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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顏廷棟 
（銘傳大學財金法律系教授）

日本因應數位平臺經濟發展之競爭政策及法制運用概觀（上）

壹、前言

本次報告主軸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

日本公平會）於因應數位經濟發展之基本對策內

容。本人認為有以下幾個重點：調整企業結合的

審查準則；如何界定數位市場的範圍，包括商品

市場跟地理市場；修訂審查的程序。除了企業結

合之外，他們也廣泛的就數位平臺市場展開產業

調查，並做出相關處理原則。如平臺跟消費者之

間，個資不僅有隱私權的問題，還會牽涉到平臺

事業如果有不當取得或利用這些個資，因此增強

其競爭地位，而妨礙到其他事業競爭；另平臺與

廣告商之間，因為數位廣告的興起，壓縮了傳統

媒體廣告的經營空間，同時也會產生競爭法上相

關議題。接下來將會以前開重點為核心及代表性

案例進行介紹，並提出淺見給公平會作為執法參

考。

貳、日本公平會在數位市場之因應對策

日本政府為因應數位市場發展趨勢，2018

年6月於內閣會議作成未來投資戰略決議。日本

經過泡沫經濟之後，冀望透過新型數位平臺經濟

的崛起，復甦國內經濟。在這樣的基本理念下，

日本政府跨部會找來日本公平會、經濟產業省、

總務省，召開有關健全數位平臺交易環境之檢討

會，就各部會主管業務下達數位平臺相關任務，

日本公平會負責數位市場競爭政策，經濟產業省

規劃、因應數位經濟發展的健全環境，總務省則

處理數位傳播、資訊通訊產業如何跟數位市場相

對應之政策。

2018年12月18日日本公平會等3個部會發布

「因應平臺型商務興起之充實規範基本原則」，

在基本原則中提及數位平臺之特性。首先，數位

平臺本質存在操作、技術的不透明性，因為數位

平臺裡面應用到很多大數據、演算法，而大數據

與演算法形成的資料及演算法的基本邏輯，都不

容易被外界所知悉，因不具透明性，若其轉換成

一種交易上的參數，就容易對整個市場競爭環境

產生影響。其次，因為前開平臺特性，基本原則

便提及要如何促進平臺透明性，目的在於確保交

易之公平性。而如何了解平臺是否具有透明性，

則需要了解產業問題之所在，所以在制定競爭政

策前，必須要大規模、廣泛徹底調查數位平臺產

業交易實態，也因為不透明的問題，所以需引進

揭露重要約款、公開交易條件，以實現平臺公平

自由競爭環境。

此外，在數位平臺上，企業藉由結合將創造

更新穎、多元的現代化商業模式，所以日本公平會

進一步了解企業結合審查應考量之數據、創新等因

素；而數據來源為消費者，所以著重企業與消費者

關係間適用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包含締約地位不

對等、資訊不對稱等。在前開原則下，數據既然存

在於平臺之中，若其具有公共財的性質，應該檢討

數據如何移轉、甚至達到開放的目標。其次要建構

柔和(低度管制)且有效之衡平規範，並與國際間規

範理念相調和，以避免限制數位市場之發展，所以

日本公平會在訂定規範時，會跟美國、歐盟、英國

及澳洲等相關機關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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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企業結合審查    

一、因應經濟數位化之企業結合審查

2019年日本公平會根據前述基本原則，進行

為期1年的產業調查及內部研究，公布「有關企

業結合審查之獨占禁止法運用指針」，此一結合

審查原則類似於我國公平會結合案件處理原則，

包含以下幾個重點。

（一）增列界定相關市場之考量因素

由於數位平臺有別於傳統商品，具有多

邊市場特性，所以市場界定應配合調整。在

數位平臺上很多都是提供服務的概念，甚至

許多社群網站、搜尋引擎並不收費，這些數

位平臺所重視的就不是價格競爭，而是非價

格之品質競爭手段，傳統上的概念在數位市

場上的應用會相對困難，所以就改用品質來

做為界定市場的標準。

日本的結合審查程序跟我國不太一樣，

我國公平交易法是要衡量比較限制競爭的不

利益與整體經濟利益，日本的獨占禁止法並

不是衡量比較，而是判斷結合後，是否有實

質限制市場競爭，重點在於「實質」，不是

形式上的限制競爭，實質的限制競爭向來在

日本的判例中有基本見解。但是在實際應用

上，也會考慮到公共利益的要素，所以實質

的限制競爭中，在數位市場的發展下，會考

慮到一些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要素，例如：參

與結合的事業是否有從事研發，因為從事研

發的事業可能沒有銷售金額，或可能是新創

企業，在認定申報銷售金額時，就會產生問

題，另外如果研發的標的在數位平臺發展具

有相當重要潛在競爭的因素，研發出來的技

術就會列入審酌結合是否有限制競爭的重要

參數。

（二）增列判斷實質限制競爭之考量因素

在審酌有無實質限制競爭時，要考慮

到以多邊市場、網路效果、轉換成本等數位

服務特性觀點，來進行競爭之經濟分析。以

多邊市場而言，要衡量數位平臺所牽涉到的

市場層級有哪些，不能單看一個市場，單邊

市場、多邊市場中，也有所謂鄰接市場的概

念，而網路效果則包含直接網路效果與間接

網路效果，這些都是在審酌實質限制效果時

所要考量的。還有最重要的是，網路的特

性係對長久繼續性使用者會產生lock-in的效

果，導致不易轉換交易對象，自然而然形成

平臺業者可能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的空間。

數據也是競爭上重要的參數，所以結

合案例中，如果有牽涉到數據就應特別注

意。垂直結合之後，如果事業取得一個平臺

事業，其擁有重要數據，日本公平會就會注

意事業在結合後，會不會拒絕其他業者來取

得數據，這是一種排他競爭的重要方法；另

外，若併購擁有重要數據投入要素的新創企

業，而該數據若是將來服務平臺發展的重要

參數，就自然而然形成參進障礙。這是日本

公平會非常關心的議題，總而言之，他們定

調數據為評估競爭的重要因素。

二、企業結合審查界定相關市場之考量因素

（一）場域

數位平臺對第三者提供服務之「場

域」，如果存在複數相異需求者，也就是存

在多邊市場之交易平臺，原則以各需求者層

級界定為相關市場，依多邊市場特性，判斷

企業結合對各層級競爭之影響。

（二）產品市場範圍

將從價格改以品質、非價格的參數

SSNDQ作為市場界定。數位平臺透過數位

通訊傳播，首先會考量提供通訊傳輸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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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附隨服務等商品服務範圍，評估相

關服務對同一個需求者是否具有同種效用程

度，進一步考慮到，在提供給需求者相同效

用程度的服務時，相關服務的音質、畫質、

通訊傳播速度、資訊安全防護品質，及可能

使用語言、末端使用者的便利性等，綜合上

述因素，劃定是否屬於同一商品或服務的市

場範圍。

（三）地理市場範圍

地理市場係對於需求者而言，可以沒

有障礙轉換交易對象的範圍。將此理念融入

到數位通訊傳播中，需求者取得相同服務品

質，可以接受供給者提供服務的範圍，或供

給者提供相關服務之普及程度。以日本而

言，國土狹長、城鄉差距大，所以內閣府有

一個施政計畫決定在幾年內，要廣泛發展5G

新世代通訊技術，甚至於發展無人機配送藥

物、食物給深山內的老人。所以在考慮地理

範圍時，會考慮到城鄉差距還有網路普及程

度。

三、企業結合審查實質限制競爭之考量因素

（一）實質效果

如果參與結合的企業具有水平競爭關

係，表面上看起來，參與結合的企業市占率

低，但是數據是競爭的重要參數，如果市占

率低的企業，擁有競爭重要數據，或者是智

慧財產權等資產，則其潛在高度競爭力將難

以市占率指標表示，也就是說數據、智慧財

產權具有高度潛在競爭力，應依單方行為、

共同行為等效果，判斷是否實質限制相關市

場競爭。例如：拒絕交易；單方決定數位平

臺市場的價格、品質；未授權智慧財產權，

會促使其成為進行卡特爾行為的溫床，從這

幾個要素考量，低占有率卻擁有高度重要性

數據或智財權的結合案，是否有實質限制相

關市場競爭效果，非以形式市占率為基準，

而是考量許多實質限制競爭要素。

（二）網路效果

網路效果可以區分為直接網路效果與間

接網路效果。直接網路效果，是增加一個網

路使用者會增進這個平臺使用族群本身的經

濟效益，一般而言，社群平臺、行動電話網

內互打免費都是這個例子；間接網路效果，

則是增加一個使用者族群會對於平臺另一邊

使用者族群增加經濟效益，例如：搜尋平臺

使用者增加，會增加廣告商投入搜尋平臺的

意願，在多邊市場平臺，公司因企業結合使

其獲得相當數量需求者，以致提高市場另一

邊之商品價值及經濟效用等競爭力，這就是

間接網路效果對相關市場之影響。

（三）潛在高度競爭力

如何判斷是否為潛在高度競爭力之數

據，應考量因素包含數據種類、擁有數據數

量、收集數據之頻率及範圍程度、擁有數據

對於提升相關市場競爭力之關聯性程度、相

較於其他非參與企業結合之競爭者可能取

得之數據，具有如何程度之優勢性。例如：

Google併購Fitbit，Fitbit生產之智慧型手錶

可以偵測脈搏、血壓等數據，而在併購後這

些數據傳送到Google平臺本身所經營的廣告

平臺、健康食品公司，對於Google在經營健

康、醫療相關數位廣告時即為重要數據。

四、「有關企業結合審查程序之對應方針」修訂

本次方針之修訂，增列企業併購對價總金額

申報門檻，雖然被併購公司之市占率、銷售金額

均低，不會有限制競爭效果，甚至不會達申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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檻，但是不要忽視新創企業數據的重要性。日

本目前的結合申報門檻不是市占率，而是採銷售

金額，銷售金額區分為高低兩個門檻，分別為

200億日幣及50億日幣，被併購公司若屬新創企

業，銷售金額仍低，雖未達50億日幣，但是很有

潛力，如果併購對價總金額超過400億日幣（包

含股票、證券、現金合計），並符合下列要件

之一：(一)被併購公司之營業或研發據點位於日

本國內；(二)公司開設日語網頁或使用日語宣傳

手冊，以日本國內需求者為營業活動對象；(三)

被併購公司透過進口之國內銷售金額超過1億日

幣，則認為足以影響國內需求，日本公平會得命

其提出結合申報。

五、企業結合案例

（一）Google併購Fitbit案(2021)

本案為全球性的收購案，在歐盟也有，

日本公平會在審查本案時，亦與歐盟執委會

交換意見，這兩家公司的總公司都在美國，

Fitbit為生產穿戴型智慧型手錶的公司。

1.申報門檻

由Google取得Fitbit全部股權，Fitbit為

新創企業，事業剛起步，在日本國內銷售金

額未達申報門檻的50億日幣，但是Google收

購Fitbit時，對價超過400億日幣，且足認有影

響國內需求，符合前述要件。

2.結合型態

結合型態屬於混合型（混合型係指結

合參與事業部分有上下游、部分有異業關

係）。使用Fitbit智慧型手錶要下載App驅動

程式，App是Google App程式商店提供，

而智慧型手錶在使用的時候要連接到智慧型

手機，將測得的健康數據傳輸到健康管理平

臺，要有一個應用程式介面，也是Google

所提供，所以具有上下垂直的結合關係。此

外，Google還有經營相關的數位廣告、管理

健康數據的公司，所以這個結合案件同時也

是異業結合型態。

3.市場界定

就商品市場來說，智慧型穿戴產品，除

了手錶之外，還包含眼鏡、耳環、手環、項

鍊，雖然都是管理身體健康的穿戴型產品，

但是功能效用對需求者而言不一樣，既然是

穿戴型，對於講究時尚風的需求者會注重搭

配，所以穿戴型智慧裝置因應需求者的個人

穿搭時尚需求，就把智慧型手錶單獨界定一

個市場，市場相對較小。Fitbit下載驅動程

式，有很多種語言，如果按照語言選擇應該

是全球性的，但是牽涉到健康數據，要符合

日本相關醫療法規，各國管理穿戴型智慧裝

置的醫療法令不盡相同，所以智慧型健康手

錶要符合日本的醫療法令，地理市場就只能

界定為日本全國；此外健康相關App、數位

廣告亦是如此；而作業系統的地理市場則是

界定為全球。

4.自行承諾措施

G o o g l e本身亦有經營健康管理的廣

告、應用程式，有機會透過此一併購，累積

使用者相關健康數據，並移轉給其數位廣告

商，以銷售相關健康商品，極可能對於多邊

市場造成相當的影響。但是日本公平會又認

為Fitbit與Google結合，從另一層面而言，

將有益於使用者的健康管理。Google了解到

日本公平會這個疑慮，所以自行提出10年的

承諾措施，包含不拒絕所有其他廠牌的智慧

型手錶下載安卓應用程式介面，並提供其他

競爭同業相關健康數據，前提是經過消費者



5

公平交易委員會電子報   第201期    FTC
同意，最重要的是Google本身的數位廣告

事業不會使用相關健康數據，並且每半年一

次，Google會提出獨立第三方監督執行承諾

措施報告，使日本公平會減少其疑慮。

（二）ZHD、LINE合資經營案(2020)

ZHD為日本雅虎的控股公司，屬日本軟

銀（SBK）集團旗下公司，LINE是韓國通訊

軟體NAVER集團旗下公司，ZHD、LINE合

資共同成立控股公司，控股公司股份分別由

日本軟銀與NAVER所持有，等於是由日本

雅虎與LINE統合經營的關係。

1.市場界定

本案所牽涉到的市場相當多，包含免

費線上新聞、非搜尋連結型廣告、特定數

位廣告仲介、掃描支付，LINE與日本雅虎

都是免費線上新聞較多，雖然有一些新聞是

收費的，但是在這件案子裡面，兩個都是提

供免費線上新聞。非搜尋連結型廣告包含展

示型與發訊型，展示型係指廣告直接展示在

網頁上，非透過搜尋引擎進行搜尋；另外則

是發訊型，透過FB、LINE、E-mail等方式

收到廣告。日本的廣告市場很大，不是廣告

代理商就直接到網頁上刊登，通常都是廣告

主先去平臺刊登需求，廣告仲介商就會提出

方案，給予找廣告代理商的建議。日本雅

虎有一個支付系統叫PayPay，LINE旗下支

付系統為Line Pay，兩者支付系統都是使用

QRcode，在日本市占率都相當高。上述4市

場的界定，因為使用的語言、產品特性，日

本公平會均將其界定為全國市場。

2.水平結合型態

LINE與日本雅虎具有水平競爭關係，所

以是屬於水平型的企業結合。評估結合效果

要注意他們是競爭關係，在這幾個市場中，

結合是否會造成市場的參進障礙，對於需求

者而言，會不會造成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

位，另外還有鄰接市場。以線上新聞而言，

有一些屬於收費的新聞，與免費新聞市場為

鄰接市場的概念；就掃描支付而言，對於信

用卡、其他電子支付系統會不會造成鄰接市

場的壓力，這都是要考量的。

3.掃描支付市場限制競爭疑慮

日本公平會最擔心的是掃描支付市場，

因為兩者市占率相加達60%，再加上掃描支

付市場具有雙邊市場跟間接網路效果。支付

系統QRcode掃描一邊為使用者，另一邊為

加盟廠商，使用這個系統的消費者越多，另

外一邊要加入這個支付系統的廠商就越多(間

接網路效果)。亦可能會產生點數回饋資金障

礙，因使用特定支付系統次數越多，會產生

越多的點數回饋，產生循環效果，另外鄰接

市場競爭壓力不高，按實際調查結果，尤其

是支付系統中，很多消費者用習慣單一支付

系統後，具有lock-in的效果，轉換率低。

4.自行承諾措施

LINE與日本雅虎均為盛行的網站與通訊

軟體，一為規模甚大的入口網站，結合後，

日本公平會最擔心者為數據共有的相乘效

果，兩者統合運用可能產生實質限制競爭效

果。透過日本結合事前諮詢制度，LINE與日

本雅虎先行提出3年內自行承諾措施，每年

定期報告加盟店手續費及數據利用情形，緩

解兩者結合後調高加盟店手續費的疑慮，若

仍有限制競爭的疑慮，壓縮其他競爭業者空

間，願意提出協議改善限制競爭疑慮措施，

LINE與日本雅虎並且承諾不實施排他性條件

或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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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前述兩個案例都是業者自行提出承諾措

施，日本公平會放行，符合日本規範數位平

臺經濟發展，採取柔和且有效的執法方針，

形式上為業者自行提出承諾措施，非日本公

平會附加條件或附負擔，並且衡量其對日本

市場發展並非全然限制競爭的壞處，一方面

提高國人健康，一方面使數位平臺更有效率

利用資源，符合數位平臺經濟發展趨勢。

（本文係講座民國111年4月29日於公平會發

表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研

究所黃佑婷同學摘要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