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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有關數位平臺交易慣行實況調查報告書

一、數位平臺市場調查

日本公平會對於數位平臺交易狀況進行產業調查，主要以線

上購物與App商店為主要調查對象，由於供應商長期依附在某平

臺上，會產生不可偏離的依賴關係，使得日本公平會擔心是否存

在以下違法疑慮，透過分別發放問卷予消費者、平臺業者、供應

商進行調查，彙整分析實際交易狀況。

(一)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9項第5款）

以下幾種情形可能構成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包含：1.未

揭露交易手續費之計算方式，收取手續費欠缺合理依據；

2.無正當理由，要求平臺供應商實施一定SOP作業(正當理

由：例如為方便消費者閱覽而統一畫面格式等)；3.無正當理

由，強制保管平臺供應商之銷售金額。在調查中發現，許多

平臺會先代收銷售金額，再轉付給供應商，但在轉付供應商

時會巧立名目，扣除無關之費用，減少供應商應得之銷貨金

額(正當理由：如帳號遭盜用或停權、涉嫌仿冒或詐欺等違法

行為之保管措施)；4.可歸責於平臺之事由，致寄存於其倉庫

之供應商品有毀損或滅失者，不予賠償或僅賠償部分金額；

5.為拉攏消費者使用其數位平臺，強迫平臺供應商接受消費

者不符合約定條件之退貨、退款請求，且無相關補償機制；

6.強迫平臺供應商購買非必要時段或版面之廣告；7.無正當

理由，附加違反服務租用條款之處罰措施(正當理由：如促使

平臺供應商遵守消費者保護相關規定等)。

公平會電子報歡迎上網訂閱，網址：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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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競爭者妨礙交易行為（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

9項第6款）

除前述垂直面的濫用交易優勢地位外，

還有水平面的妨礙競爭者交易，包含：1.禁

止App商店在其他平臺上架；2.利用平臺供

應商取得之銷售或客戶資料數據，為有利於

自己或關係企業之商品銷售活動(如差別待

遇)；3.利用演算法對自己或關係企業給予商

品搜尋優先排序或減免手續費、有利付款條

件；4.對銷售與自己或關係企業相同或同種

商品之供應商，拒絕其租用平臺服務之請求

(如拒絕交易)。

(三)附限制交易條件行為（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9

項第4款）

附限制交易條件為其他國家最常見的行

為，包含：1.最惠國待遇條款(MFN條款)；

2.禁止平臺外促銷商品活動；3.限制設定

App內購買付款(In-App Purchase)，以賺取

15%-30%手續費；4.限制商品定價區間。

二、數位平臺事業取得及利用個資處理原則

前述行為是針對平臺與平臺供應商，而數位

平臺事業取得及利用個資處理原則，則是針對平

臺與消費者間，日本公平會於2019年公布「有關

數位平臺事業對提供個人資料消費者濫用交易優

勢地位之獨占禁止法處理原則」，並於2022年

修正，負責處理消費者於平臺留下個資時，平臺

業者應如何應用，可以區分為取得與利用兩大方

向，以下分別介紹。

(一)個資取得

個資不當取得行為包括：1.平臺於取得

個資時，未清楚告訴使用者利用目的；2.超

過達到利用目的之必要範圍，違反消費者意

思取得個資；3.未設置安全管理個資之必要

適當措施；4.對於繼續使用平臺服務系統之

消費者，除作為使用對價登錄之個資外，要

求其提供其他個資等經濟利益。

(二)個資利用

個資不當利用行為包括：1.超過達到利

用目的之必要範圍，違反消費者意思，利用

個資；2.欠缺設置安全管理個資之必要適當

措施，利用消費者個資，導致消費者個資被

盜用，造成消費者困擾。在日本也有個人資

料保護法，此時便產生法律競合關係，但此

資料保護法是從市場面、交易秩序面，定調

於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下的概念。

三、數位平臺主要案例

(一 )荷蘭Book ing .com B.V.旅宿預約網站案

(2022)

涉案公司經營Booking.com旅宿預約

網站，要求與其締約供應位於日本旅宿之業

者，房間數及價格等條件，必須相同或較其

他銷售平臺通路有利(MFN條款)。涉案公司

後來提出和解改正計畫，和解改正計畫係

指，事業發現有違法嫌疑時，在日本公平會

做出處分以前，若自行提出改正計畫，則可

免受調查、懲處，而本案涉案公司即提出和

解改正計畫，取消系爭限制條件約款，經日

本公平會認可並停止調查。

(二)美國Apple公司限制設定App內購買付款案

(2021)

涉案公司在 A p p  S t o r e  R e v i e w 

Guidelines規定，App供應商發行影音、電

子書等數位商品，必須以設定App內購買付

款方式收費，以收取售價15%或30%手續

費。涉案公司提出修改相關規定等改正計

畫，承諾每3年提出執行狀況報告，日本公

平會認定本案已無違法之虞，終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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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mazon Japan公司庫存補償契約案(2020)

涉案公司利用其交易相對優勢地位，

與網購供貨廠商締結庫存補償契約，在不

可歸責於供貨廠商情況下，從應付給廠商

銷售貨款，扣減庫存補償金額等，即庫存

損失由供貨商自付。涉案公司提出和解改

正計畫，對1,400家供貨廠商，合計支付約

20億日幣貨款差額(退回供貨商)，經認可後

停止調查。

(四)樂天公司網購免運費案(2020)

涉案公司(大型網購公司)預計實施「網

購金額滿3,980日幣，免運費(沖繩及離島區

域除外)」方案，但是網路商店叫苦連天，廠

商認為平均一件運費成本為1,600日幣，銷

售金額扣除成本，尚須負擔運費，可能產生

虧損。

這個案件在日本相當罕見，日本公平

會向東京地院申請緊急停止命令，因存在違

法之虞，命樂天公司停止違法行為，要求暫

停實施前開方案。但是樂天公司停止實施之

後，日本公平會未終止調查，其撤回停止命

令的申請，繼續進行調查。樂天公司強行要

求供貨廠商負擔運費，是否屬濫用相對優勢

地位行為，雖有廠商表示是共利共榮，但目

前本案仍在持續調查中。

(五)樂天公司旅宿預約網站案(2019)

涉案公司經營樂天トラベル(Travel)旅

宿預約網站，要求與其締約旅宿業者供應之

房間數及價格等條件，必須相同或較其他銷

售通路有利(MFN條款)。涉案公司提出和解

改正計畫，取消限制條件約款，經日本公平

會認可後停止調查。

(六)Amazon Japan公司消費回饋點數案(2019)

涉案公司單方更改網購回饋條款，規定

全部網購商品給予1%回饋點數，但是要求

網路商店要負擔該點數資金。日本公平會介

入調查，涉案公司更改系爭條款，許可網路

商店得自行決定是否給予消費回饋點數，因

此日本公平會終止審查。

(七 )美國A p p l e公司 i P h o n e手機經銷契約案

(2018)

涉案公司對經銷 i P h o n e手機之N T T 

DOCOMO、KDDI、SoftBank等電信業者，

統一規定有關進貨數量、通話資費方案、舊

機回收通路、資費契約期滿折扣等事項。日

本公平會介入調查，涉案公司便修改其約

款，經日本公平會認定後，本案已無違法之

虞，終止審查。

(八)大眾寵物online公司限制網站刊登案(2018)

涉案公司規定利用其仲介平臺網站之寵

物繁殖業者，不得在其他仲介平臺網站刊登

貓、狗等寵物訊息，限制交易對象。其後，

涉案公司提出取消該限制規定之改正措施，

日本公平會認定已無違法之虞，終止審查。

(九)小結

除了樂天公司網購免運費案件外，可以看

到日本公平會大部分都是以行政和解方案來終

結案件調查，符合對數位平臺柔性執法原則。

四、數位廣告市場調查  

 (一)有關數位廣告市場之交易實態最終報告書

1.調查意旨

由於數位平臺提供多樣免費服務，藉

以累積及利用消費者個資，因此可以依照

消費者需求刊播消費者關注的商品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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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龐大的廣告收入。數位廣告交易量成

長，改變傳統廣告媒體營收結構，壓縮傳

統媒體廣告收入，嚴重影響廣告媒體事業

活動。為明瞭數位廣告市場之交易實態及

競爭狀況，以擬定獨占禁止法或競爭政策

之因應方針，因此實施數位廣告交易實態

調查。

2.調查方法

日本公平會以問卷調查方式詢問廣告

主、媒體、代理業、使用搜尋網站與社群

網站的消費者，亦舉辦公聽會，邀請數位

平臺、廣告相關事業及團體、學者專家，

並參考各國、OECD、ICN策略，甚至與

英國、澳洲協商交換意見，討論如何處理

數位廣告問題。

3.數位廣告類型

播送數位廣告有以下幾種類型，包

含：(1)搜尋連結型：在Google、Yahoo!

等平臺，以關鍵字搜尋結果顯現相關廣

告標題，連結至標題專屬網頁； ( 2 )自

有營運型：YouTube、Yahoo!Japan、

Facebook、LINE，Twitter....，在自有平

臺網頁，直接刊播廣告內容；(3)開放展示

型：在自有平臺以外網頁，包括新聞媒體

網頁等，刊播廣告內容。

4.數位廣告市場地位

以Google而言，其在搜尋連結型市

場，擁有70%-80%市占率之獨占地位。

Facebook、Google、Yahoo！在自有營

運型市場，各有至少10%-20%不等之市占

率，具相當市場地位。另外，Google在開

放展示型市場中，不同面向有不同的市占

率，分別為在媒體有80%-90%、網路有

50%-60%，仲介平臺則分別為需求方與供

給方，在需求方平臺為60%-70%、供給方

平臺為50%-60%，在市場上已到達類似寡

占或獨占之市場地位，所以有競爭政策介

入的空間。

5.傳統媒體增加數位廣告收入之方式

調查中發現在總廣告費之占比，數位

廣告逐年遞增，傳統媒體（電視、廣播、

報紙、雜誌）廣告逐年遞減，如何轉變經

營模式、增加數位廣告收入，成為傳統媒

體經營重點。傳統媒體增加數位廣告有以

下方式，包含：(1)自設新聞網頁刊播廣

告，如：獨賣、產經、朝日新聞，路徑

包含消費者直接加入書籤、用Google 新

聞搜尋、(自營)媒體社群、Yahoo!新聞 /

LINE新聞連結，其中Google 新聞搜尋、

Yahoo!新聞 /L INE新聞連結路徑占比相

當，且相對於書籤、媒體社群路徑比率

高，Google新聞搜尋路徑流量增加，有助

於媒體網頁廣告及收費會員增加；(2)在入

口網站、新聞App提供新聞內容，分享該

網站、APP廣告收入，收費方式包含固定

金額、按收入比例或瀏覽次數，或其他約

定方式(即分潤比例)。

(二)獨占禁止法、競爭政策之因應方針

日本於2021年實施「特定數位平臺交

易公正性、透明性提升法案」 (2020年制

定通過)，其主管機關為日本經濟部，平臺

應將使用約款事先揭露，包含演算法、排

序標準，若平臺供貨商、使用者有任何爭

議，應設置內部紛爭解決機制，每年向經

濟產業省提出紛爭解決機制、資訊揭露情

形，若數位平臺未盡法案所要求義務，主

管機關最高可處100萬日幣罰鍰，更會針對

個案移送日本公平會，所以數位廣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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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沿襲透明法案，要求資訊揭露及內部紛

爭解決機制之設置。

1.課予交易相對人不利益之行為

在調查中發現，廣告分潤的議題較

會牽扯到競爭議題，如：平臺是否於數位

廣告市場對交易相對人有不利益的行為，

對廣告主、仲介商、媒體濫用相對優勢地

位，違反誠信原則、契約顯失公平，所以

產業調查後，日本公平會發布更改契約宜

應注意事項：(1)事先通知，並說明內容；

(2)應給予說明意見機會，並考量對方不接

受之合理理由；(3)設定從通知至適用之充

分期間；(4)考量內容公平性。

2.排除競爭事業之行為

排除競爭事業行為包含優先排序關

係企業媒體之廣告，排除非關係企業之廣

告仲介商，將影響數位廣告市場之公平競

爭。因此在因應方針中建議，數位平臺應

建置對於媒體事業，充分揭露演資法(排

序)資訊或廣告競標機制。

3.競爭事業之行為

此外，亦包含對競爭事業的行為，

競爭事業亦屬平臺，若相對於交易相對人

是屬具有相當市場力之媒體事業，拒絕或

停止提供其他需求平臺事業刊播廣告之服

務，則平臺應說明拒絕或停止刊播之理

由、給予對方充分回應期間、揭示明確接

受刊播請求之標準。

4.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條件

對廣告代理商或仲介商，限制事業

活動條件，如：不得與有競爭關係之其他

平臺事業交易、不得與其他大規模媒體交

易、達成平臺一定交易量、不得利用與平

臺相同功能服務，則該因應方針建議，對

於限制條件內容宜事前揭露，並應載明於

契約書面，若更改契約內容，亦應遵守上

揭注意事項。

5.與消費者交易

在廣告設置上應有可識別性基準，內

部則應有廣告詐欺防範措施、帳號審查基

準，在消費者使用平臺搜尋時，在個資保

護亦應注意，不得有不當取得、利用的情

事，如：未告知取得個資之利用目的、未

明確告知利用個資目的、超過利用個資目

的之必要範圍。

6.與媒體事業交易

與媒體事業進行交易時，應揭露支付

提供新聞內容之計價標準，使媒體事業知

悉所得收益是否合理，不得對於關係企業

媒體之搜尋新聞優先排序。日本公平會尚

未認定此情形違反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由

於目前新聞媒體利用平臺的廣告收入，與

新聞媒體App的收入相當，也就是說，日本

公平會認為尚未構成交易上依賴性，而若

依照數位市場廣告的發展趨勢，未來若形

成交易上不可偏移的依賴性，又未完整揭

露資訊，平臺就可能違反透明法案，不排

除移送相關案件到日本公平會進行調查。

因此在方針中提及，媒體宜應建置效率協

商體制，充分且明確揭露新聞內容計價、

決定廣告排序基準等交易資訊。

伍、對我國公平會執法之啟示

一、近期目標

近期公平會首當重要業務為結合申報，如有

牽涉數位平臺多邊市場特性，應增修結合申報案

件之銷售金額標準及計算方法、相關市場界定

之處理原則，增修重點包含併購數位科技新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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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對價之申報金額及標準、數位平臺多邊市場、

SSNDQ等市場界定標準。

二、中長期目標

是否對於數位平臺進行全面性的產業調查，

包含消費者個資數據取得及利用、數位廣告，產

業調查完後再檢討是否有必要訂定相關規範說

明，均是未來努力方向。

三、媒體與數位平臺之廣告分潤爭議

最後則是平臺廣告分潤爭議，目前各方意見

不一，尤其是通訊傳播業者。各國介入立場點有

所不同，有從著作權、強制媒體議價、網路治

理，本人認為問題核心在於締約地位不對等、交

易資訊不對稱。

目前公平會立場係依照公平交易法第15條聯

合行為例外許可，加強集體議價能力，讓弱勢一

方提升締約地位，但前提在於目前國內媒體在經

營型態、數位廣告發展上，是否已經對於數位平

臺形成交易不可偏離性。另外依照現行案件處理

原則，強調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之資訊揭露，將來

公平會作為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的主管機關，當應

維持市場看不見的手原則，不宜介入協商過程，

而應創造對等協商環境。

（本文係講座民國111年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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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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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多位民眾向當地市政府消保單位申訴兒童數

位教材商品業者A公司利用公益團體辦理親子活

動名義行銷商品，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

規定，公平會接獲函送資料後立案調查。

依附公益團體活動行銷，使人誤認與公

益團體相關而與其交易

公平會調查發現，A公司為兒童數位教材商

品業者，長期贊助與其關係密切之B協會及C協

會等公益團體所辦理親子活動，並透過幼兒園發

送親子活動文宣，招徠孩童家長出席親子活動藉

以行銷商品。B協會及C協會每次辦理親子活動

都邀請A公司前去設攤行銷商品，但活動現場並

未揭露A公司為兒童數位教材銷售業者，A公司

行銷人員的制服及識別證也只有印製商品名稱，

活動參與者無從分辨A公司行銷人員與該2協會

人員之身分。多位民眾表示，接獲幼兒園發放繪

畫比賽或童樂會邀請函，攜帶孩童前往欣賞自己

作品或領取獎品，現場卻有業務員以公益團體人

員或老師名義行銷商品，事後才發現是A公司利

用幼兒園發放公益活動文宣，誘引家長參加而行

銷商品。

A公司也利用B協會名義印製「幼兒學習遊

戲合集」文宣行銷商品，A公司不但未於文宣中

揭露其事業名稱，甚至在文宣印製B協會之標誌

圖樣，並特別註明「全套課程免費下載」，利用

孩童家長信賴公益團體心理，以為係B協會提供

或推薦之學習教材，促使孩童家長於A公司網站

註冊姓名及電話等個人資料，下載試用學習教

材，A公司再透過電話關懷孩童使用狀況，約定

時間到府拜訪推廣商品，構成使他人陷於錯誤而

與之交易之欺罔行為。

因此公平會認定A公司依附公益團體活動行

銷兒童數位教材商品，隱匿其實為該商品銷售業

者，使他人陷於錯誤而與其交易，同時亦影響同

業間公平競爭之交易機會，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結語

公平會呼籲：1.公益團體辦理公益活動邀請營

利事業參與並行銷商品時，應避免讓消費大眾對

公益活動與營利事業銷售活動產生混淆；2.公平會

並非反對營利事業透過贊助公益活動之方式行銷商

品，但必須充分揭露相關資訊，以避免觸法；3.在

少子化浪潮下，每個孩子都是父母的寶貝，父母在

公益活動場合遇業者行銷兒童教材商品時，仍應先

確認業者真實身分，以避免權益受損。

公益、營利一家親？消費者要停看聽
事業透過贊助公益活動之方式行銷商品，必須充分揭露相關資訊，以避免觸法。

■撰文＝徐倬園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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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量販業者面臨激烈的價格競爭，在毛利

偏低及勞動成本提高之經營困境下，大潤發公司

未能成功開拓無人商店及網路電商平臺等新型態

市場，且大潤發公司之母公司亦逐漸撤離亞洲市

場。全聯公司為滿足消費者對於商品多元化之需

求，補足現今欠缺非生鮮類之量販店版圖，達到

全通路佈局，故擬與大潤發公司結合。全聯公司

擬取得大潤發公司95.97％股份，合致公平交易法

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第5款結合型態，且該2公司

上一會計年度之國內銷售金額已達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申報門檻，且無同法第12

條之除外適用情形，因此於結合前向公平會提出

申報。

競爭評估

公平會認為本結合有提升營運效率、增加商

品之調度效率、減少店面缺貨率及提升客戶滿意

度之規模經濟及範疇經濟綜效，有益於配合政府

執行平抑物價措施擴及於大潤發門市及參與結合

事業承諾事項之經濟利益，又尚無共同效果與阻

礙潛在競爭者參進之可能。惟鑒於本結合對量

販超市市場之市場占有率、市場結構及市場集中

度有所提高，雖參酌全聯公司過往之低價策略執

行情形及其承諾，或可減緩單方效果之疑慮，但

仍無法完全消弭。又本結合尚存有上游供貨廠商

抗衡力量減弱之限制競爭疑慮，雖供貨廠商銷售

商品之管道不限於量販超市，尚有便利商店、專

賣店、網購通路等其他眾多通路業者可由供應商

選擇及分散經營風險，但參與結合事業市占率高

達38.77%，顯為供貨廠商販售商品的關鍵性通

路，倘參與結合事業於結合後不當收取附加費用

或就供銷合約條件為不利之變更，仍難與其抗

衡。

附加負擔

考量本結合仍存在前述限制競爭疑慮，為確

保全聯公司就限制競爭疑慮事項所提承諾得以實

現，並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附加下列負擔解除疑慮(完整負擔內容請參結

合決定書)：

一、應確實履行主動提出之承諾，不得任意調漲

價格。但非因參與結合事業之原因，例如供

貨商本身成本結構改變之漲價等，不在此

限。

二、結合實施之次日起3年內，維持全國各門市價

格一致為原則之全國訂價政策，並針對各地

區競爭情形得再調低價格。

三、結合實施之次日起，對於個別供貨商所取得

之附加費用，不得任意提高。但基於新增服

全聯併大潤發，附加負擔通過
全聯公司擬取得大潤發公司95.97％股份之結合案，公平會不禁止其結合，但附加負擔，以確保結合後

「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撰文＝賴心儀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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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所衍生之附加費用項目，不在此限。

四、結合實施之次日起3年內，全聯公司對於其供

貨廠商不收取商品上架費、新點贊助費。

五、結合實施之次日起3年內，對於年度供銷制度

之變更及交易條件之修正，不得更為不利。

若有新增服務所衍生之附加費用項目，應由

供貨廠商選擇及決定是否使用該項服務，且

須事先取得同意。

六、結合實施之次日起，刪除供銷合約中有關最

惠客戶相關約定條款及執行方式之約定。

結語

本結合雖有限制競爭疑慮，然而全聯公司申

報結合時已自行承諾，主動提出願意負企業社會

責任(CSR)的多項作為，包含平抑物價、協助農

產品促銷、加強對離島與偏鄉服務及致力於社會

公益或急難救助等。公平會希望藉由此結合案達

到業者、消費者、社會大眾三贏的局面，透過附

加必要負擔，進一步消弭可能產生之限制競爭不

利益，並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因此本案附加負擔

不禁止其結合。

 
 

 
  
 

 
 

（圖片來源：公平會依照事業結合申報書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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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A公司為保健食品製造商，透過醫療器材行、

藥局等上百家實體通路將商品銷售予消費者。公平

會接獲B公司檢舉，A公司要求其簽訂「商品供貨

協議書」，於實體店面及網路平臺均須配合協議書

中的價格表銷售，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有關限制轉

售價格之規定。

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認定

事業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使經銷商無法

依據各自所面臨之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訂定售價，

將削弱同一品牌內不同經銷通路或零售業者間的價

格競爭，所以如果沒有正當理由，事業不得為限制

轉售價格行為，而在違法認定上，除須就採行限制

轉售價格事業所具有市場力予以考量外，亦須就事

業所採行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是否產生實質限制效

果進行觀察。

實質限制效果之評估

經公平會調查，A公司提供下游經銷商簽訂的

「商品供貨協議書」，內容訂有建議售價表、不得

削價競爭約定及處罰機制。據公平會電訪多家下游

經銷商皆表示，該等公司未被強制要求須按協議書

之價格表銷售，且檢舉人B公司亦表示，其並未配

合A公司提供之建議價格表銷售。另經該會上網搜

尋購物網站案關保健食品零售價格狀況，各賣家銷

售價格區間不一，尚難證明A公司實質上有限制商

品轉售價格。再依2021食品產業年鑑之資料，以

我國保健食品市場總值為基礎，A公司市場占有率

目前並不高，國內保健食品品牌眾多，市場具有競

爭。此外，A公司在公平會調查過程中，已主動刪

除協議書中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有關限制轉售價格

之條款。

結語

本案依調查結果，雖尚難認定A公司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惟其之前的商品供貨協

議書確實訂有限制商品轉售價格及違約處罰機制，

公平會調查後亦去函提醒A公司之後經營應切實遵

守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避免觸法。

上游製造商限制下游經銷商的價格，小心違
法！
事業應容許下游經銷商(實體店面或網路賣家)有自由決定商品價格之權利，除有正當理由外，均不得

限制其定價之自由。

■撰文＝章法筑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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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案緣報載海運塞港問題，造成進口商品乾干貝

缺貨、市場價格高漲，公平會先比對乾干貝進口報

關資料及經由公司登記查詢系統分析，發現國內乾

干貝主要集中在二大集團，兩者合計進口量高達7

成，年進口量並未減少，但乾干貝售價卻急漲，因

此公平會主動立案調查。

乾干貝是逢年過節送禮的好選項

我國乾干貝以日本北海道進口為大宗，占

95％以上，而乾干貝商品規格，具有國際標準，

主要可分為L、M、S、SA及SAS等，尺寸越大重

量越重、價格也越高。乾干貝也是國人喜愛之重要

年節商品，雖仍有龍鮑翅、烏魚子等高單價商品，

但屬性、價位檔次、進口來源產地，均與乾干貝不

同，乾干貝也可以用在料理食材上，用途較為廣

泛，因此本案產品市場界定為「乾干貝市場」。

公平會比對報關資料，戳破業者辯稱成

本上漲託詞

經公平會實地訪查下游門市及約談兩大集團，

我國乾干貝進口業者利用過年前市場需求旺季，在

民國110年11月聯合調漲乾干貝價格，過年前熱門

的乾干貝尺寸L調漲到每台斤3,800元以上、尺寸M

則調漲到每台斤3,300元左右，尺寸S、SA也分別

調漲到每台斤2,000元及1,700元以上，乾干貝進口

業者具有一致性之價格區間。

二大集團聲稱因為進口成本上升因素而調漲售

價，但卻無法說明漲價決策考量或試算依據，且對

於各尺寸成本漲跌情形也不清楚。公平會向財政部

關務署調閱海關進口報關資料，分析110年度及上

一年度之進口價格與數量，也相較兩大集團之各尺

寸成本發現，雙方進貨成本不同，各自緩衝能力不

同，尤其在進貨成本趨勢上，110年度之成本均較

109年度下跌，並沒有成本上升因素。

LINE溝通對話要小心，千萬不要交換競

爭敏感資訊

公平會查證二大集團曾以LINE訊息傳送乾干

貝之網路售價及乾干貝產品圖片，確認商品及價

格，也曾經交換乾干貝之價格調漲資訊，顯示雙方

透過資訊交換，對於調漲乾干貝價格有所提示與認

知。

結語-不可與競爭對手輕易打招呼

兩大集團合計在乾干貝市場有高達7成之市場

占有率，此次過年前共同調漲乾干貝售價，排除彼

此間之價格競爭，獲取共同利益，足以影響乾干貝

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本

文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

LINE對話交換價格敏感資訊，乾干貝進口商
踩紅線
業者利用過年期間，年貨需求暢旺之際，趁機聯合調漲價格，共同獲取利潤！

■撰文＝黃嘉琪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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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表示，雖然事業間或有因為長期經營而

彼此熟絡，但對於價格、數量等屬於重要的敏感資

訊，切勿在調價過程中跟競爭對手交換訊息，或是

試探性地「打招呼」，以避免觸及公平交易法聯合

行為的紅線。

 2 

 

LINE  

LINE

 

 
-  

（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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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C建設公司銷售S建案，該建案之建造執照使

用類組為辦公室，且並無記載申請夾層空間，C建

設公司在網站刊載「套房」文字，並以住家格局輔

以客廳、衛浴、臥室等裝潢傢俱及夾層設計之圖

片，使人認為該建案可合法作為住宅使用及施作夾

層，廣告內容有誤導消費者之虞。

使用類別及建案規劃要符合法令

據地方政府之專業意見表示，S建案使用類組

為辦公室用途使用，擅自作住宅使用，恐違反建築

法規定；又該建案竣工圖說內容無規劃夾層設計，

擅自增加夾層，已涉及違章建築之情事。公平會調

查認為C建設公司之廣告已讓消費者誤認該建案可

合法作為住宅及夾層使用，但是卻難以知悉實際上

作為住宅使用及施作夾層違反建管法規，且日後有

遭罰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等風險，故該廣告之表示

與事實不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購屋前仔細查證不可少

公平會提醒，民眾購屋前可先上網至內政部營

建署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入口網(https://cpabm.

cpami.gov.tw/twmap.jsp)查詢建案之建築執照及使

用執照，比對建商所提供廣告內容是否相符，以保

障購買到合法的使用空間。

套房「大」空間？心動之餘要留意是否符合
法令！
建商在銷售建案時，常以「室內實品圖」等廣告資料作為消費者參考室內空間規劃，在被舒適套房及

夾層屋空間吸引之餘，仍應注意是否符合建管法令，以保障自身權益。

■撰文＝蘇詠茵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圖片來源：公平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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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各地方政府近年接獲申訴A美容業者之大量

消費爭議，內容大多為民眾在路上被店員以填寫

問卷為由帶至店內推銷商品及體驗美容服務，再

於接受服務時推銷美容課程，致民眾在窘迫之際

倉促簽約購買，並以檢查美容商品為由引導民眾

將商品全數拆封；嗣後要求解約退費時，則以民

眾係購買美容商品附贈美容課程，商品均已拆封

使用為由，拒不退費或僅願退極少費用等，因認

為該業者疑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故將相關資料

移請公平會調查。

美容業者從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

或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

經公平會調查發現，A美容業者以銷售美容

商品及提供做臉服務為業，全臺設有150多家分

店，每年營業額達數億元，顧客累計達上萬人，

已有相當市場規模，單以近3年曾向各政府機關

提出申訴、檢舉在案者即多達7百多人且遍布各

縣市，影響已及於不特定交易相對人，其店家採

取行銷手法如下：

(一)店員於民眾入店後會進一步以提供免費體驗

做臉為由將民眾滯留店內，再趁民眾接受做

臉服務難以離開之際，以煩擾方式迫使其作

成交易決定。

(二)店家所使用買賣契約書記載銷售標的僅為美

容商品，不包括做臉服務(店家免費提供，無

給付義務)，惟店員於推銷過程中，係在未提

供商品品項及售價之情況下一再強調及比較

支付一定金額後可做臉之期間、次數及持續

做臉可解決肌膚問題、單次做臉之平均費用

將較同業便宜等引誘民眾付款，事後才提出

買賣契約書等交易資料要求民眾即刻簽署，

意圖誤導民眾認為銷售標的包括做臉服務進

而影響其交易判斷。

(三)店員向民眾標榜以優惠價格銷售美容商品，

相較於「建議售價」享有優惠，惟查店家長

期以來銷售商品所採之「促銷價格」實際上

為常態性售價，並無優惠可言，已足使民眾

誤認享有價格優惠。

(四)店員口頭宣稱支付一筆金額即可做臉6個月

至2年不等吸引民眾交易，然卻隱匿做臉所

需之部分商品搭配不足，導致後續做臉仍需

花費數萬元補充商品所費不貲等重要交易資

訊，而就做臉服務之實際提供期間及花費金

額有誤導情事，造成民眾以為在支付一筆金

天下沒有白做的臉─美容業者不當行銷藏陷
阱！
美容業者不當招攬顧客或有誤導、隱匿重要交易資訊情事，如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則可能涉及違反公

平交易法。

■撰文＝枋惟詳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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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後，即可不再付費，且能依店家口頭所宣

稱可在一定期間或次數內做臉之錯誤期待。

(五 )店家雖然在買賣契約書約定未拆封商品可

退貨，但於締約前即採取以拆封方式檢查

商品並全部開罐使用等不必要措施排除民

眾行使退貨權利；又利用民眾不知實際交易

價格無優惠之資訊不對等，訂定以「建議售

價」計算退費及優惠商品不得退貨之不公平條

款，先使民眾錯認無法退貨而放棄退費，再於

政府機關協商、調解過程中使民眾錯認有取得

較契約為優之和解條件進而攫取利益。

綜上，公平會認定A美容業者整體銷售行為

已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

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並加以處罰。

結語

公平會提醒美容業者應於銷售過程中充分揭

露重要交易資訊，勿採取不當行銷手法，以減少

消費爭議發生。另一方面，提醒民眾如遇美容業

者推銷，務必向業者問清楚銷售內容及其計價方

式、退貨退費標準等重要事項，並衡量是否符合

實際需要後再購買使用，以免權益受損。

（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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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背景

Grail是一家美國的新創公司，主要業務是以

基因定序（genomic sequencing）及數據科學等

技術為基礎，研發透過血液來檢測癌症的創新型

工具；收購方Illumina則是一家美國大型生物技術

公司，其營業項目主要是為遺傳和基因分析提供

定序和排序之解決方案。2020年9月兩家事業進

行結合時，因Grail尚未有任何營收，而未達申報

門檻，故未向歐盟執委會（下稱執委會）或任一

會員國之競爭法主管機關（NCA）提出申報。惟

執委會收到檢舉，Illumina在結合後可能會限制

下一代基因定序儀器和試劑的使用或提高價格，

且損害Grail在基因癌症檢測市場中的競爭者，故

執委會於2021年2月間依「歐盟結合規範」（EU 

Merger Regulation，EUMR）第22條規定向歐盟

和EFTA1會員國通報，並以「邀請函」（Invitation 

Let ter）請會員國提出轉介請求（ request  a 

referral）。法國NCA乃於同年3月9日向執委會

提出轉介請求，荷蘭、比利時、挪威和冰島等國

NCA也相繼跟進，執委會嗣於同年4月19日作出

接受各國NCA之轉介請求的決定，將對Illumina/

Grail結合案進行審查。Illumina於同月向歐盟普通

法院（下稱普通法院）提起撤銷審查之訴。

轉介適用規定

EUMR第22條又稱為「荷蘭條款」（Dutch 

clause），係因歐盟在1989年制定結合管制規範

時，有鑑於當時部分會員國（如荷蘭）尚無競爭

法，故訂定本法條以便會員國能將結合案件轉介

予執委會審查，故EUMR第22條是為缺乏結合管

制立法的會員國所設計的條款。

根據EUMR第22條第1項規定，一或數個

會員國得請求執委會審查第3條定義之「任何

結合行為」（any concentrat ion），縱該結

合行為不在EUMR第1條所謂之共同體範圍內

（Community dimension），但只要其影響到會

員國間之貿易，並對於請求之會員國領域內之競

爭狀態造成嚴重威脅即可。此項請求應於會員國

接獲該結合行為之通知日起，至多於15個工作

日內提出，若該結合行為無須為通知，則前述期

間應自相關會員國依其他方式「知悉」（made 

known）之日起算。故依上述規定，若結合案同

時符合「影響到會員國間之貿易」及「對於請求

之會員國領域內之競爭狀態造成嚴重威脅」等2

項法律要件即可提出轉介要求。

然而，隨著數位經濟時代的來臨，執委會檢

歐盟普通法院認可執委會結合案件轉介新規
定
歐盟普通法院於2022年7月13日裁定，支持歐盟執委會依據「歐盟結合規範」第22條規定，審查來自會

員國轉介（refer）的Illumina/Grail結合案。

■撰文＝黃明超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專員)

1 EFTA (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歐洲自由貿易聯盟，由冰島、盧森堡、挪威及瑞士等成員國所組成之歐洲促進貿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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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EUMR規定中關於營業額門檻管轄權的有效

性，並重新檢討第22條有關轉介的適用範圍，

希望將其延伸至其他低於結合管制門檻，但有

可能產生限制競爭問題之案件（如本案）。因

此，執委會在2021年3月26日發布「關於事業

結合規範第2 2條適用於某些類型案件的轉介

機制處理原則」（Commission Guidance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ferral mechanism set 

out in Article 22 of the Merger Regulation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Cases），將結合案中至

少一方的營業額無法反映其實際或未來具有「競

爭可能性」（competitive potential）的事業納

入，例如：(1)具有顯著競爭可能性的新創事業或

新參進者，而這些事業尚未發展出可創造大量營

收的商業模式（或仍處於萌芽階段）；(2)重要的

創新者或正在進行有潛力的重要研究；(3)實際上

或潛在的重要競爭力量；(4)有權使用具有競爭優

勢的重要資產（如原物料、基礎設施、數據或智

慧財產權）；以及(5)所提供的產品/服務是其他

產業的關鍵投入/元件。

普通法院的判決重點

普 通 法 院 首 先 就 案 件 的 可 受 理 性

（admissibility）作出裁決，認定執委會作出接受

各國NCA提出轉介及加入請求的決定，係屬「準

備行為」（preparatory acts）， Illumina可待執

委會對本結合案作出最終決定後再向普通法院提

起撤銷訴訟。另執委會向各國發出之「邀請函」

僅是轉介程序的中間步驟，因此普通法院於2022

年7月13日裁定不受理Illumina對「邀請函」的撤

銷訴訟。而在案件內容的實質部分，普通法院針

對Illumina提出的指控作出以下的判決：

一、執委會是正確的依EUMR第22條規定審查本

結合案

普通法院在全面審酌EUMR第22條條款的文

義、上下文、意旨和歷次解釋後，認定執委會係

正確地依據該條文相關規定接受各國NCA的轉

介，進而確認執委會近年來對於結合管制政策重

大變革的有效性。普通法院並認定EUMR第22條

第1項所載「任何結合行為」乙詞，是指各國無

論是否存在結合管制規定或其範圍為何，「結合

行為」都可以成為轉介的標的。

此外，普通法院認為轉介機制是在NCA過於

依賴營業額門檻而導致系統僵化時所需的彌補工

具，並舉EUMR第11條規定之「有效的矯正機制」

（effective corrective mechanism），來敘述轉介

機制可創造輔助的權力（subsidiary power），賦

予執委會達成法規目標所需的執法彈性，以控制可

能顯著影響市場有效競爭的結合行為。因此，普通

法院認為執委會是正確的接受本案的轉介請求，且

無須立法補充或修訂歐盟門檻。

二、本結合案的轉介請求係屬合法且無延誤

普通法院認為EUMR第22條第1項第2款規

定中有關「知悉」的概念，就其形式而言，必須

是將相關資訊主動遞交給相關會員國，且其內容

需包含能使會員國進行初步評估的足夠資訊。在

本案中，相關資訊是透過執委會所發出的「邀請

函」傳遞，最終使與本案相關的NCA能夠就所需

條件進行初步評估。因此，普通法院認為NCA在

收到邀請函後的15個工作日內提出轉介請求是合

乎時效的。

另一方面，普通法院也確實注意到執委會從收

受檢舉到向相關NCA發送「邀請函」，其過程長達

47個工作日係屬不合理的延遲。然而，普通法院裁

定在目前情況下，執委會這種對於合理時間原則的

侵害，不能作為撤銷執委會決定的正當理由。

三、執委會近來就EUMR第22條執法的轉變並未

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Illumina指出，執委會副主席Vestager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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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2020年9月的演講中表示，執委會並不鼓勵

會員國使用EUMR第22條之轉介請求，Illumina

認為Vestager女士對於有關轉介政策的談話內容

是明確（clear）且無條件的（unconditional），

執委會在未徵詢公眾意見的情況下，就在發送

「邀請函」後採用新的轉介機制處理原則，有違

信賴保護原則。

然普通法院認為執委會副主席Vestager女士

當時的談話是一般政策性質的，內容在表達目

前是改變過去作法的時刻，而非針對本案進行評

論，且該演講發生在本案公告的數個月之前，因

此該演講並不包含與特定結合案有關之明確且無

條件的保證。

此外，普通法院還指出，雖執委會不鼓勵

那些無審查權力之NCA將案件轉介給執委會，

但也未排除此類的轉介請求。本案執委會所作

的決定與EUMR第22條規定的適用範圍相符，

I l l u m i n a不能因執委會的決策制定作法轉變

（reorientation），就主張執委會違反信賴保護

原則。

結語

本案是執委會副主席Margrethe Vestager

女士宣布，將以EUMR第22條規定處理「低於

門檻」（below the thresholds）的結合案後，

歐盟普通法院首次對相關案件所作出的判決，

除直接對Il lumina/Grail結合案產生影響外，還

為低於結合申報門檻的「殺手併購」（k i l l e r 

acquisition）案件提供了判例。

依據普通法院的判決，執委會於2022年9月

6日宣布禁止Illumina收購Grail。

資料來源：

1.Commission Guidance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ferral mechanism set out in Article 
22 of the Merger Regulat ion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cases, https://ec.europa.eu/
competit ion/consultations/2021_merger_
control/guidance_article_22_referrals.pdf.

2.EC Merger Regulat ion,  ht tps: / /eur- lex.
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HTML/?uri=
CELEX:32004R0139&from=EN.

3.General Court upholds EU’s landmark 
I l lumina/Grai l  Art icle 22 review, https://
globalcompetitionreview.com/article/general-
court-upholds-eus-landmark-illuminagrail-
article-22-review.

4.Illumina vs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 
General Court endorses the Commission’s 
new approach to Article 22 EUMR allowing 
the capture of mergers below the thresholds, 
https://blogs.orrick.com/antitrust/2022/07/21/
illumina-vs-european-commission-the-eu-
general-court-endorses-the-commissions-
new-approach-to-article-22-eumr-allowing-
t h e - c a p t u r e - o f - m e r g e r s - b e l o w - t h e -
thresholds/.

5. I l lumina and Grai l  face “hefty f ines” 
i n  E U  g u n - j u m p i n g  p r o b e ,  h t t p s : / /
globalcompetitionreview.com/article/illumina-
and-grail-face-hefty-fines-in-eu-gun-jumping-
p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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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經濟及商業模式的數位化發展，資訊系

統必須能迅速且及時滿足商業需求才能面對瞬息

萬變的環境，而雲端服務產業便是解決此種商業

需求下的產物。雲端服務產業近年來迅速成長，

目前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已陸續投入對雲端服務

產業的調查，除及時掌握產業動態外，同時也了

解未來可能產生的競爭議題。如法國競爭局在今

年1月開始啟動雲端服務產業調查1，並在7月發

布初步的調查報告2，預計明年上半年完成最終

成果報告；而韓國公平會也於今年2月宣布將針

對雲端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進行調查研究，預計

於12月完成3。

日本公平會(下稱JFTC)亦於今年6月28日發

布對於雲端服務產業交易特性之實證調查報告 

(下稱本研究報告) 4，釐清數位平臺業者在雲端

服務產業之交易模式及競爭關係，並倡議JFTC

競爭政策之觀點及提出可能涉及違反日本獨占禁

止法(The Antimonopoly Act, 以下簡稱AMA)之

情形，以確保維持自由及公平的競爭環境。本文

僅就該研究報告摘要重點說明如下。

雲端服務產業類型

雲端服務產業是一種透過網路的方式共享軟

硬體資源，結合雲端運算、雲端儲存及商業管

理需求的服務，其中雲端供應商(Cloud service 

providers ,CSPs)更是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CSPs除建置數位平臺外，也提供更多元的服務

協助雲端服務使用者(Cloud service customers, 

CSCs，通常指企業)建置基礎設備。雲端服務產

業主要區分3種服務類型(如表1)，分別為基礎架

構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 IaaS)、平

臺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軟體服

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而不同服務

類型的雲端服務產業所提供的服務範圍也有所不

同(如表2)，其中以SaaS所提供的服務範圍最為

廣泛，包含基礎設備、系統軟體、中介軟體及應

用程式，而IaaS則僅提供基礎設備之服務。本研

究報告主要著重於IaaS及PaaS在數位市場之競

爭議題，在必要時也提及SaaS。

日本公平會發布雲端服務產業研究報告
日本公平會於今（2022）年6月發布對雲端服務產業之研究報告，指出2020年雲端服務產業的市場

規模在日本高達３兆日圓，並預期每年將持續成長20%，其中三大雲端供應商Amazon Web Services、

Microsoft 及Google市場占有率更是快速增長。

■撰文＝梁珮玟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員）

1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en/press-release/autorite-de-la-concurrence-starts-proceedings-ex-officio-analyse-competition.
2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en/press-release/autorite-de-la-concurrence-opens-public-consultation-until-19-september-2022-part-its.
3 https://www.ftc.go.kr/www/selectReportUserView.do?key=10&rpttype=1&report_data_no=9495.
4 https://www.jftc.go.jp/en/pressreleases/yearly-2022/June/2206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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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JFTC於今年3月舉辦雲端服務產業意見交流

會議，由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Yosuke Okada教

授主持，藉由學術界及雲端服務產業之專家針對

雲端產業衍生之競爭議題進行交換意見，並透過

面談、問卷、專家會議及國際合作完成本研究報

告。

(一)面談

本研究報告針對25家CSPs、33家提供導入

服務之業者、6家第三方軟體業者、18家使用雲

端服務之業者及20位(間)專家、同業公會或市場

研究公司進行面談。

(二)問卷

JFTC於去(2021)年7月至8月間，自30,000

家年銷售額達50億日圓之事業中隨機挑選10,000

家發送問卷(包含未曾使用過雲端服務產業者)，

回覆之情形中使用IaaS計419家、PaaS有129

家、SaaS有1,055家。

(三)專家意見交流及國際合作

除邀請法學專家、經濟學者及雲端服務產業

之專家計9位，針對本研究報告進行專家意見交

流外，亦與歐盟、荷蘭及法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進

行分享交流。

2 
 

、中介軟體及應用程式，而 IaaS 則僅提供基礎設備之服務。本研究報告主要著重

於 IaaS 及 PaaS 在數位市場之競爭議題，在必要時也提及 SaaS。 

 

表 1 雲端服務產業之服務類型 

服務類型 服務內容 

基礎架構服務 

Iaa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透過網路提供基礎設備如伺服器、儲存空間及網路連線，而

CSCs需自行管理中介軟體、應用程式及其他相關軟體。 

平臺服務 

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 

 

除網路提供 IaaS 的基礎設備外，另提供平臺及中介軟體供使用

，CSCs可以容易地自行開發應用程式，現在 PaaS 也提供協助

建置物聯網及人工智慧。 

軟體服務 

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 

可以由網路使用雲端上之應用程式，如協同軟體(groupware)

、顧客關係管理系統(CRM)。 

 

表 2 各類型雲端服務產業提供的服務範圍 

 

研究方法 

    JFTC 於今年 3 月舉辦雲端服務產業意見交流會議，由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

Yosuke Okada 教授主持，藉由學術界及雲端服務產業之專家針對雲端產業衍生

之競爭議題進行交換意見，並透過面談、問卷、專家意見交換會議及國際合作完

成本研究報告。 

(一) 面談 

    本研究報告針對 25 家 CSPs、33 家提供導入服務之業者、6 家第三方軟體業

者、18 家使用雲端服務之業者及 20 位(間)專家或同業公會或市場研究公司。 

(二) 問卷 

提供服務範圍               SaaS         PssS          IaaS 

應用程式 

中介軟體 

（資料庫、程式語言等） 

系統軟體 

基礎設備 

(伺服器、儲存空間、網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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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結論

(一)給CSPs之建議

1.應減少透過技術層面、合約或經濟條件

等限制，阻止CSCs選擇其他CSPs或採

就地部署 (on- premise)5方式，抑或是導

入多重雲(multi-cloud)6或混和雲(hybrid-

cloud)7。

2.簽訂合約前應向CSCs(或潛在CSCs)揭露

所提供之各種服務的資訊，避免誤解。

(二)給CSCs之建議

1.在決定簽約使用雲端服務前，應了解可能

停用或改採其他類型服務的可能情形。

2.確認擬採用的雲端服務在系統遷移及資料

可攜性之方面有符合需求。

3.必要時，採用具有移植功能之系統，即倘

未來不採用雲端服務時，能很容易地將資

料遷移至其他儲存空間。

4.自行培訓或聘用雲端服務產業之人才。

(三)對競爭之潛在影響

1.不利於雲端服務產業之情形：

(1)CSPs如訂定過高且不合理的資料移轉

費則可能造成封鎖效果。

(2)有些CSPs會將其他CSPs獨立販售的

雲端服務進行搭售，進行客製化整合

以符合CSCs需求，倘此種搭售行為排

擠現有競爭者(例如只有獨立販售特定

商品的CSPs)、新進業者或是減少競

爭對手之交易時則有違反AMA之虞。

(3)CSPs對部分軟體授權有自我偏好的

之情形，如相較於使用自家的雲端服

務，CSPs會向使用其他同業用的雲端

服務之CSCs收取較高的軟體授權費

用，此種行為可能透過差別待遇造成

封鎖效果。

(4)CSPs可能針對獨家合作夥伴(如系統整

合商、顧問公司等)提供優惠性條款，

進而排擠合作夥伴跟其他CSPs合作的

可能。

2.不利於其他產業之情形：

(1)部分CSPs會透過契約條款要求第三

方軟體廠商提供比市場行情較低的售

價，此種條款可能影響軟體廠商或經

銷商間之競爭，CSCs亦無法享受比價

的福利，可能有違反AMA限制價格或

造成封鎖效果。

(2)CSPs可能因同時經營市集或平臺而

具市場優勢地位，如利用第三方軟體

廠商的銷售、顧客及其他交易資訊而

決定其行銷策略，影響競爭者之交易

行為。

(3)若CSPs同時有經營其他非雲端服務產

業，且與採用其雲端服務的CSCs處

於競爭關係時，有關CSPs如何處理

CSCs儲存在其雲端的商業機密資料則

有疑慮，且可能造成與CSPs間之不公

平競爭。

3.不利於消費者之情形:

(1)CSPs與CSCs間之交易行為：CSPs

有時會單方面調高費率，若此時CSCs

對雲端服務空間需求增加，則CSPs調
5 指企業擁有、管理並運作自行擁有的資訊系統。
6 指同時使用不同CSPs提供的IaaS或Paas之服務。
7 指同時使用公有雲（CSPs透過網路及第三方服務供應者，開放給客戶使用雲端服務）、私有雲（資料與程式皆在組織內管理）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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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費率對CSCs而言就更難轉換至其他

CSPs(可能需付出更多成本)，而必須

接受調漲後的費率；另CSPs亦可在不

事先通知的情況下終止特定服務，此

時CSCs則被迫立刻轉移至其他CSPs

以維持正常商業營運。CSPs可能有濫

用市場優勢地位而使CSCs不符正常商

業模式，造成不公平競爭。

(2)CSPs及其合作夥伴間之交易行為：

CSPs能單方面訂定對於合作夥伴的

篩選資格，且條件有越來越嚴苛的傾

向，合作夥伴只能被迫配合以維持與

CSPs之合作。CSPs可能有濫用市場

優勢地位而使合作夥伴不符正常商業

模式，造成不公平競爭。

結語 

JFTC最後提醒CSPs與CSCs有關本研究報

告所提出對競爭有潛在影響之部分，以避免市場

過度集中、確保公平及透明的交易市場，並提出

未來執法方向如下：

(一)持續對CSPs與CSCs倡議有關本研究報告之

內容及相關建議。

(二)必要時與其他相關政府部門交流合作，以確

保雲端服務產業維持競爭之環境。

(三)持續關注雲端服務產業競爭者間之關係，倘

有涉及違反AMA之規定（如有限制競爭之行

為時）能及時、妥適的應對。

(四)持續與國際競爭法相關組織（如OECD、

ICN）進行合作交流，以了解競爭法最新執

法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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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係指公平交易法第14條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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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對於涉及聯

合行為的案件相當重視，於民國100年11月針對獨占、聯合等壟斷行為研訂寬恕條款（公平交易法第

35條）及提高罰鍰上限（公平交易法第40條第2項）等政策，以遏止影響市場競爭秩序及妨礙整體經

濟與公共利益之聯合行為。

依據公平會統計，自81年起截至本（111）年7月底計發出違反公平交易法（下稱違法）聯合行為

處分書並維持處分199件（平均每年6.51件），處分事業1,267家（每件處分書平均處分6.37家），雖

分別僅占全部違法案件4,834件、6,913家之4.12％及18.33％，惟罰鍰金額139億6,490萬元（平均每

家罰鍰金額1,102.20萬元），占違法總罰鍰金額高達74.45％，主因100年公平交易法修法大幅提高情

節重大之違法聯合行為罰鍰金額上限，103年及104年分別裁罰2件大型違法聯合行為案（9家民營電廠

合意拒絕調整與台電之購售電費率聯合行為案第2次重為適法處分、10家電容器業者聯合行為案）。

（圖1、圖2、表1）

若按罰鍰金額分布觀之，截至本年7月底，違法聯合行為維持處分件數以未及1百萬元之處分罰鍰

最多，計115件（占57.79％）， 1百萬至未及1千萬元47件（占23.62％）次之，兩者合計占全部件數

逾八成。另罰鍰金額1億元以上雖僅11件（占5.53％），惟金額合計為130億4,100萬元，占93.39％。

（表1） 

違法聯合行為處分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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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業別觀察，違法聯合行為維持處分案件數以其他服務業49件，占24.62％居首，製造業48件

（占24.12％）次之；處分家數則以製造業397件，占31.33％最多，其次為批發及零售業219件（占

17.28％）；罰鍰金額以製造業71億4,730萬元，占51.18％最高，電力及燃氣供應業64億9,604萬元居

次（占46.52％）。（表2）

 

 
 

(%) (%) (%)
(a) (b) (c) (b)/(a) (c)/(b) 

1

1 1  

1 1  

 

 

 
 

(%) (%) (%)
(a) (b) (c) (b)/(a) (c)/(b)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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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7月7日於桃園市大溪區仁文里辦公處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 7月29日於花蓮縣辦理「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實廣告法規及案例」宣導說明會。

■ 8月9日、8月17日、8月20日分別於嘉義松柏長青協會、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高雄市第一服務站及
衛生福利部南區老人之家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 8月12日於新竹縣辦理「化妝品產業發展與公平交易法規範」宣導說明會。

■ 8月26日至8月27日至泰國參加APEC「經濟委員會第2次會議（EC2）」。

■ 8月29日邀請大型量販、超市及超商業者參與「流通事業與供應商交易議題」座談會。

■ 8月29日於臺北市辦理「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實廣告法規及案例」宣導說明會。

民國111年7、8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1

3 4

2

1.公平會於桃園市大溪區仁文里辦公處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2.公平會於花蓮縣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實廣告法規及案例」宣導說明會。
3.公平會於新竹縣辦理「化妝品產業發展與公平交易法規範」宣導說明會。
4.公平會於臺北市辦理「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實廣告法規及案例」宣導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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