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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陳志民  教授(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數位平臺經濟與市場競爭：國際規範趨勢與案例評析

壹、數位平臺經濟之意義與特徵

一、數位平臺經濟之意義

利用中介「平臺」（platform）來進行交易

早已存在於人類社會，從最早的媒妁之言、婚友

聯誼社，到現在的交友軟體、社群網站等，隨著

科技的進步與創新，平臺愈來愈趨「數位化」

（digitalization），形塑出利用網路平臺完成有

形（tangible）或無形（intangible）財貨及服務

交易之經濟型態。

數位平臺是相互依存的，難以將其切分、

個別觀察，而是要以整體的角度，以生態系統

（ecosystem）的概念，從技術（technology）

和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二大元素來加以

理解。

二、數位平臺經濟之特徵1

(一)快速（fast-moving）

由於數位技術進步快速，使產業與

產業之間的界線愈來愈模糊，增加跨業

競爭的可能性。因此，歐美先進國家日

益重視過去以來被視為較不具競爭疑慮

的垂直及多角化結合。

(二 )雙邊或多邊性（ t w o -  o r  m u l t i -

sidedness）

根據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法國經濟學家Tirole的研究，有些市場具

有明顯的「雙邊/多邊」特色，即單邊市

場交易當事人於進行交易決定時，會將

交易結果對他邊市場之影響納入考量。

實務上在界定數位平臺相關市場時，

有些是免費的，無法透過觀察價格上升對

需求數量影響的SSNIP法則來加以界定。

經濟學家提出可以將雙邊市場區分為交易

平臺與非交易平臺，如果是交易平臺，則

界定一個市場即可; 如果是撮合雙方的非

交易平臺，例如Facebook，則需進行多

個不同市場的界定。

(三)網路效果（network effect）

網路效果係指一個產品的價值會隨

著使用人數的增加而增加，以數位平

臺為例，當有更多人使用Facebook、

Google搜尋引擎時，其價值就愈高，愈

能吸引更多人使用，形成良性循環。

(四)非貨幣訂價（non-monetary pricing）

在數位網路平臺中，有些商品或服務

不存在有貨幣價格，而是以非貨幣的方式

來出售，例如平臺業者以提供免費服務的

方式，來換取使用者之個人資訊。

(五)多點聯結（multi-homing）

多點聯結係指平臺使用者同時使用

不同聯結工具，來實現單一的使用目

的。以買書為例，消費者使用不同的數

1 參見ELEONORA OCELLO & CRISTINA SJÖDIN, “ DIGITAL MARKETS IN EU MERGER CONTROL:KEY FEATURES AND IMPLICATIONS＂, CPI(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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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平臺搜尋同一本書。對競爭法審查結

合案件的啟發在於，透過多點聯結，買

方可以不用受制於特定平臺，並可進一

步抑制廠商結合後所提高的市場力。

(六)數據收集之議題（data accumulation 

issues）

大數據是否會讓事業取得更高的市

場力量？事業取得資料後，可否拒絕開

放、授權予他業者使用等，是主要的競

爭議題。

競爭法處理網路平臺上隱私侵害的

問題？該如何管？或者如果隱私權是消

費者關心的議題，交由其他管制法規處

理是否比較妥當及有效的作法?綜合目前

學界多數的看法，大多數學者還是持保

留的態度，認為對於隱私權議題，競爭

法可以著墨的地方相當有限。

貳、數位平臺經濟之競爭法規範趨勢與

爭議

一 、 顛 覆 式 （ d i s r u p t i v e ） 或 跳 躍 式

（leapfrogging）創新行為所衍生之競爭議題

所謂顛覆式或跳躍式創新行為，係指某項新

技術或某家新廠商進入市場後，立即且全面性地

改變既有交易秩序，既存業者可能沒有充分時間

來調整因應，如Uber、Airbnb、「第三方支付」

與 「虛擬貨幣」等出現於市場。

解決方式有二：第一，將不對稱管制的雙方

拉到相同的立足點，均遵循既有的規範；第二，

將既有的法規鬆綁，讓市場變得更開放，對市場

競爭助益較大。然而，制度的鬆綁需要審慎地同

時考量經濟與非經濟的因素。

二、聯合行為仍是各國所嚴格禁止之行為，但出

現新的執法問題

數 位 經 濟 平 臺 的 興 起 ， 「 標 準 化 」

（standardization）的必要性隨之提高，許多的

商品、技術走向規格化，同時意味著利用「標

準化」包裝聯合行為的可能性提高，而競爭法

主管機關控管的困難度相對增加。平臺所涉及

之演算法（Algorithm）及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運用問題是近來國際高度重視

的問題。

未來實務上可能由人工智慧進行聯合行為之合

意，具有無人操作、調整快速、時間短等特性，競

爭法主管機關無法得知誰先發動？誰跟隨？進而產

生界定責任歸屬的爭議，應改由使用機器人的廠商

負責？還是由機器人的研發者負責？

此外，數位平臺經濟創新是否連帶影響各國

寬恕政策申請案數量出現下降之趨勢？此有2種

可能性，一個是聯合行為已不存在，其次是聯合

行為的執法愈來愈不容易，而技術的創新確實對

後者有顯著影響。

三、獨占力濫用案件的數量增加

「標準化」、「大數據」、「平臺運用技

術」成為市場力量之主要來源，而「搭售」、

「不合理權利金或忠誠折扣」、「差別取價」、

「差別待遇」、「拒絕連接」則是常見的獨占力

濫用類型，而雙邊市場及網路效果對傳統相關

市場界定與衡量市場力量，將造成挑戰。美國

聯邦最高法院2018年6月25日Ohio v. American 

E x p r e s s案，涉及信用卡「反勸誘（ a n t i -

steering）」條款，美國運通公司為保護自身品

牌商譽，對持有美國運通卡的顧客實施反勸誘，

禁止他們改用其他信用卡，以促進信用卡品牌之

間的競爭。法院承認雙邊市場的效果，認為受制

於契約約款對他邊市場之連動效果，美國運通公

司不敢任意濫用其市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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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合審查

數位科技進步快速，原本毫無關係的多個產

業，轉眼間可能成為潛在競爭者，因此，歐美各

國重新重視對於平臺事業之垂直結合與多角化結

合案件。

依據「關鍵設施理論」附加「開放連接」之

矯正措施（remedies），亦可能產生「數據」

本身作為一項「關鍵性」設施之判斷爭議。原始

數據隨處可得、價值較低，必須經過分析、整理

後，才能成為真正有用的資訊，其中包含數據分

析者生產要素的投入，如果競爭法主管機關逕行

認定該資訊為關鍵設施，要求應該提供給其他人

使用，將可能產生開放連結與減損「設施」價

值、創新誘因的問題。

五、垂直交易限制議題

關於垂直交易限制構成要件之認定，以搭售

行為中「個別產品」為例，在數位平臺經濟的

架構下，可能不宜太過強調個別產品的需求面特

徵，認定搭售者是否屬於不同產品，相反的，應

多傾向於依2個產品搭售是否能對消費者產生更

高的效益來判斷。但美國及歐盟對此見解不一。

(一 )U.S.  D.C Ci rcu i t（Microsof t  IE案

1998）

法官認為，特別是在科技業，個別

產品的要件不應過於強調產品的需求特

性，而應該從整體觀察，不要求2個搭

售的產品必須創造淨的利益，只要能創

造一些效益即可，不應該分開來看。因

此，Windows系統和IE一起使用，確實

讓使用者更便利、更有效率。

(二)EU（Microsoft Media Player案）

歐盟法院仍然比較強調個別產品的

需求特徵，除非有合理性的理由。

參、數位平臺經濟之案例評析（一）：

聯合行為

一、網路訂房網站Booking.com「價差條款」

（price parity）（或稱「最惠國待遇條款」）

網站中“We price match!”係指如果消費

者買貴，可以要求Booking.com退差價，對消費

者是好事。然而，2018年7月瑞典「專利及市場

法院」（Patent and Market Court）對「價差條

款」約定作出以下決定：

1.Booking.com不得向合作飯店主張「價差

條款」，因為會讓聯合行為的價格趨於一致。

2.Booking.com不得以較低之上架費或其他獎

勵或制裁措施來促使飯店接受「價差條款」。

3.Booking.com必須在其與合作飯店的契約中告

知上述2項禁止規定。

目前總計歐洲共有德國、法國、奧地利、

義大利、比利時、瑞典等6個國家禁止「價差條

款」，理由包含：Booking.com訂房的便利性已

經對消費者具有相當的吸引力，可以在任一種語

言的頁面訂到全世界的房間；「價差條款」將讓

飯店沒有在自己的訂房網站降價促銷的誘因，使

得市場價格趨於一致。

二、2017年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針對金融機

構及信用卡發卡組織擬集體與Apple公司協

商Apple Pay交易條件申請聯合行為許可案

基於下述理由不予聯合行為許可：

1.Apple只是行動支付系統之一，仍有其他

競爭對手。2.許可將降低行動支付「作業系統軟

體」間之競爭。3.降低「行動支付設施」間之競

爭。4.降低「信用卡市場」之競爭。

三、2018年11月瑞士競爭法主管機關調查Credit 

Suisse和UBS涉嫌集體杯葛Apple Pay和

Samsung Pay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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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Suisse和UBS被檢舉和其他瑞士本國

信用卡發卡機構，達成不讓卡片被用於Apple和

Samsung的行動支付服務之合意。若目的是在保

護本國行動支付業者，則此將減少消費者選擇交易

支付系統之選項。最近才立案，後續值得觀察。

肆、數位平臺經濟之案例評析（二）：

獨占力濫用

一、高通（Qualcomm）案（臺灣、韓國、中

國、歐盟、美國）

本案係因技術「標準化」所產生之「市場

力量」濫用議題，重點在於通訊產業「標準制

定組織」（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

S S O s）與「標準必要專利」（ s t a n d a r d 

essential patents，SEPs）之FRAND承諾。亦

即，即便廠商享有標準必要專利，仍須遵守內部

自律約定FRAND，對於授權行為、權利金，必

須符合公平、合理、無歧視的原則，而FRAND

的具體內涵為何，成為爭議的重點。

具體的涉案行為，包含：過高授權權利金

（整機計價模式的合理性）、差別權利金折讓

（royalty rebates）、未經授權則不供應晶片

（no licenses, no chips）等。

二、Google案（歐盟）

Google由於掌握「大數據」，可能產生「市

場力量」濫用議題，就網路「搜索引擎」市場而

言，Google享有很高的市占率，歐盟認為可被界

定為獨占廠商。Google之涉案行為如下：

(一 )「購物網站比較」案（歐盟執委會

/2017，處24億2千萬歐元罰鍰）

Google利用搜尋軟體「運算法則」

（algorithm）的設定，將Google自己的

Google Shopping中所提供之購物比較

服務，列在消費者用Google搜尋產品或

服務結果的前面網頁。亦即，Google利

用搜尋軟體「運算法則」（algorithm）

的設定，降級（demote）競爭之購物比

較服務網站在搜尋結果中之排序。

(二)「對Android行動設備製造商及網路系

統業者實施不當限制，強化Google搜

索引擎市場支配地位」案（歐盟執委會

/2018，處43億4千萬歐元罰鍰）

1.Google要求製造商以預先安裝

Google Search和Google Chrome作

為授權Google's App Store的條件。

2.以預先安裝Google Search作為給予

Android行動設備製造商及網路系統業

者折讓的唯一條件。3.不授權Google 

Apps予安裝未經Google同意之Android

版本（Android Fork）之Android行動設

備製造商。

伍、數位平臺經濟之案例評析（三）：

結合

一、G o o g l e與S a n o f i（A v e n t i s）合資案

（2016）

Google子公司Verily Life Science和Sanofi

子公司Aventis合資設立虛擬糖尿病診所（virtual 

d iabetes c l in ic）Onduo （ht tps: / /onduo.

com），建立健康照護平臺，形成多角化結合。

Sanof i是治療糖尿病藥品與器材之主要研

發、製造與行銷廠商，在胰島素及胰島素注射

設備市場的市占率約20%~40%。Google則提供

治療與管理糖尿病的一項e化平臺與數據分析服

務。本案所涉及的競爭議題，包含結合後「產品

設備」與「平臺數據分析服務」之捆綁銷售，以

及限制「相容性」的風險。

歐盟執委會許可結合，認為結合後廠商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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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濫用市場力量，具體理由如下：

(一)結合後當事人沒有能力與誘因，限制只

有使用Sanofi藥品的病患才能使用平臺，

維持平臺的開放才能擴大平臺的利潤。

(二)Google沒有能力將其在「搜索引擎」之

市場力，以遮蔽其他競爭平臺網路曝光

率的方式，延伸至醫療管理服務之e化

平臺與數據分析服務市場，因為醫療內

容與方式通常是由第三方（即醫師）所

決定。

(三)Google的數據分析服務是否讓使用者更

依賴Sanofi所生產的胰島素或Google平

臺服務？Google允諾將確保數據的「可

攜性」（portability）與平臺間之「相容

性」（interoperability）。此外，2018

年5月即將生效的GDPR第20條，亦賦

予平臺使用者有要求數據可攜之權利。

二、U.S. v. AT&T and Time Warner

本案AT&T（影音傳播業者）以超過800億美

元收購Time Warner公司（節目製作者）。美國

司法部認為AT&T將會以拒絕授權Time Warner節

目給其在下游影音播放系統競爭對手，封鎖、排

除下游市場之競爭。並特別指出Time Warner旗

下的CNN和HBO形同必載（must have）頻道，

一旦結合將讓AT&T取得更大的談判地位，更有

能力與誘因進行拒絕授權行為。相反地，AT&T

則主張，結合上游頻道業者，是在剪線（cord-

cutting）時代下，系統業者持續發展的一項重

要手段。在數位化的趨勢下，比起有線電視，收

看網路頻道的人數與日俱增，AT&T未來將面對

Netflix等網路平臺系統業者的挑戰。美國地方法

院於2018年6月判決AT&T勝訴，而美國司法部隨

後提出上訴。(後記: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已於2019

年2月駁回上訴，美國司法部並宣佈不再上訴。)

陸、數位平臺經濟之案例評析（四）：

垂直交易限制

一、歐盟「消費性電子產品維持轉售價格案」

（2018年7月24日歐盟執委會處分決定）

我國華碩 ( A S U S )限制網路經銷商進行

價格競爭，以設定的訂價演算法則（pr i c ing 

algorithm），即時追蹤零售價格並跟進競爭者之

價格變動，違反價格限制約定者將面臨斷貨的處

分。由於華碩配合調查態度良好，罰鍰經減免後

約為6千3百萬歐元。

主要問題為是否要考量市場力量與正當理

由，特別是搭便車理論，在網路時代從消費者的

觀點，搭便車的成本大幅降低（網路搜尋成本

低），華碩得否以維持品牌形象、防止網路經銷

商搭實體店面的便車，作為抗辯理由，值得探

究。

二、歐盟關於數位平臺「地理阻隔」 ( g e o -

blocking)之規範

「地理阻隔」係指禁止消費者透過網路到其

他國家買相同產品，這是一個品牌經銷區域的劃

分，創造區域性獨占，傳統競爭法認為其正當性

在於，透過品牌內的限制，促進品牌間的競爭，

期待藉此保護該國經銷商，讓他有誘因促銷此品

牌，以促進不同品牌的競爭。

2017年2月2日歐盟正式針對歐洲5家主要電

玩（video game）商啟動調查，案件涉及「地理

阻隔」，禁止消費者於網路進行跨國購買。2018

年2月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通過第

2018/302號規則，禁止不當（unjustified）「地

理阻隔」，但不包括受著作權保護的數位媒體，

例如電子書、電玩軟體或Spotify、Netflix等服

務。

三、2017年12月歐盟法院Coty Germany GmbH 

v Parfümerie Akzente GmbH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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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本案為垂直交易限制案件，Coty禁止經銷

商透過第三方的網路平臺，例如Amazon、ebay

等來進行銷售，產生限制經銷管道的嫌疑。重點

在於「選擇性經銷」契約能否限制經銷商不得於

未經授權之第三方平臺銷售，以維持「奢侈財」

（luxury goods）之品牌形象。

2017年12月歐盟法院判決支持Coty所提出

「為維持奢侈財之品牌形象」的正當理由，認定

此種垂直交易限制合法。而所謂的「奢侈財」，

法院指出並不限於財貨是否是使用高科技技術或

昂貴材質所生產者，亦包括產品之「奢侈形象」

(luxury image)，即產品所衍生之「奢侈氛圍」

(aura of luxury)，是消費者區隔該產品與其他產

品之主要依據，而減損該項產品氛圍，等同降低

產品真正的品質。

柒、結語

數位平臺經濟之競爭評估，已由靜態

（static）轉向動態（dynamic）。所謂靜態係

指重視價格、成本、獲利，動態則不在乎短期價

格、成本、利潤的變動，而重視標準的取代，有

無席捲整個市場的力量，從「市場內競爭」走向

「進入市場的競爭」。

數位平臺經濟作為一項生態系統，於系統中

某一區位享有市場地位之廠商，仍需依賴系統其

他區位之市場參與廠商的合作，始有可能持續其

創新與成長的動能。例如行動電話製造商與行動

網路服務商（ISP）、行動作業系統與Apps研發

商間具有緊密的共生關係。

如何在反托拉斯法下評估數位平臺經濟之市

場力量及動態效率，以及如何處理數位平臺經濟

「標準化」之智慧財產權行使行為，將持續是公

平會的重要課題。我國應確立公平交易法對此議

題的執法立場，但不宜過度將執法建立在對參與

業者之「公平性」考量，特別是擔心對國內產業

造成不公平，而應該從競爭觀點進行分析，重點

放在觀察有無改變或削弱競爭的可能性。

（本文係講座民國107年12月14日假公平會

發表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楊宗

霖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