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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大數據環境下之競爭法制與國家資料戰
略－從歐洲發展趨勢談起(下)

焦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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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中油公司收購造橋加油站，促
進市場競爭
合船進口黃豆，公平會拍板展延期
限！

大數據環境下之競爭法制與國家資料戰略－從歐
洲發展趨勢談起(下)

■演講人：邱映曦 資深研究協理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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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臥室、衛浴」空間變大、空地可
作停車位使用，攏是假！

intermediary)之信賴、強化歐盟境內資料共享機制，以增進資料

齁厲害ㄟSofa！廣告宣稱全臺唯一
是真的嗎？

（一）非開放資料之公部門資料再利用

可得性(availability)，主要重點包括：

使公部門資料即使在受第三人權利支配情況下(例如：個資

國際動態

隱私、智財權、商業機密保護等)，仍可被再利用。主要以禁止

歐盟執委會發布消費者物聯網之產
業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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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鎖超市結合案競爭評估—歐洲國
家近期執法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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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統計
處分案件統計

會務活動
民國111年3、4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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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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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䲼炻䓂军䁢朷⚢℞ⶪ⟜䘤⯽炻忚ᶨ㬍埵䓇↢⣂⃫䘬䴻䆇✳ンˤ⚈㬌炻╖䲼ẍ屔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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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妶ᷕṳ㚵⊁㍸ὃ侭ᷳ屔ả炻ᶵ䫎⎰䓊㤕䘤⯽䎦㱩ˤ➢㬌炻㫸䚇➟⥼㚫㕤
2020 ⸜ 12 㚰 15 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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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㔠ỵ㚵⊁㱽勱㟰(䯉䧙 Digital Service Act)炻⚈ㅱ㔠ỵ㚵⊁檀⹎䘤⯽䘬䣦㚫ˣ䴻㾇廱✳䓊䓇
任，改善歐盟單一市場的運作。
ᷳ⓷柴冯桐晒炻德忶㕘冰㱽⼳㟮㝞䘬⺢㥳炻慸㶭ᷕṳ⸛冢屔ả炻㓡┬㫸䚇╖ᶨⶪ⟜䘬忳ἄˤ
侴㔠ỵ㚵⊁㱽勱㟰炻➢㛔ᶲὪ⮯㔠ỵ㚵⊁ẍⰌ䳂⊾⋨↮炻ẍ屯㕁䵚嶗ᷕṳ㚵⊁䁢㚨⣏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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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炻徸㬍䷖⮷⇘屯㕁妿䭉㚵⊁ˣ䶂ᶲ⸛冢⍲崭⣏䶂ᶲ⸛冢ˤ⮵ᶵ⎴夷㧉冯≇傥ᷳᷕṳ㚵⊁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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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ᶵ⎴ᷳ㱽⼳佑⊁冯屔ảˤẍ崭⣏䶂ᶲ⸛冢屈㑼㚨慵ᷳ屔ả冯佑⊁炻ⶴ㛃德忶Ⰼ䳂⊾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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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忚䘬䭉䎮㝞㥳冯➟㱽䚋䜋炻ἧ㮹䛦ẍ庫Ỷ䘬₡㟤ἧ䓐㔠ỵ㚵⊁ˣ旵Ỷ㮹䛦㙜曚㕤`妲〗䘬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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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晒ˣἧ㔠ỵ㚵⊁㍸ὃ侭㚱㚜㖶䡢䘬㱽夷思⽒㧁㸾
ˣ᷎ἧ㫸䚇䓊㤕㚜㖻㕤⍾⼿㔠㒂᷎䘤⯽∝㕘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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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䣦㚫侴妨᷎⼿㚜䲣䴙⊾䘬⮵㔠ỵ⸛冢㕥ẍ怑⹎䘬㍏⇞冯䚋䜋炻旵Ỷ㔠ỵ䑘⠫ᶳ屯妲㑵㍏ㆾ
息產出的風險與影響。
嘃`妲〗䓊↢䘬桐晒冯⼙枧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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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數位服務法(草案)規範目的

⛐㔠ỵ㚵⊁㱽勱㟰ᶳ炻⺢䩳Ⰼ䳂⊾䘬屔ả㨇⇞炻ẍ崭⣏⸛冢屈㑼䘬佑⊁㚨⣂炻暨天忚
（二）層級化責任建構
埴桐晒姽Ộ炻姽Ộ℞䚠斄㳣≽冯⓮⊁䫾䔍⮵㕤ⶪ⟜㚫䓊䓇ỽ䧖桐晒炻㚜塓天㯪姕伖㱽思⮰⒉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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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䓂军㑼屈⽭天ᷳ屯㕁↮ṓ佑⊁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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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䢶佑⊁ᶲ炻⎬⸛冢⛯屈㚱德㖶⹎⟙⏲佑⊁炻ᶼ暨㊯⭂倗䴉䨿⎋冯㱽⼳ẋ堐炻ᷣ天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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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分享義務。
⚈䁢嶐⚳⿏⸛冢㛒⽭㕤⎬ᾳ⚳⭞⛯句⛘姕伖℔⎠炻䚋䎮㨇斄⮵℞䃉㱽忚埴㚱㓰㆚嗽炻ἧ➟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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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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㔠ỵ㚵⊁㱽勱㟰ᶳ炻⺢䩳Ⰼ䳂⊾䘬屔ả㨇⇞炻ẍ崭⣏⸛冢屈㑼䘬佑⊁㚨⣂炻暨天忚
埴桐晒姽Ộ炻姽Ộ℞䚠斄㳣≽冯⓮⊁䫾䔍⮵㕤ⶪ⟜㚫䓊䓇ỽ䧖桐晒炻㚜塓天㯪姕伖㱽思⮰⒉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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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䓂军㑼屈⽭天ᷳ屯㕁↮ṓ佑⊁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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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䢶佑⊁ᶲ炻⎬⸛冢⛯屈㚱德㖶⹎⟙⏲佑⊁炻ᶼ暨㊯⭂倗䴉䨿⎋冯㱽⼳ẋ堐炻ᷣ天㗗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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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數位服務法(草案)平台的層級化責任
㱽㨇斄䚋䎮ˤ⸛冢Ⰼ䳂佑⊁㔜䎮⤪ᶳ堐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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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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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炷ᶱ炸德㖶⿏⟙⏲佑⊁
㛔勱㟰㛇㛃德忶⮵㔠ỵ⸛冢屔ả䘬天㯪炻䌚⍾ⶪ⟜䘤⯽䎦㱩ᷳ䴙妰屯妲炻ἄ䁢ㆸ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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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㔠ỵ⸛冢㴱ⶪ⟜䆇忳ᷳ㌴㎉炻㚱≑㕤㱽⇞㓧䫾ᷳ⽒嫱夷∫ˤ
求、以及對於超大線上平臺的特別要求等，整理如表2：
⟙⏲佑⊁Ṏ㚱Ⰼ䳂⊾䘬天㯪炻⊭㊔⮵㕤㚱ᷕṳ㚵⊁ᷳᶨ凔⿏天㯪ˣ⮵㕤䶂ᶲ⸛冢柵⢾

表2：透明性報告責任
䘬天㯪ˣẍ⍲⮵㕤崭⣏䶂ᶲ⸛冢䘬䈡⇍天㯪䫱炻㔜䎮⤪ᶳ堐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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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䓙ᶲ徘㔜䎮⎗ẍ䘤䎦䁢㌴㎉䶂ᶲ⸛冢炻䓂军崭⣏䶂ᶲ⸛冢ᷳ⮎晃忳ἄね⼊炻暨天⟙⏲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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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姇⢾䇕嬘妋㰢㨇⇞䘬忳䓐ˣ㗗⏎㚱㙓 㚵⊁ᷳね⼊ẍ⍲ℏ⭡⮑㞍䚠斄妲〗ˤ㚜暨䘤ⶫ⸛⛯㭷
㚰㳣帵䓐㇞㔠炻䓐ẍ姽Ộ㔠ỵ㚵⊁㗗⏎℟㚱䴻㾇⮎≃炻⼿旵Ỷ⎬⚳➟㱽㨇斄姽Ộ⸛冢ⶪ⟜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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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ἄ䉨㱩䘬暋⹎ˤ➢㕤⸛冢㚵⊁ᷳ嶐⚳䈡⿏炻᷎姕伖㔠ỵ㚵⊁⋼婧⭀炻ἄ䁢䚋䜋冯忋䳸䚠斄⸛
冢ḳ㤕ᷳ䨿⎋ˤ憅⮵䈡⭂䶂ᶲ⸛冢姕伖䶂ᶲ⸛冢䚋䎮⮰⒉炻昌㭷㚰㳣帵䓐㇞㔠⢾炻㚜⎗天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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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䶂ᶲ⸛冢㍸ὃ柵⢾屯妲ˤ侴⮵㕤崭⣏䶂ᶲ⸛冢⇯㚜䁢♜㟤炻天㯪⽭枰㭷⸜⎹℔䛦℔攳⊭㊔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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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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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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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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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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第文教機構」網站網域名稱註冊者地址與臺北市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與電子商務的發展，網

私立三元文理短期補習班(三元補習班)營業地址相

站已成為事業爭取交易機會的重要途徑，無論是

同，推論刊登關鍵字廣告的廣告主應該是三元補

透過網站將產品或服務的資訊提供給消費者，或

習班，因此檢舉三元補習班使用他事業名稱作為

透過網站接受消費者訂購商品或服務，網站的曝

關鍵字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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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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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緣由及調查結果

6

元補習班」、「考取立功─首選三元補習班」的

立功補習班經營升學、證照及公職類等考試

關鍵字廣告。點擊本案關鍵字廣告，就會連結到

的補習教育服務，並從民國93年起是「立功」

由及第補習班經營維護的「三元及第文教機構」

商標的商標權人。檢舉人於109年12月在Google

網站，該網站首頁左上方標示「三元及第文教機

搜尋引擎網站輸入「立功」之關鍵字，其搜尋結

構」，點選上方「全國據點」即顯示包含「台

果頁面最上方列出「立功─首選三元補習班」、

北」在內共18個連結，點選「台北」連結即顯示

「考取立功─首選三元補習班」等關鍵字廣告，

「3DOLLARS 三元及第【台北區】」之網頁，

點選該等廣告即連結到「三元及第文教機構」的

其地址就是及第補習班的登記地址。其他「全國

網站。檢舉人從這些關鍵字廣告併列的事業名稱

據點」連結則為其他「三元」補習班包含地理位

為「三元補習班」、關鍵字廣告連結的「三元及

置在內相關資訊的網頁，顯示本案關鍵字廣告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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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網站的功能是共同行銷及第補習班及其他「三

告，顯然已經影響醫護執照補習教育市場的交易

元」補習班的課程內容。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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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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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放關鍵字廣告，而且「立功」為其註冊商標，

並沒有影響交易秩序的可能，然而及第補習班亦

因此立功補習班的事業名稱應合致「已投入相當

承認是依照學生的建議將立功補習班的事業名稱

程度之努力，於市場上擁有一定之經濟利益」的

列為廣告群組內的關鍵字字庫，其想要利用「立

要件。及第補習班購買刊登本案關鍵字廣告，呈

功」關鍵字增加自身網站被造訪機會的意圖顯而

現「立功─首選三元補習班」、「考取立功─首

易見。且居住於南部縣市、原本想要搜尋「立

選三元補習班」等內容，藉以推展自身商品或服

功」相關資訊的網路使用者，也有可能因為本案

務，容易使網路使用者產生立功補習班與及第補

關鍵字廣告而連結至「三元及第文教機構」網

習班經營維護的「三元及第文教機構」網站所列
站，進而向該網站上所列載的嘉義、高雄、屏東
ӕᜪࣽံಞ௲ޑػၗૻǴԶЪҥфံಞᆶϷಃံಞჴሞ໒ፐ
ӦᗺϩឦࠄчǴ٠ؒԖቹៜҬܰજޑׇёૈǴฅԶϷಃံಞҭ
載的補習班是屬於同一來源或關係企業的錯誤印
等其他縣市據點報名，所以無法僅因為及第補習
܍ᇡࢂ٩ྣᏢғࡌޑஒҥфံಞޑ٣Ӝᆀӈࣁቶဂಔϣ
象。如果消費者因為混淆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班與立功補習班實際開課地點分屬南北，就認為
ޑᜢᗖӷӷǴځགྷाճҔȨҥфȩᜢᗖӷቚуԾيᆛઠೖ
ᐒޑཀკᡉԶܰـǴԶЪۚՐࠄܭᑜѱǵচҁགྷाཛྷ൨Ȩҥ
不會影響交易秩序。
點擊關鍵字廣告，就會被攔截並導向及第補習班
фȩ࣬ᜢၗૻޑᆛၡ٬ҔޣǴΨԖёૈӢࣁҁਢᜢᗖӷቶԶೱ
負責經營維護的「三元及第文教機構」網站，進
่ԿȨΟϡϷಃЎ௲ᐒᄬȩᆛઠǴԶӛ၀ᆛઠ܌ӈၩޑကǵ
結語
ଯǵࡀܿځдᑜѱᏵᗺൔӜǴ܌аคݤӢࣁϷಃံಞᆶ
而減少立功補習班接觸潛在客戶的機會，並減損
ҥфံಞჴሞ໒ፐӦᗺϩឦࠄчǴ൩ᇡࣁόቹៜҬܰજׇǶ
「立功」事業名稱背後所蘊含的經濟利益。另外
及第補習班使用競爭對手的事業名稱作為關
依據及第補習班所提供本案關鍵字廣告被點擊總
่ᇟ

鍵字廣告，並在關鍵字廣告標題併列立功補習班

次數，足見確實有原本想要搜尋立功補習班的消
的事業名稱，為榨取他人努力成果的顯失公平行
Ϸಃံಞ٬ҔᝡݾჹЋޑ٣ӜᆀբࣁᜢᗖӷቶǴ٠ӧ
ᜢᗖӷቶᚒٳӈҥфံಞޑ٣ӜᆀǴࣁᄧڗдΓոΚԋ
費者被導向及第補習班負責經營的網站，因此及
為，而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ޑᡉѨϦѳՉࣁǴԶЪىаቹៜҬܰજׇǴၴϸϦѳҬܰݤಃ
第補習班於Google搜尋引擎購買本案關鍵字廣
25條規定。
25 చೕۓǶ

本案關鍵字廣告之網頁資料（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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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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競爭評估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中油公

由於加油站零售市場並無顯著參進障礙，而

司）擬取得輝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輝宇公

本結合僅涉收購1家造橋加油站，結合後其市場

司）名下造橋加油站全部之營業或財產，合致公

占有率增幅微小，且其油品售價亦遵循台灣中油

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之結合型態。另參

公司的公告零售價格，結合後應無任意提高油品

與結合事業之市占率達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

零售價格之能力。另國內油品市場目前有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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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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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市場

加油站一直以來皆選擇由台灣中油公司供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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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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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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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路並無特殊之地域限制，以我國現行地理環境及

公平會審議後認為，本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

交通便利因素觀之，運輸成本在我國境域內並無

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

顯著差異，地理市場界定為全國。

第1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䰎⋆ℋ䰎⋆⹊
結合前
結合後
⏗䁊Ḕ㲠⅓⏟

弄⭮⅓⏟

⏗䁊Ḕ㲠⅓⏟䙫
⊇䛆䫀

廞㤉⅞㭷䦗

⏗䁊Ḕ㲠⅓⏟

⏗䁊Ḕ㲠⅓⏟䙫
䛛䇆䫀

廞㤉⅞㭷䦗

㛔䳸⎰⇵⼴斄Ὢ⚾
本結合前後關係圖
炷⚾䇯Ἦ㸸烉℔⸛㚫ὅ䄏ḳ㤕䳸⎰䓛⟙㚠慵墥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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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⅓⏟

（圖片來源：公平會依照事業結合申報書重製）

TAIWAN FTC NEWSLETTER
｜ 焦點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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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黃豆市場整體市況

及美藍雷公司為主要採購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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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船採購進口黃豆的例外許可及延展期

度仰賴進口黃豆以維持加工及消費所需。進口關稅

限

為零且未限制進口資格或進口數量，進口事業以飼

依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但書第5款規定：

料業者、黃豆加工業者、貿易商及食品業者為主。

「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

黃豆供給量應用於黃豆油、黃豆粉等加工製程約占

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申請主管機關許可

76%，作為豆腐、豆漿等糧食原料約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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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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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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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以獲取大船運輸之低價運費及分批進口分散風

大統益公司等5家業者前依公平會106年2月17

險之聯合行為，此亦為國內業者主要採用之進口方

日公聯字第106001號許可決定書內容，准予合船

式。

採購期限至111年3月12日止，因許可期限將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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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再向公平會申請延展合船採購期限至116年3月
12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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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船採購進口黃豆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

股份有限公司、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美藍

共利益

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藍雷公司)、長輝事業股份

合船進口黃豆具顯著規模經濟，且此規模難

有限公司等5家業者。統計民國108年至110年，大

以藉由個別事業單獨進口得以實現，大統益公司等

統益公司等5家業者合船進口黃豆數量占各業者總

5家業者透過合船進口可有效降低進口成本，提升

進口量比例約介於4成至8成5左右；若進一步探究

採購議價能力，減輕倉儲及資金壓力，穩定進口原

各業者占南部組總合船進口數量比例，大統益公司

料品質，亦有誘因將節省之成本反映於終端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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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εϦљ 6 ৎޣၸӝಭαёԖਏफ़եαԋҁǴගϲ௦ᖼሽૈ
ΚǴ෧ᇸঊᓯϷၗߎᓸΚǴᛙۓαচࠔ፦ǴҭԖᇨӢஒ࣪ϐԋҁϸࢀܭಖ
公平交易通訊 NO.105 中華民國111年5月號
ᆄ୧ሽǴ٬࣬ᜢᔮਏளаᘉණԿύǵΠෞ܈ޣ໘ቫǴԖܭᡏᔮ
ᆶϦӅճǴ٩ϦѳҬܰݤಃ 26 చಃ 2 ՠਜಃ 6 ීϷಃ 27 చಃ 3 ೕॄߕۓ

FTC

ᏼϒεϦљ 6 ৎۯޣӝಭαلᖄӝՉࣁёයज़Կ 227 ԃ 4
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第16條第1項規定附加負擔內
Д 23 ВǶ!
層，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依公平交易法第
容，要求大統益公司等5家業者按季函報本合船進
ќࣁࡎज़ڋᝡݾᅪቾϷᅱ࿎ჴࡼՉǴϦѳ٩ϦѳҬܰݤಃ 27 చ
15條第1項但書第5款及第16條第2項規定附負擔准
口日期、數量、價格等執行情形，且不得利用本許
ಃ 2 ೕߕۓуॄᏼϣǴाεϦљ 6 ৎڄۑࡪޣൔҁӝಭαВයǵ
予大統益公司等5家業者延展合船進口黃豆聯合行
可或相關規範從事其他聯合行為、或無正當理由拒
ኧໆǵሽՉǴЪόளճҔҁё࣬܈ᜢೕጄவ٣ځдᖄӝՉࣁǵ܈ค
為許可期限至116年3月12日。
絕他事業加入、抑或限制任一合船事業自由決定其
҅җ๊ܔд٣уΕǵ܈ज़ڋҺӝಭ٣Ծҗ،ځۓӝಭ௦ᖼαϐኧ
ໆǴ܈ЗԾՉ௦ᖼαǶ!
合船採購進口之數量，或禁止自行採購進口。
另為消弭限制競爭疑慮及監督實施執行情形，
!
使相關經濟效益得以擴散至中、下游或消費者等階

ੀݨિ
πިҽ
Ԗज़Ϧљ!

εިҽ
Ԗज़Ϧљ!

εԋߏࠤ
Ҿިҽ
Ԗज़Ϧљ!

ऍᙔႜިҽ
Ԗज़Ϧљ!

ӝಭ௦ᖼ
ࠄಔ!

ߏ፵٣ި
ҽԖज़Ϧљ!
!

)კТٰྍǺϦѳ*!
（圖片來源：公平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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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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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側邊空地繪有3輛汽車停放，惟據臺中市政府
ޜۓݤӦόளҺཀբࣁଶًՏ٬Ҕ!

案例背景

A業者於民國107年11月至109年9月間銷售B

表示，側邊空地為法定空地，A業者並未向臺中市

ϦѳፓൺวǴ၀ࡌਢܭȨኴӄଛკȩୁᜐޜӦᛤ
政府辦理變更設計，如果擅自變更為停車位情事，
建案，「店2~店7平面配置圖」2樓至5樓後陽台左
4 ፶ًؓଶܫǴோᏵᆵύѱࡹ۬߄ҢǴୁᜐޜӦࣁޜۓݤӦǴB ޣ
涉及違反建築法第73條第2項規定，且A業者將該
側載有衛浴空間之圖示，以及「一樓全區配置圖」
҂ӛᆵύѱࡹ۬ᒤᡂ׳ीǴӵ݀ᏰԾᡂࣁ׳ଶًՏ٣ǴੋϷ
法定空地作為停車空間進行銷售，故該廣告之表示
Ȩޮ࠻ǵፁȩޜ໔ᡂεǵޜӦёբଶًՏ٬ҔǴᚺࢂଷ"!
ϸࡌᑐݤಃ
84 చಃ 3 ೕۓǴЪ B ޣஒ၀ޜۓݤӦբࣁଶًޜ໔
側邊空地作為停車空間使用，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亦與事實不符，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
ວࢂ܊Γғύϐख़ε،ۓǴቹៜҬܰ،ۓϐख़ाၗૻ۳۳ٰԾࡌ܌ගٮ
Չᎍ୧Ǵࡺ၀ቶϐ߄Ңҭᆶ٣ჴό಄ǴਡឦၴϸϦѳҬܰݤಃ
第21條第1項規定。
ࡌނϐଛკϷቶკнૻ৲ǴӢԜǴ҇ܭᖼࡂᔈКჹࡌྣϷ٬Ҕ
規定。
చಃ 2 ೕۓǶ!
ྣǴаߥምԾيǶ!
ኗЎ=මඁ܃

平面配置圖將陽台劃設為臥室、衛浴等
!!
(ϦѳϦѳᝡݾೀ)
室內空間

ङඳᇥܴ!

!

B  ܭޣ218 ԃ 22 ДԿ 21: ԃ : Д໔ᎍ୧ PP ࡌਢǴȨ۫ 3۫ 8
公平會調查發現，B建案於「店面平面配置
!
ѳय़ଛკȩ3 ኴԿ 6 ኴࡕѠѰୁၩԖፁޜ໔ϐკҢǴаϷȨ
圖」將2樓至4樓後方空間規劃為臥室、衛浴等室
ኴӄଛკȩୁᜐޜӦբࣁଶًޜ໔٬ҔǴੋԖၴϸϦѳҬܰݤಃ
32 చಃ 2 ೕۓǶ!
!

內空間使用，惟據臺中市政府提供之使用執照1樓

ѳय़ଛკஒѠჄࣁޮ࠻ǵፁ࠻ϣޜ໔!

!
至5樓竣工圖所示，「店面平面配置圖」2樓至4樓

ϦѳፓวǴPP ࡌਢܭȨ۫य़ѳय़ଛკȩஒ 3 ኴԿ 5 ኴࡕ
後方空間核定用途為「陽台」，且A業者並未向臺
Бޜ໔ೕჄࣁޮ࠻ǵፁ࠻ϣޜ໔٬ҔǴோᏵᆵύѱࡹ۬ගٮϐ٬
!
Ҕྣ 2 ኴԿ 6 ኴฺπკ܌ҢǴ
Ȩ۫य़ѳय़ଛკȩ3 ኴԿ 5 ኴࡕБޜ
中市政府辦理變更設計，已涉及違章建築之情事，
໔ਡۓҔࣁȨѠȩ
ǴЪ B ޣ٠҂ӛᆵύѱࡹ۬ᒤᡂ׳ीǴς
!
ੋϷၴകࡌᑐϐ٣Ǵࡺ၀ቶϐ߄Ңᆶ٣ჴό಄ǴਡឦၴϸϦѳҬ
故該廣告之表示與事實不符，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
ܰݤಃ 32 చಃ 2 ೕۓǶ!
!
!第21條第1項規定。

่ᇟ!

結語
公平會提醒，民眾購屋前可先上網至內政部營

ϦѳගᒬǴ҇ᖼࡂёӃᆛԿϣࡹᔼࡌӄ୯ࡌᑐᆅ
建署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入口網(https://cpabm.
ၗૻسΕαᆛ)iuuqt;00dqbcn/dqbnj/hpw/ux0uxnbq/ktq*၌ࡌ
cpami.gov.tw/twmap.jsp)查詢建案之建造執照及使
ϐࡌྣϷ٬ҔྣǴ٠ፎࡌගࡼٮπკϷฺπკǴКჹࡌ
用執照，並請建商提供施工圖及竣工圖，比對建商
ගٮቶკᇥࢂց࣬಄Ǵаߥምᖼວډӝޑݤ٬Ҕޜ໔Ƕ!
所提供廣告圖說是否相符，以保障購買到合法的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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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空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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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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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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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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唯一通過SGS檢測的沙發、通過SGS以100

至於「採用原料製成無毒的MDI環保泡

公斤重壓10萬次，完全無塌陷損壞的高耐壓認

棉，取代傳統以TDI發泡產生之有害氣體」等文

證、MDI對比TDI之泡棉製程較不會產生有害氣

字，易使消費者誤認在泡棉之製造過程中，原

體之連結等文字，上開宣稱與事實不符，疑涉有

料TDI(二異氰酸甲苯)會產生有害氣體，而原料

廣告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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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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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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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上並無可能成立至今存續將近30年。又查，

公平會認為，綜觀整體廣告與事實不符，H

HAHA公司廣告刊登期間，尚有其他事業將SGS

公司之廣告已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對於商品品質及

測試報告公布於網站，客觀上HAHA公司之沙發

原料製程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並將導致市場競

及布料等已非全臺唯一通過SGS檢測。再查，

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而產生不公平競爭之

廣告刊載「通過SGS以『100公斤重壓10萬次，

效果，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TAIWAN FTC NEWSLETTER
｜ 國際動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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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歐洲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消費者物聯網產

播、控制智慧家庭裝置、提供資訊或協助規劃及

品已越漸普及，歐盟執委會乃於2020年7月著手

執行日常生活事務等服務，因此被預測將成為與

針對歐盟的消費者物聯網進行產業調查，以瞭解

智慧裝置及消費者物聯網服務連結最主要的使用

該產業的競爭態勢、新興趨勢及潛在的競爭議

者介面。除語音助理之外，大部分的使用者亦常

題。本次產業調查係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分別

藉由智慧行動應用程式，以及可與裝置相互搭配

針對智慧家庭裝置的製造商、語音助理供應商、

使用的App等介面，連結智慧裝置及消費者物聯

消費者物聯網服務供應商、穿戴裝置製造商，以

網服務，因此智慧行動裝置及其操作系統，例如

及產業的標準制定機構設計不同問項的問卷，從

Google的Android系統及Apple的iOS系統在消費

中瞭解消費者物聯網產品與服務之特性、產業競

者物聯網產業，也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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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的主要特色

以及數據在產業中的角色。歐盟執委會依據問卷

依據問卷調查的回覆，許多受訪者指出對於

填答內容進行彙整，於2021年6月發布本產業調

語音助理市場來說，建置與營運一項新的語音助

查的報告初稿，對外公布其初步調查結果，並經

理服務，在技術上需要投入極高的成本，故語音

對外徵求公眾意見之程序，最後於2022年1月20

助理市場具有很高的參進障礙，因此多數相關事

日公布最終的調查報告。報告內容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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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物聯網產品與服務之特性

牌的語音助理的連結性，而非自行開發新的語音

依據產業調查結果顯示，隨著智慧家庭、穿

助理。此外，許多受訪者也指出因為經營智慧行

戴裝置及透過語音助理可運用的消費者物聯網服

動裝置操作系統及語音助理的領導性事業，通常

務變得越來越多，也越來越趨向「智慧化」，使

有發展出自己的生態系統，這些事業的產品並具

用者在家庭內、外可相互連結的裝置及服務也越

有垂直整合的特性，而在生態系統中整合自己或

趨增加，其中語音助理（例如Amazon的Alexa、

第三方的產品或服務提供給用戶，故其他事業亦

Google的Google助理及Apple的Siri等）因可透

難以與這些具領導性的智慧行動裝置操作系統及

過其使用者介面提供使用者播放音樂、收聽廣

語音助理有效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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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物聯網系統的相互操作性

的格式，因此多半是由產業中具領導性的物聯網

(interoperability)

事業制定相關標準及條件，與第三方事業訂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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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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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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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競爭疑慮

果顯示，在物聯網的生態系統中，大多依賴物聯

依產業調查問卷受訪者的回覆，彙整出歐盟

網技術平臺(包含智慧裝置上的操作系統及語音

消費者物聯網產業可能對競爭、創新及消費者選

助理)負責連結及整合不同的軟硬體，並決定哪

擇造成負面影響之行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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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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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使用者及事業相關的物聯網數據

能。

物聯網產品及服務的製造商與供應商皆可蒐

二、科技巨擘引導市場的技術走向，該等事業可

集到許多不同類型的數據，這些數據有的是由使

憑藉其所擁有的專利權，將其市場力延伸至

用者自行輸入的個人資料，有的是使用者在使

下游市場，並將使用者鎖定於該等事業建置

用特定裝置或服務時所產生的行為數據，另外也

的數位生態系統中；此情形將使得物聯網產

有裝置或服務運作時自動偵測到的環境或背景數

業的技術標準更趨於碎裂化，增加跨系統間

據。大多數的物聯網服務供應商及智慧裝置製造

交流的障礙，讓大型的生態系統更能掌控跨

商皆允許使用者下載及取得其個人資料，並允許

系統間相互操作的程度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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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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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所產生的數據有不易移轉至其他的生態系統

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利用所蒐集的

的特性，致使語音助理所蒐集到的數據亦較不

大量數據提升其語音判別技術，另外還可控

具可攜性。此外，物聯網產業所蒐集與分享的

制數據的流向以及與使用者之間的關係，亦

數據並沒有統一的標準格式，而是以各事業本

可運用其在數據上的優勢將市場力延伸至其

身的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他提供物聯網產品與服務的市場，並藉由限

Interfaces, APIs）與軟體開發套件（Software

制其他業者取得數據之手段，阻礙其他提供

development Kits, SDKs）決定數據運用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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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網服務提供者也極度依賴語音助理及智慧

服務，或將某些物聯網服務放置於較顯眼的

裝置操作系統及智慧裝置操作系統所提供的

位置，雖然這樣的作法可能會增加使用者的

技術協助，以配合進行軟體的更新，但具市

便利性，但也間接決定物聯網服務被使用者

場領導地位的語音助理及智慧裝置操作系統

看見與發現的程度，讓被預載或放置在較顯

因可掌握來自使用者的第一手資訊，而無須

眼位置的物聯網服務有更多的競爭優勢。

依賴第三方提供技術上的協助。

五、部分具市場領導地位的語音助理供應商僅採

七、領導性的物聯網技術平臺可單方決定與其他

用特定類型的技術、軟體或應用程式，並限

事業互動的條件，並訂定相關商業協議，但

制語音助理服務只能在特定智慧裝置上使

這樣的行為會讓領導性事業與小廠商之間在

用，以致使用者在單一智慧裝置上無法同時

商業競爭上更加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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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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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使用者對於該品牌的辨識度；另外其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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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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是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前言
近年來各國連鎖超市結合案時有所聞，也

Markets Authority；CMA)、法國競爭審議委員

持續受到高度關注。按連鎖超市業者間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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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主要動機係著眼於成本節省所產生的綜效

邦卡特爾署(Bundeskartellamt；BKartA)在地理

(synergies)，例如向供應商大量採購所獲得的數

市場界定及競爭效果評估之分析方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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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市場界定

Delhaize等跨國連鎖大型超市結合後的分析資料

歐洲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連鎖超市結合案

顯示，三年內成本節省超乎預期，達到7億5千萬

市場界定方面，主要關注重點係在地理市場界

1

歐元 。但是，連鎖超市結合後也可能讓市場結

定，除考量全國市場之影響外，皆會再考量國境

構更趨集中，使得參與結合事業更具有市場力，

內各地理區域，但地理區域市場的劃分方式存有

進而提高產品價格、降低產品品質、減少產品類

差異，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係以行政區域劃分地理

別或縮減消費者服務等，此亦為競爭法主管機關

市場，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法國競爭審議

審查之關注重點2。

委員會則以集客區(catchment area)劃分地理市

連鎖超市結合案在歐洲同樣也受到高度重

場。其中，前開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所選擇的地

視，此等結合案在歐洲係由國家層級競爭法主

理市場起始點並不相同，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在

管機關審理，無需到歐盟層級，並由競爭法主

EDEKA及Kaiser's Tengelmann超市結合案中，

管機關逕行採用各種的競爭效果評估方式，評

係先以參與結合事業在各區行政中心為地理市場

估國境範圍內之影響。因此，各國對於連鎖超

起始點，考量20公里半徑距離或20分鐘車程，當

市業者申報之結合案會有准駁決定之權限，如

對應的行政區域郵遞區號落入此半徑距離或車程

仔細探究其分析方式，則可發現明顯差異，尤

範圍者，則界定為一相關地理市場，最後此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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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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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345個地理區域市場 4。此方式之優點在於較

因淺顯易見，消費者不大可能因為當地某一超市

易取得連鎖超市業者各行政區域之市場占有率資

產品價格調漲，就耗費大量交通時間成本遠赴他

料，但也存在較無法真實反映各區域市場競爭態

地尋找其他替代超市購買產品，通常會再就當地

勢等缺點。

尋找其他超市替代購物。例如，英國競爭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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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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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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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效果評估
(一)地理市場區域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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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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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點，在10個法國人口密度較高地區及巴黎地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使用店面招牌

區，則縮減為10分鐘 6 。此方式之優點雖可讓競

數做為篩選門檻，亦即當連鎖超市結合將

爭法主管機關聚焦於審理重疊超市集客區之競爭

導致所界定地理市場集客區，在市中心由

變化，但也存在集客區市場占有率及人口密度資

4間變成3間或更少時，無論其營業規模，

料難以取得之問題。

該局皆將進一步審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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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德國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使用各地理市場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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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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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率做為篩選門檻，亦即當參與結合事業

式，主要係因所需評估的地理市場動輒數百個地

市場占有率在所界定之每一地理市場(包含

理市場，例如在Sainsbury及Asda連鎖超市結合

各類型超市及折扣商店)占有率總和超過

案中，評估結合後是否會實質減損市場競爭的地

25%，該署皆將進一步審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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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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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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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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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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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由於巴黎地區大眾運輸發達，多數

於5%，則較具限制競爭疑慮。另在計算

居民不以自行開車方式購物，且每次赴超

移轉率時，該局過往常派員實地在連鎖超

市購買所花費之金額相對較少，故法國競

市門口以問卷訪查之方式，詢問消費者今

爭審議委員會使用不同篩選門檻，即當參

日購買產品的超市如不開店營運或因裝潢

與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在所界定巴黎地區

整修需暫停營運數月時，會轉向何處購買

之地理市場占有率總和低於60%，且該地

14

；藉以估算消費者轉向購買後，再流向

理市場仍至少存在3家其他競爭者從事市

參與結合事業購買之移轉率。時至今日，

場競爭，則列為無顯著限制競爭疑慮之案

由於大型連鎖超市結合案參與結合事業分

件11。

店數眾多且重疊地理區域廣泛，派員實地

(二)競爭效果評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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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連鎖超市結合案競爭效果評估分析方式方

均的方法，將各地理區域超市商譽、營業

面，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比較偏重量化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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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市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最後，

轉率及GUPPI指標。例如在Sainsbury 及

在EDEKA提出結構面結合矯正措施，將

Asda連鎖超市結合案中 16，在全英國四大

地理區域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之65家

連鎖超市中，前開二者分別是全英國是第

Kaiser's Tengelmann超市，出售給上開

二大及第三大連鎖超市，全國市占率分

緊密競爭者Rewe超市後，德國聯邦卡特

別為15%及14%，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

爾署同意本結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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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法國
法國競爭審議委員會評估競爭效果方

指標值，結果顯示皆高於其所認定之門
檻 值 2 . 7 5 % 17， 最 後 經 綜 合 考 量 共 同 效

面主要考量市場結構，例如在Casino及

果、買方力量、參進等其他因素後，認為

Monoprix超市結合案，參與結合事業結合

Sainsbury及Asda連鎖超市結合後將實質

後在亞爾(Arles)及聖拉菲爾(St Raphael)

減損市場競爭，禁止本結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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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德國

場集客區仍有5間不同的連鎖超市品牌及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在評估競爭效果方

數間分店競爭者存在，故仍不足以引起顯

面首先考量參與結合事業間之緊密競爭程

著限制競爭疑慮。另在阿雅克肖(Ajaccio)

度及在市場中所面臨的競爭對手，並檢

地區，即使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後市占率總

視商店規模、商品種類及自有品牌占整

和超過45%，且只有面臨2間不同的連鎖

體利潤比例等各項因素。同時，也併同

超市品牌競爭，但委員會認為該地區三分

考量超市販售特定品牌重疊情形、代表

之二的超市仍由競爭者開店營運中，且最

性消費者之消費行為相似處、競爭對手

大的競爭者家樂福超市之市占率達40%，

進入及退出市場情形及市場集中度等，

故亦未足以引起顯著限制競爭疑慮，本結

例如在EDEKA及Kaiser's Tengelmann連

合案最後經法國競爭審議委員會審議後准

鎖超市結合案中，經考量上開因素後，

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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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在柏林(Berlin)地區已超過50%。此結合

英國、法國及德國等歐洲國家競爭法主管機

案將導致市場競爭者由3家減為2家，市

關對於連鎖超市結合案在市場界定、篩選門檻及

場結構轉變為高度集中市場，且柏林、慕

競爭效果評估等方面雖存有差異，但由於消費

尼黑(Munich)及杜賽道夫(Dusseldorf)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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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區域市場結構更趨集中，故參與結合事業須

競爭效果評估皆是在國境內各地理區域市場。此

能提供結合後足以抵銷反競爭效果之顯著綜效，

外，上開競爭法主管機關一般認為歐洲連鎖超市

或足以化解限制競爭疑慮之結構面或行為面結合

業者展店擴張、或新業者欲參進市場並非易事，

矯正措施，結合案方能獲得競爭法主管機關無條

市場具有顯著參進障礙，連鎖超市結合後將導致

件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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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平 交 易統計 ｜

處分案件統計
■撰文＝王性淵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視察）

嗽↮㟰ẞ䴙妰ġ
■撰文＝張晏慈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㚫憅⮵⎗傥㴱⍲℔⸛Ṍ㖻㱽ˣ⣂Ⰼ㫉⁛扟䭉䎮㱽䫱ᷣ䭉㱽夷忚埴婧㞍炻劍㚱忽

㱽⇯⮵ḳ㤕ㆾᾳṢἄㆸ嗽↮炻ẍ䵕嬟䣦㚫Ṍ㖻䦑⸷炻䡢ᾅⶪ⟜℔⸛䪞䇕ˤὅ㒂℔⸛㚫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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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妰炻㮹⚳ Ĳıķ ⸜军㛔炷ĲĲĲ炸⸜ ĵ 㚰炷ᶳ䧙役 Ķ ⸜炸ἄㆸ埴㓧嗽↮᷎墥䘤嗽↮㚠 ĵĸĵ ẞ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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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ὅ嗽↮㚠庱ᷳ忽㱽埴䁢↮㜸炻Ⱄᶵ℔⸛䪞䇕埴䁢妰 ĳĶı ẞ㚨⣂炻⌈ Ķĳįĸ炴炻℞ᷕ⍰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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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嘃‥ᶵ⮎ㆾ⺽Ṣ拗婌⺋⏲埴䁢 ĳıĸ ẞ⯭⣂烊Ⱄ旸⇞䪞䇕埴䁢 ĴĹ ẞ炻⌈ Ĺįı炴烊侴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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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Ⰼ㫉⁛扟䭉䎮㱽埴䁢妰
ĲĹĲ ẞ炻⌈ ĴĹįĳ炴ˤ炷堐 Ĳ炸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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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處分案件統計－按處分書所載之違法行為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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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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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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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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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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კ 2!圖1߈近5年處分案件－按處分書之行業別分
6 ԃೀϩਢҹɡࡪೀϩਜϐՉձϩ!
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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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䁢ᾅ晄⍿嗽↮ḳ㤕ᷳ㪲䙲炻⮵㕤ᶵ㚵嗽↮侭炻⎗ὅ䦳⸷㍸崟埴㓧㓹㾇ˤ奨⮇役 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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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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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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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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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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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案件）469件，維持處分比率為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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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1年3、4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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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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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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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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

讀者園地
歡迎有興趣之讀者來信或透過本刊物電子郵件信箱michelle@ftc.gov.tw提出您的看法、想
法，並不吝給予公平會批評、指教。
服務專線：（02）2351-7588分機437
服務傳真：（02）2397-5136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2-2號12-1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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