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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歐盟資料治理規則（草案）之重點

歐盟執委會於2020年11月25日提出資料治理規則草案(簡稱 

Data Governance Act)，目的在於提升大眾對資料中介者(data 

intermediary)之信賴、強化歐盟境內資料共享機制，以增進資料

可得性(availability)，主要重點包括：

（一）非開放資料之公部門資料再利用

使公部門資料即使在受第三人權利支配情況下(例如：個資

隱私、智財權、商業機密保護等)，仍可被再利用。主要以禁止

專屬或排他性授權為原則，達到打破壟斷的目的，若在特殊情況

下，當專屬授權係唯一可以將該資料對社會可能帶來的利益極大

化的方式，則仍可進行專屬授權，但必須符合歐盟或個別國家政

府採購與特別授權之相關規則。若契約之特性沒有特定國家採購

或授權規範可適用時，須遵守公開透明、平等對待以及不受國籍

歧視之原則，且專屬授權期間不得超過3年。

同時，明訂資料再利用應採取不歧視、合比例、合資料性

質、合目的，避免限制市場競爭之原則為之，此部分規範與資料

共享機制有相當的關聯，可連結到資料競爭的相關概念。並且，

公部門應驗證資料再利用結果，禁止使用侵害他人權益的資料，

確保資料近用、再利用以及跨境傳輸之安全。

（二）促進企業間資料共享

就企業而言，應增進企業間資料共享，允許以任何形式獲取

報酬。將資料共享服務提供納入規範，並建立其對主管機關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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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制度，設定資料共享服務提供之條件，如：目的特定、公平、透明、無歧視、避免詐欺、確保安全儲

存與傳輸等。設定有資料應用限制，要求會員國應指定主管機關監理資料共享服務提供者，確保其僅能

將資料運用於特定目的，且不得將資料應用於自行成立之公司。於人權保障層面，認為個人資料應得以

在「個資分享中介者」的幫助下被利用，但須協助個人行使GDPR賦予之權利。

（三）資料利他主義

本規範對於基於公共利益之資料利用，再獨立出資料利他組織之中介服務。對資料利他組織建立自

願登記制，設定資料利他組織條件，如：限於法人、符合公益目的、非營利等，並規制其需擔負之義

務，如：資訊透明、保留資料處理相關紀錄、通知資料持有者等。如同對於資料中介者之監理，此規則

亦要求會員國指定主管機關監管資料利他組織。

六、數位服務法（草案）之重點

（一）規範目的

2000年歐盟制定電子商務指令，著眼於網路中介服務提供者對於使用者利用行為並未介入的前提

下，盡可能免除中介服務提供者責任。此外，亦有行業別個別立法，像是針對電信、金融業等。然而，

伴隨數位網路環境的變化，網路中介服務提供者於市場上之角色已不如過往單純，甚至為鞏固其市場發

展，進一步衍生出多元的經營型態。因此，單純以免責概念探討中介服務提供者之責任，已不符合產業

發展現況。基此，歐盟執委會於2020年12月15日提出數位服務法草案(簡稱Digital Service Act)，因應

數位服務高度發展的社會、經濟轉型產生之問題與風險，透過新興法律框架的建構，釐清中介平臺責

任，改善歐盟單一市場的運作。

數位服務法草案基本上係將數位服務以層級化區分，以資料網路中介服務為最大概念，逐步縮小到

資料託管服務、線上平臺及超大線上平臺。對不同規模與功能之中介服務，則區分不同之法律義務與責

任。希望透過層級化累進的管理架構與執法監督，可使民眾以較低的價格使用數位服務、降低民眾暴露

於假訊息的風險、使數位服務提供者有更明確的法規遵循標準、使歐盟產業更易於取得數據並發展創

新。對社會而言並得更系統化的對數位平臺施以適度的控制與監督，降低數位環境下資訊操控或虛假訊

息產出的風險與影響。

（二）層級化責任建構

在數位服務法草案下，建立層級化的責任機制，以超大平臺所負擔的義務最多，需要進行風險評

估，評估其相關活動與商務策略對於市場會產生何種風險，更被要求設置法遵專員，甚至擔負必要之資

料分享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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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數位服務法(草案)規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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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礎義務上，各平臺均負有透明度報告義務，且需指定聯絡窗口與法律代表，主要是因為跨國性

平臺未必於各個國家均落地設置公司，監理機關對其無法進行有效懲處，使執法受有阻礙。因此在數位

服務法草案中，要求平臺應於歐盟成員國中指定法律代表，受各國執法機關監理。平臺層級義務整理如

表1：

（三）透明性報告義務

本草案期望 透過對數位平臺責任的要求，獲取市場發展現況之統計資訊，作為成員國對數位平臺所

涉市場營運之掌握，有助於法制政策之循證規劃。

其中報告義務亦有層級化的要求，包括對於所有中介服務之一般性要求、對於線上平臺額外的要

求、以及對於超大線上平臺的特別要求等，整理如表2：

由上述整理可以發現，為掌握線上平臺甚至超大線上平臺之實際運作情形，需要報告訴訟外爭議解

決機制的運用、是否有暫停服務之情形以及內容審查相關訊息。更需發布平均每月活躍用戶數，用以評

估數位服務是否具有經濟實力，以降低各國執法機關評估平臺市場運作狀況的難度。基於平臺服務之跨

國特性，並設置數位服務協調官，作為監督與連結相關平臺事業之窗口。針對特定線上平臺設置線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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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數位服務法(草案)平台的層級化責任

表2：透明性報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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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監理專員，除每月活躍用戶數外，更可要求線上平臺提供額外資訊。而對於超大線上平臺則更為嚴

格，要求必須每年向公眾公開包括風險評估、風險識別、驗證及驗證實施之各項資訊。 

（四）風險評估、風險緩和之資料提供義務

針對超大平臺，數位服務法草案要求必須進行定期之風險評估，並須獲取第三方驗證。而本草

案認定之超大線上平臺，係指於歐盟境內平均每個月活躍之服務接收者等於或大於4,500萬之線上平

臺。至於要如何計算每月活躍用戶數，得透過相關法案建立計算數量之規則及方法。各地數位服務協

調官，至少每6個月須取得更新轄下平臺之月平均活躍使用者數量，以利責任的確認。超大線上平臺

另需每年進行一次風險評估，包括非法內容傳播、人權保障、對於服務提供的不當操控，並對於評估

結果採取適當之風險緩和機制。平臺有義務回應數位服務協調官(員)或執委會之要求，提供得以監控

本法遵循情形之相關資料接取權(亦包括符合本法要求協助審查之研究人員的接取權)，以利相關監管

審查之進行。 

（五）超大平臺推薦系統與額外廣告之透明性要求

針對超大線上平臺可能透過排序、推薦系統或對線上廣告之安排，對市場競爭產生不當之操控，本

草案建立了對超大平臺採用推薦系統與線上廣告之透明性要求，明訂平臺必須揭露其推薦系統採用之主

要參數，以及該參數可被修正或影響之相關選項。而平臺曾投放之廣告應建置資料庫、保存至最後投放

後一年，內容包含廣告刻意向特定群體投放之資訊、廣告所觸及之服務對象總數、目標群體總數皆須併

同保存，提高使用者對於平臺介入服務提供之相關作為有明確且充分的認知。

（六）平臺責任明確化

建立對非法內容之管制與通報機制，提高線上資料及內容之合法性、正確性與品質，有助內容資料

之後續分析與利用。本草案對於平臺責任部分，於純傳輸服務(Mere conduit)、快取服務(Caching)與資

料託管(Hosting)服務部分，若該服務對使用者傳輸資料未介入、未有認知，並於知曉後採取必要刪除或

防堵行為，仍給予一定程度的免責。

然而對於時下平臺上違法、錯誤或品質低劣之內容充斥問題，特別針對平臺設置防堵違法內容之自

律調查機制設置規定，並要求平臺有配合歐盟及其成員國查察行動之義務。雖說平臺仍無主動監視之一

般性義務，只要未對使用者傳輸資料介入，而自發性採取識別違法內容並處理之機制，仍不影響責任豁

免條款適用。

（七）確保平臺上企業經營者之可追溯性

針對數位平臺跨國性服務問題，強制要求未於歐盟境內設置營業據點(未落地)之跨國服務提供者需

指定於歐盟境內之法定代表人，以強化平臺企業經營者之可追溯性，解決各國面對跨國集團執法落實困

難之問題。此一指定必須以書面為之，僅需於歐盟其中一個成員國指定，通知所在地國之數位服務協調

官(員)、所在地通訊資料，並有即時更新之義務。此外，平臺上若有其他服務提供者，亦須確保其有追

溯可能性，包括要求線上平臺必須於平臺上企業經營者簽訂涵蓋必要追溯資訊之契約。

七、數位市場法（草案）

歐盟執委會於2020年12月15日同前述數位服務法草案，一併提出數位市場法草案(簡稱Digit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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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主要處理大型數位平臺扮演守門人角色，可能產生的不公平作為。透過歐盟層級之一致性規範，平

衡具守門人地位之核心平臺對數位市場競爭之負面效應，減少不公平競爭，解決各國規範不一致之問題，

有效發揮數位平臺的發展潛力，使平臺終端使用者與企業使用者皆能享受平臺經濟的各項利益。

在草案中，核心服務平臺包括：網路中介服務、網路搜尋引擎、網路社群服務、影音分享平臺服

務、雲端服務、廣告服務。指定為守門員亦須符合以下3條件：(1)對歐盟內部市場具備重大影響、(2)核

心平臺服務為企業用戶接觸終端用戶之重要途徑、(3)享有穩固且長久的市場地位，或於不久的將來可

預見其將享有上述地位。而對於上述條件的判斷原則，以營業額、服務提供規模、每月活躍用戶數為判

斷依據，此外亦有協助判斷是否為守門員的補充原則，例如：基於網路效應以及資料驅動的利益形成的

參進障礙、商業使用者以及終端使用者之鎖入情形，依照個案若因為網路效應與資料驅動形成參進障礙

時，可以判定為具有重大影響。

守門人所應負之責任，其一為避免資料不當整合，亦即除非符合GDPR之規定告知終端用戶，或給

予具體的選擇權，否則不得將自核心服務與從自身其他服務、第三方服務獲取之資料整合，或為整併個

人資料將終端用戶登入其他守門人服務。其二為避免強制商業用戶身分認證互通，亦即不得要求使用核

心平臺服務之商業用戶，使用、提供或採取與守門員服務互通之身分認證服務。

守門人就依本草案認定屬於核心平臺服務之部分，亦負有以下進一步之義務：(1)禁止利用平臺企業

用戶透過其相關活動產生之非公開可得資料與企業用戶競爭；(2)應允許終端用戶卸載預先安裝之軟體應

用程式；(3)應確保資料可攜之有效落實，須符合GDPR之要求，提供必要工具，確保商業用戶或終端使

用者產出之資料的可攜性；(4)對企業使用者或其授權之第三方，免費提供有效、高價值資料的義務，包

括企業使用者利用核心平臺服務產出之資料、其產品或服務之終端使用者產出之資料等；(5)以公平、合

理、非歧視之原則提供第三方網路搜尋引擎相關搜尋資料，逐步促進超大型平臺與新進搜尋業者市場力

量的平衡。

參、競爭法制於國家資料政策之重要性（代結論）

綜整而言，歐盟對於資料治理法制規劃大致可歸納為7個重點：(1)建立信賴確保資料自主可移動；

(2)建構以確保人權為前提之公益利他機制；(3)強化競爭法之執法/修法，打破資料壟斷促進公平合理之

資料競爭；(4)事前介入強化資源與利益分配的合理性，維持數位經濟創新活水；(5)層級化管理規範，

避免扼殺新創小型服務參進機會，使大型平臺擔負更高社會經濟責任；(6)中介服務之定位管理與責任明

確化，提升資料可取得性與利用活性；(7)強制當地代理指定，提高對跨國服務執法之可行性。

建立資料共享、活用與價值創造的政策走向，為國際趨勢，各國雖視國內發展狀態而有不同策略與

法制進展，但仍無法忽視資料經濟為數位經濟發展之重要課題。就競爭法相關法制政策而言，無論是歐

盟或是日本，在提及數位競爭相關議題時，必會將競爭法新興法制架構列入其中，在執法上可使數位巨

獸受到相當程度的壓力，更可兼顧數位生態系下，水平、垂直層面的監理。當資料共享變成趨勢，處理

產業資料共享議題時，應建構議題判斷的相關準則。而對於演算法與不公平競爭的問題，以及綜合/共通

之市場公平性與合理競爭之問題，是否透過法律規範處理，仍須就我國之在地特性進行評估。同時，亦

須考量個別產業特殊性，建立符合其競爭需求的法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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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FTC 公平交易通訊   NO.105    中華民國111年5月號

前言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與電子商務的發展，網

站已成為事業爭取交易機會的重要途徑，無論是

透過網站將產品或服務的資訊提供給消費者，或

透過網站接受消費者訂購商品或服務，網站的曝

光率或到訪率，即代表該事業與潛在客戶接觸乃

至於達成交易的機會。當網路使用者想要尋找特

定事業或商品的資訊時，除非已熟知該事業的網

域名稱或網址，否則必須藉助搜尋引擎輸入與所

欲查詢資訊相關的關鍵字，才能在漫無邊際的網

際空間中過濾出所需資訊。搜尋引擎扮演帶領網

路使用者通往事業網站間的管道，因此衍生商業

化的付費搜尋服務，也就是關鍵字廣告。

案例緣由及調查結果

立功補習班經營升學、證照及公職類等考試

的補習教育服務，並從民國93年起是「立功」

商標的商標權人。檢舉人於109年12月在Google

搜尋引擎網站輸入「立功」之關鍵字，其搜尋結

果頁面最上方列出「立功─首選三元補習班」、

「考取立功─首選三元補習班」等關鍵字廣告，

點選該等廣告即連結到「三元及第文教機構」的

網站。檢舉人從這些關鍵字廣告併列的事業名稱

為「三元補習班」、關鍵字廣告連結的「三元及

第文教機構」網站網域名稱註冊者地址與臺北市

私立三元文理短期補習班(三元補習班)營業地址相

同，推論刊登關鍵字廣告的廣告主應該是三元補

習班，因此檢舉三元補習班使用他事業名稱作為

關鍵字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根據公平會的調查，本案關鍵字廣告實際上

是由臺北市私立及第文理短期補習班(及第補習

班)購買刊登，及第補習班在109年10月1日至110

年3月31日期間，於Google搜尋引擎購買刊登本

案關鍵字廣告。及第補習班在本案關鍵字廣告

中，使用競爭對手立功補習班的事業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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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引擎鍵入「立功」的

字串時，搜尋結果就會帶出標題「立功─首選三

元補習班」、「考取立功─首選三元補習班」的

關鍵字廣告。點擊本案關鍵字廣告，就會連結到

由及第補習班經營維護的「三元及第文教機構」

網站，該網站首頁左上方標示「三元及第文教機

構」，點選上方「全國據點」即顯示包含「台

北」在內共18個連結，點選「台北」連結即顯示

「3DOLLARS 三元及第【台北區】」之網頁，

其地址就是及第補習班的登記地址。其他「全國

據點」連結則為其他「三元」補習班包含地理位

置在內相關資訊的網頁，顯示本案關鍵字廣告連

我的名字為什麼出現在你的廣告上？刊登關
鍵字廣告要注意
關鍵字廣告標題併列競爭對手事業名稱，涉及榨取他人努力成果的顯失公平行為。

■撰文＝陳浩凱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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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網站的功能是共同行銷及第補習班及其他「三

元」補習班的課程內容。

併列競爭對手事業名稱的爭議

立功補習班自106年起就在Google搜尋引擎

投放關鍵字廣告，而且「立功」為其註冊商標，

因此立功補習班的事業名稱應合致「已投入相當

程度之努力，於市場上擁有一定之經濟利益」的

要件。及第補習班購買刊登本案關鍵字廣告，呈

現「立功─首選三元補習班」、「考取立功─首

選三元補習班」等內容，藉以推展自身商品或服

務，容易使網路使用者產生立功補習班與及第補

習班經營維護的「三元及第文教機構」網站所列

載的補習班是屬於同一來源或關係企業的錯誤印

象。如果消費者因為混淆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點擊關鍵字廣告，就會被攔截並導向及第補習班

負責經營維護的「三元及第文教機構」網站，進

而減少立功補習班接觸潛在客戶的機會，並減損

「立功」事業名稱背後所蘊含的經濟利益。另外

依據及第補習班所提供本案關鍵字廣告被點擊總

次數，足見確實有原本想要搜尋立功補習班的消

費者被導向及第補習班負責經營的網站，因此及

第補習班於Google搜尋引擎購買本案關鍵字廣

告，顯然已經影響醫護執照補習教育市場的交易

秩序。

至於及第補習班指稱購買本案關鍵字的目的

是為提供消費者同類科補習教育的資訊，而且立

功補習班與及第補習班實際開課地點分屬南北，

並沒有影響交易秩序的可能，然而及第補習班亦

承認是依照學生的建議將立功補習班的事業名稱

列為廣告群組內的關鍵字字庫，其想要利用「立

功」關鍵字增加自身網站被造訪機會的意圖顯而

易見。且居住於南部縣市、原本想要搜尋「立

功」相關資訊的網路使用者，也有可能因為本案

關鍵字廣告而連結至「三元及第文教機構」網

站，進而向該網站上所列載的嘉義、高雄、屏東

等其他縣市據點報名，所以無法僅因為及第補習

班與立功補習班實際開課地點分屬南北，就認為

不會影響交易秩序。

結語

及第補習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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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功補習班

的事業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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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本案關鍵字廣告之網頁資料（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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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中油公

司）擬取得輝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輝宇公

司）名下造橋加油站全部之營業或財產，合致公

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之結合型態。另參

與結合事業之市占率達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

第2款之申報門檻，且無同法第12條除外規定之

適用情形，因此依法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

相關市場

台灣中油公司與輝宇公司均有經營加油站，

且台灣中油公司供應油品予輝宇公司之造橋加油

站銷售，故本結合涉及加油站零售市場及供油市

場，同時兼具水平及垂直結合態樣。產品銷售通

路並無特殊之地域限制，以我國現行地理環境及

交通便利因素觀之，運輸成本在我國境域內並無

顯著差異，地理市場界定為全國。

競爭評估

由於加油站零售市場並無顯著參進障礙，而

本結合僅涉收購1家造橋加油站，結合後其市場

占有率增幅微小，且其油品售價亦遵循台灣中油

公司的公告零售價格，結合後應無任意提高油品

零售價格之能力。另國內油品市場目前有台灣

中油公司、台塑石化公司等2家供油業者，各加

油站業者仍可依其意願自由選擇交易相對人，且

台灣中油公司所實施的浮動油價機制亦為公開資

訊，結合後應無可能增加競爭對手成本；又造橋

加油站一直以來皆選擇由台灣中油公司供油，因

此油品市場結構並無改變，結合後應無濫用市場

力量或造成市場封鎖效果之可能。

結論

公平會審議後認為，本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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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中油公司收購造橋加油站，促進市場競
爭
造橋加油站長年以來為台灣中油公司之加盟站，因公司無意繼續經營，將加油站土地、資產售予台灣

中油公司。

■撰文＝張淑蓉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結合前 結合後

（圖片來源：公平會依照事業結合申報書重製）

本結合前後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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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黃豆市場整體市況

國內黃豆進口為自由開放市場，國產黃豆產量

僅占整體黃豆市場供給比例不到1%，顯示我國高

度仰賴進口黃豆以維持加工及消費所需。進口關稅

為零且未限制進口資格或進口數量，進口事業以飼

料業者、黃豆加工業者、貿易商及食品業者為主。

黃豆供給量應用於黃豆油、黃豆粉等加工製程約占

76%，作為豆腐、豆漿等糧食原料約為12%。

黃豆進口方式

國內黃豆進口方式主要有合船進口、專船進

口及貨櫃進口，其中合船進口是指業者各自決定價

格並登記提貨數量後，與其他業者合併較大經濟數

量，以獲取大船運輸之低價運費及分批進口分散風

險之聯合行為，此亦為國內業者主要採用之進口方

式。

國內黃豆卸貨港以臺中港及高雄港為主，考量

各港口地理位置及與陸地運輸便利性，合船進口業

者可區分為南部組及中部組，其中南部組包含大統

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統益公司)、泰華油脂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美藍

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藍雷公司)、長輝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等5家業者。統計民國108年至110年，大

統益公司等5家業者合船進口黃豆數量占各業者總

進口量比例約介於4成至8成5左右；若進一步探究

各業者占南部組總合船進口數量比例，大統益公司

及美藍雷公司為主要採購事業。

合船採購進口黃豆的例外許可及延展期

限

依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但書第5款規定：

「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

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申請主管機關許可

者，不在此限：⋯⋯五、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

外商品或服務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同法第

16條第2項規定：「許可應附期限⋯⋯事業如有正

當理由，得於期限屆滿前3個月至6個月期間內，

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請延展；其延展期限，每次不

得逾5年。」

大統益公司等5家業者前依公平會106年2月17

日公聯字第106001號許可決定書內容，准予合船

採購期限至111年3月12日止，因許可期限將屆，

故再向公平會申請延展合船採購期限至116年3月

12日止。

合船採購進口黃豆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

共利益

合船進口黃豆具顯著規模經濟，且此規模難

以藉由個別事業單獨進口得以實現，大統益公司等

5家業者透過合船進口可有效降低進口成本，提升

採購議價能力，減輕倉儲及資金壓力，穩定進口原

料品質，亦有誘因將節省之成本反映於終端售價，

合船進口黃豆，公平會拍板展延期限！
在國際海運時程嚴重延誤情況下，散裝船成為大宗物資進口的最夯選擇。

■撰文＝陳汝雅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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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相關經濟效益得以擴散至中、下游或消費者等階

層，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依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1項但書第5款及第16條第2項規定附負擔准

予大統益公司等5家業者延展合船進口黃豆聯合行

為許可期限至116年3月12日。

另為消弭限制競爭疑慮及監督實施執行情形，

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第16條第1項規定附加負擔內

容，要求大統益公司等5家業者按季函報本合船進

口日期、數量、價格等執行情形，且不得利用本許

可或相關規範從事其他聯合行為、或無正當理由拒

絕他事業加入、抑或限制任一合船事業自由決定其

合船採購進口之數量，或禁止自行採購進口。

（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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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A業者於民國107年11月至109年9月間銷售B

建案，「店2~店7平面配置圖」2樓至5樓後陽台左

側載有衛浴空間之圖示，以及「一樓全區配置圖」

側邊空地作為停車空間使用，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21條第1項規定。

平面配置圖將陽台劃設為臥室、衛浴等

室內空間

公平會調查發現，B建案於「店面平面配置

圖」將2樓至4樓後方空間規劃為臥室、衛浴等室

內空間使用，惟據臺中市政府提供之使用執照1樓

至5樓竣工圖所示，「店面平面配置圖」2樓至4樓

後方空間核定用途為「陽台」，且A業者並未向臺

中市政府辦理變更設計，已涉及違章建築之情事，

故該廣告之表示與事實不符，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21條第1項規定。

法定空地不得任意作為停車位使用

公平會調查復發現，該建案於「一樓全區配置

圖」側邊空地繪有3輛汽車停放，惟據臺中市政府

表示，側邊空地為法定空地，A業者並未向臺中市

政府辦理變更設計，如果擅自變更為停車位情事，

涉及違反建築法第73條第2項規定，且A業者將該

法定空地作為停車空間進行銷售，故該廣告之表示

亦與事實不符，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

規定。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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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建案之建造執照及使

用執照，並請建商提供施工圖及竣工圖，比對建商

所提供廣告圖說是否相符，以保障購買到合法的使

用空間。

「臥室、衛浴」空間變大、空地可作停車位
使用，攏是假！
買房是人生中之重大決定，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資訊往往來自建商所提供建物之配置圖及廣告圖冊等

訊息，因此，建商有義務提供真實訊息，避免民眾被誤導。

■撰文＝曾惠怡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專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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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民眾檢舉H公司銷售自有品牌沙發，於網站

刊載H是立足臺灣沙發業近30年的權威品牌、全

臺唯一通過SGS檢測的沙發、通過SGS以100

公斤重壓10萬次，完全無塌陷損壞的高耐壓認

證、MDI對比TDI之泡棉製程較不會產生有害氣

體之連結等文字，上開宣稱與事實不符，疑涉有

廣告不實。

廣告宣稱所引據資料應與事實相符

經公平會調查後發現， H品牌係於民國105

年註冊商標，而H公司設立時間為106年，客

觀上並無可能成立至今存續將近30年。又查，

HAHA公司廣告刊登期間，尚有其他事業將SGS

測試報告公布於網站，客觀上HAHA公司之沙發

及布料等已非全臺唯一通過SGS檢測。再查，

廣告刊載「通過SGS以『100公斤重壓10萬次，

完全無塌陷損壞』的高耐壓認證」等文字，據

SGS公司表示，該測試係以下壓15公分為測試

條件，並非以100公斤重壓10萬次。

至於「採用原料製成無毒的M D I環保泡

棉，取代傳統以TDI發泡產生之有害氣體」等文

字，易使消費者誤認在泡棉之製造過程中，原

料TDI(二異氰酸甲苯)會產生有害氣體，而原料

MDI(二異氰酸二苯甲烷)則不會產生有害氣體之

對比聯結，進一步影響消費者對TDI泡棉沙發之

觀感，HAHA公司在無客觀數據及實驗報告為基

礎之下即作此宣稱，有引起一般大眾對沙發原料

製程產生錯誤認知。

公平會認為，綜觀整體廣告與事實不符，H

公司之廣告已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對於商品品質及

原料製程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並將導致市場競

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而產生不公平競爭之

效果，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齁厲害ㄟSofa！廣告宣稱全臺唯一是真的嗎？
事業在加深消費者對商品品牌之印象，時常於廣告運用公司或品牌之存續期間、最高級用語及引據公

正機構之檢驗數據以突顯自家之商品品質，吸引消費者購買，但如果廣告宣稱所引用資料與事實有所出

入，這樣可以嗎？

■撰文＝戴玉宜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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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歐洲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消費者物聯網產

品已越漸普及，歐盟執委會乃於2020年7月著手

針對歐盟的消費者物聯網進行產業調查，以瞭解

該產業的競爭態勢、新興趨勢及潛在的競爭議

題。本次產業調查係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分別

針對智慧家庭裝置的製造商、語音助理供應商、

消費者物聯網服務供應商、穿戴裝置製造商，以

及產業的標準制定機構設計不同問項的問卷，從

中瞭解消費者物聯網產品與服務之特性、產業競

爭的主要特色、產業標準制定的重要性及對競爭

的影響、裝置、服務與語音助理間的互動情形，

以及數據在產業中的角色。歐盟執委會依據問卷

填答內容進行彙整，於2021年6月發布本產業調

查的報告初稿，對外公布其初步調查結果，並經

對外徵求公眾意見之程序，最後於2022年1月20

日公布最終的調查報告。報告內容摘述如下：

消費者物聯網產品與服務之特性

依據產業調查結果顯示，隨著智慧家庭、穿

戴裝置及透過語音助理可運用的消費者物聯網服

務變得越來越多，也越來越趨向「智慧化」，使

用者在家庭內、外可相互連結的裝置及服務也越

趨增加，其中語音助理（例如Amazon的Alexa、

Google的Google助理及Apple的Siri等）因可透

過其使用者介面提供使用者播放音樂、收聽廣

播、控制智慧家庭裝置、提供資訊或協助規劃及

執行日常生活事務等服務，因此被預測將成為與

智慧裝置及消費者物聯網服務連結最主要的使用

者介面。除語音助理之外，大部分的使用者亦常

藉由智慧行動應用程式，以及可與裝置相互搭配

使用的App等介面，連結智慧裝置及消費者物聯

網服務，因此智慧行動裝置及其操作系統，例如

Google的Android系統及Apple的iOS系統在消費

者物聯網產業，也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競爭的主要特色

依據問卷調查的回覆，許多受訪者指出對於

語音助理市場來說，建置與營運一項新的語音助

理服務，在技術上需要投入極高的成本，故語音

助理市場具有很高的參進障礙，因此多數相關事

業在擴展其物聯網產品與服務上的發展策略是聚

焦在增加其智慧裝置及物聯網服務與現有領導品

牌的語音助理的連結性，而非自行開發新的語音

助理。此外，許多受訪者也指出因為經營智慧行

動裝置操作系統及語音助理的領導性事業，通常

有發展出自己的生態系統，這些事業的產品並具

有垂直整合的特性，而在生態系統中整合自己或

第三方的產品或服務提供給用戶，故其他事業亦

難以與這些具領導性的智慧行動裝置操作系統及

語音助理有效競爭。

歐盟執委會發布消費者物聯網之產業調查報告
歐盟執委會於2022年1月20日發布「消費者物聯網之產業調查報告」，指出該產業具高度的參進障

礙，以及語音助理缺乏相互操作性等潛在競爭疑慮。

■撰文＝徐曼慈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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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物聯網系統的相互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

不同品牌的物聯網系統倘具有相互操作性，

可讓使用者在物聯網生態系統內使用許多不同的

產品，並可增加消費者選擇的多元性，也可避免

被特定產品供應商套牢。但依據本次產業調查結

果顯示，在物聯網的生態系統中，大多依賴物聯

網技術平臺(包含智慧裝置上的操作系統及語音

助理)負責連結及整合不同的軟硬體，並決定哪

些產品及服務可以經由整合而可相互通用。然這

些技術平臺絕大部分卻是由Amazon、Google

及Apple等事業主導，藉由該等事業所制定的認

證程序，與第三方事業就規格及軟體類型訂定協

議，單方面控管相互操作的標準及條件。

與使用者及事業相關的物聯網數據

物聯網產品及服務的製造商與供應商皆可蒐

集到許多不同類型的數據，這些數據有的是由使

用者自行輸入的個人資料，有的是使用者在使

用特定裝置或服務時所產生的行為數據，另外也

有裝置或服務運作時自動偵測到的環境或背景數

據。大多數的物聯網服務供應商及智慧裝置製造

商皆允許使用者下載及取得其個人資料，並允許

使用者將這些個人資料移轉至其他服務供應商與

裝置製造商；但不同物聯網服務供應商之間的數

據分享則相對較少，尤其是語音助理因為語音指

令所產生的數據有不易移轉至其他的生態系統

的特性，致使語音助理所蒐集到的數據亦較不

具可攜性。此外，物聯網產業所蒐集與分享的

數據並沒有統一的標準格式，而是以各事業本

身的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s, APIs）與軟體開發套件（Software 

development Kits, SDKs）決定數據運用及分享

的格式，因此多半是由產業中具領導性的物聯網

事業制定相關標準及條件，與第三方事業訂定相

關合約，限制其他事業取得或使用數據，但領導

性事業本身數據的取得及使用則不會受到限制。

主要的競爭疑慮

依產業調查問卷受訪者的回覆，彙整出歐盟

消費者物聯網產業可能對競爭、創新及消費者選

擇造成負面影響之行為如下：

一、生態系統間是否可相互整合與操作，以及相

互操作的技術需求、認證程序等條件絕大部

分是由少數幾家具領導性地位的語音助理及

操作系統供應商決定，這些事業可能藉此限

制第三方智慧裝置及物聯網服務的技術與功

能。

二、科技巨擘引導市場的技術走向，該等事業可

憑藉其所擁有的專利權，將其市場力延伸至

下游市場，並將使用者鎖定於該等事業建置

的數位生態系統中；此情形將使得物聯網產

業的技術標準更趨於碎裂化，增加跨系統間

交流的障礙，讓大型的生態系統更能掌控跨

系統間相互操作的程度及品質。

三、語音助理是消費者物聯網的數據集散中心，

具市場領導地位的語音助理可透過演算法與

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利用所蒐集的

大量數據提升其語音判別技術，另外還可控

制數據的流向以及與使用者之間的關係，亦

可運用其在數據上的優勢將市場力延伸至其

他提供物聯網產品與服務的市場，並藉由限

制其他業者取得數據之手段，阻礙其他提供

物聯網產品與服務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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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慧裝置或語音助理常會預載特定的物聯網

服務，或將某些物聯網服務放置於較顯眼的

位置，雖然這樣的作法可能會增加使用者的

便利性，但也間接決定物聯網服務被使用者

看見與發現的程度，讓被預載或放置在較顯

眼位置的物聯網服務有更多的競爭優勢。

五、部分具市場領導地位的語音助理供應商僅採

用特定類型的技術、軟體或應用程式，並限

制語音助理服務只能在特定智慧裝置上使

用，以致使用者在單一智慧裝置上無法同時

使用其他語音助理服務。

六、語音助理及智慧裝置操作系統在使用者與智

慧裝置之間扮演重要的中介者角色，而可能

居中控制使用者的經驗，以及其他物聯網服

務所獲得的數據，這可能讓其他物聯網服務

提供者喪失直接與使用者互動的機會，而失

去使用者對於該品牌的辨識度；另外其他物

聯網服務提供者也極度依賴語音助理及智慧

裝置操作系統及智慧裝置操作系統所提供的

技術協助，以配合進行軟體的更新，但具市

場領導地位的語音助理及智慧裝置操作系統

因可掌握來自使用者的第一手資訊，而無須

依賴第三方提供技術上的協助。

七、領導性的物聯網技術平臺可單方決定與其他

事業互動的條件，並訂定相關商業協議，但

這樣的行為會讓領導性事業與小廠商之間在

商業競爭上更加失衡。

政策結論

從本次產業調查問卷受訪者的回覆及所收到

的公眾意見中可歸納出消費者物聯網產業的潛在

競爭疑慮。針對這些疑慮歐盟執委會可能會考慮

依據歐盟競爭法立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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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各國連鎖超市結合案時有所聞，也

持續受到高度關注。按連鎖超市業者間結合

的主要動機係著眼於成本節省所產生的綜效

(synergies)，例如向供應商大量採購所獲得的數

量折扣、產品組合優化策略等；而且，成本節省

後也有回饋消費者之可能性；據2017年Ahold及 

Delhaize等跨國連鎖大型超市結合後的分析資料

顯示，三年內成本節省超乎預期，達到7億5千萬

歐元1。但是，連鎖超市結合後也可能讓市場結

構更趨集中，使得參與結合事業更具有市場力，

進而提高產品價格、降低產品品質、減少產品類

別或縮減消費者服務等，此亦為競爭法主管機關

審查之關注重點2。

連鎖超市結合案在歐洲同樣也受到高度重

視，此等結合案在歐洲係由國家層級競爭法主

管機關審理，無需到歐盟層級，並由競爭法主

管機關逕行採用各種的競爭效果評估方式，評

估國境範圍內之影響。因此，各國對於連鎖超

市業者申報之結合案會有准駁決定之權限，如

仔細探究其分析方式，則可發現明顯差異，尤

其是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CMA)、法國競爭審議委員

會(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Adlc)及德國聯

邦卡特爾署(Bundeskartellamt；BKartA)在地理

市場界定及競爭效果評估之分析方式3。

地理市場界定

歐洲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連鎖超市結合案

市場界定方面，主要關注重點係在地理市場界

定，除考量全國市場之影響外，皆會再考量國境

內各地理區域，但地理區域市場的劃分方式存有

差異，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係以行政區域劃分地理

市場，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法國競爭審議

委員會則以集客區(catchment area)劃分地理市

場。其中，前開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所選擇的地

理市場起始點並不相同，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在

EDEKA及Kaiser's Tengelmann超市結合案中，

係先以參與結合事業在各區行政中心為地理市場

起始點，考量20公里半徑距離或20分鐘車程，當

對應的行政區域郵遞區號落入此半徑距離或車程

範圍者，則界定為一相關地理市場，最後此案共

連鎖超市結合案競爭評估—歐洲國家近期執法
立場
英國、法國及德國之競爭法主管機關高度關注連鎖超市結合案，雖然在地理市場界定、篩選門檻及

競爭效果評估方法等方面存有差異，但競爭分析重點皆聚焦在國境內各地理區域市場。

■撰文＝許俊雄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長）

1 https://www.grocerydive.com/news/grocery--ahold-delhaize-profits-surge-68-with-merger-savings/534814/.
2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稱之為"PQRS"，價格(Price)、數量(Quality)、類別(Range)及服務(Service)。
3 參考自�The Competitive Assessment of Mergers in Retail Grocery Markets: A Basket Case?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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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前註。
5 詳參CMA,Anticipated merger between J Sainsbury PLC and Asda Group Ltd。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認定大型超市係指樓地板面積大於1400平方公尺，中型超

市則指樓地板面積大於280平方公尺且小於1400平方公尺。
6 Autorite de la concurrence, 13-DCC-90, Casino/Monoprix, 11.07.2013.
7 同註3。
8 詳參CMA, Retail mergers commentary, April 10, 2017。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自Safeway (2003)一案迄今一直沿用此一門檻。

界定345個地理區域市場4。此方式之優點在於較

易取得連鎖超市業者各行政區域之市場占有率資

料，但也存在較無法真實反映各區域市場競爭態

勢等缺點。

至於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法國競爭審議

委員會則以各超市所在地為地理市場起始點，每

一地區性超市則對應參與結合事業之集客區，當

連鎖超市業者各地區之超商數眾多時，所界定之

地理市場數也相應眾多。前開集客區範圍將隨著

超市規模改變，並依據都市或郊區等城鄉因素調

整。例如大型超市由於消費者較願意花費交通成

本遠赴購買產品，故集客區範圍較大，反之，小

型超市集客區範圍則較小。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在Sainsbury及Asda

連鎖超市結合案中，將大型超市集客區依都市及

郊區之差異，分別認定為距離其他大型競爭對手

超市10分鐘及15分鐘車程。中型超市在都市則

認定為距離其他中型競爭對手超市5分鐘車程、

距離其他大型競爭對手超市10分鐘車程，郊區超

市則調增車程時間5。另法國競爭審議委員會在

Casino及Monoprix超市結合案中，則進一步考

量人口密度，認定超市集客區以15分鐘車程為起

始點，在10個法國人口密度較高地區及巴黎地

區，則縮減為10分鐘6。此方式之優點雖可讓競

爭法主管機關聚焦於審理重疊超市集客區之競爭

變化，但也存在集客區市場占有率及人口密度資

料難以取得之問題。

上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地理市場界定方面，

除考量全國市場外，為何需再考量區域市場，原

因淺顯易見，消費者不大可能因為當地某一超市

產品價格調漲，就耗費大量交通時間成本遠赴他

地尋找其他替代超市購買產品，通常會再就當地

尋找其他超市替代購物。例如，英國競爭及市場

管理局在Sainsbury及Asda連鎖超市結合案中曾

對消費者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多數消費者赴

超市所願意花費車程時間不會超過15分鐘，係

以就近超市購買為主7。此外，競爭法主管機關

也發現連鎖超市很多競爭面向主要發生在地理區

域市場，例如，各地連鎖超市可以依當地競爭情

形，適時適地採取各種優惠折扣措施，吸引消費

者前來消費；或採取重新裝潢整修增加展示貨架

及產品多樣化選擇等方式，強化競爭優勢。

競爭效果評估

(一)地理市場區域門檻

鑒於連鎖超市地理市場界定數目多寡將影響

水平結合競爭評估結果，故上開英、德、法等國

競爭法主管機關為確保將有限行政資源專注於審

查高集中度之地理區域市場，故以市場集中度做

為篩選門檻，並分別設定不同標準：

1.英國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使用店面招牌

數做為篩選門檻，亦即當連鎖超市結合將

導致所界定地理市場集客區，在市中心由

4間變成3間或更少時，無論其營業規模，

該局皆將進一步審查8。

2.德國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使用各地理市場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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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率做為篩選門檻，亦即當參與結合事業

市場占有率在所界定之每一地理市場(包含

各類型超市及折扣商店)占有率總和超過

25%，該署皆將進一步審查9。

3.法國

法國競爭審議委員會使用各地理市場

占有率及雙赫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做為篩選門檻，並設定審查

優先順序；亦即當參與結合事業市場占有

率在所界定之每一地理市場占有率總和超

過50%，列為優先審查案件。另當參與結

合事業市場占有率在所界定之每一地理市

場占有率總和在45%至50%間，且HHI指

數大於2,000，HHI增幅至少150；或HHI

指數在1,000至2,000間，HHI增幅至少

250；或市場占有率增幅至少10%，則列

為需進一步審查案件10。

另由於巴黎地區大眾運輸發達，多數

居民不以自行開車方式購物，且每次赴超

市購買所花費之金額相對較少，故法國競

爭審議委員會使用不同篩選門檻，即當參

與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在所界定巴黎地區

之地理市場占有率總和低於60%，且該地

理市場仍至少存在3家其他競爭者從事市

場競爭，則列為無顯著限制競爭疑慮之案

件11。

(二)競爭效果評估方式

在連鎖超市結合案競爭效果評估分析方式方

面，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比較偏重量化分析方

式，主要係因所需評估的地理市場動輒數百個地

理市場，例如在Sainsbury及Asda連鎖超市結合

案中，評估結合後是否會實質減損市場競爭的地

理市場區域範圍達到537個12，故該局比較倚重

定量分析方式，採取向上調價壓力指標(Gross 

upward pricing pressure index；GUPPI)等量

化分析方式。但由於某些競爭面向無法由量化分

析方法衡量，例如分店重新裝潢整修、人員在職

訓練等服務品質提升，因此，法國競爭審議委員

會及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則比較偏重質化分析方

式，並將相關市場結構變化等質化因素列入重要

考量13。

1.英國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偏重GUPPI指

標等量化分析方式，GUPPI指標係由參

與結合事業價格比例、移轉率及利潤率相

乘而得，一般認為當GUPPI指標數值大

於5%，則較具限制競爭疑慮。另在計算

移轉率時，該局過往常派員實地在連鎖超

市門口以問卷訪查之方式，詢問消費者今

日購買產品的超市如不開店營運或因裝潢

整修需暫停營運數月時，會轉向何處購買

14；藉以估算消費者轉向購買後，再流向

參與結合事業購買之移轉率。時至今日，

由於大型連鎖超市結合案參與結合事業分

店數眾多且重疊地理區域廣泛，派員實地

赴連鎖超市各分店問卷訪查將耗費大量的

人力及時間成本，因此目前已併採加權平

均的方法，將各地理區域超市商譽、營業

規模及距市中心遠近等因素，納入加權比

9 BKartA, B2-96/14, EDEKA/Kaiser's Tengelmann, 31.03.2015.
10 Autorite de la concurrence, 13-DCC-90, Casino/Monoprix, 11.07.2013.
11 同前註。
12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cc1434ee5274a467a8dd482/Executive_summary.pdf.
13 同註9。
14 同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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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考量15 ，再將此加權比例納入計算移

轉率及GUPPI指標。例如在Sainsbury 及

Asda連鎖超市結合案中16，在全英國四大

連鎖超市中，前開二者分別是全英國是第

二大及第三大連鎖超市，全國市占率分

別為15%及14%，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

局經計算參與結合事業Sainsbury及Asda

在537個重疊之地理市場集客區GUPPI

指標值，結果顯示皆高於其所認定之門

檻值2 .75% 17，最後經綜合考量共同效

果、買方力量、參進等其他因素後，認為

Sainsbury及Asda連鎖超市結合後將實質

減損市場競爭，禁止本結合案。

2.德國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在評估競爭效果方

面首先考量參與結合事業間之緊密競爭程

度及在市場中所面臨的競爭對手，並檢

視商店規模、商品種類及自有品牌占整

體利潤比例等各項因素。同時，也併同

考量超市販售特定品牌重疊情形、代表

性消費者之消費行為相似處、競爭對手

進入及退出市場情形及市場集中度等，

例如在EDEKA及Kaiser's Tengelmann連

鎖超市結合案中，經考量上開因素後，

最後認定EDEKA及Kaiser's Tengelmann

超市結合後僅面臨Rewe一家連鎖品牌超

市之緊密競爭，且3家連鎖超市之市占率

在柏林(Berlin)地區已超過50%。此結合

案將導致市場競爭者由3家減為2家，市

場結構轉變為高度集中市場，且柏林、慕

尼黑(Munich)及杜賽道夫(Dusseldorf)等

大都市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最後，

在EDEKA提出結構面結合矯正措施，將

地理區域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之65家

Kaiser's Tengelmann超市，出售給上開

緊密競爭者Rewe超市後，德國聯邦卡特

爾署同意本結合案。

3.法國

法國競爭審議委員會評估競爭效果方

面主要考量市場結構，例如在Casino及

Monoprix超市結合案，參與結合事業結合

後在亞爾(Arles)及聖拉菲爾(St Raphael)

地區市占率總和超過50%，市占率增幅達

5%，但經委員會調查後認為，在地理市

場集客區仍有5間不同的連鎖超市品牌及

數間分店競爭者存在，故仍不足以引起顯

著限制競爭疑慮。另在阿雅克肖(Ajaccio)

地區，即使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後市占率總

和超過45%，且只有面臨2間不同的連鎖

超市品牌競爭，但委員會認為該地區三分

之二的超市仍由競爭者開店營運中，且最

大的競爭者家樂福超市之市占率達40%，

故亦未足以引起顯著限制競爭疑慮，本結

合案最後經法國競爭審議委員會審議後准

予同意。

結語

英國、法國及德國等歐洲國家競爭法主管機

關對於連鎖超市結合案在市場界定、篩選門檻及

競爭效果評估等方面雖存有差異，但由於消費

者通常在當地超市間就近購買，而且超市間主要

15例如當參與結合事業有分店位於市中心時，會給予100%之加權數。
16 同註5。
17 2017年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所發布之超市結合註釋(Retail merger commentary)係認定GUPPI指標值門檻為5%，才會引起限制競爭疑慮；但本案英國競爭及

市場管理局考量結合可能產生的效率、分析的不確定性及法規要求任何競爭的減少必須是實質性等因素後，採取較嚴格之GUPPI指標值門檻，認定高於2.75%
即會引起限制競爭疑慮，也引發許多論者批評討論，例如：Sainsbury´s/Asda and the CMA´s GUPPI decision rule: On the money or basket case? RBB 
Economic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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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面向也發生在各地理區域，因此，所著重之

競爭效果評估皆是在國境內各地理區域市場。此

外，上開競爭法主管機關一般認為歐洲連鎖超市

業者展店擴張、或新業者欲參進市場並非易事，

市場具有顯著參進障礙，連鎖超市結合後將導致

地理區域市場結構更趨集中，故參與結合事業須

能提供結合後足以抵銷反競爭效果之顯著綜效，

或足以化解限制競爭疑慮之結構面或行為面結合

矯正措施，結合案方能獲得競爭法主管機關無條

件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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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針對可能涉及公平交易法、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等主管法規進行調查，若有違法則對事業或

個人作成處分，以維護社會交易秩序，確保市場公平競爭。依據公平會統計，民國106年至本（111）

年4月（下稱近5年）作成行政處分並製發處分書474件，依處分書所載之違法行為分析，屬不公平競

爭行為計250件最多，占52.7％，其中又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207件居多；屬限制競爭行為

38件，占8.0％；而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行為計181件，占38.2％。（表1）

近5年行政處分案件，依處分書所載之行業別觀察，以批發及零售業326件（占68.8％）最多，不

動產業60件（占12.7％）次之（圖1）；而近年維持處分罰鍰金額為51億964萬元，其中以製造業48

億4,699萬元（占94.9％）最高，其次為批發及零售業8,035萬元（占1.6％）。

處分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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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處分案件統計－按處分書所載之違法行為別分

1 
 



22

FTC 公平交易通訊   NO.105    中華民國111年5月號

為保障受處分事業之權益，對於不服處分者，可依程序提起行政救濟。觀察近5年製發474件處

分書中所載之事業提起行政救濟情形，606家處分事業中，計有96家提起行政救濟，占處分15.8％，

依行為態樣觀察，限制競爭行為處分77家，其中27家（35.1％）提起行政救濟；不公平競爭行為338

家，其中32家（9.5％）提起行政救濟；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行為186家，其中34家（18.3％）提起

行政救濟。截至本年4月底474件處分書，維持處分（包含原處分部分維持案件及於行政救濟階段未確

定之案件）469件，維持處分比率為98.9％。

圖1　近5年處分案件－按處分書之行業別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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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7日及14日分別於宜蘭縣及臺北市辦理「製造業遵法與競爭宣導」說明會。

■ 3月17日、24日及31日召開「數位經濟競爭政策白皮書」初稿意見徵詢座談會。

■ 3月21日召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修正草案）」座談會。

■ 3月22日及23日參加ICN「2022年單方行為研討會」(視訊)。

■ 3月23日赴臺南市直轄市商業會辦理「公平交易法」宣導活動。

■ 3月23日參加APEC「在新常態下產業主管機關及競爭法主管機關之數據科學工具能力建置研討
會」(視訊)。

■ 3月30日至4月1日參加ICN「結合研討會」(視訊)。

■ 3月31日參加OECD「競爭法與永續性發展網路研討會」(視訊)。

■ 4月8日召開「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修法議題公聽會。

■ 4月12日、25日、27日及28日分別赴高雄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財經法律學
系、中興大學法律學系與東海大學法律學院辦理「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4月18日赴新北市土城區公所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 4月19日至21日參加OECD/KPC「數位市場研討會」(視訊)。

■ 4月28日參加ICN單方行為工作小組「於管制產業及近期自由化市場之濫用市場優勢地位」研討會
(視訊)。

民國111年3、4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1 2

1.公平會於臺北市辦理「製造業遵法與競爭宣導」說明會。
2.公平會赴高雄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辦理「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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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3.公平會赴中興大學法律學系辦理「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4.公平會赴新北市土城區公所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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