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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Tapscott 

數位經濟：重新思考網路智慧時代
的許諾與危險(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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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數位經濟計畫及採取的競爭政策措施 

國家 數位經濟計畫 競爭政策措施 

歐盟 電子化行動政府計畫 
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 

數位市場法（Digital Markets Act, DMA） 

美國 Gigabit城市挑戰計畫 

拜登總統促進競爭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Promoting Competition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德國 數位戰略2025 
競爭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 GWB）修法 

日本 
世界最先端 IT國家創造宣
言 

提升平臺透明化和公平性法 

中國 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 公布「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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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經濟創新基礎環境行

動計畫」 

公平競爭市場是建構有利

數位創新基礎環境的一部

分 

 

數位經濟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 



2022/1/27 7 

波動性(volatility) 

透過收購新創事業不斷

推出新產品，並延伸

(leverage)至其他市場 

獨寡占趨勢 

因網路效應使市場

趨向獨寡占 

使用多邊商業模式 

以平臺為媒介，連結

兩個不同群組產生互

動 

依賴數據 

蒐集使用者數據做

為要素投入，改進

現有商品或服務 

數位經濟 = 數位產業帶動的經濟活動 + 非數位產
業透過數位科技的創新活動 

Source: OECD,“The digital economy, new business models and key features”, 

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hapter 4 ,84-95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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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的方法是跨域 

競爭的態勢是獨寡占 

競爭的媒介是平臺  

競爭的核心是數據 



2022/1/27 9 

參、結語 

貳、競爭議題 

壹、前言 



2022/1/27 10 

競爭的媒介是平臺  

● 全世界最大的計程車公司自己沒有計程車- 

2009年成立於舊金山，在全球71個國家1萬個城市提供服務，
有9,300萬活躍用戶(active users)。 

Uber 

● 全世界最大的旅館業者本身沒有客房- 

2008年成立於舊金山， 在全球200個國家擁有560萬間客房，
有1.5億用戶(users)。 

Airb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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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er、Airbnb 如何能在不具任何傳統上必須擁有的生

財工具下，以不到十年的光景入侵並攻陷一個大產業？

看電視不再需要電視機、聽廣播也不需要收音機、打

電話更不必有電話筒，為何這樣的故事正在顛覆著一

個又一個的市場？答案就是平臺(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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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 平臺 

Alphabet Google（含Google Play）、安卓（Android）、YouTube 

Amazon 商城（Marketplace）、AWS 

Meta Facebook、Messenger、IG、WhatsApp 

Apple iOS、App Store 

資料來源：摘取自David S. Evans , “Vertical Restraints in a Digital World”,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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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市場界定(market definition) 

公平交易法第5條：「本法所稱相關市場，指事業就一定
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 

●兩產品間若具高度替代性，代表該二產品相互競爭而 
 屬同一個相關市場。 

Uber說我不是計程車業者，Airbnb也說我不是旅館業者。我們

只是一個P2P的雙邊交易平台(two-sided platfo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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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雙邊平台”必須有三個基本的要素：  

(一)兩個客戶組群(two groups 

       of consumers)  

透過平台來完成彼此間的交易 
 
(二)跨組群的間接網路效果 
   (indirect network effects  

       across groups)  

平台的價值是隨著客戶數的增加
而增加 
 
(三)不對稱的價格結構(asymmetric 

price structure) 

對不同的消費組群收取不同費用 外部性(網路效果) 

固定費2 
使用費2 

固定費1 
使用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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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SSNIP無法適用於雙邊平台：   
  1.雙邊市場有兩邊不同的價格組合，假設性的獨占者要選擇提

高那一個價格？   

2.“沒有價格就沒有相關市場”的原則不適用於雙邊市場 

     免費是雙邊市場的常態 

3.無法考慮網路外部性的乘數效果，低估提高價格後的損失，
將無利可圖誤判為有利可圖。 

SSNIP法所界定的相關市場雖太窄，但可當作下限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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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方法：  
      1.SSNDQ(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decrease in quality,小

而顯著的非暫時性之品質下降) 

            以「品質」為主要競爭參數 
 
      2. SSNIC(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exchanged 

costs),小而顯著的非暫時性之交換成本提升)    

            以客戶(交易相對人)的「交換成本」(exchanged cost)為主

要競爭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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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要界定幾個市場﹖一個還是兩個 

廣告資
訊 

廣告費 
廣 告
版面 

媒體 
內容 

支付內容物價格 

讀者/ 

觀眾/ 

聽眾 

媒體業者 

廣告主 

信 用
服務 

金錢 

商品 

手續費 
信 用
服務 

年費 

買方 

(持卡人) 

信用卡公司 

商家 

*Lapo Filistrucchi、Damien Geradin、Eric van Damme、Pauline Affeldt (2013), “Market Defin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Theory and 

Practice”, TILEC Discussion Paper. 

個案﹕ 
        Ohio et al. v. American Express Co. et al (2018)  

雙邊無交易市場 雙邊交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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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不對稱替代(asymmetric substitution，又稱單向競爭)  

1. 手機可以替代照相機但照相機並不能夠替代手機。 
 
2.  線上購物(online shopping)和線下購物(offline shopping)是否可

相互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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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市場力(market power) 

●“一個或多個事業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有利可圖的將價格維持在高於

競爭價格水準的能力。”       ~美國水平結合處理原則 

搜尋免費     沒有市場力 

無法以價格因素來衡量市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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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以活躍用戶數、網路到訪量、下載數量和交易次
數等與價格無直接關係的指標來衡量。 

在數位時代下的「價格」並沒有消失，它只不過是以
另一種形式出現而已――個人的數據、電玩的點數、
觀看的人次、點擊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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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最惠客戶條款(most-favored-nation clauses；MFNs) 

買方要求賣方承諾，以該賣方最優惠客戶之價格或條件進行交易；或
由買方向賣方承諾，以該買方最優惠客戶之價格或條件進行交易。 

傳統經濟： 

數位經濟： 
平臺網站若能由供貨商獲得MFNs的保證，當可吸引大量消費者使
用平臺的交易服務，在間接網路效應的驅使下，又可吸引更多供
應商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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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說明 

批發模式(wholesale model) 上游供應商以批發價格銷售商品或服務予平臺業者，
並承諾其提供之批發價格不會高於其他平臺。 

零售模式(retail model) 平臺業者則要求供應商給予其他平臺之零售價格不得
低於給予該平臺之零售價格。 

代理模式(agency model) 平臺業者只負責撮合上游供應商及下游消費者間之交
易，平臺網站上的最終零售價格由供應商自行決定，
平臺業者則按每筆交易向供應商收取佣金。 

廣義模式(wide model) 要求供應商提供給某一平臺之價格不得高於提供給其
他平臺(包含供應商自己的網站)的價格。 

狹義模式(narrow model) 要求供應商提供予平臺的價格不得高於供應商在自己
網站上銷售的價格，惟其他平臺的價格則不在此限制
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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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1.Apple與五大出版商簽訂電子書銷售案(2013) 
Hachette 

HarperCollins 

Macmillan Penguin 

Simon & Schuster 

2. foodpanda不當限制合作廠商事業活動案(民110) 

軸輻式卡特爾 

(hub-and-spoke car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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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軸輻式卡特爾 

以供應商或零售商為“軸”(hub)，連結具有競爭關係的事業(即為輻，
spoke)，從而達到水平限制的安排。“軸”促進了“輻”之間競爭的
協調，而輻之間沒有直接接觸。 
 
在數位經濟下，當眾多廠商使用第三方所提供的定價演算法
(algorithm)軟體時，則該演算法扮演“軸”的角色，使用該軟體的競
爭廠商則扮演“輻”的角色。 

個案 

        華碩（Asus）、Denon & Marantz、Philips  及 Pioneer等 4 家事業透
過演算法監控零售價案(2018) 



2022/1/27 25 

公平法法條適用的盲點 

一、以第十五條繩之有其不足 

二、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獨占條款 

三、輕重失衡的第二十條 

解決之道： 
仿照歐美先進國家的立法例，修法將公平法的第十五條
規範範圍不僅限於水平的聯合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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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的核心是數據  

「如果說二十世紀是石油的世紀，那二十一世紀肯定是
數據的世紀。」 

“世界最有價值的資源”、“未來的燃料”~經濟學人 

“網際網路的新貨幣”~歐盟副主席Margrethe Vestager 

“今天的貨幣就是數據”  ~USFTC前主委Edith Ramirez  

※ Facebook/ Instagram (2012) ─ 10億美金買16名員工的IG  

※ Facebook/ WhatsApp (2014) ─ 200億美金買59名員工的What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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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殺手併購(killer acquisition) 

2012 年 2 月 27 日，Facebook 執行長祖克伯（Mark  Zuckerberg）寫了一

封電子郵件給當時的財務長伯斯曼（David Ebersman），信中指稱  

Instagram「可能是對我們造成『極大破壞』（could  be  very disruptive to 

us）的『新創』（nascent）事業」。一個多月後，即 2012年 4 月 9 日，

Facebook 宣布將以約 10 億美元的價格收購 Instagram。 

在數位經濟下卻常見新創事業在仍處萌芽之際，未對科技巨擘造成「極
大破壞」之前，就慘遭「殺手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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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美國 歐盟 

2020 年 12月 USFTC 向法院提起 IG、
WhatsApp 自 Facebook 中拆解之訴，
理由之一就是認為該二事業若未被購
併，將具有削弱 Facebook 獨占地位
的能力 

2017年德國、奧地利修法增列「交易
價值」(transaction value)作為結合申
報門檻 

2021年2月USFTC要求GAFAM提交
2010~2019年未申報結合之交易資料 

2021年3月公布「關於事業結合規範
第 22 條適用於某些類型案件的轉介
機制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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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倘結合案中至少一方的營業額不能反映其實際或未來的“競爭潛
力”(competitive potential)，鼓勵依第22條的規定轉介至執委會。 

2.“競爭潛力”的類型有： 

 (1).具有重大競爭潛力的新創事業或新進者，渠等尚未開發或實施產生大量
收入的業務模型(或仍處於實施的初始階段)； 

 (2).重要的創新者或正在進行潛在重要的研究； 

 (3).實際的或潛在的重要競爭力量； 

 (4).有權使用具有競爭優勢的重要資產(例如原材料，基礎設施，數據或知識

產權)； 

 (5).提供其他產業關鍵的投入/零件。 

《關於第22條適用於某些類型案件的轉介機制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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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處 好處 

影響新產品的上市 有利新創事業繼續研發 

降低創業者的創新精神  有利創業者另一新創事業的開始  

創業者難獲融資，不利創業動機 加速資本市場的活絡，有利創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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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隱私(privacy) 

美國Google/DoubleClick (2008) 

歐盟Facebook/WhatsApp (2014) 
隱私保障非屬競爭法範疇 

隱私法規與競爭法有著共同的目標，都可解決以下的問題： 

1.個人的福祉(welfare of individual) 

2.力量的不對稱(power asymme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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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 隱私 

1. 個人的福祉 
2. 力量的不對稱 

隱私法規與競爭法看起來是相輔相成，但也可能相互衝突，因
為保障了隱私或將因此導致競爭的減損，促進了競爭抑或會失
去對隱私的保護。 

Ex. 1. Unroll.me v. Google 

       2.數據可攜性(data por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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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Microsoft/LinkedIn (2016) 

歐盟Apple/Shazam (2018) 
數據隱私是競爭的重要參數 

個案 

       Facebook違反歐盟GDPR構成濫用市場地位(2019) 

案情 

臉書在未取得用戶同意下，將在IG、WhatsApp所蒐集的個人數據
整合自Facebook帳號中，違反GWB濫用行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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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O決議重點 

1.GDPR是在消除組織與個人間的不對等地位。 

2.事業透過市場支配地位而使契約相對人接受不符GDPR條款
時，是所謂的“剝削式的企業條款”(exploitative business 

terms)，構成GWB的濫用行為。 

※公平會三家純網路銀行結合申報案 

把個資的保護視為是一種非價格的競爭，將個資保護的「品質」
當作是一項競爭的參數，也就是說，公平會關心的是事業結合
後是否會降低「以隱私為基礎的競爭」(privacy-based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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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個人化定價（personalized pricing） 

事業經由觀察、消費者自願提供、推測等方式蒐集與消費者
個人行為或特徵有關之資訊，在消費者願意支付費用的基礎
上，為不同的消費者(無論個人或群體)設定不同的價格。 

 AI與演算法的運用，再加上數據的大量累積，使得平臺業者可以精

確地擘劃出每一位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偏好及對價格的敏感度等，
進而精算出每位消費者願意支付的「最高願付價格」，而實現「一
人一價」的個人化定價，使原本難以實施的完全差別取價出現於市
場的機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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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1.消費者發現 Amazon 對常客係以較高之售價進行銷售(2000) 

   2.Coupons.com 使用消費者消費數據來投放折價券(2016) 

   3. AirAsia使用乘客數據及機器學習測試個人化行李定價(2017) 

   4. Uber 在相同的路線及時段上收取不同價格(2018) 

完全差別取價 剝奪消費者剩餘 個人化定價 



2022/1/27 37 

競爭的方法是跨域  

網路叫車的兼營外送 ─ Uber 

社交軟體的做行動支付 ─ Line 

網購平台的開店賣生鮮 ─ Amazon 

科技巨擘不會只是「在市場內競爭」(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而是要為了「取得市場」而競爭(competition for 

the market)，將自己在一個(邊)市場的力量延伸(leverage)至
另一個(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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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1. Alaska Airlines v. United Airlines (1991) 

            旅行社搜尋航班機位時，在CRS在螢幕上呈現第1個結果均為參與投資之

航空公司的航班 

        2. Google於搜尋結果醒目位置顯示自身的Google Maps服務(民104) 

        3. 歐盟Google搜尋結果獨惠自家購物服務(2016) 

議題六：自我偏好 (self-preferencing)、 搜索偏愛 (search bias)             

「剝奪了其他事業靠實力競爭與創新的機會，最重要的是也從歐洲消費者
那兒剝奪了競爭的好處。」 

平台業者偏好自身產品/服務 

4.Apple/Shazam(2017) 

Shazam只會帶你進入 Apple Music的世界，Spotify不再是它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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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中立(net neutrality) 

支持者―對網路應用服務和內容的差別待遇侵犯了大眾的「資訊取
得自由」 

反對者―侵犯了網路業者裁量是否承載特定訊息的「言論自由」 

所有網際網路流量
都應被平等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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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七：銷售管道限制             

平臺業者利用經銷上的優勢地位來封鎖競爭對手接觸到
客戶或關鍵生產要素；製造商也可能會選擇性的將線上
平臺排除在經銷管道之外 

1.奢侈品網路銷售的限制－Coty案(2017) 

2.美利達、巨大限制網路銷售案(民101) 

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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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的態勢是獨寡占  

1. 十年前比爾蓋茲並沒有把Google放在眼裡 

2. Facebook最初只是在哈佛大學校園裡流傳 

3. Amazon一開始是個賣書郎 

4.賈伯斯則是在車庫裡創設了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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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事業 產業別 國別 市值(十億美元) 

1 艾克森美孚 石油 美國 337 

2 中國石油天然氣 石油 中國 287 

3 沃爾瑪 消費者服務 美國 204 

4 中國工商銀行 金融 中國 188 

5 中國移動 通訊 中國 175 

6 微軟 科技 美國 163 

7 AT&T 通訊 美國 149 

8 嬌生 保健 美國 145 

9 皇家殼牌石油 石油 荷蘭 139 

10 寶鹼 清潔用品 美國 138 

 

全球前10大事業（2009） 

資料來源：PricewaterhouseCoopers, 2018, Global Top 100 Companies by Market Capitalization: 31 

March 2018 Update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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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事業 產業別 國別 市值(十億美元) 

1 Apple  科技 美國 2051 

2 沙烏地阿拉伯石油 石油 沙烏地 1920 

3 Microsoft 科技 美國 1728 

4 Amazon 科技 美國 1558 

5 字母（Google） 科技 美國 1393 

6 Facebook 科技 美國 839 

7 騰訊 科技 中國 753 

8 特斯拉 非必需消費 美國 641 

9 阿里巴巴 科技 中國 615 

10 波克夏 金融 美國 588 

 

全球前10大事業（2021） 

資料來源：PricewaterhouseCoopers, Global Top 100 Companies by Market Capitalization: May 2021  

網路效果更會增加以及鞏固這種態勢的傾覆(tipping)現象 



後芝加哥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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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八：大是否仍是惡﹖(Is bigness still badness?) 

芝加哥學派 

競爭法主管機關不能只是懲罰「太大」(too big)，否則會被誤導為
「太大就不能成功(too big to succeed)的印象，但若是「太強大」
(too powerful)，主管機關就有介入的餘地。 

哈佛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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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九：「消費者利益」是競爭法追求的目標﹖ 

「現行的反托拉斯架構並沒有把握住21世紀市場力的
結構，特別是將競爭等同於『消費者福利』。」 
~Lina Khan (2017),  “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 Yale Law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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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競爭法並非只關切價格的競爭，非價格的競爭當然亦是

事業間競爭的手法之一     

2.競爭法中的消費者利益主要表現在對產品/服務自由選擇

與自由消費的權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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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十：可競爭的市場(contestable market) 

「壟斷來自競爭，競爭是在不斷的自我否定中產生
了壟斷。」      ~馬克思 

數位時代的動態競爭更勝以往，“贏家”、“輸家”
往往就在一念之間，所以數位經濟市場理應是一個
可競爭的市場。 

即便市場上只有一家廠商，亦可形成競爭性價格。 
~ William Bau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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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主管機關的介入應是以促進市場可競爭性為原則。
亦即，主管機關應把重心放在如何消除妨礙可競爭性、
損害競爭效率的各種參進障礙上，讓市場外的潛在競爭
者能隨時對市場內廠商的「不法意圖」產生制約。 

競爭法雖然是以政府干預的形式出現，但它不是要來取
代市場，更不可能超越市場，如果不能證明事業行為會
危害競爭，既使不能證明它對競爭有利，競爭法執法者
都不應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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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貳、競爭議題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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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競爭法的有所不變與有所變 

二、事前管制方興未艾，市場集中趨勢不變 

三、參酌他人的經驗，重視在地連結 

四、國際的合作與國內的協作 

五、公平交易法規範的再周延，本會執法的更
細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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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掃描上方QR-Code， 
填寫公平會訓練營 
問卷調查，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