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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治理政策規劃之基本概念

當今世界各國均走向智慧國家的發展，尤其必須在兼顧人權

與經濟發展概念下，促進資料的流通、應用與價值創造。就整體

智慧國家發展而言，所需要與關注的資料來源應包括政府、科研

機構、民間機構，其資料類型亦包括個人及非個人資料，開放及

非開放資料。這些資料蒐集取得後，經由資料處理、交換或透過

資料市集、資料中介機制，提供至政府、民間或科研機構，再運

用技術與專業人力資源加以分析利用，創造多元價值。不同資料

的整合運用所創造的價值，可能顯現於政府決策、社會福祉、產

業轉型、創新商業模式、科技研發、國際競爭等多元面向。而現

有數位平臺可能同時具備資料價值鏈的各項功能，尤其在中介者

的角色扮演上更為重要，因此國際資料整體法制政策的考量上，

平臺作為中介者之法制結構，亦受到極大的重視。

六、資料自主為核心之資料利用法制政策趨勢

從國際趨勢的觀察來看，就資料利用的法制政策趨勢，根基

於對於人權的保障，多數以資料自主為核心作為法制政策建構的

原則。就其規範內容又可區隔為，資料自主與消費者資料權的架

構、資料利他主義的發展，以及資料中介組織權利義務的明確化

等3個主要規範面向。

（一）資料自主/消費者資料權

1.歐盟GDPR

公平會電子報歡迎上網訂閱，網址：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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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在2016年制定GDPR，對於個人

資料自主之概念有引導性的體現，例如：

(1)明確肯定的當事人同意（clear and 

affirmative consent）

要求相較於過往的一般同意為

高。在許多案件中採嚴格認定，需要

在當事人完全理解、願意且有選擇可

能性的狀況下，始能肯認。實務上

有許多案件中的同意都被認定為無

效同意，包括前述德國卡特爾署於

Facebook案，即採用了GDPR當事人

同意的原則判斷。

(2) 資料可攜權（data portability）

在Microsoft 併購Linkedin時，

GDPR剛好通過生效，所以當時就在

討論資料可攜的議題可能或可以打破

資料壟斷的狀態。歐盟此一規定，所

期待的是讓當事人透過資料可攜權的

行使，得以自原先利用之服務帶走已

提供及產出的資料，便於行使服務選

擇的權利。若要達成此一目的，所攜

帶之資料必須能與其他服務相容，

方能達成打破數位巨頭資料壟斷的狀

態。惟現階段要做到可攜資料跨平臺

之相容性與利用可能性，若非服務本

身已連動之第三方服務，實際上仍有

其障礙。

(3) 刪除權 /被遺忘權（ r i g h t  t o  b e 

erasure/forgotten）

此一概念的明文化，其背景為搜

尋引擎之搜尋結果，涉及到當事人不

願讓人知曉、重提或當事人認為影響

其權益之資料，主張刪除的權利。實

務上已有不少案例，包括歐盟成員國

甚至我國的判決，都有類似向Google

等搜尋引擎主張刪除權或被遺忘權之

情形。此一權利的具體落實亦會影響

過往歷史資料因當事人權利的主張而

移除，為尊重當事人權利自主原則之

體現，亦可能影響資料擁有者之競爭

力。

2.澳洲消費者資料權（Consumer  Data 

Right，簡稱CDR）

澳洲的消費者資料權法案，目的在

於使消費者有權決定所屬資料由哪個業

者應用。初期訂定主要應用於開放銀行

(open-bank ing )層面，讓消費者得以

自由轉換不同服務，不會因為過往資料

被限制應用而受到影響。此一權利的發

展，預期將可降低消費者服務轉換需要

負擔的資料成本，削弱既有服務或平臺

對消費者的控制力。而其推動將以產業

別為基礎逐步開放，現階段預期從銀行

推廣到能源及電信業。

（二）資料利他主義

資料利他主義之發展，主要於尊重個人自主

的前提下，平衡資料應用於公益或利他層面可能

產生之過度限制或阻礙，建立公益性資料共享、

流通與利用之法制結構。當然，若當事人本身願

意讓其資料用於公益用途，亦可減少重複授權

之麻煩，提高資料運用的效率。故歐盟分別於

GDPR與資料治理規則草案納入資料利他主義之

相關概念。

1.歐盟資料治理規則草案：資料利他主義

（data altruism）

為資料中介的一種，針對公益、科

學、研究目的，建立得以實現公益性資料

蒐集、分享與利用之信賴機制，規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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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機制或服務提供者之資格、註冊規

範、透明性要求、權利義務、統一之同意

格式等。

2.GDPR亦有公益資料利用之例外規定 

第89條為實現公共利益建檔、科學或

歷史研究目的或統計目的所為處理之保護

措施及例外規定。

（三）資料中介組織

現今數位環境中，平臺或中介服務提供者扮

演之角色日趨重要。過往法制層面較著重於資料

當事人與利用人之權利義務的探討，屬於中介角

色之平臺或其他中介服務提供者之角色較少被關

注及著墨。然而，若要讓不同來源之資料能夠易

於取得，並在保障資料當事人權利之基礎下，得

以被有效率的應用，平臺等中介者之法律地位、

資格及其應負擔之權利義務，即有規制的必要。

對中介者規範的明確化，並可提高當事人對於數

位環境資料授權與流通之信賴，建構更完善的資

料利用環境。因此，於歐盟資料治理整體法制政

策層面，與中介者相關之規範亦為建構的重點。

1.歐盟資料治理規則草案

歐盟關於網路上中介者權利義務的規

範，並不限於資料治理之面向，然而明確

將資料中介組織概念納入規範者，以資料

治理規則草案為主要代表。歐盟於此一草

案當中，基本提出了兩種不同程度的中介

組織概念，其一為一般之資料中介組織，

其二則為前述利他主義概念下，建立的資

料利他組織。前者，係指資料分享相關服

務的提供者，後者則是將以利他作為基礎

之服務提供者獨立為資料利他組織(data 

altruism organisation)，作為未來建立利

他資料儲存庫之基礎。

2.日本

日本於晚近對於產業資料共享之議

題，亦十分重視，雖未必達到法制建構之

程度，但亦提出相關法制政策嘗試建立

可信賴之資料共享服務產業政策。例如

Connected Industries政策，從自動化駕

駛、生物科技/健康照護、智慧生活、智

慧製造以及工業基礎設施的5個主要產業

面向，建立資料共享與串聯之政策機制。

或由總務省協助推動建立個資信託機構

（資料銀行）認證機制，為後續產業資料

共享奠定基礎。

3.澳洲消費者資料權規則

前述澳洲所提出之消費者資料權規

則，亦提出第三方資料服務提供者(中介

者)之概念，消費者有權決定其資料之授

權，而中介者亦可透過所取得與擁有之資

料為消費者提供適當之商品或服務。

貳、歐盟資料戰略下之資料治理法制結構

歐盟與國際上多數國家的產業，就跨國性數

位平臺於資料競爭上的地位極為相似。多數產業

與民眾對於跨國巨型數位平臺，於社會經濟層面

皆有高度的依賴。故本次分享以歐盟法制政策發

展為基礎，自歐盟如何檢視認定資料對其經濟、

社會發展的必要性與需求，至其如何因應需求提

出相應之資料策略，最後形成資料治理整體法制

結構的規劃及其至今之發展趨勢進行整理。

一、資料於歐盟資料治理發展之重要性

（一）對經濟之重要性

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萊恩(Ursula Gertrud 

von der Leyen)曾經提到：「真正的資料經濟將

會是創新與新興工作驅動的強大引擎。」也就是

說，資料經濟將帶來創新與新的工作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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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數據資料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D a t a 

Corporation，簡稱IDC)對歐盟之調查也顯示，

資料經濟於2019年在歐盟達到超過3248.6億歐

元的產值，占歐盟27國國內生產毛額之2.6%。

而能夠獲取與應用充足有價值的資料，是未來

新興產品與服務發展的基礎。以AI系統訓練之

發展來看，例如自駕車之研發，需取得來自車

輛本身產生之資料及第三方資料以確保系統運

作之安全性，包括對不同天氣狀況、路面情況

等資訊等。資料亦是新創及中小企業發展的重

要資源，有助於新創企業以最低的資金成本創

業。在歐盟市場當中，99%的資料供應事業與

98.8%的資料應用事業為中小企業，另有85%

因應資料經濟發展產生的新興工作計畫，亦來

自於中小企業。因此發展資料經濟對於歐盟整

體發展有相當助益。

（二）對社會之重要性

資料不只創造經濟價值，善用數據亦可以改

善人民健康與福祉，例如COVID-19疫情發展，

疫苗及藥物的研發，即須迅速累積與分享足夠

的病歷資料以及病毒變異之分析資料，進行疫苗

與藥物的研發，保障人民健康。透過日益先進的

量測與傳輸技術，獲取更即時、精確，提供更有

效率的公共服務以及更安全的社會環境，例如：

COVID-19的因應。

二、歐盟資料戰略期望創造的跨域資料空間

2020年2月歐盟提出針對歐洲單一資料空

間建構之資料戰略(A European strategy for 

data)，揭示歐盟未來於國際資料競爭發展下，

如何促進歐盟內部市場資料的流通與充分的應

用，以及邁向2030年資料經濟推升的政策願景。

其中不只是政策層面的描述，亦包含法制結構層

面已完成及未來需要持續架構的重點方向。而歐

盟執委會對於資料治理規則草案提出的影響評估

報告中，亦描繪了歐盟資料戰略所欲創造的歐盟

一般資料空間的概念(如下圖)，以及搭配這樣的

概念該建立如何的資料治理環境。可以看出，歐

盟所期待的，是一個有助於不同領域甚至跨領域

資料流通利用的整體環境。而其主要關注的領域

例如：健康、工業製造、農業、金融、交通行

動、綠色、能源、政府治理、數位技能等。

於資料治理的概念上，歐盟希望先促進個別

資料空間的建立，讓產業自願採用相關的標準，

並建立個別領域的規則。其可能的政策措施，包

括強化特定公部門資料使用之相關機制、建立資

料中介者之認證/標籤的架構、採用有助於資料

利他的措施、建立得以進行橫向水平協調的政策

組織等。期望藉由整體政策與法制的建構創造易

於取得與安全的資料處理環境，扶植得以被信賴

之中介者，與GAFA於市場上能逐步有競爭的可

能，並於資料利他的基礎上能夠安全的分享資

料，最終透過各國協調於規範與標準層面達到共

識。因此，就法制政策層面，資料治理的法制架

構，許多部分即採取直接訂定規則的方式提出，

例如已通過的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數位

平臺公平性與透明性規則，或2020年12月公布

的資料治理規則草案、2021年公布的人工智慧規

則草案等。規則之提出，無須再經由內國化，即

具有強制力，更能有效率的達成各國法制規範的

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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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EU資料戰略期望創造之跨域資料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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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盟資料治理問題界定

GDPR於2016年通過，其規制的內容幾乎

可以說是當時國際主流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規範當

中最為嚴格且完整之規定。其目的包括透過嚴格

而清楚的規範，建立社會大眾對於個人資料保護

的認知與信心，而更有意願將資料提供出來。然

而，儘管有此一規範，資料經濟對社會發展確實

存在高度潛能，歐盟境內之資料共享發展仍然有

限。歐盟執委會於資料治理規範制定之影響評估

當中，分析出歐盟資料環境發展現況問題，包括

對於資料共享缺乏信賴、公部門資料再利用及為

公共利益蒐集資料有相當的問題，以及資料再利

用技術仍有其障礙。此3個面向之問題，亦對應

了歐盟資料環境現況發展之相關結果。

以資料共享缺乏信賴之問題來看，由於許多

資料中介者都是跨國企業，市場被非屬歐盟之市

場支配者所把持，欠缺足夠有效的競爭者，不但

對消費者帶來損害，也讓市場的交易成本因而提

高，新創事業不願意參與資料共享。最終形成近

年來歐盟競爭執法所關注之支配市場的跨國事業

市場力被鞏固，影響整體資料市場競爭活絡的問

題。

至於公部門資料再利用及公共利益資料蒐集

問題，以及資料再利用之技術障礙，則產生共同

及個別的社會環境發展結果。於共同影響層面，

其導致了跨區域資料驅動創新的缺乏，因為內部

資料市場無法發展到一定的經濟規模，並且缺

乏跨歐盟國家之資料驅動產品，或相關服務、資

料之取得無法代表歐盟整體。此二問題，並可能

因此造成資料或AI相關系統之發展移出境外，形

成在資料經濟上對第三國的依賴。於個別影響層

面，公部門資料再利用及公共利益資料蒐集之障

礙，可能導致資料對於整體社會經濟能夠帶動的

價值未能完全釋放，創新與技術研發因此無法發

揮完整的潛力，以資料為基礎之產品或服務發展

不足，使得資料專業人員的培養或相關事業的開

發數量將更少。而資料再利用之技術障礙，亦將

導致相關專業人才與企業對外尋求出路，再度加

深對於第三國、大型跨國企業於資料經濟的依

賴。

四、歐洲資料戰略下之資料治理法制結構

歐盟2020年資料戰略的願景，係期望歐盟能

夠成為以「資料」為基礎，優化社會決策的領航

模範，最終獲得善用資料的各種利益。包括建立

更強大的生產力與競爭市場、改善健康、人民福

祉與環境，以及促進更加透明的治理與便利的公

共服務。以前述資料治理之相關問題以及所欲達

成之願景為基礎，歐盟規劃了就現階段來看極為

完整的資料治理法制結構以及推動落實之進程。

從基本先建立民眾信賴，進入到維持與促進內部

市場之充分競爭，再到促進資料充分流通應用等

3個層次，提出多項新興法制建構或指令修訂。

以下先就前開三層次所涉代表性規範進行初步的

整理，之後再就2020年底極為重要之歐盟資料治

理規則（草案）、數位服務法（草案）與數位市

場法（草案）規範架構之重點做摘要的分享。

（一）建立民眾信賴

於民眾信賴的層次，主要有兩個階段：首先

於2016年制定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如

前所述，針對數位環境的特性與變化，以完整且

嚴格的規範嘗試建立民眾對於資料提供的信賴與

信心，而有意願將資料提供利用。此一規範為後

續資料治理、資料經濟政策與法制規範極為重要

的基礎。其後歐盟提出與資料治理有關指令或規

則之修訂或規制，涉及個人資料之問題，皆是以

此規則為基礎，揭示相關規範須於不影響GDPR

規制為原則下運作。此一作法是對於人權的保

障，也同時向民眾揭示其受到GDPR保障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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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權，不會因為促進資料流通利用之相關政策

或法制而有所減損。

第二階段則是進階到數位消費者權的建構，

明示非以金錢作為對價，而以資料作為交易對價

之契約，亦需要適用消費者保護之相關規範。於

2019年公布消保現代化規則指令，以及數位內

容與數位服務供應契約指令，皆有相當之揭示。

例如數位內容與數位服務供應契約指令前言第24

點，即說明該指令必須適用於企業經營者向消費

者提供或承諾提供數位內容或數位服務，而消費

者相對提供或承諾提供個人資料的契約。而相關

個人資料可以於締約當時提供給企業經營者，或

於事後的一個時間點，例如當消費者同意企業經

營者可以利用由消費者上傳，或使用數位內容或

數位服務時所產生之個人資料時。此一法制觀念

轉換的明確說明，有助於對過往被認定為利用免

費服務，而非成立消費契約之數位服務消費者，

施以更完善的權益保障，亦有助於鼓勵消費者利

用需提供相關個人資料的服務，為資料經濟發展

奠基。

（二）維持內部市場充分競爭

針對市場公平、透明之競爭環境，歐盟於

2019年制定數位平臺公平性與透明性規則（P2B 

regulation）。此一規則訂定之背景，與歐盟近

年對於Google等巨型數位平臺操作演算法，或濫

用其透過平臺取得資料嘉惠自我商品或服務，而

導致不公平競爭的問題有相當之關聯。這些競爭

法個案之執法，讓歐盟意識甚至更清楚的發現，

巨型數位平臺對於看似並未支付使用對價的事業

使用者可以產生多大的影響，以及在數位環境下

這些數位平臺從資料取得、應用到商業機會導引

與競爭扮演的關鍵地位。而於法制適用的過程也

發現，這些對於數位平臺有經濟依賴關係的事

業，沒有足夠的法制規範可以保障其對於平臺提

供服務之各項作為有清楚的瞭解，尤其是否對於

演算法或服務提供有所操控或介入等問題，故於

黑箱作業下無法進行正確的商業判斷或適切的權

利主張。商品或服務提供者的揭露義務，過往法

制主要著重於對消費者的保護，就目前數位網路

經濟環境巨型平臺對利用其服務之商業使用者，

則無法保障。故確立數位平臺的角色，要求平臺

對於商業使用者保持一定程度之公平性與透明

性，讓商業使用者至少在充分認知之前提下做出

選擇與決策，應是最為直接之作法。日本參考歐

盟的作法，分析其國內事業如同歐盟境內事業雷

同，對於巨型數位平臺有其依賴性，故亦已公告

數位平臺交易透明化法，並於2021年2月生效。

於維持內部市場競爭層面，除了建立公平透

明之市場競爭環境外，並需要針對跨國巨型數位

服務提供者對歐盟內國市場發展之影響進行必要

的因應。故而歐盟於2020年12月進一步，針對

箝制數位巨獸，促進市場活絡與合理競爭層面，

公布數位市場法草案與數位服務法草案，並且透

過競爭法執法打擊大型數位平臺，加強消費者信

任，促進資料釋出。上述法案之重點，尤其各該

法案與資料治理法制結構之關聯將於稍後摘要說

明。

（三）資料充分流通運用

於促進資料充分流通運用之層面，如同本次

分享前面所述，歐盟資料戰略期望建構的是個全

歐盟整體性的資料空間。而歐盟認為公部門的

資料再利用是否得以突破與活化，對於其資料經

濟的發展有其重要性，也是需要解決之問題。故

2015到2019年於法制層面主要處理的是公部門

開放資料活化再利用。包括2015年提議建立歐洲

開放資料科學雲，2018年提出對於科學資訊近用

保存之建議，並於2019年公布公部門資訊再利

用指令。此外，為使創作權利與利益得以合理分

配，亦於2019年制定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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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於開放資料之外，更進一步促使非

開放資料活化運用，於2020年公布資料治理規則

草案，主要規範目的在於過往政府所持有，因屬

於營業秘密、著作權、個資隱私等法制保障，而

為開放利用之資料，亦可以透過特定機制被再利

用。同時將資料治理法律關係逐步完善，促進企

業間之資料共享，以及確認資料中介者之定位，

並關注資料利他主義之落實。2021年4月，更公

布人工智慧法草案，使資料可被用於AI研發與創

新應用的監理沙盒，進行資料創新實驗。歐盟於

資料治理規則草案之前言亦預告，將在同年提出

資料法草案，預期將更明確探討資料流通與資料

權之相關問題。

（本文係講座民國110年4月27日於公平會發

表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研

究所黃佑婷同學摘要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8

FTC 公平交易通訊   NO.104    中華民國111年3月號

前言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家便利

商店)、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玉山銀

行)，與拍付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拍付國

際公司)等3家事業(下統稱參與結合事業)，擬合

資設立「全盈支付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全盈支付公司)經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合致

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

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第4款「與他

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及第5

款「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

免」等結合型態。且參與結合事業民國109年國

內銷售金額均超過公平會公告應申報結合之銷售

金額標準，達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3款規定

之申報門檻，無同法第12條除外規定之適用，應

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

競爭評估

雖全家便利商店、玉山銀行、拍付國際公司

分別主要經營連鎖式便利商店、銀行、第三方支

付等業務，分屬不同領域，但因各參與結合事

業在結合前，皆有提供行動支付服務，且玉山銀

行、拍付國際公司之子公司，與新設事業全盈支

付公司均已獲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許可，得兼營

或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故公平會從水平結合

與多角化結合的角度進行評估。

在水平結合部分，由於參與結合事業各自提

供之行動支付服務內容與市場定位並不完全相

同，且各自所屬相關市場競爭激烈，存有強力競

爭對手，消費者亦可輕易轉換「嗶」工具，故參

與結合事業尚無藉由本結合案提高商品價格或服

務報酬之能力，尚不致降低彼此間相互競爭的誘

因，而新進業者亦仍有參與行動支付市場競爭之

可能性與即時性。

另在多角化結合部分，從法令管制、技術、

跨業發展計畫等面向觀察，均尚不致對相關市場

之潛在競爭產生影響。另從參與結合事業共同建

立行動支付生態圈面向觀察，考量連鎖式便利商

店提供行動支付服務的目的，在於提供多元且便

利之支付服務予消費者，銀行業者與行動支付業

者在經營發展上，亦無不積極與通路業者合作，

故參與結合事業較無縮減或拒絕與相關市場業者

合作的誘因。且其他競爭對手亦可透過自行發展

行動支付服務或與他事業合作，與參與結合事業

抗衡，故本結合案尚不致驟然改變相關市場結構

及原有市場地位，反而可能有促進行動支付業者

間競爭之正面效果。

此外，在數位經濟發展下，公平會也針對本

促進「嗶」市場競爭，公平會不「嗶嗶~」
全家便利商店、玉山銀行、拍付國際公司3家事業合資設立電子支付機構，搶攻行動支付市場的版圖。

■撰文＝周佑璘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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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公平會依據事業結合申報書重製）

本結合前後示意圖

結合前 結合後

結合案所涉使用者資料及數據累積，與個人資料

保護等新興數位競爭問題進行評估。考量參與

結合事業可因本結合案獲取之使用者資料及數據

的類型、特性，以及市場狀態，競爭對手並非無

法透過其他來源蒐集或以其他資料取代，且亦無

消除參與結合事業在個人資料保護面向之競爭壓

力，故尚難認參與結合事業在結合後所掌握之使

用者資料及數據即可為該等事業帶來其他競爭者

無法複製之競爭優勢，或有減損以隱私為基礎的

競爭之疑慮。

結語

經公平會就水平及非水平面向之限制競爭效

果，以及數據競爭與個人資料保護等議題進行評

估，均尚難認有顯著限制競爭的疑慮，得認其結

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故依

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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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廣告是網路使用者為搜尋特定商品資

訊，在搜尋引擎輸入「關鍵字」觸發的廣告，搜

尋引擎會在搜尋結果頁面的頂端或底端列出廣

告曝光區域，網路使用者便能透過點選該廣告區

域的連結到廣告主欲引導的網站位置。搜尋引擎

的功能，原本就是提供網路使用者與鍵入關鍵字

「相關」的搜尋結果而設計，當網路使用者於搜

尋引擎輸入特定表徵作為搜尋的關鍵字，其心裡

所欲搜尋的目標，未必僅限於該表徵所代表的事

業，還可能包含與該表徵有類似特徵的所有資

訊。越豐富多元且具相關性的搜尋結果，越有利

於網路使用者取得更充分資訊，作為點選連結、

瀏覽網站，或作成交易決定的依據，有助於降低

消費者的搜尋成本。

然而廣告主所購買的關鍵字廣告，如果其呈

現的整體內容，有使網路使用者誤以為兩者屬同

一來源、同系列產品或關係企業；或廣告主於

廣告內容使用爭議性的敘述文字，如：貶抑競爭

對手、不當比較、或對於競爭對手產品或服務的

描述與現狀不符等情形，因為這些類型的關鍵字

廣告，不只侵害他事業表徵所蘊含的經濟利益，

也無助消費者獲得更充分正確資訊及降低搜尋成

本，而且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則涉及違反公

平交易法規定。

案例背景及調查結果

檢舉人多次在Google搜尋引擎輸入「四方

通行」、「四方通行旅遊網」及「四方通行旅行

社」，在Yahoo!奇摩搜尋引擎輸入「四方通行」

等關鍵字，其搜尋結果會優先列出Agoda網站的廣

告，點擊後隨即連結到Agoda網站，攔截想要搜尋

四方通行旅行社網站的使用者，因此檢舉Agoda網

站使用他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告，為榨取他事業

努力成果，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Agoda Company Pte. Ltd.(下稱Agoda公司)

負責營運Agoda網站，提供全球超過200萬間旅

遊住宿的線上訂房服務。Agoda公司於民國106

年至110年3月17日期間購買並刊登本案的關鍵

字廣告。Agoda公司於關鍵字廣告中，使用競爭

對手四方通行旅行社的事業名稱，作為搜尋引擎

匹配消費者鍵入文字與搜尋結果的關鍵字，當

消費者在Google及Yahoo奇摩等搜尋引擎鍵入

「四方通行」等字串時，搜尋結果即會帶出本

案的關鍵字廣告。Agoda公司於關鍵字廣告標題

呈現競爭對手的事業名稱，標題上方或下方併列

「www.agoda.com/住宿/訂房折扣」的連結。

併列競爭對手事業名稱及自身網站網址

的爭議

「四方通行」是四方通行旅行社的註冊商

要注意！購買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告可能會
觸法
使用競爭對手的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告，並在關鍵字廣告標題併列競爭對手事業名稱及自身網站網

址，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撰文＝陳浩凱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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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Agoda公司使用「四方通行」作為關鍵字廣

告，並在標題呈現「四方通行」等文字及Agoda

網址，容易使網路使用者以為四方通行旅行社與

Agoda公司屬於同一來源或關係企業。如果消費

者因為混淆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點擊本案的關

鍵字廣告，就會被攔截並導向Agoda公司的線上

訂房平臺，進而減少四方通行旅行社接觸潛在客

戶的機會，並減損「四方通行」事業名稱背後所

蘊含的經濟利益。

依據Agoda公司購買並刊登本案關鍵字廣告

期間的各年度被點擊總次數，足見確有原本想要

搜尋四方通行旅行社的消費者被導向Agoda公司

的線上訂房平臺，尤其是Agoda公司更不應該挾

其知名度的優勢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以壓抑或妨

礙市場效能競爭，所以Agoda公司於Google及

Yahoo奇摩購買本案的關鍵字廣告，顯然已經影

響線上訂房平臺市場交易秩序。

結語

Agoda公司使用競爭對手的事業名稱作為關

鍵字廣告，並在關鍵字廣告標題併列四方通行旅

行社的事業名稱及Agoda公司的網站網址，為榨

取他人努力成果的顯失公平行為，而且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3 

 

（圖片來源：公平會）

本案關鍵字廣告之網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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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商威立雅公司 (Veol ia Environnement 

S.A.)擬公開收購法商蘇伊士公司(Suez S.A.)過

半數以上股權，並控制其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

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第5款之結

合型態。另因市場占有率及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

額達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

3款之申報門檻，且無同法第12條除外規定之適

用情形，因此由威立雅公司依法向公平會申報結

合。

相關市場

威立雅公司與蘇伊士公司均為我國焚化廠代

操作業者之最終控制母公司，分別透過子公司達

和環保公司及香港商蘇伊士新創公司受縣市政府

委託經營焚化廠，另蘇伊士公司於工業用水產業

鏈為威立雅公司之上游原料或關鍵設備潛在供應

商，所以本結合兼具水平及垂直結合態樣。

威立雅公司及蘇伊士公司均屬於與縣市政府

簽約之焚化廠代操作業者，本結合所涉水平結合

相關產品市場為「非有害廢棄物焚化處理服務」

市場；另蘇伊士公司與威立雅公司具上、下游之

垂直結合所涉產品市場為「工業用水化學品」、

「薄膜」、「水務系統」及「水務設施O&M服

務」市場等。而據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各縣

市焚化廠可處理自他縣市清運而來之廢棄物，又

工業用水產品及服務亦無法令限制營業區域或範

圍，故地理市場應界定為「我國」。

競爭評估

我國焚化廠之營運，係透過競標方式取得焚

化廠經營權，觀察歷來相關標案之競爭過程，市

場上競爭同業眾多，參與結合事業並非均處於領

先地位，且蘇伊士公司歷年來得標案件甚少，可

見參與結合事業彼此間原先並無緊密之替代程

度。又原有合約到期後重新招商結果，經營權大

多有所變動，現有得標廠商不必然能長久保持所

取得之市場地位，每次重新招標後市場狀況即有

巨幅變動之可能。再者，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

及交易相對人之身分(縣市政府)，亦足以箝制業

者經營行為，因此對於水平競爭市場造成之限制

競爭效果並不顯著。此外，結合後預期將有助於

雙方在廢棄物處理及相關技術的升級。

至於垂直結合部分，參與結合事業之市場占

有率有限，仍須面對諸多國內外業者之競爭，市

場參進條件也不因本結合而有改變，難以透過封

鎖手段增加競爭對手成本，因此對於工業用水供

應鏈市場之影響並不明顯。

結語

公平會經函詢產業主管機關、焚化廠所在地

縣市政府、競爭同業及下游交易相對人意見，綜

法國環保服務雙雄整併，公平會不禁止！
威立雅公開收購蘇伊士，打造水資源及廢棄物管理環保巨擘。

■撰文＝陳澤翔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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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考量前揭因素審議後認為，本結合尚無顯著限

制競爭疑慮，而得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

之不利益，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不

禁止其結合。

 2 

 

 
 

 
,

13 1  

 

 

（圖片來源：公平會依據事業結合申報書重製）

結合前 結合後

結合前後組織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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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公平會）

案例背景

公平會獲民眾檢舉，A購物平臺銷售微纖維

廚用吸水墊商品廣告宣稱「產地：台灣」及台灣

製造，惟商品上標示「產地：中國」，涉有廣告

不實。

調查事實

經公平會調查，A購物平臺銷售之微纖維廚

用吸水墊是由B供貨商提供，雙方合作並分配銷

售商品利潤，故A購物平臺與B供貨商併為廣告

主。另公平會發現，微纖維廚用吸水墊自民國

105年3月於A購物平臺銷售，商品原為臺灣製，

於108年1月改為中國製迄今，但其廣告於108年

1月至110年7月期間，仍宣稱「產地：台灣」及

台灣製造，因商品的製造地是影響消費者作成交

易決定之參考因素，廣告表示與事實不符，已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結語

公平會提醒業者，商品相關內容倘有變更，

應同時檢視修正廣告內容，並確保與事實一致，

以免觸法。

商品製造地廣告不實，公平會認定違法！
製造地、產地為消費者作成交易決定之重要參考因素，應確保廣告表示之真實，以免觸法！

■撰文＝李婉君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視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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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民眾向公平會檢舉M公司於網路銷售貓砂盆自

動除臭器，廣告宣稱「二代」及「鋰電池加量50%

超長續航」、「內置鋰電池容量升級4000mAh超

大電量 滿電續航∼8天」、「4000mAh大容量鋰

電池」等，予人印象為案關商品為二代產品，且就

電池電量升級加大。然而民眾實際收到商品為一代

產品且電池電量規格僅有2,600mAh。

M公司並未進口銷售電池容量4000mAh的

二代產品，廣告宣稱與實際給付情形不

符，違反公平交易法！

經公平會調查後，M公司自承實際未向廠商進

口銷售二代產品，給付消費者的商品為電池容量

2,600mAh的前一代產品，未如廣告所宣稱鋰電池

加量50%、鋰電池容量升級 4000mAh超大電量。

但M公司卻於廣告宣稱「二代」產品及電池容量等

內容，與實際給付情形不符，企圖藉由案關廣告宣

稱內容招徠交易相對人，故該廣告就商品品質之宣

稱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引起消費者錯

誤認知而做成交易決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

第1項規定。

廣告宣稱的品質及內容不實會影響公平

競爭秩序及消費者權益

按電池容量(單位：mAh/毫安培小時)是消費者

在購買充電商品時重要考量的因素之一，復就商品

推陳出新之特性，通常二代產品之品質優於前一代

產品，故事業在銷售電池商品時，廣告所宣稱的品

質及內容應與事實相符，以避免有廣告不實而危害

公平競爭秩序及消費者權益。

電池容量與廣告宣稱差距過大，廣告不實！
電池容量大小影響消費者購買充電型電子商品的選擇，如果廣告宣稱電池容量與實際差距過大，造成

消費者在預期使用商品上錯誤認知，不但令人感受不佳又有廣告不實之虞。

■撰文＝巫柏禹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 mAh/ )

（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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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近年來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已經開始意識到

演算法（algorithms）對市場競爭帶來的影響，

常見的情形包括已被電子商務平臺用以實施差別

取價，亦即依據用戶的個人數據/資料，就同一產

品或服務向平臺會員或熟客提供比其他一般消費

者更高的價格（大數據殺熟）；又如業者利用演

算法將餐點外送人員與網路叫車司機的潛能逼到

極限，導致外送人員或司機在運送路途中因試圖

達成系統指定的最長交貨或最晚到達時間而發生

交通意外等。此外，社群媒體慣用演算法依據用

戶的觀看習慣對其推播偏好的內容，進而對引導

公眾輿論產生實質影響，最為人熟知的例子便是

臉書（Facebook）的「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涉嫌左右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結

果，並使臉書深陷個資外洩爭議。

隨著科技發展並受益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

加速數位經濟一片欣欣向榮之際，演算法推薦技

術已獲數位業者廣為使用，並相繼衍生出大數據

殺熟、誘導用戶沈迷網路或過度消費、雇用網路

水軍、製造假流量等亂象。為此，中國大陸相關

主管機關於2021年針對如阿里巴巴、騰訊、順

豐、美團、滴滴出行等網路平臺巨頭分別施以

一連串雷厲執法，監管範疇涵蓋反壟斷、網路

安全，甚至是個人資料保護等，特別是中國大

陸「個人信息保護法」1普遍被認為是參考歐盟

「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所制定；與此

同時，中國大陸「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

規定」2也自2022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而使是

項規定成為領先全球之首部規範演算法運用的法

規。

雖然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 E C D） 3及歐

盟 4亦曾對演算法涉及「內容審查」（content 

m o d e r a t i o n）及「市場集中」（m a r k e t 

concentration）等議題表示關切，然中國大陸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會同「工業和信息化

部」、「公安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

等相關主管機關於2021年審議並通過、發布「互

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則是積極對

外宣示其在該項領域之領先地位以及加強監管之

企圖心。

演算法將成為中國大陸反競爭重點工作項目之一
中國大陸「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

局」共同於2021年12月31日公告「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並自2022年3月1日起實施。

■撰文＝陳淑芳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視察）

1 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21-08/20/content_4892505.htm.
2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22/0104/c1001-32323657.html.
3 https://www.oecd.org/daf/competition/Algorithms-and-colllusion-competition-policy-in-the-digital-age.pdf; https://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

cumentpdf/?cote=DSTI/CDEP(2020)9/FINAL&docLanguage=en.
4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220114IPR21017/digital-services-act-regulating-platforms-for-a-safer-online-space-for-users; https://

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STUD/2020/657101/IPOL_STU(2020)657101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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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

理規定」

為規範網路資訊服務演算法之推薦活動，維

護社會公共利益並促進網路資訊服務健全發展等

目的，中國大陸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

法」等相關法規，制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

薦管理規定」（下稱演算法規定）於2021年8月

公開徵求意見後，旋即於同年12月31月公告，並

自2022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

該演算法規定適用於中國大陸境內運用演算

法推薦技術提供的網路資訊服務，內容共計6章

35條，包括總則、信息服務規範、用戶權益保

護、監督管理、法律責任以及附則等內容，各章

規範重點如下：

（一）第一章「總則」：明定演算法係利用生成

合成、個人化推送、排序精選、調度決策

等技術向用戶提供資訊，並強調提供演算

法推薦服務需遵守法規、尊重社會倫理道

德、遵守商業與職業道德，遵循公正公

平、公開透明、科學合理與誠實信用的原

則；同時鼓勵產業自律，建立健全產業標

準與自律管理制度等。

（二）第二章「信息服務規範」：本章係結合法

律原則、具體規範與技術措施，規定演算

法推薦服務提供者需遵循的義務性規範，

包括服務提供者需優化演算法推薦服務機

制，不得利用演算法推薦服務從事危害國

家安全與社會公共利益、擾亂經濟與社會

秩序、侵犯他人權益等。再者，服務提供

者並需建立相關管理制度與技術措施，例

如健全演算法機制審核、數據安全與個人

資訊保護、反電信網路詐騙、安全評估監

測等，同時服務提供者亦需制定且公開演

算法推薦服務相關規則，並定期審核、評

估、驗證演算法機制，加強資訊安全管理

措施，並不得進行干預資訊呈現或不合理

限制等行為。

（三）第三章「用戶權益保護」5：

1.對於演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之用戶權益

保護訂有相關規範： (1 )演算法「知情

權」：要求告知用戶其提供演算法推薦服

務的情況，以及服務的基本原理、目的意

圖與主要運行機制等；(2)演算法「選擇

權」：要求向用戶提供不針對其個人特徵

的選項，或者方便用戶停止演算法推薦服

務的選項。一旦用戶選擇停止演算法推薦

服務時，服務提供者需立即停止提供相關

服務。演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需向用戶提

供選擇或者刪除用於演算法推薦服務中針

對其個人特徵的用戶標籤功能。

2.針對向未成年人、老年人、勞動者、消費

者等主體提供服務的演算法推薦服務提供

者訂出具體規範，例如不得利用演算法推

薦服務誘導未成年人沈迷網路、需便利老

年人安全使用演算法推薦服務，以及建立

完善平臺訂單分配、報酬與支付、工作時

間、獎懲等相關演算法；亦不得根據消費

者的偏好、交易習慣等特徵利用演算法在

交易價格等交易條件上實施不合理的差別

待遇等。

（四）第四章「監督管理」：涵蓋範疇包括(1)分

級分類管理：「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會同「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等相關主管機

5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22/0104/c1001-323237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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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ttps://www.cfr.org/blog/algorithms-become-point-emphasis-chinas-antitrust-efforts.

關（下稱演算法規定之主管機關）建立演

算法分級分類安全管理制度；(2)備案制

度：具有輿論屬性或者社會動員能力之演

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需在提供服務之日起

十個工作日內依規定完成備案手續；(3)安

全評估：具有輿論屬性或者社會動員能力

之演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需依相關規定進

行安全評估，並由演算法規定之主管機關

對演算法推薦服務依法進行安全評估與監

督檢查，倘若發現問題，則需及時提出改

善意見並限期改正。

（五）第五章「法律責任」：違反演算法規定者

將依相關法規論處，倘若相關法規未有規

定時，則由演算法規定之主管機關分別依

據職責施予相關行政與刑事責任，包括施

以警告、通報批評，責令限期改正；拒不

改正或者情節嚴重者，責令暫停資訊更

新，並處人民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者，依法給予

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者，依法追究刑

事責任。

結語

綜觀中國大陸「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

理規定」內容，中國大陸當前鑑於科技業者獲取

競爭優勢之特定技術，因而加強演算法反競爭行

為之監管，進一步確認並禁止事業操控演算法

的行為態樣，例如蘋果公司（Apple）透過演算

法優先採用其應用程式（App）及支付系統等手

段，削弱對手在其應用程式商店（App Store）

之競爭而受「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所禁止6。

此外，由於演算法規定亦考量數據揭露、用戶權

利以及演算法保密性等面向，從而促使中國大陸

演算法規定主管機關之執法目標日趨多樣化。

中國大陸此番藉由公布、實施「互聯網信息

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針對數位平臺經濟所展

露之執法願景，未來是否有助兼顧技術創新與市

場競爭，仍有賴進一步觀察實務上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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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數位經濟日益發展，為市場帶來創新的交

易型態，事業透過平臺連接用戶，實現更便

利的商業模式。在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

及網路效果（Network effect）之影響下，消

費者得以享受更好的產品品質及更低廉的價

格，此等皆為其正面經濟效果。然而，大型數

位平臺事業亦可能憑藉其強大網路效果產生鎖

入效應（Lock-in effect），或者建立數位生態

系統，進而提高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

形成參進障礙，導致不利市場競爭之情形。為

有效管理數位經濟日趨複雜的商業模式，德國

聯邦政府通過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簡稱

GWB）第10次修法草案（GWB Digitalisation 

Act），該法案於2021年1月生效後，其中一項

新規定（GWB第19a條）使德國聯邦卡特爾署

（Bundeskartellamt）能更有效規範並監督大型

數位平臺事業，並首度於本（2022）年1月5日

據此公布Google為重要的跨市場競爭事業1，以

適用管制大型數位平臺事業濫用行為之新工具－

GWB第19a條款。

GWB第19a條規範重點

大型數位平臺事業提供種類繁多的商品或服

務，甚至建立自身的數位生態系統，使其擁有競

爭對手難以挑戰的跨市場力。特別在GWB第18

條第（3a）項定義的多邊及網路市場上，更容易

導致或加速產業市場集中，並形成事業多角化或

垂直整合的商業型態。GWB第19a條主要立法目

的即是確定事業在特定市場的市場力，以及數位

生態系統對跨市場競爭可能產生的反競爭影響與

風險，並採取二階段監管模式，以防止重要的跨

市場競爭事業從事反競爭行為2。

在第一階段，德國聯邦卡特爾署針對多邊及

網路市場上活躍的事業，將視以下情形，評估是

否屬於重要的跨市場競爭事業：

一、事業對單邊或多邊市場的支配地位。

二、事業財務實力及取得其他資源的途徑。

三、事業垂直整合及在其他相關市場上活躍程度。

四、取用與市場競爭相關的數據。

五、事業經營活動對第三方進入供銷市場的相關

性及對第三方經營活動的相關影響。

在德國聯邦卡特爾署發布事業對跨市場競爭

德國公布Google為重要的跨市場競爭事業
為有效管理數位經濟日趨複雜的商業模式，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依據GWB第19a條規定於本（2022）年

1月5日公布Google為重要的跨市場競爭事業，其將適用於管制大型數位平臺事業濫用行為之新工具。

■撰文＝吳明賢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員）

1 Alphabet/Google subject to new abuse control applicable to large digital companies – Bundeskartellamt determines “paramount significance across 
markets＂。參閱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Meldung/EN/Pressemitteilungen/2022/05_01_2022_Google_19a.html;jsessionid=3C1D0994E58
F00A1FB9DC8407FB5E07A.2_cid378?nn=3591568。

2 Act against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 (Competition Act – GWB)。參閱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g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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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性的決定後，於第二階段即可進一步禁

止該事業從事某些具有反競爭效果的行為，禁止

行為包括：

一、垂直整合事業的自我偏好。

二、阻礙其他事業的供應或銷售活動（該活動與

進入市場有關）。

三、阻礙可以迅速擴大市場地位之競爭對手（即

使競爭者不具市場支配地位）。

四、透過使用數據處理策略，或要求允許此類處

理之條款，形成或提高市場參進障礙。

五、拒絕商品或服務的互操作性或數據的可攜

性，或者增加其難度，從而阻礙市場競爭。

六、對其他事業未充分告知所提供或委託的服務

範圍、品質、市場接受程度，或以其他方式

使該事業更難以評估服務的價值。

七、對另一事業的要約，索取與需求不相稱之利

益（例如要求傳輸非必要提供的數據或其他

權利）。

值得一提的，GWB第19a條主要是針對具

有中間媒介、守門人特殊地位之大型數位平臺事

業，在確定該事業對跨市場競爭具有重要性後，

即可規範其數位生態系統或平臺的單方行為，以

避免不利市場競爭，而不論該事業在界定的相關

市場範圍是否擁有支配地位。第19a條規定並將

舉證責任移轉予事業，由事業提出證據證明其行

為之客觀合理性，且因採用簡化的司法審查程

序，對於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依據GWB第19a條作

出之裁決，須由作為初審法院和終審法院的德國

聯邦法院進行審查，亦即僅得於德國聯邦法院提

出上訴。

Google是重要的跨市場競爭事業之理由

Google為提供互聯網服務和軟體商品的跨

國集團事業，其著名的產品包括Google搜尋引

擎、地圖、YouTube、Chrome、Android操作

系統、Play Store應用程式商店、Gmail等服

務。這些服務通常免費提供用戶使用，而從廣

告獲取收益。Google在德國一般搜尋市場擁有

超過80%的市占率，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且為

主要的搜尋廣告供應事業，並提供涵蓋整個數

位廣告供應鏈中的相關服務。此外，在其數位

生態系統中，Google對他事業訪問其用戶和廣

告客戶（例如透過Google搜尋、YouTube、

Android、Play Store或廣告服務）具有極大的

影響力，並且可為跨市場的他事業制定規則及

條款。

Google的商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分析

用戶的數據，因建立競爭相關數據的訪問權限，

而擁有強大的市場競爭優勢。德國聯邦卡特爾

署目前已審查Google的數據使用條款以及News 

Showcase服務，當局認為Google因具有廣泛的

服務型態，可從其龐大的用戶群、廣泛使用的廣

告服務，跨服務與跨設備蒐集大數據，使其得以

更有效地分析競爭相關的數據，不僅有助於精準

行銷數位廣告，並可藉此優化、拓展現有服務或

開發新服務。Google高度整合其服務，在相互關

聯的跨市場中，產品彼此具有互補性質，利用此

種競爭優勢，更容易向鄰近或新興市場擴張。另

一方面，一些服務在很大程度上僅得由Google

提供，且該服務對第三方的商業經營活動具有重

要性，可視為關鍵設施（Infrastructure）。基於

上述理由，德國聯邦卡特爾署認定Google屬於

GWB第19a條規範之重要的跨市場競爭事業，

Google對此決定不提起上訴，因而該決定即為最

終決定3。

3 B7-61/21, Case summary: Bundeskartellamt determines Google's paramount significance for competition across markets。參閱https://www.bundeskartellamt.
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Fallberichte/Missbrauchsaufsicht/2022/B7-61-21.html;jsessionid=2F34D701B93B351D2F6E4873A4918559.1_
cid371?nn=359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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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面對瞬息萬變的數位產業，世界各國皆著手

尋求適宜的方式，防止科技巨擘從事反競爭行

為。身為競爭法執法的先驅，德國聯邦卡特爾署

已依據競爭法GWB第19a條規定公布Google為

重要的跨市場競爭事業，該決定有效期間為自

其成為最終決定之日起5年，亦即至2027年1月4

日。借助GWB第19a條規定，德國聯邦卡特爾署

為數位平臺監管開闢試驗場，從實務個案中分辨

事業行為屬於濫用跨市場力（減損效益的反競爭

行為），或是應用創新能力拓展新市場（提升效

益的促進競爭行為），值得各界持續關注此管制

措施的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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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今激烈的商業競爭下，常常看到事業利用廣告提供不實的資訊給消費者，吸引買氣，也有藉

著散布不實消息，打擊他事業之營業信譽，以爭取客源等情形，因此公平會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

利益，並確保公平競爭，對此類涉及不公平競爭行為之事業加以規範。

根據公平會統計，自民國106年至111年1月底（下稱近5年）累計收辦檢舉案及成立主動調查案計

1萬506件，處理結案計1萬589件（含以前年度未結案件），扣除非屬公平會主管業務或程序不符之停

止審議案及重複檢舉同一案由後之案件（下稱啟動調查案件）計1,192件，依主要涉法行為態樣分析

（涉及多項違法行為案件經重複計算後統計），以不公平競爭行為600件（占50.3％）最多，其次為

限制競爭行為364件，占30.5％。（表1）

近5年啟動調查案件中不公平競爭行為600件，若依涉法行為別細分（涉及多項違法行為案件經重

複計算後統計），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418件（占69.7％）居首，其次為欺罔或顯失公平

行為178件，占29.7％。另作成違法行政處分者計223件，占不公平競爭行為啟動調查案件37.2％。

若觀察個別涉法行為作成違法行政處分情形，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184件最高（占個別

啟動調查案件418件44.0％），其次為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40件，占22.5％。（圖1）

不公平競爭行為案件統計
■撰文＝王性淵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視察）

■撰文＝張晏慈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表1　近5年啟動調查案件－按涉法行為態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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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年公平會針對違反不公平競爭行為發出240件處分書，處分328家，罰鍰金額1億1,755萬元，

依違法行為觀之，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罰鍰金額9,240萬元（占78.6％）居首，其次為欺罔

或顯失公平行為罰鍰金額2,515萬元（占21.4％）（圖2）；若觀察平均每家事業罰鍰金額，不公平競

爭行為平均每家36萬元，其中以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57萬元最高，其次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

為33萬元。

圖1　近5年不公平競爭行為啟動調查案件及行政處分比率

圖2　近5年違反不公平競爭行為罰鍰金額－按違法行為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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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成立於民國81年1月27日，迄今已經過了30個年頭，為慶祝該會成立30週年，公平會於1月

21日在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舉辦「公平30 交易磐石」30週年慶祝茶會活動，蔡英文總統、蘇貞

昌院長皆親蒞致詞，經濟部王美花部長、中選會陳朝建副主委、海委會蔡清標副主委、公平會歷任主

委、副主委及委員、史瓦帝尼王國大使館代理大使、紐西蘭商工辦事處代表、蒙古貿易經濟代表處副代

表、工總、商總、傳銷公會及相關產業團體、學者專家等貴賓逾百人參與盛會，齊祝公平會生日快樂！

本次茶會除播放公平會30週年回顧影片、外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祝賀影片的合輯外，並由總統、行政

院長、公平會李鎂主委、歷任主委及與會貴賓，一同啟動點亮水晶球慶祝儀式，祝賀公平會30週年生日

快樂，並策勵公平會繼續迎接未來的挑戰；另會場周邊設有時光迴廊展示，透過追尋歷史的軌跡及經驗

傳承，為公平會注入更豐沛的動能。此次茶會在與會貴賓熱情參與及支持下，氣氛溫馨感人，活動圓滿

落幕。

1

3

2

4

1.公平會「30週年慶祝茶會」，蔡總統英文蒞臨致詞。
2.公平會「30週年慶祝茶會」，蘇院長貞昌蒞臨致詞。
3.公平會「30週年慶祝茶會」，李主任委員鎂致詞。
4.公平會成立30週年慶祝茶會點亮水晶球慶祝儀式。

民國111年1、2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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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6日及14日分別於臺中市及臺北市辦理「製造業遵法與競爭宣導」說明會。

■ 2月9日至10日參加ICN「2022年倡議研討會」會議(視訊)。

■ 2月 18日、21日及22日參加APEC「競爭政策與法律小組」及「經濟委員會」會議(視訊)。

■ 2月23日參加「OECD競爭開放日」會議(視訊)。

7

5

8

6

7.公平會於臺中市辦理「製造業遵法與競爭宣導」說明會。
8.公平會於臺北市辦理「製造業遵法與競爭宣導」說明會。

5.公平會「30週年慶祝茶會」，與會全體來賓合影。
6.公平會「30週年慶祝茶會」，歷任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委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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