制零售商的競爭，最終可能導致品牌內競爭減少，

也可能減少線上零售商與電商平臺間的競爭，並使進入或擴展競爭市場的難

度提高。然而，對等性條款也可能會提升效率，例如使用對等性條款來補償

電商平臺的投資，並避免搭便車行為，新進入市場的企業如果他的商業模式

主打具有最佳轉售價格或最廣泛產品範圍者也可能會使用。因此，應根據個

案具體情況，進行對等性條款分析與評估。若雙方的市場占有率不超過

30%，對等性條款也未涉及VBER第4條的核心限制，則對等性條款的垂直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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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可被豁免，但如果市場份額超過30%，則需就對等性條款進行單獨評估。 

（六）價格監控135 

1.價格監控 

電子商務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線上價格透明、公開，對供應鏈的各個層

面的行為均具有重大影響。價格監控軟體提高價格透明度，讓製造商更容易

發現偏離建議定價的零售商，以對不遵循定價建議的零售商進行報復，從而

一開始就限制零售商偏離此類定價建議。價格監控軟體也促進或強化零售商

間的(默示及明示)共謀，而更容易、更立即地發現與共謀(collusion)協議之間

的偏離。因此，透過限制此類偏離的預期收益，可以減少零售商偏離共謀價

格。 

2.調查結果 

根據歐盟的產業調查報告顯示，約有一半的零售商會追蹤競爭對手的線

上價格，主要方式包括線上搜尋、價格比較工具，以及由第三方軟體專家或

由公司本身創造的特定價格監控軟體(俗稱「蜘蛛」)，該類軟體能在網路蒐

集大量與價格相關的資訊。就會追蹤線上價格的零售商中，有67%會使用自

動軟體程式，其中大企業比中小企業更傾向於追蹤競爭零售商的線上價格，

尤其某些產品類別使用價格比較工具，會比其他產品更為明顯，其中服裝及

鞋類、消費性電子產品以及房屋與園藝產品等類別，與價格比較工具最具相

關性。 

價格監控軟體可以提供高度精細、即時性以及廣泛的價格數據，針對品

牌特定、產品特定或兩者兼有加以執行，其中可提供的內容包括建議零售價

或其他參考價格間的差額概覽，並能在零售商價格與預定價格不符時，對零

售商發出警報。 

大多數的零售商(78%)會使用軟體監控價格並因而調整自身的價格，使

其與競爭對手價格相等，大多數零售商(43%)會人工調整價格，但有些(8%)

會使用定價軟體程式的自動價格調整功能，進行價格調整，27%的零售商則

會同時使用人工及自動價格調整。自動價格調整允許零售商自動將某些產品

價格設定為預定的水準，例如，比軟體監控的基準競爭對手的最低觀察價格

                                                      
135

 價格監控軟體或比價軟體的採用，包括製造商對零售商的價格監控以及零售商之間的價格
跟調，所以具有上下游關係的事業（垂直關係）或產業的同業（水平關係）都會用，在歐
盟這兩種情形都適用第 101 條，不過歐盟對價格監視款體或比價軟體的關注，主要用在垂
直限制的違法，不會用在水平的限制，因為單方自主的追查競爭同業的網路價格，作為調
整價格的參考，若無共謀勾結，則尚不構成水平違法疑慮，因此，此一類型本研究將其列
為垂直限制競爭疑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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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低1%。 

3.法律分析 

歐盟執委會尚未就價格比較工具的使用，是否有違反（以及於何種情況

下會違反）TFE第101條規定採取立場，任何執委會的決定均取決於案件的

具體情況以及當前的具體限制。因為限制使用價格比較工具可能會剝奪業者

使用引導客戶（包括零售商實體交易區域以外的客戶）至自身（或授權）網

站的手段，進而限制零售商使用網路作為有效的銷售管道，且可能構成

VBER第4(b)及第4(c)條中對被動銷售的核心限制，所以歐盟執委會只禁止與

品質標準無關的價格比較工具。 

（七）其他價格或廣告限制  

許多製造商於其經銷合約中包含大量的詳細條款，說明其產品於線上銷售

及廣告的方式，選擇性經銷合約尤是如此。根據歐盟的產業調查報告顯示，有

些零售商完全無法透過網路銷售某些商品，後續應審查禁止零售商使用網路作

為行銷手法的契約規定，是否符合TFEU第101(1)條之規範，以及VBER第4(c)

條所指之核心限制。若於VBER第4(c)條所指的未經授權營業地點營運，則此

類條款不得視為選擇性經銷系統的限制項目，且其僅於符合TFEU第101(3)條

所規定條件下的個別情況，始得不受TFEU第101條的禁止規範。 

於產業調查中發現，有些合約條款限制(授權)零售商使用製造商(受商標保

護之)品牌名稱在線上行銷或進行優化活動，不論此類使用是否構成商標侵

權、甚至於商標規範允許的範圍內，也受到限制。 

有些零售商在使用付費搜尋引擎廣告服務(如：Google Adwords)以獲得優

先列出(preferential listing)的機會，會被限制使用或限制競標某些製造商的商

標，或僅可就特定位置進行競標，此類限制通常是為了防止在使用特定關鍵字

時出現零售商自己的網站，避免製造商自身的零售活動無法排在列表的前端

(top listing)或降低競標價格。對於此類限制零售商導引客戶至其網站，使網路

作為銷售管道的利用性受限，則此類限制規範可能有違反TFEU第101條之虞。

但限制零售商於其自身網域名稱中使用製造商商標/品牌名稱，則有助於避免

與製造商網站相混淆。 

二、水平限制競爭疑慮  

蒐集、處理及使用大量的數據(通常稱為「大數據」)在電子商務中日益重

要。蒐集數據資料之目的五花八門，包括完成交付及管理與交付相關的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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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付款交易、履行售後服務、付款驗證與詐欺預防、機器人詐欺篩查、防止

網站遭駭客入侵、管理客戶關係、電商平臺行銷、進行績效分析、遵守會員國

之個別法律(如：遵守不同之增值稅稅率或消費者保護法規)，可用於不同的目

的(如：帳單地址可用於將帳單送達客戶並向其發送新聞通訊)。 

一方面，數據資料是寶貴的資產，對大量數據資料的分析可透過提供更好

的產品與服務，帶來實質性收益，並使公司更有效率。電子商務中的大數據分

析可改善多管道整合，提升處理效率，減少庫存，創建新功能與服務，並增加

客戶的購物體驗及便利性。例如，幫助零售商以個人化的產品推薦，折扣，廣

告或客戶服務方式，向客戶提供目標產品。不過，蒐集及使用大數據資料集可

能會影響競爭。例如，於電商平臺與第三方賣方，或製造商與零售商之間交換

關價格或售出數量等競爭性敏感數據時，若同一參與者於某些產品或服務銷售

上有直接競爭，則可能引發競爭問題。此外，電商平臺營運商有時會在其平臺

上擔任線上零售商，與第三方賣家直接競爭，在沒有任何保障措施之下，可使

用第三方賣家提供給電商平臺或於電商平臺上產生與交易相關的競爭性敏感

數據(如：暢銷書、交易價格及定價規劃、庫存水平，供應商之數據)，以犧牲

第三方賣家為代價，達成促進電商平臺零售活動的目的。同樣地，於線上銷售

的製造商，也可能會要求其授權經銷商提供競爭性敏感數據，這些數據可用於

反競爭目的，都可能產生競爭問題。 

根據歐盟產業調查報告，網路銷售市場的電商平臺會蒐集各式各樣不同的

數據資料，包括位置、產品、價格、購買及瀏覽歷史、訪問頻率，使用裝置及

付款方式，其中以產品購買歷史最多，占97%，其次依序為產品購買歷史、付

款方式、購買價格歷史、訪問頻率、使用裝置、電商平臺上的瀏覽歷史、位置

資訊、裝置上的瀏覽歷史等。 

除了上述所列的數據資料外，電商平臺也會蒐集個人識別資訊(如：姓名、

母姓，年齡)、聯絡方式(包括實際及電郵地址，電話號碼)、電子識別資訊(如：

裝置ID)、客戶個人資料(喜好、習慣、聊天內容、語言、興趣，個人資料)，

財務資訊(包括：帳單，銀行帳號及付款系統數據)及反饋數據資料。 

價格比較工具亦會蒐集不同類型之數據資料，通常涉及客戶所使用的裝

置、訪問頻率、網站上的瀏覽歷史、位置資訊等。此外，如不同類別客戶(如：

註冊客戶及過往客戶，可信評論之客戶)的個人識別資訊及聯絡方式、電子識

別資訊，以及與個人無關的匿名數據資料等，也有部份價格比較工具會蒐集，

並作為第三方分析數據(如：關鍵字、流量來源、操作系統，使用之瀏覽器及

裝置)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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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資料的使用程度相當廣泛，例如電商平臺及價格比較工具會使用部分

所蒐集到的數據資料給開收據的零售商，區分軟體(網路機器人)及人為點擊，

有些價格比較工具會對來自國外IP位址及來自本地IP位址的點擊收取不同價

格，也可以做改善客戶體驗的依據，例如，瀏覽歷史可使客戶查看較早訪問的

產品、顯示功能亦可用於各類型裝置，例如，有些價格比較工具僅會開放給智

慧型手機優化體驗的商家使用。經由所蒐集的數據資料的幫助，也可以分析客

戶行為及需求(如：單一(unique)客戶及經常客(frequent)之數量，對促銷的反

應)、於特定位置排序以更受歡迎、優化產品列表與顯示功能(搜尋演算法會自

過往的歷史中「學習」)、改善行銷活動(例如顯示個人化橫幅)，並開發其所提

供的服務及其網站，藉以評估並改善業務績效。數據資料亦可使用於建立安全

防護與防止詐欺等問題。 

約有一半的電商平臺會與購買其產品之專業賣家共享一些數據資料，此類

電商平臺通常會提供處理交易所需的數據，以及自身的個別銷售數據與分析資

料。約四分之一的價格比較工具回報，會與使用其產品的賣方共享數據(通常

是點擊數據及使用裝置的資訊)。 

電商平臺及價格比較工具通常不會將數據資料出售給第三方，惟少數會將

數據資料賣給研究公司及廣告商。三分之一的電商平臺與極少數的價格比較工

具回報，會自第三方購買數據資料，主要來自提供信用檢查與身份檢查服務的

實體單位、電商平臺研究公司及機構的匿名與彙整數據資料、媒體公司，以及

來自行銷公司的個人識別數據資料。 

零售商會基於地理封鎖目的之外的目的收集數據資料，所蒐集的最典型數

據資料為客戶的實際地址(尤別是郵政號碼)、真實位置(如：GPS坐標、Wlan

數據，IP位址)、通訊地址、帳單地址、電郵地址、電話號碼；名稱、出生日

期、性別、語言、信用卡及銀行資訊、客戶通訊方式、PC資訊，使用的瀏覽

器以及有關訪問搜尋與購買歷史之數據。 

三、其他類型 

根據產業調查，在所有商品類別中，主要負責促銷和廣告活動就是製造商

本身，與書籍、CD和DVD相比，服飾和鞋子類有較多的製造商負責促銷和進

行廣告活動，而以消費性電子商品和居家用品來說，有1/3的受訪製造商指出

促銷和廣告活動主要由零售商執行，惟零售商的看法與製造商不同，不論商品

類別為何，多數（平均約有80%）都認為廣告和促銷活動是由零售商來執行。 

以上的限制來自於執委會要求市場參與者提供契約限制更詳細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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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ual restrictions)，但無法作為產業調查中所遇到限制詳盡列表的基礎。

此外，電子商務市場的新發展可能會產生新的契約限制類型，也可能需要將來

進行更嚴格謹的審查。 

第二節 日本的電子商務調查報告內容 

一、日本網路銷售平臺執法現況與立法動態  

日本內閣於2018年6月公布「未來投資戰略2018」（未来投資戦略2018），

確定了經濟發展基本原則與建立因應平臺經濟的政策措施。因此，日本公平交

易委員會、經濟產業省與總務省於2018年7月成立「改善數位平臺交易環境檢

討會（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マーを巡る取引環境整備に関する検討

会），討論關於數位平臺問題與制定「因應數位平臺興起之基本原則136」（プラ

ットフォーマー型ビジネスの臺頭に対応したルール整備の基本原則），其基

本原則為為實現透明性和公平性，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將對實際交易情況進行

全面而徹底的調查。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2019年10月31日公告調查結果「關於數位平臺交易

習慣調查報告」（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マーの取引慣行等に関する実態

調査報告書），並說明為促進數位平臺競爭並提升消費者利益，日本公平交易

委員會將審慎處理日本獨占禁止法所規定的具體問題137。 

該報告涵蓋網路銷售平臺138，指出數位平臺具備雙邊市場特性及網路效

應，且提供服務的邊際成本低，但可以有效拓展規模經濟。數位平臺的競爭隱

憂有：1.濫用優勢地位；2.排除新進者；3.變更契約條款排除競爭者；4.限制

競爭之不利益大於整體經濟利益之結合。該報告並整理數位平臺可能出現的違

反獨占禁止法的行為與議題，包括：1.平臺業者的優勢地位；2.片面變更契約

條款；3.使銷售商承擔退貨損失；4.利用銷售商消費者資訊為有利於己之行銷；

                                                      
136

 「プラットフォーマー型ビジネスの臺頭に対応したルール整備の基本原則を策定しまし
た」，https://www.meti.go.jp/press/2018/12/20181218003/20181218003.html，最後瀏覽日
期：2020 年 6 月 6 日。 

137
 「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マーの取引慣行等に関する実態調査(オンラインモール・
ア プ リ ス ト ア に お け る 事 業 者 間 取 引 ) に つ い て 」 ，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2019/oct/191031_2.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6 月 6 日。 

138
 關於日本公平會的數位平臺調查對象為網路市集平臺與應用程式商店平臺，網路市集平臺
主要為 Amazon、Yahoo!ショッピング、楽天市場事業與此三者的利用事業者，經查此三者
與利用事業者的條款，非買斷商品賺取價差，而是收取使用費與銷售佣金。從法律關係看
來，利用事業者沒有移轉商品所有權給網路市集事業，而是網路市集平臺提供店舖與商品
展示的服務，並收取使用費與佣金。應用程式商店平臺（APP 下載平臺）的調查對象，主
要為 App Store、Google Play。 

https://www.meti.go.jp/press/2018/12/20181218003/20181218003.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https://www.meti.go.jp/press/2018/12/20181218003/20181218003.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2019/oct/191031_2.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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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等議題。 

關於數位平臺的法律規制，現階段是依據日本的「獨占禁止法」，然日本

公平交易委員會目前尚未訂定專屬處理原則。若要了解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關

於垂直交易限制的適用觀點，可參照「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流通・取引

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的說明139。而除了「獨占禁止法」外，未

來可能另有「數位平臺交易透明化法」（特定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の透

明性及び公正性の向上に関する法律案），不公平方法或限制競爭部分交由日

本「獨占禁止法」規範，「數位平臺交易透明化法」則規範數位平臺的資訊揭

露、系統維護，以提高數位平臺交易之透明度和公平性140。 

以下針對日本的網路銷售平臺的優勢地位、網路銷售平臺限制競爭行為之

調查加以說明。 

二、日本網路銷售平臺之優勢地位  

日本相對優勢地位及不公平交易方法規定於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2 條

第 9 項，由於本項各款規定內容過於抽象，故同條項授權日本公平交易委員

會另以公告指定具體化「不當利用交易地位」之內涵，該條項指定規定為：「利

用自己在交易上之優勢地位，違反正常的商業習慣，不當實施下列各款行為之

一者： 

1.對於繼續性交易之相對人，令其購買與該交易無關之商品或服務； 

2.對於繼續性交易之相對人，以利己之計算，令其提供金錢、服務或其

他經濟上之利益； 

3.訂定或變更為不利於相對人之交易條件； 

4.除前三款所列行為外，有關交易之條件或其實施，有課予相對人不利

益之情事者； 

5.交易相對人為公司組織之事業型態者，要求該公司就其負責人之選

任，應事前依其指示，或事後經其認可141。」 

關於數位平臺的優勢地位，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鑑於數位平臺的間

                                                      
139

 牛曰正，「日本競爭法上之非水平交易限制」，公平交易季刊，第 26 卷第 4 期，78 (2018)。 
140

 「『特定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の透明性及び公正性の向上に関する法律案』が閣議
決定されました」，https://www.meti.go.jp/press/2019/02/20200218001/20200218001.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20 年 7 月 6 日。 

141
 顏廷棟、余朝權，「日本獨占禁止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4 期，6 (2006)。 

https://www.meti.go.jp/press/2019/02/20200218001/20200218001.html
https://www.jftc.go.jp/cprc/koukai/sympo/181207sympo02.pdf，最後瀏覽日期：2020
https://www.jftc.go.jp/cprc/koukai/sympo/181207sympo02.pdf，最後瀏覽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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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網路效應（網路外部性），對於銷售商及消費者有集中性的數位平臺，在當

前市場可能有高度的影響力，或地位將快速上升。隨著在市場上具影響力的數

位平臺擴大其市場占有率及提高排名，數位平臺的競爭者在品質、產品陣容及

費用等可能無法與具市場地位之數位平臺匹敵。另外，當數位平臺或其關係企

業直接將其產品出售予消費者時，在產品上會與其競爭者相競爭。若將數位平

臺視為一個單一市場，則數位平臺很有可能位於獨占或寡占地位，如此似不符

合實務。 

就數位平臺的優勢地位而言，過去日本實務及通說對於優勢地位之認定，

係從相對優勢之觀點，考量交易對象之更換可能性，並衡酌當事人所屬市場狀

況、交易商品或服務之特性、當事人經濟地位差異等因素142。在此認定基礎上，

由於網路銷售交易的停止會給銷售商業務帶來風險，因此就算會對銷售商帶來

沉重負擔，銷售商也必須接受數位平臺的條件。於此情形，數位平臺相較於銷

售商，就具有交易上之優勢地位，因為數位平臺具有間接網路效應（網路外部

性），較多的銷售商和消費者傾向使用相同的平臺，故具有影響力的數位平臺

業對於銷售商，極有可能被視為占有優勢地位。 

三、日本網路銷售平臺限制競爭行為之調查  

根據日本學者的整理，日本數位平臺常見違反「獨占禁止法」的規定有143：

「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5項與第3條規定（私的獨占）、第2條第6項與第3條規

定（不當交易限制）、第2條第9項與第19條規定（不公平交易方法）、第9條至

第18條規定（企業合併）。 

除了結合議題外，關於網路銷售市場的限制競爭議題則可依水平限制競爭

與垂直限制競爭議加以說明。關於水平限制競爭議題，就劃分市場而言，網路

銷售市場應如何劃分市場，特別是當網路銷售平臺係同時混合經營不同之業

務、提供不同之商品或服務時，應如何就相關商品或服務之需求替代、供給替

代進行界定產品市場144。另外網路銷售平臺有無可能經由演算法進行聯合行

為，共同決定彼此的價格或銷量145。 

                                                      
142

 顏廷棟、余朝權，「日本獨占禁止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4 期，9 (2006)。 
143

 泉⽔⽂雄 ，「⽇本 に お け る デ ジ タ ル プ ラ ッ ト フ ォ ー ム と 競 争 法 」，
https://www.jftc.go.jp/cprc/koukai/sympo/181207sympo02.pdf，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6 日。 

144
 公平交易委員會合作研究報告，電子商務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  (2000)；
玉田康成[他]，プラットフォーム競争と垂直制限 : ソニー・コンピュータエンタテイン
メント事件を中心に，公正取引委員会 (2009)。 

145
 王立達，「競爭法如何因應數位經濟新經營模式」，公平交易通訊，第 82 期，1-6 (2018)。 

https://www.jftc.go.jp/cprc/koukai/sympo/181207sympo02.pdf，最後瀏覽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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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網路銷售市場之垂直限制競爭議題，常見的有限制轉售價格、網路最

低廣告價格、設定交易條件、排他性交易、捆綁交易、最優惠要求等146。其中，

網路銷售平臺涉及之案例有網路銷售平臺要求賣家於平臺所提供的價格，必須

是所有網路銷售平臺中最優惠者，當市場中強大的網路銷售平臺要求最優惠價

格，而產生價格維持效應或市場封鎖效果時，則有違反競爭法之疑慮。 

根據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網路銷售平臺所為可能之限制競爭行為整

理如下147： 

（一）網路銷售平臺片面修訂契約條款  

根據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調查，有網路市集銷售商反映網路市集平臺在

沒有取得修訂契約同意，即增訂可能會增加費用或新付款方式的契約條款。就

此，網路市集平臺回應，提高費用是為了維護及改善服務、必要的成本浮動等

等，而新付款方式則是為了擴展付款方式以減輕付款負擔。 

有應用程式銷售商反映契約條款是單方面更改，如果銷售商不同意更改，

則應用程式商店上服務將受到限制，故銷售商必須同意。就此，應用程式商店

平臺回應，由於利用平臺之事業太多，無法與所有利用事業協商。此外，所有

事業，無論規模大小，均進行公平交易。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報告指出，若具有優勢地位的網路銷售平臺將契約

條款修改為：提高銷售商所支付的費用，或銷售商必須使用付費的新服務，而

不公平地損害銷售商利益時，將可能違反「獨占禁止法」的濫用優勢地位規定。

公平交易委員會建議，為了改善交易的公平及透明度，並保障網路銷售平臺的

公平競爭環境，網路銷售平臺首先須使銷售商事先知悉契約修訂內容並充分解

釋。其次，如果銷售商提出合理契約修訂建議，要納入考慮。此外，從修訂契

約通知至契約修訂生效日的期間，須給予銷售商充分的時間考慮。 

（二）銷售商被迫接受退貨或退款  

根據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調查，有網路市集銷售商反應幾乎是被迫接受

退貨，即便可判斷為消費者惡意退貨亦相同，而網路市集平臺未給予足夠補

償。就此，網路市集平臺則回應，關於退貨或退款，一切依照契約條款處理。 

                                                      
146

 魏杏芳，「論數位經濟時代的網路經銷限制──以歐盟規範管制與實踐為核心」，月旦法學
雜誌，第 273 期，211-226 (2018)；魏杏芳，「論網路經銷的價格限制」，公平交易季刊，第
26 卷第 2 期，145-172 (2018)。玉田康成[他]，プラットフォーム競争と垂直制限 : ソニー・
コンピュータ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事件を中心に ( 2009)。 

147
 「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マーの取引慣行等に関する実態調査(オンラインモー
ル ・ ア プ リ ス ト ア に お け る 事 業 者 間 取 引 ) に つ い て 」，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2019/oct/191031_2.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6 月 26 日。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2019/oct/191031_2.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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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應用程式銷售商反映，應用程式商店平臺無論消費者是否使用，都會在

一定期間內接受退款請求，銷售商因此蒙受損失。就此，應用程式商店平臺回

應，在一定時間內接受退款請求是為了保護消費者及銷售商，且是按照條款進

行退款。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報告指出，當有優勢地位的網路銷售平臺，使銷售

商承擔因退貨或退款所致的損失，而不公平地對其造成損害時，將可能違反「獨

占禁止法」的濫用優勢地位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建議，為了改善交易的公平

及透明度，並保障網路銷售平臺的公平競爭環境，網路銷售平臺業者須以書面

明確說明，在何種特定的情形及條件下接受退貨或退款。 

（三）利用銷售商所蒐集的交易資料為直接銷售  

根據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調查，有網路銷售平臺取得銷售商的交易資

料，並利用該資料為直接後續銷售（follow-up sale）同類產品。就此，網路銷

售平臺則回應，從未利用交易資料來為直接銷售。 

有應用程式銷售商反映，有曾訂閱付款的消費者收到類似應用程式的銷售

促銷活動，推測應用程式商店平臺能夠獲得這些消費者的個人資料，且將這些

資訊用於平臺自己開發的應用程式之銷售促銷活動。應用程式商店平臺則回

應，交易資料僅用於推薦消費者專屬應用程式時使用，除此之外不會使用消費

者個人資料。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報告指出，當網路銷售平臺透過利用銷售商所蒐集

的交易資料，包含銷售資訊及客戶資訊，作為自身或關係企業的銷售之用，而

不正干預與其有競爭關係的銷售商和消費者間的交易，可能會違反「獨占禁止

法」的不當妨礙競爭者與他人交易的規定。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建議，為了改

善交易的公平及透明度，並保障網路銷售平臺的公平競爭環境，關於網路銷售

平臺利用平臺地位來獲得的交易資料，網路銷售平臺業者須向銷售商及消費者

公開資訊，包括網路銷售平臺自己或其關係企業得否使用資訊？以及若網路銷

售平臺或其關係企業確實使用所獲得的交易資料，則在什麼目的、權限及條件

下可以使用該些資料。 

（四）網路銷售平臺對銷售商的差別待遇  

根據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調查，有網路市集銷售商反映網路市集平臺在

顯示搜尋結果、付款系統及佣金率等方面，為其自身或關係企業提供優惠條

件。網路市集平臺則回應，一切是公平評估搜尋結果，而關於付款系統，對自

身或關係企業不會給予任何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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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應用程式銷售商反映，相較於應用程式商店平臺自己開發之程式，銷售

商開發之程式於顯示搜尋結果及佣金率方面處於劣勢。應用程式商店平臺則回

應，就搜尋結果並未給予自己或關係企業優惠待遇。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報告指出，當網路銷售平臺針對佣金率或搜尋結果

顯示給予銷售商不公平待遇，並以管理隨機搜尋的演算法的方式，給予網路銷

售平臺或其關係企業上架於網路銷售平臺上的商品優惠待遇，而不正干預與其

有競爭關係的銷售商和消費者間的交易時，可能會違反「獨占禁止法」的不當

差別待遇、不當妨礙競爭者與他人交易之規定。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建議，為

了改善交易的公平及透明度，並保障網路銷售平臺的公平競爭環境，網路銷售

平臺須公開決定搜尋排名的主要參數及權重，告知消費者網路銷售平臺是否有

設置廣告欄位，及搜尋結果上方的相關商品，避免給予消費者錯誤印象；就佣

金率或顯示手法，網路銷售平臺自己、關係企業及銷售商三者應採相同待遇，

或對銷售商及消費者說明清楚給予差別待遇的內容及理由。 

（五）拒絕銷售  

當網路銷售平臺本身或其關係企業，在自家平臺上銷售商品時，則與同平

臺提供相同類型商品的銷售商產生競爭關係。一般而言，網路銷售平臺可以自

由選擇交易夥伴，因此得拒絕某些銷售商於平臺銷售。然而，若網路銷售拒絕

的原因是「獨占禁止法」所不許的不正當目的，包含排除競爭對手、維持商品

價格等，可能違反「獨占禁止法」，例如拒絕交易的規定。 

為改進交易的公平性及透明度，並確保網路銷售平臺能有公平競爭的環

境，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建議，網路銷售平臺應制定明確的審查標準，並確保

審查標準符合公平原則，若網路銷售拒絕銷售商於該平臺銷售，應提前通知銷

售商，且告知其原因。 

（六）限制銷售商業務之最優惠條款  

根據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調查，有網路市集銷售商反映，網路市集平臺

要求銷售商於該網路市集平臺的價格，必須等於或低於其他網路市集平臺。網

路市集平臺則回應，網路市集平臺從不限制銷售價格。 

有應用程式銷售商反映，曾被迫將應用程式商店平臺以外之零售價格，設

定高於應用程式商店中零售價格。應用程式商店平臺則回應，從未如此建議或

強迫。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報告指出，當網路銷售平臺向銷售商要求提供最優

惠條款時，銷售商間及網路銷售平臺間的競爭可能會受到損害，且消費者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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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從價格或商品多樣性的競爭中受益。特別是當市場中強大的網路銷售平臺

單獨或與其他網路平臺業者一起提供最優惠條款，而產生價格維持效應或市場

封鎖效果（market foreclosure effects）時，可能會違反「獨占禁止法」的限制

交易規定。 

（七）限制使用其他應用程式商店  

根據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調查，有應用程式商店銷售商反映，除了應用

程式商店平臺自己開發的特定作業系統，消費者被禁止安裝其他的應用程式商

店。還有，若消費者透過網頁下載應用程式到特定的裝置上，會出現警告訊息。

就此，應用程式商店平臺回應，關於載有需執行於平臺開發作業系統上的應用

程式之應用程式商店，禁止消費者於系統上安裝由第三方所營運的應用程式商

店，但網頁應用程式商店可用於其他作業系統。另外，跳出警告訊息是為了保

護消費者安全。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報告指出，當網路銷售平臺的限制手段，是基於不

公平介入消費者與其他公司間的交易，且這些公司提供的服務又與網路銷售平

臺提供的服務相互競爭時，則網路銷售平臺者將可能違反「獨占禁止法」的不

當妨礙競爭者與他人交易的規定。如果避免這種行為可以增加應用程式商店間

的競爭，則得期待應用程式商店減少收取佣金，應用程式商店平臺收取的佣金

在此前即被指出金額過高。 

為改進交易的公平性及透明度，並確保網路銷售平臺能有公平競爭的環

境，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建議，應用程式商店平臺必須考慮，比起限制消費者

自其他應用程式商店下載此行為，應另有其他限制更小的方式可以達成相同目

的，例如試圖確保應用程式安全來保護消費者安全。 

（八）限制使用其他電子支付與佣金問題  

根據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調查，有應用程式商店銷售商反映，應用程式

商店內的唯一電子支付方式，即是應用程式商店平臺提供的電子支付方式，因

此銷售商被禁止鼓勵消費者於應用程式外進行電子支付。還有，銷售商給付應

用程式商店平臺佣金後，難以獲利。就此，應用程式商店平臺回應，考慮到消

費者的便利性及防止欺詐行為，並避免銷售商迴避支付佣金，故要求消費者利

用平臺提供的方式為電子支付。另外，佣金是營運應用程式商店的必要成本。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報告指出，當應用程式商店平臺不合理限制使用特

定電子支付，並禁止於應用程式外付款，限制應用程式外的付款價格，或不合

理地阻止消費者於應用程式外提供與付款相關的資訊時，應用程式商店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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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違反「獨占禁止法」不當限制交易規定。 

其次，當應用程式商店平臺於設定佣金的同時，給予他們自身或其關係企

業優惠待遇，或限制銷售商的促銷努力，因此排除競爭者與消費者交易時，或

當應用程式的價格或數位內容是為了阻止競爭者進入市場時，應用程式商店平

臺可能違反「獨占禁止法」的不當妨礙競爭者與他人交易的規定。 

為改進交易的公平性及透明度，並確保網路銷售平臺能有公平競爭的環

境，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建議，應用程式商店平臺應以合理的理由設定佣金水

準，如此以來與其關係企業競爭的開發商將不會被排除在外，市場新進者亦不

會受到阻饒。 

第三節 國外電子商務相關案例 

以下針對歐盟有關限制轉售價格、比價購物服務、劃分市場範圍或交易對

象、最惠客戶限制、地緣阻礙等相關案例加以說明。 

一、華碩限制轉售價格（供應商與零售商）  

華碩公司於2018年7月24日在歐盟，因以價格演算法對網路零售商實施最

低轉售價格限制，違反歐盟競爭法規定，被歐盟裁罰高額罰鍰，本案包括華碩

公司共有四家消費電子產品製造商（其他三家為Denon & Marantz、Philips、

Pioneer）。本案裁罰的競爭法原理，與歐盟執委會過往分析適用歐盟競爭法的

架構無甚差異，亦即並未因係電子商務中的演算法而有不同對待。 

在本案中，歐盟執委會認為，華碩公司與其下游零售商針對商品轉售價格

成立了協議與一致性行為（agreement and concerted practices），屬於垂直型態

的事業合意，造成了在特定成員國內售價趨於一致的現象，再加上限制跨國銷

售的地理區隔，使得歐盟的單一市場因此被分割成數個市場，違反了歐盟單一

市場這個最高原則。 

普遍使用演算法已成為電子商務時代的重要特色，這種趨勢亦即線上市場

透明度的增加和演算法的頻繁使用，將產生新的競爭法疑慮─可促進事業進行

勾結148。因廠商的配合，執委會對此四家公司的裁罰有減輕，最終只罰了1.11

億歐元，針對華碩公司的罰鍰金額是6,352萬歐元。此外做成禁止命令，命令

華碩等公司不得再從事相同限制競爭行為，未來亦不得再從事近似效果的限制

                                                      
148

 魏杏芳，電子商務轉售價格維持與演算法─由歐盟業調查與華碩案談起，公平交易季刊第
27 卷第 4 期，2019 年 10 月，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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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措施。 

本案是歐盟執委會首度針對網路的轉售價格維持加以開罰的案例，網路零

售商如違反約定者，製造商即予以斷貨。裁罰理由呈現，執委會維持了限制轉

售價格向來在歐盟競爭法評價中的一貫立場，亦即這是核心限制競爭行為

(hardcore restriction) ，不適用集體豁免規則，亦難符合TFEU第101條第3項的

個別豁免。執委會對四家公司的裁處內容與競爭法論理雷同。本案並未上訴歐

洲法院149。 

二、企鵝集團最惠客戶限制（出版商與平臺商）  

2013年7月25日，歐盟執委會通過了一項有關TFEU第101條和EEA第53條

規定的程序的決定，該決定針對的是企鵝Penguin蘭登書屋有限公司和企鵝集

團（美國）有限責任公司。該決定涉及企鵝公司參與向消費者銷售電子書的可

能一致性行為。該決定的結論及其論證，摘要如下150： 

1.關於初步評估中表達的關切五家發行商與美國和EEA的Apple之間簽

署了代理協議。根據針對這四家出版商的初步評估，歐盟執委在針對

企鵝的初步評估中採取了初步觀點，即不遲於2008年，至少五家出版

商互相表達了對電子書零售價的擔憂。由大型線上零售商亞馬遜以低

於或等於批發價的價格設置。歐盟執委會初步認為，2009年12月之前，

這五家出版商都通過蘋果直接或間接地進行了聯繫，其目的是使電子

書的零售價高於亞馬遜的零售價，或完全避免此類價格出現在歐洲經

濟區。在初步評估中，歐盟執委會初步認為，要實現這種聯合轉換，

五個發行商中的每一個都向其他五個發行人和/或Apple披露和/或從中

獲取有關五個發行人的信息。歐盟執委認為蘋果的目標是找到一種使

零售價格與亞馬遜相同的價格，同時仍能保持其期望利潤的方法。在

全球範圍內將具有相同主要定價條件的電子書的銷售，從批發模式聯

合轉換為代理模式，這是一種一致的做法，目的是提高電子書的零售

價格，使EEA中的電子書，或防止EEA中的電子書價格下降。TFEU第

101條第3款和EEA第53條第3款不適用於這種情況，因為這些規定中的

累積條件未得到滿足。 

2.關於企鵝的承諾和市場測試，企鵝不同意歐盟執委會2013年3月1日的

                                                      
149

 楊智傑，歐盟競爭法轉售價格維持與電子商務發展下之反思，公平交易季刊第 27 卷第 2

期，2019 年 4 月，頁 44） 
150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case_details.cfm?proc_code=1_39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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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歐盟執委會收到市場測試的意見，該意見所涉及的注意事

項與初步評估中表達的競爭關注點無關，即使用不同的文件格式和數

字版權管理（DRM），仍可能會使某些電子書文件只能在某些類型的

電子書上可閱讀，加以亞馬遜在歐洲經濟區擁有強大的市場地位。 

3.關於歐盟執委會承諾的評估和比例，歐盟執委會在初步評估中表示初

步認為，五家出版商與蘋果公司之間可能採取的一致性做法，目的是

限制或扭曲歐洲經濟區的競爭。歐盟執委會認為，四個出版商和蘋果

公司共同作出的承諾，將讓歐洲經濟區有足夠的時間重新創造競爭環

境。 

4.2012年12月，歐盟執委會已接受Apple及四家出版商為電子書價格鬆綁

的提議。2013年7月，英國出版商Penguin終止與 Apple 合作的提議被

歐盟執委會正式採納，並終止Penguin與 Apple 及其他零售商間的代理

協議，且在未來5年內不會再使用最惠國條款。 

三、日本亞馬遜最優惠與相同銷售條件事件與（平臺商與零售商）  

本事件起因於2017年（平成27年）日本亞馬遜（Amazon Japan）疑似以銷

售契約中的價格條款（Price Parity Clause）及銷售條件條款（Selection Parity 

Clause）等限制銷售商之商業活動，要求銷售商確保其於亞馬遜上所賣的商品

價格及銷售條款，在銷售商所有販賣管道中對消費者是最有利的，以及要求銷

售商的商品在其他販賣管道上所銷售的尺碼、顏色等等，也要在亞馬遜上提供。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此事件依「獨占禁止法」之規定進行調查。但在調

查過程中，日本亞馬遜提議他們將立即採取自願性改正措施，經日本公平交易

委員會評估後，認為這些措施將消除上述行為之違法疑慮，故決定結束此案的

調查。151
 

四、日本樂天市場免運費事件（平臺商與零售商）  

本事件起因於2020年3月日本樂天（Rakuten Japan）宣布自同年月18日起

實施免運費政策，只要消費者購買金額含稅超過3,980日圓（離島和沖繩超過

9,800日圓），除了部份大型商品外，均可享有免付運費。由於運送商品還是有

運費負擔問題，實際的運費係由日本樂天銷售商負擔，迫使不滿的銷售商向日

                                                      
151

 「アマゾンジャパン合同会社に対する独占禁止法違反被疑事件の処理について」，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h29/jun/17060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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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檢舉，指稱日本樂天濫用其優勢地位。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此事件依「獨占禁止法」之規定進行調查。雖然日

本樂天隨後說明所謂免運費係指含運送，銷售商並不會額外負擔運費，並宣布

將為遵守計畫之銷售商提供安全支持，即對因此蒙受損失之銷售商，日本樂天

將在一定時間內提供補償。但截至2020年9月，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仍未更改

繼續調查日本樂天涉嫌違反「獨占禁止法」之案件。152
 

五、Coty 選擇性經銷限制153（供應商與零售商）  

Coty Germany GmbH是一家奢華化妝品供應商，Parfümerie Akzente GmbH

為其授權經銷商，雙方簽有選擇性經銷契約，同時透過實體店面及網路銷售

Coty供應的產品，網路部分除Parfümerie Akzente自己的網站外，尚利用Amazon

平臺販售該等產品。2010年Coty修改經銷契約，要求授權經銷商僅得透過經銷

商自己的網站銷售，不得於其他未授權的第三方網路平臺銷售其產品。然Parf

ümerie Akzente不願修改契約，Coty遂向初級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依據新修訂

的經銷契約，禁止Parfümerie Akzente透過Amazon銷售其產品，以維護其品牌

的高檔形象。 

初級法院駁回其訴訟，蓋依2011年Pierre Fabre案，維護尊貴形象的網路經

銷限制違反TFEU第101條規定。Coty不服，乃提起上訴，二審法院因無法確認

系爭選擇性經銷契約是否符合歐盟競爭法之規定，乃暫停訴訟並向歐盟法院提

出問題，等候裁決。 

有關奢侈品的選擇性經銷問題是否符合歐盟競爭法，CJEU在過去的個案

中曾強調選擇性經銷可能會增強競爭，因為它允許製造商強調其產品的品質以

滿足高檔消費者的需求，對於奢侈品尤其如此。奢侈品的「光環(allure)」可透

過對經銷售商施加的特定要求來獲得保護，但必須遵守一些條件，例如進入選

擇性經銷網絡的標準應是客觀的；標準應統一適用於所有的潛在經銷商，不得

有歧視；產品的特性需要這樣的網絡，方得以保護其品質並能確保其正確的使

用；標準的選定不得超越實現案關目標所必須的標準。 

在奢侈品的選擇性經銷下，線上市集禁令(Online Marketplace Ban)是否符

                                                      
152

 「楽天の｢送料改革｣､一部断念でもなお続く混沌」，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335333，
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6 月 26 日；「楽天株式会社に対する緊急停止命令の申立てについ
て」，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2020/feb/200228.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6 月 26

日。 
153

 Judgment of the Court (First Chamber) 6 December 2017 in Case C-230/16 Coty Germany 

GmbH v Parfumerie Akzente GmbH,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62016CJ0230。 

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335333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2020/feb/200228.html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62016CJ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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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歐盟競爭法？線上市集禁令是否為VBER中的核心限制競爭問題，CJEU承

認像Amazon或e-Bay這樣的網路平臺是各種產品的銷售管道之一，但也認為平

臺銷售會使品牌的價值下降，同時也會惡化奢侈品在消費者心中的形象。歐洲

法院依據執委會的電子商務部門的調查報告，認為既然有超過90%的經銷商有

其自身的線上商店，所以線上市集禁令不會因此對網路的銷售管道產生封鎖作

用，也不會因此阻止了第三方網路平臺的客戶無法購買奢侈品。實際上，只要

允許授權經銷商能在第三方網路平臺或搜索引擎上刊登廣告，第三方網路平臺

的客戶就能夠找到授權經銷商在網路上所提供的奢侈品。 

裁決的結論是，Coty Germany的限制要求有其正當理由，不違反TFEU第

101條及VBER第4條(b)和(c)的核心限制。 

六、Sky pay-TV 區域性經銷限制154（供應商與零售商）  

影視製作公司NBCUniversal、Sony Pictures、Warner Bros.、Disney（統稱

The Studios）與付費電視傳播系統營運商Sky UK Limited之間，各自簽有「輸

出授權契約（output license agreement）」，條款內容限制／禁止Sky在歐洲經濟

區內（英國、愛爾蘭除外）提供零售付費電視服務給未經邀約的消費者。 

歐盟執委會於2015年7月23日的反對陳述（Statement of Objections, SO）及

2018年1月12日的補充反對陳述（Supplementary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SSO）

中，初步議定（preliminary conclusion）The Studios、Fox、Paramount Pictures

和Sky違反TEFU第101條及EEA Agreement第53條規定。 

有關The Studios與Sky簽訂之上開地理區域限制契約條款，是否違反TEFU

第101條及EEA Agreement第53條規定的問題，涉及將受著作權保護的電影展

示權與傳輸權（right to exhibit or transmit a film protected by copyright），專屬

授權給被授權人的契約，其內容包含確保遵守地區限制的附加義務條款，該等

條款係以反競爭為目的，禁止傳播業者提供與授權電影有關的任何跨境服務，

使各該傳播業者在其被授權地區內享有完全專屬的權利，進而排除傳播業者之

間的跨境競爭，損害市場競爭秩序，構成TEFU第101(1)條及EEA Agreement

第53(1)條規定應予禁止之行為，且無同法第101(3)條及第53(3)條豁免條款之

適用。 

The Studios和Sky雖不同意執委會的反對陳述，但仍依理事會第2003/1號

規章（Regulation (EC) 1/2003）第9條第1項，作出承諾，將排除執委會於SO

                                                      
154

 European Commission Case AT.40023 Cross-border access to pay-TV,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case_details.cfm?proc_code=1_4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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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SSO提出之疑慮。承諾內容包括： 

1.不再簽訂、更新或延展系爭地理區域限制條款。 

2.他方違反現有系爭條款(b)的義務時，不向法院提起訴訟；他方遵守系

爭條款(a)的義務時，付款（honour）予他方。 

3.不規避或企圖規避本承諾。 

4.承諾範圍包括有線付費電視服務（linear pay-TV services）和隨選視訊

服務（SVOD）。 

5.承諾人包括公司自身及其繼承人、現存及未來子公司。 

6.承諾期間自承諾人收受正式通知時起算5年。 

7.承諾內容不應被解釋為承諾人限制或放棄其在著作權法上的權利，以

及參與歐洲經濟區內歐盟法允許的授權或執法模式。 

8.一受託人會被委任監控承諾人是否遵守本承諾。 

七、Booking.com 案最惠客戶待遇的對等條款 155（平臺商與供應商） 

歐盟執委會156針對法國、瑞典和義大利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線上旅館預訂業

者反托拉斯調查發布市場測試，徵求旅館業者或其他受影響的當事人發表相關

意 見 。 法 國 、 瑞 典 和 義 大 利 三 國 之 競 爭 法 主 管 機 關 認 為 線 上 旅 遊 公 司 

Booking.com與旅館業者所訂定契約中的「對等條款」(parity clauses)有違反歐

盟及該三國會員國內之反托拉斯法規之虞。Booking.com已提出相關承諾來解

決該問題，若市場測試確認Booking.com所提之承諾適當，法國、瑞典和義大

利之反托拉斯主管機關得合理約束Booking.com。 

1.Booking.com 與 旅 館 間 之 「 對 等 條 款 」 迫 使 旅 館 業 者 必 須 提 供

Booking.com相較於其他線上訂房業者或實體通路更優惠或相同之房

間價格，是否違反法國、瑞典和義大利競爭法規，及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條和/或第102條 
157？ 

                                                      
155

 資 策 會 科 法 所 反 托 拉 斯 國 際 動 態 資 訊 （ 2015/01 ） ，
https://stli.iii.org.tw/Antitrust/201501.pdf。 

156
 歐盟執委會於本案之角色是協調該等國家內部之調查，並不會自己發動調查。  

157
 Decision 15-D-06 of April 21,2015，法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en/decision/decision-15-d-06-21-april-2015-concerning-

practices-implemented-online-hotel-booking； 

Decision Ref. no. 596/2013 ， 瑞 典 競 爭 法 主 管 機 關 Konkurrensverket ，
https://www.konkurrensverket.se/globalassets/english/news/13_596_bookingdotcom_eng.pdf .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en/decision/decision-15-d-06-21-april-2015-concerning-practices-implemented-online-hotel-booking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en/decision/decision-15-d-06-21-april-2015-concerning-practices-implemented-online-hotel-booking
https://www.konkurrensverket.se/globalassets/english/news/13_596_bookingdotcom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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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該等條款是否將限制 Booking.com 與其他線上旅行社 (Online Travel 

Agent, OTA)之競爭，並阻擋其他訂房業者進入該市場？ 

Booking.com承諾願放棄:「旅館業者必須給予Booking.com相同於該旅館

業者給予其他OTA之價格。」之對等條款。放棄該條款將使得旅館業者得以提

供不同的價格予不同的OTAs。然而，旅館業者依然要提供相較於旅館業者自

己線上或實體訂房通路更好或相同的價格予Booking.com。該承諾適用於整個

歐洲經濟體內。法國、瑞典及義大利競爭法主管機關會持續調查其餘OTAs之

對等條款。 

八、濫用比較購物服務的優勢地位（Google 有上訴，結果仍未完全

確定）（平臺商與零售商）   

Google於 2004年 進 入 歐 洲 單 獨 的 比 價 購 物 市 場 ， 產 品 名 稱 由 最 初 的

“ Froogle ” 改 為 2008 年 的 “ Google Product Search ” ， 2013 年 起 更 名 為

“Google Shopping”。它允許消費者線上比較產品和價格，並從各種類型的

線上零售商那裡尋找交易，包括製造商的線上商店、平臺（如亞馬遜和eBay）

和其他轉售商。 

比較購物服務很依賴客流量來保持競爭力，更多的流量帶來更多的點擊，

並產生收入。此外，更多的流量也吸引了更多的零售商，他們希望經由比較購

物服務來列出他們的產品。由於Google在一般互聯網搜索領域的主導地位，

Google系統性的強化其自身的比較購物服務，並將競爭對手的比較購物服務降

級，亦即當消費者向Google搜尋引擎輸入希望顯示的查詢結果時，這些查詢將

顯示在或接近搜索結果的頂部，而即使是排名最高的競爭對手服務，平均也只

出現在Google的搜索結果的第4頁，其他服務的搜索結果甚至更後面。 

2017年6月27日，歐盟執委會確定，Google在其一般搜索結果頁面中更有

利的定位、顯示其自己的比較購物服務，違反了TFEU第102條和EEA第54條協

議。該決定命令Google及其母公司Alphabet立即終止侵權行為，並對Alphabet

和Google處以2008年1月1日至今的濫用行為處以24.2億歐元的罰款。該決定的

結論及其論證，摘要如下158： 

1.關於市場定義，相關產品市場是一般搜索服務的（產品）市場和比較

購物服務的（產品）市場。159。 

                                                                                                                                                        

 
158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case_details.cfm?proc_code=1_39740 
159“2. MARKET DEFINITION AND DOMINANCE (3)The Decision concludes that the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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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較購物服務構成一個獨特的相關產品市場，這是因為比較購物服務

不能與以下機構提供的服務互換：（1）專門研究不同主題（例如航班，

旅館，飯店或新聞）的搜尋服務；（2）線上搜尋廣告平台；（3）線

上零售商；（4）平台商；（v）離線比較購物工具。160
 

3.一般搜索服務和比較購物服務的相關地理市場均在全國範圍內。161
 

4.關於Google的主導地位，自2007年以來，除了在捷克共和國之外，

Google在EEA的每個國家、地區市場中都占據了主導地位。 

5.Google濫用優勢地位。相對於競爭對手的比較購物服務，Google在其

一般搜索結果頁面中定位，並顯示其自己的比較購物服務，從而在相

關市場中濫用了歐洲經濟區的常規搜索服務。 

6.Google更有利的定位並在其比較購物服務的常規搜索結果頁中顯示。

該決定首先解釋了競爭性比較購物服務如何在Google的常規搜索結果

頁中定位和顯示，其次，解釋了Google自己的比較購物服務如何在

Google的常規搜索結果頁中定位和顯示。 

7.Google可將流量從競爭性比較購物服務中轉移出來。該決定首先分析

通用搜索結果的定位和顯示對用戶行為的影響，它表明用戶傾向於在

一般搜索結果頁面上更可見的鏈接上點擊更多。 

8.Google常規搜索結果頁上的常規搜索流量無法輕鬆替換。比較購物服

務目前無法使用現有其他流量來源，包括來自AdWords的流量，移動

應用程序和直接流量，都無法有效替代Google常規搜索結果頁上的常

規搜索流量。 

9.Google的行為有潛在的反競爭影響。Google沒有提供可驗證的證據來

證明其行為對於實現效率必不可少，並且存在能夠產生相同效率的行

為的反競爭替代品也不少。 

                                                                                                                                                        
product markets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case are the market for general search services and the 

market for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s.” 
160“2. MARKET DEFINITION AND DOMINANCE (5)The provision of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s constitutes a distinct relevant product market. This is because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s are not interchangeable with the services offered by: (i) search services specialised in 

different subject matters (such as, for example, flights, hotels, restaurants, or news); (ii) online 

search advertising platforms; (iii) online retailers; (iv) merchant platforms; and (v) offline 

comparison shopping tools.” 
161“2. MARKET DEFINITION AND DOMINANCE (6)The Decision concludes that the relevant 

geographic markets for general search services and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s are all 

national in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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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oogle的行為對歐盟成員國之間以及EEA締約方之間的貿易產生了

可觀的影響。 

11.補救措施。Google必須制止濫用行為，並避免任何具有相同或相似目

的或效果的行為。 

第四節 小結 

歐盟電子商務市場是歐盟數位單一市場政策的一環，由於電子商務市場現

存的或潛在的限制競爭和不公平競爭疑慮，引起歐盟執委會的關注，並啟動電

子商務產業調查，該調查報告提供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和研究單位甚具參考價

值的資料。依據該報告，歐盟電子商務市場的反競爭行為可概分為垂直限制競

爭態樣、水平限制競爭態樣及其他，前者包括了區域性獨家經銷協議；選擇性

經銷；線上銷售限制；限制轉售價格；最惠客戶限制；其他價格或廣告限制等。

後者包括了價格透明度；數據資料的應用等。其他類型尚有例如廣告等。 

原則上在歐盟境內，透過電子商務網路銷售予所有的客戶是可被容許的，

歐盟法規也規定了一些可被容許的網路銷售限制，至於其他的網路銷售限制原

則上是被禁止的，也就是對網路銷售施加的限制，只有在例外的情形才可被容

許。歐盟並不允許事業完全禁止網路銷售，此乃屬於目的性限制競爭行為；供

應商可排除單純的網路銷售，以作為選擇性經銷體系中的經銷商（就此可參考

歐盟垂直協議處理原則第52點）。 

由歐盟案例顯示，禁止用第三方網路平臺銷售奢侈品並不違反歐盟競爭

法，但如事業禁止比價平臺的運用，則是違法的，限制經銷區內的主動線上廣

告，也可依集體除外規則適用除外利益（就此可參考歐盟垂直協議處理原則第

51-53點），網路銷售如訂定有品質標準，則線上和實體的商品所適用的標準一

致即可符合歐盟法規標準，至於雙重訂價，在防止搭便車的必要限度內可被允

許。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為了解數位平臺實際交易情況而進行調查，於2019

年10月公布「關於數位平臺交易習慣調查報告」，該報告涵蓋網路銷售平臺，

指出數位平臺具備雙邊市場特性及網路效應，且提供服務的邊際成本低，但可

以有效拓展規模經濟，但該報告指出網路銷售平臺可能出現片面修訂契約條

款；強迫銷售商接受退貨或退款；蒐集銷售商的交易資料為直接銷售；對銷售

商差別待遇；拒絕銷售；最優惠條款；限制使用其他應用程式商店；限制使用

其他電子支付與佣金問題等限制競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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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數位平臺的法律規制，現階段是依據日本的「獨占禁止法」，然日本

公平交易委員會目前尚未訂定專屬處理原則。而除了「獨占禁止法」外，未來

可能另有「數位平臺交易透明化法」，不公平方法或限制競爭部分交由日本「獨

占禁止法」規範，「數位平臺交易透明化法」則規範數位平臺的資訊揭露、系

統維護，以提高數位平臺交易之透明度和公平性。為了因應數位平臺經濟快速

變化之本質，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將持續並密切研究數位平臺所特有的爭議，

並且從多種面向探討並採取行動，例如特別行業法規與個人資料保護，並致力

於跨部會協調與合作，以確保數位平臺之競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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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網路銷售市場競爭評估實證分析 

本章主要透過國內可取得的次級資料分析國內網路銷售市場之結構，進而

運用產業經濟學當中的市場集中度衡量指標，瞭解國內批發及零售業整體和細

業別，以及電子購物及郵購業（電商平臺歸屬此類）的網路銷售競爭程度。其

次，根據歐盟與日本網路銷售市場的相關調查報告，設計我國的訪談、座談題

綱與問卷調查項目，惟因網路銷售市場競爭評估議題敏感，業者也都知道遵守

《公平交易法》的規範，所以實證評估目的在於瞭解國內網路銷售市場的實際

狀況以及業者的行為，以利後續進一步掌握執法方向，而非在找尋業者是否有

違法行為。 

第一節 國內網路銷售市場結構與分布 

根據前述分析可知，網路銷售的核心概念為商品或服務的所有權透過網際

網路進行，而網路銷售模式則主要區分為B2B、B2C、B2B2C與C2C等，加上

此一技術或模式可普遍應用於多種產業，因而在相關統計資料上，大致以行業

別來呈現各業網路銷售情況。其次，雙/多邊市場之界定方法和單一產品市場

並不相同，相關文獻中建議透過兩階段方式，即先初步判定可能的市場範圍，

再藉由實證資料佐證前一階段的假設，而其中一項方法為盈利來源分析法，以

廠商間的收入來源是否具重疊性，判斷應如何列入相關市場參與者。再者，同

一個產業裡，由於虛擬和實體為截然不同的運作模式，彼此的跨域競合尚未明

朗，故短期內線上和線下之間仍宜先視為不同市場。 

另一方面，根據主計總處及國內外對於電子商務的定義和觀點，網路銷售

主要限於商品或服務之所有權移轉是藉由網際網路媒介進行者，因此並未將廣

告資訊、金流納入探討範疇。以下將依據國內公開統計數據，說明國內網路銷

售市場概況。 

根據主計總處2018年電子商務統計結果可知，我國網路銷售金額總計約為

新台幣4.039兆元，其中以工業部門最高，約為新台幣2.87兆元，占整體網路銷

售金額的比重超過70%，服務業部門透過網路銷售的金額占整體比重約30%，

包括批發及零售業  7,537 億元或占  18.7%，運輸及倉儲業  2,309億元或占 

5.7%。若進一步觀察網路銷售模式的結構，則透過網路銷售予企業(B2B)的金

額達3兆4,136億元或占全體84.5%，較106年增加1,831億元或5.7%，製造業因

持續導入供應鏈電子交易系統，貢獻B2B銷售增額逾6成。可發現工業部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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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銷售主要集中於B2B模式，而服務業則以B2C為高。就服務業B2C模式的

網路銷售金額而言，以批發和零售業銷售金額最高（3442.9億元），其後為運

輸及倉儲業（915.8億元）、金融及保險業（640.7億元），如圖 9和表 5所示。 

進一步結合財政部統計資料庫營利事業銷售額（製造業、批發及零售業）、

經濟部統計資料庫零售業網路銷售額，本研究整理得到下列結果： 

 
 

Panel A Panel B 

註：1.網路銷售金額係指透過網路，於特定交易平臺、網站或系統(含電子資料交換【EDI】)

進行產(商)品之接單、銷售作業，不包括僅利用電子郵件傳遞、追蹤訂單或下單交易。 

   2.銷售予企業及個人 (家庭)之金額：係指企業網路銷售金額中，分別銷售予企業及個

人(家庭)之金額。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9)。  

圖 9 2018 年我國各業別網路銷售模式占比 

表 5 2018 年主要行業網路銷售概況 

行業別 

     
銷售予 

企業 

(B2B) 

  

銷售予個

人(家

庭)(B2C) 

   

網路 

銷售 

金額 

結構 

較106年增加 較 

106年

增加 

較 

106年

增加 增加金額 增加率 
增加

貢獻率 

 
(百萬元) (%) (百萬元) (%) (%) (百萬元) (%) (百萬元) (%) 

總計 4,039,007 100.0 235,755 6.2 100.0 3,413,621 5.7 625,386 9.2 

工業部門 2,866,539 71.0 122,721 4.5 52.1 2,816,905 4.5 49,634 1.1 

製造業 2,866,342 71.0 122,711 4.5 52.1 2,816,760 4.5 49,582 1.1 

其他 197 0.0 11 5.7 0.0 145 0.2 52 25.1 

服務業部門 1,172,468 29.0 113,034 10.7 47.9 596,715 11.4 575,752 9.9 

批發及零售業 753,668 18.7 36,732 5.1 15.6 409,378 4.2 344,290 6.2 

運輸及倉儲業 230,927 5.7 53,920 30.5 22.9 139,346 38.0 91,582 20.5 

金融及保險業 83,884 2.1 18,994 29.3 8.1 19,816 35.0 64,067 27.6 

其他 103,989 2.6 3,388 3.4 1.4 28,176 3.1 75,813 3.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07 年電子商務統計結果，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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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90 億元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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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灣網路銷售額占整體產業銷售額比率由2016年的9.22%提高為2018

年的9.45%，其中的8.0%是進行B2B網路銷售，1.5%是進行B2C網路銷

售，即根據官方統計臺灣整體產業B2C網路銷售占比仍很低，請見表 6。 

表 6 整體產業銷售狀況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年 

銷售額 占整體產業銷售額比率 

整體產業 網路銷售 網路銷售 B2B B2C 

2016 38,405,324 3,539,474 9.22 7.8 1.4 

2017 40,302,752 3,803,252 9.44 8.0 1.4 

2018 42,744,653 4,039,007 9.45 8.0 1.5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行政院主計總處電子商務統計結果、財政部統計資料庫營利事業

銷售額（製造業、批發及零售業）、經濟部統計資料庫零售業網路銷售額。  

 

2. 製 造 業 銷 售 額 的 網 路 銷 售 占 比 由 2016 年 的 18.8% 略 降 為 2018 年 的

18.7%，其中的18.4%是進行B2B網路銷售，0.3%是進行B2C網路銷售，

即根據官方統計臺灣製造業B2C網路銷售占比很低，請見表 7。 

表 7 製造業銷售狀況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年 
銷售額 占整體產業銷售額比率 

整體產業 網路銷售 網路銷售 B2B B2C 

2016 13,608,109 2,608,124 19.2 18.8 0.4 

2017 14,493,297 2,743,818 18.9 18.6 0.3 

2018 15,322,654 2,866,539 18.7 18.4 0.3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行政院主計總處電子商務統計結果、財政部統計資料庫營利事業

銷售額（製造業、批發及零售業）、經濟部統計資料庫零售業網路銷售額。  

 

3.臺灣批發及零售業銷售額之網路銷售占比由2016年的4.94%上升為

2018年的4.98%，其中的2.7%是進行B2B網路銷售，2.3%是進行B2C網

路銷售，即根據官方統計臺灣批發及零售業B2C網路銷售占比低，請見

表 8。但，根據行政院主計總處的電子商務統計、經濟部統計資料庫

的零售業網路銷售金額，所計算出的零售業網路銷售占比由2016年的

4.84%（新臺幣2.05億/新臺幣42.32億）上升為2018年的5.49%（新臺幣

2.52億/新臺幣45.87億），呈現較快的成長。而零售業在網路銷售中以

B2C占絕大多數，搭配行政院主計總處2016年的電子商務統計和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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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計資料顯示，2016年達97.2%，而批發業B2C占比只有25.3%。162所

以，B2C的主力是透過零售業網路銷售，也是本研究關注的重點。 

表 8 批發及零售業銷售狀況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年 
銷售額 占整體產業銷售額比率 

整體產業 網路銷售 網路銷售 B2B B2C 

2016 13,604,666 672,635 4.94 2.6 2.3 

2017 14,360,351 716,922 4.99 2.7 2.3 

2018 15,132,461 753,668 4.98 2.7 2.3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行政院主計總處電子商務統計結果、財政部統計資料庫營利事業

銷售額（製造業、批發及零售業）、經濟部統計資料庫零售業網路銷售額。  

 

另外，在電子購物業發展163方面，電子購物及郵購業（簡稱電子購物業）

係指從事以網際網路、電視、廣播、電話等電子媒介或郵購方式零售商品之行

業，其中以網路購物比重最大。隨著網路科技不斷發展，帶動民眾消費習慣轉

變，電子購物業2018年營業額達2,517億元，迭創歷年新高，年增超過12%，

近8年平均每年成長超過8%，優於整體零售業的1.1%，占整體零售業比重由

3.2%增至5.5%，顯見國人消費管道轉移，推升網購市場快速成長。經濟部預

期在業者積極優化行動購物介面，提供多元支付工具及跨業合作下，可望持續

推升購物熱潮。 

銷售商品以家電及資通訊商品為大宗。就電子購物業銷售商品結構觀察，

2017年以家庭器具類占28.8%居首位，較2013年提高10.6個百分點最多，資通

訊商品占22.6%居次，較2013年增加6.1個百分點，兩者合計逾五成，顯示民眾

對電子及家電產品透過網路購買接受度提高；文教及娛樂用品類占比則從2013

年的24.2%大幅下滑至2017年的7.9%，減少16.2個百分點最多，主因少子化及

資訊傳播多元化，書籍、雜誌及娛樂用品銷售下滑所致，如圖 10所示。 

                                                      
162

 行政院主計總處 2016 年電子商務統計結果有將批發和零售業的網路銷售金額分開呈現，
所以可以分別計算，但 2017 年和 2018 年電子商務統計結果則未分開呈現，故無法分別計
算。 

163
 經濟部產業經濟統計簡訊，「今年電子購物業營收可望再創新猷」，2019 年 8 月 5 日；「主
要國家零售業電子商務發展概況」，2018 年 10 月 5 日。陳冠榮，「網購市場成長，2019 年
電子購物營收估破 2,000 億元大關」，2019 年 8 月 6 日。 

https://technews.tw/author/bria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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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外圈）、2013 年（內圈） 

圖 10 電子購物業商品銷售結構 

電子購物業支付工具以信用卡為主，其中以消費者選擇的付款方式觀察，

2017年以線上刷卡占66%為主，選擇現金支付(指超商取貨付款及宅配貨到付

款)占29.3%次之、金融轉帳則占3.4%，其他支付方式(含「行動支付」、「電子

票券(如悠遊卡等)」、「現金禮券、商品券」等)比例僅占1.3%；隨著政府推動

行動支付普及化，預期未來使用比率可望進一步提升。 

電子購物業價格競爭激烈，根據經濟部統計處零售業經營實況調查，2017

年電子購物業經營上遭遇之困境(可複選)，以「價格競爭激烈，毛利偏低」占

70.8%居首，較2015年提高5.6個百分點，顯示網路商品資訊透明，價格及品項

查詢容易，也普遍帶來市場價格競爭；「消費需求多變」之業者占64.6%次之，

較2015年提高3.7個百分點，因此強化AI技術輔以大數據，精準掌握消費者需

求是未來努力方向。（請參閱圖 11） 

綜言之，考量國內現行電子商務發展為服務業重點發展項目，以及在網路

銷售模式中以B2C方式相對為多，且其中批發和零售業占服務業B2C模式網路

銷售金額將近六成，因此後續有關市場競爭程度分析，將主要著重於探討批發

和零售業整體和細業別的網路銷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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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電子購物業經營上遭遇之困境 

第二節 國內批發和零售業之網路銷售市場競爭程度探討 

在一個已界定好的產品市場中，若廠商的數目越多、彼此競爭越激烈，意

謂著市場壟斷或集中程度較低；然而，假若市場內廠商數目不變，但有較大規

模廠商的存在，則代表市場的壟斷程度較高、競爭程度較低164。在產業經濟理

論 (Tirole, 1998)中，一般以集中度比率 (concentration ratio, CR) 
165、赫芬達

爾—赫希曼指數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 
166以及熵指數  (entropy 

index)等，為主要的市場集中度衡量指標。 

鑑於前述分析可知，批發及零售業為運用B2C電子商務模式之主要行業，

故本研究進一步參考主計總處發布的2011年和2016年工商普查資料，以瞭解批

發及零售業透過網路銷售的變化趨勢，以及運用集中度比率、HHI以及熵指數

等，掌握市場競爭程度演變，相關結果如表 9所示。 

                                                      
164

 詹立宇和林惠玲，「產業地理與市場集中度之相關性：台灣製造業之分析」，經濟研究，第
49 卷第 2 期，頁 167-205 (2013)。 

165
 美國經濟學家貝恩，將產業市場結構粗分為寡占型（CR8 ≥ 40%）和競爭型（CR4<30%或
CR8<40%）兩類。其中，視指標為 CR4 或 CR8 可將寡占型進一步加以細分為Ｉ（CR4≥85%

或）至 V 型（30%≤CR4<35%或 40≤CR8<45%）。 
166

 根據美國 2010 年「水平結合指導原則」，HHI＜1500，屬低度集中市場；1500＜HHI＜2500，
屬中度集中市場；HHI>2500，屬高度集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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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9可知，2016年相對於2011年，國內批發業與零售業透過網路零售銷

售的家數有所增加，2016年時，家數分別為29,106、33,114家，相較2011年的

增幅分別為17.9%和105.3%，在企業家數成長的同時，透過網路零售的銷售收

入占總銷售比率亦顯著攀升，分別由0.78%、3.63%上升至1.23%、6.12%，代

表企業運用電子商務銷售商品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且由經濟學理論，廠商數目

的淨增加，也意謂著整體批發業與零售業市場存在超額利潤、成長動能，在目

前的價格水準下可讓相關商品與服務的供應方持續提升，而此一發展亦有助於

增進市場競爭程度。 

其次，隨著透過網路銷售的企業數量增加，平均每家業者的網路零售銷售

收入亦有所變化，對批發業而言，2016年相對於2011年增加，由30.9億元上升

至39.6億元，至於零售業部分，整體平均或因競爭加劇之故，數值下降，由6.95

億元減少至5.86億元，如圖 12所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圖 12 2011 及 2016 年網路銷售企業平均每家網路零售銷售收入 

 

就整體批發業而言，透過集中度比率、HHI以及熵指數等市場集中度衡量

指標計算結果發現，自2011年至2016年間，HHI以及熵指數分別由386.5、2.97，

轉變為93.4、5.99，行業集中度數據（CR4或CR8）亦由超過70降為低於40，

此一變化反應出整體批發業網路零售銷售市場的高競爭程度，市場由原先少數

大規模企業占有，發展為更分散的市場競爭結構，同樣的情形亦顯現於整體零

售業，惟整體零售業的網路零售銷售市場於2011年時已十分競爭，隨著時間經

過，此一形勢更趨白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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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11 年與 2016 年批發及零售業之網路銷售及市場競爭程度變化趨勢 

  

項目 

 

 

 

 

類別 

2011 年 2016 年 

透過 

網路 

零售 

比率 

(%) 

生產 

總額 

(十億元) 

網路銷售 網路 

零售 

銷售 

收入 

(十億元) 

行業集中度 

指數(%) 

熵指數 HHI 

透過 

網路 

零售 

比率 

(%) 

生產 

總額 

(十億元) 

網路銷售 網路 

零售 

銷售 

收入 

(十億元) 

行業集中度 

指數(%) 

熵指數 HHI 
企業 

單位數

(家數) 

跨國 

銷售

(家數) 

第三方

支付

(家數) 

CR4 CR8 

企業 

單位數

(家數) 

跨國 

銷售

(家數) 

第三方

支付

(家數) 

CR4 CR8 

批

發

業 

整體批發業 0.78 1,998 24,685 

100 年

無資料 

100 年

無資料 

76 72.24 74.68 2.97 386.50 1.23 2,046 29,106 2,754 2,698 115 36.85 39.41 5.99 93.40 

員工

人數 

<200 人 0.81 1,770 24,656 67 72.62 73.66 2.75 497.40 1.38 1,785 29,042 2,745 2,690 103 36.04 37.81 6.03 114.10 

200 人以上 0.59 228 29 9 88.1 99.03 1.54 300.60 0.64 261 64 9 8 12 67.74 77.66 2.46 184.80 

營業

收入 

<4000 萬元 0.34 623 20,017 5 0.9 1.49 8.02 0.50 0.58 674 23,484 1,893 2,185 10 0.5 0.89 8.81 0.20 

4000 萬元

以上 
0.86 1,375 4,668 71 77.73 80.35 2.32 447.40 1.38 1,372 5,622 861 513 105 40.48 43.28 5.38 112.60 

零

售

業 

整體零售業 3.63 1,002 16,127 112 38.79 47.44 5.28 55.60 6.12 1,153 33,114 777 9,837 194 31.52 39.9 5.62 33.10 

員 工

人數 

<200 人 3.02 637 16,060 52 16.94 21.02 7.15 11.60 5.81 683 32,988 770 9,811 99 15.77 23.62 6.98 9.60 

200 人以上 4.4 365 67 60 70.67 82.81 2.35 186.10 6.48 469 126 7 26 95 64.41 75.86 2.78 127.80 

營 業

收入 

<4000 萬元 2.16 398 15,077 18 0.83 1.62 8.75 0.30 3.42 436 31,647 673 9,510 30 0.51 0.99 9.20 0.20 

4000 萬元

以上 
4.2 604 1,050 94 46.45 56.8 4.05 79.70 7.17 717 1,467 104 327 164 37.37 47.31 4.44 46.50 

註：1.行業集中度指數 CR4（CR8）指，該分類當中的前四（八）大業者的網路銷售金額總計數除以該分類當中的網路銷售總金額。 

2.熵指數指，第 i 業者的網路銷售金額除以該分類當中的網路銷售總金額（即市場份額），乘以該市場份額取倒數之對數值。 

3.HHI 指，計算該分類當中各業者的市場份額，取平方值後乘以 1000 再加總。 

4.各指標的計算公式如附件。 

5.透過網路零售比率=網路零售銷售收入/商品銷售收入。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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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進一步依員工人數及營業收入等特徵條件，觀察批發業與零售業透過

電子商務經營業務的情況，以瞭解在不同的特徵條件下，是否呈現出相異的

市場競爭概況。就表 9而言，有採用網路銷售的企業幾乎皆為中小規模型態

（員工人數小於200人或營業收入低於4,000萬元），大企業家數相對較少，惟

大企業透過網路零售的比率高於中小型企業，且相對於2011年，大企業與中小

規模企業的網路零售比率在2016年均有所成長，但大企業的網路零售比率高

於整體平均值，意謂著大企業在市場上的影響力仍較小規模企業為高。 

除了觀察整體批發業和整體零售業的競爭程度外，本研究進一步依主計

總處之行業別分類，探討2011年及2016年批發業和零售業中的細業別競爭度及

變化，衡量指標同樣為集中度比率、赫芬達爾—赫希曼指數以及熵指數，如表 

10所示。 

由表 10可知，以HHI為例，2016年相對於2011年在批發業細業別中，數

值上升（代表集中度提高）的業別為商品批發經紀業、農產原料及活動物批

發業、文教育樂用品批發業、燃料及相關產品批發業和其他專賣批發業等五

項細業別，自2011年之18.2、45.8、7.4、85.2、14.7，至2016年之64.5、69、

40.5、281.3、56，其餘批發業細業別的數據均減少（代表集中度下降），且熵

指數顯示各業變化的結果亦與HHI相同，即數值變小、集中度增加。 

至 於 批 發 業 細業 別中 HHI數 據 較 高 的 業 別 為 家 用 器 具及 用品 批 發 業

（606.5）與燃料及相關產品批發業（281.3），然而，根據美國2010年「水平

結合指導原則」，批發業中各項細業別之HHI數值均低於1500，屬於低度集中

市場，即使前述五項細業別的HHI在這五年間提高，但仍遠低於1500，家用器

具及用品批發業之HHI和1500也有相當大的差距，表示產業中廠商所面對的市

場仍相當競爭，惟若配合集中度比率進行分析時，則可發現商品批發經紀業、

農產原料及活動物批發業、文教育樂用品批發業、燃料及相關產品批發業和

其他專賣批發業等業別之市場集中度提高外，前四家和前八家的集中度比率

也明顯上揚，似乎呈現行業越向大型集中化的情況，特別是家用器具及用品

批發業與燃料及相關產品批發業的前四家和前八家行業集中度比率相當的

高，已接近極高寡占型標準。 

其次，在零售業細業別之市場競爭度方面，布疋及服飾品零售業、家用

器具及用品零售業、藥品、醫療用品及化粧品零售業、文教育樂用品零售業、

建材零售業、燃料及相關產品零售業、資訊及通訊設備零售業和其他專賣零

售業，為2016年相對於2011年HHI數據增加的細業別，數據從2011年之5.5、

10.8、57.6、11.7、43.6、44.2、10.4與26，至2016年之58.5、27.9、67.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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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6、59.3、32.2及45.9，若以美國「水平結合指導原則」為標準，則我國零

售業細業別亦為低度集中市場，就熵指數的變化而言，則以建材零售業的集

中度情形最為顯著，於2016年時僅0.45，遠小於2011年之4.05。再配合前四家

和前八家的行業集中度比率，布疋及服飾品零售業、家用器具及用品零售業、

藥品、醫療用品及化粧品零售業、文教育樂用品零售業、建材零售業、燃料

及相關產品零售業、資訊及通訊設備零售業和其他專賣零售業等業別的行業

集中度明顯上揚，但除了藥品、醫療用品及化粧品零售業和建材零售業外，

相關行業大致屬於低度寡占型市場，醫療用品及化粧品零售業則為中度寡占

型，特別需要留意的是建材零售業之前四家和前八家行業集中度比率已超過

95%，相對於2011年呈明顯集中，呈現產業中廠商似漸由大型業者掌控的現

象，宜留意是否造成低度競爭。 

至於在電子購物及郵購業裡，則為國內主要電商平臺所屬的產業類別，

就2016年相對於2011年之行業集中度比率變動，不論是以前四家或前八家做為

計算指標，均顯示集中度減少，應隱含此產業中的參與者能影響市場、取得

市場份額，讓位列前四家或前八家的業者未能維持原優勢。熵指數也由2011

年之3.51降至2011年之4.58，同期間的HHI則由131減為71.9，依照美國「水平

結合指導原則」，此產業為低度集中市場，亦顯示我國電子購物及郵購業的競

爭程度上揚。 

依據前述之批發業和零售業整體數據變化，以及批發業和零售業細業別

之數值變動，大體上各行業的競爭程度均歸屬高度競爭，雖然細業別中有部

分產業之市場競爭衡量指標結果顯示上升，惟仍屬於低度集中市場，然而有

部分產業的行業集中度比率提高、更為集中，宜留意是否可能發生少數廠商

控制市場及訂價的情形。另外，我國主要電商平臺業者在行業分類中屬電子

購物及郵購業，就集中度比率、赫芬達爾—赫希曼指數以及熵指數等指標的分

析結果，則發現此一產業為低度集中，且競爭程度越加激烈，同時前四家和

前八家的行業集中度比率持續遞減，應代表此產業產生由大型業者具備市場

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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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2011 年與 2016 年批發及零售業細業別之網路銷售及市場競爭程度變化趨勢 

項目 

 

業別 

2011 年 2016 年 

行業集中度指數(%) 
熵指數 HHI 

行業集中度指數(%) 
熵指數 HHI 

CR4 CR8 CR4 CR8 

批

發

業 

商品批發經紀業 14.97 26.25 4.24 18.20 43.04 56.77 3.42 64.50 

綜合商品批發業 30.56 42.94 3.93 35.10 25.13 34.67 4.59 33.90 

農產原料及活動物批發業 35.63 50.72 3.52 45.80 43.43 56.35 3.44 69.00 

食品、飲料及菸草製品批發業 23.84 30.82 5.08 27.40 13.66 20.38 6.13 9.10 

布疋及服飾品批發業 16.38 22.45 5.28 13.20 9.34 13.39 6.26 4.80 

家用器具及用品批發業 97.19 97.4 0.32 937.40 81.17 82.42 1.84 606.50 

藥品、醫療用品及化粧品批發業 27.35 34.6 4.60 42.50 15.01 24.41 5.51 11.00 

文教育樂用品批發業 9.5 15.53 5.54 7.40 26.1 31.54 5.30 40.50 

建材批發業 25.63 38.84 4.25 29.10 8.62 12.73 5.92 5.00 

化學原材料及其製品批發業 42.26 58.07 3.32 78.60 9.65 16.16 5.20 8.40 

燃料及相關產品批發業 47.61 69.53 2.87 85.20 72.91 83.31 2.06 281.30 

機械器具批發業 42.49 52.14 4.44 60.70 27.36 32.43 5.80 30.90 

汽機車及其零配件、用品批發業 84.15 86.12 1.35 673.20 27.22 35.14 4.86 24.90 

其他專賣批發業 16.33 23.02 4.85 14.70 40.51 51.85 3.99 56.00 

零

售

業 

綜合商品零售業 59.91 76.25 2.85 124.70 46.73 62.28 4.44 87.90 

食品、飲料及菸草製品零售業 49.02 52.81 4.28 165.20 19.45 26.48 6.15 13.10 

布疋及服飾品零售業 7.81 13.48 6.05 5.50 39.47 46.61 4.79 58.50 

家用器具及用品零售業 13.79 18.6 6.18 10.80 27.35 38.86 5.10 27.90 

藥品、醫療用品及化粧品零售業 39.52 50.09 4.39 57.60 43.09 58.24 3.77 67.20 

文教育樂用品零售業 16.6 25.28 5.64 11.70 27.1 38.16 5.05 27.60 

建材零售業 31.59 41.71 4.05 43.60 97.61 98.03 0.45 854.60 

燃料及相關產品零售業 32.46 53.33 3.60 44.20 34.33 49.66 3.48 59.30 

資訊及通訊設備零售業 17.05 22.04 6.14 10.40 30.13 45.55 4.93 32.20 

汽機車及其零配件、用品零售業 57.37 68.05 3.47 119.70 21.01 29.31 4.81 18.70 

其他專賣零售業 26.35 33.09 5.40 26.00 34.97 43.4 4.93 45.90 

其他非店面零售業 58.3 68.9 3.58 122.40 41.41 51.99 4.61 55.70 

 電子購物及郵購業 60.43 71.42 3.51 131.00 45.1 54.29 4.58 71.90 

註：1.行業集中度指數 CR4（CR8）指，該分類當中的前四（八）大業者的網路銷售金額總計數除以該分類當中的網路銷售總金額。 

2.熵指數指，第 i 業者的網路銷售金額除以該分類當中的網路銷售總金額（即市場份額），乘以該市場份額取倒數之對數值。 

3.HHI 指，計算該分類當中各業者的市場份額，取平方值後乘以 1000 再加總。 

4.各指標的計算公式如附件。 

5.本表係以以有網路銷售為主體的樣本據以計算而成。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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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訪談座談結果分析 

本研究就網路銷售產業的市場競爭與產業生態舉辦座談會，並針對製造

商、供應商、APP開發商、平臺商進行訪談，其中座談會討論題綱與會議記錄

如附件一與附件二，針對供應商、APP開發商與平臺商的訪談題綱分別如附件

三至附件五。以下茲整理國內網路銷售產業的市場競爭與產業生態，並整理訪

談供應商、APP開發商與平臺商，發現可能出現違法疑慮的樣態，分別說明如

下。 

一、  產業生態彙整  

（一）國內電商平臺業者觀點  

國內主要電商平臺業者基於經營模式及市場利基，採取包含B2B、C2C、

B2C、B2B2C等商業模式，可能是單一事業體下依商城或市集來決定銷售方

式，也可能是藉由設立不同事業體後再透過該事業體專營某一種網路銷售模

式，但網路銷售平臺即使是集團內部有不同的子公司，數據不一定會互相分

享，主要是為了把流量留在自己的平臺，衝高流量，但也會有不同經營模式的

企業集團，會運用企業資源以整體生態系的概念，將客戶的資訊共享以極大化

價值。 

然而，但B2C、B2B2C界線越來越模糊化，惟B2C和B2B2C兩套經營模式

仍不相同，例如B2C模式下，平臺公司較好掌控，有較高的價格制定空間，也

同時會有較多大品牌商品供應商進駐。另一方面，也有平臺業者在B2C模式

裡，以買斷方式向商品供應商購入商品，再將商品銷售予消費者，在此情況下，

可視為B2B2C模式中的兩個B均為平臺商，營收來源為價差；B2B2C模式下平

臺公司著重招商且可能以小賣家為多，營收來源為手續費、物流費和服務費

等。此外，C2C模式則是各平臺商業者在管理程度上著力較少的模式，一般而

言，平臺業者不會干預C2C模式的金流。惟對消費者而言C2C、B2C、B2B2C

只是保障程度的差別而已，由於消費者購物糾紛，平臺越來越難卸責，所以平

臺介入管理程度相對較高。 

其次，國內各平臺商在市場競爭時，隨著時間的演進而找到各自的市場定

位，因而客群、銷售內容彼此多有差異化，競爭方式也不完全相同，例如有些

強調形象、使用者介面和服務品質、有些以快速到貨及自建物流運輸車隊見

長，亦有專營於生鮮美食或美妝保養等作為市場競爭策略，大抵上會儘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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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競爭，也因為消費者的偏好多元，各平臺商同樣以多元靈活的策略吸引消

費者，使得平臺商得以在其利基市場上耕耘，能降低競逐同一消費族群之情

事。所以，平臺的目標主要在於競爭消費者的可支配所得，電商平臺的出現使

零售業(排除B2B、製造業)板塊進行重分配，為了能夠擴大市場，同時考量實

體零售及線上零售的經濟規模差異，電商平臺業者所設定的競爭對手並非其他

平臺，而是實體零售店面。 

再者，隨著消費者對服務的要求程度日益提高，如何處理網路銷售交易所

涉及的金流、資訊流、運輸物流等領域，電商平臺業者均願意多方和相關企業

合作（例如第三方支付、信用卡、shopback之類的導流返利業者），透過雙方

間的連結而能吸引彼此的市場消費群，進而產生互惠效應。例如電商平臺業者

會和信用卡公司合作發行聯名卡，讓習慣使用該電商平臺的消費者有意願申辦

合作企業的信用卡，而原本就使用該企業信用卡的消費者，也可能因此會有意

願使用該電商平臺所提供的服務，以擴大彼此的客群。又或者電商平臺開放與

支援多種支付體系，以增加觸及不同消費群體的機會，降低交易成本。綜言之，

為了強化市場競爭力及擴大市場，電商平臺業者會傾向於儘可能地增加結盟企

業，藉由槓桿彼此的資源來提高整體獲利及市場規模。另外，各平臺都有使用

搜尋演算法，促使消費者能夠精準的找到自己所需商品，因此，不一定是供應

商支付廣告費就能讓商品位居網頁頂端，因此自認現階段的系統排列順序部分

應具有公平性，惟基於存貨壓力，網站上的頁面設計、廣告頁面確實會讓平臺

自有品牌在較醒目位置。 

在跨境電商部分，蝦皮進入台灣市場後採用免費策略，高額補貼商品供應

商和消費者，讓國內電商平臺業者體認到網路銷售市場實際上需要大量資金，

促使網路銷售市場朝高資本密集發展。假如跨國電商進入台灣係透過生產要素

優化（如研發資本密集技術）進行公平競爭，則產業界樂觀其成，但若在國外

集單後運到國內的運費反而比本地運費便宜，則是不合理且不公平的競爭，因

為國內平臺的商品成本含法規規定的檢驗、手續費等，導致成本比中國大陸商

品的價格高出太多，這種市場會越來越大，主管機關應持續關注，同時也需特

別是留意是否有租稅公平或影響國民福祉的情況。當前國內的電商平臺業者規

模普遍太小，基於資金考量，要佈局國外市場並不容易，若無充足資金將難以

運作，加上跨入他國市場需要精準的廣告投放，其投資報酬率也是考慮重點，

況且國內本土市場其實不小，仍有相當大的潛力，因此，國內電商平臺業者若

考慮輸出服務，大致上會採取和他國當中的電商平臺合作為優先策略，來進行

跨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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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面對實體通路積極發展線上銷售的競爭，國內電商平臺並不會以開

拓實體店面作為回應策略。一方面是，曾有電商平臺業者以設立實體店的模式

經營，惟最後的成效並不如預期，投入資源過多、成本較高，所取得的實質效

益偏低；另一方面在於實體店與網路銷售最大的差別在於，消費者未考量到實

體店購買的交通時間成本，而只關注網路購買需支付運費，產生一些迷失，加

上實體店及網路銷售市場還是有商品差異性，通常以體驗為訴求的商品或服務

以及著重和消費者面對接觸的經營模式，比較有成立實體店的需要，所以平臺

業者主要還是採取與實體店合作的方式來增加曝光率。 

（二）國內商品或服務供應商觀點  

商品或服務供應商在選擇電商平臺時，最主要的著眼點在於平臺的流量是

否和己身產品的定位相同，以及流量是否足夠，在本研究受訪者中，皆視流量

高低為擇定平臺的最重要因素（如圖 13）。然而，有某些電商平臺業者對於上

架商品的規範及條件較為嚴格，也會影響供應商的使用意願，在相近的條件

下，多數供應商會選擇規範較寬鬆、收取費用較低的電商平臺，若電商平臺對

供應商抽取的金額越高，部分成本也會反應在售價上。例如部分電商平臺業者

要求供應商須將商品放在電商平臺業者的倉庫、支付入倉費用，並且每月需繳

交一定數額的開店費、服務費等。 

 

資料來源：根據本研究訪談整理繪製。  

圖 13 供應商選擇電商平臺之考量因素 

雖然電商平臺採取免運費的策略，會吸引供應商進駐、嘗試營運，但若效

果未如預期，則供應商仍會改用其他電商平臺，而不會在意已經投入的成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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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同時考量網路購物的消費者對價格十分敏感，且在電商平臺補貼運費的

情況下，確實能產生大的流量，有利於供應商增加銷售額，惟電商平臺提供免

運費補貼則比降低開店成本更具誘因。 

此外，商品或服務供應商多會同時使用多個電商平臺經營事業，在營運策

略上，也可能採取於不同平臺上架不同品項的商品，另外也因為設有倉儲的電

商平臺，其包含的產品品項眾多，若商品本身利基不足，供應商在成本上將難

以和大量標準規格的產品競爭，加上電商平臺和供應商之間的議價力並不對

等，供應商只能接受電商平臺設定的規則，故透過自行建立網站為供應商嘗試

制衡電商平臺的一種方式。 

另一個供應商替代既有電商平臺的方法，就是藉由和網路知名人士（簡稱

網紅）合作，委請其代言或進行置入性銷售等，直接接觸消費者，以避開商品

上架於電商平臺所面臨的有關規範及成本，然而，在面對網路銷售競爭時，供

應商大多認為品牌及銷售模式是主要的競爭因素，但若商品同質性太高，則價

格成為重要因素，如圖 14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訪談及繪製。  

圖 14 供應商網路銷售競爭因素 

對於跨境來臺的電商，是否在該平臺上架商品或服務，供應商會考慮到消

費者的觀感，以及在跨境電商平臺上架的商品，對品牌形象是加分或有負面影

響。雖然跨境電商通常提供免運優惠吸引供應商上架商品，但一方面供應商體

認到免費策略僅為短期措施、非長久之計，同時新平臺的使用介面是否如同既

有平臺般完善，在功能不完善下反而可能帶來更高的交易成本，再加上消費者

對跨境電商平臺的品牌形象感受，會同樣對應到該平臺上的其他商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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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讓供應商仍會慎選跨境電商平臺。另一方面，經營線上銷售通路的供應

商，不一定有同步設立實體店面的意願，主要考量點仍在於成本過高、效益卻

高度不確定性，除了部份具備體驗型特性的商品，若單純依賴網路銷售無法取

信消費者，而需讓消費者有實體店面試用、試穿、試戴等的情況下，供應商才

會考慮同時經營線上和線下通路，且實體店面主要為輔助線上銷售，並不會大

量擴增營業面積或據點。 

（三）App 下載平臺  

APP下載平臺的市場概況為本研究探討的項目之一，其運作模式和B2B2C

一樣，同樣連結應用程式開發商及消費者，全球較為知名的APP下載平臺有

App Store、Google Play等，惟與前述網路銷售模式最大的差異之處在於，APP

下載平臺雖然也是B2B2C模式的一種，但APP下載平臺會受到載具搭載的作業

系統而有所影響。以Google Play為例，載具搭載的為Android系統為開源程式，

在開發者能夠自由更改程式碼之下，可能會造成不同Android版本間所上架至

Google Play的應用程式彼此不能相容的情況，至於App store則因為同屬iOS系

統，其為一封閉式系統，故版本的升級大體上並不影響程式開發商，只需對應

調整於下載平臺中的程式後，原則上即能相容於iOS系統的載具，惟上架至App 

store的開發商，需要配合Apple所推出的新一代載具，購置相關硬體來加以測

試，造成開發商的固定成本較高。至於其他電商平臺的網路銷售模式，則只需

要能夠連網的設備即能應用，並不會有載具及作業系統的限制，故App下載平

臺的產業生態和運作模式，與電商平臺的網路銷售模式具有相當大的差異。 

另一方面，對應用程式開發商而言，App Store雖然收費較Google Play為

高、審核應用程式較嚴格，但App Store有較佳的客戶服務，能在有疑問時與

專人溝通，故實質上的成本與效益會略優於Google Play，惟全球使用Android

系統的載具仍較多，為觸及更多的消費者及考慮兩類下載平臺所需的程式語言

並不相同，應用程式開發商仍會同時將應用程式上架於App Store與Google 

Play。在APP下載平臺的收費上，App Store與Google Play對於提供消費者免費

下載的程式並不收取費用，但若開放消費者可於程式裡購買商品（主要是虛擬

寶物等）時，App Store與Google Play則會收取交易金額中的一定比率作為手

續費（例如30%），然而，若應用程式內外掛廣告收益機制，則非屬收取手續

費範圍，多數應用程式開發商也以廣告收益作為營收項目之一。 

整體而言，線上通路建立實體通路、實體通路積極開拓線上銷售管道，但

線上通路和實體通路之間的商業模式及市場規則截然不同，除了都面臨相對應

的挑戰，而且在商務運作、經營策略的考量下，兩者間並不全然只存在競爭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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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亦會透過合作方式，以O2O模式互補其不足之處。 

國內主要電商平臺業者通常會向國內商品供應商收取開店費、交易手續

費，而不會向平臺另一端的消費者收取註冊費，此外，電商平臺業者在設立之

初，通常會採費用全免的競爭策略來吸引商品供應商到平臺開店，而供應商通

常也會因為此項優惠、抱持嘗試心態來經營，然而，供應商在投入一段時間後，

若發現該平臺的效益未能顯現，抑或平臺所吸引的消費群和己身定位不同時，

將會立即轉換至其他電商平臺，或者著重投入資源於符合利基市場的電商平

臺。 

舉例言之，蝦皮於進入臺灣市場之初，透過免費的策略和PChome等業者

競爭，PChome也以免費策略回應，有供應商同時投入經營兩類平臺，但後來

發現從流量和平臺提供的服務而言，蝦皮相對較具優勢。即使目前蝦皮已取消

免費策略，供應商基於蝦皮帶來的高流量和曝光效應，大多仍選擇使用蝦皮平

臺。因此，雖然國內當前有數家知名的電商平臺，不同電商平臺業者亦找出其

差異化策略，以利於在市場上競爭。從供應商的角度而言，供應商會視本身的

產品和消費群定位，以及有限的時間和資源，選擇最適宜的電商平臺，因而不

同電商平臺間並不一定具備可替代性，且當電商平臺的流量或效果未達預期

時，供應商也會轉換至其他電商平臺，以獲取更高的利潤，因此，就供應商而

言，轉換電商平臺雖然有轉換成本，不過，仍然不是不可轉換。 

完整的數位平臺生態系，為平臺擁有者及參與平臺的使用者，共同發揮創

新機制、創造價值，以促進整個平臺的發展。國內電商平臺業者若為B2B2C

模式，則至少連結了兩個以上的群體（例如供應商及消費者），同時在商業運

用的考量下，多數平臺業者均會積極完善運輸物流、金流、資訊流等體系，儘

可能地增加策略及合作夥伴，以期在更為完整的生態系下，吸引更多供應商及

消費者加入平臺。另一方面，電商平臺業者在集團間的營業模式，也會影響其

多邊性的程度，例如和創業家兄弟有關的生活市集與松果購物，雖然本質上屬

同一集團，但彼此的經營策略獨立，相關資訊並未相互運用。然而，就本研究

訪談的台灣樂天市場股份有限公司，即便運用集團的力量，將信用卡、線上商

城、其他事業體串連在一起，提供消費者日常生活所需的各項服務，消費者一

旦成為台灣樂天的會員後，各項消費所累積的回饋，即可以在事業體之間相互

運用及折抵，使消費者的忠誠度和黏著度上升，讓數位平臺生態系串聯的更為

完整，當電商平臺業者運用各種方式將消費者留在平臺時，商品供應商也會更

願意加入平臺，以提升整個體系的運行情況。 

二、可能涉及限制競爭疑慮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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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根據對國內廠商訪談結果，整理可能涉及限制競爭疑慮的類型，分別說

明如下：  

（一）獨家交易限制  

1.主體 

本案的行為主體為平臺商。 

2.背景 

受訪者3是一家經營日本服飾配件、生活用品、雜貨零食的零售商，它

從日本進貨，再在台灣市場自行定價進行銷售，沒有自製自銷商品。因此常

有同質商品相互競爭，受訪者3在價格上並無明顯優勢，而是以快速發貨、快

速響應的服務吸引顧客。其運營時間約4至5年。7成實體3成網路，其中網路

銷售競爭所考量因素依序為價格、售後服務、銷售模式、品質，最後為品牌。 

受訪者3有關網路通路平臺的選擇原因如下： 

(1)選擇平臺1、平臺2的原因 

平臺1、平臺2的客群與受訪者3的受眾更為接近；同時平臺1來臺時

推出一元免運的活動，吸引了大量客流，平臺流量有保證。 

(2)選擇平臺3的原因 

平臺3為新客戶提供首購優惠和免運活動，有吸引流量的潛力。 

(3)未選擇平臺4及平臺5的原因 

由於平臺4及平臺5要收取服務費、寄倉費，加之平臺本身會大量進

貨價格相對低廉的同質化商品、導致受訪者3的產品銷路受阻，故受訪

者3並未在這兩家平臺上架商品。 

3.經營方式與策略 

受訪者3在平臺1被要求在活動期間不得在其他平臺上放置活動有關商

品，平臺1舉辦活動期間，會要求廠商展現忠誠度，相同商品不能放到其他

平臺、有庫存量的要求。平臺1會去各平臺檢視，一經發現就會取消活動資

格。但非活動期間，平臺1並不會限制廠商多平臺操作。惟活動期間，平臺1

要求廠商不得在其他平臺銷售，此項可能涉及獨家交易限制。 

4.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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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Hovenkemp(1985) 
167認為獨家交易契約是在限制交易相對人向第

三人「取得」商品或服務，或限制交易相對人對第三人「提供」商品或服務

自由的條件下，所進行的市場交易行為。由於排他交易的安排係以限制交易

相對人的事業自由活動為代價，其對市場競爭的影響，即影響有正、反面的

競爭效果。正面的促進競爭效果主要來自1.降低生產及交易成本，提升效

率；2.有助於產品品質與服務的維護；3.降低製造商（或供應商）之間的搭

便車行為；4.促進品牌間的競爭，有利於市場競爭。 

而其反面的限制競爭效果大都為1.阻絕經銷商通路，預先排除競爭對

手；2.提高競爭對手成本，不利於市場競爭；3.排他性交易安排，有利於卡

特 爾 之 維 持 ； 4. 限 制 經 銷 商 營 業 自 由 與 消 費 者 的 多 元 選 擇 (見 陳 志 民 

(2012)168 )。「排他交易」之意涵及促進競爭與限制效果分析，有無限制競

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根據上述案例，其活動期間平臺1限制了廠商營業

自由與消費者的多元選擇。若以損害競爭對手為目的，促使廠商對其他平臺

競爭對手斷絕交易之行為，且有限制競爭之虞者，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第20

條第1款「第二十條 （其他限制競爭行為）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

之：一、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

或其他交易之行為。」之違反。 

（二）限制價格 /限制廣告選擇  

案例一（平臺商與零售商） 

1.主體 

本案的行為主體為平臺商。 

2.背景 

受訪者2銷售產品以3C家電為主，經營實體店與網路比例，分別線上占

30%、線下占70%，其中主要考慮的網路銷售競爭因素為售後服務以及品

質。該廠商將銷售產品的平臺分為三大類：(1) momo、PChome；(2)東森、

Friday、UDN、Yahoo、生活市集、松果、樂天；(3)博客來。其他如FlyingV、

嘖嘖zeczec等平臺。廠商目前主要使用平臺5、平臺1作為主要銷售平臺，選

擇此類平臺的原因為流量大、使用介面佳、操作方便、收取費用較低。 

3.經營方式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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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該公司經營3C家電，與平臺5之間曾經發生過不完全參照合約內容

執行的情況，平臺5要求供應商的產品入平臺倉庫時，要收寄倉費、包裝費，

還有後扣費用6%（可協商）、售出抽成15%等，平臺管理費每個月兩千元，

所以賣一樣東西就被抽好多費用，且毛利率比率是變動的，例如：當毛利率

低於20%以下，供應商就需支付千分之二給平臺5。 

為了成為在所有平臺中市占率或流量之首，平臺5透過行銷手法，要求

供應商提出百分之五、百分之十出來做活動，平臺5將其視為幫供應商打廣

告的費用、會上首頁，可是未在合約裡面寫到。而且有時候平臺5要做行銷

活動或是與其他平臺競爭市占率、流量時，售價低於成本的情況就會發生，

此時廠商可能採取自己買回出貨的商品，不但可以衝高平臺金流、銷售量，

也能以低於成本的價格買回自家商品。如果廠商不按照平臺5要求，結果將

導致斷貨懲罰。之前平臺5以低價發送折價券，但這些花費由供應商負擔，

這也沒在合約中提到，平臺5卻這樣實施。 

4.結果 

平臺5發行折價券不在合約規範中，所有額外的廣告等相關花費，皆由

廠商來承擔，另外平臺5以破盤價賣出商品，導致該產品代理商（或零售商、

水貨賣家）被製造商要求說明過低價的原因，甚至被產品代理商斷貨以作懲

罰，廠商則以低於成本價格買回自家商品，幫平臺5衝高金流與銷售量。根

據魏杏芳(2018)
169指出在電子商務上常見的作法，當網路經銷商的定價低於

製造商要求的最低廣告價格，製造商會限制該價格將如何被顯示，或者要求

特别標示網頁所示價格只是廣告，甚至是延遲顯示商品價格的時機。由於平

臺5舉辦各項促銷活動，需要廠商贊助時或提供行銷費用，廠商經常以低於

成本的價格買回自家商品，且平臺5沒有事先與廠商協議，也沒有以書面充

分揭露相關資訊贊助或費用之收取標準及分擔明細資料，若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者，構成公平交易法第25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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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違反。 

案例二（APP平臺商與開發商） 

1.主體 

本案的行為主體是APP平臺商。 

2.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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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9主要開發單一款旅遊軟體，並透過此App讓照片定位旅遊景

點，主要會結合GOOGLE街景，並投放在Apple Store和Google play平臺

上，其選擇該平台的因素主要考量用戶數。受訪者9運營已5年，其中APP

開發週期為1至1年半。 

3.經營方式與策略 

廣告商直接面對GOOGLE，其會把廣告給GOOGLE，再由GOOGLE分

配給App開發商，在合約上並無法協商，係以協議方式決定廣告抽成，若有

抽成的修改也不易得知。在Apple Store上的排序主要是依靠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搜尋引擎最佳化)，例如:關鍵字搜尋、每兩週下載量排

行等，在中國大陸有衝榜的行為，至於在平臺商上下廣告會標記廣告字樣。

當收費App每個月收費低於20美元，平臺不會匯錢給開發商。 

4.結果 

APP開發商無法自由選擇投放的廣告，由App平臺單方面決定，其廣告

費用以抽成方式給付給開放商，且比例定價權掌握在平臺手中，根據魏杏芳

(2018)
170指出在電子商務上常見的作法，當網路經銷商的定價低於製造商要

求的最低廣告價格，製造商會限制該價格將如何被顯示，或者要求特别標示

網頁所示價格只是廣告，甚至是延遲顯示商品價格的時機。若平臺以不正當

限制廠商之事業廣告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且有限制競爭之虞

者，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5款「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

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之違反。 

（三）最惠客戶限制  

1.主體 

本案行為主體為平臺商。 

2.背景 

銷售產品以書籍為主，向來該公司以品牌凸顯專業優勢，以長期的品牌

形象取勝，為了與其他廠商有差異化，主要商品為工具書，然而並非因為消

費者喜歡才買，主要是因為需求，因此消費者不會以價格作為第一考量，反

而會是以品質(字體、多樣性、印刷)作為考量因素。目前經營實體店與網路

比例，分別線上占50%、線下占50%，主要使用博客來、誠品、金石堂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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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銷售平臺，目的希望透過平臺本身的高流量、使用操作方便及服務品質

等優勢來增加銷售額，其中常見網路銷售競爭因素為品牌及銷售模式。 

3.經營方式與策略 

受訪者4為了增加銷售，透過選擇具有較大流量、操作方便或服務品質

良好的平臺6，將商品販售於網路市場中。受訪者4曾經與平臺5發生停止供

貨情況，主要是平臺5為了取得更高的市占率，將當時商品售價訂為66折，

雖然虧損由平臺5自行吸收，但對受訪者4沒有好處，反而破壞市場行情。 

4.結果 

依Baker(1996 )
171指出最惠客戶待遇條款涉及一個當事方的承諾，即像

賣方對待其最佳客戶一樣，給予買方優惠的待遇。也有其他學者指出在網路

銷售市場中，最常見的最惠客戶是指賣方向平臺保證，賣方在該平臺上為特

定產品收取的價格，不高於其他平臺對該產品收取的價格（Cernak and 

Chaiken（2013）172；Boik and Corts(2016)
173；Akman（2016）)

174。這些規

定限制了線上零售商或市場之間的價格競爭，有可能損害線上購物者的利

益，會造成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由於平臺6要求製造商在其他平臺之價格不

能低於或比較便宜於該平臺價格販售，並造成平臺6要求所有書籍製造商對

平臺5施壓，可能涉及最惠價格限制，而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5款「以

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之虞。 

（四）其他  

案例一（平臺商與供應商合作契約書） 

本研究取得供應商與一電商平臺過去所簽署的合作契約書，其中契約第三

條第一項，規定乙方對於商品上下架時間得視狀況調整，甲方不得異議。由於

本條項僅約定「乙方對於商品上下架時間得視狀況調整，甲方不得異議」，若

未事先以書面方式訂定明確的下架條件或標準，可能產生乙方不當要求甲方下

架或變更交易條件，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的疑慮。至於有無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19條規定，仍須視該契約是否屬於委託銷售契約，並未移轉商品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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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該契約未移轉商品所有權，則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的疑慮。 

另契約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甲方須對所提供之商品及服務，就其性質應

為投保者向XX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他保險公司投保產品責任險 ...。本

條項可能涉及乙方促使甲方對XX產險購買產險，須再確認乙方有無強制要求

甲方向XX產險投保，再審視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與第25條的疑慮。 

案例二（仿冒問題之處理） 

根據對製造商或批發商訪談結果，得知中小企業所生產的流行性高或3D

打印產品，易被仿製，因此會把握蜜月期銷售商品，過了蜜月期後就必須以價

格競爭。由於企業規模小，不會對仿冒品採取法律行動，因為要處理仿冒問題，

必須先向平臺商檢舉，但平臺的處理效率慢，只能要求下架該商品、停權或予

以警告，對於蜜月期短的商品緩不濟急，且無實益。 

至於平臺商對於零售商產品上架前，產品經理會先了解是否有擁有代理證

書，或相關資料足以證明擁有代理權，並須確定不是仿冒品才會簽約上架銷

售，平行輸入的水貨也可以在平臺上銷售。 

案例三（淘寶臺灣的開店模式） 

雖然淘寶臺灣已經停止在臺灣的營運活動，不過，他們的行銷與營運模式

仍然值得探討。 

1.淘寶臺灣的營運模式 

淘寶臺灣主要訴求「希望協助臺灣賣家與合作伙伴打造優質品牌、商品

和服務，整合資源與生態圈，並將好的商品與服務帶給臺灣消費者。」175淘

寶臺灣提供臺灣賣家兩種開店模式，針對已有貨源要在淘寶臺灣販賣者，屬

於一般賣家模式，另有一種模式針對無貨源或正在找貨想在淘寶臺灣販賣

者，則淘寶臺灣提供淘貨小舖計畫（如圖 15），賣家可從淘寶臺灣的系統裡

挑選2,000萬支商品，由賣家擔任經銷商，直接在淘貨小舖上選擇商品作為

自己經銷的商品，亦即可銷售來自海外製造商或供應商提供的產品，即所謂

的跨境供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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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 15 淘寶臺灣淘寶小舖計畫 

淘寶台灣於2020年中提供開店者「0運費、0廣告費、0開辦費、0手續費、

0上架費」等「五0」全免開店優惠，活動期間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對供

應商而言，不只「寄出產品免運費」，若商品在鑑賞期內被消費者退貨，也

一樣可以獲得「退貨運費補貼」，加上免上架費、免手續費，對才開始在網

路開店還不知道是否賺錢的供應商極具吸引力。對消費者而言，只要在淘寶

台灣全站消費滿新台幣199元，並且是選擇 7-11、全家以及萊爾富三大便利

商店取貨，就可以獲得「所有物流費用、不限次數全都由淘寶台灣買單」的

優惠，是全臺灣唯一「全站正、逆(退貨)物流都有補貼」的電商平臺。 

2.淘寶臺灣的競爭分析 

就淘寶臺灣提供「五0」開店補貼政策而言，由於當初以拍賣平臺起家

的蝦皮於2015年6月進入台灣時，也曾採用免運費、免手續費等補貼方式快

速擴張，公平會曾於2017年11月立案調查，惟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

3款規定，蝦皮雖有低價利誘的事實，但市占率未超過法定的15%，尚無限

制競爭之虞，因此不符合《公平交易法》規範的對象。另一方面，因為蝦皮

一開始採取免運費、免手續費，國內各業者為與之抗衡，也採取低價手段參

與競爭，反而促進國內電商產業的競爭，而且蝦皮2017年4月已陸續取消免運

費、免手續費等方式。若淘寶臺灣複製蝦皮模式，以價格作為進入台灣市場

的策略，且優惠期間並非毫無限制，則淘寶臺灣難謂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 

1.前往淘寶臺灣商品庫選貨 

2.商品加價與編輯商品 

3.上架前台賣場 

臺灣賣家 

淘寶臺灣商

品庫供應商 
前台賣場 

上架 

下單 

訂單同步傳送（同時取得買家個資） 
臺灣買家 

超商取貨 

訂單回傳 

通知出貨 

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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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淘寶臺灣提供淘貨小舖計畫，由於淘貨小舖的供應商可能多是大陸

供應商，有意擔任經銷商的賣家擔心向大陸供應商訂貨，一旦帳號個資被大

陸供應商取得，可能利用台灣買家的帳號在平臺上下單，再於商品從大陸出

貨後取消訂單，基於平臺保護消費者（即買方）的大原則，買方通常無須承

擔任何損失，但是因為該筆交易已經下單而且出貨，所以商品不會送回大陸

供應商，而會退回台灣賣家，使得臺灣賣家貨款可能因即時被扣款而造成交

易損失。 

雖然淘寶臺灣的跨境供銷模式，可能因為供應商利用買家帳號下單，因

此造成臺灣賣家損失，此為網路交易可能出現的詐騙問題，並未涉及交易平

臺限制競爭行為，即便國外供應商假借國內買家帳號，而有涉及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或顯失公平行為，由於係屬國外事業，公平交易法是否管轄及於域

外，仍有值得探討之處。再就淘寶臺灣的賣家若採跨境供銷模式，當有買家

訂貨時才請國外供應商供貨，與目前許多電商平臺賣家的營運情況並無不

同，似亦無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惟值得關注的是，事業從國外供貨的售價

是否遠低於國內售價？有無運費補貼情形？以致出現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的可能性。 

第四節 問卷調查結果可能涉及限制競爭疑慮之類型 

為瞭解網路銷售平臺供應商以及平臺商的運作以及可能涉及的限制競爭

行為，本研究針對網路銷售平臺供應商（以下簡稱供應商）以及網路銷售平臺

商（以下簡稱平臺商）進行調查，其中供應商包括掌控貨源的製造商或進口商、

負責銷售商品或數位產品的批發零售或無店面零售商、負責銷售數位內容商

等，主要調查有關供應商的運作現況、授權其他通路於線上銷售產品和對不遵

守約定公司採取的做法等。平臺商主要調查有關平臺商的運作和競爭，其中也

包含平臺商使用演算法等。問卷調查內容主要參考歐盟電子商務問卷，搭配深

入訪談部分業者、平臺商座談會會議內容與內部討論結果得出。針對網路銷售

平臺供應商、網路銷售平臺商的問卷調查內容如附件六與附件七所示。 

網路銷售平臺供應商總計調查65家公司，其中包括23家上市公司（主要為

19家上市的電腦及週邊設備業（製造商）和4家貿易百貨業（零售商））、32家

品牌電商（含13家一般批發零售業和19家無店面零售業）、10家數位內容業176，

                                                      
176

 品牌電商和數位內容業是根據國貿局所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執行的 108 年度國際經貿政
策研究中心計畫（WTO 暨 RTA 中心計畫）子計畫二：短期性議題（6）我國業者經營跨
境電商問卷調查中，篩選品牌電商/平臺業者、數位內容業者和資料商務/數據分析業者，
有使用第三方平臺並排除只使用自家官網做交易者的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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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調查有關供應商的運作現況、授權其他通路於線上銷售產品和對不遵守約

定公司採取的做法等，由於供應商包括面向較多，故將問卷融合為一。截至10

月30日總計回收28家，回收率43%，其中以數位內容業回覆率最高，無店面零

售業次之，上市公司回覆率最低。 

平臺商則選定國內主要業者，總計調查15家公司，主要調查有關平臺商的

運作和競爭，其中也包含平臺商使用演算法等。截至10月30日回收5家，回收

率33%。整體而言，回覆率41%（請參閱表 11）。調查方式採郵寄問卷，隨

後以電話連絡進行催收。 

表 11 問卷調查家數與回收情況 

  調查家數 回覆家數 回覆率（%） 

網路銷售平臺供應商 65 28 43 

上市公司 23 5 22 

一般批發零售業 13 4 31 

無店面零售業 19 10 53 

數位內容業 10 9 90 

網路銷售平臺商 15 5 33 

小計 80 33 41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得出。 

 

一、問卷調查結果  

以下分別按供應商與平臺商說明調查結果。 

（一）供應商運作現況  

1.基本資料 

（1）按供應商類別分 

就已回收的28家供應商公司採用的銷售產品管道來看，其中1家上市公司

只採用實體據點銷售，3家公司只採用公司官網或APP銷售，1家只採用實體據

點和公司官網或APP銷售，其他23家公司都有採用第三方線上平臺銷售管道。

（請參閱表 12） 

銷售產品管道綜合分析如下：28家供應商中使用公司官網或APP銷售所占

比率96%最高，實體據點銷售68%居次，第三方線上平臺B2C/B2B2C銷售各有

57%再次之，使用APP銷售只有25%，C2C銷售更只有4%。但就23家供應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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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第三方線上平臺來看，其比重達到82%，比公司官網或APP銷售產品管道

比重96%低，但高於實體據點銷售產品管道比重68%。一般批發零售業使用各

種第三方線上平臺之比重最高，其他依序為無店面零售業、數位內容業、上市

公司。（請參閱表 12） 

上市公司、一般批發零售業、無店面零售業、數位內容業各別回覆家數為

5、4、10、9家。各類型業者採用之銷售管道分析如下：(1)上市公司主要使用

公司官網或APP銷售，其次是實體據點/B2C/B2B2C銷售；(2)一般批發零售業

主要使用實體據點銷售、公司官網或APP銷售和B2B2C銷售；(3)無店面零售業

主要使用公司官網或APP銷售，其次是B2C銷售、實體據點銷售、B2B2C銷售

和APP銷售；(4)數位內容業主要使用公司官網或APP銷售，其次是實體據點銷

售、B2C銷售、B2B2C銷售和APP銷售，也有少量C2C銷售。（請參閱表 12） 

整體而言，調查對象使用各種第三方線上平臺銷售比重僅次於使用公司官

網或APP銷售；不同類型的供應商採用第三方線上平臺銷售之型態有些差異，

但只有數位內容業納入了C2C銷售管道。 

表 12 各類型供應商產品銷售管道 

單位：家數；% 

銷售管道 
上市公司 

一般批發

零售業 

無店面零

售業 

數位內容

業 
合計 

家數 比重 家數 比重 家數 比重 家數 比重 家數 比重 

家數合計 5 100 4 100 10 100 9 100 28 100 

實體據點 2 40 4 100 7 70 6* 67 19 68 

公司官網或APP 4 80 4 100 10 100 9* 100 27 96 

使用第三方線上平臺 3 60 4 100 9 90 7 78 23 82 

 B2C銷售 2 40 1 25 8 80 5 56 16 57 

 B2B2C銷售 2 40 4 100 6 60 4 44 16 57 

 C2C銷售 0 0 0 0 0 0 1 11 1 4 

 APP銷售 0 0 0 0 3 30 4 44 7 25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

 0 0 0 0 0 0 0 0 0 0 

註：
＊
表示有一家業者填寫以上情況均不存在，但經過查驗業者有實體據點和公司官網銷售

服務，故予以調整。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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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供應商規模別分 

從回覆的28家供應商中，可知大型和中型公司各14家，中型公司是指營業

額小於新臺幣1億元或員工未滿100人，大型公司是指營業額大於新臺幣1億元

或員工超過100人。大型和中型公司均以公司官網或APP銷售占比最高，但中型

公司銷售產品管道比大型公司更仰賴實體據點，且更多元化納入C2C銷售管

道。中型公司使用各種第三方線上平臺之比重較大型公司略高。（請參閱表 13） 

綜合來看，大型和中型公司採用第三方線上平臺銷售之型態差異不大，但

只有中型公司納入了C2C銷售管道。中型公司使用各種第三方線上平臺對消費

者銷售之比重較大型公司略高。 

表 13 大型和中型供應商產品銷售管道 

銷售管道 
大型公司 中型公司 

家數 比重 家數 比重 

家數合計 14 100 14 100 

實體據點 8 57 11 79 

公司官網或APP 13 93 14 100 

第三方線上平臺 11 79 12 86 

 B2C銷售 7 50 9 64 

 B2B2C銷售 8 57 8 57 

 C2C銷售 0 0 1 7 

 APP銷售 4 29 3 21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1 7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2.供應商與平臺商之約定 

（1）按供應商類別分 

在23家有使用第三方線上平臺銷售產品之公司，20家表示第三方網路銷售

平臺商對公司在合約中有提出要求，即合約中有被要求的占87%，還有8家表

示在合約外也會被第三方網路銷售平臺商提出要求，即合約外有被要求者占

35%。只有3家公司（1家大型公司和2家中型公司）表示未被第三方網路銷售

平臺商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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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網路銷售平臺商對公司的要求內容結果如下：配合行銷活動被平臺

商提出的最主要要求占比65%，即要求供應商降價促銷、限量商品搭配贈送、

全館統一打折衝業績等。其次是吸收運費、商品放到平臺商之倉儲，提供高額

回饋金、吸收退貨損失和給予市場上最優惠的同樣待遇條款也有超過40%的供

應商被要求。（請參閱表 14） 

整體而言，供應商被平臺商要求之項目在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有差異，

平臺商比較不會要求上市公司配合行銷活動和納入最惠待遇條款，更沒有提出

其他要求。 

表 14 各類型供應商反映平臺商有提出要求的家數和比重 

單位：家數；% 

供應商被平臺商要求 

上市 

公司 

一般批發

零售業 

無店面 

零售業 

數位 

內容業 
合計 

家

數 

比

重 

家

數 
比重 

家

數 
比重 

家

數 

比

重 

家

數 

比

重 

使用第三方線上平臺銷

售家數合計 
3 100 4 100 9 100 7 100 23 100 

合約中被要求家數合計 3 100 3 75 8 89 6 86 20 87 

合約外被要求家數合計 0 0 2 50 4 44 2 29 8 35 

被

要

求 

配合行銷活動
＊

 1 33 3 75 7 78 4 57 15 65 

提供高額回饋金 2 67 2 50 4 44 3 43 11 48 

吸收運費 2 67 2 50 6 67 3 43 13 57 

吸收退貨損失 2 67 2 50 3 33 3 43 10 43 

商品放到平臺商

之倉儲 2 67 2 50 5 56 4 57 
13 57 

最惠待遇條款
＊＊

 0 0 2 50 5 56 3 43 10 43 

其他要求 0 0 0 0 1 11 1 14  2  9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1 33 1 25 1 11 1 14  4 17 

註：比重是指各類型供應商使用第三方平臺且有被平臺商提出要求之家數比重。
＊

表示如降

價促銷、限量商品搭配贈送、全館統一打折衝業績等。
＊＊

表示與第三方線上平臺合約中，

被要求納入給予市場上最優惠的同樣待遇條款，如價格、商業模式、代理佣金、代理價

格、促銷、批發價格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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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類型供應商角度來看，上市公司反映被平臺商要求的主要項目不是配

合行銷活動，也不會被要求最惠待遇條款，而是被要求提供高額回饋金、吸收

運費、吸收退貨損失、商品放到平臺商之倉儲；一般批發零售業反映被平臺商

要求的主要項目為配合行銷活動占75%，其他各項要求也都存在；無店面零售

業反映被平臺商要求的主要項目為配合行銷活動，占78%，以及吸收運費占

67%，其他各項要求也都存在；數位內容業反映被平臺商要求的主要項目為配

合行銷活動，占57%，以及商品放到平臺商之倉儲，占57%，其他各項要求也

都存在。（請參閱表 14） 

供應商反映有被平臺商合約外的要求，主要為配合行銷活動、提供高額回

饋金、最惠待遇條款、其他要求項目上比重大幅增加。從訪談經驗中，業者也

呼應了前述發現。整體而言，供應商被平臺商要求之項目在上市公司和非上市

公司有差異，平臺商比較不會要求上市公司配合行銷活動和納入最惠待遇條款，

更沒有提出其他要求。 

各類型供應商使用第三方網路銷售平臺面臨其他問題方面，面臨平臺商銷

售同樣或類似產品的競爭問題，所占比重最高，達65%、平臺商曾提高上架費

或分潤比重問題也有43%、依賴第三方線上平臺來吸引購物者也高達35%。面

臨平臺商銷售同樣或類似產品之競爭以及第三方線上平臺曾提高上架費或分成

比重兩項問題，業者反映是以無店面零售業9家居多，其次是數位內容業7家，一

般批發零售業和上市公司也有但相對較少。對於業者反映已經過於依賴第三方線

上平臺來吸引購物者，無法輕易退出該平臺問題，主要是發生在數位內容業，其

次是無店面零售業，一般批發零售業也有但相對較少，上市公司則無此問題。（請

參閱表 15） 

若供應商有反應被平臺商合約外要求，主要在面臨平臺商銷售同樣或類似

產品之競爭項目上比重大幅增加，在依賴第三方線上平臺來吸引購物者比重也

增加不少。第三方線上平臺曾提高上架費或分成比重的增加幅度較小。 

綜合來看，無店面零售業使用第三方網路銷售平臺面臨其他問題明顯較其

他三類型供應商多出許多，尤其是面臨平臺商銷售同樣或類似產品之競爭、上

架費或分成比重提高；上市公司使用第三方網路銷售平臺面臨其他問題明顯較

其他三類型供應商少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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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各類型供應商使用第三方網路銷售平臺面臨其他問題 

單位：家數；% 

供應商使用第三方平臺

面臨其他問題 

上市公司 
一般批發

零售業 

無店面 

零售業 

數位 

內容業 
合計 

家

數 

比

重 

家

數 
比重 

家

數 
比重 

家

數 
比重 

家

數 

比

重 

使用第三方線上平臺銷

售家數合計 
3 100 4 100 9 100 7 100 23 100 

面

臨

其

他

問

題 

加入第三方線上平

臺後，曾面臨平臺

商銷售同樣或類似

產品之競爭 

1 33 2 50 8 89 4 57 15 65 

第三方線上平臺曾

提高上架費或分成

比重 

1 33 1 25 5 56 3 43 10 43 

已經過於依賴第三

方線上平臺來吸引

購物者，無法輕易

退出該平臺 

0 0 1 25 3 33 4 57  8 35 

其他情況 0 0 0 0 0 0 0 0  0  0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1 33 2 50 0 0 2 29  5 22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2）按供應商規模別分 

從大型和中型供應商角度來看，供應商主要是在合約中被平臺商要求的比

重較高，以大型公司比重較高；合約外被平臺商要求的也是以大型公司比重略

高。大型供應商反映被平臺商要求的主要項目是商品須放到平臺商的倉儲，占

64%，其次是配合行銷活動、吸收運費、吸收退貨損失，其他各項要求也都存

在；中型供應商反映被平臺商要求的主要項目為配合行銷活動，占75%，其次

是吸收運費和最惠待遇條款，其他各項要求也都存在。因此，大型和中型供應

商被平臺商要求之項目在配合行銷活動和納入最惠待遇條款有所差異。（請參閱

表 16） 

整體而言，供應商被平臺商要求之項目在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有差異，

平臺商比較不會要求上市公司配合行銷活動和納入最惠待遇條款，更沒有提出

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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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大型和中型供應商反映平臺商有提出要求的家數和比重 

單位：家數；% 

供應商被平臺商要求 

大型公司 中型公司 

家數 比重 家數 比重 

使用第三方線上平臺銷售家數合計 11 100 12 100 

合約中被要求家數合計 10 91 10 83 

合約外被要求家數合計 4 36 4 33 

被

要

求 

配合行銷活動
＊

 6 55 9 75 

提供高額回饋金 5 45 6 50 

吸收運費 6 55 7 58 

吸收退貨損失 6 55 4 33 

商品放到平臺商之倉儲 7 64 6 50 

最惠待遇條款
＊＊

 3 27 7 58 

其他要求 1 9 1 8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2 18 2 17 

註：比重是指各類型供應商使用第三方平臺且有被平臺商提出要求之家數比重。
＊

表示如降

價促銷、限量商品搭配贈送、全館統一打折衝業績等。
＊＊

表示與第三方線上平臺合約中，

被要求納入給予市場上最優惠的同樣待遇條款，如價格、商業模式、代理佣金、代理價

格、促銷、批發價格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至於大型公司反映使用第三方網路銷售平臺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平臺商銷

售同樣或類似產品之競爭占55%，其次是已經過於依賴第三方線上平臺來吸引

購物者占比45%，再其次是被提高上架費或分成比重；中型公司反映使用第三

方網路銷售平臺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平臺商銷售同樣或類似產品之競爭占比

75%，其次是被提高上架費或分成比重占比50%，再其次是已經過於依賴第三

方線上平臺來吸引購物者。（請參閱表 17） 

綜合來看，中型公司使用第三方網路銷售平臺面臨平臺商銷售同樣或類似

產品之競爭、上架費或分成比重提高明顯較大型公司多出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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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大型和中型供應商使用第三方網路銷售平臺面臨其他問題 

單位：家數；% 

供應商使用第三方平臺面臨其他問題 

大型公司 中型公司 

家數 比重 家數 比重 

使用第三方線上平臺銷售家數合計 11 100 12 100 

面

臨

其

他

問

題 

加入第三方線上平臺後，曾面臨平臺

商銷售同樣或類似產品之競爭 6 55 9 75 

第三方線上平臺曾提高上架費或分

成比重 4 36 6 50 

已經過於依賴第三方線上平臺來吸

引購物者，無法輕易退出該平臺 5 45 3 25 

其他情況 0 0 0 0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3 27 2 17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3）按供應商使用的平臺銷售模式分 

從供應商使用不同第三方線上平臺銷售角度來看，同時使用B2C和B2B2C

銷售之供應商在合約中被平臺商要求的比重較高，只使用B2C銷售之供應商比

重最低；合約外被平臺商要求的供應商，尤以同時使用B2C和B2B2C銷售和只

使用B2B2C銷售被要求的比重較高，只使用B2C銷售之供應商被要求的比重最

低。（請參閱表 18） 

只使用B2C銷售供應商反映被平臺商要求的主要項目是吸收運費占比

57%，其次是配合行銷活動，其他各項要求也都存在；只使用B2B2C銷售供應

商反映被平臺商要求的主要項目是配合行銷活動和商品放到平臺商之倉儲都

是占比57%，其次是提供高額回饋金、吸收運費和吸收退貨損失，其他各項要

求也都存在。 

同時使用B2C和B2B2C銷售供應商反映被平臺商要求的主要項目是配合

行銷活動占比89%，其次是商品放到平臺商之倉儲都是占比78%，其他各項要

求也都存在。同時使用B2C和B2B2C銷售供應商反映被平臺商要求的比重明顯

比只使用B2C或B2B2C銷售來得高。 

整體而言，同時使用B2C和B2B2C銷售之供應商在合約中被平臺商要求的

比重較高，要求項目尤以配合行銷活動、商品放到平臺商之倉儲比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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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供應商使用不同線上網路銷售模式被平臺商提出的要求 

單位：家數；% 

供應商被平臺商要求 

只使用

B2C 銷售 

只使用

B2B2C 銷售 

同時使用

B2C和

B2B2C銷售 

合計 

家數 比重 家數 比重 家數 比重 家數 比重 

使用家數合計 7 100 7 100 9 100 23 100 

合約中被要求家數合計 5 71 6 86 9 100 20 87 

合約外被要求家數合計 1 14 3 43 4 44 8 35 

被

要

求 

配合行銷活動
＊

 3 43 4 57 8 89 15 65 

提供高額回饋金 2 29 3 43 6 67 11 48 

吸收運費 4 57 3 43 6 67 13 57 

吸收退貨損失 2 29 3 43 5 56 10 43 

商品放到平臺商之倉儲 2 29 4 57 7 78 13 57 

最惠待遇條款
＊＊

 1 14 2 29 7 56 10 43 

其他要求 1 14 1 14 0 11  2  9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3 43 1 14 0 11  4 17 

註：比重是指各類型供應商使用第三方平臺且有被平臺商提出要求之家數比重。
＊

表示如降

價促銷、限量商品搭配贈送、全館統一打折衝業績等。
＊＊

表示與第三方線上平臺合約中，

被要求納入給予市場上最優惠的同樣待遇條款，如價格、商業模式、代理佣金、代理價

格、促銷、批發價格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從供應商使用不同第三方線上平臺銷售的角度來看，只使用B2C銷售的供

應商反映使用第三方線上平臺面臨的問題，主要是曾面臨平臺商銷售同樣或類

似產品之競爭，占57%，其次是面臨提高上架費或分成比重，以及面臨過於依

賴第三方線上平臺來吸引購物者，以致無法輕易退出該平臺；只使用B2B2C

銷售的供應商反映使用第三方平臺面臨的問題，主要是面臨提高上架費或分成

比重占比57%，其次是曾面臨平臺商銷售同樣或類似產品之競爭。（請參閱表 

19）同時使用B2C和B2B2C銷售的供應商反映使用第三方平臺面臨的問題，主

要是曾面臨平臺商銷售同樣或類似產品之競爭，占89%，其次是面臨過於依賴

第三方線上平臺來吸引購物者，以致無法輕易退出該平臺。 

 

表 19 供應商使用不同線上網路銷售模式面臨的其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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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家數；% 

供應商使用第三方平臺面臨

其他問題 

只使用

B2C 銷售 

只使用

B2B2C 銷售 

同時使用

B2C和

B2B2C銷售 

合計 

家

數 

比

重 

家

數 
比重 

家

數 
比重 

家

數 

比

重 

使用家數合計 7 100 7 100 9 100 23 100 

面

臨

其

他

問

題 

加入第三方線上平臺

後，曾面臨平臺商銷

售同樣或類似產品之

競爭 

4 57 3 43 8 89 15 65 

第三方線上平臺曾提

高上架費或分成比重 
2 29 4 57 4 44 10 43 

已經過於依賴第三方

線上平臺來吸引購物

者，無法輕易退出該

平臺 

2 29 1 14 5 56  8 35 

其他情況 0 0 0 0 0 0  0  0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2 29 3 43 0 0  5 22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綜上，同時使用B2C和B2B2C銷售的供應商，反映面臨平臺商銷售同樣或

類似產品之競爭，以及面臨過於依賴第三方線上平臺來吸引購物者的比重，明

顯高於單獨使用B2C或B2B2C的供應商。 

2.線上銷售他人實體產品之約定 

（1）按供應商類別分 

有10家公司表示有在線上銷售他人實體產品，在面對轉售約定要求方面，

有80%的公司表示產品轉售受到建議售價和後續轉售價格之監督，其次是產品

轉售受到劃分市場經營範圍之限制，再其次是不得自由選擇第三方線上平臺和

刊登廣告受到最低價格的監督也都有超過40%的公司表示會被要求。（請參閱

表 20） 

綜合來看，無店面零售業使用第三方網路銷售平臺面臨其他問題明顯較其

他三類型供應商多出許多，尤其是面臨平臺商銷售同樣或類似產品之競爭、上

架費或分成比重提高；上市公司使用第三方網路銷售平臺面臨其他問題明顯較

其他三類型供應商少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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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各類型供應商轉售他人實體商品面臨轉售約定 

單位：家數；% 

供應商線上銷售他人實

體產品面臨轉售約定 

上市公

司 

一般批發

零售業 

無店面零

售業 

數位內容

業 
合計 

家

數 

比

重 

家

數 
比重 

家

數 
比重 

家

數 

比

重 

家

數 

比

重 

線上銷售他人實體產品

家數合計 
0 0 2 100 5 100 3 100 10 100 

面

臨

轉

售

約

定

限

制 

不得自由選擇第三

方線上平臺銷售 
0 0 1 50 1 20 2 67 4 40 

產品轉售受到劃分

市場經營範圍之限

制 

0 0 1 50 2 40 2 67 5 50 

產品轉售受到建議

售價和後續轉售價

格之監督 

0 0 2 100 4 80 2 67 8 80 

產品轉售登廣告受

到最低價格之監督 
0 0 1 50 3 60 0 0 4 40 

其他約定 0 0 0 0 0 0 0 0 0  0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0 0 0 0 1 20 0 0 1 1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各類型供應商未遵守轉售約定可能面臨情況方面，面臨被削減發貨數量或

任何其他經濟不利條件(包括提高裝運價格、減少折扣以及拒絕供應其他產品) 

之對待占比70%最高，其次是不給予折扣或其他經濟獎勵（包括降低運輸價格

和其他產品的供應）之對待，也有一般批發零售業供應商表示他們有其他的對

待方式(如調整售價)。（請參閱表 21） 

供應商未遵守轉售約定面臨對待處置是以無店面零售業反映的最多，其次

是數位內容業，再其次是一般批發零售業，都反映遭受削減發貨數量或任何其

他經濟不利條件(包括提高裝運價格、減少折扣以及拒絕供應其他產品) 之對

待最多。上市公司均沒有表示有面臨轉售約定之限制，可能主要業務是出售自

家產品，而非轉售他人實體商品，所以也不會有未遵守轉售約定可能面臨的情

況。 

綜合來看，無店面零售業使用第三方網路銷售平臺面臨其他問題明顯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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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三類型供應商多出許多，尤其是面臨平臺商銷售同樣或類似產品之競爭、上

架費或分成比重提高；上市公司使用第三方網路銷售平臺面臨其他問題明顯較

其他三類型供應商少了許多。上市公司可能主要業務是出售自家產品，而非轉

售他人實體商品，故都沒有表示未遵守轉售約定會面臨之對待方式。其他三類

型供應商均反映未遵守轉售約定會面臨之對待方式以削減發貨數量或任何其

他經濟不利條件最多，不給予折扣或其他經濟獎勵次之。 

表 21 各類型供應商未遵守轉售約定可能面臨的情況 

單位：家數；% 

供應商未遵守轉售約

定會面臨的對待方式 

上市公

司 

一般批發

零售業 

無店面零

售業 

數位內容

業 
合計 

家

數 

比

重 

家

數 
比重 

家

數 
比重 

家

數 

比

重 

家

數 

比

重 

線上銷售他人實體產品

家數合計 
0 0 2 100 5 100 3 100 10 100 

未

遵

守

轉

售

約

定

面

臨

情
況 

削減發貨數量或任

何其他經濟不利條

件(包括提高裝運價

格、減少折扣以及

拒絕供應其他產品) 

0 0 1 50 4 80 2 67 7 70 

不給予折扣或其他

經濟獎勵（包括降

低運輸價格和其他

產品的供應） 

0 0 0 0 2 40 1 33 3 30 

要求所有供應商都

以建議價格供貨給

不遵守約束者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做法 0 0 1 50 0 0 0 0 1 10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0 0 0 0 0 0 1 33 1 1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2）按供應商規模別分 

從大型和中型公司角度來看，大型公司反映轉售他人實體商品面臨轉售約

定之限制大致平均散佈在不得自由選擇第三方線上平臺、受到劃分市場經營範

圍限制、產品轉售受到建議售價和後續轉售價格之監督和登廣告受到最低價格

之監督。中型公司反映轉售他人實體商品面臨轉售約定之限制以產品轉售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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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和後續轉售價格之監督為主占比83%，受到劃分市場經營範圍限制次

之，其他項目較少。（請參閱表 22） 

整體而言，供應商被平臺商要求之項目在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有差異，

平臺商比較不會要求上市公司配合行銷活動和納入最惠待遇條款，更沒有提出

其他要求。因此，中型公司線上銷售他人實體產品面臨轉售約定之限制主要是

受到建議售價和後續轉售價格之監督和劃分市場經營範圍之限制。大型公司反

映轉售他人實體商品面臨轉售約定之限制在各項目出現上較一致。 

表 22 大型和中型供應商轉售他人實體商品面臨轉售約定 

單位：家數；% 

供應商線上銷售他人實體產品面臨轉售約定 

大型公司 中型公司 

家數 比重 家數 比重 

線上銷售他人實體產品家數合計 4 100 6 100 

面

臨

轉

售

約

定

限

制 

不得自由選擇第三方線上平臺銷售 3 75 1 17 

產品轉售受到劃分市場經營範圍之限制 2 50 3 50 

產品轉售受到建議售價和後續轉售價格

之監督 
3 75 5 83 

產品轉售登廣告受到最低價格之監督 3 75 1 17 

其他約定 0 0 0 0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0 0 1 17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大型公司反映未遵守轉售約定可能面臨情況方面，面臨被削減發貨數量或

任何其他經濟不利條件之對待占比75%最高，其次是不給予折扣或其他經濟獎

勵之對待，也有供應商表示他們有其他的對待方式占比50%。中型公司反映未

遵守轉售約定可能面臨情況方面，面臨被削減發貨數量或任何其他經濟不利條

件之對待占比67%最高，不給予折扣或其他經濟獎勵和其他對待方式也有少

許。（請參閱表 23） 

因此，大型和中型線上銷售他人實體產品未遵守轉售約定，面臨的對待方

式相似，以削減發貨數量或任何其他經濟不利條件最多，不給予折扣或其他經濟

獎勵次之。 

表 23 大型和中型供應商未遵守轉售約定可能面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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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家數；% 

供應商未遵守轉售約定會面臨的對待方

式 

大型公司 中型公司 

家數 比重 家數 比重 

線上銷售他人實體產品家數合計 4 100 6 100 

未

遵

守

轉

售

約

定

面

臨

情
況 

削減發貨數量或任何其他經濟不利

條件(包括提高裝運價格、減少折扣

以及拒絕供應其他產品) 

3 75 4 67 

不給予折扣或其他經濟獎勵（包括降

低運輸價格和其他產品的供應） 
2 50 1 17 

要求所有供應商都以建議價格供貨

給不遵守約束者 
0 0 0 0 

其他做法 0 0 1 17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1 25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3.按供應商使用的平臺銷售模式分 

從供應商使用不同的線上平臺銷售模式的角度來看，只使用B2C銷售的供

應商反映線上銷售他人實體產品，主要面臨的轉售約定項目，是受到建議售價

和後續轉售價格之監督，占100%，亦即每一家上游廠商都有此一要求，其次

是不得自由選擇第三方線上平臺銷售和受到劃分市場經營範圍之限制；只使用

B2B2C銷售的供應商反映的主要項目，也是受到建議售價和後續轉售價格之監

督和不得自由選擇第三方線上平臺銷售，分別均占67%，也受到刊登廣告最低

價格之監督；至於同時使用B2C和B2B2C銷售的供應商反映的主要項目，也是

受到建議售價和後續轉售價格之監督、受到劃分市場經營範圍之限制，分別均

占100%，顯示每一家上游廠商均採用此一規範，其次是受到刊登廣告最低價

格之監督。（表 24） 

 

 

 

 

表 24 供應商使用不同線上網路銷售模式轉售他人實體商品面臨轉售約定 

單位：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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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各類型供應商使用不

同第三方網路銷售平臺轉售

他人實體產品面臨轉售約定 

只使用 B2C

銷售 

只使用

B2B2C 銷售 

同時使用

B2C和

B2B2C銷售 

合計 

家數 比重 家數 比重 家數 比重 家數 比重 

線上銷售他人實體產品家數

合計 
2 100 3 100 4 100 10* 100 

面

臨

轉

售

約

定

要
求 

不得自由選擇第三方

線上平臺銷售 
1 50 2 67 1 25 4 40 

產品轉售受到劃分市

場經營範圍之限制 
1 50 0 0 4 100 5 50 

產品轉售受到建議售

價和後續轉售價格之

監督 

2 100 2 67 4 100 8 80 

產品轉售登廣告受到

最低價格之監督 
0 0 1 33 3 75 4 40 

其他約定 0 0 0 0 0 0 0  0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0 0 0 0 1 20 1 10 

註：*其中有家使用自家公司官網線上轉售他人實體商品。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從供應商使用不同的線上平臺銷售模式的角度來看，只使用B2C銷售的供

應商，反映線上銷售他人實體產品未遵守轉售約定，可能面臨的主要項目是削

減發貨數量或任何其他經濟不利條件（100.0%），其次是不給予折扣或其他經

濟獎勵（50.0%）；同時使用B2C和B2B2C銷售的供應商反映的情況與只使用

B2C銷售供應商相似，不過，只使用B2B2C銷售供應商的反映，平均分佈在不

同的處置方式。至於要求所有供應商都以建議價格供貨給不遵守約束者之處置

方式，在三種銷售模式的供應商都未碰到。（請參閱表 25） 

 

 

 

表 25 供應商使用不同線上網路銷售模式未遵守轉售約定可能面臨的處置 

單位：家數；% 

供應商使用不同第三方網路
只使用 B2C

銷售 

只使用

B2B2C 銷售 同時使用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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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未遵守轉售約定會面臨

的處置方式 

B2C和

B2B2C銷售 

家數 比重 家數 比重 家數 比重 家數 比重 

線上銷售他人實體產品家數

合計 
2 100 3 100 4 100 10* 100 

未

遵

守

轉

售

約

定

面

臨

的
處
置 

削減發貨數量或任何

其他經濟不利條件(包

括提高裝運價格、減少

折扣以及拒絕供應其

他產品) 

2 100 1 33 4 100 7 70 

不給予折扣或其他經

濟獎勵（包括降低運輸

價格和其他產品的供

應） 

1 50 1 33 1 25 3 30 

要求所有供應商都以

建議價格供貨給不遵

守約束者 

0 0 0 0 0 0 0  0 

其他做法 0 0 1 33 0 0 1 10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0 0 1 33 0 0 1 10 

註：*其中有家使用自家公司官網線上轉售他人實體商品。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3.線上銷售他人數位產品之約定 

線上傳輸數位內容為既有營運商及新進入者提供新的商機，線上傳輸提供

更高的靈活度與擴張度，可使數位內容供應商創建用戶介面，以無縫方式接觸

到消費者。供應商（權利持有人）授權類型有傳輸和接收技術與使用權、發行

權與期限權利、領土授權權利。而，線上內容傳輸權利大多會與傳輸技術權利

綁定一同授權。177
 

（1）按供應商類別分 

有4家公司表示有在線上銷售他人數位產品，在面對轉售約定要求方面，

有75%的公司表示數位產品轉售受到捆綁線上權利之限制；在付款結構限制(預

付款、最低保證、每產品費用)、領土授權限制(在國外市場受限)也都有50%的公

                                                      
177

European Commission, Final report on the E-commerce Sector Inquiry {SWD(2017) 154 final}, 

Brussels, 10.5.2017 COM(2017) 229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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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表示會被限制；在領土授權限制(在國內市場受限)和其他約定（如限制代理

地區運作之權限）也都有25%的公司表示會被要求。（請參閱表 26）只有數位

內容業反映他們有線上銷售他人數位產品，其他類型供應商反映沒有線上銷售

他人數位產品。 

整體來看，四類型供應商中只有數位內容業反映有轉售他人數位產品，且

受到多種限制，其中主要限制是受到捆綁線上權利之銷售。 

表 26 各類型供應商轉售他人數位產品面臨轉售約定 

單位：家數；% 

供應商線上銷售他人數

位產品面臨轉售約定 

上市公

司 

一般批發

零售業 

無店面零

售業 

數位內容

業 
合計 

家

數 

比

重 

家

數 
比重 

家

數 
比重 

家

數 

比

重 

家

數 

比

重 

線上銷售他人數位產品

家數合計 
0 0 0 0 0 0 4 100 4 100 

面

臨

轉

售

約

定

限

制 

捆綁線上權利限制 0 0 0 0 0 0 3 75 3 75 

付款結構限制 (預

付款、最低保證、

每產品費用) 

0 0 0 0 0 0 2 50 2 50 

領土授權限制 (在

國內市場受限) 
0 0 0 0 0 0 1 25 1 25 

領土授權限制 (在

國外市場受限) 
0 0 0 0 0 0 2 50 2 50 

其他限制 0 0 0 0 0 0 1 25 1 25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0 0 0 0 0 0 0 0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2）按供應商規模別分 

從大型和中型公司角度來看，大型公司反映線上銷售他人數位產品方面，

面臨捆綁線上權利限制占比100%最高，其次是付款結構限制、領土授權限制(在

國內市場受限)、領土授權限制(在國外市場受限)。中型公司反映線上銷售他人

數位產品方面，情況與大型公司是一致的。（請參閱表 27） 

綜合而言，數位內容業大型和中型公司轉售他人數位產品，受到多種限

制，其中主要限制是受到捆綁線上權利之銷售。 



138 

表 27 大型和中型供應商轉售他人數位產品面臨轉售約定 

單位：家數；% 

供應商線上銷售他人數位產品面臨轉售約定 

大型公司 中型公司 

家數 比重 家數 比重 

線上銷售他人數位產品家數合計 2 100 2 100 

面

臨

轉

售

約

定

限

制 

捆綁線上權利限制 2 100 2 100 

付款結構限制(預付款、最低保證、每產

品費用) 
1 50 1 50 

領土授權限制(在國內市場受限) 1 50 1 50 

領土授權限制(在國外市場受限) 1 50 1 50 

其他限制 0 0 0 0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0 0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4.供應商授權其他通路於線上銷售產品之約定 

（1）按供應商類別分 

有21家公司表示有授權其他通路於線上銷售產品之約定，其他通路服務提

供商有12家，占57%，可將全部產品自由選擇第三方線上平臺銷售，5家可將

部分產品自由選擇第三方線上平臺（占24%）。這21家公司中有19家表示全部

產品均有建議售價（占90%），1家公司表示部分產品有建議售價（占5%）。這

21家公司中有10家（占48%）表示在國內市場線上銷售產品有限制，8家（占

38%）表示在國外市場線上銷售產品有限制，8家占比38%表示在線上銷售產

品均沒有限制，其中有5家在國內和國外市場線上銷售產品都有限制。各類型

供應商主要是全部產品都允許其他通路自由選擇第三方線上平臺，只有部分無

店面零售業和數位內容業才有部分產品允許其他通路自由選擇第三方線上平

臺。各類型供應商大多會將全部產品對其他通路提出建議售價。一般批發零售

業和無店面零售業主要對其他通路在國內市場劃分經營範圍，而上市公司和數

位內容業則對國外市場也有劃分經營範圍（請參閱表 28） 

表 28 各類型供應商授權其他通路線上銷售產品的約定 

單位：家數；% 

授權其他通路於線上

銷售產品之約定 

上市公司 
一般批發

零售業 

無店面零

售業 

數位內容

業 
合計 

家 比 家 比 家 比 家 比 家 比



139 

數 重 數 重 數 重 數 重 數 重 

授權其他通路於線上銷

售產品之家數合計 
2 100 3 100 8 100 8 100 21 100 

自由選擇

第三方平

臺 

全部產品 1 50 2 67 4 50 5 63 12 57 

部分產品 0 0 0 0 2 25 3 38 5 24 

對其他通

路提出建

議售價 

全部產品 1 50 3 100 7 88 8 100 19 90 

部分產品 0 0 0 0 1 13 0 0 1 5 

劃分經營

範圍 

國內市場 0 0 2 67 4 50 4 50 10 48 

國外市場 1 50 1 33 0 0 6 75 8 38 

授權線上

銷售產品
限制 

限制線上

轉售價格 
1 50 1 33 5 63 8 100 15 71 

限制線上

轉售刊登

廣告之最

低價格 

0 0 2 67 4 50 5 63 11 52 

說明限制

線上轉售

價格之正

當理由 

0 0 1 33 1 13 5 63  7 33 

以上情況

均不存在 
0 0 0 0 0 0 0 0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這21家公司在授權線上銷售產品約定方面，15家表示會限制線上轉售價

格，占比71%為最高；11家表示會限制線上轉售登廣告之最低價格，7家表示

會說明限制線上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請參閱表 28） 

各類型供應商都有授權線上銷售產品的情形，就回覆家數中表示有授權之

業者而言，以無店面零售業和數位內容業較多，一般批發零售業次之，上市公司

最少。無店面零售業和數位內容業採取之授權都是以限制線上轉售價格為主，其

次是限制線上轉售刊登廣告之最低價格，也都會說明限制線上轉售價格之正當理

由。一般批發零售業採取之授權是以限制線上轉售刊登廣告之最低價格為主，其

次是限制線上轉售價格，也會說明限制線上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上市公司採取

之授權只著重限制線上轉售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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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看，四類型供應商都反映授權其他通路線上銷售產品，尤以無店面

零售業和數位內容業較多，他們採用授權限制以限制線上轉售價格為主，但一

般批發零售業是以限制線上轉售刊登廣告之最低價格為主。 

當其他通路公司不遵守授權供應商之線上轉售約定時，這21家公司中有10

家占比48%會採取的對待方式主要是削減發貨數量或任何其他經濟不利條

件，其次是不給予折扣或其他經濟獎勵和其他做法（如依合約規定處置，不遵

守者結束合約與授權或要求調整價格），至於要求所有供應商都以建議價格供

貨給不遵守約束者則只有1家數位內容業會採取。（請參閱表 29） 

表 29 供應商對其他通路未遵守線上轉售約定採取之對待方式 

單位：家數；% 

供應商對其他通路未遵
守轉售約定之對待方式 

上市公司 
一般批發
零售業 

無店面零
售業 

數位內容
業 

合計 

家
數 

比
重 

家
數 

比重 
家
數 

比重 
家
數 

比重 
家
數 

比
重 

供應商授權其他通路於
線上銷售之家數合計 

2 0 3 100 8 100 8 100 21 100 

對
未
遵
守
轉
售
約
定
之
對
待
方
式 

削減發貨數量或任
何其他經濟不利條
件(包括提高裝運價
格、減少折扣以及拒
絕供應其他產品) 

0 0 1 33 5 63 4 50 10 48 

不給予折扣或其他
經濟獎勵（包括降低
運輸價格和其他產
品的供應） 

0 0 0 0 2 25 2 25 4 19 

要求所有供應商都
以建議價格供貨給
不遵守約束者 

0 0 0 0 0 0 1 13 1  5 

其他做法 1 50 1 33 1 13 2 25 5 24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1 50 1 33 2 25 2 25 6 29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各類型供應商對其他通路不遵守約定之對待方式，以數位內容業採取的對

待方式最多，削減發貨數量或任何其他經濟不利條件占比50%為最高，其次是不

給予折扣或其他經濟獎勵、其他做法(如要求調整售價、要求通路應以約定價格

販售、結束合約與授權)和要求所有供應商都以建議價格供貨給不遵守約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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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店面零售業採取之對待方式是以限制線上轉售刊登廣告之最低價格為主占比

63%，其次是不給予折扣或其他經濟獎勵和其他做法。一般批發零售業採取之對

待方式是削減發貨數量或任何其他經濟不利條件、其他做法。上市公司對其他通

路未遵守轉售約定採取之對待方式只有其他做法。 

由此可見，四類供應商對其他通路未遵守線上轉售約定都會採取對待措

施，其中以削減發貨數量或任何其他經濟不利條件對待措施為主。但，上市公

司對其他通路未遵守轉售約定採取之對待方式只有其他做法。 

（2）按供應商規模別分 

從大型和中型公司角度來看，67%允許全部產品其他通路自由選擇第三方

線上平臺，只有部分無店面零售業和數位內容業才有部分產品允許其他通路自

由選擇第三方線上平臺（占25%）。大型和中型公司大多會將全部產品對其他

通路提出建議售價（高達92%），大型公司採取市場劃分經營範圍之比重比中

型公司為高，中型公司在國外市場劃分經營範圍的比重相對較低。大型和中型

公司採取之授權都是以限制線上轉售價格為主，其次是限制線上轉售刊登廣告之

最低價格，也都會說明限制線上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不過，大型公司採取之比

重都比中型公司要高一些。（請參閱表 30） 

大型和中型公司採取之授權都是以限制線上轉售價格為主，限制線上轉售

刊登廣告之最低價格次之，也都會說明限制線上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不過，

大型公司採取的比重都比中型公司要高一些。 

從大型和中型公司角度來看，大型和中型公司對其他通路未遵守轉售約定

採取之對待方式都是以削減發貨數量或任何其他經濟不利條件為主，其次是其他

做法和不給予折扣或其他經濟獎勵。中型公司還會採取要求所有供應商都以建議

價格供貨給不遵守約束者，大型公司則不會。（請參閱表 31） 

因此，大型和中型公司對其他通路未遵守轉售約定採取之對待方式相類

似，都是以削減發貨數量或任何其他經濟不利條件為主。只是中型公司還會採取

要求所有供應商都以建議價格供貨給不遵守約束者。 

 

 

表 30 大型和中型供應商授權線上銷售產品的約定 

單位：家數；% 

授權其他通路於線上銷售產品之約定 
大型公司 中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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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數 比重 家數 比重 

授權其他通路於線上銷售產品之家數合計 9 100 12 100 

自由選擇

第三方平

臺 

全部產品 4 44 8 67 

部分產品 2 22 3 25 

對其他通

路提出建

議售價 

全部產品 8 89 11 92 

部分產品 0 0 1 8 

劃分經營

範圍 

國內市場 6 67 4 33 

國外市場 6 67 2 17 

授權線上

銷售產品

限制 

限制線上轉售價格 7 78 8 67 

限制線上轉售刊登廣告之最

低價格 
5 56 6 50 

說明限制線上轉售價格之正

當理由 
4 44 3 25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0 0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表 31 大型和中型供應商對其他通路未遵守轉售約定採取之對待方式 

單位：家數；% 

供應商對其他通路未遵守轉售約定之對待方式 

大型公司 中型公司 

家數 比重 家數 比重 

供應商授權其他通路於線上銷售之家數合計 9 100 12 100 

對未

遵守

轉售

約定

之對

待方

式 

削減發貨數量或任何其他經濟不利條件

(包括提高裝運價格、減少折扣以及拒絕

供應其他產品) 

5 56 5 42 

不給予折扣或其他經濟獎勵（包括降低運

輸價格和其他產品的供應） 
2 22 2 17 

要求所有供應商都以建議價格供貨給不

遵守約束者 
0 0 1 8 

其他做法 2 22 3 25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2 22 4 33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二）平臺商運作現況  

本調查的平臺商是指建立以各種電子功能組合而成，能透過網際網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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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市集，即串連銷售、採購和潛在廣告商。各家平臺的商業模式會因營運

商的設定而有所不同，有些營運商只提供銷售平臺而不以賣方身份從事活動；

有些營運商會以進口貨品、自製造商購貨等方式從事零售商的活動，或是開拓

多元化服務在線上銷售；有些營運商甚至會與賣家銷售相同的商品，直接與其

平臺的賣家競爭。平臺商在接受賣家和選擇賣家的標準也有所差異，平臺商對

於平臺上可以銷售的產品選擇也有所差異，例如只接受新產品不允許二手貨。 

就本研究調查所回收的5家線上平臺公司來看，其中4家公司提供B2C系統

和B2C行動應用程式(APP)，3家公司提供B2B2C系統和B2B2C APP，其中有2

家公司的銷售產品管道同時採用B2C和B2B2C系統以及APP。綜合而言，以使

用B2C系統和APP的平臺商占比最高，使用B2B2C系統和APP的平臺商占比次

之。 

目前5家網路銷售平臺商都有提供APP（請參閱表 32），且5家網路銷售平

臺商均表示，在其系統平臺和APP平臺均有明示隱私權聲明並確實遵循。 

表 32 平臺商銷售模式 

單位：家數；% 

銷售產品之管道 採用家數 占調查對象比重 

B2C 系統(例購物網) 4 80 

B2B2C 系統(例商城網) 3 60 

C2C 系統(例拍賣網) 0  0 

B2C 行動應用程式(APP) 4 80 

B2B2C 行動應用程式(APP) 3 60 

C2C 行動應用程式(APP)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在網路銷售平臺商使用演算法或大數據分析方面，B2C系統中有3家網路

銷售平臺商兩種分析方式均有使用，1家網路銷售平臺商只使用大數據分析；

在B2B2C系統中有3家網路銷售平臺商兩種分析工具均有使用。有APP的平臺

商有4家表示兩種分析均有使用，1家網路銷售平臺商只使用大數據分析。綜合

結果顯示，5家網路銷售平臺商均使用大數據分析，4家網路銷售平臺商使用演

算法分析。（請參閱表 33） 

 

表 33 平臺商應用演算法與大數據分析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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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家數；% 

銷售產品之管道 只使用演算法 只使用大數據分析 兩者皆有 

B2C 系統(例購物網) 0 1 3 

B2B2C 系統(例商城網) 0 0 3 

C2C 系統(例拍賣網) 0 0 0 

行動應用程式(APP) 0 1 4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平臺商使用演算法或大數據分析個別供應商之數據/資料的情況方面，在

B2C系統有4家平臺商使用，有5家平臺商使用APP，在B2B2C系統有3家平臺

商使用，即所有網路銷售平臺商都有使用方法分析個別供應商之數據/資料。

平臺商有銷售平臺自有產品者，在B2C系統有2家；B2B2C系統有1家；APP有

1家；3家沒有銷售自有產品。 

由此可見，所有網路銷售平臺商都表示有使用演算法或大數據方法分析個

別供應商之數據/資料。對照表20、表22與表24的結果，顯示平臺商有可能透

過分析銷售良好產品的供應商交易資料，進而銷售同樣或類似產品與之競爭的

疑慮。 

線上平臺銷售非平臺自有產品之價格決定者，在4家B2C系統中有3家的價

格決定者為供應商，1家為平臺商，其中有2家是共同決定；在3家B2B2C系統

中有2家的價格決定者為供應商，2家為平臺商，其中有1家是共同決定；在4

家有提供APP的平臺商中，有3家的價格決定者為供應商，3家為平臺商，其中

有2家是共同決定。 

綜合結果顯示，5家平臺商銷售非平臺自有產品的價格都由供應商決定，

只有2家平臺商參與價格決定。平臺商有要求產品價格不得於線上平臺公開

者，在B2C系統有1家，另外4家沒有要求。平臺商與供應商簽訂之合約內容有

包括給予市場上最優惠同等待遇，在B2C系統有2家；B2B2C系統有1家；APP

有1家；3家沒有此要求。整體來看，平臺商對供應商之產品售價具有約束力，

對照表19、表21與表23的分析結果，顯示最惠待遇條款可能會限制了線上市場

的競爭，明顯對消費者不利。 

網路銷售平臺商遭遇境外電商平臺（即未在台灣設立平臺）之不公平競爭

方面，在B2C系統有3家，在B2B2C系統有2家，在有提供APP的平臺商有3家，

合計5家中只有3家網路銷售平臺商認為遭遇境外電商平臺不公平競爭。 

綜合平臺商認為遭遇境外電商的不公平競爭行為，分散在不同的面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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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境外電商接受其政府補助、境外電商負擔我國稅賦較少、境外電商負擔我國

法規與隱私成本較少、他國與我國對電商平臺開放不對等問題。（請參閱表 34） 

表 34 平臺商遭遇境外平臺商不公平競爭的項目 

單位：家數；% 

遭遇之不公平競爭行為 平臺商家數 占調查對象比重 

境外電商接受其政府補助 2 40 

境外電商負擔我國稅賦較少 2 40 

境外電商負擔我國法規與隱私成本較少 1 20 

他國與我國對電商平臺開放不對等 2 40 

其他不公平項目 2 40 

以上皆無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平臺商處理侵犯智慧財產權的方式，以經權利人通知或知悉使用者涉有侵

權行為立即採取適當處置最高，達100%，其次是採取其他適當處置（如避免

同樣侵權行為再次產生），其他方式如表 35所示。 

表 35 平臺商處理零售商侵犯智慧財產權的方式 

單位：家數；% 

處理侵犯智慧財產權之方式 平臺商家數 占調查對象比重 

要求網路交易帳號實名制  2  40 

經權利人通知或知悉使用者涉有侵權

行為立即採取適當處置 
5 100 

明知或有相當理由認知使用者存在侵

權行為立即採取適當處置 
2  40 

採取其他適當處置，如避免同樣侵權行

為再次產生 
4  80 

其他 2  40 

以上皆無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平臺商對供應商提出要求方面，3家表示是在合約內提出要求，1家表示是

在合約外提出要求。平臺商提出的要求主要是降價促銷、限量商品搭配贈送、

全館統一打折衝業績等；吸收運費；吸收退貨損失。（請參閱表 36） 

顯示平臺商反映對供應商的要求，與表19、表21與表23顯示供應商反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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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對其要求之結果多數相互呼應，但在提供高額回饋金和商品放到平臺商之

倉儲有較大差距。 

表 36 平臺商對供應商的要求項目 

單位：家數；% 

對供應商提出要求 平臺商家數 占調查對象比重 

降價促銷、限量商品搭配贈送、全館統

一打折衝業績等 
3 75 

提供高額回饋金 0  0 

吸收運費 3 75 

吸收退貨損失 2 50 

商品放到平臺商之倉儲 1 25 

其他 0  0 

以上皆無 1 25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得。 

二、可能涉及限制競爭疑慮的類型  

以下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探討平臺商與供應商可能涉及限制競爭疑慮的類

型。 

（一）平臺商的相對優勢地位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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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為一概

括性規定，為使其適用具體化明確化，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特訂定「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公平會第25條處理原

則）。 

關於優勢地位，依據公平會第25條處理原則第7點（三）規定，當事業濫

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行為，屬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

商業交易，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具體而言，當具相對市場力或市場資

訊優勢地位之事業，利用交易相對人（事業或消費者）之資訊不對等或其他交

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之行為。常見行為類型如：1. 市場機能

失靈供需失衡時，事業提供替代性低之民生必需品或服務，以悖於商業倫理或

公序良俗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2. 資訊未透明化所造成之顯失公平行為。

而如何認定事業對交易相對人有無相對優勢地位，須考量交易相對人之更換可

能性，並衡酌當事人所屬市場狀況、交易商品或服務之特性、當事人經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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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等因素。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有相當多的供應商反映依賴第三方線上平臺來吸引購

物者，數位內容業供應商則反映過於依賴第三方線上平臺來吸引購物者而無法

輕易退出該平臺問題。因此，在問卷調查基礎上，宜進一步探究停止交易是否

會提高供應商的營運風險，供應商因此必須接受平臺商的條件。若是如此，特

定平臺商相對於供應商，就可能被視為具相對優勢地位。若加上因為供應商商

和消費者傾向使用相同的平臺商，故具有影響力的平臺商業對於供應商，則屬

具相對市場力或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 

（二）平臺商要求配合行銷與退貨  

根據問卷調查，有供應商被平臺商要求配合行銷活動，即平臺商要求供應

商降價促銷、限量商品搭配贈送、全館統一打折衝業績等。其次是吸收運費、

商品放到平臺商之倉儲，提供高額回饋金、吸收退貨損失和給予市場上最優惠

的同樣待遇條款也有超過40%的供應商被要求。 

參照公平會第25條處理原則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百貨公司與專櫃廠商

間交易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平臺商為符合公平交易法，應是舉辦各項促銷

活動，需要供應商配合時，應事先與專櫃廠商協議，且以書面充分揭露相關資

訊，例如供應商應配合之內容、降價幅度、運費分擔及回饋金比例明細資料。

若平臺商就上述事項未事先與供應商協議，且以書面充分揭露相關資訊，構成

顯失公平行為，當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構成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違反。 

至於有供應商反映須吸收退貨損失，則須探究平臺商業要求供應商的退貨

政策是否符合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

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

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不在此限。

前項但書合理例外情事，由行政院定之。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收受商品或接受

服務時，未依前條第1項第3款規定提供消費者解除契約相關資訊者，第1項七

日期間自提供之次日起算。但自第1項七日期間起算，已逾四個月者，解除權

消滅。消費者於第1項及第3項所定期間內，已交運商品或發出書面者，契約視

為解除。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違反本條規定所為之約定，其約定無效。」 

倘若平臺商業要求供應商的退貨政策不符合上述消費者保護法規定，出現

供應商被平臺商要求接受退貨，甚至消費者惡意退貨亦是如此，而平臺商未給

予足夠補償。此時須檢視平臺商有無相對優勢地位，並使供應商承擔因退貨或

退款所致的損失，而構成顯失公平行為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若檢視結果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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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平臺商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三）平臺商要求供應商的最優惠條款  

根據問卷調查，有供應商反映平臺商約定最優惠條款，即平臺商要求供應

商納入給予市場上最優惠的同樣待遇條款，如價格、商業模式、代理佣金、代

理價格、促銷、批發價格等。 

如果平臺商單純在契約約定供應商最優惠條款，不當然違反公平交易法，

須視其個案具體情況而定178。特別是當平臺商向供應商要求提供最優惠條款

時，供應商間及平臺商間的競爭可能會受到損害，且消費者可能無法從價格或

商品多樣性的競爭中受益，須進一步檢視個案情況。例如當市場中具相當市場

地位的平臺商單獨或與其他平臺商一起提供最優惠條款，而產生價格維持效應

或市場封鎖效果時，可能會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5款之規定。 

（四）平臺商提高上架費  

根據問卷調查，有供應商反映有平臺商提高上架費的問題，此時須個案具

體探究平臺商修訂契約有無取得供應商之同意，即增訂或修改而增加費用或新

付款方式的契約條款有無經過供應商審閱並同意。 

為確保交易透明與資訊對等，首先，平臺商須使供應商事先知悉契約修訂

上架費或新付款方式內容並充分解釋。其次，如果供應商提出合理契約修訂建

議，平臺商需納入考慮。最後，從修訂契約通知至契約修訂生效日的期間，須

給予供應商充分的時間考慮。若平臺商未實踐上述契約修訂與協商步驟，且具

有相對優勢地位而單方修改契約條款，以提高供應商所支付的費用，或供應商

必須使用付費的新服務，而不公平地損害供應商利益時，如前所述，可能構成

事業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行為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

定。 

（五）供應商限制轉售價格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供應商在線上銷售他人實體產品、數位產品時，所面

對的轉售約定，以受到建議售價和後續轉售價格之監督為主、其次是產品轉售

受到劃分市場經營範圍之限制，再其次是不得自由選擇第三方線上平臺和刊登

廣告受到最低價格的監督，尤以無店面零售業較為明顯。各類型供應商未遵守

轉售約定可能面臨情況方面，則以被削減發貨數量或任何其他經濟不利條件

(包括提高裝運價格、減少折扣以及拒絕供應其他產品) 之對待最高，其次是

                                                      
178

 楊智傑，「最優惠條款與競爭法之案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23 卷第 3 期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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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給予折扣或其他經濟獎勵（包括降低運輸價格和其他產品的供應）之對待，

其中也以無店面零售業反映的最多，一般批發零售業供應商也表示他們有其他

的對待方式(如調整售價)。 

由於限制轉售價格在國內的商業實務上頗為常見，為上游廠商若限制轉售

價格，無形中剝奪了下游廠商自由決定價格的能力，使得經銷商無法依據其所

面臨的競爭狀況以及成本結構來訂定售價，減弱同一品牌內不同經銷商間的價

格競爭，並可能成為事業從事聯合行為的工具，尤其是產品差異化程度高或具

獨寡占傾向的產品。不過，限制轉售價格也可能提升品牌的品質與服務，進而

促進品牌間競爭的程度，因此，限制轉售價格對競爭的影響仍須視個案的具體

情況加以評估，爰公平交易法第19條規定「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就供

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

限。」其中即主要考量限制轉售價格可能因為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

率或品質、防免搭便車效果、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效果、促進品牌間競爭等

促進競爭行為，因而無法直接論斷是否涉及違法疑慮，而須就合理事由綜合考

量。 

第五節 國內電商平臺業者之市場界定實證評估 

根據前述探討，市場界定的核心仍回到有關廠商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是否

具重疊性，且進行市場界定時可先採用質性分析或邏輯論證，初步劃分相關市

場。另一方面，行政院主計總處已定義國內的行業分類標準，且當受訪廠商在

填寫有關資料（例如工業及服務業普查）時，會詢問廠商的主營項目後再依行

業分類標準加以歸類，故可確定的是，在同一行業當中的廠商因為提供的是相

近的產品或服務，所以具有較高的同質性。如果是以電商平臺業者而言，其被

劃分的業別為零售業項下之 4871 細類 『電子購物及郵購業』，因此，假使

欲瞭解電商平臺業者間的競爭概況，可先以『電子購物及郵購業』為基礎，再

進一步蒐集該產業當中的廠商資訊，精確找出從事或經營電商服務的廠商，即

可更貼切的分析有關議題。 

本研究透過蒐集電商平臺廠商的銷售模式，以及訪談電商平臺業者與使用

平臺的供應商，可以瞭解對產品供應商而言，均會對PChome、momo、蝦皮、

Yahoo奇摩、樂天市場、松果購物、生活市集等平臺有同時上架商品的情況，

且會視自身的營業屬性及主要產品品項，特別集中資源於該電商平臺上，故大

體上可初步先將PChome、momo、蝦皮、Yahoo奇摩、樂天市場、松果購物、

生活市集等電商平臺視為同一市場，且前述電商平臺若為B2B2C模式則屬於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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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市場。 

其次，除了受訪者主觀認定外，本研究嘗試進一步以盈利來源分析法，根

據客觀數值探討前述電商平臺是否在電商服務上為主要營收來源，以確認各電

商平臺間的重疊性，假使為高度重疊，則可能隱含彼此間確實在同一市場相互

競爭，然而，因公司或集團之財務報告為機密資訊，除了上市或上櫃公司需依

循法規定期揭露財報資訊予投資者外，未上市或上櫃公司的財報資訊並不易取

得，故研究中僅能參考前述電商平臺且在國內有上市或上櫃的資訊，進行後續

分析。 

對照國內股票市場對於電商類股的分類，179電商業者於上櫃股市掛牌的業

者有網家(8044)、富邦媒(8454)、創業家(8477)、夠麻吉(8472)、歐買尬(3687)、

新零售(3085)…等，透過各業者的財報營收資訊可知，2019年營業收入分別為

388.84億元、518.3億元、50.91億元、4.45億元、10.64億元及3.52億元，雖然

前述業者均歸類為電商產業，然而，各業者間的營運模式及收入來源有所不

同，如圖 16所示。 

網家、富邦媒、創業家等業者，其營業收入來源當中，有絕大多數的比率

來自於電子商務服務、網際網路或無店面網路零售，亦即大多透過網路銷售的

服務模式獲取收益，彼此具高度重疊性，各業者間所競爭的可能是同一消費客

群。至於夠麻吉、歐買尬、新零售等業者，其營收來源則相對分散，且營運模

式亦有所差異，例如夠麻吉為網路團購平臺，專營美食及娛樂票券品項，與上

游供應商合作，簽訂固定折扣及數量之優惠商品，提供予使用者於網路交易平

臺消費，消費者在網站下訂單後，供應商於接獲通知提供服務或出貨後，再依

合約簽訂之內容向供應商就差額收取勞務收入；180歐買尬的主要營業項目為遊

戲軟體代理及研發、第三方遊戲平臺、電子支付，181且有超過85%的收入來源

為第三方支付業務，顯著與網家、富邦媒、創業家等有所不同；新零售則主要

協助企業於中國大陸或全球進行商業貿易的商業模式，偏向B2B銷售模式，182亦

和網家、富邦媒、創業家專營於B2C、B2B2C或C2C等銷售模式完全不同。 

 

 

                                                      
179

 上櫃電商，https://tw.stock.yahoo.com/class-quote?sectorId=171&exchange=TWO。 
180

 夠麻吉股份有限公司，https://event.gomaji.com/stakeholder/pip_18.php。 
181

 茂為歐買尬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macrowell.com.tw/about/about_a.aspx。 
182

 創新新零售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gt-group.com.tw/。 

https://tw.stock.yahoo.com/class-quote?sectorId=171&exchange=TWO
https://event.gomaji.com/stakeholder/pip_18.php
https://www.macrowell.com.tw/about/about_a.aspx
https://www.gt-grou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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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A 網家 Panel B 富邦媒 

  
Panel C 創業家 PanelD 夠麻吉 

 
 

Panel E 歐買尬 Panel F 新零售 

資料來源：各公司財報、公開資訊觀測站、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 16 國內上櫃電商業者 2019 年營業收入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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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採用盈利來源分析法以收費主體進行分析後，可大致確認網家、富

邦媒、創業家等，因為主要營收組成係來自於電商服務，就電商平臺業者的網

路銷售而言應可劃分為同一市場，惟需注意的是，網家、富邦媒、創業家的主

要收入來源雖同為電商服務，然應可再更進一步細分其電商服務收入的細項資

訊，更精確地掌握實際的項目，惟受限於公開資訊，未能再探究各電商平臺業

者間的差異，此部分則需仰賴擁有調查權的主管機關取得有關資訊後，才能清

楚解析，本節於僅提供運用盈利來源分析法的範例和基礎。 

第六節 綜合討論 

本研究就網路銷售市場的定義中發現，目前各國並無標準定義，即使是主

計總處採行企業透過網路利用特定交易平臺、自行架設網站（網頁）或系統（含

EDI）進行商品或服務之接單，銷售作業；但不包括僅提供商品資訊查詢及利

用電子郵件、社群網站傳遞訂單，惟與經濟部、財政部的定義亦不完全相同，

可見對網路銷售加以定義相當不易，在市場界定上更是困難。 

本研究觀察歐盟相關案例，在Coty案中涉及選擇性經銷問題，其所涉及的

是與歐盟第4條有關的核心限制（hardcore restrictions）：「(b)  對協議買方除了

在設立地點以外，對約定之商品或服務，限制可銷售的地區，或可銷售的對

象…(c)在交易零售階段運作的選擇性經銷體系之成員，限制主動或被動之銷

售...」所以，沒有這個30%市占率的門檻問題，也因此無須討論市場界定。而

在Google shopping 案例中，其產品市場是一般搜尋服務的（產品）市場和比

較購物服務的（產品）市場。其中比較購物服務市場排除特定主題（例如航班，

旅館，飯店或新聞）的搜尋服務、線上搜尋廣告平臺、線上零售商、平臺商、

離線比較購物工具，因此將部份的搜尋服務平臺、網路銷售平臺、線上零售商

排除，可見在進行市場界定時，仍須視主要探討的違法行為加以論斷，而不是

以Google本身有從事的相關業務，就將與其業務有競爭關係的產業均納入市場

界定範圍。可見市場界定仍須以是否對市場競爭造成影響加以直接檢視與評

估，而不是以硬性的以要求市場界定為主要的篩檢門檻。 

再就本研究量化分析來看，依據主計總處的資料，統計批發業、零售業的

集中度比率、HHI以及熵指數等市場競爭衡量指標，發現不論批發業或零售業

的前4大或前8大業者的集中度數據（CR4或CR8），在2016年相對於2011年均

有所下降，且批發業的降幅更為顯著，意謂著市場競爭程度加劇，而HHI以及

熵指數亦顯示相同結論，表示整體而言，國內批發業或零售業的網路銷售市場

相當競爭，並無廠商具絕對市場優勢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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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2011年及2016年批發業和零售業中的細業別競爭度及變化來看，商品批

發經紀業、農產原料及活動物批發業、文教育樂用品批發業、燃料及相關產品

批發業和其他專賣批發業等業別的似有行業朝向大型集中化發展的現象，特別

是家用器具及用品批發業、燃料及相關產品批發業的前四家和前八家行業集中

度比率相當的高，已接近極高寡占型標準，值得持續觀察其發展。在零售業細

業別之市場競爭度方面，醫療用品及化粧品零售業為中度寡占型，建材零售業

之前4大和前8大行業集中度比率已超過95%，呈現產業中廠商漸由大型業者掌

控的現象，亦宜留意是否造成低度競爭問題。不過，主要網路銷售平臺有關的

電子購物及郵購業，不論是以產業集中度、赫芬達爾—赫希曼指數或熵指數觀

察，均顯示此產業為低度集中市場，競爭程度提高。 

就平臺商而言，國內網路銷售市場B2C、B2B2C模式界線越來越模糊化，

惟由於消費者購物糾紛的出現，使得平臺商越來越難卸責，所以平臺商介入

B2B2C管理的程度也愈來愈高。平臺商也會參與供應商上架的價格決定，並會

要求供應商簽訂最優惠待遇條款，吸收運費、商品入倉、降價促銷、限量商品

搭配贈送、平臺商銷售與供應商相同的產品競爭，並且多數在合約內提出。平

臺商所設定的最終競爭對手為零售的實體店業者。平臺都會提供APP行動應用

程式，以及使用大數據分析與自認公平的演算法分析，以強化自身的營運效

能，並會讓自有品牌在網站頁面或廣告頁面上排列在比較醒目位置的情況出

現，值得主管機關持續關注。跨境電商或外國電商進入國內網路銷售市場對國

內電商產業而言，有促進產業競爭優化的可能性，惟主管機關應關注跨境運費

過低造成不公平競爭之虞。 

就供應商而言，不管實體商品或數位商品的上游製造商或供應商對下游供

應商，多有要求選擇特定銷售平臺、銷售地域、限制轉售價格、限制刊登廣告

的價格、價格監督機制等，若不遵守，則面臨削減發貨數量、提高裝運價格、

減少折扣、拒絕供應其他產品、不給予折扣等對待。 

以下針對質化訪談與問卷調查，可能涉及限制競爭疑慮的行為主體與相關

行為綜整如表 37所示。 

 

 

 

 

 



154 

表 37 訪談與問卷調查結果可能涉及公平交易法的行為主體 

行為主體 可能的違法行為 可能涉及的公平交易法條文 

平臺商 獨家交易限制 

受訪者3在平臺活動期間不得在

其他平臺上放置活動有關商品，

一經發現就會取消活動資格。 

若以損害競爭對手為目的，促使

廠商對其他平臺競爭對手斷絕交

易 之 行 為 ， 且 有 限 制 競 爭 之 虞

者，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第20條

第1款之違反。 

 限制價格 

平臺舉辦各項促銷活動，需要廠

商贊助時或提供行銷費用，沒有

事先與廠商協議，也沒有以書面

充分揭露相關資訊贊助或費用之

收取標準及分擔明細資料。 

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可能構

成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違反。 

 限制廣告選擇 

APP開發商無法自由選擇投放的

廣告，由平臺單方面決定，其廣

告 費 用 以 抽 成 方 式 給 付 給 開 放

商，且比例定價權掌握在平臺手

中。 

若平臺以不正當限制廠商之事業

廣告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

行為，且有限制競爭之虞者，可

能構成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5款

之違反。 

 最惠客戶限制 

平臺要求製造商在其他平臺之價

格不能低於或比較便宜於該平臺

價格販售 

可能涉及最惠價格限制，而有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5款之虞。 

 平臺商與供應商所簽署的合作契

約書，其中規定平臺商對於商品

上下架時間得視狀況調整，甲方

不得異議。 

若未事先以書面方式訂定明確的

下架條件或標準，可能產生乙方

不當要求甲方下架或變更交易條

件，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的

疑慮。至於有無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19條規定，仍須視該契約是否

移轉商品所有權，若該契約未移

轉商品所有權，則無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19條的疑慮。 

 平臺與供應商所簽署的合作契約

書，其中規定供應商須對所提供

之商品及服務，就其性質應為投

保者向XX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或其他保險公司投保產品責任

險...。 

本條項須再確認平臺商有無強制

要求供應商購買產險，再審視是

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與第25

條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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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主體 可能的違法行為 可能涉及的公平交易法條文 

平臺商 平臺商具相對優勢地位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供應商反映

依賴第三方線上平臺來吸引購物

者而無法輕易退出該平臺。 

未來宜進一步探究停止交易是否

會提高供應商的營運風險，供應

商因此必須接受平臺商的條件。

若是如此，特定平臺商相對於供

應商，就可能被視為具相對優勢

地位，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

條之虞。 

 平臺商要求配合行銷與退貨 

根據問卷調查，有供應商被平臺

商要求配合行銷活動，即平臺商

要求供應商降價促銷、限量商品

搭配贈送、全館統一打折衝業績

等。其次是吸收運費、商品放到

平 臺 商 之 倉 儲 ， 提 供 高 額 回 饋

金、吸收退貨損失和給予市場上

最優惠的同樣待遇條款。 

若平臺商舉辦各項促銷活動，就

供 應 商 應 配 合 之 內 容 、 降 價 幅

度、運費分擔及回饋金比例明細

資料未事先與供應商協議，且以

書面充分揭露相關資訊，構成顯

失公平行為，當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者，構成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

違反。 

倘若平臺商業要求供應商的退貨

政策不符合消費者保護法規定，

而平臺商未給予足夠補償，此時

須 檢 視 平 臺 商 有 無 相 對 優 勢 地

位，並使供應商承擔因退貨或退

款所致的損失，而構成顯失公平

行為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則可

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最優惠條款 

根據問卷調查，有供應商反映平

臺商約定最優惠條款，即平臺商

要求供應商納入給予市場上最優

惠的同樣待遇條款，如價格、商

業模式、代理佣金、代理價格、

促銷、批發價格等。 

當市場中具相當市場地位的平臺

商單獨或與其他平臺商一起提供

最優惠條款，而產生價格維持效

應或市場封鎖效果時，可能會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5款之規

定。 

 片面提高上架費 

根據問卷調查，有供應商反映有

平臺商提高上架費的問題。 

若平臺商未實踐契約修訂與協商

步驟，且具有相對優勢地位而單

方修改契約條款，可能構成事業

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從事不公

平交易行為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156 

行為主體 可能的違法行為 可能涉及的公平交易法條文 

上游供應商 限制轉售價格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供應商在線

上銷售他人實體產品、數位產品

時，所面對的轉售約定，以受到

建議售價和後續轉售價格之監督

為主、其次是產品轉售受到劃分

市場經營範圍之限制，再其次是

不得自由選擇第三方線上平臺和

刊登廣告受到最低價格的監督，

尤以無店面零售業較為明顯。各

類型供應商未遵守轉售約定可能

面臨情況方面，則以被削減發貨

數 量 或 任 何 其 他 經 濟 不 利 條 件

(包括提高裝運價格、減少折扣以

及拒絕供應其他產品) 之對待最

高，其次是不給予折扣或其他經

濟獎勵（包括降低運輸價格和其

他產品的供應）之對待，其中也

以無店面零售業反映的最多，一

般批發零售業供應商也表示他們

有其他的對待方式(如調整售價)。 

限制轉售價格可能限制競爭，也

可能提升品牌的品質與服務，進

而 促 進 品 牌 間 競 爭 的 程 度 ， 因

此，限制轉售價格對競爭的影響

仍 須 視 個 案 的 具 體 情 況 加 以 評

估，爰公平交易法第19條規定有

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因而無

法直接論斷是否涉及違法疑慮，

而須就合理事由綜合考量。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第七節 小結 

網路銷售的核心概念為商品或服務的所有權透過網際網路進行，加上此一

技術或模式可普遍應用於多種產業，因而在相關統計資料上，大致以行業別來

呈現各業網路銷售情況。根據主計總處2018年電子商務統計結果可知，我國網

路銷售金額總計約為新台幣4.039兆元，其中以工業部門最高，占整體網路銷

售金額的比重超過70%，服務業部門透過網路銷售的金額占整體比重約30%，

而服務業B2C模式的網路銷售金額中，以批發和零售業銷售金額最高（3442.9

億元）。 

本研究以集中度比率、HHI以及熵指數等，來衡量市場壟斷或集中程度。

發現自2011年至2016年間，整體批發業網路零售銷售市場的高競爭程度，市場

由原先少數大規模企業占有，發展為更分散的市場競爭結構，整體零售業亦呈

相同現象。電子購物及郵購業為國內主要電商平臺所屬的產業類別，就2016

年相對於2011年之行業集中度指標來看，亦呈現我國電子購物及郵購業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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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揚。以電商平臺業者而言，其被劃分的業別為零售業項下之 4871 細

類 『電子購物及郵購業』，因此，假使欲瞭解電商平臺業者間的競爭概況，可

先以『電子購物及郵購業』為基礎。 

研究中透過訪談，瞭解對產品供應商而言，均會對PChome、momo、蝦皮、

Yahoo奇摩、樂天市場、松果購物、生活市集等平臺有同時上架商品的情況，

因而相關平臺應可視為同一市場，進一步依據公開財務報表資訊，採用盈利來

源分析法以收費主體進行分析後，發現網家、富邦媒、創業家等，因為主要營

收組成係來自於電商服務，就電商平臺業者的網路銷售而言應可劃分為同一市

場。然而，網家、富邦媒、創業家的主要收入來源雖同為電商服務，應可再更

進一步細分其電商服務收入的細項資訊，方能更精確地掌握實際的項目，惟受

限於公開資訊，未能再探究各電商平臺業者間的差異。 

國內網路銷售市場雖然包含B2B、C2C、B2C、B2B2C等模式，但B2C、

B2B2C界線越來越模糊化，惟B2C和B2B2C兩套經營模式仍不相同，而由於消

費者購物糾紛的出現，使得平臺商越來越難卸責，所以平臺商介入B2B2C管理

的程度也愈來愈高。各平臺商定位不同，競爭方式也不完全相同。電商平臺的

出現使零售業(排除B2B、製造業)板塊進行重分配，而且網路銷售平臺所設定

的最終競爭對手是零售的的實體店。 

跨境電商或外國電商進入國內網路銷售市場，對國內電商產業而言，有促

進產業競爭優化的可能性，但若以補貼國外運費的方式參與競爭，則值得主管

機關持續關注。隨著消費者對服務的要求程度日益提高，電商平臺業者均願意

多方和相關企業合作（例如第三方支付、信用卡、shopback之類的導流返利業

者），透過雙方間的連結而能吸引彼此的市場消費群，進而產生互惠效應。面

對實體通路積極發展線上銷售的競爭，國內電商平臺並不會以開拓實體店面作

為回應策略，通常以體驗為訴求的商品或服務，以及著重和消費者面對接觸的

經營模式等，較會有成立實體店的需要，所以平臺業者主要還是採取與實體店

合作的方式來以增加曝光率，以互補不足之處。 

各平臺都有使用搜尋演算法，促使消費者能夠精準的找到自己所需商品，

並不一定是讓供應商支付廣告費就能讓商品位居頂端，故認為現階段系統排列

順序部分應具公平性，不過，基於存貨壓力，網站上頁面設計、廣告頁面確實

會讓自有品牌在較醒目位置。 

商品或服務供應商在選擇電商平臺時，最主要的著眼點在於平臺的流量是

否和己身產品的定位相同，以及流量是否足夠。另外，有某些電商平臺業者對

於上架商品的規範及條件較為嚴格，也會影響供應商的使用意願，在相近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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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多數供應商會選擇規範較寬鬆、收取費用較低的電商平臺。一般而言，

商品或服務供應商會同時使用多個電商平臺經營事業，在營運策略上，則可能

採取於不同平臺上架不同品項的商品，另一個供應商替代既有電商平臺的方

法，則是藉由和網路知名者（簡稱網紅）合作，委請其代言或置入性銷售等，

直接接觸消費者，避開商品上架於電商平臺所面臨的有關規範及成本。 

至於商品或服務的供應商也會考慮在跨境來臺的電商上架，是否影響消費

者的觀感，以及對品牌形象是加分或有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經營線上銷售通

路的供應商，不一定有同步設立實體店面的意願，主要考量點仍在於成本過

高、效益則有高度不確定性，只有商品具備體驗型特性，才會考慮同時經營線

上和線下通路，且實體店面主要為輔助線上銷售，並不會大量擴增營業面積或

據點。對供應商而言，會視本身的產品和消費群定位，以及有限的時間和資源，

選擇最適宜的電商平臺，因而不同電商平臺間並不一定具備可替代性，且當電

商平臺的流量或預期效果未達預期時，供應商也會轉換至其他電商平臺，以獲

取更高的利潤。 

在問卷調查部份，本研究發現供應商使用各種第三方線上平臺銷售比重相

當高，僅次於使用公司官網或APP銷售，不同類型的供應商採用第三方線上平

臺銷售之型態有些差異，以B2C銷售和B2B2C銷售為主要通路，只有數位內容

業也納入C2C銷售管道。平臺商比較會要求中型供應商配合行銷活動和納入最

惠待遇條款，大型供應商則是被要求吸收退貨損失比較多，而無店面零售業、

中型公司面臨平臺商銷售同樣或類似產品之競爭、上架費或分成比重提高的要

求，也比其他類型的供應商為多。 

零售商轉售他人產品主要受到建議售價和後續轉售價格的監督，尤以中型

公司較為明顯。除了上市公司以外，其他類型的供應商若未遵守轉售約定，都

會面臨削減發貨數量或其他經濟不利條件對待，轉售他人數位產品時所受到的

主要限制則是銷售時受到捆綁線上權利。對於有授權其他通路於線上銷售產品

或數位內容的供應商而言，主要的限制是線上轉售價格或刊登廣告的最低價

格，若未遵守相關規範，則可能削減發貨數量或遭受其他經濟不利條件對待。 

網路銷售平臺商都有使用演算法或大數據方法，一方面提供消費者較好的

服務，但也可能透過分析供應商銷售良好的產品，直接銷售相同或類似的產

品，產生競爭疑慮。雖然價格決定由供應商決定，但平臺商有時也參與價格決

定，顯示對供應商的產品售價有約束力。若對照對於供應商的調查結果，則顯

示最惠客戶條款可能會限制線上市場的競爭，可能對消費者不利。 

至於本研究經由訪談與問卷調查，歸納國內廠商可能的限制競爭行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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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平臺商有關，例如獨家交易限制、限制價格、限制廣告選擇、最惠客戶限制、

限制商品上下架與投保產業保險的選擇、平臺商具相對優勢地位、被迫接受配

合行銷與退貨、片面提高上架費等，而有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20

條第1款、20條第5款或25條之虞。而上游供應商則可能有限制轉售價格情事，

而有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之虞。不過，相關條文仍須考量正當理

由、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等合理原則，是否真的觸及違法

行為，仍有待主管機關進一步就個案深入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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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網路銷售是網際網路建設完整的產物，尤其在行動通訊普及線上購物機制

逐漸進化的趨勢下，讓網路購物愈來愈便利與順暢，成長力道相對於實體商店

銷售可謂爆發性的成長。尤其網路商店所呈現的商品與數量遠非實體通路所能

比擬，亦無實體店面的空間限制，且價格資訊透明，使得網路購物擁有吸引消

費者購買的魅力，隨著物流體系配送機制的完備與速度提升，網路購物成為消

費者不可或缺的購物管道之一。惟網路購物仍無法完全取代消費者希望參與和

見證的體驗服務，因此虛實互補或線上線下整合的模式也出現，以致實體通路

提供線上購買、網路購物平臺增加實體店面等雙向交互存在的案例逐漸增加。 

有鑑於網路銷售市場的規模逐漸擴大，各種與網路銷售相關的交易規模也

形成新的產業生態，與網路銷售有關行為仍屬新興作法，主要國家也都在近年

內逐步檢視，本研究從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網路銷售市場的運作，並參考歐盟

與日本的研究報告，觀察產業發展概況、違法類型以及相關的案例，再結合有

關網路銷售市場競爭策略與限制競爭行為的產業經濟學理論，分析訪談國內業

者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疑慮的案例，最後就次級資料、初級資料評估網路

銷售市場的競爭程度及其可能的影響。 

以下歸納本研究的主要發現。 

一、網路銷售市場  

（一）網路銷售市場模式多元  

經由對相關文獻的檢視，發現迄今尚無完整的網路銷售定義，本研究參考

電子商務的定義，惟其範圍較廣，凡商品或服務之所有權移轉，藉由網際網路

或其他電子媒介進行者均屬之，我國財政部的定義範圍尚包含金流、物流和廣

告資訊提供，由於本研究主要關注商品或服務的銷售情況，並不探討電子商務

中的廣告服務和金流等，因此採用透過網際網路為媒介，完成相關交易或商業

活動，將商品或服務的所有權移轉的定義。 

網路銷售包含多種商業模式，其中的B2C與C2C，由於偏向市場的雙邊直

接對應，平臺在中間的角色相對較少，因而較接近傳統單一市場；至於B2B2C

模式則因平臺在雙邊市場中有著較多參與，其中又區分為交易市場或非交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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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本研究主要關注雙邊交易市場。 

（二）國內網路銷售平臺各有特色  

國內的主要網路銷售平臺業者雖然都在網路銷售市場競爭相關客戶，然各

有特色，有些以商品數量與種類稱霸、有些標榜快速到貨、有些著重特定消費

族群，有些則透過集團生態系增加消費者選擇，彼此差異化策略明顯，故能同

時存在於市場上，符合文獻論點。至於APP下載平臺深受智慧型手機和其搭載

的作業系統影響，目前全球兩大作業系統平臺分別由Google Play和Apple App 

Store有最大的市場份額，彼此間並不直接競爭，主要由程式開發者與消費者

各自選擇。 

（三）網路銷售市場雙邊市場之認定  

綜合相關研究，本研究認為某一平臺若同時符合以下特徵，則可定義為雙

/多邊市場。 

1.存有及連接兩個以上的客戶群； 

2.存在間接網路效應； 

3.存在使用外部性和會員外部性； 

4.能對平臺上的各方具有價格控制力或影響力。 

（四）網路銷售市場界定方法多元  

數位經濟的其中一項特徵為平臺的普及，實務上，平臺技術能被用於不同

的產業，能夠使交易對象間的交易成本極小化，也能創造出原本不會發生的交

易價值。由於透過平臺交易所形成的市場相當多元，再加上網絡外部性的運用

或間接網絡效應，使得平臺的市場界定益加困難。文獻上認為網路銷售市場具

有雙邊或多邊市場特性，使得傳統市場界定的方法不適用。考量競爭法中對於

相關市場界定之核心概念，在於識別出市場中的廠商所面對的「競爭約束」，

從而決定市場範疇，因此文獻中提出市場界定的方法包括質性和量化方法，其

中可先採用質性邏輯論證與訪談市場中的相關者，來判定是否為雙邊市場，再

透過量化分析方法搜集實際資料據以及設計問卷以釐清相關市場。若價格為零

時，可改用SSNIC（分析成本調漲對利潤的變化）或SSNDQ（分析品質調整

對利潤的變化）取代傳統的SSNIP，不過，實務操作上可以較易收集的廠商收

入來源進行分析（盈利分析法），若收入來源有高度重疊性時則可視為同一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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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從歐盟相關案例，只要所涉及的是與歐盟第4條有關的核心限制，

則無須討論市場界定，而為了針對主要探討的違法行為，也可以排除部份不相

關的產業，並無一致的規則可循，可見市場界定仍須以是否對市場競爭造成影

響加以直接檢視與評估，而不是以硬性的以要求市場界定為主要的篩檢門檻。 

二、國外相關研究及案例  

（一）供應商採用選擇性經銷或限制線上銷售愈來愈普遍  

歐盟的電子商務產業調查報告確定電子商務的關鍵特性，會對經銷策略產

生重大影響，並可能導致潛在的競爭障礙，其中在經銷策略方面，因為價格的

透明度導致價格競爭加劇，製造商因此採用各種商業策略，以求能更好地控管

其經銷品質，品牌形象與定位。 

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成長，為了避免只經營線上商店的低價競爭，製造商

多會透過選擇性經銷制度加以排除，選擇性經銷制度不斷擴張。惟對於要求經

營實體店面之規定是否得以根據VBER予以豁免，仍需依個案進行進一步審

查，目前尚無定論。另一方面，零售商與供應商的協議中也會出現限制在網路

銷售平臺線上銷售的規範，從絕對禁止令到限制在某些不符合品質標準的網路

銷售平臺銷售均有，因此，該報告仍建議需依個案評估網路銷售平臺市場限制

對競爭的潛在影響。 

（二）供應商可能要求維持轉售價格  

由於線上價格透明度高且客戶的搜尋成本低，維持轉售價格是製造商及零

售商可能採取之一項做法，以達到保護製造商維持的價格水準以及零售商的獲

利率的目的，尤其價格監控軟體不但具有提高價格透明度的作用，也被用來監

測零售商是否維持轉售價格，可能促進或加深零售商間勾結，從而影響競爭。

最低或固定價格(或價格範圍)協議，屬VBER第4(a)條所指的核心限制，亦屬

TFEU第101(1)條所指的競爭限制，不過，只要符合市場占有率門檻，維持轉

售價格即會受VBER規範。 

（三）網路銷售平臺可能要求最惠客戶限制零售商  

最惠客戶限制通常使用於規模較大的網路銷售平臺，或是新進入者要求零

售商以低於或等於零售商在任何其他網路銷售平臺上提供之最低價作為售

價，或要求零售商於網路銷售平臺上提供與其他市場、網站及實體商店相同的

產品範圍，並定期或不定期監控。如果違反情況，最嚴重的情況可能將零售商

排除在相關的賣方規劃活動之外，甚或要求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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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最惠客戶限制對產業競爭可能有利有弊，因此，應根據個案具體情

況，進行分析與評估。若雙方的市場占有率不超過30%，也未涉及VBER第4

條的核心限制，則對等性條款的垂直協議可被豁免，但如果市場份額超過

30%，則需就對等性條款進行單獨評估。 

（四）網路銷售平臺可能透過運用大數據分析不利線上賣家競爭  

所有的網路銷售平臺、價格比較工具、零售商都會出於不同的目的而蒐集

數據資料，使企業營運變得更有效率，並為客戶提供更好、更針對性的個性化

產品，惟網路銷售平臺若擁有B2C與B2B2C模式，同時擔任零售商與平臺商的

角色，可能會與第三方賣家直接競爭，在沒有任何保障措施之下，可能使用第

三方賣家提供給網路銷售平臺或於網路銷售平臺上產生與交易相關的競爭性

敏感數據(如：暢銷書、交易價格及定價規劃、庫存水平，供應商之數據)，並

以犧牲第三方賣家為代價，達成促進網路銷售平臺的零售活動的目的。同樣

地，於線上銷售的製造商，也可能會要求其授權經銷商提供競爭性敏感數據，

這些數據可用於反競爭目的，都可能產生競爭問題。 

（五）日本網路銷售平臺限制競爭行為與歐盟類似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網路銷售平臺可能之限制競爭行為，包括網路

銷售平臺片面修訂契約條款、強迫要求銷售商接受消費者的退貨或退款、利用

銷售商所蒐集的交易資料為直接銷售、在搜尋結果、付款系統及佣金率等方面

對銷售商採取差別待遇、拒絕部份銷售商在該平臺銷售、要求最優惠條款、限

制使用其他的應用程式商店、限制使用其他電子支付系統等問題，可見網路銷

售平臺無論在亞洲或歐洲都採取類似作法，也因此國外出現的違法疑慮，在我

國也可能產生，國外的案例值得參考。 

三、國內網路銷售市場競爭評估  

（一）以次級資料評估國內批發業與零售業皆屬市占率低度集中市場  

根據主計總處2018年電子商務統計，我國網路銷售金額總計約為新台幣

4.039兆元，其中以工業部門最高，約為新台幣2.87兆元，占整體網路銷售金額

的比重超過70%，服務業部門透過網路銷售的金額占整體比重約3成。 

依據主計總處的資料，統計批發業、零售業的集中度比率、HHI以及

熵指數等市場競爭衡量指標，發現不論批發業或零售業的前四大或前八大

業者的集中度數據（CR4或CR8），在2016年相對於2011年均有所下降，且

批發業的降幅更為顯著，意謂著市場競爭程度加劇，而HHI以及熵指數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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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相同結論，表示整體而言，國內批發業或零售業的網路銷售市場相當

競爭，並無廠商具絕對市場優勢現象。  

至於與國內主要網路銷售平臺有關的電子購物及郵購業，不論是以產

業集中度、赫芬達爾—赫希曼指數或熵指數觀察，均顯示此產業為低度集

中市場，競爭程度提高。  

（二）國內可能的違法類型主要為獨家交易限制、價格限制與最惠客戶

條款  

限於人力物力，本研究訪談廠商家數無法與歐盟與日本公平會所進行的產

業調查規模比擬，在違法類型的歸納上也相對侷限。從本計畫訪談國內廠商的

案例中，皆發現無論本身為零售與批發商，或同時也是製造與開發商及平臺

商，他們皆利用自身的競爭優勢（擁有較高的市場地位），透過競爭方式來獲

取更多的利潤。例如平臺業者，經常透過行銷方式對供應商進行價格與廣告上

的限制，造成供應商為了生存不得不妥協。而同時經營實體及網路銷售的業

者，為了追求利潤最大、成本最小，經常採取不同的訂價方式來增加銷售額。

不論廠商採取何種策略，這些行為都使廠商更容易涉及限制競爭的規範。綜合

來看，目前國內比較常見的主要以獨家交易限制、限制廣告價格以及最惠客戶

限制等為主。 

（三）國內實體商品或數位商品的供應商多面臨垂直限制  

本研究從對批發商、零售商、供應商、平臺商的問卷調查結果中，所發現

的問題可大致歸納為以下幾項： 

1.供應商面對平臺商的限制，包括要求吸收運費、要求商品入倉、平臺

商會銷售與自家商品相同的產品競爭，另外，平臺商以要求供應商降

價促銷、限量商品搭配贈送、全館統一打折衝業績、吸收運費最多，

並且多數在合約內提出。 

2.供應商不管銷售實體商品或數位商品時，所面對製造商或上游供應商

的限制，包括對銷售平臺的選擇、銷售地域限制、限制轉售價格、限

制刊登廣告的價格、對轉售價格或刊登廣告的價格有監督機制等，若

不遵守，則面臨削減發貨數量、提高裝運價格、減少折扣、拒絕供應

其他產品、不給予折扣等對待。 

3.對於授權其他通路於線上銷售產品的公司，部份會限制線上轉售價

格、限制線上轉售刊登廣告的最低價格，若其他通路公司不遵守相關

轉售約定時，也會採取削減發貨數量、提高裝運價格、減少折扣、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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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供應其他產品、不給予折扣等方式。 

4.不管B2C系統的平臺商或B2B2C系統的平臺商，都會提供APP行動應用

程式，並且使用大數據分析與演算法分析，可見平臺商都有使用方法

分析個別供應商的數據資料，已強化自身的營運效能。 

5.平臺商銷售非平臺自有產品的價格，主要由供應商決定，惟亦有平臺

商會參與價格決定，平臺商並會與供應商簽訂最優惠待遇條款。 

（四）以合理原則分析可能涉及垂直限制行為的競爭效果  

國外平臺事業案件涉及獨占濫用行為時，雖然會涉及市場界定，不過，仍

須視個案排除較不相關的事業，以本研究第四章案例分析中的Google濫用比較

購物服務的優勢地位來看，該案的相關產品市場是一般搜索服務的（產品）市

場和比較購物服務的（產品）市場，但不涵蓋專門研究不同主題（例如航班，

旅館，飯店或新聞）的搜尋服務、線上搜尋廣告平臺、線上零售商、平臺商、

離線比較購物工具，顯見市場界定仍須視個案所涉情節加以調整。 

本研究雖然發現國內網路銷售產業可能存在涉及獨家交易限制，而可能構

成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1款之違反、限制廣告價格而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第25

條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5款之違反、最惠客戶限制可能構成公平交易

法第20條第5款之違反，惟從本研究網路銷售產業的競爭分析中，發現國內平

臺市場競爭激烈，並無任何具獨占地位的平臺，從訪談、座談與問卷調查的結

果，也僅發現國內網路銷售產業可能存在平臺業者的限制競爭行為如獨家交易

限制、最惠客戶限制、價格限制等可能涉及垂直限制競爭疑慮的行為，而與公

平交易法第19條、第20條、第25條相關，不過，都需要分別討論有無正當理由、

有無限制競爭之虞、有無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等因素，以及是

否真的觸及違法行為，目前的研究仍僅為初步瞭解，仍有待主管機關取得個案

資料深入研析。 

第二節 建議 

綜合前述研究結果，本研究針對網路銷售市場的市場界定問題、主管機關

對網路銷售市場的結構面與行為面立場、未來可能的執法重點或可能的違法行

為類型等提出相關建議，茲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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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網路銷售的市場界定  

（一）多數網路銷售市場的競爭分析可維持既有的產業分析方式  

網路銷售市場型態多元，尤其在網際網路發達之後，平臺技術成熟，已成

為不同產業的應用工具之一，加上各產業間的行業分類明確，且競爭分析主要

仍始於相關產品或服務市場的界定，故若欲瞭解國內的網路銷售市場的競爭狀

態，可依據行業標準分類，援用傳統的市場界定分析方式，其中應包含實體商

店與虛擬通路。 

惟若須探討國內主要網路銷售平臺間的競爭關係，則建議以零售業項下之

4871細類「電子購物及郵購業」為市場界定範疇的基礎。 

（二）B2B2C 模式可能出現雙 /多邊市場特性  

B2B2C模式使網路銷售平臺異於其他模式，在B2B2C模式下，只要網路銷

售平臺具有(1)存有及連接兩個以上的客戶群、(2)存在間接網路效應、(3)存在

使用外部性和會員外部性，以及(4)能對平臺上的各方具有價格控制力或影響

力等，該網路銷售平臺即具有雙/多邊市場特性。 

（三）盈利分析法可初步判斷是否為同一市場  

因為雙邊/多邊市場的競爭策略之一，是平臺為吸引雙方的使用者進入平

臺，可能會透過訂定不同價格，以便獲取利潤，使得傳統市場界定的方法不適

用，尤其當有一方價格為零，甚至是補貼時。文獻中雖提出市場界定的方法包

括質性和量化方法，建議先採用質性邏輯論證與訪談市場中的相關者，來判定

是否為雙邊市場，再透過量化分析方法搜集實際資料據以及設計問卷以釐清相

關市場。然而價格為零時，以SSNIC或SSNDQ替代SSNIP的作法，迄今仍無實

務操作案例，或許可觀察廠商收入來源，瞭解收入來源是否具有重疊性，作為

初步判斷是否應歸為同一市場的作法較為可行。 

雖然未付費的一方沒有付出現金或是得到免費服務、搜尋、音樂、影片、

遊戲軟體等，不過，並非完全無償，因為他們可能同時交換了他們的個資給平

臺，或因為他們的加入，使得平臺得以吸引更多人的關注，也提高了另一方的

效益，都構成市場的一部份，進行市場界定時也應一併予以考慮。 

（四）兼顧結構面與行為面的因素  

在數位經濟環境下，網路銷售市場的參與者數量可能相當龐大，不過，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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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為了提高自己的績效，仍會採用各種不同的策略來達成其經營績效，如獨家

交易、價格限制、轉售價格限制、廣告限制、應用價格演算法影響網路零售商

定價決策、劃分市場範圍或交易對象，尤其在結構面具有影響力的廠商，其經

營策略的影響層面更為廣泛，主管機關在進行市場界定時，應先採取較為寬鬆

的市場界定標準，將可能參與者盡量納入，再分別依其經營模式探討行為的受

影響對象與關係者，逐步限縮至可能造成反競爭行為的關鍵市場，因此，探討

網路銷售市場的界定比傳統的市場界定更為複雜。 

二、未來可能的執法重點  

（一）持續蒐集國外案例釐清限制競爭規範  

在網路銷售市場中，廠商面對環境中快速的變化，所使用的各種不同的創

新策略，容易違反限制競爭行為，此現象已不再是傳統競爭法所能規範。例如

主要平臺在結構上擁有較大的市場力量，又握有大數據的優勢，在行為上常採

取價格演算法來獲取利潤，也經常採取獨家交易、轉售及廣告限制、最惠客戶

條款（包含廣義最惠客戶條款、狹義最惠客戶條款）等行銷手段來限制廠商的

行為，由於這些行為皆是基於網路技術的革新而產生的新問題，國外相關主管

機關多已有案例與法令修改實務。因此，廣泛蒐集國外網路銷售市場的相關案

例與持續檢視公平法的規章制度，以明確規範水平、垂直限制競爭行為，事先

提醒廠商，避免違反公平交易法。 

（二）獨家交易限制與最惠客戶條款列為優先觀察項目  

本研究經由訪談與問卷調查發現國內網路交易比較常見的限制行為，主要

以上下游供應商間的獨家交易限制、廣告價格限制、銷售平臺的選擇限制、銷

售地域限制、轉售價格限制、刊登廣告的價格限制並有監督機制等，若不遵守，

則可能面臨削減發貨數量、提高裝運價格、減少折扣、拒絕供應其他產品、不

給予折扣等對待，而平臺對於零售商則可能要求最惠客戶條款、要求吸收運

費、要求商品入倉、銷售與零售商相同的產品競爭，對供應商則是要求降價促

銷、限量商品搭配贈送、打折、吸收運費等，建議主管機關應將前述項目列為

優先觀察項目，以及時掌握各種可能的違法類型。 

（三）3C 產品、服飾鞋子以及生活用品列為重點觀察商品  

從歐盟的產業調查報告來看，可能涉及違法行為的廠商以銷售衣服和鞋

子、運動與戶外用品、3C產品等最常遇到合約限制，而本研究從訪談或問卷

調查中也發現服飾用品、3C產品以及生活用品等類別產品，比較常面臨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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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限制線上平台的選擇、銷售區域、轉售價格、刊登廣告等限制競爭問題，也

面臨平臺商要求降價促銷、限量商品搭配贈送、全館統一打折衝業績、提供高

額回饋金、吸收運費、吸收退貨損失、商品入倉、最惠條款等，建議列為重點

觀察產品。 

（四）企業生態系的發展對競爭法的影響應預為綢繆  

傳統的經濟分析多著重於對單一廠商的競爭行為分析，但隨著經濟發展的

演進，技術密集與資本密集產業快速成長，許多企業為了分散經營風險、增加

企業價值、擴大或調整營運範疇、追求創新、追求財務效率，以及統整交叉持

股企業的綜效，企業多朝多角化經營或以集團式發展。因此，主管機關未來應

更關注的是企業集團的生態系發展及其對競爭法的影響。 

例如透過集團旗下的相關事業，串聯虛實通路成為電商平臺的實體取貨據

點，消費者可以在電商平臺上購買集團關係企業的產品，並且與金融商品（付

款方式 、信用卡、融資）、點數經濟結合，形成企業生態系統（ business 

ecosystem），透過集團內會員資料庫、交易資料庫等資訊共享，進行即時自動

化交叉驗證，互補彼此的競爭策略，取得動態競爭優勢。使其不僅在單一領域

領先個別企業，進而在集團所涉及的產業也獲得範疇經濟的利益，也有利於生

態系統的發展，並賦予這些企業更強的競爭優勢。 

企業生態系統的形成，其所考慮的競爭市場界定，已非傳統的經濟分析對

於市場界定所考量的因素而已，而必須考量多個關聯產業的競爭對手、相關產

品、供應商，以及關聯產業間所交互形成的合作關係、互補關係，所要思考的

限制競爭行為也非單一的水平與垂直限制競爭，使得市場界定與經濟分析益形

複雜，主管機關應預為因應。 

三、其他 

（一）研議解決調查對象不易取得之問題  

本研究在進行問卷調查時，面臨的困難有下列幾點，包括挑選有使用第三

方線上平臺銷售產品的供應商不容易、許多中大型供應商只會採取B2C管道銷

售產品，但中小型供應商業者也有不少使用C2C銷售管道、台灣平臺商因為競

爭者多，大都態度低調，故資訊取得不易。即使政府官方公佈數據也只有涉及

B2C，沒有B2B2C與C2C，所以建議協調相關的統計單位，研議如何附加相關

題項於主計總處或經濟部統計處的相關調查中，以解決調查對象不易取得的基

礎問題，以利未來競爭評估工作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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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競爭行為的分析應更關注個案的差異性  

網路銷售市場隨著網路技術的更臻成熟，以及企業對於競爭策略的操作更

得心應手，使得市場變化更快，各交易相對人或關係人的相互依賴性應該成為

關注的焦點，因此Cremer et al(2019)
183認為在數位經濟時代，市場界定的重要

性反而不如對關係人的損害與對反競爭策略的認定與分析來得重要，尤其對於

某些消費者粘著度很高的數位生態系，在進行該數位生態系的反競爭分析時，

相關的售後服務市場也應該加以考量，因此，對於市場地位的討論也都應該根

據個案的資料逐案研析。尤其就國內網路銷售產業的量化資料來看，國內平臺

市場競爭激烈，並無任何具有獨占地位的平臺商，因此在處理垂直限制時仍應

以「合理原則」分析競爭效果，市場界定只是執法機關初步評估個案的參考指

標之一。  

                                                      
183

 Crémer, J., 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 and Heike Schweitzer,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 Final report”,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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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網路銷售市場、競爭評估、限制競爭 

 

本研究主要參考歐盟與日本的產業調查報告，就國內網路銷售產業進行實

證評估，根據初級資料、次級資料、訪談與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國內網路銷售產

業雖然金額逐漸擴大，不過以集中度比率、HHI以及熵指數等市場競爭衡量指標

來看，均呈現國內批發業或零售業的網路銷售市場競爭程度提高，並無廠商具絕

對市場優勢現象，國內零售批發商、製造商或平臺商比較常見的策略主要以獨家

交易限制、限制廣告價格以及最惠客戶限制等為主，從問卷調查結果也發現類似

結果，惟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以及是否真的觸及違法行為，仍有待主管機關

取得個案資料深入研析。 

本研究建議在 B2B2C模式可能出現雙/多邊市場特性的情況下，或可以盈利

分析法作為初步判斷是否為同一市場的參考，並應兼顧結構面與行為面的因素，

未來可將獨家交易限制與最惠客戶條款列為優先觀察行為，並以 3C 產品、服飾

鞋子以及生活用品列為重點觀察商品，同時持續蒐集國外案例釐清限制競爭規範，

對於產業生態系的發展對競爭法的影響尤應預為綢繆，惟應先解決調查對象不易

取得的問題，以及反競爭行為的分析應更關注個案的差異性，尤其處理垂直限制

時仍應以「合理原則」分析競爭效果，市場界定只是執法機關初步評估個案的參

考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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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Keywords：E-commerce Markets, competition evaluation, competition restriction 

 

This research mainly refers to the industry survey repor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domestic online sales 

industry. Based on primary data, secondary data,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it is found that the domestic online sales industry has gradually expanded in 

value.  While the market competition measures such as the degree of concentration 

ratio, HHI, and entropy index all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competition in the online 

sales market of the domestic wholesale or retail industry has increased, and no any 

firm has an absolute market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estic retail 

wholesalers, manufacturers or platforms, the most common strategies used mainly 

focus on exclusive restrictions, restrictions on advertising prices, and most favored 

nation restrictions. Similar results have been found from the survey. However, it is 

subjected to authority in-depth study by case data.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B2B2C model may have dual/multilateral market 

characteristics, the profit analysis method could be used as a reference judgment and 

the structural and behavioral factor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exclusive 

restriction and most favored nation clause could be listed as a priority investigation 

behavior, and 3C products, clothing and shoes, and household appliances as the key 

observation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 keep continuing study foreign online sales 

industry cases and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ecosystem to the competition as 

a precaution is important to the authority. While the survey sampling should be solved 

in advance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ase specific differences when under 

investigation. In particular, when dealing with vertical restrictions, the rule of reason 

is the core concept of competition evaluation. Market definition is one of the 

reference indicators for the cases eval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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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一 平臺業者座談會討論題綱 

1. 請問您如何觀察網路銷售市場？範圍包括哪些層面？主要原因為何？是

否因不同的銷售模式（如 B2B、B2C、B2B2C、C2C 或 app 等）加以區分

不同的市場？商品與數位內容的市場是否應予區分？ 

2. 網路銷售平台業所處的市場有哪些利害關係人（例如銀行、物流業者、

第三方支持…等）？您認為業者如何設定競爭對手？是否包括實體商

店？ 

3. 目前網路平台多同時經營多種銷售模式(例如同時經營網路購物、網路商

城及拍賣等模式)，貴公司的經營方式屬於哪一類？消費者於網路商城搜

尋時，平台業者網路銷售項目的臚列方式一般係依何種規則呈現？對其

他平台賣家商品或服務的出現順序的處理方式如何？ 

4. 貴公司主要經營或面對的客群(商家及消費者)特性為何？與其他同業的

差異性為何？貴公司最吸引商家、消費者，以及增進與利害關係人的合

作關係的特色或方式有哪些？ 

5. 平台業者是否普遍收集商家及消費者之交易資訊，做為改進服務品質、

增加其他銷售模式營收之依據？目前產業界採用的情況如何？ 

6. 目前網路平台有大型化趨勢，您認為與實體通路知名品牌業者合作，對

平台業者的具體影響為何？若品牌業者要求限制網路平台不得銷售平行

輸入商品，實務上會如何處理前述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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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座談會會議紀錄 

「網路銷售市場競爭評估之實證研究」專家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四)下午 2:00 

地點：中華經濟研究院 5 樓 522 會議室  

主席：王研究員素彎  

壹、主席致詞：(略) 

貳、發言摘要 

一、王明禮老師 

1.在平台區別上，除了最主要明顯競爭者，還有潛在的競爭者，另外是否實體

店也是平台商的實質競爭者，例如:周年慶時期電商平台也時常降價競爭。 

2.在雙邊市場上，市場界定上若某一邊為免費但另一邊可能會收費，這樣在

SSNDQ 的操作上為何?另外在軟體系統上的界定問題，因為所提供的硬體設

備是不同的、服務也不同，那應該如何界定。 

3.在傳統電商平台中，是否為雙邊市場亦有些疑慮，也可以把平台看成是龐大

的零售商，所以在界定上這樣可能會非常複雜。 

4.在此計畫中，還是要以銷售為主，如果有其他不同類型平台可能會使焦點模

糊而使報告無法收斂。 

5.PCHOME 和 MOMO 主要業務是網路零售，不應該用雙邊市場去區分，否則

不好定義，因為標準的這兩個平台主要還是 B2C；而蝦皮則顯然比較像是雙

邊市場，因為偏向 C2C，而這樣應該是與拍賣平台比較。 

二、顏雅倫老師 

1.在報告中無法清楚了解雙邊市場如何應用，目前較多人可以接受的是分為交

易與非交易項目，應該有更明確定義否則會有爭議。 

2.現今平台業者在經營上有許多方式，那會使探討對象有雙邊、單邊，在雙邊

中還要考慮回饋效應，所以若要用 SSNDQ 來分析，可能要更謹慎。交易相

對人可能需要更加注意 

3.2018 年歐盟所提的案例，若以使用人數來作為分析，可能是不恰當的，因為

有分為活用會員和非活用會員，這樣會使得比較複雜。SSNDQ 若無真正量

化指標，在執法上會有爭議，在法庭上相對不利。 

4.在計畫報告架構上，數位產業面生態剖析可能需要在前面總整合，後面章節

針對網路銷售區塊做延伸分析，否則整體重點會有點凌亂，不知道要討論哪

一區塊，因為數位內容產業每一區塊都是很大的議題。 

5.SKYPAY  TV 偏向智慧財產權問題，與其他案例有較大區別，可能需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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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否則容易分散注意。 

6.對於雙邊市場或單邊市場，在法律規範上，會適用不同條文，市場界定上如

果沒有完整的定義，可能使市場力有很大差別，在最惠條款上也有很大的影

響。 

7.轉換率在學理上仍有些使用上問題，因為能否直接應用到非價格因素評估，

還需要考慮，歐盟目前也無法量化此數據。 

8.台灣平台對於大數據應用仍然與國外平台差距甚大，若用數據來觀察台灣市

場仍有問題。 

三、余啟民老師 

1.結論部分，希望主計處類別向下增設，建議也能向上增設，網路零售業以及

電商通路業的區隔。 

2.市場電子商務平台目前分為商品銷售類型、服務類型以及綜合類型，其中商

品類型又分為數位產品和實體產品，這些都尚未有確切的平台市場界定，這

是未來研究的方向。 

3.有部分商品或產業尚未電商化，但仍需注意，其在未來的發展可能性。 

4.產品或服務可能選定幾項做調查即可，太多項目使得報告過於玲瓏滿目。 

5.在特定節日時，可能可以做一些網路上商品的調查，以觀察實際情況。 

6.例如:MS 透過 OS 在線上銷售，越來越多非傳統的銷售模式超越 B2C、BBC

等，研究的角度可以以產業工會或產業分類去界定。 

四、楊智傑老師 

1.美國對四大科技公司平台的報告已經完成，可以參考。 

2.美國對於掠奪性定價，目前是長期需要能回收下降的價錢才會違法，但目前

建議修法是認為不需要證明可回收，而是低於成本即違法。 

3.即便是雙邊市場，美國國會認為只要考量單邊的市場界定。 

4.主要是平台力量極大，足以壓榨供應商，甚至是阻止其他相關產業進入市

場。 

五、李姿瑩經理 

1.電子購物的商業型態可能需要仔細斟酌，現今的電商非常多元，對於名詞定

義可以在報告前面先定義清楚，才不會使焦點模糊。 

2.SSNDQ 的用法和 DATA 使用可以更清楚提出。 

3.2011 年時蝦皮登台，補貼運費至 2017 年，2018 公平會發出公告，指出補貼

並無違反低價利誘，因為當時市占率低(約 5%)，但如果現在(約 15%)發生可

能會有違法。 

4.研究團隊可以試著從轉換率去分析，如今流量雖然重要，但轉換率目前也是

很重要的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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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對於無店面零售業或是平台通路的界定可參考經濟部營業項目分類。 

六、王立達教授 

1.本計畫規劃之初，倘若研究動機與目標已經設定以雙/多邊市場為主，自然應

以具有仲介功能的電子商務業者作為研究對象。除了 B2B2C 以外，C2C 應

該也同樣具有此種特色。然而倘若本計畫希望研究的是網路銷售產業，亦即

以網路為基礎的流通業，則無論是批發業者還是零售業者，無論是仲介平台

型，還是購入轉賣型，只要是網路上的流通業者，都應該一併納入研究。不

只是 B2C，流通業者經營的 B2B 模式也應該一起納入研究範圍。 

2.有關量化分析之問卷調查，擬以上市公司貿易百貨業和電腦及週邊設備業

者、中經院近三年電商業者調查資料庫為依據，針對有使用第三方平臺銷售

之中大型業者約 80 家，進行調查。此處之「第三方平臺」是否僅限於 B2B2C？

若以網路流通業作為研究範圍，是否適合，可能需要再思考。 

3.SSNDQ 如果用在雙/多邊平台，由於此類平台的各邊之間具有間接網路效應、

價格非中立性等非常緊密的互動關係，因此在假設產品品質下降 5-10%之後，

必須加入一個步驟，讓業者自行調整平台各邊的價格或品質分布結構，再以

之為基礎，回到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法，觀察顧客流失的質與量是否讓平台獲

利減少。 

4.目前 Spotify 在歐盟，Epic Game 在美國，都控訴 Apple 要求 iPhone 上所有

付費下載行為，都必須在 App Store 裡面進行，由 Apple 抽走其中 30%的收

入作為平台使用費。若有 App 蓄意繞開此一限制，除非改由瀏覽器裡的網頁

進行交易，否則 Apple 可能以維護資安為由，將相關的 App 從 App Store 強

制下架。 

5.在國內問卷調查結果中，線上供應商（賣家）對於電商平台舉出的不滿意事

項，看來和實體世界大型流通業違反公平交易法的案例類型相當類似。建議

研究團隊可以分析前述實體流通業案件的分析方式與執法經驗，在電商平台

身上是否合用？是否夠用？其間有沒有重要落差，導致必須另外發展分析步

驟，或是克服新的困難？是否需要如同歐盟、日本，為此制定新法，或是由

公平會以現有條文調整執法方式即可因應？ 

6.廠商同時經營線上與線下銷售商品時，較容易發生同一商品在實體和網路上

有價差，擠壓實體店的生存空間，消費者也少了廠商提供售前服務的機會，

少了售前服務，如果危及品牌商本身的利益，例如該品牌的銷售金額、利潤

下降等，品牌商自然會設法加以調整，似乎不勞外人費心。網路與實體銷售

的價差幅度如果不大，對於需要試穿、試乘等售前服務的產品而言，網購的

誘因其實不高，此時亦不必過度緊張。 

7.跨平台價格限制，如果指的是最惠價格限制（MFN），此種行為可能具有導

致各平台價格齊一的效果，如果行為人符合市場力量等其他條件，不無可能

直接違反公平交易法，比起構成搭便車行為更為嚴重。 

8.如果跨平台價格限制，指的是平台間的共同訂價，很有可能構成聯合行為，

也比構成搭便車要嚴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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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平台上實體商品供應商(賣家)訪談題綱 

一、基本資料 

1. 貴公司的規模？員工人數                 

2. 貴公司在供應鏈中的角色？（零售、批發或製造商） 

3. 貴公司銷售的產品類別？                           

□服飾配件 □ 3C 家電  □彩粧保養 □日常用品  □生鮮蔬果 

□保健食品 □遊戲軟體 □玩具用品 □書籍(含電子書)、CD、DVD  

□運動用品 □其他 

4. 貴公司有無實體店面？□無，主要原因               

□有，線上線下營業額比重             

      提供的商品有無不同？ 

貴公司認為在線上銷售與其他廠商競爭最重要的因素為何？（排序） 

□價格 □ 品牌  □銷售模式 □品質 □售後服務 □其他 

5. 貴公司使用的電商平臺有哪些？ 

□PChome  □momo  □蝦皮    □Yahoo 奇摩  □樂天市場  □松果購物 

□生活市集 □Pinkoi  □博客來  □淘寶  □其他               

6. 承 6，貴公司選擇這些電商平臺的因素有哪些？ 

□流量大 □使用介面佳 □操作方便 □收取費用較低 

□規定較少 □服務品質良好 □處理問題快速 □其他        

二、線上價格透明化和銷售模式 

1. 貴公司在線上銷售遇到同質或完全相同的商品時，通常會以何種方式與其競爭? 

2. 貴公司是否會因平台提供集中運輸或免運費，而選擇在該平台開店? 

3. 貴公司是否因平台提供低成本開店、免手續費或低支付費率，而選擇在該平

台開店? 

4. 貴公司是否遇過同商品卻因成本或運費問題無法與其他業者競爭之狀況? 

5. 貴公司曾否在網路銷售低於成本的產品?請問採取此做法的原因為何?若在實

體店面販售時會採取相同的作法嗎? 

6. 除了代理或批貨以外，貴公司有自製自銷商品的經驗嗎?在銷售數量或價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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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別嗎? 

7. 您認為消費者在選擇網購商家時，何種因素最為重要? 

三、製造商的要求 （若商品為代理或經銷而非自有時） 

1. 製造商有授權販售予貴公司的商品具自由定價權利嗎? 

2. 製造商有要求貴公司分配商品於線上銷售和實體銷售嗎?會影響貴公司的銷

售意願嗎？ 

3. 製造商會規定您只能在某個平台銷售其商品嗎? 

四、平台的要求 

1. 貴公司自己網路商城上的商品會比放在第三方平台上銷售便宜嗎?是甚麼原

因導致這種定價方式? 

2. 在市占率較高的第三方平台上的商城銷售商品時，有受到何種交易限制或商

業限制嗎? 

3. 平台上的何種限制，最可能成為進入障礙?平台對賣家商品是否會定期檢視，

並且需要賣家定期回報異常狀況，導致經營成本增加？什麼因素讓貴公司選

擇及留在當前的平台中？ 

4. 貴公司想在不同平台上架商品時，會受到平台的限制嗎?轉換平台有成本或遭

遇困難嗎? 

5. 有無平台以合約綁住賣家只能在單一平台銷售的經驗?請問貴公司是否曾遇

過被斷貨或無法銷售的經驗? 

6. 請問貴公司有在跨境供銷執行上，遭遇境外平臺（例如蝦皮、淘寶台灣）不

平等對待的經驗嗎? 

五、競爭策略 

1. 貴公司會觀察各網路平台中同質或完全相同的商品售價嗎? 

2. 貴公司有聽說過賣家之間互相討論商品售價嗎? 

3. 貴公司曾否採用不同性質商品混和搭售嗎?當時搭售的目的為何呢?可以簡單

舉例搭售組合嗎? 

4. 貴公司曾否因仿冒品充斥網路銷售市場，而遭遇損失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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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數位商品賣家訪談題綱 

一、技術與使用權限制 

1. 請問在您與通路平台的協議中，您覺得最大限制為何？ 

2. 請問您有遇過平台商把內容、期限、範圍授權切分開來的情況嗎？ 

3. 請問您有遇過平台商把傳輸技術綑綁授權的狀況嗎？ 

二、期限限制 

1. 請問您的合約中有自動續約、優先協商的條件嗎？ 

2. 請問您所簽訂的數位商品契約期限大約多久？續約條件為何？ 

三、地區限制 

1. 請問您所發布的數位內容曾限制過地域使用嗎？理由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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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平台商訪談題綱 

一、平台的服務模式與競爭 

1. 貴公司提供給賣家的服務有哪些？不同的銷售模式所提供的服務差別為何？

與其他平臺的差異性如何？ 

2. 貴公司認為消費者在選擇平台時最看重哪一特點？供應商在選擇平台時最

關注哪一點？ 

3. 貴公司與供應商契約平均期限為多久？重新續約有無條件？ 

4. 平臺間競爭最注重的因素為何？國內主要平臺與來自國外的平臺彼此的優

勢有無不同？ 

5. 貴公司是否有遭遇過其他業者以低成本開店、免手續費或低支付費率，導致

招商困難或難以競爭的經驗？如何處理？ 

二、平台交易情況 

1. 不同的交易模式在貴公司的收費方式為何？不同產品收費方式有無不同？ 

2. 貴公司供應商可否跨平臺提供商品或銷售？  

3. 貴公司是否要求部份商品採取平臺最低價策略？如何確認？B2C、B2B2C

供應商如何配合？ 

4. 若供應商本來就有自營平台，是否能上架在貴公司的平台？價格問題如何處

理？  

5. 貴公司有跨境供銷嗎？是否遭遇境外不平等限制之經驗？ 

6. 貴公司曾否因其他平台以策略綁住賣家而招商失利，或導致原供應商轉移？ 

7. 貴公司有自己的大數據庫嗎？大數據資料多應用在哪些方面？會分享給其

他平台或製造商或供應商嗎？會幫忙分析嗎？條件為何？ 

8. 貴公司對於賣家商品的上架位置如何安排？ 

9. 貴公司是否有累積點數或回扣的制度？費用由誰負擔？ 

三、商品品質管理 

1. 請問貴公司如何控管平台上所售出的商品品質或真偽？曾否因仿冒品在架

上，而使平台遭遇損失的經驗？  

2. 請問貴平台是否會確認有授權或代理權的產品？有人會通知平臺嗎？已上

架未取得授權或代理權的產品如何處理？會有重新上架的機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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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線上平台供應商運作現況問卷調查 

 

隨著網路頻寬和新科技之發展，數位貿易/電子商務在各國都快速成長。

為了制定跨境數位/電商貿易規則以減少跨境障礙、提高交易和解決利潤移轉

課稅，目前在國際場域正在展開熱烈的討論，部分區域協定也已經納入較先進

和開放的跨境數位/電商協定。因應此國際發展趨勢和跨國營運電商平台已大

舉進入我國市場事實，政府需要更深入瞭解我國企業在數位/電商貿易的運作

情形，以利研擬未來維持國內網路銷售市場之公平機制。 

 

本問卷主要涵蓋三部分，基本資訊（個人聯繫資訊和銷售產品方式）；貴

公司於線上銷售產品之約定（包含與第三方線上平台商之約定、線上銷售他人

實體產品之約定、線上銷售他人數位產品之約定）；貴公司授權其他通路於線

上銷售產品之約定。 

 

本調查僅供研究之用，不會對外呈現個別結果，敬請貴公司不吝提供寶

貴經驗與意見，於 9 月 30 日前寄回問卷（隨信附有回郵信封），誠摯感謝您！ 

 

填答過程中，任何問題請洽 

    施柏儀先生：shihboy@cier.edu.tw 

☎  ：02-27356006 分機 3323  

 

研究單位：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1. 個人聯繫資訊 

 

公司行號/機構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門/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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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貴公司採用下列何種方式銷售產品？請勾選。(可複選) 

□ 實體據點銷售 

□ 公司官網或 APP 銷售 

□ 第三方線上平台 B2C 銷售 

□ 第三方線上平台 B2B2C 銷售 

□ 第三方線上平台 C2C 銷售 

□ 第三方線上平台 APP 銷售 

□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請跳至第 10 題續塡 

 

第一部分：貴公司於線上銷售產品之約定 

 

與第三方線上平台商之約定 

 

3. 貴公司是否使用第三方線上平台銷售產品？請勾選。 

□ 是，請續塡 

□ 否，請跳至第 6 題續塡 

 

4. 第三方線上平台商對貴公司提出要求之內容和方式 

4.1 要求的內容，請勾選。(可複選) 

□ 降價促銷、限量商品搭配贈送、全館統一打折衝業績等 

□ 提供高額回饋金 

□ 吸收運費 

□ 吸收退貨損失 

□ 商品放到平台商之倉儲 

□ 與第三方線上平台合約中，被要求納入給予市場上最優惠的同樣待遇條

款，如價格、商業模式、代理佣金、代理價格、促銷、批發價格等 

□ 其他要求，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4.2 提出要求的方式，請勾選。(可複選) 

□ 合約中 

□ 合約外 

□ 兩者皆否 

 

5. 貴公司使用第三方線上平台是否曾面臨下列問題？請勾選。(可複選) 

□ 加入第三方線上平台後，曾面臨平台商銷售同樣或類似產品之競爭 

□ 第三方線上平台曾提高上架費或分成比重 

□ 已經過於依賴第三方線上平台來吸引購物者，無法輕易退出該平台 

□ 其他問題，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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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銷售他人實體產品之約定 

 

6. 貴公司是否於線上銷售他人實體產品？請勾選。 

□ 是，請續塡 

□ 否，請跳至第 8 題續塡 

 

7. 他人對貴公司提出轉售約定之內容和做法 

7.1 他人提出轉售約定是否包括下列內容？請勾選。(可複選) 

□ 不得自由選擇第三方線上平台銷售 

□ 產品轉售受到劃分市場經營範圍之限制 

□ 產品轉售受到建議售價和後續轉售價格之監督 

□ 產品轉售登廣告受到最低價格之監督 

□ 其他約定，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7.2 貴公司未遵守轉售約定，他人採取的做法為何？請勾選。 

(可複選) 

□ 削減發貨數量或任何其他經濟不利條件(包括提高裝運價格、減少折扣以

及拒絕供應其他產品)； 

□ 不給予折扣或其他經濟獎勵（包括降低運輸價格和其他產品的供應）； 

□ 要求所有供應商都以建議價格供貨給不遵守約束者； 

□ 其他做法，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線上銷售他人數位產品之約定 

 

8. 貴公司是否於線上銷售他人數位內容？請勾選。 

□ 是，請續塡 

□ 否，請跳至第 10 題續塡 

 

9. 他人對貴公司提出之轉售約定內容為何？請勾選。(可複選) 

□ 捆綁線上權利限制 

□ 付款結構限制(預付款、最低保證、每產品費用) 

□ 領土授權限制(在國內市場受限) 

□ 領土授權限制(在國外市場受限) 

□ 其他限制，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第二部分：貴公司授權其他通路於線上銷售產品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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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貴公司是否將產品授權其他通路於線上銷售？請勾選。(可複選) 

□ 是，請續塡 

□ 否，請結束塡答 

 

11. 其他通路可否自由選擇第三方線上平台？請勾選。 

□ 全部產品均可自由選擇第三方線上平台 

□ 部分產品可自由選擇第三方線上平台 

□ 不可自由選擇第三方線上平台 

 

12. 貴公司是否對其他通路提出建議售價？請勾選。 

□ 全部產品均有建議售價 

□ 部分產品有建議售價 

□ 沒有建議售價 

 

13. 貴公司是否對其他通路劃分市場經營範圍？請勾選。(可複選) 

□ 在國內市場有限制 

□ 在國外市場有限制 

□ 沒有限制 

 

14. 貴公司提出轉售約定之內容和做法 

14.1 貴公司提出之轉售約定內容為何？請勾選。(可複選) 

□ 約束線上轉售價格 

□ 約束線上轉售登廣告之最低價格 

□ 說明約束線上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 

□ 其他約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14.2 其他通路不遵守約定時，貴公司採取的做法為何？請勾選。(可複選) 

□ 削減發貨數量或任何其他經濟不利條件(包括提高裝運價格、減少折扣以

及拒絕供應其他產品)； 

□ 不給予折扣或其他經濟獎勵（包括降低運輸價格和其他產品的供應）； 

□ 要求所有供應商都以建議價格供貨給不遵守約束者 

□ 其他做法，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上情況均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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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線上平台商運作現況問卷調查 

 

隨著網路頻寬和新科技之發展，數位貿易/電子商務在各國都快速成長。

為了制定跨境數位/電商貿易規則以減少跨境障礙、提高交易和解決利潤移轉

課稅，目前在國際場域正在展開熱烈的討論，部分區域協定也已經納入較先進

和開放的跨境數位/電商協定。因應此國際發展趨勢和跨國營運電商平台已大

舉進入我國市場事實，政府需要更深入瞭解我國企業在數位/電商貿易的運作

情形，以研擬未來維持國內網路銷售市場之公平機制。 

 

本問卷主要針對線上平台商提供的線上平台服務類型、隱私權聲明、數

據及資料分析、個別供應商數據/資料分析、銷售非平台自有產品價格決定方

式、銷售平台自有產品、電子商務合約內容、國外電商平台不公平競爭、處理

侵犯智慧財產權之方式以及線上平台對供應商要求進行調查。 

 

本調查僅供研究之用，不會對外呈現個別結果，敬請貴公司不吝提供寶

貴經驗與意見，於 9 月 30 日前寄回問卷（隨信附有回郵信封），誠摯感謝您！ 

 

填答過程中，任何問題請洽 

    施柏儀先生：shihboy@cier.edu.tw 

☎  ：02-27356006 分機 3323         

 

 研究單位：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1. 貴公司或集團提供之線上平台類型，請勾選。(可複選) 

□  B2C 系統(例購物網) 

□  B2B2C 系統(例商城網) 

□  C2C 系統(例拍賣網) 

□  B2C 行動應用程式(APP) 

□  B2B2C 行動應用程式(APP) 

□  C2C 行動應用程式(APP) 

 

2. 承上題，貴公司或集團提供之各類線上平台中，有明示隱私權聲明並確實遵

循者，請勾選。(可複選) 

□  B2C 系統(例購物網) 

□  B2B2C 系統(例商城網)  

□  C2C 系統(例拍賣網)  

□  行動應用程式(APP) 

□  以上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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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第 1 題，貴公司或集團提供之各類線上平台中，有使用演算法和/或大數

據分析方式進行數據/資料分析者，請勾選。並請就該項，進一步勾選分析

方式184。(可複選) 

□  B2C 系統(例購物網)    □演算法 □大數據分析 □兩者皆有 

□  B2B2C 系統(例商城網)         □演算法 □大數據分析 □兩者皆有 

□  C2C 系統(例拍賣網)          □演算法 □大數據分析 □兩者皆有 

□  行動應用程式(APP)           □演算法 □大數據分析 □兩者皆有 

□  以上皆無 

 

4. 承第 1 題，貴公司或集團提供之各類線上平台中，有分析個別供應商之數據

/資料者，請勾選。(可複選) 

□  B2C 系統(例購物網) 

□  B2B2C 系統(例商城網)  

□  C2C 系統(例拍賣網)  

□  行動應用程式(APP) 

□  以上皆無 

 

5. 承第1題，貴公司或集團提供之各類線上平台中，有銷售非平台自有產品者，

請勾選。並請就該項，進一步勾選參與價格決定者為供應商(製造商或批發

零售)、平台商或兩者皆是？(可複選) 

□  B2C 系統(例購物網)     □供應商  □平台商  □兩者皆是 

□  B2B2C 系統(例商城網)    □供應商  □平台商  □兩者皆是 

□  C2C 系統(例拍賣網)        □供應商  □平台商  □兩者皆是 

□  行動應用程式(APP)     □供應商  □平台商  □兩者皆是 

□  以上皆無 

 

6. 承第 1 題，貴公司或集團提供的各類線上平台服務中，有銷售平台自有產品

者，請勾選。(可複選) 

□  B2C 系統(例購物網) 

□  B2B2C 系統(例商城網) 

□  C2C 系統(例拍賣網)  

□  行動應用程式(APP) 

□  以上皆無 

  

                                                      
184

 演算法是電腦軟體含已定義一系列步驟來解決問題，大數據分析涉及統計機率和數據視覺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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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承第 1 題，貴公司或集團提供的各類線上平台中，有要求產品價格不得於線

上平台公開者，請勾選。(可複選) 

□  B2C 系統(例購物網)  

□  B2B2C 系統(例商城網) 

□  C2C 系統(例拍賣網) 

□  行動應用程式(APP) 

□  以上皆無 

 

8. 承第 1 題，貴公司或集團提供的各類線上平台中，與供應商簽訂之合約內容

有包括給予市場上最優惠同等待遇(如價格、商業模式、代理佣金、代理價

格、促銷、批發價格等)者，請勾選。(可複選) 

□  B2C 系統(例購物網) 

□  B2B2C 系統(例商城網) 

□  C2C 系統(例拍賣網) 

□  行動應用程式(APP) 

□  以上皆無 

 

9. 承第 1 題，貴公司或集團各類型線上平台是否遭遇境外電商平台（即未在台

灣設立平臺）之不公平競爭 

9.1 下列線上平台有遭遇不公平競爭者，請勾選。(可複選) 

□  B2C 系統(例購物網)  

□  B2B2C 系統(例商城網) 

□  C2C 系統(例拍賣網) 

□  行動應用程式(APP) 

□  以上皆無 

 

9.2 所遭遇之不公平競爭行為，請勾選。(可複選) 

□  境外電商接受其政府補助 

□  境外電商負擔我國稅賦較少 

□  境外電商負擔我國符規與隱私成本較少 

□  他國與我國對電商平台開放不對等 

□  其他不公平項目，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上皆無 

 

10. 貴公司或集團線上平台處理侵犯智慧財產權之方式，請勾選。 

(可複選) 

□  要求網路交易帳號實名制  

□  經權利人通知或知悉使用者涉有侵權行為立即採取適當處置 

□  明知或有相當理由認知使用者存在侵權行為立即採取適當處置 

□  採取其他適當處置，如避免同樣侵權行為再次產生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上皆無 



198 

11. 貴公司或集團線上平台對供應商提出之要求 

11.1 要求的項目，請勾選。(可複選) 

□  降價促銷、限量商品搭配贈送、全館統一打折衝業績等  

□  提供高額回饋金  

□  吸收運費  

□  吸收退貨損失  

□  商品放到平台商之倉儲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上皆無 

 

11.2 提出要求的方式，請勾選。(可複選) 

    

□合約內 

□合約外 

□以上皆無 

 

12. 個人聯繫資訊 

 

公司行號/機構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門/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