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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去(2019)年無疑是歐、美國家的競爭法主

管機關面臨數位經濟時代重要的一年，因為部

分國家在該年度陸續提出針對數位市場(digital 

market)的調查報告或政策建議，1其中德國聯邦

經濟與能源部委由學者專家和智庫組成的「競爭

法4.0委員會」(Kommission Wettbewerbsrecht 

4.0)，在2019年9月份發表「數位經濟的新競爭

架構」(A New Competition Framework for the 

Digital Economy)報告，2所提的22項建議並獲得

聯邦政府採納而為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簡稱

GWB )第10次修法的重要參考依據，並在本

(2020)年1月24日正式公布「數位化GWB」

(GWB-Digitalisierungsgesetz，或稱為競爭法

4.0，以下簡稱GWB 4.0草案)草案內容。3做為歐

盟重要的會員國之一，且為競爭法執法先驅，德

國此次修法益顯重要。

GWB 4.0草案修正重點

德國為因應數位時代的來臨，早在2017年

曾進行修法並修正結合管制門檻，不僅考量事

業的銷售金額(turnover)，也要考慮事業的價值

(value)，以防止殺手級合併(killer acquisition)的

新創事業(特別是科技和製藥市場)，從事濫用市

場力行為。更重要的亮點是，除了付費服務可以

構成GWB的相關市場，對於免費提供的服務 (例

如：線上搜尋或社交網路)，也可以構成相關市

場。至於本次GWB 4.0草案主要的修正面向如

下：

●  將「與競爭相關數據」的存取權利

(access rights to “data relevant for 

competition”)，視為決定具有市場優勢

地位的因素之一，拒絕存取此種數據則為

濫用市場力的行為。

●  透過對數位平臺更嚴格的反托拉斯

規 範 機 制 ， 不 僅 使 聯 邦 卡 特 爾 署

(Bundeskartellamt)藉此宣示跨市場的數

位平臺業者非常受到重視，未來也會對業

者採取較嚴格的執法標準。

● 將「中間媒介者」(intermediaries)明文

規定並受具體規範，「中間媒介者」是指

以蒐集、匯總和加值數據，並協調用戶群

組間之供需為商業模式的多邊數位平臺

(multi-sided digital platforms)業者。

數位競爭法先鋒－德國競爭法4.0簡介
為有效管理數位市場競爭秩序，德國在本(2020)年1月24日公布數位化限制競爭防止法修正草案，做

為歐盟重要會員國之一，且為競爭法執法先驅，德國此次修法益顯重要。

■撰文＝陳韻珊 
（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簡任視察）

1 英國「解鎖數位競爭」(Unlocking digital competition)報告(3月)，歐盟「數位時代的競爭政策」(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報告(4月)，澳洲消費者與競

爭委員會「數位平臺調查」(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報告(6月)，美國芝加哥大學Stigler Center數位平臺委員會(Stigler Committee on Digital Platforms)提出政策

建議(7月)，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共同發布聯合備忘錄(10月)。
2 https://www.bmwi.de/Redaktion/EN/Publikationen/Wirtschaft/a-new-competition-framework-for-the-digital-economy.html (英文版下載網址)。
3 參網址：https://www.bmwi.de/Redaktion/DE/Downloads/G/gwb-digitalisierungsgesetz-referentenentwur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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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邦卡特爾署對於「市場傾覆」(tipping 

of market) (指多個供給者將市場翻轉成

壟斷或高度集中的行為)有權干預，並以

新的臨時禁令措施，使其更易於處理可能

違法的案件。

●  擴大對於相對市場力(relative market 

power )的保護範圍，不僅限於中小企

業，更適用於事業依賴其他市場參與者的

任何「B2B」交易情況。未來所有的市場

參與者，甚至是大型事業，都受到這個機

制保護。

● 對於水平競爭者的合作協議，如果有實

質的法律和經濟利益存在，可取得主管

機關授權，先自行評估是否符合競爭法

規範。

GWB 4.0草案條文內容

有關GWB 4.0修正草案內容及理由，則簡要

說明如下：

一、具有存取「與競爭相關數據」的權利，是認

定事業具市場優勢地位的因素

在數位經濟時代，事業可利用大數據為消費

者量身打造所需產品，並針對目標客戶進行廣告

行銷，無論對廣告公司或其他行業的事業而言，

數據的角色日益重要。因此，在GWB 4.0草案第

18條第3項第2款新增規定，具有存取「與競爭相

關數據」的權利，是認定事業具市場優勢地位的

因素之一。同時在第19條第2項第4款規定，若具

有市場優勢地位的事業，拒絕提供存取數據而減

損市場競爭，則屬濫用市場優勢地位之行為。此

外，對於具有存取「與競爭相關數據」權利之事

業，在認定是否有「相對市場力」時，要具「依

賴地位」(dependent position)的可能性，也就

是「事業依賴存取數據的活動，受到另一事業控

制的事實」(GWB 4.0草案第20條第(1a)項)。

二、加強規範並監督「重要的跨市場競爭」事業

為有效管理數位化的事業在多邊市場或網路

上擴張經營，GWB 4.0草案第19a條規定，聯邦

卡特爾署可以依據命令公布「重要的跨市場競

爭」事業名單並嚴格監督。由於這些事業具有策

略優勢，藉由定價策略、獨家交易協議或捆綁銷

售等行為，易於獲取在相同市場使用的數據資

料，並將市場力快速擴張到其他新市場，而且網

路效應(network effect)的典型特徵，更導致市場

加速集中。因此草案賦予聯邦卡特爾署權限，以

防止具有優勢地位的事業濫用市場力，而損害另

一個市場的競爭。

三、數位平臺的特別制度—具體明文規範中間媒

介者

中間媒介者在多邊市場交易過程中，決定供

應商是否可以進入中間媒介網站銷售產品，在無

其他選項情況下，供應商在網站上的列名和排

序就顯得重要。因此，GWB 4.0草案第18條第

(3b)項明確規定，在多邊市場上「中間媒介者」

也可能是具有市場地位的事業，而評估中間媒介

者是否具市場地位，則要特別考量供應商為進入

市場銷售產品時，中間媒介者提供中介服務的重

要性。

四、擴大「相對市場力」的適用範圍

數位市場的網路效應特性以及網路服務易於

擴展，導致事業規模常被高估，而現行GWB對

於濫用市場優勢地位行為的適用門檻過高，無法

有效規範數位市場中的濫用行為。此外，對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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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市場力之認定，亦僅限中小企業與該具市場力

之事業有依賴關係時，才得以適用。為有效監督

具市場主導地位的數位公司濫用潛在市場優勢地

位行為，GWB 4.0草案第20條第(1)項所稱「相

對市場力」，亦涵蓋數位公司對大型事業濫用市

場力的情況，但僅限於雙方處於明顯不對稱，且

彼此依賴關係不會藉由具市場力事業的供應商或

客戶之抗衡力量而抵銷的情況。

五、放寬臨時禁令的條件

由於調查程序複雜耗時，主管機關做出最後

決定需數月甚至數年，但數位市場的動態變化，

可迅速消除市場的有效競爭。為能快速有效規範

數位市場競爭秩序，GWB 4.0草案第32a(1)條規

定放寬適用臨時禁令的條件，以降低調查過程中

產生不可逆轉的變化風險。

六、水平合作的新評估方式

現行GWB對於水平協議採取嚴格規範，特

別是市場參與者的市場占有率都很高時，同業競

爭者的一致行為與訊息交換所造成的反競爭效

果風險更高，然而數位公司彼此間數據的分享

以及與潛在競爭對手合作建立平臺，卻未必產

生反競爭風險。為使潛在競爭者與數位市場主

要水平競爭者合作協議時，能建立確定的法律

規範，GWB 4.0草案第32(c)條規定，若有重大

法律與經濟利益，例如複雜的新法律問題或異

常高的投資支出，事業可取得授權先行評估是

否符合競爭法規範，再由主管機關於一定期間

內做最後決定。

結語

德國GWB 4.0草案公布後，已在2月中旬舉

行一場公聽會，預計在本(2020)年下半年實施。

雖然數位產業的瞬息萬變不易監督，但至少德國

聯邦卡特爾署在歐盟尚未有明確一致的管理標準

前，已為會員國建立一個管理藍圖，未來若能成

功實施，將可有效監督科技巨擘，導正數位市場

的限制競爭行為，並成為競爭法數位化的先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