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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深入瞭解新加坡及東南亞地區電子商務平

臺的商業模式及其營運之競爭動態，發掘與電

子商務平臺有關之潛在競爭及消費者議題，檢

視與評估其政策工具是否足以處理相關案件，

以及增進平臺業者對於新加坡政府如何評估

競爭議題的瞭解，新加坡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of 

Singapore，下稱CCCS）於今（2020）年9月

10日發布「電子商務平臺市場研究：發現與建

議」（E-commerce Platforms Market Study :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1研究報告。

報告內容重點

(一)主要的發現（Key Findings）

電子商務平臺的發展方式，通常係由單一市

場領域（market segment）開始，並逐步拓展至

其他市場領域。最初經營電子商務平臺所面臨最

重要的挑戰，在於取得關鍵數量的使用者基礎，

故平臺需要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及努力，將消費者

從實體移轉到線上。電子商務平臺跨入其他市場

領域的關鍵決定因素，在於其他市場領域尚有未

被滿足的需求或具有高度成長的可能，另需考量

平臺本身是否具有競爭優勢。

將現有市場的使用者基礎移轉到下一個市場

領域，是平臺業者的競爭優勢之一，平臺業者可

利用價格策略（如折扣、現金回饋、紅利計畫、

訂購優惠等）或非價格策略（如蒐集分析使用者

資料以瞭解使用者偏好，或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等）以增進使用者的忠誠度。

根據該市場研究之結果，CCCS認為目前

新加坡的電子商務平臺尚未有涉及限制競爭疑

慮之情事，且CCCS之競爭架構（competition 

framework）已足夠處理相關競爭議題。其他相

關研究結果如下：

1. 消費者會同時比較多個線上平臺以獲取較

好的交易條件，價格是消費者選擇電子商

務平臺的重要決定因素；非價格因素（如

使用上的便利性、信任，以及對於平臺的

熟悉程度等）則影響消費者長期的忠誠

度。

2. 電子商務平臺提供的電子支付服務並非平

臺成功的先決條件，大部分的消費者在進

新加坡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發布電子商務平臺
市場研究報告
新加坡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CCCS）發布「電子商務平臺市場研究：發現與建議」研究報告，就新

加坡及東南亞地區之電子商務平臺產業相關業者，以及平臺消費者與供應商進行調查研究，並提出相關

發現及政策建議。

■撰文＝黃明超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專員）

1 資料來源：CCCS網站，網址：https://www.cccs.gov.sg/media-and-consultation/newsroom/media-releases/cccs-market-study-on-e-commerce-platforms-
recommends-update-to-competition-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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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易時，仍使用銀行或信用卡提供的電

子支付系統。

3. 數據的缺乏（ l ack  o f  da ta）尚非電子

商務平臺的關鍵參進障礙，然而數據

的取得可能會隨著人工智慧（ar t i f i c ia l 

intelligence）與演算法（algorithm）使用

頻率的增加而逐漸重要。

雖資料保護（data protection）尚非平臺間

競爭的主要議題，但平臺業者似已認知到資料保

護是建立使用者信任的重要方法。

(二)市場界定（Market Definition）

市場界定作為競爭分析架構的工具，以及

確認和評估目標產品或服務所面臨的競爭限制

（competitive constraints）。然而，數位平臺

的多邊特性使主管機關在進行市場界定時面臨以

下挑戰：

1. 是否應該將分開卻互相關聯的單邊市

場（separate but interrelated single-

s ided  marke ts）界定為多邊平臺的每

一邊（each s ide o f  the mul t i -s ided 

platform）；或者應將平臺所包含的所有

邊（all sides of the platform）定義為一

個單獨的多邊市場（a single multi-sided 

market）。

2. 是否應考量多邊平臺的外部性，其中包含

間接網路效果及使用上的外部性（usage 

externalities）。

3. 因數位平臺各邊之間具有相互依賴的關

係，多邊平臺可以決定各邊使用者群體

（user groups）之訂價水準及價格結構，

此將影響相關市場的界定。

4. 多邊平臺可能不會向某一邊市場的使用者

收費，故在進行市場界定時，是否應考量

未向使用者收費之市場。

(三)市場力（Market Power）

市場力通常是指將商品價格訂定在市場競爭

水準以上，或是將商品的產量或品質控制在市場

競爭水準以下的能力。具有強大市場力的公司，

將具有市場優勢地位。在衡量電子商務平臺之市

場力時可能面臨以下的挑戰：

1. 電子商務平臺的市場力指標是否與傳統指

標（如市占率）不同。

2. 考量到產業的快速變化，是否更應強調動

態而非靜態之競爭結果。

3. 當電子商務平臺之網路效果與數據累積涉

及多個市場領域時，是否表示該平臺之市

場力更大。

此 外 ， C C C S 注 意 到 某 些 損 害 理 論

（ t heo r ies  o f  ha rm）在跨足經營多個市場

領域的電子商務平臺中可能更加顯著，如個

別定價（pe rsona l i sed  p r i c i ng）、獨家交

易（exclusive deal ing）、搭售（ ty ing）、

綑綁（ b u n d l i n g），以及自我偏好（ s e l f -

preferencing）等行為。

(四 )與數位平臺有關的結合（M e r g e r s  a n d 

Acquisitions involving Digital Platforms）

CCCS認為併購是數位平臺成長策略的一部

分，故CCCS認為並非所有的結合案件都會產生

限制競爭方面的疑慮，某些結合甚至可提升廠商

間的競爭程度而有促進競爭的效果。

數位平臺的殺手合併（killer acquisitions by 

digital platforms）是國際間新興的結合議題，

係指現有的數位平臺併購使用者成長快速的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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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公司。因參與結合的新創公司之營業額可能

低於結合申報門檻，而有逃過結合審查之虞，

CCCS審視其結合審查機制，認為目前新加坡之

法規足夠處理相關之數位平臺結合案件。

(五)數據的取用（Access to Data）

數據的取用能賦予數位平臺競爭上的優勢，

尤其是在平臺可獨家獲取大量個資時。數位平

臺可透過機器學習演算法（machine-learning 

algorithms）洞察商機以增進其服務品質，故數

據已逐漸成為電子商務平臺的關鍵投入(input)。

優勢廠商拒絕提供數據給其他競爭者，可能

構成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當人工智慧與演算法

被利用在促成競爭者間之協定或聯合行為時，也

會產生限制競爭的疑慮。此外，若上開工具被平

臺用來決定商品之價格，亦可能會形成賣方間潛

在的共謀行為。

(六)消費者保護（Consumer Protection）

成功的電子商務平臺有賴於提供良好的顧

客體驗以及培養消費者的信任。一些電子商務

平臺已採取針對性的措施，以保護消費者免於

不公平行為的侵害，如某些平臺已建立違規積

分系統，以降低賣家從事不實廣告之可能，以

及提供保證或預付款保護功能之措施，以保護

消費者權益。電子商務平臺作為賣方和消費者

之間的中介者，應在維護消費者權益方面發揮

重要作用，CCCS已提供一個良好交易方式的

資訊圖表，促使電子商務平臺的賣方以更負責

任的方式從事銷售行為。

(七)結論

為確保新加坡的競爭法架構能與時俱進，

CCCS檢視並更新其指導原則（Guidelines）以

提供業者更明確之指引，相關更新之建議如下：

1. CCCS對市場界定之指導原則（CCCS 

Guidelines on Market Definition）：(a)

如何進行市場界定以考量多邊平臺的具體

特徵；(b)如何將消費綜效（consumption 

synergies，係指透過單一平臺消費多種商

品所帶來的便利及交易成本的節省）當作

附加因素考量。

2. C C C S對第 4 7條禁制行為之指導原則

（CCCS Guidelines on the Section 47 

Prohibition）：(a)如何在評估數位平臺之

市場地位時，減少對市占率的強調；(b)如

何在評估數位平臺之市場地位時，考量參

進障礙、網路效果，以及對數據的掌控等

附帶因素；(c)釐清數據作為投入之角色；

(d)更新有關損害理論之態樣。

3. C C C S對結合實質評估之指導原則

（CCCS Guidelines on the Substantive 

Assessment of Mergers）：(a)當創新是

市場之重要競爭特徵，以及至少1家參與

結合事業是重要的創新者時，CCCS應如

何進行評估；(b)資料保護是評估競爭品質

的構面之一；(c)如何評估多角化結合。

結語

綜上，數位市場的特徵在於快速變化的技術

及消費者行為，CCCS將持續主動監控新加坡數

位平臺市場的發展，以確保其法規架構及工具可

適當地處理未來任何潛在的競爭議題，而相關結

果可作為我國在數位平臺相關議題研究及施政上

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