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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Group 7)指的是國際貨幣基金（IMF）

所認為的世界7大先進工業國家，包括美國、加

拿大、德國、法國、義大利、英國及日本。1975

年由法國主辦第1屆6 國會議(G6)，由美、德、

法、英、日、義等6國開始聚會，討論如何因應

第1次石油危機。加拿大在1976年加入後正式成

為G7，歐盟則於1977年正式參與。G7主要在提

供這些國家領袖於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舉行

年會之前，對和平、安全、反恐、經濟發展、教

育、衛生、環境及氣候變化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流

及建立共識。G7組織成員國家合計代表40％的

全球GDP及10％的人口，其主要共識之核心價值

為：民主、尊重人權及基本自由、自由與公平市

場及尊重國際法規1。

G 7及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分別為：法國

競爭委員會(Autori té de la Concurrence)，

義大利競爭局 ( A u t o r i t á  G a r a n t e  d e l l a 

Concorrenza e del  Mercato)、德國聯邦卡

特爾署 (Bundeskar te l l amt )、加拿大競爭局

(Competition Bureau)、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美國司法

部反托拉斯署(Department of Justice)及聯邦交

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日本公

平交易委員會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及歐盟競爭總署 (D i r ec to ra te  Gene ra l  f o r 

Competition)。

G7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數位經濟之共識

自1973年第1次會議以來，競爭政策從來都

不是7國會議中主要的討論焦點。但今(2019)年

輪由法國擔任主席，法國主動提議將競爭政策納

入數位經濟相關議題中予以考量，以提供競爭法

主管機關對於此一重要議題更進一步思考及合作

之機會。

在法國競爭委員會主導下，G 7競爭法主

管機關對此一議題達成共識並發布「G7 競爭

法主管機關對於『競爭與數位經濟』之共識」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G7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n “Competition and the Digital 

Economy”)2，其主要共識要點及詳細說明如

下。

一、主要共識要點：

(一 )競爭性的市場是運作良好經濟體之關

7大工業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競爭與數位經
濟」之共識

7大工業國家集團(G7)競爭法主管機關在2019年6月15日共同發布「G7 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競爭

與數位經濟』之共識」。此一文件反映了G7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數位經濟引發的競爭分析問題所達成

之共識。

■撰文＝杜幸峰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視察）

1 見G7 FRANCE網站What is the G7?(https://www.elysee.fr/en/g7/2019/01/01/what-is-the-g7)
2 https://en.agcm.it/dotcmsdoc/pressrelease/G7%20Common%20Understanding%20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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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健全的競爭政策可以幫助啟動有益

於創新和成長的數位化轉型，同時也保

障消費者福利及對數位化市場的信任。

(二)競爭法是具有靈活性的。競爭法可以且

應該適應數位化經濟所造成的挑戰而不

須大規模改變其指導原則和執法目標。

數位化轉型的挑戰是競爭法主管機關必

須確保其競爭法的具體工具、資源和競

爭法執法技能都是最新的。

(三)政府應該評估其政策或管制是否不必要

地限制數位市場中或數位與非數位市場

間之競爭，並應儘可能考慮促進競爭的

替代方案。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在確認

這些限制競爭上扮演重要角色，並透過

實證市場調查及競爭倡議，倡議可能之

解決方案。

(四)鑑於數位經濟的無國界性，促進更廣泛

的國際合作與競爭法適用之整合是非常

重要的。此一工作應在現有的國際及多

邊論壇中繼續進行。

二、共識要點詳細說明

(一)數位經濟對創新及成長之助益

G7認為，數位經濟改變了許多商品

與服務的生產及銷售方式，這些改變已

經重新塑造了產業，造成更多投資與創

新，創造了新的商業機會，降低整個經

濟的商品及服務之成本，為消費者帶來

顯著的利益，也使新廠商容易進入市場

並增加競爭。數位經濟中的投資及創新

可以作為經濟成長的引擎，並透過推動

更多前所未有的創新及商業模式產生全

球性的正向外部效應。倘數位市場保持

競爭，這些助益可以被適當地實現。

G7認為，健全的競爭法執法將繼續

在保障人們對數位市場的信任及確保數

位經濟持續在帶動經濟活力、競爭性市

場、消費者利益及創新誘因上扮演重要

角色。

(二)現有競爭法規則的靈活性與相關性

數位經濟除了其所帶來的好處之

外，也為競爭法執法機關帶來了挑戰。

例如，數位經濟的快速變化本質，多邊

市場和零元價格可能使市場定義、市場

力評估及競爭效果分析變得更加困難，

需要對非價格方面的競爭，如質量、創

新及消費者選擇，進行更密切的分析。

G7認為，雖然這些都是具有挑戰性

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並沒有超越現有競爭

法所及之範圍。數位市場的許多特徵，包

括平臺的存在、網路效果、規模經濟或範

疇經濟、產業集中度及零元價格優惠等並

非嶄新議題，並且都已由競爭法主管機關

依據現行競爭法解決。所有G7都有處理

這些考量因素的事實證明。

G7還提到在新的數位經濟下其他挑

戰包括：在新的數據形式及取得數據方

法下，如何運用有效的資料收集權力，

以及如何在有限的時間框架中對限制競

爭行為進行健全的執法干預。此外，競

爭法主管機關也面臨評估運用機器學習

及運算定價方法廠商行為的競爭效果之

新挑戰。但G7認為，最近的案例顯示，

競爭法通常為競爭法主管機關提供了解

決數位經濟中限制競爭行為的工具和靈

活性，所有競爭法主管機關也都在進一

步強化其在競爭法領域上的專業知識，

提高其內部技能，並量身定製自己的機

關制度設計，以與最新的數位經濟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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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進化。

(三)倡議和競爭的重要性影響政策評估

G7認為，有目標性及均衡的產業管

制，可以在面對數位挑戰時與競爭法規

相輔相成，並可能對超越競爭法規範圍

的問題提供適當解決之道。政府應避免

使用競爭法執法來解決非競爭議題，且

考量數位經濟相關管制對競爭的影響，

國內各政府機關間應相互合作，例如競

爭法主管機關與相關消費者保護機關及

隱私權保護機關間的合作。

管制可能因為增加市場進入成本和

鞏固現有廠商地位而損害競爭，但政府

可以透過監測法規提案的影響及定期檢

視現有法規，以確保該等法規維持管制

之目標性和有效性，以維護數位市場之

競爭。

(四)對國際合作之需求

G7認為，因為數位經濟的全球化本

質與各國對於健全競爭法施行的共同使

命感，競爭法執法機關之間對數位經濟

議題的國際合作非常重要。國際合作也

有助於營造國際間一致的競爭法執法觀

點，讓跨國企業有所適從。因此，G7建

議競爭法執法機關應支持透過現有論壇

及網路繼續合作及經驗分享。

G7認為，集團各國之間對於數位經

濟的合作應該繼續以靈活和自願的方式

對這些議題的討論提供資訊，同時應不

妨礙現有國際論壇正在進行的工作。展

望未來，G7競爭法主管機關也期望能繼

續加強與現有國際論壇合作及在集團中

交流以加深對此議題之共識。

共識要點之重大意義

此一共識文件發布後，G7各國競爭法主管機

關皆發文表示支持，執業律師也都對共識要點表

示支持。而共識要點中較受注意的是在說明中所

提出之觀點，如強調競爭法之靈活性與彈性可解

決數位經濟所帶來之挑戰，尤其在分析工具與分

析方法上，競爭法主管機關都已具備能力且應該

有能力處理這些問題，無須大規模改變其指導原

則和執法目標。

另外，較受矚目的觀點為強調「政府應避

免以競爭法來解決非競爭議題」，也建議競爭

法主管機關應向其他政府單位進行競爭倡議工

作及強調機關間合作之重要性。管制手段可與

競爭執法「相輔相成」，以促進數位市場之競

爭，而機關間知識分享是達成此一目標的主要

方法。共識要點也強調國際合作的重要性，透

過國際論壇對數位經濟之討論及經驗分享，可

建立國際間一致的競爭執法標準，使跨國企業

有所遵循而避免違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