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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態系統(ecosystem)係指一群相互作用並

互相依賴於彼此活動之事業1，而將該此概念應

用於數位市場(digital market)中，則可稱為數位

生態系統(digital ecosystem)。數位生態系統之

事業可能以不提供可替代之產品相互競爭，亦即

競爭對手間可能彼此競爭也可能同時互補，所以

傳統可替代性方法(substitutability method)應用

於數位生態系統可能不易界定相關市場範圍。此

外，競爭法通常著重於水平或垂直競爭的範疇，

也無法關注到數位生態系統實際的競爭關係。隨

著數位生態系統的發展，事業在相關市場所面臨

之競爭議題，將異於以往，甚至事業可能將數位

生態系統(包括不是傳統水平競爭關係的產品)塑

造為自身的商業競爭優勢。

數位生態系統之意涵

數位生態系統係指數位經濟中之事業，扮演

著多邊平臺管理者或協調者之角色，促使平臺中

之參與者增加平臺之價值，所以數位生態系統多

圍繞著多邊平臺發展。以亞馬遜公司(Amazon.

com ,Inc.)為例，該公司扮演著平臺管理者或協

調者(coordinator)的角色，平臺由獨立的賣家組

成生態系統，使賣家可以直接接觸客戶，並以彼

此互補的產品販售內容增加平臺之價值。

現今數位生態系統之顯著特徵係大型事業通

常不僅向消費者提供單一之產品，而係提供一

系列之產品，將具有技術關聯性(technological 

linkage)之產品組合以增加彼此之互補性，進而

增加事業之獲利。如蘋果公司(Apple Inc.)所建立

之生態系統以共享文件、檔案等方式，將蘋果公

司所販售之各種設備和服務鏈接在一起，從而使

得消費者獲益，同時增加平臺之價值和公司之獲

利。

數位經濟中可增強數位生態系統形成之

特性

數位經濟中可增強數位生態系統之特性之一

為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該概念係指

當生產者同時生產兩種（或兩種以上）產品時，

其成本低於分開個別生產時的成本。範疇經濟

之特性明顯表現在數位經濟之事業供給方面，因

為事業之間可共享投入要素(如大數據資料)，在

透過模組化設計(modular design)及標準化介面

(standardized interfaces)將各種生產要素(包括

可共享之投入要素)加以組合後，同一事業內之

淺談數位生態系統之競爭
數位生態系統是一系列之產品藉由技術關聯性形成產品組合以增加彼此之互補性，目前數位生態系

統已形成一定之參進障礙，新進事業可能較難同樣以數位生態系統型態進入市場，而須以專門之產品進

入市場。

■撰文＝張志弘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員）

1 Jacobides, Michael, Cennarmo, Carmelo and Annabelle Gawer, Towards a Theory of Ecosystem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9(8): 2255-227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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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產品可重複使用共享要素進行生產，故當事

業同時生產二種以上之產品時，所產生之成本將

較生產單一產品低廉。

學者Hortaçsu and Suzuki之研究亦支持上述

觀點2，由於大數據資料具有可用於不同面向分

析之性質，因此該要素可以在產品開發中產生明

顯之範疇經濟。相關實例如臉書公司(Facebook 

,Inc.)曾以 Facebook Dating進入約會市場，該服

務係利用該公司蒐集社交網絡服務之用戶大數據

資料，而替使用Facebook Dating服務之用戶進

行匹配。

數位經濟中可增強數位生態系統之另一特性

為消費者可以自同一數位生態系統之產品受益。

消費者自數位生態系統中受益有不同的方式，

如消費者以一站式購物(One-Stop Shopping)之

方式自相同事業購買產品以降低交易成本，或消

費者可自數位生態系統購買不同產品，藉由產品

間之互補性提升使用之體驗，進而產生消費綜效 

(consumption synergies)3。當數位生態系統產

生消費綜效之效果時，消費者自該數位生態系統

購買產品所獲得之效用將較自獨立供應商購買產

品之效用更高，因此消費綜效效果之存在使得事

業具有擴展產品線並創建生態系統之誘因。

數位生態系統之商業模式

事業在數位生態系統所採行之商業模式與它

們在主要產品市場之業務模式有關，如蘋果公司

與微軟公司(Microsoft Corporation)即以設備為

中心(device-centric)而創建數位生態系統，透過

販售設備或服務以取得收入，其中數位生態系統

所產生之消費綜效將使得消費者購買更多該事業

之相關產品，進而產生更多之獲利。另如字母公

司(Alphabet Inc.；旗下子公司如谷歌公司等)、

臉書公司等事業則以廣告為中心(ad-centric)創

建數位生態系統，它們通常向消費者提供免費之

服務，目標係吸引大量受眾之注意力，並透過投

放廣告而獲利；此外，該等事業搜集既有消費者

之大數據資料，又使它們具有範疇經濟之特性，

促進開發更多之產品，並增強消費綜效，使得消

費者使用更多相關服務，增加更多投放廣告之機

會，進而使得該事業取得更高之獲利。

學者Caffarra、Etro 等認為上述二種不同之

商業模式具有不同之意涵4。在以設備為中心之

數位生態系統中，事業主要透過改進設備之質

量，並收取更高之價格或擴大銷售而獲利；在以

廣告為中心之數位生態系統中，事業難以輕易提

升質量，以增加用戶數量或參與程度而獲得更高

利潤，但事業通常藉由增加用戶對數位生態系統

之黏著度(stickiness)而創造更多價值。

數位生態系統間之競爭

由於各經營數位生態系統事業之產品通常並

不相容(incompatible)，且一旦消費者購買某特

定數位生態系統之產品即有可能被鎖定(locked 

in)，因此數位生態系統間之競爭可能較一般產品

之競爭為之激烈。但學者Hurkens、Jeon  等提

出 ，若數位生態系統間具有對稱性之性質，則數

位生態系統間之競爭將較為緩和。而學者Kim、

Choi和Zhou則進一步表明 ，如果競爭者超過一

定門檻之數量，則生態系統間之競爭可能較一般

2 見Bajari, Patrick, Chernozhukov, Victor, Hortaçsu, Ali and Juinichi Suzuki ,"The Impact of Big Data on Firm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9: 33-37, 2019.

3 意即消費者可自同一數位生態系統中購買多種產品，藉由互補性而提升整體之效用。
4 Caffarra, Cristina, Etro, Federico, Latham, Oliver, and Fiona Scott Morton ,"Designing Regulation for Digital Platforms: Why Economists Need to Work on 

Business Models", VOX, CEPR Policy Portal, 4 June,2020.



3

公平交易委員會電子報   第171期    FTC

22

FTC 公平交易通訊   NO.098    中華民國110年3月號

產品之競爭緩和。另外由於消費者無法預期所購

買之產品在該數位生態系統未來可擴大應用之範

圍，或還是可以自該數位生態系統中發現何種有

用之產品，因此該不確定性也可能限制數位生態

系統間之競爭。

目前在數位生態系統具有優勢地位之事業

(dominant firms)可能已具有明顯之範疇經濟特

性，並具有消費綜效，因此形成一定之參進障

礙，故新進事業可能較難同樣以數位生態系統之

型態參與競爭，而須以專門(specialist)之產品進

入市場。

結語

數位生態系統是一系列之產品，藉由彼此之

技術相關性形成產品組合以增加彼此之互補性。

數位經濟中之範疇經濟特性可促進數位生態系統

之形成，而其所導致之消費綜效則更一步促使數

位生態系統之穩固。數位生態系統之間的競爭要

較一般產品之競爭激烈，但如果數位生態系統之

間具有對稱性，則彼此之競爭將較為緩和。目前

數位生態系統已形成一定之參進障礙，新進事業

可能較難同樣以數位生態系統之型態參與競爭，

而須以專門之產品進入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