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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源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稱公平會）正在進行中的 4C 產業研究中的

                                                 

 太穎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智慧財產權委員會委員、台北市政府

顧問、亞太地區電信及傳播組織，包括太平洋電氣通信協議會（Pacific Telecommunication 

Council）、亞洲衛星與有線電視傳播協會（Cable and Satellite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 in 

Asia）等具有影響力之重要社團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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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研究子題--「電子商務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欲對一個正在盛行的新產業觀察其競爭

環境時，最重要的是必須先瞭解這個新產業的市場的經濟特質、產業環境以及產業環境特

質，才能根據對市場經濟特質的瞭解及對整個電子商務環境的瞭解，去思考到底這樣的特

質需不需要規範？若要規範的話，規範的標準在哪裡？要如何規範？因此，本研究重點將

著重在釐清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的異與同、電子商務經濟特質、電子商務產業架構與產業

架構中的每一個環節中的特有特質，希望藉由研究中的每一個部分，提供規範者在規範時，

必須考量的重點為何？在研究方法上，使用文獻分析法討論電子商務經濟特質；再者，由

於本研究屬於對新產業的初探性研究，同時進行深度觀察法，觀察整個產業環境；最後，

並進行深度訪談，以求能夠更精確的描繪出整個電子商務產業可能的競爭環境。在訪談對

象上，目前已經訪談家數計算，共有 18 家。 

 

關鍵字：電子商務、競爭規範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1997 年 7 月美國柯林頓政府發表電子商務白皮書，開始掀起全球電子商務熱潮。美國

資訊分析公司 Forrester 調查預測，到公元 2000 年電子商務市場規模將增至 66 億元美元以

上，每年幾乎成長 100％左右；「企業對企業」電子商務到公元 2002 年市場規模將達 3270

億美元；「企業對消費者」電子商務線上銷售市場規模將達 260 億美元（eMarket, 1998/5）。 

 

全球電子商務熱潮亦帶動台灣電子商務熱潮。在行政院「國家資訊通訊基本建設專案

推動小組」（以下稱行政院 NII 推動小組）的積極推動下，國內使用 Internet 人口急遽增加。

根據資訊工業策進會報告指出，國內網際網路上網用戶由民國 85 年 6 月的 50 萬戶，以不

到三年的時間，到民國 88 年 4 月已經增加到 370 萬上網用戶，成長了 7.4 倍，在全球上網

人口排名上佔第八位。 

 

在全球各政府積極推動電子商務的趨勢潮流、各國上網人潮急速增加及整個產業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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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的過程中，每個國家都面臨了經濟面、政策面的衝擊與調整。聯合國經濟暨合作開發

組織（以下稱 OECD）國家便宣稱電子商務的興起引起了 OECD 國家經濟上的變革，它影

響了所有經濟環境，包括公司組織、消費者行為、政府角色及家庭生活（O’Kelly,1999）。

在經濟面、政策面遇到了衝擊與調整的同時，也必定面臨法律規範適合與否與是否必須調

整的問題，而成為管制者需要預先關注的焦點。而不同國際組織或國家也揭櫫了其管制原

則與標準。 

 

美國白宮（White House,1997）提出，從電子商務長期發展來看，最重要的是必須考

慮到法規修改及技術解決方案的施行，在消費者及銷售者之間建立起一個安全的交易環

境，而為了盡量讓電子商務發揮其潛在力量，政府必須採取不管制（non-regulatory）的態

度，讓市場力量自由發展。管制者必須考慮到三個重點：（1）瞭解網路媒介的特有本質；（2）

認識電子商務競爭的範圍；（3）消費者選擇權利的增長。如此才能真正瞭解電子商務的市

場特質。 

 

在不斷被探討需要規範與調整政策與法規的過程中，最主要被探討的議題是：期望建

立一個健全的交易環境，使商家及消費者都願意在網路環境中進行交易行為。而在建立一

個健全的交易環境中，認為需要被討論的議題包括了智慧財產權、契約法、稅法、隱私權、

交易安全性、消費者保護、機密、付款機制及網域名稱（domain name）的管理等議題。 

 

但是，另一個重要並且必需被討論的與法律規範相關議題是：在新興蓬勃發展的電子

商務產業中，具有什麼樣的競爭環境？在資訊科技具有的特質下，電子商務將呈現什麼樣

的市場競爭環境？目前所知的一個最有名的範例是 Microsoft 與 Netscape 網路瀏覽器之爭。 

 

基於上述提出的研究動機，本研究最主要研究目的在於：清楚釐清電子商務的整體環

境，並對這個新興的電子商務的競爭環境做一個初探性研究。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從電子商務產業的整體環境，觀察一個盛行的新興產業，具有什麼樣的競爭

環境。首先，提出電子商務定義，藉以為本研究畫出一個研究範疇；再者，探討電子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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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與一般傳統商務產業的差異性，電子商務與一般傳統商務的異與同為何？接著，試圖

探討電子商務整體架構，並藉由電子商務架構，探討架構中每一階層的環境具有的特質，

也就是產業界常說的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最後，根據電子商務的特質，探討可能

涉及哪些與競爭規範相關的議題？因此，本研究整體架構將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第一部份：電子商務定義； 

第二部分：電子商務產業與一般傳統商務產業的差異性； 

第三部分：電子商務整體架構； 

第四部分：電子商務環境特質（Business Model）； 

第五部分：電子商務環境特質可能涉及哪些與競爭規範（於本研究中係指包括限制競

爭與不公司競爭之規範相關的議題。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將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一）文獻探討法：經由整理過的文獻，探討電子商務定義及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特

質的差異； 

（二）深度訪談法及深度觀察法：利用深度訪談，來瞭解電子商務環境及其特質，再

者，由於本研究為初探性研究，更藉由深度觀察法來觀察電子商務環境，希望

藉由深度訪談配合深度觀察，以作為第四部分電子商務環境特質與第五部分電

子商務可能涉及哪些與公平競爭規範相關的議題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選擇的訪談的業者希望涵蓋與電子商務相關產業的各類業者，因此，包

括了以下幾類型業者：（一）提供軟體基礎建設業者、（二）提供共通服務基礎

建設業者：傳統物流業者跨入電子商務業者、傳統銀行業者與跨入電子商務的

網路銀行業者、（三）線上各種網站，包括入口網站、網路內容提供者(ICP)、

線上仲介者、（四）傳統商業跨入網路界，於線上銷售自己生產商品的網站業者。 

 

表格 1 訪談單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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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類型 訪談對象 

軟體基礎建設 （1）英特連 

（2）泗維科技 

共通商務服務基礎建設 （1）中國信託銀行 

（2）安泰銀行 

（3）第一商業銀行 

（4）荷蘭銀行 

（5）華信銀行 

（6）慶豐銀行 

（7）國際快遞 DHL 

線上交易中介者 （1）蕃薯藤 

（2）奇摩站 

（3）新絲路 

線上商務服務 （1）中信證券 

（2）品揚資訊 

（3）飛行音樂站（飛行電子商務） 

（4）泰安產險 

（5）就業情報網 

（6）華義國際（線上軟體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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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電子商務定義 

近年來，電子商務有許多各種不同的定義：Young 指出 (1999)電子商務是在線上進行

產品及服務買賣行為。果芸（民 88）則認為電子商務是透過電腦資訊網路進行商業活動，

包括商品與服務、金融匯兌、網路廣告或提供育樂節目等，交易單位包括企業對企業以及

企業對消費用戶。而美國白宮所提出的White Paper（1997）則將電子商務定義成藉由 Internet

網路架構進行的電子商業交易行為—從行銷、線上購物、付款、產品配送及客戶服務此一

整套線上交易行為。 

 

劉靜怡（民 88）教授則認為「電子商務」的定義乃是在以網際網路此一環境作為交易

活動場所，亦即一切交易活動在各種網路技術支援下，以電子化的方式進行。換言之，舉

凡交易雙方均以電腦透過網路進行交易者，皆可稱為電子商務，而在此一交易體系下，市

場活動者至少包括電子商店、消費者、金融單位、安全認證中心等等。在此定義下，在任

何有線或無線網路所組成的網際網路中進行電子化交易或服務者，皆可稱之為電子商務。 

 

學者 Kalakota & Whinston（1997：4）則認為並無定於一尊的電子商務，而必須從不

同角度來定義電子商務： 

 

1.從通訊的角度：電子商務是利用電話線、電腦網路、或其他媒介所做的資訊、產品/

服務或付款的傳送。 

2.從企業流程的角度：電子商務是使得商業上交易及工作流程自動化的技術應用。 

3.從服務的角度：電子商務是使公司、消費者及管理階層降低成本、提高貨物品質及

加速服務傳送的工具。 

4.從上線的角度：電子商務提供在網際網路上進行購買和銷售產品和服務的能力。 

 

美國柯林頓總統發佈的電子商務白皮書與日本通產省對電子商務的分類，則同時討論

電子商務定義與範圍： 

 

1. 所有的電子商務活動都在專屬網路、cable modem、VAN 及 X.25 等透過 IP 通訊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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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連結的網際網路上所進行活動。 

因此，在網路、專屬網路、Cable Modem 或更寬頻的網路上所連結而成的網際網

路上進行的電子交易活動都屬於電子商務的範圍（蘇美麗，民 88）。 

2. 企業與企業間的電子商務，即企業與企業之間利用電腦科技和網路所從事的商業

活動，包括傳統的 EDI，新興的 QR(Quick Response) 或 ECR(Efficient Customer 

Response)系統、電子表單等。 

3. 企業與個人間的電子商務，包括企業透過網路對個人所做的服務與商業行為，如

電子購物、個人金融理財、資料庫查詢等。 

4. 不論企業與個人或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電子商務都牽涉到安控、密碼及認證等技術。 

 

在美國發佈的電子商務白皮書與日本通產省對電子商務的分類範圍上，除了「企業對

企業」及「企業對消費者」的範圍外，我國濟部商業司（民 88）進一步提出電子商務的範

圍還包括「企業內部」的電子商務。同時，經由觀察現行電子商務線上環境，事實上還包

括了「消費者對消費者」、「政府對企業」等類型的電子商務。 

 

因此，整個電子商務的範圍包括了：（1）企業內部、（2）企業對企業、（3）企業對消

費者、（4）消費者對消費者、及（4）政府對企業等範圍。 

 

結合以上對電子商務的定義及範圍的探討，本研究給予電子商務的定義結合了以下二

點： 

 

（一）電子商務並不是在一個單一的網路中運作，它的結構是由許多形式的傳輸網路

連結而成，包括各種專線、有線的電話、有線電視、無線電、衛星系統、cable 

modem 等傳輸設備所形成網網相連的網際網路。 

 

（二）這個網網相連的網際網路是透過 IP 的傳輸協定來互相通訊，在這個 IP 網際網

路的基礎環境上，進行企業內部、企業對企業、企業對消費者、消費者對消費

者及政府對企業等商務活動。 



 8 

參、電子商務產業與一般產業的異與同 

本節將綜合分析電子商務經濟特質對競爭規範的影響與考量重點。希望對電子商務產

業經濟特質具有更清晰的概念。首先，提供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的主要劃分基礎；再者，

分析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結構化及數位化上的異同；最後，探討電子商務本身特有的或較

傳統商務突出的經濟特質。 

 

一、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的劃分基礎 

學者 Whinston & Stahl & Choi（1997）提出電子商務的劃分基礎是以三種因素的數

位化為分野：（1）參與個體；（2）產品：（3）處理程序，藉著這三種因素區分出「完全實

體商務」、「完全電子商務核心」與「傳統電子商務市場」三種市場。其中許多現行的電子

商務的應用都落在「傳統電子商務市場」部分，處理數位化三要素中的任何一部份，說明

如下： 

 

（1）完全實體商務：傳統商務的核心是一個「完全實體的商務」，其三個主要市場

要素是實體的。 

（2）完全電子商務核心：電子商務的核心是一個「完全數位的商務」，其三個主要

市場要素則都是數位化的，這是電子商務經濟的核心。 

（3）傳統電子商務市場：介於「完全實體商務」與「完全數位商務」的中間區域則

是「傳統電子商務市場」。在這個區域中，有些部分要素是數位的，例如產品

是實體的，但行銷與付款在線上進行，或產品是數位的，但以支票方式支付。

大部分的電子商務都落在此一區域中。 

 

二、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的差異性 

在討論電子商務差異性上，具有結構化及數位化的異同，以下將一一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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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結構上的差異 

學者 Lorentz(1998)提出，電子商務已經沒有了傳統商務的侷限性，包括地理位置、

語言上的限制，同時也形成新型態的中間商(Intermediaries)。學者 Chatterjee & Barasimhan 

(1994)則提出電子商務興起帶來以下的改變：（1）極低的進出障礙；（2）新型態中間商的

出現(Lorentz,1998)；（3）不僅跟隨新市場型態的改變，更助長其改變。 

 

從結構面來看，電子商務進入市場之後，顯然與傳統事業之結構有了顯著的區別，經

由以上學者的討論及對實際商務環境的觀察，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市場範圍的改變：

跨越國界，從區域性市場轉變成全球性市場；（2）無營業時間限制；（3）市場的進入門檻

較低；（4）新型態的中間商的興起；（5）物流業的興起。這些結構上的差異，管制者對於

導向公平競爭規範必須考慮的重點如下： 

 

第一、競爭規範關切的焦點是市場進入障礙若過高，將阻礙競爭者進入市場，而必須

受到矯正。但是，在電子商務產業上，必須分為兩個層次來考慮： 

 

1.在軟、硬體市場上，由於具有網路效應特質，必須考量以下幾個面向： 

（1）首先，市場若尚未出現最大的廠商壟斷市場，所有廠商仍在彼此競爭，

希望成為市場上的唯一標準，此時，市場進入障礙並不高。 

（2）市場若已經出現統一的標準化產品，所有消費者使用此產品可以更經

濟，那麼對於其他想要進入此市場的廠商而言，就有相當高的市場進入

障礙。 

2.對線上商店而言，只要規劃建置網路商店即可，所以進入障礙並不高。 

 

第二：在網路上開網路商店並沒有營業時間限制，但是一般傳統商店一天只能營業

8—10 小時，營業時間的長短不同，對一般傳統產業是否會產生不公平競爭？ 

 

第三：市場範圍從區域性轉變成全球性。在規範硬體、軟體市場，甚至規範線上商店

時，必須考慮的重點是：這個軟、硬體廠商或者是網路商店的網站，其市場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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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是只侷限於國內，或是全球性的市場？又或者是從”產品種類”來考慮市場範

圍呢？ 

 

第四：新型態中間商的興起（入口網站、線上拍賣）：網路世界已經產生許多新型態中

間商，掌握通路的中間商，相對於企業，具有選擇決定集結哪些廠商的優勢；相

對於消費者，具有選擇賣哪些產品給消費者的決定權。 

 

因此，市場如果形成一家最大的中間商時，可以決定哪些廠商可以進入，決定提

供消費者那些商品，對市場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是否具有支配市場的影響力？再

者，線上中介者的商店或媒介，對消費者、廠商具有什麼樣不同的職責？必須做

什麼樣的考量？需不需要管制？ 

 

第五：各種物流業將會因電子商務而興起，扮演與傳統市場相當不同的角色，其重要

性也比以往傳統商務重要。因此，若市場若形成一家或多家物流中心，會帶來什

麼樣的影響？新市場產業的狀況值得觀察與注意。 

 

（二）數位化上的差異 

學者 Whinston & Stahl & Choi（1997）等人則從數位化角度，提出數位化商業與傳統

實體商業之間的主要區別。其所產生的影響包括如下：（1）消費者權力改變(Hoffman & 

Bovak,1996)，經濟已從供給面走向需求面（Kandiah,1998）；（2）定價策略改變：產品數位

化因素，使得定價策略隨之改變。資訊產品的定價會隨之降低，而資訊品質將會隨之提高

(Hoffman&Bovak,1996；Glazer,1997)；（3）進入障礙低：電子商務市場具有極低的進出障

礙(Hoffman& Bovak,1996)；（4）銷售者的競爭方式改變：數位化的處理程序影響銷售者

的競爭方式；（5）開放而分散的網際網路市場環境：網路架構與偏好導向的市場區域取代

實際的距離與市場的地理位置；（6）成本、定價策略與網路互動模式等因素改變時，商業

組織型態將改變。 

 

在這些數位化上的差異，管制者對於導向公平競爭規範必須考慮的重點如下： 

第一：消費者主動權增加，從軟、硬體和線上商店兩個面向來考量這個問題： 

（1）在軟、硬體層面而言（B to C & B to B），消費者或廠商縱使具有選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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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使用軟、硬體的權利，但在相容性及避免被套牢的考量下，是否具有真

正主動選擇的權利？或者只是虛假的主動選擇權？ 

 

（2）以線上實際交易的電子商務而言（B to C），消費者實際上具有完全主動

搜尋、比較資訊的機會，具有短暫完全競爭市場的特質，在消費者具有主

動權的特質下，線上商店不論採用何種行銷策略，譬如搭售，是否需要受

到與現實商店般的相同的管制？ 

 

第二：定價策略改變，從軟、硬體和線上商店兩個面向來考量這個問題： 

（1）在資訊軟體市場，通常為了標準化產品，通常會將軟體商品的價格拉低甚

至趨近於零，用意在於使這個軟體成為市場的標準。 

（2）在網路上銷售實體商品，由於不需承租商店店面、人力減少等因素，成本

可以降低。因此，大多數在線上銷售的實體產品可以較一般傳統商店賣的

產品便宜，對於定價有相當的影響；再者，也有可能價格不改變但是搭售

其他服務或商品；或者，可能因為提高市場佔有率，而進行削價競爭等問

題。 

 

第三：競爭方式改變，從以下面向來考量這個問題： 

（1）完全數位化產品，其市場範圍是全球性的。 

（2）若是線上商店賣的是實體商品，則市場範圍實際上只可能在國內，例如，

蕃薯藤；但是有的市場範圍卻是全世界，例如 Amazon.com，在這樣情形下，

不同網站具有不同的市場範圍。 

 

第四：產業組織的轉型，對於新形式的產業組織，公平會必須用何種態度看待？ 

譬如，新型式的網路公司，譬如入口網站（portal site）、網路內容提供者（ICP）

或網際服務提供者（ISP），既是資訊傳播的媒體又同時是提供線上交易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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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新型態的組織，必須用什麼態度對待？必須如何管制？必須由何種機關管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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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商務（網際網路）的經濟特質 

 

電子商務的興起，帶給了原有的經濟學衝擊，改變了原有的經濟典範與經濟特質，並

使一些經濟特質更為明顯。學者 Shapiro & Varian（1998）卻也鄭重說明，在資訊科技發展

下，很多原有的、基本的經濟原理仍是最佳指引。因此，在探討資訊科技發展導致電子商

務的興起，當面對新興商業典範的興起，並非另外建立或探討一套新的經濟學原理（因為

基本經濟法則並不會改變），必須要探討的是此一新興商業典範興起時，有哪些經濟特質

因為科技發展而更凸顯？ 

 

學者 Shapiro & Varian（1998）指出，網路經濟具有三大特質，包括：（一）網路外部

效應；（二）需求面規模經濟；（三）正反饋循環；（四）明顯獨占；（五）產品與價格差異

化；（六）套牢原理；（七）策略同盟。 

 

Wire 雜誌主編 kevin(1998)則提出網路經濟具有以下特質：（一）由下而上的分權式

控制；（二）報酬遞增率(Hagel&Amstrong,1998)；（三）正反饋循環；（四）網路外部性；

（五）明顯壟斷。 

 

綜合以上幾位學者提出網路經濟特質，可歸納出資訊經濟具有以下特質：（一）網路

外部效應（network effects）1＆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
2；（二）報酬遞增率3；（三）

                                                 
1
 網路效應意指，一項產品對個別使用者的價值取決於總使用人數（Shapiro, & Varian,1998），亦即，在市場

上佔有優勢地位，並且建立技術標準之領導地位的高科技產品，所製造出來的效果（劉靜怡，民 88），經濟

學稱之為網路效應。 
2
 網路效應的產生來自於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亦即一項產品對個別使用者的價值取決於總使用人

數。學者 Kevin（1998）指出，網路價值隨著成員數目呈等比級數增加，而提升後的價值又會吸引更多成員

加入，反覆循環，形成大者恆大，弱者愈弱的情境。亦即上網的價值在於以上網人數的多寡，也可以說，愈

多人加入此一網路，網路愈大，對使用者愈有價值（Shapiro& Varian,1998）。外部效應具有正面與負面兩種，

正面的外部性以網路經濟為最佳例子，而網路效應會導向需求面的規模經濟與正反饋循環（Shapiro & 

Varian,1998）。 
3
 學者(Hagel & Amstrong,1998)指出報酬遞增出現的形式有以下幾種：（1）企業事先投入大量成本開發新產

品與服務，往後增加每一單位產品或服務的產量，只需有限的成本，軟體業即是此一類型代表；（2）學習曲

線(learning curve)或經驗曲線(experience curve)：每當產品增加單位銷售量時，企業通常可以獲得生產和交貨

成本降低每一個百分比的利益（技術的累積通常也可以產生大量的學習效應）。因此生產愈大，愈能獲得單

位生產成本降低；（3）利用網路效應：即產品或服務的使用單位愈多，每一單位的價值就會變高。 

網路經濟遵守報酬遞增定律，產品戶或服務的使用單位愈多，每一單位的價值就會變高。報酬遞增的產生是

由於「網路外部性」所創造的良性反饋迴路。報酬遞增可以產生累積和強化的效應，這個模式初期的營收增

長相當緩慢，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營收會突然遽增，同時單位成本也會穩定下降(Hagel & Amstrong,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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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面規模經濟4；（四）正反饋循環5；（五）明顯獨占6；（六）套牢原理7；（七）策略聯

同盟8。 

 

電子商務經濟特質需要考慮以下對於競爭規範會產生的影響的觀點如下： 

第一：通訊技術（電子郵件、網際網路、電話、傳真機及數據機等）為具有網路效應

特質的產業，若在市場上具有建構技術標準的優勢，將會產生網路效應。網路效

應來自於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亦即網路價值隨著成員數目呈等比級

數增加，而提升後的價值又會吸引更多成員加入。這種情形產生的原因是消費者

消費某資訊產品的價值，直接來自於相容性產品的消費人數的增加而增加，如此

反覆循環，形成大者恆大，弱者愈弱（獨占）的必然情境。這種具有獨占性質的

產業，將阻隔競爭對手的進入。 

 

表面上來看，對消費者而言，在市場上若有一個統一技術標準存在，標準的設立

可以有效減輕套牢現象，消費者不用被擔心被套牢的問題；再者，市場上有一

個技術標準制訂者存在，有能力為產品進行研究與發展，是相當有效率的現象。

因此，網路效應產品對消費者而言，在表面上具有正面影響。 

 

但是，事實上，若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具有市場上技術標準的產品並不一定是

                                                 
4
 需求面規模經濟是資訊市場的常態。當需求面經濟啟動時，會產生消費者預期心理，若消費者預期產品會

成功，便會使用，形成向上的良性循環，反之，消費者若預期另一項產品不會被廣泛使用，則在缺乏動力下

展開惡性循環，造成受歡迎的產品愈受歡迎，被摒棄的商品會被淘汰。微軟的成功最重要是建立在需求面的

規模經濟，亦即消費者選擇微軟的產品並不是其作業系統最佳，而是此一產品已被廣泛使用，成為產業標準

（Shapiro, & Varian,1998）。 
5
 在網路效應下，會啟動正反饋循環，所謂正反饋循環是--隨著使用人數的增加，產品的價值愈來愈受青睞

而吸引更多人使用，最後達到關鍵多數，在市場取得絕對優勢（Shapiro, & Varian,1998）。簡而言之，正反饋

循環會導致大者恆大，弱者愈弱的情境。這即是為什麼科技會在爆炸性成長後展開長期的領導期的原因，因

此正反饋循環導致網路大者恆大定律（Shapiro & Varian,1998）。 
6
 因為網路效應所產生的正反饋現象與企求導向需求面的經濟效應，企業為了搶奪短暫的市場控制權，一家

獨大與標準戰爭成為常態（Kevin,1998& Shapiro, & Varian,1998）。報酬遞增及網路外部性因素形成明顯的壟

斷，龐大的資金流入司科(Cisco)、甲骨文(Oracle)、或微軟(Microsoft) (kevin,1998)。 
7
 所謂套牢原理指的是資訊產品有強烈系統化特質，使用者想要轉換單一產品，便需要付出極大成本。例如，

轉換軟體時，會發現檔案無法完全轉移，或使用的工具出現不相容的情形，或者必須重新接受訓練（Shapiro& 

Varian ,1998）。設立統一標準可以有效的減輕套牢現象，因此，競爭型態也會產生改變—是市場中具有統一

標準，主要的競爭目的已非爭奪主導，而是擴張市場占有率。 
8
 網路具有經濟系統化現象，亦即資訊科技會形成系統化的連結，也就是說，一家公司很少能同時生產系統

上的每一個組件，通常不同公司會生產不同產品組件。由於這種網路經濟系統化現象，生產互補產品的公司

必須彼此建立聯盟關係，控制產品的相容性。在一個系統化與標準化的環境中，建立盟友與互補廠商是必要

的策略（Shapiro, & Varia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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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最好的產品，消費者可能只因為相容性問題而選擇產品；再者，擁有網路

效應產品的廠商最後極有可能獨占市場，成為所有客戶的單一供應商，將消費者

套牢(lock in)？亦即某廠商取得市場獨占地位後，其他競爭者將很難再進入具有

明顯報酬遞增的市場，是否會被視為壟斷？從古典經濟學來看，讓任何一個在市

場上擁有全部控制力量的廠商獨占市場，對消費者而言，仍是最大的威脅。 

 

需要考慮的重點在於：（1）即使沒有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s），由於經濟規模

的因素，市場也只可能出現一種或少數幾種軟硬體，因此，是否會在市場機制下，

趨向最適當的數量？9（2）在一個對技術標準化需求甚深的市場，是否屬於傳統

獨占市場行為？（3）網路效應是資訊市場重要本質，這樣的本質是否有辦法透

過競爭規範予以糾正？以及競爭規範有無能力去矯正？ 

 

第二：一般而言，為了持續網路效應，廠商必須啟動需求面的規模經濟，使得產品可

以持續成為規格標準或達到關鍵多數，或是必須懂得掌握消費者預期心理，若掌

握了消費者預期心理，便啟動的需求面經濟，造成受歡迎的產品愈受歡迎，被

摒棄的商品會被淘汰，這也是正反餽循環的表現。因此，產品極可能成為市場

上的規格標準，獨占市場。 

 

因此，在具有網路效應的產業中，大廠商往往可以事先宣告某產品即將問世。而

影響具有技術標準的市場競爭。在資訊市場裡，佔優勢的廠商常使用此種行銷手

法。由於牽涉到電子商務市場範圍認定問題，是否必須受到傳統結構性管制的規

範，是必須考慮的重點。 

 

若某一廠商試圖掌握消費者預期心理，進行類似行銷策略，必須考慮的重點在

於：（1）此廠商的產品是否具有網路效應的影響力？（2）此種行為是否會對消

費者產生不良影響？（3）此種行銷策略是否為資訊產業的必然特質？（4）對市

場上其他競爭者而言，是否具有影響？ 

 

第三：在電子商務產業中，由於線上商店經常將不同的產品以搭售（bundle up）的方

                                                 
9
 See Declaration of Economist, Kenneth J. Arrow In Support of Microsoft Consent Decree, Jna. 17,1995. 



 16 

式出售。以經濟學角度來考量，應該思考的是：此產品是否具有網路效應？足以

影響或獨占市場的可能性？ 

 

第四：網路經濟遵守報酬遞增定律，產品戶或服務的使用單位愈多，每一單位的價值

就會變高。報酬遞增及網路效應造成的結果是 — 明顯的壟斷。 

 

第五：網路效應、正反饋循環、需求面規模經濟、報酬遞增定律等是資訊經濟突出的

原則，這些特質往往導致「大者恆大、弱者愈弱」、「獨占」與「標準戰爭」定

理。例如司科(Cisco)、甲骨文(Oracle)、或微軟(Microsoft)。這不論是在軟體、硬

體，甚至線上商店，都會產生的結果。 

 

但是，必須同時考慮的兩個面向：首先，如果透過競爭取得控制權，可能造成壟

斷；但是，由於資訊製造與網路效應、正反饋現象、需求面規模經濟等相關，當

市場規模較小而維持最低效率的生產規模較大時，有時要由單一企業供應整個市

場可能是比較經濟的。 

 

第六：線上經濟必須依據不同市場區隔設計不同的產品版本與售價（產品與價格的差

異化）。因此，差別定價是合理的策略。然而，大量量身訂作、內容個別化、產

品分版等這些資訊業常用的策略卻可能引發涉及競爭議題之爭議。 

 

第七：網路具有經濟系統化與標準化現象，一家公司很少可以同時生產系統上的每一

個組件，通常是不同公司生產不同組件，因此，生產互補產品的公司必須懂得建

立同盟關係，控制產品的相容性。再者，資訊科技深受規模經濟影響，這樣的市

場容易走向集中化，特別需要規格標準化與同業的聯盟。在系統化與標準化的環

境中，建立盟友與互補廠商是經常使用的必要策略。 

 

以上七點是網路經濟的特質，當規範者在管制電子商務時，必須理解，任何商務的經

濟原理並不會有改變，仍須某種程度的中央管制，必須站在管制的基礎上推動市場交易機

制的公平化原則，但是，卻也必須考慮到這個商務較其他商務更為凸顯的特質，在管制時，

必須時時考量這些較為凸顯的特質，方能做最適當與合理的管制。一方面可以避免市場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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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分權，導致無法行使其作用，一方面，也可以避免不當管制造成市場機制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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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 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差異性與必須考量的規範重點 

類別  差異性 對產業的影響 規範必需考慮的重點 

電子商務

與傳統商

務的差異

性 

結構化 市場範圍的改變 市場範圍從區域性轉變成全球

性 

在規範一硬體、軟體市場，甚至規範線上商店時，必須考

慮的重點如下：這個軟、硬體廠商或者是網路商店網站的

市場範圍或是產品銷售範圍，只侷限於國內？或是全球

性？ 

無營業時間限制 一般傳統產業一天只能有 8—10

小時營業時間，而網路商店一天

有 24 小時營業時間 

相對於一般傳統產業只能經營 8—10 小時，網路商店是否

會因為沒有消費時間的限制，而產生不公平競爭的問題 

市場的進入門檻不同 

 

 

市場進如門檻較低 （1）軟、硬體市場：其具有網路效應特質，必須分以下面

向考量：首先，若市場尚未出現一個最大的廠商壟斷

市場，大家都在彼此競爭成為市場上的唯一標準，此

時，市場進入障礙並不高。但是，市場若已經出現一

個已經標準化的產品，所有消費者使用此產品可以更

經濟，那麼對於其他想要進入此一市場的廠商而言，

就有相當高的市場進入障礙。 

（2）對線上商店層面而言，只要規劃建置一個網路商店，

進入障礙並不高。 

新型態中間商的興起 網路世界會產生許多新型中間

商 

必須釐清如下重點： 

（1）這個中間商掌握了線上通路，因此，相對於企業或消

費者而言，掌握了相當的優勢，必須做怎樣的考量？ 

（2）做一個線上中介角色的商店或媒介，中間商扮演什麼

樣的角色？ 

（3）對消費者、廠商需要負起什麼樣不同的職責與角色？ 

（3）中介者的問題需不需要規範與管制？ 

物流業重要性提供 各種物流業將會因電子商務而

興起，甚至扮演了與傳統不同的

角色，其重要性提升 

新市場的的產生，其狀況值得觀察與注意，有無可能形成

一家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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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 1. 消費者主動權增加，從

供給面(supply)走向需

求面(demand)； 

消費者主動權增加；並導致需求

面規模經濟 

 

消費者主動權增加，從兩個面向來考量這個問題： 

（1）在軟、硬體層面而言（B to C & B to B），消費者或

廠商縱使具有選擇是否使用軟、硬體的權利，但在相

容性及避免被套牢的考量下，是否具有真正主動選擇

的權利？或者只是虛假的主動選擇權？ 

（2）以線上實際交易的電子商務而言（B to C），消費者

實際上具有完全主動搜尋、比較資訊的機會，具有短

暫完全競爭市場的特質，在消費者具有主動權的特質

下，線上商店不論採用何種行銷策略，譬如搭售，是

否需要受到與現實商店般的相同的管制？ 

2. 定價策略改變； 定價策略的改變是網路數位化

後的必然特質， 

從兩個面向來考量這個問題： 

（1）在資訊軟體市場，通常為了標準化產品，會將軟體商

品的價格拉低甚至趨近於零，用意在於使此一軟體成

為市場的標準。 

（2）在網路上銷售實體商品，由於不用租商店店面等因

素，可以降低成本。因此，大多數在線上銷售的實體

產品比一般傳統商店賣的產品便宜，對於定價有相當

的影響，再者，也有可能價格不改變但是搭售其他服

務或商品，或者，也有可能因為提高市場占有率，而

進行削價競爭等問題。因此，對於價格競爭、價格破

壞戰略需做如何的考量？ 

3. 競爭方式改變； 競爭方式的改變  

4. 網路架構與偏好導向

的市場區域取代實際的

距離與市場的地理位

置； 

所管制的是線上虛擬商店 必須考量的重點為： 

（1）線上商店的市場範圍，有的線上商店的市場範圍實際

上只可能在國內，但是有的市場範圍卻是全世界，在

這樣情形下，必須做何種管制？ 

 



 20 

5.商業組織改變 新形式的產業組織形成 新型式的網路公司，如入口網站、網路內容提供者或網路

服務提供者，既是媒體又進行線上交易商店，這樣新型態

的組織，必須由何種機關管制？再者，是屬於商業或是媒

介？必須以何種態度對待？ 

電子商務

的經濟特

質 

一、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s） 

網路價值隨著成員數

目呈等比級數增加，而

提升後的價值又會吸

引更多成員加入，反覆

循環，形成大者恆大，

弱者愈弱的必然情境。 

 

 

網路外部性及報酬遞增造成的結果是—大者恆大，弱者

愈弱，明顯的壟斷，阻隔競爭對手的進入。 

 

表面上：對消費者有利，市場上若有一個統一技術標準

存在，標準的設立可以有效減輕套牢現象，消費者

不用被擔心被套牢的問題；再者，市場上有一個技

術標準制訂者存在，有能力為產品進行研究與發

展，是相當有效率的現象。 

事實上：具有市場上技術標準的產品並不一定是最好的

產品，消費者因相容性問題而選擇產品；再者，擁

有網路效應產品的廠商最後極有可能獨占市場，成

為所有客戶的單一供應商，將消費者套牢(lock 

in)？是否會被視為壟斷？ 

從古典經濟學來看，讓任何一個在市場上擁有全部

控制力量的廠商獨占市場，對消費者而言，仍是最

大的威脅。 

需要考慮的重點在於： 

（1）即使沒有網路效應，由於經濟規模

的因素，市場也只可能出現一種或

少數幾種軟硬體，因此，是否會在

市場機制下，趨向最適當的數量？ 

（2）在一個對技術標準化需求甚深的市

場，是否屬於傳統獨占市場行為？ 

（3）網路效應是此種市場重要本質，這

樣的本質是否有辦法透過競爭規範

予以糾正？以及競爭規範有無能力

去矯正？ 

二、報酬遞增率 

網路經濟遵守報酬遞

增定律 

網路經濟遵守報酬遞增定律，產品戶或服務的使用單位

愈多，每一單位的價值就會變高。報酬遞增及網路效應

造成的結果是 — 明顯的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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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需求面的規模經濟 

需求面規模經濟是資

訊市場的常態。當需求

面經濟啟動時，會產生

消費者預期心理，造成

受歡迎的產品愈受歡

迎，被摒棄的商品會被

淘汰。最後造成產品被

廣泛使用，成為產業標

準。 

需求面規模經濟會產生產業標準，產品極可能成為市場

上的規格標準，成為獨占市場的產品。並不一定會對消

費者產生不利，但是是否會妨礙企業間的公平競爭？ 

 

在具有網路效應的產業中，大廠商往往可以事先宣告某

產品即將問世，而影響具有技術標準的市場競爭。 

考慮的重點在於： 

（1）此廠商的產品是否具有網路效應的

影響力？ 

（2）此種行為是否會對消費者產生不良

影響？ 

（3）此種行銷策略是否為資訊產業的必

然特質？ 

（4）對市場上其他競爭者而言，是否具

有影響？ 

四、正反饋循環 

在網路效應下，會特別

表現出強烈的正反饋

循環。 

正反饋循環會導入網路大者恆大，弱者愈弱定律。  

五、獨占 

因為網路效應所產生

的正反饋現象與企求

導向需求面的經濟效

應，企業為了搶奪短暫

的市場控制權，一家獨

大與標準戰爭成為常

態。如果透過競爭取得

控制權，可能造成壟

斷。 

網路效應、正反饋循環、需求面規模經濟、報酬遞增定

律等是資訊經濟突出的原則，這些特質往往導致「大者

恆大、弱者愈弱」、「獨占」與「標準戰爭」定理。這不

論是在軟體、硬體，甚至線上商店，都會產生的結果。 

 

需要考慮的重點在於： 

（1）如果透過競爭取得控制權，可能造

成壟斷。但是； 

（2）當市場規模較小而維持最低效率的

生產規模較大時，有時由單一企業

供應整個市場可能是比較經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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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套牢原理 

標準的設立可以有效

減輕套牢現象，但是會

產生大家使用同一套

標準在市場裡彼此競

爭。在共同標準下，可

免於被套牢的威脅。 

某一廠商是否會成為所有客戶的單一供應商？這是是

否會被視為壟斷？ 

 

七、策略同盟 

網路具有經濟系統化

現象，生產互補產品的

公司必須懂得建立同

盟關係。再者，資訊科

技深受規模經濟影

響，容易走向集中化，

需要規格標準化與同

業的協調。 

網路具有經濟系統化與標準化現象，一家公司很少可以

同時生產系統上的每一個組件，因此，生產互補產品的

公司必須懂得建立同盟關係，控制產品的相容性；再

者，資訊科技深受規模經濟影響，這樣的市場容易走向

集中化，格外需要規格標準化與同業的協調。 

在系統化與標準化的環境中，建立盟友與

互補廠商是必要的策略。反托拉斯法用於

高科技產業時應特別謹慎： 

（1） 一方面科技進步確實會腐蝕壟斷權

力； 

（2）一方面企業被指控的作法對消費者

福祉的好壞影響很難有一定的評斷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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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電子商務架構 

在討論電子商務架構時，曾經被提出的架構包括：Kalakota & Whinston（張真誠與

江季翰，民 88；經濟部商業司，民 88a＆88b）提出的電子商務整體架構圖，以及美國德州

奧斯汀大學所提出的網際網路經濟架構。 

 

Kalakota & Whinsto 以技術角度指出電子商務的五層架構：網路基礎架構10、多媒體

內容與網路出版基礎建設11、資訊通路基礎架構12、共通的商務服務基礎建設13與電子商務

應用14。美國奧斯丁德州大學則以網路經濟角度，指出網路電子商務四個層次：網路硬體

建設15、軟體基礎建設16、線上中介者17及線上商務18。 

 

根據這兩種電子商務架構，本研究提出較為完善的電子商務整體架構，茲說明如下： 

                                                 
10

 網路基礎建設並不是以單一的個體運作，而是由許多形式的傳輸網路建構成一個完整的網際網路基礎架

構。這些不同的傳輸形式，可能包括了電信系統、電話線路、有線電視網、無線電及衛星通訊系統等以 TCP/IP

通訊協定連結成的網際網路。 
11

 在網際網路上，資源共享必須依賴網路出版及各種視覺或物件導向語言，因此，電子商務整體架構的第二

層即是可以讓資訊呈現在基礎架構上的各種出版軟體。這些出版軟體包括了超文件標示語言（HTML）、爪

哇語言（JAVA）、和全球資訊網(WWW)、瀏覽器等軟體。 
12

 在網路上傳送的資訊皆是由０與 1所組成的數位化資訊，網路並不能對他們有所區別。內容一旦產生並儲

存到伺服器，資訊的傳送方法會帶著資訊在網路上流動，訊息傳送方法稱為中介軟體(middleware software)，

它位於Web伺服器和終端使用者應用之間。資訊的傳送包括了未格式化（不具結構）資料及格式化（有結

構性）資料。未格式化的訊息傳送方式包括傳真、電子郵件（E－mail）、HTTP（超文件傳輸系統）、Chat、

FTP、I-Phone；格式化的文件訊息包括了在電腦應用之間，透過電訊線路對標準格式及核准過的訊息所做的

自動交換，例如電子資料交換（EDI—訂貨單、送貨單和發票）、快速回應系統、自動補貨系統等等，皆是格

式化文件訊息的例子。目前格式化的資訊為了達到電子商務目的，必須達到資訊傳送時訊息不被改變、不能

複製、並且可被證明。 
13

 在網際網路上從事商業活動必須有安全的交易措施，線上付款工具不足、資訊與安全防護缺乏等安全性問

題受到相當的注目。這一層次的基礎建設主要包括了便利線上採購，如安全/認證、電子付款。尚有如匯率換

算、現金管理、託管、匯率及證券、財務資訊和回報、帳單發送及付款等其他服務。 
14

 這一層次的電子商務活動應用範圍主要包括企業與消費者(B to C)或企業與企業間(B To B)甚至是消費者

對消費者(C to C)的交易。其類型包括了供應鏈管理、隨選視訊、遠端金融服務、線上行銷與廣告、上網購物、

居家銀行等等各種直接進行線上交易的活動。 
15

 數位經濟的成長，有賴於存在普遍的高速且智慧型電子網路硬體基礎建設層次，這一層次相關產業包括提

供電信及光纖骨幹等建基礎設施的產業。 
16

 這一層次的產品及服務建立在 TCP/IP硬體設備基礎建設上。包括線上應用軟體公司、諮詢顧問服務公司、

整合服務公司。 
17

 線上中介者增加電子商務市場效率，扮演了訊息及知識提供者以及提供交易平台的角色。 
18

 這一層次的企業型態主要是企業具有自己的商品，並自行建置網站，銷售公司產品或服務，並以其為收入

來源的網路公司。 



 24 

第一：兩個不同的電子商務架構皆提出必須以網路基礎建設（硬體建設）為基礎，建

構電子商務運作的基礎設施。因此，本研究電子商務第一層次為網路基礎建設。 

 

第二：兩種電子商務架構都提出，在硬體基礎建設之上，是軟體基礎建設，但是兩者

提出了不同的區分方法。德州大學在此層次統稱為軟體基礎建設，而 Kalakota 

& Whinsto 則將軟體基礎建設區分為多媒體內容與網路出版基礎建設、資訊通

路基礎架構，及共通的商務服務基礎建設三個部分。 

 

由於多媒體內容與網路出版基礎建設及資訊通路基礎架構主要功能都是為了

提供電子商務運作時的軟體基礎建設，所以本研究將這兩個層次綜合起來成為

德州大學所提出的軟體基礎建設。 

 

再者，電子商務最重要的環節在於建構一個安全的電子商務交易環境。所以，

本研究將 Kalakota & Whinsto 所提出的共通的商務服務基礎建設設定成為本

研究電子商務架構的第三層次。希望探討建構電子商務安全交易環境時，與交

易中心、認證中心相關的競爭問題。由以上的討論，歸納出本研究第二及第三

層次分別為軟體基礎建設與共通商務服務基礎建設。 

 

第三：由之前所討論的的兩種不同電子商務架構所提出的最上面階層都是線上經濟活

動（或稱電子商務應用層次）。但是，德州大學將線上經濟活動又區分出線上

中介者及線上直接交易。由於線上中介者與企業本身自行建購虛擬商場進行電

子商務交易是兩種不同的類型。因此，本研究也將採用德州大學的區分方法，

將線上電子商務應用層次區分為兩個層次：線上中介者（第四層次）及線上商

務服務（第五層次）。 

 

經過以上討論後，本研究所提出的電子商務架構，具有五個層次，由下至上包括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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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基礎建設、（二）軟體基礎建設、（三）共通商務服務基礎建設、（四）線上交易中介

者及、（五）線上商務服務。以下對此五個層次作一個詳細說明： 

 

第一階層：硬體基礎建設 

硬體基礎建設最主要的功能在於提供一個以 IP 為基礎的網路硬體環境，使得人

人可以在這個硬體建構出來的網路環境下進入網路世界。包括的相關產業必須

提供硬體建設產品及服務的的製造廠商。因此，包括了提供電信和光纖骨幹建

設的業者、提供消費者網路設備的業者。 

 

根據 Kalakota & Whinsto 所提出的和這一層次相關的產業有：電信網路、有線

電視、無線、網際網路、衛星、電話等建構網路基礎設施產業；德州奧斯汀大

學提出的相關產業除了以上相關基礎建設設施外，尚有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

網路骨幹或服務設備的提供者、網路設備製造廠商、電腦硬體設備製造廠商。 

 

由於此一層次於公平會 4C 產業競爭規範研究專案已由研究其他子題小組負責

探討，因此，本研究不擬討論硬體基礎建設階層可能產生的競爭規範問題。 

 

第二階段：軟體基礎建設 

軟體基礎建設最主要的功能是為提供企業內部 (Intranet)或企業與企業間

(Extranet)或線上交易的各種線上商業應用軟體，包括了發展電子商務所需要的

各種軟體，例如架構電子商務網站軟體、網頁設計軟體、商用應用目錄軟體、

財物計算軟體、或提供架構電子商務網站全服務的軟體公司。 

 

這一層次可能的軟體企業類型包括如下：（1）各種線上軟體廠商、（2）顧問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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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服務、（3）線上資料庫、（4）網站設計維護服務、（5）網路扣款及轉帳服務、

（6）線上訓練、（7）快速回應軟體--EDI、（8）企業財務處理軟體、（9）線上

安全交易軟體、（10）型錄設計軟體、（11）ASP 公司。 

 

第三階段：共通商業服務基礎建設 

共通商務服務基礎建設最主要的功能在於提供電子商務一個可以順利運作的安

全環境與交易環境。安全環境的提供者，最主要是認證中心；交易環境基礎服

務的提供者，最主要是包括了線上交易付款服務公司、網路銀行業者與物流中

心。 

 

第四階段：線上中介者 

線上中介者最主要的角色是扮演一個提供交易平台的角色，主要收入來源來自

於身為中介者的角色以抽取佣金。中介者所提供的平台具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提供企業對消費者（B2C）的交易平台：聯合了許多廠商的商品，成為

一個線上商場，在線上銷售產品給一般消費者。 

（二）提供企業對企業（B2B）的交易平台：聯合其他相關企業的產品，做一

個整合者的角色，提供其他企業選擇產品。例如一個線上中介者整合了

台灣所有瓷器廠商的商品，在線上提供一個完整的目錄系統，提供想要

進口台灣瓷器的外國廠商輕易的就可以瞭解所有台灣瓷器的一個管道。 

（三）提供消費者對消費者（C2C）的的交易平台：只單單提供一個平台，讓

消費者將他們想要賣出的產品或二手貨放到網站上銷售或拍賣，而由其

他消費者標價買出。 

（四）提供政府對企業（G2B）的交易平台：政府將所有相關公共工程訊息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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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個網站提供，而所有想要標價政府的工程者，皆可透過此一網站得

知訊息並且進行上線標價。 

 

這個階層所包含的產業相當廣泛，只要是作為一個提供平台者的角色，都可以

屬於這一階層的產業。包含的相關產業不可能一一列舉，但是目前線上較為明

顯的有：垂直整合工業市場中介者、線上旅行社、線上仲介者、內容提供者、

入口網站、線上廣告中介者、虛擬商場等提供交易平台的網站、提供線上企業

對企業平台、提供線上政府對企業平台等等。 

 

第五階段：線上商務服務 

線上商務服務階層最主要的角色是廠商擁有自己的產品，並自行建構一個電子

商務網站，銷售自己的產品給消費者（B2C）。主要收入來源來自於線上廣告、

線上電子商務交易。 

 

這一階層所包括的產業涵蓋所有自行建置網站，銷售自己產品的業者：例如線

上零售業者直接賣書、花、票；線上直接銷售電腦硬體、軟體的製造商；線上

娛樂（線上軟體遊戲）；或是專業服務等，各式於網路上進行線上直接銷售行為

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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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 本研究電子商務架構、相關產業特質 

層次類型 Business Model 相關產業指標 

第一層次 

硬體基礎

建設 

硬體基礎建設最主要的功能在於提供一個以 IP為基礎的網路

硬體環境，使得人人可以在這個硬體建構出來的網路環境下

進入網路世界。 

電信網路、有線電視、無線、網際網路、衛星、電話、際網路

服務提供者、網路骨幹或服務設備的提供者、網路設備製造廠

商、電腦硬體設備製造廠商。 

第二層次 

軟體基礎

建設 

軟體基礎建設最主要的功能是提供企業內部(Intranet)、企業

與企業間(Extranet)、或企業上網開店的各種商業應用軟體。 

 

包括了發展電子商務所需要的各種軟體，例如架構電子商務

網站軟體、網頁設計軟體、商用應用目錄軟體、財物計算軟

體、或提供架構電子商務網站全服務的軟體公司。 

（1）各種線上軟體廠商 

（2）顧問諮詢服務 

（3）線上資料庫 

（4）網站設計維護服務 

（5）網路扣款及轉帳服務 

（6）線上訓練系統 

（7）快速回應軟體、EDI 

（8）企業財務處理軟體 

（9）線上安全交易軟體 

（10）型錄設計軟體 

（11）ASP 公司 

第三層次

共通商務

服務基礎

建設 

共通商務服務基礎建設最主要的功能在於提供電子商務一個

可以順利運作的安全環境與交易環境。最主要包括了線上交

易付款服務公司。 

（1）安全環境的提供者--認證相關中心 

（2）交易環境的提供者-- 

交易付款中心、 

網路銀行業者與 

物流中心 

第四層次 

線上交易

中介者 

線上中介者最主要的角色是扮演一個提供交易平台的角色，

主要收入來源來自於中間者抽取佣金。提供其所提供的平台

具有以下幾種方式： 

（1）提供企業對消費者（B2C）的交易平台； 

（2）提供企業對企業（B2B）的交易平台； 

（3）提供消費者對消費者（C2C）的的交易平台：； 

（4）提供政府對企業（G2B）的交易平台。 

這個階層所包含的產業相當廣泛，主要為提供平台者的角色，

都可以屬於這一階層的產業。包含的相關產業不可能一一列

舉，但是目前線上較為明顯的有： 

（1）垂直整合工業市場中介者 

（2）線上旅行社 

（3）線上仲介者 

（4）內容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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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入口網站 

（6）線上廣告中介者 

（7）虛擬商場 

（8）線上企業對企業平台 

（9）線上政府對企業平台等等。 

第五層次 

線上商務

服務 

廠商擁有自己的產品，並自行建構一個電子商務網站，銷售

自己的產品給消費者（B2C）。主要收入來源來自於線上廣

告、線上電子商務交易。 

所包含的相關產業相當廣泛，只有擁有自己的商品，並於網路

上銷售皆屬於此階層： 

（1）線上零售業者：賣花、書、票、等等 

（2）電腦硬體、軟體的製造商 

（3）線上娛樂（線上軟體遊戲） 

（4）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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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電子商務環境特質（Business Model）及其所可

能牽涉到的競爭議題 

在電子商務五個階層中，各自具有不同的產業特質，此部份將藉由本研究所提出的電

子商務五層架構，一一說明架構中的每一個階層的相關產業特質；再者，經由每一層次的

產業特質，探討可能發生與競爭規範（於本研究中係指包括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相關

的議題。以下將一一分述之： 

 

第一：電子商務第一層次為硬體基礎建設，這一層次涉及的競爭議題包括有線、電信、

衛星等產業跨業經營，異業結盟等等問題，由於已由其他三組負責研究，本研

究不擬探討此部分不公平競爭規範問題。 

 

第二：電子商務第二層次為軟體基礎建設，涉及到提供各種線上軟體廠商或規劃企業

與企業間(Extranet)、企業內部（Intranet）或提供建置線上網站的各種商業交易

應用軟體的產業。 

 

這部分必須考慮到的特質是；技術軟體產業上具有一種共同特質，即是：所有

相關軟體廠商都希望建構出一套可以應用在所有電子商務網站，具有統一性

的、標準性的軟體，可以不必再一一根據不同的公司需要，設計不同的應用軟

體（人力、成本、時間上的考量）。因此，統一化、標準化便成了軟體業共同追

尋的目標。 

 

這部分可能涉及的競爭議題最重要的是：與競爭者制訂技術標準，這樣可能造

成市場的壟斷。任何一種統一標準的軟體技術出現，或者與競爭對手制訂標

準，都可能損害消費者權益或妨礙競爭，引發市場規範，引起競爭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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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層次相當有名的競爭議題當屬美國「Microsoft & Netscape 的網路瀏覽器之

爭」，涉及到競爭規範上的「搭售」問題，並且已經引起一連串的判決。因此，

此一層次可能涉及與競爭規範相關議題包括了： 

 

（一）共同訂定技術標準；軟體企業間的互相聯盟、合併、或者共同訂定技術

標準； 

（二）軟體搭售問題：許多軟體製造廠商負責規劃的科技公司，盡量利用搭售

軟體策略或與其他軟體製造廠商聯盟，擴大市場占有率。 

 

第三：電子商務的第三層次為共通服務基礎建設，包括認證中心、交易付款中心、網

路銀行與物流中心的共通基礎服務建設。 

 

這一階層最主要的特質並且與競爭議題相關的重點是：政策主導共通商業服務

基礎建設的環境。必須考慮如下重點： 

 

（一）認證中心的考量上，政策是允許開放市場，讓多家認證中心自由競爭？

或是只限制市場只有幾家？或是只有一家？認證中心與系統業者的合作

有何影響？誰有資格誰扮演此種角色？ 

（二）交易付款中心與銀行業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交易付款中心由誰扮演？

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三）在物流中心的考量上，政策對物流中心的規範為何？開放競爭？由政策

主導？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在這一階層，可能涉及到的問題最主要在於，市場如果只有一家或兩家認證、

物流、交易中心、網路銀行，便會產生寡占、獨占、或壟斷的問題。 

 

第四：電子商務第四層次為線上交易中介者，提供各種線上交易平台的網站，包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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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企業與企業（B2B）、消費者與消費者（C2C）、消費者與企業（C2B）或消費

者與企業與企業（C2B2B）或政府與企業（G2B）之間的平台的中介者。 

對於提供線上平台中介者的角色，必須進行以下幾點考量： 

 

（一）這些中介者所整合產品目錄、交易的網站，是不是一個唯一這個類型的

網站？ 

（二）未加入這個網站的廠商是否就被排除在交易線之外？對這些廠商而言，

算不算是一種不公平競爭？是不是為了不要被排除在外，所以一定得加

入這個網站成為會員？ 

（三）中介商掌握了多少有利資源？ 

（四）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如果市場發展到出現聯合或結合所有廠商，提供

消費者輕鬆的找到所有的產品中介者。這時候所有消費者只能藉由這一

家網站公司購買商品，對市場競爭會不會有影響？需不需要規範？ 

 

可能牽涉到的競爭規範問題包括如下： 

 

（一）違反托拉斯法的限制競爭爭議問題：（1）有無可能與直接競爭對手合併；

（2）業者間是否有可能進行聯盟；（3）是否一家獨大，壟斷市場；（4）

是否有聯合行為。 

（二）違反網路交易行為的不公平競爭問題：（1）視框鏈結（Frame link）；（2）

超鏈結(Hyperlink)；（3）網路不實廣告；（4）網域名稱爭議；（5）多層

次傳銷；（6）消費者集結起來對企業集體議價；（7）消費者集結起來透

果某企業力量對其他企業進行集體議價；（8）政府若只將其公共工程訊

息交由一家網站公司負責發佈、競標等問題。 

 

第五：電子商務活動第五層為線上商務活動，廠商具有自己的產品，於網路上銷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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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產品給消費者（B to C）。 

 

這一層次與一般商業可能發生的競爭問題並無不同，只是會因為網路的特質，

而增加一些不同於傳統商務的的競爭問題，譬如濫發電子信。同時，這一階層

必須考慮到的重點是： 

 

（一）經營商店的時數有沒有限制？ 

（二）線上商店的市場範圍是區域性或全球性？ 

（三）任何行業中有沒有可能產生一個最大的市場獨占者？ 

 

因此，可能涉及的競爭議題包括了兩類： 

 

（一）違反托拉斯法的限制競爭爭議問題：（1）與直接競爭對手合併；（2）業

者間的聯盟；（3）壟斷市場；（4）獨占。 

（二）違反網路交易行為的不公平競爭問題：（1）搭售；（2）網路商店進行電

子商務活動的網站包裹契約(Web Wrap)；（3）網路不實廣告；（4）網域

名稱爭議；（5）濫發電子信（6）價格破壞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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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 電子商務需要考量的特點與可能產生的競爭規範問題 

層次類型 需要考量的特點 可能產生的競爭規範問題 

第二層次 

軟體基礎

建設 

在技術軟體產業上具有的共同特質是：所有的相關軟體廠商都希望

建構一套可以應用在所有電子商務網站、具有統一性、標準性的軟

體，可以不必要再一一根據不同的公司需要，設計不同的應用軟體

（人力、成本、時間上的考量）。因此，統一化、標準化便成了軟體

業共同追尋的目標。 

（1）共同訂定技術標準；軟體企業間的互相聯盟、合併、

或者共同訂定技術標準； 

（2）軟體搭售問題：許多軟體製造廠商負責規劃的科技

公司，盡量利用搭售軟體策略或與其他軟體製造廠

商聯盟，擴大市場占有率。 

第三層次

共通商務

服務基礎

建設 

這一階層最主要的特質並且與競爭規範相關的重點是：政策主導這
個共通商業服務基礎建設的環境。 

（1）在認證中心的考量上，政策是允許開放市場，讓多家認證中心

自由競爭？或是只限制市場只有幾家？或是只有一家？認證

中心與系統業者的合作有何影響？誰有資格誰扮演此種角

色？ 

（2）交易付款中心與銀行業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交易付款中心由

誰扮演？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3）在物流中心的考量上，政策對物流中心的規範為何？開放競

爭？由政策主導？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涉及到認證中心、交易付款中心、及銀行業者及物流中

心若指出現一家或兩家寡占、獨占或壟斷的問題。 

 

第四層次 

線上交易

中介者 

對於這樣一個提供線上平台中介者的角色，必須考慮到以下幾點： 

（1）這些中介者所整合產品目錄、交易的網站，是不是唯一這個類

型的網站？ 

（2）未加入這個網站的廠商是否就被排除在交易線之外？對這些廠

商而言，算不算是一種不公平競爭？是不是為了不要被排除在

外，所以一定得加入這個網站成為會員？ 

（3）中介商掌握了多少有利資源？ 

（4）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如果市場發展到以後出現一種聯合或結

合所有廠商，提供消費者輕鬆的找到所有的產品中介者。這時

候所有消費者只能藉由這一家網站公司購買商品，需要如何規

範？ 

（一）違反托拉斯法的限制競爭爭議問題，在於這些線

上中介者有無可能：（1）與直接競爭對手合併；（2）

業者間是否有可能進行聯盟；（3）是否一家獨大，

壟斷市場；（4）是否有聯合行為。 

（二）違反網路交易行為的不公平競爭問題：（1）視框

鏈結（Framelink）；（2）超鏈結(Hyperlink)；（3）網

路不實廣告；（4）網域名稱爭議；（5）多層次傳銷

（6）消費者集結起來對企業集體議價；（7）消費

者集結起來透過某企業力量對其他企業產品進行

集體議價（8）政府若只將其公共工程訊息只交由

一家網站公司負責發佈、競標等。 



 36 

第五層次 

線上商務

服務 

與一般商業可能發生的競爭問題並無不同，只是會因為網站的特

質，而增加一些不同的線上交易競爭問題，譬如濫發電子信。但線

上商店必須考慮到以下幾點： 

（1）經營商店的時數有沒有限制？ 

（2）線上商店的市場範圍是區域性或全球性？ 

（3）任何行業中有無產生一個最大的市場獨占者？ 

（一）違反托拉斯法的限制競爭爭議問題：（1）與直接

競爭對手合併；（2）業者間的聯盟；（3）壟斷市

場；（4）獨占。 

（二）違反網路交易行為的不公平競爭問題：（1）搭售；

（2）網路商店進行電子商務活動的網站包裹契約

(Web Wrap)；（3）網路不實廣告；（4）網域名稱

爭議；（5）濫發電子信（6）價格破壞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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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以上乃是透過分析電子商務經濟特質及電子商務產業特質，提出規範電子商務時需要

考量的各種重點。經過這些討論之後，管制者對於導向公平競爭規範必須考慮如下重點： 

 

第一、競爭規範關切的焦點是市場進入障礙若過高，將阻礙競爭者進入市場，而必須

受到矯正。在電子商務產業上，可以考量目前軟、硬體市場是否被壟斷？或仍

是多家市場競爭狀態？在實體上品上，實際的進入障礙並不高。 

 

第二：在網路上開店並沒有營業時間限制，但是一般傳統商店一天只能營業 8—10 小

時，這樣對一般傳統產業是否會產生不公平競爭？ 

 

第三：市場範圍從區域性轉變成全球性。必須考慮的重點是：這個軟、硬體廠商或者

是網路商店的市場範圍是只侷限於國內？或是全球性？或者，可以考量這個產

品的銷售範圍是國內？或是全球性？ 

 

第四：網路世界產生許多新型態中間商，這個掌握通路的中間商，相對於企業與消費

者，具有較大優勢，若市場只有一家最大的中間商形成時，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再者，線上中介角色的商店或媒介，對消費者、廠商具有什麼樣的優勢？需不需

要管制？ 

 

第五：各種物流業將因電子商務的興起而盛行，甚至扮演了與傳統不同的角色，其重

要性也較以往傳統商務加大。因此，市場上若形成一家或多家物流中心，會帶來

什麼樣的影響？新市場產業的狀況值得觀察與注意。 

 

第六：消費者主動權增加，需考量兩個面向：（1）在軟、硬體層面而言，消費者或廠

商縱使具有選擇是否使用軟、硬體的權利，但在相容性及避免被套牢的考量下，

是否具有真正主動選擇的權利？或者只是虛假的主動選擇權？（2）以線上實際

交易的電子商務而言，消費者具有完全主動搜尋資訊機會，在這種情形下，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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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所採用的行銷策略，譬如搭售，是否需要受到與現實商店相同的管制？ 

 

第七：定價策略改變：（1）在資訊軟體市場，為了標準化產品，會將軟體商品的價格

拉低甚至趨近於零，使此一軟體成為市場的標準。（2）在網路上銷售實體商品，

成本可以降低。因此，在線上銷售的實體產品可以較一般傳統商店賣的產品便

宜，對於定價有相當的影響；再者，也有可能價格不改變但是搭售其他服務或

商品；也有可能因為提高市場占有率，而進行削價競爭等問題。 

 

第八：競爭方式改變後：（1）完全數位化的產品，其市場範圍是全球性的；（2）線

上商店買的是實體商品，則市場範圍實際上可能在國內，或是全球，例如

Amazon.com，在這樣情形下，不同網站具有不同的市場範圍。 

 

第九：產業組織對於新產生的新形式的產業組織，必須用考量什麼重點？譬如，新型

式的網路公司，譬如入口網站，在網路上既是資訊傳播媒體又是提供線上交易的

商店，這種新型態的組織？必須如何管制？必須由何種機關管制？ 

 

第十：對消費者而言，在市場上若有一個統一的技術標準存在，消費者不用被擔心被

套牢的問題。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在市場上具有技術標準的產品並不一

定是市場上最好的產品，消費者可能只因為相容性問題而選擇產品。這部分可能

涉及的不公平競爭議題最重要的是：任何一種統一標準的軟體技術出現，或與競

爭者互相聯盟、合併、或者共同訂定技術標準，可能造成市場的壟斷，或損害消

費者權益或妨礙競爭，都可能引發市場關於競爭之爭議。 

 

需要考慮的重點在於：（1）即使沒有網路效應，在經濟規模的因素下，市場也可

能只出現一種或少數幾種軟硬體，因此，是否會在市場機制下，趨向最適當的數

量？（2）這是一個具有技術標準化需求的市場，是否屬於傳統獨占市場行為？

（3）網路效應是資訊市場的重要本質，這樣的本質是否有辦法透過競爭規範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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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糾正？競爭規範有沒有能力去矯正？ 

 

第十一：在具有網路效應的產業中，若某一廠商試圖掌握消費者預期心理，進行類似

行銷策略，必須考慮的重點在於：（1）此廠商的產品是否具有網路效應的影響力？

（2）此種行為是否會對消費者產生不良影響？（3）此種行銷策略是否為資訊產

業的必然特質？（4）對市場上其他競爭者而言，是否具有影響？ 

 

第十二：在電子商務產業中，由於線上商店經常將不同的產品以搭售的方式出售，類

似競爭規範中的搭售行為。以經濟學角度來考量，應該思考的方向是：這個產品

是否具有網路效應？是否具有影響或獨占市場的可能性？ 

 

第十三：網路效應、正反饋循環、需求面規模經濟、報酬遞增定律是資訊經濟突出的

原則，這些特質往往導致「大者恆大、弱者愈弱」、「獨占」與「標準戰爭」定

理。但是，必須同時考慮的兩個面向：（1）如果透過競爭取得控制權，可能造成

壟斷；（2）當市場規模較小時。有時要由單一企業供應整個市場可能是比較經濟

的。 

 

第十四：網路具有經濟系統化與標準化現象，一家公司很少可以同時生產系統上的每

一個組件，通常是不同公司生產不同組件，因此，生產互補產品的公司必須懂得

建立同盟關係，控制產品的相容性。 

 

第十五：軟體搭售問題：許多軟體製造廠商負責規劃的科技公司，盡量利用搭售軟體

策略或與其他軟體製造廠商聯盟，擴大市場占有率。 

 

第十六：電子商務的第三層次為共通服務基礎建設，包括認證中心、交易付款中心、

網路銀行與物流中心的共通基礎服務建設。這一階層最主要的特質並且與競爭

相關的並且必須考慮的重點是：政策主導共通商業服務基礎建設的環境。 

 

必須考慮如下重點：（1）在認證中心的考量上，政策是允許開放市場，讓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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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中心自由競爭？或是限制市場只有幾家？或是只有一家？認證中心與系統

業者的合作有何影響？誰有資格誰扮演此種角色？（2）交易付款中心與銀行業

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交易付款中心由誰扮演？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3）在

物流中心的考量上，政策對物流中心的規範為何？開放競爭？由政策主導？會

有什麼樣的影響？ 

 

第十七：電子商務第四層次為線上交易中介者，提供各種線上交易平台的網站，對於

提供線上平台中介者的角色，必須進行以下幾點考量：（1）這些中介者所整合

產品目錄、交易的網站，是不是唯一這個類型的網站？；（2）未加入這個網站

的廠商是否就被排除在交易線之外？對這些廠商而言，算不算不公平競爭？廠

商為了不要被排除在外，必須加入網站成為會員？（3）中介商掌握了多少有利

資源？（4）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若市場出現聯合或結合所有廠商，提供消費

者輕鬆找到所有的產品中介者網站。這時候所有消費者只能藉由這一家網站公

司購買商品，需要如何規範？ 

 

第十八：電子商務活動的第五層為線上商務活動，廠商具有自己的產品，在網路上銷

售自己的產品給消費者。這一階層必須考慮到的重點是：（1）經營商店的時數

有沒有限制？（2）線上商店的市場範圍是區域性或全球性？（3）任何行業有

沒有可能產生一個最大的市場獨占者？ 

 

以上即為本研究檢視電子商務環境中與競爭相關觀點中必須考量的重點，本研究初步

意見是，認同政府透過法規來引導電子商務產業競爭環境的形成，但前提為，一個完整的

產業結構概念應廣泛的實證分析預先加以釐清與確定產業現況，方能在規範設計上充分引

進競爭機制及增加消費者選擇權利。 

 

由於本研究源自於公平會 4C 產業研究中的電子商務子題，目前仍繼續進行研究對象

的訪談及台灣整個產業現況的描繪與分析，所以訪談的對象仍持續增加中。希望能藉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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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觀察與訪談提出更完整的檢視電子商務環境中與競爭相關必須考量與注意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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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4C industry –electronic commerce. If we hope to 

observe the competition environments of a new industry, it is important to comprehend the 

economic characters, the environments and the characters of the environments of this new 

industry. With these understandings, we can consider whether the regulation of this new industry 

is necessary or not. If it must be regulated, how to regulate it? What is the standard? This paper 

will emphasize four viewpoints：The first viewpoint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similaritie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the traditional commerce.The second 

viewpoint is to present the economic characters of the electronic commerce.The third viewpoint 

is to discuss the framework of the industry of the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the last viewpoint is 

to reveal all the special characters of the proposed framework. This paper hopes to provide the 

regulator issues to consider the points when regulating. The research method employed analysis, 

in-depth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Until now, we’ve already interviewed 18 companies 

and the interview is still i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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