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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ACCC自2020年2月起就數位廣告技術市場

展開調查，範圍涵蓋數位廣告技術市場的競爭

強度與效率、業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以及

市場參與者是否滿意數位廣告市場的服務等。

數位廣告主要可分為搜尋（sea rch）、分類

（classified）及展示（display）廣告等3種類

型，其中可透過智慧型手機、電腦或其他連接

上網的設備出現在使用者正在瀏覽的網頁或使

用的應用程式上的展示廣告，乃本次調查報告

的重點。根據澳洲互動廣告局 (The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 Australia，簡稱IAB)的估

計，澳洲的數位廣告支出已從2008年的17億澳

幣成長到2020年的95億澳幣2（約新臺幣2,000

億元），呈現顯著增加的趨勢。然而Google在

澳洲數位廣告技術市場中的主導地位，可能損害

網際網路上的平臺媒體3（publisher）、廣告主4

（advertiser）以及消費者的利益，該報告並指

出澳洲現行的競爭法不足以處理該產業的競爭問

題，應針對特定市場制定新法規。

澳洲數位廣告技術市場概述

廣告技術市場是由平臺媒體及廣告主在數

位展示廣告的交易過程中所使用的4種主要服務

所構成。首先，平臺媒體在銷售其網頁或應用

程式上的廣告空間（advertising spaces）時，

係使用「平臺媒體廣告伺服器」（pub l isher 

ad server）管理其廣告空間，並使用「供應

端平臺」（supply-side platform，簡稱SSP）

進行銷售活動；其次，廣告主在購買廣告空

間來展示其廣告時，係使用「廣告主廣告伺

服器」（advert iser ad server）管理其廣告

活動（campaigns），並使用「需求端平臺」

（demand-side platform，簡稱DSP）購買廣

告空間（可依廣告主設定的條件程式化地進行交

易）。數位廣告技術透過複雜的演算法和系統程

式來完成數位展示廣告的交易，而整個交易的過

程會在消費者加載（load）網頁或應用程式畫面

的數毫秒內完成。

此外，在市場中另有其他業者蒐集與消費者

有關的數據及其線下活動資訊，相關數據除可用

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數位廣告服務調
查最終報告」
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ACCC）2021年9月28日「數位廣告服務調查最終報告」 1（Digital 

Advertising Services Inquiry- Final Report），調查結果發現澳洲的數位廣告技術（digital advertising 

technology）市場出現了嚴重的競爭問題。

■撰文＝黃明超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專員）

1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Digital advertising services inquiry - final report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accc.gov.au/
publications/digital-advertising-services-inquiry-final-report.

2 同前註第2頁。
3 平臺媒體係指網際網路上網頁及應用程式（apps）的所有者。
4 廣告主係指直接或間接透過代理商購買廣告空間以投放廣告的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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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Digital advertising services inquiry - final report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accc.gov.au/
publications/digital-advertising-services-inquiry-final-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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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衡量數位廣告技術的成效外，其最大的功用在

更精準地投放數位廣告至特定消費者面前，此即

目標式廣告（targeted advertising）。目標式廣

告可提升廣告主及平臺媒體的收益，使更多資金

得以挹注於線上內容的生產，雖有研究指出逾半

的澳洲民眾對於那些針對其偏好及興趣的目標式

廣告感到不悅，然仍某些消費者偏好看到與其興

趣有關的展示廣告。

Google之限制競爭行為

根據ACCC的調查發現，2020年間在上述

「平臺媒體廣告伺服器」、SSP、「廣告主廣

告伺服器」，以及DSP等4項數位廣告技術服務

中，與Google有關的廣告曝光比率（share of 

impressions）均超過70%5；此外，在透過數位

廣告技術市場交易的廣告中，90%以上曾使用

過至少1項Google提供的服務。Google在數位

廣告技術市場的主導地位主要來自數據上的優

勢、對廣告空間供給與需求的專用（exclusive 

access），以及跨整個市場供應鏈服務的整

合等。ACCC主任委員Rod Sims先生表示，

Google利用其在數位廣告技術市場的垂直整合地

位來提供其廣告技術服務，並逐漸鞏固在相關市

場中的優勢地位。ACCC擔憂缺乏競爭的廣告技

術市場可能會提高平臺媒體和廣告主的成本，使

線上內容的品質與數量降低，導致消費者支付更

多費用來購買商品或服務6，其結果便是澳洲廣

告技術市場的競爭力下降。

Google作為橫跨數位廣告技術市場供應鏈的

業者，可同時代表廣告主及平臺媒體進行數位廣告

交易，此將形成利益衝突（conflicts of interest）

的情況並損害買賣雙方的利益7。其他ACCC在調

查中發現Google的限制競爭行為包括：

（一）限制其他業者只能透過Google DSP購買

YouTube廣告空間；

（二）將其DSP（如Google Ads）的需求導引

至其SSP；

（三）Google之平臺媒體廣告伺服器優先使用其

SSP；

（四）限制Google SSP與第三方廣告伺服器之

合作方式；

（五）在其平臺媒體廣告伺服器中操控拍賣規則

以圖利Google提供之其他服務；

（六）未來透過其市場地位及Chrome瀏覽器優

先使用其廣告技術服務。

本調查研究提出之建議

為處理具有支配地位的數位廣告技術業者因

不當使用數據、垂直整合的利益衝突、交易過程

之資訊不透明等因素所產生的限制競爭問題，

ACCC於本調查研究中提出以下幾點建議8：

（一）Google應修正其公開資訊，以便清楚明

確地傳達該公司如何使用從該公司「面

向消費者之服務」（consumer-facing 

services）中蒐集到的數據（亦稱為第一

方數據，first-party data）來提供廣告技

術服務。

（二）應賦予ACCC權力去研訂「產業特定法

規」（sector specific rules），這些法

規將適用在具有一定程度市場力量或地位

之數位廣告技術業者，並用來處理數位廣
5 同註釋1第5頁。
6 Google´s dominance in ad tech supply chain harms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ACCC網站，網址：https://www.accc.gov.au/media-release/

google%E2%80%99s-dominance-in-ad-tech-supply-chain-harms-businesses-and-consumers，瀏覽日期：2021/10/26。
7 垂直整合的廣告技術業者（如Google）常見的利益衝突類型包括：業者經營之業務與其客戶間的利益衝突，或是業者所服務的各客戶群體間之利益衝突。
8 同附註1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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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技術供應鏈中的利益衝突問題，防止具

限制競爭性質之自我偏好行為，確保競爭

對手可公平地取得某些服務，以及處理相

關市場缺乏透明度等問題。

（三）上述「產業特定法規」應使ACCC有能力

處理由廣告技術業者之數據優勢所引起的

競爭問題，相關措施包括：

1 .數據分離措施（d a t a  s e p a r a t i o n 

measures），例如：避免廣告技術業

者將其蒐集到之第一方數據應用在第

三方網站和應用程式上；

2 .數據近用的要求（ d a t a  a c c e s s 

requirements），例如：要求業者允

許其他廣告技術業者近用其第一方數

據。

（四）為解決供應鏈缺乏透明度的問題，應與產

業內的參與者共同製定一套產業標準，以

便公開數位廣告技術業者的平均費用和費

率，使顧客能有意義地比較不同業者提供

的服務。此外，鼓勵業界實施能對DSP服

務進行完整和獨立驗證的標準。

（五）Google應向平臺媒體提供額外的資訊，

使其能比較來自不同SSP對於數位廣告拍

賣的出價，並能將蒐集到的競標資訊與所

銷售的廣告價格進行匹配。若Google提

供的資訊不足以讓平臺媒體進行上述之比

較，則可依「產業特定法規」相關規定，

要求Google提高其拍賣的透明度。

（六）應賦予ACCC權力去發展適用整個澳洲廣

告技術供應鏈的法規，以提升數位廣告技

術服務價格與成效的透明度，相關措施

包括通用交易ID（common transaction 

ID），或要求以標準的格式公開服務的價

格和費率等。

結語

ACCC於本調查報告中發現的限制競爭問

題，與其他數位平臺市場（如線上搜尋、社群媒

體及應用程式等）面臨的問題相似。這些市場通

常具有網路效應、規模經濟和範疇經濟等特徵，

並形成很高的市場參進障礙。相關市場亦被少數

垂直整合的事業所主導，這些事業擁有主導地

位，並且有能力從事自我偏好等限制競爭行為。

與ACCC過往調查報告不同之處在於，本報

告建議ACCC或其他事業主管機關有權研訂「產

業特定法規」，以解決與數位廣告技術有關的限

制競爭問題。本調查報告特別建議應研訂新的法

規，以適用在具市場力量或優勢市場地位之數位

廣告技術業者。

此外，ACCC認為目前有必要探討是否將「產

業特定規則」更廣泛的應用在其他數位平臺市

場，以處理ACCC在其他調查報告中所發現的競

爭及消費者問題，而ACCC將於2022年9月提交之

「數位平臺服務調查」（Digital Platform Services 

Inquiry）第5次期中報告中延續上開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