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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大數據發展環境下，數位平台基於其資訊匯集地位，以及強大的演算法運
用及資料分析能力，壯大與鞏固其在市場競爭的優勢及地位。資訊力伴隨數位平
台的市場特性，使得牽涉資料驅動的數位平台競爭個案於競爭法的適用上產生相
當的疑問，也引發國際組織及部分國家對於數位平台資訊力引發的競爭法制議題
展開探討，藉由個案的累積開始逐步進行法制政策面因應的評估，其中並以歐盟
相關案例的發展最為成熟。
國內公平交易法制對於數位平台資訊力影響之因應，尚未形成具體的法制政
策方向，亦尚未對此一議題涉及之問題進行系統化的整理。故本論文試圖以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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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涉及數位平台資訊力之相關精選案例作為實務探討的核心，佐以蒐整國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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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現下主要的研議方向與內涵，以競爭法限制競爭基本態樣之獨占、結合與聯合

‧ 國

用問題與法制政策因應可能的方向與重點。

學

行為作為區隔，探討資料驅動之數位平台競爭於不同執法態樣所產生的競爭法適

‧

本論文於第一章針對本研究相關背景資訊進行初步介紹後，於第二章針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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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平台的定義及特性進行精簡的說明。第三章開始正式進入資訊力的探討，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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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資訊力的定義以及其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加以分析。第四章則先探討資料驅動
之數位平台在市場界定之問題及可採用的方式，再以歐盟對於 Google 濫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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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地位之系列執法為導引，進行執法與法規調適的討論。第五章則以歐盟精選
Ch
engchi U
數位平台結合案例為核心，搭配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對數位平台議題的修法及日
本、新加坡法制政策面的整理，提出資料驅動數位平台結合於法制規範及執法上
應關注之重點。其中並包括隱私/資料保護議題與競爭法執法之關聯及納入審查
之必要性的討論。第六章就數位平台運用演算法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及其衍生之
勾結行為與執法困境加以探究，搭配德國、日本以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就相關法制方向的研議，進行法制政策因應方向的探討。
關鍵字：數位平台、網路平台、大數據、平台經濟、雙邊市場、多邊市場、
資訊力、資料競爭、演算法、人工智慧、競爭法、公平交易法、競爭政策、隱私
保護、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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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big data, digital platforms strengthen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consolidate their market posi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ir
roles in information gathering and capability of algorithm implementation and data
analysis.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market characteristics and information power of
digital platforms has caused considerable doubts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to cases relating to data-driven digital platforms. It has also led sever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some countries to discuss and look into competition
law issues caused by platform information power.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cases,
the assessments of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are gradually carried out by compe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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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nch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EU) are the most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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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ies of the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countries, among which cases

The direction and concept of development of legal policy for th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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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relating to digital platform information power has not specified yet in the
domestic fair-trade legal system. Therefore,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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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berate the leading competition cases of data-driven digital platforms in the 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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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recent years, and simultaneously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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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s of international legal policy. These issues are discussed sepa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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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ing the fundamental types of restrictive competition, including monopol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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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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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 merger and concerted action, in particular to consider the direction and

After introduc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search, this thesis briefly explains the
definition and market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platforms in Chapter 2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power and digital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Chapter 3. Chapter 4 explores the problem of market definition of data-driven digital
platforms and then looks into the EU’s cases against Google’s abuse of market
dominance as a basis for a further discussion on law enforcement and regulatory
adjustments. Chapter 5 studies the selected EU’s digital platform merger cas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legislative development of German competition law and official
competition policy researches in Japan and Singapore, to indicate the key point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legal system and law enforcement. It also includes a
short discussion abo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ivacy/data protection issu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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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 Chapter 6 examines issues relat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lgorithms in digital platforms, especially the problem of tacit
collusion and the dilemma of law enforcement. It then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relevant legal policy researches in Germany and Japan as well as by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ver the impact of algorithms
used by digital platforms. Finally, the overall research is concluded in Chapter 7.
Key words：digital platform, online platform, big data, platform economy,
two-sided market, multi-sided market, information power, data competition, algorith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competition law, Fair Trade Act, competition policy,
privacy protection, G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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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人類透過科技持續不斷地研發，創造社會發展的各種可能性。而日新月異的
科技應用於人的生活，帶來生活品質的改善、工作效率的提升、商業模式的創新
或健康醫療的精進及便利等各項好處，也為人類帶來更大的想望與需求。研發者
著眼於人們源源不絕的期待，更專注於科技的改良創新，而發展出更多元、快速
與便利的應用技術或商業模式，不但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也帶來對於原有法制
環境的衝擊。數位網路技術的迅速發展，就具備這樣的特性。

政 治 大
加上行動載具技術精益求精，應用日益便捷簡單，使得整體行動網路應用人口大
立
數位網路相關商品服務市場，近年來因為行動網路速度及普及率急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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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增加。而行動應用程式(mobile application，簡稱 App)開發，在系統服務商有
意的推動策略下，多採用開放原始碼方式，讓行動應用程式得以由任何人參與開

‧

發，打破傳統的軟體授權開發的思維。更多具備不同經驗、背景、想法的 App
開發者可以發揮自身的創意、技術及對周遭需求的觀察力，創造出多元化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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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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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甚至進一步與各種創新的商業模式相互結合。這些創新的商業模式，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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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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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既有產業型態以及虛實界線，對於現有的網路甚至實體商務市場產生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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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於通訊技術的發達，通訊載具之間相互的溝通更加簡單而快速，再結合
網際網路的串聯，讓電腦網路與行動網路的優勢相互支持，創造出較過往強大的
應用。例如已發展多年的行動定位服務(location based service，簡稱 LBS)，就順
應這樣的發展趨勢，可結合的資訊及服務類型亦更加多樣化與普及化。此外，商
品與服務的銷售，從傳統的電子商務平台開始，到結合各項相關聯服務的智慧型
商務平台，逐漸打破單向產品提供的商業模式，開始結合使用者行為分析、定位
服務、社群推薦等各種資訊蒐集、分析與應用的技術。不但提供平台使用者更多
的選擇，也因為得以滿足使用者多元的需求，更能鞏固使用者的忠誠度，進一步
吸引更多的參與者，創造網路效應，而提高平台的影響力。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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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好的服務，只要能夠活用載具、網路以及資訊技術的串接，吸引足夠的服務
參與者，就有機會媒合更多的需求，持續創造新穎而貼近生活的商業模式，多元
的數位平台由此應運而生。
而成功建立多邊市場的數位平台，多能透過使用者於平台之活動。取得第一
手數據資料。並能進一步透過適當的數據整理、分析，將基礎的數據資料，轉換
成更有價值的市場資訊，運用於營運或行銷等策略，從前述的行動通訊及社群平
台之案例，可見一斑。平台甚至得以決定是否適度對外揭露資訊或隱而不顯，以
求得最大的利益。因此擁有強大資訊力的平台，若有效操作運用其營運所獲得的
資訊，無論是提高自身服務的能見度、牽制競爭對手的曝光度或操控對外提供的
資訊內涵等，對市場的競爭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以近期的案例為例，2017 年 6

政 治 大

月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簡稱「歐盟執委會」)對於 Google 於

立

其搜尋引擎服務，藉由控制搜尋結果，優先顯示自身產品與服務，而降低對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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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被搜尋到的排序，被歐盟執委會以 Google 濫用市場控制地位為基礎加以重罰。
而歐盟在 2016 年針對網路平台經濟政策之分析報告1當中，對於平台控制搜尋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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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導致的不公平競爭問題，亦有提及。尤其在擁有資訊的平台，刻意違背搜尋中

y

Nat

立性而讓使用者獲得非真實的排序，產生對市場競爭的不利益時，是否需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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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介入，已獲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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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資料大量蒐集、快速處理及利用的議題，在各類數位平台已是相當重要

n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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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的課題，並幾乎是要獲得一定市場地位皆必須重視與投入的關鍵。以共享經濟平
engchi U
台為例，2016 年 Airbnb 成立資料大學，對於所屬員工加強資料分析課程訓練，
提高資料分析能力。同時順應 AI 的發展，加入機器人學習技術，對大量且複雜
的資料進行分析。例如透過分析房東、房客及社群的相關資料，建立多樣的資料
模型，以利整體留客率及服務提升策略的建立。又例如係透過自然語言技術，擷
取房客評論資訊，建立顧客回訪傾向(Guest Return Propensity)之模型，進而獲得

1

Bertin Martens, “An Economic Policy Perspective on Online Platforms”, JRC Technical

Reports, Institute For Prospective Technological Studies Digital Economy Working Paper 2016/05,
European Commiss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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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東品質的分析資料，甚至進行不同年齡層房東特性及不同地區旅遊特徵的總和
分析2，有系統的強化服務品質，以強化顧客滿意度，吸引更多透過平台訂房的
消費者。擴大需求的市場，相對就能提升供給的市場，吸引更多提供優良房源的
房東利用平台。除此之外，平台不斷充實其資料科學團隊及與外部專家的合作，
希望可以建立一個「以資料為本的決策環境」，藉由數據應用能力的擴散，加速
Airbnb 平台整體營運的應變能力3。可見數位平台要強化資訊的應用，人才的養
成及外部資源的鏈結，亦為重要資源。而依據 2017 年 STR 針對 13 個國際市場
於 Airbnb 與飯店服務利用的分析報告4可知，單就於平台上架列出供消費者預訂
的房源數量來看，2016 年 11 月時 Airbnb 平台所上架的房源就高達 300 萬筆，
比當時剛合併而上架房源最多的 Marriott 國際飯店集團(Marriott International)的

政 治 大
有 100 多萬筆(約當時 Airbnb
立 總上架房源的 35%)，亦幾乎可與 Marriott 國際飯店

110 萬筆房源多了將近 3 倍。再精確分析，房源當中可與飯店房間相當，亦大約

‧ 國

學

集團相提併論，對於原來大型連鎖飯店市場已產生威脅5。

對於行動通訊及社群平台而言，大量個人資料的匯集可以說是其服務賴以發

‧

展的重點。社群平台的經營核心，在透過人與人之間的聯繫關係，建構逐步龐大

y

Nat

的人際網絡，並透過人群的聚集，再吸引能創造平台獲利的服務進駐，例如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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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購物或其他多元的應用服務。也就是說，在社群平台的競爭上，能夠建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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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維涓，Airbnb 如何提高留客率？星等不準，靠 AI 分析 4 百萬家民宿所有評論，才能找出

Ch

engchi

值得推薦的好房東，iThome，https://www.ithome.com.tw/news/119571

(最後瀏覽日：2018/02/05)

3

何佩珊，資料科學團隊規模 7 年成長百倍還不夠，看 Airbnb 如何提升整體數據實力，數位

時代，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7400/how-does-airbnb-create-data-driven-culture

(最後瀏

覽日：2017/12/26)
4

Jessica Haywood, Patrick Mayock, Jan Freitag, Kwabena Akuffo Owoo, Blase Fiorilla, Airbnb

& Hotel Performance-An analysis of proprietary data in 13 global markets, STR Inc, 2017, available at：
http://www.str.com/Media/Default/Research/STR_AirbnbHotelPerformance.pdf.
5

邱映曦(2018)，資訊力對於數位平台市場競爭之影響與國際競爭法制趨勢，銘傳大學追求

高教卓越國際學術研討會：法學新知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35~152，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2018.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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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固而多元的網路效應，創新求變以強化使用者忠誠度，是維持市場競爭優勢的
重點。成功吸引大量參與者的社群平台，逐步運用其各方使用者參與及大量資料
匯集的優勢，對於使用者於平台的活動，包括言論方向、使用習慣、點選資訊的
喜好、與應用程式的互動以及其他提供於平台的資訊，例如照片、影音、日常活
動消息、位址資訊等，進行各類分析，以推動平台服務的持續革新，並應用於行
銷及獲利的策略，甚至更深一層分析出使用者的社會定位、思維邏輯或政治傾向
等訊息。豐富的客戶資源及有價值的資訊累積，讓社群平台逐步自個人社會關係
連結的功能，逐步成為商業經營的重要工具。以社群網路市占率最高的臉書
(Facebook)為例，在 2017 年爆發劍橋分析擅用 Facebook 平台上使用者相關資料
進行政治傾向分析乙案，充分顯示出其平台上匯集之資料的應用價值。而其近年

政 治 大
用，讓其所能獲得之資料來源更加豐富。不但本次資料濫用案件引發各方討論，
立
來透過結合其他行動社群平台(如 Instagram)、通訊平台(如 WhatsApp)等行動應

‧

‧ 國

個案。

學

其與 WhatsApp 之結合案6，亦為歐盟近年著手探討大數據與競爭法議題的重要

而數位平台與使用者之間亦明顯處於資訊不對等的狀態。無論使用者是相對

y

Nat

弱勢的消費者，或是運用平台獲得經濟利益的事業，平台對資料的運用皆可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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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

其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不對稱且不透明的資訊，可能讓事業或消費者無法有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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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評估參進市場或參與交易的可能性及風險性。甚至無法確切掌握其主動或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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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給平台的資訊，將如何被應用。平台握有最優勢的資訊，若該資訊難以由外

Ch

engchi

界取得，且沒有其他可取代的市場資訊可供利用，亦將影響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
而若平台主動分析之資訊為自然人所提供，其蒐集、處理及利用之作為，與現下
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制已產生關聯；而若使用者為事業或組織，則其資訊被利用
的權利義務則尚無相對應之適當規範加以保障。前述 2016 年歐盟的政策分析當
中亦點出在平台資訊力影響市場競爭時，於競爭法制、消費者保護法制、以及資
料保護相關法制之間該如何相互搭配，彼此間是否有重疊或需要搭配調整之處，
皆有討論空間。

6

European Commission, “Facebook/WhatsApp”, COMP/M.7217, Brussels, Dated 03.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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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針對資料相關市場之競爭議題，最為具體者來自於歐盟執委會近年來所
處理之多項針對大型數位平台的執法個案，其中包括數位平台對市場地位之濫用
以及相關結合案例，並以結合案為大宗。由此衍伸出歐盟及其成員國與 OECD
晚近相關的研究內涵，與德國競爭法制的修法。再者，由於數位平台資訊力之來
源，除了大量而有價值的資訊匯集外，強而有力的演算法是促使平台得以快速、
大量而多元的取得資訊，並迅速而精確之分析與決策的重要工具，包括 OECD
以及德國、法國競爭主管機關，皆已開始關注演算法在競爭法制面向的影響。最
後，由於數位平台應用分析之資料當中，個人資料為不可避免地重要資料，包括
Facebook 或是 Google 等大型數位平台，都以使用者個人資料與行為分析為其重
要的資訊力來源。因此個人資料保護除了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保障外，在競爭法

政 治 大
看法，衡諸其對於數位平台競爭日益重要的角色，以及其議題國際法制政策討論
立
的執法，尤其結合案之評估當中是否應該被考量，在案例與政策探討上有不同的

‧ 國

學

的關注，故亦將列入本論文探討內涵。

本論文將以歐盟與數位平台服務涉及資料相關市場之濫用市場獨占地位及

‧

結合等代表性案例作為出發，探討資訊力在數位平台競爭環境可能扮演的角色、

y

Nat

對於市場競爭產生的影響以及對競爭法之規範適用或執法上可能產生的衝擊。並

io

sit

將針對國際主要法制變遷或相關法制政策方向之討論進行整理分析，包括資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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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引發的數位平台競爭相關議題、國際立法或法制政策變化及趨勢、演算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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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平台資訊力競爭的角色以及對競爭法制的影響等，對應我國現行法制與執法

Ch

engchi

相關原則內涵，提出未來國內競爭法制政策或執法原則可思考之建議。

第二節 研究範圍
本論文之研究主軸在大數據發展環境下，數位平台因為資訊匯集地位，以及
強大的演算及資料分析應用能力，獲取市場競爭的優勢或是強大的市場力，對競
爭法規範適用及執法產生的影響。以歐盟近年來相關代表性案例作為基礎，對於
實際個案的內涵，包括資料的屬性、類型、相關市場的情況以及執法機關於競爭
法相關法令適用及判斷等內容，進行萃取、整理及分析。並從數位平台的主要類
型、平台競爭與資料的關聯性、資料如何帶來市場力、如何進行市場的界定、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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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發展於核心之限制競爭議題，如市場獨占地位、結合以及聯合行為等相關議
題在法制面上如何評價、相關法制或配套的政策措施是否需要因應數位平台相關
市場關於資訊力之發展與影響進行必要的調適等。
由於國際法制在數位平台資訊力之議題上，除了德國於限制競爭法的修訂納
入了與數位平台多邊市場部分特性相關的條文外，尚未有其他國家或組織在法制
面有直接的修訂。另有部分國家針對數位經濟或大數據等議題以官方之角度進行
競爭法制政策面之探討。而相關官方研究在資訊力對於法制適用之討論、研究範
圍及可能採取之因應做法與積極度不盡相同。德國部分較為關注直接法制修訂的
需求、日本則主要以評估執法原則之調整為方向、新加坡部分則較為保守，以現
行法適用解釋為基礎，並對於發展中演算法相關議題持續觀察。然而，由於各國

政 治 大

關注的議題不盡相同，故各章節國際法制政策部分無法完全選定相同國家之法制

立

政策趨勢進行整理，故將就個別主題當中主要有哪些官方研究有相關法制政策討

學

‧ 國

論的部分納入。

此外，由於數位平台競爭相關議題眾多，本論文將專注於平台資訊力之於基

‧

本限制競爭法制及配套規範相關的問題探討，不涉大面向經濟議題的探究。另關

Nat

sit

y

於數位平台市場特性的部分，包括雙邊/多邊市場及免費市場之特性及各項競爭

er

io

議題部分，亦僅以涉及論文核心之資料驅動的數位平台競爭市場，在市場界定、

al

濫用獨占地位、結合處理原則及聯合行為判斷之討論有關之部分方予以帶入，以

n

v
i
n
Ch
使論文主軸明確，避免過度發散偏移。至於聯合行為章節，主要限縮至與數位平
engchi U
台資料蒐集、處理、大數據分析及利用相關的演算法議題為範圍，專注在數位平
台利用演算機制可能導致地相關勾結行為等對競爭法執法之影響，及未來法制面
向可探討之議題。至於至於數位平台在網路服務層面或演算法部分可能涉及之議
題，若與平台資訊力軸線關聯較低者，例如網路服務跨境之特性、跨域結合之執

法、演算法之專利授權及標準化及人工智慧整體之法制議題等，於本論文不列入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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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ㄧ、 文獻分析法
數位科技逐步演進，網路服務在近年來不斷帶來產業發展之變化與法令適用
的疑問及討論。而近年來國際組織及部分國家對於數位平台的發展及其所面臨的
法制面影響，有各類的探討。尤其對於大數據發展帶來的數位平台市場競爭之議
題，以及對競爭法規範與執法面向帶來的衝擊與啟發，更為晚近主要國家或國際
組織在競爭法之法制政策探究的重點。因此，本論文將蒐集國內外針對國際組織
或部分國家對於數位平台資訊力與競爭法相關法制政策研議及法制變動之資料，
佐以國內外之學術研究探討，就法制政策相關的市場面與法制面的討論進行文獻

政 治 大

分析。用以勾勒數位平台市場之特性及態樣，以及資訊力在數位平台相關市場競

立

爭所扮演的角色、對於相關法制面的影響及可能的發展的法制政策方向。

‧ 國

學

二、 案例分析法

‧

就數位平台服務及其資訊力之發展、應用所引發之爭議，國內外已有不同案
例出現。尤其數位平台資訊力競爭問題，無論在濫用市場獨占地位或是結合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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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近年來已有相當的案例做出決定。所涉及的數位平台亦多為市場上重要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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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例如 Google、Microsoft、Yahoo、Facebook、WhatsApp、Skype 等。為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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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目的，宜針對國際上發生具備指標性的案例整理分析，萃取出重要的市場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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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法制議題及執法意見，作為相關法制探討或法規調適探究的基礎。

三、 立法例及立法政策方向比較分析法
數位平台因為行動科技的變化，使得服務型態日益多元，不但具備地域特色，
亦存在跨國應用的特性。目前國際組織如歐盟，因為數位單一市場的政策發展，
對於數位平台的法制問題已開始探討。於本論文關注之競爭法制政策議題，雖然
於法制面直接的調整的部分，就論文撰寫現下，僅有德國已實際公布初步的修法。
然而，針對數位平台或大數據影響競爭法之議題，已有國際組織及部分國家從執
法機關的角度進行法制政策的研議，並提出目前研議的方向或看法。故本論文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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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蒐集德國修法內涵及主要國家就法制政策研議所提出的官方資料，進行整理分
析，並與我國法制現況相互比較，提出我國在執法或法制政策面想可以思考的建
議方向。

立

政 治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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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數位平台之定義及特性
第一節 數位平台之定義與基本型態
要針對數位平台資訊力對競爭法的影響進行探討，首先必須先確認本論文所
謂的數位平台指涉為何，以及其基本的型態。各國針對數位平台的議題，部分著
重在網際網路市場的議題，以探討網路平台(online platform)的發展與競爭關係為
核心。然而由於數位科技發展的迅速，網路平台所創造的雙邊或多邊市場之鍊結
關係，已不侷限於網路環境，而可以串聯到其他數位科技觸角可及應用範疇。數
位平台的競爭議題已不再侷限於網際網路的場域，包括網際網路、行動通訊、物

治
政
大
案相關的市場範圍。且本論文主要以平台資訊力作為探討之重點，資訊的累績、
立
分析與應用，並不以網際網路為單一的來源，而可能串聯各方的訊息，如行動定
聯網7(Internet of Things，簡稱 IoT)之鍊結，甚至資訊設備的研發等，都可能為個

‧ 國

學

位、行動通訊、IoT 相關設施等多元的管道。其資訊分析結果並可用於事業多元
的商業決策。因此，為能充分討論數位科技應用相關平台資訊力對競爭法影響的

‧

議題，本論文選擇採用數位平台(digital platform)的概念，涵蓋透過網際網路、行

sit

y

Nat

動網路等提供具備雙邊或多邊市場特性之平台8及其相關服務。當然，在發展的

io

er

趨勢以及案例的成熟度來看，網路平台的議題仍為探討的大宗。

al

n

v
i
n
Ch
已對於現有的產業市場及法制環境產生重要影響，值得予以關注。
engchi U

以下僅舉晚近較為受到關注的幾類平台為例，即可看出數位平台的發展趨勢

7

行政院 2016 年提出的「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將 IoT 的各項發展稱為「智慧聯

網」。本論文提及 IoT 的部分，主要在說明數位平台多元化的資訊來源，實體設備的透過感測技
術及網際網路形成連結與交換網路的情況，讓數位平台可以打破網路的藩籬，獲得更實際且多
樣的資訊。為使物物串聯的意象可以簡單的傳達出來，故於中文的翻譯部分仍採用直翻的「物
聯網」一詞。
8

邱映曦(2018)，數位平台市場大數據應用與競爭法—以資料演算法之於市場競爭為核心，

科技法律透析，第 30 卷第 5 期，頁 55~71，2018.05, 註 1,頁 5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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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享經濟商務平台
以晚近相當熱門之 Uber 叫車平台或 Airbnb 民宿平台為例，透過共享經濟的
思維，讓具備交通服務能力或可以提供住宿空間的人，得以藉由 App 服務將其
擁有的資源登錄。而需要交通工具或住宿的人即可透過此一平台找到距離自己最
近的交通工具，或預約適合的住宿空間。App 開發商將自己定位成一個資訊服務
平台，讓交通運輸或短期住宿的供給方與需求方透過無遠弗屆的網路服務找到彼
此。App 開發者的本意可能並非成為旅客運輸或是旅遊住宿的服務提供者，卻因
為免費而便利的平台服務吸引廣大的使用客群，而衝擊原有運輸及旅遊住宿的市
場。此類服務型態的創新，看似僅作為供需各方的媒介平台，藉由資訊服務取得

治
政
大
的界線，使得資訊平台服務的產業定性、市場定位以及對於相關產業管理、市場
立
競爭或消費者保護等相關法制適用以及是否應有法令管制的爭議，逐漸受到關注。
中間的服務費用而獲利。卻因衝擊原有的產業市場，並打破虛擬與實體商務活動

‧ 國

學

包括 OECD 在內，已有相關文獻針對新型商務型態的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法制議題加以討論。

‧

二、行動通訊與社群平台

si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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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因應行動網路的普及應用，行動通訊及社群軟體的應用也如火如荼的展開。
此類服務從單純用來聯繫的簡訊、影像傳輸等功能開始，走向社群服務，更進一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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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結合通訊、社群、媒體、影視、電子商務、數位內容交易、甚至電子支付等等

engchi

各類服務，讓不同需求的使用者於同一平台各取所需。平台(以 Facebook 為例)
並得以讓使用者透過軟體機制對於相關資訊表達喜好，包括簡單的按讚、貼上表
情符號或是直接對於相關資訊進行即時評論，甚至將所喜歡、認為重要、新奇的
資訊廣為轉發，提供給親朋好友，使之成為資訊傳遞甚至廣告的媒介，充分的多
角化經營，使得此類服務的市場定位更加複雜。以 Line 平台為例，原係一個創
新可愛的通訊軟體，透過手機 App 逐漸普及於大眾，並透過使用者的聚集，及
相關服務 App 的開發，從原有的簡訊通訊、網路通話，到提供類似結合部落格
與社群的個人動態主頁、每日新聞入口平台、商務的官方帳號、商品交易、貼圖
或主題等數位內容創作與交易平台。再進一步演變到 Line Pay 電子支付工具、
10

DOI:10.6814/DIS.NCCU.LAW.001.2019.F10

電子票證的結合、甚至 Line TV 的影視串流服務等。其所涉及的服務市場已不僅
是電信通訊服務，甚至社群平台、電子商務、電子金流、數位影視等市場皆已觸
及，成為綜合性的數位行動網路平台。行銷策略當中，有讓使用者透過任務的達
成或是商品的購買獲取點數(Line Points)，吸引使用者下載可以用帳號相連結的
遊戲軟體並參與遊戲的進行，或連結到可以賺取點數優惠的合作商店進行購物，
再運用 Line Pay 與點數支付費用。除了是對於合作軟體或廠商的廣告外，可以
讓使用者的資訊串接到平台以外的其他軟體，形成軟體應用的橫向串聯。並且透
過使用者運用點數、Line Pay 之情況以及使用者點選其他服務或新聞的紀錄，獲
得對於個別使用者的行為資料，作為資訊分析、統計、發送或改善及開發新服務
的基礎9。

治
政
三、行動應用程式平台
大
立
‧ 國

學

快速優質的網路傳輸、不斷精進的行動載具以及琳瑯滿目的行動應用程式，
是行動網路發展不可或缺的元素。而行動載具運作需要選擇其所要應用的作業系

‧

統，例如 Android、iOS 或 Windows 等10。佔有市場先機的系統開發商亦針對作
業系統的程式特性，個別建立了搭配作業系統的專屬 App 應用程式交易的平台，

y

Nat

sit

如：Google Android 系統的 Google Play 平台或蘋果公司 iOS 系統的 Apple Store，

er

io

作為應用程式開發上架及消費者選購的媒介。智慧型載具製造商雖多，但各家廠

al

v
i
n
Ch
以吸引偏好特定作業系統的使用者選購其產品
U
e n g c h。i尤其相關行動作業系統皆搭配強
n

商為了讓自己所開發的載具備一定的市場性，多半選擇應用客群較廣的作業系統，

大的雲端服務，使用者幾乎可以透過一組電子郵件帳號與雲端連結，即可在相同
作業系統的載具間暢行無阻。如此便利的連結，亦使得個別消費者對作業系統的
忠誠度提高，促使載具製造商必須顧慮市場需要，更加強化對於高市占率作業系
統的選擇。作業系統的市場逐步集中在高市占率的系統提供者，連帶也讓應用程

9

LINE Corporation, LINE 隱私權政策，https://terms.line.me/line_rules?lang=zh-Hant (最後瀏

覽日：2018/10/10)
10

Statecounter GlobalStats, Mobile Operating System Market Share Worldwide-September 2018,

http://gs.statcounter.com/os-market-share/mobile/worldwide (last visited at October 10, 201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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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開發以及應用程式平台的使用產生集中化的趨勢。雖然與作業系統相容的軟
體也可以從開放網路中下載，但是直接下載未經平台審查過的軟體相較於在作業
系統商設置之交易平台上的軟體可能有較大的資訊安全風險，因此絕大多數的使
用者幾乎別無選擇僅能於作業系統商所提供的平台上下載所需要的 App。程式開
發者若想要提高軟體的能見度與下載率，勢必要選擇將 App 上架於較具優勢的
交易平台，接受平台的各項遊戲規則，當然也包括訂價機制。
作業系統開發者也不乏同時也是行動載具製造商，例如美國蘋果公司開發的
行動載具搭載其專屬作業系統、應用程式平台，在全球各的都有非常龐大的用戶
群。根據美國 IDC 的統計，2018 年 9 月份統計國際主要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的
市場占有率，以 Google Android 系統為最大宗，有 76.61%的市場占有率，第二

政 治 大

名即為蘋果的 iOS 系統，具備 20.66%的市場占有率11。此差異主要應該是蘋果

立

iOS 系統僅能用於其所開發之硬體設備，而 Android 卻開放給不同載具開發商之

學

‧ 國

故。姑且不論 Google 與 Apple 的營運策略何者為是，兩個作業系統的全球市占
率就已經超過九成，似乎已可以算是一個寡占的市場。個別 App 開發者很難無

‧

視兩個作業系統的影響力而不在限定的 App 平台上架軟體。作業系統開發商在

模式，亦被認為係對現行競爭法制的挑戰。

er

io

sit

y

Nat

App 交易平台的競爭優勢，以及在其系統上固定搭配特定瀏覽器及 App 的運作

四、電子(數位)商務平台
a

n

iv
l C
n
hengchi U
數位平台當中最早發展的基礎，當推電子商務平台，針對特定種類商品銷售
為基礎的單一虛擬商店，到百貨型的綜合購物平台，再到提供開店所需服務的開
店平台、個人也可以買賣的拍賣平台等。多年的發展使得部分平台在特定商品類
型或地域具備高度的影響力及市場控制力，當然也因此對於特定市場的運作規則
產生一定程度的制約，不但影響其他競爭者的市場參進，也連帶影響到消費者的
權益。以電子書市場的案例為例，Amazon 可以說是美國電子書市場最主要的平
台，在廣大書籍市場當中已具備絕對的市場地位。其影響力甚至可以影響到美國

11

Id.
12

DOI:10.6814/DIS.NCCU.LAW.001.2019.F10

電子書的訂價，而使得想要參進電子書市場的蘋果公司，必須透過與五大出版商
合作，用訂價策略以及優惠條款試圖突破 Amazon 的市場優勢。此即為著名的蘋
果 e-book 聯合行為訴訟案，引發美國法界與學界對於競爭法聯合行為判斷標準
的討論，以及在面對與科技密切相關的市場時，是否應該因為市場的獨特性，某
程度允許價格的聯合等各項爭論。

五、搜尋引擎平台與智慧服務平台
搜尋引擎如同電子商務平台一般，亦屬於數位平台類型中發展較早且較為成
熟的平台服務。自 1900 年於學術領域第一個發展出來的 Archie 搜尋引擎開始，
各類搜尋引擎逐步出現於開放網路的應用領域，直到 1998 年前後 Lycos, Yahoo,

政 治 大
隨同各家競爭策略、技術以及服務創新的發展，Google
搜尋引擎至 2018 年 10
立

Google 等大型的搜尋引擎進入市場，方有具備市場領導地位的搜尋平台出現12。

‧ 國

學

月在全球市場已取得 92.74%的市場占有率13，與排名第二位之 Yahoo 搜尋引擎
的 2.32%市場占有率已呈現極為遙遠的差距。而搜尋引擎最重要的競爭元素即在

‧

於其對搜尋演算法的研發與不斷精進，使其得以憑藉強大的資料蒐集、整理、排
序與分析的能力，有效的向使用者提供日益精確且有規則排列的搜尋結果，藉此

y

Nat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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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基。

sit

吸引更多人對平台的利用。再藉由人潮以及資訊聚集的優勢，創造廣告服務發展

i
n
U

v

智慧服務平台則可以說是進一步聚焦於特定目的的搜尋引擎，納入針對商品

Ch

engchi

服務進行價格、品質或規格比較之網站的營運概念，所形成的服務。以提供旅遊、
住宿相關比較資訊之網站或 App 服務為例，智慧服務平台運用演算法即時取得
網路上個別旅遊或住宿銷售平台對於特定交易標的現下的價格，讓消費者無須自
行造訪各家網頁，即可以經濟實惠的價格購買到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務。此類平台

12

Inge Graef, EU competition law, data protection and online platforms-data as essential facility,

(2016), at10, The Netherland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B.V
13

Statecounter GlobalStats, Search Engine Market Share Worldwide-October 2018,

http://gs.statcounter.com/search-engine-market-share (last visited at November 27, 201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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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結合與旅遊、住宿相關的資訊，例如地圖、交通、真實旅客評論等內容，透
過簡單的篩選機制，便利使用者搜尋到適合的標的，提高購買率。因此，是否能
夠符合特定領域的需求，提供最精確且適合消費者各方期待的資訊服務內涵，為
此類平台競爭的關鍵。有研究認為某些智慧服務平台，相較於前述沒有限制資訊
範圍的搜尋引擎而言，有垂直整合相關資訊的特色，(如 TripAdviser 提供整合性
的旅遊資訊)，故將此類平台歸類為垂直型搜尋引擎(vertical search engine)，電子
商務平台某程度而言亦為具特定目的的垂直型搜尋引擎。而前述未限制搜尋範圍
的搜尋引擎，則能夠對資訊作較為地毯式的水平搜尋，因此歸類為水平型或全面
式搜尋引擎(horizontal search engine)14。

第二節 數位平台之市場特徵
治

立

政

大

數位平台按其服務特性，基本上具備雙邊市場或多邊市場之本質。其擁有網

‧ 國

學

路經濟的特質以及能夠對所處市場產生破壞性創新與競爭的優勢，使得傳統市場
界定的標準以及市場地位的評估，將因此需要針對數位平台市場的競爭議題重新

‧

思量15。本論文主要著重於資訊力在平台競爭的角色、其在競爭法上的評價與對
現行法制可能的影響，並不以探討數位平台雙邊或多邊市場整體競爭議題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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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sit

故對於雙邊或多邊市場本身的競爭議題將不作探討。僅對其主要內涵作簡單的介

n

al

i
n
U

訊力帶動市場力議題較有連結的市場特徵摘要整理。

Ch

e

ngch
一、數位平台為雙邊或多邊市場

i

er

io

紹，以作為探討平台資訊力對競爭影響之背景資訊。同時選擇平台特徵當中與資

v

數位平台與一般單邊市場的事業形態之差異，在於其在數位經濟環境當中主
要扮演中介者的角色，運用其服務連結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的用戶族群。以搜尋
引擎平台為例，其功能在透過演算法的設計協助平台使用者搜尋到所需要的資訊。
搜尋功能愈強大精確，愈能吸引更多使用者利用其服務。同時，平台也透過其搜

14

Inge Graef(2016), supra note 12, at 10

15

Inge Graef (2016), supra note 12, at 7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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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引擎的特色，對事業提供關鍵字廣告的服務，讓使用者鍵入特定關鍵字時，搜
尋結果即會同時列出與關鍵字有關的廣告以及其他非廣告的相關訊息，讓使用者
以及事業可以透過關鍵字搜尋結果產生未來交易的可能性。電子商務平台主要則
是作為消費者以及商品供應商的中介角色，並以消費族群的聚集作為基礎，吸引
廣告商或廣告主的投入。其他如社群平台、共享經濟平台或是行動應用程式平台
等，亦都按其服務設定的目的與內涵，建立出不同群體之間的聯繫。而成功的平
台必須發現族群之間可能產生的連結，並運用策略強化連結關係，方有助於形成
及維持一個得以持續運作的生態圈，此部分即涉及數位平台市場特徵之一的「網
路效應」。

二、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

政 治 大
網路效應或稱網路的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白話而言，就是指使用者
立

‧ 國

學

對於特定商品或服務的利用，如何影響該商品或服務對於其他人的價值16。一般
而言區分為「直接網路效應」(direct network effect)與「間接網路效應」(indirect
17

。而所謂直接網路效應，所指的是針對特定商品或服務使用者

‧

network effect)

之增減，連帶影響該商品或服務對於其他使用者的之價值。以社群平台為例，其

y

Nat

sit

平台經營的核心價值在人際關係的串聯，平台若能吸引更多使用者參加，對於原

er

io

先的使用者而言，該平台的價值亦會因此提高。因此個別使用者可能透過邀請親

al

v
i
n
C h 以及晚近與通訊服務結合的
社群平台的價值。從 Facebook、Twitter
Line 平台之
engchi U
n

朋好友參與平台，並逐步將彼此所認識的其他朋友拉進社群生態圈，以正向提高

發展可見一斑。B2B 電子商務平台則可能出現相反的狀態，基本上在 B2B 平台，

供應商會希望同類服務參與平台的數量愈少愈好，方能增加其締約的機會，因此

16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10th May, 2016，

http://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doc/reportcompetitionlawanddatafinal.pdf

(last visited at

November 29,2018) at 27
17

針對 direct network effect 及 indirect network effect 之中文用語，亦有按其個別之特性，採

用同邊網路效應及跨邊網路效應者(陳威如/余卓軒，平台革命，商周出版，2013 年 11 月初版，
頁 56~60)，本論文採用英文直翻之用語。
15

DOI:10.6814/DIS.NCCU.LAW.001.2019.F10

平台上具水平競爭關係的使用者增加，對於原始的使用者而言反而形成負向的效
應。
間接網路效應相對於直接網路效應，則是探討不同群體之間的影響力。亦即
數位平台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對一方使用者群體的價值，受到同一平台其他使用
者群體之數量或參與度的牽引。同樣以社群平台，尤其是 Facebook 為例，免費
註冊之使用者規模擴大，為 Facebook 帶來了提供其他多元服務開發及相關費用
收取之機會。例如因為使用者的聚集，提高了 Facebook 平台對廣告主的價值，
使得 Facebook 可以從目標性廣告服務獲得可觀的商業機會。以電子商務平台為
例，平台聚集愈多的消費者，對於商品供應商而言該平台就愈具備參與的價值，
因此可以吸引更多供應商與平台簽約供貨，或吸引更多廣告主購買廣告空間。相

政 治 大

對而言，因為供應商增加，使得商品種類及價格選擇更加多元，亦會提高電子商

立

務平台的價值，吸引更多消費者參與或回流購買。

‧ 國

學

直接或間接網路效應在不同平台的展現有別，彼此之間並不互斥，也有同時
存在的可能性。例如前述社群平台，社群使用者群體的擴張，就同時提高了該平

‧

台對社群使用者及廣告主的價值，形成直接及間接的網路效應。然而，間接網路

Nat

sit

y

效應的存在不一定對於相關群體產生相對的價值提升關係，而有「正向效應」

er

io

(externalities positive)與「負向效應」(negative externalities)的區隔18。以同樣社群

al

平台之使用者數與廣告服務的關係來看，可以知道使用者數的提升對廣告主而言

n

v
i
n
Ch
是有價值的，但社群平台吸引太多廣告主參與或販售太多廣告空間，未必會提高
engchi U
使用者對平台價值的認定。因此數位平台網路效應的判斷，須以個案作為基礎
19

。

18

David S. Evans & Richard Schmalensee, Markets with Two-Sided Platforms, 1 issues i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2008), at 679
19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2016), supra note 16¸ at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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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台多棲(multi-homing)20
平台多棲係指使用者利用複數之平台以獲取相同或相類的服務。此一現象在
部分數位平台市場上為常態性的存在，尤其在市場上相類服務不只一個提供者時，
更容易發生。例如，電子商務平台的消費者，通常較少固定於單一電子商務平台
消費，而可能為了獲得較優惠的價格或其他促銷福利，而於不同平台下訂單。需
要搜尋服務的消費者，可能為了獲取最符合自身需要的搜尋結果，而同時使用多
個搜尋引擎。行動通訊或社群平台的使用者，可能因為連線品質或親朋好友使用
習慣的差異，同時下載不同的即時通訊 App 或註冊不同的社群平台等。
數位平台之使用者是否會採取平台多棲的作為，以及其多棲的程度，基本

政 治 大
取的結構及價格的高低 。不同類型之數位平台，其使用者要轉換利用其他平台
立
上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1. 轉換平台的成本（switching cost）及 2. 平台費用收
21

‧ 國

學

所需要負擔的成本並不相同。轉換成本愈低，使用者愈容易產生平台多棲之情
況，且所應用的平台數量也可能較多。相反，若轉換成本較高，則使用者對特

‧

定平台利用的黏著度也會提高，但並不代表不會出現平台多棲之情形，也許僅
在個案上有轉換程度的差異。以前述搜尋引擎及電子商務平台來看，一般而言

y

Nat

n

al

er

io

sit

屬於轉換成本較低的數位平台，除了其服務提供多為免費之外，使用者對於上

20

i
n
U

v

Multi-homing 一詞於國內尚未形成統一或約定成俗的翻譯，而因所處之文章內涵或研究

Ch

engchi

領域而有不同的譯文，本論文由於以數位平台資訊力做為探討核心，所涉及者為平台使用者時
常同時應用不同數位平台服務的情形，因此採用「平台多棲」以表達與論文內容較為適切的意
涵。相關論文有陳志民，大數據與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公平交易季刊，第 26 卷第 3 期(2018), 頁
10，將網路使用者針對相同目的使用不同的搜尋平台之 Multi-homing 翻譯為「多點連結」。其
他翻譯如：平台相關經濟議題討論有翻譯為「多棲性」、「客戶多棲」、「多棲行為」等用語；
資訊應用領域關於串流控制傳輸協定(SCTP)相關文章則有翻譯為「路徑多宿」、「多宿性」、
「多歸屬」等用語。
21

Book of

Justus Haucap, A German approach to antitrust for digital platforms, Address at Conference e
the Second Annual Antitrust and Competition Conference (Apr.19~20)

https://research.chicagobooth.edu/stigler/events/single-events/antitrust-competition-conference-digitalplatforms-concentration (last visited November 29,2018) ,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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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平台的應用相較於社群平台必須仰賴人際連結，搜尋引擎及電子商務平台則
是比較個人、非固定且不連續的利用需求，因此使用者轉換平台沒有特別需要
負擔的成本。轉換容易的平台也代表個別平台相互的替代性較高，通常情況認
為有可能降低事業的市場力。
行動通訊及社群平台相對於搜尋引擎及電子商務平台而言，則屬於轉換成
本較高的平台。因為目前行動通訊平台，尤其是時下熱門的通訊 App，使用者
若要與他人相互聯繫，必須對方亦具備相同的軟體並擁有註冊帳號，相互加入
朋友或群組，方可進行後續的訊息傳遞與通話。甚至利用部分通訊軟體提供之
動態消息功能進行資訊、意見或生活動態的分享及互動。社群平台亦如是，使
用者必須讓親朋好友都加入特定平台方能享受社群平台所帶來的互動價值。故

政 治 大

此類平台雖然多數亦是提供免費服務，使用者若要轉換平台，仍然必須負擔重

立

新建立使用者群體等人際關係的成本。因此，即使平台之服務有所轉變，使用

學

‧ 國

者要立刻轉移到其他平台的可能性或速度相對較低。不過，由於單一使用者可
能同時隸屬或與不同族群相關聯，故隨同所屬不同族群同時利用複數平台亦為

‧

可能，因此事實上還是可能存在平台多棲的情形。

Nat

sit

y

使用者於特定平台長期經營或累積的價值，亦為轉換平台可能產生的成本。

er

io

例如，網路拍賣平台或開店平台之賣家，於特定平台長期累積良好的評價，對

al

消費者已形成間接網路效應。若直接轉換到其他平台，則必須重新建立自己的

n

v
i
n
Ch
信譽 ，方能建構與新平台消費族群的信賴關係，故拍賣或開店平台商譽的建構
engchi U
與累積，是平台賣家轉換平台必須擔負的成本。
22

此外，資料的蒐集在數位平台之利用上亦可能增加轉換的成本23。因為常用
的平台通常累積較多關於使用者的資訊，例如時下電子商務平台為了對消費者
提供便利的訂購服務，可能會記錄消費者購物時曾經鍵入的地址資訊，以供消
費者下次購物時直接匯入訂單；部分平台並提供常用付款方式的登錄，例如使

22

Id.

23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2016), supra note 16¸a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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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6814/DIS.NCCU.LAW.001.2019.F10

用者可以註冊特定信用卡卡號作為使用該平台的支付工具，下次消費僅需直接
點選付款，而無須拿出實體信用卡等。國內目前推行電子發票載具服務，使用
者另可於電子商務平台登錄電子發票共通載具的號碼，便利電子發票的開立及
對獎。平台亦會保留個別使用者的瀏覽紀錄及訂購紀錄，不但可以便利使用者
後續的搜尋，更可以依循其對個別使用者消費傾向的分析，提供客製化的推薦
資訊等。平台對特定使用者擁有的資訊愈多，愈可以針對使用者提供便利甚至
專屬的服務，而平台對使用者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管理與保護的品質，隨著時
間的累積，亦會逐步加深使用者對其的信賴度。使用者若要轉換至其他平台，
則可能需要重新建立這些資訊以及觀察平台於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及資訊安全
上的實行，相對提高了使用者的轉換成本。

政 治 大

使用者轉換成本可以影響或限制使用者利用其他類似數位平台的頻率或比

立

例，甚至形成服務的鎖定(lock-in)24，讓使用者因為轉換成本過高而僅能選擇維

學

‧ 國

持現有平台或技術的利用。若平台服務為免費時，則會讓消費者將對價格轉換
成本的關注，轉移到與品質相關的成本25。包括前述社群連結關係、信譽評等、

‧

個人資料保護、資訊安全等，皆為品質層面的考量。然則，在資訊相關的數位

y

Nat

平台市場，平台多棲的現象未必會直接對以資訊為競爭基礎的市場產生市場力

平台資訊力的獲取、維持或展現產生影響。

n

al

四、動態市場(marketCdynamics)
h

engchi

er

io

sit

的撼動，除非終端使用者對於特定競爭平台的利用頻率足夠頻繁，方能對個別

i
n
U

v

數位平台為數位與網路科技應用下的產物，伴隨科技的研發、創新與應用，
新的商業模式或服務型態可能會弱化甚至取代目前市場參與者的市場地位。除非
目前的市場參與者具備與時俱進之研發創新能量，時刻掌握市場脈動，取得發展

24

Inge Graef (2016), supra note 12, at 40

25

Id. at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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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機。著名的數位平台市場地位的變動，例如 Yahoo、Lycos 或 AltaVista 等平
台被 Google 所取代；以及 Facebook 在短短幾年內取代 MySpace 等26。
新事業參進或擴展之困難度與市場動態競爭的程度有其關聯27。歐盟執委會
針對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簡稱
TFEU 或「歐盟條約」)第 102 條(舊歐體條約第 82 條)規定所提出之指導說明28指
出，擴張或進入市場的障礙可能有多種類型，包括法律障礙、具支配地位之事業
所享有的利益，如規模或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對於基本輸
入(essential inputs)或自然資源的使用特權、重要科技或既有銷售網路等。其亦可
能包括成本或其他阻礙，例如因網路效應導致的阻礙、消費者轉換到新供應商而

政 治 大

面臨的阻礙等。具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其本身的行為亦可能形成市場進入障礙，
例如該事業進行了一個其他市場參進者或競爭者必須能夠與之匹敵的投資、或該

立

事業與消費者已簽訂具有可觀之封鎖效果的長期契約。而持續性的高市場占有率

‧ 國

學

可能表示進入及擴張市場障礙的存在。

‧

影響數位平台市場參進甚至形成參進障礙的因素，按照前述歐盟執委會之指
導說明為基礎進行初步的整理，法律限制的面向可能會因為平台經營的內涵及區

Nat

sit

y

域而有所不同。不過涉及到數位平台營運所需要的使用者個人資訊內涵，若落入

er

io

各國個人資料保護法限制之範圍，而該資訊屬於該平台所處市場競爭的重要甚至

al

關鍵資料，則個人資料法制可能成為市場進入或擴張的阻礙。其他阻礙可能包括

n

v
i
n
Ch
相關技術、演算機制或商業模式之研發或建置之能力與費用、經營所需要的有形
engchi U

資產、初步吸引潛在用戶的行銷費用、蒐集或取得經營所需關鍵資料的成本或可
能性等。能夠協助新興數位平台選定多邊市場的目標族群，短時間之內建立得以

26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2016), supra note 16¸ at 29

27

Id.

28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 Guidance on the Commission's enforcement

priorities in applying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to abusive exclusionary conduct by dominant
undertakings (2009),OJ C45/7, par.17; 中文翻譯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 2009 年委託翻譯之中文譯文，
部分文字微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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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形成網路效應的資訊，或是在以資料本身為核心商品或服務的平台，其營運
所需之基本資料等，則為數位平台市場參進所需關鍵資料之事例。其取得之可能
性以及取得所需要之成本，皆可能對潛在新興事業之參進產生影響。
而動態市場的特性，實際上與數位平台的市場參進是否容易，也就參進障礙
(barriers to entry)的高低有相互的影響。以 Facebook/WhatsApp 的結合案為例，歐
盟執委會針對消費者通訊服務平台市場分析時，即認為消費者通訊 App 的參進
障礙很低，屬於快速變動市場。事業即便於此類市場透過網路效應的加持，取得
市場的領導地位，無論其已達到多大的規模，新進參與者威脅仍然會持續存在，
並非絕對無法取代。是故部分大型平台可能採取併購新興參進事業或潛在競爭事
業的方式，以收攏創新服務態樣，並降低市場競爭的威脅。或可能採取控制市場

政 治 大

參進必要資源的取得(如必要關鍵資料)，提高市場參進的困難度。因此參進障礙

立

與動態市場特性關係密切，於個案上必須謹慎判斷。

‧

‧ 國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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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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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chi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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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訊力與數位平台競爭之關聯
第一節 平台資訊力之定義與形成
隨著數位網路以及行動通訊的迅速發展，「大數據」(Big Data，亦稱「巨量
資料」，本文統一採用直譯「大數據」)的應用近年來已成為數位經濟活動不可
或缺的一環。其應用不但讓許多新創數位商務活動得以出線，更因為超乎想像的
資料匯集以及將巨量資料快速鏈結與分析的能力，讓其在商業應用的影響更不容
小覷。尤其在資訊流急遽重要的數位平台相關市場，大數據應用更能幫助平台建
立足以影響市場的資訊力(information power)，而雄厚其市場地位。以 Google 為

治
政
大
衛星定位等各項技術與服務，編織出日益龐大的資訊網，使其無論在搜尋引擎、
立
行動服務系統、瀏覽器等各類數位平台相關服務皆取得國際性的市場支配地位。
例，其透過使用者單一帳號連結多元服務方式，成功結合網際網路、行動通訊及

‧ 國

學

再如以網路社群平台出發的資訊服務當中，國際市占率最高的 Facebook，近年
來亦不斷透過結合其他行動社群媒體(如 Instagram)、通訊媒體(如 WhatsApp)等

‧

行動應用，強大其資訊來源及市場影響力。

y

Nat

sit

數位平台資訊力的展現既然與大數據的應用息息相關，若要對於「平台資訊

er

io

力」
提出一個適當的定義，從大數據的特性著手應為適當的切入點。2014 年 OECD

al

n

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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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資料的量(Volume)、多樣性(Variety)與速度(Velocity)
e n g c h i U 。然而，單純大量、多元

針對資料驅動創新發展的期中研究報告當中將大數據基礎特性綜整為 3V，亦即
29

而快速蒐集的資料，在未經處理、分析之前，尚無法對於數位平台的市場狀況以

及競爭策略的形成產生利用的價值。因此有論者認為，應該將透過大數據分析
(Big Analytics)產生的資料價值(Value)納入，而將大數據特性以 4V 呈現30，較為

29

OECD, Data-driven Innovation for Growth and Well-being: INTERIM SYNTHESIS REPORT,

October 2014, https://www.oecd.org/sti/inno/data-driven-innovation-interim-synthesis.pdf (last visited
May 30, 2018)
30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 (2016), Big Data And Competition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16; 陳志民，大數據與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公平交易季刊，第 26 卷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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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2016 年 Andrea De Mauro 等學者則綜整了大數據之定義，認為大數據就是
「一種以大量(High Volume)、高速(Velocity)與多樣性(Variety)為特徵的資訊資產
(information asset)，其必須透過特定的科技以及分析分法將其轉換為價值(Value)」
31

。而其中「量」、「速度」與「多樣性」系針對資訊特徵的描述，「價值」則

是在描述資訊透過轉換的過程產生對於事業或社會的價值而言32。而本論文所探
討的平台資訊力，著眼於大數據分析應用後對事業之市場決策與競爭的影響，資
料價值的產生有其重要性，故將採用 4V 的歸納，作為大數據特性探討的基礎，
部分文獻並稱為大數據價值鏈(Big Data Value Chain)。
因此，在本論文的脈絡下，「平台資訊力」(簡稱「資訊力」)可以定義為數
位平台利用其資訊匯集地位與數據快速蒐集、處理的技術優勢，透過有效之分析

政 治 大

及決策資源的投入利用，將大數據分析結果活用於市場經營策略，以取得一定市

立

場影響或優勢地位的力量者。要探究平台資訊力是否形成，必須自大數據價值鏈

學

‧ 國

當中分析尋找，因此亦須了解價值鏈各環節的內涵。

‧

一、巨量的資料(Volume)

y

Nat

數位技術的發展讓資料可蒐集與儲存的數量與日俱增，除了已發展成熟的網

io

sit

際網路相關應用及寬頻網路外，行動網路以及可搭配應用的行動載具、連網設備、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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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 相關技術與感應技術的日益精進33，民眾對於數位網路應用於生活的接受度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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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33(2018)，針對本書提及之 4V 整理為巨量的數據集、快速與即時的數據處理技術、數據多
元性以及高數據價值。與本論文之整理略有不同，亦可參酌。
31

Andrea De Mauro, Marco Greco, Michele Grimaldi, (2016) "A formal definition of Big Data

based on its essential features", Library Review, Vol. 65 Issue: 3, at 122-135,
https://doi.org/10.1108/LR-06-2015-0061 (last visited at June 8, 2018)
32

Id. at 130~131

33

OECD(2015), Data-Driven Innovation: Big Data for Growth and Well-Being, OECD

Publishing, Paris (2015) , at 135~143,
http://www.keepeek.com/Digital-Asset-Management/oecd/science-and-technology/data-driven-innovat
ion_9789264229358-en#.Wl7UoqiWZRY (last visited at June 1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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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應用度逐年提高。再加上個別數位平台服務之間的相互串聯日漸便利及頻繁，
更使得平台可以獲得的資料更加豐富而即時。根據思科全球雲端指數(Cisco
Global Cloud Index)於 2018 年 2 月針對 2016~2021 年全球資料中心及雲端基礎 IP
的流量分析及預測白皮書觀之，全球資料中心的年度數據流量於 2021 年將會達
到 20.6 皆位元組(zettabytes，簡稱 ZB)，相較於 2016 年之年度數據流量 6.8ZB
將有巨幅的成長。預測全球資料中心 IP 的數據流量於未來五年將成長三倍，從
2016 年到 2021 年的複合成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簡稱 CAGR)將達
25%34。足見未來數位平台可以取得並加以運用的資料數量，將十分可觀。
OECD 於 2014 針對資料如何促進創新的相關研究當中，將資料價值鏈(data
value cycle)定義為五個環節—資料化及資料蒐集(datafication and data collection)、

政 治 大

大數據、資料分析(含軟體以及技能)、知識基礎(knowledge base)以及決策(decision

立

making)35，並於 2015 年正式報告當中簡化為資料化及資料蒐集(datafication and

學

‧ 國

data collection)、資料分析與軟體(data analytics & software) 以及決策(decision
making)三個環節。其中資料化與資料蒐集可以說是驅動後續資料分析及演算，

‧

並促使決策形成的基石。而所謂資料化，即係指透過行動或固定網路的應用將實

y

Nat

體世界的眾多活動轉化為可以處理與量化的數據36而言。相較於蒐集僅由使用者

io

sit

直接於網路上輸入提供的資料，資料化的資料實際上讓數位平台可以取得與分析

n

al

er

的資料拼圖更加大量而完整，對於市場全貌的掌握亦將更為清晰。我們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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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科技發展導引而出的巨量資料成長，是資訊力建構的基礎。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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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2018), Cisco global cloud index: Forecast and methodology,2016-2021, at 3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collateral/service-provider/global-cloud-index-gci/white-pape
r-c11-738085.pdf (last visited at June 14, 2018)
35

OECD(2014), supra note 29, Box5, at 23

36

OECD(2015), supra note 33, at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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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的高速處理(Velocity)
蒐集的大量資料必須經過處理的過程方能成為有意義的資訊。而在大數據的
發展下，資料的速度涵蓋資料匯集、接取、處理以及分析速度的大幅提升，部分
情況下，甚至達到即時(real-time)的程度37。快速且即時的資料處理與分析，對於
消費者而言，有助於立即掌握自身所在環境的相關資訊，協助其迅速作成生活上
的各項決定。以目前普遍於行動載具應用的 GPS 定位相關服務為例，使用者通
常希望透過行動定位機制搭配地圖或相關 App，即時獲得所在地的資訊以及可能
獲得的服務，如飲食、住宿、景點或是加油站、便利商店等資訊。包括所欲前往
之地點說明或店家於該時段的營業情況、訂位狀況或剩餘座位、房間數或空間等

治
政
大
備立即並精確處理及反映資訊的能力，方能彰顯其價值，而能獲得更多使用者的
立
青睞。
資訊，以利作成行程的決定。因此，與行動定位搭配的相關軟體或服務，必須具

‧ 國

學

對於事業而言，資料的高速處理則能夠協助組織即時掌握與影響市場相關的

‧

各項資訊，作為市場策略擬定的基礎。例如事業可以透過大數據技術等相關演算
機制，即時取得與其業務發展相關的政治、經濟、環境與人文的現時變化，並透

y

Nat

sit

過大量資料的分析，取得對未來變化趨勢的即時預測(nowcasting)。相較於未利

er

io

用大數據分析應用的競爭者而言，可以佔得資訊的先機，率先因應可能的變化而

al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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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賴於自動化機制的採用，包括機器學習以及各類演算法的應用者是。事業並可從
engchi U
n

獲得市場競爭的時間利益，亦為資訊力影響競爭的展現。而處理速度的提升，有

自動化機制與演算法的持續自我學習，改善資料的追蹤分析以及即時預測的精確

度。從資料快速追蹤、分析，到自主決策機制的執行，對於數位平台市場發展與
競爭產生重要的影響。

37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 supra note 30, 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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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的多樣化(Variety)
要形成更為全面而有價值的資訊，光是大量的資料以及快速的處理機制仍然
是不夠的。若能夠取得多樣化的資料，對於市場環境的瞭解將會更完整。而以大
數據應用當中所謂之多樣化的資料，應該包括由人類或機器所產生且可能匯集的
所有結構化或非結構化資料而言38。而所謂結構化之資料係指在特定領域或範圍
內所應涵括的資料以及資料彼此之間的關係所建構的模型。例如「消費者資料」
所應涵括的資訊模式則可能包括消費者的姓氏、名字、地址、年齡、電話號碼等
內涵39。相較於散落而沒有組織的非結構化資料，結構化資料可以為事業帶來更
有價值的運用。

政 治 大
等，亦可能是不同來源的資料，例如由使用者參與網路活動主動提供、從行動載
立
當然資料多樣化也可能是指不同形式資料， 例如文字、圖片、聲音或影像

‧ 國

學

具相關應用的資訊傳遞，或使用者實體生活當中所提供或被蒐集的資訊等40，或
可稱之為「第一手資料」(first-party data)41。伴隨著數位技術與演算法的精進，

‧

可以併同分析的資料類型將更加多元，尤其結合行動載具與 GPS 定位系統之應
用普及，隨時隨地上傳文字、照片與影音資訊，讓數位平台可以即時取的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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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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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更加廣泛。佐以蒐集、辨識以及分析技術的應用，其將獲得單純文字資訊更

al

n

對的使用者行為之掌握，得以更為具體而貼近事實。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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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分析結果。透過「數據融合」(data fusion)讓數位平台對於實體環境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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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kul Agarwal, Understanding the 3Vs of Big Data-Volume, Velocity and Variety,

https://www.whishworks.com/blog/big-data/understanding-the-3-vs-of-big-data-volume-velocity-and-v
ariety (last visited at June 19, 2018)
39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2016), supra note 16, at 6

40

Th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USA), Big Data: Seizing Opportunities, Preserving

Values, May 2014, , at 4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big_data_privacy_report_may_1_2014.p
df (last visited at June 19, 2018)
41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2016), supra note 16, 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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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亦可透過獲得不同來源的資料而形成，例如除了由資料主體直接提供
的第一手資料外，事業亦得向第三方資料持有購買資料以充實持有資料的數量及
多元性，此類資料可以稱之為「第三方資料」(third-party data)42。然而第三方資
料的取得通常可意味著更高的資料成本。相對於第一手資料而言，第三方資料的
取得理論上雖然可以協助事業強化其所擁有的資料內涵，惟是否能夠讓事業取得
相較於獲得第一手資料為基礎之競爭事業對等的資訊力，則須視個案而定。因為
對於第一手資料獲得者而言，若所獲得之資料是對於市場競爭具備關鍵影響力的
資料，則將其釋出至市場的可能性極低，因此競爭對手要獲得可以與之對抗的第
三方資料有其難度43。但亦有可能獲得由第三方服務提供者蒐集分析後之資料，
而產生與第一手資料分析類似或可相互抗衡的資訊，對於競爭事業而言仍有一定
程度的幫助。

立

政 治 大

美國白宮 2014 年針對大數據轉變政府、人民、商業與消費者關係的研究報

學

‧ 國

告當中指陳，許多不同種類資料的合成，若能被即時的處理，將能夠在消費者未
要求之前，即對其提供最精確的訊息、商品或服務。小部分的數據若能匯集再一

‧

起，即可創造出對於一個人清晰的圖像，足以預測其行為或偏好。這些詳細的個

y

Nat

人資料或個人化的經驗在消費市場有其功效，使事業可以向精確的對象提供產品

io

sit

或服務44。足見對多樣化資料的有效結合分析，對於精準掌握市場脈動與需求極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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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要，對於商業決策的形成，甚至到特定消費者的個人化行銷，都有其助益。

Ch
四、資料的價值轉換(Value)

engchi

i
n
U

v

蒐集到大量且多樣化的資料，必須透過大數據分析(big analytics)方能萃取出
資料的價值。所謂大數據分析，係一種可以對觀察客體形成更佳的理解、影響與

42

Id.

43

Id.

44

Id. a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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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地位之資料萃取與強化(empowering)的技術工具或方法45。大數據與大數據
分析間具備相互提升的關係，事業若無法針對所取得的巨量資料進行大數據分析，
將使得大數據的價值減退46。而機器學習以及演算法的發展，亦仰賴持續之巨量
資料的投入與分析，以強化其自我學習與精進的能力47。對數位平台而言，開拓
並應用適當的演算法，持續並即時的監控所處競爭市場之情況，自動更新相關因
素對所屬市場變動的影響以及預測，而助其取得反映市場變動之決策先機，為大
數據分析帶動資料價值轉換而影響市場競爭之事例。
前面所提到的 3V 可以說是帶動資料價值轉換的根本，巨量而未結構化的資
料，是事業將資料結構化及分析應用的原料。有充足資訊的事業，即使僅具備簡
單的演算法，亦可勝過具備複雜的演算法，卻無法獲得足夠資料量的競爭事業48。

政 治 大

高速的資料處理讓事業得以獲得資料蒐集、處理、分析及應用的先機，運用前述

立

演算法的即時分析與反饋，讓資料產生價值轉換，而獲得市場競爭決策的時間優

學

‧ 國

勢。多樣化的資料則透過資料的融合，萃取出單一類型資料所無法形成的內涵，
更有助於事業對於競爭策略多面向的思考，以及促進創新商業作為的形成。

‧

第二節 平台匯集之資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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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平台作為資料匯集的中樞，大量、快速且多元的資料匯集到數位平台，
再由平台加值應用形成市場力的強大後盾。然而，匯集到數位平台資料到底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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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類型或特性，可以在加值分析之後強化平台的市場競爭力，在進入資訊力平台

engchi

市場競爭之探討前，宜簡單先加以整理。

45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2016), supra note 30, at 22；OECD (2014), supra note 29,

at 23, Box5
46

Id. at 23

47

Id. at 23~24

48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2016), supra note 30,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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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型或特性的資料，對事業也會產生不同程度之價值與用途。例如關於
個人的相關訊息，可能給予事業關於該個人的行為特性、喜好以及地理位置等相
關資訊。而若為涉及經濟實體的相關資訊，則可能提供平台關於該事業的網路活
動或交易狀況等資訊。若為涉及特定事物的資料，可能提供平台關於事物的位置，
或是移動的速度等資訊(如特定車輛目前所在之處及其車速)49。如果要針對平台
上資料類型化，大致可以從幾個面向來看：資料涉及的主體、資料是否經過結構
化以及資料蒐集的方式50等。而所謂資料涉及的主體，則可以簡單區隔成個人資
料及非個人資料。

一、個人資料與非個人資料

政 治 大
能是因為具備強大影響力，而受到國際競爭法主管機關注意的數位平台，其服務
立
現階段就數位平台競爭議題所探究的資料類型，以個人相關資料為大宗。可

‧ 國

學

之性質及主要網羅以建構平台網路效應的對象，多以個人為目標之故。例如近年
在競爭法執法備受關注的 Google 以及 Facebook，前者以搜尋引擎出發，累積大

‧

量的使用者搜尋紀錄，透過不斷精進的演算技術強化搜尋結果，增加了使用者之
黏著度，使得平台使用者的搜尋資料源源不絕的累積。佐以對取得資料加以分析

y

Nat

sit

應用，吸引更多具有廣告需求的事業前來購買目標性的廣告服務，進一步強化其

er

io

平台的市場力。平台使用者搜尋行為的相關資料，即屬於與個人網路行為有關的

al

v
i
n
Ch
台各項服務所主動或被動提供的資料，連結到特定的對象，使得相關資料與個人
engchi U
n

資料。且 Google 透過使用者單一帳號的串聯，更進一步得以將使用者運用其平

的關係更加緊密。

而 Facebook 作為社群網站的龍頭，其服務的特色就是在連結個人。使用者
若想要享受利用 Facebook 平台可以帶來的人際互動優勢，就必須衡量自身的需
要，主動提供甚至公開必要的個人資料。而 Facebook 近年來透過與具潛力的新
創數位平台合併，並進行跨平台連結的作法(如 Instagram)，更拓展其個人資料累

49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2016), supra note 16, at 5

50

Id.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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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與流通應用的管道與能力。當然也因此帶來的各國對於 Facebook 隱私議題的
關注，對於其與新創平台(如 WhatsApp)的結合衍生的資訊匯集等相關競爭議題
亦成為資訊力影響競爭的重要案例。
與個人相關的資料有很大的部分可能落入各國個人資料保護或隱私相關法
制規範的範疇。例如，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簡稱 GDPR)第 4 條揭示其所規制的個人資料，係指任何識別或可以識別自然人
(資料主體)的資訊。而所謂可以識別，則包含直接或間接的識別方式，尤其是透
過姓名、身分識別號碼、位置資訊、網路識別碼(online identifier)或一個或多個
與特定自然人身體、生理、遺傳、心理、經濟、文化或社會身分相關的因素加以
識別。且具識別性的個人資料在蒐集、處理與利用上亦須依循 GDPR 規範的要

政 治 大

件，符合合法、公平及透明51的處理原則。我國現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對於個人資

立

料的定義範圍亦與 GDPR 規範的原則相似，包括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

學

‧ 國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
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

‧

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其蒐集、處理、利用亦須依據蒐集

sit

y

Nat

主體為公務或非公務機關的不同，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相關規範。

er

io

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的制約下，數位平台所獲得的資料若屬於個人資料保護

al

法所保護的資料範圍(如歐盟及我國保護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之資料)，則事

n

v
i
n
Ch
業即使保有具相當競爭分析價值的資料，但可能因為利用上受到限制，使其在市
engchi U
場競爭之影響與資料的應用價值不完全一致。例如本論文後續將介紹的
Google/DoubleClick 案當中，DoubleClick 雖然從其廣告服務獲得極具目標性廣告

分析價值的使用者資料，但由於其與客戶間對於相關使用者資料利用的契約限制，

51

1.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2016 O.J. L 119 , Article 5,
Personal data shall be:

(a) processed lawfully, fairly and in a transparent manner in relation to the data subject
(‘lawfulness,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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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歐盟執委會認為因該資料無法成為協助網路效應形成之要素52，對結合後之市
場競爭不具重大的影響。在 Microsoft/LinkedIn 案當中執委會亦明確提到個人資
料相關的法令以及 GDPR 的規範，對於資料利用施加的限制，會影響事業對資
料利用的動機，甚至因為上述規範對於事業資料處理與利用的責任要求，直接對
數位平台市場競爭之相關因素產生影響。而個人資料的利用在法律上限制，亦可
能形成資料驅動競爭市場的排他性因素之一，讓市場早期參進者，獲得資料累積
的時間優勢，亦會影響市場競爭。
至於數位平台可能蒐集到的非個人資料部分，基本上應該包括利用平台的事
業所為的行為資訊，例如特定商品或服務的價格資訊、廣告行銷資訊、銷售資訊、
商品服務內容及相關統計資料等；或是透過資訊設備、量測設備或行動載具回饋

政 治 大

平台的相關資訊等，如軟體或設備執行之錯誤回報資訊、行動定位技術回報之位

立

置資訊、設備量測回報資訊(如溫度、空氣品質、濕度、車流量等)。這些資訊對

學

‧ 國

於平台而言，亦可能有助於對於目前市場競爭狀態的掌握，或提供更多元應用的
服務。例如平台透過價格演算機制獲得市場相關競爭服務的即時價格動態，得以

‧

迅速評估調整價格策略以為因應。或可協助平台透過機器學習方式持續改善其所

y

sit

io

er

競爭力。

Nat

使用的軟體、演算法或相關設備的品質，以利提供更精確優質的服務，提高市場

al

設備量測資訊與線上個人資訊的結合，在 IoT 技術的蓬勃發展下，讓更多創

n

v
i
n
Ch
新服務得以出線。包括美國或是日本，皆有結合家用電器以及線上個人資料相互
engchi U
應用而形成的創新服務(例如：智慧家居服務)正在發展中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
53

會於 2017 年針對資料與競爭政策提出的檢討報告當中，對於此類由事業透過設
備或技術所蒐集的資料，稱為機器相關資料(機器等のデータ)或產業資料(産業デ

52

European Commission, “Google/DoubleClick”, COMP/M.4731, Brussels, Dated 11/03/2008,

C(2008)927 final, §182~189, at 50~52
53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Research Center (公正取引委員會競爭政

策研究センター), Report of Study Group on Data and Competition Policy(データと競争政策に関
する検討会報告書), 6th June, 2017, at 19~20(EN), 17(JP)
31

DOI:10.6814/DIS.NCCU.LAW.001.2019.F10

ータ)。這類資料的取得由於必須要佈建感測設備或機制，且在感測設備建置上
可能存在經濟或法律上的限制54，並非任何人都有能力做到，取得資料的途徑因
此受到限制，也可能形成市場力量55。

二、結構化資料與非結構化資料
資料對於事業的價值亦會因其是否已經過結構化而有別，也就是說資料的結
構化與否，可能影響事業從中萃取對其有價值之資訊的可能性。所謂結構化的資
料所指的是遵循一個已將許多區段加以定義的模型，將不同區段應該具備的資料
以及相關資料彼此之間的關聯性皆已建構起來56的資料集合。例如數位平台的消
費者資料庫，其設定的資料模型通常涵蓋消費者的姓名、地址、年齡、電話號碼

政 治 大
系統性，在商業目的的解讀及應用上相較於非結構化資料更容易處理
立

等資料，即為對於平台消費者的結構化資料。一般而言，結構化的資料由於具有
57

。

‧ 國

學

非結構化的資料則於平台上常見者，為資訊系統、演算機制在運作過程中直
接產製的資料、感測技術或設備所取得的原始資料，或其他尚未經過區段定義的

‧

資料等。這類型的資料若採用傳統的整理與分析方法進行處理，將會耗費相當大

y

Nat

的工程，且未必可以有效萃取出最精華的資訊。然則，若能夠採納或設計新穎且

io

sit

適當的演算機制，透過大數據分析技術的應用，亦有可能將傳統上認定為雜亂無

n

al

er

章的非結構資料，歸整出具備商業價值的資訊58，對於某些事業而言，將有助於
提升其產品或服務的品質或形成創新。

54

Ch

engchi

i
n
U

v

法律上的限制在日本檢討報告當中，所指的是透過現行或過去之法律規範所形成的獨占

地位，例如電力、天然氣、鐵路、郵政服務等。Id. Note 32 at 20(EN,), 17(JP)
55

Id. at 20(EN), 17(JP)

56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2016), supra note 16, at 6

57

Id.

5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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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部分非結構化資料的取得，實際上就是前述非個人資料當中的產業資
料或機器資料，可能需要於特定技術或設備的投入，或需具備某種法律上的地位。
在資料取得有所限制之情況下，事業透過相互合作的方式蒐集並利用資料以降低
獲取資料的成本，將會是十分合理的作法，此時就必須謹慎注意事業間相互合作
蒐集利用資料之情況，不能因而對產品價格或品質應有的競爭產生負面的影響59。
相反的，具備蒐集能力或資格的事業，也可以仗著自身的地位限制其他競爭對手
獲取資料的機會，則亦可能產生濫用獨占地位的情況。且即使競爭事業最終有機
會獲得這些有價值的非結構資料，若沒有可以適度加以分析應用的資源(如：分
析工具、人力資源、利用資料的方法等)60，亦會影響其參與競爭的能力，就個案
分析而言應列入考量。

治
政
三、資料蒐集方式之區隔
大
立
‧ 國

學

(一) 數位平台使用者主動提供的資料

數位平台上的資料，以個人資料而言，有很大的部分來自於使用者的主動提

‧

供61。例如為了使用電子商務平台進行交易，消費者主動提供姓名、聯絡方式、

y

Nat

貨運地址及付款工具等相關資料。為了參與社群平台活動，平台使用者主動登錄

io

sit

及公開其學歷資料、任職公司、性別、交友狀況等相關個人資料或主動上傳照片、

n

al

er

影片、動態消息等各項訊息。或為了使用平台提供的所在地周邊地圖或旅遊資訊

i
n
U

v

等服務，而主動打開手機 GPS 定位系統並允許平台獲得使用者即時定位資訊等，

Ch

engchi

皆屬於使用者主動提供資料的情形。

非個人資料部分亦不乏有使用者主動提供的情況，例如搜尋引擎平台所獲得
最有價值的資訊，為各方平台使用者所搜尋的關鍵字。這些關鍵字亦來自於平台
使用者主動提供。若使用者登入帳號才進行搜尋，則平台就可以透過特定使用者

59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Research Center(2017), supra note 53, at

22~23(EN), 19(JP)
60

Id. at 23(EN), 20(JP)

61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2016), supra note 16,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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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搜尋之關鍵字分析，了解個別帳號使用者可能的喜好，進而對各該使用者主
動提供可能有興趣的資訊或服務。若係未登入帳號的搜尋，平台亦可從整體關鍵
字鍵入的統計分析，即時掌握近期關鍵或熱門的議題。更進一步經由統計分析使
用者對特定關鍵字搜尋結果的點選情況，了解對於上述關鍵字或商品或服務內容
有興趣的使用者，最常點選的連結，作為平台後續對相關資訊排列的參考資訊之
一。
(二) 數位平台主動蒐集的資料
除使用者主動提供之外，平台也可以透過網路上公開的資源、平台所設計的
機制或對用戶行為的觀察，在個別使用者未有感知的情況下取得相關的數據資料。

政 治 大
以協助後續的資料檢索，也就是利用所謂的「爬行」技術(crawling)，或稱為「網
立

例如運用平台演算法系統化的運作方式蒐集於網際網路上可以取得的網頁資訊

路爬蟲」(web crawler)、網路蜘蛛(web spider)或網路機器人(web robot)62。此外，

‧ 國

學

許多數位平台亦時而透過相關技術追蹤使用者網頁利用的足跡，包括使用者在單
一或多數網頁的使用狀態等。這些追蹤技術甚至伴隨行動網路的發展而延伸至行

‧

動 App 的應用63。事業運用科技方法或機制所獲得的資料，在技術上可以很容易

Nat

sit

y

的與前述使用者主動提供的資料相互結合運用，以建立具備高度差異性的用戶檔

al

er

io

案64，對於企業的營運發展而言極具價值。但在結合運用使用者資料時，多少有

n

可能觸碰到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規制的範疇，亦會帶來資料應用的限制與變
數。

62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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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麒華, 網路蜘蛛與資訊安全, 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第 62 期，

https://epaper.naer.edu.tw/index.php?edm_no=62&content_no=1674

(最後瀏覽日：2018/11/21);

Trupti V. Udapure, Ravindra D. Kale, Rajesh C. Dharmik, Study of web crawler and its different types,
IOSR Journal of Computer Engineering, e-ISSN: 2278-0661, p- ISSN: 2278-8727Volume 16, Issue 1,
Ver. VI (Feb. 2014), at 1~5,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3260/1ca5ac22427b6ad56938e44f88098035593a.pdf ( last visited at
November 2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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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2016), supra note 16, at 7

6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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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舊有資料分析推論而得之資訊
除了直接蒐集到的資料之外，新資訊的取得亦可能來自於對過往經驗或資料
比對的推論65。此類資訊基本上應該算是各類原始資料分析的結果，事業透過累
積的歷史資訊找到其所處商業活動運作的某些規則，藉此評估往後的商業策略，
或發展出新的服務型態。例如，電子商務平台透過過往各項商品訂單下單情況的
分析，發現某些類型商品通常比較吸引女性或男性消費族群，或於特定季節或月
份前後，會收到較多的訂單或取得較高的瀏覽率，藉此擬定不同的銷售策略。又
如同時提供多種服務類型的數位平台，可透過特定使用者應用不同服務的情況進
行交叉比對，獲得對各該使用者更深一層的行為分析，亦有助於目標性服務的提
供或精進。

第三節
立

政 治 大
資訊力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 國

學

數位平台基本上為雙邊或多邊市場的型態，亦即必須透過結合多面向的供需，
形成一個便利而有效率的商業交易環境，產生網路效應以逐步達到一定的經濟規

‧

模。而部分數位平台所提供的基本服務並不具有訂價，而是透過壯大的服務規模

sit

y

Nat

以獲取衍生的經濟效益；亦有僅對特定一方參與者收取費用，但提供免費服務給

io

er

其他方參與者之模式。因此數位平台已無法純粹以價格作為市場競爭的判斷基礎，
免費的數位平台間不但可以產生市場競爭，甚至亦可能與收費服務相互競爭。因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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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除了價格之外，要真切了解數位平台之市場競爭狀態，必須加入其他非傳統的
66

engchi

競爭法判斷因素 ，方能更貼近市場的真貌，例如免費服務的交易成本、服務型
態、品質等。其中在平台上大量的資訊取得、交換與分析即為晚近極受重視的影
響因素之一67。

65

Id.

66

Bertin Martens (2016), supra note 1

67

邱映曦(2018)，資訊力對於數位平台市場競爭之影響與國際競爭法制趨勢，前註 5，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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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2016 年發布的數位經濟工作報告68指出，平台經濟探討的核心，已從
網路效應逐步擴散到平台的資訊蒐集與處理能力。尤其單純的平台服務，通常並
沒有實際產出的產品、服務或內容，而時常是扮演媒介、提供搜尋、儲存或展現
個人或商業特色之協助資源的角色。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則為其開拓財源、提
供創新服務及獲取市場競爭力的重要活動。而在資訊蒐集的層面，平台與傳統獨
立運作事業的不同點，在於傳統事業只能透過自身的努力向自己的顧客蒐集所需
要的資料。平台則由於多方的參與，得以將所有參與者(包括事業及消費者等)的
資料一併取得，包括向參與者索取，或是透過技術及自動化演算機制直接獲得，
並以最經濟的方式將多方資料來源交叉分析，形成範圍經濟 (economies of
scope)69。其可產生的資料分析質量，以及經濟效益皆遠高於單一事業個別資料

政 治 大

集的操作。而平台也透過這樣資料取得、分析、應用的優勢地位，對於所處之相

立

關市場產生支配的能力。

‧ 國

學

2017 年荷蘭經濟部委託歐洲研究組織 Ecorys 所研究公布的報告70當中，將
對市場力有影響的資料相關因素，歸類為五大項：分別是排他性(exclusivity)、

‧

學習效應(learning effects)、互動交織的網路效應(orchestration of interaction on a

y

Nat

network)、互補性資產(complementary assets)以及存在的競爭商業模式(competing

io

sit

business assets)。2016 年德國聯邦卡特爾署(Bundeskartellamt)與法國競爭管理局

n

al

er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共同提出的競爭法與資料(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i
n
U

v

官方報告(簡稱「法德官方報告」)71 ，亦指出大數據帶來的資料蒐集、分析及應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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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除了是形成市場力之來源外，尚有兩種可能影響市場競爭的情形。其一在於
大量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大幅提高市場透明度，對於消費者端或競爭市場產生正

68

Bertin Martens (2016), supra note 1

69

Id. at 36

70

Harry van Til, Nicolai van Gorp, Katelyn Price (ECROYS Research Group),Big data and

competition, ECROYS (Client: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limate Policy, the Netherlands),
13th June,2017
71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2016), supra not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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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不同的影響。另外，則是事業所採取之反競爭手段亦有涉及資料的應用或控制
者，對於市場競爭勢必有所衝擊。以下即針對重點內涵摘要如下：

一、資料影響市場競爭之評估要素
(一) 排他性
此處所指的是與競爭相關的資料，在市場上的取得是否具備排他性，而僅有
單一或少數事業可以擁有，其他競爭者於資料取得上有困難者而言。此一討論必
須先確定系爭資料在相關市場之參進是否為不可或缺，或具備一定程度的關鍵性
(essential input)，而該資料的取得可能性與困難度將可能影響市場競爭。而造成
資料取得困難的因素，可能包括法律上的限制、擁有資料的競爭事業沒有資料分

政 治 大

享意願，或部分競爭事業具備得以即時取得資料之特殊地位而獲得暫時的排他性

立

資料優勢等。

‧ 國

學

法律上限制的因素可能很多，例如所涉資料為個人資料時，其蒐集、處理及
利用必須在符合當地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的情況下方可取得或與其他事業分

‧

享者是。以社群網站為例，網站上的個人資料基本上必須是透過平台服務而直接

sit

y

Nat

自使用者端取得(First-party data)，於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而言，屬於直接取得資

io

er

料。此類平台基本上極少透過資料仲介或其他第三方服務 而間接取得資料

al

(Third-party data)，此乃因為各國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制，對於自第三方資料取

n

v
i
n
Ch
得多有所限制之故。而其所獲得的資料在對第三人提供上，亦必須依循個人資料
engchi U
保護相關法令規定，在符合程序的有限範圍內，方能將資料提供平台以外之第三
人使用。在有法律限制資料接取與分享的狀況下，市場的先驅參進者，即握有相
較於後續參進者更高的競爭優勢(例如 Facebook 作為網路大型社群平台之先驅者
是)。
競爭事業會選擇限制其他競爭事業或潛在競爭者對某些關鍵資料的接取，基
本上應該是屬於合理的商業判斷。若在某特定市場已經具備控制地位的事業，拒
絕將其已掌握的關鍵資料分享給其他競爭或潛在競爭事業，以維持其於目前市場
之地位或助益其取得所欲參進之新市場的支配地位，則亦將使得資料產生排他性，
對其他競爭或潛在競爭事業造成新市場參進的障礙。然而若事業並非完全杜絕其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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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事業取得資料的機會，但透過其特殊的市場地位或技術的應用，使之能夠較競
爭者或潛在競爭者先一步取得最新的市場變動資料，亦會形成暫時性的資料排他
狀態。而若此一市場是一個變動的競爭市場，競爭資料的優勢並不在長期累積，
而是在於資料取得的速度與應變效率時，能掌握先機的事業即有競爭的優勢。
(二) 學習效應
此要素所指的是，會影響市場競爭的資料，應該是促進商品或服務改善提升
有需要的資料，亦即屬於有學習效應的資料。此一要素，彰顯了資料的量雖然可
能帶來競爭優勢，但是資料的品質與可利用性，對於資訊力的建立以及市場力的
強化更為重要。以得透過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反饋而改善之服務為例，所

政 治 大
大量反饋資訊的分析，能夠協助平台強化改善並提出更貼近多數使用者需求的商
立

涉服務吸引的使用者愈多，數位平台從使用行為所能獲得的反饋也愈多。透過對

品或服務。如此一來，不但可以吸引更多的使用者，又能滾動獲取及分析進一步

‧ 國

學

的資料，持續創造更好的服務，形成雪球效應(Snowball Effect)。

‧

此外，學習效應會因為資料蒐集原先的目的已逐步達成，而讓學習曲線日趨
平緩。此時事業若僅持續針對同一目的而蒐集資料，未再加以調整或活化應用，

y

Nat

sit

即會逐步降低其資料價值，讓競爭者或新進參與者得以迎頭趕上。然而，若事業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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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突破原定資料利用目的，將眼光放大，思考所蒐集資料的其他應用可能性，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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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或放眼其他已蒐集但未加以分析的資料，透過資料的相互比對分析，也許就會成

Ch

engchi

為創新服務或是新商業型態發生的基礎。如此將能再度產生學習效應，創造市場
競爭優勢。
(三) 互動交織的網路效應
一個成功的數位平台，必須要讓其設置平台的規劃及商業策略能夠吸引多元
參與者，產生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形成雙邊或多邊市場。也就是說在數位
平台上，對於資料的基本應用，在於如何創造平台目標參與者間的互動連結，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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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出有效的網路效應72。因此要提高數位平台的競爭力，足以帶來多元的參與者，
產生網路效應的資料，就是資訊力的核心，也就是競爭力提升的關鍵資料。其他
潛在競爭者若希望能夠在相關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取得競爭對手成功建立網路效
應的關鍵資料，應為重要的助力。若相關資料之接取受到限制，潛在競爭者難以
複製相同的商業服務，或較難找到影響其網路效應成功之空隙而利用其參與競爭，
將形成市場參進的門檻。
就已存在的競爭者而言，由於網路使用者具備平台多棲的特性，亦即在類似
服務並存，選擇多元的情況下，網路使用者往往可能同時使用多個數位平台服務。
例如同時使用多個搜尋引擎、參與多個社群平台、擁有多個網路信箱、使用多個
網路硬碟或於多個電子商務平台購物等。平台若要強化使用者忠誠度，降低競爭

政 治 大

壓力，必須透過活化應用各類資料，對使用者行為加以有效分析，以不斷改善與

立

提供最適合使用者需求的服務，提高使用者對於該平台服務的使用率及黏著度，

學

‧ 國

方能強化網路效應。故資料的蒐集、分析與利用在提高數位平台之網路效應上十
分重要，也會是影響競爭的重要因素。

‧

(四) 其他補充或替代性資產之存在 (Complementary Assets)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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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所謂其他替代或補充資產大致分為兩個類型，一種係指影響競爭之相關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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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並非獨一無二時，即使競爭者沒有機會取得原始的資料，亦可透過其他替代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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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性資料或資產的協助，獲得相當的競爭機會。這類資料或資產的存在，可以降低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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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壟斷或不易取得產生的限制競爭狀態。第二種則是針對事業得以用來強化現
有資料價值的補強資料或資產是否能夠被有效取得、分析與應用而言。
對數位平台市場而言，較早的市場參進者，具備時間優勢而累積大量的資料，
若相關資料可以被有效的分析利用，使之得以持續掌握市場脈動而適時調整競爭
策略，則可以延長其在市場競爭上的優勢地位。反之，其競爭優勢就會被削弱。
而資料的價值能否被充分發揮，必須仰賴處理及利用資料者的能力。事業為了在

72

Harry van Til, Nicolai van Gorp, Katelyn Price (ECROYS Research Group), supra note 70,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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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資料當中萃取分析出有用的資訊，必須付出一定成本建置資訊分析的基礎
建設，包括設備、技術、演算法以及專業人力資源的投入。倘若系爭資料雖為市
場競爭所必須，但若不加以琢磨即無用武之地時，具備資料掌握分析能力的事業，
即能取得市場競爭優勢。
然而，大數據的基礎建設需要耗費相當可觀成本，並非一般市場新進參與者
可以負擔73。故已存在之數位平台掌握大量資料來源以及具備充足的資料處理設
備與演算分析技術，將形成規模經濟(Scale Economies )而取得一定程度的市場力。
惟若有其他已經過處理的第三方資料來源，例如有其他競爭者以外之第三方事業
可以提供有效的資料蒐集分析服務，使新進市場參與者或其他潛在競爭者得以在
自身蒐集之資料量落後，或無法自行建立大數據分析資源下，仍能取得有利於市

政 治 大

場參進的資訊(即有可替代的資料來源與內涵)時，將影響先進市場參與者的規模

立

經濟優勢，而降低市場參進門檻。

‧ 國

學

除替代性資料之取得可能性外，競爭事業若能結合不同的資料內涵加以活用，
或從現有資料當中萃取出與原先資料蒐集時未能預想的資料應用方向時，將取得

‧

可以補充現有資料價值之互補性資訊，形成範圍經濟而擁有更高的資訊力與競爭

sit

y

Nat

地位74。例如 Google 結合其使用者於其平台利用之行為(如搜尋分析、資料閱覽

er

io

狀態、廣告點閱情形等)，以及相同帳號使用者運用行動 GPS 定位以及地圖服務

al

的情況等資訊，可以分析出特定帳號使用者的習慣與喜好，以提供主動性的個人

n

v
i
n
Ch
化服務(如主動推薦的新聞、廣告或服務資訊等)。Facebook
亦可透過使用者於平
engchi U
台之閱覽、廣告點閱、打卡、按讚或社團參與情況，或透過結合其他平台，如
WhatsApp 或 Instergram 等通訊或社群平台，取得使用者多面向的資訊，提供更
符合需求的推薦服務。由此可知，替代性資料以及能夠補充現有資料的互補性資
料是否能夠取得應用，亦將影響事業的市場競爭力。

73

Harry van Til, Nicolai van Gorp, Katelyn Price (ECROYS Research Group), supra note 70,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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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at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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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競爭商業模式的存在
數位平台之服務使用者，基本上具備平台多棲的習性，對於符合其需求之創
新服務接受度相對於其他非數位市場為高。因此，有研究顯示數位網路的市場競
爭具備動態的競爭特性(dynamic competition) ，原有的市場先驅者，極可能在技
術或商業模式變化的短時間內，被提出創新商品或服務之事業所取代(例如：
Google 取代 Yahoo 及 Lycos；Facebook 打敗 MySpace 等)75，且這些新的競爭事
業甚至可能於市場參進之初並非被認為是同一產品市場的競爭者(例如 Amazon
之於 Google Search)，卻仍然產生競爭影響。也就是說數位平台的市場環境，即
使看似不同的商業模式亦可能在某方產品或服務市場形成競爭關係。

政 治 大
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運用資訊的優勢，迅速掌握潛在競爭服務，在其尚未成熟前
立

對於已具備一定市場地位的事業而言，若要減少新創競爭者可能帶來的衝擊，

即將之併購(pre-emptive takeover)。此類併購未必對於市場競爭有負面影響，相

‧ 國

學

反的，由於是具備市場占有率的事業直接併購，反而可能讓新創服務的市場接受
速度提前，而更有利於新創服務的市場參進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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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數據應用導引市場透明度之提升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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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平台日益大量的資訊蒐集，提高了市場相關資料的完整度，也強化了網

al

路市場的透明度。此一狀態隨著更精確與快速的系統及演算法設計、建置及使用，

n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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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佐以機器學習技術的應用，使得大量且即時的資料迅速被掌握，市場變動狀態被
engchi U
有效監控，並得及時加以因應。此一變化，從消費者端及競爭事業端觀察，有正
反兩面的影響。

75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 supra note 16, at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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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y van Til, Nicolai van Gorp, Katelyn Price (ECROYS Research Group), supra note 70,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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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 supra note 16, at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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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消費者端而言，透過將資料蒐集、比較分析的數位平台，得以簡單的取得
市場上同類商品或服務的價格及其內涵、規格或品質等相關資訊，有助於以最經
濟的價格獲得最適合的商品或服務。例如消費者透過旅遊住宿比價平台(如：
Hotels.com、Tripadvisor、Trivago 等)，能夠即時取得不同住宿網站對相同商品服
務的現時價格，並可以透過使用者實際經驗分享，知曉服務品質及配套環境的情
況(如附近環境、交通、購物、景點、安全度等)，以作為選擇之基礎。而對於提
供服務的事業而言，資訊的高度透明化，使得事業無法如同過往單向資訊提供的
時代，運用廣告等資訊美化方式吸引消費者。反之，事業為了獲得消費者的青睞，
必須更加追求價格的合理化以及品質提升，對於整體市場服務的優質化有正向的
效益。

政 治 大

就競爭之事業端而言，大數據相關演算法應用所引發的市場高度透明，對於

立

數位平台相關市場之發展有利也有弊。從利的角度來看，某些類型之數位平台在

學

‧ 國

市場高度透明下，可能降低市場參進門檻，而能吸引更多市場參進者。例如電子
市集、網路開店平台或拍賣平台等電子商務服務，主要係以能提供商品之種類、

‧

價格及顧客服務為核心，透明化的市場資訊能吸引原先無法自行參進電子商務市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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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小型商店得以有效選擇其可運用之市場策略，提高進入市場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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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市場透明度過高亦可能造成限制市場競爭的反效果。例如數位平台市場可透

al

過複雜的演算分析，精準預測未來的價格變動及市場變化的可能性，有助於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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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間形成市場訂價的默契，產生可能的勾結行為(collusion)。而當價格資訊取
engchi U
得即時且精確時，將使得競爭者間更能夠掌握彼此對於協議的遵守情形，強化勾
結的穩定性。然而，競爭者間的演算法應用導致相同的訂價結果，未必出自實際

的協議，亦可能是事業間因為採用了相似的演算法(例如使用同一家公司提供的
軟體)，或運用類似的訂價機制而形成相同的結果。因此在涉及演算法應用的個
案時，競爭事業間是否真的具有勾結行為，實際上有判斷的困難，也會影響到競
爭主管機關的執法。此部分雖然尚未有新的立法出現，但因可能造成的執法問題
已受到關注，值得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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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資料運用相關之反競爭行為
近來國際上針對大數據應用影響市場競爭之情況，就競爭法的執法以及相關
法令適用之影響，已開始進行討論。其中較為顯著而已有實際案例探討者，為結
合與併購的問題。主要涉及具有資訊力的事業參與結合或被併購時，雖未必已於
市場具備一定的市場占有率，可能因為結合而導致資料的過度集中，或因其所擁
有資料的稀有性或關鍵性而對市場競爭產生影響。德國 2017 年的修法對此亦有
所著墨，將於本論文德國競爭法修法部分加以討論。目前相關研究以歐盟各國之
整理較為完整，以下以法德官方報告之分類為結構，綜整摘要歐盟相關研究對資
料運用相關之反競爭行為議題如下：
(一)

政 治 大

結合與併購(mergers and acquisitions，M&A)

立

按 2015 年 OECD 對於針對資料引發創新發展所作之研究78分析顯示，自 2008

‧ 國

學

年到 2012 年間，大數據蓬勃發展之際，因大數據發展引發的金融投資有顯著的
增加，而其中 M&A 的投資案例就從 2008 年的 55 案提升到 2012 年的 164 案。

‧

在資訊力相對重要的數位網路相關市場上，為了獲取大量而有價值的資料，取得

y

Nat

競爭的優勢，合併市場上新生的潛在競爭事業似乎已為常見的商業策略79。而數

io

sit

位網路相關市場與其他市場類型之不同點，在於一般市場若合併新進參與者，因

n

al

er

其市場占有率很低且缺乏市場的水平重疊(absence of horizontal overlap)，未必會

i
n
U

v

導致市場競爭狀態的改變。然而，在數位網路相關市場上，被合併的新參與者雖

Ch

engchi

然可能不具備高度的市場占有率，但卻可能因為具備有價值或大量的資料來源
(可能為該事業過往於其他市場所取得)，而增加此一數位網路相關市場的資訊集
中情況80 (集中於合併事業)，或讓合併事業有機會改善或開創新的商品或服務，
對市場競爭現況產生影響，甚至可能改變競爭的版圖。

78

OECD(2015), supra note 33

79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2016), supra note 16, at 16

80

Id. at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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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此類合併案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結合評估時，必須謹慎了解結合事
業個別所擁有的資料情況，包括種類、數量、來源及其他資料特性，避免因同意
其結合導致市場上某種關鍵資料難以為其他競爭者取得或複製，而降低了市場的
競爭效能。再者，數位平台市場當中，即使是分屬於不同上下游市場的數位網路
服務提供者的合併，亦可能形成限制甚至排除市場參進的情況，例如大型的數位
平台服務提供者擁有大量的使用者群及使用者資料，可能合併資訊設備、智慧型
手機或資訊軟體事業，以確保持續穩定甚至日益提升的資料取得與市場控制優勢
者是。
(二)

排他性行為或稱「市場排除」行為81(exclusionary conducts)

政 治 大
定之影響。包括限制關鍵資料的近用、資料近用的差別待遇、排他性條款、搭售、
立
數位平台相關市場當中的與資料相關的排他性行為，對於市場競爭亦產生一

資料庫的交叉使用(cross-usage of datasets)、增加使用者轉換成本以及獨占平台的

‧ 國

學

垂直整合等行為，皆有可能形成市場排除。

‧

1. 限制關鍵資料近用

sit

y

Nat

限制關鍵資料近用部分，主要是針對於市場上具備獨占或優勢地位的事業限

io

er

制競爭者取得市場參進的必要關鍵資料而言，也就是說這些資料對於進入各該市
場，是不可或缺的樞紐設施82(essential facility)。此一型態歐盟法院(European Court

n

al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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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U

v

of Justice，簡稱 ECJ)僅在很少的案例當中討論，主因在於即使是在市場上有競

engchi

爭優勢的事業，也沒有協助其他事業與其競爭的義務。故僅有在相關資訊是形成

81

Id. at 17~20；陳志民(2018)，前註 30，頁 19

82

Essential facility 之譯文，學說實務有採取「樞紐設施」或「關鍵設施」者，本論文參考

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公布之「公平交易業務相關詞彙」常用英譯，採用「樞紐設施」之譯文。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459&docid=1459 ( 最 後 瀏 覽 日 ：
2018/12/29)；然部分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布之規範說明等文件，仍有關鍵設施之用語者(如：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數位匯流相關事業跨業經營之規範說明)，為使引文與公布文件一致，將採用所
引用文件之用語，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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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服務所不可或缺，而拒絕釋出資料將導致具備潛在消費者需求的商品或服務
難以生產或進入市場而沒有其他替代商品或服務時，方有必要探討是否強制事業
釋出必要關鍵資料83。而所謂不可或缺，則是指該資料對於相關市場參進與經營
有核心的影響，但因為技術上、法律上或經濟上的障礙，讓市場上沒有其他可以
替代的資料可以取得，或取得上有很大的困難，不是任何希望進入市場的事業可
以負荷84。
而對於資料是否可能在市場競爭具備關鍵地位，而適用樞紐設施理論，實際
上有不同的見解。反對者認為資料通常並非事業成功地關鍵資源(crucial input)，
創新服務的參進者即使僅能獲得少量的使用者資料，仍然可以建構屬於他們自己
的服務85。然則，在數位平台相關市場上，大數據發展導引而來的創新商務服務

政 治 大

及技術研發，搭配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技術的各項發展，使得資料的價值與

立

市場競爭的關聯更加緊密。在欠缺足夠競爭資料的基礎下，事業要提出足以在市

學

‧ 國

場上取得競爭地位的破壞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服務，以擊退目前的獨占
事業或已具備一定市場力的事業，是有困難的86。反對者另主張資料並不容易被

‧

特定事業壟斷，原因在於很多在網路上的資料都不具排他性，沒有任何契約或規

y

Nat

範限制使用者不能在多個平台提供相同的資料，且資料的蒐集並不昂貴，具時效

io

sit

性且數量豐富87。歐盟執委會在 Facebook/WhatsApp 結合案當中曾提出類似的看

n

al

er

法，認為 Facebook 所獲得的資料在市場上並不具備獨特性，不同的數位平台也
都能夠取得相類似的資料。

Ch

e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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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83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2016), supra note 16, at18

84

Id.

85

OECD(2016), Big data: bringing competition policy to the digital era,

https://one.oecd.org/document/DAF/COMP(2016)14/en/pdf

(last visited at December 27, 2018) , at

21~22
86

Id.

87

Id. at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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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樣的論點實際上忽略了資訊力的內涵，也就是說獲得資料甚至大量資
料的本身，並非代表已取得足以影響市場的資訊力。要能夠運用資訊力在市場上
獲得競爭優勢，重點在於如何即時且迅速的從大量、多元的資料當中萃取出有價
值的資料，而能善用於商業策略當中，取得市場競爭的利益及優勢88。因此，也
許在個案當中資料本身看似非樞紐設施，但透過大數據分析之後即可發現其在市
場競爭上的關鍵價值，仍有樞紐設施理論適用的可能性。
若要判斷系爭資料是否屬於市場競爭之關鍵資料，則需要將樞紐設施理論的
幾個判斷要件納入評估。亦即資料若要被認為是樞紐設施，必須具備四個要件：
(1) 具市場獨占地位的事業必須能夠控制系爭資料，並且拒絕其他競爭者取得資
料。(2) 競爭事業若無法取得系爭資料，即會喪失競爭的可能性。(3) 競爭事業

政 治 大

必須已無其他方法可以複製資料。(4) 具獨占地位的事業必須具備分享資料的方

立

法。(5) 個案當中主張系爭資料為樞紐設施者，必須證明握有資料之對造在競爭

‧ 國

學

市場上具有壟斷的力量89。
2. 資料近用的差別待遇

‧

即使所涉資料並非關鍵資料，但在資料近用上有差別限制，亦可能因為近用

y

Nat

sit

的差別待遇而影響競爭的公平性。例如在市場上具備控制地位的事業拒絕將主要

n

al

er

io

的資料庫授權給某些使用特定競爭對手軟體或服務的消費者，以促使消費者轉而

i
n
U

v

使用其相關事業之軟體或服務者是。此一情況亦可能出現在事業同時提供垂直市

Ch

engchi

場服務的狀況。例如 TomTom/ Tele Atlas 結合案，歐盟執委會對於兩間公司垂直
結合，結合後事業是否拒絕授權資料給其他導航設備廠商而形成限制競爭的狀態
進行探討，認為就算事業並未阻絕其他下游廠商取得資料，但在更新時間或是新
資料版本釋出時間做限制，亦可能導致競爭上的不利益。雖然最終判定結合事業

88

Id.

89

Zachary Abrahamson, Comment:Essential Data, 124 Yale L.J.867, December 2014, at

87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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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進行資料近用差別待遇的誘因，仍然點出資料近用之差別待遇可能阻礙市場
競爭。
此外 2017 年的 Google Search (Shopping)案90，Google 同時經營搜尋引擎
(Google Search)以及比價購物服務(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亦屬於垂直整合
的服務型態。本案 Google 被指控濫用其搜尋引擎的市場控制地位，透過搜尋引
擎的演算機制，將其自身提供的比價購物服務資訊，排列於消費者搜尋結果的最
前面，其他競爭購物網站的搜尋結果則排列於後。執委會認為 Google Search 濫
用其市場支配地位，透過演算法對其他競爭服務施行差別待遇，試圖控制消費者
的資訊獲取，駁回 Google 的五點抗辯91，而最終處以高額的罰鍰。雖然本案並
未直接論述 Google 之資訊力之內涵，僅針對其搜尋引擎的市場支配地位濫用之

政 治 大

情況進行 EEA 範圍的廣泛調查。然則，Google 能夠運用一般搜尋引擎取得優勢

立

的市場地位，並透過演算機制進行對資訊提供的控制，以及對於其他競爭事業搜

學

‧ 國

尋排序的差別待遇，與其強大的資訊力有密切的關聯，將於第四章濫用獨占地位
章節予以探討。

‧

3. 排他性條款

y

Nat

sit

要讓競爭事業無法取得所需要的資料，除了善用自身對資料或是競爭市場的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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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控制地位之外，與第三方事業或資料提供者合作，透過排他性條款的約定，阻絕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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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其他競爭事業的資料近用，或是透過其他方式限制競爭者可以獲得類似資料的機

Ch

engchi

會，皆為可能採納的反競爭策略92。若排他性條款的訂定，來自於在市場上具備
支配地位的事業，對於競爭對手之影響將會更大。例如歐盟 2010 年開始針對
Google 是否濫用其於搜尋引擎之市場支配地位，依據 TFEU 第 102 條93的濫用市

90

European Commission, “Google Search (Shopping)”, CASE AT.39740, 27/06/2017,

C(2017)4444 final
91

Id. at § 660~665

92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2016), supra note 16, at 19

93

TFEU Article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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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控制地位規定對 Google 展開調查。其中即包括對於 Google 與第三方訂定廣告
合作夥伴的多項排他性契約問題94，評估其是否會導致阻絕或限制競爭。
4. 搭售
事業若已於特定市場取得一定程度的市場力，在進入其他競爭市場時，可能
會採取借力的方式以促使其新興商品或服務得以快速進入市場。在資料相關市場
上亦然，例如以資料本身作為交易客體，或以資料分析做為服務之事業，可能將
所持有之資料庫與資料分析等相關服務相互搭售，端賴其在何市場已具備市場競
爭優勢而言。例如在資料分析服務已獲得口碑的事業，可能要求想要使用資料分
析服務的客戶必須搭配購買其擁有或新建的資料庫等。反之亦然，如果事業所擁

政 治 大
購買其資料庫的客戶，要求搭配購買其資料分析服務 。此類案件對於企業與消
立

有之資料庫本身有很高的利用價值，在市場上已經佔有一席之地，其亦可向想要
95

費者可能帶來應用效率的利益，但是在特定的情況下也可能產生市場競爭的不利

‧ 國

學

益。因為施行搭售之事業已具備一定的市場力，應用此策略則可能會產生排除其
他競爭事業參進的效果，或可能降低新興事業進入市場的動機，尤其在新興企業

‧
sit

y

Nat

Any abuse by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of a dominant position within the internal market or in a

io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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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tial part of it shall be prohibit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al market in so far as it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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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buse may, in particular, consis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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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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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d) making the conclusion of contracts subject to acceptance by the other parties of supplementary
obligations which, by their nature or according to commercial usage, have no connection with the
subject of such contracts.
94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Commission probes allegations of antitrust violations by

Google, press-release IP/10/1624, Brussels, 11/30/2010,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0-1624_en.htm
95

(last visited at September 19,2018)

Competition & Markets Authority (CMA), The commercial use of consumer data-Report on

the CMA’s call for information, June 2015, at 90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358
17/The_commercial_use_of_consumer_data.pdf (last visited at September 2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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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提供如同具備市場力之事業一般的完整的商品和服務時96。英國競爭及市場
管理局於 2015 年對於消費者資料之商業應用提出研究報告，認為資料對於部分
網路領域而言是市場力的來源，且在網路服務所蒐集的資料其應用亦可擴增服務
至其他連結的市場97，故應用原所處市場之市場力的搭售策略，是可能存在的。
此外，在數位平台的動態競爭環境下，許多具備資訊與技術能力的平台，多採取持
續改善服務及提出創新服務，以求市場地位的維持。有資訊技術能力的事業，並可能採
用多角化經營的策略，除多元服務的鏈結外，並透過垂直服務的整合，進一步鞏固其主
要服務的市場地位。此一現象在數位平台及行動操作系統的整合部分已受到國際關注，
即 2018 年歐盟執委會對 Google Android 系統「搭售」議題作出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
處分。執委會認為 Google 強制搭載 Android 作業系統的行動載具製造商必須在其行動

政 治 大

載具上預先安裝 Google Search 等相關服務軟體，是市場地位濫用的表現98。

立

5. 資料庫的交叉使用

‧ 國

學

所謂資料庫的交叉使用則是 2010 年法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所提出，主要是針
對於在特定市場具備獨占地位的公共服務提供者(如瓦斯)，透過其提供公共服務

‧

所獲得之大量資料的分析，在進入其他市場時若以其所得資料為基礎進行交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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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場分析，得以有效協助其規劃或調整其商業策略，甚至可以直接對潛在市場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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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量身訂做其所需要的服務，而非其他欠缺該資料之競爭者所能比擬，對於其
他競爭者而言產生較大競爭優勢者是99。就法德官方報告所述，法國競爭法主管

n

al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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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機關在沒有任何公眾可取得之公有或私人資料庫，有收錄家庭瓦斯使用契約相關

engchi

96

Id.

97

Id. at 90~91

98

European Commission, “Google Android”, Case AT. 40099, Date: 18/07/2018,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8-4581_en.htm (last visited at December 19,2018)-截至本論
文撰稿截止，歐盟尚未公布處分全文，故僅以官方公布新聞摘要參酌。
99

Id. a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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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情況下，為平衡 GDF Suez 公司100因為過往獨占瓦斯市場所取得資料的競
爭優勢，對該公司施以一個臨時性的措施(interim measure)，要求其將部分資料(尤
其是消費相關資料)，向外部提供，以使其他競爭者可以之站在同樣的資料基礎
上，向消費者提供服務101。不過本案涉及消費者個人資料，因此 GDF 可以提供
給競爭者之資料依隱私相關法律必須以消費者同意為前提，實際上本案的確有相
當比例的消費者不同意資料的提供102，帶出了隱私保護法制與競爭法執法之間相
互制約的議題。而就此案例而言，瓦斯公司所持有的獨占性資料在市場上沒有其
他替代資料，且該資料確實為影響另一市場，或可以說是該事業可能參進之潛在
市場之競爭的重要資料，應可從樞紐設施理論討論，由主管機關強制其開放關鍵
資料的近用。

政 治 大

6. 策略性增加使用者轉換成本

立

大部分數位平台服務具備使用者平台多棲的特性，因此在相關個案當中，若

‧ 國

學

市場上存在類似服務的平台，主管機關時而會假設某些競爭因素的變動會帶來使
用者轉換至替代的服務。部分市場界定的方法亦是採用如此之假設，透過觀察價

‧

格、品質或成本之變動可能帶來之消費者轉換行為，作為評估市場劃分的基礎。

Nat

sit

y

於 Facebook/WhatsApp 案以及 Microsoft/Skype 案當中，皆針對於使用者轉換成

er

io

本有相當的討論103。若平台使用者轉移至其他替代服務的成本低，則使用者平台

al

多棲的可能性就高，平台要取得市場控制的地位並不容易。相反的，如果平台能

n

v
i
n
Ch
夠增加使用者的轉換成本，使用者要形成平台多棲或直接轉移到其他替代服務的
engchi U
可能性就會降低，而讓平台有機會取得市場優勢甚至獨占的地位。而其中一種最
100

GDF Suez 公司為法國的瓦斯服務提供者，於 2015 年已更名為 Engie。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gdfsuez-name/french-gas-giant-gdf-suez-changes-name-to-engie-idUS
L5N0XL1XS20150424 (last visited at September 19, 2018)
101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2016), supra note16, at 20

102

Id. footnote 44

103

Facebook/WhatsApp, §94, at16; European Commission, “Microsoft/Skype”, COMP/M.6281,

Dated 07/10/2011, C(2011)7279, §26,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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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方式，就是降低平台與其他系統之間的相容性，或是限制使用者資料的移
動可能性(portability)104。於 Google Android 案當中歐盟執委會即提出，使用搭載
Android 作業系統之行動載具的使用者，若要轉換到不同作業系統的載具(如
Apple)，則會面臨很高的轉換成本，包括會喪失在 Android 系統使用的 App、資
料以及聯絡資訊、必須學習操作新的作業系統、甚至必須負擔更高額的設備費用
105

，這些都可能降低使用者轉換的意願，而形成排他的結果。
7. 獨占平台的垂直整合
數位平台在行動通訊技術蓬勃發展及普及之下，如何透過行動載具與相關應

用 App 以連繫更多的使用者、獲取更多的資料來源以及強化使用者對服務的黏

政 治 大
Google 及 Apple，兩者皆有自行研發並操控的作業系統—Android 以及 iOS。所
立
著度，已成為大型數位平台兵家必爭之地 106 。尤其搶占行動作業系統先機的

不同者，在於 Google 開放不同的行動載具製造商搭載 Android 系統，Apple 則僅

‧ 國

學

將 iOS 系統整合於其自行開發的行動載具(如 iPhone)。兩者皆有機會透過垂直服
務的整合，將其所開發的 App 崁入搭載其系統的行動平台，進而排除其他 App

‧

的競爭。Google Android 案即是歐盟對於獨占平台垂直整合形成的濫用市場獨占

Nat

sit

y

地位最新且最具代表性的個案。執委會於 Google Search(Shopping)即已提出

er

io

Google 在行動作業系統的獨占地位佐以強制行動載具製造商必須預先安裝

al

Google Search 應用程式的作法，強化了 Google Search 的市場支配地位。Google

n

v
i
n
Ch
Android 案則更進一步描述其運用包括搭售、排除條款或對於製造商不當補貼等
engchi U
方式，排除其他競爭者之 App 進入 Android 系統的機會，並形成垂直整合的態
勢，鞏固了一般搜尋服務的獨占地位。本論文將於第四章對 Google 相關案例之
濫用市場獨占地位進一步分析探討。

104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 (2016), supra note 30, at 291~292; Harry van Til,

Nicolai van Gorp, Katelyn Price (ECROYS Research Group), supra note 70, at 34
105

Google Android(2018), supra note 98

106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 (2016), supra note 30, at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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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料驅動差別取價 (data as a vehicle for price discrimination)
資料的分析應用有時亦可以成為驅動差別取價的元素之一。尤其在運用演算
法蒐集分析市場狀況，以協助行銷策略或訂價策略時最為明顯。以電子商務市場
為例，平台因為容易蒐集關於個別消費者的購買習慣、商品瀏覽的喜好、對特定
商品或是服務可以接受的價格範圍等相關資訊，而可以透過上述資訊的分析，針
對不同的消費族群作差異化訂價。如此應用資料進行的差異化訂價對於消費者利
益或是市場競爭策略，因所涉情況不同而有正反的影響，也因為各國競爭法制的
不同而有相異的法制評價107。
差 別 取 價 於 學 說 探 討 基 本 分 為 三 級 ， 第 一 級 差 別 取 價 (first degree

政 治 大
相同成本的產品可以對每個消費者收取其願意支付(willingness to pay)的最高價
立
discrimination)，又稱為完全差別取價(perfect price discrimination)，是指事業對於

格。然而如果要做到第一級差別取價，事業必須能夠掌握市場上每個消費者的需

‧ 國

學

求108。第二級差別取價(second-degree price discrimination)則是透過價目表的方式，
由消費者自己針對廠商提供的價目表作出選擇109。例如飛機、鐵路等交通票券的

‧

價格差異者是。第三級差別取價(third-degree price discrimination)則是針對不同特

Nat

sit

y

徵的消費族群地訂不同的票價，消費者只要歸類於其中一個類別，其所需支付的

n

al

er

io

價格就是固定的。例如區分成人、學生、老人或愛心票價的服務等。

i
n
U

v

在數位網路環境下，要達到完全的差別取價，透過強大的演算機制，是可能

Ch

engchi

發生的。事業可以設計並使用資料驅動的演算機制，蒐集及分析消費者行為資料，
以更精確鎖定可能對其產品或服務有興趣的消費者，甚至提供個人化的產品、服
務 或 價 格 110 。 事 業 並 可 以 透 過 演 算 法 所 得 的 資 料 分 析 ， 掌 握 消 費 者 剩 餘

107

Id. at 21；Bertin Marten(2016), supra note 1, at 40

108

陳韻珊，數位時代下的差別待遇行為，公平交易通訊第 78 期 ，頁 18 (2017)

109

Id.

110

Ariel Ezrachi, Maurice E. Stucke, (2016). Virtual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t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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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s’ surplus)111，決定適當的價格決策以獲取最大的利益。法德官方報告
認為資料驅動的差別取價，正面而言，可能有助於改善社會福利，讓不同經濟能
力的消費者得以用其可接受的價格負擔所需要的產品或服務。其亦可能具備強化
競爭的功能，亦即事業可以刻意針對通常使用競爭者服務的消費者，提供較低的
價格誘因，藉此促進更活絡的價格競爭112。反面而言，其亦會造成對個別消費者
的不公平待遇，使得消費者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努力及成本，方可能擺脫被差
別取價規制的消費環境113。資料演算而形成的差異訂價，是否涉及競爭的議題，
則須視個案而定。例如，就資料本身為交易客體的市場而言，像是前述 TomTom/
Tele Atlas 結合案當中的導航資料庫等類似的資料庫或第三方資料分析服務市場，
若對於相同的服務向不同客戶進行差別取價，提高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的競爭成

政 治 大

本，對於市場競爭亦會產生一定程度的限制。

立

資料相關之市場競爭與隱私問題

學

‧ 國

(四)

數位平台的多樣化資料來源與種類，有很大的部分涉及平台參與者的個人資
料，包括為了交易所提供的資料，或因為平台使用行為產生的交易習慣、瀏覽喜

‧

好或其他個人網路行為傾向之相關資料等各類網路足跡。平台透過使用者資料得

Nat

sit

y

累積、分析與應用，得以掌握市場需求狀態與趨勢，藉以滾動式調整經營策略、

er

io

訂價、商品的品項或提出創新的服務。惟因所蒐集者係個人資料，勢必涉及個人

al

資料或隱私保護的相關議題。尤其當保有許多個人資料的數位平台結合時，勢必

n

v
i
n
C h ，除了事業可能因為獲得更多元的資料而
伴隨相互持有之使用者個人資料的結合
engchi U
擁有更大的競爭優勢外，對於原先使用者資料的保護機制或品質亦可能因為事業
結合而受到影響。此類結合案件是否應將結合事業所持有之個人資料對結合後的
影響加以評估，有爭議。

111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2016), supra note 16, at 21~22

112

Id.

11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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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競爭法制與個人料保護相關的法制基本上因為設置目的之不同，一般而
言於結合案件當中並不會特別將個人資料保護列入審查評估的項目。歐盟執委會
在 Facebook/WhatsApp 結合案114當中即曾經聲明兩者結合可能導致大量個人資
料匯集至 Facebook 之問題，並非歐盟競爭法的議題，而屬於資料保護規則的問
題。惟歐盟國家晚近的研究分析，包括法德官方報告115以及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
於 2017 年提出的競爭政策檢討會報告書 (データと競争政策に関する検討会報
告書，簡稱「日本檢討報告」)116當中皆指陳，在涉及個人隱私保護的相關的競
爭法相關案例，個人資料議題有列入法制評估內涵的必要。而在涉及演算法應用
的相關案例上，針對演算機制所為的自動化決策，應如何於法制面評價或進行規
範，OECD 於 2017 年針對演算法與勾結議題提出的研究背景報告，亦提出 GDPR
之規範有值得借鏡參考之處。

立

政 治 大

‧

‧ 國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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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European Commission, “Facebook/WhatsApp”, COMP/M.7217, Dated 03.10.2014

115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2016), supra note 16, at 21~25

116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Research Center(2017), supra note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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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平台資訊力與市場獨占地位
以資訊力驅動的數位平台市場，平台利用所具備的優勢資訊地位從事反競爭
的行為，於本論文第三章已初步列出與討論。其中，結合與併購為目前實務案例、
執法及法制討論較多的作為，本論文將於下一章節獨立討論。而運用排他性行為
取得或強化平台的市場優勢，意圖降低或排除市場上的有效競爭，應為平台運用
自身資訊力最直接的手段，亦能夠顯資訊力在平台市場競爭的重要性。而對於競
爭法議題的探究，於現行法制體系下，相關市場的界定通常為案件評估的第一步，
當然也是判斷一個事業是否具備市場力及有無濫用的基礎。然而，資料驅動的數
位平台市場，通常以免費的方式提供服務，價格在此類平台間似乎並非競爭的重

政 治 大
事業在市場上的地位，在國際競爭法制政策與競爭法相關學術文獻，已引發討
立

要元素，反而是資訊力的影響層面更高。因此市場如何界定，以及如何判斷競爭

‧ 國

學

論。

競爭法相關個案，無論是探究獨占、結合或聯合行為等議題，皆須對於所涉

‧

個案進行相關市場的界定，方能適當就事業行為對市場競爭之影響進行有效的分

y

Nat

析及認定。因此本節作為本論文進入平台資訊力對於競爭法相關個案於法律適用

io

sit

議題專章探討的第一章，將先於本章第一節對資料驅動之數位平台市場的相關市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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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界定進行探討。本節市場界定相關探究內涵將貫穿適用於獨占、結合及聯合行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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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為各章，合先敘明。市場界定相關議題探討後，本章將於第二節正式進入平台資

Ch

engchi

訊力與市場獨占地位之議題探討，以歐盟近年關於數位平台濫用獨占地位最重要
的 Google 相關案例為基礎，導引出數位平台挾帶強大資訊力及可能之跨平台市
場力運作，對於市場競爭可能產生的影響、獨占地位如何認定、以及濫用獨占地
位的相關判斷。最後參考國際實務的作法及法制探討，提出初步的法制政策建議
方向。

第一節 相關市場界定方式之探討
數位平台具備雙邊或多邊市場的特色，透過直接或間接網路效應的建構形成
平台得以運行的商業模式。運用高度的資訊力與技術能量的結合，藉由對服務的
55

DOI:10.6814/DIS.NCCU.LAW.001.2019.F10

不斷改善與創新，在平台多棲以及動態競爭的市場環境下，尋求持續穩定或擴大
的市場地位或發展機會。而數位網路或科技環境本身具備高度的開創性，因此數
位平台可以提供的服務類型可以非常多元且富含變化，就個案的相關市場界定也
就相對複雜。就歐盟晚近幾個涉及資訊力議題之代表性數位平台結合案當中的相
關市場界定來看，執委會對案件所涉的相關市場通常不會僅為單一的界定，而必
須按照雙方個別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所涉平台參與者、商品或服務的特性等進行
分析評估，界定出複數的市場，以進行結合對於個別市場影響的分析探討。
個案當中到底哪些服務或事業應該被列入同一個市場，成為應該被評估的競
爭者或潛在競爭者，於資料驅動的數位平台而言並不容易，誤判的可能性相對提
高。例如在 Facebook/WhatsApp 的結合案當中，執委會在 Facebook 平台的網路

政 治 大

廣告市場將服務型態與參與對象完全不同的 Google、Yahoo、MSN 納入同一市

立

場，並將更多其他不同網路服務型態如 Apple、Amazon、eBay、Microsoft、AOL

學

‧ 國

等的資料蒐集列入相關市場當中之可替代資料來源，就納入相關市場認定的事業
及替代性資料的範圍認定的適當性即產生疑問。TomTom/Tele Atlas 案執委會將

‧

網路型態之地圖資料與導航服務(如 Google Map)直接排除在相關市場競爭的範

y

Nat

圍內，亦與最後市場發展的態勢有所出入。足見此類市場界定實有一定程度的困

er

io

因應。

sit

難，需評估現有相關市場界定之方法、法則或建議規則有無補充的可能性，以為

al

n

v
i
n
Ch
除此之外，資料在數位平台競爭上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亦有所不同。部分數
engchi U
位平台就其所擁有、取得或產製的資料，系作為其商品服務持續發展、改善、優
化或創新之能量，這些資料本身並非直接作為商品或服務的內涵。目前平台資訊
力競爭相關個案，以此類資料應用為大宗，包括 Google 透過強大資料匯集、分
析與應用持續優化搜尋演算法，並透過排他性行為，降低或阻絕其他競爭者攫取
足夠資料量的機會117，以及包括 Facebook 將資料用於目標性廣告的提升118等，

117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takes further steps in investigations alleging

Google's comparison shopping and advertising-related practices breach EU rules, press release, 14 July
2016,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6-2532_en.htm

(last visited at December 2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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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個案對於資料的利用及控制，皆屬於此類。此類服務當中之資料，基本上係
與商品或服務共生共存，故在市場界定上，有時並不獨立界定，而係伴隨數位平
台多邊市場特性併同處理。相對而言，部分數位平台或數位服務提供者，則是將
所擁有之資料直接作為商品/服務的內涵。例如 TomTom/Tele Atlas 案119上游市場
的導航圖資，即是以地圖資料庫本身作為商品。於市場界定上則較為單純，可以
直接將該資料商品市場獨立作單一市場的認定。當然數位平台對資料的利用非常
多元，資料的應用可能同時具備對內提升及優化自身商品或服務之功能，亦對外
協助其他事業利用(如：Microsoft/LinkedIn 案，LinkedIn 之 SI 服務產製的資料，
亦對外提供給其他 CRM 廠商應用者是120)，故仍需依據個案資料應用情況決定
是否將所涉資料獨立進行市場界定。甚至有部分學者認為，即使資料本身並非商

政 治 大
應於商品/服務市場之外將所涉資料劃分出獨立市場，以利分析資料集中對於競
立
品/服務的內涵，但在個案當中對市場競爭或消費者之利益產生重要的影響時，

‧ 國

學

爭的影響121。

以下以相關研究與實務案例之探討與觀察，嘗試提出資料驅動數位平台之相

‧

關市場界定可以思考或應用的規則或方法。

Nat

io

sit

y

一、個案雙邊或多邊情況需予以考量

n

al

er

由於數位平台的雙邊或多邊市場特性與傳統單邊市場有所差異，將各邊市場

i
n
U

v

分離成幾個單邊市場而進行的市場界定，可能會因為忽略網路效應的影響，而形

Ch

engchi

118

Facebook/WhatsApp, §70, at11

119

European Commission, “TomTom/Tele Atlas”, COMP/M.4854, Brussels, Dated 14/05/2008,

C(2008)1859
120

European Commission, “Microsoft/LinkedIn”, Case M.8124, Brussels, Dated 6/12/2016,

C(2016)8404 final, §247, at53
121

F.T.C., Dissenting statement of commissioner Pamela Jones Harbour in the matter of

Googoe/DoubleClick, File No. 071-0170, 2007,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statement-matter-google/doublecli
ck/071220harbour_0.pdf

(last visited at January 2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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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錯誤的界定結果122。且數位平台通常是屬於中介者的角色，並非以單純以其技
術服務或平台基本服務作為價值收益的來源123，需要更精準就其各邊營運內容與
關連加以分析，方可窺知全貌124。例如，許多數位平台各邊的服務態樣為單邊收
費，他邊免費的情形，拆開來看似乎其中有部分可以傳統價格波動為基準的市場
界定方式，卻可能忽略是網路效應的關係，讓一邊免費的服務可以帶動另一邊收
費服務的熱絡。
以社群平台為例，使用者要運用社群平台之基本服務，包括社交聯繫、意見
表達、生活分享或人際維持等，通常僅需要註冊提供平台所要求的個人資料後即
可免費利用，並於利用期間自然向平台提供了其他於平台內傳輸的資料、言論內

治
政
大
效應聚集了可觀的會員及個人資料資源，使得平台可以進一步透過大量資料的蒐
立
集、分析與利用，向廣告主/廣告商提供目標性廣告服務。因此有論者認為，社
涵及其他使用者行為紀錄等資訊。免費好用的社群服務透過使用者間的直接網路

‧ 國

學

群平台透過免費的個人利用服務取得的個人資料，實際上是利用網路廣告收入加
以套現125，於市場的界定上必須整體視為一個產品市場。

‧

因此在涉及雙邊/多邊市場的競爭案例，於市場界定時必須就個案評估單邊

y

Nat

sit

商業策略的變化，包括價格、成本或相關品質因素的轉變，對整體平台之運作可

a

er

io

能帶來的影響，交叉評估其連動關係，以作為切分相關市場的基礎。

n

v
l
二、合理替代性分析法則於資料驅動數位平台競爭個案之適用
ni
Ch

engchi U

判斷商品或服務的合理替代性，包括供給與需求的替代性，應該是競爭法上
相關市場界定最為根本的概念。於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布之相關市場界定處理

122

Inge Graef(2016), supra note 12, at 79; 中文論著另可參酌：顏雅倫(2016)，雙邊／多邊市

場之競爭與創新─論競爭法的因應，科技法學評論，13 卷 1 期，頁 233
123

Id.

124

顏雅倫(2016)，前註 122，頁 233~235

125

Inge Graef(2016), supra note 12, at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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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第三點亦已明確揭示。也是在各國執法實務上相關市場界定判斷最為基礎且
直接的原則。即使是與資料驅動相關的數位平台競爭案例，如何界定市場及市場
競爭狀態，商品或服務的替代性亦為個案進行市場界定過程中必然需要評估的重
點。其中包括以資料本身作為商品的結合案，所涉結合事業擁有的資料庫於市場
上其他資料庫的替代性、或涉及市場競爭的相關資料對比市場其他類型資料是否
具備相互替代性等，皆有相關案例的探討。
而如何利用合理替代性分析法進行市場界定，於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市場界
定處理原則第七點揭示，係指以交易相對人之認知，審酌個案所涉及之商品或服
務與其他商品或服務在功能、特性、用途、價格或競爭之地理區域上是否具有合
理可替代性進行界定產品市場或地理市場。至於彼此間之替代程度如何始得構成

政 治 大

同一相關市場，應依具體個案事實予以判斷。從此定義當中可以發現合理替代性

立

分析雖然看似清楚簡單，卻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因為消費者對於商品服務功能

學

‧ 國

等替代性的判斷時而主觀，有論者就提出就某些極端的概念下，很多商品都是可
以互相替代的；反過來看，如果要仔細探究，也沒有任何一項商品可以完美的取

‧

代另一項商品126。且此一分析法在商品或服務差異性愈大的市場，愈可能出現錯

y

Nat

誤的判斷127。其中，提供免費服務的市場通常就具備高度差異化的特性128，因此

er

io

的可能性。

sit

在使用合理替代性分析時，需要更加謹慎或以其他分析法作為輔助，以降低誤判

al

n

v
i
n
Ch
於涉及資料競爭的數位平台案例來看
，平台多元化及常見的免費服務型態，
engchi U
符合高度差異化的情境，且數位平台加入了演算法及其他科技設備或載具的連結
搭配，提高創新商業模式及延伸應用發生的機會，潛在競爭者的範圍相對較大。
個案若僅就現有商品服務狀態進行市場上需求或供給替代性的評估，可能低估相
關市場延伸的範圍。以 TomTom/Tele Atlas 案為例，本案涉及之商品標的為導航

126

John M. Newman, Antitrust in zero-price market:applications, 94 Wash.U.L.Rev.49(2016), at

127

Id. at 63

12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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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資料庫及搭配的導航設備服務，歐盟執委會認為專業的導航圖資與非為導航
目的而建立的數位圖資，因為製作目的、功能及精確度的不同，應不屬於同一產
品市場

129

。且認為導航圖資需要透過實地田野調查及時間的累積，並非網路的

數位地圖服務可以比擬，即使透過使用者回饋亦然。即使 TomTom 主張這些網
路平台透過科技能力的補強、強大的經濟後盾及使用社群的回饋，能夠直接升級
資料庫形成競爭，執委會仍認定 Google 地圖與本案導航圖資不具替代性，亦非
未來的潛在競爭者130。此一判斷忽略了 Google 等數位平台地圖服務與行動載具
研發的搭配對導航地圖市場可能帶來的改變，使得該案審查至今的市場發展與案
件當時之市場判斷有極大的落差。雖說科技的研發與應用有其預測的困難度，但
本案至今發展亦提示了執法者，對未來涉及資料為商品及服務內涵之數位平台案

政 治 大
結合目的與其對產業科技預估的想法併同列入考量。
立

例，於合理替代性分析時，須將相關科技發展的可能性以及結合案當事人提出的

學

‧ 國

Google/DoubleClick 案就網路廣告市場是否要區隔為搜尋廣告與非搜尋廣告
市場部分，亦將科技的研發明確列入考量，認為過往認定搜尋廣告較非搜尋廣告

‧

更有效率的想法，因為平台相關科技的精進，使得非搜尋廣告能夠連結目標消費

y

Nat

者的能力提升。而搜尋廣告為與主打品牌形象之非搜尋廣告競爭，而提升促進品

io

sit

牌知名度的相關功能，因此從廣告主的觀點，無論是搜尋廣告或非搜尋廣告皆具

n

al

er

備合理替代性而應劃歸為同一市場131。此處平台科技的發展，即包括了平台透過

i
n
U

v

結合使用者於網路各項活動或行為進行的資料分析得以協助廣告主將廣告呈現

Ch

engchi

給目標消費族群的相關技術。足見設計資料相關科技應用的數位平台市場，在運
用合理替代性分析時，相關科技應用的結果或發展可能性，有列入考量之必要。

129

TomTom/Tele Atlas, §22 at 6

130

TomTom/Tele Atlas, §110 ~113, at 23~24

131

European Commission, “Google/DoubleClick”, COMP/M.4731, Dated 11/03/2008,

C(2008)927 final, §51~52, 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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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在數位平台此類涉及科技發展與應用的個案，相關市場的界定應就當前
與未來將產生的相互關係以及各種技術間的融合併同考量132。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探究資料相關之數位平台的市場界定時指出，比起刻
意將免費的多邊市場崁入專為非免費市場設計的市場界定模式，根據多邊市場各
方群體之可替代性來定義市場，或於必要時將一方市場競爭對另一方市場競爭之
影響一起納入評估，可能更適合作為免費之多邊市場的市場界定方法133。

三、SSNIP 與修正 SSNIP 法則
「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調漲」(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簡稱 SSNIP)為國內外實務對於價格相關之案件常見的市場界定

政 治 大

方法。此一方法主要以消費者對於某一商品或服務市場的價格提高會如何反應，

立

市場力量有無可能對於價格調漲之情況加以制衡，來判斷個案相關市場界定的範

‧ 國

學

圍是否適當。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5 年發布的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
第九點所提出的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hypothetical monopoly test，簡稱 HMT)，即

‧

為搭配 SSNIP 之規則的市場界定方法，以假設市場上有一獨占者存在，檢測該

y

Nat

假設性獨占者在進行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調漲前後之利潤變化情形，作為

io

sit

評估相關市場界定範圍是否適當的方法。當價格調漲使該假設性獨占者利潤減少，

n

al

er

則表示原先界定之相關市場太小，而須將其他具替代性之產品或地理區域納入，

i
n
U

v

再重複進行檢測，直到價格調漲而該假設性獨占者不減少利潤為止，即完成相關

Ch

engchi

市場界定134。然則這樣的檢測方式，必須是相關案件當中所涉及的商品或服務具
備基準的市場競爭價格，方有利用的可能性。若服務本身並不具備市場競爭的價

132

Pamela Jones Harbour, Tara Isa Koslov, Section 2 in a Web2.0 world: an expended vision of

relevant product markets, 76 Antitrust Law Journal (2010), at 772~773
133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Research Center(2017), supra note 53, at

36(EN), 31(JP)
134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104.3.6.公資字第 10421600251 號令發布)

第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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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則有適用上的疑慮。尤其數位平台為雙邊/多邊市場，平台服務可能僅針對
一方收費或針對多邊服務分別有收費及免費的混和機制，若透過 SSNIP 法則進
行市場界定，不但在免費服務的一邊市場界定有疑慮，在收費的部分究竟應採取
以哪一邊之收費作為基準價格或以整體市場價格狀態進行測試，都有疑問135。再
者，數位平台有動態市場的特徵，具備高度開創性與變動可能性，後起之創新平
台服務對於先驅平台永遠具有競爭的威脅。國際競爭實務對於此類高度變動性的
市場該如何界定相關市場及於結合案當中對於此類市場進行市場影響之評估，皆
指出其困難度，也尚未找到最適當的評估工具136。
部分提出修正 SSNIP 法則之見解認為可從平台服務內容的區隔著手，評估
個案是否需要將雙邊及多邊列入市場界定的考量，抑或只需要進行單一的市場界

政 治 大

定137。並以網路平台是否提供撮合交易機會，或僅喚起交易當事人之「注意」138，

立

或以多邊平台之各方有無與對方直接進行交易139，而區隔為「交易平台」及「非

‧ 國

學

交易平台」140。進一步認為，「非交易平台」由於服務或產品對不同市場使用者
而言有不同的替代可能性，故執法者可以將各方市場分別界定為不同的市場。例

‧

如社交網路平台與搜尋引擎對一般消費者不具備替代性，但對於廣告商則有替代

y

Nat

性者是。至於「交易平台」，則只需要針對「平台」本身界定出一個市場，無須

io

sit

再針對各邊市場分別界定，例如網路拍賣平台結合，僅需研析網路拍賣、網路銷

n

al

er

售或非網路銷售平台間是否具備替代性，而劃入相關市場即可141。

135

Ch

engchi

i
n
U

v

吳恆安，競爭法下相關市場界定方法之理論與實務—兼論雙邊市場界定之挑戰，國立台

灣大學經濟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7 年 02 月，頁 59~60
136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 (2016), supra note 30, at 113~114

137

陳志民(2018)，前註 30，頁 12

138

Id.

139

OECD(2016), supra note 85, at 16

140

陳志民(2018)，前註 30，頁 12; 吳恆安(2017), 前註 135，頁 61

14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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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區隔似乎將數位平台相關市場界定的類型加以簡化，在某些比較單純的
個案也許適用，但於平台類型或功能較為複雜之個案上可能出現適用疑慮。例如，
電子商務平台並非僅是提供商品給消費者，其基礎多邊市場參與者可能包括消費
者、商品供應商以及廣告商等。其同樣提供商品搜尋功能、針對消費者進行消費
行為分析，也一樣可以運用消費者分析資料，提供目標性的網路廣告的服務，而
其提供消費者搜尋商品及其他會員的服務亦多為免費。因此若以網路廣告的市場
來看，匯集大量消費者群體的電子商務平台所提供的目標性廣告服務，與社群平
台、搜尋引擎的廣告服務對於廣告商而言，未必不具備替代性。因此在媒介交易
的平台種類多元之狀況下，仍應依據個案針對雙邊或多邊市場之各邊進行市場界
定的評估，以求界定結果更為貼近相關市場之真貌。

政 治 大

修正 SSNIP 之主張，針對數位平台各方未產生直接交易之多邊市場，認為

立

應該納入多方間的交叉需求彈性(cross demand elasticities)分析，將其中具備價格

學

‧ 國

性之單邊市場，在價格提高後對於平台之整體獲利(overall profitability)產生的影
響列入考量142。其想法主要著眼於一方價格的變動，可能使得平台向其他方所收

‧

取的固定或可變交易費用同時發生變化。然則此一修正的法則，基本論述仍然以

y

Nat

平台的服務具備價格性，甚至假設平台多邊市場當中不只一邊服務的獲取必須以

io

sit

支付一定金錢價值之對價來進行。若個案所涉及的數位平台為資料驅動的平台，

n

al

er

其中一方對於平台所提供的對價並不具備金錢價值，而為資料的提供，則該如何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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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適用。是否可能透過考量單邊資料的集中、資料價值的提高等資訊力之提升，是

Ch

engchi

否影響平台之他方或整體市場的獲利或市場力作為判斷，以界定個案的相關市場？
例如數位平台之結合帶來具備客戶分析價值之資料，使得平台對於消費者行為或
新市場消費者期待的掌握更精確，則對於平台所提供的廣告服務而言可能帶動正
向競爭效益。因為其廣告客戶可以更有效率的提供目標性的廣告，進而降低廣告
成本，但並不影響消費者得以免費利用平台的利益。因此就整個平台而言，並沒
有產生哪一方的價格變動，但卻因為資訊力提升而降低某一方市場的利用成本，

142

OECD(2016), supra note 85，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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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則應如何適用修正之 SSNIP？亦即，應該如何平衡一方品質減損之成本(如：
個人資料保護程度的降低的成本)與他方因而獲得的利益143。
此外若嘗試對免費的服務施以一個收費的假設，則是否可以運用 SSNIP 進
行評估？例如 Microsoft/Skype 結合案歐盟執委會在評估結合案雙方是否可能出
現商業上的搭售策略時，提出由於 Skype 現階段對消費者系提供免費的服務，如
果結合後反而需要對此服務收費，則消費者可能直接轉換到其他替代性服務提供
者，如 Google、Facebook、Viber、ooVoo 或 Fring144等。如此一來將免費服務改
為收費服務可能帶來的服務轉換，亦可為判斷事業市場力與評估市場區隔的方式
145

。

政 治 大

四、「非價格」(non-price)因素涉入之相關市場界定

立

資料驅動的數位平台通常具備免費服務的特性，且其競爭核心多與資訊力密

‧ 國

學

切相關。於此類平台市場，若要採用傳統以價格為核心的市場界定方式有其困難。
國際實務上在水平結合的審查，近年已開始關注非價格因素的影響，尤其是品質
146

‧

(quality)與創新(innovation)

，也許為資料驅動的相關市場界定帶來一些思考與

y

Nat

幫助。然而品質好壞的判斷通常較為複雜且主觀，尤其品質的優劣常常係綜合各

，故在競爭法執法評估上可能被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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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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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sit

種因素所得的結果，要建立客觀量測而廣為各方接受的方法或數據指標相對困難

i
n
U

v

143

Id.

144

Microsoft/Skype, §157, at28

145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 (2016), supra note 30, at 123

146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2004), OJ C 31/5, par. 8, 15, 36, 38,
65
147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 (2016), supra note 30, at 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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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於 Microsoft/Yahoo!148搜尋事業的合併案及 Microsoft/Skype149合
併案的分析中指出，搜尋服務及消費者通訊服務皆為免費服務。當服務為免費時，
「品質」就是合併事業於市場競爭最重要的參數150。如此一來就必須探詢哪些非
價格之價值為不同數位平台個案競爭的核心，其變動將影響數位平台商品或服務
的品質。例如，免費的搜尋引擎對於使用者的核心價值在於搜尋的精確度以及搜
尋結果是否符合使用者的期待。如果平台憑藉自身市場支配地位干擾搜尋結果的
呈現或排序，讓自身服務或特定贊助者之資訊優先顯示，其行為就可能導致服務
品質的降低。或是結合事業於結合後調整或影響搜尋引擎服務提供的政策，例如
過度干預搜尋結果之呈現，皆可能對市場競爭產生影響。
就目前歐盟相關實務案例觀之，涉及資訊力競爭之數位平台個案，在免費為

政 治 大

常態的情況下，多以品質的競爭作為評估。尤其在與個人資料或隱私相關的個案，

立

結合是否可能導致原平台服務在隱私保護或資訊安全程度的降低，亦被認為屬於

‧ 國

學

結合影響服務品質的事例(如 Facebook/WhatsApp 案151)。然則在 SSNIP 等以價格
為基礎市場界定方法於此無法適用的情況下，如何將資料驅動之數位平台競爭相

‧

關的品質元素納入評估，部分論者提出可以嘗試以「微幅但顯著之非暫時性品質

y

Nat

減損152」(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decline in quality，簡稱 SSNDQ)法則

io

sit

以取代 SSNIP 的看法，惟 SSNDQ 在實務操作本來即受到品質因素之主觀性及多

n

al

er

元性(multi-dimensional)的影響，有本質上的判斷難度，應用於資料相關的品質影
響是否適當，需要進一步討論。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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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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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uropean Commission, “Microsoft/Yahoo! Search Business”, COMP/M.5727, Dated

18/02/2010, SG-Greffe(2010) D/2118, C(2010)1077, §101, at 16
149

Microsoft/Skype, §81, at 14

150

Id.

151

Facebook/WhatsApp, §87, 174, at15,31

152

SSNDQ 另有中文翻譯為「微幅但實質且非瞬間之品質降低」，參閱陳志民(2018)，前註

30，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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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NDQ 要順利的運作，執法者需要盡量取得一些可以被量測、客觀、被廣
為接受以及透明化的相關參數153。在本論文關注的資料相關競爭案例來看，是否
可以取得相關的參數，於個案應用上仍有其障礙。以 Facebook/WhatsApp 案為例，
本案結合雙方對於一般消費者皆以提供免費服務為主，因此相關市場的競爭即會
著重於非價格的競爭，歐盟執委會於本案即認為，隱私保護是本案重要的品質競
爭參數154。尤其在評估雙方合併後 Facebook 是否會試圖改變 WhatsApp 的隱私
權政策以擴大目標性廣告服務的範圍時，執委會認為一旦 WhatsApp 放棄得以保
障用戶隱私的「端對端加密」(end-to-end encryption)，將會影響重視該服務隱私
及安全之用戶的滿意度，導致用戶直接轉換至替代性的服務提供者155。執委會認
為 Facebook 宣布併購 WhatsApp 時即有重視隱私的使用者立即轉換到 Threema156
的服務即為事例157。

立

政 治 大

然則 SSNDQ 原則的交叉彈性判斷基本上是假設商品或服務的消費者對於品

‧ 國

學

質的轉變有一定的敏感度158，些微的品質差異即可能促使消費者轉而選擇替代性
的 商 品 或 服 務 。 例 如 在 Facebook/WhatsApp 案 當 中 歐 盟 執 委 會 認 定 一 旦

‧

WhatrsApp 配合 Facebook 調整其隱私權政策或更改其資訊安全的服務設定，消

y

Nat

費者即會立刻移轉到其他相類似通訊服務，因此認定 Facebook 沒有誘因在雙方

er

io

sit

結合後更改 WhatsApp 在隱私跟資訊安全的堅持159。也就是說執委會在確認市場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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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C
Grunes (2016), supra noteU
h e n g c h i 30, at 118
n

153

154

Facebook/WhatsApp, §87, at15

155

Id. §174, at 31

156

Threema 與 WhatsApp 同為標榜無廣告、保障隱私及端對端加密的消費者通訊軟體

(consumer communication apps)，現階段完整服務之利用必須付費下載專屬的 App ，與 WhatsApp
目前免費服務的型態有部分差別。
157

Id. §174, at 31

158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 (2016), supra note 30, at 120

159

Facebook/WhatsApp, §184~186, at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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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存在許多可替代的免費通訊服務後，相信消費者於結合事業更改其隱私政策或
資訊安全機制時，可以很快的發現，並且立刻做出轉換服務的決定。
於 Microsoft/Skype160結合案當中歐盟執委會對於雙方結合之後 Microsoft 可
能對於 Skype 服務各種可能的調整進行討論，例如將 Skype 與其所擁有的個人電
腦或行動載具的作業系統(OS)或其他旗下軟體如 Internet Explorer, Office 等相結
合，提高其與相關軟體的連結度；或以安裝平台來區別 Skype 軟體與不同作業系
統間的互動情況，以形成用戶經驗的區隔；或於其自身可掌控的作業系統當中，
刻意將隸屬於自己的 Skype 及 WLM 軟體的互動效能與其他競爭通訊軟體加以區
隔等161，試圖讓使用者感受到唯有在 Microsoft 相關系統上運作 Skype 才會有最
佳的效能。而執委會認為如果 Microsoft 真的於其他競爭平台上降低了 Skype 的

政 治 大

使用者經驗，將反過來提供了其他主要競爭者相當的競爭利益，因為經過一段時

立

間之後 Skype 於消費者間的品牌優勢將因此喪失162。且由於無論是 Skype 或是

學

‧ 國

WLM 都並非使用者通訊服務市場當中使用者必須擁有的產品，市場上仍然存在
很多替代性的服務，而使用者利用 Microsoft 以外平台作為線上溝通工具之情形

‧

日益增加，故即使 Microsoft 做了前述用系統或平台區隔 Skype 運作效能的行為，

y

Nat

對其他作業系統或平台也不至於產生負面的影響163。也就是說於本案執委會則預

io

sit

設了消費者可以很快感受出 Skype 軟體於事業結合之後在特定的作業系統或平

n

al

er

台的運作較於 Microsoft 所屬作業系統或平台運作為差，而將因此捨棄利用 Skype，
移轉至其他替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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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兩個案例，軟體運作順暢與否相較於隱私政策或資訊安全的變化，也許
更可能被使用者察覺。但要消費者能夠輕易地感知些微的品質轉變，恐怕有其難
度。尤其在隱私政策的層面，即使使用者仔細閱讀隱私權政策或相關個人資料保

160

European Commission, “Microsoft/Skype”, COMP/M.6281, Dated 07/10/2011, C(2011)7279

161

Id. §135~140, at 25

162

Id. §147 at 27

163

Id. §148 at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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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條款的修正條文，都未必可以直接判斷其差異對日後服務提供及權益之影響164，
遑論對品質轉變的感知。
再者，兩個案例在討論消費者通訊服務時皆提到市場上存在其他相類似的免
費替代服務，以此為基礎而認定消費者一旦發現些微品質的下降，即會立刻轉移
至其他服務。也就是說，執委會認定此一市場具備平台多棲的特性，消費者轉換
至其他消費者通訊服務之成本很低，而消費者有絕對的能力辨識與其所關注之品
質參數上可以匹敵的替代性服務。然則消費者如何得以確認其他替代服務在其所
關注的品質議題上是更好的選擇，有其實際上的困難。例如，涉及隱私保護或資
訊安全的品質改變，其他服務的提供是否會有更好的保障，對消費者而言即使逐
一比對相關隱私權政策、搜尋網路使用者口碑或參考軟體星等評價等都未必可以

政 治 大

確認替代服務是否符合自己對於隱私或資訊安全的需要或期待，因此可能未必會

立

作出轉換的決定。

‧ 國

學

有論者提出在資料相關的市場，消費者對於服務的利用時而存在者「現狀偏
差」(status quo bias165)的情況，即消費者可能傾向於直接使用取得設備時作業系

‧

統已與先安裝的通訊服務，即使市場上出現品質更好的服務亦然。在

Nat

sit

y

Facebook/WhatsApp 案當中，歐盟執委會即提到了無論是 Facebook 或 WhatsApp

er

io

都非預先安裝於作業系統的通訊軟體。而軟體的預先安裝可能讓使用者轉換服務

al

更加困難166。這種現象更常見於預先安裝的服務為免費服務，且要評估類似服務

n

v
i
n
Ch
之品質差異有困難時 。因此個案在判斷品質改變是否會引發轉換商品或服務時，
engchi U
亦須評估個案相關商品或服務是否存在「現狀偏差」發生之情境，以及相關事業
167

164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 (2016), supra note 30, at 121

165

國內尚有「現況偏差」、「現狀偏誤」、「維持現狀的偏見」(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等譯文，指情緒性地傾向維持現狀的認知偏差。
166

Facebook/WhatsApp, §111, at 20

167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 (2016), supra note 30, at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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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現狀偏差」優勢之可能性，例如具備現況優勢之商品或服務提供者，可能
利用使用者傾向維持現況的特性，調降一定程度的服務品質。

五、以非金錢標的為服務對價之市場界定
數位平台資訊力的展現時而立基於平台使用者的群聚，及使用者為了利用平
台而主動或被動提供的資料。而多數數位平台採用免費的策略作為聚集人潮的誘
因，使用者獲得免費服務的對價，即為提供平台所需要的個人資料，並允許平台
持續蒐集其於平台上各項使用行為的相關資訊。因此，免費平台並非代表使用者
沒有支付服務利用的對價，僅是該對價並非金錢價格而已。因此有學者認為，在
Facebook/WhatsApp 案所探討的目標性廣告相關市場，社群平台對使用者單邊不

政 治 大
資料，可以被視為取得免費服務的對待給付
。
立

收費，而對利用目標性廣告的廣告主收費的型態中，使用者對平台所提供的個人
168

‧ 國

學

此類個案如果回歸到修正 SSNIP 曾提出的問題，因為資訊力提升而降低某
一方市場的利用成本，如此則應如何適用修正之 SSNIP？或如何平衡一方品質減

‧

損之成本(如：個人資料保護程度之降低或要求給付更多的個人資料)與他方因而

y

Nat

獲得的利益。「微幅但顯著之非暫時性成本增加」(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io

si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Costs，簡稱 SSNIC)之應用似有探究的空間。如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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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T 檢測併合觀之，就是將 SSNIP 的價格(P)直接用交換成本(C)取代，也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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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顯現免費市場的產品競爭樣貌169。此處所謂的成本，除了可能是金錢價值的成

Ch

engchi

本外，亦可包括使用者的相關利益(如使用者的時間成本)、注意力或隱私。只是
非金錢價值成本要如何量化，以作為 SSNIC 法則可量測應用的成本數值，仍然
是此一法則實務上必須面臨的課題170。

168

Eleonora Ocello, Cristina Sjödin and Anatoly Subočs, Lessons from the Facebook/WhatsApp

EU merger case, Competition merger brief No 1/2015, European Commission, at 6
169

John M. Newman(2016), supra note 126, at 66

170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Research Center(2017), supra note 53, Note

2 at 36(EN), 30(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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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SSNIC 方式檢視市場時，必須注意到消費者對於事業相關決策是否具
備成本付出的感知，有其複雜度。例如於數位平台將彈出廣告占螢幕版面的空間
提高，是壓縮消費者於平台閱讀內容的品質，消費者可能因為廣告占螢幕版面太
嚴重而選擇更換服務平台。然若廣告雖提高了所占版面的空間，卻縮短了每個廣
告彈出及關閉的時間，則使用者對廣告版面加大的負面感受可能因此而降低171。
也就是說，平台加大廣告版面的策略是否讓消費者認為是注意力成本(attention
cost)的付出，會因為平台針對廣告的其他變動因素所改變。因此在運用 SSNIC
時必須對於可能相關的變量進行調查，而不能僅關注在單一的變量172。
SSNIC 應用層面上另一個較為困難的課題，在於判斷哪些元素是個案界定
市場時所需納入考量的相關成本？搭配 HMT 的檢測，就是當市場上存在一個假

政 治 大

設性的獨占者時，甚麼樣的交換成本出現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增加時，將導致

立

消費者的轉移。以資訊相關的免費數位平台市場來看，用以獲取相對免費服務的

學

‧ 國

成本通常即為平台所欲取得的資訊或要求消費者所需付出的注意力。如此一來所
需要判斷的，就是當消費者的資訊成本(information cost)或注意力成本增加到一

‧

定比例時，消費者是否可能啟動轉換的選擇，以此協助市場界定173。例如消費者

y

Nat

所需要提供給平台的資料增加或消費者資料被利用的範圍增加等，都可以認為是

io

sit

消費者付出的資訊成本提高，而平台藉此提升目標性廣告服務效率(從另外一個

n

al

er

層面來看，廣告連結目標族群的效率提高，即可能降低廣告主本來應該投注在廣

i
n
U

v

告行銷的成本)，使得在消費者瀏覽頁面呈現的相關廣告更具針對性，更能引發

Ch

engchi

個別消費者的興趣，亦可能導致消費者注意力成本的提升。然因為消費者於不同
平台服務可能的需求及對於成本的感知有所不同，個案上必須篩選出實際會促使
轉移選擇的成本，作為評估的基礎。

171

John M. Newman(2016),supra note 126, at 66

172

Id.

173

Id. at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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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 SSNIC 同樣存在著如同 SSNDQ 類似的消費者主觀意識的議題。尤其
在 SSNIC 要消費者感受到成本的付出，不單純只有前述需考慮之變量可能多元
的問題，有時由於免費服務的關係，反而可能忽略成本付出的影響，而以姑且一
試的心態嘗試不同的免費服務。或是對於某些成本的欠缺認知或認知不足，而忽
略付出這些成本所帶來的影響。例如，消費者可能對於個人資料保護的意識不高，
或對於平台蒐集過多精確的個人資料可能的利用及帶來的影響認知不清，或因為
對於技術應用的不熟悉而以為平台告知的資料取得或利用對其沒有影響等，皆可
能產生成本的錯估174。
單就資訊成本來看，資訊成本對於消費者而言通常是較難感知的一種成本付
出，且平台增加了消費者負擔的資訊成本，並不當然立即為平台帶來直接的利益

政 治 大

提升175，有時需要一段時間的經過方能看出實際的影響或成效。尤其平台要增量

立

蒐集消費者提供的資料，也必須投入相對的成本，包括蒐集技術、演算法設計、

學

‧ 國

資訊的儲存、大數據分析的技術及人才投入等，皆會使得初始利益的呈現較不明
顯。目前數位平台想要提升從消費者端獲取的資訊主要目的，可能包括協助改善

‧

商品或服務的品質、作為調整或創新商業策略的資源或提升廣告相關服務的收益。

sit
er

io

174

y

Nat

例如平台可以因此對於消費者提供個人化的搜尋結果或透過更有效率地目標性

類 似 的 概念 可 參考 Strandburg, Katherine J. (2013) "Free Fall: The Online Market's

n

al

Ch

i
n
U

v

Consumer Preference Disconnect,"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 Vol. 2013, Article 5. at 131,

engchi

available at: http://chicagounbound.uchicago.edu/uclf/vol2013/iss1/5, (“it is nearly impossible for a
consumer to estimate the increment in expected harm associated with a given instance of data
collection.”); at132~133 (“Internet users lack reasonable access to at least three kinds of information
they would need in order to make reasonable estimates of the expected disutility of online data
collection. First, users lack information about the types of harms that may arise from data collection,
the prevalence of those harms, and their costs. Second, users lack detailed and useful information about
company practices involving data collection, storage, and use. Third, users lack information about how
any given instance of data collection fits into the data about them that is already flowing in the online
ecosystem.”)
175

James C. Cooper, Privacy and antitrust:underpants gnomes,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subjectivity, 20 Geo. Mason L. Rev.1129 (2013), at 1135, available at:
http://www.georgemasonlawreview.org/wp-content/uploads/2014/03/Cooper_Websi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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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獲得更高的廣告點閱率及收益，讓平台可以繼續在提供消費者免費服務的同
時，有能力可以提升平台服務的內涵等。目標性廣告因為資訊品質的提高，能夠
連結更精確的消費族群，若能實際促成交易的形成，即更能展現價值交換的成果
176

。
綜上，SSNIC 法則的運用似乎可以在免費的數位平台服務市場發掘出資訊

成本的提升對於平台其他效益提升的關聯，且亦較能推導出資訊成本控制與平台
市場利益運作之關聯，即使部分利益的取得必須經過一段時間方能察覺，仍然可
以說是一個較為適合的市場界定法則177。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影響消費者成本感
知的變量是多元的，雖然在調查時需發現這些多元的變量，但在 SSNIC 分析過
程當中若選定其中一個變量進行分析時，需以其他變量維持不變的方式來進行178。

政 治 大

不過 SSNIC 的運作仍然是設定在一個假設性的獨占者在提高某項成本之後會帶

立

來對其產品或服務效益或品質的變動，是否會影響消費者的選擇。因此是否可能

學

‧ 國

出現這個假設性獨占者施以一個微幅但顯著之非暫時性成本增加而不提高任何
相關產品之品質的情況出現，例如其目的只是想要販售更多的資訊，或僅僅要提

‧

高其廣告的營收等，會是應用 SSNIC 法則會面臨的問題179。此外，此法則之運

y

Nat

用於免費服務市場，必須注意雖然透過對消費者的訪談或調查取得消費者意向是

io

sit

重要的，但仍不能過度仰賴消費者調查結果，仍然必須重視行業參與者

n

al

er

(Industrial-participant)的訪談證據。

Ch
六、個案所涉資料之市場界定

e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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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如本節引言所述，資料在數位平台競爭所扮演的角色依個案而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除了探究數位平台之免費特性、相關商品/服務替代性、以資料相關的保護
或利用形成的品質競爭、或以資訊成本作為服務使用對價等可能的相關市場界定

176

Id. at 1136

177

John M. Newman(2016),supra note126, at 69

178

Id.

17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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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外，個案所涉之資料，是否應作獨立之市場界定，在以資訊力為核心的數位
平台競爭上似有探討的空間。以本論文參考之相關歐盟案例來看，應可先將資料
的特性區隔為資料本身即為商品/服務標的以及資料非商品/服務標的之情況進
行討論。
(一) 資料本身為商品/服務標的
資料本身為商品/服務標的的個案，多半是有獨立對外提供之資料庫商品/
服務，因已具備市場性，可以直接就其商品/服務提供之內涵與範圍明確劃定，
而與市場上其他商品/服務進行合理替代性分析。或可依其商品/服務提供之有償
或無償，利用適當的市場界定工具進行產品市場的界定。以 TomTom/Tele Atlas

政 治 大
，並就數位地圖係以導航為目的建置或非導航為目的建置，進行更細部之
立

案為例，在產品市場之探討部分，執委會即直接將上游的數位地圖市場獨立劃分
出來180

分析181。故若個案之商品/服務標的未資料本身，則可直接將所涉資料(庫)獨立劃

‧ 國

學

分為單一商品/服務市場。

‧

(二) 資料本身非為商品/服務標的

sit

y

Nat

若資料本身並非商品/服務的標的，而是基於輔助或生產投入的角色，作為

io

er

事業就其商品服務持續發展、改善、優化或創新之資源，則是否有必要將個案相
關資料區隔為獨立的產品市場進行分析，有討論的空間。

al

n

v
i
n
Ch
就本論文於第四章及第五章摘要的歐盟執委會執法個案來看
，非以資料為商
engchi U

品/服務標的之個案，在產品市場的界定上，基本上仍會以實際對外提供之商品/
服務本身作為市場界定的標的。與商品/服務有關之資料，即使對於商品/服務的
品質或持續學習有其重要性，仍少見獨立進行產品市場劃分者。但並不代表執委
會未探討該資料於市場上的影響，只不過是將資料作為影響商品/服務市場競爭
的因素之一。評估資料本身的獨特性、排他性、替代性等特性，協助判斷個案事

180

TomTom/ Tele Atlas, §17, at 5

181

TomTom/ Tele Atlas, §18~22, at 5~6
73

DOI:10.6814/DIS.NCCU.LAW.001.2019.F10

業結合導致的資料集中或後續之利用是否可能產生限制競爭之影響，或作為事業
是否取得市場獨占或優勢地位之其中一個判斷元素。也就是說就目前競爭法及其
執法而言，市場界定係針對已存在之市場而言，尚未市場化成為獨立商品/服務
的資料，並不在個案市場界定評估的範圍內。
然而，資料在數位平台競爭上之所以可以形成左右市場競爭的力量，主要在
於平台本身的能力足以大量蒐集、分析與有效利用，創造資料的競爭價值。而所
謂競爭的價值，並非單單只是協助事業不斷精進商品/服務的品質，還包括其可
能的跨市場及多元利用的資產價值。有些資料即使在案件發生之當下似乎並未市
場化，而僅作為輔助及生產投入的資源，但並不代表其現下沒有市場的價值或未
來沒有其他利用的可能性。技術或是競爭環境的改變，在數位競爭環境下，有可

政 治 大

能讓這些資料成為創新服務開拓的起源，或成為平台可以對外經營的資產。以

立

Microsoft/LinkedIn 案為例，執委會對於 LinkedIn 的完整資料集，是否會因為結

學

‧ 國

合而無法由其他事業取得，而限制其他 CRM 競爭者取得相關資料以進行機器學
習之問題，發現 LinkedIn 完整資料集在結合前除了 SI 資料外，未對外提供182。

‧

但並未直接認定該資料於未來就沒有市場化應用的可能，而認為必須針對

io

er

進入市場，是否可能對於市場競爭產生不利之影響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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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edIn 是否有將相關資料「貨幣化」(monetising)的動機及能力，及若所涉資料

al

再者，資料驅動的數位平台結合，其目的未必僅著眼於結合事業於結合當時

n

v
i
n
Ch
所擁有之商品/服務市場，而是對方所擁有具有競爭價值的資料或取得具競爭價
engchi U
值資料的技術、能力或機會。以 Facebook/WhatsApp 案為例，Facebook 於結合
案當下，並未將其所擁有之使用者資料及資料的分析直接作為商品或服務對外提
供，而僅用以提升其目標廣告服務的價值，換取更多廣告服務的利益 184 。

182

Microsoft/LinkedIn, §247, at 53

183

Id. §249~251, at 54

184

Facebook/WhatsApp, §70, at 11~12
74

DOI:10.6814/DIS.NCCU.LAW.001.2019.F10

WhatsApp 也沒有對於其使用者實際蒐集任何與廣告服務有關的資料185，即使其
事實上具備很好的機會對使用者為進一步的資料蒐集。但由於結合當時 Facebook
之資料未進入市場，WhatsApp 可能獲取的資料亦尚未進行蒐集，因此執委會並
未將影響廣告服務的資料獨立劃分為一個市場。即使是現在，Facebook 已將其
目標性廣告相關資料蒐集之觸角延伸至 WhatsApp，也改變了 WhatsApp 標榜的
隱私及資安政策186，於相關資料仍然未見市場化的情況下，就現有競爭法執法的
體制，應仍不會將所涉資料獨立劃分市場加以評估。
部分論者著眼於結合不同資料在資料驅動之數位環境下可能對市場競爭帶
來的影響，以及不同資料集合對於數位平台市場之競爭事業的價值，而認為在某
些案件當中即使資料本身並非獨立市場化的商品/服務，仍有必要對之劃分出一

政 治 大

個 假 設 的 相 關 產 品 市 場 (putative relevant product market) 187 。 例 如 針 對

立

Google/DoubleClick 案，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委員 Pamela Jobes Harbour (簡稱

學

‧ 國

Hartbour) 即 在 不 同 意 見 書 當 中 提 到 ， Google 願 意 花 數 十 億 美 元 高 價 併 購
DoubleClick，以使其不被其他競爭對手所控制，應該懷有期待結合兩個事業有

‧

價值之資料庫的打算188。因而認為，就本案而言，應將對廣告主與廣告發行商有

y

Nat

用的資料界定一個假設的產品市場，方能更為仔細的分析了解合併事業對於合併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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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資料利用的意圖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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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科技研發精進、資料應用的多元化及服務的創新等面向來看，Har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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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 Tara Isa Koslov 共同撰寫之論文當中則主張，個案處理當時屬於輔助或補充
engchi U
185

Id. §71, at12

186

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s: Commission fines Facebook €110 million for providing

misleading information about WhatsApp takeover, press release, 18 May 2017,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7-1369_en.htm
187

F.T.C.(2007), supra note 121, at 7

188

Id.

189

Id.

(last visited at October 2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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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的元素，未來可能就是取代現有商品/服務的潛在競爭者190。為了使消費者
得到充分的保護，競爭法執法機關應積極主動的根據現在以及未來各種科技之交
互關係與融合，來進行相關產品市場的界定191。其中一個建議進行的市場界定，
就是將資料市場從其搭配或相關之商品/服務市場當中獨立出來。不但可以有效
反應資料在特定時間點的蒐集以及未來擴充的應用可能性，亦可適當地識別與分
析網路活動不斷產製的大量且持續增加的資料庫(data trove)，在市場上所提升的
意義與價值192。尤其以網路為基礎的事業，往往能夠從使用者資料當中萃取出比
初始蒐集資料時所預設之目的更大的價值，這些精萃而來的價值對於市場競爭大
多扮演重要的角色。將之區隔出獨立的市場加以分析，相較於僅專注在個別商品
/服務的市場界定，更有機會評估出資料集中在網路效應等數位平台市場競爭要
素的影響193。

立

政 治 大

學者 Inge Graef (簡稱 Graef)，則在 Harbour 研究意見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提

學

‧ 國

出除商品/服務之相關市場外，對於潛在資料市場的界定以及調查，可以更適切
的反映出數位平台運作環境下真實的競爭狀態194。亦能讓分析潛在競爭者要與目

‧

前市場參與者競爭所必須獲取之資產，是否存在競爭上的限制變得可能195。此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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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基本上是認為數位平台競爭涉及之資料，也許可以被認定為歐盟水平合作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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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Horizontal Guideline196)，對於涉及創新競爭的研究發展個案，為了確定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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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Pamela Jones Harbour, Tara Isa Koslov(2010), supra note 132, at 772

191

Id. at 773

192

Id.

193

Id.

194

Inge Graef (2016), supra note 12, at 110

195

Id.

196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EU Horizontal Guideline)(2011) OJ C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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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的研發狀況所必須考量的特別資產(specialised assets)197。水平合作準則當中
所定義之此類特別資產就是潛在競爭者想要進入市場，並取得與現有市場參與者
競爭之機會所需要的資源，因個案的不同而可能是財務資源、人力資源、專利、
技術198或是此處所謂的資料。將這些屬於特別資產之資料市場加以界定，可以發
掘出需要該特別資產之既存或潛在市場，進一步將潛在的競爭者區隔出來199。

第二節 資料驅動數位平台之市場獨占
數位平台憑藉其作為資料匯聚的中心，透過高度資訊科技發展及運用，
將巨量資料快速鏈結與分析，獲得龐大的資訊力而得以在所處相關市場當中
取得競爭的優勢甚至控制市場的地位。而當大部分具備競爭價值的資料被市

政 治 大

場上少數事業所持有，或僅有少數大型的平台有能力獲取足夠快速而多元的

立

資料，能夠即時萃取分析出資料的價值，適時調整市場決策或提出創新而符

‧ 國

學

合市場期待的服務內涵等。這些少數的平台將於市場上取得一定程度的控制
力，在其他競爭者無法獲得可以與之匹敵的資訊力時，其甚至可以取得近乎

‧

獨占的地位。如此一來相關市場內缺乏得以有效競爭的對手，潛在市場參與
者在無法取得充足的有效競爭資料的背景下，亦可能降低參進市場的意願，

y

Nat

sit

或即便參進，亦無法實際發生競爭的效能。如果數位平台刻意操弄競爭資料

n

al

er

io

取得的機會，或進行相關的反競爭作為以提高市場參進的門檻，試圖維持己

i
n
U

v

身於相關市場的獨占或相對優勢地位，則可能落入濫用市場地位的認定。

Ch

engchi

關於數位平台濫用市場地位的案例，晚近最受關注的指標性案例當屬歐
盟執委會對於 Google 連續的重罰案件。包括 2017 年 6 月的 Google

197

EU Horizontal Guideline, §120

198

Id.

199

Inge Graef, Market definition and market power in data: the case of online platform, 38(4)

World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 Review, (2015), at 494~495; 相關整理另可參酌，張媛筑，
競爭法上使用者數據之應有定位與可能造成之衝擊，公平交易季刊第 26 卷第 4 期 (107/10), 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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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Shopping)案200以及 2018 年 7 月的 Google Android 案201，皆係針對
Google 濫用其搜尋引擎市場支配地位的處分。前者係關於 Google 將其於一般
搜尋引擎的市場支配地位延伸至另一個商品比價服務(Google Shopping)，讓使
用者搜尋結果的呈現以 Google Shopping 服務對象之資訊為優先排序，並貶低
競爭對手的排序之行為。後者則是關於 Google 限制欲搭載 Android 系統之行
動載具需預先安裝 Google 服務相關 App 的搭售行為。目前尚有一個針對
Google 與其合作夥伴就搜尋廣告中介服務(AdSense)之協議是否有濫用市場支
配地位之情況進行持續調查202，其結果亦值得後續追蹤。因此本節將先針對
歐盟執委會對於 Google Search 案市場支配地位的判斷以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認定之分析作為導引，再進入資料驅動之數位平台濫用市場地位的討論。

治
政
一、歐盟對於 Google Search 市場支配地位及其濫用之認定
大
立
‧ 國

學

(一)市場支配地位(Dominant Position)的判斷

於 Google Search(Shopping)案當中，執委會依據 TFEU 第 102 條對於市場

‧

支配地位之規範分析，認為事業在特定市場具備非常高的市場占有率，於某

y

Nat

些特殊的狀況下，就已是一個證明市場支配地位存在的證據 203 。而 Google

io

sit

Search 服務為一數位平台服務，有動態市場的本質，並具備免費、網路效應、

n

al

er

高度資料集中及其他數位平台的特性。因此執委會對於對於具備這些特質的

i
n
U

市場如何判斷市場支配地位先作了原則性的說明：

Ch

engchi

v

1. 具備創新性的動態競爭市場仍有 TFEU 第 102 之適用：

200

European Commission, “Google Search (Shopping)”, Case AT. 39740, Dated 27/06/2017

201

Google Android (2018), press release IP-18-4581, supra note 98

202

European Commission(2016), press release IP-16-2352, supra note 117

203

Google Search(Shopping), §266, at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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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快速成長而創新週期短的市場，高市占率的取得也許僅是短暫的，不
代表一定具備長久的支配地位，仍然不能排除 TFEU 第 102 條的適用204。尤其是
在案件爭議期間，所涉相關市場並未出現不穩定的狀態甚至已建立一定的穩定性
時，更有適用的空間205。
2. 「免費」須納入市場支配地位之評估
關於數位平台常見的免費服務型態如何落實於市場支配地位的判斷，執委會
亦有所著墨。認為服務是「免費」的這件事，必然需要列入支配地位評估的判斷。
因為如果一個服務是免費的，代表該平台需要其他的元素以維持使用者的忠誠度，
而不至於轉換至其他服務提供者。這些元素可能是不斷的創新或是其他在技術面
或經濟面的限制206。

立

3. 市場進入障礙的評估

政 治 大

‧ 國

學

個案當中是否存在市場進入或擴張的障礙，為市場支配地位評估必然需要納
入考量的元素。這些障礙可能來自於龐大資本投資的需要(例如搜尋演算法的設

‧

置、服務所需之軟硬體設備、人力資源、基本的資料集等)、重新建構網路效應

sit

y

Nat

的成本、規模經濟的存在讓新進參與者無法立即獲得直接的利益、以及其他進入

io

擴張的因素207。

er

市場實際必須付出的成本。此外服務使用者轉換的成本亦為可能影響市場參進與

al

n

v
i
n
Ch
執委會依據上述三項判斷重點，認定
e n g cGoogle
h i U在 EEA 範圍內除了捷克是在

2011 年以後才取得市場支配地位外，幾乎於 2008 年以後即已在各國市場取得支

配地位。而執委會對 Google 之市場占有率的判斷，採用「量」(volume)的評估，

204

Id. §267, at 57

205

Id.

206

Id. §268, at 57

207

Id. §269~270, at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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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值」(value)的評估208。原因很多，包括 Google 一般搜尋引擎為免費的服
務，而執委會很難找到適當的方法針對每次搜尋可獲得的營收，取得精確且可以
驗證的值。且廣告主要決定在哪個數位平台放置廣告，所評估的是平台服務的使
用量、瀏覽量等資訊。故本案的市場占有率以 Google 在 EEA 各國的網頁瀏覽量
作為基準，發現無論採用哪個網路瀏覽量的統計服務，Google Search 於 2010 年
以後至今，在 EEA 國家的市場占有率大部分已超過 80%以上，甚至超過 90%209。
在市場參進與擴張的障礙部分，執委會依據 EEA 範圍內其他搜尋引擎參進
困難、難以擴張的情況210，以及以下幾點內涵，認定參進障礙確實存在：
1. 建立一個旗艦的搜尋引擎必須投注相當可觀的時間及資源。

政 治 大

執委會調查了包括 Microsoft 及其他於 EEA 範圍建構搜尋平台服務之事業，

立

發現搜尋服務事業一開始就必須投入大量資金用於研發及相關成本的支出。單以

‧ 國

學

平台是否採用多國語言技術即為一例，要發展得以運用多國語言之平台，就是一
筆非常可觀的投資。而除了需要投資建構的技術、設備、人員等成本外，建立有

sit

Nat

2. 累積搜尋量門檻極高，難以形成有效競爭。

y

‧

效的搜尋引擎所需的大量數據，亦會是一個很重大的市場參進障礙。

er

io

由於搜尋引擎的演算機制是透過資料的搜尋、累積及持續學習以逐步優化搜

al

v
i
n
Ch
有效競爭。搜尋引擎所獲取的查詢數量愈多，則愈可以從查詢資料的累積，進一
engchi U
n

尋結果的相關性。新進參與者或競爭者需要獲得一定程度的資料查詢量才能進行

步分析用戶的行為模式變化，反饋至搜尋演算機制而持續提高搜尋結果的相關性。
而一般搜尋服務也需要一定的搜尋量以強化稀有搜尋(uncommon queries, “tail”)

208

Id. §274~275, at 58

209

Id. §276~284, at 58~62

210

Id. §285~291, at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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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搜尋結果。因為用戶對於搜尋引擎的評價是整體性的，無論是常見或不常見的
搜尋，皆應有一定程度的精確度，而這些都需要搜尋量的累積211。
3. 先驅搜尋服務對產品持續優化的投資，新進參與者必須試圖跟進，方有
機會正式於市場上與前輩平台競爭212。
4. 先驅搜尋平台在一般搜尋服務及網路廣告搜尋服務建立之雙邊市場所獲
得的正面評價，形成一定的品牌效應，亦造成額外的參進障礙213。
平台的品牌效應，亦牽涉平台網路效應的形成與發揮。例如網路搜尋廣告若
要獲得正面的評價，必須取決於一般搜尋引擎上的使用者數量與網路廣告搜尋服
務價值之間的連結關係。也就是說當使用一般搜尋引擎的使用者愈多，愈有可能

政 治 大

促成網路廣告搜尋服務結果與使用者廣告搜尋結果產生串聯，讓平台使用者實際

立

點選廣告的數量增加，逐步轉換成真正的交易結果。當實際交易的可能性提高，

‧ 國

學

搜尋平台服務提供者即可對廣告主收取更高額的費用。而平台將因此獲的更高的
收益，再投資於一般搜尋引擎服務以吸引更多新的使用者。相對的，一般搜尋引

‧

擎的正面評價，則來自於平台的直接與間接網路效應的運作。在直接網路效應部
分所指的可以是大部分的平台使用者會因為搜尋廣告的結果而受益。間接網路效

y

Nat

sit

應部分，則係連結到一般搜尋引擎的網路廣告搜尋服務與平台整體營收的關聯。

n

al

er

io

亦即當使用平台廣告搜尋服務的廣告主增加時，搜尋引擎平台的營收也會增加，

i
n
U

v

亦可再度投資於維持或改善一般搜尋服務，而吸引更多使用者參與214。

Ch

engchi

由動態市場及品牌效應的影響層面來看，數位平台常見的使用者平台多棲的
情形，本案執委會調查結果發現，對 EEA 範圍內的 Google Search 使用者群而言，
平台多棲並非常態。大部分的使用者都將 Google Search 作為最主要搜尋平台，

211

Id. §287~290, at 62~63

212

Id. §291, at 63

213

Id. §292, at 64

214

Id. §293~296, at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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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少部分的 Google Search 使用者除了 Google 外會利用其他搜尋引擎進行一般
搜尋215。綜合整體的市場調查結果，Google 的品牌效應(brand effect)已十分強大，
使用者對於 Google Search 的搜尋結果已有信賴度，即使 Google 降低了其一般搜
尋服務的品質，仍有一大部分的使用者不會移轉到其他的搜尋服務216。至於到底
Google 將品質降低到多少，使用者才會轉而尋求其他搜尋服務，則非執委會依
法必須調查的範疇。
就使用者是否具備可與 Google Search 服務相抗衡的買方力量(buyer power)
而言，執委會認為由於每個使用者在全國市場來看，僅占總體搜尋引擎搜尋量的
一小部分，因此對於 Google 而言並不存在具備抗衡意義的買家力量 217。至於
Google 另外主張其服務為免費，因此不具備市場控制力。執委會對這樣的主張

政 治 大

則持相反的見解，認為雖然服務是免費的，但是使用者對於服務的使用在每次的

立

搜尋都支付了「資料」作為對價218，這對 Google Search 需要大量資料進行演算

學

‧ 國

機制的學習而言，有極大的價值。免費只是評估市場力的一個因素，個案上仍必
須探究其他相關的因素。綜合來看，Google Search 於 EEA 市場上已無可與之有

‧

效競爭的事業存在，並有諸多市場參進與擴張的障礙，且其服務使用者少見平台

y

Nat

多棲的情形，使之即使降低服務品質，仍較難造成服務轉換的情形，因此判定其

al

er

io

sit

已具備市場支配地位。

n

(二)Google Search 案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判斷之重點

215

Ch

engchi

i
n
U

v

Id. §306~308, at67。執委會依據 2010 及 2011 年一個針對 EEA 幾個重點國家如法過、德

國、義大利、西班牙及英國 Google 搜尋引擎使用者的調查，發現在德國、義大利以及西班牙僅
12%的使用者有平台多棲的情況，法國與英國則分別是 15%及 21%。若就於法國、德國、義大
利、西班牙及英國，以 Google 或 Bing 或 Yahoo 之搜尋引擎作為主要搜尋平台的使用者群進行
調查，亦發現以 Google Search 作為主要搜尋平台的使用者相較於 Bing 及 Yahoo 之使用者而言
較無平台多棲的情況。
216

Id. §312, at 69

217

Id. §316~317, at 70

218

Id. §320, at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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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案執委會認定之地理市場(包括一般搜尋市場及購物比較服務市場)
範圍皆以 EEA 各成員國之國境為範圍(national in scope)，因此在濫用市場支配地
位之適用規範則為 TFEU 第 102 條及歐洲經濟區協議(EEA Agreement)第 54 條219
之規定。
經過分析 Google 將其所有之購物比較服務搜尋結果置放於其他競爭購物
比較服務結果之前的差別待遇行為，對各國購物比較搜尋服務流量引導之影響
後，認為 Google 利用其搜尋演算法的設定，讓其所屬購物搜尋比較服務連結置
放於用戶搜尋結果最前面之明顯處，而讓其他競爭的購物比較服務連結於排序
上降級之作為，已經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理由有二：1. Google 的行為增加
了使用者連結到其所屬購物比較服務的比率，而降低了連結到其他競爭購物比

政 治 大

較服務連結的流量。2. 其行為能夠或有可能構成在各國市場上之一般搜尋服務

立

及購物比較服務的限制競爭220。而執委會所認定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部分，

學

‧ 國

並非針對 Google 的購物比較服務本身，而是其在各國幾乎處於獨占地位的一般
搜尋服務。認為 Google 擴張了其在一般搜尋服務市場的支配地位，提升了其所

‧

219

sit

y

Nat

EEA Agreement (2016), Article 54

Any abuse by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of a dominant position within the territory covered by this

io

n

al

er

Agreement or in a substantial part of it shall be prohibit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functioning of this
Agreement in so far as it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Contracting Parties.

Ch

engchi

Such abuse may, in particular, consist in:

i
n
U

v

(a)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mposing unfair purchase or selling prices or other unfair trading
conditions;
(b) limiting production, markets or technical development to the prejudice of consumers;
(c) applying dissimilar conditions to equivalent transactions with other trading parties, thereby
placing them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d) making the conclusion of contracts subject to acceptance by the other parties of supplementary
obligations which, by their nature or according to commercial usage, have no connection with the
subject of such contracts.
220

Google Search(Shopping), §341, at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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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另一個購物比價服務的市場競爭力。或可以說 Google 濫用其在一般搜尋引擎
的支配地位，於搜尋結果行銷及提升所屬的購物比價服務，同時降低了競爭對
手的競爭地位，形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限制競爭結果221。
於對市場競爭之潛在影響部分，執委會大致從三個不同的市場來分析，「購
物比較服務市場」、「零售平台(merchant platform)市場」以及「一般搜尋服務
市場」。
在購物比較服務市場部分，執委會認為 Google 對於其與競爭對手之購物比
較服務，在搜尋結果排序上的差別待遇，將導致阻礙購物比較服務市場競爭的結
果，不但使得商品服務價格提高，甚至可能降低市場上創新服務的發生222。理由

政 治 大
而讓 Google 得以藉此提高自身購物比較服務的價格，零售商必須付給 Google 的
立

之一，在於網路流量的降低，會使得具代表性的競爭購物比較服務停止其服務，

價格提高，則會反映在所販售的商品價格上，使得消費者必須負擔更高價的商品。

‧ 國

學

理由之二，原先競爭的購物比較服務，由於無法獲得足夠的網路流量支持，而喪
失對提出創新服務的動機及能力。Google 也會因為市場上沒有足夠的競爭力量，

‧

而降低其服務品質提升或創新的動力223。再者，Google 的行為也降低了消費者

Nat

sit

y

可以接觸到最相關的購物比較搜尋結果之機會。因為 Google 的使用者於長期使

er

io

用 Google Search 的習慣下，多數認定放置於最頂層的搜尋結果為最接近所下關

al

鍵字的搜尋結果。且 Google 並沒有對使用者告知其購物比較服務的演算結果亦

n

v
i
n
Ch
會併同列入一般搜尋引擎之搜尋結果，即使
Google 將比較結果標示相關贊助或
engchi U

221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Google €2.42 billion for abusing

dominance as search engine by giving illegal advantage to own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 –
Factsheet (Google Search factsheet), 27 June 2017,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7-1785_en.htm ( last visited at December 23, 2018)
222

Google Search(Shopping), §592~596, at 180~181

22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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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字樣，亦可能只有對於搜尋服務認知較高的使用者可以分辨224。故整體而言
Google 之行為對於購物比較服務市場形成潛在競爭的不利益。
就零售平台市場部分，Google 於本案主張零售服務平台應為購物比較服務
的替代性服務，執委會則認為兩者應該屬於不同的市場。主因在於 Google
Shopping 基本上是一個比較服務，Google 將其區隔得很清楚。而比較服務與零
售平台服務彼此之間應該是垂直的夥伴關係，Google Shopping 的演算機制並未
對零售平台的搜尋排序進行降級，且對使用者及網路零售商(online retailer)而言
兩者為不同目的之服務225。經過分析 Google 開始進行其濫用支配地位行為後，
EEA 各國零售平台流量變動狀況來看，Google 之行為並未影響零售平台的流量，
部分區域之零售平台甚至因為 Google Shopping 搜尋排序的優勢，而小幅增加其

政 治 大

到訪流量。因此 Google 之行為並未對零售平台市場造成競爭的反效果226。

立

就一般搜尋引擎市場部分，執委會亦認定 Google 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造成

‧ 國

學

市場競爭負面影響之情況。因為從 Google 相關內部文件觀之，Google 利用其搜
尋結果的排序，將購物比較服務結果放置於較好的位置，並將因一般搜尋服務結

‧

果帶來的收益，直接用於提升比較購物服務之競爭力。使得其他競爭者的比較購

Nat

er

io

創新都有負面的影響，故形成競爭上的不利益227。

sit

y

物服務更難接觸到足以與 Google 服務競爭的瀏覽量，對於平台的營運、優化及

n

二、歐盟 Google a執法帶動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議題之討論及省思
iv
l

n
U
engchi
於本論文第三章第三節論述資訊力對市場競爭之影響時，對於與資料運用相

Ch

關之反競爭行為已有初步的整理，其中提到了事業可能運用資訊力所為的排他性
行為(市場排除行為)，包括限制關鍵資料的近用、資料近用的差別待遇、排他性

224

Id. §598~600, at 181

225

Id. §608~610, at 183

226

Id. §639, at 195

227

Id. §642, at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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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的利用、搭售、資料庫的交叉使用、策略性增加使用者轉換成本及獨占平台
的垂直整合等，基本上已描繪了數位平台運用資訊力可能進行之市場限制作為的
基本輪廓，原則上不作重複論述。而市場先驅參與事業對創新參進者採取的結合
與併購策略，除了試圖降低新創事業務未來可能帶來的競爭壓力外，並得以用最
直接的方式獲取事業拓展或創新服務所需要的競爭資料，或透過結合掌握市場競
爭所需之關鍵資料，使之難以為其他競爭者取得或複製，鞏固甚至提升自身事業
的市場支配地位。由於結合之實際個案以及國際上對資料驅動之事業結合在法制
面的討論相對豐富，故具體個案及國際法制趨勢之討論，將於本論文第五章進行
專章探討。以下將以歐盟數位平台市場地位濫用晚近最具代表性的 Google Search
案為基礎，搭配 Google Android 案及 Google AdSense 案已對外公布之內涵，就

政 治 大
維持及提升的關聯，提出整理、討論及補充意見。
立

相關的市場地位判斷、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相關排他性行為及各該作為與資訊力

學

‧ 國

前述 Google Search (Shopping)案基本上提出了幾個關於數位平台市場地位
以及是否濫用其市場支配地位評估的方式及論點，雖未直接言明資訊力影響，但

‧

與資訊力的運作、維持以及阻絕其他競爭者獲得足資競爭的資訊力息息相關，值

sit

y

Nat

得加以探討。

n

al

er

io

(一)動態競爭市場有濫用市場獨占地位相關規範之適用

i
n
U

v

數位平台基於動態市場競爭特性，市場上先驅參與者的市場地位時有變動的

Ch

engchi

可能性，支配地位的維持未必長久，這樣的市場特性是否仍有必要運用競爭法介
入關於市場地位濫用的相關評估？或僅需要靜待市場機制自行運作即可自然改
變市場競爭的狀態？對此，執委會提出了一個看法，認為即使快速成長而創新週
期短的市場，市占率可能只是短暫的，支配地位亦非必然長久，仍然不影響 TFEU
第 102 條濫用市場獨占地位之規範之適用。而執委會在 Google Search 案另補充
提出，案件爭議期間 Google Search 在市場的支配地位一直維持的穩定狀態，而
認為所涉市場若已經建立一個穩定性時，仍然有必要探討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相關
法制的適用。本論文對此論述原則認同，因為動態競爭應該是數位平台市場基本
的特性，但不代表所有數位平台市場都容易被市場上新的創新服務所取代。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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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擁有高度資訊力的平台，運用其對於市場發展、消費者的風向以及潛在競
爭勢力是否已出現等競爭重要事項，能夠及時掌握的優勢，持續提升服務的品質
與創新服務推出的力道，並透過早期併購等方式，先行收割潛在競爭者，有可能
持續維持其於市場上的支配地位。若該平台本身對於演算機制的研發及科學技術
發展趨勢又具備一定掌握度，甚至本身即具備研發能量，則其市場地位維持的機
會將會更大。
相反的，如果個案涉及的平台，即使具備大量資料的匯集，卻沒有有效分析
利用的能力，無法維持服務創新或新技術運用的循環，亦無法隨時掌握消費者需
求風向及潛在競爭發展，則數位平台動態競爭的特性勢必會對其市場維持產生一
定程度的影響。如同本論文第三章對於平台資訊力之探究所提，平台資訊力必須

政 治 大

具備大大數據特性的 4V，也就是最終必須要能夠創造資料應用的價值。就市場

立

競爭而言，平台必須能夠將資訊有效的應用於市場競爭相關策略，以強化並取得

學

‧ 國

競爭上的優勢。而從資訊力影響市場力判斷要素的層面來看，透過資料分析取得
具備學習效應的資料，並透過機器學習持續精進其服務，亦有助於協助事業創造

‧

市場競爭優勢。Google 一般搜尋服務即具備這樣的特性，本案當中執委會提到

y

Nat

消費者對於 Google Search 服務的應用並非「免費」，而是付出了「資料」作為

習提升服務精確度以維持市場地位的基礎。

al

er

io

sit

對價，而消費者所付出的資料，也是 Google Search 可以透過搜尋演算法自我學

n

v
i
n
C h ，或加上演算與技術研發及應用的能力，
因此所涉個案若具備強大的資訊力
engchi U
已經維持或有機會持續擴大其市場地位時，判斷其所為行為是否對市場競爭產生
負面之影響，而有濫用市場地位之情事，就有其價值。
(二) 競爭資料是參進障礙亦為維持市場地位之元素
針對 Google Search 案相關市場是否具有市場參進障礙之評估部分，執委會
提出的四點內涵當中，特別點出了建立旗艦搜尋平台所需要的成本，不單純只有
技術、設備與人員，還需要非常大量的數據，支持搜尋引擎的運作以及持續改善。
一般新進參與者可能沒有足以抗衡的能力取得龐大資料數據，故搜尋引擎建構與
競爭所需要的基礎資料集(量)，為重大的參進障礙。此外，新進參與者尚必須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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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的累積搜尋量，方能精進其對於一些罕見關鍵字之搜尋結果，亦才有機會
與現存大型平台相抗衡。此一觀察帶出了在搜尋平台競爭，資料的持續挹注及累
積是競爭的關鍵，且其若能吸引大量不同類型的使用者，強化關鍵字以及所得資
料內涵的多元性，也就是取得 4V 當中的多樣化資料(Variety)，更有助於提高平
台整體評價，吸引更多使用者參與，強化網路效應。因此累積足夠「資料量」的
可能性、機會或能力，是搜尋平台相關市場的一個參進障礙，相對而言，亦是維
持市場先驅參與者市場地位的助力。
就此來看，市場進入的「時間」以及競爭者是否有機會獲得互補或替代性的
資料應該也是判斷市場參進障礙及市場地位的因素，在本案當中並未特別討論到。
建構一般搜尋引擎所需要的資料，是否可能先透過其他替代性資料的取得作為基

政 治 大

礎，再經由一定時間的累積而獲取，或是運用更先進的技術快速取得，不無可能。

立

如果初始替代性資料取得以及後續快速累積必要資料是可行的，最大的市場參進

學

‧ 國

障礙可能就是如何建構網路效應了。

(三)品牌效應、服務品質及現狀偏差皆為消費者轉換之變因

‧

Google Search 案對市場地位認定最終提到了 Google 的品牌效應，並提出平

y

Nat

sit

台使用者對於 Google 的品牌信任度已經讓平台多棲的現象降到最低，並且認為

n

al

er

io

即使 Google 降低了搜尋品質，大部分使用者仍然不會轉移至其他搜尋服務228。

i
n
U

v

此一現象實際上並不符合一般對於免費搜尋引擎使用者轉換成本的設定，亦與

Ch

engchi

SSNDQ 在界定市場時評估品質下降導致消費者轉移的基本設定，受到一些挑戰。
本章第一節市場界定方法之討論時，關於非價格因素對於市場的影響部分，提到
SSNDQ 法則在資料驅動數位平台市場的運用可能性，其中一個認定 SSNDQ 並
非適當的方法之理由在於，其假設了消費者對於品質的變化是敏感的229，而這樣
的假設與實際消費者應用數位平台的情狀，就 Google Search 案來看，恐不一致。

228

Google Search (Shopping), §312, at 69

229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2016), supra note 30, at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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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Google 真的如同執委會之假設，降低搜尋服務品質，而使用者仍然持
續應用其服務，對品牌的信任也許是個可能性。但使用者運用搜尋服務最重要的
是找到自己最需要的資訊，若多次無法找到適當的資訊而發現其他搜尋平台可以
符合自己的需求，在沒有其他成本存在的背景下，仍有轉換的可能。因為搜尋平
台並沒有如同社群平台一般具備其他如社交關係重新建構的成本，單純品牌效應
也許無法完全降低使用者轉換。再者，消費者對於搜尋品質調整的即時感受度不
高、對於搜尋頁面呈現資訊排列之規則以及 Google 運用不同演算機制對於搜尋
結果所為之影響的認知錯誤或甚至無從認知，應亦可能為影響其轉換的因素。
若一併將 Google Android 案當中所關注的 Google 強制愈搭載 Android 系統
之行動載具安裝 Google 相關 App 之搭售行為，可能讓更多用戶習慣使用行動載

政 治 大

具內建的 Google Search 服務，產生「現狀偏差」的狀態，使得品質的改變對使

立

用者轉換服務的影響降低。因此使用者即使在市場上仍有其他可替代服務，而原

學

‧ 國

先利用之平台降低服務品質的情狀下，仍然不做轉換服務之選擇，其所涉及之面
向可能相當多元。除 Google 案提到的品牌形象外，消費者對品質感知的可能性、

‧

對平台服務機制之了解程度、市場上是否存在類似替代服務、是否存在資訊載具

sit

y

Nat

強制搭載相關服務或軟體等各項因素等，皆應綜合加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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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平台多元資源與演算法之交叉應用帶動跨市場之市場力

i
n
U

v

Google Search 案當中執委會實際上認定一般搜尋引擎以及所涉之購物比較

Ch

engchi

服務並非在同一市場。而 Google 利用了其在搜尋引擎的市場支配地位，將其資
源交叉應用於 Google Shopping 的服務，助益其服務迅速在相關市場上站穩腳步，
並刻意將競爭之購物比較服務搜尋排序降級拉後，試圖以減少搜尋引擎之流量引
導機會，降低競爭服務的市場力。此部分所謂的資源交叉應用，包括了運用其在
一般搜尋引擎相關服務之獲利，協助 Google Shopping 的精進與拓展；以及將購
物比較服務之搜尋結果列入一般關鍵字搜尋結果排序之前端明顯地位等。就是把
其在一般搜尋引擎的市場力不當延伸到購物比較服務市場，並對競爭對手採取不
合理的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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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Google 之所以可以這樣操作，亦是因為 Google 經由長期的大數據應用，
已具備精良的搜尋、資料相關性評等及排序的演算技術。而此一發展也顯示了資
料驅動的數位平台在特定市場的支配地位，在多元服務開發的環境下，可能取得
高度的跨市場影響力。因為數位平台仰賴的是資訊演算法的設計及運作，而演算
法本身就有高度的發展性及創造性，可以針對平台不同的需要進行設計、修改及
串接。資料的應用面向亦然，不同市場資料亦得交互運用，形成創新發展的可能，
甚至於新興市場取得特殊的市場地位。因此數位平台之創新服務與舊有服務市場
相較於其他實體產業市場而言，更容易有緊密的鏈結與應用的機會。正面來說有
助於其發展創新服務進入不同的市場。反面而言，若其濫用市場地位，採用不當
的排他性作法，其對市場競爭的影響亦可能相當直接。尤其是以本案而言，Google

政 治 大
路應用習慣多會以搜尋引擎作為連結資訊的入口
，其服務幾乎是各類事業要將所
立
在一般搜尋市場幾乎在 EEA 各國都已處於市場支配的地位，加上目前消費者網

‧ 國

學

屬服務或網頁內涵傳達給網路使用者的樞紐設施。一般使用者除了信賴其搜尋結
果外，有無其他方法或選擇驗證搜尋結果排序的正確度是有疑義的。加上若資料

‧

的排序及呈現是來自於不同演算法的交互作用，則使用者實際上幾乎沒有太大機
會發現搜尋引擎呈現之結果是否已經過刻意處理。因此在數位平台相關市場的競

y

Nat

io

sit

爭個案，跨市場或跨服務的市場力延伸及影響，應被關注。

er

(五) 排他性契約具備市場占有率及資料取得機會之雙重影響

al

n

v
i
n
Ch
Google Search 案有一個關於排他性契約條款的議題，在
2013 年 5 月份初步
engchi U
評估 Google 是否可能違反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相關規定時被提出 ，但並未列入
230

本案最終處分，而另於 2016 年另起一案(Google AdSense)進行審理，至本論文完
成之日尚未作出最終決定，後續將持續追蹤。然依據 Google Search 案公告之內
容及 2016 年歐盟執委會對外發布之初步調查內容231來看，系爭排他性契約主要
存在於 Google 提供給第三方網站的廣告服務，要求具合約關係的第三方網站不

230

Id. §63, at16

231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 press release IP-16-2352, supra note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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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將 Google 之競爭者提供的廣告置放於網頁，目的在維持其於網路廣告市場的
支配地位232。此部分基本上屬於本論文第三章討論排他性行為當中的排他性條款
議題。
就 Google 廣告服務的實際運作而言，除了將使用者透過關鍵字搜尋到之相
關置放於 Google 網站之搜尋結果外，其亦透過「AdSense for Search」平台，也
就是搜尋廣告的中介平台，將廣告搜尋結果呈現於合作網站的網頁上。這些合作
網站包括網路的零售商、電信營運商以及新聞媒體。這些網站可以放置 Google
提供的搜尋列於網頁，讓各該網站之使用者可以直接透過網頁上的搜尋列鍵入關
鍵字，即可獲得涵蓋與關鍵字相關之資訊及廣告的搜尋結果。當使用者實際點閱
搜尋結果之廣告連結時，包括 Google 及放置搜尋列的合作網站都會因此獲得收

政 治 大

益。而 Google 就是透過與幾個大型第三方網站，也就是直接合作夥伴(Direct

立

Partners)簽訂具備以下內容的契約，獲得其一大部分的營收。契約條款包括 233：

‧ 國

學

1. 排除條款：要求第三方網站不得自 Google 之競爭對手獲取廣告。

‧

2. Google 搜尋廣告之優先置放條款：規定第三方合作網站至少必須自
Google 取得之最少搜尋廣告數量，並且必須提供最明顯之空間置放來自 Google

y

Nat

n

al

Ch

er

io

排序，亦不能緊鄰 Google 廣告的搜尋結果。

sit

之搜尋廣告結果。若要放置競爭對手之廣告，該廣告不能優先於 Google 廣告的

i
n
U

v

3. 競爭廣告置放與否之決定權：第三方網站若要對競爭之搜尋廣告的置放

engchi

進行任何更動時，必須經過 Google 的同意。

值得一提的是 Google 於本案的市場地位，執委會認定其已有 10 年的時間在
EEA 範圍內擁有 80%左右的市場占有率，而這樣的排除條款也已施行了 10 年之

232

Id.

233

Id.
91

DOI:10.6814/DIS.NCCU.LAW.001.2019.F10

久，長時間的人為因素扼殺 Google 競爭對手於此一具商業重要性之市場的競爭
機會，並減少第三方網站投資及為消費者提供不同選擇與創新服務的能力234。
此作法看似僅剝奪了競爭對手廣告露出的機會，然則其與實體通路單純無法
進行廣告上架有所不同。於數位平台的運作上，廣告露出的機會愈多，代表其被
點選的機率相對提高，而使用者點選廣告的追蹤資訊對於平台進行使用者喜好、
習慣、資訊點選意向等各項資訊的蒐集與後續分析應用極為重要。有助於平台對
廣告主提供更精確的目標廣告服務，提高服務的價值以創造更多的收益。如此一
來方能透過高額的廣告收益，對其他端使用族群提供免費的服務，以獲取更多「資
料」對價，創造更強大的資訊力，循環提升服務的品質及創新服務的發展，鞏固
與維持市場力。

政 治 大
如果競爭對手因為排他性條款而減少了消費者得以利用其廣告平台的機會。
立

使之無法獲得足夠的資料反饋，等同於阻礙對手繼續發展或精進網路廣告服務相

‧ 國

學

關演算法或技術的機會235。一旦對手無法取得其他替代或補強資料，或無法獲得
足夠的資料數據，則不但在露出量無法與 Google 比擬，於相關演算法或技術的

‧

發展上亦可能無法與 Google 競爭。因此數位平台透過排他性條款對於競爭者對

Nat

sit

y

關鍵資料或市場競爭相關資料之取得加以限制的對象及途徑，未必限於資料庫或

al

er

io

資料提供者，限制特定第三方服務獲取的機會，亦為可能之方式。因此個案當中

n

判斷事業限制競爭行為之目的時，亦須注意看似與資訊無直接關聯的協議，其目

Ch

的亦可能與資訊力之限制、取得與擴充相連結。

engchi

i
n
U

v

Google Android 案當中執委會發現 Google 要求搭載 Android 系統的行動載具
製造商不得搭載未經過 Google 認可的其他替代性 Android 分支版本(Android
forks)。行動載具製造商如果想要讓 Google 系列的 App 能夠在行動載具預先安
裝，即必須先承諾不會發展或銷售任何不是搭載官方 Android 系統的載具。此為
透過排除條款方式，降低行動載具搭載非 Google 官方認可之 Android 作業系統

234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2016), supra note 16¸at 19

235

European Commission(2016), press release IP-16-2532, supra note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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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也防堵了大型行動載具製造商研發或販售適用其他 Android 分支系統的
機會(如 Amazon 所提出的 Android 分支系統—Fire OS)236。藉此防堵其他大型數
位平台或潛在競爭者爭搶行動服務領域，拓展市場並取得與之相當的資訊地位。
(六) 搭售以鞏固多角化市場之整體資訊力及市場力
本論文第三章針對排他性行為之搭售部分，已提到 Google Android 案可以說
晚近針對數位平台搭售行為的重要案例。而本案的特色在於，Google 透過開放
行動設備製造商搭載 Android 作業系統的方式，在 EEA 範圍各國取得超過 90%
的行動作業系統市場占有率，已具備市場上近乎獨占的地位。而其透過相當的方
法試圖讓搭載 Android 作業系統的行動載具製造商皆在其研發製造之載具上預

政 治 大

先搭載 Google 相關的 App，如 Google Search、Google Chrome 瀏覽器及其 App

立

銷售平台(the Play Store)。

‧ 國

學

而這樣的搭售狀況並非如同第三章資料相關搭售之討論，是對於新進市場之
服務的提攜。因為 Google 無論在搜尋引擎市場以及行動作業系統 Android 市場

‧

的市場占有率，在 EEA 範圍各國都已取得市場支配地位。其主要是透過行動系
統與網路端平台服務的相互鏈結，擴大其服務應用的頻率，經由垂直服務的相互

y

Nat

sit

幫襯，建構一個堅固的服務網絡，從擴大服務使用族群開始，結合行動服務利用

n

al

er

io

範圍之廣度及多元化，一併拓展資料蒐集的來源、數量與類型，直接提升 Google

i
n
U

v

整體服務的資訊力與市場力。因此數位平台的搭售策略，及其鏈結的範圍與目的，

Ch

engchi

相較於過往案例常見之搭售行為，可能更加廣泛，須於個案中審慎評量。
執委會在本案也提到了關於消費者對於載具預先搭載軟體的「現狀偏差」問
題。消費者可能會因為所購買之搭載 Android 作業系統的行動設備已安裝 Google
瀏覽器等服務，而對於這些 App 形成使用習慣。這樣的現狀偏差的狀況也在執
委會的市場調查中獲得證實，因為按照調查數據顯示，時常利用 Google Search
App 的使用者通常亦為搭載 Android 作業系統之行動設備使用者。以 Google
Search 所獲得的搜尋要求為例，在 Android 作業系統下，有 95%的搜尋要求是來

236

Google Android (2018), press release IP-18-4581, supra note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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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 Google Search 服務。而其他利用 Windows 作業系統的設備，由於使用者必
須另外下載 Google 服務之相關 App，則大約只有 25%的使用者搜尋要求是來自
於 Google Search237。
Google 雖然提出強制利用 Android 作業系統的載具製造商搭載 Google 服務
相關 App 是讓 Google 得以將研發 Android 所投資的成本回收的必要做法，也就
是說這是一個合理的搭售行為。然而此處執委會採取由 Google 服務整體獲利之
角度評估，認為其於 Play Store 的營收本身就已經達到每年數十億美元的收入，
且其並透過 Android 設備搭載的 Google Search 以及廣告服務，獲得大量而有價
值的資料，甚至從其他搜尋廣告服務亦獲得可觀的營收，故不採納 Google 對於
合理搭售行為之抗辯238。

政 治 大
值得關注的是，執委會於本案再度提到「資料」價值與金錢價值之衡量。也
立

就是說，執委會在 Google Shopping 案及 Google Android 案已明確認定「資料」

‧ 國

學

在平台服務的價值，不但認為消費者對於數位平台看似在金錢價值面免費的利用
服務，實際上已支付「資料」作為對價239。而 Google 在 Android 開發所投資的

‧

成本，也已透過因而取得之有價值的「資料」獲得回收240。呼應了本章第一節於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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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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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成本的概念。

y

市場界定討論當中，SSNIC 機制將資料提供作為消費者獲得免費服務所支付之

i
n
U

(七) 以不當經濟利益取得排他性的交易地位

Ch

engchi

v

另外一個在 Google 三個案件當中與排他性行為有關的特殊作法，係在
Google Android 案部分之調查結果，發現 Google 為了讓大型的行動載具製造商
或行動網路營運商排他性的預先於 Android 作業系統安裝 Google 服務相關 App，

237

Id.

238

Id.

239

Google Search(Shopping), §320, at 70

240

Google Android (2018), press release IP-18-4581, supra note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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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採取支付製造商或行動網路營運商相當之費用作為誘因。而執委會的調查亦
顯示，其他競爭服務若要取代 Google 服務而取得預先安裝的機會，必須補償載
具製造商或行動網路營運商因此無法獲得 Google 支付之費用所造成的損失。而
沒有任何一個競爭服務可以在進行大額的補償之後，仍然保有獲利241。
能採用如此堅壁清野的策略強力在短時間之內攻占行動載具的作業系統市
場取得競爭優勢，並藉此進行相關 App 的搭售，也只有在市場上已具備一定市
場地位及雄厚資本的事業方有其機會。雖然 Google 主張此作法是說服製造商專
屬排他的製造建立 Android 生態系所需設備必要的對價，仍然不被執委會採納，
認為基於排他行為之需要所為的付款並非必要。這樣操作幾乎讓市場上消費者可
以接觸的服務內涵強制的與 Google 產生鏈結。如同執委會在 Android 案提出的

政 治 大

感想，決定市場哪種作業系統方為適當的人，已不再是使用者，不是 App 的開

立

發者，也不是市場機制，而是 Google242。用大量金錢取得排他性地位雖然並非

學

‧ 國

多數事業可以辦到的模式，卻因此呈現出多角化經營的整合性數位平台，如果在
水平競爭市場與垂直競爭市場皆採取各種排他行為，其影響層面之廣大及可能操

‧

作的方式，實超乎想像。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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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Nat

第三節 執法及法規調適探討

一、市場界定處理原則之補充

al

n

v
i
n
Ch
國內目前對於競爭法個案之相關市場界定，主要依循
e n g c h i U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簡稱「市場界定處理原則」)處理之，其基本原則係
以需求替代為界定相關市場主要的審酌事項，並視商品或服務特性考量供給替代。
由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兩個面向界定相關市場範圍，再視具體個案，衡量時間因

241

Id.

242

Id. “…In other words, as a result of this practice, it was Google – and not users, app

developers and the market – that effectively determined which operating systems could pros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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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對於相關市場範圍的影響。另針對數位匯流相關事業243之市場界定，於「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數位匯流相關事業跨業經營之規範說明」(簡稱「數位匯流規範
說明」)第三點揭示，涉及數位匯流相關事業相關市場之界定，除了審酌市場界
定處理原則外，需一併審酌數位匯流相關事業之商業模式、交易特性、經營性質
及科技變化等因素就具體個案進行實質認定。似已關注到數位化服務提供跨平台、
多元化及動態競爭的市場特性。
然而市場界定處理原則當中主要採納的分析工具大多以適用於與「價格」有
關之競爭市場的工具為主。除了第七點之合理替代性檢測法適用上較為彈性，可
以審酌包括商品或服務的功能、特性、用途、價格或競爭之地理區域上是否具有
合理可替代性進行界定產品市場或地理市場，以個案進行判斷的方法，對於常處

政 治 大

於免費服務且類型龐雜的數位平台市場較能適用之外。第八點的交叉彈性檢測法，

立

主要是探討一產品價格變動率影響另一產品數量變動率的比率值，以及第九點的

學

‧ 國

假設性獨占者檢驗法利用假設市場上有一獨占者，檢測該假設性獨占者在進行微
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調漲前後之利潤變化情形，也就是 SSNIP 法則的檢測

‧

方式等，都是用以探討價格變動產生的影響。在以資訊競爭為主且免費的數位平

sit

y

Nat

台市場之適用上恐有困難。

er

io

而數位匯流規範說明當中對於產品市場的界定，雖對具體個案實質定的內涵

al

有所擴增及提醒，惟其對於產品市場之原則界定係以基本服務功能的方式區隔為

n

v
i
n
Ch
「基礎設施載具之網路層市場」、「傳輸平臺服務之平臺層市場」及「內容及應
engchi U
用服務之內容層市場」，再以傳輸內涵特性將平台層市場再區隔為「語音服務平
臺市場」、「視聽媒體服務平臺市場」、「寬頻網際網路服務平臺市場」及「其

243

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數位匯流相關事業跨業經營之規範說明」(106.1.23 公服字第

10612600521 號令發布)，第二點第一款規定，數位匯流相關事業：係指電信、廣播電視、網際
網路及電子商務等事業，包含利用電信、廣播及資訊通信網路所構建具有多元載具性質之電子
通信網路，以及利用前述電子通信網路進行各種通信、廣播視訊、電子交易、線上遊戲及其他
數位內容及應用等服務提供之商業活動。
96

DOI:10.6814/DIS.NCCU.LAW.001.2019.F10

他因應科技發展產生之新興傳輸平臺市場」244。僅能進行較為基本的平台市場界
定，面臨現下變化迅速且多角化經營的平台市場，恐仍需要相關分析工具的補強
方有助於處理新型態各類平台的相關市場界定問題。
國際上對於數位平台此類具備雙邊/多邊市場特性，且多涉及免費、品質競
爭(含資訊競爭)為主的市場該如何界定的探討，於本章第一節已將幾個主要的分
析工具及其可能面臨的問題進行整理。我們可以知道，第一節所提之各項工具，
在處理涉及資訊議題的數位平台競爭市場，都有其單獨應用可能產生的盲點。而
數位平台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種類及型態十分多元，亦不適合同一而論。以創新
的數位平台服務而言，若要對於其所涉市場有一定程度的掌握，透過合理替代性
分析法將有產品或服務替代可能性的服務型態先行網羅納入比較，也許是個最直

政 治 大

接有效率的方式。在歐盟幾個具代表性之資料驅動相關數位平台結合案例，合理

立

替代性分析亦多為市場界定的第一步。然而單純利用合理替代性分析法來界定與

學

‧ 國

科技發展應用具密切關連性的數位平台相關市場，有可能產生對科技發展運用於
創新服務之可能性，或相關產業可能產生的連結性或未來發展性產生誤判，此時

‧

就可能需要其他資訊或市場界定方法的輔助。

Nat

sit

y

從 Facebook/WhatsApp 案以及 TomTom/Tele Atlas 案來看，歐盟執委會對於

er

io

結合事業未來資料應用於服務擴增的可能性、技術連結或潛在競爭技術或服務的

al

發展性等相關市場現況與發展等認定十分保守。在個案的市場調查當中相關行業

n

v
i
n
C h案之結合事業本身皆有提出關於科技連結以及
參與者，甚至 TomTom/Tele Atlas
engchi U
未來潛在競爭服務型態的提醒 ，皆未獲得執法機關的採納。若執法機關對於產
245

業對市場的預測或科技的發展與連結之看法有投入更多的關注，對於市場的認定
及潛在市場競爭的判斷也許會有實質的幫助。尤其實際投入市場之事業對於未來
科技應用可能性以及市場競爭的預期，相較於行政機關也許更為精準，因此在個
案執法上對於行業參與者之調查以及事業對於未來技術或潛在競爭市場提出的

244

數位匯流規範說明第三點。

245

TomTom/Tele Atlas, §301,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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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在執法機關對個案之市場界定、潛在競爭者與未來市場競爭預測的評價上
應更為重視。而為了避免出現如 Facebook/WhatsApp 案參與結合事業刻意誤導執
法機關的情形246，在市場分析及預測上應將結合案實際交易金額及規模與結合事
業對於結合目的提出的計畫及相關說明間的合理性一併評估，佐以其他競爭者或
市場參與者意見或公正專業第三人之產業調查分析之綜合判斷，以求分析結果更
趨近於實際。
部分仍具備一定價格性的數位平台競爭個案，可以考慮修正 SSNIP 法則之
輔助。然則若個案涉及免費服務市場，欠缺可依循或納入評估的訂價或市場價格
時，市場競爭將會著重在非價格競爭因素，此時則可以評估 SSNDQ 或 SSNIC
法則應用的可能性。然而兩者應用上皆有其可能遭遇的困難及需要注意之處。

政 治 大

SSNDQ 直接將品質因素列入評估，然則個案當中何者為影響競爭的品質因素則

立

需要加以界定。例如與資料相關的品質因素可能包括隱私保護或個人資料保護政

學

‧ 國

策的修改、個人資料利用的程度、資料保護相關資訊安全機制的調整、數位平台
與其他平台或應用軟體之間串連狀況的變化等。此外，若相關個案於市場上若存

‧

在顯而易見可能的替代性服務存在，則消費者對替代服務的認知以及對轉變之品

y

Nat

質相關因素之辨識可能性亦須列入評估。最後則需考量個案當中是否存在「現狀

io

sit

偏差」發生的機會，亦即個案是否涉及直接安裝於消費者資訊設備之初始應用軟

n

al

er

體而可能因為消費者之習慣而讓品質因素轉變對消費者選擇轉換的影響降低。而

i
n
U

v

個案涉及免費之雙邊/多邊市場中一方成本增加未必導致他方價格變動。

Ch

engchi

個案當中若涉及到沒有任何價格的影響，卻有一方之某項成本變動可能帶動
平台服務品質的變化或雙邊/多邊市場之某方利益或利用平台利用效能的變動時，
SSNIC 也許即為可以納入分析的工具。尤其在關注於資訊成本提升之個案上，
SSNIC 由於較能推導出資訊成本控制與平台市場力運作之關聯，而被認為是最

246

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s: Commission fines Facebook €110 million for providing

misleading information about WhatsApp takeover, press release, 18 May 2017,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7-1369_en.htm

(last visited at October 2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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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的市場分析工具247已如前述。然其仍然具備部分品質成本量化上之困難或是
變量多元難以具體評估的問題248。個案上應用必須注意消費者對於成本付出的感
知是複雜的，因此初步調查時需要將可能影響消費者的變量儘量發現，再選定主
要的變量進行分析，此時則必須讓選定變量以外的變量維持不變方能進行249。此
原則可以補充於國內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當中，作為 SSNIP 法則以外之另外一
個用於免費市場的替代法則。實務操作上雖然消費者調查的結果需要被重視，但
仍然需要重視行業參與者的訪談證據，方能更清楚辨識特定非價格成本付出對平
台利益、效率或品質等整體營運的影響及供需替代的關聯性。
至於是否有必要在個案當中將所涉資料獨立劃分為一個市場進行競爭分析，
在資料本身即為商品/服務標的的情況下，獨立劃分為一商品/服務市場應無疑義。

政 治 大

然在所涉資料本身並非商品/服務標的時，是否有必要如同本章第一節 Harbour

立

及 Graef 兩位學者之意見，在所涉資料並未獨立市場化的情況下，即劃定一個假

學

‧ 國

設的資料市場，以期能夠更進一步仔細評估所涉資料對合併事業實際上的意義、
對市場競爭更真實的影響或作為發現潛在競爭市場或潛在競爭者的工具。本論文

‧

以為，資料驅動的數位平台競爭個案，在潛在市場、潛在競爭者及未來市場競爭

y

Nat

預測上有高度的不確定性，這也是數位平台動態競爭特性的展現。因此執法機關

io

sit

的確需要一些輔助的方法，協助其更適當的分析此類變動性高且極具創新色彩的

n

al

er

市場。本論文第五章第三節從歐盟執委會主要結合案例執法狀況所導引之省思，

i
n
U

v

亦提到針對此類競爭市場，必須將科技發展因素列入考量，適度從結合事業主張

Ch

engchi

的市場預測與競爭者或技術市場所提出之意見併同分析。從所涉資料的角度切入，
亦可為另外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法。然是否一定必須獨立區隔出假設的產品市場，
本論文以為須視個案而定，基本上並無絕對必須作獨立市場界定的必要。因為資
料的應用層面廣泛而多元，未來可能應用的範圍未必可以在個案審理當下即能夠
準確的推測，且不同來源及內涵的資料亦可能相互影響而創造新的市場價值。即

247

John M. Newman(2016),supra note 126, at 69

248

Id. at 67

249

Id. at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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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目前擁有類似資料的事業，也會因為能力、資源及所處環境的差異，形成不同
的商業策略。因此從資料切入，也許可以是尋求潛在競爭者的輔助，但若一定要
切割為一個假設的市場，可能會使得市場的範圍劃定過大，或有太多難以控制的
變數。但若個案處理當下，所涉資料市場未來形成之可能性，已有初步的雛型而
有預測可能性，先將其獨立切割出來進行分析，對整體案例競爭環境掌握則應有
幫助。

二、平台資訊力與獨占之相關法制探討
從歐盟對於 Google 案的執法觀之，數位平台若已在特定市場當中取得支配
地位，可能整合其資訊力、演算法及技術發展能力、財務能力等各種能量，將其

政 治 大
於濫用市場獨占地位最應被關注的問題
，在於影響的層面較實體事業而言可以更
立

市場力強勢擴張至水平、垂直甚至多角化經營的市場範圍。也就是說，數位平台

‧ 國

學

廣泛而迅速，而能夠採用的手段及資源可能更多元而複雜。而歐盟執委會對於
Goolge 的執法，主要還是採用 TFEU 及 EEA Agreement 規範對於濫用市場支配

‧

地位之規定進行處理。從成案開始，耗費經年對於 Google 所採用的之市場策略
與實際作為，對於 EEA 範圍內各國境內相關市場競爭狀況之影響進行蒐證、市

y

Nat

sit

場觀察及分析，以及釐清 Google 各項服務之營運、背後演算機制之交相運作及

al

n

的困難度。

er

io

不同商業策略間之相互影響，方有機會作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處分，足見執法

Ch

engchi

i
n
U

v

而 Google Search、Google Andriod 以及 Google Adsense 在國際上都已經具備
一定的市場占有率，尤其 Google Search 在國際市場有超過 90%的市場占有率250，
已如前述。透過多角化經營相關業務的相互串接以及演算法的交互運作，其可以
形成的商業模式、對市場的影響以及對資訊的操作已非一般使用者或競爭者可以
確實的察覺或掌握。競爭法在濫用市場獨占地位之處理，主要係事後介入的角色，
而非如同結合審查可進行事前的評估。針對此類規模超級大、服務整合性極高、
資料瞬間匯集、分析與決策速率驚人的數位平台，單純透過事後的執法，是否足

250

Google Search (Shopping), §276~284, at 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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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適時處理其影響市場競爭的濫用行為。抑或等到執法機關確實掌握交錯而複雜
的演算與商業策略，其早已在市場穩固紮根，多方使用者也早已在無法感知的情
況下長期處於權益受損的狀態。因此是否需要在競爭法執法之外，對於此類超大
型數位平台對市場競爭或消費者權益影響最大的問題進行事前的規制或要求，值
得探討。歐盟與日本於 2018 年先後提出了關於超大型平台配套法制、規則或相
關標準建立必要之討論，尤其針對數位平台的透明化以及公平性議題提出想法或
建議，似亦著眼於此，也許可作為一個探討超大型數位平台之發展對市場競爭或
消費者權益影響在法制面的思考點。因此以下將針對競爭法執法的層面，以及歐
盟或日本(尤其是歐盟，因日本對此議題的細節方完成初步公民意見徵詢，各機
關尚在進行法制面的研討)在配套事前規範面的倡議，加以探討。
(一) 執法與法制配套需求

立

政 治 大

一個數位平台是否在市場上已取得足以支配市場的地位，就 Google Search

‧ 國

學

案來看，執法機關必須進行包括動態市場的特性、免費服務帶來的品質競爭以及
市場進入障礙等項目之整體評估251。然則 Google Search 在案件審查過程當中，

‧

無論於 EEA 範圍甚至全球，幾乎皆已取得極高的市場占有率，且已持續一段時

sit

y

Nat

間252。表示通常數位平台會面臨的動態市場競爭問題，對 Google Search 來說已

er

io

沒有太大影響。相反的，反而可能因為 Google Search 已取得一個市場支配的地

al

位，尤其強大的資料蒐集及演算的能力，使之更容易發現市場動態競爭的走向，

n

v
i
n
C。
在競爭策略上取得時間上的優勢
h甚至足以事前將有發展潛力或未來可能與之競
engchi U
爭的事業併購，更加鞏固市場地位，成為數位平台與演算技術研發及創新服務發
展的領頭者。
然則由於 Google Search 在 EEA 範圍及全球近乎獨占的地位，使之在無論歐
盟或其相關會員國(如德國)內國法現有體制下，市場支配地位的取得及其濫用市
場支配地位的評估，皆可應用現行法制加以處理。且 Google Shopping 案正好與

251

Id. §267~269, at 57

25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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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搜尋結果在搜尋頁面之排序有正向關係，Google Androids 所預先搭載之服
務亦包括 Google Search 等，多角化服務彼此間亦有明顯的鏈結，調查過程中有
相當的數據證明所採用之反競爭手段確實提升自身服務的點閱情況而降低對手
服務透過搜尋結果之連結率253。因此以現行 TFEU 及 EEA Agreement 關於濫用
市場獨占地位之規定254處置尚為可行。而本案執委會對於 Google 是否具備市場
支配地位以及是否濫用其支配地位的相關判斷，足以作為各國相關案例處理或後
續法制研議的參考。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在 2017 年 03 月通過限制競爭法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簡稱 GWB)之第九次修正，針對數位市場的特性於
市場地位之判斷及結合審查原則部分提出新的規範。相關修正內容將一併於本論

政 治 大

文第五章第二節德國數位市場相關競爭法修訂部分摘要說明。值得一提的是針對

立

網路多邊市場要如何評估市場地位，在修正條文第 18 條(3a)項255提出了五點須

學

‧ 國

評估的項目，包括 1. 直接與間接之網路效應、2. 使用者併行使用多種服務及其
轉換的成本、3. 網路效應相關的規模經濟、4. 獲取與競爭相關的資料、以及 5. 創

‧

意驅動的競爭壓力。此一修法可以說是國際上第一個將數位平台競爭特性納入市

sit
er

al

n

255

io

254

Id. §341, at 76

y

Nat

253

i
n
C
參考 TFEU Article 102 & EEA Agreement
54.
h e n gArticle
chi U

v

GWB, § 18(3a)

Insbesondere bei mehrseitigen Märkten und Netzwerken sind bei der Bewertung der
Marktstellung eines Unternehmens auch zu berücksichtigen:
1.

direkte und indirekte Netzwerkeffekte,

2.

die parallele Nutzung mehrerer Dienste und der Wechselaufwand für die Nutzer,

3.

seine Größenvorteile im Zusammenhang mit Netzwerkeffekten,

4.

sein Zugang zu wettbewerbsrelevanten Daten,

5.

innovationsgetriebener Wettbewerbsdr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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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位判斷的修法。修正內容某程度上亦與執委會於 Google Search 案部分納入
市場地位的考量因素相互呼應，但仍有部分對市場地位有影響的項目稍有遺漏。
2018 年德國經濟事務及能源部(BMWi)透過委託研究提出一份針對第九次
限制競爭防止法關於數位經濟議題之修法的研究報告256。這份研究的主要目的，
是在探究在數位經濟的環境下，是否應考慮就市場力的濫用之相關法制規範加以
「現代化」(modernising，德文：modernisierung)。因此主要在探究數位經濟發展
與第九次修正後的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間，是否仍有可適用或需要加以調適之處。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對於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規定，與我國公平
交易法於濫用獨占地位的規範有所不同。除了於第 19 條對支配市場之事業的禁
止行為257加以規定外，另於第 20 條規範具有相對或優勢市場力量之事業被禁止

政 治 大

之行為258，並於該條第(1)項規範到中小企業的經濟依賴之相對市場力量259，以

立

‧ 國

學

256

Heike Schweitzer, Justus Haucap, Wolfgang Kerber, Robert Welker, Modernising the law on

abuse of market power- Report for the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
(Germany),hearinafter called BMWi Report (2018), Executive summary & Summary of the report’s

‧

recommendations, available at:

(summary of the report’s recommendation only) &

io

er

https://ssrn.com/abstract=3250742 (with executive summary)

sit

Nat

t-fuer-marktmaechtige-unternehmen.html

y

https://www.bmwi.de/Redaktion/DE/Publikationen/Wirtschaft/modernisierung-der-missbrauchsaufsich

al

v
i
n
(Prohibited Conduct of Dominant Undertakings)
，由國立成
C h 中文翻譯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公告
U
i
e
h
n
g c 2015 年最新翻譯，第 19 條標題之文
功大學法律學系林易典副教授翻譯之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

GWB, §19 (Verbotenes Verhalten von marktbeherrschenden Unternehmen)，官方英譯為

n

257

字，第九次修正案於此並未修改。
258

GWB, § 20 (Verbotenes Verhalten von Unternehmen mit relativer oder überlegener

Marktmacht)，官方英譯為 (Prohibited Conduct of Undertakings with Relative or Superior Market

Power)，中文翻譯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公告，由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林易典副教授翻譯之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 2015 年最新翻譯，第 20 條標題之文字，第九次修正案於此並未修改。
259

GWB, §20

(1) § 19 Absatz 1 in Verbindung mit Absatz 2 Nummer 1 gilt auch für Unternehmen und
Vereinigungen von Unternehmen, soweit von ihnen kleine oder mittlere Unternehmen als Anbieter
oder Nachfrager einer bestimmten Art von Waren oder gewerblichen Leistungen in der We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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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3)項規定對於中小企業競爭者不得濫用市場相對地位而採取直接或間接的
不公平行為260。從 Google Shopping 案來看，大型數位平台幾乎已經成為企業，
尤其中小型企業要吸引網路流量至所屬官網的重要管道，不只如此，中小型數位
平台也需要透過大型數位平台作為媒介，進行流量的導引，這也就是為什麼
Google 將競爭購物比較平台排序刻意拉下，對於需要仰賴 Google 搜尋作為導引
的中小型競爭平台會因此一不公平的策略操作而受到市場競爭的不利益。Google
案例所呈現的事業使用者對平台流量導引的依賴以及其他競爭服務平台因
Google 策略而產生的競爭不利益，恰巧與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20 條面對中小
企業經濟依賴及中小型競爭者的規範概念有些關聯，故 BMWi 於 2018 年之研究
亦提到了對數位經濟面臨濫用市場地位的特殊挑戰，是否可以善用第 20 條第(1)

政 治 大

項及第(3)項之概念補充執法面的需求261。

立

‧ 國

學

abhängig sind, dass ausreichende und zumutbare Möglichkeiten, auf andere Unternehmen
auszuweichen, nicht bestehen (relative Marktmacht). Es wird vermutet, dass ein Anbieter einer

‧

bestimmten Art von Waren oder gewerblichen Leistungen von einem Nachfrager abhängig im Sinne
des Satzes 1 ist, wenn dieser Nachfrager bei ihm zusätzlich zu den verkehrsüblichen Preisnachlässen

Nat

sit

y

oder sonstigen Leistungsentgelten regelmäßig besondere Vergünstigungen erlangt, die gleichartigen

GWB, §20

io

260

er

Nachfragern nicht gewährt werden.

al

n

v
i
n
(3) Unternehmen mit gegenüberC
kleinen und mittleren Wettbewerbern überlegener Marktmacht
h esolche
n gWettbewerber
c h i U unmittelbar oder mittelbar unbillig
dürfen ihre Marktmacht nicht dazu ausnutzen,
zu behindern. Eine unbillige Behinderung im Sinne des Satzes 1 liegt insbesondere vor, wenn ein
Unternehmen
1. Lebensmittel im Sinne des § 2 Absatz 2 des Lebensmittel- und Futtermittelgesetzbuches unter
Einstandspreis oder
2. andere Waren oder gewerbliche Leistungen nicht nur gelegentlich unter Einstandspreis oder
3. von kleinen oder mittleren Unternehmen, mit denen es auf dem nachgelagerten Markt beim
Vertrieb von Waren oder gewerblichen Leistungen im Wettbewerb steht, für deren Lieferung einen
höheren Preis fordert, als es selbst auf diesem Markt
26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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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i 報告更提出，數位平台案例當中眾所周知的困難在於平台市場界定，
若此一問題在概念上難以解決或充滿不確定性，則有無可能反過來考慮是否有其
他更彈性的方式得以使用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規則。例如將案件分析的順序加以
調整，不以相關市場界定為前提，讓競爭主管機關可以在反競爭行為無法被市場
競爭機制有效控制，且接下來發生的市場封鎖現象已被證實等相關情況，作為指
涉相關市場力存在的暗示。而針對是否可以促使競爭主管機關更早發現數位經濟
相關的競爭威脅部分，報告中亦提及，可能有四種情況在未達市場支配地位門檻
時，競爭法就予以介入有其效益。分別是262：
1.事業尚未取得支配地位但卻已於市場上具備活躍的單方行為，於市場上建
立強大而正向的網路效應，而這種行為有可能提高壟斷發生的機率。

政 治 大
2.於具備市場封鎖效應之緊密的寡頭壟斷市場出現的非協調一致性行為。
立

配地位的門檻，仍可能對市場競爭產生危險

‧

‧ 國

學

3.事業濫用多角化市場力作為某特定形式的權力，即便處於尚未達到市場支

4.中介力量(intermediation power)以及資訊的不對稱

y

Nat

sit

而這些項目在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在市場支配地位濫用之外，於第 20 條所

n

al

er

io

規範之相對市場力量濫用之禁止及對強大市場力量阻礙中小型企業競爭之禁止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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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i Report (2018) , supra note 256, Executive summary, at 2, “ …four case constellations

are considered in which competition law intervention might be useful below the threshold of market
dominance:
a) unilateral behaviour by companies that are not (yet) dominant and that are active in markets
with strong positive network effects, if that behavior is likely to promote a dangerous probability of
monopolisation ("tipping").
b) non-coordinated parallel behaviour in a tight oligopoly with market foreclosure effects
c) Abuse of "conglomerate market power" as a (possibly) specific form of power which may
significantly endanger competition even below the market dominance threshold
d) "Intermediation power" (see below)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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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已某程度上降低了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相關個案，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介
入的門檻。故 BMWi 報告當中建議可以從擴大第 20 條保護範圍面向方式修訂，
新增禁止具有寡頭壟斷地位或具備卓越市場力的平台經營者(platform operators)
對平台多棲或是平台轉換進行阻擋。亦即只要前述高市場力之平台所採用的阻擋
策略，有可能導致或促成市場傾斜(tipping of the market)的發生263，即須予以禁
止。
針對緊密的寡頭壟斷市場之非協調一致行為導致市場封鎖影響的議題，於歐
盟法制部分尚無法進行處理。然在德國可透過限制競爭法第 18 條及上述第 20
條第(1)項及第(3)項處理，無修訂之必要。另就中介力量部分，基本上可以被認
定為獨立於買方力量及賣方力量之外的第三種獨立的市場力量。在現行德國限制

政 治 大

競爭方防止法第 18 條第(1)項並未將中介力量涵蓋，然此一型態的市場力量主要

立

出現於數位平台，故於 BMWi 報告建議未來可於 2017 年修正公布之第 18 條(3a)

‧ 國

學

項當中增訂平台作為連接至特定交易或採購市場之中介者的重要性264項目。
回到大型的多角化數位平台，也就是類似 Google Search 這樣提供跨市場服

‧

務之大型平台結構，其擁有跨市場的資料蒐集或開發新服務之範圍經濟的地位。

Nat

sit

y

只要此類大型平台已在一個市場具備支配地位(如 Google Shopping 案 Google 已

er

io

於一般搜尋市場取得獨占地位)，則在目前新的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以及歐盟法

al

已可處理。歐盟法所無法處理的則是若系爭數位平台並沒有在其參與之任何一個

n

v
i
n
Ch
市場取得支配地位時所形成的相對市場優勢個案
，然此部分德國已可依據限制競
engchi U
爭防止法第 20 條第(1)、(3)項的概念處理。
至於涉及競爭資料的部分，尤其是數位平台針對競爭之關鍵資料具備排他性
控制地位，而拒絕將關鍵資料提供給競爭者的行為，基本上還是落在限制競爭防
止法第 19 條規範的範疇。然而對於時下部分針對資料分享責任(data-sharing
obligation)，特別是要求擁有豐富資料的事業將所持資料提供出來作為訓練自我

263

BMWi Report (2018), supra note 256, summary of the report’s recommendation (5)

264

Id. summary of the report’s recommendati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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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演算法之用，是否應納入法律規範，BMWi 研究報告則認為此為重要的議題，
但目前仍然是個開放性的議題，尚需要從長計議265。
我國公平交易法在獨占地位濫用之規範部分主要規定於公平交易法第 9 條，
要求獨占事業不得以不公平之方法，為下列行為： 1. 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
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2. 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
變更；3. 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 及 4. 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
行為。而在數位匯流規範說明當中，則另針對數位匯流相關事業(含網際網路及
電子商務等事業)可能產生的濫用獨占地位行為而應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9 條
的態樣，臚列 5 類，分別為： 1. 濫用關鍵設施、2.不當市場力延伸、3. 掠奪性
訂價、4. 不當交叉補貼、5. 增加競爭者經營成本。

政 治 大
至於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之濫用部分，在公平交易法並無明文規定，僅於不公
立

平競爭章第 25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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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

學

行為，作為限制競爭條文及不公平競爭條文所規定不法內涵以外之影響交易秩序
行為的補充規範。另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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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第二十五條案件處理原則」)，進行相關不法內涵之補充。於處

Nat

sit

y

理原則第七點判斷顯失公平之考慮事項，方於第四款揭示不當利用相對市場優勢

er

io

地位之概念，亦即在交易相對人對事業不具有足夠且可期待之偏離可能性時，應

al

認有依賴性存在，該事業具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具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之事業，不

n

v
i
n
Ch
得濫用其市場地位。此部分與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20 條第(1)項經濟依賴的概
engchi U
念有部分雷同，只是德國法部分係以中小企業的經濟依賴為主，且於該條第(3)
項另規範了不得對中小企業競爭者為濫用優勢地位的不公平競爭行為，於第二十
五條案件處理原則關於相對市場地位之濫用部分，則並未述及。
數位匯流規範說明所稱之「濫用關鍵設施」係指無正當理由，拒絕或中止提
供競爭者使用其所擁有或控制之關鍵設施、訂定顯不合理之交易條件，或以差別

265

Id. summary of the report’s recommendati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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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易條件提供該關鍵設施予其他競爭者266。關鍵設施議題在資料競爭市場時而
被提出討論，資料是否可以構成關鍵設施雖有不同的看法，然以目前國際競爭法
制研究趨勢來看，資料在數位經濟相關市場具備的重要性已不容置疑。而若相關
資料要被認定為是市場競爭的關鍵設施，適用時機必須是案件所涉資料為該相關
市場參進及競爭所必須，且市場上沒有其他可替代之資料可由競爭者或潛在競爭
者取得(可參酌本論文第三章第三節排他性行為部分對於關鍵資料作為樞紐設施
之討論)。而數位匯流規範說明所謂之「不當市場力延伸」，則指利用「搭售」
或「整批交易」等方式，擴張新服務項目之市場占有率，使該事業既有市場力延
伸至新服務項目市場。但「搭售」或「整批交易」係基於聯合生產經濟性、消費
者使用習慣考量、單純為提供消費者「一次購足」之便利性者，不在此限267。

政 治 大

在 Google AdSense 案當中 Google 要求第三方網站不得自對手處獲取廣告，

立

亦握有競爭廣告置放與否的否決權268，表面上是限制競爭廣告的露出通路，實際

學

‧ 國

上也限制了競爭對手就網路廣告競爭非常重要使用者反饋資訊的取得。若無其他
可替代之資料，等於阻礙競爭者在網路廣告服務與演算機制持續精進及競爭的機

‧

會269。雖然在目前已知的資訊無法判斷本案最終影響的情況，然則其透過與第三

y

Nat

方約定之排除條款或限制條款，已使得競爭對手難以取得足夠參與競爭的關鍵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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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

料270。惟 Google 本身並不完全握有網路廣告的資源，因此並無法落在規範說明

n

al

er

所稱濫用關鍵設施之範疇，亦非採用搭售或整批交易的形式，無法稱其為不當市

i
n
U

v

場力的延伸。僅有 Google 與第三方網站所訂定的廣告優先置放條款，可能符合

Ch

engchi

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3 款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之規範。

266

數位匯流規範說明第五點(一)

267

數位匯流規範說明第五點(二)

26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 press release IP-16-2532, supra note 117

269

Id.

27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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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型數位平台透過與第三方通路或資料主體簽訂契約，間接限制競爭對手
在關鍵資料的獲取或競爭資料的近用，如本論文第三章所述，為影響數位平台競
爭重要的排他性行為，是否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1 款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
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目前實務上尚未有相關案例可資參考。惟按公平交
易委員會公研釋字第 073 號解釋觀之，對於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應仍應檢視獨占
事業採行各該措施之意圖、獨占事業成本結構及對相對競爭者產生排除競爭的效
果等各點論斷。Google 作為一個具市場獨占地位的事業，與其他平台簽訂對競
爭者參與競爭的排他性條款，對於競爭者市場競爭之影響極大，應可以第 9 條第
1 款論斷。至於不當市場力延伸部分，歐盟 Google 三案實際上呈現多角化經營
事業運用於不同市場之市場力進行相互的影響，其中僅 Google Android 案涉及搭

政 治 大
台無論是自身服務的不斷創新(如
立 Google Search 各項服務)，或是與其他服務結
售，其餘部分包括購物比價服務與網路廣告，皆非搭售或整批交易。然而數位平

‧ 國

學

合提高在不同市場的鏈結與相互扶持(如 Microsoft/LinkedIn 結合案)，都可看出多
角化經營應為發展的趨勢。數位服務修正與變化彈性相較一般商品/服務市場為

‧

大，不同市場服務間市場力的相互支援未必須要透過搭售或整批交易，有時運用
自身特定市場的競爭優勢亦可以達成。以 Google Shopping 為例，其所應用的就

y

Nat

sit

是 Google Search 的市場支配地位；而 Google AdSense 案 Google 可以取得強而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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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排他性契約，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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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BMWi 委託研究報告亦關注多角化經營之數位平台運用跨市場優勢所

Ch

engchi

產生的限制競爭影響。只是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有第 20 條之相對市場支配地位
規範可評估擴充適用或新增相關補充規範之可能性，暫無修法的急迫性271。反觀
我國公平交易法並沒有類似的條文，且在第二十五條案件處理原則之不當利用相
對市場優勢地位亦未包含數位平台將優勢市場力用於跨市場競爭影響之態樣。然
則平台運用其於特定市場的優勢地位以不當之方法將市場力延伸至其他市場，除
搭售或整批銷售外，尚包括將其現有競爭優勢進行不當的資源利用或商業策略的
安排。例如運用其於特定市場所獲得的獨特且排他性資料協助其於其他市場建立

271

BMWi Report (2018), supra note 256, summary of the report’s recommendati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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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升市場參進障礙，或運用於特定市場具優勢地位的平台機制進行跨市場的操
控，以不正方法提升其他自身經營服務之市場地位等(如 Google Shopping 案)。
因此建議可以將平台多角化服務跨市場之不當市場力影響部分，納入數位匯流事
業不當市場力延伸之範圍。或評估第二十五條案件處理原則所提之相對市場優勢
地位適用情形部分，將數位平台部分利用特性納入考量。
在 Google Shopping 案則可以發現，Google Search 作為於 EEA 範圍及全球
市占率超過 90%的搜尋平台，單純僅將搜尋結果於頁面進行特別之排序，即使
得自身購物比價服務的流量與競爭對手的流量產生明顯的變動。且現下網路服務
類型與數量極為龐大，運用搜尋引擎，尤其是具備高市占率的搜尋引擎，作為網
站導流的入口已無法避免。大型搜尋引擎對於搜尋結果透過演算機制或其他方式

政 治 大

於商業使用者或消費者無法直接感知的狀況下進行操控，直接影響市場競爭，足

立

見大型搜尋引擎作為網路商務活動與行銷的入口，具備極為重要的地位，而其搜

學

‧ 國

尋資訊的排序，更是影響競爭的關鍵。然則在現行關鍵設施的概念，市場上仍有
其他搜尋引擎或入口網站可做為網站的導引，要說大型搜尋引擎本身是關鍵設施，

‧

似有難度。平台介入搜尋排序結果，似乎可以用對平台使用者採取不合理的差別

y

Nat

待遇來探討，然則一般搜尋引擎的平台使用者並非全然與搜尋引擎具備契約關係，

io

sit

也就是說即使非註冊會員亦能使用一般搜尋平台，且搜尋結果呈現的連結亦非全

n

al

er

部與平台有契約關係，大部分資訊來自於平台爬文等相關技術主動攫取而來。平

i
n
U

v

台在未讓使用者瞭解之情況下暗自介入搜尋結果，使得平台資訊的呈現出現差別

Ch

engchi

待遇，並非全然可以落入「交易條件」的範疇，亦非拒絕或終止所擁有或控制的
關鍵設施。數位匯流規範說明第五點對於濫用關鍵設施之規定，以拒絕或終止關
鍵設施提供或具備交易關係的不合理交易條件或差別待遇為基礎，在數位平台的
關鍵設施濫用情況，似無法有效涵蓋。建議可考慮在關鍵設施濫用的判斷部分，
評估是否涵蓋透過數位技術或演算機制影響關鍵設施提供的公平性及形成服務
提供的差別待遇。至於持有關鍵資料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終止將資料提供給競爭
者，應可透過現有濫用關鍵設施概念解釋處理之。然若屬於相對市場競爭部分，
仍需透過第二十五條案件處理原則中評估是否將相對資訊優勢地位的濫用納入
濫用相對市場優勢或資訊不對稱行為之利用予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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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法制配套之建構—強化數位平台透明度與公平性
從 Google 相關案件的執法也帶出了超大型數位平台的運作，尤其是在國際
市場上都近乎獨占的平台，其透過不斷變化的各類演算機制交相運作的結果，一
般使用者其實很難發現其在服務應用時所取得的資訊回饋已是經過演算操控、處
理與篩選過的資訊。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經濟產業省與總務省於 2018 年 11
月聯袂舉辦數位平台交易環境發展舉辦之檢討會(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マ
ーを巡る取引環境整備に関する検討会，簡稱「日本數位平台法制檢討會」)，
即於中間論點整理部分針對大型數位平台透過演算機制操控資訊提出看法，認為
現代化的數位平台透過演算與 AI 技術做為平台規則與系統運行的重要元素。透
過這些演算技術的設計操控平台的運作，也使得平台可以輕易的修正及改變其運

政 治 大

作的方式。而大型的數位平台憑藉其市場控制力，甚至可以透過演算參數的設置

立

使得原先有偏頗的資訊或意見，以中立的形式於使用者面前呈現。也就是說，大

‧ 國

學

型的數位平台所提供給社會大眾的資訊是具備高度操作性及不透明性的272。並提
出如何透過法制的面向解決大型數位平台對資訊控制引發的資訊不透明問題以

‧

確保公平性，有其必要273。除此之外，大型數位平台提供社會經濟發展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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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吸引大量的消費者或事業運用平台從事經濟活動，而平台的角色不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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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交易的載體，更實際參與平台機制的設計及營運，運用其支配市場的地位，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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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消費者與事業在平台上的活動。雖然如此，針對大型數位平台卻沒有如同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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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交易所或批發市場等中介平台相似的商業法制管理。是否應該運用類似基礎設施

Ch

engchi

或公共事業之相關原則，某程度的將平台的法律責任或紀律合理化，或評估是否
針對平台營運之特色，進行相關商業法制的修訂274。

272

日本経済産業省,公正取引委員会, 総務省(2018 年 11 月 5 日), 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

ーマーを巡る取引環境整備に関する中間論点整理（案）, 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マーを巡
る取引環境整備に関する検討会, at 5, available at
http://www.meti.go.jp/press/2018/11/20181105005/20181105005.html (last visited at January 6,2019)
273

Id. at 8

274

Id.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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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檢討會後意見徵詢已於 2018 年 12 月完成，日本經濟產業省、公平交易委
員會及總務省並於同年 12 月 18 日針對意見徵詢結果針對數位平台之法制議題，
提出未來法制政策對應之基本原則，並承諾將依據意見徵詢結果由負責之部門盡
早提出具體對應之政策措施275。認為大型數位平台因為具備以下三點特性，故應
於法制政策面向予以考量：(1) 其運行已成為社會經濟提供的必要基礎、(2) 平
台已成為多數消費者(個人)及企業經營者參與的場域，而其營運場域是自行設計、
操作及管理、(3) 如此之營運場域具備高度的可操作性與技術上的不透明性276。
然在評估如何規制的過程當中，必須兼顧日本平台業務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創新。
因此對於相關法令制度的考量會從社會利益以及各方價值觀點，評估現行法令制
度的適切性、數位平台與使用其平台服務的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法益保護

政 治 大
體系，納入認證及監察的體制，並結合自律與他律的做法等。
立

及責任分擔、確保國內外數位平台競爭條件的同等性、以及採用靈活彈性的管制

學

‧ 國

在確保數位平台公平性與透明性的部分，則將會採取以下措施：(1)透過更
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繼續了解與掌握實際交易的狀況、(2) 支持各部會執法及政

‧

策規劃，推動創建具備數位技術及商業相關多元且具先進知識的專門組織、以及

y

Nat

(3)舉例而言，將要求揭露/明示某些重要的規則和交易條件，從確保透明度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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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

平性的角度進一步納入規範的檢討277。而為了促進數位平台公平自由競爭的實現，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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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鑑於數位平台的拓展逐步走向獨占或寡占的趨勢，考量競爭法作為事後監管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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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的重要法制，有必要根據數位平台市場的特性進行必要的努力。例如針對具備資

Ch

engchi

料與創新特性之企業結合的審查，或是對於消費者以提供自己之相關聯資料作為
服務對價的數位平台，若出現優勢地位濫用時相關規制的適用等議題，以確保數

275

日本経済産業省,公正取引委員会, 総務省(2018 年 12 月 18 日), プラットフォーマー型ビ

ジネスの台頭に対応したルール整備の基本原則について,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h30/dec/kyokusou/181218honbun.pdf ,

(last visited at

January 6,2019)
276

Id.

277

Id.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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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平台市場公平及自由競爭為方向，進行競爭法與相關制度運作的檢討278。而就
數位平台大量資料蒐集、移轉以及傳輸，資料可攜以及開放 API 的規則等相關
內容之建立等，對於資料驅動的社會於消費者政策、競爭政策及市場競爭的基礎
都具備一定的意義，其中當然包括個人資料管理相關權利的評估及如何維持一個
持續創新發展的競爭環境，皆須列入考量279。
日本數位平台法制檢討實際上也呼應了歐盟執委會於 2018 年 4 月 26 日提出
了一個針對網路平台透明度與公平性建立新標準的建議案280。著眼於時下眾多商
務服務，無論是旅行住宿、線上銷售、應用程式開發、或是其他商務活動皆仰賴
搜尋引擎之協助將潛在消費者引導至網站交易。然這些具備中介性質的數位平台
透過其在市場上的地位，有機會可以採用一些不公平的措施或策略，造成使用其

政 治 大

平台之事業某程度的經濟損失281。新規則建議之目的就是希望可以為這些依賴數

立

位平台中介服務的事業建構一個公平、透明化且可預測的商務環境282。

‧ 國

學

歐盟針對數位平台的建議案於 2018 年 11 月 29 日由歐盟理事會確立後續規
範訂定之立場，並將及早與歐洲議會協商進行後續程序283。以目前確立之規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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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at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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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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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Commission(2018),C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U
h e nforgbusiness
c h i users
council on promoting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of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
280

COM(2018) 238 final, 26.4.2018
281

European Comission, Commission sets new standards on transparency and fairness for online

platform, fact sheet, 26 April 2018,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8-3373_en.htm (last
visited at December 25,2018)
282

European Commission, Online platform: commission sets new standards on transparency and

fairness, press release, 26 April 2018,
https://ec.europa.eu/growth/content/online-platforms-commission-sets-new-standards-transparency-and
-fairness_en (last visited at December 24, 2018)
283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Doing business through online platforms: Council agrees its

position, 29/1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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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觀之，未來適用新網路平台公平化及透明化規則之平台將包括網路市集(online
market place)、網路應用程式商店(online software application store)、網路社群媒
體(online social media)以及網路搜尋引擎(online search engines)。規範的重點將包
括要求平台必須使用清晰易懂具可預測性的規則及條款，並讓相關條款容易被使
用者取得284。在平台決定要進行特定服務的終止或刪除時，由於將影響到用戶因
使用平台而提供或產生的相關資料，或商業使用者在商品及服務的提供，因此必
須至少於終止服務 30 天前向使用平台服務的商業使用者明確說明，以利因應285。
提供排名或評比服務的平台，其對於商業使用者排序的結果可能某程度上代表了
該使用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的情形，或是源自於平台所採用的演算排序機制、
評分或審查機制、視覺亮點機制或其他相關平台工具的整合應用。平台必須讓商

政 治 大
及對於參與之商業用戶可能的影響
。如果平台有可能對於直接透過他們提供商
立
業使用者明白排序服務考量的主要及相對重要的參數，以及這些參數間的重要性
286

‧ 國

學

品或服務之事業有任何差別待遇，包括但不限於平台可能將他方服務與自身提供
相競爭之服務為差別待遇(如 Google Shopping 案)，亦須明白揭露287。

‧

而對於數位平台以及商業用戶而言，服務提供所獲得的資料若能善加取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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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實際上也代表著平台經濟一個重要的價值。因此如何透過適度的透明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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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讓商業使用者知道有哪些資料能夠取得，以增加資料接取及共享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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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18/11/29/doing-business-through-online-pl
atforms-council-agrees-its-position/
284

(last visited at January 07,2019)

I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promoting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for business users of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13876/18, 21 November 2018, Article 3 Predictability of terms and conditions , available at:
http://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13876-2018-INIT/en/pdf

(last visited at January 07,

2019)
285

Id. Article 4, Suspension and termination

286

Id. (17)~(18) & Article 5, Ranking

287

Id. Article 6, Differentiate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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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及創造資料的價值鏈288。因此在建議的規則當中亦將資料的接取(access to
data)列入規範。要求平台經營者必須將商業使用者是否有機會透過技術上或契約
上之方法接觸任何個人資料或其他資料，而哪些資料是屬於商業使用者或消費者
為了使用平台所提供，哪些資料是透過相關服務的提供而產生，哪些資料有提供
給第三方等相關資料利用細節289。並更進一步要求及鼓勵數位平台建立境內爭端
解決及調解機制，若有跨境服務，並鼓勵對於跨境服務增設專業的調解人員，降
低爭議處理的問題290。
歐盟與日本針對數位平台服務之公平性以及透明化所為的法規調適方向，實
際上也反映了執法者對於數位平台於數位科技之應用與數位經濟發展之影響的
一種融合期待及擔憂地複雜心情。雖然相關規制思考的出發點來自於國際上超大

政 治 大

型數位平台近年來於競爭法執法過程面對的問題及其反思。然其規範層面已遠超

立

過超大型數位平台的範疇，涵蓋至所有可能造成相對優勢地位之濫用或其他透過

學

‧ 國

資訊能力、演算操作或相關機制操作而影響市場公平性的數位平台。透過現有法
制之外另訂規範，主要也是著眼於數位平台的參與者型態多元，在公平的交易活

‧

動當中所需要保護的不只是消費者，尚包括利用平台的商業使用者，其中甚至涵

y

Nat

蓋與平台業務相互競爭的其他競爭者。要透過現有法制，除了事後監管並有特定

io

sit

介入規則的競爭法之外，要針對平台訂定透明化與公平性的規則，僅有消費者保

er

護相關法制有類似的保護邏輯，惟範圍過小，無法涵蓋平台之商業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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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目前的網路應用環境C
，並沒有屬於國內事業自行建立的跨國性大型數位
hengchi U
平台，絕大多數的商業使用者及一般網路使用者都是跨國大型數位平台的使用者，
尤其是搜尋網站或入口網站 Google、Yahoo、MSN，甚至分別使用不同的國內外
數位平台進行活動，如國際社群/通訊平台 Facebook、Line 或 Instagram 等，或利
用國內外共享經濟平台(如 Uber 或 Airbnb)，提供在地化服務者等。當然國內亦

288

Id. (20)

289

Id. Article 7 Access to data

290

Id. Article 9 Internal compliant-handling system, Article 10 Mediation, Article 11 Specialised

medi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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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建構特定領域或應用範圍的數位平台，供國內商品/服務提供利用，例如在網
路廣告、商業行銷或進行電子商務活動時，利用國內各類電子商務平台，包括
B2B2C 之開店平台、B2C 電子商務平台及 C2C 網路拍賣平台等，或有自行建構
App 提供多元行動平台服務者。雖然日本晚近因為 Line 的併購案，使其市場上
已出現跨國性的數位平台，但對於其他國際性大型平台仍以利用為主。因此國內
數位平台現況發展，實際上與日本有部分相似，需要考量國內事業於應用跨國性
數位平台如何能夠獲得公平的市場對待，降低跨國性大型平台利用獨占或相對優
勢地位，透過對於資料的控制、演算法的交互應用及其他隱藏的不公平行為，對
國內事業的市場競爭產生負面影響。同時必須在規範研議過程兼顧促進國內平台
的創新發展。

政 治 大

目前國內相關法制針對數位平台服務提供之公平性及透明化部分，亦未有特

立

別的法令或規範專門處理之。如同歐盟的法制體制，事先要求商品或服務交易或

學

‧ 國

提供的資訊揭露，在數位平台可以適用的部分，主要仍是以消費者保護法為主，
然在消費者保護法第 18 條亦主要針對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的情況，要求企業經

‧

營者必須事揭露企業相關通訊資訊、商品服務交易資訊、契約解除權相關事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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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數位平台所有非屬直接交易的服務型態。

sit

y

Nat

消費申訴受理方式。雖有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項目的彈性項目，但公告亦無法

al

而在國內公平交易法的體制下，對此一議題在維持現有法制結構的邏輯下，

n

v
i
n
可能要從不公平競爭專章之第C25h條以數位平台行為是否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engchi U
之欺罔或為顯失公平行為作為方向為思考，作為補充以限制競爭專章濫用獨占地

位無法有效處理之數位平台不公平競爭手段的議題。雖說數位平台之利用並非皆
屬於「交易」，其所為之影響平台利用公平性與透明性的手段，未必可以完全落
入國內法目前所謂的商品服務交易秩序的範圍，但仍須就現有法制先行檢視。以
目前第二十五條案件處理原則來看，第五點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考慮事項，
提到了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的因素，然此部分僅限於交易活動的行為人
及相對人，是否可以應用於數位平台這種作為中介、媒合或資訊連結之入口網站，
恐有疑問。於第六點判斷欺罔之考慮事項，則提到了隱匿重要交易資訊的議題，
此部分即便在不動產買賣中介服務有提到較為主動性的中介服務，但仍與許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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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平台在服務提供的邏輯上並不相同，仍以積極介入交易活動為主。第七點顯失
公平之考慮事項之第四款不當利用市場優勢地位部分，並未談論到資訊揭露、提
供的議題，而另於第五款提出了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但僅限於加盟業主招募
加盟以及不動產開發業者或不動產經紀業之預售屋銷售兩類交易行為。
數位平台利用資訊的控制、演算技術的交叉運作或其他機制，在商業使用者
或一般消費者難以直接感知的情況下操控平台利用的結果，以 Google Shopping
案為例，是個明顯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案例。雖然歐盟執委會是以 Google 在
搜尋引擎已具備市場支配地位的邏輯認定其可以控制 Google Shopping 比較搜尋
結果在使用者輸入關鍵字後於一般搜尋結果頁面擺放之位置，以及干擾其服務競
爭者在搜尋結果的排序。然則此處只是因為 Google Shopping 服務直接呈現在

政 治 大

Google 搜尋結果頁面而產生的連結，為 Google 作為國際性搜尋引擎霸主所需要

立

且可以進行的執法探討。並不代表不具備市場獨占或寡占地位的數位平台，就沒

學

‧ 國

有能力進行平台資訊操控或運用演算法及其他方式形成不公平的競爭環境。這些
數位平台也可能出現濫用資訊分析與演算技術的相對優勢之情況。

‧

因此就數位平台的特性，也許可以評估先於第二十五條案件處理原則第七點

Nat

sit

y

第四款部分增加數位平台事業未事先揭露足以讓平台商業及一般使用者了解之

er

io

必要資訊，如相關資訊蒐集及提供應用狀況、演算及排序機制之操作或其他可能

al

影響平台服務公平性之平台運作，列入不當利用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判斷的項目。

n

v
i
n
C h，未事先以書面或明顯易讀之平台利用規則告
或對於與平台建立契約關係的服務
engchi U
知平台不同服務間在演算法交互影響或排序上可能產生的影響，(如 Google
Shopping 案當中之 Google 關鍵字廣告與 Google Shopping 服務特約廠商於搜尋
結果的排序關係)，列入第七點第五款之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的判斷等。
至於是否如同歐盟更進一步針對數位平台建構獨立而完整的公平性及透明
度標準或規則，則可能需要對國內數位平台發展環境進行實務面的調查了解，方
能確定可能需要的規範方向。日本先以公開徵詢意見之方式，再持續進行市場的
發展之調查確認與法制面的評估，也許是後續國內可參考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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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平台資訊力與事業結合
第一節 歐盟相關案例摘要
資訊力對於數位平台競爭之影響，觀察近年國際執法情況，以結合案之發生
及探討為多。並因個案較為具體，且直接影響結合審查相關事宜，在法制修訂或
配套機制之討論上，亦較為成熟。個案的累積以歐盟為核心，故以歐盟相關結合
案例作為基礎進行討論。

一、Google/DoubleClick 結合案291

政 治 大
2007 年美國 Google 公司透過收購股票方式併購美國 DoubleClick 公司，按
立

(一)案件摘要

‧ 國

學

歐盟執委會結合規則(The EC Merger Regulation292)規定，於 2007 年 9 月向執委
會申報結合之事前審查。本案應該是歐盟執委會首度針對握有大量資料的數位平

‧

台及數位服務事業進行結合審查。尤其結合的一方為在數位平台已具備國際市場
的支配地位，具備極高的市場占有率293。因此，在探討資訊力在數位平台與數位

y

Nat

io

sit

相關服務事業結合的影響上，具備指標性的地位。

n

al

er

Google 於結合案發生當時，為美國上市公司，係熱門的搜尋引擎服務提供

i
n
U

v

者，對網路終端使用者提供免費的搜尋功能以及其他免費線上服務(如：電子信

Ch

engchi

箱、地圖等各項服務)。除此之外，於 Google 也提供線上廣告放置、中介服務以
及附隨之廣告投放管理方案，讓會員可以透過 AdSense 網絡將廣告放置於 Google

291

European Commission, “Google/DoubleClick”, COMP/M.4731, Dated 11/03/2008,

C(2008)927 final
292

European Commission,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f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
293

Charlotte Breuvart, É tienne Chassaing, Anne-Sophie Perraut, “ Big data and competition law

in the digital sector: Lessens from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merger control practice and recent
national initiatives”, Concurrences N° 3-2016, at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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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及其夥伴網站。DoubleClick 則是一個未上市公司，主要針對全世界的網路
出版商、廣告商及廣告代理商，提供廣告投放管理技術及配套的輔助服務，讓使
用者得以創造、辦理或管理數位廣告294。本結合案最終審查結果，歐盟執委會認
為本案對於相關市場的競爭不會有顯著的阻礙，故按照結合規則第 8 條第 1 項295
認定為適當。不過本案導引出資料相關市場事業結合的部分爭議，並就涉及個人
資料與隱私保護的部分，在執委會結論當中特別要求結合後之事業有責任在其日
常業務執行時，針對各項文件所承認的使用者基本權利予以尊重，包括但不限於
隱私及資料保護296。足見資料議題於本案的重要性。
(二) 本案與資訊力相關競爭議題探討
1. 本案所涉資料

立

政 治 大

歐盟執委會於本案分別就 Google 及 DoubleClick 所處之相關市場加以定義，

‧ 國

學

並進行競爭分析。發現 DoubleClick 在廣告服務市場(ad serving market)部分，有
很強的網路效應。而此一網路效應，來自於消費者提供的大量資料

‧

(customer-provided-data，依循本案用語簡稱 CPI )。而這些資料的產生，來自於
DoubleClick 提供給廣告主(advertiser)或廣告發行商(publisher)的 DFA(DART for

y

Nat

n

al

er

io

sit

Advertisers)或 DFP(DART for Publishers)服務，透過消費者的使用行為，自然產

294

Ch

engchi

i
n
U

v

Google/DoubleClick, at5; Peter Alexiadis, “Forging a European Competition Policy Response

to Online Platform”, Business Law International, 18 No.2 Bus. L. Int’l 91, (May, 2017)
295

EC 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8(1)

Where the Commission finds that a notified concentration fulfils the criterion laid down in Article
2(2) and , in the cas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4), the criteria laid down in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it
shall issue a decision declaring the concentration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A decision declaring a concentration compatible shall be deemed to cover restrictions directly
related and necessary to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centration.
296

Google/DoubleClick, §367~368, at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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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資料紀錄。因此，DoubleClick 的資料類型基本上即區分為兩類—(1) 由 DFA
服務產生的資料，以及 (2) 由 DFP 服務產生的資料297。
DFA 是提供給廣告主的工具，只要使用者造訪廣告主置放於廣告發行商之
廣告頁面，而該廣告採用 DFA 服務時，DFA 會直接收到該使用者的資訊，以對
於該使用者回傳正確的廣告內容。如此一來，DFA 服務即可提供廣告主一個其
廣告於各發布網站上之用戶瀏覽行為資料子集。這樣的資料能夠協助廣告主更能
精確掌握廣告的目標定位，增加投資廣告回饋的效益。這樣的資料對於廣告主以
及廣告發行商而言，都非常有價值，如果能善加利用，將會吸引更多使用者參與。
不過，在結合案當時，DoubleClick 對於 DFA 的歷史資料，由於契約限制的關係，
尚無法對之加以利用以協助新的廣告客戶取得更好的廣告定位。而僅能將這些資

政 治 大

料用以提供廣告主於其廣告置放之廣告發行網頁指定廣告的序列。也因為有這樣

立

的限制，DFA 服務產生的資料就無法實際促進廣告主及廣告發行商參與的網路

‧ 國

學

效應298。

DFP 則是提供給廣告發行商的工具，可以讓廣告發行商於其網路伺服器對

‧

廣告附加代碼(tags)，以確保廣告空間被確實填滿。DFP 將執行其廣告仲裁機制

Nat

sit

y

(ad arbitration mechanism)，以決定應從哪個廣告商或從哪個網路當中攫取廣告。

er

io

DFP 運作的結果，將產生關於哪個廣告發行商或網路在特定時間內在特定網頁

al

被選擇的紀錄，以及點選該廣告的使用者位址(IP address)。這些資料經過匯總及

n

v
i
n
Ch
呈現給廣告發行商，用以追蹤其個別網頁的廣告效能，評估其對於各該網站給付
engchi U
的金額帶來的效益，甚至可以細緻到分析出哪個特定網頁帶來最多的廣告收益。
這類資料並可以被用來發現網頁設計的缺陷，或促使優化的新網頁被創建出來，

以帶來更高的廣告收入。不過這些資訊，亦透過契約的約定，皆屬於採用 DFP
服務的廣告發行商所有，DoubleClick 本身並不能夠任意利用，也不能夠提供給
其他廣告發行商或廣告主利用或作為改善其他發行商或廣告主之廣告定位的參

297

Id. §179~181, at 50

298

Id. §182~183, at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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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因此 DFP 服務產生的資料，在結合當時之契約限制下，尚無法成為協助網
路效應形成之要素299。
2. 所涉資料對於結合案之影響
(1) 潛在競爭關係之判斷
本案審查過程當中，有部分意見認為由於 DoubleClick 在廣告相關服務的發
展上，在未來可能與 Google 形成競爭關係，應為 Google 之潛在競爭者。若允許
兩者合併，可能將未來可能的競爭關係排除。至於結合案是否真的會產生排除競
爭之情況，執委會則依據歐盟水平結合評估處理原則歐盟水平結合評估處理原則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300)之建議進行判斷。亦即若要

政 治 大

認為結合雙方具備潛在競爭關係，其結合可能會產生反競爭之影響，必須符合兩

立

個要件：第一、潛在競爭者已經對於競爭產生重要的影響，或有發展為具備有效

‧ 國

學

競爭力之競爭對手的極大可能性。第二，在市場上不存在足夠數量的其他競爭者，
足以在雙方合併之後，維持足夠的競爭壓力301。

‧

執委會為此比較當時於相關市場上提供廣告中介等相關服務之其他事業，認

sit

y

Nat

為 DoubleClick 要在未來成為 Google 廣告中介服務之潛在競爭者，具備三個優

io

er

勢，包括其提供中介服務之技術優勢、現階段已經擁有之客戶優勢(含廣告主及
廣告發行商)以及一個與資料蒐集應用極為相關的強大競爭優勢，就是其透過廣

n

al

Ch

engchi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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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299

Id. §185~189, at 51

300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2004), OJ C 31/5
301

Id. §60 at 11

. For a merger with a potential competitor to have significant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two basic
conditions must be fulfilled. First, the potential competitor must already exert a significant constraining
influence or there must be a significant likelihood that it would grow into an effective competitive
force. Evidence that a potential competitor has plans to enter a market in a significant way could help
the Commission to reach such a conclusion. Second, there must not be a sufficient number of other
potential competitors, which could maintain sufficient competitive pressure after the m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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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投放相關服務所蒐集之消費者行為相關資料所帶來的直接網路效應302。然而，
由於 DoubleClick 透過 DFA 及 DFP 服務所得的資料，於結合案發生當時，皆屬
於契約限制的狀態，使之除了將資料依循契約限制提供給簽約之廣告主或廣告發
行商外，故即使 DoubleClick 獲得可觀數量的 CPI 資料，亦無法進一步加值應用
促進其服務之網路效益，仍然不是 Google 在廣告投放或廣告中介服務的潛在競
爭者303。
(2) 相關資料於未來之潛在應用可能性及對結合後競爭市場之影響
雖然 DoubleClick 於 DFA 及 DFP 服務所得的 CPI 資料在最初蒐集時，考量
其服務的中立性，而以契約方式限制其使用。但是這些資料若對於 DoubleClick

政 治 大
則 DoubleClick 亦可能向原有服務使用者提出調整契約內容的主張，或透過一些
立

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有所幫助，例如發展成為一個具整合能力的中介服務提供者。

商業策略讓客戶產生更改契約、排除現有契約條款適用或換約的壓力。例如提供

‧ 國

學

經濟上的動機，讓客戶願意將資料擴大應用，或提出互惠機制，讓客戶之間可以
相互利用所蒐集的資料，以煽動客戶修改契約等。

‧

事業為了未來發展需要提出契約調整之要求，雖然有其可能。惟沒有足夠的

y

Nat

sit

證據顯示 DoubleClick 實際上具備足夠的市場力得以要求其客戶進行這樣的契約

n

al

er

io

修改。相反的，由於廣告投放相關業務競爭的關係，其已經為了留住客戶而調降

i
n
U

v

了服務價格，並可能為了防止客戶外流，而壓抑想要調整 CPI 資料應用條款的

Ch

engchi

期望。從利用 DoubleClick 服務的廣告主及廣告發行商的角度來看，透過 DFA
及 DFP 所獲得的消費者資訊十分有價值，其應用亦可能影響彼此之間的競爭，
因此這些廣告主及廣告發行商甚至表示並不希望屬於自己的資料被用來嘉惠競
爭對手。而如果維持服務的中立性是 DoubleClick 得以持續維持廣告服務客戶以
及吸引潛在客戶的核心價值，則也會降低 DoubleClick 調整契約條款的動機304。

302

Google/DoubleClick, §222~225, at60~61

303

Id. §255~257, at 67; Peter Alexiadis (2017), supra note 294, at 5

304

Id. §258~264, at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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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市場上與 DoubleClick 可提供類似服務的競爭者事實上存在，以技術層面
來看，包括本案尋求與 DoubleClick 合併的 Google，亦有足夠的能力透過所擁有
的廣告網絡，建構及取得類似的資料。因此即使 DoubleClick 無法從契約限制中
解套，亦沒有影響305。更進一步說，Google 實際上也沒有需要 DoubleClick 解除
契約限制的動機，因為即使契約限制解除，也只是讓 Google 獲得一個合併前自
己就已經具備的能力而已306。
就 DoubleClick 可取得的資料而言，市場上有其他事業也可以取得能用來協
助廣告精確定位的類似資料，使得 DoubleClick 之 CPI 資料的獨特性降低。例如
入口網站及其他主要的網路發行商，通常會要求使用者註冊個人資料，且會透過
各項機制的設計，試圖延長使用者利用其網頁的時間，同時觀察並紀錄使用者行

政 治 大

為。包括 BlueLithium 及 Yahoo!，皆有能力蒐集其旗下網站上使用者的行為資料，

立

並針對使用者特性進行目標性的廣告投放。無獨有偶，網路服務提供者（Internet

學

‧ 國

Service Provider，簡稱 ISP），也有能力追蹤使用其網路之用戶的網路行為資料，
並透過與網路廣告商合作或取得消費者之同意，對於所蒐集之資料進行利用。部

‧

分事業甚至可以提供「深度封包檢測」（Deep packet inspection，簡稱 DPI），

y

Nat

從網路服務提供者的網路流量路徑當中萃取出對目標性廣告投放有用的資訊。而

io

sit

這些資訊的廣度與多樣性較 DoubleClick 可能更加豐富。另外，Microsoft 亦可透

n

al

er

過其所提供的軟體網路更新服務以及廣告代理商 Avenue A，獲取大量的使用者

i
n
U

v

資料。並可透過旗下入口網站及服務，獲得用戶註冊的資訊，並運用相關技術(如：

Ch

engchi

cookie 及其蒐購 Atlas/Accipiter 所獲得的定位技術)追蹤使用者之使用行為，並已
向潛在客戶宣傳此一服務。而其與社群媒體 Facebook 的夥伴關係，亦使之得以
更加強化其使用者行為資料庫，並與目標性之廣告投放服務相互結合307。

305

Id. §268~269, at 70

306

Id. note 137, at 70

307

Id. §270~273, at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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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DoubleClick 雖然擁有很多有價值的資料，惟並未對於其未來進
入廣告中介等市場取得強大的優勢。且其客戶的特性，並不會希望將自己獲得的
使用者行為資料與競爭者分享。因此保障資料的機密性，反而維持業務的重要部
分。因此 DoubleClick 因為資料使用的限制，其所蒐集的資料因有其他可能替代
來源，包括競爭者自己蒐集的資料，或向第三方購得資料(如向 comScore 這樣的
國際資料提供者購置)。且相關市場有足夠的競爭者，能夠維持雙方結合後的市
場競爭，對於市場現況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308。
3. 小結
從本案就結果而言，雖然 DoubleClick 所擁有的 CPI 資料，最終並不認為得

政 治 大
執委會為了進行有效的競爭分析，具體將資料當作事業之「資產」(asset)加以評
立

以協助結合後之事業取得競爭優勢，其結合亦不會導致競爭上的不利益。但歐盟

估。尤其在潛在競爭議題，以及結合對於市場競爭是否將產生阻礙的問題上，仔

‧ 國

學

細的評估結合事業所蒐集的資料，是否為結合事業帶來競爭的利益，而是其競爭
者所無法匹敵的309。

‧

分析當中有幾個部分在探討資訊帶來的市場力的判斷上應有幫助。其一、雖

y

Nat

sit

然事業擁有能夠促進其發展與強化競爭優勢的可觀資料，仍然因為事業所處市場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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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競爭現況、企業本身其他市場力的展現以及其客戶的特性之不同，對競爭力之影

i
n
U

v

響也會有所不同。資訊力的存在並不是只要有足夠的量與質的資料即可，尚須依

Ch

engchi

據個案所處狀況加以評估，擁有高價值的資料，亦未必形成具市場競爭影響的資
訊力。
資料相關市場上個案競爭狀態評估的重點，就本案歸納大致可以包括：(1)
市場上類似的服務是否存在；(2) 類似服務的競爭者，是否具備同樣的資料能力；
(3) 所涉資料是否具備獨特性或是否具備替代性，即有無其他可得來源或足以達
成同樣利用目的與效果之資料存在；(4)結合案當時之資料現況，是否可能被打

308

Id. §274~278, at 71~72; §359~366, at 95~97

309

Id. §364,at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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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而改變資料對市場競爭可能產生之影響；(5) 結合後競爭市場可能受到的影
響。
本案歐盟執委會雖然並未特別在結合案分析當中探討個人資料保護的議題，
卻於最終結論提醒結合事業必須注意結合後對於個人資料與隱私保護的法令遵
循，並提醒必須在營運過程中持續注意對於使用者基本權利的保護。可認為執委
會認定此一結合與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應有相關法令適用上需要考量的地方，但
非結合案所需要評估之點，方僅於案件結論提醒310。對於個人資料議題是否需於
結合審查當中加以評估，或以怎樣的角度列入評估，似有討論空間。

二、Facebook/WhatsApp 結合案311
(一) 案件摘要

立

政 治 大

本結合案於 2014 年 8 月 29 日向歐盟執委會提出，由 Facebook 將 WhatsApp

‧ 國

學

併入，使之成為 Facebook 持有百分之百股權的子公司。Facebook 的核心服務是
社群網路平台，在合併當時於全世界共串連了 13 億的使用者312。其亦運用社群

‧

平台特性，同時經營一個名為 Facebook Messenger 的社群通訊應用服務，合併當

sit

y

Nat

時在國際上已有約 2.5~3.5 億的使用者，其中包括在歐洲經濟區(EEA)內 1~2 億

io

er

的使用者。WhatsApp 則是一個社群通訊行動應用平台，結合當時在全球已有 6
億的使用者，在 EEA 內則已有 5000 萬~1.5 億人使用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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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對於本案相關市場主要有三個部份的探討，其一為消費者通訊服務，
其二為社群網路服務，其三則為網路廣告服務。於消費者通訊服務市場 (market
for consumer communication services)部分，考量合併雙方服務特性，以智慧型手

310

Id. §368, at 97

311

European Commission, “Facebook/WhatsApp”, COMP/M.7217, Dated 03/10/2014,

C(2014)7239 final
312

Id. §45, at 8

313

Id. §84, 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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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的消費者通訊服務應用程式(App)之相關市場為核心。而消費者通訊服務可能
由獨立的 App 所提供，例如本案相關的 WhatsApp、Facebook messenger，或其
他 App 如 Line、WeChat、Viber、Skype 等。亦有透過其他服務提供而衍生，例
如透過社群網路平台的服務類型(如，Facebook 或 LinkedIn)314。此類產品市場
之本質即具備跨境的地理特性，不同國家或區域的使用者只要下載 App 皆可使
用。各地區多有提供類似服務的供應商，故各 App 平台在不同國家與區域的市
場占有率也會有很大的不同315。
在社群網路服務市場部分，則主要係指 Facebook 核心業務主要存在的市場
而言。社群網路服務之產品市場核心功能在於用戶個人資料(user profile)、動態
消息(newsfeed)以及時間軸(timeline)316。使用者於社群網路上主動提供個人的相

政 治 大

關資訊、照片，並與利用社群網路之其他使用者產生連結，彼此分享動態消息。

立

而在社群網路上所發表的言論、上傳的照片以及所有於網站上的活動等，網站則

學

‧ 國

運用時間軸的功能，將之按照先後發生的順序紀錄保存著。這也是社群網路可以
獲得大量的使用者資料與行為資訊的原因，其資料的價值也將影響所探討的第三

‧

點網路廣告服務市場的發展。

Nat

sit

y

而消費者通訊服務與社群網路服務，在某些特質上有其相似之處。尤其社群

er

io

網路服務實際上也具備提供其使用者進行相互溝通的功能。針對本案如果真的要

al

仔細區隔，可以發現 WhatsApp 相較於 Facebook 而言，其功能相對單純，僅著

n

v
i
n
Ch
重於協助其使用者進行快速而簡單的通訊
，而無法讓使用者建立個人資料檔案，
engchi U
也並不著力於促進使用者間動態資訊的分享 。尤其在溝通與資訊交換的範圍上，
317

314

Id. §15, at 3

315

Id. §35, at 6

316

Id. §48, at 8

317

此為 WhatsApp 於 2014 年結合案發生當時之情況，保持單純的通訊服務。2017 年其以

開始提供使用者動態消息的功能，雖然是採取 24 小時即自動刪除的限時動態機制，亦已逐步與
時下部分通訊服務結合社群網路特性的發展。
126

DOI:10.6814/DIS.NCCU.LAW.001.2019.F10

社群網路服務的資訊傳遞與交換的範圍明顯比消費者通訊服務更廣。消費者通訊
服務主要以一對一之聯繫為核心，部分服務雖然可以開設聊天室，其可以涵蓋的
範圍亦是有限。相反的，社群網路服務，以 Facebook 朋友串聯的機制而言，使
用者發布於網站上的動態消息，透過不同朋友間的串接，甚至可能連結到彼此並
不直接相識的其他人(亦即資訊可能傳遞到朋友的朋友，而繼續連結下去)。加上
目前社群網路服務多採用跨載具的方式進行，資訊取得及傳遞的速度與廣度將更
強大。
在網路廣告服務市場部分，結合案當時雙方亦僅有 Facebook 之服務內涵涉
及此一市場。且主要係在社群平台上，Facebook messenger 通訊服務並沒有與廣
告服務連結。而 Facebook 透過社群網站服務從使用者端蒐集資訊，並對其加以

政 治 大

分析，以協助廣告主提供目標性的廣告。就本案審查當時而言，Facebook 對於

立

廣告主在未獲得使用者的同意下，並不提供足以識別其用戶的相關資料，但會提

學

‧ 國

供廣告主不具識別性的統計資料，例如針對特定廣告的點閱情況或點閱廣告後實
際轉址到廠商網站瀏覽的情況等318。至於 WhatsApp 則並未販售廣告空間，也並

‧

未蒐集對目標性廣告有幫助之任何用戶行為資料319。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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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歐盟執委會於本案針對上述三個所涉產品市場進行評估，最後以結合規則第

er

io

6 條第 1 項(b)款320認定雙方結合對於相關市場之發展不會產生嚴重的影響，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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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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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h
https://venturebeat.com/2017/02/20/whatsapp-now-lets-you-post-status-updates-that-disappear-withinengchi U
24-hours/ (last visited at July 19, 2018)
318

Facebook/WhatsApp, note 23, at 12

319

Id. §69~72, at 11~12

320

EC 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6(1)(b)

Where it finds that the concentration notified, although fall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is Regulation,
does not raise serious doubts as to its compatibility with the common market, it shall decide not to
oppose it and shall declare that i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A decision declaring a concentration compatible shall be deemed to cover restrictions directly
related and necessary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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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合為適當。而其中對於 WhatsApp 與 Facebook 結合過程中雙方所擁有具競
爭價值資料的集中，是否將過度提升結合後事業的競爭力(尤其網路廣告服務市
場部分)加以分析，甚至將國際上蒐集大量資料的數位平台服務之市場狀態一併
列入作為評估的參考，是近年對於資訊力影響市場競爭議題探討的重要案例。
(二) 本案與資訊力相關競爭議題之探討
1. 本案所涉資料
本結合案由於參與結合的雙方基於服務型態的關係，基本上都會接觸使用者
的資料，僅對於資料的儲存及利用有所差異。以 WhatsApp 而言，其於結合當時
僅提供相對單純的消費者通訊服務，此一服務所需要連結的個人資料321，為消費

政 治 大

者之手機聯絡人，並且需透過消費者之手機號碼進行帳號驗證。其服務本身並不

立

提供廣告空間，亦不另外蒐集對目標性廣告有幫助的使用者行為資料(例如使用

‧ 國

學

者的年齡、姓名、性別、社群資訊、活動或消費行為等 322 )。針對使用者運用
WhatsApp 所傳送的簡訊，該平台也並不保留傳送紀錄，亦即一旦使用者傳輸的

‧

訊息已經順利傳輸到對方的手機，平台上即不再保留訊息資料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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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與 WhatsApp 不同，其主要是社群網路服務平台，服務本身即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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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使用者主動建構的個人資訊、提供的照片、社交圈、發布的動態消息、言論內
容、傾向等相關資訊。無論其網頁版或 App，其使用者最主要接觸的服務便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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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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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消息牆面。使用者可以透過動態消息的功能，向連結其頁面的其他使用者發布

engchi

自己希望讓他人知道的個人化資訊。此外，使用者並可以利用 Facebook 所提供
的時間軸服務，按時間的先後順序建構及呈現個別使用者認為對自己最重要的事
件及活動。包括自己在不同時間的興趣、照片、教育狀態、工作經歷或交往狀態

321

Facebook/WhatsApp, §102, at 18

322

Id. §166, at 29

32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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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324。而 Facebook 所賴以建構強大資訊力的資料，就是全世界超過 13 億(結合
案當時)使用者利用其網站主動及被動提供的資訊。
另外，Facebook 亦著重於網路廣告服務的提供，雖並未將其服務所獲得之
使用者資料以及使用者行為的分析作為單獨的商品或服務對外提供。不過會利用
其分析出來的資料，搭配廣告空間的販售，協助廣告主進行目標性廣告的投放，
已如前述。充足且不斷更新的使用者行為分析，讓廣告主的廣告內涵得以更精確
的出現在可能有興趣之使用者的動態消息頁面，對於廣告主而言是十分有價值的
服務，也是 Facebook 重要的業務營收來源。故在本案資料利用影響的議題上，
亦特別受到執委會的關注。

政 治 大

2. 所涉資料對於結合案之影響

立

本案審查過程中，曾經被認為可能影響結合後競爭市場狀態以及雙方市場地

‧ 國

學

位的資料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其一，為雙方的用戶資料；其二，使用者運用平台
所提供的資訊及其利用行為資訊。

‧

關於雙方用戶資料部分，基本上涉及消費者通訊服務市場與社群網路服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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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之討論。結合審查過程中有第三方意見認為合併會讓雙方使用者得以進行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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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溝通，讓 Facebook 能夠將其網站使用者之資料與 WhatsApp 之使用者資料
進行比對(反之亦然)，可能因此擴大雙方使用者群，當然也可能因為強制的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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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引發使用者之反彈。於此，執委會認為，合併雙方在用戶識別的方式上存

engchi

有歧異，Facebook 係透過使用者自行設定的 ID，WhatsApp 則必須透過綁定的使
用者手機號碼進行識別。要認兩平台之使用者資訊進行自動配對，有實際執行上
的困難，也許必須由雙方用戶自行進行。而若如同第三方意見所擔憂的，兩方可
能透過技術的整合，強制進行用戶資料配對。不過，消費者通訊服務與社群網路
平台服務皆有平台多棲(Multi-homing) 之特性，使用者轉換服務之成本不高的情
況下，也可能導致使用者移轉到其他競爭的通訊或社群服務。且即使結合後真的

324

Id. §155, a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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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雙方整合的狀況，兩者在市場上用戶本來就已經存在大量的重疊，對於市場
競爭的影響亦會減輕325。
第二種關於使用者於個別平台提供的資料以及其服務利用相關行為的資料，
於本案當中主要置於網路廣告服務市場進行探討。執委會對於結合是否會明顯強
化 Facebook 在網路廣告服務市場的競爭地位，提出兩點可能產生的損害進行分
析：(1) 結合後 Facebook 可能將廣告導入 WhatsApp 服務；及(2)可能將 WhatsApp
當作使用者資料的潛在資源，用來促進 Facebook 在 WhatsApp 以外目標性的廣
告活動。
於 第 一 種 傷 害 部 分 ， Facebook 可 能 將 其 使 用 的 目 標 性 廣 告 服 務 引 入

政 治 大
者，或同時使用兩方平台之使用者)，有助於強化 Facebook 在網路廣告服務市場
立

WhatsApp 平台，而藉由分析平台使用者之資料(包括單純使用 WhatsApp 之使用

或其相關次級市場的地位326。於此議題，執委會認為 Facebook 將目標性廣告服

‧ 國

學

務導入 WhatsApp 服務的動機並不高。因為即使導入這樣的服務在理論上是可能
的，但必須讓 WhatsApp 更改其隱私權政策，以向使者蒐集足以應用於目標性廣

‧

告服務的資料。然而 WhatsApp 服務策略的核心，在於提供沒有廣告的服務，讓

Nat

sit

y

使用者有不被廣告打擾的使用經驗。而若讓 WhatsApp 捨棄其端對端的加密服務

al

er

io

(end-to-end encryption)，可能引發重視其隱私及安全之用戶的不滿，而迅速轉換

n

服務。從德國使用者在獲知 Facebook 收購 WhatsApp 之資訊後，迅速於 24 小時

Ch

內轉換使用 Threema 服務可見一斑

327

。

engchi

i
n
U

v

歐盟執委會認為本案涉及未來結合事業是否會將廣告相關服務引入
WhatsApp 平台之討論，只有在本案事業結合後市場上能夠提供網路廣告空間而
足以跟 Facebook 競爭的替代方案不足夠時，才會引發競爭上的議題。而 Facebook
在廣告服務提供的優勢，則在於強大的客戶基礎，精確的廣告目標定位，以及普

325

Id. §111~112, §137~139, §147~151, §159~160 , at 20, 25, 27, 29

326

Id. §168, at 30

327

Id. §173~174, a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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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而言高額的投資報酬率。然而，從服務的替代性來看，網路廣告服務市場當中
仍然有其他的網路廣告服務可與 Facebook 競爭，其中包括 Google、Yahoo!、MSN
等國際平台以及地區性的服務提供者等，因此即使 Facebook 挾著高度的使用者
基礎，甚至將廣告服務觸角衍生至 WhatsApp 服務，亦不足以撼動市場競爭的狀
態328。
第二種傷害部分，針對 Facebook 是否會運用 WhatsApp 所擁有的用戶資料，
作為促進廣告服務之潛在資源，以對同時使用 Facebook 及 WhatsApp 之用戶提
供更為精準的廣告服務。對此，Facebook 於結合案之聲明中表示未來並未有任
何想要修改 WhatsApp 之用戶資料蒐集與利用的計畫，且將與所有 Facebook 服
務相同，若有與其他附屬公司進行資料分享，也會以符合對用戶承諾的方式進行

政 治 大

並於法律要求範圍內對用戶通知329。執委會認為，若本案結合事業要蒐集並使用

立

WhatsApp 的用戶資料，首先必須修改 WhatsApp 服務的隱私權條款，並讓

學

‧ 國

Facebook 與 WhatsApp 平台作某程度的整合。有第三方意見認為結合雙方之在技
術及服務上的整合應該是很容易達成的。但在結合雙方之聲明則說明，實際上仍

‧

然有技術上的障礙需要克服。至於結合事業是否具備開始蒐集 WhatsApp 上使用

y

Nat

者資料的動機，執委會認為並不高，此乃因為如果要開始蒐集則必須放棄

io

sit

WhatsApp 原先吸引用戶的核心價值(即隱私與安全)，而導致使用者移轉至其他

n

al

er

服務，此一影響將會降低 Facebook 決議蒐集 WhatsApp 平台使用者資料的誘因
330

。

Ch

engchi

i
n
U

v

歐盟執委會指出，在探討結合事業是否會開始蒐集並使用 WhatsApp 上使用
者資料之問題，亦僅有在結合後資料集中於 Facebook 控制之下而可能強化其廣
告服務之市場地位時，才會產生競爭上的議題。於此，執委會發現，在市場參與
者中有如同 Facebook 在蒐集用戶資料之競爭者存在。首先，Google 即掌握大半

328

Id. §176~179, at 31~32

329

Id. §182, at 33

330

Id. §184~186, at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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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使用者之資料，此外尚有包括 Apple、Amazon、eBay、Microsoft、AOL、
Yahoo!、Twitter、IAC、Linkedln、Adobe 及 Yelp 等公司皆已進行網路使用者資
料蒐集，僅比例上的不同。其中 Facebook 在網路資料蒐集的百分比上約計 6.39%，
Google 佔 33%，其他所有平台加起來則達 60.62%。與 WhatsApp 結合後，即使
其因此利用 WhatsApp 的用戶資料以提高其網路廣告服務之市場地位。在市場上
仍然會留存足夠匹敵的大量資料，而不受 Facebook 的獨家控制331。
3. 小結
於本結合案當中，歐盟執委會對於數位平台的市場競爭建構了一個分析的架
構，不但將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納入評估，並將資料蒐集與應用之能力可能

政 治 大
由於價格並非本案結合事業所處市場之競爭核心，故本案提及了 WhatsApp 的非
立

對結合事業帶來的市場力列入考量。另外，對於 WhatsApp 的市場競爭優勢部分，

價格競爭優勢，亦即對於用戶之隱私及安全的保障。執委會並未否認資料議題對

‧ 國

學

於結合案未來之市場競爭可能產生影響，但從幾個面向切入，認定結合對市場競
爭狀態影響不大，而承認其結合為適當。其重點評估面向包括：(1)結合事業間

‧

用戶之重疊率、(2)平台使用之相關技術(包括用戶識別技術)之差異性及整合難易

Nat

sit

y

度、(3)雙方平台所在市場之消費者行為特性(如：具備同時使用多個平台的平台

er

io

多棲特性)、(4)是否具備足夠而可維持市場競爭狀態之競爭者或替代方案、(5)結

al

合事業競爭之優勢是否因此被強化、(6)結合前個別事業之資料蒐集與利用限制、

n

v
i
n
Ch
(7)結合後資料蒐集與利用限制之變化可能性、(8)即使產生資訊集中狀態，是否
engchi U
帶給結合事業絕對的市場力。
本案提出了幾點關於判斷數位平台及資料相關市場競爭的分析面向，對於涉
及數位平台及資訊力議題之結合案評估有很大的助益。然則，其對於資料市場的
解讀、預測以及網路資訊力競爭之想像仍有值得討論的空間。首先，執委會認定
包括 Google、Apple、Amazon、eBay、Microsoft、AOL、Yahoo!、Twitter、IAC、

Linkedln、Adobe 及 Yelp 等公司亦有蒐集網路使用者之相關資料，並以上述這些

331

Id. §187~189, at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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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平台於網路資料之蒐集比例，判斷即使 Facebook 真的利用了 WhatsApp 平
台蒐集使用者資料，在整體網路市場上仍有很多資料被不同網路平台所蒐集，對
市場競爭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這樣的探討本身是有疑問的，因為執委會所提出
的這些數位平台並非皆提供同類型的服務，是不是處於同一市場，本身就有值得
討論。再者，由於資料本身不具備固有的價格，其是否具備競爭價值是一種相對
性的探討，必須看資料的利用目的、方法、時間、對象或場域等個別條件，方能
確定其價值。亦即看似相同的資料蒐集，針對特定市場或特定事業可能產生市場
競爭意義的價值，但對於其他市場或事業則未必332。執委會未將引入分析的資料
市場作更細緻的評估，而將可能佇立在不同競爭市場的事業放在一起討論，且並
未特別了解這些不同事業之資料特性，即認定其所蒐集之資料具備相互的替代性，

政 治 大

對於未來市場競爭狀態之評估可能產生落差。

立

再者，即使其中有部分數位平台與 Facebook 性質類似，但其在資料取得與

學

‧ 國

分析的能力及速度是否也可以如同 Facebook 一樣迅速即時，可取得的資料類型
是否如同 Facebook 一般多樣化並具備等同的價值，亦並無所知。也就是說，大

‧

數據特性當中能夠促使資訊力形成之 4V 裡面，僅有數據蒐集數量的佔比於本案

y

Nat

當中發揮了替代性判斷的效用。而執委會認定本案所涉資料並非由 Facebook 把

io

sit

持的獨特性資料，對於目標化的網路廣告服務有用的資料即使在結合案成立之後，

n

al

er

其他競爭者的確還是有可能在開放網路空間當中蒐集到大量而多樣的資料，理論

i
n
U

v

上並有機會尋求第三方輔助提供資料分析的服務。但執委會於本案同時也指出

Ch

engchi

Facebook 並沒有將其平台營運所得之資料對外販售，也沒有在網路廣告服務提
供之外，額外提供資料分析的服務。因此這些由 Facebook 營運而得的資料外界
實際上很難取得，使用者即使有平台多棲的情況也未必會於其他平台上傳相同的
資訊，或進行相同的資訊連結作為。因此，在此情況下執委會所應該探討的是在
這兩個事業合併之後，還有多少能與合併事業握有之資料可相互匹敵的替代性資
料可由其他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於市場上獲取，並能被有效的分析應用，創造對

332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 (2016), supra note 30, at 79~80; Charlotte Breuvart,

É tienne Chassaing, Anne-Sophie Perraut (2016), supra note 293 , at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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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競爭價值。Maurice E. Stucke 及 Allen P. Grunes(以下簡寫為 Sucke & Grunes)
兩位學者認為，若能夠創造有效競爭的資料僅被少數競爭事業所把持，則合併對
於市場競爭的狀態仍可能有所減損333。
Stucke 及 Grunes 並指出，執委會於本案所考量的網路效應，僅包含最傳統
的直接網路效應(direct network effect)，對於間接網路效應則並未有所分析。就多
邊市場之結合案可能增加的市場參進障礙亦沒有加以評估。殊難想像 Facebook
會花費巨額資金收購 WhatsApp，卻沒有任何想要改變 WhatsApp 隱私規則或強
化雙方營運相關的連結關係的意願。而資料驅動的結合案，勢必會存在結合事業
對於競爭利益某方面的期待，此部分未被執委會所重視。而 Facebook 與 WhatsApp
皆是具有高市占率的訊息應用程式(texting app)，其結合是否是 Facebook 意圖限

政 治 大

制競爭者擴張的手段之一，用以箝制類似服務於市場上的規模而無法與其進行有

立

效的競爭？利用此類服務的消費者是否充分具備洞悉市場變動的敏感度與能力，

‧ 國

學

能夠立刻轉換服務提供者？這些議題也未列入執委會於本案審查之考量334。
至於本案認為 WhatsApp 在消費者通訊市場上最主要的競爭價值是隱私以及

‧

安全，實際上帶出了市場上非價格競爭的問題。尤其在資料相關市場的競爭，是

Nat

sit

y

否應該將隱私等非價格議題納入評估，是值得探究的。執委會認為雙方結合所引

er

io

發的隱私保護問題，係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制所應該處理，而非結合案之競爭法

al

制的處理範圍，固並不予以討論。然則，若執委會認為隱私與安全，是評判

n

v
i
n
C h WhatsApp U
Facebook 不會有強烈的動機介入並改變
平台既有之隱私安全相關機制
engchi
與規則的理由，則資料隱私的議題，實際上已是影響結合案認定的一環。
此外，隱私與安全兩個元素是結合事業 WhatsApp 服務所標榜，用以吸引消

費者的服務特性，也是 Facebook Messenger 以及 WhatsApp 於結合前在消費者通
訊服務提供層面最大的差異。也就是說，結合前 Facebook Messenger 的隱私政策，
相較於 WhatsApp 不以蒐集消費者資料以發展廣告服務的經營策略，其原則上是

333

Id. at 80

334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 (2016), supra note 30, at 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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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 Facebook 對使用者資料予以蒐集分析，以成就目標性廣告服務的推動335。
而依照本案執委會的調查發現，當 WhatsApp 即將與 Facebook 結合的消息公布
之後，上千位 WhatsApp 的使用者轉而下載其他提供更好之隱私保護的免費通訊
平台 App，足見隱私保護之於 WhatsApp 服務之市場競爭力有一定程度的關鍵性
336

。可見隱私或資訊安全可以是影響非價格競爭案例市場分析的重要品質因素。
部分參與市場調查的事業，認為 Facebook 於結合後可能將其本來所擁有的

社群網路平台及消費者通訊 App 與 WhatsApp 進行整合，讓 Facebook 接取更多
來自於 WhatsApp 使用者之資料，並藉由廣告業務的推動，將這些使用者資料轉
換成現金獲利。然則，執委會認為雖然結合事業有能力可以做到個人資料的整合
或後續的利用，但是於結合審查當時看不出 Facebook 會有改變 WhatsApp 隱私

政 治 大

權相關政策的動機。因為如同前段所述，一旦打破 WhatsApp 在隱私與安全上的

立

執著，將會立即導致部分使用者轉換至其他免費通訊服務。然則，如同 Suck &

學

‧ 國

Grunes 所述，殊難想像 Facebook 會花費巨額資金收購 WhatsApp，卻沒有改變
WhatsApp 隱私權政策或強化雙方連結的想法。而本案後續的發展果然朝向市場

‧

調查所擔憂之方向進行，2017 年 5 月歐盟執委會對於 Facebook 處以 1.1 億的罰

y

Nat

鍰，原因在於 Facebook 在結合案調查過程當中向執委會提出錯誤並會引起誤判

io

sit

的資訊，聲明要將 Facebook 與 WhatsApp 之使用者資料自動的整合，在技術上

n

al

er

是不可能的。然而 WhatsApp 卻已於 2016 年 8 月修改隱私權條款，其中包括可

i
n
U

v

能將 WhatsApp 用戶的電話號碼與 Facebook 用戶的帳號連結，與母公司(Facebook)
337

分享用戶資料

Ch

engchi

，但最終執委會並未撤銷 2014 年同意結合案的處分。2018 年 4

月 WhatsApp 之共同創辦人及執行長(CEO)Jan Koum 決定離開 WhatsApp 之後，
WhatsApp 於同年 8 月對外聲明將開始販售廣告服務，允許公司透過 WhatsApp
直接與使用者溝通，並向利用其服務與使用者互動的大公司收取費用。相關報導
並提及 WhatsAPP 創辦人的相繼離職，與 Facebook 期望改變 WhatsApp 的經營策

335

Facebook/WhatsApp, §101~102, at 18

336

Id. note79 & §174 , at 24 & 31

337

European Commission(2017),press release IP-17-1369, supra note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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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而開始蒐集利用 WhatsApp 之使用者個人資料，並提供目標性廣告服務有關338。
也就是說雙方在平台隱私權政策、對消費者資料的利用以及廣告服務的提供上應
該存有一定程度的歧見，而幾乎順應了結合案審查過程當中，部分接受調查之競
爭事業所提出的擔憂不謀而合。
雖然用結合事業最終發展的結果評論執委會在結合案當時對於未來結合事
業營運策略之判斷，未必妥適。且於本案當中存有結合事業對於其資料處理技術
與應用可能性的刻意隱匿與誤導。但此一案例的發展結果，如同 TomTom/Tele
Atlas 案執委會認定類似 Google 這樣的網路平台地圖服務無法取代專業導航服務
一般，執委會似乎皆對於龐大的資料來源與應用對於事業的吸引力、結合事業想
要打破現有窠臼，運用資訊力持續擴大獲利版圖的企圖心、以及資訊力可以帶來

政 治 大

的事業營運變化幅度等發展面向，採用了較為保守的認定。

立

而 Facebook/WhatsApp 案例的結果證明，資料驅動的數位平台結合案，若涉

‧ 國

學

及個人資料的集中化，且技術發展及資料可能的運用，在市場調查過程中已明顯
出現對於資料應用的相當疑慮，及對技術可能性的評估有與結合事業提出之聲明

‧

有明顯差異時，於結合審查的判斷上恐需適度放大個人資料在結合事業之價值評

Nat

sit

y

估，包括其可能對於網路效應提升的價值判斷。如果事業衡量適度降低對於隱私

er

io

權的堅持，也許可能流失部分的使用者，卻能換來更大的市場利益時，即使受合

al

併之事業的競爭優勢是隱私及安全，仍有可能因為整體市場利益的考量而降低對

n

v
i
n
Ch
使用者隱私及安全的保障。此部分就涉及到事業結合後使得原先消費者重視的服
engchi U
務品質降低，是否有必要在結合審查的結果附帶條件(如：Google/DoubleClick 案)，
該如何評估其影響的大小以及主管機關是否需要適度介入等問題。

338

Annie Palmer, WhatsApp co-founder admits to selling users’ privacy after sale to Facebook,

Business Report,
https://www.iol.co.za/business-report/international/whatsapp-co-founder-admits-to-selling-users-privac
y-after-sale-to-facebook-17244556 (last visited at October 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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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icrosoft/Yahoo! Search Business 結合案339
(一)案件摘要
本 案 申 請 結 合 審 查 時 間 為 2010 年 1 月 ， 由 美 商 微 軟 公 司 (Microsoft
Corporation, USA，以下稱為 Microsoft )以購買資產(purchase of assets)之方式，購
買美商雅虎(Yahoo! Inc, USA，簡稱 Yahoo)之網路演算搜尋服務(online web-wide
algorithmic search)以及搜尋廣告(search advertising business)事業，其中亦包括
Yahoo 的巴拿馬(Panama)網路搜尋廣告平台。Microsoft 是設計、研發、供應電腦
軟體，並提供其相關支援服務的公司。本次結合案於 Microsoft 之業務而言，所
涉及的是該公司所提供的網路服務事業，也就是網路搜尋平台(又稱為搜尋引

政 治 大
是透過相關技術的專屬授權、部分服務、員工(含客戶關係人員)與客戶的移轉
立

擎)—Bing，以及網路廣告搜尋服務—adCenter340。而本案並非雙方事業合併，而
341

‧ 國

學

的方式進行，落入結合規則第 3 條所涉及之透過契約或其他方式購買事業全部或
部分之資產，且資產控制權之轉換構成一個持續的狀態342。

‧

就所涉服務內涵觀之，網路搜尋服務(Internet Search)基本上是提供使用者於

y

Nat

網路上搜尋資訊的服務。使用者係利用在平台網頁的搜尋框內擅打所欲搜尋之關

io

sit

鍵字，再透過演算機制運作取得一連串的搜尋結果，其中可能有文字(包括新聞)、

n

al

er

地圖、圖片、影片或其他類型的內容。主要搜尋服務提供者例如 Microsoft、Yahoo

i
n
U

v

以及 Google，都是運用演算法進行資料搜尋並建立大量的索引以盡可能反映於

Ch

engchi

網際網路上所能取得之相關內容343。而網路搜尋服務多半係屬於免費服務，搜尋

339

European Commission, “Microsoft/Yahoo! Search Business”, COMP/M.5727, Dated

18/02/2010, SG-Greffe(2010) D/2118, C(2010)1077
340

Id. §1~2 at 1

341

Id. §4~7&§12 at 2~3

342

Id. §13 at 3；EC 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3(1)(b).

343

Id. §30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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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平台必須透過其他方式獲得營運所需的經費，例如提供廣告空間或其他相關
服務等。
搜尋廣告則多半併同搜尋引擎出現於同一介面，透過中立的演算搜尋機制，
於使用者於搜尋框鍵入特定關鍵字時，併同搜尋結果臚列出來344。對於搜尋引擎
而言，必須盡可能讓廣告服務及搜尋頁面的廣告空間得以充分的銷售，方能獲得
最佳的利潤。而對於廣告主而言，則是必須盡可能取得消費者搜尋結果當中最明
顯的位置，才能獲得最多的點擊率。因此平台透過關鍵字拍賣的方式讓廣告主取
得能夠驅動其廣告出現的相關詞彙，之後就仰賴廣告平台的演算機制在所購置之
詞彙出現時自動將廣告排列出來。廣告主也僅有在平台使用者真的點選廣告連結
而被導引至其指定網頁時，才會再另外產生費用345。

政 治 大
提供廣告服務之平台可能因為採用之機制不同，而有不同的廣告排列方式。
立

然則，無論是併同搜尋結果臚列的搜尋式廣告(search ad)或是非併同搜尋結果臚

‧ 國

學

列而另呈現於搜尋清單以外其他空間之非搜尋廣告(non-search ad)，都已朝向目
標式廣告發展。亦即，除了使用者所下之關鍵字外，平台會運用使用者利用網路

‧

瀏覽器而留下的行為足跡(cookies)作為基礎，有效率的讓各該使用者可能感興趣

Nat

sit

y

的廣告適時出現，以增加廣告可能被點選的機會。 另外還有一種分類廣告

al

n

為分析則多無關連346。

er

io

(classified ad)則是固定顯現於特定網頁，基本上並非目標式的廣告，與使用者行

Ch

engchi

i
n
U

v

執委會於本案之市場調查發現，本案雙方兩造在廣告服務提供上與 Google
雷同，屬於中介平台的角色。藉由平台的地位，連結搜尋引擎的使用者以以及廣
告主，形成雙邊市場。而搜尋引擎服務基本上是免費的，其市場競爭之元素則是
搜尋結果的品質以及所提供的使用者介面。從使用者之統計來看，無論 Microsoft
或是 Yahoo 於歐洲的使用者利用比率皆低於 Google，從本案之統計數據觀之，

344

Id. §33 at 6

345

Id. §34~35 at 6

346

Id. §38~41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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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 90%~100%的歐洲搜尋引擎使用者皆利用過 Google 平台，相較於 Microsoft
的 20%~30%及 Yahoo 的 10%~20%的利用率347，兩者於歐洲的市場占有率也都
不超過 10%348。因此本案市場上存在一個結合雙方以外具備強大市場占有率之
競爭者存在，而結合對市場分配情況並無太大影響。甚至由於 Microsoft 於歐洲
的規模太小，以及 Yahoo 於歐洲市場之表現不佳，分開來皆無法成為 Google 的
競爭對手，結合案若成立反而讓雙方更有競爭的籌碼。
而搜尋引擎之間的競爭，「創新」的能力也是一個重要的元素。除了對於新
服務的創新之外，是否得以對使用者及廣告主提供更貼近需求的服務，以持續獲
得雙邊市場參與者的青睞很重要。故搜尋引擎必須持續改善及強化所運用之搜尋
演算法349。而搜尋引擎對創新能力的高度仰賴，在過往持續附加的相關功能可見

政 治 大

一斑，例如在系統當中引入拍賣機制、品質排行、分析服務或拼字檢查等各種功

立

能者是350。因此，搜尋引擎之市場進入門檻很高，新進參與者必須有能力發展適

學

‧ 國

當的演算機制，例如取得現有之演算軟體專利，進一步優化或研發，最重要的是，
必須具備或有能力取得必要而充足的資料庫，這也必須耗費相當的成本351。

‧

(二)本案與資訊力相關競爭議題之探討

y

Nat

er

io

sit

1. 本案所涉資料

本案並未特別針對當事人之資訊力進行直接的探討，然則本案所屬之產品市

n

al

Ch

i
n
U

v

場，包括網路演算搜尋服務及網路搜尋廣告平台等，皆屬於資料集中的市場。使

engchi

用者利用搜尋服務所鍵入之文字以及對於搜尋結果的瀏覽與點選等行為，皆成為
搜尋引擎重要的資源。透過持續而大量的使用者行為資料分析，得以更精準掌握

347

Id. §100~103 at 15~16

348

Id. §112~117 at 18~20

349

Id. §109~110 at 17

350

Id.

351

Id. §111 at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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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之意向，轉換成促進目標性廣告推動的資源，吸引廣告主願意投入競標關
鍵字，或購買與關鍵字相互搭配的廣告序列或廣告空間。因此即使本結合案文字
當中並未直接明文探討所涉資料之影響，仍可從相關市場之競爭判斷當中看出端
倪。並有部分討論對於資料驅動相關市場之競爭評估有其價值，而為相關研究文
獻所看重。
2. 與資料關聯之結合評估
由本案執委會之調查可知 Microsoft 與 Yahoo 搜尋引擎在歐洲的使用者數以
及市場占有率都不高，因此客觀上本案業務面的結合對於市場分配並沒有太大的
影響。而搜尋引擎對於使用者而言提供免費服務，而係於網路廣告服務部分獲取

政 治 大
。再者，搜尋引擎平台若要能夠有效競爭，平台的規模 與
立

收益。因此就搜尋引擎競爭而言，價格並非重點，反而必須關注在服務的品質、
使用者介面以及創新352

創新能力皆有其重要性。雙邊市場的參與者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規模，方能協助

‧ 國

學

平台不斷獲取有效的資訊，不但得以協助平台演算法的自我學習及創新，並能將
持續地資訊分析，作為協助廣告主評估與安排廣告的基礎。

‧

搜尋引擎的搜尋量能夠帶來對應的廣告資源353，因此搜尋量亦是搜尋引擎是

y

Nat

sit

否具備競爭規模的重要因素。本案審查過程當中出現一個於市場上具備強而有力

n

al

er

io

之控制地位的競爭者—Google。結合審查過程當中廣告主對於市場調查的回應，

i
n
U

v

考量 Google 的搜尋量，故多將 Google 列為網路廣告必須利用的平台。也就是說

Ch

engchi

在結合案發生當時，Google 在歐洲市場已具備舉足輕重的角色，而本案 Yahoo
以及 Microsoft 於歐洲的市占率對於 Google 而言並無法產生有效的競爭。本結合
案若成功，將有助於提高 Microsoft 與 Yahoo 的搜尋引擎之搜尋量並擴大廣告服
務整體的規模，包括獲得更多的資訊以促進平台進行搜尋引擎的不斷創新，將對
Google 施以更大的競爭壓力。搜尋量的提高更能協助廣告主接觸及鎖定目標消

352

Id. §101,119 at 16,20

353

Id. §163 at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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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增加消費者購買廣告商品或服務的機會。因此大部分的廣告商或媒體代理
商接認為本案合併將帶來促進市場競爭的利益354
3.小結
本案相關市場上之主要競爭者 Google 於執委會的調查中提及，搜尋引擎的
重要性可能被誇大，因為資料的價值會伴隨時間之經過而降低355。此一探討凸顯
資料驅動市場競爭當中，所涉競爭事業能夠獲取之資訊是否處於持續更新的狀態，
更新的頻率、數量或是品質可能都是判斷是否具備競爭性之資訊力的元素。再者，
演算機制運作的效能，以及是否能不斷創新以更貼近使用者需求，維持雙邊市場
所需之網路效應，亦十分重要。因此，使用者行為及反饋的資料，是否能夠有效

政 治 大

促進機器學習，並能夠被適當分析應用以創造對於競爭市場有影響之資源，亦須

立

被評估。

‧ 國

學

結合後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部分，本案特殊之處，在於市場上已經存在具備
強悍的市場控制地位之競爭者。而個別事業在歐洲的市場占有率皆遠遠落後

‧

Google 而無法產生有效的競爭。執委會因此在本案事業合併後對市場之影響的
分析部分，認為合併對於雙方搜尋引擎而言，除了有助於接觸更多使用者行為資

y

Nat

sit

訊外，更能增加資料蒐集的規模，讓事業於未來得以為使用者提供更好的服務356，

n

al

er

io

反而有助於促進市場競爭。因此資料的聚集而提高事業的資訊力，若能夠促進市

i
n
U

v

場競爭的效率而使之更加活絡，仍應被肯定。故資訊力的提升對於市場競爭與參

Ch

engchi

進的影響，須以個案市場狀態作為判斷，未必皆為負面的影響。資料蒐集的規模
或範圍對於市場上事業競爭之發展的影響，應為結合審查評判之點357。

354

Id. §155~159 at 25~26

355

Id. §174 at 28

356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2016), supra note 16, at 35

35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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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TomTom/Tele Atlas 結合案358
(一)案件摘要
本案所涉事業 TomTom N.V.(簡稱 TomTom)為總部設於荷蘭之攜帶式導航
設備(portable navigation devices, 簡稱 PNDs)製造商。Tele Atlas N.V. (簡稱 Tele
Atlas)，則為在歐洲及北美主要兩個提供導航及其他終端應用目的之數位地圖資
料商之一，總部亦設置於荷蘭。TomTom 於 2007 年 10 月向 Tele Atlas 提出現金
收購其全部發行及公開上市股票之要約，並向歐盟執委會依結合規則第 3 條第 1
項(b)款359申請審查。而本案雙方具上下游關係，屬於垂直結合，由 TomTom 作
為終端設備製造商，整合由 Tele Atlas 所建立的數位地圖資料(簡稱「數位圖資」)

政 治 大
納入其所生產之 PNDs 提供給終端消費者，或銷售給其他導航設備製造商，供其
立

進入其所生產之導航軟體及資料庫。TomTom 並會將整合完畢之軟體及資料庫，

‧ 國

學

嵌入所生產之導航設備。

於產品市場的區隔上，本案涉及上下游之垂直整合，上游的產品市場為數位

‧

地圖資料庫市場，就其建置之目的，大致可以區隔為以導航為目的建置的數位圖

y

Nat

資，及非以導航為目的之數位圖資。由於本案所涉資料庫係要用於導航設備，故

io

sit

上游產品市場則更限縮在可作為導航用途之數位地圖資料庫市場(簡稱「導航圖

n

al

er

資市場」)。中游市場則是導航軟體(Navigation Software)市場，所生產之導航軟

i
n
U

v

體主要用於結合定位系統(如 GPS)、導航圖資以及導航設備，運用演算法計算使

358

Ch

engchi

European Commission, “TomTom/Tele Atlas”, COMP/M.4854, Dated 14/05/2008,

C(2008)1859
359

EC Merger regulation article 3 (1)(b)

1. A concentration shall be deemed to arise where a change of control on a lasting basis results
from:
(b) the acquisition, by one or more persons already controlling at least one undertaking, or by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whether by purchase of securities or assets, by contract or by any other means,
of direct or indirect control of the whole or parts of one or more other underta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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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指令當時適當的路徑，並提供即時的移動指示360。下游市場則是導航設備市
場，亦即結合上游的導航圖資、中游之導航軟體及定位系統，供終端使用者應用
導航服務的設備，此類設備種類多元，在結合案當事市面上可得之設備包括 PDA、
PNDs、行動電話(mobile phone)及車用儀表板內建導航設備(In-dash devices)。由
於各類設備面對之消費者需求及所提供之功能或服務提供之方式有別，故彼此間
未必具備替代性，而可認定為不同的產品市場，於本案為 PNDs 市場361。然則執
委會於本案特別提醒必須考量科技變化的影響，尤其在設備的產品市場區隔部分，
快速的技術演化可能改變導航設備間的差異，亦可能讓設備相關產品市場界線變
得模糊362。

政 治 大

(二)本案與資訊力相關競爭議題探討

立

1. 本案所涉資料

‧ 國

學

本案所涉垂直整合廠商是以導航相關軟體、設備及地圖資料之提供為核心業
務。因此所涉資料，主要即為以導航為目的建構的數位圖資。數位圖資之內涵是

‧

複雜的組合，典型的數位圖資包括三個部分：(1) 地理資訊：即地圖上各種資訊
的位置與形狀，如道路、鐵路、河川及其他土地使用之狀況；(2) 屬性資訊：即

y

Nat

sit

與地理資訊相關的附加資訊，例如街道名稱、地址、行車指引、轉彎限制及速限

n

al

er

io

等；(3)其他顯示資訊。在核心的資料庫之外，服務提供者可能更進一步提供不

i
n
U

v

同層次的加值資訊，例如興趣點(points of interest)：即使用者可能有興趣的地方，

Ch

engchi

像是餐廳、旅館、加油站等資訊；或附加聲音資訊，例如聲音導航；或因為使用
者車輛類型的特別資訊，例如針對卡車族群提供高度或重量限制的訊息；其他像
是郵遞區號、3D 地標、地貌資料或提供先進的駕駛輔助系統(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簡稱 ADAS)363皆為可附加之資訊。

360

TomTom/Tele Atlas, §45,at 11

361

Id. § 62~70,at 13~14

362

Id. § 61、71,at 13~15

363

Id. § 17~18,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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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數位圖資的資訊來源可以非常多元，包括空拍照片、衛星影像、政府官方
地圖資料庫或其他政府資料來源、特製車輛直接蒐集的田野調查資料等364，皆可
能成為數位圖資資料庫的內容。而數位圖資可能針對不同的需要而以不同型式呈
現，部分圖資資料庫係為導航目的而建置，有些則並非為了導航而建構，消費者
可以依據自己的需求轉換應用不同的數位圖資。而為導航目的建構的數位圖資資
料庫，多半會結合即時定位系統加以應用，目前最廣為應用的即時定位系統則為
GPS 全球定位系統365。
2. 所涉資料對於結合案之影響
(1) 以資料為商品或服務的市場，資料的商品特性(替代性、即時性或其他應
用特性)須予以評估

立

政 治 大

本案特殊之處在於資料本身為實際販售給消費者之商品，而非僅為競爭事業

‧ 國

學

用分析及帶動其競爭策略以提高競爭力的資源。而相關資料彼此之間是否具備替
代性，對於事業資訊力的評估有其重要性。本案執委會對於非因同樣目的建構之

‧

地圖資料是否具備替代性提出討論，認為即便同樣是數位地圖資料庫，若其設計
並非針對導航的目的，則亦非可相互替代的資料庫。因為導航資料必須具備較一

y

Nat

sit

般數位地圖資料更加詳細的資訊之故366。再者，作為導航用途之數位圖資，相較

n

al

er

io

於非導航用途之圖資而言， 由於必須搭配定位及即時行車導引 (turn-by-turn

i
n
U

v

navigation direction)，精確度的要求極高，並需要隨時保持最新的狀態，故提供

Ch

engchi

導航圖資的事業多半必須利用人工的方式，駕駛具定位功能的地圖車進行實地的
田野調查、錄製及攝影。即使從第三方取得的基本地圖資訊，亦必須透過田野調
查的方式對所得資訊進行確認，此為進入導航圖資市場所必須投入的成本，亦為
其參進的門檻。
(2) 具累積價值之資料市場，進入市場時間可能形成參進障礙
364

Id.

365

Id. §19~20, at 5~6

366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2016), supra note 16, at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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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市場進入門檻的評估上，執委會針對結合事業提出在其他國家或區域提供
國家或區域性導航圖資的事業，亦有能力參進歐洲經濟區(簡稱 EEA)，應為潛在
競爭者一事，提出了對資料的時間累積將提高競爭效率的看法。亦即在其他國家
或地區提供導航圖資的事業，若要進入 EEA 市場，必須再行投入建構目標市場
的導航圖資，然則市場上已有長期經營的事業，時間遲延(time-lag)的狀態將阻礙
其進入市場。故資料相關市場當中，在不同區域執行同類業務，具備等同的技術
能力，未必有進入市場的可能性。所涉資料本質上是否具備累積的價值及先佔先
贏的競爭特色，必須列入評估。
針對當時提供網路地圖服務的平台，如 Google 或 Microsoft 等事業，雖然
TomTom 主張這些平台即便於結合案當時尚未能夠提供導航圖資，且為 Tele

政 治 大

Atlas 與競爭者 NAVTEQ 之圖資的客戶。然則其所具備的科技知識、財務能力將

立

有助於他們藉由廣大使用社群的反饋而升級地圖資料庫367，為未來潛在的競爭者。

學

‧ 國

執委會對此仍延續主張時間遲延的論點，認為導航地圖資料庫具備時間效率的本
質，提供數位地圖的網路平台在時間遲延的狀態下有進入 EEA 市場與 Tele Atlas

‧

及 NAVTEQ 競爭的障礙368。

Nat

sit

y

(3) 以資料為內涵之產品市場，搭載之技術及應用對於資料特性之要求，以

er

al

n

精確度等)

io

及達到要求所必須投入之努力，必須列入成本考量(如更新頻率、實地調查維持

Ch

engch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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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除時間延遲外，執委會並認為如同維基百科方式透過終端使用者共同建構與
反饋的方式建立可以用於導航的圖資，成功的可能性很低。理由之一在於要發展
讓一般終端使用者皆能夠編輯導航地圖的資訊工具太過複雜。理由之二在於終端
使用者沒有足夠的動機或誘因參與編輯已存在之高品質導航地圖。理由之三則是
所有對於地圖的編輯皆必須再由地圖廠商再確認，十分浪費資源。理由之四在於
終端使用者與導航圖資事業間的資訊不對稱，因此要透過終端使用者反饋協助更

367

TomTom/Tele Atlas,§ 110,at 23

368

Id. § 158,at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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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圖資料庫有其難度369。且導航圖資資料庫的建置的確可能因為科技發展與應
用的變化，而降低資料取得的成本，例如空拍照片的輔助、更加精確多元的公共
地圖資源、社群使用者之反饋資料以及得以處理大量地理資訊之商業軟體的問市
等等370。但皆不能免除一些必要成本的投入，例如透過專業地圖車沿街錄製及必
要的田野調查仍然是建立值得信賴的道路資訊所不可或缺371。
(4) 所涉資料之於產品生產是否關鍵，以及對於市場資訊取得時間之控制等，
亦會影響資訊力
本案事業垂直結合是否可能造成原料封鎖(input foreclosure)必須列入評估，
尤其在上游導航圖資市場於 EEA 幾乎只有 Tele Atlas 及 NAVTEQ 兩家廠商獨大，

政 治 大
Non-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指出三個判斷是否將產生原料封鎖的因素，包
立

屬於雙寡頭市場372的狀況下，更需仔細估量。歐盟非水平結合指導原則373(簡稱

括：結合事業是否具備封鎖原料取得的基本能力(即是否具備足夠的市場力)、結

‧ 國

學

合事業是否有原料封鎖的動機(即進行封鎖策略是否對結合事業有利以及原料的
重要性)以及採取若結合事業採取封鎖策略對下游競爭是否產生重大影響 (無法
374

‧

有效競爭、形成參進障礙或無法形成有效的反制策略)

。於本案當中執委會即

Nat

sit

y

判斷了 Tele Atlas 在結合事業上游市場的市場力，認定其於 EEA 有超過 50%的

al

n

理認為其具備足以影響上游市場的市場力。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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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占有率，並只有一個提供相同品質與涵蓋範圍之導航圖資的競爭者，可以合

i
n
U

v

369

Id. § 120,at 25

370

Id. § 118,at 25

371

Id. § 121,at 26

372

Id. § 73,at 15

373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non-horizontal merger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2008) , OJ C 265/6
374

Id. § 32,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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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案以導航圖資作為上游原料，要對下游 PND 設備市場產生影響，則必
須要看所涉資料的重要性以及限制上游資料供應對結合事業是否有利。執委會於
認定導航圖資對於導航設備而言屬於關鍵組成(critical component)，少了導航資
料，則導航設備無法按其設計目的順利運作，因此屬於重要的原料375。值得注意
的是，本案執委會認為即使合併後之事業並未阻絕其他下游設備廠商持續取得導
航資料的授權，但控制對於下游競爭廠商之更新版本資料、新資料的釋出時間，
亦可能導致競爭上的不利益376。至於結合是否形成無法有效競爭等議題，本案
Tele Atlas 主要競爭者 NAVTEQ 在本結合案之後，雖仍可持續扮演競爭者的角色，
然則其市場力並無法阻止結合後事業提高其產品價格或降低品質，但結合後事業
亦未必有足夠的動機提高價格或降低品質，故應不會導致阻礙競爭之情況377。

政 治 大

此外執委會於本案並討論到垂直結合後是否會導致結合事業獲得下游競爭

立

廠商的營業秘密而形成競爭上之不利益，以及是否會促成原先處於水平競爭的下

學

文暫不討論。

‧

3. 小結

‧ 國

游廠商產生合作的效應或勾結之問題。由於並非資料相關市場獨有之議題，本論

y

Nat

sit

本結合案所涉資料本身即為交易的商品，在資料相關市場之結合上屬於另外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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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一個態樣，故列入參考。其中針對資料的市場區隔部分，針對不同用途之圖資認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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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定為不同的產品市場，亦即認為若資料本身即為產品時，資料用途及其形態應該

Ch

engchi

列入考量。即使同樣是數位地圖資料庫，也不能認定為是同一產品市場。資料庫
建置之目的、為了達到建置目的與用途而衍伸出的資料蒐集作為(如：專業地圖
車沿街錄製的必要性)及資料庫特性(如高度精確，或因應不同導航需求之顧客，
能夠搭配提供不同加值服務或資訊等)、是否能夠搭配導航軟體、是否能夠提供
即時路況或即時的路徑指引等等，各種消費者在使用導航系統所需要的資料與功

375

TomTom/Tele Atlas, §197~198, at 43

376

Id. §199, at 43

377

Id. §211~230, at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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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否具備，皆成為決定各項產品服務是否落入同一產品市場的條件。當然，也
可以說是透過對於資料目的及特性的分析，確認產品之間在生產鏈上是否具備相
互替代性。
「時間」的議題在資料相關產品市場競爭上可能扮演影響競爭關係的重要角
色。以本案導航圖資為例，兩個與資料相關的時間議題於結合案當中特別被萃取
出來。其一為市場先驅事業的時間優勢，其二則為垂直結合之上下游事業可以操
控的時間優勢。前者著重於所涉資料有時間累積的利益，可能在初步參進市場時
必須耗費相當程度的時間、金錢或人力成本方能建立足以參與市場運作的資料能
量，亦方能逐步取得後續資料擴增及更新之競爭效率者是。以本案為例，TomTom
與 NAVTEQ 在 EEA 市場耕耘已久，而導航圖資資料庫並非單純匯集各方資料

政 治 大

加以綜整即可運作，尚須進行實地的田野考察確認，方能與導航設備及定位技術

立

相互搭配，提供使用者精確的行車指令。因此其後想要投入市場之潛在競爭者必

學

‧ 國

須先花費相當的時間重新建構足資導航的資料庫，競爭門檻高。另一個資料相關
市場上垂直結合之時間利益，在於取得最新資料的時間優勢。亦即，合併事業即

‧

使並未阻絕其他競爭者獲得資料，但可延後競爭者取得資料的時間，則合併事業

y

sit

io

er

力。

Nat

即獲得時間優勢，有利其率先更新設備資料，提升用戶的信賴度以及市場的競爭

al

除此之外，所涉資料是否為關鍵資料，以及若缺乏資料來源則事業將無法參

n

v
i
n
Ch
與競爭時，資料來源的限制即需要被關注。此部分則必須透過個案市場的分析，
engchi U
確認所涉資料在市場競爭上的定位。以本案而言，所涉導航圖資是導航設備生產
不可或缺的原料，若缺乏或有錯誤，導航設備則無法達到其產品所設定的功能，
因此屬於關鍵資料。故結合審查時即必須針對是否會導致原料封鎖的問題仔細探
討，以維持結合案若成立後下游產品市場的有效競爭。
執委會對於 Google 與 Microsoft 是否可能成為 EEA 導航圖資市場之潛在競
爭者部分，否定了當事人主張之使用者回饋、科技能力及資金能量可能帶來的影
響，而圍繞在時間遲延以及實地田野調查的資料特性上，並就四個包括 IT 工具
研發複雜、使用者動機不存在、地圖資料再確認需要以及資訊不對稱的理由，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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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類網路平台要進入 EEA 導航圖資市場而成為競爭者並不容易，無須加以考
量。然則此一認定似乎輕忽了當時已經逐步發展之智慧型手機可能帶來的科技衝
擊，以及資料透過大量使用者行動載具即時回饋與定位科技之交互運作，加上強
大的大數據運算能力可帶來的龐大影響力。有學者認為 TomTom 之所以併購 Tele
Atlas 並非為了獲得市場力，而是為了面對 Google 加上智慧型手機的相互提升後
將會改變地圖市場，預測未來的轉變將使得導航設備從有利可圖的高價設備轉變
為低價的服務378。以時下的市場狀況而言，Google 的確以國際為範圍，透過 Google
地圖提供了免費且具備即時行車導航指引的服務，並結合使用者回饋之資訊與照
片，獲得廣大的使用群。而 TomTom 則繼 2012 年與美商蘋果公司(簡稱 Apple)
合作建立 Apple Map 與之競爭，於 2018 年則因為其於行動應用導航軟體之評價

政 治 大
了資料相關市場與科技發展與應用密不可分
，在判斷未來市場競爭時應儘可能思
立

逐步降低，而出現 Apple 考慮重新設計建立自己的導航地圖服務之傳聞379。凸顯

‧ 國

學

考應用發展的可能性，以跟上動態市場的腳步。

五、Microsoft/Skype 結合案380

‧

(一)案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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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 月歐盟執委會受理美商 Microsoft 公司與盧森堡商 Skype 公司

n

al

er

(Skype Global S.a.r.l, Luxembourg，以下稱為 Skype)之結合案。其中 Microsoft 是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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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一個設計、研發、供應電腦軟體，並提供其相關支援服務的公司。而本案所涉及

Ch

engchi

者，為該公司所提供的通訊服務，包括提供給一般消費者的即時通訊服
務—Windows Live Messenger (簡寫為 WLM，一般稱為 MSN messenger)，以及其

378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 (2016), supra note 30, at 73

379

Mark Gurman , TomTom Falls After Report Apple Is Building Own Maps Database,

Bloomberg, June 30, 2018 ,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6-29/tomtom-falls-after-report-apple-is-building-ow
n-maps-database (last visited at August 22, 2018 )
380

European Commission, “Microsoft/Skype”, COMP/M.6281, Dated 07/10/2011, C(2011)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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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企業使用的通訊平台—Lync381。Skype 則是一個透過網際網路提供通訊服務
的軟體，其服務包括即時的文字通訊(instant message, 簡稱 IM)，以及聲音與影
像的通訊服務。
執委會於本案產品市場之認定上，依照當事人的主張以及市場調查意見，將
消費者通訊服務與企業使用的通訊平台認定為兩個不同的產品市場。前者，多半
提供免費的通訊服務，提供消費者通訊服務的事業，必須透過其他方式或管道來
獲取營收，例如提供網路廣告或其他間接的收益來源。後者，則為迎合企業的需
求，故以直接向使用者事業收費方式經營382。而服務內涵與特性也有所不同，企
業通訊服務的用戶對於服務的需求通常較為複雜，對於服務的穩定度、品質、安
全、可靠性、輔助功能、管理以及支援服務都有較高的要求。消費者通訊服務則

政 治 大

通常較為單純，可能僅有文字、圖像、影音的基本服務，而不具備企業應用的特

立

殊功能。結合案當時大部分的通訊服務以消費者服務居多，同時具備企業通訊服

學

‧ 國

務與消費者通訊服務的事業極少，本案 Microsoft 是一例。Skype 則是針對消費
者所提供之通訊服務。

‧

本案競爭之主要議題著重探究若雙方合併，Microsoft 因同時具備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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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系統、Office 工具軟體以及 Internet Explorer 網路瀏覽器之市場優勢，使得

er

io

競爭者擔憂未來 Microsoft 會強勢綁定 Skype 於其搭配之作業系統、軟體或瀏覽

al

器，而排除市場競爭或最終導致競爭者退出市場。然則，由於市場上可以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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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M 以及 Skype 的服務很多，且消費者不一定會使用綁定於作業系統的通訊軟
engchi U
體，故對於市場競爭並無太大影響。在企業通訊服務的部分，由於 Skype 並未涉

足此一市場，雙方結合對於企業通訊市場亦無其他可能期待的市場影響。故本結
合案，由執委會依據結合規則第 6 條第 1 項(b)款認定為適當。
(二) 本案與資料競爭相關市場評估之關聯

381

Id. §2, at 1

382

Id. §16,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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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結合案與前述 Google/DoubleClick 及 Facebook/WhatsApp 之案件不同之處
在於其競爭議題的判斷並不以結合案雙方在市場競爭上所具備或可能具備的資
訊力優勢作為考量。然則，此案對於消費者通訊平台競爭議題的探討，點點出了
幾個數位平台競爭的特性及重點，且特性與資料驅動之市場競爭有所關聯，對於
其後法制的建構有其影響，故將部分相關重點整理如後：
1. 動態競爭市場，對競爭之評估須注意科技發展與應用走向383。
本案所處之年代正好介於電腦網路通訊服務達到一定成熟度及行動通訊服
務發展逐步發展的中間階段。因此執委會在此點出，消費者通訊服務具備新興及
不斷發展的特性，不管是文字、聲音或是影響通訊，未來都可能跨平台發展，而

政 治 大
備。尤其本案當時之相關研究顯示，未來五到十年將從傳統類比式的通訊服務推
立

從電腦載具移轉到其他載具，包括智慧型手機、平板及其他可與網路相串聯的設

進到數位化的通訊服務，亦即可以提供消費者通訊服務的平台，無論在數量或是

‧ 國

學

類型上都會有很大的變動。因此在產品市場的判斷上應該考量未來科技創新發展
的趨勢，作為評估潛在競爭者的基礎。

‧

2. 市場的存在未必需要限縮於有價的供需，免費服務也可以形成市場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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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結合案當時之市場狀態，消費者通訊服務相關市場多半提供免費的服務。
雖然部分與公用交換電話網路(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簡稱 PSTN)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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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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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服務有費用收取，但絕大多數透過網際網路所提供的文字、聲音及影像通訊，

engchi

皆以免費居多。而此類服務平台若想要改為收費服務，就會面臨用戶流失的問題，
因用戶將會轉而使用其他提供免費通訊服務的平台，故此類服務的競爭，是否免
費反而是重點。而當大家都免費的時候，此市場的競爭關係的核心即非價格。而

383

Id. §69~74, at 12~13

384

Id. §75~80, at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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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當事人所提出的市場占有率評估，則係以所擁有之有效使用者數量作為基準。
而免費服務市場，服務的「品質」將成為競爭的重要參數385。
3.小結
本案如前所述並非以雙方資訊力為探討之結合案。然則，由於結合雙方所處
之消費者通訊服務市場，是以免費服務為大宗。因此本案在競爭的判斷上，明顯
認定了免費服務亦可形成市場，並指出在此類非價格市場的競爭上，「品質」則
成為影響競爭的重點。這樣的判斷與資料驅動市場的特色有密切的關聯，因具備
強大資訊力的數位平台，大多數亦具備免費服務的特色，包括前述案例當中的
Google 以及 Facebook，無論在搜尋引擎、消費者通訊服務、社群服務等得以大

政 治 大
必須探討價格以外的競爭問題，資訊力為其中一環。尤其在涉及隱私保護之結合
立

量蒐集使用者資料的服務等，於現階段皆為免費。因此相關服務之市場競爭，則

案，雖然 Facebook 與 Google 的案例中，執委會採取不將隱私列入結合案審查討

‧ 國

學

論的態度，惟晚近研究意見，亦有認為在資料驅動的市場，事業結合若可能導致
與隱私相關之服務產生變動，亦可能因服務品質的下降而對競爭市場產生影響，

‧

因此若個案當中商品或服務的競爭涵蓋隱私相關因素的影響，例如結合事業調整

Nat

sit

y

隱私政策或個人資料、資訊安全等涉及隱私保護相關的產品或服務內涵，為引發

er

al

n

入考量。

io

消費者轉而尋求替代性商品或服務而影響市場競爭狀態者，在結合判斷上亦應納

C

e n g386c h i
六、Microsoft/LinkedInh
結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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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摘要
2016 年 10 月歐盟執委會受理由美商 Microsoft 公司與美商 LinkedIn 公司
(LinkedIn, USA，簡稱 LinkedIn)之結合案。其中 Microsoft 為國際性之科技公司，

385

Id. §81, at 14

386

European Commission, “Microsoft/LinkedIn”, Case M.8124, Dated 6/12/2016, C(2016)8404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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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為應用於包括個人電腦、伺服器或行動載具之作業系統與相關服務、及
其他軟體方案、硬體設備、雲端方案、網路搜尋、網路廣告等相關服務。LinkedIn
則是一個專業的社群網路(professional social network，簡稱 PSN)，透過三個產品
線獲取收益：1. 人才解決方案(Talent

Solutions)—包括人才招聘工具及線上教

育課程；2. 行銷解決方案(Marketing Solutions)—讓個人以及企業得以向 LinkedIn
的 PSN 會 員 ； 以 及 3. 向 消 費 者 及 企 業 提 供 的 付 費 訂 閱 服 務 (Premium
Subscriptions)387。
結合雙方在相關產品及服務提供市場上有很大差異。例如，LinkedIn 並未涉
足 Microsoft 絕大多數的產品或服務市場，例如作業系統開發及各項軟體開發服
務(如 Office 各項軟體)等388。在顧客關係管理產品部分(customer relationship

政 治 大

management，簡稱 CRM)，則僅 Microsoft 提供的軟體方案「Microsoft Dynamics」

立

有相當之市場參與，LinkedIn 在 CRM 市場則並不活躍389。相反的，在智慧銷售

學

‧ 國

解決方案(sales intelligence solutions，簡稱 SI)部分，Microsoft 於此市場未有特定
的表現，LinkedIn 則具備「Sales Navigator」服務，透過訂閱的方式從 LinkedIn

‧

整體使用者資料庫當中萃取資料，形成一個資料子集，讓銷售專業人員可以快速

y

Nat

識別及建立新的顧客連結關係及銷售的機會390。而於網路通訊服務市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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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

Microsoft 由於合併 Skype 之關係，對外提供了 Skype 及 Skype for Busines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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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edIn 則並未提供任何網路通訊服務。至於 LinkedIn 最主要的 PSN 服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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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則未涉足，反而另外提供了屬於企業社群網路服務「Yammer」，兩者

Ch

engchi

間功能並不同。PSN 所連結的為具備各種專業的人員資料，除了彼此交流之外，
並可鏈結相關工作機會、徵才以及專業服務的發現等。企業社群網路服務，則主
要係提供企業內部員工內部溝通及合作的社群網路，原則上不具備外部關係。而

387

Id. §2~3, at 1~2

388

Id. §21, at 4

389

Id. §31, at 6

390

Id. §57~58, 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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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上招聘服務(online recruitment)部分，則僅屬於 LinkedIn 之服務內涵。唯有
在網路廣告服務(online advertising services)，結合事業雙方之服務才有部分的重
疊性，因此本案可以說是一個多角化結合。
由前述摘要可知，結合雙方的服務重疊性不高，且多項服務彼此之間具備得
以相互補充強化的關係，Microsoft 基本上是希望透過併購 LinkedIn，將雙方的
服務加以整合，以優化 Microsoft 及 LinkedIn 雙方服務的使用者經驗391。也就是
說這次的結合，主要需要關注的會是雙方商品或服務當中可以相顧補充的項目，
亦即在市場上會出現相互影響的部分392。受到歐盟執委會最為注意的，大致包括
PSN 服務、顧客關係管理產品以及網路廣告服務等三個市場393，其中又以前兩
者為最。因為於執委會的調查結果顯示，Microsoft 的廣告服務涵蓋搜尋廣告及

政 治 大

非搜尋廣告(non-search advertising service)兩種，LinkedIn 則只有提供非搜尋廣告。

立

而 Microsoft 在 EEA 範圍之各國內搜尋廣告市場的市場占有率多落在 5%~10%之

學

‧ 國

間，遠低於 Google，只是一個微小的市場參與者。而在非搜尋廣告市場，結合
雙方也都只是小型的市場參與者，Facebook 及 Google 的廣告收益是 Microsoft

‧

及 LinkedIn 加起來的好幾倍。即使 LinkedIn 在 PSN 相關市場當中的廣告市占率

y

Nat

較高，惟 Microsoft 並沒有在 PSN 市場提供任何廣告服務，故結合後對於 P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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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後市場競爭狀態亦不會有太大的改變394。

sit

廣告服務市場的競爭亦沒有影響，故即使雙方在網路廣告服務有重疊的服務，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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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執委會最終以附條件的方式同意結合
。其認為必須附條件允許結合的主
engchi U

要關注點在於，Microsoft 有無可能利用其在個人電腦 Windows 作業系統的市場
支配地位，將 LinkedIn 服務預先安裝於搭載 Windows 作業系統的電腦設備當中，

391

Id. §165, at 32

392

Id.

393

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s: Commission approves acquisition of LinkedIn by Microsoft,

subject to conditions, press release, 6 December 2016 ,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6-4284_en.htm (last visited at December 30, 2018 )
394

Microsoft/LinkedIn, §167~175, at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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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利用其在文書處理套裝軟體 Microsoft Office 將 LinkedIn 服務與之結合，然
後透過契約方式在符合隱私保護相關法律的範圍內結合運用彼此的用戶資料庫。
或有無可能因此阻絕 LinkedIn 之競爭服務與 Microsoft 之軟體介接，影響競爭服
務與 Microsoft 產品之間的互動性以及對於存放在 Microsoft 雲端服務的用戶資料
存取的可能性395。為此，執委會最終對此結合所施加的負擔大致如下：
1. 就預先安裝服務的部分，結合事業於五年內必須承諾以下事項396：
(1) 承諾將允許設備製造商(OEMs)，及對 OEMs 於 Windows 電腦安裝那些
軟體具備決定權的分銷合作夥伴，對銷售至 EEA 範圍內的 Windows 電腦，有權
決定不安裝 LinkedIn 的 Windows 應用程式。並保證 OEMs 能夠自由地與第三方

政 治 大

PSN 合作，預先安裝或支援第三方生產與 Windows 相容的應用程式，不會遭受

立

來自 Microsoft 過度的壓力。

‧ 國

學

(2)必須確保即使 OEMs 決定於出產之設備預先安裝 LinkedIn，使用者也能
夠將程式完全移除。而此處所謂的使用者，涵蓋一般消費者、組織及組織的員工。

‧

(3)承諾在 OEMs 未預先安裝 LinkedIn 相關應用程式的情況下，結合事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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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採用事後的機制，於消費者購買設備之後，促使消費者安裝 LinkedIn 應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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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例如透過 Windows 作業系統的販售提供消費者 LinkedIn 相關應用程式，用
某些方法提示消費者安裝。亦不能將 LinkedIn 相關應用程式納入 Windows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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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或升級之項目。但執委會並未剝奪 Microsoft 透過一般正常之促銷機制推廣

engchi

LinkedIn 應用程式，例如透過 Windows 商店、Microsoft 自己或第三方的網站進
行推廣。
2. 就系統整合部分，結合事業五年內必須承諾以下事項397：

395

Microsoft/LinkedIn(2016), press release IP-16-4284, supra note 393

396

Microsoft/LinkedIn, §438, 453~455, at 93, 96~97

397

Id. §437, 447~450, at 92, 94~95
155

DOI:10.6814/DIS.NCCU.LAW.001.2019.F10

(1) 必須確保第三方 PSN 服務得以不受歧視地持續連結 Office 加載程式
(Office add-in program)及所有 Office 應用程式介面(APIs)，並接取相關的資源。
此處所有 Office 應用程式介面將包括所有可以進行服務加載的產品，如 Word、
Powerpoint 及 Excel 等。如此一來第三方 PSN 服務即可針對不同的 Office 產品開
發與 Microsoft 想要透過 LinkedIn 引入之相關功能類似地加載服務。並可確保使
用者可於 Microsoft 商店獲取第三方開發的 PSN 服務加載程式，且可於整合
LinkedIn 功能之 Office 程式中獨立運作。
(2)確保競爭的 PSN 服務提供者可以接取「Microsoft Graph」服務介面，使
程式開發人員可以建構相關應用程式，在用戶的同意之下連結至 Microsoft 雲端
服務之使用者資料(如：聯絡資料、行事曆資訊、電子郵件或是檔案資料等)。軟

政 治 大

體開發者得以透過這些資料的串接，吸引更多用戶採用其所提供的 PSN 服務。

立

(3) 確保使用者有能力關閉 Office 所有產品當中所包含的 LinkedIn 功能。此

‧ 國

學

處所謂的使用者包括消費者、組織以及組織的員工。此功能並且必須足夠明顯而
讓使用者得以充分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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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 PSN、CRM、SI 或是網路廣告，幾乎都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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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資料集中的商品或服務，且係以個人資料為大宗。即使在廣告服務部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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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市場狀態變化不大，仍有可能出現相關資料集中的狀態，故本案在資料相關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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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題上執委會有相當之著墨，以下將萃取與資訊力相關之競爭議題進行摘要討
論。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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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與資訊力相關競爭議題之探討
1. 本案所涉資料
本結合案當中雙方商品及服務之內涵迥異已如前述，撇開 Microsoft 專有的
作業系統及軟體開發市場部分可能具備的資訊研發資料。雙方商品或服務間具備
重疊性或有機會互補的三個主要商品及服務市場，CRM、PSN 以及網路廣告來
看，其主要涉及的資料將以商品或服務使用者之資料為大宗，且有極大的層面屬
於個人資料的範疇。
156

DOI:10.6814/DIS.NCCU.LAW.001.2019.F10

以 CRM 應用為例，其設計的功能在於顧客關係之管理，也就是在協助不同
的事業單位透過對於多方來源之資料加以組織化、自動化以及同步化的方式，管
理他們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所謂多方的資料來源，可能包括銷售資料、行
銷資料、客戶資料、顧客服務以及技術功能反饋之資料等。CRM 系統將資料蒐
集後加以處理，再以使用者友善(user friendly)的方式呈現，以協助事業改善顧客
關係、強化帳戶管理、提高銷售效率、提升資料品質以及降低法規遵循的風險等
398

。
SI 應用服務之於 CRM 服務應為得以相輔相成的服務，其主要的功能在於提

供專業銷售人員對於可能之行銷對象的相關資訊，例如個人的聯絡資料(如姓名、
地址、電話號碼、職業、職銜以及職位等)；或是公司的相關資料(如財務相關資

政 治 大

訊或指標、組織結構、領導結構、公司的產品或服務、行業的相關背景資訊等)。

立

專業的銷售人員可以依據這些資訊，識別潛在客戶是否存在及更新現有聯絡對象

學

會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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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之資料，進一步接觸以尋求與潛在客戶或相關具決策權限之人員合作或交易的機

於網路廣告市場部分，雙方提供的網路廣告僅於非搜尋廣告部分有所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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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廣告則僅有 Microsoft 提供400，已如前述。執委會對於本案雙方在網路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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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取得及持有之相關資料類型並沒有很多著墨，但於水平競爭議題之討論過程
當中提到雙方擁有的資料部分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管制的範疇401，且網路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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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有助於廣告服務的資料可以取得
。而雙方提供的廣告服務包括搜尋及非
engchi U
搜尋廣告服務，並未特別提及有無與其他網路廣告在機制面不同之處。故可以推
402

測雙方所獲得的資料可能包括一般搜尋或非搜尋廣告服務能夠獲取的資料。例如

398

Id. §29, at 5~6

399

Id. §57~58, at 12

400

Id. §152,168, at 30,33

401

Id. §177~178, at 34

402

Id. §180, at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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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廣告部分的使用者關鍵字、點選及追蹤連結之習慣等使用者行為資料。非搜
尋廣告部分則可能包括使用者於網站上不同廣告區域之連結點選頻率、廣告類型
之喜好及其他使用者行為習慣等資訊。而合併事業皆有使用者帳號註冊之服務，
若使用者於登入帳號之狀態下進行資訊的追蹤及點閱，相關使用者行為分析更能
連結到到個別帳戶持有者之行為，而使得資料的分析及應用更具備目標性。
2. 相關資料於結合案之角色與影響
Microsoft 與 LinkedIn 是否有可能透過結合而整合應用雙方服務的使用者資
料庫，形成對市場競爭的不利影響，在本結合案當中亦獲得執委會的重視。
首先，本結合案若成立，在雙方皆為擁有大量資料的之服務而言，資料的

政 治 大

集中會是否會對競爭市場產生不利益之議題。執委會於水平競爭評估中提出，

立

本結合案於結合後即使出現雙方資料的整合，尤其在涉及與網路廣告有關之個

‧ 國

學

人資料部分，如關於個人工作、職業、歷史及專業聯繫、電子郵件、其他聯絡
人、搜尋習慣等資料，並部會因此引發需要於競爭層面關注的問題。主因在於，

‧

這些整合的資料只能被結合事業於個人料保護相關規範同意的範圍內應用之。
且包括 Microsoft 以及 LinkedIn 都適用其業務執行範圍之 EEA 國家或地區關於

y

Nat

sit

資料保護規範當中對於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及儲存的規定403。即使有

n

al

er

io

部分例外的情形，法令的規範仍然某程度上限制了結合事業利用其擁有資料集

i
n
U

v

之可能性。且歐盟 GDPR 已於 2018 年正式施行，賦予個人對於自身資料有更強

Ch

engchi

大的控制權。Microsoft 與 LinkedIn 於 EEA 範圍內提供服務，勢必需要遵守 GDPR
的要求，而對於持有之個人資料有更多的應用限制404。
執委會於此進一步提出假設，若雙方資料的整併在法律上是可行的，則可
能形成水平競爭議題的狀況可能有兩種，其一、雙方資料整併強化了結合事業
在假設市場上資料供給層面的市場力，或增加事實或潛在競爭對手市場參進或
擴張的機會。其二、即使雙方並沒有意願或技術上並無可能整併雙方的資料集，

403

Id. §177, at 34

404

Id. §176~178, at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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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結合前雙方以對各自資料集之掌控為基礎，所具備的競爭關係，將因為結
合而消失時405。然而，就本案雙方有部分重疊的網路廣告市場而言，並沒有出
現上述情況，因為 Microsoft 以及 LinkedIn 本來即沒有將其所擁有之與廣告服務
相關之資料提供給第三方事業，且兩者結合並沒有形成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的
市場參進或擴張障礙。因為即使無法獲得雙方持有的資料，市場上仍然有其他
不受結合事業雙方所控制，對於網路廣告的市場競爭有價值的大量資料得以由
競爭者所取得406。若就資料影響市場競爭之評估要素來看，我們可以說執委會
認定雙方在網路廣告市場所擁有的資料並不具備獨特性，而在市場上有其他補
充或替代性資料足以讓競爭者利用而維持有效競爭，因此其結合對於網路廣告
市場競爭並無不利的影響。

政 治 大

至於屬於多角化結合的 CRM 相關服務提供部分，幾乎目前市面上所有的

立

CRM 服務多建構在機器學習的基礎上，各競爭服務所提供的功能、納入整合及

學

‧ 國

分析的資料類型、分析後提供的資訊內涵以及服務的價格，皆為影響使用者選
用不同 CRM 服務可能考量的因素407。值得注意的是，CRM 服務轉換成本不低，

‧

因此當事業選定其所利用之 CRM 系統後，轉換至其他 CRM 服務的可能性有限。

y

Nat

而本案 Microsoft 所提供的 CRM 服務在國際或 EEA 市場上大約處於第四位，其

io

sit

提供給使用者的機器學習服務則是以服務使用者所屬事業之資料，結合可以獲

n

al

er

取的第三方資訊加以交相運作。使用者對於其服務的評價為，在價格與易用性

i
n
U

v

部分最具市場競爭力，更能及產品支援部分則僅次於國際市場占有率第一名的
Salesforce 服務

408

。

Ch

engchi

由於市場上有許多資料提供者或數位平台就其應用程式介面實際上是對外
開放介接的，充足的資料來源以及容易處理的技術方案，使得 SI 服務的市場參

405

Id. §179, at 34~35

406

Id. §180, at 35

407

Id. §196~200, at 40~42

408

Id. §201, at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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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門檻不高。而 SI 服務若與 CRM 服務串聯，則有助於使用者簡單的建構以及
管理顧客或行銷對象的聯絡清單，提高系統自動化的程度以及組織領導的效能，
因此可以做為 CRM 服務之補充服務409。於本案而言 Microsoft 的 CRM 服務即可
與 LinkedIn 的 SI 服務產生互補的關係或為密切相關的產品，構成歐盟非水平結
合指導原則第 91 條410所稱的多角化結合。必須針對事業結合後是否會產生市場
封鎖之效應，即需予以考量411。其中 LinkedIn 於 SI 服務—Sales Navigator 擁有
具備特定品質的資料庫，特別在其資料的準確度以及更新的特質。雙方結合後
市場上是否仍然存在得以替代 Sales Navigator 之服務，於大多數市場調查之受訪
者皆表示即使本案雙方結合，市場上仍然具備足供替代的解決方案，包括
Avention、Data.com、Dun & Bradstreet、Inside View、Twitter 及其他類似服務，

政 治 大
場上有充分的替代性或補充性資料可以與
LinkedIn 之 SI 服務的資料庫相互媲美，
立
皆連結到許多可與 LinkedIn 資料庫相比擬的其他重要資料庫412。也就是說，市

409

Id. §206, at 44

410

Non-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 supra note 373 ,§91

Nat

y

‧

‧ 國

學

使得結合後即使產生資料集中的情形，亦不會對市場競爭產生負面的影響。

sit

Conglomerate mergers are mergers between firms that are in a relationship which is neither purely

er

io

horizontal (as competitors in the same relevant market) nor vertical (as supplier and customer). In
practice, the focus is on mergers between companies that are active in closely related markets (e.g.

al

n

v
i
n
C
products that is generally purchased by thehsame
e nsetgof ccustomers
h i Ufor the same end use).

mergers involving suppliers of complementary products or of products which belong to a range of

411

Id. §93

The main concern in the context of conglomerate mergers is that of foreclosure. The combination
of products in related markets may confer on the merged entity the ability and incentive to leverage a
strong market position from one market to another by means of tying or bundling or other exclusionary
practices. Tying and bundling as such are common practices that often have no anticompetitive
consequences. Companies engage in tying and bundling in order to provide their customers with better
products or offerings in cost-effective ways. Nevertheless,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ese practices
may lead to a reduction in actual or potential rivals' ability or incentive to compete. This may reduce
the competitive pressure on the merged entity allowing it to increase prices.
412

Microsoft/LinkedIn, §225, at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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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垂直之原料封鎖的層面，其他 CRM 競爭者所關注的，則是 LinkedIn 優質
而完整的資料集，包括但不限於 SI 服務所涵蓋的範圍，對於 CRM 系統的機器
學習而言，具有很高的價值。Microsoft 是否有可能於結合之後，限制其他競爭
者接取 LinkedIn 之完整資料集的機會，影響其他競爭者與 Microsoft 在 CRM 軟
體之改善及創新的能量 413。於此，執委會則以結合前競爭者資料接取的狀況作
為判斷基礎，認為 LinkedIn 即使未與 Microsoft 結合，亦未將其完整資料集或相
關子集提供給第三方事業進行機器學習。SI 服務的資料子集為目前 LinkedIn 整
體資料集當中，唯一提供給第三方事業作為搭配 CRM 服務之用的資料。至於雙
方若未結合，LinkedIn 是否有可能將其完整資料集進行後續商業應用，並無法從
其相關內部文獻上看出端倪。然則由於 LinkedIn 擁有之資料的價值，來自於服

政 治 大
發現 LinkedIn 允許第三方事業接取其資料，即使這樣的接取行為符合相關資料
立

務使用者對 LinkedIn 服務的參與以及持續更新其個人資料的意願。如果使用者

‧ 國

學

保護的法制規範，仍可能對使用者持續使用 LinkedIn 服務產生負面效益414。
然則，LinkedIn 完整資料集在未來是否可能成為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就原料

‧

封鎖能力相關條款所認定之對下游產品的重要原料 415 (important input for the

y

Nat

down stream product)，很難確實的預測。而此處的下游產品，所指的是 CRM 服

io

sit

務的機器學習(本案當中稱為 ML)部分。競爭事業端認為至少就現況來看，

n

al

er

LinkedIn 的完整資料集及其子集並非發展 CRM 機器學習的重要資源，市場上有

i
n
U

v

其他供應商可以提供替代性的資料，且 Microsoft 的 CRM 競爭者也已經於其

Ch

engchi

CRM 產品發展 ML。而就執委會的觀點而言，則就現況以及未來可能狀況綜合
性的評估，亦不認為會產生原料封鎖的情況。其一、就現況而言 LinkedIn 的完
整資料集並沒有呈現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第 35 條所言，在上游市場具備強大的

413

Id. §246, at 53

414

Id. §247~248, at 53~54

415

Non-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 supra note 37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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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力416。且其目前並未有相關授權第三方或是計畫未來進行授權的計畫已如
前述。再者，由於 Microsoft 必須遵守歐盟的資料保護法，已限制了其未來可能
利用 LinkedIn 完整資料集的能力，因為以目前來說 LinkedIn 僅能於其隱私權政
策聲明的範圍內利用使用者所提供的資料。尤其在 GDPR 生效之後，使用者對
於個人資料掌控的權利及能力更強大，亦更進一步限制 Microsoft 對資料的利用
417

。其二、就未來二到三年內 LinkedIn 的完整資料集有無發展成重要上游原料

的可能性部分。執委會認為，即使 LinkedIn 的完整資料集有機會發展成 CRM 機
器學習的重要原料，市場上其他 CRM 競爭者也早已開始進行並提供使用者 CRM
機器學習的相關應用。再者，就 CRM 的機器學習服務所需要的資料類型而言，
LinkedIn 資料集是屬於第三方資料，其是否有價值，則需要看利用服務的產業為

政 治 大
Oracle 對 ML 所需資料下了一個註解，指出機器學習的資源中，沒有所謂的最有
立

何，並非對於所有產業都具有關聯性且一樣重要。市場另一 CRM 服務供應商

‧ 國

學

價值的資料集，只有如何去獲取多種類型的資料。也就是說，不只是資料的品
質，資料的數量以及多元化對 ML 而言都是重要的418。最後，市場上已存在許

‧

多得以用於 ML 的替代性資料，使得 LinkedIn 完整資料集對於 CRM 服務競爭者
而言，僅為有價值但非單一的資料來源，雖然對於不同 CRM 廠商而言資料的替

y

Nat

n

al

er

io

法範圍內419。

sit

代性有別，仍使得 LinkedIn 之完整資料集短期內將不會落入原料封鎖之相關執

i
n
U

v

就 PSN 服務的部分，執委會認為 Microsoft 提供的 IT 服務當中包括軟體的

Ch

engchi

開發以及網路通訊服務等，部分與 LinkedIn 的 PSN 服務應該具備互補關係，或
為密切相關的產品，構成歐盟非水平結合指導原則第 91 條的多角化結合。因此
必須再度探討雙方結合後對於 LinkedIn 之 PSN 服務的市場或 Microsoft 之 IT 相

416

Id. §35, “…the vertically integrated firm resulting from the merger must have a significant

degree of market power in the upstream market….”
417

Microsoft/LinkedIn, §254~255, at 55

418

Id. §261, at 57

419

Id. §262~264, at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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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服務的市場是否會出現市場封鎖的效應。執委會在針對雙方產品市場競爭狀
態以及商品整合之可能情形，認定無論是由 Windows 個人電腦的 OEMs 在作業
系統預先安裝 LinkedIn 服務或是將 LinkedIn 與 Office 套裝軟體相互整合並阻絕
第三方 PSN 程式連結 Office 的 APIs，都可能在 EEA 範圍內形成市場封鎖，對
於市場之有效競爭有不利的影響。因此執委會於本案最終以附條件的方式准許
結合，相關條件已於案例事實摘要中臚列。於此處所要關注的，在於本處所涵
蓋的資料，在此處競爭判斷上扮演的角色。
PSN 服務基本上屬於社群服務，與 Facebook/WhatsApp 案雖然在社群服務
內涵上有所不同，較為在地化並以工作為導向 420。然則其仍然是充分仰賴使用
者提供個人資料的服務。於前述 CRM 市場之探討時即提到 LinkedIn 資料集的價

政 治 大

值在於使用者願意不斷更新自己的資料，並且對 LinkedIn 平台之使用有一定的

立

黏著度。也需要使用者能夠在平台上與其他使用者建立新的聯絡關係 421。若可

學

‧ 國

以由各種機制促使更多新的使用者利用平台並提供個人專業資訊，將有機會促
成更大的網路效應，提高平台的競爭效率422。這也是為什麼執委會認定 Windows

‧

有可能在整併 LinkedIn 後將其與 Office 整合或強制於 Windows 系統預先安裝

y

Nat

LinkedIn 的其中一個原因。因為如此一來，Windows 個人電腦用戶可能因為「現

io

sit

狀偏差」的緣故直接使用預先搭載的 LinkedIn 作為 PSN 參與的主要平台，有助

n

al

er

於擴大 LinkedIn 的使用者參與，強化整體資料集的價值。尤其於本案調查中顯

i
n
U

v

示，PSN 服務雖然可能有平台多棲的情況，但使用者通常只會以一個平台作為

Ch

engchi

主要平台，並持續更新個人資料，因此若能確保多數使用者以 LinkedIn 作為 PSN
主要平台，則可強化 LinkedIn 的市場地位423。

420

Id. §121, at 25

421

Id. §345, at 75~76

422

Id. §343, at 75

423

Id. §345, at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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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LinkedIn 使用者必須於平台上所提供關於個人的專業或工作相關的資
訊，例如個人聯絡資訊、工作地點、職位、經驗、語言和教育背景等。因此在
案件調查過程當中，部分市場調查之受訪者回應，隱私保障會是使用者評估是
否選擇特定 PSN 服務的重要因素424。但如果 Microsoft 透過預先安裝或是整合
Office 方式引入 LinkedIn 服務，則產生的市場封鎖效應，將使得原先提供使用
者較 LinedIn 更優質之隱私保護的 PSN 平台有邊緣化的可能。等於變相限制了
用戶選擇對其隱私保護更佳的服務平台 425，不利於平台的品質競爭。值得一提
的是，執委會雖然仍然如同 Facebook/WhatsApp 案相同，維持隱私保護相關的
議題並非歐盟競爭法規範範圍之意見，但特別指出了隱私若在個案當中為消費
者所重視的品質因素時，則可以列入競爭的評估426。
3. 小結

立

政 治 大

本案相較於本節其他案例而言，發生及決定的時間最新，且雙方為服務內

‧ 國

學

涵明顯重疊性極低的多角化結合。因此對於執委會而言，對於數位平台產品及
服務市場，及資訊力、競爭影響的判斷相對來說應該更為成熟。而本案相關服

‧

務連結個人資料的狀況，如同 Facebook/WhatsApp 以及 Google/DoubleClick 案

Nat

sit

y

而言皆為個人資料涵蓋比率相對高的個案。所不同點，在於本案執委會以較為

er

io

明顯的文字，直接點出了資料保護法制於本結合案之關聯。認定對於個人資料

al

的相關法制的嚴格規範，將限制結合事業對於資料應用的可能性，亦相對降低

n

v
i
n
Ch
了資料集中對於市場競爭的影響。反面來說，因為資料保護相關法制的限制，
engchi U
結合事業所擁有的資料也出現了法令限制的排他狀態，此時相關資料是否在市
場競爭具備關鍵性，以及市場上有無其他得以由競爭者取得之替代資料或得以
協助競爭平衡的補充性資料，就有其探討的需要。

424

Id. §121, at 24~25

425

Id. §350, at 76~77

426

Microsoft/LinkedIn(2016), press release IP-16-4284, supra note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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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本案執委會對於雙方於網路廣告之資料，若排除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
制的限制，與 Facebook/WhatsApp 案時針對與目標性廣告相關之資料的判斷，
幾乎採取一致的看法。認為市場上還有其他對廣告服務提供有幫助的替代性資
料，因此對於此部分資料集中的市場影響力並沒有太多的著墨。當然也因為本
案雙方在 EEA 範圍內網路廣告服務的市場占有率皆不高，市場上本來即存在
競爭的服務甚至具備強大市場支配地位的競爭者存在，而降低了執委會對於雙
方於此市場相關資料價值及可能交織而成的資訊力及市場力進行更細緻判讀
的動機。由此可能會忽略掉本論文於 Facebook/WhatsApp 案曾探討的問題，同
樣可以用於網路廣告的資料，對於不同事業而言所代表的價值也許並不相同。
即使涉及使用者行為的資料，亦無法確保使用者在不同平台的使用行為具備一

政 治 大
告的資訊集中議題對競爭影響不大，結論似乎下得太快。
立

致性。且因此直接認定市場上有可以用於廣告服務的資料就認定雙方在網路廣

學

‧ 國

至於 CRM 與 SI 服務整合的層面，執委會對於資料集與資料服務於結合
後對市場有效競爭的影響則有較為細緻的分析。主要分析的層面包括：(1)結

‧

合事業於個別服務在目前市場上之競爭情況、(2) 服務所需要之關鍵資料集在

y

Nat

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如品質的優劣)、(3) 市場上有無具有同等品質，而足資替

io

sit

代的資料集或資料服務存在、(4) 主要服務的使用者轉換成本、(5) 運用排他

n

al

er

性行為造成市場封鎖之動機是否存在、(6) 結合後若產生排他性服務整合時，
使用者轉換服務的意願。

Ch

engchi

i
n
U

v

在涉及資料的垂直原料封鎖層面，則進行了以下的評估：(1) 結合事業於
結合前後對其所持有之資料於市場上提供之情形、(2) 結合事業即使未為結合，
對於所持有資料的利用計畫、(3) 事業所持有資料之特性、價值以及可能影響
其資料價值的因素(如隱私保護作為競爭之品質因素)、(4) 與資料應用相關之
下游產品競爭市場的現況、未來可能的發展或競爭者技術開發狀態、(5) 補充
/替代服務或資料集是否存在、(6) 其他資料應用限制(如資料保護或隱私相關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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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於本案多處，點出了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規範對於事業取得資訊力
及相關市場力可能的影響。此部分在執委會探討 Microsoft 是否可能於結合後
就 LinkedIn 完整資料集進行市場封鎖時即可看出端倪。Microsoft 會因為其服
務適用歐盟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制與新生效的 GDPR 規範，而限制了其合併之
後對於 LinkedIn 持有之使用者資料可能應用的範圍或持有資料之事業對於個
人資料的控制力。於此帶出了資料相關的數位平台競爭，若涉及的資料以個人
資料為大宗時，結合而使得資料的集中對於結合事業而言是否一定會帶來資訊
力的強化，可能因為個案所處市場適用之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制的因素而有所
別。然則，就目前主要國家或地區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制趨勢而言，結合事業對
於結合前個別事業與使用者在隱私保護政策上的約定，並非沒有調整的機會，

政 治 大
結合事業必須評估重新約定對平台結合後的競爭地位可能產生的影響
，與重新
立

只是必須依據所適用之法令規範，在充分尊重使用者的條件下，重新進行約定。

‧ 國

學

約定所需要負擔的成本之間的平衡，做出最有效率的評估。

此外，本案執委會不再單純認定隱私議題非競爭法要處理的議題，而在特

‧

定市場當中就隱私作為系爭服務品質競爭因素，納入市場競爭的評估。且非如

y

Nat

同 Google/DoubleClick 案僅於結論簡單提醒後續關注個人資料保護法遵及消

io

sit

費者權益的方式。而是實際進入隱私在 PSN 平台競爭的重要性，以及若出現

n

al

er

市場封鎖情況，對於隱私作為平台競爭因素可能對使用者及市場競爭產生的負

i
n
U

v

面影響。同時將隱私保護法制對於結合事業後續是否將因為資料集中而獲得市

Ch

engchi

場力納入討論。正面確認個人資料及隱私保護在特定個案當中納入競爭執法考
量有其必要。
然則執委會即便是針對 CRM 與 SI 的市場整合或是 PSN 服務與 Microsoft
作業系統或 Office 整合部分的探討，雖然都將資料對結合事業競爭的影響列入
評估。卻尚未跳脫其於 Facebook/WhatsApp 案判斷時，受限於結合事業於結合
前對於資料應用可見的商業策略安排或對結合後可能的利用計畫的影響。在沒
有足夠佐證的情況下對於資訊力對市場可能形成的衝擊，無法做出較為前瞻的
預測。此部分也許會是數位平台資訊力競爭相關案例在執法上最難突破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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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法制配套研議趨勢
針對數位市場特性對競爭法適用之影響，包括資訊力之議題，雖於國際間已
有法制政策面的討論，惟截至筆者撰寫本論文之此時，實際將相關討論納入法律
修訂之國家，仍然屈指可數。德國經國多年對相關議題的探究，於 2017 年 3 月
正式通過限制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簡稱 GWB)
第九次修法，並於同年度 7 月生效。此次修正應為目前首例將數位化市場，尤其
是多邊網路平台於市場控制地位及結合管制面的內涵列入修法之國際立法例。部
分國家，例如日本及新加坡等，則透過官方的競爭政策分析報告，歸納盤點出大
數據或數位平台相關之資訊力特性下，特定競爭議題及執法需要重視的項目，其

政 治 大
關於數位平台市場的內涵，以及修法後持續對於數位平台法制修訂需要的探究。
立
而日本及新加坡在面對數位平台議題雖然皆未進行法制面修訂，仍因應國際趨勢
中亦以結合管制為大宗。故本節將先介紹得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九次修正當中

‧ 國

學

及內國法制需要，提出執法上的看法，亦將接續進行介紹。

‧

一、德國

sit

y

Nat

(一) 第九次修正案研議歷程

er

io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Bundeskartellamt)2015 年始於第六決議小組427設置一個

al

n

v
i
n
Ch
拉斯執法可能產生的衝擊。其決定針對數位經濟投入法制政策分析，主要著眼於
engchi U

針對網路平台競爭法議題之智庫(Think Tank)，以便因應數位經濟發展對於反托

來自美國的網路服務的大量案例，包括 Google、Facebook 與 Amazon 等大型平
台，其所採納的商業競爭策略，無論在德國或是歐盟都對市場產生強大的影響。
427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下轄九個決議小組，分別依據所轄產業類別進行相關行政決定。其中

第六決議小組職司媒體、數位經濟、文化、體育、娛樂、廣告產業及貿易會展等業務。並設置
一個對競爭法下網路平台議題之智庫(Think Tank)。近年德國對於 Facebook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
之相關研議即由第六決議小組所負責。(參閱 Bundeskartellamt, The Bundeskartellamt-Annual
Report 2017, at 28, available at: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Jahresbericht/Jahresbericht_2017.pdf?_
_blob=publicationFile&v=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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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現行規範架構是否足以因應其發展，以及數位平台引發的競爭問題是否可以
透過競爭法相關制度加以處理等議題，希望發展出可以協助卡特爾署處理相關案
例的審查模式或規範428。此一分析結果及建議已歸納於 2016 年針對平台市場力
研究的工作報告(Working Paper)當中，並提出具體的結果與建議。
上述工作報告對於實務案例的出現、研究與分析也造就了德國限制競爭防止
法的第九次修訂。2017 年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九次修正之重點除配合 2014
年歐盟違反競爭法之訴訟損害賠償相關規則指令(Directive 2014/104/EU)之修訂
外，即針對數位化的市場，納入卡特爾署實務分析的結果，尤其對於結合管制面
臨數位市場相關的市場控制地位認定以及相關結合管制適用門檻進行修訂。

政 治 大
場上幾乎無所不在，成功的數位平台，其主要的特徵在能夠促進平台不同端的使
立

依據卡特爾署 2016 年的工作報告429，多邊的數位平台與網路服務在數位市

(indirect network effect)

430

學

‧ 國

用者產生交互的關係，亦即透過平台促使了不同端的使用者產生間接網路效應

，因此在定義及評估網路平台市場時，網路效應必須

列入考量。且許多數位平台或網路服務可能提供單邊或整體平台的免費服務，如

‧

此一來過往案例當中不認為免費服務可以形成市場的規則，在數位經濟的環境下

er

io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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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不再適當431。此外，在數位經濟環境下，新創服務往往透過免費(或收取極少的

al

n

v
i
n
C h Market Power ofUPlatform and Networks (Executive
Bundeskartellamt, Working Paper-The
engchi
Summary), June 2016, available at:
428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Berichte/Think-Tank-Bericht-Zusamme
nfassung.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4 (last visited at January 07, 2019)
429

Id.

430

Network effects 網路效應，分為直接網路效應(direct network effect)及間接網路效應

(indirect network effect)，另有按其特性定義為同邊網路效應及跨邊網路效應者(參考陳威如、余
卓軒，平台革命，商周出版，2013 年 11 月初版，頁 56~60)，本文採用英文直譯之直接與間接網
路效應。
431

Bundeskartellamt, Paper on Platform Market Power-Results and Recommendations, June

2016, availabl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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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的方式，提高服務的使用率及影響力。然而這些服務雖然尚未累積可觀的
營業額，卻具備極高的市場潛力，原先競爭法對於結合的管制門檻著僅重於達到
一定營業額門檻的事業，在此一情況下也須重新審視432。
此外在 2017 年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九次修正案公布施行後，德國國內針對該
次修正項目是否已可處理數位平台競爭議題，尤其是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結合潛
在競爭事業及資料近用之限制等相關發展，部分，仍有許多討論。德國聯邦經濟
事務和能源部(BMWi)於 2018 年即委託 Heike Schweitzer 等多位學者針對大型數
位平台市場支配地位濫用之法制現代化相關議題加以研討，對於後續限制競爭防
止法可參考的修法方向提出意見433。其中多項涉及市場支配地位濫用之修法建議
已於本論文第四章第三節濫用獨占地位法制探討部分加以介紹與論述，於本章將
不再贅述。

立

政 治 大

(二) 第九次修正案關於數位平台相關修訂重點以及接續之修法檢視

‧ 國

學

GWB 第 18 條即為本次針對數位市場的主要修正條文，除原先對於市場控

‧

制的判斷標準外，為解決上述德國實務案例當中認為無償服務不構成市場的規則，
對於常以無償或少量收費的服務為核心的數位平台市場並不合適的問題，本次修

y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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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

正第 18 條(2a)項特別明訂，無償的服務提供並無礙於市場的認定434。
而因應數位平台的市場特性，讓此類市場的事業活動在競爭法的控制上獲得

n

al

Ch

i
n
U

v

有效的評價，須於價格競爭之外考量新的元素。因此新的結合申報門檻以及對於

engchi

判斷市場控制地位的類型項目亦於本次修法予以修訂。對於網路多邊市場的情況，

http://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DE/Berichte/Think-Tank-Bericht-Kurzzusam
menfassung_Englisch.pdf (last visited at January 07, 2019)
432

Id. at 2

433

Heike Schweitzer, Justus Haucap, Wolfgang Kerber, Robert Welker(2018), supra note 256

434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GWB), § 1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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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 18 條(3a)項435規定，特別是在多邊市場與網路的情況下，評估一家公司的
市場地位，尚須考慮到以下情形：
1.

直接與間接的網路效應

2.

使用者併行使用多種服務及其轉換的成本

3.

網路效應相關的規模經濟

4.

獲取與競爭相關的資料

5.

創意驅動的競爭壓力

其中關於事業獲取對於市場競爭力有影響的相關資料，已直接明列於評估多

政 治 大

邊市場與網路市場之市場控制地位的項目之一。2017 年 6 月新法開始施行之後，

立

數位平台的市場地位，可以其是否擁有具競爭力資料，作為其中一個評估標準，

‧ 國

學

使得資料在市場地位的影響，在德國競爭法制上產生直接的價值。而資料對於市
場競爭的重要性亦包括對於網路效應的建立或提升、透過資訊分析適時調整商務

‧

策略，降低使用者平台多棲以及運用資訊分析持續建立創新服務以維持市場力等，

y

Nat

都有其重要角色。因此新法可以說已將資訊力影響市場競爭之較為基本與個案顯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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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內涵予以納入。

435

Ch

e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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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B, § 18(3a)

Insbesondere bei mehrseitigen Märkten und Netzwerken sind bei der Bewertung der
Marktstellung eines Unternehmens auch zu berücksichtigen:
1.

direkte und indirekte Netzwerkeffekte,

2.

die parallele Nutzung mehrerer Dienste und der Wechselaufwand für die Nutzer,

3.

seine Größenvorteile im Zusammenhang mit Netzwerkeffekten,

4.

sein Zugang zu wettbewerbsrelevanten Daten,

5.

innovationsgetriebener Wettbewerbsdr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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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意見認為，條文僅將獲取與競爭相關資料列出，併同資訊應用與其他四
點之間可以產生之關聯，仍無法完全涵蓋資料對市場力影響的全貌。除了資料的
獲取之外，有無積極利用與競爭相關的資料、限制其他競爭者對於競爭資料的取
得或對於關鍵資料具備排他性的控制力等，皆會提高事業的資訊力而影響數位平
台的市場地位。在 BMWi 委託研究中則認為，資料近用的確會影響市場地位，
然而並無修訂第 18 條 3(a)項之需要，因為具備市場地位的事業拒絕將其獨占但
影響市場競爭的關鍵資料提供，已經涉及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 條第(2)項第 4 款
樞紐設施條款的違反，故已有相關條文可以處理，無須再為規範。
就結合事前申報門檻部分，有鑑於受合併之事業若為新創事業，在結合當時
可能尚未達到一定程度的營業額甚至尚無銷售額，但其具備影響市場競爭之能力

政 治 大

或發展潛力者，仍應屬於結合管制的範圍。故新增第 35 條(1a)項的規定，除原

立

先第 35 條 1 項所規定的全球營業額總計超過 5 億歐元且國內至少一家結合事業

‧ 國

學

之營業額超過 2500 萬歐元，且另一個參與事業之營業額超過 500 萬歐元436的門
檻外，讓結合控制亦適用於以下情況：1. 達到第 35 條(1)項 1 款之全球整體總營

‧

業額達 5 億歐元門檻；2. 就合併前於德國境內的上一個財政年度至少一家合併

y

Nat

事業之營業額達 2500 萬歐元，其他參與公司營業額未達 500 萬歐元; 3.結合之交

io

sit

易價值超過 4 億歐元且 4. 符合本項第 2 款之合併事業於德國境內已具備相當程

n

al

er

度的運作時，亦納入結合管制範圍437。其中第 3 款結合交易價值之規定，打破了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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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中文翻譯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公告，由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林易典副教授

翻譯之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 2015 年最新翻譯，第 35 條(1)項文字，為第 9 次修正未更動之規定。
https://www.ftc.gov.tw/upload/6488ee19-7b9a-4caf-b78a-f41ed39a5af5.pdf

(最後瀏覽日：

2018/01/29)
437

GWB, § 35(1a)

(1a) Die Vorschriften über die Zusammenschlusskontrolle finden auch Anwendung, wenn
1.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Absatzes 1 Nummer 1 erfüllt sind,
2. im Inland im letzten Geschäftsjahr vor dem Zusammenschluss
a) ein beteiligtes Unternehmen Umsatzerlöse von mehr als 25 Millionen Euro erzielt hat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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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以營業額作為結合管制門檻的舊有制度，使得參與結合事業即使尚未取得高
額的營業額，但因具備發展潛力或其他競爭價值，而讓參與結合事業願意用高價
併購的案例，得以納入結合審查。此一規範基本上是對於 Facebook/WhatsApp
合併案的回應438，因該案 Facebook 以遠超過 WhatsApp 被併購當時市值的 190
億(USD 19 billion)天價進行併購，卻因為 WhatsApp 整體營業額不高而差點自歐
盟結合審查程序逃脫，凸顯以營業額作為門檻，在數位平台相關服務、資料驅動
的市場或創新服務之相關合併上的不足。除此之外，另於第 4 款以合併事業在國
內已有充分的運作做為納入審查的補充條件。如此一來，未來於德國境內已充分
運作而具備能影響市場競爭之資訊力的事業，即使營業額未達到 500 萬歐元，但
其受合併的整體價值已超過 4 億歐元 (如已具活動力的新創數位平台，雖提供免

政 治 大

費服務，但已握有影響競爭的資訊能力)，仍可能因為具備影響市場競爭的可能
性，而納入結合管制。

立

學

‧ 國

除了第九次修正案對結合申報門檻進行必要的調整外，BMWi 委託研究報告
針對數位平台透過併購剛進入市場之小型創新事業方式，以提升服務的多元性，

‧

並同時降低未來市場競爭壓力的作法，是否應該於法制面予以評估進行探討。因

y

Nat

為數位平台若已取得一定的資訊主導地位，有能力可以即時而系統化的方式識別

io

sit

或發現未來對其平台有潛在競爭影響的事業，並於該事業早期進入市場之時即加

n

al

er

以併購。此類併購行為有部分可能導致對市場競爭的反效果。例如可能會因此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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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已經高度寡占或集中的市場，更無法出現新的競爭勢力得以促進市場競爭的活絡

Ch

engchi

b) weder das zu erwerbende Unternehmen noch ein anderes beteiligtes Unternehmen
Umsatzerlöse von jeweils mehr als 5 Millionen Euro erzielt haben,
3. der Wert der Gegenleistung für den Zusammenschluss mehr als 400 Millionen Euro beträgt und
4. das zu erwerbende Unternehmen nach Nummer 2 in erheblichem Umfang im Inland tätig ist.
438

Maxim Klein, Michael Jürgen Werner, Christian Filippitsch, Tom Schaper ( Norton Rose

Fulbrigh), Significant changes to German competition law: New revised act against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 entered into force, Competition world 2nd edition, , July 2017, at24
172

DOI:10.6814/DIS.NCCU.LAW.001.2019.F10

439

。此議題主要是觀察近年來大型數位平台，如 Google、Amazon、Facebook 及

Microsoft 等積極針對提出新興商務模式或技術之中小型企業施行併購440，本章
代表性案例部分，亦不乏有上述大型數位平台所為之併購案。雖然各併購案之類
型與目的未必相同，也涵蓋水平結合、垂直結合與多角化結合形式。而在某程度
上大型數位平台對於初出茅廬的中小型新創事業的併購也帶入相關資源的挹注，
如此一來新創事業可能被認為是一個成功的創業，對其也是一種鼓勵。441。然則，
大型數位平台頻繁的併購行為，在某些情況下亦被懷疑可能是透過整併新創有潛
力的競爭者，來維持其市場地位。尤其部分案例在結合後，新創公司之服務於短
期內或一段時間後即被終止或併入平台其他服務，使之不再具備競爭的可能性442。
而這些併購行為常出現於新創事業的早期階段，也就是說其業務與併購者間可能

政 治 大
但伴隨時間與技術的發展，有機會在未來對現有數位平台構成威脅。但在結合案
立
還沒出現明顯的水平重疊443。也可能尚無法判定新創事業於相關市場上的定位，

‧ 國

學

件的判斷部分即使以三年的預測期作為判讀，仍然無法確定此一結合是否可能導
致對後續市場競爭的負面影響，其中 Facebook/WhatsApp 案即為事例444。即使第

‧

九次修正案已調整結合事前審查門檻，讓併購具有一定結合價值的小型新創事業
亦可能落入審查範圍。但在實際判斷相關結合案的潛在競爭風險，仍有困難445。

y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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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

因此 BMWi 報告中建議，在面對大型數位平台併購新創事業之案例當中，

n

al

er

應將具市場支配地位事業的整體策略納入評估，分析其是否是針對可以被識別出

i
n
U

v

來的快速成長及具備相當潛力的事業，進行系統化的收購，以避免其有機會在未

Ch

engchi

439

BMWi Report (2018), supra note 256, summary of the report’s recommendation(8)

440

BMWi Report (2018), supra note 256, Endbericht, at 122

441

Id.

442

Id.

443

Id. at 123

444

Id.

445

Id. at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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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成長為可以主導市場的競爭者446。此一概念應該可以補充至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36 條第 1 項結合案審查原則之規定，促使聯邦卡特爾辦公室在結合案審查時可
以考慮更廣泛之競爭關係類型。而這些競爭關係也許更能反映出在快速變動的競
爭市場可能存在的潛在破壞性活動447。

二、日本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競爭政策研究中心，於 2017 年 6 月發布一份關於資料
與競爭政策相關檢討報告(データと競争政策に関する検討会報告書)448。主要針
對日本境內因為大數據或是數位網路市場當中涉及資訊影響市場競爭的情況予
以整理及分析，部分內涵並參考國際案例或研究文獻，對於現行法的適用性及競

政 治 大
討。而如同德國的修法一般，其中對於法制政策因應最為具體者，為與資料相關
立
爭政策上是否需要對資料相關的議題於法律規範或執法的手段加以考量進行探

‧ 國

學

的事業結合部分，並對此提出對於此類結合案件必須評估的項目，以及結合之事
前申報門檻對於資料相關影響所需的考量。

‧

此一報告同時參酌 OECD 對於與資料相關之事業合併的統計數據，佐以日

y

Nat

本資訊科技相關事業(IT companies)近年來透過免費服務管道獲取及處理大量資

io

sit

料，甚至透過本國及跨國的集團合併，涉足其他完全不一樣的競爭領域之情況(例

n

al

er

如自動駕駛及金融服務市場)，對於所涉市場的影響等進行整體的觀察。認為國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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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內外發展趨勢促使大量資料的取得與應用深刻地影響市場競爭，尤其關於資料相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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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事業結合，必須將資料是否缺乏、取代可能性及隱私等問題充分列入考慮，
評估重點大致如下449：

446

Id. summary of the report’s recommendation (8)

447

Id.

448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Research Center (2017), supra note 53

449

Id. at 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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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隱私保護為競爭核心的數位平台結合時，須將隱私保護列入結合審查

項目。
本報告研究認為免費提供服務的數位平台，例如社群網路服務(SNSs)，隱私
保障影響其服務品質及平台使用者權益，屬於以個人資料為核心的服務，隱私保
障弱化不但降低品質，也可能降低市場競爭力。
另外，也有部分案例需要特別將隱私保障列入結合審查程序，包括要求結合
事業必須保障不會更改隱私政策，以防止事業在使用個人資料為核心的產品市場
上利用個人資料來建立、維持或強化市場力。目前亦已有針對跨國性的事業結合
案例，在結合審時納入了隱私保護相關的條件，例如參與結合事業於結合之間具

政 治 大

備相異的隱私權政策，於結合後禁止其資料相互應用等。
2.

立

部分透過資料分析利用進行研發的市場(如 AI 相關的技術研發)，由於

‧ 國

學

事業結合時尚無法判斷未來可能利用資料開發的產品及其對市場可能產生的影
響。於此情形，仍需要將利用該資料或資料集建立市場競爭力，可能引發的相關

部分以演算法為基礎(algorithm-based)的產品，透過免費服務所取得之

sit

y

Nat

3.

‧

風險列入考量。

io

er

大量資料，加以分析運用即可於短時間內改善產品或服務的功能或品質。涉及此
類產品的事業結合，評估注意力則需要放在透過網路效應而引發的資料蒐集以及

n

al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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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機器學習，是否加強了產品功能改善的循環，亦是否會產生因為資訊利用而建立

engchi

的市場力量。尤其是在數位內容或是軟體這種製造的邊際成本不會增加的產品市
場，或是依據產品的本質難以判斷其消費者區隔，或網路上商品交易成本較低廉
的市場而言，此一項目之評估即有其必要。
4.

資料除了上述在研發上的角色外，有時也會被定位為多樣產品的輸入資

源(input)，若事業合併時所涉資料為進入市場的關鍵資源，且該資料的蒐集僅集
中於特定的事業管道，亦將形成市場力。
5.

若資料本身被分開來作為交易的客體，而某些行為可能會對於資料交易

之市場競爭產生負面影響時，該資料交易，就會是獨占禁止法規範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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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亦指出若為資料的供給者及需求者的結合，導致原先得以取得資料進
行研發或產品開發的事業，因此無法再取得資料或授權，形成原料封鎖的情況
（input foreclosure，日文：投入物閉鎖）時，這樣的結合應該被禁止。而涉及多
角化結合(conglomerate merger，日文：混合型企業結合)時，由於結合所涉資料
未來可以被參與結合之事業體多元的應用，如果一開始就將結合審查的範圍過度
擴大，也會讓事業背負太大的壓力。為回應此一問題，有意見指陳，應考量是否
以資料合理取得並作為產品或技術發展的可能資源列入結合審查，並從市場閉鎖
和排他性的角度進行適度的評估。
在結合前申報門檻部分，基本上日本係採取事前申報制度，目前尚未針對與
資料相關事業結合設置特別的申報門檻。惟檢討報告認為，有鑑於 OECD 報告

政 治 大

所述，與資料相關之事業結合有增加的趨勢，因此提出對於此類事業結合的幾點

立

注意項目：

‧ 國

學

1.

於涉及系爭資料利用進行商品開發與銷售新商品之情況下，實際進入銷

售或獲得利益所需要花費的時間長短。

‧

一旦資料的集合已可開始獲得收益，緊接著市場力就可能會被維持。

3.

因此，當於早期階段就可以確認市場力有建構之潛在可能性時，以銷售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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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2.

額作為申報門檻的標準，可能無法充分掌握應該被管制的企業結合情形。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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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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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由此趨勢觀之，雖然目前沒有對於申報門檻進行修訂，但仍需持續關注考量
engchi U

未來修訂的必要性。+

三、新加坡
新加坡競爭委員會(Competition Commission of Singapore，簡稱 CCS)2017 年
11 月 針對資料應用及發展對於競爭、個人資料保護及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制之影
響提出一份官方研析報告450(簡稱「新加坡報告」)。其中針對涉及資料蒐集及資

450

Competition Commission of Singapore(CCS), Data: Engine for Growth—Implications for

Competition Law,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16th Augus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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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分析相關的結合案例，若導致競爭的大幅減損時，應如何適用其現行競爭法或
進行法制面的因應提出討論。尤其對於 CCS 要如何評估已於市場上擁有大量資
料庫(集)之相關事業的結合，以及 CCS 是否可能將資料庫(集)的合併，可能產生
的資料保護議題，納入結合案件相關的考量因素。
1. 涉及大型資料庫(集)的結合案
依據新加坡競爭法第 54 條第 1 項的規定，任何導致或可能導致於新加坡之
任何市場的競爭產生大幅減損(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之事業結合，皆
應該被禁止，無論其所涉為商品或是服務451。而所謂的「對競爭產生大幅減損」，
依據 CCS 之 2016 結合案實質評估指導原則(CCS Guidelines on the Substantive

政 治 大
果一個合併案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導引出對於市場競爭顯著且持續的減損，而對
立
Assessment of Merger 2016)的說明，需視結合案件實際情況進行個案判斷，但如

消費者造成損害之案件，即可能被認定為「對競爭產生大幅減損」452。例如因為

‧ 國

學

結合讓競爭壓力變小，競爭事業因此不需要持續對消費者提供更好的交易條件，
或因此而無需致力於提升效率或創新等，皆可能是市場競爭減損的開端。

‧

而在執法的角度，
「對競爭產生大幅減損」的產生主要以三個要件來判斷453：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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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大小，評估是否足夠產生適當的競爭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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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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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場占有率與集中度—亦即對於結合前或結合後市場上競爭者的數量

i
n
U

v

Competition Act of Singapore, Article 54 Mergers

(1) …, mergers that have resulted, or may be expected to result, in a 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 within any market in Singapore for goods or services are prohibited.
關於新加坡結合法制說明之相關文獻並可參酌 Lim Chong Kin, Dr Corinne Chew (2018),
Singapore Competition Act-An Annotation, Thomson Reuters Corporation Pte Ltd (trading as Sweet &
Maxwell), at 88
452

CCS(2017), supra note 450, §196, at 82.; CCS Guideline on the Substantive Assessment of

Merger 2016, §4.5 at 66
453

Id. CCS(2017), §200, at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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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場參進與擴張的障礙—評估結合後市場上原先的競爭者是否有能力
進行擴張，或新進參進者能否順利進入市場並產生有效的競爭。潛在競爭者參與
競爭的可能性，包括是否造成參進障礙等。
(3) 買方的抗衡或反制力量(Countervailing buyer power)—買方相對於事業
而言是否具備足夠的反制力量或潛力，能夠與事業進行具備影響力的協商。
新加坡報告指出，CCS 已將上述要件套用於資料驅動的結合案件中。例如
SEEK Asia Investments Pte. Ltd 所營運之 JobStreet 人力資源平台與新加坡另一個
人力資源平台 JobsDB 的結合案。CCS 認為人力資源資料庫需要長時間的建置，
新進參與者即使具備資源，仍然沒辦法在一夜之間就蒐集到足夠的資料。而雙方

政 治 大
等之深度或廣度的人才資料庫。新進參與者必須投入相當可觀的資本進行廣告或
立

結合後，沒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工作入口網站擁有可與結合事業相互匹敵，涵蓋對

行銷，吸引求職者與招聘事業使用新平台，方有可能對抗結合事業已經建立的強

‧ 國

學

大網路效應。因此，這個結合案對於新進參與者形成強大的參進障礙454。

‧

CCS 最終認定此一結合案對於人力資源廣告服務相關市場產生對競爭的大
幅減損，因為結合案使得市場上的競爭狀態失去平衡，也欠缺市場上的其他競爭

y

Nat

sit

者或新進參與者可以提供有效的競爭。更進一步而言，CCS 在本案判斷上，擔

n

al

er

io

憂結合案可能會導致三種非協調效應(non-coordinated effects)的出現：(1)結合事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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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業有能力並可能有動機，透過專屬綁約方式(exclusive “lock-in” contract)防止現有

Ch

engchi

的客戶轉換到結合公司以外之平台，以改變市場結構。(2)結合事業有能力且有
動機將兩個品牌的商品進行綑綁行銷或搭售，防止客戶離開合併的公司。(3)結
合事業幣可能在結合後提高商品服務的價格。然而，即使 CCS 認為市場競爭將
有很大的減損，仍然給予結合事業解決上述三點擔憂的機會，要求結合事業提出
解決的承諾，有條件的允許結合455。

454

Id. §201~203, at 84

455

Id. §204~205, at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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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新加坡報告提出的案例，則為 Thomson Corporation 及 Reuters Group
PLC 的結合案。CCS 認為此處所涉及的為盈利預測市場(earnings estimates market)，
其中 Thomson 是透過軟體或相關應用提供法律、稅務、會計、金融服務、科學
研究以及健康照護相關專業人士加值資訊服務的全球供應商；而 Reuters 則是一
個國際性的資訊公司，主要提供金融資訊、交易能力、軟體以及新聞等資訊給金
融服務、媒體以及其他企業市場的相關專業人士456。兩者之合併導致的資料集中，
被認為形成某程度的參進障礙。然而，本案當中並不僅僅探討資料的集中度，也
探討了這個市場所需要的人才資源。 也就是說這個市場的新進參與者，必須與
大量的經紀人457簽定契約，才足以建構足夠與已存在之市場競爭者相互匹敵的資
料庫，同時亦必須用有具備一定資料整理分析能力的員工，方能將經紀人所產出

政 治 大
因此要進入營利預測的市場
立，除了必須花費時間累積與建構具備一定營運規模的

的眾多數據估算標準化，以利產出對於該市場的平均估計(consensus estimates)。

‧ 國

學

資料庫外，具備一定專業能力的員工以及能夠協助豐富資料庫的經紀人，皆為需
要投入建構的人力資源，兩者亦皆為新事業市場參進的障礙。

‧

然則，本案特殊之處在於結合事業由於具備跨國性，因此其同時也在美國、

y

Nat

歐盟與加拿大提出結合審查申請，皆於本案確定之前獲得同意。而美國司法部

io

sit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簡 稱 DOJ) 及 歐 盟 執 委 會 (European

n

al

er

Commission，本案 CCS 於文獻當中皆簡寫為 EC)要求合併事業提出相當承諾，

456

Ch

e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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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CCS 400/007/07, Notification for Decision: Merger between The Thomson Corporation and

Reuters Group PLC, 23 May 2008, §6~7, at 2
457

根據 CCS400/007/07 決定書§16~20 的記載，Thomson 所提供的資訊服務當中包括一個「售

後經紀人研究」(aftermarket broker research)的服務，提供售後經紀人研究報告(aftermarket broker
research report)。這些研究報告是由賣方的研究組織或少數獨立的研究組織所提供。其內容包括
對於股票、行業或市場的分析，提供相關資訊以幫助投資者做出投資的決定。當然，也包括盈
利的預測(earnings estimates)，也就是預測特定事業未來可能的表現，包括一些關鍵的指標，如
每年或每季預估的每股收益等。CCS 並發現預測分析可能來自於個別經紀人詳盡的記述或來自
於多位經紀人的共識。由此可知專業經紀人在服務分析提供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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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同意的條件458。也因為這些海外的承諾具備國際性的影響，CCS 認為即使
有前述資料庫及人力資源建立的相關參進障礙，仍然認為本案結合不會造成對於
市場競爭的減損。而 DOJ 與 EC 要求結合事業的承諾有大部分是雷同的，綜整
如下459：
(1) 承諾將特定的資料庫複製對外販售，讓資料庫購買者得以快速進入市場
與結合事業競爭。
(2) 允許資料庫購買者從雙方雇用必要的人員，以協助維運所購買的資料
庫。
(3) 在免授權金的基礎下將資料庫相關之智慧財產權、營業秘密、專業技能

政 治 大

(know how)、技術資訊全數授權給資料庫購買方。並須將用以蒐集、整合、一般

立

化以及與傳輸資訊的軟體一併提供，以讓購買方可以運作資料庫。

‧ 國

學

(4) 必須提供購買方在過渡時期的技術支援，讓購買方得以將所購買之資料
庫內化整合成其自身可提供的服務。

‧

(5) 在一段時間內提供購買方定期的資料更新，讓購買方得以有效的與結合

io

sit

y

Nat

事業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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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6) 結合事業必須盡到合理的最大努力協助購買方獲得內容所有人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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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將資料轉移到所購置的資料庫。倘若購買方在一定期限內無法取得資料庫一

Ch

engchi

定比例內容所有人的同意，則結合事業必須同意購買方對於未能取得同意之相關
內容進行重新分配。
(7) 結合事業承諾在一定期間內不會與新的經紀人簽定就售後經紀人報告
的專屬契約。

458

Id. §4, at 1~2

459

Id. §48, at13~14；CCS(2017) , supra note 450, §207, at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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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對於 Thomson 的基本資料庫以及 Reuters 的評估資料庫直接提供資料的
客戶契約而言，必須進行契約的授權。若該契約是無法授權給他人時，合併事業
必須允許客戶得以終止原先與 Thomson 與 Reuters 的契約，以利客戶得以自由的
與購買方締約。
DOJ 與 EC 對於 Thomson 與 Reuters 所要求的承諾，基本上是在確保兩者合
併之後，雙方所擁有具備強大市場力的資料庫，不會因為參進障礙過大，無法形
成市場的有效競爭而言。也就是透過行政手段的介入，強制資料相關市場的結合
事業釋出市場參進與競爭的必要資源。就本案而言，包括基本的資料庫以及可能
取得的人力資源；在資料的部分甚至包括資料來源之合法取得的協助以及一定期
間內的更新，幾乎是要求結合事業盡其所能培植未來可與之匹敵的競爭者。而新

政 治 大

加坡 CCS 則是關注了這個承諾的國際影響力，在跨國企業的結合上以結合事業

立

對 DOJ 與 EC 的承諾作為認定結合案不會對其境內之有效競爭形成減損460，是

學

‧ 國

相當特別的結合審查結果。特殊的承諾條件在後續面臨資料相關市場的結合審查，
尤其如同本案一般，資料本身即為結合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的案例，應可作

‧

為評估的參考。

Nat

sit

y

此 外 ， 新 加 坡 報 告 也 引 用 了 歐 盟 的 Google/DoubleClick 以 及

er

io

Facebook/WhatsApp 結合案，尤其兩個案子當中 EC 皆將競爭資料於競爭市場上

al

的可取得性，以及結合前已存在之競爭者的資料蒐集行為與情況，作為結合後導

n

v
i
n
Ch
致的資訊集中是否讓結合事業獲得競爭上的優勢
，以及結合後市場上是否仍然可
engchi U
以存在有效的競爭的判斷要件。而其所採用的判斷亦為現有的結合審查原則。綜
合評估之結果，CCS 認為即使科技以及資料分析可能是新興的發展，但結合後
導致的資料集中，則並非新的現象，其現有的審查架構已有充分的彈性及力道可
以評估資料集中是否會導致市場競爭的減損。
不過此報告於此僅專注於資料本身即為商品或服務內涵的結合態樣，且主要
針對結合後對市場競爭減損的部分，在現有審查原則下是否可以評估加以考量。

460

Id. §50, at14~15；CCS(2017) , supra note 450, §208, at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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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其他資料相關市場的結合案例與資料集中以外之資訊力的影響並不在考量
之列，因此亦未將類似德國修法所關注的結合案審查門檻等相關議題列入探討。
2. 資料保護於競爭案件之考量
新加坡報告關於與資料蒐集及資料分析相關之結合案執法議題，除市場競爭
減損之評估外，另將資料保護在結合案當中是否應為競爭法所需考量的要件，納
入討論。其主要透過歐盟所處理的兩個與隱私有關的結合案當中歐盟執委會對於
隱私議題的態度作為出發，提出 CCS 對此議題的態度與看法。第一個代表案例
為 Facebook/WhatsApp 結合案，執委會於本案中指陳，本案在結合評估上涉及資
料的部分，只需要針對結合後可能產生的資料集中情況，是否可能強化 Facebook

政 治 大
來之隱私方面的顧慮，並非歐盟競爭法所要處理的範圍，而應該是歐盟資料保護
立
在網路廣告市場及其相關子市場的市場地位的議題進行判斷。而資料集中可能帶

規則的議題。第二個代表案例，CCS 則提出 Microsoft/Linkedln 的結合案461，歐

‧ 國

學

盟執委會在本案針對因為結合而導致資料集中化的情況，亦清楚重申單純隱私的
問題並非競爭的議題。然則，與隱私有關的問題仍然可以納入競爭評估，因為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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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影響甚至可以左右消費者的選擇，故須列入競爭評估。

y

個案來看，隱私保護可能是消費者對於結合事業之市場競爭極為關注的品質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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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中 並 提 及 美 國 聯 邦 貿 易 委 員 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Terr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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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Sweeny 委員曾經在一次演講當中提出，事業對於隱私的決定有可能會影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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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價格的競爭(non-price competition)，因此於結合案應可以將消費者隱私議題列
入調查。惟若所涉隱私議題明顯與競爭無關，則其討論則應該落入消費者保護的
相關法制，而非競爭法462。CCS 則認為其作為新加坡之競爭法主管機關，主要

461

European Commission, “Microsoft/Linkedln”, Case M.8124, Dated 06/12/2016, C(2016) 8404

462

Commissioner Terrell McSweeny’s remarks at the EDPS-BEUC Joint Conference on 29

final

September 2016,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987103/mcsweeny_-_euro_data_protec
tion_conf_9-29-16.pdf (lasted visited October 3, 2018 ); CCS(2017), supra note 450, §215 at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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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應該是促進市場的有效運作，以提高新加坡經濟的競爭力。故只有於資料
保護作為非價格競爭元素，可能影響服務品質的提供，進入到 CCS 所應該考量
及處理的特定市場競爭動態時，方需列入考量。而 CCS 的競爭分析架構，已涵
蓋非價格競爭因素，足以將資料保護議題納入現有評估架構處理之。由此可見，
隱私議題若涉及競爭考量，列入結合案的非價格競爭評估似為國際執法上新的趨
勢。
由上述整理觀之，CCS 於資料相關市場當中涉及競爭減損以及隱私的議題，
基本上採取應用現行執法架構進行判斷之立場，而尚未就規範面的修訂進行考量，
相較於德國列入法制面的評估而言，對法制修訂需要相對保留。

第三節 執法及法規調適探討
政 治

立

大

一、歐盟相關案例導引之省思

‧ 國

學

從本章第一節摘要與整理的個案可以看出歐盟執委會對於數位平台資訊力

‧

競爭的相關案例，在個案分析及市場判斷已逐步細緻化，並形成一些足以作為後
續執法參酌的評估方向或原則，尤其本文於第三章所提到資料影響市場競爭的評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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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要素，亦有部分在選定個案當中被列入考量。以下簡單整理上述個案所導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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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執法作為提出一些整理及想法，作為後續法制探討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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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擁有優勢資料的事業未必即獲得資訊力，尚須就個案市場競爭狀態進
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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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第一節選擇的個案，不乏在市場上本來即具備大量資料匯集的數位平台，
有些平台是因為本身服務的提供即可持續獲得相當的資料量，並可將服務所得資
料透過大數據分析、商業策略研訂、商品/服務整合或是機器學習等方式，進行
商品/服務的改善或創新，提升資料應用的價值及商品/服務的市場力(如
Google/DoubleClick 案 、 Facebook/WhatsApp 案 、 Microsoft/Yahoo! 案 、
Microsoft/Skype 案及 Microsoft/LinkedIn 案等皆屬之)。亦有將資料本身直接作為
競爭商品/服務之核心者，透過對於競爭重要資料的掌握，鞏固或提升其市場地
位(如 TomTom/Tele Atlas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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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個案當中可以看到，握有大量資料的平台，未必即可取得資訊力而對
市場競爭產生影響。資訊力的取得及對於市場可能發生的影響，仍需透過以下條
件進行個案評估：
1. 資料的獨特性與可替代性
此 一 議 題 在 Google/DoubleClick 案 、 Facebook/WhatsApp 案 以 及
Microsoft/LinkedIn 案皆有涉及。Google/DoubleClick 案的部分主要落於判斷
DoubleClick 所持有之 CPI 資料的價值，認為消費者在很多平台都會提供資料，
包括各類入口網站及主要的網路服務提供者都會要求用戶註冊、搜尋引擎也都有
能力蒐集網站使用者行為資料作為廣告目的使用，故 DoubleClick 的 CPI 資料不

政 治 大
目標性廣告服務的資料並不獨特，競爭者仍然可以在開放網路空間蒐集到大量多
立

具備獨特性463。於 Facebook/WhatsApp 案亦然，認定 Facebook 所擁有得以促進

樣的資料464。Microsoft/LinkedIn 案就雙方服務可取得之網路廣告相關資料亦認

‧ 國

學

為市場上與廣告服務有關的資料仍有許多並未受到結合雙方事業所控制，市場上
仍有許多可資替代的資料供結合事業的競爭者取得應用465。

‧

也就是說，於上述個案當中執委會認定資料是否具備獨特性，與市場上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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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替代資料之間有正相關。只要市場上可以找到內容或功能類似的資料可以被用

n

al

er

io

於類似的目的，則個案之資料持有者所用有的資料即不具獨特性，而有替代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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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然則三個案子對於替代性資料的評估可能忽略了不同資料來源、類型及內涵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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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看似可以作為同一目標利用，仍可能因為資料利用者之不同，而有價值上的
差異。不同類型的平台所取得的資料種類、完整度以及即時性並不相同，以
Google/DoubleClick 案為例，即使是市場上的確存在能夠用在網路廣告的資料，
但 DoubleClick 作為一個優質的網路廣告投放服務提供者，透過其自動化的資料
取得與分析機制所建構的 CPI 資料庫，其所涵蓋的廣告服務類型以及對特定廣

463

Google/DoubleClick, §269~270, at 70

464

Facebook/WhatsApp, §187~189, at 33~34

465

Microsoft/LinkedIn, §180, at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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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主/廣告發行商之廣告的使用者利用紀錄的針對性，與其他非廣告服務平台獲
得的使用者資料品質應有不同。Facebook 的資料亦然，其多元、即時、大量且
具針對性的資料來源，佐以 Facebook 強大且快速的演算機制，可以形成的分析
資料，在競爭價值上可能遠超過競爭者自其他網路平台所能取得的資料 466 。
Microsoft/LinkedIn 案執委會在廣告市場的資料替代性判斷亦然，其只是認為消
費者在不同平台本來就會提供個人資料或進行可資分析的網路利用行為，就認定
特定平台服務所取得的資料不具備獨特性，或認為其他平台類似資料就可能具備
替代性467。本文認為此類做法對於網路使用者資料的價值創造，甚至平台對資料
分析演算能力的差距評估得有些簡單。
並非市場上存在理論上可採用的資料，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就有足夠的能力

政 治 大

取得並演算分析出具備同等競爭價值的資訊。Sucke & Grunes 認為能夠創造有效

立

競爭的資料若被少數競爭事業所把持，則合併對於市場競爭的狀態仍可能有所減

‧ 國

學

損的觀點468，本文深表認同。資料是否獨特及有無替代可能性，在涉及資訊力競
爭的市場上，所應關注的並非資料可不可以用在某個用途，而是資料有沒有機會

‧

被萃取成得以進行有效競爭的資源，也就是大數據 4Vs 當中的價值創造(value)。

y

Nat

LinkedIn、Facebook 以及 DoubleClick 在其業務執行範圍內所獲取的資料，除了

io

sit

LinkedIn 於 SI 服務有部分提供給第三方 CRM 服務外，幾乎皆未直接開放於網路

n

al

er

上流通，三者也都具備一定程度的演算分析能力。各該事業結合後市場上是否真

i
n
U

v

的仍然存在競爭價值上足資匹敵的替代性資料，以及是否市場上有其他事業有能

Ch

engchi

力萃取及利用具備競爭價值的資料，方為個案執法判斷上所應該關注的。
2. 資料的排他性
此部分與結合事業是否會進行原料封鎖，或是因為結合而導致競爭之關鍵資
料集中於特定事業，影響市場有效競爭的情況。原料封鎖的部分則主要在垂直結

466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2016), supra note 30, at 79~80

467

Microsoft/LinkedIn, §180, at35

468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2016), supra note 30, at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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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及多角化結合等非水平結合個案當中討論。例如 TomTom/Tele Atlas 案所關注
的導航圖資與導航設備事業之垂直結合，由於 EEA 範圍的導航圖資市場為僅有
兩個主要提供者的寡占狀態469，擔憂結合後是否會刻意排除中下游導航軟體及導
航設備之競爭者接取 Tele Atlas 的導航圖資，形成排他現象。或雖不排除競爭事
業獲得圖資，卻刻意延後中下游競爭商品/服務使用之導航圖資更新資料的時間
470

。 Microsoft/LinkedIn 案 則 主 要 針 對 CRM 與 SI 服 務 整 合 部 分 ， 探 討

Microsoft/LinkedIn 整合是否會使得 LinkedIn 的整體資料集無法由其他競爭的第
三方 CRM 服務所取得以做為 ML 開發之用471。
兩個案例性質上並不相同，TomTom/Tele Atlas 案除了為垂直結合之外，個
案爭議的資料庫本身就是商品/服務的標的。且 Tele Atlas 在導航圖資相關市場已

政 治 大

具備市場支配地位。而 Microsoft/LinkedIn 案就 CRM 與 SI 服務的整合，係屬於

立

多角化結合，兩者間之服務具備互補關係，且爭議之 LinkedIn 整體資料集並非

學

‧ 國

LinkedIn 直接對外提供的商品/服務標的，而是提供 SI、PSN、網路廣告等相關
平台服務所獲取的資料，其中亦只有與 SI 服務有關的資料方有連結第三方 CRM

‧

服務。從兩者的差異性可以看出在資訊競爭的數位平台結合案於資料排他性議題

sit

y

Nat

須考量的因素可能包括：

al

er

io

(1)所涉資料在結合之前是否為市場可取得之資料(結合前的資料取得可能性)

n

以及結合後產生的變動。

Ch

engchi

i
n
U

v

如，Tele Atlas 的導航圖資，本身即為交易的商品標的，於結合前已於市場
進行交易，為市場上可取得之資料庫。LinkedIn 的完整資料庫則僅有 SI 服務所
涉資料與其他 CRM 服務於夥伴作關係過程中提供，其餘並未進入市場。
(2)所涉資料是否為市場競爭的關鍵資料

469

TomTom/Tele Atlas, §20, 73, at6,15

470

Id. §197~199, at 43

471

Microsoft/LinkedIn, §260~264, at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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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Tele Atlas 之導航圖資，為導航軟體及設備商研發及製作產品所必需。
導航圖資的完整性、精確度、更新效率等品質因素，不但影響導航圖資本身的市
場競爭，也影響中下游導航軟體及導航設備的市場競爭。因為消費者實際感知的
為導航圖資的內涵，若更新慢且不精確，將影響消費者購買搭載特定導航圖資的
設備，因此導航圖資也為導航軟體、設備市場競爭的關鍵資料。
至於 LinkedIn 的完整資料集部分，其雖然具備高品質且為夠協助 CRM 開發
ML 應用的資源，但必須視應用 CRM 服務之個案為何，方能決定其資料在開發
ML 上的重要性472。且市場上已有其他 CRM 服務利用其他資料庫進行 ML 應用
之開發，代表 LinkedIn 完整資料集只是 CRM 服務開發 ML 應用的其中一種有價
值的資料，但並非關鍵資料473。CRM 服務開發商即使沒有取得 LinkedIn 完整資

政 治 大

料庫接取的權利，亦不代表其市場競爭力受到影響。因此 LinkedIn 的完整資料

立

庫即非市場競爭的關鍵資料。

‧ 國

學

(3)所涉資料取得之困難度

‧

如，Tele Atlas 的導航圖資在歐盟只有 NAVTEQ 一個競爭者，屬於雙寡頭市
場，且其在個案爭議當時的市場占有率超過 50%474。而導航所需之圖資相較於

y

Nat

sit

一般非導航用途之地圖而言需要有更高的精確度並隨時更新，並能夠與定位技術

n

al

er

io

相互搭配475，並需要透過定位地圖車的田野調查方能建構，參進門檻高。且導航

i
n
U

v

圖資具備地域性，需要長期累積與更新地圖資源，方能在地方市場站穩。因此潛

Ch

engchi

在競爭者進入市場所需成本與時間相對較高。因此導航圖資並非市場上唾手可得
的資料。雖說並非沒有競爭者，市場上也至少有一個執委會認定的競爭事業，能
夠提供替代資料，然則由於 Tele Atlas 市占率超過 50%476，搭載其圖資的設備眾

472

Microsoft/LinkedIn, §261, at 56~57

473

Id.

474

TomTom/Tele Atlas, §20, 73,195 at 6,15,42

475

Id. §19, §28, at 5,8

476

Id. §195, at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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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限制資料接取對下游市場會有明顯得影響。因此導航圖資相較於一般非導航
地圖資源而言，在取得上是相對困難的，若加上提供者的市占率高及市場替代服
務或資源選擇少的情況，其透過排他方式控制資料的取得，以掌握市場優勢的作
為就值得被關注。
Microsoft/LinkedIn 案中 LinkedIn 的完整資料集則與特別建構的導航資料庫
有所不同，其所取得之資料為搭配平台多元服務而來，而所提供的包括 SI、PSN
及網路廣告等服務，在市場上本來即具備其他競爭者存在，且除了 PSN 服務之
外，其他服務在 EEA 範圍內的市場占有率皆不高，即使主要的 PSN 服務也大致
在 20~30%之間，SI 服務則約 10%~20%，非搜尋廣告服務即使與 Microsoft 合併
計算仍僅有 5%~10%之市占率477。因此 LinkedIn 從所提供之服務而取得的資料

政 治 大

在市場上並不獨特，並有其他可得的替代來源。只是 LinkedIn 與其他競爭者間

立

由於服務獲得使用者之高度信賴，故其資料集的品質(例如使用者資料的更新程

‧ 國

學

度)可能較高478。至於 LinedIn 於結合後若不將完整資料集對外釋出，是否會因此
導致其他 CRM 競爭事業在資料取得有困難？從執委會的調查發現，並不盡然。

‧

因為根據市場調查，即使 LinkedIn 並沒有將完整資料集市場化，也就是說並未

y

Nat

將 SI 相關資料以外之其他資料也對外分享，市場上仍有其他的資料提供者足以

er

io

注的排他狀態。

sit

提供類似功能的資料，故所涉資料取得之困難度不高479，不會形成競爭上需要關

al

n

v
i
n
Ch
因此，判斷資料取得困難度的因素，可能包括法律上限制、事業不願分享或
engchi U
有資料取得之時間上優勢之影響等。其判斷也與市場上是否存在有可資替代的資
料，以及握有具備競爭價值之資料的事業，實際在市場上的影響力等。
(4) 暫時性排他狀態的發生

477

Microsoft/LinkedIn, §171,223,283, at 33,48,60

478

Id. §248, at 54

479

Id. §260~262, at 56~57
188

DOI:10.6814/DIS.NCCU.LAW.001.2019.F10

此部分常出現在資料本身為商品的個案。具有一定資訊力的事業，具備能夠
率先取得資訊更新的地位，而獲得市場競爭的先機。在 TomTom/Tele Atlas 案即
關注到此一議題。因為 Tele Atlas 作為導航圖資來源，掌握第一手圖資更新資訊，
與 TomTom 結合後只要限制其他下游競爭廠商圖資更新速度，即形成暫時性的
排他狀態，讓 TomTom 獲得競爭優勢480。故個案當中必須確保 Tele Atlas 不能對
於下游其他競爭者施以資料更新時間上的差別待遇。
3. 相關市場上競爭/潛在競爭服務之存在與否
事業結合對於相關市場競爭狀況可能帶來的影響，視每個結合案皆需要進行
的評估。而數位平台具備動態市場的特色，市場競爭的變化可能相當迅速，甚至

政 治 大
爭或潛在競爭事業的判斷，有其困難度。以 Google/DoubleClick 案為例，市場調
立

潛在競爭的出現亦可能有超出預期的情況。如何適當的拿捏劃分市場範圍，對競

查過程中曾有部分意見認為按照 DoubleClick 在技術、客戶以及資料優勢，若讓

‧ 國

學

其持續壯大，有機會成為 Google 於廣告服務的潛在競爭者。同意其結合，則將
使得有機會出線的競爭者因此消失，未必對促進市場競爭有利481。然則執委會以

‧

DoubleClick 資料受到契約限制其資料利用而認定其成為潛在競爭者的機會不高

Nat

482

sit

n

al

er

io

亦無法判斷。

y

，是否因此喪失一個 Google 可能的競爭對手，就目前雙方已結合的狀態而言，

i
n
U

v

於 TomTom/Tele Atlas 案當中，結合事業曾經提出 Google 或是 Microsoft 未

Ch

engchi

來有機會憑藉強大的技術能力以及財務能力，搭配使用者社群的反饋，進入導航
服務的競爭市場，因此為導航服務的潛在競爭者483。然執委會並沒有採納這個見
解。認為導航圖資需要時間的累積以及專業的田野調查，Google 或 Microsoft 等

480

TomTom/Tele Altas, §197~199, at 43

481

Google/DoubleClick, §222~225, at 60~61

482

Google/DoubleClick, §257~267, at 67~69

483

TomTom/Tele Atlas, §110,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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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資訊服務大廠要進入 EEA 範圍內經營導航服務，在時間上就已遲延484，且
靠消費者不精確的回饋勢必無法與專業田野調查相提並論，故認定此處並無潛在
競爭的疑慮485。然則就目前市場狀況來看，Google 幾乎以全世界為範圍提供導
航服務，TomTom 其後亦與 Google 競爭對手 Apple 合作建構 Apple Map，導航
設備及圖資市場面臨巨大的競爭挑戰486。也就是說執委會於個案當時似乎忽略了
行動科技及定位技術發展的趨勢，低估行動載具普及導引而來的資訊匯集可以創
造多大的市場力。因此在數位平台相關市場競爭層面的競爭者與潛在競爭者的評
估，必須將科技發展的因素納入考量，適度從結合事業主張的市場預測與競爭者
或技術市場所提出的意見併同分析，不能求 100%正確，但求更貼近結合後市場
發展的趨勢。
4. 資料蒐集與利用的限制

立

政 治 大

在 Google/DoubleClick 案執委會探討了關於 DoubleClick 資料庫於結合後是

‧ 國

學

否 將 更 加 強 化 Google 在 網 路 廣 告 市 場 的 獨 占 地 位 問 題 。 其 中 提 到 由 於
DoubleClick 與其客戶訂有限制資料利用的相關契約，因此結合後資料利用受到

‧

限制，也因此認定 DoubleClick 資料利用的限制使其不致於成為 Google 廣告服

sit

y

Nat

務的潛在競爭者487。Facebook/WhatsApp 案當中 WhatsApp 則是受到原先服務設

er

io

定 對 隱 私 及 資 安 的 保 證 ， 限 制 其 對 使 用 者 資 料 蒐 集 及 利 用 的 範 圍 488 。

al

Microsoft/LinkedIn 案亦提到 LinkedIn 資料集之後續利用實際上受到其對用戶公

n

v
i
n
Ch
布的隱私權政策、EEA 範圍內適用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制與
2018 年生效的 GDPR
engchi U

484

Id. §128~130, at 28

485

Id. §120, at 25~26

486

Mark Gurman(2018), supra note 379

487

Google/DoubleClick, §257~267, at 67~69

488

Facebook/WhatsApp, §173~174, a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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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利用範圍即可能性有限，故未必會讓 Microsoft 有足夠的動機進行資料
的封鎖489。
從這些個案可以看出資料蒐集與利用的限制可能存在於事業與消費者、合作
夥伴間的契約關係、品質相關的使用條款或政策(如隱私權政策)或是針對特定資
料類型加以限制的法令規範。然則，執委會在上述三個個案當中，幾乎認定這些
資料利用的限制，結合事業沒有機會或沒有動機打破限制，創造新的利用可能性。
感覺上執委會對於事業維持特定現況發展或是遵循可見之營運方向有某程度的
信任感。然則實際發展未必如此，無論是契約、品質保證以及相關個人資料保護
法制的限制，都有轉圜或突破的餘地與機會。端看結合事業認定所涉資料的價值
是否值得打破現有的網路效應並創造新的網路效應，或是否值得依循法制給予的

政 治 大

途徑自資料主體獲取資料利用的其他機會。其中 Facebook/WhatsApp 案已出現結

立

合事業打破審查過程當中所提之結合計畫的情況490。姑且不論結合事業在案件審

學

‧ 國

查過程當中對執委會就資料串連等相關技術的隱匿或欺瞞，資訊力可以帶來的市
場價值在 Facebook/WhatsApp 案已凌駕維持 WhatsApp 原有透過資安及隱私之品

‧

質保證而創造的網路效應。

Nat

sit

y

在動態競爭且具備高度技術發展與變化特性的數位平台市場，打破現有策略

er

io

或網路效應以建構新的網路效應或創新服務，相較於其他傳統產業市場而言更加

al

容易。因此在個案評估過程對於具有突破點之資料蒐集與利用限制，可能要更細

n

v
i
n
Ch
緻的評估，包括技術層面之可行性，以及資訊力在經濟層面的獲益可能性，結合
engchi U
整體價值是否符合結合事業的計畫或主張等，皆應列入評估。
5. 資料帶來的學習效應
結合案所涉資料是否得以協助結合事業改善與提升商品/服務品質，帶來學
習效應，亦為資料影響市場力需要評估的要素。在 Microsoft/Yahoo!案即提到搜

489

Microsoft/LinkedIn, §255, at 55

490

European Commission(2017), press release (IP-17-1369), supra note 246; Annie Palmer(2018),

supra note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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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引擎若要形成有效競爭，平台的規模與創新能力皆有其重要性491。而平台必須
具備一定的規模，才有機會獲得有效的資訊以促進平台演算法的自我學習與創新。
因此執委會支持 Microsoft/Yahoo!關於搜尋演算與搜尋廣告相關技術及服務的結
合，使其有機會可以相互支持成長，提高搜尋引擎的使用率，逐步累積搜尋引擎
機器學習所需的資料量，以與具市場支配地位的 Google 作某程度的競爭492。而
在本論文第四章探討的 Google Search(Shopping)案亦曾探討搜尋引擎其中一個市
場進入障礙就是市場參進者必須試圖累積足夠大量的使用者關鍵字，方能有效促
進搜尋引擎演算法的機器學習，提升搜尋引擎的精確度與競爭力493。
Microsoft/LinkedIn 案當中亦針對 LinkedIn 完整資料集對 CRM 服務之機器學
習應用的研發的重要性進行探討。從本案當中可以看出 LinkedIn 的完整資料集

政 治 大

對於 CRM 的 ML 發展是非常有價值的資料。若 Microsoft 或其他 CRM 服務提供

立

者獲取 LinkedIn 資料進行 ML 相關應用的研發或精進，對於個別 CRM 服務的市

學

‧ 國

場競爭力都會有所幫助。因此可以說 LinedIn 的完整資料集是具備學習效應的資
料。只是由於市場上 CRM 類型多元，其所需要用於 ML 的資料也多元，LinkedIn

‧

僅為其中一種資料來源，是否會針對特定產業的 ML 形成強大的市場力，就個案

y

Nat

當中執委會以及市場調查之相關廠商的回應來看，尚無法預測494。反面來說，其

n

al

er

io

影響市場的資訊力。

sit

因為具備促進學習效應的本質，也未必沒有可能於未來特定產業的應用層面形成

Ch

(二)隱私保護於結合個案的判斷

engchi

i
n
U

v

隱私保護的議題在涉及個人資料匯集的平台，基本上都會碰觸到。無論是關
於數位平台蒐集平台使用者的個人網路利用習慣、消費傾向、所在位置等資訊進
行 分 析 ， 做 為 提 供 目 標 性 廣 告 服 務 之 用 ( 如 Google/DoubleClick 案 、
491

Microsoft/Yahoo!, §109~110, 152, at 17, 25

492

Id. §155~159, at 25~26

493

Googoe Search(Shopping), §286, at 62

494

Microsoft/LinkedIn, §261, at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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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WhatsApp 案、Microsoft/Yahoo!案等)。或使用者為有效利用平台服務，
而自行提供個人資料，如 Facebook 社群平台使用者主動提供個資、言論、照片、
影音等資訊，以及 WhatsApp 的使用者聯絡資訊。或是 Microsoft/LinkedIn 案當
中 LinkedIn 平台上使用者主動提供並更新的個人專業資料495等，皆涉及龐大的
個人資料。
而此部分的討論在上述個案當中可以說是漸進式的發展，最早的
Google/DoubleClick 案雖然意識到個人資料在案例當中可能存在影響，但並不認
為應該列入競爭法的評估，僅在結論當中提醒事業後續的個資法令遵循以及對使
用者基本權利的保護496。Facebook/WhatsApp 案則進階到關注 WhatsApp 若改變
其隱私或資安保護之政策，可能帶來的消費者服務轉移497。但兩者都聲明隱私保

政 治 大

護屬於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制應處理的議題，而非競爭法應處理之議題498，而未

立

有更深一層的評估。直到 Microsoft/LinkedIn 案，執委會方直接點明資料隱私保

學

‧ 國

護的相關法制，對於事業透過資訊集中而獲得市場力可能形成限制。且若相關個
案當中隱私若為競爭之重要品質因素，亦須列入市場競爭之評估。

‧

1. 隱私保護法制之限制對於競爭法個案之影響

y

Nat

sit

於第三章資料影響市場力因素之排他性部分的探討，即有提到資料在市場上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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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會形成排他性的因素，可能包括法制面的限制。尤其在數位平台而言，個人資料

Ch

495

Id. §57~58, at 12

496

Google/DoubleClick, §368, at 97

497

Facebook/WhatsApp, §174, at 31

498

Facebook/WhatsApp, §164, at 29

e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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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相關法令499的限制即有可能讓特定資料於市場上的接取可能性降低，使得市
場先驅參與者相較於後進的競爭者有資料累積上的優勢。Microsoft/LinkedIn 案
更直接點明，個人資料保護法制(包括 GDPR)的存在，讓 Microsoft 於結合後對
LinkedIn 之高價值資料的利用受到限制，相對降低其對於 LinkedIn 資料集採取
原料封鎖策略的動機500。換句話說，雖然結合帶來有應用價值的資料集中，卻因
為個人資料相關法令規範的限制，讓結合事業資訊力的取得受到壓制。
Microsoft/LinkedIn 案也提及當 GDPR 生效後，使用者對個人資料的控制可
能性更高，將更進一步限制結合事業接取及利用資料的能力。此處實際上導引出
了相關市場所涉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的修訂，對於事業資訊力之取得，及平台的市
場競爭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以 GDPR 第 20 條所規範的資料可攜權(right to data

政 治 大

portability)為例，GDPR 賦予個人有權向握有其個人資料的資料控制者(例如取得

立

個人資料的數位平台)取得結構化並為常用且機器可讀格式的個人資料，並有權

涉及隱私以及個人資料保護或是處理利用的管制等議題，在各國的規範狀況與體系並不

y

Nat

499

‧

‧ 國

學

且不受限制的將資料轉移到其他的資料控制者501。此一規範在數位平台層面將可

sit

相同。以我國而言，涉及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等議題的法制規範，除了個人資料保護法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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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及其相關子法外，資通安全管理法則就屬於該法認定之關鍵基礎設施、公營事業或政府捐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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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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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財團法人者，就所持有之資訊亦須依據該法及相關子法之規制處理及維護。故此處所謂個人資

Ch

engchi

料保護相關法令，依所涉個案狀況而有所別。
500

Microsoft/LinkedIn, §178, at 34

501

GDPR, Article 20

The data subject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ceive the personal data concerning him or her, which he
or she has provided to a controller, in a structured, commonly used and machine-readable format and
have the right to transmit those data to another controller without hindrance from the controller to
which the personal data have been provided, where:
(a) the processing is based on consent pursuant to point (a) of Article 6(1) or point (a) of Article
9(2) or on a contract pursuant to point (b) of Article 6(1); and
(b) the processing is carried out by automated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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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形成一個競爭上的影響，亦即在歐盟境內提供服務或是向歐盟會員國提供服務
的數位平台，都必須要能夠提供使用者得以任意轉移其個人資料的檔案格式，並
不得限制其轉換。如此可能提高使用者平台多棲的發生，並降低使用者服務轉換
的成本，提高平台維持使用者黏著度及網路效應的困難502。
由此可見個案所涉相關市場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的規範及其變化，對個案事業
資訊力的取得，及市場競爭的狀態，如消費者轉移成本、資料的替代性或補充資
料的取得可能性等皆可能產生影響。應視個案的需要，對影響市場競爭的層面，
進行適度的評估。
2. 隱私作為品質競爭的評估

政 治 大

Facebook/WhatsApp 案提出了 WhatsApp 對使用者的吸引力在於其資安與隱

立

私保護的品質。並且認為一旦 WhatsApp 變更其資安與隱私保護的程度，在免費

‧ 國

學

服務使用者轉換成本不高的情況下，將立即面臨使用者的流失 503 。故認定
Facebook 應該沒有足夠的動機於結合後改變 WhatsApp 的資安及隱私機制與政策。

‧

Microsoft/LinkedIn 案則提出了隱私因素可能是 PSN 使用者選擇平台必須考量的
品質因素，若結合後 Microsoft 決定利用 LinkedIn 之完整資料庫進行商品/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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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

提升，而可能影響消費者的隱私保護時，亦可能導致使用者對平台的不信任，而

al

n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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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In exercising his or her right C
to data portability pursuant to paragraph 1, the data subject shall
U one controller to another, where
h e n g cdirectly
h i from
have the right to have the personal data transmitted
technically feasible.
3.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shall be without prejudice to
Article 17. That right shall not apply to processing necessary for the performance of a task carried out
in the public interest or in the exercise of official authority vested in the controller.
4.The right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shall not adversely affect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others.
502

Aysem Diker Vanberg , Mehmet Bilal Ü nver, "The 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 in the GDPR and

EU competition law: odd couple or dynamic duo?", in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Vol
8, No 1, 2017 at 7
503

Facebook/WhatsApp, §174, a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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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以 LinkedIn 作為 PSN 服務的主要平台，使得 LinkedIn 資料庫的價值因此降
低504。
有趣的是，在 PSN 服務競爭的層面，執委會在 Microsoft/LinkedIn 案探討的
不單只是隱私保護的品質降低，可能導致的使用者轉移。尚包括一個影響隱私作
為品質因素的個案競爭策略—將 LinkedIn 服務納入 Microsoft 作業系統的預先搭
載服務或整合至 Office 套裝程式。因為這樣的競爭策略所形成的「現狀偏差」，
以及跨服務整合的互補性及便利性，可能凌駕使用者對於 PSN 服務原先重視的
隱私因素，讓使用者轉移對 PSN 隱私保護品質的關注505。最後可能導致提供較
優質之隱私保護的 PSN，因為 LinkedIn 受強勢的 Microsoft 作業系統及 Office 套
裝軟體整合的加持，喪失原有的品質競爭優勢。本文認為，此一狀況並非單純僅

政 治 大

是隱私作為品質因素會面臨的問題，而是預先安裝軟體或預先的軟體整合，而主

立

搭載/整合軟體本來在市場上具備一定市場地位時，對品質競爭的市場都可能產生

學

‧ 國

的影響。但也凸顯了隱私相關的品質競爭會因為商品/服務採用的競爭策略而受到
牽制，某程度也反映此類品質因素在市場競爭層面消費者的感受度的強弱。

‧

二、法規調適探討

y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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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公平交易法對於結合的規定，主要依循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規定之結合

n

al

er

態樣處理，並於第 11 條規範結合之事前申報門檻，要求事業結合應於三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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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進行事前申報，包括：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或參與結合

Ch

engchi

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或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
金額，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為結合審查時，主管機關須依循公平交易法
第 13 條之規定評估，如事業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主
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而就一般結合案件的審查，主管機關已訂定「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下簡稱「結合處理原則」)作為依循。
對數位匯流相關事業之結合，於「整體經濟利益」的評估部分，除了結合處理原

504

Microsoft/LinkedIn, §121, at 24~25

505

Id. §309~310,350~351, at 68,76~77
196

DOI:10.6814/DIS.NCCU.LAW.001.2019.F10

則第 13 點揭示的整體經濟利益考量因素之外，則另於數位匯流規範說明第六點
補充了以下六點得考量之因素，包括：1. 是否有助於促進相關市場之競爭、2. 是
否有助於提供涵蓋範圍更廣、更多樣化及高品質之服務、3. 是否有助於提昇國
際競爭力，並促進研發及創新、4. 是否具消費面之網路外部性、5. 參與結合事
業將內部利益予以外部化之計畫、6. 是否有助於內容數位化、應用多元化，及
提供創新之數位匯流整合性服務。而此處的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即為
本論文所指之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
由本章第一節歐盟執委會近幾年針對數位平台結合案之審查，以及第二節國
際法制代表性的發展方向來看，對於與平台資訊力影響相關的數位平台結合議題，
可以發現除了德國直接進行限制競爭防止法之修正外，日本與新加坡的主管機關

政 治 大

仍是以不改變現有法律規範為原則，試圖將所關注或是曾經處理的個案先以國內

立

現行法之規範檢視，再評估是否進行配套審查規則的調整或補充。其中日本部分

學

‧ 國

的審查規則，則尚包括對於歐盟代表性案例(如 Facebook/WhatsApp)執法經驗衍
伸的討論，一併納入處理。因此就國際法制發趨勢以及歐盟相關個案對我國法規

‧

調適的啟發，大致可歸納為四個部分：結合審查門檻補充之必要、涉及平台資訊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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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影響之結合審查原則、以及隱私議題與結合審查之關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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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結合審查門檻補充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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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對數位平台相關結合案例調整結合事前審查門檻的，主要為德國限制

Ch

engchi

競爭防止法第九次之修正案之第 35 條(1a)項，以 Facebook/WhatsApp 案為基礎，
讓審查門檻不再以營業額為基礎，使得尚未取得高營業額，但在市場上已經具備
發展潛力或其他競爭價值，而由其他事業願意高價併購之事業的結合案，以結合
價值超過 4 億歐元為門檻，納入結合的事前審查。日本目前則尚未針對與資訊力
相關的結合案，調整結合案事前審查的門檻，但提到參酌 OECD 的研究，若在
事業早期階段就可以發現特定事業在未來將有市場力建構的潛在可能性，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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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場競爭潛力時，以銷售額作為申報門檻的標準可能無法充分掌握應被管制的
結合案件506。
我國公平交易法之結合審查事前申報門檻，基本上是以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
率或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作為基準507，本來即並非僅以銷售額或營業額作為基
準。不過在涉及資訊力的市場，不只因為有許多服務係免費的特性，而較難計算
銷售額，其資訊力的強弱，亦未必能以市場占有率來評判。也就是說，新創的公
司，可能還沒有具備一定的市場占有率，但具備強大的資料演算技術開發能力，
或已獲得具備特定應用價值的資料(如：來自於曾經參與之其他市場的資料)，與
其他事業結合時可以創造極具競爭力的資訊力。再者，數位服務變化複雜，數位
平台可能採取多角化結合的方式(如 Microsoft/LinkedIn 案)，且由於多邊市場的特

政 治 大

性，各邊市場之相互影響亦須列入考量。因此可能參與結合的事業因為多角化結

立

合的關係，結合後並不會改變其於個別市場的市場占有率，但因結合所帶來的資

學

‧ 國

料集中或不同市場資料的交互應用，可能讓結合事業因資訊力的建構而取得某程
度的市場力，對於市場競爭或市場參進形成限制。若僅以市場占有率或年度銷售

‧

額作為門檻，此類藉資訊力強化競爭優勢的個案，很可能被忽略。因此德國採用

y

Nat

結合整體利益的概念，試圖網羅未達一定規模但具備競爭優勢(含資訊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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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

或潛力的事業合併，亦能由主管機關介入審查，似乎是個可行的做法。即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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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i 後續的追蹤研究，亦認為這樣的門檻的確可以將新創或是小型具競爭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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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業納入結合審查，有機會可以對於數位平台環境競爭動態的維持介入處理
5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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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要新增市占率與銷售額以外的強制事前申報門檻，以使得涉及具有資
訊力優勢或可能強化資訊力優勢而影響市場力的事業結合，不會因為被結合之一
方市場占有率不高或沒有銷售額而被忽略。而考量採用德國的做法，就結合整體
506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Research Center(2017), supra note 53, at

64(EN), 55(JP)
507

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

508

BMWi Report (2018), supra note 256, summary of the report’s recommendati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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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進行評估，則該用怎樣的整體價值作為基準是有困難的。要比照德國的 4
億歐元，抑或其他的標準，需要有國內實際個案的整理方能適當訂定。也許可以
將國內數位平台型態做個分類，統計一下多數事業市場價值評估的狀況，以及類
似結合案件通常的出價的幅度。或是以設定倍數的方式，例如規定收購方出資超
過被收購方整體市值之 X 倍之結合案，應向主管機關事前提出申報者是。
初步而言，在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強制事前申報的門檻之外，目前我國在結
合處理原則第 7 點規定適用簡化作業程序之結合申報類型有包括不到特定市占
率之小型事業，並於第 8 點規定有第 7 點簡化作業程序之例外，其中包括不易界
定相關市場範圍或參與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或參與結合事業所屬相關市場存
在高度障礙、高市場集中度等其他具有重大限制競爭不利益之疑慮之情形，也許

政 治 大

個案上可以用解釋的方式，讓不到或難以計算市場占有率，但在資訊力層面影響

立

競爭疑慮的個案，納入一般結合審查。惟在並未明示競爭資料或資訊力相關文字

學

‧ 國

的情況下，可能導致此類結合案主動申報的可能性降低，可以考慮於例外條款中
納入結合事業出現與市場競爭相關之資料集中可能強化結合事業市場力、關鍵資

‧

料受到控制或有其他因個案所涉資料整併而有影響市場競爭之虞時，適用一般作

si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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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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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涉及平台資訊力影響之結合審查原則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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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此處可以探討的包括第一節歐盟個案當中判斷用以作為結合影響判斷的相

Ch

engchi

關要素以及國際立法及法制政策探討部分針對審查原則調整的相關討論。
1. 數位平台市場新創數位服務之潛在競爭影響
德國 BMWi 委託研究報告在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九次修正後，持續針對結合
數位平台結合審查原則部分，建議未來可將具支配地位之事業整體的競爭策略
(如：連串的併購規劃)納入評估，降低具備未來競爭優勢的新創事業在尚未在市
場上站穩時即被併購，無法接續發展而成為現有市場大型先進參與者的競爭對手，
影響未來相關市場的有效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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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將數位事業發展潛力納入結合審查之評估，如果從歐盟的個案來看，
包括 DoubleClick、WhatsApp、Skype 及 LinkedIn 實際上都是在數位平台市場特
定領域內具備發展潛力的服務，且已在特定服務領域取得一定的知名度。尤其
Google/DoubleClick 案 ， 執 委 會 在 調 查 過 程 中 ， 部 分 受 訪 之 事 業 亦 提 到
DoubleClick 有精良且有發展潛力的廣告投放等相關技術及服務，並獲得的大量
有價值的 CPI 資料，有可能是 Google 未來在廣告服務市場的潛在競爭者，結合
將影響未來市場的有效競爭。然執委會以 DoubleClick 所擁有之 CPI 資料在應用
上有契約之限制，而 Google 本身也有取得廣告相關消費者行為資料的能力為由，
認定 DoubleClick 與 Google 結合並不會使得結合事業取得更大的競爭優勢且不
會導致競爭上的不利益。DoubleClick 是否可能是 Gogole 在廣告服務潛在而有力

政 治 大
在網路廣告市場的支配地位
立，尤其因為併購 DoubleClick 所獲得的廣告投放技術，
的競爭者，因為其已被併購，而無法為實際上的判斷，可以看到的是，Google

‧ 國

學

在併購案之後發展更加穩定與強大。而 Facebook/WhatsApp 案則是在結合審查過
程當中，讓執委會誤以為其在系統及資料整合上有困難，且沒有足夠動機進行整

‧

合。卻在短短幾年內將 Facebook 與 WhatsApp 完成用戶資料介接，並開始提供
網路廣告服務，WhatsApp 的市場地位以及原先堅持的價值因而減損。因此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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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的是，在數位平台相關市場上，具備支配地位之平台對於新創而具備潛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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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服務進行併購，是否為刻意透過併購手段降低未來競爭壓力，對於未來市場
有效競爭可能會產生之影響，是否亦須納入結合評估。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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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概念與實務上多數看法認為新創公司由大公司收購，不但可以獲得更
多的資源，在競爭市場上有所依附，並代表新創公司的成功，有所不同。數位平
台市場本來是個具動態競爭特性的市場，搭配技術與服務的推陳出新，讓市場競
爭活絡。市場先驅參與者為了因應快速的動態競爭，必須不斷精進與創新其服務，
帶動數位平台市場持續的價值創造，提供平台服務使用者更多且更優質的選擇，
挹注極大的消費者利益。雖說新創數位服務可能可以藉由被具備市場支配地位之
大型平台併購，而讓其服務能夠更早且更迅速為平台使用者所接受。要達到此一
效果，必須是該事業於結合後仍有機會維持其服務達一定的時間，方可看出結合
對於該服務的市場化以及數位平台整體服務的多元價值有所幫助。若結合後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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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保有其服務而可能被弱化或消失，則是否因而扼殺具潛力的創新服務，允許
結合反而降低市場動態競爭的能量，是值得思考的。
而即便審查過程納入此一原則，發現大型平台併購對象確有極大可能發展為
足資與該平台特定服務市場相互競爭的機會，是否應該禁止其結合或如何可透過
附款方式試圖維持競爭發展的可能，將考驗主管機關的智慧。本章第一節摘要的
歐盟執委會處理案例，每個案件皆為核准的處分。即使 Facebook/WhatsApp 案事
後執委會發現結合事業有欺瞞的情況，仍然維持核准的處分結果。新加坡報告提
到的 Thomson Corporation/Reuter Group PLC 案，即使包括歐盟執委會、美國 DOJ
以及新加坡 CCS 都認為此部分涉及大量資料集中，產生市場參進的障礙，有影
響結合後市場競爭的疑慮，仍透過提出極為特殊的附款要求而允許結合。足見競

政 治 大

爭主管機關在面對數位化相關市場時，以允許結合為原則，若真有疑慮則多半透

立

過附款方式予以防範，較難做出直接禁止結合的決定。這樣的結果基本上是可以

學

‧ 國

理解的，因為除非競爭主管機關也有與大型數位平台一樣的大數據分析能力以及
足以餵養及促進相關演算法發展的資料，否則要比大型數位平台更精確掌握未來

‧

市場發展方向以及評估相關事業的競爭潛力是有困難的。也就是為什麼 BM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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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建議須將結合事業整體策略列入考量，以其整體策略推導出相關被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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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對於大型數位平台的競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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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數位匯流規範說明第六點對於結合申報所涉整體經濟利益的考量，於

n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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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第六款當中已提示了關於數位匯流事業的結合審查
，得考量結合是否有助於內容
engchi U
數位化、應用多元化，及提供創新之數位匯流整合性服務。某程度上已有兼顧到

維持數位市場多元發展以及跨平台的特性。本條款實務應用案例大致為有線電視
與數位媒體之相關結合案，著重強調網路 IP 化、接取寬頻化、內容數位化及應
用多元化的趨勢，使得數位匯流相關市場競爭的界線不應侷限於傳統之系統劃分
的市場(如有線電視市場)，而應該考慮平台整合等匯流趨勢的發展509。而案件審

509

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民國 106 年 09 月 21 日公結字第 106002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民國

100 年 04 月 29 日公結字第 100003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及民國 99 年 10 月 29 日公結字第 099004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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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結果亦多半採取支持結合，認為未來之數位匯流趨勢應是逐步整合於單一網路
平台，結合有助於強化數位匯流發展，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的不利益。
但尚未有針對數位化新創服務未來競爭潛力是否因為大型平台事業的結合策略
受到影響的相關討論及類似的個案評估。未來若涉及大型數位平台併購新創潛力
服務的類似個案，或是可以嘗試透過平台整體競爭策略評估新創事業對平台競爭
的價值，再評估是否以附款方式要求結合事業必須給予受合併之新創服務一定期
間的市場發展期，避免將相關服務直接瓦解消失，以維持市場多元創新的發展機
會。至於是否在特定個案禁止結合以扶植未來可與大型平台相互抗衡的新興競爭
勢力，此部分尚需進行一段時間的觀察與討論。如同前述案例所指，目前數位平
台相關市場的確有多角化經營，也就是由整合/旗艦平台提供多元服務的趨勢。

政 治 大
Corporation/Reuter Group 立
PLC 案，雖然允許結合，卻要求必須相對扶持可與之競

但 是 否 維 持 這 樣 的 趨 勢 是 適 當 的 ？ 或 如 同 新 加 坡 報 告 所 提 的 Thomson

經濟分析及案例的觀察方能有所定論。
2. 針對涉及資訊力案件之結合審查原則補充

‧

‧ 國

學

爭的事業，也就是維持市場競爭動態活絡的發展是重要的。可能需要更進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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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結合審查原則當中，基本上並未有針對數位平台結合相關資訊力影響的

er

io

部分有特別的審查原則。僅於數位匯流規範說明第六點整體經濟利益評估當中提

al

到消費面的網路外部性，也就是網路效應的部分，與數位平台的競爭判斷有較為

n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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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密切的關係。綜整本章歐盟執委會處理之代表性案例以及國際法制政策之研議，
engchi U
大致可將涉及資訊力影響之數位平台結合個案可納入判斷審查原則整理如下：
(1) 市場地位的判斷

此部分可以參考德國第九次修正案第 18 條(3a)項之規定作為基礎，包括直
接與間接網路效應、使用者併行使用多種服務及其轉換的成本(即平台多棲)、網
路效應相關的規模經濟(包括平台因為演算機制與網路效應的運作，形成大量且
多元資料匯集及應用而產生之規模經濟)、獲取與競爭相關的資料以及創意驅動
的競爭壓力(包括市場動態競爭的狀況以及創新服務進入市場的難易度)等，皆為
可以參考納入評估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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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涉資料對競爭的影響
此部分則可參酌本節第一部份對於歐盟案例導引之省思，本論文第三章第三
節所整理之資料影響市場競爭之評估要素，所做的整理，以及日本檢討報告所提
出的評估重點建議。需要注意的是，資料對於競爭的影響變化很大，擁有大量資
料的匯集不代表一定能夠為結合事業帶來市場力，因此必須以個案實際狀況作為
評估，不可一概而論。在資料是否促進競爭力或資料市場因為結合而出現限制競
爭之情況，也許可以就以下項目作為切入判斷的起點：
A. 界定多邊市場個別涉及之資料類型及資料交互運作的情況(包括多角化
結合各類資料與演算技術之相互影響)

政 治 大

B. 判斷所涉資料是否為相關市場競爭之關鍵資料

立

C. 市場上類似服務存在之情況以及相關資料的接取可能性與困難度(含是

‧ 國

學

否有替代性資料或互補性資料的存在)

‧

D. 是否出現資料的排他性情形(含握有關鍵資料者不願分享、排他性條款、
暫時性排他之時間利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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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是否存在資料利用的限制(包括事實上、契約上或法律上的限制等)

n

F. 是否存在演算法與機器學習的介入，強化資訊利用效能以建構市場力

Ch

e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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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以資料為產品/服務核心之個案，有無相關限制競爭之行為(包括對下游市
場資料接取之限制或差別待遇)
H. 科學技術研發及實務預測之應用趨勢
I.其他關於所涉資料特性應評估的因素(包括所涉資料是否具備時間累積的
特性、獨特性、即時性、時效性、有助於深度學習等)
(三) 隱私/資料保護之於競爭法與結合審查
數位平台上關於使用者個人隱私之問題與競爭法之關係，實際上並不限於
結合審查的個案。只是因為目前國際實務案例當中對於此一議題的競爭法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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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論文的研究範圍內以結合案為大宗，故將此一議題暫列於本章討論。另德
國聯邦卡特爾署於 2019 年 02 月 07 日對於 Facebook 整合不同服務及第三方來
源之使用者資料之行為，以構成競爭法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行為予以禁止510。
此一決定更進一步敲動了個人資料保護或隱私相關法制與競爭法之間的鏈結。
雖礙於案件決定時間已為本論文提交尾聲，無法仔細納入案例探討，仍將於本
小節將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對於個人資料保護及競爭法的關聯之重點詮釋依循本
文討論脈絡適度納入，展望未來對此議題之持續追蹤研究。
平台使用者隱私的保護與使用者如何獲得更優質、更符合自身需求的平台
服務，基本上是處於天秤的兩端。消費者必須積極的權衡是否要共享個人相關
的資料以取得更好的服務511。而平台所取得的個人相關資料並不完全來自於個

政 治 大

人自主提供的資料，尚包括透過各類科技技術對於使用者之各項網路使用行為

立

的追蹤與分析。平台對於個人相關資料利用的範圍亦不限於回應使用者的提出

學

‧ 國

的需求，其亦可能將資料利用於促進廣告服務的收益甚至用來與其他數位平台
進行交易512。平台透過消費者已知、可控制或無從得知、無法控制的方式蒐集、

‧

分析與利用與消費者相關的資料，多方應用以取得足以影響市場競爭的資訊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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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實際上已超過消費者與平台對於隱私保護之約定以及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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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所涵蓋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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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0 年 OECD 所提出的隱私保護八項原則513開始，包括 APEC 於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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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Framework) 以及依循
年的隱私保護框架(APEC Privacy
OECD 或 APEC 相關原
engchi U
510

514

Bundeskartellamt, Bundeskartellamt prohibits Facebook from combining user data from

different sources, 07/02/2019,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Meldung/EN/Pressemitteilungen/2019/07_02_2019_Fac
ebook.html?nn=3591568 (last visited at February 07, 2019)
511

Bertin Martens (2016), supra note 1, at 38

512

Id.

513

OECD, The Privacy Principles, http://oecdprivacy.org/ (lasted visited at January 2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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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所建構的個人料保護法制(如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515)以及 2018 年歐盟施行的
GDPR516，在個人資料的蒐集層面皆建構在個人被充分告知或認知的情況下同意
(informed concent)於特定目的範圍內提供個人資料供蒐集者處理及利用，也就是
我國大法官釋字第 603 號解釋所揭示之對個人資訊隱私權的尊重517。GDPR 更
進一步強調了公平與透明化原則(the principles of fair and transparent)，要求資料

1. Collection Limitation Principle： “There should be limits to the collection of personal data and
any such data should be obtained by lawful and fair means and, where appropriate, with the knowledge
or consent of the data subject.”
514

APEC Privacy Framework 2015, available at http://cbprs.org/privacy-in-apec-region/

政 治 大

III. Collection Limitation, 24. “The coll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should be limited to
information that is relevant to the purposes of collection and any such information should be obtained

立

by lawful and fair means, and where appropriate, with notice to, or consent of, the individual

‧ 國

515

學

concerned”

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明文揭示，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十九條第一

‧

項第五款所稱同意，指當事人經蒐集者告知本法所定應告知事項後，所為允許之意思表示。第
十六條第七款、第二十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同意，指當事人經蒐集者明確告知特定目的外之其

y

sit

io

GDPR,

er

516

Nat

他利用目的、範圍及同意與否對其權益之影響後，單獨所為之意思表示。

al

n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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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 h any freely given,Uspecific, informed and unambiguous
(11) ‘consent’ of the data subject means
engchi
Article 4

indication of the data subject's wishes by which he or she, by a statement or by a clear affirmative
action, signifies agreement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relating to him or her.
Article 6
1. Processing shall be lawful only if and to the extent that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applies:

(a) the data subject has given consent to the processing of his or her personal data for one or
more specific purposes;…;
517

大法官釋字第 603 號解釋：「…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

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
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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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必須被充分告知資料控制者(data controller)已存在的資料處理、操作程序、
目的、資料的分析以及相關分析可能導致的結果518。也就是說包括歐盟及參考
OECD 八項原則及 APEC 隱私保護框架建構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國家而言，個
人資料的提供是採取個人在充分認知之狀態下同意的方式進行(opt-in)519。
從前述相關法制及解釋可以看出，採用 opt-in 規則的國家及區域，數位平
台與其個人使用者於個人資料的蒐集、處理及利用層面，應該是建構在法律規
制的基礎下所形成的權利義務關係。而個人資料相關法制的規範，是保障個人
資訊隱私權最基本的門檻，至於數位平台與平台使用者要如何確定資料蒐集、

518

GDPR, §60

立

政 治 大

“The principles of fair and transparent processing require that the data subject be informed of the

‧ 國

學

existence of the processing operation and its purposes. The controller should provide the data subject with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ensure fair and transparent processing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and context in which the personal data are processed. Furthermore, the data subject should be

519

‧

informed of the existence of profiling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such profiling….”

國際上個人資料保護法制隨國家及地域而有所不同，有些國家如我國、日本及歐盟相關

y

Nat

sit

國家目前有個人資料保護專法作為基本規範，部分國家如美國則散落於不同法律規制。對個人

al

er

io

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的態度亦有所不同。歐盟採用充分認知後同意的 opt-in 方式為較嚴格的規

n

範。加上 GDPR 多項新的規定，使歐盟成為目前國際資料保護規範最為嚴格之區域。相對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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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並未針對個人資料保護訂定專法，而是在特定法律當中附加與個人資料保護有關之規定，

engchi

因此原則上允許事業對個人資料的蒐集，在必要時由個人拒絕事業對其資料的蒐集與後續的利
用(opt-out)(參酌 Bertin Martens (2016), supra note 1, at 40~41)。因此根源於美國的大型數位平台，
包括 Google、Facebook 等近年來在個人資料蒐集與隱私的保障，於國際上也備受挑戰。2019 年
1 月法國國家資訊與自由委員會(Commission Nationale de l'Informatique et des Libertés，CNIL)依
據 GDPR 對於資訊控制者之公平與透明義務的要求，對 Google 處以約計 5 仟萬歐元(€50 million)
的罰鍰(參酌 CNIL, The CNIL’s restricted committee imposes a financial penalty of

50 Million

euros against GOOGLE LLC,
https://www.cnil.fr/en/cnils-restricted-committee-imposes-financial-penalty-50-million-euros-against-g
oogle-llc#, last visited at January 27, 2019 )，對於數位平台未來在個人資料的蒐集與後續的處理分
析，可能帶來相當的衝擊，影響平台資訊利用及資訊力建構的發展，值得持續關注相關規範於
實務操作及平台資訊力競爭之間可能產生的相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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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及利用之目的、範圍、期間、對象以及可能採用的方式、技術或其他保障
等，皆仰賴平台明確的說明、告知以及雙方的約定。但是實務上數位平台在大
數據相關技術與分析的應用層面，要完全符合 opt-in 規則的要求是有困難的，
部分論者認為，在數位平台環境下所謂的充分認知後同意，十分不切實際520。
且在個人資料被蒐集後可以利用的層面以及型態的多元化與複雜度，要使用者
真的達到充分認知，亦有其困難。故部分文獻認為，個人對於資料是否提供的
決定，以及市場上與個人資料相關結果，不大可能反映個人對於隱私真實的評
估521。
然而無論個人是否實際上可以充分認知數位平台對於其資料可能的蒐集及
後續的處理、利用，平台對於使用者個資的保障在法令規制以及雙方約定的層

政 治 大

面上，都應該是在其主觀認知且信賴平台對其個人資料及隱私保護的承諾，所

立

進行的選擇。在雙方信賴的基礎下，數位平台即使進行事業結合，亦需要在符

學

‧ 國

合法律及雙方對隱私保護約定的基礎下維持初始資料蒐集時對於使用者的承諾。
若數位平台希望透過結合方式產生資料集中及更進一步的資料使用，可能超過

‧

使用者原先同意的範圍及認知，不但對於使用者的隱私保護有所影響，亦會導

y

Nat

致使用者原先選擇使用特定數位平台所依恃的價值受到改變，可能導致使用者

io

sit

作出轉換服務的選擇。而後者，就是結合案波及事業對消費者隱私保護承諾，

n

al

er

改變平台隱私保護品質，在數位平台競爭層面作為非價格競爭元素所應關注的
其中一個部分。

Ch

e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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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數位平台除了直接透過自身平台服務所獲取之使用者資料外，尚有其他多
元 的 資 料來 源 ， 例如與 其 他 平台 或 服 務合作 或 串 接所 獲 取 之資料 等 。 在
Facebook/WhatsApp 案執委會的調查過程當中即探討到 Facebook 與 WhatsApp
平台是否可能於結合後建立跨平台的連結關係522，將所屬用戶帳戶連結甚至進

520

Bertin Martens (2016), supra note 1, at 38

521

Id.

522

Facebook/WhatsApp, §159~160, at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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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跨平台資料之蒐集與整合利用523，已揭示了跨平台資料串接對於數位平台競
爭具備一定程度的價值，有個案評估的必要。而德國聯邦卡特爾署 2019 年 2 月
對於 Facebook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處分，更進一步針對 Facebook 與所轄服務
以外之其他第三方平台合作，所為的使用者資料串接、蒐集與利用行為加以審
視524。認為 Facebook 利用在德國網路社群平台的市場支配地位，透過其所擁有
之其他平台服務(如 WhatsApp 或 Instagram)或第三方平台與 Facebook 服務的連
結(如採用「like」或「share」按鈕或利用「Facebook Analytics」服務)在使用者
未有認知的情況下獲取使用者資料，不但違反歐盟隱私權保護規則而讓使用者
受到損害525，並構成「剝削性濫用行為」(exploitative abuse)526。
因為 Facebook 的市場支配地位，讓使用者無法防堵與控制其對多方來源資

政 治 大

料的整合，Facebook 並可因此透過對於這些有價值之資料的應用，優化其各項

立

服務以進一步綁定更多用戶527。卡特爾署採用德國競爭法執法當中關於「剝削

學

‧ 國

性商業條款」(exploitative business terms)的概念，於檢視 Facebook 的使用條款
時將資料保護相關規則當作評估是否構成剝削性濫用的標準528，認為個人資料

‧

保護法制基本上是在確保使用者在不被強迫的條件下自由的決定其個人資料該

Bundeskartellamt(2019), supra note 510

er

524

io

Facebook/WhatsApp, §167, at 30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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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523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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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處分同時公布的背景資料提及，
於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對於 Facebook
此處認定使用者所受
U
i
e
h
n
gc
的損害為喪失對於其個人資料的控制權。包括無法控制其個人資料將如何被使用，或了解從哪
525

些來源的那些資料可能為了哪個目的而與 Facebook 帳號連結之資料相互整合與利用。(參考
Bundeskartellamt, Bundeskartellamt prohibits Facebook from combining user data from different
sources-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the Bundeskartellamt’s Facebook proceeding,press release,
07/02/2019 , available at: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Pressemitteilungen/2019/07_02_2019_F
acebook_FAQs.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6, at5 )
526

Bundeskartellamt(2019), press release, supra note 510

527

Bundeskartellamt(2019), Background information, supra note 525, at 5

528

Id. at 6; Bundeskartellamt(2019), press release, supra note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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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被利用，並帶有保護個人之資料不被相對市場方剝削的意涵。Facebook 在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制(包括 GDPR)之情況下，於使用者未有認知及自主同
意時，由第三方平台獲取使用者資料並與使用者帳戶整合的行為，已侵害使用
者對個人資料的控制。不但違反其與使用者間關於個人資料保護的契約責任，
並導致 Facebook 商業利益與使用者利益間的不平衡529。以其行為構成剝削性濫
用，向 Facebook 所擁有之兩種資料來源提出要求，其一、針對旗下平台(如
WhatsApp 及 Instagram)部分，各該平台仍然可以持續蒐集個人資料，但若要將
相關資料與 Facebook 使用者帳戶整合，必須獲得使用者的自主同意(voluntary
consent)；其二、針對自第三方網站蒐集之資料，若要與 Facebook 使用者帳號
連結，亦僅能在獲取使用者自主同意的情狀下方能進行530。等於直接將個人資

政 治 大

料保護法制之要求作為競爭案件處分之條件。

立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並於 Facebook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中對於個人資料保護

學

‧ 國

是否應於競爭法執法當中審視提出看法。認為網路社群平台是一種資料驅動的
產品，其對於個人資料的接取是影響事業市場地位的必要條件531。因此對於此

‧

類資料驅動的平台於使用者個人資料的處理，並不僅與個人資料保護主管機關

y

Nat

有關，亦與競爭法主管機關相關連532。且依據本章所提及之德國限制競爭防止

io

sit

法第九次修正案第 18 條(3a)項規定，指出競爭資料之獲取已被認為是影響市場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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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相關因素。因此監控擁有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對於具備競爭價值之個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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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資料的處理已非個人資料保護執法所能涵蓋，而應為競爭法主管機關的任務533。

Ch

engchi

因此在競爭案件的處理上必須將資料保護相關規範納入評估，尤其在涉及判讀

529

Bundeskartellamt(2019), Background information, supra note 525, at 6

530

Bundeskartellamt(2019), press release, supra note 510

531

Id.

532

Id.

533

Bundeskartellamt(2019), Background information, supra note 525,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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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款於個人資料的處理上是否適當之時534。由此可見隱私/資料保護與競爭
法之執法並非完全不相關的議題，惟是否直接將隱私/資料法制作為判斷數位平
台市場支配地位之標準，德國 Facebook 處分案之後續發展，值得繼續觀察。
關於隱私議題是否應納入結合案件審查，在歐盟代表案例及相關研究文獻
當中已有相當討論。歐盟較早的案例見解，包括 Google/DoubleClick 案535 及
Facebook/WhatsApp 案536多半採取認定隱私並非競爭法案例需要考量的範疇，而
頂多在 Google/DoubleClick 案以附款方式提醒結合事業未來必須注意隱私的保
護。Facebook/WhatsApp 案則提到隱私與資安作為 WhatsApp 的競爭價值，故結
合事業應無打破的動機。但較新的 Microsoft/LinkedIn 案則明白提出隱私議題若
與案件之市場競爭有關聯，或是案件所涉隱私保護相關法制可能對個案競爭狀

政 治 大

態有所影響，則應列入結合案件之審查537。

立

日本檢討報告亦在結合評估重點中提出，若是涉及隱私保護為競爭核心的

‧ 國

學

數位平台結合，須將隱私保護列入結合審查538。例如個案涉及以隱私為品質競
爭重點時，以附條件方式要求結合事業於結合後保證不會更改隱私保護政策(如

‧

WhatsApp 面臨調整隱私/資安政策的情況)，或對於結合後涉及隱私之資料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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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附加某程度的限制或禁止539。新加坡報告則另外提到美國聯邦貿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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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Terrell McSweeny 委員的意見，認為事業對於隱私的決定可能影響非價格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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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I d.

535

Google/DoubleClick, §368, at 97

536

Facebook/WhatsApp, §164, at 29

537

Microsoft/LinkedIn(2016) , press release IP-16-4284, supra note 393

538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Research Center(2017), supra note 53, at

61(EN), 52(JP)
53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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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因此結合案應該可以將隱私議題列入調查540。CCS 亦採取一樣的看法，認
為隱私保護作為非價格競爭元素，會影響服務品質的提供，因此在個案當中可
列入考量541。
從以上發展可以看出，將涉及結合案市場競爭之隱私議題納入評估，應為
國際執法的趨勢。且目前國際上對於隱私的法制保護已是跨國性的壓力。除了
各國國內法的限制外，國際性組織在跨境隱私保護的議題上也相當著重，不但
對跨境資料傳輸與利用產生限制，亦連帶影響各國法制的調整，以期符合國際
法制趨勢。包括 APEC 的跨境隱私保護框架(APEC Privacy Framework542)及規則
系統(The Apec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System，簡稱 CBPRs)，以及歐盟已生
效的 GDPR，皆為跨國服務的資料交換與法制產生影響。相關法制內容應用上

政 治 大

甚至可以形成對於市場競爭資料法律面的限制，對於以資料競爭為主體，且具

立

備跨國界應用特性的數位平台而言，影響不容小覷。例如本節前述所提到的

學

‧ 國

GDPR 資料可攜權，即有可能增加目前已具備一定市場參與度的數位平台經營
上的成本(包括初始資料格式、系統調整之成本以及必須絞盡腦汁強化使用者忠

‧

誠度以維持有效之網路效應的成本等)，並相對降低了平台使用者轉換服務的成

y

Nat

本，使得平台多棲更加容易，皆可能引響結合案件相關市場競爭議題的判斷。

io

sit

對於個人資料在蒐集與利用上的限制，亦會牽涉到結合事業對於結合所涉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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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之利用限制、市場上替代資料的取得難易度以及個別平台資料保護強度對
使用者忠誠度的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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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近年已積極參與國際隱私保護的法制架構，歐盟 GDPR 規範通過亦對
國內部分提供國際服務，尤其涉及進入歐盟相關市場的服務產生影響。因此產
業端將更加著重隱私保護的品質及法律遵循，加上因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的建構
及相關保護概念的普及化，消費者對於平台在資訊安全或資料保護的認知與要

540

Commissioner Terrell McSweeny’s remarks at the EDPS-BEUC Joint Conference on 29

September 2016, supra note 462; CCS(2017) , supra note 450, §215, at 87
541

CCS(2017), supra note 450, §216, at 88

542

APEC Privacy Framework 2015, supra note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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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亦相對提高。因此在結合案涉及資料集中的相關個案當中，以現階段而言至
少須將兩個部分列入考慮：其一、當隱私為平台消費者會專注的品質競爭要素
時，事業結合是否可能帶動隱私保護程度的改變，或影響消費者之選擇。以及
其二、系爭個案是否受到國內或國際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所規制，其規制的
內涵是否於個案所涉市場競爭有影響。隱私保護議題並不僅存在於數位平台相
關結合案例，但會以數位平台相關市場之影響為大宗。故建議初步可於數位匯
流規範說明之結合部分，補充參與結合事業以隱私為競爭要素時，結合對隱私
品質與消費者轉換之影響。以及結合事業所涉資料受到隱私、個人資料或其他
資料保護法制規制時，結合後相關法制對市場競爭可能產生之效果。

立

政 治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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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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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平台資訊力與聯合行為
數位平台資訊力應用涉及聯合行為的議題，目前實務案例上討論較少，主要
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其一為演算法應用可能出現的勾結行為，其二則在於複數事
業共同蒐集資料進行技術研究發展的議題。前者關於數位平台對於演算法的利用
可能產生的緘默勾結及對市場競爭的限制，為繼資料驅動的數位平台結合議題之
後，目前國際競爭法制實務就數位平台資料競爭議題開始著手關注的面向。例如
德國獨占委員會、德國聯邦卡特爾署、法國競爭管理局、新加坡公平交易委員會
以及 OECD 皆已著手對於演算法導引而來的競爭法執法及適用議題進行研究。
而關於共同資料蒐集的議題，則主要有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日本檢討報告當中

政 治 大
論，卻也於報告結論當中提到「數位聯合行為」(digital cartel，日文：デジタル・
立
提出部分探討543。而日本檢討報告雖然沒有針對演算法帶來的卡特爾議題進行討

‧ 國

學

カルテ ル ) ， 也 就是 事業透 過價格 演算 機 制或採 用利益 最大 化 的人工 智慧

(profit-maximizing AI)可能造成價格勾結等議題，需要被持續關注544。尤其針對

‧

事業間是否具備相互聯絡的意圖以及對交易施以不合理的限制等問題等545。由於
本論文關注的重點在數位平台的資訊力議題，而數位平台主要係以演算法的應用

Nat

sit

y

作為蒐集、處理、分析及利用資料以強化資訊力並取得市場力的基礎，故本章將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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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演算法所帶來的涉及聯合行為或事業勾結行為之相關議題作為探討的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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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為研究發展而共同蒐集資料，亦可能是透過演算法之方式進行，然而為研發而共同

蒐集資料之行為若對市場競爭無損，則因其整體而言帶動社會的進步，基本上不違背競爭法規
範的目的。故事業透過演算法形成的共同行為未必一定帶來聯合行為的負面效益，合先敘明。
只是共同研發非本論文軸心之數位平台資訊力對市場競爭影響之主要議題，故暫未納入討論。
544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Research Center(2017), supra note 53, at

67 Note 2(EN), 57※2 (JP)
545

Id. at 66(EN), 56(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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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平台服務的成功與否，其平台機制的建置是否符合服務需要與使用者期
待，並可以快速精確的進行資訊的處理分析，十分重要。因此透過各類軟體與演
算法的交互作用，快速取得、分析與利用大量即時的數據資料，以提高競爭優勢，
應該是數位平台的拿手好戲。而在數位化的競爭環境當中，只要相關資料處於可
被讀取的狀態，無論是開放性的資料，或經過授權即可取得，皆可透過演算法設
計與運作加以取得運用，並由此洞悉市場動態，取得決策的先機。因此平台無不
致力於開發各類演算機制，除了藉此更有效率的取得大量而有用的資訊外，並可
透過自動化的機制對於相關資訊進行篩選、歸類與分析，進一步應用於商業策略
或競爭決策。無論是促進自動化的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直接透過演算法
進行訂價即時調整，甚至針對不同消費族採納差異化的訂價(price discrimination)

政 治 大
位平台取得資訊力的重要環節。
立

或協助平台調整經營行銷方向，都是演算法可以達成的任務，亦是演算法協助數

學

‧ 國

此外，部分論者認為在各國極力發展 AI 的當下，數位平台等相關事業積極
投入演算法開發以進行大量數據的蒐集與分析，形成一個資料驅動的數位市場環

‧

境，實際上亦是在為未來 AI 系統的競爭鋪路，因為 AI 的發展需要大量的資料

y

Nat

之持續匯集，透過演算法的深度學習逐步建構起來。也就是說，掌握更好之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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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事業也能夠使得自身技術的機器學習成效更好，也更能站穩未來的 AI 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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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爭腳步546。因此目前資料驅動的數位市場競爭，可以說是未來 AI 發展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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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市場競爭的前奏。對於演算法在數位平台資訊力競爭上所帶來的競爭法執法議

Ch

engchi

題，實有加以探究並持續了解的必要。

現階段的數位平台及其相關市場的發展下，競爭事業透過演算機制即時掌握
市場，在資訊過度透明的狀態下，可能在有意無意間採納相同的市場策略(如，
採用相同的訂價)，在外觀上形成類似於勾結(collusion)的狀態。晚近許多探討關
於媒體與科學及大數據與競爭議題之文獻，時而影射甚至直接明示資料與智慧演
算機制的交互應用，可能促成或強化卡特爾。因此在平台資訊力與聯合行為之探

546

Gintarė Surblytė, Data-driven econom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emerging competition law

issues?, WUW vom 03.03.2017, Heft 03, Seite 120 - 127, WUW1228973, at 1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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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上，演算法扮演的角色、在聯合行為執法上可能引發的衝擊及法制面是否有因
應的必要，為本論文在資訊力主要著重的部分。

第一節 演算法對數位平台市場競爭之影響
進入演算法應用對市場競爭影響的討論前，必須先對演算法進行定義。在
John MacCormick 所著之九個改變未來的演算法一書中，認為演算法基本上是「一
種精確的配方，用以確立解決特定問題所需要的確切步驟與順序547」
。也就是說，
演算法應是按照利用者之需要，為解決特定問題或達成其使用目的所設計，由利
用者納入資訊系統進行操作。因此，演算法形態與功能可以非常多元，並可以持
續修改與創新。本論文事業合併案例當中之 Microsoft/Yahoo!案當中即討論到搜

政 治 大

尋引擎所必要的搜尋演算法，是搜尋引擎不斷精進修正及創新以維持市場力關鍵。

立

搜尋引擎可以透過平台使用者之關鍵字搜尋與連結點選等各項使用行為進行分

‧ 國

學

析，調整所運用的搜尋演算法，使得搜尋結果更加符合使用者期待，以鞏固甚至
吸引更多的使用者參與。因此演算法亦多半與機械學習相互搭配，藉由機械學習

‧

的反饋與修正，提高服務的品質及滿足消費者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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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論文第三章第三節對於資訊力對市場競爭影響之討論觀之，大數據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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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數位平台對於演算法的應用，帶來市場的高度透明化，對於市場競爭而言有正
反兩面的影響。其中利用演算分析預測未來價格變動或市場變化而在競爭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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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市場訂價的默契或協議，甚至進一步透過對於競爭者訂價狀態的即時掌握，

engchi

監控競爭者間對於訂價協議遵守的情況，對於市場而言都可能產生限制競爭的反
效果。然則，競爭事業在外觀上一致的訂價行為，是否真的具備勾結的行為，是
否真的有相互間意思的聯絡，是否形成協議並有加以遵守的意願，在以演算法作
為耳目、橋樑甚至執行者的狀態下，並不容易判斷，對於競爭法的執法將產生影
響。且演算法之利用，在數位平台市場的運作上，可以讓競爭事業相較於其他產

547

“…an algorithms is a precise recipe that specifies the exact sequence of steps requiresd to

solve a problem.”- John MacCormick, Nine Algorithms That Changed the Future: The Ingenious Ideas
That Drive Today’s Comput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y 5, 2013,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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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類型，更能快速而準確的掌握競爭者的動態，而對競爭者的商業決策即時反應。
事業只要掌握充分的資訊，即可獨立完成訂價決策。若必須對於事業間是否有合
意或意思連結加以判斷，勢必產生執法上的困難548。
而演算法係透過一連串已設定的運算程序不斷執行，於數位網路環境運作，
則可依據指令對於目標資料、情境或對象進行連結監控，一方面得以即時掌握資
訊的動態，形成持續更新的數據資料庫。同時因為掌握資訊的迅速精確，在競爭
事業彼此存在協議或勾結時，成為監視事業是否違背協議，甚至建議或直接施以
制裁的有力工具。且演算法基本上是冰冷的程式執行，可以排除人類執行的非理
性因素，及降低人為錯誤判斷的機會，故研究認為在數位環境下，透過演算法進
行卡特爾(cartel)的維持，比運用人力維持更有效率 549。過往探討寡頭壟斷問題

政 治 大

(oligopoly problem)時，認為寡頭市場因為競爭者間高度的相互依存以及對彼此

立

自我意識的掌握，較容易形成緘默勾結。然而此一想法可能會因為數位平台市場

學

‧ 國

的特性而被顛覆，因為演算法在數位平台市場更容易發揮其效用，而可能將緘默
勾結的產生以及維持由寡頭市場延伸到非寡頭市場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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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演算法於事業勾結行為的角色

al

Ariel Ezrachi 與 Maurice E. Stucke 教授將演算法之於促進勾結的角色分為

n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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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The
四種，分別是作為「資訊傳遞者」
、作為
「軸和輻」(Hub and Spoke)、
U
h eMessenger)
i
h
n
gc
作為「可預測的代理人」(The Predictable Agent)以及延伸到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應用的「神之視角」(God View)與「數位之眼」(Digital Eye)551。
認為演算法因其設計與功能的不同，影響事業競爭及串聯勾結的可能性與情境亦

548

邱映曦(2018)，數位平台市場大數據應用與競爭法, 前註 8,頁 65

549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 supra note16, at 14~15

550

Id.

551

Ariel Ezrachi, Maurice E. Stucke, (2016), supra note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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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因此並非所有運用演算法產生的事業勾結行為皆無法運用現有競爭法
聯合行為之判斷與執法原則加以處理。其分類重點大致可摘要如下：

一、資訊傳遞者(The Messenger)
事業僅以演算法作為彼此之間傳遞訊息的工具，相關決策仍係由人為主導者
稱之。也就是說，此類聯合行為的形成與傳統聯合行為的發生並無不同，事業仍
然透過相互的協議達成訂價、市場分配、減少產量等各類協議，只是在執行的層
面，將演算法納入應用，於協議完成後透過數位網路與演算機制監控聯合行為之
成員對協議的遵守與落實552。於此型態的演算法應用，基本上與一般聯合行為之
形成無特別不同，僅在數位環境下透過演算法溝通以協助聯合行為的成就，包括

政 治 大
為成員意志的延伸，有機會取得事業相互串聯及謀劃的人為足跡，固可透過現有
立

聯絡、監控甚至制裁游離成員553等，且演算法所為的監控甚至制裁。既為聯合行

‧ 國

學

聯合行為規範與執法工具處理之。

二、軸和輻(Hub and Spoke)

‧

將演算法作為協調競爭者間的訂價或商業活動的中心樞紐(Hub)，透過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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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協調競爭者的訂價及商業活動。透過此類演算法，競爭事業彼此之間即使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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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聯繫或溝通，實際執行的結果仍然會產生類似水平聯合的影響554。此類型的

al

v
i
n
Ch
為軸心(Hub)，向外控制複數的共謀事業為輻(Spokes)
e n g c h i U，使共謀行為得以運作者是。
n

事業共謀行為並非僅存在於數位平台競爭環境，而其特徵在於由一個首腦事業作

參與事業於共謀行為中的功能由軸心事業來安排與掌握，作為「輻」的參與事業
彼此之間不需要具備直接的聯絡關係，而是在具備共同合作以及共同利益之認知

552

Id. at 39

553

Id.

554

Id. at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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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依循者軸心事業的控制規則完成所欲形成的限制競爭狀態555。軸心事業相較
於其他參與之事業可能產生垂直聯合的協議，但同意參與事業間的水平合作。
此類型態在數位平台中較為著名的案例，即為 2009 年美商蘋果公司(Apple)
與美國六大出版商針對電子書(e-book)訂價的聯合行為案556。本案當中 Apple 找
尋出版商合作之目的在於建立 iBookstore 電子書銷售平台，並與當時最大的
Amazon 電子書銷售平台競爭。所採用的聯合行為方式，則是自己扮演聯合行為
當中「軸」的角色，分別跟主要出版商談論如何打破 Amazon 所壟斷維持的電子
書低價訂價狀態的策略，亦即打破原來電子書市場的批發模式(Wholesale Model)
轉變為代理商模式(Agency Model)，讓其作為販售電子書之仲介平台，並比照
App 商店收取每筆銷售佣金，並建議出版商對電子書進行 12.99~14.99 美金的區

政 治 大

段訂價557。Apple 於此聯合行為當中不但是提供電子書閱讀之行動載具(iPad)製

立

造商，iBookstore 同時是仲介電子書交易的平台服務提供者，與出版商屬於垂直

學

‧ 國

市場的關係。其並直接與各大出版商商談，分別取得合作的協議，讓各出版商認
為參與這樣的共謀行為對於電子書價格提升與獲利，於長遠而言是有益的。透過

‧

共同的遊戲規則及平台機制掌握此一聯合行為的狀態，軸與輻的關係可謂相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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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軸與輻的聯合行為當中納入了演算法的角色，則演算法除了可能作為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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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聯合行為運作之輔助工具外，亦可能取代上述案例當中 Apple 的 Hub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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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透過演算方式協助參與事業形成共同訂價。例如，水平競爭事業採用上游事
engchi U
業所提供的訂價演算法，透過相同會類似演算法的分析進行同類商品服務的動態

訂價時，就如同採用相同或相類似的大腦來形成價格策略一樣558，彼此之間不需

555

Id.

556

U.S. v. Apple Inc, 952 F.Supp.2d 638, 2013-2 Trade Cases P 78, 447 (S.D.N.Y, Jul 10, 2013).

557

Id.；邱映曦，電子書出版時代的競爭－蘋果 e-book 聯合行為案初探，科技法律透析，

第 26 卷第 7 期，頁 33~38，2014.07
558

Ariel Ezrachi, Maurice E. Stucke (2016), supra note 110, at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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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進行直接的溝通，只要有採用相同或相類演算法的共識，就可以達到價格聯合
的結果。而與第一類以演算法作為資訊傳遞者的態樣不同之處，在於資訊傳遞角
色的演算法僅執行參與事業所下的指令，無法對於聯合行為之狀態進行控制。而
軸與輻的態樣，演算法則可扮演聯合行為有效執行的控制角色，包括前述的動態
價格決定以及確定參與事業是否遵循合作共識等。
然則事業應用相同或類似的演算法，並不代表其主觀上有形成聯合行為的想
法或共識，亦可能只是因為因緣際會而採納了相似的演算法以掌控價格。即使動
態訂價的結果，使得水平競爭事業的訂價相同，亦無法證明競爭事業彼此之間有
聯合行為。於此情況執法者必須透過實際證據蒐集找到軸與輻的控制狀態，至於
法律責任可以涵蓋的範圍到哪裡，則有討論空間。例如，是否必須涵蓋到提供或

政 治 大

設計撰寫演算法之上游提供者？尤其技術本身通常是中性的，若要追究演算法應

立

用所產生的限制競爭結果，演算法撰寫者設計演算機制的動機是否包括違法的目

‧ 國

學

的，是否也應作責任的評估等559。

‧

三、可預測的代理人(The Predictable Agent)

y

Nat

競爭事業之間並未有明示或默示的反競爭協議，而係透過全行業普遍使用的

io

sit

價格演算機制，帶領競爭事業進入普遍高額訂價的狀態560。此部分與軸與輻型態

n

al

er

當中水平競爭事業選擇相類演算法有部分類似，透過選定的演算機制產生類似於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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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結的狀態。而此型態在違法認定上更為困難，原因在於事業間似乎真的沒有進

Ch

engchi

行相互的溝通，卻產生勾結的結果，在學說及實務上稱為「緘默勾結」(tacit
collusion)561。相對於當事人明示共謀的聯合行為之違法性，水平事業自然產生的
平行行為，即使可能源自於緘默勾結，仍可能不會被認定為違法。

559

OECD(2017),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digital age,

http://www.oecd.org/daf/competition/Algorithms-and-colllusion-competition-policy-in-the-digital-age.
pdf (last visited August 28, 2018) , at 39
560

Ariel Ezrachi, Maurice E. Stucke(2016), supra note 110, at 56

561

Id. at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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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過往的案例經驗觀之，在寡頭且價格相對透明的市場環境，有利於緘默
勾結的形成 562 。Ariel Ezrachi, Maurice E. Stucke 提到的美國瑪莎葡萄園島
(Martha’s Vineyard)之石油價格案563即為一例，此一市場為一個寡頭市場，在有
限的地理範圍內，僅有個位數的加油站於島上提供服務，且加油站的市場參進者，
因為所需要投入的資本以及相關法令的嚴格要求，本即屬於參進門檻高的市場。
對於在島上開車的消費者而言，加油為必要的開支，因為供應者有限，因此無論
油價如何提高，消費者仍然必須在一定的距離範圍內購買汽油。而系爭商品的特
性具有高度的同質性，每日各類石油價格直接公告於各家加油站看本，即便是浮
動的也是完全透明化。因此在此一市場上，因為高度的透明化，使得競爭者間可
以很快掌握競爭對手公告的即時油價，立即因應。當然在競爭者間有意識的尋求

政 治 大
如此一來，島上的各加油站的經營者很容易發現，降價已非獲利的方法，而維持
立

價格一致的的狀態下，亦因為高度透明化，而更能發現違背價格協議的競爭者。

‧ 國

學

高價反而對整體有利564。

於數位平台的競爭環境當中，競爭事業不需要聚集在有限的場域，而僅需紛

‧

紛採用價格演算機制分析市場資訊及訂價，即會促使市場透明化提升，透過持續

y

Nat

的應用及機械學習，亦將使得所採用的演算機制能對於市場進行更精確的預測分

io

sit

析(predictive analytics)565。為了能夠順利地進行預測分析，競爭事業必須能夠結

n

al

er

合包括現時發生的資訊、歷史資訊以及第三方資訊以有效預測未來對其事業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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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狀況566，透過演算機制篩掉資訊的雜音而獲得更精準的結果。而預測要能

Ch

engchi

562

OECD(2017), supra note 559, at 34~36

563

White v. R.M. Packer Co., 635 F.3d 571, 579(1 st Cir.2011); Ariel Ezrachi, Maurice E.

Stucke(2016), supra note 110, at 57~59
564

Ariel Ezrachi, Maurice E. Stucke(2016), supra note 110, at 57~58

565

Id. at 61

566

Roland Moore-Colyer(2015), Predictive analytics are the future of big data,

https://www.v3.co.uk/v3-uk/analysis/2429494/predictive-analytics-are-the-future-of-big-data (last
visited at August 2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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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競爭利益，則必須要把預測分析嵌入得以形成立即反應的流程當中，成為事
業決策的一部分567。大數據的特性在本類型將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演算法大量
蒐集與分析市場的資訊，並與持續累積的歷史資料交叉比對，呈現出大數據之資
訊量在市場預測上的價值。而演算法對數據分析處理的速度亦會對市場產生直接
的影響。以價格演算法之應用為例，競爭事業可以利用演算法快速的取得競爭對
手的價格變動資訊並直接對價格變動進行因應。然則，對手同樣也可以運用演算
法的即時分析進行價格的反制，因此競爭事業將不再認為價格折扣會帶來多久的
競爭優勢，在利益的考量下亦將僅跟隨其他競爭事業的漲價決策，市場價格可能
逐步趨於穩定，但也增加了共謀的可能性568。
此類演算法應用沒有競爭事業間實際的協議存在，但事業選擇特定演算法或

政 治 大

於演算法之設計上放入特定的元素或指令時，對於演算法的運算結果將可能跟隨

立

競爭事業的市場策略(如：漲價決定)，甚至達到相同的訂價結果，應會有一定程

學

‧ 國

度的認知，並可能默許或有意使其發生。一般於寡頭市場常見的「有意識的平行
行為」(conscious parallelism)在競爭市場普遍應用演算法之時，似乎亦有發生的

‧

可能性。因此 OECD 的研究認為，演算法之應用可將寡頭市場的默契聯合問題，

y

Nat

延伸至非寡頭市場569。雖然就目前法制環境而言，沒有協議或溝通而自然產生的

io

sit

平行行為，不被認為是違法行為，但演算法的應用若將緘默勾結的可能性大幅提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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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高，而實際上減損市場的有效競爭時，競爭法是否仍要維持不介入的觀點，實值
得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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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工智慧(AI)、神之視角(God View)與數位之眼(Digital Eye)
此部分涉及更為進階的電腦運算，包括快速且大量處理資料之大數據運算，
讓電腦所能蒐集與即時處理之資料量以及資料範圍倍數拓展，形成對於競爭市場
如同神之視角(God View)的鳥瞰狀態，足以清晰的掌握市場現況與未來動態。除

567

Id.

568

Ariel Ezrachi, Maurice E. Stucke(2016), supra note 110, at 62~64

569

OECD(2017) , supra note 559, at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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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透過高階演算法之採納，將大量資料的蒐集分析與自主決策及機器經驗
學習科技交相運作，亦即採納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 AI)的演算機
制，運用神之視角的資料蒐集分析能力，建立對於市場更廣泛、更細緻的評估，
對市場競爭策略做出更快速而精準的反應，並可透過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之
能力讓市場戰略的形成動態化。如此一來緘默勾結將擴展到一個超越訂價、超越
寡頭市場以及偵測難易度的新境界，成為數位之眼(Digital Eye)

570

。

數位之眼的發展將對於事業反競爭決策之法律責任認定更加困難，因為若
事業決策完全取決於所採納之自我分析與自我決策的學習式演算法，於欠缺對於
演算結果之認識或事業間之反競爭協議的情況下，使用演算法的事業是否有法律
上的義務或責任？尤其在演算結果可能超過一般人可以預測的狀態，這樣的自動

政 治 大

演算結果是否由決定使用該演算法之事業或因為演算結果而獲利者負擔法律上

立

的義務或責任？或是回歸演算的初始設計，追究對市場競爭產生負面影響的演算

學

‧ 國

結果，是否為設計演算法本來的目的，或為演算法之設計者或委託設計者所能預
見之結果(無論是否僅為眾多可能產生之結果之一)等，作為評估責任歸屬的依據？

‧

都有討論的空間。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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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際法制政策方向探究

目前國際組織或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演算法應用對於競爭法制之適用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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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執法，伴隨近年來對於大數據與競爭議題的探究，以及 OECD 於 2017 年的研

engchi

究，逐步受到關注。然則，對於法制政策方向如何規劃，是否需要進行法制的調
適，相較於資料相關市場的結合或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議題，具體性稍嫌不足。
但已有部分探討值得一窺究竟。例如德國聯邦卡特爾署與法國競爭管理局於
2018 年 6 月展開一個針對數位化環境下演算法與其於競爭之應用的共同專案研
究，其成果於未來釋出後值得予以關注。而德國獨占委員會 2018 年 7 月的第 22

570

Ariel Ezrachi, Maurice E. Stucke(2016), supra note 110, at 71; 邱映曦(2018)，數位平台市場

大數據應用與競爭法，前註 8, 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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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雙年度報告(簡稱「德雙年度報告」)571針對數位化影響導引的法制調適需要提
出看法，其中將價格演算法應用可能對競爭帶來的負面影響，提出分析與法制面
的探究。新加坡報告於資料相關的反競爭行為當中，亦將演算法與競爭執法議題
列入評估。加上 OECD 對於演算法議題的執法建議，皆有助於做為未來評估相
關法制配套的參考。

一、德國
德國獨占委員會鑑於網際網路之商務活動，愈來愈多價格的訂定是建構在價
格演算法的基礎之上，透過價格演算法自動進行訂價的協調，並透過技術的運作
加速價格協調機制。其中包括參與交易者使用同樣的價格演算法或運用可以自動

政 治 大
例如因為價格演算協調而形成過高的訂價
。 因此，獨占委員會認為應該要加
立

調節與決定價格的演算法等。在此情況下所為訂價結果，卻必須由消費者所承擔，
572

‧ 國

學

強對於具備協調訂價傾向的市場進行有系統的價格監控，而競爭主管部門的調查
是最適合的作法，因為公司有義務向聯邦卡特爾署提供資訊。此外，也應該賦予

‧

消費者相關協會組織得以啟動競爭調查的權力，因為消費組織更能獲得關於潛在
價格協調的資訊573。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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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

而對於演算法與事業勾結的議題，獨占委員會於德雙年度報告並以獨立的章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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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進行探究，開宗明義認為價格演算法雖然具備發展的優點，但其所可導致的潛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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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polkommission, Competition 2018-The Twenty-second Biennial Report by the

Monopolies Commission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44 Paragraph 1 Sentence 1 of the German Act
against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 (德文報告名：XXII. Hauptgutachten der Monopolkommission
gemäß § 44 Abs. 1 Satz 1 GWB)
572

Monopolkommission, Digital change requires legal adjustments regarding price algorithms,

the media sector and the supply of medicines, press release, 03 July 2018,
http://www.monopolkommission.de/en/press-releases/219-biennial-report-xxii-competition-2018.html
(last visited at October 3, 2018)
57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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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利益已日漸受到討論。尤其價格演算法的使用被認為可能引發反競爭的影響，
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勾結的形成574。
獨占委員會指出，TFEU 第 101 條及第 102 條之競爭規範，並沒有涵括對於
勾結的一般性禁止。主要的原因在於勾結的結果時常是自然發生的市場結果，而
對於一個勾結的市場結果進行一般性的法令禁止是有困難的，因為很難確定誰有
法律上的責任或義務防止或處理這樣的市場結果575。為了解決責任歸屬的問題，
競爭的相關規範通常會將市場結果連結到可受市場參與者控制的市場行為
(market behavior)與競爭上的限制。德雙年度報告中亦提到，ECJ 以事業是否達
到平行一致的行為以排除與市場價格競爭相關的先決條件，作為判斷市場行為是
否限制競爭的一個方法。然則有時單純平行一致的行為並不足以構成在法律意義
上的反競爭行為。

立

政 治 大

若要將競爭相關規範套用於利用價格演算法而形成勾結之市場結果的案例，

‧ 國

學

委員會認為可能會面臨兩個挑戰：其一、運用數學的原理建立一個演算法，只需
要訂定一個目標功能，例如設定為獲利最佳化的目標，其餘則是按照所設計的演

‧

算法輸入參數進行功能的運算，缺乏明確可區隔的事實讓法律規範得以輕易的適

Nat

sit

y

用。其二、勾結的市場結果是以經濟法則為基礎而形成，並非一個法律意義的反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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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競爭行為或是其他平行一致的行為就可以形成這樣的市場結果。因此，要確定一

n

個勾結的市場結果本身就非常困難，一般而言必須與沒有勾結行為的市場情況做
576

比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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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法制適用及法規調適的部分，則有兩點需要考量：其一、現行競爭法相
關規範與原則是否足以防止演算法應用相關的勾結行為發生？其二、是否可以如

574

Monopolkommission(2018), Chapter I,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En),

http://www.monopolkommission.de/images/HG22/Main_Report_XXII_Algorithms_and_Collusion.pd
f (last visited at October 3, 2018)
575

Id. §200, at 10

576

Id. §202, at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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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過去的判斷，將勾結的市場結果連結到使用者行為，即可以確認相關法律責任
的歸屬？此部分即為委員會所提出的法規調適探討，整理如下：
(一) 現行競爭法相關規範與原則是否足以防止演算法應用相關的勾結行為
發生？
TFEU 第 101 條規定主要可以處理的為明示勾結行為，也就是用卡特爾的相
關規定加以處理。而 TFEU 第 102 條則是市場力濫用的規定，可以用來處理默示
勾結的行為。除此之外，委員會認為，現行競爭相關規定在價格演算法運用的狀
況下，應該被補充。且補充的規則必須盡可能調和演算法對於勾結之市場結果可
能存在的潛在幫助或貢獻577。

政 治 大

1. TFEU 第 101 條明示的勾結與卡特爾之適用

立

首先，從 TFEU 第 101 條的角度來看，其禁止任何於事業在歐盟境內市場當

‧ 國

學

中透過協議或協調一致的作為(concerted practices)限制市場的競爭。而協議必須
要有雙方合作意願的溝通，也就是明白的將合作的意圖表示出來；協調一致的作

‧

為則必須存在一個市場行為足以被解釋為具有合作的意圖。無論何者，參與事業

si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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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需要存在一定程度的合意(meeting of minds)存在，且參與的經濟體必須試圖用

io

er

自己的行為對參與者追求的共同目標作出貢獻，並且有意識到其他事業為了達成
共同目標所為的計畫或實際行為，對相關行為合理的遇見並準備要承擔對應的風

al

n

險578。

Ch

engchi

i
n
U

v

價格演算法應用的相關案件，可以落入第 101 條規範討論的，於本報告當中
大致歸納為三類579：
(1) 競爭者透過協議形成的卡特爾，此部分競爭對手間可能是對價格參數或
是訂價演算法的運作達成協議，以實踐參與協議者訂價的平衡。若以 Ariel Ezrachi

577

Id. §206, at 11

578

Id. §207~211, at 12

579

Id. §214,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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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Maurice E. Stucke 的分類來說，此處演算法應該是屬於「資訊傳遞者」的角
色。也就是在這樣的案子裡，演算法是事業用以形成價格合作以達成勾結結果的
方法或工具，同時也扮演監督參與協議事業遵守價格協議的角色。
(2) 軸與輻的卡特爾型態，這類型的案件存在著本身不參與實際價格協議的
第三方參與者，但在卡特爾的執行時扮演協調者的角色。在數位平台相關市場當
中可能就是平台營運者，或是資訊技術服務提供者(IT service provider)。此類案
件若涉及演算法的應用，該演算法若要於第 101 條中被認為與卡特爾相關，則應
該是這個第三方參與者本身，就是建置或提供扮演卡特爾中調和參與者訂價之演
算法者。

政 治 大
分銷通路得以透過演算法監控價格的維持狀態或於供應鏈上執行其他的限制。
立

(3) 第三種型態則是演算法被用在垂直之產銷關係的時候，讓製造人或其他

2018 年 7 月歐盟執委會分別針對 Asus、Denon & Marantz、Philips 及 Pioneer 公

‧ 國

學

司關於對其網路零售通路限制轉售價格的處分當中即提到，這些事業與其多數網
路零售商之間採用了可以自動因應競爭對手價格進行訂價的演算法，讓其可以有

‧

效影響其產品在網路上販售之價格，並以演算法作為監控之工具，有效掌握轉售

sit

y

Nat

價格執行的狀況580，即為此一型態之具體事例。

n

al

er

io

這三種類型的案件，演算法實際的角色僅為反映參與事業間已經存在的價格

i
n
U

v

合作意向。然而，獨立委員會認為，若事業所使用的為動態或自我學習的演算法

Ch

engchi

(dynamic or self-learning algorithm )則可能帶來責任的轉變。也就是說，即使事業
一開始並未參與卡特爾，而自行委託資訊技術服務提供者按照自己需要的範圍與
需求開發能夠自我學習的演算法。但該演算法事後所形成的訂價策略進入了已存

580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four consumer electronics manufacturers

for fixing online resale prices, press release, 24 July 2018,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8-4601_en.htm (last visited at December 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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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卡特爾範疇而成為後加入的卡特爾時，該事業亦可能被認定為卡特爾的參與
者而需要負擔相當的法律責任581。
2. TFEU 第 102 條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適用
就現行 TFEU 第 102 條規定觀之，事業的平行行為帶來勾結的市場結果，主
要應該發生在市場上有共同具備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而這些事業執行平行一致
的行為時。因此要適用本條，必須先確定參與的事業是否具備市場支配地位，也
就是至少要證明參與事業在相關市場的運作具有顯著的迴旋餘地(significant
leeway)，而可將其市場地位與其他競爭事業區隔出來582。除了市場支配地位外，
事業尚需要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方有第 102 條規定的適用。ECJ 對於濫

政 治 大
市場競爭結構本來已經薄弱。第二、所涉事業之行為必須已經偏離一般性的競爭
立

用行為的評估大致可歸納為兩個部分：第一、因為有具備支配地位之事業存在，

行為，而更進一步限制了市場的競爭583。而就訂價的一致性行為而言，市場自然

‧ 國

學

形成相互一致的價格，在特定的市場條件下應該是正常的狀態。如果要構成濫用
市場支配地位的價格勾結，至少這個價格應該是要達到成本與獲利某程度上的不

‧

合理，例如價格與成本顯不相當而讓參與事業獲得過高的利潤584。

y

Nat

sit

然而，如果事業共同一致的訂價行為，納入了價格演算法的運作時，責任內

n

al

er

io

涵可能會有所轉換。委員會認為此時若要認定有濫用行為，則必須是應用演算法

i
n
U

v

的事業已知所採納之演算法在設計上就會導致價格不合理膨脹的結果。而價格演

Ch

engchi

算法僅是扮演施行濫用行為之事業所設定的訂價規則而已。簡而言之，在現行規
範下，單純運用訂價演算法形成一致性的訂價，並不當然構成第 101 條的卡特爾
及第 102 條的市場支配地位濫用的行為。事業只有在本身具備支配地位，並且透

581

Monopolkommission(2018), Chapter I,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 (En), supra note 574, §215,

at 13~14
582

Id. §217~219, at 14

583

Id. §220~221, at 14~15

584

Id. §222, 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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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價格演算機制形成不合理的價格上漲等其他不合理價格狀態，才必須負擔法律
上的責任。
3. 補充現行競爭法制相關規則之必要性
由前述針對 TFEU 第 101 條及第 102 條之適用整理可知，現行法基本上只能
處理事業間具備明確合意，或是因為明確一致性之行為，而導致價格不合理上揚
等情況。而涉及事業運用演算法之議題，亦僅能處理演算法僅作為執行事業設定
之訂價規則的情況。然而，事業對於價格演算法之應用，讓市場訂價在欠缺消費
者角色參與的情況下被決定，並得由演算法直接形成勾結的市場結果，極大化事
業的獲利。消費者則面臨必須負擔更高價格卻獲得更少選擇之不利益，這樣的狀

政 治 大

況可能會因為未來演算法應用日益頻繁而雪上加霜。

立

因此獨占委員會認為，在相關市場上事業採用價格演算法時，確認勾結的市

‧ 國

學

場結果是否形成，對於消費者的保護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演算法於未來可能
被大量應用時，因為勾結之市場結果而導致的消費者損害將更常發生。且只要相

‧

關市場的環境有形成勾結的條件，演算法的應用就能夠進一步的支持相互一致行
為的出現與維持。如此一來，無論相關市場之競爭事業有沒有形成協議的必要或

y

Nat

sit

事實上達成了限制市場競爭的協議，演算法都可能被用來促進卡特爾效果的形成。

n

al

er

io

在現行法制下似乎僅可能透過濫用市場力量的角度介入審查，惟濫用市場力量的

i
n
U

v

審查亦存在限制的條件，因此在演算法議題的適用有一定的困難585。因此從未來

Ch

engchi

執法的角度以及法制補充的層面，皆有評估的必要。

委員會指出，就執法的層面如何在演算法大量應用導致消費者損害日漸增加
的趨勢下有效保障消費者，首先必須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 如何識別根基於
演算法的勾結；以及第二、應該採取哪些額外的措施以調和市場上因為價格演算
法應用而提高的風險586。

585

Id. §230, at 17

586

Id. §231, 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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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點市場勾結的發現，基本上必須要透過比較不同相關地理市場或產品市
場或於不同時間點上的價格狀態，分析發現可能的勾結模式或可能代表勾結結果
形成的異常狀態，也就是說必須透過市場調查的進行。而競爭主管機關相較於消
費者協會等組織，有更廣泛且強大的調查權力，應該持續監控市場上可能的反競
爭行為的出現，以及市場競爭是否被限制或影響。然則，單純透過競爭法主管機
關對於市場進行監控畢竟無法即時而全面，因為其主要任務在於法制的落實，對
具備違反競爭法的可疑案件透過調查的手段進一步的處理，並非專注於阻止可能
的價格勾結或沒收因為相關的價格勾結而取得的經濟利益。反過來說，消費者協
會等相關組織之目的與價值在於維持消費者之權益，更可能致力於發現對消費者
有損害的市場勾結，為消費者主張權利。因此應該在法制上賦予這類型的組織在

政 治 大
格過高的情況而可能存在消費者破壞性勾結時
。讓消費者協會等相關組織得請求
立
特定情況下有權請求針對特定行業(sector)執行反托拉斯的調查，例如發現某種價

‧ 國

34a 條587的規定請求吸收相關的經濟利益588。

‧

587

學

運用調查之結果，協助消費者提起訴訟，或依據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GWB)第

GWB 第 34 條(1)項規定競爭主管機關對於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本法或違反 TFEU 第 101 條

Nat

sit

y

或第 102 條或競爭主管機關的處分，並因此而獲得經濟上利益的事業，可以沒入其獲得的經濟

io

er

利益，並要求該事業承諾支付相當的金額。(GWB §34 (1) Hat ein Unternehmen vorsätzlich oder
fahrlässig gegen eine Vorschrift dieses Teils, gegen Artikel 101 oder 102 des Vertrages über die

al

n

v
i
n
C h die Kartellbehörde U
einen wirtschaftlichen Vorteil erlangt, kann
e n g c h i die Abschöpfung des wirtschaftlichen
Vorteils anordnen und demUnternehmen die Zahlung eines entsprechenden Geldbetrags auferlegen.)。
Arbeitsweis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oder eine Verfügung der Kartellbehörde verstoßen und dadurch

而依據 GWB 第 34a 條(1)項的規定，故意違反第 34 條(1)項意義的規定而從多位購買者或供應商
承受的負擔獲得經濟上的利益，而尚未受到競爭主管機關課予罰鍰、沒收或要求償還或依據第
34 條(1)項規定剝奪經濟利益時，得由依照 GWB 第 33 條(2)項有權主張不作為請求權之人，請求
將事業因此獲得之經濟利益挹注給聯邦預算。(GWB §34a (1) Wer einen Verstoß im Sinne des § 34
Absatz 1 vorsätzlich begeht und hierdurch zu Lasten einer Vielzahl von Abnehmern oder Anbietern
einen wirtschaftlichen Vorteil erlangt, kann von den gemäß § 33 Absatz 2 zur Geltendmachung eines
Unterlassungsanspruchs Berechtigten auf Herausgabe dieses wirtschaftlichen Vorteils an den
Bundeshaushalt in Anspruch genommen werden, soweit nicht die Kartellbehörde die Abschöpfung des
wirtschaftlichen Vorteils durch Verhängung einer Geldbuße, durch Einziehung von Taterträgen, durch
Rückerstattung oder nach § 34 Absatz 1 anor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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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委員會對於建議之修正條文部分，認為消費者相關組織若要提出上述請
求必須要主張哪個特定的行業因為過高的價格而使得消費者受到損失，而這樣的
損失需要調查的結果以提起損害救濟，或依據 GWB 第 34a 條規定請求國家沒入
違法行為之經濟利益。條文最後仍然賦予競爭主管機關得以拒絕申請的規範，作
為平衡589。
就第二點針對是否應該採取額外的措施因應價格演算法應用的問題，目前國
際上就規範面的探討或建議，實際執行上皆需要仰賴對於價格演算法有更精確的
掌握。方向上包括根本性的修改競爭相關規範，例如對於勾結行為的禁止，或對
於演算價格機制附加額外的限制，例如要求事業公開演算法，或要求對於漲價、
減產或價格上限的批准等。另有從舉證責任的角度出發，認為應該要求使用演算

政 治 大

法而被認為有違反競爭法行為之事業，必須舉證證明其所使用的演算法並未導致

立

違法行為的發生590。然而，在思考應有的法規調適時，都必須考量到價格演算法

學

‧ 國

的應用是一個科技的應用，獨占委員會認為目前價格演算法在競爭的案件上扮演
的都是比較獨立的角色，在法制的處理上現行法是否真的不足仍然不是很明確。

‧

再者，若法律過度介入市場的操作是否會限制了數位化價格機制的發展591，亦需

er

io

sit

y

Nat

要思量。因此法規調適的考量，仍然應該要維持在監控價格演算法運用結果導致

al

n

v
i
n
Monopolkommission(2018), C
Chapter I,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 (En), supra note 574,
hengchi U
§235,at18
588

589

Id. §236, at 18, 建議條文內容：

“In the cases of [Art. 17 (1) Regulation 1/2003 and § 32e (1) GWB] it is sufficient that the
presumption is asserted by a justified application of an institution within the meaning of[Art. 4 (3)
Council Directive 2009/22/EC and § 4 UKlaG].The application must state that in a particular economic
sector consumer damages are likely to result from excessive prices and that the institution needs the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 to bring an action[for damages under national law/for benefit absorption
under § 34a GWB]. Reasons shall be given for rejecting the application.”
590

Id. §238~239, at 18~19

591

Id. §240, 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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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運作產生對於消費者顯然不利益的影響，而現行競爭法制長遠而言不適合解
決消費者於此類情況所遭受的損害時介入。
德雙年度報告對於目前國際上針對演算法議題提出討論的法制措施，認為採
用舉證責任轉換的作法，於德國法制的體制下也許較為適當。因為若有舉證責任
倒置的規定，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更容易發現價格演算法應用的反競爭行為。只
是這個舉證責任倒置應該用在競爭法規範違反的層面，抑或創造勾結之市場結果
的層面，仍然不清楚。目前在法制面仍有其問題且合適度還需要再評估。以德國
競爭防止法第九次修正引入之第 33a 條(2)項592規定的執行上，舉證責任轉換可

592

政 治 大

GWB §33a 針對違反 GWB§33(1)關於違反 TFEU 第 101 條及第 102 條規定及競爭法主管

立

機關的處分者，訂定賠償責任規範。於該條(2)項規定：

‧ 國

學

卡特爾會導致傷害應該是可以被推定的。本條所指的卡特爾是指兩個或多個競爭者間的協
議或協同一致的行為，目的在協調彼此在市場上的競爭行為或影響競爭的相關因素。這些協議
或是協同一致的行為包括：

‧

1. 固定或協調買賣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

y

Nat

n

al

Ch

4. 對其他競爭對手施行反競爭行動。

engchi

er

io

3. 市場或客戶的共享，包括圍標或對進出口施加限制。

sit

2. 分配產品製造或銷售的額度。

i
n
U

v

GWB §33a (2) Es wird widerleglich vermutet, dass ein Kartell einen Schaden verursacht. Ein
Kartell im Sinne dieses Abschnitts ist eine Absprache oder abgestimmte Verhaltensweise zwischen
zwei oder mehr Wettbewerbern zwecks Abstimmung ihres Wettbewerbsverhaltens auf dem Markt oder
Beeinflussung der relevanten Wettbewerbsparameter. Zu solchen Absprachen oderVerhaltensweisen
gehören unter anderem
1. die Festsetzung oder Koordinierung der An- oder Verkaufspreise oder sonstiger
Geschäftsbedingungen,
2. die Aufteilung von Produktions- oder Absatzquoten,
3. die Aufteilung von Märkten und Kunden einschließlich Angebotsabsprachen, Einfuhr- und
Ausfuhrbeschränkungen 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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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讓此一規定應用於所有與價格演算法有關的競爭法案件，對於消費者因價格勾
結產生的損害於訴訟主張上有直接的幫助593。而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將使得使
用演算法之事業，必須證明其所採用的價格演算法並不會導致損害訴訟中原告所
主張之損害。在有共同支配地位的案件當中，並且可以進一部減少原告需要提出
價格提升證據的壓力594。
(二) 是否可以如同過去的判斷，將勾結的市場結果連結到使用者行為，即
可以確認相關法律責任的歸屬？
在數位平台的環境下，平台基本上扮演商品與服務交易之中介者，至於運用
平台之事業採用的演算法通常並非自己所研發，而是由具備特殊專業的 IT 服務

政 治 大
其他相關的第三方參與者，有討論的空間。
立

廠商所提供，因此競爭法責任的探究，是否僅及於使用演算法的事業，抑或及於

‧ 國

學

以數位平台的角色來說，基本上平台為了提高網路效應，必須吸引更多使用
者利用服務。因此，對於平台上販售之商品或服務的價格有介入影響的直接利益，

‧

尤其在訂價或價格選擇對平台上的供應商或消費者產生困難時，平台可能在不強
制買賣雙方的情況下，計算出可能對雙方較為公平的建議價格。若供應商最後採

y

Nat

sit

納演算法所提供的價格建議，而不再自行訂價，則平台演算機制的訂價就會產生

n

al

er

io

價格限制的情況，此部分應該可以用 TFEU 第 101 條 1 項之規定所涵攝。而倘若

i
n
U

v

平台營運者的確故意且積極透過價格演算法參與供應商的訂價行為而自市場結

Ch

engchi

果中獲利，則應認為平台已參與限制競爭的協議或按個案判斷其所違反的其他競
爭規範595。

4. gegen andere Wettbewerber gerichtete wettbewerbsschädigende Maßnahmen.
593

Monopolkommission(2018), Chapter I,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 (En), supra note 574, §246,

594

Id. §247, at 20~21

595

Id. §259~261, at 23

at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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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IT 服務提供者之責任部分，其基本上與採用訂價演算法的事業為契約
關係，依據締約事業的需求撰寫或挑選適當的演算法交付給事業。當然，IT 服
務提供者可能知道某些特定的價格演算法會導致市場上協同一致行為或勾結的
市場結果，甚至將此類可能發生的結果當作行銷演算法的賣點。不過通常其獲利
也僅限於演算法交易的利益，至於事業後續應用演算法而獲得的利益，則與 IT
服務提供者無關。IT 服務業者在每個個案中的角色也不盡相同，對於市場行為
與結果涉入的情況也深淺有別，因此在責任的探討上，應該要依據個案評估勾結
市場結果之發生，主要仰賴採用演算法的事業或 IT 服務提供者。不過德雙年度
報告也指出，由於目前 TFEU 第 101 條之規定，並沒有將卡特爾參與者之責任進
行類型化，而是採用單一責任的規範模式，因此就 IT 服務提供者在個案的參與

政 治 大

度來看，可能出現必須負擔過高或過低之責任的情況596。

立

在責任的認定上，若 IT 服務提供者提供演算法時即意識到並認同客戶在訂

學

‧ 國

價勾結的背景下使用訂價演算法，則可以認為 IT 服務提供者對於訂價勾結有幫
助行為。然而，價格勾結的市場結果實際上是 IT 服務提供之者所導致的，例如

‧

提供多個事業演算法，而讓演算法運作的結果形成勾結訂價。於此情形，採納演

y

Nat

算法的事業本身可能並不知情，很難發現事業間具有形成卡特爾的故意，這樣的

io

sit

情況也很難透過 TFEU 第 101 條加以處理。而在 IT 服務提供者與事業僅具備契

n

al

er

約交易關係時，亦無法透過 TFEU 第 101 條規定讓 IT 服務提供者為演算法應用
所導致的訂價勾結結果負責597。

Ch

engchi

i
n
U

v

獨占委員會於德雙年度報告針對演算法應用之第三方責任部分，認為應該評
估訂定補充規範，尤其是以提供演算法作為商品獲利的 IT 服務提供者。規範的
方向主要著眼於規範 IT 服務提供者自己的行為，促使其儘量避免設計、更改或
提供足以促使市場勾結發生的演算法。也就是對於演算法產品施加產品控制的義
務，附加演算法相關產品一定的產品責任，在符合責任的範圍內降低 IT 服務提

596

Id. §262~264, at 23

597

Id. §265~268, a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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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者的法律風險598。然則，IT 服務提供者亦僅為可能對市場勾結之發生有所貢
獻的其中一種角色，依據個案可能還會有其他第三方參與者的角色，可能需要加
以評估，例如協助事業決定演算法應用決策之顧問等，此部分責任探究長遠而言
應該也需要予以考慮599。

二、新加坡
新加坡報告對於涉及演算法之行為，主要關注在透過演算法的應用，促進反
競爭協議及事業協調一致之行為的形成或維持。其整理了包括 OECD 在內的研
究，先就演算法對市場競爭帶來的影響以及對現行法之適用加以討論。再整理目
前研究顯示對現行競爭法制產生衝擊的議題，如促進緘默勾結行為的形成及維持、

政 治 大
的自動決策等問題，加以整理並提出初步的看法。
立

運用自我或第三方演算法而形成的反競爭影響 以及自我學習演算法之應用形成

‧ 國

學

報告指出若要探討大數據及大數據分析如何形塑其促進及強化事業勾結行
為的能力，應從兩個面向來看：

‧

其一、監控演算法(monitoring algorithms)帶來市場透明度的提升，讓事業得

sit

y

Nat

以蒐集並分析與競爭相關聯的即時資訊，包括價格、商業決策及其他市場資訊。

io

er

這類演算法為消費者帶來了市場透明的利益，同時也協助事業監控競爭者或參與

al

勾結者的行為。舉例而言，一些網路機器人就是屬於這類的演算機制，包括直接

n

v
i
n
Ch
透過網頁自動萃取資訊，稱之為網頁抓取(web
scraping)或是爬行(crawling)；或
engchi U

是透過其他資料聚合工具(data aggregator)，如比價平台接收資料等。更進一步而

言，這類演算應用甚至可以協助採納事業預測以及區分夥伴事業間是否可能產生
背離勾結的行為，或是將事業決策的自然反應及錯誤判斷於背離行為當中區隔開
來。而隨著更複雜的監控演算法的出現，例如搭配無線感測網路(wireless sensor

598

Id. §269~271, at 24~25

599

Id. §272, a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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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s)及電腦視覺演算(computer vision algorithms)，更加強化演算監控的效能，
降低了參與勾結之事業變節的動機，讓事業勾結更加有效率600。
其二、演算法的應用事實上促使企業互動的頻率增加，並提升了價格調整的
便利性。也就是說事業因為可以透過自動化的價格演算法搭配其對市場即時狀況
的掌握，直接向消費者進行價格調整，此一現象尤其數位網路市場為最。演算法
之應用打破了傳統事業必須透過不斷重複的溝通協調，方能達成共識的狀況，甚
至可以更快速而立即的反應市場條件的改變，或對違反勾結協議的事業直接進行
制裁，無須等待進一步的溝通601。
而依據新加坡競爭法第 34 條的規定，事業之間的協議、事業聯盟或協會的

政 治 大
。因此如果演算法的應用在強化事業間彼此已經存在的協議或試圖要形成的
立

決定或事業間協調一致的做法，若造成競爭上的限制或扭曲，則該行為應該被禁
止602

協議，則只需要回歸現行法之規範處理即可。也就是說不管執法者是否知道事業

‧ 國

學

採納的演算法如何運作，只要其中能夠發現有反競爭協議的存在或有存在可能性，
就是現行法管制的範圍603。該報告並以美國 2015 年 Topkins 案604及歐洲法院 2016

‧

年的 Eturas 案605作為此類案例。其中前者是已經具備共謀合作關係的事業，共

sit

y

Nat

601

Id. §151 at 68

602

Competition Act of Singapore, Article 34 Agreements, etc., preventing, restricting or

n

al

Ch

engchi

er

CCS(2017), supra note 450, §149~150, at 66~67

io

600

i
n
U

v

distorting competition
(1) …, agreements between undertakings,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or concerted
practices which have as their object or effect the prevention, restriction or distortion of competition
within Singapore are prohibited…
603

CCS(2017), supra note 450, §153, at 68~69

604

No. CR 15-00201 WHO.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David Topkins.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of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 in San Francisco (30 April 2015).
605

Judgment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ECJ) , Case C-74/14, Eturas and Others, (21

Janu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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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採納了價格演算法以蒐集競爭者的價格資訊，並藉此撰寫一個對應的電腦指令
以指引演算法依據協議的內容進行訂價。Eturas 案則是屬於軸與輻的案件型態，
也就是競爭事業間勾結的形成，有第三方中介者介入，也就是第三方的價格演算
法，用來協助參與的旅行事業決定價格策略。如同本論文針對軸與輻案件型態的
說明，此類案件通常還是存在事業間的協議或共謀行為，因此新加坡報告認為，
即使中間穿插了演算法之應用，類似此型態的案件應該亦涵蓋於新加坡競爭法第
34 條的規制範圍內，由現有法制體制處理即可。
至於目前競爭法體系所謂涵攝的議題，包括促進緘默勾結的形成與維持、運
用自我或第三方演算法而形成的反競爭影響以及自我學習演算法之應用形成的
自動決策等問題，新加坡報告則採取比較保守的看法。尤其認為演算法甚至有可

政 治 大

能讓緘默勾結或是明示的勾結行為更難形成。因為事業若要採用演算法，就必須

立

負擔比其他競爭者更高的營運成本，未必會被採納。且在以創新為本質的數位市

學

‧ 國

場，若競爭事業將演算法的應用當作其競爭優勢的來源，則競爭事業間已存在的
勾結協議或共謀的意願皆會降低其價值。當然演算法也可能會使得創新能力較差

‧

的事業降低反轉劣勢的機會，也有可能反過來被設計成阻礙市場透明度發展的機

sit

y

Nat

制，例如採用能夠反制資料抓取或爬文機器人的演算法等606。

er

io

整體而言，新加坡競爭委員會認為，演算法對於競爭的影響有各種面向，雖

al

然可能產生對市場競爭負面的影響，但也可能產生相反的結果，不能一概而論。

n

v
i
n
Ch
雖然演算法的應用已逐步增加，但在目前決定如何處理似乎過早，亦即採取較為
engchi U
保守的態度。現階段傾向將演算法定位為工具的應用，將持續關注及避免演算法
進入到新的應用或 AI 科技時對於競爭產生危害607。至於仍然存在事業協議或共
同一致行為或試圖形成共謀的案例，即使採用了演算法工具，仍可透過現行法規
制。

606

CCS(2017), supra note 450, §156~157, at 70~71

607

Id. §158~159, at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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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OECD
OECD 於 2017 年針對演算法與勾結的競爭法制議題公布背景研究報告608(簡
稱「OECD 演算法報告」)，就國際上對於數位平台運用演算法可能產生的勾結、
執法的困難與可以考量的執法作為提出分析及看法。報告中指陳，有部分的競爭
法主管機關嘗試運用現有的反托拉斯工具處理寡頭壟斷的問題。其中包括透過事
前的結合管制，以及設定事後的規則，防止事業再透過單方行為促成寡頭間的相
互依存關係，而產生聯合控制的情況。而透過市場研究與調查(market studies and
market investigations)工具以發現並檢視可能的緘默勾結情形，可作為證據蒐集程
序之第一步。

政 治 大
市場透明度(transparency)、市場的高度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以及競爭者間經常
立
就目前的研究認為，透過演算法的應用要形成勾結應具備三個主要條件：高

609

。也許尚有其他未歸納出來的市場特性，需要再繼

‧ 國

學

的互動(frequent interaction)

續觀察。執法機關可以檢視相關演算法是否通常會引發協調的效果，若是，則進

‧

一步嘗試確定哪些狀況或單位於利用哪類演算法時產生的勾結行為更容易被發
現。並可以參考這樣的市場特性，運用市場研究與調查方式理解哪類市場容易產

y

Nat

sit

生勾結的結果，甚至更進一步藉市場研究導引出未來可參考的法制或管制結構的

al

er

io

建議。或透過市場調查的結果對於事業提出不具拘束力的建議或附加結構性或行

v
ni

n

為性的補救措施，促使事業得以彈性的恢復市場競爭的狀態

Ch

engchi U

610

。

事前的結合管制程序亦是可以應用的執法工具，不過在數位平台市場涉及演
算法應用的個案，緘默勾結未必僅存在於寡頭市場的狀態。其可能因為多邊市場
的聯繫關係而助長勾結的形成或維持，故更需要考慮事前審查的門檻是否有必要
調整或提高對於多角化結合的關注。即使市場在事業參與結合後仍有超過兩個，
甚至到五或六個競爭事業存在，並不代表勾結的結果不會形成。因此在有演算法

608

OECD (2017), supra note 559

609

Id. at 41

61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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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的狀態下，須將事前審查著眼的範圍予以擴大，方能接近並評估結合案通過
後未來競爭事業間可能產生的協調情形611。
而在事業間的實際協調關係不易證明或發現的情況下，從促進勾結(facilitate
collusion) 的角度切入執法，亦即站在特定演算法應用的態樣，有幫助勾結行為
形成之機會，或有導致限制競爭狀態發生之可能性，作為觸發競爭法執法的條件，
似為可探討的方向612。另外，除現有法制工具外，未來是否可能建構其他的規範
內涵以處理演算法相關的競爭議題，目前尚未有具體的研究共識。部分研究認為
若從降低機械學習式演算法自動形成默契合作的結果部分著手，可參考 GDPR
第 22 條的規範邏輯，對演算法中涉及系統「自動決策」的功能部分施以限制條
件613。或透過法制政策的評估，於法制面對於演算法特定的功能或預期產生的影

政 治 大

響事先規制。也就是比照直接將保護隱私的考量列入產品設計的「Privacy

立

by-Design」的概念，在競爭法當中先行將需要對演算法所施加的限制加以規定。

‧ 國

學

然則是否真的有可能建立一套規則防止透過機械學習演算法自動走向緘默
勾結的應用結果，或是至少達到降低或排除其對於市場競爭的傷害，在沒有相關

‧

個案可資探討的基礎下，OECD 演算法報告提出了幾點未來規範的發想：

y

Nat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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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

1. 建立價格規則(price regulation)

著眼於演算法的運作可能使事業之價格訂定即使在不具備傳統的相關聯絡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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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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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行為，仍可能走向反競爭的定價結果。因此部分決策者可能會出現是否應該採用

engchi

訂定價格上限的政策。然而，訂定價格上限對於市場競爭而言會是個很大的障礙，
故一般而言決策者應該盡可能採取其他替代方案。事實上對於價格的限制不僅可
能降低事業投入創新或提供高品質商品/服務的誘因，也可能在數位市場上創造
一個勾結形成的交會點，而造成更高的定價狀況。

611

Id.

612

Id. at 42

613

Id. at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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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採用使緘默勾結不穩定的政策
既然數位市場對於演算法之運作，最可能出現且在競爭法上有執法困難之問
題在於緘默勾結。且因為演算法的監控，可能強化勾結行為的穩定性。則是否可
能由決策者提出一個可以將數位市場上最容易形成勾結的結構特性加以改變，以
干擾緘默勾結的穩定性。例如，試圖干擾市場資訊的透明度，決策者是否可以採
用秘密折扣(secret discount)系統或對於可在網路上發布的資訊施加限制。或是試
圖降低數位平台相關市場競爭者間的頻繁互動情況，要求採取遲延性的價格調整
機制或要求事業回應任何新的要約的最短時間。然則，這些策略還是可能因為限
制了消費者可以獲取的資料量或使得價格之訂定無法有效反映需求與供給，而形
成對市場競爭的嚴格限制。

立

3. 建立演算法的設計法則

政 治 大

‧ 國

學

決策者也許可以建構一些得以限制演算法設計的規則。例如，如果想要規制
的目的是在防止事業獨立協調反競爭的價格，則相關規定必須禁止演算法對於能

‧

夠協助緘默勾結形成或維持的相關市場特徵或變量加以反應。或是於演算法設計
上設定其不會對最新的價格變動加以反應，或對於某些個別公司的多元定價予以

y

Nat

sit

忽略，惟仍計算提供市場均價。此一法則仍然有可能限制事業研發創新的演算法，

n

al

er

io

但其限制相較於前面兩個發想更小。然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法制面要求事業於

i
n
U

v

演算法設計時即須依循相關設計限制進行研發，某程度上也對事業施加了額外的
責任。

Ch

engchi

除了勾結的問題外，對於演算法應用的法制層面，部分意見提出在規制上是
否可以先專注於如何使演算法的運作具備一定的透明度以及可歸責性。例如美國
電 腦 協 會 公 共 政 策 委 員 會 (US Public Policy Counci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簡稱 USACM)於 2017 年 1 月即對外發布一個關於促進演
算法透明度與可歸責性之聲明，提出 7 點建議規則614，包括：

614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US Public Policy Council (USACM), Statement on

Algorithmic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January 12, 2017, availabl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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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知(Awareness)：演算法的所有人、設計者、建構者、用戶以及其他利
害關係人對於其所設計、實施或使用的演算法有可能存在的偏差，以及對於個人
及社會可能產生的潛在危害。
2. 接取及改善(Access and redress)：法令監管機構應鼓勵採用能從受到演算
機制執行或決策而產生不利影響的個人或群體，獲得提問及改善機會的機制。
3. 可歸責性(Accountability)：組織應該對其所使用的演算法所做成的決定負
責，即使其無法詳細解讀演算法如何作出最終的結果。
4. 說明(Explanation)：利用演算法進行決定的系統或組織，應該被鼓勵去建
構關於演算法遵循的程序以及所作出之具體決定的說明機制。此一規則在公共政
策建構上特別重要。

立

政 治 大

5. 資料來源(Data provenance)：演算法的建置者應對於演算法訓練資料獲取

‧ 國

學

的方法進行描述及維護。同時必須針對人為或演算資料蒐集程序可能產生之偏差
加以發掘。而公眾對於資料的審查會提供最大的修正機會。但若相關資料涉及隱

‧

私、營業秘密的保護或可能引起惡意行為人操弄系統，則限制由具備特定資格或

sit

y

Nat

授權的個人方能接取，應為正當。

al

n

以便在懷疑演算法應用產生傷害時，可以被稽核。

Ch

engchi

er

io

6. 可稽核性(Auditability)：模型、演算法、資料以及決策皆應被記錄下來，

i
n
U

v

7. 驗證與測試(Validation and Testing)：組織應採用嚴格的方法驗證其模型，
並將其驗證方法以及結果製成檔案。尤其必須定期測試以評估其所採用的模型是
否產生歧視性的傷害。並鼓勵組織能將測試之結果對外公開。
歐盟執委會亦有類似之看法提出，認為應該要採用相關機制，強化演算法應
用的透明度以及可歸責性615。認為事業有義務讓所編寫的演算法符合個人資料保

https://www.acm.org/binaries/content/assets/public-policy/2017_usacm_statement_algorithms.pdf ;
OECD (2017), supra note 559, at 48
615

OECD(2017), supra note 559，at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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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以及競爭法的要求。也就是將法律遵循納入產品研發及設計的過程(compliance
by design)616。此概念的某些部份似已落實在本論文第四章所提到之 2018 年執委
會對於網路平台之透明性與公平性的所提出的新規範建議617，試圖要求網路平台
必須對於利用其平台的商業使用者及消費者說明平台所採用的演算排序機制、評
分審查機制等相關可能影響其服務公平性的演算法考量參數。由此可以推測，執
委會似乎認為透過對演算機制建置或使用的事業，提出關於提高演算透明度之相
關責任的要求，為現階段較能具體思考及運用的方法。
演算法發展到極致，實際上就是進入到人工智慧(AI)的領域，近年來學說實
務針對 AI 發展是否要有法律的介入以及該如何介入有很多的討論。有些意見認
為應該對數位經濟建立獨立的法令監督機構，甚至是國際化的組織。亦有意見認

政 治 大

為，應該針對 AI 的發展建立一套新的法律監管制度，例如訂定人工智慧發展法

立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Act，簡稱 AIDA)618，針對 AI 發展應用之不同

學

‧ 國

角色(如：設計者、製造者、銷售者或認證 AI 系統者)，建立新的責任體系等。
無論未來發展如何，OECD 演算法報告皆提出了一個對政策制定者的提醒，即在

‧

決定採納何種法制政策之前，必須小心地評估是否會有執法過度的風險，因為太

y

Nat

積極的法制介入可能形成新的市場進入障礙，降低事業投資其所獨有之演算法研

er

io

sit

發的動力。而演算法的發展至今已為社會帶來極大的價值619。

n

第四節
執法及法規調適探討
a
v

i
l C
n
hengchi U
我國現行公平交易法對於聯合行為之規定，於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是由具競
爭關係之同一產銷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

616

Id.

617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Proposal , supra note 280

618

Matthew U. Scherer, Regul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risks, challenges,

competencies and strategies, 29 HarvJLTech 353, Spring 2016, available at:
http://jolt.law.harvard.edu/articles/pdf/v29/29HarvJLTech353.pdf.
619

OECD (2017), supra note 559, at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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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
之行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而所為其他方式
合意，於同條第 2 項規定，則為契約、協議以外的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的拘
束力，而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第 3 項則規範了推定的合意，亦即透過市場
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
因素推定。因此基本上是事業之間的合意或意思的聯絡，應該是形成聯合行為必
要的條件，只是部分情況必須透過外顯的事實予以推定。
因此包括我國公平交易法在內，現行競爭法的邏輯下，只要是明示的共謀行
為，基本上都有聯合行為之違法評價的機會，無論競爭事業是否採用了協助其建
立或維持聯合行為的相關演算法。只是在明示的聯合行為態樣，若有演算法運作

政 治 大

的介入，對於事業間是否具有共謀關係的舉證可能面臨阻礙。而對於現行各國競

立

爭法影響最大，可能會產生法制調適需要的，應該會落在演算法自動產生的事業

學

‧ 國

決策，以及其所帶來的緘默勾結問題。在 2018 年蘇黎世大學智慧財產與競爭法
中心所舉辦的工作會議結論620當中提到，若事業所採取的是不具深度自我學習能

‧

力之演算法，而其應用助長了緘默勾結的形成，並實際上對於經濟利益產生負面

y

Nat

的影響時，即使無法證明事業間具備聯合行為的合意，競爭法是否亦須對此類行

io

sit

為態樣加以重新評價？而若事業所採納的是動態而具深度學習性質的演算法，則

n

al

er

當這類演算法被大量應用時，競爭法所需要進行的調適則將會是對於因果關係、

i
n
U

v

事業間對違法狀態的認知以及故意等相關內涵的詮釋以及法制應規範範圍的重
新審視。

Ch

engchi

由於緘默勾結之發生，於傳統之競爭案例而言，較易發生於寡頭市場，故部
分競爭法主管機關嘗試比照現行處理寡頭壟斷問題之法制工具處理資訊引發之
緘默勾結問題。例如，強化事前的結合審查機制，或於於結合案核定當口，附加
事後須防止強化寡頭壟斷行為發生之條款，以降低寡頭市場之事業間因結合形成

620

Peter Georg Picht and Benedikt Freund(2018), Competition (law) in the era of algorithms,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Research Paper No.18-10, May 15, 2018,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180550, at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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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緊密、更結構化的聯合控制關係等621，似為可以考量的作法。然則，歸類演算
法應用對市場競爭環境有負面影響且導致執法困難的特性，尋求對應的執法手段、
判斷標準或原則、執法的切入點等，就長遠而言應更為重要。
從演算法運用資訊分析與決策協助於事業勾結可能產生的角色觀之，影響競
爭法執法最大的部分在於透過演算法所導引及維持之聯合行為有舉證上的困難、
透過演算法形成與維持的緘默勾結是否有法制規範的必要、若要進行規制則其對
象及範圍為何以及演算法自動決策之法律定位問題。因此先就這四個問題分別加
以討論。

一、演算法導引事業聯合之舉證困境

政 治 大

此議題之出現著眼於演算法的運用，使得事業聯合行為之共謀，不再限於直

立

接的意思聯絡，而可透過演算法的設計與運作，使之成為共謀的橋樑，直接形成

‧ 國

學

共謀的結果。演算法於此，可能扮演聯絡者的角色，可能是軸與輻的媒介，亦可
能是可預測的代理人，當然更可能是數位之眼，邁入由演算法直接決策的狀態。

‧

其中演算法作為聯絡者或是軸與輻的媒介時，人為決策基本上是存在的，只是如

sit

y

Nat

何於演算法運用的掩護下獲得聯合行為意思聯絡或共謀之佐證的問題。

io

er

而在事業間的實際協調關係不易證明或發現的情況下，從促進勾結(facilitate

al

collusion) 的角度切入執法，亦即站在特定演算法應用的態樣，有幫助勾結行為

n

v
i
n
Ch
形成之機會，或有導致限制競爭狀態發生之可能性
，作為觸發競爭法執法的條件，
engchi U
似為可探討的方向 。日本檢討報告當中雖然並未針對演算法應用對競爭法執法
622

之議題獨立探究，但其針對多個企業共同進行資料蒐集的議題提出參考建議，尤
其提及競爭事業針對相同目的之共同資料蒐集或共同開發利用資料之科技等情
況，可能讓競爭事業彼此間能夠獲知未來可能推出之產品的相關細節、價格或數
量的資訊，而促使競爭者間勾結的形成。包括競爭事業運用技術或相關機制獲取
價格或數量資訊的利用，更可能促進勾結行為的發生，而形成卡特爾。就數位平
621

OECD(2017) , supra note 559, at 35

622

Id. at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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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市場而言，競爭事業對於價格與數量資訊的取得與進一步的利用，設計與採用
適當的演算法應為直接的做法。而日本檢討報告所提出得以協助調查價格或產量
勾結的項目，應有參考價值623：
(一) 競爭者間的資訊交換是否為共同行為？資訊的交換是存在於有競爭關
係的事業？或存在於無競爭關係也無業務關係的事業？(於後者情況，不利的影
響發生可能性不大。)
(二) 資訊交換情形的發生，是否存在於市場結構容易形成勾結的情況？例如
參與者據報高度的市場占有率或市場集中度。
(三) 系爭資訊是否是重要的競爭相關資訊。

治
政
大
(四) 系爭資訊是否對於預測未來市場是有用的。
立
‧ 國

學

(五) 系爭資訊是否對於學習或了解每個事業之作為有幫助。
(六) 所採用的措施是否可以防止蒐集者與銷售者間資訊的相互揭露。

‧

而如果由執法者的角度正面舉證事業透過演算法進行共謀有困難，是否有

sit

y

Nat

機會可以反向操作，規定若個案是否構成聯合行為之認定，相關事業所利用之

io

er

演算法扮演重要角色時，是否可以進行「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制。德國獨占委

al

員對對於價格演算法即提到此一想法。在演算法發展快速，交互應用的方式與

n

v
i
n
程度日益複雜，各國主管機關對於各類演算法的掌握皆尚未嫻熟的情況之下，
Ch
engchi U
反過來對於採用演算法事業施加舉證責任，似乎不失為解決目前執法困境的一
個方式。
至於 OECD 演算法報告所提到，部分對於演算法規制的意見將關注的重

點置放於演算法的透明度以及可歸責性624。此作法則是更進一步要求與演算法

623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Research Center(2017), supra note 53, at

48~50(EN), 41~42(JP); 邱映曦(2018)，數位平台市場大數據應用與競爭法，前註 8, 頁 69~70
624

OECD(2017), supra note 559, at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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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計、建構與應用有關之人/事業，必須具備某程度的揭露義務，並保證與
維持演算法所為操作與決策過程被有效的紀錄與留存，使之在後續若有究責之
必要時，有被檢驗的可能性。以 USACM 所提的 7 點建議規則625來看，對設
計、建構與應用之主體進行行為的要求，與前述舉證責任轉換的概念似乎可以
相輔相成。因為若能確保演算法具備可稽核性，保留相關演算與決策的程序，
有助於在個案判斷時由所涉事業提出紀錄做為舉證。也可降低執法機關在確認
演算機制自我與交互運作對共謀形成之關聯的困難度。而要求事業對於演算機
制某程度上的揭露，則有助於執法機關、服務使用者或消費者之認知，以及維
持市場的公平競爭。

二、演算法引發緘默勾結之法令規制必要

政 治 大
緘默勾結的概念並非在數位平台之演算法應用才出現
，而通常發生於寡占市
立

‧ 國

學

場。只是在數位平台強勢設計與應用各類演算法，使得競爭事業發生緘默勾結的
情況、影響的範圍以及維持勾結狀態的強度，相較於其他類型之市場更為強大，

‧

嚴重性亦較高。因此應該探討的是，是否因為演算法的大量應用、發展與精進，
使得其所帶來的緘默勾結對於市場的有效競爭產生較過往未使用演算法之緘默

y

Nat

io

sit

勾結更負面或更嚴重的影響，而必須透過法律介入管制加以平衡。

n

al

er

緘默勾結的法制規範其實與透過演算法自動形成之事業決策問題亦有所關

i
n
U

v

聯。數位平台演算法大量應用所形成緘默勾結，除了保有一般市場緘默勾結類似

Ch

engchi

之事業欠缺直接連絡或溝通的特性外，最大的不同點是演算法除了可以作為事業
間自動化的決策聯繫機制外，更可以作為監控與維持相關勾結行為或卡特爾運行
狀況的監察與制裁工具。若進入到完全自我學習的數位之眼層次，將更進一步撇
開了人為介入特定競爭決策的角色，使勾結之形成、維持以及調整皆為演算法自
動化運作，將使得緘默勾結更難被發現。
本論文以為，事業於數位平台相關市場透過演算法運作所形成的緘默勾結，
其對於市場競爭的影響範圍及強度，似乎遠大於過往寡頭市場的緘默勾結的發生。

625

USACM(2017), supra note 614; OECD(2017), supra note 559, at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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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由於演算法對於資訊取得、分析與進行市場串接的效率極高，若充分發揮自動
協調與決策的能力，以價格演算法為例，則未來事業對商品/服務的訂價，可能
僅會以事業利益的最大化為基準。若相關市場事實上的供需狀況，已非價格變動
所需考量的因素，對消費者未必是好處，反而可能弱化消費者在市場價格或商業
決策上的重要性。因此對於數位平台演算法應用可能導致的緘默勾結問題，在演
算法持續發展的未來，可能有競爭法執法介入的需要。然則，現階段競爭法的體
制在判斷企業之性為是否構成聯合行為或相關限制競爭的勾結行為，確認事業間
的合意或可能的意思聯絡等共同行為是執法的基礎。未來若要對於演算法運作而
形成的緘默勾結進行規制，若堅持這樣的原則，可能將無法突破執法的瓶頸。也
許此時所需要討論的是，是否有可能建立一個較為彈性的執法概念，例如，在涉

政 治 大
機制的操作對於市場的競爭已經產生對於市場競爭十分不利的影響
，非競爭法規
立

及複雜之演算機制操作的案例當中，率先評估的不是人為的意志，而是相關演算

‧ 國

學

制所樂見時，可以跳脫事業合意或相關人為意志判斷的束縛，直接進行相關法制
手段，以維持市場競爭的活化。

‧

三、因演算法所導致的市場勾結應規制的對象及範圍

y

Nat

sit

演算法為資訊科技技術的一環，除了具備一定技術能力的數位平台或數位資

er

io

訊相關事業可由其自行按其服務特性與商業策略設計或調整所需要之演算法外，

al

v
i
n
Ch
法的撰寫與設置。市場上若出現有助於事業形成勾結之演算法，與之設計及應用
engchi U
n

大部分的事業可能需要透過委託專業人員或機構的方式，由第三方協助進行演算

有關的角色則除了採用演算法之事業外，尚包括設計演算法的 IT 專家或 IT 服務

提供者。如此一來法制面所要規制的對象是否應該同時包括演算法設計者與使用
者，確有討論的必要。
一般而言，法律對於科學技術的研發通常採取尊重技術中立性的態度。也就
是說一個基本上可以用於各種用途的技術，不會因為特定使用者將之用於違法的
用途，就認定技術本身具備違法性。而法律採取技術中立的原則，通常亦是期待
技術研發能夠不斷創新精進，避免法律強制的作為扼殺科技的進步。OECD 演算
法報告對於是否對演算法設定相當規則時，不斷提醒部分規則可能會影響事業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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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演算法開發的能力或意願626，即為此意。因此若對於 IT 設計的專家或機構在
演算法的設計上施以過度的法律責任，是否會影響數位演算技術持續的研發與精
進，應是後續研議相關法制規範時所必須考量的。
USACM 於所提的聲明當中，認為組織應該對所使用之演算法所做成的結果
負責627。在演算法為組織自行設計或是第三方 IT 服務提供者是依循組織所提出
的要求進行演算法的設計時，應該推定組織應該知道或可以預見相關演算法設計
建置的目的，以及其是否有形成勾結或達到類似於勾結的結果。德國獨占委員會
提到了一個特殊的狀況，即若採用演算法之事業並不了解其所利用的演算法可能
導致勾結的結果，例如是 IT 服務提供者刻意將提供給不同客戶的演算法，設計
成有機會形成訂價勾結機制，但並未告知各該客戶時。則採用演算法的事業是否

政 治 大

仍需要負責628？在 USACM 的聲明當中並沒有對於組織的可歸責性有細緻的劃

立

分629。本文以為，演算法基本上就是一個事業為了達到特定目的或解決特定問題

學

‧ 國

的工具，因此多數個案應該可以找到使用者當初委託設計或是採購演算產品的初
衷。亦即與委託設計目的有關的故意或對功能的預測可能性，是可以發現或推演

‧

出來的，故還是應該回歸判定演算法之使用者是否對於勾結結果之發生明知並有

y

Nat

意使其發生，或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方能避免過度擴張責任認定的範圍。若勾

io

sit

結的產生並非其可以預見(包括無從得知或沒有足夠的技術能力可以預見)，原則

er

上不應讓利用演算法之事業背負勾結結果發生的責任。

al

n

v
i
n
Ch
除了採用演算法之事業之外，設計演算法的
IT 服務提供者是否必須對於演
engchi U
算法導致的市場勾結負擔競爭法上的責任。此部分應該以個案中 IT 服務提供者

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設計之演算法功能及可達到的效果而定。站在尊重及促進數

626

OECD(2017), supra note 559, at 50

627

USACM(2017), supra note 614, at point 3

628

Monopolkommission(2018), Chapter I,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 (En), §266, supra note 574,

629

USACM(2017), supra note 614, at point 3

a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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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科技研發的角度，原則上 IT 服務提供者依循事業的委託而進行演算法的設計，
應被認定為是一個資訊技術的專業服務，若沒有刻意協助事業達成違法目的之意
圖，則事業後續對於演算法的利用行為應與 IT 服務提供者之演算法設計行為脫
鉤。然則，若同一 IT 服務提供者受到多個具相互競爭單位之事業委託，而刻意
促使其為個別事業所設計之演算法最終可導引出勾結的結果，或明知各相關事業
是以要達到相互勾結之結果而協助進行演算法之設計等，則其行為應具備可責性，
應課予相當的責任。
要認定特定演算法的設計目的就是在協助事業進行勾結，或維持聯合行為的
共謀，抑或勾結僅為類似演算法運作之一個自然產生的結果，並不容易。如果要
就 IT 服務提供者對於演算法的設計究責，除了尋求相關證據證明其設計演算法

政 治 大

的意圖、背景或與委託者協議外，是否有相當的規則可以協助執法，似可加以思

立

量。OECD 演算法報告提及部分論者提出參考 GDPR 將隱私保護列入產品設計

‧ 國

學

相關規範的想法630，基本上也是一種對於產品設計的限制，認定隱私保護的價值
優先於產品的自由開發。是否要如法炮製思考在競爭法相關規範當中增加對於演

‧

算法設計的禁止或限制條件，讓執法者及演算法設計者皆有所遵循，必須是決策

y

Nat

者認定，降低演算法可能導致的競爭限制，維持市場的有效競爭以及延伸的消費

io

sit

者權益，應該優先於演算法的研發自由。即使上述的概念已成為普世的價值，但

n

al

er

「隱私權」的範圍定義相較於維持市場競爭的效率、不同市場的競爭限制或緘默

i
n
U

v

勾結的類型等，皆較為清楚限縮。現階段若要對演算法對競爭法的負面影響，以

Ch

engchi

文字的形式綜整成某個法律規則，可能尚需要一段時間對不同演算機制進行適度
的了解，將需要避免的設計方向予以整理臚列，方能進行。

四、透過演算法自動形成之事業決策於法制面之定位
在事業運用演算法達到可預測的代理人，甚至「數位之眼」的類型時，競爭
事業可以直接運用強大的演算法針對大量且即時蒐集的資料進行精準的分析，甚
至由演算機制直接完成自主決策。搭配自我學習機制，持續不斷精進演算分析的

630

OECD(2017), supra note 559, at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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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並調整因應的市場策略，無須經過人的決策程序，即可直接於市場上執行。
然則，決策過程若欠缺人為的介入，僅存在演算法的自主運作，最終形成與其他
事業一致的決策(例如持續一致的訂價決策)，於現行法制體制下並無違法評價的
機會。惟若演算法的自主運作達到一定程度，整體而言對於市場競爭可能有負面
影響時，競爭法是否需要介入，以及如何介入，可能需要予以考量。自動化決策
的結果在法制面的定位為何？演算法的自動決策是否直接納歸於採納其相關應
用的事業的決定，而應由事業負擔自動化決策之結果與法律責任？或除了採用演
算法之事業外，有無其他可能需要於法制面設定相關責任之對象？皆須加以考
量。
在尊重與促進科技研發的角度來看，一個技術的出現通常存在其設計研發的

政 治 大

目的，卻未必運用於設計者所預想的方向，而可能有各種不同的利用與影響。因

立

此，在涉及科技應用引發的法律適用議題時，尊重科技的中立性相當重要。科技

學

‧ 國

本身可能被用於違法的用途，並不代表科技的研發與應用就具備違法性，而必須
禁止或賦予負面的評價。演算法的發展也是數位科技的重要環節，其應用對於數

‧

位環境之產品或服務的提供及市場競爭，也有正面及反面的影響。因此在探討演

y

Nat

算法自動決策的法制面定位時，應該回歸競爭法制政策存在之目的加以考量，方

er

io

sit

能避免對於科技應用的過度介入。

al

以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一條陳述的立法意旨而言，公平交易法之制定再於維護

n

v
i
n
Ch
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再看歐
engchi U
盟對於競爭政策功能的詮釋，認為競爭政策是為了確保事業彼此公平的競爭，鼓
勵事業及增加效率，為消費者創造更廣泛的選擇，降低價格並強化品質631。我們
可以說競爭法存在的目的與功能在於維持市場競爭的秩序，確保自由市場競爭能
夠有效的運作，確保市場的多元性及消費者選擇的權利，獲取消費者的最大利益。
雖然目前各國法制規範設定以事業是否有特定行為導致對於市場競爭的不利影
響為核心，然則在人的行為不存在，而由人所引入的演算法自動做出決策，若產

631

European Commission, Overview: making markets work better,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general/overview_en.html (last visited at September 06,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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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競爭法所欲涉入或避免之市場狀態時，除非透過法制介入維持市場秩序的邏輯
被廣泛的捨棄，否則應尋求法制、政策或執法工具等相關調適的切入點以發揮競
爭法體制在市場秩序維持的效能。
回歸 John MacCormick 對演算法的定義：一種精確的配方，用以確立解決特
定問題所需要的確切步驟與順序632。要處理演算法自主決策的法制定位問題，也
許從演算法之設計、採用、市場操作到持續改善的生命週期來看。演算法設計具
備特定的人為目的，也就是說其必然是有初始要解決的問題或想要達成的目標。
因此，若發現前端設計的動機及目的已經具備形成聯合行為及限制競爭的概念時，
即應為最直接的法制切入點。對此歐盟 GDPR 第 22 條對於演算法「自動決策」
結果與資料主體之間的關係加以規範633的作法，也許是可以參考的。或更深一層

‧

633

John MacCormick(2013), supra note 547, at 3

學

632

‧ 國

立

政 治 大

European Commission(2016), REGULATION (EU) 2016/679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April 2016 on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persons with

Nat

io

er

Directive 95/46/EC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sit

y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and repealing

Article 22 Automated individual decision-making, including profiling

al

n

v
i
n
1.The data subject shall have theC
right not to be subject to a decision based solely on automated
h e n glegalc h
i U
processing, including profiling, which produces
effects concerning him or her or similarly
significantly affects him or her.
2.Paragraph 1 shall not apply if the decision: (a) is necessary for entering into, or performance of,
a contract between the data subject and a data controller; (b) is authorised by Union or Member State
law to which the controller is subject and which also lays down suitable measures to safeguard the data
subject's rights and freedoms and legitimate interests; or (c) is based on the data subject's explicit
consent.
3.In the cases referred to in points (a) and (c) of paragraph 2, the data controller shall implement
suitable measures to safeguard the data subject's rights and freedoms and legitimate interests, at least
the right to obtain human intervention on the part of the controller, to express his or her point of view
and to contest the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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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法制政策的評估，針對特定演算法的特性或功能施以一定程度的規範要求。
如同在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制直接將保護隱私的考量列入產品設計 (Privacy
by-Design)的概念，於競爭法相關規制中將某些對市場競爭可能產生負面影響的
因素列入產品設計要求等634。只是如同本節前面之討論，演算法種類多元，可能
對數位市場產生的限制競爭影響也相當複雜，目前國際實務已有具體案例並可以
將想像具象化的演算法僅為價格演算法，尚未有主管機關對於各類演算法有更完
整的整理及分析。相對於隱私權在國際法制定義與執法上的明確度，要對演算法
對市場限制的負面影響化身為具體的法制規則，恐還需要一段時間的研究分析。
至於演算法自動化決策的市場地位，可以先回到過往電子商務議題當中的電
子代理人法律定位來看。電子商務平台透過自動演算系統與交易相對人作成契約

政 治 大

約定或相關意思表示，其法律上之定位與效力如何，與本處演算法自動化決策某

立

程度有相通之處。如：電子商務網路拍賣平台，平台使用者透過自動化出價機制，

學

‧ 國

讓出價軟體自動按其所設定的出價條件適時出價而得標，其結果是否及於該使用
者。電子商務平台透過與消費者直接互動的自動化演算機制，無須平台方之相關

‧

人員介入，即自動形成契約約定時，其契約之效力等。原則上在電子代理人的情

y

Nat

況下，系統程序的運作仍然取決於使用者所下達的指令，並按照預先設計的流程，

io

sit

完成相互的意思表示，可以說是使用者以演算法作為工具，以貫徹其意志的執行。

n

al

er

也就是說在此情況下，演算法運作結果使用者不但明知、有意使其發生，並為可

i
n
U

v

預測的狀態，其所為之法律效果應回歸於使用者。因此包括演算法作為資訊傳遞

Ch

engchi

者、軸與輻及可預測的代理人的狀況下，其所為之結果及責任若不違背事業的本
意，且為可預測的結果，事業仍須對演算結果負擔法律上的責任。
在數位之眼的狀況下，事業雖然按其意志與需要設計或選擇適當的演算法，
惟演算法透過自我學習的機制持續演化，主動按照事業最大利益所為的決策，若

4.Decision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2 shall not be based on special categories of personal data
referred to in Article 9(1), unless point (a) or (g) of Article 9(2) applies and suitable measures to
safeguard the data subject's rights and freedoms and legitimate interests are in place.
634

邱映曦(2018)，數位平台市場大數據應用與競爭法，前註 8, 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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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非事業所能有效預測，其決策之法律定位該如何評估。本論文以為基本上法律
責任規範的對象就現階段演算法與 AI 發展的進程來看，要以演算機制或機械作
為責任主體，似乎言之過早。事業採納特定演算法，勢必有其原因與目的，演算
法之所以會運作且形成對市場的影響，亦源自於事業的應用。因此要求事業對其
所採用的演算法負責(如 USACM 之可歸責性定義635)，應為合理。因此要探討的
是，若採用演算法的事業無法有效掌握演算機制自我學習運作所為之決策時，事
業是否要負擔相當的法律責任。於本節前面針對演算法導致勾結應該規制的對象
及範圍時曾提到，若勾結的產生並非其可以預見(包括無從得知或沒有足夠的技
術能力可以預見)，原則上不應讓利用演算法之事業背負勾結結果發生的責任。
此處基本上也採取同樣的見解，基本上還是要評估事業對於演算法運用結果是否

政 治 大
能會因應市場變化與演算結果做出人為難以預測的決策時
，法律上是否應該要求
立

有能力預見。然而，若事業明知其所採取的演算法具有強大的自我學習能力，可

‧ 國

學

相關事業對於演算決策應為監督及施以必要干預的責任。亦即，當發現採用之
AI 所為的決策可能出現違法之結果時，是否要求事業有介入的義務？或是要求

‧

演算法設計者，必須在演算機制設計上規劃警示及人工介入的機制，使得於某些
可能有違反競爭法疑慮的決策即將做成時出現警示，提醒事業介入判斷或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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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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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CM(2017), supra note 614, at poi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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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在國內外爭相發展行動網路、行動應用、數位商務、大數據以及 AI 的時刻，
國內即使並沒有發展出如同 Google、Facebook 等具備國際重要性之數位平台，
但仍不乏各類利用現有平台而發展的數位創新服務、行動應用 App 及區域性的
平台服務。而數位平台作為大量、多樣化而即時之資料匯集場域，以大數據發展
為基礎，透過數位技術與各類演算法的設計與操作，創造多元而動態的市場價值，
驅動了數位市場競爭的新局面，也帶來競爭法規範與執法的挑戰。本論文的整理、
分析與討論，已對於近年來國際上數位平台資訊力競爭的討論重點進行最核心的
鳥瞰。惟數位平台競爭環境不斷變動，各國主管機關對於數位經濟相關發展在競

政 治 大
必須持續追蹤並就個別議題及不同法制面之交互影響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以下僅
立

爭法的因應亦仍在持續研議的階段。故本論文之完成只是相關研究的起點，未來

‧ 國

學

就本論文研究內涵摘要提出重點結論，期望能為國內相關議題往後之研究有所啟
發，並可作為未來國內法制配套研議的參酌。

‧

一、「平台資訊力」為影響數位平台競爭須關注的重要元素

sit

y

Nat

數位平台利用其資訊匯集地位與數據快速蒐集、處理的技術優勢，透過有效

io

er

之分析及決策資源的投入利用，將大數據分析結果活用於市場經營策略，以取得
一定市場影響或優勢地位的力量，即形成「平台的資訊力」。其內涵包括大數據

al

n

v
i
n
的 4Vs，也就是大量的資料(Volume)、資料的高速處理(Velocity)、資料多樣化
Ch
engchi U
(Variety)以及資料的價值轉換(Value)。數位平台即使具備前面 3Vs，若欠缺最終
價值轉換的能力或機會，則平台資訊力未必能夠形成。
(一)資訊力影響數位平台市場競爭，大致可從五個面向進行評估：
1. 競爭資料的排他性：
市場競爭所需要的資料是否僅由單一或少數平台所把持，其他事業取得有困
難，則該單一或少數平台則取得資訊的競爭優勢。
2. 所涉資料是否有助於學習效應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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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若有助於促進平台之商品或服務的改善或提升，則為具備學習效應的資
料。尤其對與機器學習有關之服務，學習效應更能帶來服務創新的能量。
3. 所涉資料是否能夠促成或強化網路效應
數位平台市場為雙邊或多邊市場，故成功的數位平台必須能夠有效建立或持
續優化其網路效應。若平台掌握並善加利用得以促進或強化網路效應之相關資料，
則有助於降低平台多棲現象發生的機率及影響，並形成新事業市場參進的門檻。
4. 市場上是否具備其他補充或替代性的資產
平台事業即使握有具備高度競爭價值之資料，但若市場上存在可用於相同目

治
政
大
壓制。此外對於數位平台而言，多樣化的資料或資源亦可交相激盪出不同的利用
立
價值，故事業是否能夠取得或掌握互補性的資產，亦會影響資訊力的展現。

的及功能之替代性資料，而為競爭對手可取得者，則該平台的資訊力會因此受到

‧ 國

學

5. 所涉資料是否有助於對市場上競爭/潛在競爭之商業模式的掌握

‧

數位平台市場具備動態競爭特性，若能透過所掌握的資訊對市場進行有效監

y

Nat

控及分析，迅速掌握競爭或潛在競爭服務的發展與動向，則可以適時因應甚至加

er

io

al

sit

以併購，降低未來競爭壓力。

n

(二) 大數據發展使得市場透明度提升對數位平台市場競爭有正反效果

Ch

engchi

i
n
U

v

大數據發展使得數位平台對於市場資訊能夠迅速而完整的蒐集與分析，帶動
市場透明化。對於特定類型市場而言，透明化的市場資訊將降低市場參進的障礙
(如電子商務平台市場)；但亦可能帶來負面的影響，例如因為得即時掌握競爭者
的行為，有助於形成定價默契或監控卡特爾的執行，引發市場勾結的反面效果。
(三) 平台運用資訊力可能操作之相關反競爭行為
數位平台透過資訊優勢可能進行以下之反競爭行為：
1. 結合與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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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透過對市場資訊的迅速掌握與分析，能夠早期發現潛在競爭服務的存在，
直接運用結合或併購的方式讓潛在競爭事業在尚未成為有效競爭力量前即被收
攏。此類結合可能是針對市場上創新服務等未具備一定市場占有率之新進參與者，
且服務本身可能於結合當下看似對市場無相當的影響而被忽略。類似個案必須謹
慎評估結合事業個別在資料擁有的情況以及未來市場發展的可能性。在結合事前
審查門檻亦可能需要重新評估(如：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九次修正案，因應數
位平台結合特性，調整結合事前審查門檻636)。
2. 排他性行為(市場排除行為)
數位平台相關市場當中與資料相關的排他性行為，對於市場競爭亦產生一定

政 治 大
資料庫的交叉使用(cross-usage of datasets)、策略性增加使用者轉換成本以及獨占
立
之影響。包括限制關鍵資料的近用、資料近用的差別待遇、排他性條款、搭售、

平台的垂直整合等行為，皆有可能形成市場排除。

‧ 國

學

3.資料驅動的差別取價

‧

運用資料分析及演算法的建構，針對不同消費族群或服務使用者進行差別取

sit

y

Nat

價，有效利用消費者剩餘以獲取最大的利益。正向影響，有助於促進更活絡的價

io

er

格競爭。反面而言，則會形成對個別消費者的不公平待遇。須依據個案判斷是否
對市場競爭產生限制或其他負面影響。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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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chi

4.涉及資料隱私議題，影響市場競爭

i
n
U

v

數位平台蒐集大量的個人資料，透過事業結合或與其他平台服務的鏈結，可
能使得各平台服務資料集中化或相互流動，改變平台原先對使用者隱私/資料保
護的程度，可能影響數位平台間的品質競爭；若所涉平台具備市場支配/獨占地
位，甚至可能形成平台對個人資料的榨取，構成濫用市場地位認定(如：德國聯
邦卡特爾署 2019 年對 Facebook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處分637)。

636

637

GWB, §35 (1a), supra note 437
Bundeskartellamt(2019), press release, supra note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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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及資訊力競爭之數位平台的相關市場界定
--因應資料驅動數位平台之市場競爭特性，相關市場界定方式有補充必要
早期競爭法之規制以價格競爭為核心。往後雖然逐步關注到事業在價格以外
的競爭因素，但相關市場界定的處理仍然以涉及「價格」有關的界定方法為重點。
我國市場界定處理原則採納的分析工具，如交叉彈性檢測法、假設性獨占者檢驗
法(搭配 SSNIP)等皆為此類。然而資料驅動之數位平台於服務的提供及事業的競
爭核心往往並非價格，而是透過單邊或多邊免費服務的提供而進行實質的品質競
爭，加上平台競爭受到科技發展迅速與多元整合的影響，對現下與潛在競爭市場
的判斷較為困難，讓過往以價格為主軸的市場界定方式在數位平台資料競爭的個

政 治 大

案，產生適用上的疑問，而有按其特性補充調整之必要。

立

然而，由於數位平台競爭個案變異較大，單一市場界定方式皆可能有其適用

‧ 國

學

上的盲點，建議透過以下幾種分析法則依個案交互應用，以協助市場界定：
(一) 合理替代性分析法之運用需考慮科技發展與多元運用的可能性

‧

本論文摘要之歐盟相關個案，在相關市場界定上多以合理替代性分析法作為

y

Nat

sit

市場界定之第一步。此方法有助於初步判讀個案所處市場目前相關服務、資料庫

er

io

或競爭資料之取得狀態、替代性等事宜。然若牽涉商品服務變異較大的結合案件，

al

v
i
n
Ch
備複雜的競爭關係，潛在競爭者的範圍，因為多樣化的資料與科技交互影響，可
engchi U
n

或是在目前市場上還看不出潛在競爭關係的個案，容易發生誤判。數位平台即具

能來自看似不相關的平台服務。故在資料驅動數位平台的競爭個案，雖可運用合
理替代性分析法做初步的界定，但須針對科技發展及運用加強評估，包括參考相
關技術/市場預測等專業第三人分析資料，及考量結合事業或其他競爭事業對市
場未來競爭提出的判斷，並將事業結合之著眼點或目的併同納入評估。佐以其他
市場界定法則交互運用。
(二) 部分仍涉及價格變動的個案，輔以採用修正 SSNIP 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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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SSNIP 法則是以單邊價格提高對平台整體獲利的影響作為考量，但仍
然根源在平台服務提供須具備價格性，且不只一方的服務提供須有金錢價值的對
價支付之情形。對於不具價格變動因素之數位平台，則不適用。
(三) SSNDQ 用於品質競爭，須應用於消費者對品質轉變有敏感度之案例
採用 SSNDQ 需先界定出影響個案競爭的品質因素，於資料驅動的數位平台
可能包括資料保護的情況、個資利用的程度、平台與其他服務資料串接的情況或
資訊安全的環境等。且此法則的基礎在於消費者發現品質有變化即會轉換服務的
假設，故適用於消費者對替代服務有認知並對品質轉換有一定敏感度的個案。另，
個案當中是否存在「現狀偏差」的因素亦須列入評估。

政 治 大

(四) SSNIC 可用於涉及資訊成本變動的競爭個案

立

SSNIC 用於多邊市場一方成本改變可能帶動平台服務品質變化或其他方利

‧ 國

學

益或平台利用效能變動的個案。於資料驅動之數位平台，可用來評估一方資訊成
本變動(如：平台加強蒐集一方消費者的個人資料)，對平台整體運作的影響。採

‧

用時須注意消費者在品質感知的複雜度，先發掘對平台使用者有影響之變量，再

sit

y

Nat

選定主要變量加以分析，此時必須讓選定變量以外之變量維持不變方可進行。

al

er

io

(五) 個案所涉資料若本身為商品/服務標的，應獨立劃分為商品/服務市場進

v

n

行分析。若所涉資料非商品/服務標的，則須視個案判斷有無區隔設置假設性資
料市場分析之必要。

Ch

engchi

i
n
U

個案所涉資料為輔助或生產投入之角色時，由於資料驅動的數位平台競爭個
案，在潛在市場、潛在競爭者及未來市場競爭預測上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執法機
關需要輔助的方法協助評估。參考 Harbour 及 Graef 之意見，從所涉資料的角度
切入，分析評估資料對合併事業之實質意義、對市場競爭真實的影響或作為發現
潛在競爭市場或潛在競爭者的工具的想法，值得考慮。但有無必要直接劃分獨立
的假設性資料市場，考量數位平台資料多元應用的可能性，以及事業資料分析/
應用能力、擁有資源及所處環境的差異性，單以假設資料市場判斷可能之潛在競
爭者，有市場範圍劃分過大的疑慮，應視個案決定是否進行資料市場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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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台資訊力對市場獨占地位之法制適用議題
--資訊力對數位平台市場地位有直接影響，法制政策配套有評估之需要
(一) 德國已將數位平台特性及資訊力於市場地位之影響初步納入修法，並
逐步評估其他可能法制調整需求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九次修正案第 18 條(3a)項，針對網路多邊市場之市
場地位評估項目，新增五點：1. 直接與間接之網路效應、2. 使用者併行使用多
種服務及其轉換的成本、3. 網路效應相關的規模經濟、4. 獲取與競爭相關的資
料、以及 5. 創意驅動的競爭壓力。並於 BMWi 的追蹤研究638探討中小企業及中
小型數位平台對大型數位平台的依賴。對個案市場界定上的困境，建議彈性調整

政 治 大

執法方式，指出未達市場支配門檻卻有執法介入必要之平台活動639，包括：

立

1.事業之尚未取得支配地位但卻已於市場上具備活躍的單方行為，於市場上

‧ 國

學

建立強大而正向的網路效應，而這種行為有可能提高壟斷發生的機率。

‧

2.於具備市場封鎖效應之緊密的寡頭壟斷市場出現的非協調一致性行為。

y

Nat

3.事業濫用多角化市場力作為某特定形式的權力，即便處於尚未達到市場支

er

io

al

sit

配地位的門檻，仍可能對市場競爭產生危險。

n

4.中介力量(intermediation power)以及資訊的不對稱。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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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U

v

BMWi 亦建議得禁止具壟斷地位之平台經營者對於平台多棲或平台轉換進
640

行阻擋

(例如：刻意限制使用者資料的格式或適用的技術規格)；至於要求特定

事業將所持有之資料提供為訓練或自我學習演算法之用，則仍需再研議641。

638

BMWi Report (2018), supra note 256

639

Id. Executive summary, at 2

640

BMWi Report (2018), supra note 256, summary of the report’s recommendation (5)

641

Id. summary of the report’s recommendati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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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公平交易法與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規範有別，對數位平台濫用獨
占地位或相對優勢地位議題，可評估將個案審查重點納入相關配套法制規則。
1. 針對中小型企業或中小型平台對於大型數位平台或於市場競爭具相對優
勢之平台的依賴(如 Google Search 作為國際上市場占有率最高的搜尋引擎，為中
小企業或中小型平台導引網路流量的重要入口)，可考量納入第二十五條案件處
理原則關於相對市場優勢地位濫用之適用情形。
2. 數位平台運用其於特定市場的優勢地位，以不當的方法將市場力延伸至
其他市場，除搭售或整批銷售外，尚包括將其現有優勢進行不當的資源利用或商
業策略的安排(如歐盟 Google 系列個案)。故於數位匯流規範說明關於不當市場

政 治 大

力之延伸，可以考量納入數位平台多角化服務跨市場之不當市場力影響態樣。

立

3. 大型數位平台不符合現行關鍵設施認定的要件，然部分具高度市場占有

‧ 國

學

率之搜尋平台作為事業及消費者連結網路資訊的重要入口，卻利用使用者無法感
知之方式操控資訊的排序及接取，直接操控市場競爭環境。而服務利用者卻未必

‧

與平台具備契約或交易的關係。建議於數位匯流規範說明之濫用關鍵設施部分，
評估是否涵蓋透過數位技術或演算機制影響關鍵設施提供的公平性或影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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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之差別待遇的情形。

4. 於平台利用相對資訊優勢所形成的不公平競爭行為，建議可考量於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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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條案件處理原則中納入相對市場優勢或利用資訊不對稱行為之態樣。

engchi

(三)參考國際法制趨勢，評估採取強化數位平台透明性與公平性之法制配套，
降低數位平台資訊控制優勢對市場之影響。
1.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經濟產業省與總務省於 2018 年舉辦數位平台法制
檢討會當中提及，大型數位平台憑藉市場控制力，透過演算參數的設置，操控大
眾所能取得的資訊。需要透過法制的調適介入大型數位平台操控資訊所引發的資
訊不透明問題，相關規範之研議並須同時平衡日本平台業務的發展與創新。現階
段決議應採取之措施包括：(1)透過更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繼續了解與掌握實際
交易的狀況、(2) 支持各部會執法及政策規劃，推動創建具備數位技術及商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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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多元且具先進知識的專門組織、以及(3)舉例而言，將要求揭露/明示某些重要
的規則和交易條件，從確保透明度及公平性的角度進一步納入規範的檢討642。
2. 歐盟 2018 年由其理事會確立針對網路平台透明度與公平性建立新標準的
規範方向，將針對網路市集、網路應用程式商店、網路社群媒體以及網路搜尋引
擎訂立規則，涵蓋重點包括提供清晰易懂並具備可預測性的條款、終止服務之事
前說明義務、排序服務及與排序重要參數之揭露、差別待遇之揭露、資料接取與
共享機會的揭露、及爭端解決機制的建置等。
3. 國內在事業揭露義務之部分主要規範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18 條。公平交易
法制相關配套規範部分，尚未建立類似的規則。於第二十五條案件處理原則關注

政 治 大
可考慮於第二十五條案件處理原則第七點第四款，增加數位平台事業未事先揭露
立

之資訊對等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等部分，皆尚未考量數位平台中介服務的特性。

足以讓平台商業及一般使用者了解之必要資訊，如相關資訊蒐集及提供應用狀況、

‧ 國

學

演算及排序機制之操作或其他可能影響平台服務公平性之平台運作，列入不當利
用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判斷的項目。或對於與平台建立契約關係的服務，未事先以

‧

書面或明顯易讀之平台利用規則，告知平台所屬不同服務間在演算法交互影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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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台資訊力對事業結合於競爭法制適用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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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上可能產生的影響，列入第七點第五款資訊不對稱行為的判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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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驅動數位平台結合，於個案評估及相關法令規範調整於國際上已有

engchi

審查重點及立法/執法方向之發展

(一) 歐盟案例累積，型塑相關個案判斷重點
1. 擁有優勢資料的事業未必即獲得資訊力，尚須就個案市場競爭狀態進行
評估。相關評估條件可能包括：

642

日本経済産業省,公正取引委員会, 総務省(2018), プラットフォーマー型ビジネスの台頭

に対応したルール整備の基本原則について, supra note 275,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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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的獨特性與可替代性—非僅直覺性將相類似資料或可用於類似目
的之資料歸類，而須注意數位平台對於資料利用的多元性，不同來源、類型之資
料亦可用於同一目的；即使類似的資料，由於平台創造資料價值的能力有別，亦
會形成不同的結果。應關注的非僅資料之可能用途，而是資料有無機會被萃取成
得以進行有效競爭的資源，也就是大數據 4Vs 當中的價值創造(value)。
(2) 資料的排他性—涉及結合事業是否會進行原料封鎖，或是因為結合而導
致競爭之關鍵資料集中於特定事業，影響市場有效競爭。須考量的因素可能包括：
所涉資料在結合之前是否為市場可取得之資料以及結合後產生的變動、是否為市
場競爭的關鍵資料、資料取得之困難度、是否有暫時性排他狀態的發生。

政 治 大
競爭的變化迅速，潛在競爭者範圍可能超出預期。必須將科技發展因素納入考量，
立
(3) 相關市場上競爭/潛在競爭服務之存在與否—數位平台具動態市場特性，

適度從結合事業主張的市場預測與競爭者或技術市場所提出的意見併同分析。

‧ 國

學

(4) 資料蒐集與利用的限制—個案是否存在資料蒐集或利用的限制，以及有

‧

無突破限制之可能性、動機與困難度。包括技術層面之可行性，以及資訊力在經
濟層面的獲利可能性，結合整體價值是否與結合計畫或主張相當等，皆應評估。

sit

y

Nat

io

er

(5) 資料帶來的學習效應—個案所涉資料是否得以協助結合事業改善與提
升商品/服務品質，帶來學習效應。包括現在市場資料利用情況及未來利用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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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皆應視個案納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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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隱私保護於結合審查就其個案特性有納入評估必要
(1) 隱私保護法制對於事業透過資訊集中而獲得市場力可能形成限制，甚至
因為隱私保護法制之變動(如 GDPR 中資料可攜權之規範)，使得平台秉持資訊地
位可能採用的市場競爭策略受到影響。應視個案的需要，對影響市場競爭的層面，
進行適度的評估。
(2) 隱私於資料驅動數位平台競爭個案可能為品質競爭應考量的因素，但亦
可能因為消費者於個案中對於隱私相關品質感受度的強弱，或是否存在預先安裝
軟體之「現狀偏差」問題，而影響隱私作為品質競爭考量因素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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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國修正限制競爭防止法，日本及新加坡等檢視現行法制狀況，提出
執法原則之補充或維持現行法制適用
1. 德國於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九次修正案第 35 條(1a)項調整多邊市場事前結
合審查門檻，讓審查門檻不再以營業額為基礎，使得尚未取得高營業額，但在市
場上已經具備發展潛力或其他競爭價值，而由其他事業願意高價併購之事業的結
合案，以結合價值超過 4 億歐元為門檻(第 4 款)，納入結合的事前審查。BMWi
委託研究案並建議於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36 條，針對大型平台併購新創或具潛力
之平台進行規制，將具市場支配地位事業的整體策略納入評估，分析其是否是針
對具備潛在競爭威脅的事業，進行系統化的收購。

政 治 大
將隱私保護納入結合審查；涉及需利用資料進行研發之市場，須將利用該資料或
立
2. 日本 2017 年檢討報告提出在隱私保護為競爭核心的數位平台結合時，須

資料集建立市場力之風險納入考量。而以演算法為基礎的產品，透過免費服務獲

‧ 國

學

取大量資料，應關注涉及網路效應的資料蒐集及機器學習，是否產生因資訊力而
建立的市場力。資料作為產品輸入資源時，合併若產生資料集中亦將強化市場力。

‧

資料本身為交易客體而有影響市場競爭之行為時，為獨占禁止法適用之範圍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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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加坡 2017 年官方報告檢視大型資料庫集結合案於現行法之適用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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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於競爭案件之考量進行研議。提出資料累積時間、需投入的廣告行銷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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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建構、分析之人力資源皆可能為相關個案之市場參進門檻。資料庫相關結

Ch

engchi

合若可能有導致限制競爭之結果，可考慮透過附加條款方式要求個案事業負擔結
合後維持市場有效競爭之義務。另指出隱私屬於非價格競爭因素，於相關個案可
納入評估。針對上述研議內涵，現行競爭法暫無修訂必要644。
(三) 檢視國內法制現況，參考國際法制趨勢及國內產業發展需要，評估相
關法令配套調整之需要

643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Research Center(2017), supra note 53, at

61~65
644

CCS(2017), supra note 450, §196~208, at 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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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考量補充事前結合審查門檻之設定，促使未達現行申報門檻之資料驅
動數位平台結合個案，於市場競爭有影響者，有機會納入審查。
德國做法採取結合整體價值為基準，門檻的設置可能有困難。可考量將國內
數位平台型態進行分類，統計多數事業市場價值評估的狀況，以及類似結合案件
通常的出價的幅度。或是以設定倍數的方式，例如規定收購方出資超過被收購方
整體市值之 X 倍之結合案，應向主管機關事前提出申報。或運用結合處理原則
第 7 點，考慮於例外條款中納入結合事業出現與市場競爭相關之資料集中可能強
化結合事業市場力、關鍵資料受到控制或有其他因個案所涉資料整併而有影響市
場競爭之虞時，適用一般作業程序。

政 治 大
有相關規定可資適用，可參考 BWMi 檢討意見，嘗試透過平台整體競爭策略評
立

2. 針對大型數位平台併購新創或具備競爭潛力事業之個案，目前國內尚未

估新創/潛力事業對平台競爭的價值，再評估是否以附附款方式要求結合事業必

‧ 國

學

須給予受合併之新創服務一定期間的市場發展期，避免將相關服務直接瓦解消失，
以維持市場多元創新的發展機會。

‧

3. 針對數位平台資訊力競爭相關案件，適度補充結合審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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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市場地位之判斷部分，德國第九次修正案第 18 條(3a)項之規範可參酌。
於個案資料對競爭影響之部分，可參酌以下項目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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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多邊市場個別涉及之資料類型及資料交互運作的情況(包括多角化
engchi U

(1)

結合各類資料與演算技術之相互影響)

(2) 判斷所涉資料是否為相關市場競爭之關鍵資料
(3) 市場上類似服務存在之情況以及相關資料的接取可能性與困難度(含是
否有替代性資料或互補性資料的存在)
(4) 是否出現資料的排他性情形(含握有關鍵資料者不願分享、排他性條款、
暫時性排他之時間利益等)
(5) 是否存在資料利用的限制(包括事實上、契約上或法律上的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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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是否存在演算法與機器學習的介入，強化資訊利用效能以建構市場力
(7) 以資料為產品/服務核心之個案，有無相關限制競爭之行為(包括對下游
市場資料接取之限制或差別待遇)
(8) 科學技術研發及實務預測之應用趨勢
(9) 其他關於所涉資料特性應評估的因素(包括所涉資料是否具備時間累積
的特性、獨特性、即時性、時效性、有助於深度學習等)
五、隱私保護與數位平台競爭個案審查之關聯
--隱私或資料保護問題涉入市場競爭影響時，應納入個案評估

政 治 大

(一) 隱私/資料保護法制與競爭法設置目的雖有不同，卻非無關平行線。

立

1. 平台對於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為依循所適用之隱私/資料保護法

‧ 國

學

制，而與消費者建立之權利義務關係，亦可以說是平台對於使用者隱私/個人資
料保護品質的承諾。

‧

2. 消費者提供個人資料，於數位平台亦可為換取免費服務之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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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市場支配地位之平台依恃使用者或其他合作平台對其相關服務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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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使用者之意願或以超過使用者得以認知或控制之手段取得及利用使用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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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已於德國聯邦卡特爾署於 Facebook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個案，認定構成「剝
645

削性濫用行為」

。

engchi

4. 隱私/資料保護相關法制之規定，可能對於數位平台資料取得與利用產生
限制，甚至相關法制之變動，亦會影響平台資訊力的取得或運用。
(二) 隱私議題於數位平台結合案件若涉及市場競爭之影響，現階段可將兩
個層面納入評估：

645

Bundeskartellamt(2019), press release, supra note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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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隱私為平台消費者會專注的品質競爭要素時，事業結合是否可能帶動隱
私保護程度的改變，或影響消費者之選擇。
2. 系爭個案是否受到國內或國際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所規制，其規制的
內涵是否於個案所涉市場競爭有影響。
(三) 隱私/資料保護法制內涵是否適合直接作為判斷數位平台濫用市場支配
地位之標準，德國 Facebook 處分案後續之變化值得持續觀察。
六、平台資訊力運作引發之數位平台聯合行為法制適用議題
--數位平台對於演算法之利用及可能產生的事業勾結，將衝擊競爭法之執法，

政 治 大
(一) 演算法之設計與採用是數位平台得以匯集、分析大量資料及持續創新
立
在平台資訊力引發之聯合行為議題層面，須加以關注及追蹤

‧ 國

學

的基礎，其利用對市場競爭有正反影響，相關議題未必皆有競爭法評價之必要。
而演算法應用產生之緘默勾結與對市場競爭之限制為目前國際競爭法制實務持

‧

續關注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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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算法於事業勾結之角色，參考 Ariel Ezrachi 與 Maurice E. Stucke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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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類，大致有四：1. 資訊傳遞者、2. 軸與輻、3. 可預測的代理人、及 4. 「神

n

al

er

之視角」或「數位之眼」(延伸至人工智慧領域)。前兩者仍可以現行競爭法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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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加以處理，後兩者則對法制適用產生衝擊，須為法制因應面的評估。

Ch

engchi

(三)國際法制政策討論方向與態度不一，有部分意見形塑，但尚未產生具體
立法作為或法制配套。
1. 德國獨占委員會針對價格演算法之自動定價協調引發之問題提出法制研
析看法，認為現行 TFEU 第 101 及 102 條於事業運用演算法達成聯合行為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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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可處理事業間有合意，而演算法作為執行事業合意之工具的情況。演算法其他
應用類型之執法，須解決以下問題646：
(1) 如何識別根基於演算法的勾結—強化市場調查機制，尤可考量賦予消費
者協會等組織對市場調查與監督的權力，並搭配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34a 條由
國家沒入違法行為之經濟利益作為嚇阻。
(2) 應採取哪些額外措施以調和市場上因為價格演算法應用而提高的風
險—價格演算法之應用可能性尚在發展中，無法確定現行法是否不足，且須避免
法制過度介入影響數位演算法之發展。可先評估採用舉證責任倒置之規定，要求
可能實行反競爭行為之事業，舉證證明所使用之價格演算法未導致限制競爭等違
法行為之發生。

立

政 治 大

(3) 責任範圍須區隔使用演算法之平台或 IT 服務提供者。

‧ 國

學

A. 若平台營運者故意且積極透過價格演算法參與供應商的訂價行為而從中
獲利，應認為平台已參與限制競爭協議或按個案判斷其所違反的其他競爭規範。

‧

B. IT 服務提供者責任，須其在個案角色扮演而有所別。為避免法令過度介

y

Nat

sit

入影響技術中立與演算法之發展，主要規範應著重在 IT 服務提供者自己的行為，

n

al

er

io

促使其儘量避免設計、更改或提供足以促使市場勾結發生的演算法647。

i
n
U

v

2. 新加坡競爭委員會認為演算法對競爭之影響面向多元，不能一概而論。

Ch

engchi

現階段傾向將演算法定位為工具的應用，將持續關注及避免演算法進入到新的應
用或 AI 科技時對於競爭產生危害。至於仍然存在事業協議或共同一致行為或試
圖形成共謀的案例，即使採用了演算法工具，仍可透過現行法規制648。

646

Monopolkommission(2018), Chapter I,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 (En), supra note 574, §231,

647

Id. §262~271, at 23~25

648

CCS(2017), supra note 450, §153~159, at 68~71

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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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ECD 於 2017 年提出之演算法報告，認為演算法導致事業間實際協調關
係不易證明時，可從促進勾結(facilitate collusion) 的角度切入執法649。未來法制
建構層面可參考 GDPR 第 22 條之邏輯，對演算法中涉及系統「自動決策」的功
能部分施以限制條件650，例如建立價格規則、建立/採用使緘默勾結不穩定的政
策或建立演算法的設計法則。美國 USACM 針對演算法於 2017 年發布的促進透
明度與可歸責性之七點建議規則，亦值得參酌。
(四) 數位平台對演算法應用而形成勾結之問題，於競爭法執法最大的困難
在於以下四點：
1. 透過演算法所導引及維持之聯合行為有舉證上的困難—透過促進勾結之

政 治 大
度與可歸責性之要求，為可參酌之方案。
立

角度切入執法，或採用舉證責任倒置之規制，或強化對演算法設計與利用之透明

‧ 國

學

2. 透過演算法形成與維持的緘默勾結是否有法制規範的必要—數位平台相
關市場透過演算法運作所形成的緘默勾結，對市場競爭的影響範圍及強度，遠大

‧

於過往寡頭市場的緘默勾結。為避免現行法以證明勾結合意為前提之執法困境，
建議可評估建立較為彈性的執法概念，率先評估的不是人為的意志，而是相關演

y

Nat

io

行相關法制手段，以維持市場競爭的活化。

n

al

Ch

i
n
U

3. 演算法導致之市場勾結應規制之對象及範圍—

engchi

er

sit

算機制的操作對於市場的競爭已產生非競爭法規制所樂見之影響時，可以直接進

v

(1) 應區隔平台與第三方 IT 專家/服務提供者進行規制。避免對第三方 IT 設
計施以過度的法律責任，以維持技術中立之原則及演算法之研究發展
(2) 責任設計上無論對於平台或 IT 專家/服務提供者，皆須秉持規範自我行
為，且對於演算法設計及運作結果具備操控或預見可能性為原則。

649

OECD (2017), supra note 559, at 42

650

OECD (2017), supra note 559, at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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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至於是否建立對演算法設計之限制規則，因市場競爭的態樣與範圍相較
於隱私權而言更加複雜，尚需要一段時間對不同演算機制進行適度的了解，將需
要避免的設計方向予以整理臚列，方能進行。
4. 演算法自動決策之法律定位問題
(1) 參考電子代理人之邏輯，演算法作為資訊傳遞者、軸與輻及可預測的代
理人的狀況下，其所為之結果及責任若不違背事業的本意，且為可預測的結果，
事業仍須對演算結果負擔法律上的責任。
(2) 就現階段演算法與 AI 發展的進程來看，要以演算機制或機械作為責任
主體，言之過早。

治
政
大
(3) 事業採用演算法具備一定原因，故由採用事業負擔演算法運作之責任，
立
應為合理。(USACM 之可歸責性 )
651

‧ 國

學

(4) 責任規制原則上必須考量事業對於採用演算機制運作之可預見性。然而，

‧

若事業明知其所採取的演算法具有強大的自我學習能力，可能會因應市場變化與

io

sit

Nat

策應為監督及施以必要干預的責任，可予以考量。

y

演算結果做出人為難以預測的決策時，法律上是否應該要求相關事業對於演算決

er

七、數位平台資訊力於競爭法相關法制規劃，整體而言可為以下考量：

al

n

v
i
n
(一) 未來法制的因應與調適是一個謹慎持續的進程
Ch
engchi U

數位平台資訊力對市場競爭之影響是一個持續發展的狀態，國際案例與法制
發展仍存在許多變數。尤其進入演算法及 AI 的後續研發，技術及市場預測將更
有難度，對於涉及某些市場及技術發展之相關案例持續觀察，也許是必須的。國
內產業與消費者對國際大型平台有一定程度的依賴，近年來並投入數位演算技術
研發，區域性的數位創新或平台服務亦皆在發展中，案例的出現應該只是早晚的

651

USACM(2017), supra note 614, at poi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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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法制面可適度考量在事前結合審查門檻或是小型案件簡化作業程序之例外
部分進行補充，促使案例之浮現，以利後續法制評估。
(二) 現階段應優先評估配套規範的研議，再逐步考量公平交易法之修正
數位平台資訊力發展影響市場競爭的問題，雖然對競爭法某些規則的應用有
適用上的疑問，仍不足以否定競爭法存在的基礎。應藉由逐步掌握個案於市場競
爭的特性，對於既有法制規範進行漸進且適度的增補。可以參考日本的模式，短
期內先對配套法制措施進行調整，搭配持續的市場調查分析及國際案件與立法趨
勢的追蹤，逐步完備法制的建構。
(三) 不同法制規範或程序之相互搭配，有助於數位平台議題的規制

治
政
大
除競爭相關法制外，數位平台資訊力對市場競爭的影響是否有其他可搭配競
立
爭法交互運作的規範或程序，可形成事前與事後處理的規範鏈結，值得思量。例
‧ 國

學

如歐盟與日本對於數位平台透明化與公平化的規則或法制建構提案，即帶動了類
似的反思。此外，涉及演算法及後續 AI 發展的法律適用疑義，似乎亦可從反思

‧

的角度出發，先撇開競爭法修法或執法方向的探討，針對哪些配套法制的建構或

sit

y

Nat

要求，得以讓競爭法所要捍衛的競爭價值以及執法目的可以順利的達成。

n

al

er

io

(四) 採取執法上的彈性作為，降低直接適用現行法制規範或原則之障礙

i
n
U

v

對於數位平台在適用競爭法相關規範或原則產生之疑問，如相關市場界定的

Ch

engchi

困難，或是演算法引發的相關執法障礙，或許可以在執法邏輯順序上採取某些彈
性，例如 BMWi 委託研究報告所提的，在市場界定非常困難的個案以先確定哪
些反競爭的行為或狀態需要被有效控制為執法入口。或在演算法個案，繞過對人
為意志的發掘，而先確立競爭法所要維護的秩序為何，判斷有無執法介入的必要。
或採取以科技處置科技的態度，觀察及鼓勵相關事業研發及採用對相關演算法的
反制技術，降低演算法對市場競爭之負面影響。
(五) 競爭法與其他法制規範的交相影響，於數位平台相關個案有評估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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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探討了隱私/資料保護法制於資料驅動數位平台競爭個案的重要性。
然而資訊力對數位平台市場競爭之影響，在隱私/資料保護以外尚包括消費者在
市場上的角色或當演算法涉及專利等智慧財產權議題時，於競爭法上的評價。
(六) 個案判斷必須將科技趨勢與平台多角化經營與發展可能性納入評估
數位平台的市場競爭與相關科技的發展應用具有強大的關聯。且所謂相關科
技，並不僅限於個案發展當時表面上所看到具相似性或有競爭關係的技術或設備。
屬於其他市場的科技研發，亦可能對個案市場未來的競爭狀態帶來改變。故對於
數位平台資訊力競爭相關案件，執法機關對於科技研發的趨勢以及市場應用的脈
動應從更寬廣的角度出發，兼顧數位技術多元應用及平台多角化經營的特性，將

政 治 大

同業競爭判斷及廣泛技術預測充分列入評估，方能更貼近市場實際發展之真貌。

立

八、未來研究展望

‧ 國

學

數位平台資訊力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及其對於競爭法適用之衝擊及因應，在未
來競爭法執法上隨同各類商務模式及技術的變化，相關個案應會持續出現。尤其

‧

AI 發展已為國際趨勢，對於 AI 到底可以發展到怎樣的程度，也影響到包括競爭

sit

y

Nat

法等相關法制面在執法與配套規範該如何因應的議題。本論文在有限的時間與篇

io

er

幅之下，僅先對於目前在個案及法制面探討面向較為重要的限制競爭議題提出初
步的觀察與建議。惟個別主題皆仍有持續深入討論的空間。包括如何於個案應用

n

al

Ch

i
n
U

v

補充的市場界定工具、彈性的競爭法執法模式之操作、結合案在隱私層面審查的

engchi

細部作法、對抗演算法之反競爭影響更細緻的操作等，都值得繼續深入探究。
其他本論文未竟之處，而期待於往後持續研究者尚有：
在市場界定的層面，數位經濟環境的破壞式創新發展趨勢在數位平台競爭是
否會帶來市場界定以及競爭法個案處理上的疑問，於本論文並未涵蓋。然而數位
平台當中如共享經濟平台，實為近年國際競爭法制層面討論破壞式創新極為重要
的部分。資料在創新研發以及破壞性創新發展層面亦扮演重要的角色，該如何運
用市場界定工具或資料市場的分析有效發現或界定破壞式創新服務的範圍或潛
在的發展，可更進一步探討。
270

DOI:10.6814/DIS.NCCU.LAW.001.2019.F10

在演算法的部分，國際實務已出現的價格演算法於垂直市場之限制轉售價格
案例，本論文雖尚未進行討論，但就整體議題探討的完整度而言，有持續研究的
必要。在 AI 發展的部分，涉及 AI 運作的商業型態在競爭法及配套法制面的適
用與因應、競爭法是否為處理 AI 的適當工具、涉及演算技術或 AI 科技專利保
障對平台資訊力競爭之影響等，都有持續探究的價值。
在隱私議題與競爭法執法的部分，在 GDPR 正式施行，以及各國在個人資
料保護、資料跨境傳輸、資訊安全管理的各項規制陸續因應數位環境變化而修訂
的當口，隱私/資料保護與資訊安全法制在平台資訊力競爭層面之影響、法制面
應為的調適以及相關法制執法的相互關係，有深入探討的重要性。此外德國以歐
盟隱私保護相關規範作為基準，對 Facebook 所為之剝削性濫用處分，亦值得後
續追蹤研議。

立

政 治 大

數位平台資訊力的運作，實際上也帶出來消費者過往在事業判斷市場供需等

‧ 國

學

相關競爭策略考量的重要性，逐步因為交疊而複雜的演算法與科技應用，降低了
消費者可以感知或影響事業競爭策略(包括訂價策略)的能力。除了評估是否採用

‧

促進平台透明度與公平性的規制方向外，是否有其他可由消費者保護機制與競爭

Nat

sit

y

法制相互搭配應用的其他作法，以及如何操作，亦有必要予以思考。

n

al

er

io

數位平台相關市場的變化及其與資訊力相關元素的交互作用，無論是現在或

i
n
U

v

未來皆持續不斷變動著。如同數位平台的動態市場特性，學說實務就個案的看法

Ch

engchi

或對資料及演算法應用的想像，亦可能隨同科技與市場的變化而需要動態的調整。
如學者 Graef 所言，一個更加動態的競爭分析以及對於競爭法相關規則保護的範
圍更廣泛的解釋，是在數位經濟環境下適當保護消費者權益非常重要的環節652。
但應該如何在執法上掌握適度而正確的分析方向、介入的手段及範圍，對主管機
關而言將會是很大的考驗。在國內主管機關及學者亦逐步開始關注數位經濟之競
爭法議題的發展下，期待本論文的完成亦可扮演促成國內後續相關法制研究運轉
的其中一個觸發點，對競爭法未來就數位經濟議題之掌握與處理有所助益。

652

Inge Graef (2016), supra note 12, at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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