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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數位經濟近年來的快速發展為企業、消費者

與社會帶來巨大效益的同時，數位市場特性與科技

巨擘也為競爭政策及國際間競爭法執法帶來新的挑

戰，爰G7（義、法、德、加、英、美、歐盟及日

本）邀集澳洲、印度、韓國及南非等國競爭法主管

機關，由英國彙集各國面臨數位市場之挑戰與發現

以提供各界參考。

數位市場的關鍵議題

（一）數位廣告

首先在反競爭行為調查，法、英、美、加、

歐盟之調查多與Google有關，其中美國司法部

（DOJ）於2020年起訴Google以設定其為搜尋引

擎及禁止預載競爭者之排他性條款來遂行維持其在

搜尋及搜尋廣告之獨占地位2。次在進行深度市場

研究方面，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於2021

年的數據蒐集研究即指出，多數網路服務提供者

（ISPs）所蒐集及分享之數據遠超過消費者預

期，其中也包含使用消費者的網路交通即時位置數

據，且即便ISPs承諾不出售消費者個資，卻允許

個資被他人使用、移轉或變現收益，更將前述揭露

行為暗藏於定型隱私政策中3，日、英、澳、德、

法及歐盟也有相關市場研究。

（二）演算法的角色

各國除藉由內部研究與舉辦公聽會等方式來

瞭解演算法的運作機制及對競爭的負面影響，並透

過機關內部或外部數據專家來分析演算法如何影響

競爭及對消費者之損害，進而採取執法行動。美國

DOJ即於2015年對電子商務零售事業在Amazon市

集運用特定定價演算法維持商品售價，對該事業2

位主管提起訴訟4。英國CMA亦對2家在Amazon市

集銷售商品的事業訂定固定價格協議，以及使用自

動定價軟體之行為採取執法行動5。

（三）線上市集與應用程式(app)商店

常見的線上市集潛在反競爭行為態樣包括：

自我偏好、最惠客戶條款及賣家與平臺間之商業

限制條款等。德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於2019年認定

Amazon在全球線上市集的賣家條款有濫用支配地

位並要求改正6，美國司法部於2012年控告Apple

與其他出版商勾結，限制電子書零售商價格競爭的

見賢思齊~ G7「促進數位市場競爭之方法概
要」1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CMA）於2021年11月29日發布七大工業國（G7）「促進數位市場競爭之方

法概要」，不僅點出競爭法主管機關在數位市場所面臨的挑戰，也彙集相關因應作為供各國參考。

■撰文＝林文宏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科長）

1 Compendium of approaches to improving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
attachment_data/file/1044981/Compendium_of_approachess_to_improving_competition_in_digital_markets_publication.pdf。

2 美國司法部2020年Google處分書 https://www.justice.gov/opa/pr/justice-department-sues-monopolist-google-violating-antitrust-laws。
3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2021年市場研究 https://www.ftc.gov/reports/look-what-isps-know-about-you-examining-privacy-practices-six-major-internet-service。
4 美國司法部新聞稿 https://www.justice.gov/opa/pr/former-e-commerce-executive-charged-price-fixing-antitrust-divisions-first-online-marketplace。
5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新聞稿 https://www.gov.uk/cma-cases/online-sales-of-discretionary-consumer-products。
6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個案摘要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Fallberichte/Missbrauchsaufsicht/2019/B2-88-18.pdf?__

blob=publicationFile&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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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mpendium of approaches to improving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
attachment_data/file/1044981/Compendium_of_approachess_to_improving_competition_in_digital_markets_publication.pdf。

2 美國司法部2020年Google處分書 https://www.justice.gov/opa/pr/justice-department-sues-monopolist-google-violating-antitrust-laws。
3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2021年市場研究 https://www.ftc.gov/reports/look-what-isps-know-about-you-examining-privacy-practices-six-major-internet-service。
4 美國司法部新聞稿 https://www.justice.gov/opa/pr/former-e-commerce-executive-charged-price-fixing-antitrust-divisions-first-online-marketplace。
5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新聞稿 https://www.gov.uk/cma-cases/online-sales-of-discretionary-consumer-products。
6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個案摘要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Fallberichte/Missbrauchsaufsicht/2019/B2-88-18.pdf?__

blob=publicationFile&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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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7。各國也關注行動app商店之限制競爭行為，

歐盟執委會針對Apple對於app開發商所定的規定

是否違反歐盟競爭法進行調查。日本公平會也對

Apple經營App Store行為進行調查並於2021年9月

結案，Apple同意允許app開發商在「閱讀型app」

提供外部連結，告知消費者外部付款管道，可經由

App Store外的支付系統進行交易8。

（四）結合

事業藉由結合來消滅潛在競爭者、併購既有

競爭者或供應商等方式，來降低競爭及創新，導致

消費者選擇減少或價格提高，而數位廠商亦可透

過併購來強化既有優勢地位或延伸至其他市場。

除英、美等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積極針對併購新創

或潛在競爭者有疑慮的交易進行挑戰，另為避免

事業透過結合取得數據以鞏固市場力量，在日本

Google/Fitbit結合案儘管未達申報門檻，但考量當

地消費者權益的情況下，日本公平會仍進行審查並

要求事業承諾安卓手機與腕戴裝置的可互相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案關健康資料應與Google集

團數據分開處理且不得用於數位廣告9。

強化競爭法主管機關能力

由於數位市場持續發展且個案議題新穎，往

往欠缺前例供參考依循，面對新興議題需新分析方

法與專業知識加以應對，競爭法主管機關除了積極

建構機關能量與投入資源，也透過市場研究與進行

調查據以增進對數位市場瞭解、精進職員技能、尋

求外部專家專業建議及訂立內部計畫建立專業知識

等方式，來提升分析巨量且複雜資訊的能力。而為

瞭解複雜商業模式及於競爭之效果，2016年5月，

德、法發表數據及於競爭法意涵之聯合研究10。歐

盟執委會則於2020年展開歐盟境內與消費者相關

之物聯網產業調查並於2021年公布初步報告11。

既有職權及方法之改革

（一）反托拉斯法規與新制度之改革

在數位市場有競爭疑慮時，競爭法主管機關除

了更新與強化既有執法工具，亦透過新增立法或政

策改革來強化機關職權與相關機制。德國於2017

年第9次修法新增數位經濟條款，復為求即時執法

與矯正，更於2021年初進行第10次修法以利競爭

法主管機關在早期、快速執法並收實效12。歐盟也

提出「數位市場法」草案作為事前規範，對平臺扮

演數位「守門人」（gatekeepers）賦予義務以避

免不當行為，期促進市場正常運作。在美國方面，

不僅國會提出處理數位市場競爭疑慮法案（眾議院

司法委員會針對調查數年的數位市場競爭提出4項

法案加以因應13），拜登總統也於2021年7月發布

「促進美國經濟競爭行政命令」。日、韓亦分別提

出改善數位平臺交易透明與公平的法案。

（二）結合管制之新思維

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過往多以結合事業的營業

額作為結合管制申報門檻，然而在數位市場卻常出

現一方營業額很低或甚至為零、科技巨擘對潛在新

創事業遂行殺手併購的行為，對市場創新造成不利

影響卻無法可管的窘境。為防止殺手併購，德國修

法引入「交易金額」門檻標準，歐盟執委會也公布

「事業結合規範第22條轉介機制處理原則」以進

行調查，「數位市場法」草案中亦要求「守門人」

事業計畫結合時應向歐盟執委會進行通報。

7 美國司法部新聞稿 https://www.justice.gov/opa/pr/justice-department-reaches-settlement-three-largest-book-publishers-and-continues-litigate。
8 日本公平會新聞稿 https://www.jftc.go.jp/en/pressreleases/yearly-2021/September/210902.html。
9 日本公平會新聞稿 https://www.jftc.go.jp/en/pressreleases/yearly-2021/January/210114.html。
10 聯合研究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sites/default/files/Big%20Data%20Papier.pdf。
11 歐盟執委會初步報告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policy/system/files/2021-06/internet_of_things_preliminary_report.pdf。
12 德國第10次競爭法修法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Meldung/EN/Pressemitteilungen/2021/19_01_2021_GWB%20Novelle.html。
13 美國4項法案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house-bill/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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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間之合作

（一）資料保護、隱私、消費者與競爭

競爭議題多為跨領域，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與

其他政府部門緊密合作以全方面處理涉及競爭的複

雜議題。數位平臺常以提供免費服務的方式獲取消

費者數據，而數據運用即為此類營運模式的核心，

平臺運用取得之大量數據後可鎖定消費者並發展產

品及服務，據以強化其市場地位，此循環讓新進及

創新業者更難與其競爭。澳洲競爭法主管機關在

2019年對Google誤導消費者關於蒐集與使用其在

安卓手機個人定位資料採取執法行動。德國競爭法

主管機關在評估臉書蒐集與使用資料涉及該國競爭

法榨取式濫用規定時，也與資料保護機關密切合作

以協助釐清資料保護議題。

（二）對媒體的衝擊

近年來數位平臺快速發展影響新聞媒體的

存續，也成為競爭法主管機關關注議題。澳洲於

2021年2月通過「新聞媒體與數位平臺強制議價準

則」14，旨在處理澳洲新聞媒體與大型數位平臺間

進行分潤協商時議價力顯著失衡的問題，該準則雖

未強制特定平臺遵循，然平臺與媒體已展開多起自

願協商並達成協議。法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以暫時性

措施要求Google與媒體及出版業者就補償及相關

權益進行協商，德、日競爭法主管機關亦分別進行

檢視或要求對出版業的補償應更透明。

（三）與非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國內與國際合作

G7等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定期與其國內管制機

關及政策制定者協力處理數位市場議題，除法國向

資料保護機關徵求意見，南非亦與財金相關部會合

作以瞭解數位事業於金融科技的發展與潛在風險。

在國際合作方面，則透過資訊分享、個案理論、最

佳實務及聯合報告（德、法於2019年合編演算法

報告）等方式合作，另國際組織「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國際競爭網絡」（ICN）及

「國際消費者保護執行網絡」（ICPEN）亦舉辦數

位市場濫用支配地位、數位廣告、競爭與消費者及

隱私之交錯、改善線上條款透明度等數位相關主題

之圓桌會議與建議書，來提升跨領域議題討論與機

關合作。

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報告彙整G7及其他競爭法主管機關處理數

位市場競爭議題之作為，除建議競爭法主管機關積

極強化其內部能力，與外部專家、其他產業主管機

關合作，才可確保能與時俱進，有能力處理數位市

場的複雜議題。而我國數位發展部已於去年12月

完成立法，預計於今年年中掛牌運作，如何加強與

數位發展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經濟部等相關

部會進行協調與合作，共同維護數位市場的競爭與

發展，將是未來重要課題。

14 The 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 https://www.aph.gov.au/Parliamentary_Business/Bills_Legislation/Bills_Search_Results/Result?bId=r66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