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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討零售式量販店、超級市場、連鎖便利商店、藥粧零售等流通業之競爭現

況，以及在數位經濟發展下之市場占有率等情形之變化。惟，各類流通業者建立數位

平台，依照HHI計算市場力量之分析，尚難窺見是否直接成為寡占化現象。
而有關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流通事業之規範說明，固然係在傳統物理空間之競爭

規範，但是在數位經濟時代，則未見其處理有關流通事業於數位平台之違反公平交易

法個案。

是以，面對數位經濟已經全球化之趨勢，本文認為應擴大對於流通業由商品價格

問題轉向數據為主之因應策略，似宜借鑑歐盟之數位市場法與數位服務法草案，以及

日本有關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之立法經緯，以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因應未

來流通業數位平台化或網路效應等因素，而為立法專法，俾以對於流通業於數位平台

產生違反公平交易法行為之法律規範。

關鍵詞：關鍵詞： 數位經濟、數位平台、流通業、HHI、數位市場法(歐盟草案)、數位服務法
(歐盟草案)、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日本)

壹、前言

自從工業革命以來，領先世界經濟趨勢的企業多是以工業規模的生產製造，或以

煤礦、鐵礦、石油等自然資源的開採加工為主要的大企業，如Ford、General Motors、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Exxon Mobil、BP。隨著工業化、經濟產業的繁榮，帶動
著交易熱絡、大量消費等，金融業與零售業等服務業，如JPMorgan、Walmart Inc也
擠進了全球百大企業。沿著時間進展的脈絡，二十世紀末(1994年間)當時美國審計
總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推出訊息高速公路計畫(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Programme)1

，網路資訊科技開始普及並且快速的深入應用在生活與社交層面，二十一

世紀是數位時代，世界經濟結構與企業的發展、消費者使用網路習慣、數位交易平台

的商業模式與寬鬆的監管環境促進了網路生態系統(online ecosystem)的發展2
，也創造

一波市值超高的大型科技企業，通稱Big Techs，在歐美有GAFA：Google、Amazon、
Facebook、Apple以及Microsoft、Netflix、Azure等取得寡占歐美數位市場的支配地
位，而中國大陸的數位產業市場，則由BATH：Baidu、Alibaba、Tencent、Huawei，
以及Xaiomi形成寡占現象。
1 https://www.gao.gov/assets/aimd-95-23.pdf. (last visited:2021/11/20).
2 Adam Jabłoński/ Marek Jabłoński, Social Business Model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New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 and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4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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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處於數位市場優勢主導地位、實質形成寡占的Big Techs對全地球村居民的社
會生活產生巨大影響力，反應在經濟市場面即是：提高中小企業與微型產業進入市場

的難度，因此Big Techs是否具有傳統型態的不公平競爭行為、損及消費者權益及抑制
創新等不正當行為，也須受到應有的反壟斷法規範所監管。然而，傳統上，定義一個

產業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範圍主要透過檢視垂直的上下游廠商、水平的競爭對手
企業，基本上可以勾勒出一個相關市場輪廓，這是線性生產模式(pipeline)，亦是較為
純粹的單向模式--線性價值鏈(linear value chain)。但是，面對當今數位經濟時代興起，
Big Data加上AI之助力，無國界的交易平台、跨產業的數位產業經濟，O2O(Online To 
Offline)數位市場策略聯盟、行動裝置的普及與消費方式(習慣)的改變，使得平台成為
一個複雜的價值矩陣。同時，平台商業的經營模式，既然打破傳統工業時代下線性生

產模式，相關的競爭法規與消費者保護法規，於平台法律問題之適用上顯然有其侷

限。再者，大型數位平台企業具有跨境的優勢，不僅具有強大的市場支配力，同時支

配著數位科技使用者的數據能力(Data Capability)，對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即可
能帶來了隱性的威脅。因此，各國相繼推出相關的規定，用以填補現行實定法上規範

的不足
3
。

數位經濟的新經營模式，包括平台經濟與共享經濟。數位經濟乃是以數位平台

交易為主的經濟，透過開放式平台，以數位化高效電腦運算，提高經營效率，具有

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多邊平台(multi-sided platform)的特性。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則是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的特殊類型，例如；Airbnb建立租屋平
台、Uber共享乘車、Obike共享單車等，透過平台將單一資產在多數使用者之間分時
共用

4
；亦即其基本概念是將許多東西，例如車子、船、割草機等等，有很多時間處於

閒置狀態，可以再加以利用的共享精神。

值此數位經濟時代，位居生產至消費至關緊要地位的流通業，無不紛紛於實體店

舖之外，加入數位平台之經營，以求增加其事業之利潤。是以，本文先行探討流通業

之定義及發展現況，以及數位經濟對流通事業之影響與應用實例。接續以臺灣公平交

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頒布之流通業處理原則，解析流通業之競爭規範，並以歐盟

之數位市場法與數位服務法等二法之草案，以及日本有關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

公正性法之制定過程及其成果為借鑑，俾以提供臺灣未來制定相關法規，得以接軌無

國界的數位經濟發展趨勢，進而完善對於流通業之競爭規範。

3 例如，日本《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日文名：「特定デジタル
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の透明性及び公正性の向上に する法律」），於2020年5月27
日制定，2020年6月3日頒布，2021年2月1日實施。實則日文之公正性乃fairness之
意，敘述時即以公平性為之。

4 王立達，「競爭法如何因應數位經濟新經營模式」，公平交易通訊，No.82，
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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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數位經濟下流通事業之發展現況與應用實例

一、流通事業之定義與發展現況一、流通事業之定義與發展現況

流通事業是「在消費者取得產品或服務的過程中，所接觸到一系列的獨立組織」

(Coughlan, Anderson, Stern and El-Ansary, 2006)5
。在這個過程中所進行的活動會有包

括實體轉移、倉儲或產品的所有權移轉，售前、交易和售後的服務，訂單處理、賒

帳和收款，以及各種支援的服務。不同的零售商最基本在特徵上的差異就是「零售組

合」，也就是零售商用來滿足顧客需求的要素，包括1.銷售的商品與服務類型、2.銷
售商品的多樣性與搭配、3.顧客服務水準以及4.商品價格。政府組織針對行業的分類
經常採用第1項所販售商品類型來分類，例如美國與加拿大就發展了北美產業分類系
統(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 cation System, 簡稱NAICS)6

，數字44與45表示為商品
零售商。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第11次修訂版本所定義下的零售商，
47-48為零售業，係指「乃從事透過商店、攤販及其他非店面，如網際網路等向家庭或
民眾銷售全新及中古有形商品之行業」。並將零售業細分為13小類7

，包括「綜合商品

零售業」、「藥品、醫療用品及化妝品零售業」等。

零售業中又以綜合商品零售業所占比例最高。綜合商品零售業根據行政院主計總

處的行業定義，係指「從事以非特定專賣形式多種系列商品之零售店」，主要包含連

鎖便利商店、百貨公司、其他綜合商品零售業。而其他綜合商品零售業又包括了消費

合作社、超級市場、雜貨店及零售式量販店。綜合商品零售業中又以連鎖便利商店、

百貨公司、超級市場與零售式量販店為主要經營型態。又鑒於近年來邁入高齡社會，

對藥品、醫療用品需求日增，以及國人對美妝保養逐漸重視，藥妝零售業之發展穩健

成長，近5年平均年增率3.2%，優於整體零售業的1.2%。顯然，藥妝零售業已經成為
重要之流通事業。因此，本文之研究範圍主要在於流通事業之綜合商品零售業：量販

店、超級市場、便利商店，加上近十年來在臺灣甚為盛行的藥妝零售業，並根據行政

院主計總處對經營型態之定義 (請參見表1)，探究各該事業之市場發展。

5 Palmatier, R. W., Stern, L. W. and El-Ansary, A., Marketing Channel Strategy, 8th edition, 
Person Education, 33 (2015).

6 U.S. Census Bureau, “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NAICS),” 
https://www.census.gov/naics/ (last visited:2021/11/20).

7 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第11次修訂版本於2021年1月施行，零售業為中
類47-48，綜合商品零售業為小類471，後又細分為4711連鎖便利商店、4712百貨公
司、4719其他綜合商品零售業。第11次的修正主要是為了凸顯行業分類的統計用
途，更名為「行業統計分類」（簡稱行業分類），作為各機關辦理行業統計之分
類依據。分類架構主要參照聯合國 ISIC 2008年（目前最新）版；與行業分類第10
次修正版比較，大、中類架構不變，小、細類則參考105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與產
業發展現況，就產業規模、經濟重要性及調查實務可行性等進行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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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經營型態之標準行業定義

經營型態 定義

1.零售式量販店 凡從事大宗綜合商品零售，結合倉儲與賣場一體之行業均屬之。

2.超級市場 凡從事提供家庭日常用品、食品分部門零售，而以生鮮及組合料理食
品為主之行業均屬之。

3.連鎖便利商店 凡從事提供便利性商品如速食品、飲料、日常用品及服務性商品以滿
足顧客即刻所需，而以連鎖型態經營之行業均屬之。

4.藥粧零售 凡從事藥品、醫療用品及化粧品之專賣零售店均屬之。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主計處，2021，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11次修訂，https://www.stat.gov.tw/
public/Attachment/01229151921USMXRNUA.pdf.

由於零售通路型態深受當地消費行為趨向的影響，綜合商品零售業營業額年增

率，近10年來平均年增率最高的是超級市場5.96%，其次是連鎖便利商店4.82%，零
售式量販業為3.95%，均高於產業整體平均年增率。又根據臺灣連鎖店普查分析報
告，針對連鎖家數3家以上之連鎖門市總部進行調查，2020年的連鎖企業共2,888家，
總計113,158店，其中直營店數52,007店，加盟店數61,151店。整體連鎖企業家數成長
6%。在店鋪數方面，2020年合計店數為15,198店，以便利商店最多，共有12,134店，
其次，超級市場也有2,408店，百貨公司有113店，量販店有389店。整體店數成長率為
5.4%。惟，雖然百貨公司亦屬於綜合零售業，卻呈現負成長，亦一併統計如下(如表
2)：

表2
　
綜合零售業中各業態店數成長統計表

2019年 2020年 家數成長 店數成長

家數 店數 平均
店數 家數 店數 平均

店數 數量 百分
比 數量 百分

比

綜合
零售
合計

117 14,413 123 124 15,198 122 7 6% 785 5.4%

購物
中心 47 47 1 54 54 1 7 14.9% 7 14.9%

百貨
公司 27 119 4 27 113 4 0 0.0% -6 -5%

量販
店 6 200 33 6 389 64 0 0.0% 189 94.5%

超級
市場 31 2,468 79 31 2,508 80 0 0.0% 40 1.6%

便利
商店 6 11,579 1929 6 12,134 2022 0 0.0% 555 4.8%

資料來源：台灣連鎖暨加盟協會(2021)8

8 台灣連鎖暨加盟協會，「2020台灣連鎖店普查分析報告」，2021台灣連鎖年鑑，
20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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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零售式量販店
零售式量販店的部分，則計入家樂福購併頂好的部分，總部為6家，相較2019年

持平，但店數成長了94.5%，提高到389店，顯示出業者在展店策略上的野心。近五年
來前四大零售式量販業依據營收淨額排名，參閱表3，依序為好市多、家福、大潤發
流通、特力屋，以營收來看，第1名的好市多與第2名的家福堪稱市場雙雄。由圖1臺
灣歷年零售式量販店市場規模與成長率可知整體發展趨勢，相較於超級市場與連鎖式

便利商店業，零售式量販業近十年平均成長率為3.95%，雖不及超級市場(5.96%)、便
利商店(4.82%)。不過，自2018年起至今，成長力道加大，2020年相較2019年成長了
8.85%。整體趨勢顯示出未來仍將持續成長。

表3　零售式量販業前四大近五年營收淨額表

單位：百萬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好市多 84,000 83,000 80,000 70,000 65,000
家福 71,200 64,800 63,800 45,200 39,200
大潤發流通事業 26,636 25,538 27,602 28,938 28,400
特力屋 14,950 15,281 15,625 16,670 16,681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中華徵信所(2020)數據整理。

資料來源：中華徵信所(2021)依據經濟部統計處之資料所彙製9

圖1　歷年零售式量販業之市場規模及成長表現

9 中華徵信所(2021)，業界線模糊、業界整併潮持續，全力衝刺數位轉型，圖表依
據經濟部統計處之資料所彙製，取自https://www.credit.com.tw/NewCreditOnline/
Epaper/IndustrialSubjectContent.aspx?sn=307&unit=511。(last visited: 202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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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超級市場
超級市場業，如上表2所示，超級市場總部為31家，店數成長了40店，成長率

1.6%。根據營收排名，表4所示，近五年前四大超級市場依序為全聯實業、惠康百貨
(頂好)、三商家購(美聯社)以及第四大的台灣楓康超市。其中，排名第1位的全聯實業
在營收淨額上遠遠超過第2名的惠康百貨10

，2019年整體超級市場營收為2,078億元，
其中全聯實業營收就高達1,300億元，占整體市場營收高達62.56%，顯示出全聯實業在
超級市場行業中具有獨大之市場地位。其他業者歷年營收淨額請參閱表4。2020年各
家業者通路店數，以1013店的全聯實業為第一，較2019年展店21店；美聯社擁有779
店，店鋪數排名第二，2020年展店速度第一，展店68店。整體營收與店鋪數顯示出消
費市場對超級市場具有穩定的需求。

表4　超級市場業前四大近五年營收淨額表

單位：百萬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全聯實業 130,000 120,000 108,800 101,600 85,000
惠康百貨(頂好) 13,000 13,300 NA NA NA
三商家購(美聯社) 12,080 11,965 NA NA NA
台灣楓康超市 4,421 4,480 4,539 4,502 4,2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中華徵信所(2020)數據整理。

(三) 連鎖便利商店
在連鎖便利商店業方面，如表5所示，連鎖便利商店業總部也是持平，總店數成

長率為4.8%，連鎖便利商店數逐年攀升，密度居全球第2。近五年四大便利商店之營
收淨額與店鋪數，請參閱表5與表6，統一超商目前於市占率及營收上皆位於第1位，
營收淨額第2是全家便利商店，第3是萊爾富國際，第4名則是來來超商(OK便利商
店)。截至2021年3月，統一超商總店鋪數為6,072家，全家便利商店為3,832家，萊爾富
便利商店為1,472家，OK便利商店為830家，總計共12,206家。近年來，連鎖便利商店
持續改裝新型門市，提供鮮食、現磨咖啡等，並提供代收、寄貨等各項服務，使得營

收持續成長，未來仍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

10 2020年6月2日家樂福宣佈以9,700萬歐元，相當32.31億臺幣，併購台灣惠康股權，
交易包括199家頂好Wellcome超市、25家頂級超市Jasons Market Place。並於同年12
月，公平會通過此結合案，委員會議決議在附加4個負擔保障條件下，不禁止其結
合，期望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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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便利商店業前四大近五年營收淨額表

單位：百萬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統一超商 158,032 154,075 144,480 140,147 133,408
全家便利商店 74,009 68,413 62,188 58,835 56,409
萊爾富國際 21,579 21,848 21,375 21,597 20,716
來來超商(OK便利店) 10,434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中華徵信所(2020)數據整理。

表6　便利商店前四大近五年店鋪數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統一超商 5,655 5,406 5,022 5,107 5,036
全家便利商店 3,606 3,326 3,154 3,057 2,985
萊爾富國際 1,412 1,321 1,270 1,290 1,277
來來超商OK 820 879 841 867 887
總計(店) 11,493 10,932 10,287 10,321 10,185

資料來源：台灣連鎖店年鑑(2020、2019、2018、2017、2016)

(四) 藥妝零售業
美妝市場產值估計高於2,000億。2020年藥妝精品家數為108家，較2019年減少6

家(成長率-5.3%)，總店數6,160店，其中直營4,347店，加盟則有1,813店，較2019年增
加1,030店(成長20.1%)。藥妝精品業者平均店數由原本45店提高至57店。從進貨量來
看，對供貨商的影響力明顯提升。藥妝通路以實體店為主，占96.4%，商品開架式陳
列、提供試用與專業諮詢是其優勢，網路銷售比重占比仍較整體為低，2020年1-6月
藥妝零售業透過網路銷售比重為5.1%，但是網路銷售增加幅度逐漸增加，較同期成長
27%，高於整體網路零售增加幅度。根據營業額，主要的藥妝業者有屈臣氏、寶雅、
康是美、大樹藥局、杏一醫療等。表7為臺灣主要連鎖藥妝/醫藥零售流通業店鋪數。

表7　臺灣主要連鎖藥妝/醫藥零售流通業店鋪數

會員數 平均坪數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屈臣氏 600萬 30-40 575 590 564 544 520
寶雅 580萬 300 265 230 200 177 157
康是美 580萬 30 402 400 400 402 400
大樹 160萬 70 201 153 109 82 64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連鎖店年鑑(2021、2020、2019)、產業經濟統計簡訊《328》、各公司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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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流通事業之發展現況，在主要業態當中，從營業額的變化可略知發展

概況，2020年連鎖便利商店業態已超越百貨公司營業額，成為綜合商品零售業當中對
營業額貢獻最大的業態。從年增率來看，超級市場、連鎖便利商店、零售式量販業都

是綜合商品零售業中具成長趨勢的業態。超級市場業態則是10來成長率最高的行業，
其中又以全聯實業盤據超市業態獨大。超級市場與零售式量販業正不斷成長，二者營

業收入若相加，將大於便利商店業，結構占比將高達10.9%，是必須重視的領域。同
時，不論就營業額的排名或10年的增加量而言，都展現出連鎖便利商店業態以及超級
市場業態在消費市場的重要性逐漸加大。

二、數位經濟對流通事業之影響與應用實例二、數位經濟對流通事業之影響與應用實例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於2018年發布了「2018年數位轉型倡
議」

11
，並預估全球數位經濟

12
產值2030年將高達120兆美元。數位經濟帶動了各產業

與消費者、競爭者和供應者之間出現更加多元之互動協調模式。數位科技的發展與行

動裝置的普及，近年來各種嶄新型態的商業模式正襲捲全球，改變民眾的生活習慣與

企業的經營模式，加上電子商務、人工智慧、物聯網與大數據等技術逐漸成熟，許多

企業的競爭對手已經不是原本產業當中的業者，而是平台業者，像是Airbnb與Uber各
自都沒有擁有飯店、旅館或是車輛，卻分別對旅館業及運輸業產生威脅，產業的界線

已越來越模糊。同樣地，如同全美零售聯合會（NFR）所表示，2020年最貼近零售業
的經營標語就是「界線模糊」，意指多數的流通事業也因應數位時代的來臨結合實體

與虛擬，朝全通路發展，業態競爭激烈，企業面對不確定的對手，競爭疆界模糊。

數位經濟的核心，不是數位技術，而是數據（data）；與其說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不如說數據驅動的經濟（data driven economy）。強調的是大量與即時性
的數據，即時數據才有價值，將即時數據快速地應用在商業的層面，結合當下的生產

11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自2015年便發起了數位轉型的倡議，
主要是因為新科技正逐漸讓世界轉型，重新定義了顧客期待，也使得企業能符
合這些期待，並且改變了人們生活與工作的方式。這個倡議主要針對在下一個
10年，數位科技對企業與社會的影響提出一些新的觀點，甚至將數位轉型這一
系列廣泛的活動稱之為第4次的產業革命。取自https://reports.weforum.org/digital-
transformation/ (last visited:2021/11/20)。

12 依據OECD與英國數位經濟之定義，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泛指透過數位產業
(Digital Sector)帶動的經濟活動，加上非數位產業(nonDigital Sectors)透過數位科技
之創新活動(新商業模式、新消費型態)。其範疇包括數位經濟之範疇包含數位製造
業(包含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與資通訊數位產品製造業)與數位服務業(包含資通訊產
品銷售與設備維修服務、傳播業、通信業、資服業等)等生產毛額，以及電子商務
(包含網路零售B2C、農業電商、網路金融、線上旅遊、數位學習等)等交易額。取
自行政院第3542次會議之數位國家 創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2025)，https://www.
ey.gov.tw/achievement/5B6F7E717F7BADCE (last visited:202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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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提供服務，所創造出的價值，就是數位經濟。數位經濟帶動流通產業朝跨世代、跨

境、跨領域、跨虛實等趨勢發展，以下就從政策面出發，先論述臺灣近年在數位經濟

下的消費者行為變化與零售政策，進而舉例近年流通業數位發展的案例。

(一) 數位經濟下的流通事業競爭策略
一國的經濟系統涵括了生產系統、流通系統、消費系統等3個次系統，其中流通

系統又可分為批發流通系統與零售流通系統。是以，生產、流通與消費三者兼具有相

互依存，交互影響之關係，共同影響了經濟的發展。流通系統調節市場供需，流通系

統受經濟系統影響，是介於生產系統和消費系統之間的樞紐地位。流通系統也是一個

開放系統，受到外部市場環境影響的同時也會對市場環境產生影響，與環境是一個雙

向互動的關係。因此，流通系統呈現出相當之複雜性、多元性與動態性之特徵。流通

業者面對環境變化時，必然要採取適當的經營行動，以便適應動態環境變化與競爭的

挑戰，若要了解流通業者面對競爭之行為，則要從市場結構與市場行動觀察之。

在全球上網人口增加、行動購物興起及各國政府大力推動等因素下，電子商務的

蓬勃發展，全球實體零售業近年積極朝向網路銷售進行大幅度的擴張與變革。近幾年

國人對數位經濟活動的參與也很廣，參與率最高的是網路購物有64.2%，其次為線上
評論與比價有62%，第三是網路或行動銀行的使用經驗。顯然，行動購物及行動支付
也成為消費者購物的主要方式。消費者的交叉通路購買行為，也正迫使著流通事業必

須更快地面對數位化的社會發展。

面對數位經濟潮流，各國也積極完備數位經濟環境，臺灣則提出了成為「數位國

家、智慧島嶼」的願景，在工業、商業等不同面向都有因應數位化發展的策略方向，

例如，工業4.0、商業4.0。自2015年起政府推動商業服務業4.0計畫，主要就是鼓勵以
新興科技驅動商業服務升級轉型，主要的科技包括人工智慧(AI)、大數據(Big Data)、
物聯網(IoT)與區塊鏈(Block Chain)等。有鑑於數位經濟不僅是消費習慣的改變，也包
含整體供應鏈、行銷通路、金流支付等大幅度的改變，是一個結合數位科技與既存營

運模式的過程，從營運流程、價值主張、顧客體驗、數位文化，到徹底轉型，成為一

個極為靈敏，顧客的價值與體驗為核心，且不斷更新、持續轉型的組織。企業可以在

營運流程(Operational Process)、行銷與業務(Marketing & Sales)、輔助功能(Supporting 
Functions)、創新與研發(Research & Development)、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等層面，整合科技應用以提高生產力並提升服務品質，塑造顧客體驗。

零售業主要為消費者提供完整的購物體驗，透過虛實整合用創新的方式和服務完

成客戶體驗的旅程，形塑企業競爭優勢。尤其受疫情影響下，消費者行為受衝擊。傳

統的實體零售品牌也積極往線上發展，O2O的商業模式要為顧客提供更多服務管道，
達到最大的便利性。全球的零售商，包括Lowe's，IKEA宜家，Best Buy等企業，都在
實施免下車取貨系統，以響應不斷變化的客戶喜好。Costco最近則收購了交付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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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商Innovel Solutions，以幫助加速“大件＂商品的電子商務銷售，Target收購
交通技術公司Grand Junction，以改善和擴展零售商的交付能力。不僅是實體零售業提
供更多全通路的體驗，原本的網路零售商也積極布建全通路擴大市場，例如，亞馬遜

也購併知名有機食品零售商「Whole Food」等實體通路零售商。根據KPMG在2018年
針對消費品與零售業決策者的調查，70%的企業將「加速數位轉型」當作策略目標之
一，企業期待從數位轉型來優化數據分析的能力。這些消費者行為的改變，都促使線

上或線下流通事業必須更專注於數位和資訊技術的投資與整合。

(二) 臺灣零售業的數位應用實例
消費者行為的改變與數位科技的成熟，促使臺灣零售業導入線上線下整合O2O 

(Offline to Online)的案例愈來愈多。除了善用O2O的優勢之外，也開始打造以消費者
為中心的購物生態圈。以下就針對幾個零售業者的數位應用案例，分析其經營特色與

創新應用。

1. 便利商店的「科技概念店」
臺灣的便利商店密集度高，便利方便是其主要價值訴求。在臺灣少子化高齡化的

社會情境下，勞動力逐漸缺乏
13
，帶動零售業者運用科技解決勞動力不足以及多樣化

服務的問題。近年來，便利商店導入的服務更加多元，店內工作日趨複雜，在有限的

人力下如何提供消費者有品質的服務體驗，遂成了便利商店業導入數位科技的契機。

臺灣前四大便利商店業者均已投入數位服務實驗，例如，統一超商7-11便利商店2019
年打造多元創新「X-STORE 3」、全家便利商店之「科技概念店」、萊爾富導入「智
慧科技商店」、OK便利商店的「OK mini」智慧迷你超商等。

全家便利商店的「科技概念店」強調的是優化員工工作流程與強化消費者體驗。

2018年在臺北推出，店內導入了17項的智慧相關技術，包括數位海報、玻璃帷幕電子
牆、影/光傳送技術、人臉辨識、互動投影、咖啡助理(機械手臂)、Robo機器人、數位
戳章、IoT設備監控系統、智慧EC驗收、互動貨架、VR虛擬商店(二樓商店)、電子標
籤、透明顯示器、建議訂購系統、物流到店通知等。

全家科技概念店主要的特色是：(1)透過將耗時最多的例行工作予以自動化或智慧

13 便利商店採24小時的經營模式，結帳櫃台經常要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屬於勞力
密集的工作型態，進入門檻低。隨著整體勞動力人口下降，超商人力不足的問題
困擾許多加盟主已久，日本近年也紛紛傳出的加盟糾紛，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更
裁定，超商業者強制加盟店24小時營業恐違反反壟斷法。相關日本勞動力短缺
造成加盟糾紛，請參閱科技新報，2019年3月11日，「找不到人加盟者苦，日本
7-11檢討24小時制度」，https://technews.tw/2019/03/11/7-11-japan-adjust-opening-
hours/；數位時代，2020年9月20日，「7-11「全年無休」走入歷史？日本公平會：
超商強迫「24小時不打烊」違法」，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9126/japan-
convenience-store-labor-shortage-open-24hr。(last visited:202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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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重塑店員日常工作流程。例如，運用智慧EC驗收系統盤點電子商務相關交易的大
量貨品，透過RFID標籤直接讀取晶片掃描點貨，縮短驗貨收貨流程。(2)著重互動與
虛擬體驗，強化消費者體驗。例如，當期的促銷活動與商品資訊，能透過數位海報傳

遞，透過互動消費者還可得到專屬優惠，提升消費過程的有感度。並結合電商品牌(如
Life 8)，在概念店體驗樣品，提供線下體驗/線上消費的販售模式。(3)應用大數據進
行分析。科技概念店內蒐集了店內營運的各項指標，例如，氣候、商品銷售、庫存量

等資訊，也蒐集消費紀錄與來店次數等資訊，進行消費交叉分析，提供店長在門市進

貨、客製化服務與各項行銷決策上的依據。

2. 全聯實業：從零售到電子支付
臺灣超級市場歷經多年的成長，從規模最小且成長最緩慢的狀態，至今已是充

滿創新活力的通路型態。這樣的轉變由1998年全聯實業接手「中華民國消費合作社全
國聯合社」後的改變，就逐漸在轉變臺灣過去超級市場產業多由外資企業主導的一貫

型態。全聯的企業願景以「買進美好生活」為核心理念，主要經營目標秉持著「價格

最放心」、「品質最安心」、「設點最用心」、「服務最貼心」的四心理念，近年來

已成為臺灣人採買生活必需品的主要通路。早在2003年時，超級市場主要的業者依據
營業額的市占率依序為惠康超市、松青超市、丸久超市，第4名才是全聯，在當時全
聯剛剛慶祝展店600家。幾年來全聯積極以併購擴張市場，陸續收購楊聯社(2004)、
善美的超市(2006)、台北農產運銷公司超市(2007)、部分全買超市(2014)、松青超市
(2015)及白木屋食品(2018)等，快速拓展了經營版圖。如今截至2021年5月30日止，全
聯共計有1,064家分店，已經躍昇超級市場第一品牌，通路第二品牌。而其他超級市場
業者也紛紛投入全通路的經營，例如，頂好Wellcome在2015年推出「頂好新鮮GO」
搶攻線上族群，並與Lalamove啦啦快送合作，推出大臺北區兩小時到貨服務；2018
年美聯社以虛擬「二樓」的概念推出「Go美廉」線上平台。而全聯則推出風格店型
imart(2012)、電子支付PX Pay (2019)及PX Go(2019)線上購外送等，成功切入全通路並
積極數位轉型。

全聯實業的數位應用，主要先聚焦優化實體店面內的消費者體驗，先培養支付平

台PX Pay，再導電商PX Go，結合實體與線上消費，結合品牌年輕化，致力於增加新
顧客，成功切入新市場，達到市場拓展的成長目標。全聯實業的數位轉型策略可略分

3個重點階段進行：(1)首先推出行動支付服務「PX Pay」。自2019年5月起推出此服
務，目前已千萬次下載，註冊會員數超過700多萬。「PX Pay」提供的服務項目有生
活繳費服務、線上支付信用卡費、電信費、公營事業及規費繳納等。「PX Pay」每月
交易金額近40億元，已占全聯實業整體營收的3成，其中儲值金消費占比約為15%，
高於綁定信用卡的8%。其迅速崛起的態勢，還在2020年行動支付大調查中擠下Apple 
Pay晉身第3名，僅次Line Pay和街口支付。(2)推出「PX Go! 全聯線上購」電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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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PX Pay」後，以不到1年的時間，於2019年11月上線電商平台，全聯線上購以
「分批取貨」、「箱購宅配」、「社群轉贈」、「PX Pay秒付」等特色與其他電商做
出區別性，強化綁定消費者，提升黏著度。(3)投資的「全支付」，除了商流之外，
2021年起將接續提供全聯體系的金流支付服務。全聯將全支付策略目標定位為各銀行
的開放平台，未來將引導PX Pay會員升級註冊為全支付電子支付帳戶之後，首波預計
上線10家以上，用戶除了現行銀行信用卡外，同時也將開放銀行帳戶付款，以及全聯
門市現金儲值至全支付帳戶付款，會員也能拿著APP到其他通路使用付款。目前全支
付已積極拓展特約商店合作夥伴，包含連鎖餐飲、百貨購物、飲料店、遊樂園、交通

等，將提供會員有關食、衣、住、行、育、樂等方面的服務。透過發展以支付為核心

的服務，提供會員多樣化優質特約商店，也同步為多元通路帶來更多的消費者。

整體而言，數位經濟下的臺灣綜合商品零售業，具有「產業界線模糊、加速推展

數位轉型」的特性，例如，Food panda就建置了虛擬超市「熊貓嚴選」在2020年2月上
線，至今已在北臺灣開設10間虛擬超市，透過利用AI系統數據挑選品項，自建倉儲，
提供消費者生鮮、雜貨等日用品的銷售與配送。此外，各流通業者為了降低疫情對營

業額的衝擊，紛紛導入行動支付、點餐系統、外送服務、平台經濟、網路購物等虛實

整合數位行銷，捉住商機，努力求生。例如，統一超商收購本土外送平台foodomo (專
聯科技)，除了一般外送之外，還提供跑腿代買、揪團訂餐等服務；寶雅加速數位轉型
的進程，全面加速導入線上購物、寶雅Pay、寶家購物等。在競爭中逐漸跳脫傳統實
體通路營運銷售模式的框架，試圖以數位轉型建立會員制度，提升消費體驗，深化顧

客關係管理，提升數據驅動之競爭優勢。商務交易與零售流通最直接相關，實體流通

業者在原本商流的機能下最順利整合金流提供消費者更好的消費體驗。各類型的流通

事業為了擴大更多顧客群與深化顧客經營以獲取商機，相繼以夥伴合作及資源共享的

方式，投入持續成長但競爭激烈的行動支付市場。

無庸置疑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加速了全球零售產業擁抱數位通路的
決心。數位科技的採用將影響流通事業未來的市場地位與競爭態勢。因此，市場上主

要的流通事業都紛紛轉為全通路經營，開啟會員經營，企圖透過數據分析優化展店決

策、營運流程與消費體驗，對零售業來說才是數位轉型的主要競爭效益。但是，數位

經濟帶來的成果並不是所有企業都受惠。根據WEF報告，數位平台、大數據與自動化
等反而促進了市場集中，甚至是擁有技術與智財權的所有者或是資本投資者，贏者全

拿。因此，以下先分析數位時代下主要流通事業的市場結構。

參、流通事業之市場結構分析

產業經濟學中「結構-行為-績效(S-C-P)」分析法是廣泛被使用來分析市場結構的
方法。市場結構(Structure)、市場行為(Conduct)與市場績效(Performance)3者之間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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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影響的。政府在維持市場競爭秩序時，可以針對市場結構的政策，進而達到控制市

場行為與市場績效維持市場競爭的成效。因此，市場結構的討論十分重要。

市場結構主要在描述某一特定產業中，公司的數目、市場占有率的關係。市場結

構的主要型態包括獨占、寡占、獨占競爭，與完全競爭等4類。影響市場結構的因素
很多，包括交易雙方的數量和規模分布、產品差異化、市場占有率和市場集中度、參

進障礙等。以下主要針對市場占有率與市場集中度與赫芬達指數(HHI)進行討論。市
場占有率(market share)指的是1家公司的營業額占整體產業的比重，通常以百分率表
示。公式計算如下：

市場占有率=(廠商之營業額/整個市場營業額)x100%
市場占有率的數據，是企業競爭力的指標之一，市占率越高表示企業在市場上占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市場影響力較高。

(一) 市場集中度之衡量
有關市場競爭測量的方法有很多，在實務上，主要採取市場集中度方法，它指的

是整個產業的市場結構集中程度的衡量指標。而市場集中度一般可分為絕對集中度與

相對集中度兩類。

1. 絕對集中度指標
絕對集中度指標是指規模位於前幾位之核心企業其在生產、銷售、資產、員工等

之累計數值占整個產業該指標的比重。當各家廠商依銷售額之大小排序，取規模較大

的前n家廠商的銷售額加總之後，除以市場總銷售總額所得到的市場集中度即以CRn表
示，通常以取前4家加以計算其市場集中度，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n為產業中排名前n大企業的個數；N為產業中的企業總數；Xi表示該產業
在某方面（如銷售額）的數值。CR值通常介於0至1之間。CR值的缺點為其未能區分
產業內同一群內公司的市場占有率。例如，兩個CR4皆為80%的產業，其前四大公司
的市場占有率可能有不相同的情況。根據貝恩分類，依據前四大業者占產業中之市占

率計算出CR4的絕對集中度指標。參閱下表8貝恩的市場結構分類，可將市場類型作一
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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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貝恩的市場結構分類

市場類型 CR4 (%) CR8 (%)
寡占I型(極高寡占型) CR4≧75 --
寡占II型(高集中寡占型) 65≦CR4<75 CR8≧85
寡占III型(中上集中寡占型) 50≦CR4<65 75≦CR8<85
寡占IV型(中下集中寡占型) 35≦CR4<50 45≦CR8<75
寡占V型(低集中寡占型) 30≦CR4<35 40≦CR8<45
競爭型(不存在集中) CR4<30 CR8<40

資料來源：Bain, J. S., 1959,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相對集中度指標
由於前述的絕對集中度指標無法區分任一群組廠商可能有不同占有率之情況，因

此也以相對集中度指標加以衡量市場集中度，而常用的指標為賀芬達指標(Herfindahl-
Hirschman Index，HHI指標)來反映產業中廠商規模的離散程度。賀氏指標是一個改良
式測量市場集中度的指標，其公式如下：

其中，N為產業中的企業總數；Xi表示該產業在某方面（如銷售額）的數值，A
則為產業的總銷售額。HHI所計算出的值乃表示該產業中所有企業各自在市場中所占
比重的平方和之值。原始計算出之HHI之值通常亦介於0至1之間，數值愈小，表示個
別業者對於市場的影響力相當，故產業競爭劇烈；而數值愈大則表示少數業者對於市

場的影響特別大，因此，市場壟斷力量越大。據此，本指標即可將市場結構分類為競

爭型、寡占型或獨占型等市場結構。由於HHI之數值較小，因此，在實務上，其計算
方法為加總市場上所有廠商個別市場占有率之平方再乘以10,000。本指標之優點為可
以同時反應廠商家數及個別廠商市場占有率分佈的差異情形。

此外，亦可由HHI及HHI增幅(ΔHHI)加以判斷企業處於安全或不安全的市場結構
中(如圖2所示)。判斷準則如下：
(1) 低度集中市場：HHI < 1500。
(2) 中度集中市場：1500 < HHI < 2500。若 ΔHHI < 100，則無反競爭效果，無須進一
步分析；然若 ΔHHI > 100，將引起顯著競爭的關注，須進一步仔細檢視。

(3) 高度集中市場：HHI > 2500。若 100 < ΔHHI < 200，將有顯著競爭效果，須進一步
仔細檢視；然若 ΔHHI > 200，則推定會提高市場力。除非有充分證據，該結合並
無提高市場力的可能性，否則合理推論會提高市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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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市場結構安全判斷準則

(二) 流通事業市場集中度分析
本文所指流通事業主要包括連鎖便利商店、超級市場與零售式量販業。目前美國

司法部在研究產業集中度趨勢，即同時搜集CR與HHI兩項指標(Atkin, 1994)14
，故本文

亦採用此二指標進行流通事業的市場集中度分析。根據表9主要流通業前四大企業市
場集中度指標分析各市場之集中度如下：

1. 零售式量販業
零售式量販業一直以來也是少數大型企業主導市場，前四大業者為好市多、家

福、大潤發、特力屋。2016年CR4的絕對集中度數值為85.04%，逐年成長至93.65%，
是綜合商品流通業當中，前四大市場集中度最高的行業，屬於極高寡占型市場。相

對市場集中度HHI值在2016年為2,252，屬於中度集中市場，2017年後HHI值就高於
2,500，進入了高度集中市場。HHI增幅在2017年較大，大於200，但至2018年後，雖
然HHI值仍高於2,500，但HHI增幅為負值。因此，市場結構集中高下是否會有不利影
響，需要考量其他市場競爭變數。

2. 超級市場
超級市場業目前前四大業者為全聯實業、惠康百貨(頂好 )、三商家購(美聯

社)以及台灣楓康超市。此四大之CR4的絕對集中度指標2016年為58.55%，2017年
為59.64%，屬於中上集中寡占型。至2018年起前四大的集中度占比大幅度躍昇至
75.43%，2019年為76.77%，從原本的中上集中寡占進入極高寡占型市場。自2016年到
2019年期間超級市場相對市場集中度HHI值由3,149提高到3,993，屬於高度集中市場。
HHI增幅在2017年小於200。2018年至2019年期間，HHI增幅加大。全聯實業在此一產

14 Atkin, D. J. “Cable Exhibition in the USA: Ownership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1992 Cable Act.”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18(4), 331-341(1994).



數位經濟發展下流通事業交易行為與競爭法規範之研究 179

業中可謂獨大業者，其營收占整體市場62.56%，店鋪數1,013店，是第2名的1.3倍，整
體市場的坪效也是前10大流通業者當中的第3名，經營效率極佳。若是以日本越后賀
典的市場結構分類，當CR1的絕對集中度指標高於70%以上，則屬於極高寡占行業，
目前全聯實業已達62.56%，在此市場集中度下，已是可以合理推論其具有市場力，故
需要密切觀察超級市場業的壟斷競爭情況。

3. 連鎖便利商店
臺灣前四大連鎖便利商店在店鋪數與營業額上不僅在產業內具有舉足輕重之地

位，對於整體流通市場亦扮演重要角色。表9的CR4指標在2016年已高達75.58%，之後
逐年提高，至2019年已高達80.74%，屬於極高寡占型市場，也展現便利商店業已是大
者恆大的情況。另根據相對集中度指標HHI與HHI增幅（ΔHHI）來看，連鎖便利商店
業歷年來HHI均大於2,500，屬於高度集中的市場結構。
4. 藥妝業

根據2019與2020年的數據資料分析(資料根據未來流通研究所數據)，藥妝業前
四大業者分別為屈臣氏、寶雅、康是美、大樹藥局。2019年CR4的絕對集中度數值為

19.70%，2020年上升為21.80%。主要流通業者集中度並不算高。相對市場集中度HHI
值亦不高，屬於低度集中市場結構。

表9　各年度主要流通業前四大企業市場集中度指標

年度 CR4 HHI HHI增幅 市場結構

零售式量販業

2016
2017
2018
2019

85.04%
96.05%
94.53%
93.65%

2,253
3,027
3,007
2,957

774
-20
-50

高度集中市場

超級市場業

2016
2017
2018
2019

58.55%
59.64%
75.43%
76.77%

3,149
3,284
3,740
3,993

135
456
253

高度集中市場

便利商店業

2016
2017
2018
2019

75.58%
76.07%
76.97%
80.74%

2,748
2,780
2,836
2,872

32
56
36

高度集中市場

藥妝零售業
2019
2020

19.70%
21.80%

115
139 23 低度集中市場

5. 超級市場與零售式量販業合併
行政院主計總處在2021年1月施行的第11次行業修訂中，將超級市場與零售式量

販業的營業額銷售統計列計在同一類別，政府部門在檢視市場結構時，也常將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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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型合併成單一市場進行競爭分析。因此，嘗試計算合併後之市場集中度指標。

合併後前四大業者為全聯實業、好市多、家福與大潤發流通事業。2016年其CR4為

66.36%，屬高集中寡占型市場，隨後在2017年CR4為72.83%，且HHI值達1,559，HHI
增幅超過239。2018年至2019年後，前四大市占率雖提高了，CR4增為73.69%，HHI值
為1,650，HHI增幅僅91，轉而變成中度集中型寡占市場(請參見表10)。

表10　各年度超級市場與零售式量販店合併市場集中度指標

年度 CR8 HHI HHI增幅 市場結構

超級市場業與零
售式量販業合併

2016
2017
2018
2019

72.08%
78.07%
85.00%
85.26%

1342
1576
1686
1735

235
110
49

由低度集中市場轉
至中度集中市場

年度 CR4 HHI HHI增幅 市場結構

超級市場業與零
售式量販業合併*

2016
2017
2018
2019

66.36%
72.83%
73.69%
74.62%

1320
1559
1650
1703

239
91
53

由低度集中市場轉
至中度集中市場

註：超級市場業與零售式量販業合併後之前四大依序為：全聯實業、好市多、家樂福、大潤發流通事業
註： 超級市場業與零售式量販業合併後之前八大依序為：全聯實業、好市多、家樂福、大潤發流通事
業、特力屋、惠康百貨、三商家購、台灣楓康超市

(三) 小結
當企業推進創新，提供新的服務滿足顧客需求的同時，也在深化企業在市場上的

競爭能力，其市場占有率增加，就是提高了所謂的市場力量(Market Power)或是壟斷
力。這對市場競爭結構的影響就涉及市場整體的運作效率的高低，因此，政府政策的

角色主要在達成市場公平的競爭態勢。依據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政府主要維持市場

競爭環境，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下，考量產業特性，必須做出正確的判斷。當市場存在

競爭不足可能是市場出現壟斷，或廠商數過多且市占率偏低時可能是過度競爭狀態，

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對市場競爭具有一定程度之影響。

根據流通事業市場集中度分析，依據絕對集中度與相對集中度指標，針對各行

業中前四大業者占有率進行分析，結果請參閱表9與表10，主要綜合商品零售業中，
連鎖便利商店與零售式量販業均屬於高度集中市場，故若將超級市場與零售式量販店

合併計算之下，2014年全聯實業市占率為24.41%，至2019年市占率增為31.11%，具
相當的市場占有率凸顯其近年來的購併與經營成效。整體合併後之市場屬於高集中寡

占的市場結構。其次，超級市場業也是屬於高度集中市場，亟須重視市場競爭行為。

最後，藥妝業市場集中度低，由於逐漸升高的集中度，仍需要密切觀察歷年的發展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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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平會對於流通事業之處理原則與相關規範

一、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一、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

公平交易法第1條規定：「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
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本法。」有關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茲以下列幾點說

明：

(一) 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市場之競爭機能
公平交易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競爭，謂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

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事業經營其業務，生產

商品或是提供服務來進行交易，而當有二以上事業經營相同業務，自交易相對人觀點

而言，便有多數交易對象可供選擇，此時理性的交易相對人，會選擇提供優惠交易

條件之對象進行交易。因此，事業便可能會致力於降低成本、提升品質與服務，亦即

以符合「效能競爭」（Leistungswettbewerb, effective competition）之觀念來爭取與交
易相對人締約機會。因此，「競爭」遂有引導並形塑市場「交易秩序」之作用，而於

商品或服務之交易市場成為供給及需要之經濟活動時所應遵行之規則
15
。市場上之競

爭壓力，固然可激勵、促使事業提升其生產效能，惟競爭之結果，效能較佳之事業得

以生存並獲得交易機會，效能較差之事業不僅不易爭取交易機會，更可能在市場上被

淘汰，競爭即優勝劣敗法則之體現。公平交易法相信競爭的本質是「發現的過程」，

而不預設什麼理想的結果
16
。因此，基於競爭之結果，市場上可能僅存在獨占事業，

15 請參閱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與保護之法益—第一條之詮釋」，收錄
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2(1994)。

16 政治經濟學家海耶克(F.A. v. Hayek)對市場競爭現象曾有傳神之描述，即其名言
「競爭作為一種發現之過程」(Wettbewerb als Entdeckungsverfahren)。競爭為一種
極端複雜的自發性秩序(spontane Ordnung)，其所產生之結果乃在市場競爭發展過
程中，始不斷地被發現，而無法由任何中央行政之力量事先函以預設。因此，競
爭法的主要任務，應是制定市場競爭活動的遊戲規則(Spielregel)，而不是預設市場
行為之結果。自由競爭雖為一種發現之過程，惟競爭活動卻不是處在一種完全脫
序或無任何規則可循的無政府狀態。法律仍應制定市場參與者所應共同遵守的遊
戲規則，至於遊戲規則的制定方法，主要是以負面表列之方式，揭示市場參與者
所不得為的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行為，而不是以正面表列之方式，告訴事業
應如何應如何競爭，請參閱吳秀明，「獨占性訂價與市場績效管制」，收錄於氏
著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192(2004)；蘇永欽，「自由化、解除管制
與公平交易法」，收錄於氏著跨越自治與管制，五南出版，4(1999)。廖義男教授
即指出，公平交易法立法目的之所以要維護市場之競爭機能，是期待事業間藉由
競爭之過程，促使事業改進其生產技術、並提高生產效能，使其商品或服務之成
本降低、品質提昇，以便能提供更有利的交易條件來爭取交易相對人成立交易， 
係以競爭來引導事業從事效能競爭、節約成本、激勵創新、避免效能低落及互相
監督制衡，請參閱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與保護之法益—第一條之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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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並不會因為此時市場處於無競爭之狀態便對獨占事業予以非難
17
。公平交

易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市場競爭秩序與競爭機能，只有當事業濫用其市場地位而為

限制競爭行為，或事業以違反商業倫理的方式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公平交易法為避

免該限制競爭行為或不公平競爭行為破壞、扭曲市場競爭機能，始有加以介入、管制

之必要。公平交易法既以維護市場競爭機能為目的，其意義在於確認事業於市場上之

競爭行為，便不只是單純的經濟活動現象，而是國家有意推行與保護之一種行為模

式與準則，亦即「競爭」具有「法制度」(Rechtsinstitut, legal institution)之性質而受保
護

18
。

(二) 公平交易法係於在確保市場競爭機能之基礎上，維護事業與消費者利益
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基於憲法明

文保障之財產權，對事業而言，事業在經營業務時，應有營業自由，可自由從事企業

活動；對消費者而言，其亦享有契約自由，得自由選擇交易相對人而為交易。公平交

易法第1條立法目的，「確保公平競爭」可認為係保障事業之營業自由；而「維護消
費者利益」可認為係保障消費者之契約自由

19
。惟須特別強調者，公平交易法係在維

護市場競爭機能之基礎上，兼顧事業之營業利益與消費者利益
20
。公平交易法所欲維

護者，並非是個別事業之營業利益，而是在維護市場競爭機能的基礎上，保障事業享

有自由競爭與公平競爭之環境；同樣的，公平交易法所欲維護的「消費者利益」，並

非是協助個別消費者處理其所受的不公平交易條件，而是在維護市場競爭機能的基礎

釋」，收錄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2-4(1994)。
17 市場上由一家企業獨占或少數幾家企業寡占者，此種事實或狀態，並非當然為
「惡」。蓋其獨占，可能由於法律規定所賦予，也可能是歷經競爭之優勝劣敗淘
汰過程而成為市場僅存之碩果者 等等。此種成為獨占或寡占之結果或事實，有其
正當理由，自不應函以禁止。請參閱廖義男，「防止獨占之濫用並監督企業之結
合」，收錄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立法，80-81(1995)。

18 請參閱廖義男，「憲法與競爭秩序之維護」，收錄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立
法，9-10(1995)。

19 廖義男教授指出，公平交易法第一條揭示其立法目的時，有「維護消費者利益」
規定，係立法院審議時所函入者，蓋立法委員認為公平交易法具有保護消費者之
目的與作用，因此應將此意 旨表現於條文內。由於有此規定，故解釋公平交易法
之相關條文以及主管機關行使職權時，應特 別考量消費者利益之維護。惟頇注意
者，消費者利益固然應予重視，但不能因此誤解為消費者利 益為公平交易法所應
保護之唯一法益。請參閱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與保護之法益—第一
條之詮釋」，收錄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7(1994)。

20 公平法第1條所稱「消費者利益」，係指一般最終消費者之利益，即整體消費者
之利益。判斷事業之市場競爭行為是否違法時，其行為之目的或效果對消費者權
益之影響究屬有利或有害，即須作為考量及判斷之重要因素；廖義男，公平交易
法，元照出版，85-86(2021)。



數位經濟發展下流通事業交易行為與競爭法規範之研究 183

上，提供消費者享有自由選擇交易對象之環境。

因此，事業在市場上之行為是否符合公平交易法之意旨，不能僅從是否符合事

業之營業利益或是對消費者有利的觀點來判斷，而應從是否符合市場競爭機能的觀點

來判斷。例如：大企業挾其雄厚資金，為排擠同業競爭者而以較同業競爭者所訂之

價格更為低廉、甚至是以低於成本之價格來爭取顧客之行為。學者認為掠奪性訂價

(Preisunterbietung, predatory pricing）行為21
，其所採取之低價措施乍看對消費者有利，

然而大企業之目的在於排擠同業競爭者、甚至迫使同業競爭者退出市場，使該市場結

構趨於獨占或寡占，大企業因同業競爭者已退出市場，此時便可能向消費者（即交易

相對人）榨取超額之壟斷利潤，從長期來看，對消費者而言未必有利。因此，當大企

業採取低價傾銷措施，縱然對消費者帶來短期利益，但自公平交易法觀點，為維護中

小企業之公平競爭，仍應對該低價傾銷行為，加以干預禁止
22
。

(三) 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為終極目的，競爭僅是達成其目標的手段之一
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固然在維護市場競爭機能。然而透過市場上之競爭作

用，促使事業努力於生產效能之提高，而促進整體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經濟之安定

與繁榮才是公平交易法之終極目標，競爭僅是達成該目標之手段之一，並非是唯一手

段。」
23
政府為了促進整體經濟之平衡發展與安定繁榮，除了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競

爭政策外，還可推行諸如「景氣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等等之方式來

達到目標。除競爭外，有時「合作」亦可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事業間透過合作，

可以節省生產成本，並且避免因競爭而損失的內耗，確實有促進經濟之效用。因此，

公平交易法並非一律禁止事業間所有的合作情形，例如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但書
即規定例外許可之聯合行為，這是因為有時允許事業間「一時合作」會更具有效率，

但是此時合作只是短暫的、有目的性的，而不能允許事業間長久合作下去都不為競

21 請參閱廖義男，「論不正當之低價競爭」，收錄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理
論與立法， 1 4 3 ( 1 9 9 5 )。以消滅其他同業競爭者之目的而為之蝕本賤賣
(Vernichtungsunterbietung)傾銷， 其以消滅市場上之同業為目的，而後可自己獨占
市場決定價格，此種競爭手段顯然係妨害他人之競爭並危害競爭之存在，故應認
係為違反善良風俗之營業競爭行為而受到禁止，請參閱廖義男，「從經濟法之觀
點論企業之法律問題」，收錄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立法，41(1995)。而德國
法上另有稱為「目標特定之競鬥性低價傾銷」(gezielte Kampfpreisunterbietung)之類
型，指針對特定事業，為打擊、排除該事業之競爭，而從事之低價傾銷而言，請
參閱吳秀明，「十年來公平法上之獨占管制」，收錄於氏著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
開，元照出版，343之註93(2004)。

22 請參閱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與保護之法益—第一條之詮釋」，收錄
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9(1994)。

23 參閱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修正之重點與理由」，公平交易季刊，第1卷第4期，
3(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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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避免事業因長久無競爭壓力，而變得怠惰使效能降低。

二、流通事業商業活動之競爭法分析二、流通事業商業活動之競爭法分析

流通事業之商業活動為國內很重要的服務型態，批發零售廠商更是面對最終消

費者的主要經營業者，流通事業在科技日新月益的快速變化下，為追求消費者之需求

與偏好，無不在其行銷策略中推陳出新，隨著消費意識抬頭，流通事業為追求極大效

益，彼此間之競爭日益激烈。依據臺灣第10次行業分類，綜合商品零售業是指從事以
非特定專賣形式銷售多種系列商品之零售店，如連鎖式便利商店業、百貨公司及超級

市場業等。而本文主要研究之流通事業對象包括零售式量販業、超級市場業、連鎖

式便利商店業等，屬於綜合商品零售業內的範圍。「流通」是指將產品從製造者(生
產者)移轉至使用者(消費者)的過程，而參與這個交易過程的所有廠商，即構成所謂的
「流通事業」。

流通服務業之範圍，一般將其界定為「連結商品與服務自生產者移轉至最終使用

者的商流與物流活動，而與資訊流與金流活動有相關之產業則為流通相關產業」
24
。

依公平會就流通事業之範圍觀之，該事業係指「量販店、便利商店、超級市場、百貨

公司、購物中心、消費合作社、藥妝店或其他以實體店舖銷售綜合商品之事業」
25
。

由於流通事業主要銷售民生商品，與消費者關係密切，經營方式更是牽動著民眾的生

活，對於民生商品之銷售流通事業產生決定性之影響，其中又以零售式量販業、超

級市場業、連鎖式便利商店業等流通事業為最。此外，臺灣流通事業業態界限不甚清

楚，但市場重疊情況則甚為明顯，業態間之競爭亦愈發激烈，故主管機關對於流通事

業在創新行銷策略之際，是否對市場競爭造成負面影響，即須謹慎因應之。

然而，由於經濟環境與消費者習慣之改變，加上電子商務之發展，使得流通事業

之行銷策略與經營方式不斷推陳出新，除提供民眾日常生活所需之商品與服務外，更

以新穎行銷方式整合商流、物流、金流及資訊流，吸引消費者購買。流通事業於近年

來大量興起於市場之中，藉著掌握流通事業、資金、資訊等優勢，對於上游供應者、

同業競爭對手與下游消費者，均會產生不同程度之影響。

是以，基於對交易秩序之維護及消費者權益之保障，公平會於民國104年12月29
日修正「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流通事業之規範說明」，將流通事業可能涉及違反公平

交易法之行為態樣加以定義，包括：限制交易相對人商品售價、營業區域、交易對

象；要求交易相對人給予最優惠價格、下架或撤櫃之條件或標準未明確化、缺貨責

任之歸屬未明確化、不當計算缺貨罰款、退貨條件或標準未明確化、不當退貨之行

為等。易言之，流通事業若涉及濫用市場地位之情事時，可受公平交易法以及上述規

24 行政院，流通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行政院93年11月15日院臺經字第
0930051134號函核定，2004年。

25 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流通事業之規範說明，第2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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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加以限制。公平會過去亦曾就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民國104年2月4日前舊法第24
條），「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

公平之行為」之案件作出處分
26
，本文將以公平交易法對流通事業交易行為之競爭規

範，對於流通事業交易行為進行競爭法上之分析，特別是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適用，
與「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法規範問題，以為提供對於因應數位經濟發展下之流通事

業交易行為的相關立法規範，及其影響之適法性理解。

三、公平會之流通事業處理原則三、公平會之流通事業處理原則

承前所述，在適用公平交易法規範流通事業時，首先涉及市場地位之認定。公

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因此，流通事業之所以違反上開規定而構成不公平競爭，係

因該事業「濫用」其「相對優勢市場地位」與他人交易，其行為有可能構成「顯失公

平之行為」，從而，判斷流通事業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應先檢視該流通事業
相對於供應商是否具有「相對優勢市場地位」

27
。在與流通事業有關之交易中，以上

游供應商（賣方）與下游流通事業（買方）間之關係來界定市場地位較為合宜，而至

於流通事業與消費者間之關係，則為另外一個問題，二者不宜混為一談。由於近年來

流通事業發展快速，大型的通路商往往有較為強大的購買勢力，從而能自上游供應

商處取得較為低價的優勢(批發價格)，此類大型通路商逐漸在市場上具備較大的買方
力量(buyer power)，並有實力對於上游供應商施加各種類型之垂直交易限制(vertical 
constraints)，引起可能造成競爭市場不公平現象的疑慮。因此，在供應商與流通事業
的上下游關係中，若要認定流通事業之市場地位，則涉及「市場範圍之界定」與「市

場力量之判斷」二項問題，繼之說明公平會對流通事業的規範與處理原則。

(一) 市場範圍之界定
公平會於2015年發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流通事

業之市場界定亦應依該原則之規定適用
28
。依上開原則第3點之規定，市場範圍之界

定以「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2個面向加以評量，而公平交易委員會主要將考量
「需求替代」，但亦得視商品或服務特性考量供給替代，另外，亦得視具體個案，衡

26 例如：民國90年「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民國91年
「富群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全聯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等。

27 公平交易法第25條（舊法第24條）之檢驗順序見於行政法院之通說見解，參考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訴字第2485號判決。

28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流通事業之規範說明第3點，「流通事業之相關市場界定，依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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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時間因素對於相關市場範圍之影響
29
。惟須值得注意者，「界定市場範圍」是為了

「判斷市場力量」之初步考量，若要判斷流通事業相對於供應商之市場力量時，則應

從供應商之角度而非以流通事業的角度出發較為合理。供應商關心的問題乃在於「特

定商品」之銷售通路為何，因此在判斷市場範圍時，可能涉及該產品在不同通路間之

銷售情況，依不同之銷售通路來界定相關市場
30
。

(二) 市場力量之判斷
市場地位之認定方式相當複雜，公平交易法上依事業是否具備市場力量及其程度

多寡，來決定其市場地位，大致上可分為3個層次：(1)獨占事業31
；(2)具有相當市場

力量之事業
32
；(3)具備相對優勢市場力量之事業33

。在個別案件中應視該事業之力量

屬於何種等級而分別適用不同之法源基礎，始能符合公平交易法區分不同市場地位層

29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第3點，「需求替代為本會界定相關
市場主要審酌之事項，本會並得視商品或服務特性考量供給替代。本會從產品市
場及地理市場二面向界定相關市場範圍；另得視具體個案，衡量時間因素對於相
關市場範圍之影響」。

30 洪大植，「公平交易法對於流通事業市場地位之認定-以收取附加費用案例為中
心」，全國律師，第16卷第3期，83-84(2012)。

31 公平交易法第7條規定，「指事業在相關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
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二以上事業，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
外關係，具有前項情形者，視為獨占」。另依公平交易法第8條之規定，「事業無
下列各款情形者，不列入前條獨占事業認定範圍：

 一、一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二分之一。
 二、二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二。
 三、三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
 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其個別事業於相關市場占有率未達十分之一或上一會計年
度事業總銷售金額未達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者，該事業不列入獨占事業之認定
範圍。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相關市場，受法令、技術之限
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雖有前二項不列入認定
範圍之情形，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

32 公平交易法第20條規定，「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
得為之：

 一、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 其他交
易之行為。

 二、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三、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
 四、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聯
合或為垂直限制競爭之行為。

 五、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33 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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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之事業而異其規範內容之意旨。

公平交易法上對於「相對優勢地位」概念之建立已有一定之規範標準
34
，在公平

交易法第25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然而，鑒於上開條文為一概括性規定，為使其適用具體化

明確化，特訂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其

中第7點第3項中提及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行為之規範，「具相對
市場力或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利用交易相對人(事業或消費者)之資訊不對等或
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之行為。常見行為類型如：(1)市場機能失
靈供需失衡時，事業提供替代性低之民生必需品或服務，以悖於商業倫理或公序良俗

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2)資訊未透明化所造成之顯失公平行為」35
。

(三) 公平會對流通事業的規範
一般來說，在私法自治、契約自由的原則之下，公權力鮮少介入上下游事業彼此

間商業條件協議內容，為什麼公平會要針對流通事業與供應商間的交易關係，特別訂

出一個規範呢？蓋公平會所要規範的流通事業，是指量販店、便利商店、超級市場、

百貨公司、購物中心、消費合作社、藥妝店或其他以實體店舖銷售綜合商品的事業。

因為這些流通事業提供消費者多種不同商品選擇，讓消費者可以一站購齊，且銷售據

點眾多，故形成了廣泛而強大的行銷通路。也因此，上游供應商普遍希望能在這些流

通事業上架銷售其產品，藉此在市場中開拓行銷通路。

在這樣的產業結構下，流通事業已成為行銷通路必經的過程，不論是製造商銷

售商品或消費者之購買，均需以流通事業作為媒介，因此對競爭法主管機關來說，有

必要時常關注流通產業是否維持在有效競爭的狀況中。而結合便是極有可能減損競爭

的狀況之一，是以，公平會在流通事業的規範說明中對其結合行為也有所規定，在個

案上也會審慎評估流通事業與供應商間的交易關係，關於家樂福公司併購惠康公司乙

案
36
，即其適例。

此外，正因為流通事業掌握行銷通路，相對於供應商而言，流通事業具有優勢的

34 詹祥宇，「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規範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21卷第4期，
113-156(2013)。相關文獻亦可參考吳秀明，「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
位」，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2004)；顏廷棟，「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
之觀點論競爭法對於加盟關係之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19卷第2期(2011)。

35 參照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7點第3項。
36 家福公司擬取得惠康公司100％已發行股份，並直接或間接控制惠康公司之業務經
營及人事任免，為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第5款規定之事業結合。本會為
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利益，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2項規定，附加下
列負擔 予禁止；公平交易委員會結合案件決定書，公結字第109002號，2020年12
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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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力量，這和傳統上認為市場力量屬於賣方（供應商）的情況已有所不同，而形成

了「買方市場力量」。也就是說，隨著交易關係的變化與力量的消長，流通事業有可

能憑恃其市場優勢地位，反過來對供應商作出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的行為，而當該

等行為足以危及競爭秩序或市場交易秩序時，便有可能合致公平交易法第20條「有限
制競爭之虞」或同法第25條「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而有適用公平交易法的餘
地。

流通事業與供應商之間的交易，有哪些行為可能被公平會認為涉及違法呢？公平

會在規範說明中舉出了以下的情形，舉其犖犖者大，包括：

1. 杯葛：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供貨商拒絕供貨予該特定事業。
2. 不當最惠條款：不正當限制供貨商給予其他流通事業之商品進貨價格或其市面售
價，不得低於或等同其進貨價格或市面售價，或要求供貨商負擔與其他流通事業之

市面售價差異金額，始與其交易。

3. 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的交易對象：要求供貨商或專櫃廠商不得與該流通事業之競
爭對手交易，否則將不與其交易、斷絕交易關係或變更交易條件。

4. 下架或撤櫃標準未透明化，而不當要求下架：未事先與交易相對人(包括供貨商及專
櫃廠商等)進行協商，並以書面方式訂定明確的下架、撤櫃條件或標準，而不當要求
交易相對人下架、撤櫃或變更交易條件，且未充分揭露相關佐證資料。例如：公平

會認為被處分人B超商對於商品下架的條件係規定於「新商品廣告費協議書」，該
協議書第6條規定：「當新商品銷售不佳經B超商刪除下架時，供貨廠商於接獲B超
商通知後，應於14天內前往B超商各店辦理退貨。逾期未辦理者，該退貨商品由B
超商處理，其退貨金額逕由供貨廠商貨款中扣除，供貨廠商不得有異議。」惟B超
商對於「銷售不佳」之下架條件及其時點並未明確定義。嗣後於供貨商新商品上架

銷售數月後，以「銷售不佳」為由下架。公平會認為此種情形係B超商將「銷售不
佳」之責任全然推給供貨商，且對於銷售不佳之條件與標準並未提供相關財務資料

佐證，而供貨商產品突遭下架處理，於短期之內亦難另尋其他同類或替代性通路，

故B超商已對該等供貨商帶來不能預計之不利益。最終公平會認定B超商利用供貨商
普遍處於期待維持既有業務關係之壓力下，迫使供貨商接受該項不公平交易條款，

決定予以處分
37
。

5. 不當收取附加費用：公平會針對附加費用是否不當的判斷標準，除了認為流通事業
需就附加費用事先與供貨商進行協商並訂立書面契約之外，主要著眼於附加費用與

商品銷售間須符合「直接關連性」與「比例性」兩項原則，並符合一般商業合理

之交易習慣。所謂「比例性」，指的是附加費用占銷售金額的比例，而「直接關連

37 參見公平會公處字第091193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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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該項附加費用與促進商品販售需有直接的關連。例如，公平會認為：被處分人

A便利商店，於「交易協議書」中，訂定「新開店協贊費」及「感恩（百店）慶贊
助費」的附加費用，也就是說當A便利商店的開店數滿百整數時，除向供貨商收取
「新開店」之附加費用外，並再收取「百店」之附加費用。A便利商店雖表示拓展
營運據點，增加末端通路的供貨點，對於供貨商其商品之行銷及販售均有正面影

響，因此收取該等附加費用應屬合理；但公平會認為對供貨廠商而言，無論該新增

零售據點係屬流通事業之第10家店、第99家店或第100家店，均僅可能增加一個零
售點之銷售量，而該等附加費用之重複收取，對於促進商品之銷售並未提供雙倍效

益，因此認定重複收取與促進商品販售並無直接關係，其收取行為欠缺正當合理

性。而最高行政法院在終局的判決中，也同意公平會的見解而維持該處分
38
。

另外，面對數位經濟，有關流通事業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行為，近期內則有一

案件。於2021年9月公平會宣布歷經3次委員會議審議，最終決定被處分人(富胖達股
份有限公司)在本案相關市場擁有相當市場力量，被處分人挾市場力量限制餐廳於
foodpanda平台刊登價格必須與實際店內價格一致，限制餐廳不得拒絕「顧客自取」訂
單，構成「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且有

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 條第5 款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市場地位顯著、
所為違法行為係屬垂直交易限制類型、行為持續期間均在1年以上且存續中、配合調
查態度普通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40 條前段規定令停止前述違法行為，並就被處分人
限制餐廳於foodpanda平台刊登價格必須與實際店內價格一致部分處新臺幣100萬元罰
鍰，被處分人限制餐廳不得拒絕「顧客自取」訂單之行為處新臺幣100萬元罰鍰，共
計處新臺幣200 萬元罰鍰39

。同時，公平會認為，因為網路比價的效果，上述行為還

間接造成，縱使其他外送平台向餐廳收取的抽成較低，餐廳在其他外送平台上刊登的

價格，不能低於在foodpanda刊登的價格，令消費者也吃虧，此行為間接削弱其他外送
平台對消費者競價效果。

雖然，有關流通業因其數位平台違反公平交易法行為者，尚未多見。但是，由

以上的規範內容及實務案例可以看出，公平交易法在特定情況下是可以介入民事契約

的，而法院判決對此也加以肯認。因此，對具有優勢地位的流通事業來說，擬訂定型

化契約及與供貨商協議締約時，宜就是否會涉及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予以思考。而對

供貨商來說，倘認為交易條款有不公平情事，除了循民事途徑處理外，徵詢專家意見

評估後，向公平會提出檢舉的可行性，也不失為一條有效的解決途徑。

38 參見公平會90公處字第087號處分書、最高行政法院96判字第1938號判決。
39 公平會公處字第110066號處分書(11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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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競爭法制因應數位經濟發展下流通事業之監管方向—
以歐盟數位市場法與數位服務法草案及日本交易透明化立法為例

一、歐盟數位單一市場之整合與推進：數位市場法與數位服務法草案一、歐盟數位單一市場之整合與推進：數位市場法與數位服務法草案

面對數位科技Big Techs具有支配市場的優勢地位與數據支配能力可能帶來的隱
憂，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原則上維持1957年簽訂羅馬條約(The Treaty of 
Rome)的目標框架，即積極推動「歐洲單一市場」(European Single Market)，只是使當
時原本的「實體單一市場」整合轉化成因應世界產業經濟發展而推動建構「數位單一

市場」(Digital Single Market)，透過整合歐盟內部數位科技市場的統一，打破實體世
界的障礙。因此，歐盟執委會於2015年間提出「數位單一市場發展策略規劃」(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40

，主要聚焦在三大面向：(1)進入（使消費者與企業在歐盟境
內可更便利的取得數位商品與服務）、(2)環境（為數位網路及創新服務建構友善及公
平競爭條件與環境）與(3)經濟與社會（強化歐盟數位經濟成長的潛力）41

，用以促進

歐盟區域的電子商務發展，進而創造歐盟在數位科技市場的競爭力。

 

 

Pillars of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Source: Digital Single Market, 
-sing     l e-market/en /digital-single-market accessed 

圖3　歐盟數位單一市場

在歐盟所提出的策略研究認為，數位科技企業能脫穎而出者係取決其支配使用者

個人資訊數據(personal data)的能力，當數位科技企業運用社群服務，蒐集、掌控全球

40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a 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 for Europe, COM (2015) 192 final (May 6, 2015) [hereinafter 
DSM Strategy].

41 h t tps : / /ec .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 /deta i l /en/IP_15_4919 ( las t 
visited:202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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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資訊越多，則愈有可能形成數據壟斷，也進而形成市場競爭行為出現不公平的

行為。如Amazon具有電商平台中介服務經營者(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兼企業
經營者/賣家(trader)的雙重角色(Dual Role)，然其藉由利用提供數位交易平台中介服務
的機會，獲取其他企業經營者的訂單數量、銷售營收、訪客數等銷售數據資訊，擬定

有利於自身零售業務的決策行為，如開發自家品牌（private label）與其他經營事業競
爭，此乃是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數據使用

42
，違反歐盟《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102條之規範43
，以不公平的方式、濫

用市場優勢地位與其他企業經營者競爭即屬一例
44
。

早在2014年歐盟所做的統計資料顯示，歐盟境內的中小企業利用網路中介平台
(Amazon, eBay, Google等)所為的交易金額已經高達2700億歐元45

，因此，為促使單一

數位市場的線上平台經濟更公平、透明並建立良好的線上競爭環境，避免供小企業型

的商業用戶受到不公平的侵害行為，歐盟於2019年6月頒布《促進線上中介服務的商
業用戶之公平性與透明性規則》(Regulation (EU) 2019/115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June 2019 on promoting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for business 
users of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P2B Regulation)46

，具體針對線上中介服務平台與

中小型商業用戶所提出的相關競爭法規範，其中包含：(1)禁止平台為特定之不公平行
為：其中主要規範有，線上平台若無正當理由，不得任意限制、暫停或終止商業用戶

的帳戶(第4條)47
、契約條款文字內容應清楚、簡明易懂(plain and intelligible)，若契約

條款或條件有更動或調整，應遵循一定的程序於15日前通知(第3條)，使商業用戶有足
夠的時間反應；(2)提升線上平台的透明性(transparency)：搜尋引擎或電子商務平台應
說明排序主要參數等；(3)建置內部投訴(internal complaint-handling system)48

與訴訟外

42 Ioannis Iglezakis, Legal Issues of Mobile Apps: A Practical Guide(2020), §9.04.
43 Article 102 TFEU: Any abuse by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of a dominant position within 

the internal market or in a substantial part of it shall be prohibit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al market in so far as it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44 h t tps : / /ec .europa.eu/commiss ion/presscorner /deta i l /en/ ip_20_2077 ( las t 
visited:2021/09/26); or Facebook hit with new antitrust probes in the UK and EU, see 
https://www.cnbc.com/2021/06/04/facebook-hit-with-new-antitrust-probes-in-the-uk-
and-eu.html (last visited:2021/09/26).

45 Copenhagen Economics, Online Intermediaries: Impact on the EU economy, 2015, 3.
46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9R1150 (last 

visited:2021/09/26).
47 線上中介服務平台若要限制、暫停或終止與企業使用者之帳戶，須依本規則踐行
一定的程序，即線上中介服務平台應向商業用戶說明理由，並說明該決定所依據
的具體情事，應給予商業用戶澄清的機會；Cf. Art. 11-13 P2B Regulation.

48 …shall be easily accessible and free of charge for business users and shall ensure 
handling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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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爭解決機制，使商業用戶取得迅速有效、平等對待的內部投訴管道(第11條)。
本規則(P2B Regulation)在立法技術上與方向，係側重於監管線上中介服務平臺程

序，而非實體監管，以第4條為例，線上中介服務平台若無正當理由不得停止商業用
戶的帳號，但立法上並不進一步定義解釋何謂正當理由(valid reason)，通篇立法強調
公平(fairness)，卻也不實質定義公平的標準，主要係因此立法方向較合於目前數位科
技平台的發展現況，例如以Facebook與Twitter為例，其已自成new governors of online 
speech，網頁上皆設有report post的功能，供使用者檢舉；Amazon也已有使用者投訴
機制，若被投訴或檢舉的商業用戶會被Amazon的小紅旗通知，此時若無涉及違法之
情事的商業用戶則提出反通知(counter-notice)用以維護商業用戶上架的權利。因此，
本規則(P2B Regulation)試著為較無議價能力的中小商業用戶、抑或創造一個更公平、
更透明、更可預測與值得信賴的電子商務平台環境

49
，透過如此的立法方式用以保

障、扶植中小企業發展、提升中小型應用程式開發商的數位競爭能力，尤其是在創作

型的經濟平台、行動App開發商。但，現實總是會有意外的發展，如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正在進行中的訴訟即是一例50

。

除了對歐盟數位中小企業、中小App開發商(app developers)的扶植盡一點力外，
在“數位霸權多是美國企業現況下，對於歐盟市場的自由競爭與消費者保護似乎不

太有利＂之觀點下，歐盟於2019年5月公布《數位內容與數位服務供應契約指令》
(Directive(EU)2019/770 on certain aspects concerning contracts for the supply of digital 
content and digital services)51

，期以消弭會員國間法制差異化所造成的交易障礙，減少

跨境電子商務的障礙，統一歐盟境內消費者契約規範(數位內容與服務需符合供應契約
之約定，然是否合於前開契約之約定，由供應商舉證責任，若不合於契約之約定時，

應先請求補正，始得主張解約、減價)，藉此可降低線上中小企業的法律成本，更得使
消費者保護程度趨於一致。

如前所述，歐盟努力的目標，在於推動單一數位市場、保障消費者基本權益並維

49 Recital 7, P2B Regulation.
50 Epic games v Apple: What have we learned? See https://www.bbc.com/news/

technology-57232824 (last visited: 2021/09/26), 起因是Epic games遊戲開發商不滿 
Apple App Store的付費綁定限制與30%的高額蘋果稅，便於於2020年8月逕自在
遊戲中添加自家的支付機制。Apple發現後立即下架Epic games的《要塞英雄》
（Fortnite）app遊戲，Epic Games也隨即控告Apple濫用市場壟斷地位。See, 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 case number 4:20-cv-05640, in the 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

51 Directive (EU)2019/77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May 
2019 on certain aspects concerning contracts for the supply of digital content and digital 
services, OJ L 136, 22.5.2019, p. 1–27,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
TXT/?uri=CELEX:32019L0770 (last visited:202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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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公平競爭環境與提升產業創新和競爭力，但現實的問題是，現存具有強大霸權的科

技公司已經形成寡占之市場支配地位。所以，歐盟希望透過明確具體且針對性的積極

立法來加強規範管制Big Techs在市場的影響力。事實上，法律是要維護一個公平的競
爭市場，因此並不在意Big Techs取得市場支配優勢地位的「結果」52

，畢竟success is 
not illegal；然而反壟斷(Antitrust)相關法規主要是針對Big Techs「是否透過不公平競爭
手段」取得或維持市場支配地位的「過程」。

以目前運行加以觀察，歐盟面對Big Techs相關的不公平競爭行為主要依據
《TFEU》第101條、第102條規範進行處理，然而數位市場變化快速，法律規制有時
緩不濟急；且目前數位平台業者多屬多角化經營、服務提供性質也一樣具多樣化(有
IaaS、PaaS、PaaS)，有時難以合理的界定「相關產業市場(Relevant Market)」定義。
相較於傳統產業的市場

53
通常藉由檢視垂直上下游供應鏈關係及橫向觀察水平競爭廠

商，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相關產業的市場」輪廓。反之，面對多角化經營、跨國界、

跨產業的數位科技網路平台產業，如何定義「市場」則相對異常困難，以Epic games
與Apple之間的訴訟為例，雙方所提出之數位遊戲產業的市場定義，可謂是「一個市
場，各自表述」

54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對Facebook提出反

壟斷訴訟，然而應先釐清的是Facebook應被定位於社群平台、通訊軟體、廣告業者、
又或是金融業者

55
？因此，如何將新興商業模式套用在傳統的競爭法規上，則是執法

機關面臨的一大難題。

52 Big Techs中，「雙寡占」(duopoly)也是常見，如Google和Facebook共同主導數字
廣告(digital advertising)、Microsoft和Google共同主導生產力應用程式(productivity 
applications)、Microsoft和Amazon共同主導公有雲(public cloud)，Amazon和Google
共同主導購物搜索、商品推薦(shopping searches)等市場。

53 傳統的相關市場定義多數都從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兩個面向界定相關市場，即產
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上，具有高度需求替代或供給替代之
商品或服務；而地理市場則以交易相對人可以很容易地選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
之區域為界定。

54 在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一案中，爭點在於Apple是否具備壟斷「遊戲市場」
的地位。Epic Games認為在智能手機市場只有iOS和Android二種系統，而iOS的智
能手機市場是由Apple完全壟斷、Apple對App store及iOS應用程序內獨立的IAP金
流支付方式具有完全的主導權。反之，Apple認為數位遊戲產業界線越來越模糊、
越來越常彼此跨界競爭，因此所有的數位遊戲產業應都屬同一個遊戲市場。法院
最後認為，數位遊戲產業應可分為行動遊戲(智慧型手機)、桌機(PC)、家用主機
(PS5/Xbox)、雲端串流等4個領域。在本案中，法院採用將此次「遊戲市場」界定
在「全球行動遊戲應用交易市場」(global mobile gaming transactions)，也就是僅觀
察Apple與Google的Android作業系統的競爭地位。See https://stratechery.com/2021/
the-apple-v-epic-decision/ (last visited:2021/09/26).

55 Facebook發行Diem Coin(加密貨幣), see https://www.diem.com/en-us/ (last 
visited:202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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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上述的困境，且加上檢討《電子商務指令》(Directive 2000/31/EC)實施後的
缺失等，如《電子商務指令》(Directive 2000/31/EC)免責規範(安全港條款)適用主體
的認定仍未獲得會員國一致的認定標準

56
。且歐盟執委會也自承《電子商務指令》的

規範面對著現代數位市場的快速變動、活絡的數據驅動商業活動(data-driven business)
顯有不合時宜之處，畢竟在2000年發布該指令時，YouTube、Facebook、Instagram、
LinkedIn、Spotify和TikTok等公司甚至都尚未存在。

基此，歐盟執委會試著重塑歐盟境內數位科技的未來，以TFEU第114條(ex 
Article 95 TEC；原EC條約第100a-100d條)規定作為法律依據，於2020年12月15日進
一步提出《數位市場法》(Digital Markets Act, DMA)57

與《數位服務法》(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a Single Market For Digital 
Services (Digital Services Act) and amending Directive 2000/31/EC, DSA)58

草案，期以透

過歐盟相關委員會統整並更新各國現有的不同規範
59
、檢討《電子商務指令》的不足

(ex-post evaluations)與彙整過往歐洲法院相關之判例，用以確立一套歐盟各會員國國
內通用的監管規範，課以不同線上平台服務提供者的責任與義務，為歐盟單一數位市

場打造一個兼顧消費者權益保障與更公平、更開放的數位競爭的環境。

(一) 數位市場法草案之原則—from competition law to “regulation”
要實現維護市場秩序的方式有二，一為事後處罰、二為事前監管，期以預防不當

的競爭行為發生。而針對數位科技產業的競爭環境與其特有的市場競爭行為，歐盟在

DMA草案中明確的以事前的防範與監管替代過往處理違反市場公平競爭行為的事後處
罰、制裁方式，其中最主要的規範即是歐盟執委會有權依DMA對於指定的數位守門人
(digital gatekeeper)課以特定義務與發布禁令。

歐盟執委會在DMA草案提出用「事前監管」代替「事後處罰」的原則性，考量
的背景也是來自數字科技平台(platform)產業的特性。如前所述，數位經濟享有跨國
界、跨產業、橫跨線上和線下的優勢，原本數位科技平台僅中介服務者，但AI技術發
56 Sophie Stalla, Internet Intermediaries as Responsible Actors? Why It Is Time to Rethink 

the ECommerce Directive as Well, i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ONLINE 
SERVICE PROVIDERS 275-293 (2017).

57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OM%3A2020%3A842%3AFIN 
(last visited:2021/09/26).

58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n Contestable and Fair Markets in the Digital 
Sector (Digital Markets Act) COM(2020) 842 final,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uri=COM:2020:825:FIN (last visited:2021/09/26).

59 如德國2017年通過《網路執行法》(Network Enforcement Act)、2020年修正的《電
子媒體法》(Telemedia Act)與法國2020年通過的《打擊網路仇恨言論法》(Lutte 
contre la haine sur internet, Fighting Hate on the Internet)都針對網路平台業者移除非
法資訊或有害資訊的管制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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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數據驅動(Data Driven)商業活動中，數位平台將各種數據的使用、蒐集、分析與
應用，形成的產業鏈中數位科技平台服務品質的優化，使消費者產生lock-in的效應，
也因此數據經濟(Data Economy)創造出『大者恆大』、『贏者全拿』數位線上平台服
務提供者，而這些數位平台也幾近壟斷整個數位經濟市場

60
。而這些大的線上平台服

務提供者在其核心服務中也會創造了屬於自己的產業生態系統，不僅有權利決定是否

提供平台服務，其尚有支配所有使用者(包括消費者與使用平台服務之業者)數據的能
力，相對的也具有了支配市場的能力與地位。因此，當線上平台服務提供者扮演著平

台服務提供者與賣家的雙重角色下，在其建構的「花園高牆」(walled garden)，或稱為
「封閉平台」(closed platform)之內，也就不乏出現利用自己核心平台服務，引導消費
者偏向自己的服務與商品，而排除終端消費者使用第三人的商品或服務

61
，即數位平

台利用自己的優勢不法排除競爭對手
62
。歐盟執委會在多次對違反競爭法的數位平台

業者進行調查與罰緩後發現，調查委員會(監管者)與數位平台業者間的訊息不對稱，
導致訴訟程序膠著與冗長，況且經過繁重的調查之後做出的任何決定都證明為時已

晚
63
。

 

DMA 

圖4　數位經濟與歐盟數位市場法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60 Recital 2 of the DMA Proposal. See also Impact Assessment, paras 128–130.
61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sends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to Amazon for 

the use of non-public independent seller data and opens second investigation into its 
e-commerce business practices’ (10 November 2020); Rupprecht Podszun, Philipp 
Bongartz and Sarah Langenstein, The Digital Markets Act: Moving from Competition 
Law to Regulation for Large Gatekeepers, EuCML 2021, 60.

62 Google Search (Shopping) (Case COMP/AT.39740), Commission decision of June 27, 
2017. Jacques Crémer, 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 and Heike Schweitzer,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 – Final Report”, 62 (2019).

63 Joint Research Centre, “The EU Digital Markets Act – A Report from a Panel of 
Economic Experts”, 28 (2021); Margrethe Vestager, “Competition in a Digital Age: 
Changing Enforcement for Changing Times”(26 Jun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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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於現行的觀察，大型數位平台、Big Techs可能利用其市場力量影響新創
企業及其他中小型企業進入數位市場，為期建立一套通用制度，用以促進更公平且開

放之數位市場，以及彌補現行法規之不足，DMA的總體目標即係提升數位科技產業的
創新環境與服務品質、確保公平競爭與公平的定價，同時保障使用者獨立性的選擇權

利
64
。為實現此一總體目標，DMA草案設定3個具體方向65

：(1)確保數位市場的可競爭
性(Contestability of Markets)：即數位市場應該對中小企業、新進入者和創新者保持開
放，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如平台服務提供者不得限制使用者利用其它競爭對手的服

務或轉至其他服務供應商(user mobility)；(2)公平性(Fairness)：確保數位守門人(digital 
gatekeeper)公平對待其他商業用戶(fair bargain)，主要展現在維護雙方權利和義務之間
的平等地位，且數位守門人不應濫用其不成比例的優勢地位，不得利用他們為其提供

中介服務的人之服務和數據，以便在其他市場上提供自己的服務或與其商業用戶競

爭
66
；此外，數位守門人應保持中立地位(neutral intermediation)，不應對自己服務或商

品給予優惠待遇，必要時應將中介業務與其他業務領域分開；和(3)自主決策的獨立性
(Independence of Decision-Making)67

：主要考量自主決策屬於每位參與市場經濟的基

本自由權，而參與市場經濟之主體知悉完整的資訊後，始得自主決策、實質上的選擇

自由，使自由市場機制、私法自治原則在經濟市場保持合於憲法保障的自由價值下運

轉。惟在數據經濟下，使用者係處於被動地位且對平台產生的依賴度也高。因此，所

有參與數位經濟市場者須對其數據享有數據主權(data sovereignty)、始得具備實質上獨
立的選擇、自主決策權，保障企業用戶與使用者間得直接建立聯繫關係，且政府應保

護所有使用者免於受數位守門人不當的制裁。

準此，DMA即制定一套認定大型網路平台之標準，而符合該標準者則被指定為
守門人(Gatekeepers)，且其主要管制對象是即是該指定gatekeeper。關於Gatekeepers的
指定標準有二：(1)提供核心平台服務(core platform services)，作為商業用戶與消費者
間的關鍵交流管道

68
；(2)對市場具支配地位69

，其中包含其規模大且於歐洲內部市場

64 Recitals 25 and 79 of the DMA Proposal. For the intervention logic underlying the DMA 
Proposal, see Impact Assessment, 31.

65 Article 1(1) of the DMA Proposal.
66 Article 10(2) and also Article 7(6) and recital 57 of the DMA Proposal.
67 Rupprecht Podszun, Philipp Bongartz and Sarah Langenstein, “The Digital Markets 

Act: Moving from Competition Law to Regulation for Large Gatekeepers”, EuCML , 
62(2021).

68 核心平台服務包含著提供中介服務、搜索引擎、社交網絡服務、影片分享平台服
務、無線串流平台、操作系統、雲計算服務或廣告服務等八類，see Article 2 of the 
DMA Proposal.

69 Article 3(1) and also Article 3(2) of the DMA Proposal.



數位經濟發展下流通事業交易行為與競爭法規範之研究 197

具重大影響力、該中介服務是商業用戶用以連接終端用戶的重要樞紐，及該平台服

務在產業中具備長久穩固的地位。DMA第3條第2項並為市場支配地位訂出三大量化
門檻(quantitative thresholds)70

：當網路平台服務所提供的核心服務，(1)過去3年財報
中，於歐盟區域內年營業額達65億歐元或在上一年度市值達650億歐元，則該平台具
影響力(以營業額/市值表示對市場的影響力)；(2)該平台提供的核心服務於歐盟地區
每月活躍使用人數達4,500萬，或活躍商業用戶數達1萬者，則以依賴用戶的數量認定
平台服務屬於重要樞紐的地位；(3)在過去3個財報年間，每年皆能達到上述兩個標準
門檻者，即屬在該產業中有長久穩固的地位。若符合以上三大量化門檻者，則推定為

gatekeeper。歐盟有意引入此量化門檻係用以避開傳統競爭法中產業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範圍與支配地位界定的難題，該推定也巧妙迫使數位平台業者揭露相關信息，
減少數位平台業者與監管者之間存在訊息不對稱的地位，進而同樣可以有效達到維護

公平市場的一種監管手段。

若大型或超大型網路平台被指定為gatekeeper，則依DMA課以第5條與第6條的
法定義務，其中有：禁止守門人結合使用資訊

71
、守門人不得禁止商業用戶在不同平

台上定不同價格與不同條件
72
、守門人不得要求商業用戶須透過平台內建的交易流

程或應用程式進行交易，亦不得要求使用者必須登入其平台以進行交易(限制引導條
款，anti-steering provisions)、禁止守門人在搜尋結果中優先呈現自家產品或服務、避
免要求商業或消費用戶訂閱或註冊平台其他服務、禁止對商業用戶實施不公平或歧

視性行為、對於提供廣告服務的守門人應遵守透明性義務、遵守「可交互運作性」

(interoperatability)及「資料可攜性」(data portability)原則73(此義務可視為GDPR的延
伸，即使用者有權檢視、編輯並移轉儲存在平台上的資料)、守門人如欲併購或收購其
他企業，須先行取得歐盟執委會同意等等。若平台未能遵守規範，除了可能面臨罰款

(最高達全球營業額10%)外(第26條)，對於屢次違反DMA的平台有可能會面對結構性

70 See Article 3(2) of the DMA Proposal;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n promoting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for 
business users of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COM(2018) 238 fi nal (P2B-Regulation), 
page 1.

71 本條所禁止的行為，乃是基於德國Bundeskartel lamt依德國競爭法(German 
Competition Act)第19條第1項之規定，禁止Facebook運用其社群網路再未經用戶
的同意下，利用旗下的公司Oculus、Masquerade、WhatsApp、Instagram等蒐集用
戶的個人資訊，嗣後再與Facebook.com的資料做整合利用一案；Bundeskartellamt, 
Case B6-22/16 Facebook (2019); Higher Regional Court of Düsseldorf, Case VI-Kart 
1/19 (V) (2019); Federal Supreme Court, KVR 69/19 (2020)。

72 禁止廣義的最惠國條款(wide Most-Favoured-Nation (MFN) clauses). Commission, 
Annexes 110-111.

73 See Article 11(2)、(3) of the DMA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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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structural remedy) (如拆分企業)的後果(第16條)74
。

綜上，現實上的大型或超大型提供平台服務之企業利用其所提供的核心平台服

務，作為商業用戶與消費者間的主要的交流管道，以強大的網路效應自然創造出網路

經濟生態系統，透過彙集更多的網路用戶、創造更巨大流量、蒐集更多的用戶數據、

進行分析、演算，建立有效的競爭策略，強化自己的市場競爭優勢與影響力，也透過

這個優勢地位進行不公平競爭行為。DMA試著將競爭法事後處罰措施轉化成事前管
制，課以數位守門人之義務，用以為中小企業、中小應用程式的開發商創造公平的市

場競爭環境，也透過立法靈活的解決在數位市場上界定產業相關市場之難題，期以保

障歐盟內部數位競爭市場的健全化。

(二) 簡介數位服務法草案及重點摘要
DSA處理的面相，一方面偏重於重新分類網路服務提供者及其對第三方內容的責

任(Directive 2000/31/EC的2.0版)，另一方面要求網路服務提供者重視網路使用者的權
利、提出新的監管架構。準此，DSA草案分為5章：(I)一般規定，(II)網路中介服務提
供商的責任，(III)透明、安全的線上環境之盡職調查義務(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IV)相關的實施、合作、罰則與執法，(V)附則。其中，為保障消費者網路使用的基本
權利及強化服務平台的透明性，DSA對於數位服務提供者的監理態度也從過往《電子
商務指令》時代處於消極的監管方式，轉化為積極監管，對提供「不同種類的數位服

務者」，依其角色、規模及影響力，訂出4類不同的規範主體，並採取差異性的義務
規範設有不同的累加義務(additional obligations)，係為避免對於微型或小型企業加諸過
嚴的義務與責任，希冀達到促進中小企業的創新發展

75
。分述如下：

Intermediary 
services 

services 

Online 
 

Very large 
online 

 

圖5　數位平台與電子商務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74 Article 16(2) of the DMA Proposal, Recital 64 of the DMA Proposal.
75 Recital 43 of the DSA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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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網路基礎設施的網路中介服務者(Intermediary services)，如網域名稱受理註冊機
構、ICANN。

2. 資訊儲存、提供雲端及主機託管等服務提供者(Hosting services)。
3. 電子商務、共享經濟、應用程式商店及社群媒體等線上平台者(Online platforms)。
4. 具散布不實資訊，且對社會資安具有之高度風險的超大型線上平台者(Very large 

online platforms)76
。

在DSA草案的第3條至第5條乃係針對網路中介服務提供者的定義與責任，其
與《電子商務指令》第12條至第14條的規定原則上相同，一樣是採取「通知/行動
(notice and action)」機制的限制性責任(limited liability)77

立場，即提供單純連線(mere 
conduit)、快速存取(caching)及資訊儲存託管(hosting)的中介服務提供者原則上對於第
三人所提供的不法行為與不法內容不負責任。蓋為維護網路生態健全發展，網路服

務提供者處於中立(neutral)、技術(technical)，並未扮演積極的角色(active role)，即不
課予網路中介服務提供者監控第三人的內容或主動審查疑似不法行為的一般義務(no 
general obligation to monitor)(DSA草案第7條)。

其中，DSA第5條第3項排除免責規範之適用亦係依據歐洲法院歷年相關之裁判
回溯(ex post)增訂入法78

，即若hosting servics提供電子交易平台給消費者與企業經營
者締結遠距契約，若該平台所提供商品或服務之資訊導致一般且合理知悉的消費者

(average and reasonably well-informed consumer)信賴該資訊係由hosting services自己
所有或係由平台授權或控制下所為者，則該hosting services對於消費者保護法規所定
之責任，並不適用本條第1項免責規定79

。DSA草案第8條至第13條明定網路中介者
76 所謂超大型的線上平台是指用戶數超過四千五百萬人(約莫占歐盟總人口數的10%)
的平台，See Article 25 of the DSA Proposal.

77 電子商務指令(Directive 2000/31/EC)第12條至第15條移至DSA第3條至第7條。
78 如Wathelet一案，歐洲法院認為應將銷售的中介者(intermediary)當作《歐體消費物
買賣指令》（Directive 1999/44/EC）中的銷售者，用以保護消費者權益；CJEU, 9. 
11. 2016, Wathelet, Case C-149/15, paras 40-42、BGH GRUR 2016, 209, 211；CJEU, 
12.07.2011, L'Oréal SA and others v eBay, Case C-324/09，此歐洲法院認為ebay作
為電子商務平台者，卻沒有善盡適當的管控阻止其交易平台使用者之商標侵權行
為，使該交易平台上販售L'Oréal仿冒品，ebay還「主動」購買網路關鍵字廣告、
並「主動」協助交易平台使用者找到仿冒L’oreal品牌之商品，因此歐洲法院認
為，ebay網路交易平台業者應為商標侵權行為負責。

79 本條項與德國電信媒體法(Telemediengesetz)網路服務提供者採用第三人的內容作為
自己的內容(sich zu eigen machen)，則應承擔其內容的責任。對於網路服務提供者
是否採用第三人的內容作為自己的內容，應以一般平均網路用戶在綜合考慮所有
情況的基礎上客觀判斷來做觀察；BGH Urteil vom 18.06.2015, Az.: I ZR 74/14。另
外，在Bolger v. Amazon.com, LLC一案((2020) 53 Cal.App.5th 431 (Bolger))，加州上
訴法院似乎也採如是之見解，若amazon提供的資訊足以引起一般消費者正當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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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ediary services)應負之義務，略有：依執法機關或法律之要求，網路中介服務提
供者有義務對違法內容(illegal contents)立即採取行動80

及提供資訊、設立單一聯絡窗口

及法定代表人(必要時)、應於服務條款明確載明使用者資訊揭露的範圍(如任何涉及內
容審查的方式、措施與工具，包括演算法(algorithm)的運作決策與人工審查)及定期公
開透明性報告等義務

81
。

如前所述，DAS係針對不同的規範主體制定不同的累加義務。因此，就Hosting 
services與online platforms所附加之義務有：設置更易於使用的使用者標誌(「通知」)
機制

82
、並負移除或封鎖資訊接取不法內容與行為等義務(第14條、第15條)。
就線上平台(online platforms)的部分，立法者再增加第17條至第24條的義務：建

立內部申訴機制(Internal complaint-handling system)、訴外爭端解決機制、信任舉報機
制、通報刑事犯罪、審核第三方供應商的資訊(KYBC、第22條)、說明廣告推薦演算
法所使用之「主要參數」等。

DSA草案特別加重「非常大型線上平台」之義務(第26條至第33條)，要求建立風
險管理機制、法遵外部稽核(Independent audit)、揭露推薦系統之透明性、提供使用
者對存取資訊之選擇權、揭露廣告投放(targeted advertising)及演算法系統(algorithmic 
system)的透明性、與政府機關及研究人員分享必要的資料等。若網路服務提供者違反
義務，歐盟維持以課責(accountability)方式為健全數位市場的原則，依裁罰單位與對象
不同，分別規定於草案第42條、第59條、第60條，最高可處罰至前一會計年度總營業
額6%，較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罰則的最高上限是4%，更高一些。

此外，DAS草案加強了行政主管機關的監理機制，各會員國應設置代表國家的數
位服務協調官(Digital Services Coordinator)83

，由各國家的數位服務協調官組成獨立指

導機構「歐洲數位服務委員會」(European Board for Digital Services)，負責溝通、協
調、調查歐盟境內數位市場的環境，且若數位服務協調員認為網路服務提供者的違規

行為恐致有危害生命或人身安全之虞，則有權命令該服務提供者暫時停止服務(第41
條)。
二、日本制定《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之經緯二、日本制定《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之經緯

(一)日本流通系列之全球化因應之道
日本之流通系列及其慣行(practice)，向來成為日美構造問題協議的重大議題。因

其參與買賣過程，則數位服務提供者亦應對消費者負起損害賠償責任。
80 惟該草案並未明確定義「違法內容(illegal contents)」，且由誰界定何種內容屬有害

(harmful)、何種屬「非法」？
81 免除微型企業與小型企業提出透明性說明書，see Article 13 (2) of the DSA Proposal.
82 Recital 40 of the DSA Proposal.
83 National authorities, such as authorities consumers and markets, e.g. Dutch Authority for 

Consumers and Markets (A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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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本的原有交易慣行，加上特有的流通系列，掌控流通上下游的各個交易環節，外

國貿易商很難融入日本的交易社會，例如，價格、供給量限制、買入數量等之壟斷，

以及綁標問題等，違反競爭法規範，而備受爭議。早於1990年6月之協議，日方提出
最終報告，強調 占禁止法之運用應確保透明性之要求。因此，進而推動有益於市場

開放，更觸動行政透明性、監管(規制)透明性、市場透明性、證券市場透明性等方向
之檢討

84
。故公正取引委員會於平成3年7月11日(1991年)頒布「獨占禁止法對於有關

流通、交易慣行之指南」(流通•取引慣行に する 占禁止法上の指針)85
，以求匡

正之。然而，時隔十年，流通交易慣行卻依然維持著，未見改進。寡占的大規模製

造商，以流通系列化為前提，對於流通業者之交易居於支配的地位，其一連貫地的流

通交易慣行，依 占禁止法之規定，即有幾點違反之疑慮：1.轉售價格之維持行為、
2.折扣之支給成為流通支配的手段、3.具有優勢地位之(大型)零售業者，利用其地位
而給多供貨業者不利益之對待等等

86
。故，1991年頒布之指南(guideline，日文：指針)

歷經5次改正，最終於平成29年(2017年)第6次改正，即揭示有關流通•交易慣行，各
國固然有其歷史及社會發展之背景及特色，但是在日本為因應全球化(globalization)經
濟活動，並兼顧技術革新之必要，使得事業者能夠發揮其創意，並更加保障消費者利

益，以及促進公正且自由的競爭，讓市場機能十分顯著地展現，故本次之改正，對於

事業者及事業者團體之 占禁止法之違反行為，得以防患於未然，亦有助於經濟活動

得以適切地展開
87
。

至於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數位市場之因應策略
88
，則更進一步地顧及數位市場之

雙邊市場問題，在制定《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之前，先行調查有關

流通•交易慣行之主要事件審查，並憑以為該法之指定特定數位平台之依據(詳本節下
述(四)之2)。

84 川浜昇，「 禁法運用之透明性」〔特集：市場開放と 禁法の課題〕，法律時
報，通卷815號，1994年66卷7號，17(1994)。

85 「獨占禁止法對於有關流通、交易慣行之指南」(流通‧取引慣行に する 占
禁止法上の指針)，https://www.jftc.go.jp/dk/guideline/unyoukijun/ryutsutorihiki.html 
(last visited:2021/10/31).

86 高橋岩和，「流通業と經濟法」，〔日本 濟法學會編 濟法講座Ⅰ 濟法の理
論と展開〕，三省堂，207-209(2002)。

87 「獨占禁止法對於有關流通‧交易慣行之指南」(流通‧取引慣行に する 占禁
止法上の指針)，https://www.jftc.go.jp/dk/guideline/unyoukijun/ryutsutorihiki.html.

88 請參照「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數位市場之因應策略」(デジタル市場における
公正取引委員 の取組)(令和3年(2021年)2月17日)，https://www.jftc.go.jp/dk/digital/
index_fi les/digital_torikumi.pdf (last visited:202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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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公正取引委員會有關流通•交易慣行之主要事件審查

事件名稱
(相對人)

行為之概要 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對應

1. Amazon Japan合同會
社事件

相對於自己係交易上地位較為
低劣之某供貨業者(本件供貨業
者 )，依據簽訂之庫存補償契
約，該契約訂定的補償金額，
係實施從本件應支付供貨業者
金額加以減去等行為。

公正取引委員會認為確認手續
之通知，雖然該確認計畫

89
經過

認定申請，當計畫符 占禁止
法規定之認定要件，因而認定
該計畫。再者，該計畫實施以
後，對於本件供貨業者之內的
大約1,400社，已歸還總額約20
億 價值之金額。（令和2年9
月10日）

2. 樂天株式會社事件 於「樂天市場」，一次的合計
預約金額為含稅3,980 以上(沖
繩、離鳥等收件人則含稅9,800
以上)之情形，於商碞的販賣

價格，則實施「運費免費」之
施策。

公正取引委員會向東京地方法
院，申報對樂天實施緊急停止
命令(令和2年2月28日)。之後，
樂天以所謂「共通的內含運費
基準」之施策，公表可由出貨
事業者自行判斷參加與否之選
擇，並對東京地方法院緊急命
令於相關手續中即表明接受該
意旨，故本件緊急命令之申報
雖然已撤銷，但違反涉嫌行為
仍繼續審查中。(令和2年3月10
日)

3. 樂天株式會社事件 與住宿設施之經營事業者的契
約中，於樂天線上預約網，揭
載房間之最低數量之條件，或
住宿費及房間數量經由其他線
上預約有同等或較為有利之條
件

90
，均有明定條款。

公正取引委員會認為既然有確
認之手續通知，依樂天確認計
畫之認定申請而言，該計畫符
合 占禁止法規定之認定要
件，因而認定該確約計畫

91
。

(令和元年10月25日)

89 日本獨占禁止法於平成28年(2016)改正，所導入的制度，規定於第48條之2至之9，
係由公正取引委員會所規定通知程序，對於硬蕊卡特爾(hard core cartel)以外，亦
即非屬不當的聯合行為之事件，由被疑違反行為人作成被疑違反行為之排除措施
計畫，向公取委申請認定，經過公取委就該排除 施計畫等事項為適切之認定。
經過認定後，即不適用處罰課徵金。同時，公取委於平成30年(2018年)9月6日頒
布「確約手續之對應方針」(確約手 に する 方針)，https://www.jftc.go.jp/
dk/guideline/unyoukijun/kakuyakutaiouhoushin.html (last visited:2021/10/31).；白石忠
志， 禁法講義〔第9版〕，有斐閣，17-18(2021)。

90 由於「確約計畫」係日本為加入「環太平洋貿易夥伴」(TPP)而導入的制度，所謂
同等性條件，或是最惠國待遇條款之謂。村上政博， 占禁止法〔第9版〕，弘文
堂，534-535(2020)。

91 「確約計畫」於 占禁止法之相關人之間，依英語「commitment decision」，譯為
「確約決定」，係因「commitment」譯為「確約」，早已是日本國內約定俗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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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名稱
(相對人)

行為之概要 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對應

4. Amazon Japan合同會
社事件

與出產商之利用契約，變更為
出產商所有的商品，授以最低
１百分比為１積點，該積點分
數則歸入出產商原有所負擔本
金之意旨為內容。

該利用契約經過修正而調查完
畢。（平成31年4月11日）

5. Airbnb•Ireland•U•C
及Airbnb Japan株式會
社事件

A i r b n b與交易相對人間之契
約，該交易相對人事業者利用
揭示，但是其他民宿服務仲介
端之API之民宿服務資訊則有限
制規定，似有限制該交易相對
人事業者之事業活動之嫌疑。

該規定所適用權利放棄措施，
已經急速地改進並提出申報，
判斷該措施對違反 占禁止法
之嫌疑得以解除，確認該措施
已經改進而審查終結。(平成30
年10月10日)

6. 與手機業者契約關於
預約Apple iPhone事
件

根據與NTT docomo、KDDI及
Soft  Bank之契約，關於預購
iPhone之數量，似有限制該3公
司事業活動之嫌疑。

由於已申報該契約一部修正，
認為得以解除違反 占禁止法
之嫌疑，而終結該審查。(平成
30年7月11日) 

7. 大家的Pet Online株式
會社事件

對自己公司的寵物仲介，利用
傳真的方式，而自己公司以外
之寵物仲介則限制揭露狗、�
之資訊。

由於已自發性採取改善措施意
旨之報告，認為得以解除違反
占禁止法之嫌疑，而終結該

審查。(平成30年5月23日)
8 .  A m a z o n  S e r v i c e s 

International 預約事
件

Amazon.co.jp與相關出版社間於
官網上配送電子書籍之契約，
無論價格或各項商品，皆定有
同等性條件。

由於已自發性採取改善措施，
不行使有關該義務之報告，判
斷該措施對於競爭之影響之懷
疑得以解除。(平成29年8月15
日)

9. Amazon Japan合同會
社事件

與Amazon market press之出品者
間之契約，無論價格或各項商
品之同等性條件，似有限制該
出品者事業活動之嫌疑。

由於已自發性刪除該條件等內
容之措施，並急速地提出申
報，判斷該措施對違反 占禁
止法之嫌疑得以解除，確認該
措施已經改進而審查終結。(平
成29年6月1日)

(二) 立法背景–“提升數位市場透明性及公正性＂之內閣會議決定
近年來，基於數位技術的交易極大地改善了用戶進入市場的機會，尤其是數位平

台在此類交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人們對數位平台市場仍有些擔憂，例如

透明性和公平性即嫌不足。在此背景下，日本 產業省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面臨日益發生巨大變化的數位平台商業活動，一直努力地推動
數位平台市場規則之制定，期以構建幫助利益相關者，俾能分擔他們面臨的挑戰的框

慣行。同時，對於相對人予以較強的約束，而期待其遵行 禁法規定，不實施制裁
金之制度，在歐盟(EU)亦可見其施行經驗。白石忠志，獨占禁止法〔第3版〕，
603註8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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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並針對數位市場進行全面調查。

有鑑於此議題，日本政府內閣會議決定於2018年6月15日公布之《未來投資戰略
2018》，說明擬透過整備規則以活化競爭環境，將以實現透明性及公平性(日文：公正
性)為目的，進行相關規範之整備，並規劃進行大規模調查，藉此掌握實際交易狀況。
同時，在日本政府因應數位平台之快速興起之浪潮，數位平台市場已然呈現出寡占現

象，是以，依據「未來投資戰略2018」，因此 產業省、 務省及公正取引委員

於同年7月組成「數位平台業者交易環境整備檢討會」（デジタル プラットフォー

マーを巡る取引環境整備に する 討 ）
92
，主要進行檢討之任務，乃在於「對於

平台型商業之興起，應行對應之規則整備工作：平台之寡占化快速推進當中，新的平

台型商業紛紛創新而出。為了整備活潑化的競爭環境，特定的平台已經移向可攜帶或

開放型的自由接續在應用軟體介面(API)之上，對於中小企業或者投機活動等，應加以
整備，俾以達到公平且自由的透明性競爭環境，並可促進創新事業得以法令鬆綁(日
文：規制緩和)，例如進入市場條件之鬆綁，還有數位平台的社會責任、對於利用人
確保其公平性等，在今年之內，制定基本原則，據此而早日提出具體的措置」

93
。接

續，由 產業省、公正取引委員 、 務省，共同就競爭政策、資訊政策、消費者

政策等夙有見地、經驗的學者專家，成立了有關數位平台之交易環境整備檢討會，逐

項完成各項工作。茲略述如下：

1. 平成30年7月 1. 成立有關數位平台之交易環境整備檢討會，就數位平台所涉
及課題，作對應方案，並整理各項論點。

2. 平成30年11月5日 2. 發布檢討會之中間論點整理案。
3. 平成30年12月12日 3. 中間論點整理之發布。
4. 平成30年12月18日 4. 發布「對應平台型商業興起法令整備之基本原則」(公正取引

委員 、 產業省、 務省)。

至於「對應平台型商業興起法令整備之基本原則」之內容，有下列幾點：

1. 有關數位平台法律之評價的觀點
(1) 提供社會經濟不可欠缺的基盤(essential infrastructure)94

；

92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2019/dec/191217_dpfgl_11.pdf (last 
visited:2021/10/31).

93 https://www.jftc.go.jp/dk/digital/index_files/digital_torikumi.pdf，公正取引委員 ，
令和3年(2021年)2月17日發布。(last visited:2021/10/31).

94 依據日文漢字為「不可欠基盤」，著者參酌有關競爭法上「essential facilities」理
論，日文通譯為「不可欠設施」，公平交易委員會則使用「樞紐設施」；而基礎
建設則先由美國通信基礎建設之infrastructure 而來，故著者於此先暫用相關英文，
俾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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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數消費者(個人)或事業參加的場域，係以設計為主的經營與管理而存在；
(3) 上述的場域，本質上於操作性或技術，即有不透明性問題。
2. 促進平台商業適切地發展。
3. 為了確保相關數位平台之公平性，必須實現其透明性
(1) 大規模並且係全面性徹底地調查，以把握交易的實況；
(2) 為了支持各部會於法執行或政策草案之能力，應設立有關數位技術或商業等多樣性
具有高度知識見地之專門組織，未來並應定期作檢討工作；

(3) 例如，一定的重要性法令或交易條件之揭露或明示等，尤應從確保透明性及公平性
之觀點，導入相關的規範並隨時進行檢討。

4. 數位平台相關之公平且自由競爭之實現
(1) 以資料或革新為考量而審查企業結合問題；
(2) 適用優越地位之濫用規制時，應考量其與消費者之關係如何而判斷。
5. 檢討資料之移轉與開放之法令。
6. 建構衡平性、柔軟性並且具有實效性之法令。
7. 調和與具有國際法性質法律之間的理想方案。

然而，由於令和元年 (2019年 )6月21日內閣會議決定，提出努力實現社會
5.0(Society 5.0)95

與數位市場之法令整備之要求。尤以在針對數位平台事業之因應方

面，一再強調為了日益激進的全球化，對於數位市場之市場競爭的評價，各部會應

橫向地組織具有多樣性且高度性知識的專家學者，早日成立有關國內外資料數位(data 
digital)市場的專門組織。

同時，在《 占禁止法》
96(Antimonopoly Law)方面，數位市場內資料蒐集之

能力，必須列入企業結合審查之中；為了確保數位市場特有的交易慣行(business 
practice)等之透明性及公平性的法律制度，預計在2020年國會(眾議會)常會提出「數位
平台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規(暫定)」；現行之《 占禁止法》有關優

95 日本內閣府發布的（Society 5.0），係分別狩獵社 （Society 1.0）、農耕社
（Society 2.0）、工業社 （Society 3.0）、情報社 （Society 4.0）而來、朝向第
５期科 技術基本計畫，而成為日本邁向未來社 所提唱的目標。https://www8.
cao.go.jp/cstp/society5_0/index.html (last visited:2021/10/31).。近年來由於科技快速
推進，各國紛紛擬定新的國家戰略，例如美國喊出「再製造」，德國力推「工業
4.0」，中國揭示「中國製造2025」，日本卻在這波熱潮中缺席。2016年，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首度對全世界宣布未來願景，提出2030年「社會5.0」。在以人為本的
思惟下，建立串聯AI、機器人、物聯網等科技的超智能社會，藉此重返經濟強權
地位，並引起歐盟、美國、中國關注。遠見雜誌2019-11-29，https://www.gvm.com.
tw/article/69617 (last visited:2021/10/31).。

96 《私的 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 する法律》（昭和二十二年法律第五
十四 ）https://www.jftc.go.jp/dk/guideline/lawd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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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地位之濫用規制，亦須於2019年夏天之前，整理出適用於數位平台事業與消費者交
易時之理想方案，並整備具有執行可能之體制。

接續，公正取引委員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為貫徹閣議之成長戰略，應對數位
平台之交易慣行作實況調查，並先偏重在線上物流商城以及應用軟體商店等方面進行

之(デジタル プラットフォーマーの取引慣行等に する 態調 (オンラインモー
ル アプリストアにおける事業者間取引)について)97

。依據令和2年(2020年)7月17日
內閣會議決定，其中數位市場之因應項目3-(2)-i-④，對於數位平台事業違反《 占禁

止法》行為，更要加強法律執行力，同時整備事件審查部門以及企業結合審查部門之

體制，積極地養成、聘用具有數位領域專門知識的人材。另者，亦應加強與國外競爭

法當局之連繫與合作事宜。

是以，公正取引委員 自令和2年(2020年)4月1日起，成立數位市場企畫調查室，
徹底進行調查，並掌握有關數位市場大規模且全面性的交易實況；積極延攬外部專家

學者，大幅度地蒐集相關資訊。另外，設置高級審查專門官，專司數位平台事務，負

責數位平台事業涉嫌違反《 占禁止法》之事件，以及蓄積有關數位領域審查之專門

知識(know how)。
(三) 《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之規範要點

為提升數位平台之透明性及公平性，《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

(特定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の透明性及び公正性の向上に する法律)（Specific 
Regulations Under the Act on Improving Transparency and Fairness of Digital Platforms, 
TFDPA）於2020年5月27日制定，2020年6月3日頒布，2021年2月1日實施98

。

《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於對外宣傳時，咸稱為《交易透明化

法》
99
，共計25條加上2條附則，規定了數位平台交易的供應與使用關係之各個事業及

個人，主要有1.利用數位平台之事業者、2.利用數位平台之消費者與3.經營數位平台之
事業者等三方之交易規範，以及 產業省(主管機關)與公正取引委員 介入數位平

台場域，各方關係人進行交易時的必要措施。依《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

法》第2條規定數位平台相關的名詞定義，為了避免各專家學者翻譯不同，除了「デ

97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2019/oct/191031_2.html，公正取引委員
，令和元年(2019年)10月31日發布。(last visited:2021/10/31). 其中“デジタル プ

ラットフォーマー”係指數位平台事業者(digital platform operator )；而“デジタル
プラットフォーム”則為數位平台(digital platform)；另外，“オンラインモール 
アプリストア”則指線上應用軟體商店(online application store)。

98 https://www.meti.go.jp/policy/mono_info_service/digitalplatform/index.html， 產業
省，令和3年(2021年)2月17日發布。(last visited:2021/10/31).

99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04/20210401003/20210401003.html， 產業省，
令和3年(2021年)4月1日發布。(last visited:202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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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係由「digital platform」作為外來語，臺灣各界亦習以「數
位平台」為名之外，其他則保留並直接借用日文漢字，期望未來立法類似法律時，可

參照原文，並改以較符時宜之定義，同時該法法條條號，亦遵循原頒布時之第1條、
第2條、第3條等次序，合先敘明。茲分別介紹《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
法》規範數位平台之供應與消費關係的各關係人：

1. 「數位平台」(digital platform)：係以多數人得以利用，預定使用電子計算機
(computer)處理資訊，並於此場域內提供商品、服務或權利(以下簡稱為商品等)。

2. 「提供者」(providers)：係指利用數位平台之服務而提供商品等之人。
3. 「被提供者」：係指接受提供者提供該商品等之人。
4. 「利用者」：係指利用數位平台之人。
5. 「商品等提供利用者」：係指利用數位平台而藉以提供商品等之人。
6. 「一般利用者」：係指商品等提供利用者以外之人。
7. 「數位平台提供者」：係指單獨或共同提供數位平台之事業。
8. 「特定數位平台提供者」：係指依《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第4條
所指定之數位平台提供者。

是以，《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第1條之立法旨意，即在規範
「數位平台提供者」之自主性及自律性，尤其促進「特定數位平台提供者」之間公平

且自由競爭之環境。《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既然以有關「特定數位

平台提供者」之規範為名而立法，故先介紹部分條文規定：包括要求「特定數位平台

提供者」揭露契約條款和交易條件等資訊，確保經營數位平台的公平性，提交關於業

務運營現狀的年度報告，並進行自我評估(第4條～第5條參照)。同時，《提升特定數
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力促 產業省部長根據年度報告和其他資訊，在企業用

戶、消費者和學術界的參與下審查數位平台的業務營運，並公佈評估結果。(第6條～
第9條、第12條參照)。當然，「特定數位平台提供者」亦可依符合條件之下，申請解
除被指定之列，而獲得 產業省之取消指定(第10條～第11條參照)。

此外，《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要求政府鼓勵數位平台提供者及

其客戶在這些數位平台提供者自願和積極努力的基礎上促進相互理解，並由政府做出

最低限度的必要承諾(第17條參照)。茲略述基本理念及重要條文規定如下：
1. 基本理念

《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之基本理念，認為政府應從數位平台提

供者那裡獲得最低限度的必要承諾並對其實施監管，其根本在於數位平台提供者必須

採取自願和積極主動的努力來提升數位平台之透明性及公平性，而採用“共同監管＂

方法，即根據法律規定總體框架，並將細節留給事業為自律性行動。

《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第3條即宣示基本理念，係為提升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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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透明性和公平性之措施，應當寄予數位平台與利用者之便利性不斷增益，而日本

經濟社會之活力能夠提升並持續發展，因而數位平台提供者必須自主地和積極地努

力，以提升數位平台之透明性及公平性為基礎，通過國家參與以及規制係以必要最小

限度為之，數位平台提供者之創意與精神得以發揮，並促進數位平台提供者與商品等

提供利用者之間，於業務關係中之相互理解，同時考慮到數位平台有助於提升使用者

之利益。

2. 受監管目標
《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第4條規定，經濟產業大臣應指定數位

平台提供者為數位平台提供者，該提供者根據內閣令規定之數位平台提供場域之類

別，提供其業務規模超過內閣令規定之規模的數位平台提供者，根據數位平台產品銷

售總額、用戶數量和其他業務規模指標，努力提升數位平台之透明性及公平性。將其

透明性及公平性與其他數位平台相比必須顯著提升之數位平台提供者，經過經濟產業

大臣指定為「特定數位平台提供者」，並受到特定法規的約束。但是，指定係介入規

制之手段，應根據《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保護供應商和其他服務之

使用者之利益之必要性，並限於必要之最低限度範圍為之。

3. 指定數位平台提供者應扮演的角色
《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第5條規定，要求特定平台供應商披露

交易條項和條件以及其他資訊，以自願的方式制定程序和系統，並在每個財政年度提

交一份關於他們所採取的措施和業務概覽報告，並對其進行自我評估。

4. 行政機關應發揮的作用
《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第9條規定，要求主管機關（ 產業

省部長）根據提交的年度報告審查平台運營的現狀，並將評估結果與報告概述一起公

佈。在此類審查中，預計行政當局將與目標數位平台提供者的學術專家、客戶和消費

者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進行訪談，以聽取他們的意見並鼓勵利益相關者分享挑戰並促

進相互理解。

另外，《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第13條規定，授權 產業省大

臣在發現數位平台提供者可能涉嫌參與任何違反 占禁止法的案件時
100
，要求公正取

引委員 根據 占禁止法採取適當措施
101
。

100 
參照「公正取引委員 對於數位市場之對策」(デジタル市場における公平取引委
員 の取組) https://www.jftc.go.jp/dk/digital/index_fi les/digital_torikumi.pdf，公正取
引委員 ，令和3年(2021年)2月17日發布 (last visited:2021/10/31)。

101 參照「關於數位平台事業與消費者提供個人資料等交易中濫用優勢地位之 占禁
止法概念之要點」(「デジタル プラットフォーム事業者と個人情報等を提供 す
る消費者との取引における優越的地位の濫用に する 占禁止法上の考え方」
のポイント)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2019/dec/191217_dpfgl_21.
pdf，公正取引委員 ，令和元年(2019年)12月發布(last visited:202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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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規定的指定業務
產業省發布2021年4月1日《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規定的指

定業務
102
，必須採取必要措施，確保數位平台經營事業與數位平台利用者之間交易的

透明性和公平性。爰以指定數位平台事業，予以法律監管。同時，並設立諮詢台，為

使用數位平台事業的諮詢，提供解決方案。

1. 背景與目的
近年來，數位平台顯著地在改善用戶市場進入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針對交易透明性和公平性程度其低而擔憂，例如交易契約之條款和條件的變化，以及

某些市場無正當理由拒絕交易，《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於2021年2
月1日施行，第4條規定對於特別需要提升交易透明性及公平性的數位平台提供者，需
要被指定為「特定數位平台提供者」，並受到法律上監管。

2. 被指定為受監管的「特定數位平台提供者」事業
指定為「特定數位平台提供者」之事業(以下簡稱指定事業)，即需根據《提升特

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規定，公開交易條件等資訊，建立自主性程序和制

度，並說明所採取的措施和業務大綱。同時，需要提交1份帶有自我評估的報告。

表12　指定為「特定數位平台提供者」之事業

(1) 綜合物流銷售線上商場
被指定事業
Designated digital platform providers

（參考）該事業提供之綜合物流銷售線上商場
Reference: Comprehensive online shopping malls 
selling goods provided by the relevant provider

アマゾンジャパン合同 社
(Amazon Japan G.K.)

Amazon.co.jp
(Amazon.co.jp)

天グループ株式 社
(Rakuten Group, Inc.)

天市場
(Rakuten Ichiba)

ヤフー株式 社
(Yahoo Japan Corporation)

Yahoo!ショッピング
(Yahoo! Shopping)

(2) 應用軟體商店
被指定事業
Designated digital platform providers

(參考）該事業提供者所提供的應用軟體商店
Reference: Application stores provided by the 
relevant provider

Apple Inc.及びiTunes株式 社
(Apple Inc. and iTunes K.K.)

App Store
(App Store)

Google LLC
(Google LLC)

Google Playストア
(Google Play Store)

102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04/20210401003/20210401003.html， 產業省，
令和3年(2021年4月發布(last visited:202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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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立數位平台交易諮詢台
作為有效運作《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的努力方向之一，專門為

使用數位平台的事業（開店、開發商等）處理交易問題等方面的疑慮和諮詢，設立了

諮詢員聯絡方式，給予免費答覆並提供建議：

(1) 關於如何提問和諮詢數位平台提供者的建議（基於過去案例的信函）。
(2) 為律師提供資訊和費用援助。
(3) 為用戶舉辦說明會和法律諮詢會。
(4) 支持促進與數位平台提供者的相互理解。
(5) 提取多個輔導員共有的問題並考慮解決方案。

是以， 產業省的目標是根據通過諮詢台獲得的經營者的意見，整理共同的交

易問題並在數位平台各個關係人之間共享，從而改善數位平台之交易環境。至於個人

資料的保護方面，則由 業省，委託1.公益性社團法人-「公益社 法人日本通信

販 協 」，以及2.營利性社團法人-「一般社 法人モバイル コンテンツ フォー

ラム」(Mobile Contents Forum)，擔當數位平台交易之詢問窗口。而有關個人資料之處
理，則依據 業省之《個人情報保護方針》

103
適切地管理，並僅限於委託事業遂

行工作之目的，方可使用之。

陸、臺灣有關數位經濟發展下流通事業處理競爭規範之因應
與檢討--代結語

一、數位平台與網路效應之因應一、數位平台與網路效應之因應

綜上所述，流通業面對數位經濟之發展，以數位轉型數位平台，加強其商業競

爭力，必須重申其特殊性，例如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使用者人數越多價值越
高）、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成本隨使用者 加而下降）、鎖定效應（lock-
in effect，透過不同作業系統之間的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的提高，而有鎖定的效
果，如個人身分為基礎的網路服務(Identity based networking service)，使用者即不易異
動其服務供應商）等特徵，這些皆為獨占或寡占該市場創造最有利之條件

104
。然而，

數位科技的產業也具有嚴苛時效性的特色，即數位化服務必須提供當下數位市場所需

的技術，惟若數位產業自行研發則需要時間，所以數位科技公司多是透過收購新創

103 主要係對於製品安全 策，要求優良企業傳送網絡利用者之資料時，應注意利用
者隱私並進而考慮制定保護隱私之準則(policy)。https://www.meti.go.jp/product_
safety/ps-award/5-other/privacy.html， 業省發布(last visited:2021/10/31)。

104 See e.g. Beata Mäihäniemi, Competition Law and Big Data: Imposing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 Digital Markets (2020), 6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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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方式，解決目前所需之技術
105
，例如，COVID19的襲擊，work from home的即

時需要，Verizon即收購BlueJeans(視訊會議平台)、Cisco則收購BabbleLabs協助Webex 
Meetings更優化106

，使數位科技的企業走向大者恆大的趨勢。然而，數位科技企業也

藉此創造出具完全絕對主導權的自我生態系，例如Apple的AppStore對應用程式開發商
抽成30%(業界稱為Apple tax)即屬之107

。

在傳統常見的多角化經營與數位服務科技產業的特性，數位平台中介服務者則

多兼具企業經營者的雙重角色，如Google Play、Yahoo shopping、Apple App Store、
Amazon Marketplace、Facebook Marketplace等，一方面提供平台服務，另一方面又與
平台服務對象為競爭行為，不置可否的即延伸出線上平台服務提供者與企業(platform 
to business)間，尤其是中小企業(SMEs)出現結構性的問題，導致出現不公平競爭的
行為，比如在platform上偏袒自家產品(self-preferencing)、免除自家品牌所需付的廣
告費，抑或應用程式開發商Spotify在AppStore需要被抽成30%，而蘋果自家的Apple 
Music卻不用，即涉及到不公平競爭的問題等。

是以，歐盟及日本面對如此之科技產業之變化，各該法制建設之進程，即值得

慎重地參考。亦即，原本以商品的掠奪性定價為主的競爭規範，應轉向以數據，尤其

是大數據(big data)108
為中心的數位競爭規範之思維，尤其是鼓勵數位平台事業自律、

自主，以及擔任數位守門人並能要求數位交易透明化等要素，在在值得臺灣以訂定專

法，方為最佳解決途徑。

二、對於日本《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立法之借鑑二、對於日本《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立法之借鑑

日本之國家願景定調為「社會5.0」的數位經濟發展計畫，意在與歐、美、中等國

105 Google收購Fitbit、Microsoft 收購語音辨識AI公司Nuance與遊戲開發商ZeniMax、
Amazon收購電商平台公司Selz。當然，也有透過收購方式消滅潛在競爭對手，如
Facebook收購Instagram與Whatsapp。

106 BabbleLabs提供的技術即是可辨別語音和背景噪音，達到實時消除背景噪音，並
增強語音效果以提升溝通品質，可提升Webex Meetings的通訊和會議應用程式的品
質。

107 EU says Apple’s 30% cut from rival music providers violates competition law, see https://
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s/ip_20_1073 (last visited:2021/09/26); 
蘋果公司於2021年9月1日與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FTC）達成和解，自2022年
起允許閱讀器軟體(如報紙、音樂、影音串流app，Netflix、Spotify等)免付蘋果
稅，但不包括電玩遊戲類軟體。See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apple-
says-japan-fair-trade-commission-closes-app-store-investigation-2021-09-02/ (last 
visited:2021/09/26).

108 最具典型角色即是Google，利用其數位平台之優勢，蒐集消費者資訊，並以演
算法提供給廣告商消費者的偏好；Keith N. Hylton, “Digital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Law”, 98 Nebraska Law Review 27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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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逐經濟大國之地位，而《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之立法問世，即可

提供法治基礎，俾使未來經濟發展與社會課題同時獲得支撐之力道。以下，即以淺見

提出數點看法，以為臺灣對於數位市場交易問題，制定專法之借鑑：

(一) 有關國家願景與競爭法政策
日本於2016年提出「社會5.0」，係以「虛擬空間」(cyber space)與「物理空間」

(physic space)，予以高度融合所構成的系統，依此同時解決經濟發展與社會課題之
雙軌並行，結合了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機器人及5G，達到以人為本的社會
（Society）109

。是以，日本《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即依此循序漸近

的投資戰略及成長戰略，由 產業省、公正取引委員 、 務省橫向地跨部會，共

同擔任提出有關數位平台交易透明性之法案，並歷經組成研討組織，緊密地檢討各項

分工任務，《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終於2020年5月27日制定，2020
年6月3日頒布，2021年2月1日實施。

因而，若能從整體經濟發展與社會課題，甚至加上本身有關人文特色等等，明

定未來幾年內必須完成的國家願景，則以日本為借鏡，由經濟部主責數位平台、數位

流通事業發展，以及公平會主責公平交易法相關事業之交易活動，是否違反公平交易

法，並及早完成數位平台業者之寡占市場現況調查，則可及時規範數位平台市場(場
域，fi eld)之公平且自由的競爭秩序。
(二) 成立數位市場競爭本部以及會議組織

日本政府依令和元年(2019年)9月27日的內閣會議決定，成立數位市場競爭本
部

110
， 閣官房長官擔任本部長、 再生担 大臣擔任副本部長，上述 產業

省、公正取引委員 、 務省加上通信、個人資料保護等相關部會大臣7人，共計9人
所組成，統轄數位平台市場競爭秩序及消費者資料保護等工作。同時，不定期發布本

部會議訊息。

上述日本的數位市場競爭本部，《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從2019
年9月至2020年5月27日制定、6月3日頒布、2021年2月1日實施，立法成效斐然。而公
正取引委員會不但是數位市場競爭本部當然成員，並受命為內閣府之特定擔當大臣，

除了自令和2年(2020年) 4月1日起，成立數位市場企畫調查室，網羅專家學者之專門
性檢討會議，更設置高級審查專門官，專司數位平台事務，負責數位平台事業涉嫌違

反《 占禁止法》之事件，以及蓄積有關數位領域審查之專門知識(know how)。值此
短短的幾個月期間，公正取引委員會與各部會之橫向連繫效率極高，故能完成多項調

查工作，並交由 產業省發布指定之特定數位平台提供者名單。

109 h t t p s : / /www8.cao .go . jp / c s tp / soc i e ty5_0 / index .h tml，內閣府發布  ( l a s t 
visited:2021/10/31).

110 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digitalmarket/konkyo.html (last visited:202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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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類此task force之數位市場競爭本部，在不到2年之內，即可雷厲風行，迅
速依法公開數位平台市場各個業者之資料，促使公正取引委員會得以調查相關市場資

料，再行多次檢討專法內容，終能完成《提升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法》，堪

稱數位時代之振興法案，令人嘖嘖稱奇！

反觀臺灣有關較知名之數位平台多關注在外送食品業者，諸如foodpanda、
honestbee、UberEats等，由食藥署要求外送食品業者應符合食安法規範111

或臺中市政

府提出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計畫
112
，時有所聞！但是，整體數位平台(或電商平台)之資

訊或普查資料，則未能公開，因此，未來著手立法時，各部會職權所掌握之數位平台

各項資料(財稅、行銷等方面)，是否能夠排除《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相關規
定限制公開之列，並提供專家學者及相關會議為討論對象，則必是立法成功與否之關

鍵！

111 例如，食藥署要求物流業者要在108年7月1日起，完成登錄始得營業，該日之後不
登錄業者，依食安法第48條規定，要求限期改正，若屆期不改正者，處以3萬元
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甚至情節重大者，可能停業；東森新聞，2019年4月26
日。

112 https://www.doli.taichung.gov.tw/media/568426/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外送平台業者管
理計畫」.pdf (last visited:202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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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ssue about antitrust problem that the distribution business, 
such as shopping mall and convenient store, nowadays. And whether they will tend to a 
monopoly or oligopoly owned market power on expanding the way to platform once. But, 
through surveying the data concerning platform business with HHI, we still cannot fi nd the 
phenomenon mentioned above yet.

Even though, Taiwan’s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had set a notice of distribution 
business norm of compliance in Fair Trade Law. And we also cannot deal any case about that 
the distribution business ’s transactions breaching the Law on digital platforms so far.

Since there are two drafts of Digital Market Act (DMA) and Digital Service Act (DSA) 
in EU, and Japan implemented in February 1, 2021. These drafts and Act, they all set for 
the transparence and self-regulation of digital platform. We think, for the broad vision to 
develop the retail and distribution business plus digital platform in this digital economy, we 
should enact a specifi c act for regulate the distribution business breaching antitrust law (Fair 
Trade Law) either in traditional physic space or in cyber space of digital platform (derives by 
network effects).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platform, distribution business , HHI, Digital Market Act 
(DMA, EU draft), Digital Service ACT (DSA, EU draft), Act on Improving Transparency 
and Fairness of Digital Platforms (TFDPA,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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