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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平交易法原始之限制轉售價格規範

民國80年2月4日公布之公平交易法，原始之限制轉售價格

規範，原則禁止規定為：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

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

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18I本文)。除外適用規定為：但一

般消費者之日常用品，有同種類商品在市場上可為自由競爭者，

不在此限(§18I但書)。前項之日常用品，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18II)。除外適用規定之立法理由有二：第一、一般消費者日

常用品有同種類商品在市場上可為自由競爭，不易受到轉售價格

限制之不良影響；第二、日、韓立法例，有類似制度。

然而，依據公平會第76次委員會議：「維持轉售價格行為有

使價格偏高之趨勢⋯⋯對於是否符合公平法第十八條所稱『日常

用品』應採嚴謹態度，經本會審慎研析結果尚未發現有符合公平

法第十八條所稱之『日常用品』。」因此，公平會並未公告日常

用品。

貳、公平交易法第一次修法之限制轉售價格規範修正

按除外適用規定，公平會需耗費大量行政成本調查日常用

品，且並無實益。爰於民國88年2月3日刪除除外適用規定(§18I

但書、II)，修法理由如下：第一、一般消費者之日常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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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市場並非為完全競爭之市場；第二、反

映與水平價格聯合一致之規範理念，垂直轉售

價格限制將有助於經銷層形成水平卡特爾；第

三、參考美國法之精神，以及日本發展趨勢。

參酌日本限制轉售價格除外適用制度，依據

獨占禁止法第23條，限制轉售價格除外適用規定

要件有三：第一、品質相同；第二、一般消費者

之日常用品，在市場可自由競爭；第三、 日本公

平交易委員會指定(指定再販)。此外，著作物再

販，基於保護文化、創作，規定著作物可從事轉

售價格的維持。

日本限制轉售價格除外適用制度之運用狀

況，於1953至1959年指定化妝品、醫藥品、清

潔劑⋯⋯等9項除外適用商品。其後適逢石油危

機，且物價高漲，1966年至1997年間，日本公

平交易委員會逐漸廢除指定商品項目，限制轉售

價格除外適用制度名存實亡。

參、公平交易法第六次修法之限制轉售價

格規範修正

民國104年2月4日，限制轉售價格規範經歷

重大變革。規範體系調整方面，限制轉售價格規

範，由舊法第三章不公平競爭第18條，調整為新

法第二章限制競爭第19條。

舊法第18條採當然違法原則，經主管機關認

定違法，不容許行為人舉反證推翻。新法則採原

則違法、例外許可。原則違法規定：事業不得限

制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服務)轉售與第

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19I本文、II準

用規定)；例外許可規定：但有正當理由者，不

在此限(§19I但書)。

又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但書所稱正當理由，主管

機關得就事業所提事證，應審酌下列因素認定

之：一、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

質。二、防免搭便車之效果。三、提升新事業或

品牌參進之效果。四、促進品牌間之競爭。五、

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由此可

知，理由是否正當，由事業負擔舉證責任。

本次修正理由有二：首先，舊法第18條採約

定無效規定，混淆民事契約效力與限制競爭禁止

規定之違法性格。其次，參酌國際潮流趨勢，如

限制最高轉售價格等之正當理由。

肆、美國休曼法之執法動向

針對限制轉售價格的執法，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1911年Dr. Miles案判決採「當然違法原則」，

經主管機關認定違法，不容許行為人舉反證推

翻。然而，同法院於2007年Leegin案判決改採

「合理原則」。

Leegin案判決，贊成限制最低轉售價格適用

「合理原則」之主要理由(多數意見)：第一、休

曼法第1條禁止之不當交易限制，在水平價格卡

特爾案件，適用當然違法原則；其他類型限制交

易案件，應考量限制內容、性質及效果等因素，

適用合理原則判斷其是否不當。第二、垂直協定

與水平協定之限制競爭效果不同，限制轉售價格

不宜與水平價格協定等同評價。第三、限制轉售

價格，存在防止搭便車、有助於新業者參進市場

等經濟合理性。第四、認定限制轉售價格可間接

達成價格卡特爾，一律定位其有反競爭效果，欠

缺實證。

Leegin案判決，反對限制最低轉售價格適用

「合理原則」之主要理由(少數意見)：第一、限

制轉售價格，存在反競爭效果(例如：消滅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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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價格競爭、助長製造商間迴避競爭、導致商品

價格上漲)。第二、質疑限制轉售價格是否有防止

搭便車、有利新業者參進市場之效果；若採合理

原則，違法判斷過程容易忽略其反競爭效果，且

增加經濟分析成本。第三、Miller-Tydings Act廢止

後，對於限制轉售價格適用當然違法原則之趨勢

下，尚無必要改變Dr. Miles案判決先例之見解。

伍、日本獨占禁止法之執法動向

一、日本獨占禁止法之公平競爭阻礙性

獨占禁止法第19條規定，禁止事業人實施不

公平交易方法。又依據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9項定

義不公平交易方法，其中第4款規定，對於自己

供給之商品，無正當理由限制交易相對人或第三

人轉售(再轉售)價格，或其他拘束其決定該商品

銷售價格之自由。

一般而言，限制轉售價格確實會限制雙方當

事人垂直交易的自由，然而是否進一步對整體

市場有限制競爭的影響，是競爭法介入與否的關

鍵，因此「公平競爭阻礙性」是考量的重點。

第一次嬰兒奶粉事件，日本最高法院判決：

「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雖有助於行為人強化其與

競爭者之競爭關係，但未必對於該商品之經銷商

間有促使價格自由競爭之相同經濟效果，因此難

謂其無競爭阻礙性。」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事業人自主決

定其商品銷售價格，為其從事事業活動之最基

本條件⋯⋯拘束經銷商決定商品銷售價格，消

滅或減少經銷商間之價格競爭，原則構成不公

平交易方法之違法行為。」(平成3.7.11流通交

易慣行指針)

由上述可知，對於限制轉售價格規範，日本

實務見解強調限制品牌內價格競爭之經濟有害

性，而較不重視品牌間之競爭。

二、流通交易慣行指針之背景

1990年代前，日本各商品市場普遍存在著廠

商對經銷商實施價格、非價格的行銷管控策略，

形成市場封鎖效果，以致在美日貿易結構協議列

為談判會商之重點。

因應美日貿易結構協議，有助於日本開放市

場自由競爭，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小客車、

汽車零件、玻璃板、紙等商品進行產業調查，在

1991年7月1日公布流通交易慣行指針。流通交

易慣行指針，揭示對於垂直價格、非價格限制之

執法方針，藉以確保事業人得以自由參進市場、

自由選擇交易對象、自由決定價格及其他交易條

件、進行以價格品質及服務為中心之公平競爭。

三、流通交易慣行指針之限制轉售價格規範

(一)事業人以下列方法，實效性的確保經銷商依其

提示之價格銷售商品，認定有限制轉售價格之

拘束力(指針第1部、第1、2、(3)、 [1] )：

1.以書面或口頭提示價格約款。

2.要求經銷商提出依其提示之價格銷售商品

之同意書。

3.以經銷商接受其提示之價格，為同意交易

之條件。

4.要求經銷商以其提示之價格銷售商品，且

不得折價銷售滯銷品，為退貨條件。

(二)事業人對經銷商提示銷售價格，實施下列措

施，認定有限制轉售價格之拘束力(指針第1

部、第1、2、(3)、[2])：

1.未依提示價格銷售，實施或告知停止供

貨、減少供貨量、調高出貨價格、減少折

扣優惠或拒絕供給其他商品等經濟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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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2.依提示價格銷售，提供或告知給予折扣優

惠、調降出貨價格、供給其他商品等經濟

利益措施。

3.調查是否依提示價格銷售，要求報告售價

或派員監視、查閱帳冊等。

4.以商品編號管控通路，禁止經銷商供貨給

削價銷售業者。

5.要求供貨給削價銷售業者之經銷商，買回

該商品。

6.接受其他經銷商之申訴，要求經銷商停止

削價銷售。

(三)事業人提示銷售價格，除固定價格外，包含

下列型態價格(指針第1部、第1、2、(5))：

建議售價某百分比以內之價格、一定區間內

之價格、事前認可之價格、不低於鄰近店面

之價格、警告措施形成之下限價格。

(四)事業人限制轉售價格應否具備市場力

指針對實施非價格限制之事業人訂有20%市

占率門檻(指針第1部、第1、3、(4))，實施價格

限制則未明訂，也就是說，即便市占率低的事

業，仍受到限制轉售價格規範的規制。

第一次嬰兒奶粉事件，日本最高法院判決：

「嬰兒奶粉對於消費者具有不易轉換品牌之特

性，經銷商在依賴某特定品牌奶粉供應之情況

下，即使該特定品牌奶粉市占率低(和光堂奶粉

市占率約6%∼10%)，其限制轉售價格仍有拘束

力，足以認定其違法。」

(五)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

有防止搭便車及促進品牌間競爭之效果，因

此擴大商品需求、增進消費者利益，相較於其他

限制方法所生阻礙競爭效果最小，在必要期間及

範圍內，得認其有正當理由(指針第1部、第1、

2、(2))。由此可知，指針對於限制轉售價格之正

當理由，適用的要件相當嚴格。

第一次嬰兒奶粉事件，日本最高法院判決：

「認定限制轉售價格有無正當理由，應從維持公

平競爭秩序之觀點，判斷其有無阻礙交易相對人

自由參與市場競爭之虞；至於事業經營的必要性

或合理性(維持嬰兒奶粉價格穩定之供給)，並非

正當理由之考慮因素。」

觀察日本實務案例，至今尚未有適用正當理

由的案例出現。以保護小規模零售商對抗大規模

量販店削價競爭、新進業者開展通路或維持品牌

形象等理由之商品(家電、毛線、安眠枕、調味

醬料等)限制轉售價格案例，則大多以和解程序

處理。可見日本對於限制轉售價格的執法態度仍

相當保守。

陸、公平交易法民國104年修法前之執法

立場

一、「當然違法」適用原則之確立

(一)立明光學有限公司限制轉售價格案

此一限制訂價之自由，將使特定商品品牌內

之價格競爭完全趨於消滅，使該特定商品價格下

降壓力減少，間接導致品牌間之競爭減少，故具

有高度之限制競爭效果，不利於自由市場之公平

競爭、經濟繁榮及消費者之利益，自應視為當然

違法。

(二)安那柏格股份有限公司限制下游事業最低轉

售價格案

僅證明系爭約款限制下游事業自由決定轉售

價格，而不論事業之市場力、所屬市場競爭狀

況、約定轉售價格造成之實際效果，及有無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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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等，本案係採取當然違法之審查基準。

二、「限制」轉售價格，有無拘束力之認定標準

(一)冠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轉售價格案

被處分人於合約書約定下游經銷商轉售價

格，並以經銷權之取消、停止出貨及處罰10倍違

約金等措施，對下游經銷商及建材行等交易相對

人之心理形成壓迫，其價格設定自由實已受前開

不利益制裁等配合措施之拘束。

(二)南一書局公司限制交易相對人轉售價格案

被處分人雖稱其所訂者僅為「建議」售價

表，但依檢舉人及臺南地區受訪談門市書局之陳

述，被處分人並無讓經銷商及門市書局得以自由

訂價，如有違反約定即予以處罰(停止供貨)，並

有臺南、高雄2件處罰案例，其結果將使同一品

牌內不同經銷商間之價格競爭減弱。

三、「限制」轉售價格，不以實際執行處罰措施

為必要

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商品轉售價格

案，倘系爭約款已有限制下游事業轉售價格決定

自由之情事，毋論上游事業之市場力、所屬市場

競爭狀況、實際執行效果或是否執行罰則等，均

應認定系爭約款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8條規定。

四、下游經銷商要求上游供應商制定統一商品價

格表，亦構成限制轉售價格之違法行為

台灣明尼蘇達礦業製造公司限制研磨絨盤產

品轉售價格案，下游經銷商要求上游供應商制定

統一商品價格表，故本案經銷商仍保有定價自

由，但是經銷商間削價競爭情事已大為改善，

據此可知本案確實有限制經銷階層價格競爭。

此外，除了合意限制轉售價格外，上、下游廠

商非屬同一產銷階層，是否構成聯合行為，值

得探究。

五、「限制」轉售價格之實質認定

(一)公研釋032號解釋：經銷契約上明定建議售

價，如對下游經銷商未要求或約定應以該

上下限價格出售或不得打折，即不能僅以

印有建議售價而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8

條規定。

(二)公研釋022號解釋：廠商在產品上貼「不二

價」之標籤售予零售商，則顯有限制零售商

銷售價格之意。因之廠商在產品上貼不二價

之標籤售予零售商，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

定，不宜為之。

(三)公研釋004號解釋：是否為代銷契約，不能

僅從其契約文字形式上為斷，而應就該契約

之實質內容加以認定。如確屬代銷契約，而

於代銷契約中約定有銷售價格者，因代銷事

業所獲得之利潤並非因購進商品再予轉售而

賺取其間之差額，因此無轉售價格之問題，

自不適用公平交易法第18條之規定。

柒、公平交易法民國104年修法後之處分

案例觀察

一、新視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經銷商轉售奇

美家電商品價格案

(一)限制轉售價格之拘束力：實際售價低於報價

表之建議售價者，遭受斷貨懲罰措施。

(二)認定無正當理由：避免削價競爭影響服務品

質、提供售前服務、減少賣家的商品來源不

明、降低呆帳風險等，惟並無具體實施之內

容及具體事證。

二、台灣櫻花股份有限公司限制經銷商轉售產品

價格案

(一)限制轉售價格之拘束力：總經銷契約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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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轉售價格與處罰規定；未符規定，遭受網

站移除網頁之處罰。

(二 )認定無正當理由：未提出除限制轉售價格

外，是否已無其他不生阻礙競爭效果之方法

可達成其目的⋯⋯致削弱品牌內不同經銷通

路間之價格競爭，而有價格僵固之虞。

三、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經銷商品轉售價

格案

(一)限制轉售價格之拘束力：派員訪查，對未遵

守建議售價者，取消返點、出國獎勵及終止

契約。

(二)認定無正當理由：為提升與國際大廠間之競

爭力及維持品牌定位與利潤，惟被處分人未

提出其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有「促進品牌間之

競爭」等具體事證。

四、達飛國際有限公司限制下游交易相對人就寵

物商品轉售價格案

(一)限制轉售價格之拘束力：合約約定，經銷商

未依建議售價銷售商品，被處分人得暫時不

予出貨，甚至終止合約。

(二)認定無正當理由：無法確保各下游經銷商合

理之經銷利潤；單純商品價格低於建議售價

難謂危害整體品牌形象。

捌、執法方向之展望

現行公平交易法定位限制轉售價格為「原則

違法」之規範體例下，實務對於其有無拘束力之

認定，仍一貫維持嚴格執法之態勢。

至於調整「例外許可」限制轉售價格規定之

必要性，相較於日本流通交易慣行指針，我國公

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5條，正當理由的適用要件

較為寬鬆，因此可預見未來容許例外許可的空間

更大。此外，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5條之規範

內容多為不確定法律概念，面對實務案例，執法

判斷要素應從寬或從嚴，考量國人對物價之需求

彈性，例外許可規定宜謹慎適用。再者，因應市

場環境變遷，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5條或許可

以增訂市場結構、商品特性、消費者利益等考量

因素。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9條：「行政機關就該管

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

注意。」又公平交易法之目的為規範市場競爭秩

序，而非處罰業者，因此，公平會進行調查時，

應向事業適度闡明「正當理由」之舉證事項，如

確實有正當理由之適用，反而有助於維護市場自

由競爭，而非圖利行為人事業。至於正當理由舉

證事項的證明程度，無須達到刑事案件的確信程

度，經由行政機關審酌，達到合理相信存在程度

即可。

（本文係講座106年7月21日假公平會競爭

中心發表之演講內容，經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研

究所楊宗霖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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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有線電視經營區擴大後，新進業者曾反映原

經營區域之既有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其經營區域

內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簽訂限制公寓大廈公共

區域纜線管理權之條款，導致無法將有線電視線

路拉進社區，故無法爭取社區住戶使用。公平會

便主動立案調查新進業者進入市場之有線電視經

營區，是否有既有有線電視業者與公寓大廈管理

委員會簽訂類似之契約條款，而有阻礙競爭者參

與或從事競爭之情形。

不得與管委會簽訂獨家經營權條款

據公平會調查，3家有線電視服務既有業者，

D公司、G公司及T公司，其市場占有率分別皆

於所在地區達4成以上，卻於主管機關擴大有線

電視經營區，新進業者加入期間，與公寓大廈管

理委員會簽訂有線電視收視契約獨家經營權條款

「於本合約有效期間內，⋯甲方⋯保障乙方在本

社區之單一經營權，並有社區暗管獨家使用權，

甲方不得另與其他系統業者協議於甲方社區提供

有線電視相關服務；否則視同違約，乙方有權取

消⋯相關費用優惠，並⋯收取未到期之費用作為

懲罰性違約金。」限制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與其

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協議提供相關服務，否則

取消優惠，並收取懲罰性違約金。另T公司除與公

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簽訂有線電視收視契約獨家經

營權條款外，更發函警示締約之公寓大廈管理委

員會，要求違約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拒絕其他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進入社區架設設備或撤除設

備。由於D公司、G公司及T公司3家有線電視業

者，於其所在之各有線電視服務市場業皆具有相

當市場力量，以此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

從事競爭之行為，對其所在相關市場之競爭及消

費者利益顯有負面影響，而有限制競爭之虞，已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規定。

結語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簽

訂獨家經營權條款之契約，或發函要求公寓大廈

管理委員會拒絕其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進入社

區等行為，已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特別

是對市場中的新進業者，而且損及部分不欲與既

有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交易或有意轉換交易對象之

住戶利益。因此，公平會呼籲，有線電視系統業

者應避免以獨家經營權條款等方式阻礙競爭者爭

取客戶，以免因限制市場競爭而受裁罰。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公寓大廈管委會簽訂獨家
經營權條款構成阻礙競爭
有線電視市場經營區擴大後，新進事業已進入市場參與競爭，但公寓大廈等社區住戶為什麼還是無法

收視其他業者提供的數位有線電視服務？

■撰文＝方彥修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聘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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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開發

金控)擬以公開收購方式取得中國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人壽)已發行股份25.33%之股

權，完成收購後開發金控併計子公司凱基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對中國人壽之持股約可達34.63%

至34.96%，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

之結合型態。因參與結合事業民國105年銷售金

額均已達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3款事業結

合應申報之銷售金額門檻，爰於結合前向公平

會申報。

結合類型與競爭分析

本案參與結合事業開發金控其旗下子公司並

無經營人身保險業務，因此與中國人壽間不具水

平競爭關係。又開發金控之子公司凱基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銀行)之保險部與關係企

業凱基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保經)

均有從事保險經紀業務，且銷售部分中國人壽之

保單，屬保險業下游銷售通路，結合後，在保險

商品與銷售通路間，可能產生垂直結合之情況。

故本案同時涉及多角化結合(人身保險)及垂直結

合(保險公司與保險經紀人公司)之型態。

多角化結合部分，依目前法令環境而言，金

融機構原本就可以金融控股公司之方式跨業經

營，所以尚不會因未來法令管制之解除或改變，

而使原本不具競爭關係之事業，得以經營互相跨

入對方業務領域之市場，而有潛在競爭關係之情

形。另由於金融業係屬服務密集而非技術密集之

行業，原本阻礙銀行、證券、保險業跨業經營之

因素，並非因技術層面之問題，因此技術進步雖

可反映在提供新穎的支付工具或整合性服務，但

並不會因技術進步而顯著改變金融控股公司之跨

業經營可能性。又開發金控跨業人身保險事業之

計畫，係以收購既有之保險公司為參進策略，原

本即無以成立壽險公司跨業人身保險市場之計

畫。綜合考量法令管制改變、技術進步、參與結

合事業原本跨業發展計畫等因素，認為開發金控

與中國人壽間不具有潛在競爭關係。

垂直結合部分，開發金控所屬凱基銀行及關

係企業凱基保經雖然銷售中國人壽保險，然本案

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後倘若採行垂直封鎖策略，

則凱基銀行及凱基保經須犧牲原本銷售其他保險

公司商品之收益，中國人壽亦須犧牲透過其他通

路銷售商品之收益，並無採行垂直封鎖之經濟誘

因。又大多數保險公司仍係透過自身之銷售管道

招攬業務，且在保經公司以外還有眾多的保險代

理人或保險經紀人等銷售通路，其他保險業者尚

開發金控跨業結合中國人壽
開發金控旗下子公司原已有中華開發資本、凱基證券及凱基銀行等事業，透過收購中國人壽部份股權

直接跨業人身保險領域，金融版圖更加完整。

■撰文＝余韋蓁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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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擇直接銷售或與其他銀行進行策略聯盟共同

行銷產品，故亦難認結合後，中國人壽得以透過

與凱基銀行及凱基保經間之獨家交易安排，封鎖

其他保險公司。

結語

公平會審查結果認為，本結合因尚無顯著限

制競爭不利益，故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1項規

定，不禁止其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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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A公司於網路平台販賣B公司商品，因價格太

低遭B公司以違反著作權為由向網路平台檢舉而

被下架，甚至被限貨或斷貨，A公司認為B公司

此等行為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故向公平會

提出檢舉。

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的具體事證

B公司係自售或透過經銷體系販售家電商

品，並將商品賣斷予所屬經銷商，風險承擔由經

銷商自負，且B公司與經銷商間簽有經銷合約書

及網路經銷授權書，內容未有限制轉售價格及處

罰約款。

惟經公平會查獲B公司寄發之電子郵件，內

容載有被處罰經銷商名單、被處罰理由（如破

價，即低於建議售價）及被處罰方式（如停止

供貨），B公司不否認確曾於前揭電子郵件提及

之期間未供貨給某些經銷商，並自承係因該等

經銷商出現商品售價低於進貨價格而暫時停止

出貨。且經進一步查證，遭停止供貨之經銷商

實際交易價格確實有低於B公司報價表建議售價

之情形。

限制商品轉售價格並無正當性

限制轉售價格究竟是限制市場競爭還是促進

市場競爭，事業是否於必要之期間及範圍內以限

制轉售價格方式達到促進競爭之效果，屬當事人

之抗辯事由，當事人就其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正

當性負有舉證責任，公平會再就其所提出合理事

證，經審酌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者，始有公平交

易法第19條第1項但書之適用。

B公司提出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包括為

避免削價競爭影響服務品質、提供售前服務之必

要性、減少賣家的商品來源不明或以非正常手段

取得商品、為降低呆帳風險之考量等，惟其所辯

並無具體實施之內容及事證以實其說，難謂有限

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

B公司始終未提出事證說明如何以限制下游

經銷商轉售價格的方法達到促進競爭的積極效

果等正當理由，然而B公司限制經銷商銷售商品

價格的行為，已剝奪下游經銷商自由決定價格之

能力，致其無法依據所面臨之競爭狀況、營運策

略等訂定商品售價，將削弱經銷通路間之價格競

爭，且並無促進競爭之正當理由，故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無書面約定，限制轉售價格也可能違法喔！
事業即使未以合約約定下游經銷商的轉售價格，但實務上對於低價販售之經銷商採取限貨或斷貨的處

罰措施，仍有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

■撰文＝馬明玲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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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商Q u a l c o m m  I n c o r p o r a t e d (下稱

Qualcomm)擬取得荷蘭商NXP Semiconductors 

N.V. (下稱NXP)100%股權，合致公平交易法

第1 0條第1項第2款及第5款之結合型態，且

Qualcomm及NXP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達公平

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申報門檻，故依

法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

相關市場

Qualcomm為國際手機晶片大廠，手機晶片

可劃分為4種關鍵晶片，分別為基頻晶片、射頻

晶片、應用處理器及無線通訊晶片；NXP為國

際車用晶片大廠，其車用產品包含車載資訊娛樂

及輔助駕駛、汽車應用類比IC、車載微處理器及

控制器、感測器等，其他領域產品尚有近場通訊

(NFC)及安全元件晶片、有線及無線通訊嵌入式

處理器、音訊提升解決方案、各類微控制器及處

理器等。

Qualcomm與NXP之多數產品應用於不同領

域，不具需求替代性，僅於少部分產品有所重

疊，分別為「低耗能藍牙晶片」(Bluetooth Low 

Energy, BTLE)、「車載資訊娛樂微處理器」

(MPU)、「語音增強解決方案」及「智慧型放大

器」(smart amplifier)。本案因雙方主要產品於

終端運用領域有所不同，分屬手機晶片及車用晶

片之應用領域，僅有少部分產品重疊，故屬於水

平及多角化結合。

競爭分析

本結合行為完成後，「低耗能藍牙晶片」、

「車載資訊娛樂微處理器」及「智慧型放大器」

市場占有率提高均不及5%。至於「語音增強解

決方案」市場，NXP於國內並無銷售實績，對國

內市場影響亦屬有限，且相關市場皆有強勁之競

爭對手，交易相對人可自由轉換供應商，因此結

合後對相關市場之影響尚屬輕微。

再者，Qualcomm與NXP之重疊產品並非其

主要業務，占其營收比例甚低，Qualcomm之主

要業務為手機基頻晶片，NXP為車用晶片，雙

方產品於終端運用領域有所不同，少有重疊，結

合後手機及車用晶片等相關市場結構不受影響。

且本結合旨在涉足物聯網創新應用領域，著重於

行動裝置晶片與汽車晶片的互跨整合，物聯網牽

涉的產業鏈十分龐大，應用範疇亦十分廣泛，

透過資料蒐集、網路傳輸以及資料運算分析，

未來汽車、家電等各種物品都將連上網路，惟

目前各聯網終端所面臨的互聯障礙仍有待業者

迎接物聯網時代─晶片市場的整合應用
物聯網的時代即將來臨，透過資料蒐集、網路傳輸以及資料運算分析，未來汽車、家電等各種物品都

將連上網路，惟目前各終端設備面臨的互聯障礙還有待業者進一步的整合與創新。

■撰文＝孫雅棋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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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創新、相互合作，推動跨品牌、型態、

平臺的聯網設備，因此目前諸多大廠以籌組產

業聯盟的方式，進行物聯網生態體系之建構與

布局，國際半導體大廠如 In te l、Samsung、

Broadcom等皆積極涉入相關領域，因此本結合

行為完成後，仍維持國際廠商間之激烈競爭，

對國內市場影響有限。

本結合行為對相關市場結構尚無顯著影響，

意圖影響我國市場競爭之明確性及可能性均低，

其結合效果並未對我國相關市場有直接、實質且

可合理預見之影響，因此公平會不予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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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備」不是「合法」的絕對保證

我國對於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管理採「報備

制」，事業在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必須將

傳銷制度內容包括商品項目、獎金制度、傳銷商

聘階等事項向公平會報備。如果事業未報備即從

事多層次傳銷行為係屬違法，倘報備之內容有所

變更亦須於事前向公平會報備，惟「報備」不代

表其行為一定「合法」，坊間不無有傳銷公司報

的是一套，作的又是另一套，並以向公平會「報

備」完成，宣稱「保證合法」取信於人。

商機引爆 獎金發爆？天下無白吃的午餐！

I公司係已完成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傳銷

商以「一般會員」加入可以於I公司網路商城購買

東西，「VIP會員」除了可以於該商城購買東西

外，還可以自行刊登廣告銷售自己的商品。然而

I公司實際卻對外宣稱以將近3萬元加入「VIP會

員」，每天到該公司網路商城分享廣告，廣告主

會回饋廣告費每天125元，一年即可賺取45,625

元的「靜態收入」，並宣稱該收入是會員辛苦分

享廣告所獲得之「勞務所得」，倘介紹他人加入

還可另外賺取其他傳銷的「動態收入」，造成許

多民眾奔相走告，投入大把金錢購買眾多「VIP

會員」資格，每天汲汲營營上網點廣告。

然經公平會調查結果，I公司實際未曾從廣告

主收取任何廣告收入，所發出的獎金全係由傳銷

商加入時所給付之「入會費」支應，該組織必須

藉由不斷有人加入，由先加入者平分後加入者給

付之費用，當新加入的會員所給付的金額不足以

支應給付出去的獎金時，即有倒閉的可能，因該

等運作模式已涉及變質多層次傳銷或非法吸金等

刑事責任，公平會業移請檢察機關偵辦。

另公平會調查過程發現I公司實際之傳銷及獎

金制度與報備內容不符，未於實施前向公平會報

備，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7條第1項規定，

且共有7百餘個傳銷商經營權辦理退費，惟I公司

未於法定期限30日內辦理完畢渠等之退出退款事

宜，業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4條準用第20條

第2項規定及第24條準用第21條第2項規定。

傳銷停看聽 審慎選擇才安心

本案 I公司自稱是新興商業模式，並用「勞

務所得」、「廣告分潤」等話術精心包裝，再以

「合法報備」作為掩護，即便平時民眾對於「投

資有賺有賠」都耳熟能詳，然而在人的貪念下，

面對不法業者保證獲利卻顯而易見一定會發爆的

獎金制度時，卻一時失去了判斷能力，十足可

惜。公平會再次提醒民眾加入多層次傳銷，除上

公平會網站查詢是否屬已報備之公司外，一定要

注意傳銷公司宣稱的內容是否與報備相符。多層

次傳銷僅是一種行銷的方式，本質仍以「銷售商

品或服務」為目的，倘偏離該等目的，不論是以

高報酬獎金為訴求，或是宣稱不需努力即享高額

被動收入，都需要再三審慎考慮！

每天上網點讚 被動收入翻倍 有影嘸？
陳太太自從剛生完孩子，正苦惱有無兼職工作可以貼補家用，這時久未謀面的小學同學阿嬌line來一篇

訊息，只要花3萬元加入會員，每天上網點廣告，一年就可以現賺4萬多元，叫人好生心動⋯

■撰文＝張為智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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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公平會接獲桃園市政府函移民眾反映，S建

設公司及廣告代理商銷售桃園市H建案，書面廣

告刊載「健身房、lounge bar」等文字，但民眾

辦理交屋後，查覺建商實際上沒有依廣告內容施

作相關公共設施，涉及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21條規定情事。

建商沒依廣告內容提供公共設施，且規劃

設置的地點也違法

經公平會立案調查，S建商及廣告代理商除

以書面廣告刊載健身房等公共設施外，並委託電

腦公司製作頂樓平面配置圖、健身房3D示意圖、

吧檯區3D示意圖、有氧區3D示意圖及撞球檯3D

示意圖等電子錶板資料，作為接待中心現場銷售

向客戶介紹使用，整體廣告予人印象為「健身

房」、「吧檯區」、「有氧區」及「撞球檯」等

公共設施皆可依廣告規劃於頂樓平台合法使用。

但實際上S建商並未依廣告內容提供健身房

等公共設施，且該公司規劃設置健身房等公共設

施的位置在竣工平面圖登載用途為「露台」，據

桃園市政府提供意見，依建築技術規則第1章第

1條規定，直方上無任何頂遮蓋物之平台，稱為

「露台」，依建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建築

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

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

或拆除。」倘在露台上擅自搭蓋建物者，即為露

台違章建築。另S建商及廣告代理商也坦承，健

身房等公共設施屬於「二次施工」與原核准的建

造執照不符。

故S建商不僅未依其廣告內容提供健身房等

公共設施，且其規劃設置的位置與竣工平面圖登

載用途不符，屬於違章建築，購屋者亦無法合法

享有廣告所示的公共設施空間使用，其廣告之表

示核與事實不符，已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對建案之

內容及用途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核已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民眾購屋應注意建案廣告內容與使用執照

等圖說是否相符

因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的建物用途情狀，為

影響購屋者承購與否的重要交易決定因素之一，公

平會建議民眾於購屋時應多加謹慎，請建商提供建

案的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等圖說，與廣告內容進一

步比對，注意廣告刊載的內容與圖說核准用途是否

相符，以避免購屋衍生的風險與爭議。

建案廣告說好的健身房、lounge bar，怎麼不
見了？

T先生與妻子在迎接孩子出生前，先等到預售屋新居落成，心裡得意著雙喜臨門，正興沖沖與建商交

屋，卻愕然發現，當初建案廣告寫的、銷售人員介紹的健身房、lounge bar（吧檯）及撞球檯等公共設施，

怎麼不見了呢？

■撰文＝楊翔宇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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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分析帶動跨產業之創新，並有助於促

進物聯網之普及與人工智慧相關技術之發展，進

而增加產業生產力，實現為個別消費者提供客製

化商品或服務之願景。鑑於數據本身及其運用在

商業活動之重要性，如何讓事業能在公平且自由

的競爭環境下，蒐集、累積、分析與使用數據並

進而創新亦成為競爭政策所需探討之重要議題。

為瞭解大數據之累積及運用可能涉及日本競爭政

策及獨占禁止法之議題，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本（2017）年1月成立「數據及競爭政策研究小

組」，該小組並於同年6月發布「數據及競爭政

策研究小組報告」1，藉此掌握數據2相關之經濟

情勢及科技發展趨勢，並作為日後執法及競爭政

策擬訂之參考。

與數據相關之競爭疑慮

本研究報告將事業所運用之數據概分為個人

資料及產業資料，其中個人資料係指在網路上提

供使用者免費服務（如：社群網路服務或搜尋引

擎）所蒐集到之使用者個人資料，免費服務提供

者可運用這些資料，分析使用者之興趣喜好，為

網路廣告業者提供精準行銷服務；而產業資料則

指透過不同種類之感應器，自機器裝置、人體、

土壤或其他實體物等所蒐集之資料，事業可藉

由分析此類數據資料，增進工廠或商店之營運效

率、創造新產品或改善既有產品及服務，亦可應

用於機器學習及深度學習技術上（如：發展語音

圖像辨識技術，以運用於客戶服務中心之運作及

醫療服務）。本研究報告並分別整理出與個人資

料及產業資料相關之競爭疑慮，及可能違反日本

獨占禁止法之行為態樣，主要可分為不正當之資

料蒐集、事業不正當囤積數據並限制數據為其他

事業所用及其他拒絕其他事業取用數據之不合理

行為等，分述如下：

一、不正當之資料蒐集行為

（一）單一事業自事業夥伴處蒐集數據：具有優

勢議價地位之事業藉由與他事業訂定機密

協定，共同進行研發計畫，並要求與其締

結協定之事業應同意授權研發過程中所取

得之資料及技術，並藉此蒐集到具高價值

之稀有資料，強化該事業在市場中之地

位。此類行為將可能降低他事業研發創新

之意願，妨礙公平競爭。倘事業濫用其優

勢議價地位，迫使他事業接受不利之交易

條件，則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在處理

此類行為個案時，事業在市場中之地位、

他事業與具優勢議價地位事業間之交易依

賴程度、他事業改變合作事業夥伴之可能

性等因素皆會被通盤考量。

（二）事業經營數位平台所蒐集之數據：數位平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大數據之研究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發布大數據之研究報告，探討與大數據相關之競爭疑慮及可能違反日本獨占禁

止法之行為態樣。

■撰文＝徐曼慈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專員）

1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大數據報告僅代表「數據及競爭政策研究小組」之觀點，不代表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官方立場。
2 本報告所稱數據（data），係指透過如數字、圖形、影像、聲音等形式呈現且可透過機器處理之客觀事實。



16

FTC 公平交易通訊   NO.078    中華民國106年11月號

台業者倘具一定市場力，且對平台使用者

產生鎖定效果時，即使數位平台業者將其

蒐集資訊之條款修改為較不利於使用者之

模式，平台使用者仍難以轉換由其他業者

提供服務。此行為除了會對公平競爭產生

負面影響外，亦使具市場力之平台業者更

可藉此建立、維持或強化其蒐集與運用數

據之市場地位。另消費者之利益倘因數位

平台業者之不正當行為而受到損害，除適

用個人資料保護法或消費者保護相關規定

外，如數位平台業者之行為有減損競爭之

風險，或許亦可適用獨占禁止法。

（三）多個事業共同蒐集數據：事業藉由共同蒐

集數據之方式，可降低取得數據之成本，

確保數據蒐集之完整性，亦有助於促進競

爭。惟若參與共同蒐集數據之事業，禁止

參與事業單獨蒐集數據，抑或藉由共同蒐

集數據揭露產品未來可能之定價、數量及

其他資訊，有助於競爭者間之勾結時，將

可能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規定。

二、事業不正當囤積數據並限制數據為其他事業

所用之行為

（一）單一事業拒絕其他事業取用數據：基本上

事業得自由決定產品或數據提供之對象及

條件，僅在事業交易行為有構成排他或拒

絕交易之可能，或妨礙其他事業與同樣蒐

集數據之競爭者間交易時，始有違反獨占

禁止法之可能。此外，當掌握數據之事

業將過去曾開放讓競爭者取用之數據，

在無正當理由下，拒絕讓競爭者取用，

抑或將有義務應允許競爭者取用之數

據，拒絕讓競爭者取用，亦可能涉及違

反獨占禁止法。

（二）事業共同拒絕其他事業取用數據：倘共

同蒐集數據之事業在市場具有相當之市

場占有率，且在無正當理由下，限制特

定事業不得加入成為共同蒐集數據之一

員，亦不允許該特定事業取用共同蒐集

之數據，使得受限制之事業，因無法取

得事業經營上之必要數據，而有可能被

排除於市場外，是項行為將有違反獨占

禁止法之疑慮。

三、其他拒絕其他事業取用數據之不合理行為：

包含於銷售數據時，以搭售、捆綁方式要求

交易相對人須同時購買其他數據分析之服

務；以提供機器學習之關鍵技術為條件，要

求交易相對人不得提供數據或分析技術予其

他競爭者等行為，皆可能因限制交易條件或

排他交易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疑慮。

市場界定方法

本研究報告指出有關數據蒐集與運用之交易

可能影響且須考量之市場包括：運用數據之產品

市場、數據之交易市場、與數據運用相關之技術

市場。前開相關市場之界定方法與一般產品市場

之界定方法並無太大差異，主要仍考量產品對買

方之替代性，必要時則考量供給者之替代性。然

有關數據之蒐集及運用，進行市場界定時應特別

考量之事項包括：

一、地理市場範圍：數據交易通常不受地域範圍

限制，因此當數據之需求來自於國內外，且

數據內容不具有地域特性或趨勢時，則可將

地理市場界定超過國界以外。同樣地，當技

術之應用（如：影像判別分析）亦不受地

域、語言或行為限制時，則在界定市場時，

可將地理市場界定較大之範圍。

二、研發活動之影響：透過數據之蒐集、累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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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所研發出的技術，在界定市場時，除了

界定「運用數據之產品市場」外，也可能涉

及數個發展不同數據相關產品之「技術市

場」，這些技術市場可能包含目前已存在或

未來才會出現的潛在市場。

三、數據交易市場：事業倘透過提供產品予客戶

之過程中蒐集數據，以藉此改善自身或其他

產品，此種方式所蒐集之數據，有時可與該

事業所提供之產品分別交易，倘交易行為可

能對競爭帶來負面影響時，則須對數據交易

市場予以競爭評估。另因數據本身不必然具

有貨幣價值以及難以計量之特性，因此在處

理某些個案時，可能無法使用銷售額或數量

計算市場占有率，此時，則可以取得數據之

來源評估涉案事業之市場地位（如：數據取

得係來自於特定之機器裝置時，則可藉由涉

案事業擁有機器裝置之數量或內建感應器之

數量評估市場地位）。

四、數位平台事業藉由平台蒐集與使用大量數

據，在提供平台使用者免費服務的同時，另

從其他市場賺取報酬。數位平台所提供之免

費服務，讓過去以價格衡量競爭之方法不再

完全適用於所有個案上，而須另以產品品質

及數量、參與交易之消費者及銷售管道、供

給產品所需使用之設備等其他工具，評估市

場競爭程度，或可採用SSNDQ（微幅但顯

著的非暫時性品質調降）檢測法（如：數位

平台對於個人資料之隱私保護程度可被視為

品質之衡量要素），以及調查消費者使用數

位平台服務之目的、買方挑選服務時所使用

之準則，以及其他服務在買方心中是否具有

替代性等，作為市場界定之依據，針對數位

平台提供之免費服務界定出相關市場。

結論

本研究報告歸納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競爭法不應過度干預與數據蒐集及運用相關

之商業行為，以鼓勵創新。惟倘大量數據及

重要分析技術是集中掌握於某些事業，則

須關注該等事業行為是否具有妨礙競爭或

損害消費者利益之風險，並於必要時依法

進行查處。

二、日本獨占禁止法之現行架構仍足以處理大部

分與數據蒐集及運用之競爭疑慮，並盼本案

報告之研究成果可作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

未來擬定政策及執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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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電子商務、大數據(big data)和大數據分析在

數位經濟時代的持續發展，改變了網路交易環境

以及購買商品的方式。網路交易高度透明化和低

度參進障礙，降低買方的搜尋成本，但對賣方而

言，買方所留下的交易紀錄和個人資料則是另一

種重要的資產，因為賣方可以運用大數據分析和

演算法(algorithms)，對客戶採取線上行為的差

別待遇(on-line behavioral discrimination)。究

竟賣方如何利用大數據進行差別待遇以及對社會

福利的影響為何，在國外引起不少的討論1，甚

至美國白宮在2015年也針對此議題提出報告2。

謹藉由本文說明在網路交易盛行的時代下差別待

遇如何形成，以及國外競爭法或其他法律如何規

範所衍生的數據保護與蒐集的問題。

差別訂價

差別訂價是差別待遇行為類型之一，是指事

業對於相同成本的產品，對不同的消費者收取不

同的價格，經濟學通常將差別訂價分為一級、

二級與三級等3種型態。第一級差別訂價(f irst-

degree price discrimination)又稱完全差別訂價

(perfect price discrimination)，是指事業對於相

同成本的產品，會針對每一個消費者所購買的每

單位產品收取其願意支付(willingness to pay)的

最高價格3，如果廠商要實施第一級差別訂價，

就要知悉市場上每一個消費者的需求。

第二級差別訂價 ( second-degree  p r i ce 

discrimination)則是廠商對所有消費者提出相同

的價目表，由消費者自主選擇不同分類的價格，

典型例子就是航空公司對同一班機訂有商務艙和

經濟艙的票價，至於數量折扣也是第二級差別訂

價的常見實例。另第三級差別訂價(third-degree 

price discrimination)是指廠商對具有不同可觀

察(可能是暫時的)特徵的消費族群訂定不同的價

格，消費者一旦被區分後，便無法自由選擇其他

類別，例如公車針對學生、老年人和一般成人等

不同年齡層訂有不同票價即是一例。

近乎完全差別訂價的時代

廠商要成功實施差別訂價有幾個必要條件，

第一個要件是廠商面對的市場需求曲線是一條負

斜率的曲線，也就是廠商要具有市場力，另外二

個要件分別是廠商能夠清楚區分消費者以及買方

不易藉由不同的價格從事套利(arbitrage)行為。

在實務上，常見的差別訂價行為是第二級和第三

級，至於第一級完全差別訂價行為則幾乎不可能

實現，因為廠商無法掌握市場上每一位客戶在需

求曲線上反映的保留價格。但在網路盛行的數位

經濟時代，賣方能夠藉由線上交易平台並利用複

數位時代下的差別待遇行為
 賣方藉由線上交易平台與複雜的策略，掌握買方的交易情境因素和價格敏感度與購買行為，並將客

戶精準分類和訂價，則「近乎完全差別訂價」在網路交易的環境中可能就會實現。

■撰文＝陳韻珊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簡任視察）

1 OECD, DAF/COMP, Price Discrimination (2016)15。
2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Big Data and Differential Pricing (February 2015)。
3消費者願意支付(willingness to pay)的最高價格又稱為保留價格(reservation price)，是指消費者在需求曲線上的每一單位產品所對應的價格，也就是消費者願意支

付而且在其預算範圍內能夠支付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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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的策略瞭解買方的保留價格，掌握買方的交易

情境因素和價格敏感度與購買行為，並將客戶更

精準的分類和訂價，則「近乎完全差別訂價」

(near-perfect price discrimination)在網路交易

的環境中就可能會實現。

如同Ezrachi與Stucke等2位教授在「虛擬競

爭」(Virtual Competition)一書提到4，隨著網路

交易的次數、類別和數量不斷增加，演算法可以

利用所蒐集的數據，識別個人的價格敏感度和消

費偏好並加以分類，同時透過他人的購買行為，

預測在類似情況下個人的反應，並啟動具有自我

學習功能的演算法，準確預測客戶的保留價格且

觀察客戶行為並進行調整。當客戶花越多時間在

網路上瀏覽和消費，演算法可以辨識個別消費者

和相同消費型態群組的行為就越多，更可透過嘗

試錯誤的學習，重新校正相同消費群組的保留價

格。

此外，利用人口統計學並藉由手機、瀏覽

器、搜尋歷史紀錄、網路社群媒體鏈接，廠商可

以掌握消費者價格敏感度的訊息，為個別客戶提

供客製化廣告，並針對不同群體以不同的價格提

供不同的產品和服務。反之，當客戶意識到差別

訂價的不公平時，賣方又可使用消費憑證、促銷

代碼或優惠券等方式進行促銷。換言之，透過大

數據、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和大規模經驗

發揮作用，能夠自我學習的演算法將為廠商提供

最理想的銷售管道和交易可能性，並不斷地向完

全差別訂價趨近。

線上行為的差別待遇

除了趨近「近乎完全差別訂價」，線上行為

的差別待遇也是網路交易盛行時代的另一個特

徵，也就是廠商或賣方會利用所獲得的個人資

料，吸引買方購買超過其所需的產品或服務。從

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角度來看，

因為大多數人在心智上並不是理性與自利，而是

有認知上的偏誤(biases)，事業可以利用這些被

觀察到的偏誤，觸發消費者購買更多產品，使

需求曲線往右移動，擴大市場需求5。Ezrachi與

Stucke並說明在網路上事業如何利用認知偏誤從

事線上行為的差別待遇行為以促進消費6。

一是利用誘餌產品(use of decoys)：由於網

路上的賣家掌握大量訊息，可以更細緻地利用客

製化個人使用產品當誘餌，鼓勵客戶放棄原本較

便宜的產品而選擇購買更貴且更多客製化特性的

第二選項，並推動(nudge)不同消費群體購買更

高利潤的產品。

二是價格主導(price steering)：網路上的賣

家依據蒐集的個人資訊限制展示予客戶的產品，

甚至透過改變產品在網站上的搜尋排序來影響客

戶的選擇，使低價劣質產品因排序在前而成為高

價高品質產品。

三是提高複雜度(increasing complexity)：

事業設計複雜的商品選項和數量包裝，提高客戶

的認知負荷並影響其選擇，複雜的契約條款也增

加客戶的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並提高客戶

保留個人化商品選項的意願，使得事業更能從事

接近完美的差別待遇行為。

四是不完全的心智(imperfect willpower)：

事業可以利用客戶不完全的心志和有限的理性

增加消費，例如在網站上顯示庫存量或線上

瀏覽的買方人數，以此種稀少性行銷(scarcity 

marketing)方式鼓勵更多的衝動購買。

4 Ariel Ezrachi & Maurice Stucke, Part III “Behavioral Discrimination＂(pp.83-143), Virtual Competition: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the Algorithm-Driven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

5 Maurice Stucke, The Implications of Behavioral Antitrust, DAF/COMP/WD, OECD(July 2012)。
6 同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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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交易活動受制於線上生態系統(onl ine 

ecosystem)，線上行為差別待遇可能比預期還要

頻繁甚至持續更久，其主要關鍵在於數據驅使的

網絡效應(data-driven network effect)，也就是

一方面透過嘗試錯誤與做中學的方式累積更多數

據，另一方面則是用戶增加後數據範圍的擴大。

當客戶在線上花費的時間越多，公司擁有的數據

越多，演算法可以從數據中“學習”越多，且可

更準確地將客戶分成不同組群以優化訂價與利

潤，並藉此從數據中獲取更大的價值，從而拓展

線上購物平台吸引更多的用戶。

美國和歐盟現行執法工具—代結語

針對以競爭法規範差別待遇行為的法律，在

美國是羅賓遜-帕德門法(the Robinson-Patman 

Act，以下簡稱RPA)，然而並不適用上述提及直

接對最終使用者差別訂價的情況，而且根據實務

界的看法，近年來RPA的重要性逐漸下降7，主

要是法院在過去數十年來甚少有以刑事起訴違反

RPA的案件，再者競爭法主管機關也幾乎沒有透

過民事途徑執行RPA，即使因違反RPA而透過民

事法律請求損害賠償也很少有勝訴的案件。

至於歐盟則是在歐盟運作條約 (TFEU)第

102(C)條規定，差別待遇是禁止濫用優勢地

位的行為類型之一，就競爭危害型態 ( type of 

competitive harm)而言，其著重的是二線損害

(second line injury)，也就是買方間的競爭是否

受到損害是該條規範重點。此外，英國雖未在競

爭法規範差別待遇行為，但已經注意到消費者

的資料被當作商業使用所衍生的問題，而針對

客戶的資料保護問題，歐盟也公布了不公平商

業行為指令(EU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和資料保護指令(EU 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加以規範 。顯然主要國家都已意識到

大數據時代下的差別待遇不僅是競爭上的問題，

也是個人資料如何保護和運用的問題。

7Ross E. Elfand, The Robinson-Patman Act, 
  https://www.americanbar.org/groups/young_lawyers/publications/the_101_201_practice_series/robinson_patman_a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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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為了提振買氣，通常設計各式廣告來吸睛，如以促銷價、限時限量特惠價、老字號或以產品功

能等來吸引消費者，而這些廣告中是否涉及不實呢？

依據公平會統計本（民國106）年1-10月檢舉案及主動調查案辦結計1,667件，其中涉及不實廣告計

787件（占4成7），觀察檢舉者身分，以一般民眾檢舉占83.7％居首，政府機關占11.3％次之。自101

年累計至本年10月底（下稱近5年），檢舉案及主動調查案經處理結案中涉及不實廣告計3,529件，一般

民眾檢舉占70.7％，政府機關占21.7％（表1）。

表1　涉及不實廣告案件統計-按檢舉者身分別分

本年1-10月涉及不實廣告計787件，經扣除調查結果非屬本會主管業務或程序不符之停止審議(調

查)案及重複檢舉同一案由之案件後，涉及不實廣告案計93件，其中作成處分者41件，不處分52件。近

5年，經處理結案中涉及不實廣告計3,529件，作成處分464件（函送處分書483件），不予處分計674

件，行政處置11件，因涉及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他機關職掌及程序不符等因素而停止審議2,321件，

予以併案處理59件（表2）。    

不實廣告案件統計
 

 
   

 
 
 

 
 

 
 
 
 

 
 

 
  

 
(101-106 10 ) 

100.0 70.7 5.8 0.3 0.3 0.1 21.7 1.1 

101  100.0 53.0 5.3 0.3 0.3 0.3 37.4 3.5 

102  100.0 55.1 6.1 0.8 0.3 - 37.4 0.3 

103  100.0 56.8 7.5 0.4 0.4 - 33.9 1.1 

104  100.0 71.2 6.3 0.4 - 0.1 20.6 1.3 

105  100.0 76.9 6.5 - 0.5 0.1 15.0 1.0 

106 1-10  100.0 83.7 4.2 0.3 0.3 - 11.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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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實廣告案件處理結果統計

本年1-10月公平會作成違法處分而發出處分書計97件，處分117家，其中因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

行為處分者計41件（占42.3％），處分61家，處分罰鍰金額3,310萬元，平均每家處分罰鍰54.3萬元。近

5年處分不實廣告行為發出處分書計483件，處分649家，處分罰鍰金額1億7,825萬元，平均每家處分罰鍰

27.5萬元（圖1）。

圖1 近5年不實廣告處分案平均每家處分罰鍰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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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日及8日分別於臺東縣及苗栗縣舉辦「多層次傳銷法令規範說明會」。

■ 9月12日及15日分別於屏東縣政府及新竹縣政府講授「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簡介」。

■ 9月12日於新北市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宣導活動。

■ 9月15日於臺中市舉辦「國際反托拉斯宣導-垂直限制競爭之規範與企業遵法」。

■ 9月18日於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辦「2017年反托拉斯經濟學研討會」。

■ 9月18日於臺北市舉辦「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說明會」。

■ 9月18日、27日及28日分別於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金融系及建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服務管理系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

■ 10月5日於臺中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公用天然氣事業宣導說明會」。

■ 10月6日於屏東枋寮第三老人會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宣導活動。

■ 10月7日至10日於臺南市舉辦公平交易法宣導活動。

■ 10月23日於逢甲大學經濟學系辦理「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10月31日邀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兼副院長王立達專題演講「競爭規範如何因應平台經濟與共享經
濟」。

民國106年9、10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1 2

1.公平會於臺東縣舉辦「多層次傳銷法令規範說明會」。
2.公平會於臺中市舉辦「國際反托拉斯宣導-垂直限制競爭之規範與企業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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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4

6

3.公平會於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辦「2017年反托拉斯經濟學研討會」。
4.公平會於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金融系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
5.公平會於臺中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公用天然氣事業宣導說明會」。
6.公平會邀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兼副院長王立達專題演講「競爭規範如何因應平台經濟與共享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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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1

3

2

4

■ 9月6日至7日黃主任委員美瑛率團赴印尼峇里島參加「第13屆東亞競爭政策高峰會議」及「第10屆
東亞競爭法與政策論壇」。

■ 9月12日至15日赴蒙古烏蘭巴托參加OECD-韓國政策中心競爭計畫「追查圍標競爭法」研討會。

■ 9月26日至27日於新加坡舉辦「國際反托拉斯區域研討會－反托拉斯案件之經濟分析」。

■ 10月24日至25日洪財隆委員赴印尼雅加達參加「2017年第2屆雅加達國際競爭論壇」。

■ 10月24日至26日赴印度新德里參加OECD/KPC「卡特爾執法程序最佳措施」研討會。

民國106年9、10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

1.公平會黃主任委員美瑛率團赴印尼峇里島參加「第13屆東亞競爭政策高峰會議」及「第10屆東亞競爭法與政策論
壇」。

2.公平會赴蒙古烏蘭巴托參加OECD-韓國政策中心競爭計畫「追查圍標競爭法」研討會。
3.公平會於新加坡舉辦「國際反托拉斯區域研討會－反托拉斯案件之經濟分析」。
4.公平會洪財隆委員赴印尼雅加達參加「2017年第2屆雅加達國際競爭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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