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委託研究報告 3 

 

技術創新與競爭議題之探討 

 

 

 

 

 

 

 

 

 

 

公平交易委員會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09年委託研究報告 3 

（PG10905-0197） 

 

技術創新與競爭議題之探討 

 

 

 

受委託單位：台灣經濟研究院 

研究主持人：譚瑾瑜 

協同主持人：江雅綺 

研究期程：中華民國 109年 4月至 109年 12月 

研究經費：新臺幣 124.5萬元 

 

 

公平交易委員會委託研究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本報告內容純係作者個人之觀點，不應引申為本機關之意見） 

 

 



 
 



 

I 

 

目  次 

目  次 ....................................................................................................... I 

表  次 .....................................................................................................III 

圖  次 .................................................................................................... IV 

提  要 ...................................................................................................... V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 .............................................................................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架構與預期效益 ......................................................... 4 

第二章 技術創新相關事業之競爭特性探討 ................................................. 8 

第一節 技術創新趨勢與新商業模式之競爭優勢 ..................................... 8 

第二節 市場界定與市場力評估 ............................................................... 30 

第三節 技術創新對交易透明性及市場參進之影響 ............................... 35 

第三章 技術創新相關事業之限制競爭議題及案例實務 ............................ 50 

第一節 技術創新與市場獨占地位 ........................................................... 50 

第二節 技術創新之聯合行為疑慮與判定 ............................................... 57 

第三節 技術創新之其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 ........................................... 69 

第四節 技術創新之消費者剩餘掠奪 ....................................................... 84 



 

II 

 

第四章 從國際案例看新創事業結合之限制競爭疑慮與評估工具 ............ 92 

第一節 新創事業結合之限制競爭效果 ................................................... 92 

第二節 借鏡國際案例的判定實務 ......................................................... 106 

第三節 技術創新的現行審議結合標準及管制措施之評析 ................. 122 

第五章 因應技術創新之競爭法與執行面議題 .......................................... 133 

第一節 國際組織與各國對競爭法關注領域與態度 ............................. 133 

第二節 主管機關在技術創新與公平競爭、消費者權益之角色 ......... 143 

第三節 建立安全港或技術創新監理沙盒之可行性 ............................. 150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 152 

第一節 研究發現 ..................................................................................... 152 

第二節 政策建議 ..................................................................................... 170 

附錄 座談會會議結論 ................................................................................... 176 

參考文獻 ......................................................................................................... 183 

中文部分 .................................................................................................... 183 

外文部分 .................................................................................................... 192 

摘 要 ..................................................................................................... 201 

ABSTRACT ..................................................................................................... 206 



 

III 

 

表  次 

表2-3-1 人工智慧運算對各種可能引致勾結行為因子之影響…………….48 

表3-1-1 智慧製造供應商案例………………………………………………..51 

表3-1-2 車聯網利益相關者…………………………………………………..55 

表3-4-1 廠商第一次推出的搭售方案…………………………………..……90 

表3-4-2 廠商第二次推出的搭售方案……………………………….……….90 

表4-1-1 近年重大創新事業結合案件之類型……………………….……….94 

表6-1-1 物聯網與競爭議題……………………………………..…………..152 

表6-1-2 實境技術與競爭議題………………………………………………159 

表6-1-3 人工智慧與競爭議題………………………………………………163 

 



 

IV 

 

圖  次 

圖3-1-1 車聯網關係圖 ................................................................................... 54 

圖3-3-1 斷絕購買之杯葛行為示意 ............................................................... 71 

圖3-3-2 斷絕供應之杯葛行為示意 ............................................................... 71 

圖3-3-3 杯葛行為形成要素比重 ................................................................... 73 

圖3-3-4 手機市場之標準競爭分類 ............................................................... 75 

圖3-4-1 PS4PRO遊戲機與其他產品搭售圖 .................................................. 88 

 



 

V 

 

提  要 

關鍵詞：製造業、新興技術、物聯網、實境技術、人工智慧、限制競爭、

結合審議、監理沙盒 

一、研究緣起 

立基於網路技術之上，新興科技之普及運用發展出各式創新事業，商

業行為與傳統營運模式迥異，其市場特性呈現嶄新樣貌，挑戰過去探討競

爭議題之固有思維與評估標準，而過往國際組織較為聚焦於網路平台業者

對競爭法造成的衝擊，鮮少談及製造業對此類新興技術的應用是否也將產

生新型、並不適用現行競爭法之競爭型態，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於製造業利

用新興技術之現況及展望，研析相關應用是否影響競爭法之適用，包括市

場界定、市場力評估、市場參進障礙、對限制競爭之判定、事業結合之審

議等議題。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透過文獻分析法蒐集相關資料，並加以案例分析、專家座談進行研究。

首先了解新興技術，包含物聯網、實境技術、人工智慧之技術特性、發展

趨勢及製造業應用面向；第二根據已掌握之技術特性、發展趨勢及製造業

應用面向，研析製造業應用各該技術是否影響市場界定、市場力評估及市

場參進障礙；第三，依據技術應用面向及技術特性，研究製造業是否可能

在利用各該新興技術的過程中強化或實行限制競爭行為；第四，探討國際

競爭法制動向、國際上技術創新事業案例，釐清當前各該事業是否因掌握

新興技術，而須調整結合審議之事項；最後，考量我國產業狀況及我國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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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法主管機關之定位，研析安全港、監理沙盒等制度之可行性，並就未來

可能面臨之影響，提供競爭法主管機關相關政策建議。 

在掌握市場力評估方式後，繼而透過案例分析，探討技術關於結合限

制競爭疑慮與各國相關案例、技術創新相關事業之限制競爭議題與相關案

例，最後再搭配專家座談蒐集各界對於競爭法執法之建議，以提供政策建

議與委辦單位參考。 

三、重要發現 

根據物聯網、實境技術及人工智慧三類新興科技的技術特性，及其在

製造業的應用現況，發現三類技術目前皆未影響現行市場界定、市場力評

估方式。而在市場參進部分，物聯網及實境技術及其相關產品的市場較無

因掌握該技術從而提升市場參進障礙之疑慮，而根據眾多文獻顯示，掌握

人工智慧並形成參進障礙的重要原因可能來自於訓練人工智慧的數據、技

術人才，由於二者會影響人工智慧演算法的品質及工作效率，因此擁有龐

大、可供標記訓練人工智慧數據的企業，的確更有機會對同業形成市場參

進障礙，然而若將產業別限縮在製造業，便可發現其應用面向之數據來自

於企業生產流程本身，簡言之不同廠商間的演算法差異性可能極大，因此

對市場參進障礙的影響並不明顯。 

而在限制競爭議題中，三類新興科技中主要家用物聯網的應用，是較

有可能促成垂直限制競爭行為，中控系統及平台在形成家用物聯網的過程

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其生產廠商是較有可能在市場飽和後，透過限制競

爭手段強化自身獲利；另一方面，人工智慧的訂價應用，或是爬蟲技術追

蹤價格資訊的應用，為可能促成限制競爭的技術。若相關市場內廠商皆使

用人工智慧進行產品訂價，此時當市場出現一致性行為時，競爭主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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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難以獲取廠商間合意證據，而在爬蟲技術的應用則主要可用於監控同

業價格、上下游廠商價格，其中監測下游廠商價格以有實際案例，即為華

碩因限制轉售價格遭歐盟裁罰案例。 

在結合部分，則發現當前結合目的主要有轉型及拓展業務的需求，其

中拓展業務需求的結合案例常有製造商拓展服務業務或服務業者拓展製造

業務的狀況。另外有關創新事業的結合，發現若將創新視為市場，即可發

現，在創新事業的結合審議，可能面臨未達申報結合的門檻，另一方面，

結合後影響市場競爭狀況的可能並非最終產品或是服務，而是在進行創新

過程中的各類要素，例如人力資源、數據資料等，在結合議題上，此類投

入要素因結合而產生的集中現象，有可能造成市場參進障礙，進而限制其

他廠商進入市場。 

四、主要建議事項 

針對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新興科技推動產業發展，以及對競爭議

題的影響部分，由於國際上併購案例可發現，製造業積極併購軟體服務業，

而軟體服務業亦積極拓展硬體製造業務，而產品、服務兩者間的市場競爭

力交錯影響，因此建議主管機關在競爭議題的治理上，逐步改變舊有製造

業、服務業業務劃分模式。而在製造業應用新興技術面向，由於 5G 網路

的商轉尚未普及，因此目前大多新興技術之應用仍受限，現行技術之應用

可能並無競爭議題，然而搭配 5G 網路所產生的應用面向，將與現在大不

相同，例如包含自駕車在內的智慧交通系統、或是得以實現遠距醫療的智

慧醫療等。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需持續關注技術的發展進程及應用面向

的變化。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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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術方面由於網路技術尚未完備，因此多數新興科技的應用並未發

展出全面性、通用型的應用，因此現行競爭法主管機關可持續觀測技術動

向以及技術應用面向的變化趨勢；另一方面，由於國際文獻主要聚焦於新

興科技對數位平台的發展，以及國際上「科技巨頭」的壟斷行為，尤其在

資料、數據的獨占，因此建議主管機關亦可多加關注相關議題，觀察數位

平台業者於我國發展概況，以及科技巨頭在我國之作為是否造成我國水平

廠商競爭之不利；最後，由於人工智慧在訂價策略的應用，是明顯可見的

影響，因此主管機關應開始網羅相關技術人才，在具備相關技術的執法案

例中，納入技術人員之意見，以協助了解及判斷個案中技術的使用是否有

違公平交易法。 

   （二）長期性建議 

由於新興科技之發展勢不可擋，因此建議主管機關應培養數位化、擁

有跨技術、競爭法議題之專業人員，並組成相關部門，不僅研究技術發展

走勢對競爭議題之影響，更協助主管機關執法時利用新興技術蒐集適切之

事證。另一方面，建議主管機關逐步調整對製造業、服務業劃分的認知，

由於網路的普及，許多製造業者其不再以「製造-銷售」為其獲利來源，例

如許多終端產品的製造業者，現在可能轉為透過「租賃」自家產品來獲利，

此為其一；數位化時代下提供服務的軟體產品與作為載體的硬體產品愈加

密不可分，且兩者在市場的競爭力可能交錯影響，因此建議主管機關應逐

步調整業務劃分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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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 

一、研究緣起 

近年來 3D列印、雲端運算、物聯網、虛擬/擴增實境、人工智慧與區

塊鏈等新興科技之普及運用，催生智慧製造、智慧醫療、智慧家電、智慧

交通等技術創新事業的蓬勃發展，其破壞式創新商業模式亦使全球產業活

動的競爭態樣有所改變。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研究報告即發現，自 2000年以來全球

企業的獨占利潤（Mark-up）呈顯著提升之趨勢，反映全球市場競爭程度下

降；同期間科技產業的併購案件激增，某程度可能是因為併購小規模但具

技術優勢的新創業者，雖然可能有違背反托拉斯法之虞，卻未受到各國競

爭法主管機關的注意。同時，大型企業占整體企業的收益比重攀升，搭配

前面兩項指標趨勢，OECD認為技術創新可能改變了全球產業的競爭動態

1。 

由於諸多技術創新事業之商業行為與傳統營運模式迥異，其市場特性

呈現嶄新樣貌，如屬雙邊或多邊市場、具網路外部性、為動態競爭等，在

在挑戰過去探討競爭議題之固有思維與評估標準，包括市場界定、市場力

評估、市場參進障礙、對限制競爭之判定、事業結合之審議。 

 
1 OECD, “Competition in the digital age”, 

https://oecdecoscope.blog/2019/05/31/competition -in-the-digital-age/,last visited on 

date : 202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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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限制競爭議題之聯合行為來說，現行競爭法大多關注在同一產銷階

段事業間，是否以契約或協議等合意方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的價格、

數量、技術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的行為；但人工智慧之運用，可能會因為

計算邏輯的近似，或提升交易資訊透明度，使得在相同市場的各事業採取

相同定價策略，是否構成競爭法所言的聯合行為，值得探討。另外，雲端

運算和機器學習等創新技術之交互運用，藉由對客戶回饋資訊的分析，技

術創新事業更能精準掌握客戶的行為偏好和價格彈性，採取消費者剩餘最

大掠奪的價格策略，此亦對競爭執法機關形成挑戰。 

同時，國際上已有諸多討論，有關技術創新如何使企業易因為擁有龐

大關鍵資訊而穩坐市場優勢地位，其可能的限制競爭行為或導致限制競爭

結果，促發各國關注並展開對企業應用新興技術之調查，例如歐盟執委會

於 2018年對華碩（ASUS）、天龍&馬蘭士（Denon & Marantz）、飛利浦

（Philips）及先鋒（Pioneer）等家電製造商裁罰，就其利用人工智慧追蹤

並限制線上零售商定價能力案，提出處罰裁定。但技術創新的市場特徵與

競爭特性，使得現行評估標準不一定適用，尤其是在數位平台等議題上，

例如 Gibson Dunn & Crutcher事務所合夥人 Peter Alexiadis在一場 OECD

會議上，分享歐盟近期處分 Google的三件案例時，指出這三個案件在市場

界定和市場力評估上均面臨挑戰2。鑑於此，國際上開始重視有關技術創新

與競爭議題之探討，以及思考對現行競爭法制之影響與有否調整之必要，

但目前多聚焦於數位經濟面向，像是平台經濟、社群媒體。 

例如，OECD競爭委員會（Competition Committee）於 2016年開始納

 
2 吳佳蓁，出席 OECD /韓國政策中心「數位化之競爭議題研討會」會議報告，

公務國報告（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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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對雲端運算、區塊鏈等創新技術在競爭議題之探討，並於 2018年著手「競

爭評估工具書」（the Competition Assessment Toolkit）的修正工作，以利

競爭法主管機關面對創新技術時代進行競爭評估之參考3。歐盟、德國、日

本及東協等國家則紛紛提出數位競爭政策與白皮書，七大工業國家集團

（Group of Seven, G7）更於 2019年齊聚發布「G7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競

爭與數位經濟』之共識」（Common Understanding of G7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n “Competition and the Digital Economy”）。此外，德國於 2017

年 3月修法針對技術創新市場的結合審查提出新規範，日本也於 2018年召

開數位平台法制檢討會，反映技術創新時代需要能與時俱進的競爭法思維

及管理工具4。 

七大工業國家集團在其發布的共識中強調：「健全的競爭政策可以協

助推動有益於創新和成長的創新轉型，同時也保障消費者福利及對創新市

場的信任」5。因此，為協助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因應技術創新對競爭法之

挑戰，建置能適應此一動態市場的競爭法並靈活執法，本研究擬蒐整當前

國內外對新興技術應用於製造業之競爭議題的探討面向，從國際組織與各

國相關案例、競爭法制的調適原則與方向，研析各項議題並提出建議，以

維持公平競爭環境，兼顧技術創新與消費者福利。 

二、研究目的 

 
3 洪財隆等，出席 2018 年 11 月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競爭委員會例會及

全球競爭論壇會議報告，公務出國報告（2019）。  

4 邱映曦，競爭法的數位紀元—論數位平台資訊力對競爭法適用之影響，政治大

學法律學系博士班論文（2019）。  

5 杜幸峰，「七大工業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競爭與數位經濟之共識」，公平交易

委員會電子報，第 134 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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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研究方向之所述，本研究將達致以下之目的： 

（一） 盤整國際組織與各國有關技術創新與競爭議題之研究報告，和國內

外學術研究文獻資料，來掌握技術創新的競爭特性，並研析現行競

爭評估工具有關市場界定、市場力評估、市場參進之方法論，是否

適用技術創新相關事業。 

（二） 探討歐盟及主要國家的相關政策，及其近年對應用新興科技的製造

業之限制競爭調查案例，以了解立基於網路技術之上的技術創新可

能衍生之各項限制競爭議題，及其在實務面可能呈現的形式，並分

析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處理原則。 

（三） 研析歐盟及主要國家近年對新創事業結合的處理案例，藉以瞭解各

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於審議結合案件時的考量因素和管制作為，包括

審查時程、審查標準及後續矯正措施。 

（四） 研究 OECD、歐盟、德國和日本等國家，對於競爭法於技術創新的

關注領域，以及對競爭評估工具、競爭政策之發展方向，提出兼顧

公平競爭與消費者權益之促進技術創新的法制建議，如建立安全港

或創新監理沙盒。 

 

第二節 研究方法、架構與預期效益 

一、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主要透過文獻分析法蒐集相關資料，並加以案例分

析、專家座談進行研究。在研究步驟及架構中，研究團隊規劃在了解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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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之競爭優勢後，首先，掌握技術創新下之市場界定方式，得知技術創

新下的市場大小，繼而分析技術創新下市場力之評估方式與其對市場參進

存在的正、負面效果。 

在掌握市場力評估方式後，繼而透過案例分析，探討技術關於結合限

制競爭疑慮與各國相關案例、技術創新相關事業之限制競爭議題與相關案

例，最後再搭配專家座談蒐集各界對於競爭法執法之建議，以提供政策建

議與委辦單位參考。 

（一） 文獻分析 

本研究團隊將依據工作分項，蒐集國內外關於技術創新與競爭議題之

探討，包含「技術創新之競爭特性」、「技術創新相關事業之限制競爭議

題及相關案例」、「技術創新關於結合之限制疑慮及各國案例評估」、「競

爭法執法之建議」等重點。希冀透過蒐集重要的國際組織之研究成果，包

括 OECD、國際競爭網路（ICN）等，美國、歐盟、加拿大及日本等主要

國家政策文件、國內學術研究報告及其文獻資料等，掌握國內外針對技術

創新對於競爭法執法之相關建議，例如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處理技術創新之

限制競爭問題的角色，現有競爭法是否能處理相關問題，或是其他可能之

解決措施等。 

（二） 案例分析 

本研究針對「技術創新相關事業之限制競爭議題及相關案例」、「技

術創新關於結合之限制競爭疑慮及各國相關案例評估」等兩類議題，蒐集

相關具代表性之案例進行分析，並依國別進行分類。透過案例分析，以釐

清國內外對於技術創新相關事業的市場界定，與技術創新結合、限制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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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等作法。 

（三） 專家座談 

研究團隊規劃辦理 2 場專家座談，邀集競爭法相關之產業界、學術界

及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評選委員等各方專家學者參與座談會，共同探討關於

技術創新與競爭議題，據此以擬定出利於產業技術創新與建構具公平競爭

發展生態系環境之相關建議。 

二、預期效益 

透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以及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預期可在技術創

新與競爭議題達成下列研究效益： 

（一） 文獻分析藉由盤點 OECD、歐盟及主要國家研究報告等文獻資料，

釐清技術創新競爭議題的研究架構與範疇，除了作為本研究報告的

基礎外，也作為委託機關後續研議競爭法制與執法實務之基礎。 

（二） 透過本研究之盤點與分析，掌握物聯網、虛擬/擴增實境、人工智

慧、等技術創新之發展趨勢，及應用各該新興科技之製造業的市場

特徵和競爭優勢，協助委託機關後續對技術創新事業在市場界定、

市場力評估、市場參進影響之處理原則。 

（三） 經由本研究之案例探討，深入了解技術創新衍生之各項限制競爭議

題，及其在實務面可能呈現的形式，協助委託機關掌握技術創新相

關事業可能導致的限制競爭結果，作為執法面評估啟動限制競爭調

查之參考。 

（四） 參酌各國處理技術創新事業限制競爭行為與結合案例的相關經

驗，研析審議數位技術新創事業結合案件時的考量因素，並針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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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調整措施與標準提出建議，作為委託機關日後審查新創事業結合

之參考。 

（五） 藉由本研究之執行，協助委託機關在兼顧公平競爭與消費者權益

下，研議促進技術創新的法制措施，如：評估建立安全港或創新監

理沙盒之可行性，將有利於推動我國數位經濟之穩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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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技術創新相關事業之競爭特性探討 

第一節 技術創新趨勢與新商業模式之競爭優勢 

隨著新興科技，如 3D 列印、雲端運算、5G 技術、人工智慧（AI）、

實境技術（AR/VR）、物聯網（IoT）與區塊鏈等的快速崛起及普及應用，

人們的經濟社會、商業營運、生產製造與日常生活型態等層面皆產生顛覆

性創新及改變。同時一些新興科技，如人工智慧、區塊鏈、物聯網、邊緣

運算、5G 以及資訊安全等，由於可廣泛地進行跨域應用，這類技術亦被稱

之為「通用科技（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6。 

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顧能（Gartner）指出 2020 年 10 大策略性科技發

展趨勢，包括超級自動化、多重體驗、專業知識的全民化、增進人類賦能、

透明化與可追溯性、更強大的邊緣運算、分散式雲端、自動化物件、實用

性區塊鏈以及人工智慧安全性；再者，「以人為本的智慧空間」為當今科

技發展重要面向之一，十大策略性科技發展趨勢皆以「以人為本的智慧空

間」為核心概念，與人緊密相連的科技應用，除考慮技術創新對經濟成長

帶來的正面效應，也應進一步審慎思考科技對於社會、勞工、顧客、商業

夥伴與其他相關之重要利害關係人所產生之衝擊程度與影響7。 

 
6 林欣吾，「近年新興科技趨勢與產業數位轉型創新」，新興科技趨勢與產業數

位轉型（產業雜誌），第 592 期（2019/7/1）。  

7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出席 2019 Gartner 資訊科技發展國際研討會（Gartner 

IT Symposium Xpo）出國報告書」，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5179&sn_f=426

00，最後瀏覽日期：2020/7/17。  

file:///F:/公平交易委員會/6%20點
file:///F:/公平交易委員會/6%2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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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2019 年「數位轉型衡量：未來發展

路徑（Measur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A roadmap for the future）」，

該文件針對未來數位化及轉型，提出 9 項行動建議方案，其中第 5 項行動

建議指出：物聯網、人工智慧與區塊鏈等新興科技之創新發展、廣泛應用

將呈現指數型成長。人工智慧可能徹底改變企業或廠商的生產模式，區塊

鏈同樣可能對金融、運輸、農業以及供應鏈管理等產業造成影響8。 

此外，根據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Deloitte & Touche）報告指

出，未來國際社會之數位科技將迅速發展，舉凡 5G 技術、物聯網、區塊

鏈、人工智慧、雲端運算以及大數據及其分析與應用等新興科技領域，將

促使過去的限於學術研究的想法落實到日常生活應用，並持續推動商業模

式創新；對於企業而言，新興科技刻正推動產業的數位化轉型發展，如人

工智慧與物聯網所結合發展之「AIoT 新趨勢」即為一重要案例9。以下將

就物聯網、實境技術及人工智慧，此三類製造業較廣為應用之技術為例進

行研析。 

一、技術特性及發展趨勢 

（一） 物聯網（IoT）相關技術 

 
8 OECD, “Measur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Roadmap for the Future,” 

https://www.oecd.org/publications/measuring -the-digital-transformation-978926431

1992-en.htm,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7/17. 

9 勤業眾信 Deloitte，「2020 年趨勢解析《風險諮詢服務篇》新興科技應用的四

大關鍵風險管理」，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risk/articles/2020 -outlook-risk.html，最後瀏

覽日期：2020/10/11。  

https://www.oecd.org/publications/measuring-the-digital-transformation-9789264311992-en.htm
https://www.oecd.org/publications/measuring-the-digital-transformation-9789264311992-en.htm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risk/articles/2020-outlook-ris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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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聯網特性 

物聯網與當今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物聯網將各種傳感設備與網

際網路相互結合，以形成一個龐大的網路生態系，以實現在任何時間、任

何地點、人以及事物（網路設備、機器）彼此緊密的互聯互通。物連網分

為三層，分別是感測層、網路層與應用層，感測層包含各式傳感設備，如

感測器（Sensor）及控制器，該層功能主要為蒐集各式資訊；網路層則為

連結各裝置之網路；應用層則為各應用系統、設備以及應用服務，根據物

聯網的架構，其技術特性、特點包括10： 

（1）連結性（Connectivity）：在物聯網中的所有事物透過藍牙、無

線電波、Wi-Fi、Li-Fi 等通訊技術與物聯網平台連接，並在設備和雲端

（Cloud）之間快速傳遞資訊11，物聯網的連結性為使用者實現即時及雙向

的通訊。 

（2）分析（Analyzing）：物聯網提供使用者所需資訊，同時在提供

即時分析相關數據資料的功能，這樣的分析特性，協助使用者建構出有效、

可靠的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 BI12）。 

（3）感測（Sensing）：物聯網中所使用之傳感器設備可以檢測、測

量環境中的任何變化並報告其狀態；而倘若無傳感器，則無法建立起有效

 
10 Javatpoint, “Features of IOT,” https://www.javatpoint.com/iot -features,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0/12.  

11 EDUCBA, “Overview of IoT Features,” 

https://www.educba.com/iot-feature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0/12.  

12 商業智慧為運用雲端計算、數據分析或資料探勘等相關技術，以協助解讀商業

上的銷貨收入、營業成本及折舊攤銷等數據，並將其數據轉換成有用的資訊，藉

此以提供企業管理階層作為決策判斷時之參考智慧。  

https://www.javatpoint.com/iot-features
https://www.educba.com/iot-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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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真實的物聯網，因此物聯網包含大量對所在環境的感測特性。 

（4）主動積極參與（Active Engagement）：物聯網促使所使用的跨平

台技術、連結的產品及服務彼此間進行連結，形成一個緊密的串聯關係，

為了減少控制設備的成本，這些感測裝置將會定時自動回傳資訊，形成一

種主動積極參與的特性。 

（5）整合、集成（Integrating）：物聯網的連結特性，將各式產品、

服務及技術連結於該網路中，並匯集各種模型以改善並豐富用戶體驗。  

2. 物聯網發展趨勢 

物聯網日益發展，使得人們的日常生活型態、企業商業模式與整體經

濟社會等層面，帶來顛覆性創新的變革。企業利用物聯網所衍生出的解決

方案，以優化流程、降低營運成本，而物聯網的發展趨勢包括下列 10 大面

向13： 

（1）安全性（Security）：：對於現今開發、使用以物聯網為基礎的

解決方案的人們而言，安全性是一個重要且待解決的問題，許多專家學者

亦考慮利用區塊鏈（Block Chain）技術，確保物聯網的使用朝向更安全的

方向發展。 

（2）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軟體即服務逐漸成

為物聯網的重要應用趨勢，對於終端客戶和服務提供商，前者受益於大幅

降低成本，而後者則是有機會透過開發日益完善的解決方案，於市場上銷

售，賺取報酬。 

 
13 Loriot, “10 relevant IoT trends in 2020,” 

https://www.loriot.io/blog/IoT-trends-2020.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0/12.  

https://www.loriot.io/blog/IoT-trends-20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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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為使物聯網的使用成本降低、節

省大量網路頻寬，透過與邊緣運算的結合，強化物聯網中設備的功能─提

高設備的運算能力，將是未來物聯網的重要發展趨勢。 

（4）數據資料分析（Data Analytics）：物聯網解決方案日益普及，

將使數據、資料的蒐集及傳輸增加，而為了使蒐集的資料、數據發揮效益，

與數據資料分析以及人工智慧等技術的整合應用將是物聯網未來發展的重

要趨勢。 

（5）智慧城市（Smart City）：為應對人口高齡化、提升城市生活水

準，政府必定選擇智慧城市為其解決方案，藉物聯網打造數位化、智慧化

的城市環境，以改善城市的公共服務，提升國民生活品質。 

（6）工業物聯網（IIoT）：為協助產業的生產運作、流程優化、降低

運營成本以及操作人員之安全性，將物聯網作為解決方案，為物聯網在製

造業產線的應用，常見涉及的技術包含但不限於物聯網，像是機器對機器

通訊（Machine to Machine, M2M）、大數據以及機器學習等技術，「產線

自動化」即為最基礎的工業物聯網案例，未來將結合人工智慧朝向智慧化

產線，即智慧製造發展。 

（7）智慧家居（Smart home）：除城市環境、產線導入物聯網，未來

居家環境也將憑藉物聯網、語音識別科技技術，優化居家環境，使居家環

境更為智慧化，提升人類生活水準。 

（8）醫療物聯網（IoMT）：為因應城鄉醫療資源不均、人口高齡化

等現象，物聯網可作為解決這些議題解方的一環，例如使用智慧設備針對

慢性疾病進行監測、對患者進行手術後的監測或預警系統，並借助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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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醫療院所連結，即時回報醫生，提供病患更為全面的醫療保健服務，因

此物聯網於醫療保健領域的應用也是未來發展趨勢之一。 

（9）環境（Environment）：除了產業應用，物聯網也被視為全球議

題及挑戰的解決方案，如利用物聯網監視及保護瀕危動物及其棲息地，或

是用以預防、管理或預警各種災難（洪水、火災或雪崩等）。 

（10）全球連接（Global Connectivity）：最後，物聯網的連結性支持

全球範圍的資料傳遞及交換（如食品、製造或醫療等應用中的資產追蹤與

管理）。 

（二） 實境技術（XR） 

1. 實境技術特性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與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

為近年來的重要科技，擴增實境則為將虛擬資訊擴增至現實空間中的一種

新興科技，藉由將虛擬圖像投影到現實世界中，創建出交互式的混合環境，

而非取代現實空間。虛擬實境則是產生三維的虛擬立體空間，並透過技術

讓使用者具有身歷其境的感覺，目前虛擬實境的主要利用頭戴式顯示裝置/

顯示器（Head-mounted display、helmet-mounted display, HMD）呈現，使

用者透過此類裝置模擬進入虛擬世界，並以操作控制器和虛擬世界中的相

關事物、內容進行互動。 

因此實境技術有兩大重要特性：分別是影像性，以及軟、硬體整合的

特性。影像性指的是實境技術透過模擬場景，將影像畫面呈現，協助使用

者想像各類場景，也就是影像，因此實境技術所能傳遞的資訊主要為影像

資訊；第二，軟硬體整合的特性則是指，市場上進行的實境技術主要為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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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硬體的整合，缺少軟體或硬體，實境技術都無法帶給使用者任何效益，

軟體指影像數據、應用程式，而硬體則指呈現影像的載體。 

以擴增實境為例，隨著擴增實境技術不斷地成熟，致使越來越多的生

命科學公司刻正擴大其使用之範圍，從而為相關產業提供嶄新的應用，如

於醫療產業領域中，擴增實境 AR 技術用於手術可視化、疾病模擬與醫生

醫療教育等層面，並藉由擴增實境 AR 技術觀察藥物在病患器官體內的反

應情形及作用，據此以增強對病患的治療效果14。 

2. 實境技術發展趨勢 

實境技術的未來重要發展趨勢包括：（1）結合人工智慧，以強化擴增

實境與虛擬實境的發展與應用；（2）實境技術的休閒娛樂應用逐漸成為主

流，像是透過實境技術呈現遊戲場景或影片場景，為遊戲玩家、使用者提

供更為真實且更沉浸的休閒娛樂體驗；（3）擴增實境與虛擬實境技術亦逐

漸應用於教育領域，協助教師的培訓及教學，藉由實境技術協助學生具象

化教師所闡述的情景（如零售業、軍事國防等領域）的應用日益增加；（4）

隨社群平台開始收購實境技術相關公司，可以預想未來實境技術與社群平

台的緊密結合，應用於線上社交場合；（5）越來越多的擴增實境技術應用

於汽車產業之中，協助駕駛了解路況，以增加駕駛者在道路行駛時的便利

性15。 

 
14 PharmaLive and Outcomes LLC , “AR/VR SPECIAL FEATURE 2019: 

AUGMENTED REALITY FINDS ITS STRIDE,” 

https://www.pharmalive.com/ar-vr-special-feature-2019-augmented-reality-finds-its

-strid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0/12.  

15 Bernard Marr , “5 Important Augmented And Virtual Rea lity Trends For 2019 

Everyone Should Read,” 

https://www.forbes.com/sites/bernardmarr/2019/01/ 14/5-important-augmented-and-v

https://www.pharmalive.com/ar-vr-special-feature-2019-augmented-reality-finds-its-stride/
https://www.pharmalive.com/ar-vr-special-feature-2019-augmented-reality-finds-its-stride/
https://www.forbes.com/sites/bernardmarr/2019/01/14/5-important-augmented-and-virtual-reality-trends-for-2019-everyone-should-read/%2332e9e1322e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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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工智慧（AI） 

1. 人工智慧特性 

2019年，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出版之《2019 技術趨勢─人工智慧（WIPO Technology Trends 

2019–Artificial Intelligence）》提及，在當今新興科技的趨勢發展下，發展

新技術並非當務之急，而應妥善運用目前已存在之新興科技，如將人工智

慧鏈結、整合至各個產業或其垂直領域之中，以利數位轉型16。而應用範

圍廣大的人工智慧有以下特性、特點17： 

（1）取代低階、重複性的工作任務（Eliminate Dull and Boring Tasks）：

使用人工智慧機器人，藉此以取代部分較為低階、重複性且具高度勞力密

集之事務。 

（2）數據資料提取（Data Ingestion）：數據資料提取乃為人工智慧的

重要特徵之一，而人工智慧系統亦能將人們龐大的數據資料進行有系統性

地收集、整理及分析，以利轉換、提供有用的資訊予人們作使用。 

（3）模仿人類的認知（Imitates Human Cognition）：人工智慧係為能

模仿人們思維方式以及解決問題之方式，以研究環境的變化並採取適當之

 

irtual-reality-trends-for-2019-everyone-should-read/#32e9e1322e7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0/12.  

16 WIPO, “WIPO Technology Trends 2019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zh/wipo_pub_1055_exec_summary.pdf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7/17. 

17 DataFlair , “Featur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The New Age Electricity,” 

https://data-flair.training/blogs/features-of-artificial-intelligence/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0/12. 

https://www.forbes.com/sites/bernardmarr/2019/01/14/5-important-augmented-and-virtual-reality-trends-for-2019-everyone-should-read/%2332e9e1322e7e
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zh/wipo_pub_1055_exec_summa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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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4）預測未來（Futuristic）：支持人工智慧的系統旨在觀察周圍環境

並做出反應，且能感知環境並採取未來相應的行動。 

（5）預防自然災害（Prevent Natural Disasters）：借助人工智慧系統

的科技力量，得以在獲取先前相關災害數據資料，以更為準確地預測未來

可能發生的自然災害。 

（6）臉部識別及聊天機器人（Facial Recognition and Chatbots）：運

用人工智慧，得以深化臉部辨別（辨識）、聊天機器人等方面的發展，如

運用智慧型手機上的臉部辨別功能以解鎖智慧型手機，即臉部識別系統使

得機器可藉由驗證或識別人臉，以達解鎖或提供對於個人的授權訪問。  

2. 人工智慧發展趨勢 

人工智慧因屬於通用科技，因此其應用範圍廣，以下臚列富比士雜誌

上 Bernard Marr 所整理出的，十大人工智慧未來重要發展趨勢18： 

（1）人工智慧將會與工業物聯網整合應用，監視並完善整體生產流

程，以提升產業的生產效率； 

（2）借助人工智慧準確且快速地預測、瞭解消費者的需求，協助業者

即時、有效提供消費者所需商品與服務； 

（3）藉人工智慧將所取得之數據資料分析、整合及轉換為更實際有用

 
18 Bernard Marr , “The Top 10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ends Everyone Should Be 

Watching In 2020,” 

https://www.forbes.com/sites/bernardmarr/2020/01/06/the -top-10-artificial-intellige

nce-trends-everyone-should-be-watching-in-2020/#dde8bf0390b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0/12.  

https://www.forbes.com/sites/bernardmarr/2020/01/06/the-top-10-artificial-intelligence-trends-everyone-should-be-watching-in-2020/%23dde8bf0390bf
https://www.forbes.com/sites/bernardmarr/2020/01/06/the-top-10-artificial-intelligence-trends-everyone-should-be-watching-in-2020/%23dde8bf0390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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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 

（4）未來人工智慧將大幅應用在車輛、家用電器等，以完成自動駕駛

車、自動化或可互動之家用電器建置； 

（5）人類與人工智慧（包括人工智慧驅動之工具、機器人等）之間的

合作機會將有所增加； 

（6）人工智慧將從雲端（Cloud）的位置，逐漸往處於邊緣（edge）

的終端移動； 

（7）人工智慧在內容產業的應用將日趨增加，例如投入電影製作、音

樂與遊戲設計與創作等； 

（8）隨著人工智慧的應用層面越來越廣，且因其利用及分析大量數據

的特性，將持續強化人工智慧的資訊安全； 

（9）由於人類與人工智慧之間的互動將愈趨頻繁，因此人類與機器之

間的界線亦將日漸模糊、難以區分； 

（10）未來人工智慧的發展日益進步、成熟，臉部辨識技術及其相關

之應用將隨之增加。 

一、技術應用面向及相關產業 

（一） 物聯網 

雖前述亦提及物聯網的發展趨勢，但若根據產業或應用領域類型作為

區分，目前國際上普遍認為物聯網將會發展出下列應用面向19：第一，智

 
19 OOSGA，「物聯網 IoT 徹底了解物聯網的定義、發展、趨勢、以及商業應用」， 

https://oosga.com/iot/，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2。  

https://oosga.com/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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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製造為工廠藉由物聯網驅動產線轉型，藉此以創建更為即時、具效率且

更具效益的生產線；第二，智慧城市：物聯網的導入下，得以更好地處理

城市的安全、健康、交通以及經濟發展等領域，並運用數位科技與數據以

解決城市面臨的問題，提高人們生活品質；第三，智慧零售藉由數據分析、

物聯網，創造以顧客體驗為核心的零售環境，以提升日常生活的便利性，

同時也提高零售業者之銷售；第四，智慧家庭透過物聯網數位化居家環境

及設備，進而達成即時監控、設備控制，亦稱為家居自動化；第五，智慧

能源為將物聯網應用於能源系統，發展兼具成本效益、永續發展以及安全

性的智慧能源系統，如智慧電網；最後，智慧交通則利用物聯網及車輛上

的感測器，蒐集感知到的所有數據，並傳遞予其他車輛或交通環境內的其

他物品，如紅綠燈等基礎建設，以驅動更有效率之交通運輸系統。 

以下將聚焦我國目前發展較為迅速，且較具前景的工業物聯網（智慧

製造）、家用物聯網（智慧家庭）以及車用物聯網（智慧交通）等面向進

行說明。 

1. 工業物聯網（智慧製造） 

（1）應用現況 

歷經工業 1.0 機械化、工業 2.0 電氣化以及工業 3.0 自動化的發展過程

之後，近年隨著人工智慧 AI 以及物聯網之蓬勃發展，加速了全球製造業

數位轉型、整合等趨勢，製造業逐步邁向工業 4.0（Industry 4.0）；即從以

使用蒸氣為動力、運用機械替代勞動力、以電腦協助為人力進行製造以及

數位控制等時代，演變至今以「智慧製造」、「智慧化」為發展核心概念

之工業 4.0 時代。工業 4.0 係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旨在大量運用、結

合人工智慧、自動化機器人（或協作機器人）、雲端運算、無人機、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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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及物聯網，以人機協作方式提升製造價值鏈的整體生產競爭力、生產

效率、產品品質及其產值20；同時藉由人工智慧建立起智慧型工廠，同時

提供完善售後服務。工業 4.0 的目標並非創造出新穎的製造技術，而是整

合既有生產資源、大數據資料，佈建具即時性且迅速反應市場需求、精準

化生產、跨領域合作的製造業。 

當前工業物聯網主要應用係為優化內部製造生產流程，即在物聯網的

協助下，提升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而非著重應用於產品銷售方面21；

另一方面，目前我國製造業生產現場，由於生產線上的數位化程度不一，

不僅同一生產線上感測器可能使用不同通訊技術，各個企業的生產線更是

有所差異。因此，工業物聯網解決方案的提供業者，須為各生產線逐案設

計解決方案，建立不同的感測器管理平台，無法在各個企業之間進行複製

而需進行個別客製化之處理，因此工業物聯網解決方案的提供業者尚未發

展出可一體適用的獲利方式，更難以形成生態系。 

自動化的下一階段─智慧製造（Smart Manufacturing）為將人工智慧、

物聯網、雲端運算服務、資通訊等科技進行緊密的扣合與完整鏈結，將傳

統生產方式轉為高度客製化、智慧化、服務化的商業模式，快速製造少量

 
20 INSIDE 網站，「機器人、3D 列印、智慧自動，在工業  4.0 系列展一窺『未

來工廠』新樣貌」，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7225-chanchau-industry4.0-2019，最後瀏覽日

期：2020/10/12。  

21 PTC，「工業物聯網（ IIoTI）現況」，  

https://www.ptc.com/tw/industry-insights/state-of-industrial-iot，最後瀏覽日期：

2020/10/12。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7225-chanchau-industry4.0-2019
https://www.ptc.com/tw/industry-insights/state-of-industrial-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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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的產品，因應快速變化的市場22。智慧製造對於企業或產業之營運影

響之大，即透過人工智慧、物聯網、大數據分析與管理等科技，讓生產製

造之流程更具智慧化、高度自動化且保持彈性以達卓越創新，達到有效降

低工廠整體生產製造成本、改善產品不良率、提升產品產出品質、減少機

器設備故障與換線生產時間，同時解決產能過剩等情形，以利製造業能更

敏捷地應對瞬息萬變的市場變化23。 

智慧製造與智慧工廠乃製造產業未來重要發展趨勢，其發展特點包

括：於工廠內裝設感應器，記錄、分析工廠內部所有設備、原物料、成品

（或半成品）之相關數據資料，以達到監控生產流程，提升產品品質；大

量運用機器人自動化生產，並藉由導入新興科技並結合資訊技術 IT，進行

產品的品質即時監控；亦即以科技監控替代傳統人力監控，以降低人力成

本、提升生產效率與穩定產品品質；全面自動量測，如利用自動光學檢測

（Automated Optical Inspection, AOI）、電子測試裝置（自動測試設備、

Automatic Test Equipment, ATE）以及工業用機械手臂等相關項目，進行精

準的校準調整與因應產品訂單變化，即時地調整各產品之生產順序；運用

現場監控系統，採集生產機器設備與產品之各項大數據資料，並傳送至雲

端伺服器中，進行大數據分析，以提升決策之正確度；以及累積消費者之

各式大量數據資料，用以瞭解與分析消費者之習性、預測消費者未來在市

場上的產品需求，並從 B2C 模式（Business To Customer）轉向以消費者對

 
22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網站，「工業 4.0 大全，從淺到深一篇搞懂它！」，

https://blog.semi.org/zh/%E5%B7%A5%E6%A5%AD4.0%E6%A6%82%E5%85%A8

 ，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1。  

23 商業發展研究院網站，「《商業興觀點》智慧製造  創新商業模式」，

https://www.cdri.org.tw/xcdoc/cont?xsmsid=0H270572502035851 587&sid=0I21234

0424918638148，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1。  

https://blog.semi.org/zh/%E5%B7%A5%E6%A5%AD4.0%E6%A6%82%E5%85%A8
https://blog.semi.org/zh/%E5%B7%A5%E6%A5%AD4.0%E6%A6%82%E5%85%A8
https://www.cdri.org.tw/xcdoc/cont?xsmsid=0H270572502035851587&sid=0I212340424918638148
https://www.cdri.org.tw/xcdoc/cont?xsmsid=0H270572502035851587&sid=0I212340424918638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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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需求為導向，亦即為 C2B 模式（Consumer To Business）以提供更多

客製化的生產與銷售等24。 

（2）相關產業 

當前相關家用物聯網產業之企業乃包括上銀科技、立琦、東元、矽立、

立順、鴻海、研華寶元、台達電、士林電機、先達、勤堃機械、研華科技、

新能科技、精誠、緯創以及廣達等。 

2. 家用物聯網（智慧家庭） 

（1）應用現況 

家用物聯網（智慧家庭）的形成過程分為三大階段，包括：（1）以藍

牙及 ZigBee 等通訊方式為基礎、（2）以人工智慧為基礎（3）以能在家中

遊走的智慧家庭機器人為基礎25。Google 台灣區董事總經理簡立峰指出，

當前無企業能完整地掌握其產品開發所需之知識、技術，因此需尋求與其

他企業合作，共組生態系或加入其他生態系26。而生態系的概念，在家用

物聯網及其相關產業領域中更為明顯，由於少有廠商同時從事通訊服務提

供以及家電硬體生產，因此尋求合作夥伴並共同改善使用者居家體驗，成

為家用物聯網的重要特色。 

 
24 OECD, “Measur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Roadmap for the Future,” 

https://www.oecd.org/publications/measuring-the-digital-transformation-978926431

1992-en.htm,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0/12. 

25 Rita Yi Man Li、Herru Ching Yu Li、Cho Kei Mak、Tony Beiqi Tang,“Sustainable 

Smart Home and Home Automation: Big Data Analytics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mart Home ,10（8） :177-198. 

26 蘇宇庭、李育璇（數位時代），「物聯生態系崛起」，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36641/BN -2015-06-29-170027-36，最後瀏覽日

期：2020/10/12。  

https://www.oecd.org/publications/measuring-the-digital-transformation-9789264311992-en.htm
https://www.oecd.org/publications/measuring-the-digital-transformation-9789264311992-en.htm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36641/BN-2015-06-29-1700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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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工研院對我國發展家用物聯網之建言指出，應需著重於二大面向

作發展：首先，將國際標準納入家電製造的技術規格及系統平台設計中，

以利我國業者創建跨平台、跨裝置、跨國內外品牌之產品互通性與技術相

容性，進而可在與國際接軌之餘，亦能以較為開放式的架構以加入國際大

廠之物聯網生態體系，並與其合作；再者，建立踏入家用物聯網的基礎，

例如家電嵌入專有晶片或感測器、推動家中裝置加入開放平台及建立可連

結跨品牌家電的統一應用程式介面，以促進傳統家電產品轉換成為具有智

慧化服務性質之家電產品，加速居家服務的進展27。 

由工研院的建言可以推斷，目前我國家用物聯網的應用仍處於起步發

展階段，由於我國大部分建築、居家環境仍未數位化，亦未於建築中埋入

相關技術，僅能倚靠外部中控系統或平台以連結家電產品，目前我國個別

家電產品之間並無可直接進行串聯的網路，而需借助外部中控系統或平台

的科技力量，在居家範圍內進行連接，故生產作為整合各式家電之外部中

控系統或平台的企業、廠商，因其所提供的功能即為鏈結各式家電，故這

類業者更有誘因、更有能力建立生態系，在未來有機會成為主導家用物聯

網生態系的角色。 

雖目前家用物聯網主要為串聯居家環境內的各式家電設備，方便屋主

控制，但隨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與應用等科技愈趨成熟，「AIoT（人工

智慧物聯網）」將促使家用物聯網轉變為智慧家庭的整合式應用。智慧家

庭提供予使用者的服務即為，家用物聯網原為串連各式家電由使用者人為

掌控，而智慧家庭則透過人工智慧分析使用者之使用習慣，協助甚至直接

 
27 陳右怡、謝孟玹（ IEK），「視個人需求  打造專屬智慧家庭」，

https://ieknet.iek.org.tw/iekrpt/rpt_more.aspx?rpt_idno=128753870，最後瀏覽日

期：2020/10/12。  

https://ieknet.iek.org.tw/iekrpt/rpt_more.aspx?rpt_idno=128753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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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居家環境的使用者進行環境的控制，例如在下班前半個小時先將屋內冷

氣打開、冰箱庫存低於 15%時直接在線上商店訂購食材等或是由機器人提

供更多具智慧化與多元化之功能，如環境監測、居家清潔等，以滿足人們

個人化日常生活的需求28。 

而近年來，將新興科技擴大應用、導入傳統家電產品或是智慧家庭及

其相關之各項產品與服務的同時，企業/廠商也意識到，倘若欲提升消費

者、使用者採用智慧家電產品與服務之意願，以及提升整體社會邁向智慧

家庭之發展進程，必須致力於實行、建立智慧化家居產品之新通用標準（開

放性標準），實現跨品牌產品及服務之互通性，以解決人們在使用相異品

牌產品、設備時所面臨的諸多不同規格標準而無法相容共用之情形。如近

期 2019 年，蘋果公司 Apple、亞馬遜 Amazon、Google 以及 ZigBee 聯盟合

作成立「IP 的互聯家庭項目（Project Connected Home over IP, Connected 

Home over IP, CHIP）」計畫29，共同制定智慧家居安全性與便捷使用性之

新通用標準，其主要目標在提高智慧家居產品設備之間的相容性、簡化產

品製造商開發，以利人們在使用智慧家居產品時可以更為安全且方便30。 

（2）相關產業 

 
28 經濟部技術處網站，「產業技術評析 -2020 智慧家庭發展趨勢」，

https://www.moea.gov.tw/MNS/doit/industrytech/IndustryTech.aspx?menu_id=1354

5&it_id=288，最後瀏覽日期：2020/7/17。  

29 ZigBee 聯盟成員包括 Ikea、羅格朗、恩智浦半導體、Resideo、三星旗下

SmartThings、施耐德電機，Signify（飛利浦照明前身）、Silicon Labs、Somfy

以及 Wulian 等企業。  

30 INSIDE 網站，「一家親！蘋果、亞馬遜、Google 宣布攜手推出智慧家居新標

準」，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8410-apple-amazon-google-and-the-zigbee-allia

nce-to-develop-connectivity-standard，最後瀏覽日期：2020/7/17。  

https://www.moea.gov.tw/MNS/doit/industrytech/IndustryTech.aspx?menu_id=13545&it_id=288
https://www.moea.gov.tw/MNS/doit/industrytech/IndustryTech.aspx?menu_id=13545&it_id=288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8410-apple-amazon-google-and-the-zigbee-alliance-to-develop-connectivity-standard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8410-apple-amazon-google-and-the-zigbee-alliance-to-develop-connectivity-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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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導入家用物聯網中促使相關智慧家電產品及其服務、智慧家

庭之模式日漸興起，如掃地機器人、智慧音箱、智慧燈泡、智慧插座、智

慧電燈開關、智慧門鎖、智慧家庭雲端攝影機、智慧型感測器、智慧中樞

等。而當前相關家用物聯網產業之企業乃包括原相科技、矽創電子、聯發

科、新唐科技、鴻海、盛群科技、利順精密科技、華碩、中興保全、新光

保全、中華電信、凱擘、聚眾聯合科技、和碩、英業達、智邦、中磊、合

勤以及晶睿通訊等。 

3. 車用物聯網（智慧交通） 

（1）應用現況 

車聯網（Internet of Vehicles, IoV）為物聯網應用於交通領域方面上的

具體展現，亦即藉由無線網路技術使車輛得以與網際網路進行連結，從而

延伸各種應用，如車載通訊系統（Vehicle-to-Vehicle, V2V）。車聯網之相

關應用則包括：（1）傳送訊息予其他車輛，可直接利用語音輸入並下指令，

而無須打字以傳達訊息、（2）車輛與系統平台進行連結，下載各種適合車

上乘客的娛樂程式、影音內容、（3）若切換為辦公室模式，可藉由雲端以

取得所需之資料並進行視訊會議以及（4）車輛上的車用系統與手上智慧型

裝置、家中智慧家電產品等進行連結，以利於使用者在車內及時掌握各智

慧型裝置的現況等。然而目前車用物聯網仍屬於早期發展的階段，未來仍

有諸多發展可能。以提升公共服務便利性的面向而言，其終極目標係為完

成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ITS），以建成智慧城市。

智慧型運輸系統係為運用通信、電子、電腦、控制以及感測等技術於各種

運輸系統，透過資訊的即時傳輸，增進運輸效率、行車安全以及降低環境

衝擊，最終解決目前所面臨的交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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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其他國家相關應用的發展，可以發現車用物聯網最終將與

自駕車相結合，此外車用物聯網將使汽車產業與服務提供業者的連結與合

作更為頻繁及緊密。結合自駕車的應用，像是日本、美國及德國等國家發

展立基於 5G 技術之上的貨車列隊自動駕駛技術（Pioneering），該應用類

型結合跟車系統與自動駕駛，建立不需要大量勞動力的長途物流系統，汽

車大廠福特（Ford）則著重於自駕車，採行高通 C-V2X 技術，讓車輛與交

通號誌、行人以及自行車進行相互連結，以即時瞭解並掌握路況以及找尋

出最適之交通行車路線，2017 年下半年福特（Ford）與達美樂披薩（Domino's 

Pizza）、24 小時快遞服務商 Postmates 以及叫車服務 Lyft 等業者合作，結

合外送、物流與叫車服務的企業自駕車隊正逐漸成形31。 

此外，在車用物聯網的另外一項應用為能源物聯網，實例為我國電動

機車業者 Gogoro 所推行之電動機車換電系統 Gogoro Network，藉由廣設

電池交換站方式以替代過往傳統的機車加油、充電模式，以增加電動機車

騎士之用路便利性。而 Gogoro Network 的電池交換站據點的廣設與其智慧

電池交換次數的累積增加，建立電動機車駕駛的用電模式大數據資料，包

括電動機車使用時間、地點與智慧電池的狀態等，可用以改曬換電站配置

效率，進而促進我國綠能且環保環境之永續發展32。 

在 Gogoro 電動機車的日漸成熟發展以及在創新科技的帶動下，亦帶

起 Gogoro 的商業模式創新發展。2019年，Gogoro 正式宣布將旗下之 Gogoro 

Network 發展成為全新的獨立事業體，聚焦於發展兼具便捷、簡易使用且

 
31 鉅亨網，「智慧手機最大革命：車聯網來了！」，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085155，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3。  

32 鉅亨網，「智慧手機最大革命：車聯網來了！」，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085155，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3。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085155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08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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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的健全開放式智慧電池交換站網路（平台）及其相關之智慧移動服

務；再者，在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交換站網路的日趨密集建置的基礎

下，除了有助於積極推廣、深化其自家的電動機車（Smartscooter 智慧雙

輪）產業的發展之外，其所提供之智慧電池交換服務更成為我國電動機車

當前最常使用之能源模式，加速其他傳統燃油機車業者加入電動機車市場

之腳步。 

（2）相關產業 

根據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Taiwan Telematics Industry Association, 

TTIA）的資料顯示，當前車用物聯網之相關企業、協會以及研究機構包括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台灣資訊安全協會、彥宣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奇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紘鈦科技有限公司、格瑪數位股份有限

公司、易通通訊、航銓科技有限公司、漢晶股份有限公司、微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

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思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艾姆勒

車電股份有限公司、互聯安睿資通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是德科技、迅連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HERE Technologies、艾德

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皇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拓志光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中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二） 實境技術 

1. 應用現況 

實境技術為近年來重要的新興科技，根據專家推測，2019 年實境技術

的產值達到 204 億美元，並被應用於下列產業類別：（1）遊戲、休閒與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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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2）電子商務與零售、（3）室內設計、園林綠化與城市規劃、（4）

房地產、（5）旅遊與旅行、（6）教育培訓、（7）醫療保健、（8）提升

視覺化技術、促進人們溝通與合作、（9）製造與職業安全、提升工廠製造

流程效率以及（10）廣告與營銷，強化與客戶之間的關係等33。高盛集團

（Goldman Sachs）之研究報告指出，至 2025 年 AR/VR 商機、市場規模將

達 800 億美元之多，並提及 VR 未來將廣泛應用於 9 大產業領域當中，包

括遊戲產業、多媒體娛樂產業、工程、醫療、零售產業、教育、房地產業、

軍事以及商展活動/直播現場活動等，其中以遊戲產業所占之比重最為大

（如圖 2-1-1）34。 

 

 

 
33 Onix, “Top 10 Applications of Augmented and Virtual Reality in Business,” 

https://onix-systems.com/blog/top-10-applications-of-ar-and-vr-in-business,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0/13.  

34 Goldman Sachs, “Equity Research,” 

https://www.goldmansachs.com/insights/pages/technology -driving-innovation-folder

/virtual-and-augmented-reality/report.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0/15.  

https://onix-systems.com/blog/top-10-applications-of-ar-and-vr-in-business
https://www.goldmansachs.com/insights/pages/technology-driving-innovation-folder/virtual-and-augmented-reality/report.pdf
https://www.goldmansachs.com/insights/pages/technology-driving-innovation-folder/virtual-and-augmented-reality/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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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未來 VR應用於產業領域類別之規模分布 

實境技術在建築業/營造業上亦有不少的發展應用，在建造階段，建築

人員藉由載有實境技術的眼鏡來掌握與實境相結合之虛擬模型、管線等相

關資訊內容，以確保在工地場景時的安全保障並提升其施工效率、生產效

率，或是製造可於螢幕上顯示數據資料的安全帽，協助建築工人能更加精

準地判斷工地即時狀況，如機器設備、管線等相關之情況，不僅為建築工

人節省時間，同時提升其施工安全性。另一方面，於公共工程設計階段時，

可運用實境技術結合空拍與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的資訊，瞭解設計及圖面上可能遺漏疏忽處；而在銷售階段，建案

預售時可藉由實境技術進行潛銷，於虛擬環境中瀏覽公共空間以及各個樓

層樣態，搭配色彩選樣、家具選配與材料替換等項目之調整變動，有助消

費者提前感受未來建築完成後的真實樣貌。 

而在零售業的應用，除可使零售商受益外，也能為購物者的消費體驗

帶來全新的變革，提升其消費體驗，由於當前消費者的購物管道逐漸由傳

統實體商店轉向為網路上、線上平台進行購物，虛擬商務（V-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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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藉由在虛擬世界中販賣實際商品或是虛擬商品，為消費者帶來更為創新

的購物體驗；第二，實體店內的實境技術可使消費者的店內體驗更加生動

有趣，且具互動性；最後則是可運用實境技術以促進員工培訓，藉由虛擬

與現實生活中的環境、情況來培訓員工，如沃爾瑪（Walmart）即採行實境

技術協助培養員工的應對能力，亦透過模擬現實環境，測試員工在挑戰性

環境中的決策、領導能力與軟技能35。 

2.相關產業 

根據《2017-2018 台灣 XR 產業白皮書》的資料顯示，當前與實境技術

（AR/VR 技術）發展相關之企業單位包括台積電、宏達電、鈊象電子、鈺

創科技、鴻海、緯創、和碩、仁寶、廣達、英業達、和碩聯合科技、仁寶

電腦、新唐科技、原相、友達、群創以及奇景光電等業者。 

（三） 人工智慧 

隨著人工智慧的日趨成熟發展與普及，人工智慧將被更廣泛地應用在

各式產業、領域中，也就是說各產業都可能屬於人工智慧應用的一環。由

於人工智慧 AI 的應用係為泛產業的應用，因此將其應用類型作以下五種

分類36：第一，時間序列與預測類型的應用，針對歷史數據資料作時間趨

勢分析以及相關之預測，包括預測分析、風險分析與推薦引擎等； 第

二，圖像處理的部分為處理靜態圖像之領域，包括圖像辨識、人臉辨識與

 
35 [x]cube LABS, “10 Appl ications of AR/VR that can Transform Your Retail Sales 

Completely. Find out How!,” 

https://www.xcubelabs.com/blog/10 -applications-of-ar-vr-that-can-transform-your-r

etail-sales-completely-find-out-how/ ,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0/13.  

36 OOSGA，「人工智慧 AI 徹底掌握人工智慧的定義、發展、趨勢、以及商業

應用」，https://oosga.com/artificial -intelligence/，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3。  

https://www.xcubelabs.com/blog/10-applications-of-ar-vr-that-can-transform-your-retail-sales-completely-find-out-how/
https://www.xcubelabs.com/blog/10-applications-of-ar-vr-that-can-transform-your-retail-sales-completely-find-out-how/
https://oosga.com/artificial-intelligence/


 

30 

 

機器視覺等應用；第三，音訊處理的應用類型則包括語音識別、情感分析

與語音搜尋等應用；第四，自然語音處理的應用類型則包含分析字詞、處

理語言之領域，包括自然語言理解與自然語言生成等應用；最後則是動態

影像處理的應用類型，像是動態偵測即為一例。 

而我國產業當前的人工智慧應用，主要為第一類的「時間序列與預測」

以及「圖像處理」，其中「時間序列與預測」類型的主要形式為透過人工

智慧完成訂價模型，而「圖像處理」的類型則與工業物聯網相結合，藉此

以取代勞動力進行產品檢驗，以達成更為完善之品質管控。 

 

第二節 市場界定與市場力評估 

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第 5 條載明：「本法所稱相關市場，

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而相關市場之界

定乃為公平法於執法時的一大關鍵，正因相關市場之界定結果時常對於個

別案件的最終處理、判別情形造成決定性之影響，且事業在市場上是否具

備顯著市場力量（顯著市場影響力）或其行為是否會在市場上產生限制競

爭效果、損耗市場效能競爭程度等情形，均與相關市場之界定範圍大小息

息相關。相關市場之市場界定存有相當程度且不容忽視的重要性地位，為

競爭法的發展基石而需先行謹慎處理之重要課題，即明確將事業之市場界

定範圍進行清楚地衡量、定義與劃分，將有利於釐清、判別並確實掌握其

於市場上的市場占有率（以下簡稱市占率）、市場規模以及市場影響力。 

一、相關市場之市場界定及其市場力之評估準則 

公平法中所明定之市場或相對市場之概念，並非單純泛指匯聚眾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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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以讓買賣雙方進行相關交易的場所，而是將市場或相對市場的概念明確

定義成「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亦即公平

法中便是用競爭的思維切入，建構出市場或相關市場之概念，如各相異事

業彼此競爭變化態勢、各相異商品彼此競爭變化趨勢概況以及各區域內競

爭問題等情形，於此之下，相關市場之「市場界定」是指舉凡任何事物（商

品）彼此之間因存有一定程度之競爭關係所構成的相關區域、範圍。而公

平法從兩大面向共同界定出某相關市場之的範圍大小，包括「產品市場」

以及「地理市場」等，而必要時須另以時間因素對其相關市場範圍所造成

之影響進行衡量，據此以利於使得相關市場的市場界定標準能夠更臻完

善、合適且明確；換言之，公平法中之相關市場之市場界定乃從此兩市場

類型面向，以共同界定出市場之確切範圍。 

產品市場為「事業提供之商品或服務舉凡於特性、用途、功能或價格

等方面上，極具高度需求替代性、高度供給替代性等情形，所匯集而成之

範圍。」致使界定產品市場的最大考量關鍵為商品或服務本身與其他商品

或服務之間的替代關聯性；而地理市場則是指「事業提供之某特定商品或

服務，對於交易相對人而言，能很容易地轉換、選擇其他交易對象的區域

範圍。」其次，需求替代（demand substitution）是指「事業調整其特定商

品價格（調漲或調降）或服務報酬時，交易相對人能夠移轉至其他商品或

服務，以替代事業之某特定商品或服務的情形。」即對於交易相對人而言，

市面上的多種商品或服務之間若可以輕易地進行選擇、轉換以及取代，則

顯示其彼此之間乃具有高度需求替代性之情形；供給替代（ supply 

substitution）則是為「事業調整其特定商品價格（調漲或調降）或服務報

酬時，市場上之相關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可提供其他具替代性之商品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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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以替代該特定商品或服務之情形。」 

而市場力量（market power）或市場力是指：「（一群）廠商能將產

品價格提高至競爭水準以上，且不至於喪失其過多之產品銷售量，以及促

使產品價格上升無利可圖而必須立刻停止之能力。」換言之，市場力量或

市場力乃是指廠商能夠將產品價格顯著地調漲至競爭水準以上之能力，即

市場上之廠商決定產品價格的能力大小 37，而影響市場力量（market 

power）或市場力之主要因素包括廠商相對於市場之大小、廠商所擁有的技

術多寡以及政府為保護市場上之廠商所推行、制定之法規規範、措施（如

專利權、著作權以及商標權等）。 

（一）物聯網對我國市場界定及市場力評估的影響 

1. 工業物聯網（智慧製造） 

當前物聯網應用於工業之主要目的係為，優化工廠內部的生產流程、

提高產品良率、降低生產成本與提升生產效率等面向，此類應用並未改變

業者的銷售方式，業者並未利用工業物聯網進行產品銷售，因此，工業物

聯網（智慧製造）既不改變產品所對應的消費者需求，亦不涉及廠商的產

品銷售模式改變，因此工業物聯網的應用應視為工廠自動化的一類，雖這

類技術引進可能使各該廠商降低生產成本，從而提高價格競爭力，但卻未

對產品的市場界定以及評估市場利的方式造成影響，也就是說，雖然我國

製造業逐步在工廠導入工業物聯網，改變產品的生產速度，卻未改變其所

生產的產品，因為該技術之應用僅限於產縣內，因此並不會影響現行市場

界定。另一方面，由於該技術的應用範圍限於產線內，並未改變廠商的銷

 
37 莊春發，「外國競爭與地理市場的界定」，公平交易季刊，第 5 卷第 1 期，1-46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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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模式，即便其帶來生產效率的提升，但其獲利來源仍來自於產品之銷售，

當其銷售愈多、市占率愈大，代表相較於其他同業該廠商在市場得到更多

的消費者支持，因此即便使用工業物聯網協助生產，銷售額或是市占率與

市場力的連結性並未因為使用物聯網而被破壞，因此市場力仍須依循現行

規範評估、衡量之。 

2. 家用物聯網（智慧家庭） 

家用物聯網之技術應用目標為使消費者在居家生活更為便利，像是透

過手機遠距掌控各式家電，智慧化管控居家環境，如溫度調節、濕度調節、

亮度調節等。因此家用物聯網的出現，僅是將各式家電相互連結，方便使

用者一併管理，並不涉及市場界定議題。另一方面，雖家用物聯網及其相

關產業領域，有建立生態系之誘因及發展趨勢，能否加入生態系可能影響

各該業者之競爭力，但首先，由於我國居家環境的數位化程度不足，家電

含有感測器及連結家用物聯網之通訊技術尚缺完備，致使目前家用物聯網

的建置仍仰賴統一連接至各個不同感測器之中控系統及平台，目前我國常

見的中控系統或平台為 Google Home + Google Nest mini、Amazon Alexa、

米家智慧，皆為國際廠商所生產，因此目前我國並未出現具市場力的家電

業者，同時生產擁有廣泛用戶的中控系統或平台，而使其品牌因為同時擁

有中控系統或平台及家電產品，而獲得市場力加成的狀況，因此不論目前

各國際中控系統或平台商推出何種策略（建立廣納各品牌生態系或是建立

單一品牌生態系），在家用物聯網的生態系形成之時，不論是家電製造業

者或是製造中控系統或平台的業者，其市場力仍與市場銷售量互有連結，

並不同於平台的雙邊市場，市場力來自於活躍用戶數或其他要素，但獲利

來源卻來自於廣告投放或其他，因此用於強化居家環境便利性的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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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該需需求衍生的家用物聯網生態系，亦不改變業者的獲利來源，仍透過

銷售獲利，因此須遵循現行衡量方法評估之。 

3. 車用物聯網（智慧交通） 

當前車用物聯網應用於智慧交通範疇中，因涉及社會福利措施且屬於

政府改善整體國民生活品質的重要一環，多由政府採購，加上目前陸路環

境的智慧化仍處於實驗及環境建置階段，且各該建置所需產品，如零組件

與過往並無不同，僅是應用於不同領域，故物聯網於交通領域的應用並未

影響現行市場界定、市場力評估相關規範以及方法。此外，在車用能源聯

網部分，目前搭載於 Gogoro 電動機車的 Gogoro Network 是藉由智慧電池

的交換系統以蒐集電動機車的相關數據資料，如電動機車使用時間、地點

與智慧電池的狀態等，但其資訊蒐集之目的為分析並改善旗下換電站的設

置地區，此應用類型與工業物聯網的應用目的雷同，為提升消費者的換電

站使用體驗，車用能源聯網並未改變市場界定，反而是換電式電池本身擴

大車用能源市場的範圍，因此，簡言之，儘管透過車用能源聯網連結各換

電站所帶來的便利性將會影響消費者購買搭載 Gogoro Network 電池之電

動機車的意願，但是 Gogoro Network 之營收仍來自消費者購買其換電式電

池的使用權，因此其所建置的車用能源物聯網並不影響電動機車電池之市

場界定，同時市場力評估也應依循現行方式進行評估、衡量與計算。 

（二）實境技術對我國市場界定及市場力評估的影響 

實境技術被用以具像化影像資訊，提供使用者真實的視覺及情境體

驗，其應用目標一為強化產品競爭力所用，二為提升圖像資訊傳遞的效率，

三為降低生產成本，因此該技術及其應用情境並不涉及市場界定的問題，

而市場力的分析與應用工業物聯網分析相同，故亦不涉及市場力評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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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另一方面，搭載有實境技術的產品，雖包含軟體及硬體，實務上也可

能採取搭售策略，然而該類產品的營收仍來自於消費者的消費，因此，實

境技術相關產品之市場力仍可透過銷量、市占率進行衡量，因此，實境技

術並未影響現行市場界定、市場力評估相關規範以及方法。 

（三）人工智慧對我國市場界定及市場力評估的影響 

人工智慧的主要應用類型係為利用相關歷史數據以進行預測分析，這

部分在製造業的應用可能為協助業者預測銷量、價格，而這類應用改變的

是生產者的生產及定價策略，較可能涉及的競爭議題為聯合行為，此類應

用是協助業者決策的工具，並非改變產品技術含量或變更產品滿足消費者

需求的方式，因此這類應用並不涉及市場界定與市場力的評估、衡量與計

算的議題。而另外一種常被製造業應用之領域為圖像辨識與處理，如人臉

辨識以及圖像辨識等，此類型類型應用主要被用於產線上的產品檢驗，以

機器辨識產品瑕疵，降低產品不良率、提升生產效率，因此，此種類型之

應用與工業物聯網之應用相同，亦屬於優化生產流程，並未改變製造業者

之產品，因此技術所衍生的競爭議題並非市場界定、市場力衡量與評估，

故即便製造業者導入此類技術應用，亦不改變其產品市場力評估方式，仍

須使用既有的規範及方法進行衡量。 

 

第三節 技術創新對交易透明性及市場參進之影響 

同一競爭市場的事業經由各種管道或方式達成實質上的共同行為，並

因此影響到同一競爭市場其他廠商的競爭力或交易相對人的權益，此結果

為各國競爭法學理及競爭法主管機關實務處理面皆重視與關注的議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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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公平法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即明定，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水

平廠商），不得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

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

業活動之行為，並以此聯合行為影響該競爭市場的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

供需。前述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之一，在於水平廠商間是否形成合意並達

成實質上共同行為，然而當市場資訊透明度低，水平廠商間不易觀測到彼

此行為，也就是說蒐集資訊成本越高，廠商就愈必須要透過「互動」來確

認水平廠商之意思，亦會為其行為留下越多「證據」。另一方面，市場內

廠商家數越多，其蒐集資訊成本及協商議價成本都較高，因此越不容易達

成合意，是以，技術創新是否影響資訊透明度以及如何連帶影響競爭樣態

亦為重要競爭議題。 

隨網際網路普及與行動科技發達，資訊傳遞與相互溝通更為快速即

時，加上演算邏輯與數據分析技術的精進，同一競爭市場的水平廠商間有

機會探測競爭廠商的行為；換言之，演算邏輯與數據分析等新興技術降低

蒐集資訊的成本，從而提高市場透明性。從過往探討市場透明性與競爭行

為之研究結果得知，當市場結構為寡占市場，市場透明性提高可促進廠商

即時察覺競爭廠商的降價行動，並即時回應跟進調降價格，且必然回應，

導致最終無廠商願意率先降價。反之，當市場結構具高度競爭性，廠商偏

向價格接受者，即使覺察競爭廠商的價格調整行為，也未必跟進38。市場

透明性主要攸關既存廠商間的競爭行為，因此探討技術創新對市場透明度

的影響，是欲理解技術創新是否會削弱甚至扼殺市場內既有廠商的競爭行

 
38 林易典，「論事業提高市場透明度之行為及其於公平交易法下之處理」，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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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反之，市場參進則主要影響潛在廠商與既有廠商之間的競爭，當潛在

廠商越能自由進出市場，越能遏止市場內既存廠商的不公平行為。 

形成市場參進障礙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源於政策管制或法律阻礙而

不利於潛在廠商進入；第二，因研發支出龐大與技術專利保護，亦使潛在

廠商不易進入市場；第三，既有廠商為維持其競爭優勢，也可能因控制既

有關鍵資源或設施以製造市場參進障礙39。其中，技術創新可能強化第二

類與第三類市場參進障礙，尤其是人工智慧此一技術創新。形成第二類市

場參進障礙的原因，在人工智慧所產生的問題為，由於人工智慧的培養不

僅需要資料餵養、訓練，更需要高水準的人力標記資料協助訓練，此時檢

視廠商所擁有的數據分析能力更為重要，如企業的分析團隊（技術人才）

和人工智慧（演算邏輯品質）40。另一方面，隨著物聯網與人工智慧發展

成熟，經由物聯網蒐集所得的龐大數據，再藉由人工智慧獲得加值資訊可

能成為關鍵資源。由於既有廠商已經累積相當程度的「數據」，潛在競爭

廠商在其起步階段無法具有同等蒐集數據的能力。至於「數據」是否成為

第三類市場參進障礙的形成原因，應檢視其他潛在競爭廠商是否受到技

術、法規（如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因素而無法從其他管道取得同等品

質的數據庫。 

然而，就目前文獻探討，這類資料所形成的獨占而衍生出的各種現象，

以「網路科技業者」最為常見，如 Google、facebook、Line 累積大量用戶

的足跡資料，並得以標記資料並訓練自行開發的人工智慧，用以分析用戶

 
39 莊春發，「競爭的內涵與公平交易法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 10 卷第 3 期，

1-44（2002）。  

40 陳志民，「大數據與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公平交易季刊，第 26 卷第 3 期，

1-3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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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或消費者行為，並提供其他有廣告需求的業者精準行銷的解決方案，

且 Google、facebook、Line 這類業者通常並無誘因出售相關資料或已分析

的資料，此為潛在廠商或新創企業（start-ups）不易達成的服務水準。不過，

此為網路科技業者利用新興技術所發展出的新型業務，以及隨之而來的市

場參進障礙，非本案所欲探討之製造業利用情境，而上述提及的技術─物

聯網與人工智慧，主要被製造業應用於產線優化，改善產線的資訊自產線

蒐集而來，在不同業者間，其產線資料未必具有共通性，亦即甲廠商生產

線上的資訊對甲廠商產線改善的價值高於用在乙廠商產線的改善價值，因

此就這類應用形成阻礙潛在廠商進入的市場參進障礙，其影響並不來自於

數據的取得門檻，而在於技術的取得，這部分由於取得技術的市場並非寡

占市場（此部分分析將於第三章第一節詳細說明），因此該類技術應用所

形成的市場參進障礙不若數據之於網路科技業者般影響重大，甚至可說是

極少。 

一、物聯網 

如本章第一節所述，物聯網近年在各製造業領域廣泛運用，包括工業

物聯網、家用物聯網和車用物聯網等。以下將分別探討物聯網在此三大領

域之運用，會否導致上述所言的市場透明性提高，以及會否提高市場參進

障礙。 

（一）工業物聯網（智慧製造） 

目前全球製造業主要運用工業物聯網於製造、維修和運作，分別占所

有運用領域的 46%、22%、19%。在製造階段，工業物聯網主要蒐集資料

以監控生產流程；在維修階段，則是進行遠端監控與問題診斷，以及遠端

軟體更新與維修；在運作面向，用以監控運轉中的機械設備是否異常，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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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判何時須提供買家維護服務。而上述透過工業物聯網所蒐集資訊，約 60%

託管於企業內部系統，約 20%置放於各國公用雲端，另外 20%由第三方民

間單位管理41。由此來看，製造業運用工業物聯網主要在於提高內部生產

資訊的透明度，強化內部產線管理，不涉及對上下游供應商及顧客之交易

行為；而且，透過物聯網感測裝置蒐集所得的數據庫，僅包含企業本身的

內部資訊，不涉及水平競爭廠商的內部資訊；再者，工業物聯網數據庫無

論是託管於企業內部、公共雲或第三方管理單位，應受到妥適的資訊安全

管控，除非是資安管控不當，或是公共雲、第三方管理單位遭駭客入侵，

否則企業應無法透過工業物聯網探測競爭廠商自工業物聯網蒐集而來的資

訊。綜合以上三點，製造業運用工業物聯網之創新技術，並不涉及本節一

開始所言之市場透明性議題，即工業物聯網僅限於提高企業內部自身的管

理資訊透明性，但並未降低企業蒐集競爭廠商資訊的成本。 

至於企業運用工業物聯網後，會否對潛在競爭廠商構成市場參進障

礙，由上述現行工業物聯網的運用範疇來看，製造業運用工業物聯網累積

自己所屬的內部管理數據，不一定適用於其他競爭廠商，故其所累積的物

聯網大數據無法構成阻礙市場參進的關鍵設施。而製造業藉工業物聯網優

化自身製造流程及營運管理，如同當年豐田汽車採用零庫存的生產線管理

方式，屬於改善內部創造競爭力的提升，在任一製造業廠商均可自行導入

工業物聯網的前提下，應不致對潛在競爭廠商形成市場參進障礙。相反地，

在面臨各國積極推動製造業導入工業物聯網之際，政府應重視如何協助中

 
41 PTC, “The State of 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2019: Spotlight on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https://www.ptc.com/-/media/Files/PDFs/IoT/State-of-IIoT-Report-2019.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0/12.  

https://www.ptc.com/-/media/Files/PDFs/IoT/State-of-IIoT-Report-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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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廠商有能力採用工業物聯網以提升產業競爭力，或許是當前政府的重

要課題。 

另一方面，銷售物聯網相關設備和系統服務業者來看，我國製造業參

與物聯網產業者，其一為生產感測裝置和周邊設備的廠商，包括台灣西克

（SICK）和台灣基恩斯（KEYENCE）等。這些廠商係生產製造工業物聯

網所需感測裝置與設備，並供貨給需要的製造業者，其產銷模式對市場透

明性及市場參進障礙之影響，與筆電和手機等資通訊產品製造商並無不

同。其二為建構工業物聯網雲端平台並提供解決方案的系統整合商，如研

華和樺漢等。對系統整合商來說，工業物聯網屬於販售服務之一部分，而

非用來探測其他競爭者的交易資訊，故不涉及前述市場透明性提升之問

題。但是，系統整合商透過雲端平台和服務框架之建構，協助企業用戶開

發工業物聯網 App、使用簡易模組掌握生產流程資訊，進而提供軟硬整合

的顧問服務，形成垂直整合。當系統整合商建構的生態系越完整，加入其

生態系的廠商占大多數時，則容易對潛在系統整合廠商形成進入障礙。不

過，目前我國工業物聯網產業仍在碎片化發展階段，要將各家不同物聯網

規格進行界接並達成垂直整合，尚需至少 10 年時間42，在此之前我國競爭

法主管機關可密切觀察相關業者之動向即可。 

（二）家用物聯網（智慧家庭） 

由家用物聯網所建構出來的智慧家庭系統，主要涵蓋幾個面向的功

能：居家安全、節能減碳、家電遙控、智慧娛樂。以上功能大多結合物聯

 
42 王郁倫，「工業 IoT 商機很大但很碎片 ! 樺漢提雞蛋理論，研華用共創催熟供

應鏈，看他們怎麼佈網」，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9699/foxconn -iot-iiot-advantech-wisepaas-indust

rypc-2025madeinchina，最後瀏覽日期：2020/9/23。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9699/foxconn-iot-iiot-advantech-wisepaas-industrypc-2025madeinchina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9699/foxconn-iot-iiot-advantech-wisepaas-industrypc-2025made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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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與人工智慧，經由物聯網將居家環境資訊傳送至雲端平台，家庭成員透

過 App 等行動裝置可遠端掌握居家環境及其他成員在家情況，或者當居家

環境發生異常現象時經由聯網系統對家庭成員發出示警，抑或是經由 App

及語音助理遙控家電開關。由此可知，家用物聯網係蒐集居家場所內部與

周圍環境資訊，並經由雲平台傳送至該家庭成員，同前述工業物聯網情況，

此類物聯網與人工智慧的運用，並非用以探測水平競爭廠商之行為資訊，

故不涉及市場透明性提升與否的問題． 

在市場參進障礙方面，依廠商種類、未來經營策略及面臨狀況，分為

四種情況：第一種，製造廠商為國際家電品牌的代工廠，如國內鴻海、仁

寶和廣達等電子業大廠代工製造 Amazon Echo、Google Home，其面臨的

市場參進障礙議題與過去我國代工製造筆電、手機等狀況相似；第二種為

具備品牌的家電業者，為獲取智慧家電市場的先進優勢，搶先制定家用物

聯網規格並整合相關軟硬體應用，對其他欲進入智慧家電市場的潛在競爭

廠商形成市場參進障礙，如韓國 LG 家電即為一例，但必須注意韓國 LG

集團實為多角化經營的集團，不僅生產家電，同時也跨足電信等其他業務，

自然有能力搶先制定相關規格，故此類不應視為產業常態；第三種為智慧

家庭的系統整合商，與工業物聯網所面臨狀況相同，當系統整合商建構的

生態系越完整，加入其生態系的廠商占大多數時，則欲有機會對潛在系統

整合商形成市場參進障礙，然而目前我國市場上常見之智慧家庭系統整合

商皆為國際大廠。 

第四種，現行家電廠商因應家用物聯網商機而開發相容於中控系統及

平台的家電或裝置，如智慧電錶、智慧插座、智慧開關、濕度感測裝置、

智慧攝影機等，這些產品本身必須和物聯網中控系統或平台相連，才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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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資料蒐集與分析的功能，對於生產這些產品的業者而言，因業者僅是增

加產品可聯網的功能，故其面臨同業競爭者所創造的市場參進障礙議題與

傳統製造業廠商優化產品功能相同，然而卻可能受到生產中控系統及平台

的國際大廠如 Google 及 Apple 所建立生態系，形成的參進障礙影響。由於

生態系非上、下游產業鏈之概念，以家用物聯網為例，倘若位於 Google

生態系內的業者，其生產的家電可與 Google Home、Google Nest mini 相鏈

結，但不處於 Google 生態系的業者則無法與 Google Home 相鏈結，此時，

非屬生態系的業者無法與生態系內的業者更難搶占以 Google Home 為中心

的市場，在該狀況下，能否與生態系的中心─中控系統及平台鏈結，將影

響業者的市場參進能力，中控系統及平台的鏈結許可，形同市場參進障礙。

然而，如同前述，該生態系的主導者為生產中控系統的國際大廠如 Google

及 Apple，我國的製造業業者非有能力在這種應用類型下建立市場參進障

礙者，反而有誘因加入各個生態系。 

（三）車用物聯網（智慧交通） 

目前在智慧交通範疇，主要目的為提高國民生活品質，改善現有交通

問題，因此交通應用由政府高度主導，並且為提高國民生活品質，改善現

有交通問題，為符合交通監管法規及確保資訊流通，必然由政府建立唯一

的智慧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ITS），此時交通即時資訊

的透明度上升，但不涉及交易透明性，另一方面，由政府主導並對所有相

關業者開放聯網及傳遞交通資訊，因此亦對市場參進不造成影響。而

Gogoro Network 使用車用能源聯網，分析並調整換電站之位置，使消費者

更易於取得 Gogoro 電動機車之能源，因此使用 Gogoro Network 的電動機

車相較於其他未利用此技術優化能源取得的電動機車業者，擁有更好的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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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然而建立車用能源聯網的技術並非專屬於 Gogoro Network，因此車

用能源聯網並不易對市場參進產生影響。 

然而，可蒐集特定領域的關聯大數據的車聯網，其獲取的數據資訊可

交叉運用於該數據庫涉及的相關領域，並憑藉該數據資料跨入其他產業領

域，因此，就這個面向，關聯事業的市場，其市場參進障礙反而降低。以

Gogoro 為例，2020 年 Gogoro 正式發表新開發之電動輔助自行車 Eeyo，即

為重要案例，從電動機車跨足電動自行車。Gogoro 執行長陸學森於接受訪

問時表示：「Gogoro 並不是要賣車，我們瞄準的其實是整合晶片、馬達、

感應器在內的「輪子」。這個 Gogoro 推出的 Smart Wheel 可視為一台行動

自如的數據平台，且與 Gogoro 電動機車和 Goshare 共用許多資源，包括大

數據、AI 技術等。同時陸學森特別強調，電動自行車結合騎乘人士的手機

app，就形同 Google 導航系統，可得知自行車行經道路的即時路況並回饋

給消費者43。對 Gogoro 來說，電動機車時代累積的大數據資料庫與 AI 訓

練技術，讓 Gogoro 可以後進者姿態跨足電動自行者市場，並以 Eeyo 電動

輔助自行車補足電動機車較難行經路線的大數據，使其建置的資料庫更為

完整並提高資料的加值運用。 

二、實境技術 

虛擬實境（VR）與擴增實境（AR）等實境技術目前在全球的應用情

況，主要在零售業及電子商務、廣告行銷、醫療保健、教育訓練等領域，

工業生產上雖有採用的實際案例，但比重相對低。以美國為例，根據 Clutch

 
43 商業週刊，「Gogoro 發表電動自行車>>陸學森：我賣的不是車，是『智慧輪

子』」，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business/blog/3003003，最後瀏覽日

期：2020/7/17。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business/blog/300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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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統計，截至 2020 年 8 月底，全美投入 AR 及 VR 技術應用的 643 家主

要廠商中，零售業與電子商務合計達 82 家為最多，其次為廣告行銷領域

71 家及醫療保健領域 68 家，製造業相對為少，僅 39 家。 

廠商將實境技術附加於產品和服務上，透過視覺體驗讓消費者更了解

將使用的產品與服務，可視為對消費者提高產品或服務的資訊透明度，以

避免消費期待的落差與消費糾紛，但由於廠商並非將實境技術用來探測競

爭者的產品價格資訊，故未涉及市場透明性議題；另一方面在製造業運用

上，實境技術大多與人工智慧和物聯網結合運用，主要用於產線品管、工

廠作業環境模擬訓練、產品遠端展示、產品遠端售後服務，其應用面向與

工業物聯網的應用面向相同，實境技術所建構的視覺資訊提供予業者內部

使用，且因實境技術所獲取的資料為圖像資料，因此也無法用來探測競爭

者的產品價格資訊，故未涉及提高市場透明性的議題。 

在市場參進障礙方面，就我國市場面向來看，若針對應用實境技術的

製造業者，由於製造業者所使用的實境技術並非自行開發，而是購買其他

資訊科技業者所開發的軟體介面和裝置，因此這些技術並非應用端製造業

者獨有，或可限制該技術的授權使用，因此目前利用實境技術的製造業者

無法因為擁有實境技術而對潛在競爭廠商樹立市場參進障礙。 

若從實境技術提供者來探討技術創新對市場透明性與市場參進障礙的

影響，可將台灣廠商區分為三大類：國際實境穿戴裝置品牌的代工廠商、

軟體介面設計商、實境內容提供者。目前國內廠商大部分屬於第一類代工

製造業廠商，對這些業者而言，如同前述智慧家居產品代工廠，其面臨的

市場交易透明性或市場參進障礙等議題，與筆電、手機等代工產品相似。

對第二類軟體介面設計商及第三類內容提供者而言，由於實境技術用於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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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圖像資訊，並非用於探測競爭廠商之行為資訊，未涉及所謂市場透明性

提高的議題，而市場參進障礙會否形成及判斷標準，與其他軟體業者及內

容業者面臨的情況相似。 

三、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除結合物聯網運用於前述工業物聯網、家用物聯網和車聯網

產業之外，逐漸被運用在抓取同業價格以及自動定價，包括航空及旅宿的

比價網、電子商務平台、共享出租業者等。2017 年美國消費者保護組織投

訴亞馬遜先漲價再促銷，亞馬遜採用人工智慧動態定價一事也因此被揭

露。最早發現的美國鞋類除臭劑製造商 Remodeez 創始人 Jason Jacobs 指

出，亞馬遜動態定價系統會依據該款商品的需求調整價格，參數包括款式

新舊、歷史購買量、特殊節日，甚至特定新聞報導等。由於價格為動態、

即時調整，亞馬遜漲價未事先知會該品項網路商家，且中間價差也未回饋

給商家，消費者亦主觀認為是商家自身授意漲價，故引發網路商家不滿而

投訴亞馬遜44。 

在此之前，Uber 也實行過動態定價，稱之為「高峰動態定價法」。根

據此套自動定價邏輯，Uber 內部系統會綜合判定幾個參數，包括是否為尖

峰時段、目前可媒合 Uber 車輛數多寡等。若系統判斷目前供需偏離，則會

自動切換成特殊加成計費模式，藉由提高車資費率來吸引更多 Uber 駕駛上

線載客，同時縮短乘客等車時間，待供需雙方達到平衡後定價系統自動切

回一般情況的計價模式45。由於人工智慧的學習法則係電腦透過龐大資訊

 
44 SmartM 網站，「商品價格受新聞影響，電商亞馬遜也採動態定價」，

https://www.smartm.com.tw/article/33393533cea3，最後瀏覽日期：2020/7/16。  

45 陳姿妙，Uber 經營模式與法律爭議之探究，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

產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https://www.smartm.com.tw/article/33393533ce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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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行為模型來產生結果路徑，故對於此等自我學習運算模式會否經由觀察

競爭對手定價行為而在極短時間內模擬相似策略，進而形成類卡特爾組織

來尋求參與廠商的共同最大利益之限制競爭行為，近年來競爭法主管機

關、經濟學者、及法界人士等多有疑慮並引發廣泛討論46。但人工智慧自

動定價系統是否真的會導致類卡特爾的限制競爭效果，各界看法仍莫衷一

是。 

Kaymak/Waltman（2008）指出47，在僅有兩家廠商的寡占市場中，實

證發現即使不採行觸發策略，廠商也會選擇合作。市場參與廠商數量超過

兩家時也獲得合作結果，但隨著家數越多效果越不明顯．Salcedo（2015）

讓人工智慧電腦在寡占市場情境中模擬定價策略，發現個別人工智慧皆可

破解對手的策略，並據以調整自身策略48；雙方會持續提高價格至總和獲

利最大，此時合作是唯一解。在 Leibo et al.（2017）模擬情境中，A 與 B

玩家比賽誰收集到最多資源，且各自有機會能決定是否暫時移除對手資

格。實驗結果發現，當資源充足時 A 與 B 會合作，當資源匱乏時則不會合

作49。Calvano（2019）實證結果則指出，在符合經濟學理論的勾結典範假

設下，人工智慧定價程式會採報復策略，模擬情境內的每個廠商定價會趨

 
46 OECD 於 2017 柏林的國際卡特爾研討會上提及人工智慧運算與勾結行為之議

題，另歐盟競爭執行委員會、德國與法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等亦對此議題發表相

關報告。  

47 L. Waltman and U. Kaymak, “Q -learning agents in a Cournot oligopoly model,”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 3275- 3293（2008） .  

48 Salcedo, B. （2015） , “Pricing Algorithms and Tacit Collusion, mimeo,” 

http://brunosalcedo.com/docs/collusion.pdf ,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09/23.  

49 Leibo et al, “Deep Q-learning from Demonstrations,”  

https://arxiv.org/abs/1704.03732 ,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0/17.  

http://brunosalcedo.com/docs/collusion.pdf
https://arxiv.org/abs/1704.03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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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致，但較獨占性定價略低50。不諱言，人工智慧確實有可能促成參與

者間的趨同行為模式，但大多需在特定的資訊環境假設下才能達成，且趨

同效果往往隨著廠商家數增多而遞減。 

Schwalbe（2018）歸結主要文獻之實證結果，提出以下發現：其一，

採用簡單訓練法則的人工智慧較容易達成趨同效果；反之，透過深度學習

所訓練的人工智慧則失敗機率較高。其二，人工智慧訓練模型大多在固定

不變的訓練情境，但實際情況卻是快速變動，此時人工智慧需要再更新訓

練參數與模型。此外，實證文獻給予受測人工智慧的運算法則，通常為學

習自我行為的模式，尚無法確認當人工智慧各自採用不同運算法則且相互

學習後，是否仍可達成趨同效果51。 

有鑑於人工智慧可能導致廠商定價行為的趨同，且隨著人工智慧精

進，未來亦不排除會產生如人類般相互溝通之情形，此時廠商間定價行為

可能引致競爭法所謂「勾結行為」（或稱「共謀」）之限制競爭效果。OECD

競爭委員會對此一可能發展相當關注，在 2017 年舉行「人工智慧運算與共

謀」圓桌論壇，討論未來競爭法如何因應處理此一議題。表 2-3-3 為該場

圓桌論壇後，OECD 競爭委員會總結人工智慧運算對各種可能引致勾結行

為因子之影響分析52。從表 2-3-1 中可看出，人工智慧運算會明顯改變市場

 
50 Calvano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ic Pricing and Collusion”,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304991 ,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09/23. 

51 Schwalbe, “Algorithms, Machine Learning, and Collusion,”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232631 ,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09/23. 

52 OECD, Competition Division, “Digital Cartels & Algorithms”, ICN Webinar 

（2019） .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304991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23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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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尤其是市場透明度和廠商間資訊交換頻率。OECD 競爭委員會認為，

倘若市場變得更加透明並促使廠商間有能力對任何偏離均衡狀態立即反應

的話，則市場將維持在勾結合作的賽局均衡。 

表 2-3-1 人工智慧運算對各種可能引致勾結行為因子之影響 

引致勾結行為之因子 人工智慧會否提高勾結機率？53 

市場結構 

廠商家數 +/- 

市場進入障礙 +/- 

市場透明度 + 

廠商間資訊交換頻率 + 

需求變數 

需求成長 0 

需求波動 0 

供給變數 

創新 - 

成本不對稱性 - 

OECD 競爭委員會進一步指出，現行美國及歐洲的競爭法規僅規範明

示共謀（explicit collusion），即廠商間訂定明確協議談定將共同採行相同

市場競爭策略；然而，人工智慧定價卻不需透過廠商間的具體協議即可能

達成廠商勾結效果，屬於默示共謀（tacit collusion）範疇，因此現行競爭

 
53 註：+ 表示具正向影響； - 表示具負向影響；0 表示影響效果不顯著；+/- 表

示兩種情形都可能發生。  



 

49 

 

法難以適用54。 

由前述可知，影響人工智慧決策模式主要來自兩大核心：受訓資料和

邏輯模型。換言之，廠商用以訓練人工智慧的資料完整性與多元性、廠商

訓練人工智慧所採用的程式模型準確度與穩定度，這些均會影響人工智慧

運算之效能，也決定誰能掌握該技術創新市場的優勢地位。另一方面，網

路搜尋引擎技術的進步、資料開放與交換平台的推動、開源程式碼分享平

台的興起等，也提供開發人工智慧程式人員迅速學習的便利管道，為促進

人工智慧快速發展助一臂之力。 

 

 
54 OECD, “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Roundtable on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 

Annex to the Summary Record of the 127th meeting of the Competition Committee”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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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技術創新相關事業之限制競爭議題及案例實務 

第一節 技術創新與市場獨占地位 

根據公平法第 7 條規定：「本法所稱獨占，謂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

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二以上事業，實際

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視為

獨占。」所稱特定市場，根據公平法第 5 條，係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

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獨占為業者取得強大市場力的狀態，為

維持這種狀態，獨占業者通常通過將現有競爭者排除出市場，以及增加潛

在競爭者的市場參進障礙，例如降低售價、降低生產成本增加產品品質等。

前述已提及物聯網、實境技術以及人工智慧對市場參進障礙的影響，以下

將繼續針對物聯網、實境技術以及人工智慧，說明各該技術的應用，是否

會因為強化市場參進障礙從而產生獨占事業，以及是否將衍生獨占性訂價

或是增加濫用獨占力的風險。 

一、物聯網 

（一）工業物聯網（智慧製造） 

根據第二章說明，工業物聯網在各方面提升生產效率，例如加大供需

匹配的精準性，減低廠商存貨和供料及預測生產時可能產生的成本，以及

在存貨管理上使用庫存管理軟體系統以效率化存貨的管理，甚至能夠與會

計、ERP 以及其他平台整合。品質控管上，可以引進統計製程控制、先進

製程控制等驅動品質管理效能的科技。也引進機器人或人工智慧等推動產

線自動化以提高生產效率，並將勞動力轉換到其他更高技能或低重複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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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崗位。綜上而言，工業物聯網的引進可以有效率地提升製造業廠商的

生產效率。 

然而以我國國內中小企業廠商而言，如欲導入工業物聯網，尋求相關

供應商並不困難，市場上已可以找到不少提供產線物聯網解決方案的業

者，並且可以針對類型不同的製造業廠商提供各式客製化方案。而多數應

用端製造業者並非自行開發物聯網，而外部提供解決方案之服務業者，因

為市場並非寡占市場，因此並無誘因排除特定應用端製造業廠商，因此應

用端製造業者是否要利用工業物聯網提升製造能力、降低製造成本，取決

於業者的選擇，因此難以見到應用端製造業者係基於導入工業物聯網而成

為獨占廠商，更遑論獨占性定價及濫用獨占力。以下為市場上可以尋找到

的智慧製造解決方案的提供廠商（見表 3-1-1）： 

表 3-1-1 智慧製造供應商案例 

 A 廠商 B 廠商 C 廠商 

公司地點 

（服務地點） 

台灣、越南、 

馬來西亞 

台中市 桃園市 

方案內容 建立工廠配置中

心、工藝派工中

心、生產任務中

心、資訊監控中心

等 

IT 與 OT 技術的結

合、虛實整合數位分

身、機台監控與補

正、生產資源監控、

環境監控等 

MES 實踐智慧工

廠自動化生產、

CPS 整合平台、

生產履歷追溯、

生產進度追蹤及

排程管理、物料

履歷管理等 

是否獨占智

慧製造供應 

否 否 否 

是否會排除

特定製造業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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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廠商為網路上可得知物聯網解決方案供應商，如上表所示，每家

廠商方案內容大致上大同小異，皆能幫助我國製造業中的中小企業智慧

化，供應商同樣不具有獨占力，有誘因積極拓展客戶，難以排除特定特定

廠商或只為單一廠商服務，供應商亦不具有濫用市場地位的可能性。由此

可知，就目前我國市場樣態，由於提供解決方案的供應商並非寡占市場，

工業物聯網解決方案的市場非寡占市場，因此無法排除特定廠商，因此，

應用端製造業的技術取得方式多元，連帶應用端製造業無法因為獨占工業

物聯網，獲得強大產品競爭力，進而形成獨占地位，故自然不會發生獨占

性定價或是濫用獨占地位之情事。 

（二）家用物聯網（智慧家庭） 

家用用物聯網至少區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作為整個生態系統中樞的

中控系統或平台裝置，以及連結中樞的各式家電裝置，並形成一機在手控

制全家的智慧家庭服務。家用物聯網以手機為主要的控制器與訊息集散中

心，因此主要的控制設備是個人手機，並經由重要的中控系統或平台，連

結各式家電設備如監控攝影機、掃地機器人和其他智慧家電等各樣設施。

就目前家用物聯網的發展階段，目前最容易取得獨占地位的廠商是系統整

合商，而不是個別家電製造廠商。例如家中的智慧家電或掃地機器人多必

須與 Google 之 Android 作業系統的 Google Home/Google Nest mini，或是

Amazon Alexa 及其智慧音箱進行串聯，再與使用者的手機連結進行控制，

因此各式智慧家電、設備必須擁有與 Google、Amazon 的中控系統或平台

整合。 

目前我國製造業者大多集中於零組件、終端硬件、平台整合和應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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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等55，這些產品皆非最具有跨品牌整合能力的系統整合廠商。系統整合

廠商對於整套智慧家電的整合性和兼容度（compatible）具有最大的支配

力，而居於被整合的那一端的智慧家電則處於市場上較弱的地位。在現有

智慧家庭物聯網的網路中，最有可能並且最有機會濫用其市場地位的是具

有最強整合能力的系統整合的國際公司，如：Google 或 Amazon。然而，

在系統整合廠商中，也可因其整合規模、使用者數量及市占率區分出不同

市場地位，並不會因為該業者為系統整合商就必然有濫用市場地位之可

能，以部分中小型的系統整合方案廠商為例，由於其中控系統或平台皆為

專屬自身產品，該中控系統及平台並不具有整合跨品牌產品的能力，因此

其生態系相對小，若該系統本身市占率並不大，難以因為該技術之應用而

出現獨占事業。故可以說，在家用物聯網領域，生產中控系統或平台的業

者，因為擁有建立家用物聯網生態系的能力與誘因，因此該類型廠商較有

可能獲得獨占地位並有機會濫用市場地位，而我國與家用物聯網相關之製

造業業者，因為尚未發展出相應之有規模的整合系統，因此並不具有獨占

或濫用市場地位的能力。 

（三）車用物聯網（智慧交通） 

車聯網（Internet of Vehicles，IoV）就是物聯網在交通領域的具體呈

現，透過無線網路技術，讓車輛連上網際網路，並且從中衍伸各項應用，

作為實現智慧交通的基礎，智慧交通的目標為串聯所有交通環境內的終端

設備、交通工具和資訊交換平台，其關係簡要敘述如圖 3-1-156： 

 
55 吳俊逸博士個人網頁，http://ilms.ouk.edu.tw/d9534524/doc/34590，最後瀏覽日

期：2020/10/13。  

56 鉅亨網，「智慧手機最大革命：車聯網來了！」，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085155，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3。  

http://ilms.ouk.edu.tw/d9534524/doc/34590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08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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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車聯網關係圖 

然而，一個真正實用且全面的交通聯網，必須在每一個交通工具

（Vehicles）都掌握在車聯網的網路之內的前提之下才能有效。換言之，

如果任一台交通工具沒有在車聯網掌握之內，不只交通會大亂，也會影響

到道路和交通系統的安全。這樣的資訊黑洞會大幅降低智慧交通網路的實

質效益，也就是說車聯網的特性在於如果不能發揮 100％的整體全面聯

網，少掌握任何一台交通工具，都有可能使系統的整體效益下降甚至不存

在。 

另一項特點，由於交通事務由政府高度監管，而智慧交通之目的即為

解決各式交通問題，提升公眾利益，因此必然由政府主導推動，此時車聯

網內蒐集及傳遞的所有資訊都會受到交通主管機關高度監管，且就目前資

訊技術，資訊尚無法有效分散管理，會集中於某一政府掌握之平台，再將

資料分享給每一個終端設備，這兩項特點會對車聯網內的利益相關者有何

種影響，以表 3-1-2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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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車聯網利益相關者 

 交通工具 

（各類製造商） 

手機 

（使用者） 

管理平台 

（政府） 

全面聯網 

行車資料全面由

管理平台掌握 

依照行車或道路

資料自動或手動

駕駛 

接收所有道路相

關行車資料 

所有資料必須正常

運行 

資料 

集中管理 

只能掌握自身資

料，產品加入車聯

網，但對於車聯網

本身沒有支配或

改變之能力 

只能掌握自身資

料，可以取得交

通環境資料，但

對於車聯網本身

沒有支配或改變

之能力 

全面掌握車聯網內

所有資料，並且具

有觀看查閱所有交

通工具和使用者之

資料 

車聯網 

獨占力 

否 否 是 

濫用市場

地位 

否 否 政府不在討論之列 

由前述可以知道，一來車用物聯網為避免單點故障，其特性為不遺漏

任何交通工具，而來，由於交通違政府高度監管項目，政府為智慧交通的

主導者，因此不論是汽車製造商或是個人都是車聯網之參與者，而非管理

者，因此無法藉由車聯網形成獨占市場地位，二來，由於車用物聯網必須

廣納各式交通工具的特性，也不會因為該技術的應用，排除特定參與者，

也因此濫用市場力量之可能性低。 

二、實境技術 

由於實境技術之主要應用目標為，強化使用者的視覺體驗，因此該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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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多應用於遊戲、教育、行銷等領域，並與內容產業有緊密合作。與製造

生產方面的應用，主要被用以員工教育訓練，或是生產前或工程業者建造

前的模擬，也就是說製造業者利用該技術強化視覺影像的特點，降低其生

產成本，有機會強化其產品競爭力。然而，目前相關技術主要由國際大廠

把持，而我國實境技術提供商多處於新創階段，技術應用面向也以娛樂為

主要方向，因此我國製造業者若要採用實境技術以強化產品競爭力，可能

必須項國際大廠尋求相關技術資源。另一方面，由於實境技術被用以降低

生產成本，因此廠商單單仰賴實境技術的應用便形成獨占地位，其可能性

甚至低於工業物聯網所帶來的影響，因此就目前實境技術的發展樣態一應

用面向，其促成我國製造業形成獨占的可能微乎其微，更不用說獨占性定

價及濫用獨占力。 

三、人工智慧 

目前人工智慧主要應用於預測分析以及圖像處理，首先，預測分析該

應用類型再製造業的應用面向為偵蒐競爭對手價格，該技術被用於定價策

略，與市場參進障礙並形成獨占事業議題較無關。另一方面，製造業利用

圖像便是以判斷、檢驗產品瑕疵，是為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生產效率，因

此該技術之應用與工業物聯網並無不同，雖該技術提升應用廠商之產品競

爭力，但同本節於工業物聯網（智慧製造）之探討，此種技術資源涵蓋於

工業物聯網的解決方案之中，我國製造業廠商皆可以透過外部供應商取得

各該技術，因此，製造業者並非不能取得相關技術而無法跨越市場參進障

礙，或維持市場競爭力，從而導致利用該技術的廠商可形成獨占由該技術

獨占市場的力量，故人工智慧的引進會增加廠商生產品質，減低廠商生產

成本，但難以形成任何一家廠商因為利用人工智慧的獨占力和濫用市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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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可能。 

 

第二節 技術創新之聯合行為疑慮與判定 

公平法之立法宗旨明定於該法條文第一條：「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

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本法。」

該法針對限制競爭、不公平競爭進行規範，聯合行為則規範於限制競爭章

節中。由於最有可能影響市場公平競爭者為「獨占」、「寡占」的市場型

態，因此限制競爭章節開宗明義說明獨占事業於公平法中的定義。 

一、聯合行為之定義、效果及規範目的 

根據定義，可以瞭解「獨占」事業可在市場上獨買獨賣，且因產品不

具替代性，對上、下游廠商或消費者擁有絕對的議價能力，因此可以在市

場上隨意訂價。而「寡占」市場雖擁有一家以上之廠商，然而，因為廠商

數量低，廠商間聯繫的成本或交換資訊的成本較低，因此相對於非寡占市

場，廠商間相互聯合所必須付出的代價相對低，且假定所有廠商皆做理性

經濟決策，即追求利潤極大化，廠商不僅因為市場結構而必須對市場中某

一廠商之策略行為作出回應（稱為有意識平行行為），也極具誘因做出聯

合行為，以擁有對上、下游廠商或消費者的絕對的議價能力，從而實現利

潤最大化。 

（一）聯合行為之經濟條件 

前述點出在寡占市場中聯合行為之經濟條件，包含「產品同質性高」、

「事業家數少」、「市場集中度高」、「產品需求彈性低」、「市場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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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高」。由於做出聯合行為的經濟條件有助本研究後續分析技術創新是

否可能創造類似經濟條件，因此以下將以些許篇幅，以廠商共同訂價為例，

說明各經濟條件如何促成聯合行為，以便後續比較、分析技術創新之特性

及聯合行為成因之雷同性。 

1. 產品同質性高 

產品同質，意即「各廠商產品互為替代品」，也就是說各廠商面對同

一集合消費者。由於產品可互為替代，所以面同一消費者集合，廠商間互

為競爭關係，因此才有透過聯合消除競爭之誘因。廠商的銷售收入為產品

價格乘以產品銷售數量，根據此一公式可以說明，產品同質性高的生產廠

商更有誘因進行聯合行為的原因為：由於這些廠商面對相同的消費者集

合，也就是說，在產品銷售數量這個變數上，廠商彼此間互為競爭對手，

進行零和遊戲，當一方得到更多產品銷售數量的同時，通常會有其他方的

產品銷售數量下降，因此，若廠商在沒有更為先進的技術突破之前，致力

於獲得更多銷售數量的廠商將會進行減價競爭。然而減價競爭將因為收入

的產品價格變數不斷下降，使市場內的廠商收入下降，因此對所有廠商而

言，更好的、較長期的極大化利潤策略，將不是透過降低價格以提升銷售

數量，而是聯合其他廠商調整產品價格這一變數來提高自身收入。 

另一方面，若假定各該產品具備不同特殊性或特色，有別於其他廠商

之產品，並基於其產品所擁有的特色，吸引不同於其他廠商的消費者集合，

此時可以想像：第一，產品之特殊性或特色將使各該廠商面臨不同成本結

構；第二，各該廠商吸引的族群亦有所區隔，因此，倘若訂定相同價格，

因為產品的成本結構不同，將無法依據毛利率進行訂價，此時成本較高之

廠商，將面臨利潤被壓縮，而與其他廠商統一訂價，並不符合該廠商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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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的策略；第三，在產品異質性高的狀況下，廠商會更有誘因創造產

品的特殊性以維持產品競爭力。綜上，當產品異質性越高，由於面對不同

尋消費者，因此出現共同漲價或共同減產等聯合行為的可能性越低。 

2. 事業家數少、市場集中度高 

事業家數少、市場集中度高顯示，市場上提供某些產品的廠商數量少，

這種特性將會使得廠商間更容易進行聯合行為的原因在於：第一，廠商數

量少，蒐集各廠商在市場中的交易資訊，包括價格、數量等，所需花費的

成本較低，換句話說，數量少的廠商之所以使得聯合行為更易形成，其主

要原因在於蒐集資訊的交易成本較低；第二，由於廠商數量少，彼此間聯

繫、探討聯合策略的成本、討價還價協商議價的成本相對低，也就是協商

議價的交易成本低；第三，市場集中度高，將使較大的的廠商成為領導廠

商，而其他小的廠商僅能跟隨。 

3. 產品需求彈性低 

產品需求彈性低意即價格的變動不容易影響消費者購買的商品數量，

一般而言，民生必需用品的價格需求彈性低。產品的價格需求彈性低的市

場，廠商將更容易進行聯合行為的原因在於，前述提及基於其他經濟條件，

當廠商無法透過擴大產品銷售數量時，將會以調整產品價格為極大化利潤

的策略，但需求曲線為負斜率，也就是說當價格越低，需求量越高，反之，

價格越高，需求量越低，此時當廠商聯合提高價格時，若消費者對價格變

動更為敏感，因為價格提高而大幅減少購買數量的話，廠商得以提高價格

的空間就較小，否則收入將未必得以提升；反之，倘若消費者對於價格變

動較不敏感，價格提高僅會帶來小輛的銷售數量減少，此時廠商提高價格

的空間就會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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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場參進障礙高 

市場參進障礙高，意即其他廠商較難跨進該市場，成為市場上既有廠

商的競爭者，這項條件將會使聯合行為更為簡單，原因在於前述已提及事

業家數少、市場集中度高，將使聯合行為前以及進行過程中所需要付出的

交易成本下降。意即倘若該市場的參進障礙低，在聯合行為之協議達成後，

若有新廠商進入市場，並做出異於聯合行為之銷售策略時，則將破壞聯合

協議，且該策略將失其效果。反之，若市場參進障礙高，則做出聯合行為

後，較不容易需要面對新進廠商進入市場並做出異於聯合協議內容的狀

況。新進廠商作為既有廠商進行聯合行為的變數，且新進廠商出現的可能

性又取決於市場參進障礙高低，因此當廠商知悉自己身處市場參進障礙高

的市場中，則會降低新進廠商破壞聯合行為協議的預期，並更有意願參與

聯合行為。 

（二）常見聯合行為型態及其效果 

根據公平法第 15 條第 1 項：「本法所稱聯合行為，指具競爭關係之同

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

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

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

其中「合意」必然涉及「資訊的交換」。 

聯合行為置於「限制競爭」章節下，競爭的本質在於「創造差異」，

而差異使得市場上具備多種選擇，消費者便能夠根據不同考量而有不同選

擇，單一廠商無法有效限制消費者之交易選擇，從而使消費者擁有更多選

擇的自由。然而聯合行為卻透過與同業做出無差異的訂價、生產、銷售等

行為，使消費者在市場上別無選擇，此時市場上既不存在競爭活動，則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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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自可不必追求品質進步，或是提供更便宜的產品及服務，以獲取更大的

利益。常見的聯合行為型態─「共同訂價」、「聯合減產」及「劃分勢力

範圍」57。 

1. 共同訂價 

共同訂價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

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也就是說，透過聯合其他競爭廠

商，對同質性高之商品訂定一致價格，使消費者在該產品市場無其他價格

選擇。在同質性高之產品市場，由於廠商無法有效在產品品質、功能上與

其他廠商生產之產品做出區隔，此時競爭策略將會聚焦於價格，價格競爭

通常為降低價格，但價格降低雖然會伴隨購買量提升，但收入卻未必會因

此提升，因此廠商會透過相互聯合，並進行一致的訂價，以擴大收入。  

2. 聯合減產 

聯合減產即為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

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數量。而從需求曲線可推得，當交易

數量越少，市場上的均衡價格會越高，簡言之，廠商透過控制並減少市場

上的供應數量，來達到銷售價格提升的效果。不同於共同訂價，單一產品

供應數量減少，本身就會促使價格上升，並不必然必須要聯合，然而，由

於產品同質性高，倘若單一廠商減產，其他生產同質產品的廠商卻未減產，

則其市占率將會下降，甚至其他廠商可能因為單一廠商減少產量而藉機增

加產量以擴大自身市占率，因此聯合減產實務上較共同訂價更為少見，另

 
57 顏廷棟，「獨占與聯合行為之規範與案例」，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707&docid=15314，

最後瀏覽日期：2020/6/19。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707&docid=1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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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原因在於，共同減產促使組成收入的兩個重要要素─產品銷售數量及

產品價格呈現反向變動，最終收入是否會增加難以有效預測，因此廠商採

取聯合減產所面臨的風險較共同訂價為大，在廠商以極大化利潤為目標的

前提，此類策略較不易被採用。 

3. 劃分勢力範圍 

最後一種常見之聯合行為型態為劃分勢力範圍，劃分勢力範圍即為具

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

定商品或服務之交易地區。劃分勢力範圍限制競爭的方式即透過廠商間協

商，分配各自的交易地區，藉由排除各該交易地區內的其他競爭對手，使

某一地理市場內由單一廠商主導，成為該地理市場內的獨占廠商。倘若市

場特性使廠商間無法有效監督其他廠商是否離開所屬地區進行交易，則此

聯合行為就較難形成，因為廠商間無法有效信任。 

（三）聯合行為規範目的 

公平法之規範目的為，維持市場上廠商的有效競爭，促使廠商以更有

效率的方式提供商品與服務，進而維護消費者福利。聯合行為之規範目的

亦同，前述說明聯合行為之目的及效果，顯示廠商進行聯合行為時，是為

限制競爭，因此公平法對於聯合行為之規範目的，即為禁止廠商透過該等

行為，拒絕與同業競爭並使消費者負擔不必要之支出，以避免影響生產、

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情事發生，從而侵害消費者福祉。  

二、技術創新與聯合行為 

本節在於探討第二章所提及之各項重大科技創新及其特色、目前於我

國產業之應用現況以及分析我國產業特徵，是否可能造成聯合行為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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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所謂強化指的是：第一，企業進行聯合行為的手法亦有可能更為新穎；

第二，企業利用新興科技而擬定之銷售策略，可能造成實質外觀一致行為，

但卻未達成法律所稱「合意」之條件，或無從取得證據。此兩種情況下企

業透過新興科技所展現之交易行為，可能無法適用現行之公平法，因此下

將就物聯網、實境技術以及人工智慧，分別說明各該技術是否促成或強化

聯合行為，以及公平法應如何因應。 

（一）物聯網 

1. 工業物聯網（智慧製造） 

根據第二章說明目前工業物聯網（智慧製造）的應用，主要聚焦於生

產線優化，由於物聯網的「連接性」，使得廠商可應用該技術，在生產線

的生產裝置及設備上裝設感測器，搜集裝置及設備的運轉數據，並傳輸到

共同的平台上，確保產線上生產環節可被現場工作者一併掌握，以達到生

產效率的提升。然而聯合行為中，常見的「共同漲價」必須涉及價格資訊

的交換，在工業物聯網的應用情境中，由於該應用僅限於生產過程，因此

工業務聯網內僅涉及產線上的所蒐集的生產裝置運轉相關數據，而並未涉

及到價格資訊；另一方面，「共同減產」也是一種常見的聯合行為型態，

然而工業物聯網的應用亦與此類聯合行為無關，原因在於：第一，在資料

類型上聚焦於裝置與設備的運轉相關數據，與產量資料無關；第二，該類

運轉數據及衍伸的生產流程掌控模式也難以複製。 

另一方面，經座談會製造業者說明，由於目前生產線可直接蒐集運轉

數據的裝置及設備比例不一，此外所採用的感測器種類也不盡相同，因此

各生產線為整合產線上的運轉數據所建立的資料平台，是逐案（case by 

case）設計，無法複製到其他產線應用，因此提供物聯網解決方案予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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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服務提供商，因所提供的服務同質性低，故亦難以做成聯合行為，由

此可見，就工業物聯網之應用及發展，不論是技術提供業者或是技術應用

業者，其促成及強化聯合行為的可能性極低。 

2. 家用物聯網（智慧家電） 

物聯網的特性─連接性，亦在家用物聯網的應用被凸顯出來，目前家

用物聯網的發展目標為提供使用者「遠距控制」、「節能」等使用便利性，

因此處於家用物聯網內的各式家電、能源管線等，其蒐集的資訊為使用者

的使用習慣數據、收發使用者的遠距控制訊號等，以優化使用者體驗為目

標。此外，就家用物聯網的應用現況，目前尚未有應用於強化或促成聯合

行為的疑慮，原因在於：第一，蒐集的資料並不涉及銷量、訂價等資訊，

因此即便物聯網內進行資訊交換及蒐集，也並不涉及價格資訊、銷量資訊

的傳遞；第二，處於家用物聯網的各類家電，相互連接者主要非同類產品，

而是不同種類的家電。因此在傳遞的資訊並非銷量及價格資訊，且資訊也

難以在同類產品間傳遞，便無須擔心此類應用有促成聯合行為的疑慮。  

3. 車用物聯網（智慧交通） 

車用物聯網為建成實用、可即時共享資訊的交通聯網系統，系統不應

遺落任何交通工具以避免單點故障，使交通聯網系統的實用性下降。因此

可以肯定的是，為達建置車用物聯網的目的，必然要求所有交通工具連上

某一共通網路，然而，該網路所傳遞、共享的資訊為車輛在道路上所蒐集

的交通資訊，像是車流量、事故、車速等，資訊的共享並不包含交通工具

的銷量與價格，因此車用物聯網並不會促使聯合行為的發生。另一方面，

除了交通工具本體連上網形成智慧交通系統外，另外一種聯網型態為交通

能源的聯網。Gogoro Network 即為一實例，該業者之電池交換系統，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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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回到充電站時，將電池效能、行經路線等資訊傳輸至其建置平台，形

成專屬於該電池的能源使用數據庫，而這些數據庫備用以優化換電站的設

置位置選擇，目前除了睿能使用 Gogoro Network 電池交換系統以外，尚有

宏佳騰使用該電池交換系統，然而電池所蒐集的數據並不包含電池、電動

機車的銷量與價格資訊，因此並不會因為睿能與宏佳騰共用同一電池交換

系統，而使此二廠商就訂價策略、生產量進行資訊交換，並做成共同訂價

或共同減產。 

（二）實境技術 

目前實境技術的應用目標在於協助人類具象化、立體化各類畫面，也

就是說，實境技術改善過去對影像的體驗，目前應用場景多與內容產業結

合呈現，例如遊戲、娛樂及教育，另一個重要特性在「軟硬結合」，然而

根據謝京蓓對台灣擴增與虛擬實境生態圈的分析，可以發現我國深根於擴

增與虛擬實境的廠商家數，相較於美國少，且大部分著重於硬體裝置開發，

僅 HTC 結合硬體銷售、開發平台與內容製作58。針對我國擴增與虛擬實境

的硬體裝置製造商，首先，實境技術的應用為優化視覺體驗，並無強化聯

合行為的特性；第二，2018 年擴增與虛擬實境產業有 68%以上為 5 年以下

的新創公司59，顯示我國該產業發展尚未成熟，目前正積極建立軟體、硬

體商之合作機制；第三，硬體裝置須與軟體內容結合，對消費者而言，硬

體裝置作為呈現內容的輔助品，幾乎無法脫離內容而銷售。惟較為特別的

應用為與房地產業、零售業相結合。此類用途有助於消費者以更低的成本

瞭解交易相關資訊，例如模擬產品使用現況，交易相關資訊的揭露有助於

 
58 天地人文創，https://blog.tiandiren.tw/archives/23410，最後瀏覽日期：

2020/10/15。  

59 XR EXPRESS TW 網站，https://www.xrexpress.tw/，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5。 

https://blog.tiandiren.tw/archives/23410
https://www.xrexpres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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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消費者權益，但未涉及揭露更多價格、銷量資訊，使相關產業更容易

做成聯合行為。 

（三）人工智慧 

目前工智慧之應用最為成熟的是「資訊預測」類型的應用以及「圖像

辨識」的應用，其中製造業通常利用圖像辨識技術及物聯網進行品質管控，

因此同工業物聯網之應用特性，並無促成聯合行為之疑慮。而在「資訊預

測」類型的應用，根據陳和全、陳志民（2019），監控演算法、平行演算

法及信號演算法仍需人的行為，再藉定價演算法完成，因此針對「人的行

為」進行規範的現行法規架構足以因應。然而自學演算法則為目前可能「無

須透過人的行為」而達成合謀的技術，雖目前實務上無法達成，但透過模

擬可發現該情境存在的可能性60。 

因此人工智慧的相關應用及其特性，可能強化廠商間的聯合行為，抑

或促使市場出現外觀一致之行為，由人工智慧逕行決策而導致市場上出現

同時調漲價格或同時減少產量的現象時，主管機關將更難分辨背後是否存

在廠商間的「合意」，並做出相應處分。以下將說明人工智慧可能帶來不

容易判定廠商間是否違反公平法的三大類型，第一類為於寡占市場中，廠

商使用相似之人工智慧訂價公式；第二類為寡占市場使用物聯網及相似之

人工智慧銷量預測模型；第三類為非寡占市場利用相似之人工智慧訂價公

式以及銷量預測模型。 

1. 寡占市場使用相似之人工智慧訂價公式 

 
60 陳和全、陳志民，演算法與聯合行為等重大限制競爭議題之研究，公平交易委

員會 108 年委託研究（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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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類情境中，寡占市場本屬公平法管轄之範疇，處於寡占市場之業

者被認為因市場經濟特性而容易勾結，自不應進行聯合行為，因此寡占市

場內之廠商即為公平法監管範疇。而在寡占市場中，可以發現由於產品同

質性高，可以預想其成本結構相似度亦大，尤其是變動成本，因其面對之

勞動市場、上游供應商等皆類似，因此業者較有可能產生差異的為固定成

本。 

在此種狀況下，倘若業者設定類似的利潤率，並且因為成本結構相差

無幾，因此透過人工智慧所得出的訂價公式可能相似，因此面對同樣原物

料價格變動或是其他成本上漲時，業者間也可能採行相同或相類似的調價

策略，此時業者彼此間既無意思聯絡，更不可能有聯合行為之合意，卻可

能因為市場上所呈現的一致性行為，遭到公平交易委員會的開罰。因此當

公平交易委員會遇到此類情況，重要的證據是確認業者導入以及調整人工

智慧訂價公式時的公式訂定依據以及紀錄，確認公式訂定及調整過程，是

否具備聯合其他業者之意圖，例如公式內是否埋入偵測對手反應之機制，

倘若公式中涉有偵測對手之預告價格等參數，並據此調整訂價並進行價格

預告供對手搜尋，則表示業者利用人工智慧自動抓取資料的特性，不僅偵

測對手價格並調整價格，更藉由預告調價，便於對手之人工智慧抓取價格

資訊，從而進行價格資訊交流，因此可推斷此種促進行為即廠商間達成意

思聯絡及合意。 

2. 寡占市場使用物聯網及相似之人工智慧銷量預測模型 

與前述情境相同，在寡占市場之廠商本屬公平法所管轄之對象，除人

工智慧訂價模型可能使廠商在價格部分出現一致性行為，也可能使廠商在

銷量部分做出外觀一致之行為，例如日本、韓國之物聯網在農場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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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透過物聯網及大數據分析技術被應用於鏈結農具機、天氣資訊等各類農

作生長相關數據以及市場購買量之變化，並分析各式數據提供農民生產量

之調整參考，因此可以想像未來當這類技術的應用愈趨成熟，將會出現即

時預測銷量的計算模型，而廠商若一致應用該當技術，可能在聯合減產的

議題上產生疑慮，因為不論何種產品，只要透過物聯網、大數據及人工智

慧，即可蒐集、綜整市場資訊、其他生產資訊並即時調整產品生產策略。  

此時由於廠商面對相同市場以及類似之生產大環境，可能參酌類似的

參數，因此容易做出類似的銷量預測以及推動相同的生產策略，例如透過

綜合各式資訊，預測市場銷量即將下降，業者同時獲得此預測資訊後進行

預防性縮減產量，因此業者可能在相鄰時間，做出減產的決策，此時業者

呈現共同減產的現象，視為聯合行為的常見類型，但業者之減產基於對未

來前景的悲觀預測，實際具有經濟合理性，因此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此類

現象，應檢視業者之預測模型所採納的參數，是否為市場環境變化，並依

據市場環境現行或預測參數調整產量，也就是說若能確認業者之產量調整

基於避免虧損的經濟理性決策，即可排除共同減產的疑慮。 

3. 非寡占市場利用相似人工智慧訂價公式 

在此情境中，因為處於非寡占市場，故市場內的廠商非屬公平法所管

轄的對象，然而當物聯網、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等發展愈趨成熟，且越

來越多廠商透過此類技術計算產品訂價時，若出現極端狀況，也就是說在

非寡占市場，業者也可能因為運用新興科技，抓取競爭對手之定價策略，

使市場上出現一致性行為的狀況。但針對使類狀況主管機關無須過分擔

憂，由於廠商數量眾多，雖業者可透過人工智慧進行訂價或銷量預測，但

卻不代表最終定價策略不得包含人為因素，也就是說，非寡占市場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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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爭取消費者青睞，仍會透過特殊折扣或是銷售優惠與其他對手競爭，並

不必然會形成價格一致。 

另一方面，非寡占市場代表廠商數眾多，這代意味著市場參進障礙不

高，且目前市場規模足以使數量眾多的廠商留於市場內，因此若市場不存

在競爭，也會透過新進廠商的加入，迫使競爭行為再次發生，故無需過於

憂慮此類市場因為人工智慧而使市場不為競爭。因此即便在非寡占市場中

業者採取類似的人工智慧，並做出相近的訂價或產量策略，也因為競爭對

手眾多，以及市場參進障礙低而形成不同的競爭策略，也就是即便價格不

為競爭，亦會在其他面向進行競爭。 

 

第三節 技術創新之其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 

一、其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之定義 

（一）杯葛行為 

1. 杯葛行為之定義及樣態分析 

杯葛行為指的是公平法第 20 條第一款所示：「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

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也就

是說，杯葛行為透過市場上下游之交易相對人合作，對特定事業採取「抵

制」的行為，所謂抵制包括供給原料、購買產品及其他行為，並藉由這類

行為削弱特定事業在市場上的競爭能力，使特定事業在市場上處於競爭不

利的地位，或是提高市場的參進障礙。自由經濟最大的特徵即是提供交易

雙方交易的自由，因此在交易過程中，交易的雙方與各自的對手競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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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交易機會，供給方提供更有利的價格、數量以及產品品質以爭取需求

方的青睞；需求方提出更高的購入價格以獲得交易的機會。 

市場基於上述的競爭後，達到雙方願意交易的狀態並進行交易，是自

由經濟的重要特徵，然而，杯葛行為卻破壞自由交易，在市場中限制交易

使特定事業失去市場競爭力，實為擾亂市場經濟運作之行為，因此公平法

規範此類限制競爭之行為。而杯葛行為中必須有三個組成主體：杯葛發起

人、杯葛參與人以及杯葛受害人，而杯葛行為具有效果的要件為，發起人

具備促使參與人參與杯葛的市場力量，另外，由於杯葛發起人具備一定市

場力量，因此杯葛參與人未必出於自願而參與杯葛行為。以下將根據抵制

行為作為分類，簡要說明杯葛行為發生的樣態61： 

（1）斷絕購買 

斷絕購買即杯葛發起人取得杯葛參與人的協助，拒絕向杯葛受害人購

買產品或服務，如圖 3-3-1 所示，上游業者 A 要求下游業者 C、D、E 拒絕

向上游業者 B 購買產品或服務，否則將拒絕向業者 C、D、E 提供相應之

產品或服務，藉此打擊業者 B 之市場競爭力。 

 

 
61 莊春發，「杯葛行為之分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47-7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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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斷絕購買之杯葛行為示意 

（2）斷絕供應 

斷絕供應則為杯葛發起人取得杯葛參與人的協助，拒絕向杯葛受害人

出售產品或服務，正好與斷絕購買相反，如圖 3-3-2 所示，下游業者 C、D

要求上游業者 A、B 拒絕向下游業者 E 出售產品或服務，否則將拒絕向業

者 A、B 購買相應之產品或服務，藉此打擊業者 E 之市場競爭力。 

圖 3-3-2 斷絕供應之杯葛行為示意 

 

（3）其他交易行為 

前述兩類杯葛行為之意圖相當明確，即為排除競爭同業之市場競爭

力，但其他交易行為之杯葛行為則較不易看出此類意圖，例如上游廠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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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廠商合作，傷害下游廠商，或是下游廠商與上游廠商合作傷害上游廠

商。 

2. 杯葛行為之違法判斷條件 

（1）主、客體之要件 

杯葛行為是否存在須先檢視形成要件，所謂形成要件包含行為人之身

分及組成，以及行為之目的。杯葛行為的重要內涵為「具市場力之廠商與

其他廠商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對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

行為」，也就是說杯葛行為人必須為事業，根據公平法第 2 條規定，事業

包含公司、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

團體、事業所組成之同業公會或其他依法設立、促進成員利益之團體。  

此外，構成杯葛行為的事業必須有兩者以上，若為單一具有市場力之

廠商對特定廠商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行為，則非屬於杯葛行為，此

時根據案件情節，對特定廠商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行為之具市場力

廠商，可能構成無正當理由而對其他事業差別待遇之行為；另一方面，杯

葛行為所損害的對象必須是特定對象。 

（二）杯葛行為之成立要件 

前述已經定義杯葛行為由杯葛發起人與杯葛參與人協議，對杯葛受害

人發動杯葛行為，但杯葛行為是否以參與人的實際配合作為成立條件？雖

過去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裁罰的杯葛行為案例，都有參與人之配合，但根據

公平法第 20 條第一款，「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

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該條文說明只要「促使」他事業

對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則構成犯罪事實，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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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當杯葛發起人對他事業進行杯葛之要求，則可視為構成杯葛行為，而

不需以他事業之配合為構成要件，也因此不以杯葛效果是否存在作為違法

之判斷62。 

圖 3-3-3 杯葛行為形成要素比重 

另一方面，杯葛行為之效果，仰賴杯葛參與者之配合，而促使杯葛參

與者配合，其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杯葛參與者對損害特定事業亦存有意

願；第二，因杯葛發起人之市場力量，為避免成為下個杯葛受害者而不得

不同意配合杯葛行為。如圖 3-3-3 所示，在第一種情況，杯葛行為的形成，

並不取決於杯葛發起人之市場力，而取決於杯葛參與者的自身意願，然而

在第二種情況下，杯葛發起人的市場力量則至關重要。 

因此，根據我國公平法之規範，以及杯葛行為之型態，在杯葛發起人

與杯葛參與人同屬一生產階段之案例，若定義具備損害特定事業自發意願

之事業，不論數量皆為杯葛發起人，而為避免成為下個杯葛受害者而不得

不同意配合杯葛行為之事業則為杯葛參與者，此時則可發現杯葛發起人之

市場力為杯葛行為之要件。 

（一）共同標準 

1. 共同標準的形成 

共同標準主要由標準制定組織（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 SSO）

 
62 陳丰津、陳文生、陳家榮，「杯葛行為之法律與經濟分析」，公平交易季刊，

第 17 卷第 1 期，75-12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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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透過標準制定組織的集體力量制定標準，能夠避免標準戰爭所帶的

成本，另一方面，在組織框架下達成標準協議，確保設備製造商的設備能

夠相容共通，但根據標準形成的模式可以分為事實上標準及法律上標準。

事實上標準是基於事業和消費者的大量使用，自然而然地成為市場上的通

用標準，此種情況通常來自特定事業因為其技術優勢、早期投入、市場的

特殊性等要素而形成共同標準；而法律上標準則由政府部門、標準制定組

織或學術組織等具權威的組織訂定，通常具有強制力。 

2. 共同標準對競爭之影響 

除杯葛行為可能限制競爭外，訂定共同標準也可能對競爭有所影響，

但是不同於杯葛行為僅對競爭造成負面影響，楊宏暉（2015）認為共同標

準為競爭同時帶來正面與負面的影響63。隨著技術進步，尤其是資訊科技

相關或是通訊相關產品，其多樣化與複雜性使得產品間無法相容、互通，

若無法相容互通，則給消費者的使用帶來極大的不便利性，因此業者有誘

因訂定相同標準，以降低生產及研發成本，降低消費者的轉換成本，然而

共同標準在整合各產品互通性的同時，卻也有可能削弱競爭的效果。 

共同標準對競爭的正面影響與負面影響發生在不同層級，正面影響發

生在共同標準框架下的產品競爭，而負面影響則發生在不同標準間的競

爭。以下為以手機市場為例，說明共同標準對競爭帶來的作用： 

 

 

 
63 楊宏暉，「標準關鍵專利之濫用與限制競爭」，公平交易季刊，第 23 卷第 4

期，35-8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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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 手機市場之標準競爭分類 

從圖 3-3-4 可知，非 iOS 系統的行動裝置，其共同標準即為 Android

系統，共同標準可減少個別廠商的開發成本，但同時卻使共同標準獨占市

場，因此以下將以手機市場為案例，說明共同標準對競爭的影響： 

（1）共同標準對競爭之正面影響 

以手機市場為例，假設目前使用 Android 系統的所有手機製造商，都

各自開發搭載於自家手機的作業系統，各製造商握有自行研發的產品規格

及適用標準，此時市場上將出現多種手機作業系統，對生產互補產品的軟

體開發商而言，需要根據不同的作業系統，開發相應的應用程式版本，此

時軟體供應商的開發成本相當高；另一方面，對消費者而言，使用 SONY

的手機，並在手機內購買某應用程式，但若後來想換成使用 Google 的手

機，卻因為手機規格、帳號不相通的緣故，無法在新手機上使用過去已經

購買的軟體，此時消費者更換手機品牌的意願必定大大降低。 

也就是說，共同標準未出現之前，各手機製造商使用不同的規格及標

準，可以達到「市場劃分」的效果，因為消費者使用替代產品的代價過高，

消費者無法輕易在各製造商所生產的產品間轉換購買使用，即便各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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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相同的消費者需求，卻因產品規格不相通，彼此間不易替代，實質達

成「市場劃分」的效果，不僅消費者需付出較高的成本使用替代品，若有

手機製造商欲跨足、搶攻其他手機製造商之市場，以擴大利潤，先不論技

術是否涉及專利，也必須投入更多的研發成本，並不利市場參進。 

由上述可知，訂定並使用共同標準的實例即為使用 Android 系統的各

手機製造商，而其最顯而易見的正面影響有二：第一，當共同標準形成後，

廠商不必面對更多規格面向的研發，也就是說對製造商而言，可以不必分

散資源對多種規格進行研發，製造商可以在該標準下進行創新研發，面對

可預測的研發基礎，減輕研發經費較低的中小型企業的市場參進障礙；第

二，從消費者的角度出發，由於標準統一，消費者從市場上購置的各種產

品便可以相容、互通，此時消費者能夠更隨意地購買不同廠商所生產的產

品，也就是消費者轉換品牌的成本因為標準或規格統一而下降，而不必像

共同標準未出現時，為了便利性而購買與目前擁有的產品規格相容之產

品，降低消費者之轉換成本，即降低消費者以其他產品替代的成本，是有

助於製造商之間的競爭。 

（2）共同標準對競爭之負面影響 

雖前述說明共同標準對競爭所帶來的正面影響，但共同標準的訂定亦

可能為競爭帶來負面影響，根據影響的樣態，可以將共同標準對競爭的負

面影響分為主要兩大類：第一類是其他標準的競爭空間消失及可能促成獨

占事業；第二類則是共同標準將形成市場參進障礙。 

首先，由於共同標準的意思即為賦予該標準或規格「獨占地位」。假

定手機市場將 Android 系統視為共同標準，也就是手機市場上僅有搭載

Android 系統的手機，由於手機市場現在以 Android 系統為共同規格及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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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使得手機市場的所有製造商、軟體製造商僅能在 Android 系統的基礎

上進行創新研發活動，此時沒有替代標準（例如 iOS）的生存空間；倘若

共同標準並非經過市場競爭而形成，而是經由協議制定，則將產生獨厚共

同標準原開發製造商的疑慮，例如，若手機製造商組成的聯盟協議決定

Android 系統作為手機市場的統一作業系統，則可能使開發 Android 系統的

廠商成為獨占事業，由此看來，共同標準將使其他標準的競爭空間消失及

可能促成獨占事業。 

第二，隨共同標準的使用時間愈長，所形成的市場參進障礙越大，替

代標準的競爭能力將會愈低，其原因在於，愈來愈多的互補產品採用共同

標準或規格，網路效應在系統中發揮作用，此時對製造商而言，另起爐灶

打造新的標準或規格的開發成本極大。若以手機市場為例：假設目前手機

作業系統僅有 Android 系統，之後 Apple 公司開發出新的作業系統─iOS，

但現行市場上的軟體製造商已經投注大量心力於開發 Android 系統，若要

在 iOS 系統上進行軟體開發是另一筆龐大的研發成本，況且除了 Apple 公

司所生產的手機外並沒有其他手機使用 iOS 系統，此時軟體製造商基於成

本效益考量，多半不會投入以 iOS 系統為基礎的軟體開發，互補廠商的研

發投入與串聯意願，成為新行規格與標準的市場參進障礙，類似的實例即

為美國總統川普擬禁止 Google 與華為合作，希望藉此提高華為在手機市場

的參進障礙，從而降降低華為手機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從消費

者角度亦存在轉換新標準的成本高而不願使用此等不利競爭的狀況出現。  

一、技術創新對其他垂直限制競爭影響 

（一）物聯網 

物聯網主要分為三層，感測層、網路層及應用層，而本段所稱之物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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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通訊架構或標準，泛指物聯網運作時可能使用到的各式通訊協定。目前

與物聯網相關之通訊標準、協定，主要由國際上的標準制定組織所制定，

像是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第三代合作夥伴計劃（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3GPP）、

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ETSI）、oneM2M 等組織或夥伴計畫，歐盟亦在 2015 年與各主要物聯網

標準組織發起成立一個物聯網聯盟─The Alliance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nnovation, AIOTI。 

標準制定組織或夥伴計畫在討論、訂定標準的過程中，通常都會要求

參 與 標 準 制 定 的 成 員 簽 署 FRAND （ Fair ，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授權承諾，然而，第一，標準制定組織卻鮮少驗證成

員所宣稱擁有或申請中的專利是否為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 SEPs）；第二，雖然簽訂 FRAND 授權承諾，但是並沒有規則可供

判斷何謂「合理」、「無歧視」的授權金，僅能仰賴各國法院透過個案判

決得到判斷標準，例如美國聯邦法院所做出的涉及標準必要專利的侵權訴

訟案例可以歸納出幾種判斷合理與否的規則趨勢：以技術占產品元件比率

計算專利授權費、授權費的金額逐漸下降、專利權人先進行授權流程以及

不能申請禁制令。 

在 5G 網路普及化後，物聯網的應用範圍將較過去擴大，也就是說過

去汽車、路燈、垃圾桶等產品，可能都沒有聯網的需求，但在物聯網的時

代，這些線下產品可能都有連上網路的需求，以融入物聯網生態圈，此時

這些產品在製造過程中就必須符合物聯網通訊標準，若無法適用通訊標準

則可能因無法聯網而削弱產品競爭力，出現封鎖效果，然而就目前標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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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狀況，各界皆在推動整合標準，降低研發或產品改良的成本，以利物聯

網產業的發展，顯示對物聯網的發展，統一標準有利相關產業整體發展。  

因此，就通訊標準而言，可以發現產業對通訊標準的整合抱持相對樂

觀的態度，根據《電子工程專輯》，NB-IoT（Narrowband Internet of Things）、

LoRa和 Sigfox正逐漸成為主流的通訊聯接技術標準，其中 NB-IoT和LoRa

主導目前物聯網的聯街方式，佔據全球 70%的連接市場，NB-IoT 為 3GPP

訂定的低功率廣域網路（Low-Power Wide-Area Network, LPWAN）無線電

標準，而 LoRa 則為 LoRa Alliance 所推動的標準，但目前業界已有共識，

因 LoRa 屬於非授權頻譜亦受干擾，因此以 NB-IoT 為主，LoRa 為輔，惟

不同於 LoRa 和 Sigfox 使用非授權頻譜，NB-IoT 因使用 GSM 和 LTE 頻段，

必須藉由電信產業購買頻段。 

因此，在物聯網的通訊標準議題上，需要密切關注標準推動走向，但

由於目前各技術標準屬於開放使用，且仍處於競爭狀態，亦未見有具備公

權力之組織強力要求以某一標準為共同標準，雖標準制定組織要求參與制

定標準之成員需簽署 FRAND 授權承諾，且標準制定惟跨國標準制定組織

共同推動，因此封鎖效果較不顯著，但也因為國際標準組織共同訂定，目

前主管機關須注意我國業者在取得相關標準必要專利時是否面臨不公平交

易。除物聯網應用中皆會面臨的通訊協定外，以下將針對物聯網應用於不

同領域進行詳細說明： 

1. 工業物聯網（智慧製造） 

杯葛行為以杯葛發起人對他事業進行杯葛之要求，前述已說明工業物

聯網之應用，其目的為協助業者改善生產效率，透過鏈結產線內各生產裝

置、設備，整合有關生產流程裝置的運轉資訊，達到產線一體化及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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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產效能及降低生產成本，由此可見，此類應用僅涉及生產行為，而

不涉及交易行為，更遑論利用物聯網完成杯葛其他廠商之行為，因此目前

我國製造業導入工業物聯網促進或強化杯葛等其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的可

能性低。另一方面，由於我國製造業之產線多數仍處於過渡階段，也就是

說產線上部分生產裝置，設備並非直接配備感測器，而是利用外接感測器，

且存在業者於汰換生產設備過程逐步導入配備有感測裝置生產設備的狀

況，因此解決方案提供者協助製造業業者導入物聯網以改善生產效率的方

法，必定隨不同產線狀況而有所不同，因此解決方案提供者亦無法透過一

體適用的解決方案，排除特定業者使用相關技術，何況解決方案的市場並

非寡占市場。 

2. 家用物聯網（智慧家庭） 

家用物聯網與工業物聯網相似，是為利用物聯網的連結特性，將居家

環境中的各式家電相互連結至中控系統及平台，協助屋主快速及便利管理

家中各式電器。家用物聯網依靠家電產品配有感測器、訊號接受發送器，

如此一來，使用者方能即時掌控家電產品，而極致的「智慧家庭」則在建

物的建造過程中埋入感測層及網路層，並透過鑲嵌於牆上的控制平板或手

機操控居家環境內的所有事物。從韓國家用物聯網的發展歷程，發現家用

物聯網的確具有建立生態系的傾向，然而有誘因且有能力主動建置生態系

者為中控系統及平台商，另一方面也說明若家電業者要建置生態系，則必

須建置可應用於自家產品的中控系統及平台，例如小米。生態系與共同標

準可能對競爭造成的影響非常相似，但正如前述，有誘因且有能力建置生

態系者為中控系統及平台，就目前我國產業結構來看，具備品牌優良形象

的家電製造業者少，尚無能力亦無誘因建置專屬於自家產品的生態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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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製造商可能的策略為尋求與 Google、Amazon 等已開發出中控系統及平

台的廠商合作，且目前 Google Nest mini 及 Amazon Alexa 所開發出的中控

系統及平台並未限定單一品牌適用，也未要求任何與自家中控系統及平台

配適的產品不得與其他中控系統及產品配適，反而為了與其他中控系統及

平台業者競爭，而廣納各式家電廠商加入，尚未出現其他垂直競爭的行為，

因此針對此類國際大廠所生產的中控系統及平台，主管機關僅需持續關注

其物聯網生態系的連結策略，而米家智慧由於僅限於小米品牌的生態系建

置，可將其視為單一廠商之銷售策略。 

3. 車用物聯網（智慧交通） 

車用物聯網的終極目標為建成「智慧運輸系統」，第二章也說明所有

交通工具、環境參數必須連上該系統，方能發揮作用，因此根據該技術特

色、使用目的，首要可以排除利用物聯網執行其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或

是因為適用相關技術與否而產生共同標準之議題；另一方面，車用物聯網

的建置由政府高度管理，因此提供交通解決方案的業者，雖獲得建置或運

營該系統，亦不應適用公平法。 

除了智慧運輸系統外，車用物聯網有一子項為「車用能源聯網」，案

例即為我國電動機車的換電系統。在說明電動機車電池規格之前，以下先

說明我國的電動機車發展概要，2009 年政府開始推動電動機車產業發展，

2011 年環保署訂定「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系統補助辦法」，2013 年經濟部標

檢局公布「電動車輛直流充電站」之介面、安全及通訊等三項 CNS 國家標

準，同年環保署選定「城市動力」公司電池為電池交換系統統一規格。2017

年行政院擬改採換電式的 Gogoro 電池為新一代標準，四大電動車業者（光

陽、三陽、中華、台灣山葉）表達反對換電式電池，經濟部則宣布電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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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推廣模式將改採充電、換電並行模式，2018 年充電式電池標準已有共

識，但換電式電池因光陽等機車業者抵制 Gogoro 換電系統，因此換電式

公版未達共識。隨後 Gogoro 宣布將「免費授權」其他業者使用 Gogoro 的

換電專利技術、電池及換電系統，僅需支付相關零件成本，2019 年宏佳騰

發表首款採用 Gogoro 核心系統的 Ai-1 Sport 電動機車。 

換電系統即為車用能源聯網，雖然由於物連網技術的特性─連結性，

使得物聯網的各式應用都帶有形成生態系的傾向，但是第一，Gogoro 

Network 透過物聯網蒐集電池使用相關資訊，主要為協助業者分析電池使

用狀況，以及換電站的設置位置，以優化電池效能及調整換電站位置，協

助業者提供消費者更良好得電池及更為便於取得的電動車能源，此類優化

流程的應用，並非將物聯網用於限制其他競爭行為。第二，雖然車用能源

聯網具有形成生態系的傾向，事實上 Gogoro 宣布「免費授權」其他業者

使用 Gogoro 的換電專利技術、電池及換電系統的舉措，也可聯想為有意

圖建置 Gogoro Network 的車用能源聯網，然而其「免費授權」的方式，並

未排擠其他業者，單純是其他業者是否願意加入該生態系的決策，因此目

前 Gogoro Network 的建置及運行尚未構成封鎖效果。加上現行公版規格協

議僵持不下，Gogoro Network 的佈建密度相對其他業者高，有助其他電動

機車業者發展電動車市場，惟當 Gogoro Network 成為共同標準時，公平交

易委員會須注意 Gogoro Network 是否改變對其他電動車業者「免費授權」

使用換電技術的模式，從而形成封鎖效果或其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發生。  

（二）實境技術 

實境技術在各產業的應用，其目標為向消費者具象化影像資訊，在娛

樂、教育領域的應用為協助相關產品的使用者獲得良好的影像體驗；在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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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及房地場領域的應用則為協助業者向消費者模擬消費品的售後體驗，降

低消費者購買前後的體驗落差。因此該技術之應用面向，並無用以限制其

他廠商競爭之傾向；另一方面，前述亦說明實境技術的市場包含軟體及硬

體，但我國虛擬實境及擴增實境相關廠商，主要投入硬體製造，內容部分

則多由新創企業投入，僅 HTC 同時投入軟硬體。因此以實境技術為中心的

產業，存在軟體、硬體的相互依存的特性，尤其是在娛樂領域，以遊戲應

用為例，若同時掌握遊戲內容及實境技術硬體的業者，採取僅可於單一硬

體設備上運行的獨家發行策略，且該遊戲的市場競爭力高，則該遊戲的獨

家發行可能連帶強化其獨家運行的硬體設備競爭力，同時削弱其他替代品

的市場競爭力，但這類策略並不屬於其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而僅屬於廠商

的個別經銷策略，因為該業者並無法單單利用實境技術軟、硬體結合的特

性，而禁止或阻礙其他業者開發或取得類型相似遊戲的發行權。 

（三）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目前在我國製造業的應用，主要是圖像辨識類型的應用，並

與物聯網結合，安裝於產線上，協助業者辨識瑕疵品，降低生產成本，提

升生產效率。另一種應用則為藉由歷史數據進行預測，預測類型的應用，

自國際案例可發現應用於追蹤、預測價格、市場需求等，並以相關分析為

基礎做成訂價或產量調整決策。第一種圖像辨識技術的應用目的為強化生

產效率及擬定訂價及生產策略，而非限制其他業者，因此相關應用與其他

垂直限制競爭行為無關。另一方面，擁有該等技術之業者，並無法限制其

他業者獲取相關技術，人工智慧亦不存在某種特定標準而使其他業者無法

進入市場，因此亦無封鎖效果之疑慮。 

然而，在第二種預測類型的應用，因其中包含蒐集各式資訊以做成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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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流程，因此在蒐集資訊方面，可能衍生出「限制轉售價格」的其他限

制競爭行為。例如，2018 年歐盟競爭委員會指出華碩 2011 年至 2014 年間，

透過監控筆記型電腦、顯示器之線上零售價格，因而使歐洲消費者必須以

更高價格購入商品，違反歐盟反托拉斯法，並對華碩裁罰 6,350 萬歐元（約

23 億台幣）。在此案例中，華碩對線上零售商採取「維持轉售價格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並為零售價格訂定下限，透過監控技術，嚴密監控線上

零售商的出售價格，一旦線上零售商以低於華碩希望的價格出售，華碩便

會要求線上零售商提高售價，倘若線上零售商不願意配合提高售價，華碩

將可能對該線上零售商停止供貨或收回供貨。 

價格監測技術的出現讓業者能以更為低廉的成本獲取市場的價格資

訊，凡公布於線上通路之銷售方價格，皆可透過爬蟲技術獲取，意即業者

可隨時掌握各通路之訂價，或可達成價格追蹤，因此當價格監控技術被用

以限制其他廠商之價格的依據時，將使業者執行限制市場競爭的手段更為

強壯。然而，價格監測技術雖能夠降低業者獲取價格資訊的成本，但仍需

廠商做出要求或禁止其他業者銷售，或威脅斷貨等行為，廠商並非利用價

格監控技術後，即不必做出杯葛或其他限制競爭行為，而達成其目的，也

就是說，目前相關技術應用能協助業者降低完成限制競爭行為之成本，卻

無法替廠商完成限制競爭行為，行為人仍為廠商。 

 

第四節 技術創新之消費者剩餘掠奪 

一、掠奪消費者剩餘方法 

公平法規定之初衷，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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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公平法。獨占廠商在無法取得消費

者願付價格以進行差別取價的情形下，將採取市場上的獨占單一定價來最

大化自身的利潤，此價格將因市場內無其他廠商與之競爭而處於高水準；

若是廠商能夠區分不同消費者間的願付價格，並且能夠針對個別消費者進

行不同的訂價，此種情形稱為差別取價。以最為極端的完全差別取價為例

子，廠商向每一個消費單位取得該消費單位的最高願付價格，由於完全差

別取價使獨占廠商向每個客戶收取最高願付價格，因此取得所有消費者剩

餘。 

二、技術創新與掠奪消費者剩餘 

（一）物聯網 

1. 工業物聯網（智慧製造） 

工業物聯網用於提升生產效率，與會計、ERP 以及其他平台整合降低

廠商管理存貨和供料及預測生產時可能產生的成本。另一方面，透過引進

製程控制、先進製程控制等驅動品質管理效能的科技，於產線上進行品質

控管。此外也可能於產線上引進機器人或人工智慧等技術。因此，工業物

聯網並非應用於定價策略，因此不涉及獨占單一定價及差別取價的議題。

此外，這類情形如本章第一節所述，由於工業物聯網解決方案的市場暨非

寡占市場，且服務提供商亦為外部廠商，因此也不存在工業物聯網得以形

成製造業者無法跨越之市場參進障礙，進而形成獨占事業，使業者具備足

以濫用市場地位之能力，既無法透過此技術應用獲得獨占地位，更遑論利

用獨占地位，進行獨占單一定價或差別取價。 

2. 家用物聯網（智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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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家用物聯網的推動階段是以手機為主要的控制器，搭配蒐集及發

送訊息的中控系統及平台，其中最有誘因及能力建置生態系者，為掌握可

連結家電產品之中控系統及平台製造商，目前我國最為大宗的跨品牌系統

整合商幾乎為國際大廠，如 Google、Amazon 等，作為具有能力掌控生態

系的中控系統廠商，其最有可能擁有以生態系為後盾的獨占地位，但該地

位並無法使該廠商對消費者進行獨占性單一訂價及差別取價，原因如下：  

第一，各系統整合商仍存在競爭關係，例如 Google、Amazon、小米

等廠商，仍在中控系統及平台的市場產生競爭；第二，由於目前並未有中

控系統及平台的製造商禁止各該家電業者之產品連結其他中控系統及平

台，因此亦能確保中控系統及平台製造商間存在競爭的環境，積極廣納各

式家電設備，而家電用品亦可能可同時連結兩種以上中控系統及平台，因

此消費者轉換中控系統的成本不高，也因此目前系統整合商亦尚未具備獨

占性單一訂價的能力；第三，家用物聯網並非用以蒐集消費者的願付價格

相關資訊，因此亦無法協助業者對各該消費者進行差別取價。 

3. 車用物聯網（智慧交通） 

根據第二章說明，車用物聯網最終將被應用於智慧運輸系統，是以終

端設備、交通工具、和交通主管或監管機關串聯起來的大型交通網路。如

本章第一節所述，車用物聯網必須在每一個交通工具都掌握在車聯網的網

路之內，此一前提之下才能有效。且車用物聯網所有資訊會受到交通主管

機關高度監管，此外，車用物聯網所蒐集的資訊為交通環境、交通工具在

運行過程中的各式參數，其應用涉及交通運行規劃但不涉及產品或服務訂

價策略，因此車用物聯網的使用，並不會成為強化或促使獨占性單一定價

或差別取價的手段。另一方面，車用物聯網的子項─「車用能源聯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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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功能為傳遞能源使用狀況，再者可能與車聯網相同蒐集交通工具之行

經路線，用以推動或規劃自家產品之服務優化，目前尚未將各該資訊用於

產品或服務提供的定價策略，因此亦不促使或強化獨占性單一定價及差別

取價的行為。 

（二）實境技術 

依據第二章說明，實境技術的應用在於提高消費者的視覺體驗或將更

具體的交易資訊傳遞給消費者，因此實境技術本身並非用於訂價策略，而

在呈現資訊，且呈現的資訊類型為影像，而非價格資訊，因此實境技術無

法被業者應用於進行獨占性單一訂價或差別取價等行為。然而第二章也同

樣提到，實境技術的軟、硬體結合特性，使得多數實境技術相關產品須同

時銷售軟體及硬體，此種特性則與搭售（Bundle）相似，可能在某種程度

上侵蝕消費者剩餘。 

以 PS 遊戲機現行銷售模式為例：PS 從最初始的電視遊戲機，透過科

技整合，進一步往線上商業網路進發，並且由於 SONY 獨家製作的「獨占

遊戲」由於不會出現在其他遊戲機上，讓 PS 遊戲機的市占率更進一步增

加。2019 年，PlayStation4 市占率為 56%，勝過同期機種微軟 Xbox One 的

25%，以及任天堂 Switch 的 19%。PS4 2020 年累積總銷量超過 1.06 億台。 

如先前所分析，此種具有整合軟、硬體能力的廠商，若在軟體或硬體

任一市場上具有主導地位，可能會讓這個廠商具有影響另一市場的能力，

藉具備市場地位的項目，以搭售方式使消費者購買較不具吸引力的另一項

產品。儘管目前 PS 遊戲機並未進行獨占性單一訂價或差別取價，但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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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易看到其遊戲機和周邊產品採取搭售的方式進行銷售64。 

圖 3-4-1 PS4PRO遊戲機與其他產品搭售圖 

從圖 3-4-1 可知，PS 遊戲機和其獨占遊戲及週邊商品皆有大量的需求

量，以一台 PRO4 主機原價 9980、遊戲 980 及週邊商品皆 980 為例，搭售

價就為 9980。此種搭售即為可以多收取消費者剩餘之搭售，並且搭配之遊

戲或設備皆不是最熱門或最多需求之產品。比如可能是搭配較冷門的遊

戲，並以原價計算（不以優惠價），平常這款遊戲可能以原價根本無法銷

售出去。此種搭配方式可以透過和 PS 這種具有足夠需求的產品搭配來進

行銷售。 

綜上可以看出，實境技術本身不會被廠商用以進行獨占單一定價或差

別取價，但是實境技術相關產品其軟、應整合的特性與 PS 遊戲機相似，

只是將遊戲機更換為頭盔或其他產品，因此若廠商因為自身優越的軟硬體

 
64 MOMO 購物網，

https://www.momoshop.com.tw/goods/GoodsDetail.jsp?i_code=8059790&osm=feeb

ee&utm_source=CPA&utm_medium=feebee_PJJtBIFWJAACQkXrQEiM5KA%3D%

3D.99，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3。  

https://www.momoshop.com.tw/goods/GoodsDetail.jsp?i_code=8059790&osm=feebee&utm_source=CPA&utm_medium=feebee_PJJtBIFWJAACQkXrQEiM5KA%3D%3D.99
https://www.momoshop.com.tw/goods/GoodsDetail.jsp?i_code=8059790&osm=feebee&utm_source=CPA&utm_medium=feebee_PJJtBIFWJAACQkXrQEiM5KA%3D%3D.99
https://www.momoshop.com.tw/goods/GoodsDetail.jsp?i_code=8059790&osm=feebee&utm_source=CPA&utm_medium=feebee_PJJtBIFWJAACQkXrQEiM5KA%3D%3D.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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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能力，並透過軟體及硬體其一的市場地位，則有可能透過搭售方式，

將另一項目銷售給消費者，即便該項目之市場競爭力可能低於其他替代

品，以此收取消費者剩餘。 

（三）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目前主要應用類型為預測分析及圖像辨識，其中預測分析的

應用類型，主要在歷史數據的蒐集並用於預測分析，該應用面向可透過電

子介面並藉由人工智慧運算以及大數據資料分析，得知消費者針對產品的

偏好、消費組合和消費週期，甚至可以透過 IP 所在的地點消費時間等推算

消費者的所得以及預算等等，隨著得以分析的資料越多，越能得知消費者

的願付價格。這樣的應用可以讓廠商進行差別取價或電子介面客製化搭售

組合（Bundle）。因此在這樣的介面中，廠商可以透過投放不同種銷售組

合的搭售價進行銷售，或是提供消費者更接近於其願付價格的產品售價。  

假設廠商可以控制其電子銷售介面，並且任意利用自身產品做優惠搭

售，假定有兩種類型的產品，A 及 B 為一類，I 和 II 為第二類。這兩類產

品有某種程度的互補品性質，消費者可以接受兩類產品組合搭售一起購

買。並且 A 和 B 的成本皆為 20 元售價皆為 150 元，I 及 II 成本皆為 10 元

售價皆為 140 元。若廠商在甲和乙兩種類型的消費者各 100 人，於第一次

消費時，以節慶等名目推動以下的優惠搭售組合，為 A+I、A+II、B+I 或

B+II 的組合，並且甲和乙根據自身對四種組合的願付價格做消費選擇，並

且消費一組之後，會因為自身預算不會再消費另一組，消費結果如下表

3-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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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廠商第一次推出的搭售方案 

主要頁面 頁面附屬的搭配品，二擇一 總消費金額 廠商利潤 

I，價格 140 A，特價 29 B，特價 29 169 139 

II，價格 140 A，特價 29 B，特價 29 169 139 

消費者選擇 

 I+A I+B II+A II+B 

甲類  50 50  

乙類 50 50   

廠商可從以上的消費結果即數據中得知對於甲類消費者而言 I+B、

II+A 兩種組合都在甲類消費者的願付價格內，換言之，乙類消費者願付價

格內的組合是 I+A 和 I+B。且廠商還有下一次投放價格組合的機會，若廠

商希望繼續試探消費者對於相同組合的願付價格，可以採取不同方式讓同

一種組合與不同的售價，透過消費者的行為探查消費者的願付價格。假設

廠商在第二次機會趁著節慶或其他優惠期間做以下組合銷售，反過來利用

A 和 B 當主要頁面，I 和 II 當做搭售頁面，並且消費者所出的反應如下表

3-4-2。 

表 3-4-2 廠商第二次推出的搭售方案 

主要頁面 頁面附屬的搭配品，二擇一 總消費金額 廠商利潤 

A，價格 150 I，特價 29 II，特價 29 179 149 

B，價格 150 I，特價 29 II，特價 29 179 149 

消費者選擇 

 I+A I+B II+A II+B 

甲類   100  

乙類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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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這個推算過程簡單，做出如上表較直接的結果，廠商在第二次的

搭售方案知道甲類消費者對 II+A 的願付價格組合大於 179 元，並且原本甲

類能接受的第一次搭售方案中的 I+B，於 179 元的價格甲類是不能接受的。

同理乙類消費者對 I+A 的願付價格組合大於 179 元， I+B 於 179 元的價格

乙類不能接受。 

這樣的推算雖將現實世界的過程簡化，僅透過兩次測試就推測出消費

者之願付價格結果，但即使現實可搭售組合很複雜，但測試願付價格的試

驗和推算過程邏輯大約如此，廠商可以使用資料庫分析，先根據過去的資

料將消費者進行分類，之後以介面搭配各種不同優惠組合測試並歸納消費

者的消費偏好及交易行為，再使用計算能力比人腦更高的人工智慧，分析

不同類消費者的願付價格，最後根據結果來找出能賺取最多利潤的定價。

而做出的選擇也可以用以檢驗資料分析的消費者分類結果是否合理，兩者

可以循環檢視驗證，最終可以利用個人化的電子介面做出客製化的搭售組

合及售價，透過差別取價的訂價貼近消費者的願付價格，此時廠商將可在

消費者不知不覺的情況下獲取更多消費者剩餘。 

此種搭售方案在不管各式各樣的電子介面中都可以看到，因不同時

間、季節、節慶或假日中都會出現不同價格，消費者彼此間可供選擇購買

的組合不同，因此組合價格亦不同。然而此類人工智慧應用其行為人應為

建構平台等服務的業者，這些科技公司會向製造業收費以提供這些運算或

資料分析服務，針對此類應用，主管機關反而需要擔心平台服務業者的大

者恆大特性，使得平台服務市場缺乏競爭者，從而衝擊到合作的製造業者

與消費者，僅能接受平台業者所推動的定價策略（不論是獨占單一定價或

是差別取價），而無從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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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從國際案例看新創事業結合之限制競爭疑慮與

評估工具 

第一節 新創事業結合之限制競爭效果 

近十年來全球大型科技企業併購活動相當活躍，Gautier 及 Lamesch

（2020）指出，Apple、Amazon、Google、Facebook、Microsoft 等五大科

技巨擘於 2015 至 2017 年間合計併購數達 175 件，僅 2017 年這五家科技巨

擘併購新創之金額即高達 316 億美元65。其中，人工智慧在雲端運算、物

聯網、虛擬實境及擴增實境等創新技術的同步發展下，開拓更多跨域應用

的可能性，成為各領域企業競逐發展的技術領域，人工智慧相關企業之併

購案因而快速增加：依據 CB Insights，2016 年全球人工智慧企業併購案件

數為 87 件，2019 年攀升至 231 件，四年間成長 2.65 倍66，為創新併購案

件之大宗。 

包含併購在內的事業結合議題，一向為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所重視。

例如，美國克萊頓法禁止「足以實質減少競爭或導致獨占」的事業結合，

特別關注水平結合後市場集中度之變化，同時衡酌該結合是否具有潛在不

利於競爭之效果67；歐盟 2004 年第 139 號規章（Council Regulation No. 

 
65 Marc Bourreau and Alexandre de Streel, “Big Tech Acquisitions: competition & 

innovation effects and EU merger control”, Centre on Regulation in Europe, 

（2020） .  

66 Roberto Torres, 2020, “AI acquisitions hit record numbers in 2019 as 

consolidation wave grows”, CIO DIVE website, Jan. 24.  

67 劉孔中，「論結合管制之理論與實務」，公平交易季刊，1-38（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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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004）為其結合管制之法源依據，目的在禁止事業因結合行為導致重

大限制歐盟單一市場競爭情況68。我國公平法對事業結合之管制方式，採

事前申報異議為之，於第 11 條至第 13 條明定事業結合之市占率和銷售額

申報門檻、除外適用情形，並載明若該結合案件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

競爭之不利益者，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 

因此，本節將從近年來人工智慧、物聯網、實境技術領域事業結合案

件，梳理創新事業結合之特性，剖析技術創新事業進行結合之誘因，探討

這類結合案件可能導致的限制競爭議題，以及我國創新事業結合現狀與趨

勢，供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參考。 

一、近年創新事業結合的目的及型態 

如前所述，近十年來 Apple、Amazon、Google、Facebook、Microsoft

等五大科技巨擘之併購案件逐年遞增，綜整併購目的，以升級既有技術為

主要考量，占將近七成；其次為多角化經營之業務拓展考量，占三成左右

69。此外，觀察近年在人工智慧、物聯網（含車聯網）、AR/VR 等技術創

新領域，結合案件多為大廠收購掌握關鍵技術或人才或客戶資源的新創公

司，且多屬該大廠積極開發的新產品功能或新事業版圖，如下表 4-1-1。 

 

 

 
68 陳瑾儀，「參與 2014 年歐盟競爭總署訓練實習計畫出國報告」，公平交易委

員會出國報告（2015）。  

69 張嘉玲，「併購動向觀測系列：是大吃小還是武功升級、脫胎換骨的賽局？以

科技五哥併購為例」，https://findit.org.tw/researchPageV2.aspx?pageId=1062，最

後瀏覽日期：2019/7/30。  

https://findit.org.tw/researchPageV2.aspx?pageId=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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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近年重大創新事業結合案件之類型 

技術創新

領域 

廠商 

（產業別） 

新創 

（技術別） 

結合模式 

車聯網及

自駕車 

通用汽車 

（汽車） 

Cruise Automation 

（感應器和運算

技術） 

於生產流程導入將部分車

型轉化為自駕車之技術，並

納入該家新創之技術人才。 

英特爾 

（晶片） 

Mobileye 

（機器學習與圖

資開發） 

將英特爾的高速運算及連

網技術與 Mobileye 的機器

學習與圖資予以整合，開發

汽車駕駛輔助系統。 

Moovit 

（交通大數據） 

運用 Moovit 大數據庫精準

分析客戶需求，以提供更好

的自駕交通模式。 

智慧家庭 

三星 

（手機） 

SmartThing 

（物聯網） 

將 SmartThings 智慧家庭中

樞與 App 導入既有的家電

和手機兩大產品之中。 

Kngine 

（人工智慧） 

運用 Kngine 的人工智慧搜

尋引擎來強化 Bixby 的語

音助理及智慧喇叭功能。 

語音助理 

蘋果 

（手機） 

Voysis 

（語音處理） 

運用 Voysis 線上購物語音

助理技術，改善蘋果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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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創新

領域 

廠商 

（產業別） 

新創 

（技術別） 

結合模式 

Siri 語音辨識功能。 

AR/VR 

蘋果 

（手機） 

NextVR 

（虛擬內容平台） 

運用 NextVR 在影視娛樂和

運動賽事的 VR 體驗技術，

蘋果可強化其 2018 年推出

ARKit平台的AR/VR體驗。 

在車聯網部分，通用汽車默默布局智慧運輸生態系，除了在 2016 年宣

布併購新創 Cruise Automation，將該新創運用感應器及運算技術轉化部分

車型為自駕車之創新技術，導入通用汽車自家生產流程。其後並宣布與共

乘新創 Lyft 之投資合作案，同時通用汽車旗下也推出 Maven 租車服務70。

國際晶片大廠英特爾於 2016 年 11 月成立自駕車事業群，2017 年併購以色

列汽車機器學習與圖資開發新創 Mobileye，英特爾提供自動駕駛的基礎科

技，包括行車路線規劃及即時駕駛決策，Mobileye 則擁有汽車電腦影像辨

識技術，且擁有與車廠及供應商的汽車產業關係，併購後將提供物聯網汽

車解決方案71。2020 年 5 月英特爾宣布收購以色列交通大數據應用程式新

創 Moovit。如此一來，英特爾旗下 Mobileye 可運用 Moovit 的交通大數據

 
70 揚晨欣，「通用汽車併購新創 Cruise Automation，網羅自駕車人才」，，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38916/BN -2016-03-12-041822-81，最後瀏覽日

期：2020/9/23。  

71 林妍溱，「英特爾以 153 億美元收購自駕車平台商 Mobileye」，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12728，最後瀏覽日期：2020/10/05。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38916/BN-2016-03-12-041822-81
https://www.ithome.com.tw/users/%E6%9E%97%E5%A6%8D%E6%BA%B1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1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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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更精準預測客戶需求來提供合適的交通模式72。 

而家用物聯網部分則為，2014 年國際手機大廠三星收購智慧家庭平台

新創 SmartThings，該新創擁有智慧家庭中樞和應用程式技術，並整合亞馬

遜 Alexa 語音助理，且擁有 IFTTT（if things then that）雲端服務73。三星

接著在 2016 年收購美國人工智慧公司 Viv Labs，2017 年聘請先前負責開

發 Google 助理和微軟的 Cortana 的 Larry Heck，2018 年收購埃及人工智慧

新創 Kngine，其運用 Kngine 的人工智慧搜尋引擎來強化 Bixby 的手機語

音助理及智慧喇叭功能，提供使用者以聲音控制智慧家電之選項，協助三

星建立完善的智慧家電體系74。另一方面，前述亦提及，手機目前為家用

物聯網及車用物聯網的重要控制工具，為強化自身手機的應用服務，蘋果

自 2016 年以來持續收購多家小型新創公司，其中包括 Turi、Silk Labs、

Laserlike 等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技術之新創企業，2020 年 3 月底至 4 月底

期間，亦陸續收購兩家新創公司，分別為致力改善自然語言處理能力的愛

爾蘭新創Voysis以及天氣預報 App Darksky75。 

二、技術創新事業結合之誘因 

歐盟執委會近期研究併購技術創新事業對市場競爭與創新研發效果之

 
72 羅昀玫，「強化自駕車布局 ! 英特爾砸 9 億美元收購以色列新創 Moovit」，鉅

亨網（2020）。  

73 斐有恆、林祐祺，「物聯網無限商機：產業概論 X 實務應用」，碁峰出版社

（2017）。  

74 科技產業資訊室，「三星 Bixby 生態體系，再併購人工智慧公司 Kngine」，

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4255，最後瀏覽日期：

2020/10/23。  

75 林麗珊，「一週內收購三間新創 !蘋果不受疫情影響，持續以外部創新強化現

有應用」，https://meet.bnext.com.tw/articles/view/46364，最後瀏覽日期：

2020/10/23。  

https://www.crunchbase.com/organization/voysis
https://darksky.net/forecast/40.7127,-74.0059/us12/en
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4255
https://meet.bnext.com.tw/articles/view/4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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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其中歸納併購技術創新事業之誘因包含： 

（一）獲得規模經濟效果 

Lucas（1988）及 Romer（1986）開啟當代新經濟成長理論先河之內生

性成長模型看法，其指出知識不具敵對性且具外部經濟性，可藉學習效果

累積，擁有規模報酬遞增特性或至少規模報酬不變，以致高科技等知識型

產業之事業經營規模越大，其經營成本越低，競爭力越強76。人工智慧等

創新技術事業知識含量高，亦傾向透過各種方式來擴大經營規模，「結合」

為事業擴大經營規模的方式之一。 

（二）獲得競爭對手的先占優勢（pre-emption） 

Cabral（2019）指出，唯有當競爭對手擁有先占優勢時，先進廠商

（incumbent）才有誘因去併購競爭對手，如競爭對手取得創新技術的專利

權，或新創企業開發出新的技術。 

（三）以低成本獲得被結合事業之知識創新 

Gans 和 Stern（2003）指出，先進廠商擁有資源，新創企業擁有創新

技術或核心人才，當該先進廠商掌控了關鍵的互補性資產（ critical 

complementary assets），則新創企業有極高動機選擇出售技術給先進廠商，

而非直接進入既存市場。此時，若因技術轉讓成本過高或人才流動障礙較

高，則先進廠商會選擇直接併購新創企業而非採購買方式。 

以垂直整合來說，Coase（1937）認為，廠商評估是否將原本在市場上

的交易轉化為廠商內部經濟活動進行垂直整合時，如併購或自行成立原料

 
76 馬泰成，「結合管制：效率與公平間之取捨」，台大管理論叢，第 28 卷第 3

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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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部門、自行建立銷售管道等，交易成本大小為重要考量因素。另外，

Masten（1991）、Conner 和 Prahalad（1996）認為，當技術頻繁改變使廠

商面對較大的技術不確定性，此時知識無法有效移轉傳遞，則垂直整合商

業模式有利企業降低組織內部成本77。 

三、創新事業結合之型態 

依事業所屬相關市場的產銷次序，其結合主要分為三大型態：水平結

合、垂直結合及多角化結合。水平結合，係指在相關市場內特定產品的兩

企業間存在可能競爭關係，經由結合而增加相關市場內之市占率，進而提

高整體市場集中度。從上列表中近期創新事業之併購案例來看，併購者與

被併購者非屬同一相關市場之競爭關係；換言之，物聯網、人工智慧及實

境技術領域之創新事業結合可能導致的限制競爭議題，較不適合以水平結

合型態來分析。 

垂直結合，係指在相關市場內特定產品的供應者與需求者間之合併，

藉此擴大經營規模或降低營運成本。傳統科技業之垂直整合仍屬上游至下

游之生產流程整合，而網際網路產業之垂直整合，各階段之間不一定互為

供應商或銷售服務商之關係，但因所提供之技術、產品或服務乃完整產業

體系之一環，而形成垂直整合關係。例如 Microsoft 同時經營第一層、第二

層和第四層的網際網路業務78，其與 Yahoo!簽訂合作協議，同意在合約期

 
77 朱博湧、鄧美貞、黃基鴻，「垂直整合與虛擬整合商業模式之績效比較：台灣

積體電路產業實證」，交大管理學報，第 25 卷第 1 期（2005）。  

78 根據 Barua et al.（1999）分類標準，第一層包含電腦與伺服器製造商、網路軟

硬體設計或製造商等基礎設施層，第二層包含網頁開發軟體、網路資料庫、網路

應用等網路應用層，第四層包含製造業網路門市、電子零售業者、網路娛樂等網

路商務層。  



 

99 

 

間由 Yahoo!授權旗下核心搜尋技術專屬於 Microsoft，此結合申報案件則屬

網際網路業務第二層（網路應用）和第三層（網路中介）之垂直結合79，

經由此結合，Microsoft 完整涵蓋了網際網路業務的第一層至第四層。 

物聯網、實境技術和人工智慧等新興科技之應用，建構在網際網路之

運行上，其可能產生的結合型態近似網際網路業務的垂直結合。以物聯網

為例，其技術發展架構大致可分為感測層、網路層和應用層：感測層關鍵

技術包含無線感測及辨識技術，網路層關鍵技術包含有線網路技術和無線

網路技術，應用層關鍵技術則包含雲端運算及大數據分析80。未來競爭法

主管機關於處理物聯網創新事業結合案件時，可關注併購企業和被併購企

業是否發生如同前述 Microsoft 併購 Yahoo!核心搜尋技術之垂直結合。 

多角化結合係指，結合廠商在特定相關市場內無垂直之供應或客戶關

係，亦無水平之現有或潛在競爭關係。綜觀前列表中各創新事業的併購案

件，被併購廠商多為擁有特定領域之關鍵技術新創，與併購廠商未屬於同

一產品或服務之相關市場，被併購時也尚未具有明顯的供應或客戶關係，

偏向併購廠商有意跨足新市場取得綜效之併購。以蘋果併購 NextVR 為

例，蘋果所屬相關市場為智慧型手機，NextVR 所屬市場為影視娛樂及運

動休閒，兩家企業於結合發生之時未屬於同一相關市場，也未具有明確的

供應及客戶關係，但蘋果為從手機市場跨入 AR/VR 市場，採取併購 NextVR

來提升自行發展 ARKit 的技術力，可視為擴大業務範疇的多角化結合。 

 
79 劉楚俊，「網際網路產業之垂直整合對公平交易規範之啟示 -以廣告字拍賣市

場為例」，公平交易季刊，第 20 卷第 2 期（2012）。  

80 許裕佳，「物聯網在貿易上之可能應用與影響」，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https://web.wtocenter.org.tw/mobile/page.aspx?pid=327552&nid=252，最後

瀏覽日期：202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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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新事業結合之限制競爭議題 

（一）關注垂直結合與多角化結合的限制競爭議題 

如前所述，近年物聯網與人工智慧等領域之技術創新事業結合案件，

較近似垂直整合及多角化整合型態，故未來探討這類結合案件是否引致限

制競爭議題時，可從競爭法學理及產業經濟實務上垂直結合與多角化結合

之可能的限制競爭來思考。 

1. 垂直結合 

Blair 和 Kaserman（2009）將垂直整合區分為兩大類，一為「向前整

合」（forward integration），一為「向後整合」（backward integration）。

所謂「向前整合」係指上游廠商延伸事業範圍，以合併或新建廠房等方式

取得下游生產或銷售階段產能者；所謂「向後整合」係指下游廠商取得上

游產能者。 

廠商進行垂直整合之行為，主要係為透過兩個層面來獲得競爭優勢，

分 為 策 略 層 面 （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 和 效 率 層 面 （ efficiency 

consideration）。根據 Osegowitsch 和 Madhok（2003），廠商希望藉由垂

直整合來擴張規模以取得市場獨占地位，此為策略層面考量，同規模經濟

理論；同時，廠商為降低原物料採購、人力聘僱和通路鋪排之交易成本，

亦會進行垂直整合，此為效率層面考量，同交易成本理論。亦即，在上游

市場的獨占廠商，為提高市場力量、差別取價、榨取利益（rent extraction）

或增加參進障礙，有可能向前（forward integration）進行垂直整合；在下

游市場的獨占廠商，為消除連續加價（elimination of successive markups）

之無效率、產品決策內部化與勞務外部性之內部化，也可能向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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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ward integration）該產業廠商。 

垂直整合雖可為廠商帶來策略面的規模經濟、效率面的成本下降，卻

也可能提高產業整體之限制競爭。美國司法部與歐盟執行委員會所頒布的

非水平結合準則均指出，垂直整合廠商的存在有可能促進市場中相關廠商

的勾結81。而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11

條亦載明：「一般作業程序之垂直結合申報案件，本會得考量下列因素，

以評估該結合之限制競爭效果。」顯示垂直結合的限制競爭效果為國內外

競爭政策與產業組織理論所關注的議題。 

根據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11 條，

垂直結合之限制競爭效果包含：結合後其他競爭者選擇交易相對人之可能

性、非參與結合事業進入相關市場之困難度、參與結合事業於相關市場濫

用市場力量之可能性、增加競爭對手成本之可能性、導致聯合行為之可能

性、其他可能造成市場封鎖效果之因素。 

2. 多角化結合 

多角化結合係指，結合廠商間無垂直之供應或客戶關係，亦無水平之

現有或潛在競爭關係。Watson（2003）認為，此類型的事業結合，從市場

績效角度來看常被視為正向或中性效果；然若此類結合產生封鎖效果，則

有反競爭效果之虞。歸納相關文獻研究，廠商進行多角化結合可獲得以下

「範疇效益」，即公平法之整體經濟利益。其一為「範疇經濟效益」，指

參與結合事業因多角化結合而使資源互補或進行更有效率之多元運用；其

二為「消費者效益」，指參與結合事業因多角化結合而能提供消費者更多

 
81 黃泓智，「垂直整合廠商利於下游對手交相謀？」，政大商業評論（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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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性或提升產品效用；其三為「技術效率」，指參與結合事業因多角化

結合而進行技術移轉或聯合開發技術；最後則是「提高產業競爭力」，指

參與結合事業因多角化結合而提升經營管理效率及企業競爭力82。 

多角化結合雖可帶為整體經濟面帶來範疇效益，卻也可能產生封鎖效

果之限制競爭不利益。歸納相關文獻研究，廠商進行多角化結合可能產生

以下「封鎖效應」。其一為「掠奪式定價」，指參與結合事業因多角化結

合而提高對產品之定價能力，進而產生訂價上之侵略性商業行為；其二為

「搭售式銷售」，指參與結合事業因多角化結合而以利誘交易相對人或對

消費者搭售之方式，擴大自身營業額；其三為「交叉補貼」，指參與結合

企業因多角化結合而以內部資金補貼子公司，企圖影響另一市場之正常運

作，以排除競爭者並取得獨占地位之效果83。 

根據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12 條，

多角化結合之限制競爭效果包含：法令管制後改變之可能性及對參與結合

事業跨業經營之影響、技術進步使參與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可能性、參與

結合事業原有跨業發展計畫，及其他影響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之因素。由

此來看，事業結合後是否進行跨業經營之限制競爭，為競爭執法機關主要

考量之因素。 

（二）其他須關注之限制競爭議題 

除了傳統的垂直結合與多角化結合所可能引致的限制競爭議題，人工

 
82 施錦村，「多角化結合範疇效益、封鎖效應與市場績效之關連：多角化結合類

型的干擾效果」，商略學報（2010）。  

83 施錦村，「多角化結合範疇效益、封鎖效應與市場績效之關連：多角化結合類

型的干擾效果」，商略學報（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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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與物聯網等創新技術領域之併購案件，在尚有以下議題需特別關注： 

1. 不易達到結合申報門檻 

從國際結合審理之經驗，技術創新事業之結合案件涉及創新研發和資

料處理，被併購方多屬草創階段的新創事業，在營業額、資產規模及市占

率上可能都不太容易達到競爭法主管機關所訂之申報門檻。2018 年國際競

爭網路（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結合工作小組（Merger 

Working Group）研討會議指出，被併購事業雖屬小型或新創公司，以資產

規模、營業額或資本額計算之市占率或許很小，但可能掌握關鍵技術、人

才或客戶基礎，合併後結合原本企業資源，可能造成市場參進障礙。由於

被併購事業具有很高的市場潛力，從經濟利益面考量，併購者通常願意高

價買下，此時併購案件之交易金額或許更能反映兩者合併後之市場影響力

84。Cunningham、Ederer 及 Ma （2020）的實證研究發現，既存廠商為維

持既有市場優勢而發動「殺手併購」（Killer Acquisitions），且持續性併

購規模低於結合門檻的新創企業，以規避主管機關的結合審查85。 

2. 事業結合的競爭限制效果之判斷 

歐盟執委會近期研究技術創新事業併購對市場競爭與創新研發效果之

影響，其中針對技術創新事業併購之限制競爭效果，歐盟執委會運用傷害

理論，指出以下可能的限制競爭效果。首先，歐盟執委會在 2012 年有關思

科對網路通訊服務之訴訟文書指出，技術創新事業往往為爆發性成長型產

 
84 楊佳慧、蔡惠琦，「出席「2018 年 ICN 結合研討會」出國報告」，公平交易

委員會（2018）。  

85 Colleen Cunningham, Florian Ederer and Song Ma, “Killer Acquisitions”, Penn 

Economics（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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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其創新週期較短，目前的大規模市占率往往為一時現象；在動態競爭

市場下，市占率不盡然是市場力的有效指標。歐盟執委會認為，此時應分

析被收購企業是否為併購企業的潛在競爭者，且對併購企業而言顯著存在

競爭威脅：第一，潛在競爭者已擬定具體市場進入計畫；第二，市場上未

有足夠數量的潛在競爭廠商可對併購企業形成壓力。 

此外，創新技術事業之產品競爭範圍變化快速，廠商間產品可能由互

補變成替代，導致廠商間由過去的多角化關係（conglomerate relationship）

轉變成為水平整合關係。歐盟執委會指出，可從以下兩個面向來判斷是否

出現水平整合之限制競爭效果：第一，併購企業因獲得被併購企業帶來的

網路效果或使用被併購者擁有的關鍵資料，而形成市場參進障礙並從中獲

取利潤；第二，對現存技術領域或生態系形成競爭限制效果，此為技術創

新事業結合之主要目的；第三，技術創新事業結合後，因市場參進障礙提

高而使其市場力顯著增加。 

五、我國創新事業結合之特性與限制競爭議題 

相較於國際市場在過去十年間平均每年 3.57 兆美元的新創併購規

模，台灣在過去十年間只有 28 例新創併購案。然而面對全球數位經濟崛

起，各國以技術和資金為競爭力戰場，加上物聯網與人工智慧等新興科技

應用趨勢蔚為主流，國內科技業者也面臨升級轉型問題，在既有企業結構

無法迅速調整的限制下，併購新創成為企業加速創新並提升競爭力的可行

方式。資誠管理顧問公司於「2019 台灣 CEO 前瞻大調查」指出，22%台

灣 CEO 希望透過合資來驅動企業成長，並有 16%台灣 CEO 希望透過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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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驅動企業成長86。 

另一方面，對台灣新創企業而言，雖然長期目標主要係初次公開發行

（IPO），但若該新創企業的技術或創業概念無法轉換成為營收與獲利，

此時被其他企業併購而達成技術、人才與資金的互補，站在產業創新角度，

亦為良好的方式。此外，國內 AR/VR 及區塊鏈技術應用市場尚在萌芽階

段，新創業者普遍傾向彼此間合併以壯大規模提高利潤。又或者因物聯網、

實境技術與人工智慧等新興科技之爆發性應用，企業面臨需迅速補足新技

術或擴充用戶規模，來縮短企業固有技術與新技術之落差；例如，專精於

人工智慧的沛星互動科技（Appier），先於 2018 年收購印度新創 QGraph，

接著於 2019 年底再收購日本 Emotion Intelligence87。 

在台灣，企業透過併購新創業者來建立自己的生態圈，以 Line Taiwan

為代表案例。Line Taiwan 於 2015 年 12 月啟動新星計畫（PROTOSTAR），

加強與早期新創團隊之接觸聯繫，提供 Line 的平台資源作為創業者提供服

務的媒介，逐漸深化與新創業者的合作關係，從創業輔導、投資入股進而

併購，藉此以 Line 為核心平台扶植產業垂直發展並多元化生態圈88。 

綜整以上文獻探討及三場座談會之意見，本研究認為，傳統製造業者

刻正導入新興科技進行轉型升級，而物聯網、人工智慧、實境技術領域之

 
86 連以婷，「併購法規鬆綁、無形資產認定，明確帶起台灣企業創新轉型動能」，

科，https://technews.tw/2019/11/14/ma-forum-in-meet-taipei-2019/，最後瀏覽日

期：2020/10/23。  

87 郭冠纓及孫欣，「新創業者的併購思維」，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8944/4393882，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9。  

88 盧奕昕，「從 0 開始與創業者並肩！Line 企業戰略資深總監：期待台灣 M&A

環境有水到渠成的一天」，https://meet.bnext.com.tw/topic/view/186/46451，最後

瀏覽日期：2020/10/19。  

https://technews.tw/2019/11/14/ma-forum-in-meet-taipei-2019/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8944/4393882
https://meet.bnext.com.tw/topic/view/186/46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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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產業在台灣尚處萌芽階段，廠商持續進入且多方割據。面對全球供應

鏈結構變化與智慧產業崛起下國際大廠之競爭，國內廠商和新創企業透過

投資或併購方式，一方面可從外部力量促成企業創新，二方面也可提升國

家整體的創新能量與新興領域的產業競爭力。當然，在此過程中，由於單

一新創企業併購案件往往未達現行結合審議門檻，而國內外平台業者透過

投資或併購新創企業來擴大生態圈，是否產生垂直或多角化結合的限制競

爭效果，仍有待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持續關注留意。本章第二節將提供國

際結合案件處理原則與經驗，第三節則對結合審議原則是否需調整進一步

討論。 

 

第二節 借鏡國際案例的判定實務 

一、技術創新如何改變結合案件之判定 

競爭法政策的核心假設是如降低廠商的市場集中度，能相應提高市場

績效，並增進消費者福祉，諸如更低的市場價格、更高品質的商品、以及

更高的市場產出。然而，Katz 及 Shelanski （2006）指出89，此假設在技術

創新領域和新產品流動（flow of new products），並不全然被接受─相反的，

當市場集中度越高時，往往帶來更多的技術創新。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

遇到的難題為，事業結合案件審查是否應將技術創新因素納入考量？實務

上應如何判定創新事業結合？以及更關鍵的問題：傳統處理結合案件的判

斷準則和法院判例，判斷基礎係降低價格和增加產出，是否能和增進技術

 
89 Michael L. Katz & Howard A. Shelanski, “Mergers and Innovation,” 74 

ANTITRUST LAW JOURNAL , 2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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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之目的相符合？ 

綜觀文獻資料，創新事業結合案件之判定模式，相較於傳統處理結合

案件的判定模式，有以下兩大顯著差異：第一，「創新影響」（innovation 

impact）效果，係指創新事業結合在根本上改變傳統結合案件的判定模式。

創新影響效果關注的重點並非市場結構如何影響技術創新，相反的，而是

著墨在技術創新將如何改變結合後（post-merger marketplace）的市場結構

及市場競爭。例如，過往判斷廠商的市場力量時，經常會以結合時之市占

率為指標，但卻忽略創新事業結合後，可能迅速改變市場供給者等市場結

構90；第二，「創新誘因」（innovation incentives）效果，即執法機關和法

院在個案判斷時，為充分分析結合案件對市場帶來之衝擊，應將創新事業

參與結合之誘因納入考量。舉例而言，創新事業往往認為透過併購，能為

交易雙方帶來或刺激更多技術創新。但執法機關可能忽略交易雙方參與併

購的「創新誘因」，而僅從併購案可能降低市場競爭之角度，即反對該創

新事業之結合91。 

二、「市場集中度─競爭─消費者福祉」之假設 

依據傳統結合案件判斷原則，越高的市場集中度，會降低市場競爭，

從而減少消費者福祉及市場效率。此一判斷邏輯又被稱為「市場集中度─

競爭─消費者福祉」假設。 

（一）技術創新對傳統「市場集中度─競爭─消費者福祉」假設之影響 

由於技術創新帶來的潛在影響，極有可能與當前的市場集中度無關，

 
90 Katz & Shelanski, supra note 89, at 12-13.  

91 Katz & Shelanski, supra note 89, 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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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如技術創新造成市場劇烈改變時，則「當前市場集中度」與「未來消費

者福祉」間的連結將相當薄弱；從而動態產業（dynamic industry）下的當

前市場集中度，也不再是判斷未來競爭狀態具有意義的指標。簡言之，當

特定產業的技術創新幅度越劇烈，廠商今日的獨占力量，將越不能作為預

測未來市占率的可靠指標92。 

（二）技術創新之「市場集中度─競爭─消費者福祉」假設 

運用市占率預測創新事業結合的影響，會有以下需克服之難題：第一，

如何評估市場集中度？應該以產品銷售量的市場集中度為基礎，或是以研

發（R&D）的集中度作為基礎93？第二，應如何處理預期競爭？此問題在

於新進者加入的預期競爭，相較於降低市場售價或增加產出，更可能刺激

技術創新的研發動能。縱使事業對研發的投入，不一定保證未來能開發新

產品，但因競爭者可能受到刺激而跟進投入創新，最終仍達到提升消費者

福祉之效果。研究團隊以下將依照蒐集文獻，討論市場集中度與技術創新

之間的關聯性。 

1. 市場集中度與研發（R&D）之關聯 

依據熊彼得競爭理論（Schumpeterian’s competition），完全競爭之市

場結構，僅有在靜態情況下始可能創造有效率的資源配置，相反的，不完

全競爭市場結構中的大型企業，反而是技術創新的最有力引擎94。因此，

就動態觀點而言，允許具獨占力廠商的存在，反而有助於技術創新與經濟

 
92 Katz & Shelanski, supra note 89, at 14-15.  

93 Morton I. Kamien & Nancy Schwartz, “Timing of Innovations Under Rivalry,” 

ECONOMETRICA,,50–51（1972） .  

94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 at 106（19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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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然而，熊彼得競爭理論亦受到許多後進文獻挑戰。Fellner （1951）指

出，熊彼得競爭理論討論獨占市場的極端個案，相較於完全競爭市場，反

而是完全競爭市場能鼓勵降低成本的技術創新（cost-reducing innovations）

95。Scherer （1992）指出，無論是獨占市場或完全競爭市場，均能鼓勵技

術創新，而此取決於各種不同條件，不能一概而論96。Morton & Schwartz 

（1975）則指出，寡占市場是最適宜鼓勵研發新產品及製程的市場結構97。 

雖然前述研究文獻對市場結構與技術創新之關聯有不同見解，但多數

論述均同意兩者間，基於直覺具有以下互動關係：首先，當廠商面對強烈

的市場挑戰者時，為鞏固市場地位，會較有動機研發新產品及新製程；其

次，當廠商與數個競爭者角逐技術創新時，因面臨競爭壓力，會被迫更靈

活運作以打敗競爭者，但當競爭者離開時，就會降低研發誘因。獨占者為

避免影響既有事業，會減緩新產品研發效率；因此從消費者的角度，獨占

市場較不利於技術創新98。然而，具獨占能力的大型廠商，較有能力攤提

研發的固定成本；且在完全競爭市場下，因為市場上存在諸多挑戰者，廠

商如評估贏得創新競賽的獲勝率較低，反而可能使廠商均不願意投入研發

 
95 William Fellner, “The Influence of Market Structure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Q.J.  ECON .,  556（1951） .  

96 F.M. Scherer, “Schumpeter and Plausible Capitalism,” 30  J.  ECON .  LIT. , 1416

（1992） .  

97 Morton I. Kamien & Nancy L. Schwartz, “Market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A 

Survey,” 13 J.  ECON .  LIT. ,  18 （1975） .  

98 Kenneth Arrow,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 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R.R. Nelson ed. 

（19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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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而戕害整體市場的技術創新99。 

Bertrand 及 Zuniga（2005）進行實證研究，比較國內併購及跨境併購

（cross-border mergers）對研發（R&D）的影響，藉以檢視市場集中度與

技術創新之關聯100。實證結果顯示，併購對研發的影響，可能因不同產業

而 異 。 Bertrand 及 Zuniga （ 2005 ） 發 現 在 中 等 技 術 密 集 產 業

（medium-technology intensive industry），相較於國內併購，跨境併購對

研發較有正面影響；而低度技術密集產業（ low-technology intensive 

industry）則得到相反結果，國內併購對研發反而較具正面影響。 

Carmine Ornaghi（2006）對製藥業的大型併購案進行實證研究，比較

製藥廠在合併後 3 年內對研發投入及技術創新產出之影響101。實證結果顯

示，併購並未增加製藥廠的研發支出、技術創新及研發效率。但是，該研

究發現併購案，反而提升其它競爭藥廠之創新表現。 

Bruno Cassiman（2005）對 31 件合併案進行實證研究102。實證結果顯

示，併購案對研發投入及產出的影響，會因為併購雙方的技術是否具互補

性而有不同。當併購雙方的技術具有互補性時，實證結果顯示併購後的研

發產出會增加；反之，如併購雙方的技術為替代性時，研發產出反而因併

 
99 Katz & Shelanski, supra note 89, at 17-19. 

100 Olivier Bertrand & Pluvia Zuniga, “R&D and M&A: Are Cross -Border M&A 

Different? An Investigation of OECD Countries,”  24 INT’L J.  INDUS.  ORG. , 410

（2005） .  

101 Carmine Ornaghi, Mergers and Innovation: The Case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2006） .  

102 Bruno Cassiman et al., “The Impact of M&A on the R&D Proces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and Market Relatedness,” 34 RES.  POL’Y, 195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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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而減少。 

於 Justus Haucap 等人 2020 年的研究中也發現103，於併購前，若市場

存在高強度的研發，則併購會對創新帶來最大的負面效果。此外，若併購

雙方原本處於競爭地位、且研發目標互有重疊，則併購對創新的負面效果

也很大。 

綜觀以上經濟理論的文獻整理及實證研究，並不能得到市場競爭對研

發必然有利、或是市場力量必然對研發有害的結論。本研究團隊認為技術

創新並不單純受到市場集中度之影響，而應同時考量各種市場因素，亦即

建議執法機關不宜直接假設更高的市場集中度、廠商規模、或具獨占力廠

商，均會對技術創新有利；此外，市場結構和技術創新間之連結，亦宜允

個案判斷，而不能一概適用熊彼得競爭理論之假設104。 

2. 消費者福祉間與研發（R&D）之關聯 

傳統「市場集中度─競爭─消費者福祉」之假設，對技術創新而言相對

薄弱，即越激烈的市場競爭，不一定會增進消費者福祉。以專利競賽（Patent 

races）為例，由於專利權的保護，競爭廠商間早一日或晚一日研發出專利

有極大差異，故會促使廠商投資過量資源在研發上，以競逐技術創新；但

對整體消費者福祉而言，競爭廠商間投入的重複資源，顯然不利於消費者

福祉（如廠商能將資源相互配置在不同領域）。此外，競爭廠商取得專利

權之目的，可能並非為了提升創新技術或推出新產品，而僅是為阻止新進

 
103 Justus Haucap, Alexander Rasch, Joel Stiebale (2019)，”How mergers affect 

innovation: Theory and ev id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Volume 63,2019,Pages 283-325,ISSN 0167-7187,，

https://doi.org/10.1016/j.ijindorg.2018.10.003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21.  

104 Katz & Shelanski, supra note 89, at 27. 

https://doi.org/10.1016/j.ijindorg.2018.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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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進入市場（entry deterrence）。惟有一例外，當廠商結合後如構成壟斷，

因結合後廠商具有市場力量，故會降低技術創新及改良既有產品的誘因，

而影響消費者福祉。 

Katz 及 Shelanski（2006）應而指出，當廠商結合後未構成壟斷時，執

法機關不應假設結合後會傷害技術創新，而應由執法機關就傷害先負擔具

證責任。但當廠商結合後會構成壟斷時，應可先推斷會結合會傷害技術創

新，而由廠商就結合不會傷害技術創新負擔舉證責任105。 

三、科技市場及技術創新市場 

科技（technology）是技術創新的產物。科技相較於傳統商品及服務，

有以下顯著不同106：（1）產出有高度不確定性；（2）科技屬於中間商品

市場（intermediate goods markets）並有強烈的垂直性；（3）科技產出物

是資訊（information），具有邊際成本較平均成本及首次成本（first-copy 

cost）低之特性。此外，相對於傳統產品及服務，資訊傳播的成本極低，

因此市場界定時之地理因素亦不相同。 

應予區辨者，研發（R&D）是技術創新的過程，而科技（technology）

是技術創新的產物。因此，探討科技的市場界定時，應注意其為與技術創

新緊密連結的中間商品市場，而不應具焦於技術創新的過程本身107。 

除了前述「科技市場」（technology market）的探討，美國司法部反

托拉斯署兩位前任副署長 Richard Gilbert 及 Steven Sunshine，發展出「技

術創新市場」（innovation market）之概念。此概念之重要性在於，將市場

 
105 Katz & Shelanski, supra note 89, at 31. 

106 Arrow, supra note 98. 

107 Katz & Shelanski, supra note 89, at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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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從潛在產品競爭，移轉到真正的技術創新競爭。由於技術創新市場係

參與者與其投入之創新技術，並不存在實際購買之消費者，與一般的商品

市場或服務市場不同。Richard Gilbert 及 Steven Sunshine 提出的五步驟框

架為108：（1） 辨認合併廠商的重疊研發行為；（2） 辨認研發的替代資

源；（3） 評估合併廠商實際和潛在的下游競爭者；（4） 評估研發集中

度的提升，將如何影響研發投入；以及（5） 評估合併將如何影響研發效

率。然而，Richard Gilbert 及 Steven Sunshine 亦表示，此判斷框架應僅適

用於「針對特定新產品或製程之研發」。 

Richard Gilbert 及 Steven Sunshine 前述技術創新市場的概念，亦影響

美國 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反托拉斯法處理原則」，該原則即指出：「技

術創新市場應包括針對特定新產品或製程之研發，以及該研發之近似替代

產品所構成。」 

然而，Katz 及 Shelanski （2006）亦指出，隨著科技進步，科技市場

及技術創新市場的路徑，均仍有待繼續研議之處109。首先，此兩路徑並未

就執法機關是否及如何考量未與特定現在或未來產品連結的技術創新，提

供清楚的準則；其次，此兩路徑均未就市場界定提出傳統途徑的限制性及

如何針對技術創新進行修正的應用方法。 

 
108 Richard J. Gilbert & Steven C. Sunshine, “Incorporating Dynamic Efficiency 

Concerns in Merger Analysis: The Use of Innovation Markets,”  63 ANTITRUST L.J.,  

569, 597–98 （1995） .  （1）  identify overlapping R&D activities of the merging 

firms; （2） identify alternative sources of R&D; （3） evaluate actual and potential 

downstream competitors to the merging parties; （4）  assess how the increased 

concentration in R&D would  affect investment in R&D; and （5） evaluate how the 

merger would affect the efficiency of R&D.  

109 Katz & Shelanski, supra note 89, at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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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案例判定實務 

（一）案件之類型化整理 

Katz 及 Shelanski （2006）指出，美國競爭法執法機關目前已逐漸將

技術創新視為處理結合案的重要考量。就目前已發生的案例，可以區分為

以下三種結合審查之類型： 

1. 類型一：持續性的技術創新，將提升現有的產品及製程110 

在此類型下，合併雙方及同產業的競爭者處於高度競爭，在某些案例

下，合併雙方係產品市場的競爭者，並投入持續性的研發支出，以提升現

有產品及製程的品質。在部分案例，擬合併廠商尚未在產品市場構成競爭

者，但擬合併廠商各自投入的研發支出，會使雙方在未來的產品市場成為

競爭者。 

此類型案件的結合審查方式，主要仍係傳統的產品市場競爭，而不會

特別考量技術創新之因素。然而，對於未來可能在產品市場構成競爭之案

件，結合審查之核心挑戰在於：如何預測在有合併或未合併的情況下，未

來的競爭態樣？ 

當技術創新尚未轉變成有形產品（tangible product）前，持續性的研

發投入能作為證據，證明合併廠商為潛在的競爭者：即已投入大量投資及

研發進度的廠商，相較於僅少量投資的廠商，係較可能的潛在市場參與者。

此外，縱使合併廠商已是產品市場的現存競爭者，持續性的研發投入，仍

可能改變未來的市場競爭態樣。 

2. 類型二：以技術創新為基礎以取得市場支配地位之競賽111 

 
110 Katz & Shelanski, supra note 89, at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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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型案件的結合分析及產品市場競爭，並不會因為該次結合而受到

影響。其中一種案件模式為贏者全拿（winner-take-all）的競賽，例如專利

競賽下，最先取得專利的廠商將獲取市場支配地位；或是排他性軍事採購

合約案，最先取得採購合約者，將取得市場支配地位。 

在贏者全拿的案件類型中，傳統結合審查所聚焦「結合將如何改變產

品市場」的問題不復存在，核心問題反而是：結合案通過後，是否會形成

獨占市場？如從公共政策的觀點，關注的議題是結合後是否會戕害研發競

賽（R&D competition）及投資，以及是否因此造成新產品的延遲，而影響

消費者福祉。 

另一種技術創新競賽的案件模式為，擬合併者為在不同地理市場生產

相似產品之廠商，因此僅在部分地理市場為實質或潛在的競爭者。在此種

類案件模式下，傳統結合分析聚焦的價格和產品競爭將不再是審查重點；

但結合後因競爭減少，可能減緩存續廠商的技術創新及研發投入，最終影

響所有地理市場的消費者福祉。美國司法部於 1993 年審查的采埃孚公司

（ZF Friedrichshafen）與通用汽車艾里森部門結合案，即是本類型的經典

案例。關於該案之詳細介紹，請參見本節第二部分之分析。 

3. 類型三：技術創新在商業上合理的延遲112 

舉例而言，如果成功的技術創新容易因為競爭者抄襲或複製，而無法

受到完善保護時（例如智慧財產權法制不完善），則廠商會傾向搭便車

（free-riding）等待其它廠商的技術創新，而降低研發投入的誘因。而當所

有廠商均不願意投入技術創新時，就會造成市場的創新停滯。 

 
111 Katz & Shelanski, supra note 89, at 66. 

112 Katz & Shelanski, supra note 89, at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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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種情況下，競爭法執法機關需面臨以下選擇：（1） 允許所有廠

商結合，並從內部解決搭便車問題，此途徑可以促進技術創新，但會終止

產品市場的競爭；（2） 阻止結合案，此途徑會保留既有產品的產品市場

競爭，但會顯著或永久的延遲技術創新及新產品開發。 

簡言之，競爭法執法機關在此類型面臨的選擇是，應促進長期技術創

新（ long-run innovation），或是保護短期價格競爭（ short-run price 

competition）。值得注意的是，執法機關在實務上可能會採取「替代機構」

（alternative institutions）之方案，例如廠商合資成立共同研發機構（research 

joint ventures），一方面允許廠商合作研發，另一方面保留產品市場之競

爭。以下則依據上述三種案例分類，以製造業為例，分別舉例介紹執法機

關面臨併購案時，將技術創新因素納入考量時的審查結果。 

（二）技術創新結合審查實例 

1. 羅氏藥廠（Roche Holding）與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併購案 

此案件類似於前述案件類型化整理中的「類型一」。聯邦貿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於 1990 年審查羅氏藥廠（Roche Holding）

擬併購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案時，即認為可能會影響未來商品市場

並降低技術創新速度。值得注意的是，聯邦貿易委員於本案的審理重心為

兩公司在「研發」中的競爭關係，而並非兩公司於市場上現有產品的競爭

關係113。 

 
113 Richard J. Gilbert & Steven C. Sunshine, “Incorporating Dynamic  Efficiency 

Concerns in Merger Analysis: The Use of Innovation Markets,” 63 ANTITRUST L.J.,  

569, 594–95.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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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貿易委員會的主要理由是認為，羅氏藥廠與基因泰克公司在研發

愛滋病及 HIV 感染症的治療方法中，兩者係明確的競爭者。本案中兩者對

愛滋病及 HIV 的治療方法均尚在研發中，新治療方法並未問世──即執法

機關主要聚焦於廠商大量的研發投入（substantial existing R&D efforts），

從而認定擬結合廠商未來在相似產品市場中會產生實質或潛在競爭。  

聯邦貿易委員會認為羅氏藥廠在人類生長激素缺乏症（human 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的藥物研發中，已有顯著發展，因此就此部分之審查

方式，仍較著重於傳統的價格競爭，而非技術創新。然而，就愛滋病與 HIV

感染症的治療方法，羅氏藥廠與基因泰克公司兩間競爭者雖然均尚未研發

出產品，但在研發階段均投入顯著研發支出，故聯邦貿易調查委員會認為

從證據上可以明顯支持以下預測：（1） 相關的產品市場將會成長，且（2） 

羅氏藥廠和基因坦克公司是當時在市場上，最有可能就愛滋病及 HIV 感染

症研發出明確治療方法的唯二廠商。因此，本案可看出聯邦貿易委員會考

量創新因素，本結合案若通過，將會減少市場上創新研發的動力114。 

2. 采埃孚（ZF Friedrichshafen）與通用汽車艾里森部門（General Motor 

Allison Division）併購案 

此案件類似於前述案件類型化整理中的「類型二」之經典案例。采埃

孚與通用汽車的艾里森部門合計共生產全球約 85%卡車與巴士的重型自動

變速器。兩間公司在歐洲的自動變速器市場是競爭者，但通用汽車在北美

市場具有市場優勢115。采埃孚擬收購通用汽車艾里森部門。 

 
114 Katz & Shelanski, supra note 89, at 67-68. 

115 United States v. Gen. Motors Corp., Civ. No. 93 -530 （D. Del. filed Nov. 16, 

1993） , 6 Trade Reg. Rep. （CCH）  ¶ 45,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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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司法部於 1993 年審查此案時，認為縱然市場集中度（即本案的

北美市場）不會因為結合案改變，但合併後會減少采埃孚與通用汽車開發

新設計和產品的誘因。此案件明顯提出雖然特定地理市場不會受到結合案

影響其價格或產出，但可能會因為結合案後研發支出之減少，而最終影響

消費者福祉。 

依據美國司法部於本案中之審查理由，可以得知如考量創新因素，企

業結合後影響市場上的研發動能，則「影響潛在的技術創新」將成為執法

機關阻止結合案的正當理由116。 

3. 波音公司（Boeing）與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McDonnel Douglas）

併購案 

航空產業是典型的技術密集型產業。1990 年代晚期，聯邦貿易委員會

與美國司法部即曾基於技術創新的考量，而審查航空產業之結合案。聯邦

貿易委員會於 1997 年通過北美商用航空器巨擘波音公司（Boeing）及麥克

唐納-道格拉斯公司（McDonnel Douglas）之結合案。在本結合審查中，聯

邦貿易委員認為從證據上顯示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在技術上已遠遠落

後其他競爭者，而不足以對其他競爭廠商造成競爭壓力；因此，波音公司

併購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後，並不會減少未來競爭，反而能使麥克唐納

-道格拉斯公司之現有資源更佳化利用117。本結合亦可見執法機關將創新因

素的影響列入考量，而同意此併購案。 

4. 洛 克 希 德 公 司 （ Lockheed Martin ） 與 諾 格 公 司 （ Northrop 

Grummans）併購案 

 
116 Katz & Shelanski, supra note 89, at 69. 

117 Id.  



 

119 

 

此案件類似於前述案件類型化整理中的「類型二」。洛克希德公司

（Lockheed Martin）與諾格公司（Northrop Grummans）均為當時美國軍用

航空器和零組件系統市場的領導供應商，美國司法部於 1998 年審查此案

時，認為如通過此案，將使洛克希德公司成為部分軍用航空器零組件系統

（例如：早期預警雷達、光纖拖曳誘餌等零組件）的獨占廠商；此外，此

案亦將在減少其他軍用航空器零組件系統（固定翼軍用飛機、機載無線電、

隱形技術）的競爭者118。綜結而言，美國司法部認為此案如通過，將造成

零組件系統更高的售價及製造成本，並減少美國軍用航空器產業未來新產

品及新系統的技術創新。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司法部於本案中發現在軍用航空器領域，技術創

新係產業進步重中之重的關鍵，並有以下論述：「競爭對於最佳化軍用航

空器計畫的技術創新，以及將技術創新轉變為具有成本效益、具技術基礎

且高生產效率的航空器製程而言，係極為重要之關鍵119。」 

美國司法部最終以現有類似產品的競爭關係，將有助於提升技術創新

而阻止此交易案，其主要理由為：（1）證據顯示洛克希德公司與諾格公司

在重要產品均持續投入技術研發，且兩者為未來技術研發的主要競爭者；

（2）證據顯示合併案如通過，或將造成壟斷，或將在相關產品市場形成實

質支配地位，並消除技術創新的大部分競爭壓力120。 

5. 郝斯特公司（Hoechst AG）及羅納-普朗克公司 （Rhône-Poulenc）合併

案 

 
118 Complaint, United States v. Lockheed Martin Corp., No. 1:98CV00731 （D.D.C. 

Mar. 23, 1998） .  

119 Id. at 26. 

120 Katz & Shelanski, supra note 89, at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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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案 為 郝 斯 特 公 司 （ Hoechst AG ） 及 羅 納 - 普 朗 克 公 司

（Rhône-Poulenc）涉及約 160 億美金的合併案，本案被指控為違反克萊頓

法第 7 條。郝斯特公司已在市場上成功推出抗凝血劑產品，而羅納-普朗克

公司則緊追於後，已有抗凝血劑產品即將通過 FDA 的審查程序。 

1999 年 12 月，聯邦貿易委員同意本案為有條件合併，此合併案將剝

除（divest）羅納-普朗克公司有關直接凝血酶抑製劑藥物的專利權，以維

持抗凝血劑產品的競爭和技術創新機會121。此案亦明顯可見執法機關將創

新因素納入考量，並作出有條件同意結合的判斷。 

6. 安進公司（Amgen）及 Immunex 公司之合併案 

安進公司為當時美國市場上唯一有在市場上推出 IL-1 抑制劑（主要用

於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的藥廠，擬與 Immunex 公司合併。而 Immunex

公司及第三人 Regeneron 公司，則是唯二進入 FDA 臨床試驗 IL-1 抑製劑

的公司。 

聯邦貿易委員會認為，安進公司與 Immunex 公司合併後之公司，其所

擁有的專利組合，可能會阻止 Regeneron 公司或其他廠商的產品進入市

場。聯邦貿易委員會認為此合併案不僅會傷害潛在的產品市場競爭，且會

減少類似產品的研發競爭122。本案最終同郝斯特公司（Hoechst AG）及羅

納-普朗克公司（Rhône-Poulenc）合併案，係有條件合併，聯邦貿易委員

會要求合併後公司應將部分專利授權予 Regeneron 公司。 

 
121 Hoechst AG & Rhone-Poulenc S.A., FTC Docket No. C-3939 （2000） ,  

http://www.ftc.gov/os/caselist/c3919.htm ., last visited on date: 020/11/15.  

122 Complaint, Amgen Inc. & Immunex Corp., FTC Docket No. C -4056, 5-6 （Sept. 

6, 2002） ,  http://www.ftc.gov/os/caselist/c4056.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15. 

http://www.ftc.gov/os/caselist/c3919.htm
http://www.ftc.gov/os/caselist/c40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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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幾個製造業的結合案例，均可見執法機關於判斷企業結合案時，

將合併後的市場創新影響與創新誘因列入考慮，而並不單單僅考慮結合時

的市場集中度。如同 Ioannis Kokkoris 2020 年的文獻中所提到123，在企業

結合案中，競爭法執法機關不僅僅考慮價格、而會考慮對市場創新的影響

等非價格因素。 

美國之外，歐盟在企業併購的結合案審查中，亦認定將創新因素納入

考量具有正當性。如 2015 年歐盟法院於 Deutsche Börse AG v Commission. 

一案中，當時原告針對歐盟執委會基於創新因素的考量，禁止兩大股票交

易所合併的處分提起上訴。歐盟執委會做此處分的部分理由，正是基於結

合案將有害於未來的科技創新，其後歐盟法院也認同歐盟執委會有關創新

因素的分析，認為雙方的競爭關係是促進競爭的重要原因，一旦結合案通

過，雙方將失去創新的動力。 

另一個例子，則是歐盟委員會在考慮 2015 年瑞士的 Novartis 公司想收

購英國的 GlaxoSmithKline plc. ("GSK") 公司的案子，具體指出雖然本案符

合競爭法規定、但委員會仍然憂心本結合案可能會導致市場上研發皮膚癌

相關藥物的公司、從三家減少成二家，此外此結合案也可能對未來 Novartis

公司的持續創新造成負面影響124。不過，經歐盟委員會就本案進行調查之

 
123 Ioannis Kokkoris, Innovation considerations in merger control and unilateral 

conduct enforcement,  Journal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 Volume 8, Issue 1, March 

2020, Pages 56–85, https://doi.org/10.1093/jaenfo/jnz021  ,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2/21. 

124 Press Release, “Mergers: Commission approves acquisition of GSK's oncology 

business by Novartis, subject to conditions”, 2015/1/ 28,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5_3842 , last visited date 

on 2020/12/25.  

https://doi.org/10.1093/jaenfo/jnz02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5_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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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因認為市場上有其他公司擁有可和 Novartis 相抗衡的研發實力，故此

歐盟委員會最終於 2015 年底同意本結合案125。 

日本為了因應數位經濟及許多大數位平台公司藉由收購新創小公司來

維持市場優勢的狀況，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Fair Trade Commission)曾於

2018 年底公布「因應數位平台經濟興起的基本改進原則」(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Improvement of Rules Corresponding to the Rise of Digital 

Platform Business)，指出目前數位平台巨擘收購行為對創新造成的影響，

在目前的競爭法架構中尚未被充分的評估。足見日本亦意識到創新因素在

結合案中考量的重要性。不過比較而言，美國的資料最為豐富、理論和案

例的歷史也最悠久。日本政府對此尚在討論階段、且限縮於數位平台經濟，

並未擴及製造業。 

 

第三節 技術創新的現行審議結合標準及管制措施之評析 

一、新科技、創新市場與政府角色 

在當今科技進步的潮流中，其實各國的政府機關都會面臨同樣的問

題：即政府的組織架構不容易及時因應科技演進的變化。因為公部門的組

織架構，必須遵守法定的預算編製與行政流程，因此回應科技變化的速度

無法太快。。雖然如此，研究指出政府的各項措施對科技創新有極大的影

 
125 Case M.7872 - NOVARTIS / GSK (OFATUMUMAB OUTOIMMUNE 

INDICATIONS), 2015/12/18,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7872_329_3.pdf , , last 

visited date on 2020/12/25.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7872_329_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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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126，因此在競爭法的管制與執法上，吾人亦必須正確理解新科技創新對

市場帶來的影響，以避免找錯解方。 

從公平法的角度而言，首要面對的問題是：是否將創新因素於競爭中

的影響納入考慮。關於此一問題的立論發展與相關國外案例，已於上一節

討論過。以我國規定而言：若考慮創新因素於競爭中的影響，則於技術創

新中，由於技術發展的部份在目前公平法的架構底下，有「公平交易委員

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該「原則」中即提到，公平會審

議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不受授權協議之形式或用語所拘束，而將著重技術

授權協議對下列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s）可能或真正所產生限制競爭

之影響。相關市場的考慮則包括利用授權技術而製造或提供之商品所歸屬

之「商品市場」（goods markets）；與該特定技術具有替代性而界定之「技

術市場」（technology markets）；以可能從事商品之研究發展為界定範圍

之「創新市場」（innovation markets）。 

因此，依據我國公平法的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則，事實上可見我

國公平法的精神，認為技術市場或創新市場確實存在競爭，某種程度上也

呼應上節所提、考量創新因素於競爭法中的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技術透過智財權保護，但智財權本身即具有壟斷的特

性，和公平法「公平競爭」的目標有其矛盾之處127。強大的智財權如關鍵

專利，更成為產業技術標準的一部份，以至於有許多學者提出原本適用於

 
126 Taylor, Margaret R.; Rubin, Edward; Hounshell, D avid （2018）”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Action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 SO2 Control.” Journal 

Contribution ,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2001） .  

127 李素華，「專利及專門技術授權與公平法規範」，智慧財產權月刊，90 年 7

月出刊。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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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體型態之基礎設施的「關鍵設施」理論，也應可適用於智慧財產權領域，

以強制近用（強制授權）平衡智財權的壟斷性質128。 

除了調和智財權與競爭法，處理此問題更困難的部分，可能在於科技

所帶來的創新與競爭型態的轉變，將考驗現行公平法中創新市場界定的原

則。 

（一）競爭法與創新市場定位 

在因為創新而改變市場競爭秩序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三種主要結

果。第一個結果是是所謂顛覆式的創新。例如：UBER 一進入市場，傳統

計程車就受到很大威脅。Airbnb 進來飯店業者的情緒會有很大起伏，因為

他們進來將顛覆原先整個市場的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若在競爭法

的角度去分析這些問題，就常會提到裡面有不對稱管制的問題。因為，既

有的業者要受到很多法規的限制，如計程車業者作為職業駕駛人，要受到

健保、勞工保險等等的規制，但是 UBER 就不用。因而，競爭法就會關切

這些問題，從不對稱管制作為出發點，是不是該把新進業者拉到跟原有業

者一樣的標準，或是把舊的解除其限制使其跟新的競爭者一樣，在一個相

同的起跑點，那這是競爭法裡面一個可供討論的議題。 

第二個結果，也有可能是舊的打敗新的競爭者。因為通常一般在談創

新時，都會覺得新的理念必然很好，一定會在市場上攻城掠地，或一定會

使整個市場變大，但其實這也不一定。有時候，舊的兢爭者才是繼續屹立

不搖，這看似好像又回歸競爭的本質問題。亦即，既有的業者，因為他們

長期在市場當中，特別是在數位經濟底下，透過這個數據的收集，創造出

 
128 李素華，「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為中心」，

公平交易季刊，第 16 卷第 2 期，104-10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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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效應，這又是另外一個競爭的問題。這結果變成既有的業者是受到粉

絲、消費者的網路效應，甚或是過去法規的保護，導致新的競爭者不容易

進來，這是第二個值得去討論的競爭法管制問題。 

然而，第三個問題則是最普遍的，在公平法的管制實務上較常遇到。

亦即，在這整個創新競爭的過程中，不管是舊的業者或新的業中退出，它

是一個慢慢退出市場的過程，那這過程中就會產生很多的競爭手段，以及

這些管制手段，是否違反公平法的情形產生。例如：這樣的情況，不管在

哪個技術階段都會發生，回顧早期火車、蒸汽機剛出現的時候，影響馬車

業者慢慢退出市場，而隨著科技進步，電腦、手機的出現，有些市場中的

競爭者因為技術帶來創新、漸漸從市場淡出，是一直存在的現象。 

（二）創新競爭與傳統產品競爭之差異 

傳統的產品競爭比較強調的是一種價格成本，透過提高價格、控制成

本，而去產生利潤極大化。然而，在技術創新所帶來的競爭型態裡面，如

同上一節中所述，許多學者都指出，重點不在這種靜態的觀察、而更需考

量後續的動態市場影響。例如許多數位平台商業模式所帶來的創新，在傳

統公平法注重結果（如價格）的檢驗中，消費者免費得到服務，似乎並沒

有任何競爭的問題，但從「創新的過程」來檢驗129，結果就不同。 

這就如同以智財權保護所形成的技術產業標準，其影響與數位商業模

式中的「網路效應」亦有其相似之處。透過關鍵專利保護的技術創新，形

成產業標準，業者可得到利潤的極大化。同樣的，許多數位商業模式提供

免費服務予消費者，看似不理性，但消費者數量愈來愈多，業者本身也就

 
129 Hou, Liyang., “Impact of innovation on competition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blocking applications,”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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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變成一個「產業的標準」。傳統競爭模式重在討論業者的獲利，但對

這些技術創新者而言，在乎的可能是創新之後未來的大量獲利。 

（三）技術創新對於競爭法的影響 

在上一節中以提及，考慮創新因素，重點在不局限於結合當時的市場

現狀，而可能著重在市場未來的創新效應或創新誘因。從市場面來看，創

新可能帶來更多未來獲利。 

個別產業的創新，對公平法的挑戰可能須視具體情況而定。例如於技

術創新對於公平法挑戰在於，在傳統的公平法思維中，經常會談到對水平、

垂直跟多角化結合的管制。但，如研究所指出130，傳統的結合管制架構較

著重靜態的競爭分析，旨在防杜結合後事業間缺乏價格競爭，侵蝕消費者

福利。然而，高科技產業卻常以創新與研發作為競爭的優勢因素，因技術

生命週期短暫，事業唯有不斷創新才能享有市場優勢地位，動態競爭更符

合高科技事業透過創新彼此競爭的本質，且少數事業享有顯著市場優勢地

位未必代表欠缺競爭，結合帶給消費者的福利亦不必然低於價格競爭帶來

的福利，當代結合管制應納入創新的考量，個案中容許（甚至鼓勵）一定

程度的市場集中。 

再以藥品市場的創新與併購為例，由於藥品開發需要漫長的時間，藥

品市場中的併購，學者亦指出與其考量這些企業對現有治療藥品的市占

率，更應該考慮其在藥品創新的市場能量131。因此要討論技術創新對公平

 
130 蔡儀，競爭法水平結合管制研究─以高科技產業之創新為中心，台大法律研究

所碩士論文（2018）。  

131 Ben-Asher, Dror & Juris, M., “In need of treatment? Merger control, 

pharmaceutical innovation, and consumer welfare,” The Journal of legal medicine ,  

271-349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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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執法的挑戰，實際上將需要更多關於產業的實證研究。 

二、創新市場的界定 

創新市場該如何界定，對於公平法乃是一大挑戰，因為究其本質，在

創新競爭的過程當中，不論是創新過程、或是創新的結果，價格並非一個

重要的參數。舉例而言，中國在 2013 年時，曾經發生奇虎與騰訊的網路戰

爭一案132，此一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採取一個相當大膽的嘗試，就是不去觀

察價格的上漲幅度，而是審視品質降低的程度。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均衡價格為零的特定領域，不適合以一般 SSNDP

（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Decrease in Price）檢驗，尤其網

路服務提供者多通過服務、創新而非價格進行競爭，因而改採 SSNDQ

（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Decrease in Quality），以產品特

性、用途、品質進行質化分析，認定原審法院市場範圍部分界定有誤。依

上述 SSNDQ 方式，最高人民法院認為相關市場應為綜合性及非綜合性即

時通訊服務，以及行動裝置與個人電腦端即時通訊服務、但不包含社群網

路也應排除手機簡訊及電子郵件服務，同時應聚焦於核心產品市場、而無

須將其他網路平台業者納入考量。 

而隨著科技、網路的進步，以及資訊的高速生產與擴散，各類降低交

易成本的平台及新應用不斷推陳出新，其平台多具有雙邊/多邊市場的特

性。當前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亦日趨重視既有的分析工具能否與如何因應

雙邊/多邊市場所帶來的競爭法議題。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亦開始在結合案

與處分案中嘗試使用雙邊/多邊市場理論。 

 
132 顏家琳，「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首例反壟斷法適用案件—奇虎與騰訊兩大

軟體公司的網路戰爭」，公平交易委員會電子報，第 2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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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有謂133，未來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執法上，應持續關注特定雙邊/

多邊平台因所處雙邊/多邊市場特性，並進而考量採取的排他性行為對市場

創新的可能不利影響，以及大型企業集團多角化結合設立之雙邊 /多邊平

台的市場力量，與以整體營業額分析本身即跨領域經營諸多不同事業之雙

邊/多邊平台業者的市占率，可能衍生之盲點等特殊問題。同時，主管機關

也應審慎評估套用 10%市占率門檻評估雙邊/多邊平台，所為之獨家交易、

搭售或其他交易限制，是否會過度干預雙邊/多邊市場的創新行為與市場競

爭機制。 

三、創新要素的投入與競爭法 

（一）資料、演算法與競爭法 

創新過程需要創新要素的投入，創新要素可能包含人力資源與數據資

料。透過這些創新要素的投入，創新者方能創造出新的產品。而創新要素

本身，就可能有競爭的問題。例如近年來歐盟積極結合個人資料保護與濫

用市場力的競爭秩序違反。 

以資料與競爭法的關係而言，Peter Stauber 在其 2019 的文章中，以近

年引起高度討論的臉書使用者資料受到德國聯邦卡特爾署（the German 

Federal Cartel Office）調查的案件為例進行討論134。在本案中，德國聯邦

卡特爾署針對臉書要求使用者同意高度收集個人資料所可能產生濫用市場

 
133 顏雅倫，「雙邊 /多邊市場之競爭與創新─論競爭法的因應」，科技法學評論，

第 13 卷第 1 期，219（2016）。  

134 Peter Stauber, “Facebook’s Abuse Investigation in Germany and Some Thoughts 

on Cooperation between Antitrust and Data Protection Authorities,” 

https://dev.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wp -content/uploads/2019/02/CPI-Sta

uber.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15.  

https://dev.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9/02/CPI-Stauber.pdf
https://dev.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9/02/CPI-Staub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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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爭議，在最終決定中，禁止臉書要求使用者同意蒐集臉書以及與臉書

相關社群軟體（Instagram）的個人資訊，同時指出臉書按讚或是分享的第

三方網站甚或是臉書所為的分析服務，皆必須得到使用者同意。此外，臉

書使用者必須得以隨時撤回其同意，並不影響其使用臉書的權利。 

另外一點，即是演算法的進步，讓廠商可以在很短時間內瞭解其他市

場競爭者的價格變動，甚至馬上進行價格調整，這亦挑戰了公平法上「聯

合行為」的判斷135，因為演算法是自動化的運作，很難說何時成立「事業

間的合意」。於魏杏芳「電子商務、轉售價格維持與演算法」一文中，就

提及目前國際趨勢考慮深度學習演算法可能讓競爭法上的「事業合意」要

件無法成立，傾向於從「限制演算法的設計」著手管制。 

（二）人力資源與競爭法 

人力力資源的投入在創新中很重要。例如美國矽谷的科技業常見彼此

有「不互相挖角」的默契，但美國競爭法機關曾介入調查。 

美國加州矽谷科技大型公司之間曾有的協定浮出水面，他們藉助這項

手段將工程師的薪酬控制在較低水準，並壓制員工流動和發展：不積極招

聘彼此的員工；向協定公司的員工提出聘請時，通知協定公司（不知會員

工或尋求同意）；向協定公司的員工提供職位時，兩家公司都不會提出高

於一開始報的薪酬136。 

 
135 魏杏芳，「電子商務、轉售價格維持與演算法 --由歐盟產業調查與華碩案談

起」，公平交易季刊，第 27 卷第 4 期，1-36（2019）。  

136 Polden, D. J., “SYMPOSIUM ON ANTITRUST AND SILICON VALLEY: NEW 

THEMES AND DIRECTION I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59 Santa 

Clara Law Review ,  1（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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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結協定包括 7 家主要企業：Google、蘋果、Adobe、英特爾、Intuit 和

現在迪士尼旗下的皮克斯影業、盧卡斯影業，幾乎可一手遮矽谷半邊天。

在此之後，更多大大小小科技公司加入這項協定。當時的形成趨勢，是因

賈伯斯重新執掌蘋果之後，首先與 Adobe 達成同樣協定，然後是 Google。

Google 又擴大，與英特爾、Intuit 達成協定。 

許多矽谷工程師的自信在於，如果一家公司工作不滿意，只要有才華，

就有大把矽谷公司可選擇。但這項協定不僅限制工程師的自由流動，還將

薪資壓低 10%~15%。然而，皮克斯影業的前軟體工程師將這件事公諸於

世，有更多工程師發起訴訟。法院合併這起案件，最終發展成涉及 6.4 萬

名員工的集體訴訟，由 5 名工程師為代表137。 

法院最終判定科技公司敗訴，以共計 4.35 億美元巨款達成庭外和解，

6.4 萬名員工原告有權獲得補償138。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提升薪水、提供更

多就業機會，進而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產品。最後，除人力資源外，透過

各種創新要素的投入所產生的結果，將涉及智財權，如何防止濫用智財權

阻礙競爭，亦是競爭法的重要挑戰。 

（三）創新要素、新創企業與限制競爭 

由於以上所提到的人力、數據等創新要素愈來愈被大企業所掌握，也

引發學者對創新要素被壟斷、限制競爭的憂慮。如《巨頭的詛咒》（The Curse 

of Bigness: Antitrust in the New Gilded Age）一書作者吳修銘（Tim Wu）提

 
137 Davis, R. T., Talent Can't Be Allocated: A Labor Economics Justification for 

No-Poaching Agreement Criminality in Antitrust Regulation. Brook. J. Corp. Fin. & 

Com. L., 12, 279 （2017） .  

138 Polden, D. J.. Restraints on Workers' Wages and Mobility: No -Poach 

Agreements and the Antitrust Laws. Santa Clara L. Rev., 59, 579（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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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巨頭的詛咒」（the curse of bigness）一詞原先出自美國最高法院大法

官布蘭迪斯（Louis Brandeis），當年他警告企業巨頭對民主本身構成的巨

大威脅139。在他看來，一旦大企業掌握過多資源，不僅使社會不平等現象

加劇，也會導致國家權力和政府受到來自資本的不當支配，從而危及民主

本身。 

但創新要素如數據，卻愈來愈被少數數位平台巨頭壟斷的趨勢，有學

者稱之為「平台資本主義」（platform capitalism）140。平台資本主義盛行，

以及其所帶來的諸多問題，是世界各國遲早都會共同遭遇的挑戰，台灣自

不例外。目前為止，歐盟正在試圖強化針對線上服務提供者及／或數位平

台業者的課責要求，比較顯著的領域包括《通用個人資料保護規範》（簡

稱 GDPR）、歐洲單一數位市場的版權法修正草案、要求數位平台業者簽

署自律性質的《實踐準則》，以及新修正的《視聽媒體服務指令》（簡稱

AVMSD）141。 

在此同時，1890 年通過立法的《謝爾曼法案》，雖理論上可以規範任

何「壟斷或嘗試壟斷，或是與他人共謀壟斷各州之間或與外國之貿易及商

務的任何部分者」142。但這些形成於 19 世紀末期或 20 世紀初期的反壟斷

法制，似已明顯不敷當前數位時代的需要，也無法適當節制大型數位平台

的併購和資本擴張行動。 

 
139 Wu, T., “The curse of bigness,”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 75（2018） .  

140 Srnicek, N., “Platform capitalism,” John Wiley & Sons（2017） .  

141 Rusche, C., “Data economy and antitrust regulation,” Intereconomics , 54（2） ,  

114-119（2019） .  

142 Flynn, J. J., “Original intent and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Sherman Act, 33 

Antitrust Bull ,”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antitrust policy , 259（19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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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既有的反托拉斯法在數位時代已不敷所需，無法妥善節制數位平

台的權力和資本集中化。在過去幾件重大併購案（特別是 2007 年谷歌併購

Double Click 案，以及 2014 年臉書併購 Whatsapp 案）裡，主管機關皆未

能考量併購是否有損市場公平競爭，尤其是兩者合併所產生的數據壟斷優

勢，尚未被視為造成市場進入障礙及增加其市場支配地位。學界因而建議，

未來執法機關在「評估交易影響時，應該考量其數據資產」143。 

 
143 Sokol, D. D., & Ma, J., “Understanding Online and Antitrust Analysis,” 15Nw. J. 

Tech. & Intell. Prop. , 43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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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因應技術創新之競爭法與執行面議題 

第一節 國際組織與各國對競爭法關注領域與態度 

一、個別國際組織和各國的競爭法執法機構 

競爭法執法機構，亦反壟斷執法機構在各國皆具有一定的獨立性，能

夠獨立地執行國家的反壟斷法和競爭政策，其根據不同重要國際組織以及

國家，反壟斷執法機關所干預的限制競爭行為的影響面一般都很大，往往

涉及整個市場或者整個行業。現在 63％的國家有獨立的反壟斷執法機構，

即該機構不隸屬於任何政府部門。以下針對 OECD、國際競爭網路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ICN）、歐盟、加拿大、荷蘭、德國

和日本的反壟斷機構做簡介。 

OECD 最早於 1961 年成立「限制性商業行為專家委員會」，1991 年

更名為「競爭法暨政策委員會」，於 2001 年改稱為「競爭委員會」

（Competition Committee）。競爭委員會主要研討競爭政策及競爭法之制

定及執行技巧，以促進執法活動之國際化及各國政策與法規之透明化；並

制定競爭法執行之最佳實務，促進各國之執法合作，及協助開發中國家相

關能力的建置。而國際競爭網路成立於 2001 年，為提供各國競爭法規主管

機關之交流平台，並藉該合作機制解決相關政策制訂及執行之問題。  

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則如下：歐盟中執行歐洲競爭法之機關，為歐盟

執委會、歐盟理事會、歐洲議會和歐洲法院。歐盟執委會第四總署負責政

策執行。加拿大競爭局（Competition Bureau）為獨立的執法機構，競爭局

確保加拿大企業和消費者在競爭和創新的市場中繁榮昌盛，是加拿大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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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學與經濟發展投資組合的一部分。荷蘭消費和市場管理局（Authority 

for Consumersand Markets）是維護消費者和企業權利的獨立制度機構。負

責競爭監督，多個部門的特定部門制度以及消費者保護法的執行，最終目

標是創建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德國的聯邦反壟斷執法機構是聯邦卡特爾署（Bundeskartellamt）。聯

邦卡特爾署從屬於聯邦經濟部長，由 9 個決議處、1 個基礎處和 1 個歐洲

處組成。聯邦卡特爾署的每個決議處都具有獨立審理、裁決案件的權力，

不受聯邦經濟部長和卡特爾署署長的干涉。日本的反壟斷執法機構是公平

交易委員會（FairTradeCommission），隸屬於內閣總理大臣，由委員長 1

人和委員 4 人組成。委員長必須由年滿 35 歲以上，且具有法律和經濟學方

面知識和經驗的專業人士擔任，任期 5 年，經內閣總理大臣徵得議會同意

後任命，並經天皇認證144。 

 
144 外交部 OECD 競爭委員會介紹，

https://www.mofa.gov.tw/igo/News_Content.aspx?n=F29A02A9D36C47F0&sms=22

C3B697A101DF19&s=AAAE571211176F30，最後瀏覽日期：2020/10/22；外交部

OECD 競爭委員會介紹，

https://www.mofa.gov.tw/igo/News_Content.aspx?n=163B8937FBE0F186&sms=531

82B822F41930C&s=B0868E8262C28779，最後瀏覽日期：2020/10/22；歐盟競爭

法執法機關介紹，

https://www.ftc.gov.tw/upload/64010f0d -0f7d-4830-9559-8f792cf0d4ad.pdf，最後瀏

覽日期：2020/10/22；加拿大競爭局，

https://www.competitionbureau.gc.ca/eic/site/cb -bc.nsf/eng/home，最後瀏覽日期：

2020/10/22；荷蘭消費和市場管理局，https://www.acm.nl/en，最後瀏覽日期：

2020/10/22；德國聯邦卡特爾局，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DE/Home/home_node.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20/10/22；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https://www.jftc.go.jp /，最後瀏覽日期：

2020/10/22。  

https://www.mofa.gov.tw/igo/News_Content.aspx?n=F29A02A9D36C47F0&sms=22C3B697A101DF19&s=AAAE571211176F30
https://www.mofa.gov.tw/igo/News_Content.aspx?n=F29A02A9D36C47F0&sms=22C3B697A101DF19&s=AAAE571211176F30
https://www.mofa.gov.tw/igo/News_Content.aspx?n=163B8937FBE0F186&sms=53182B822F41930C&s=B0868E8262C28779
https://www.mofa.gov.tw/igo/News_Content.aspx?n=163B8937FBE0F186&sms=53182B822F41930C&s=B0868E8262C28779
https://www.ftc.gov.tw/upload/64010f0d-0f7d-4830-9559-8f792cf0d4ad.pdf
https://www.competitionbureau.gc.ca/eic/site/cb-bc.nsf/eng/home
https://www.acm.nl/en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DE/Home/home_node.html
https://www.jftc.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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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ECD經濟合作組織 

OECD 經濟合作組織於 2018 年 1 月 31 日在巴黎為競爭法執法機關的

官員舉辦研討會，以深入了解競爭法執法機關和其他機構如何識別和分析

數位化背景下出現的常見限制。在數位化快速發展下，為傳統產品和服務

而設計的現有制度框架可能不適合數位經濟。在某些情況下，它們甚至可

能阻止或減慢新數位產品和服務的開發。相反，可能需要採取新的政策措

施來實現數位化145。 

因此，研討會的目的是討論在數位化背景下競爭對制度的評估。研討

會提供一些實際示例，說明競爭法執法機關和其他機構如何識別和分析在

數位環境中出現的常見限制。基於這些經驗以及 OECD 其他成員國的貢

獻，研討會提供一個機會，以考慮 OECD 競爭評估工具包的細節是否需要

調整，如果需要的話，如何調整。 

根據這些國家的經驗，OECD 進行一個由三個部分組成的演講。第一

部分著重於平台帶來的變化，平台降低公司的最小有效規模，並擴大潛在

市場。在平台上，交易基於信任以及平台上供應商和消費者之間的配對。

在平台之前，供應商的制度和消費者互動的制度確保市場均衡對於各方都

可接受。在具有平台的市場中，雖然平台扮演著「市場制度」的角色，有

時卻不夠透明（例如，平台搜索結果的呈現未必公平）。 

第二部分涉及制度平台的挑戰及相關制度的意涵。他指出，競爭管理

部門需要表達「尚不存在的未來競爭公司」和「尚未被服務的消費者」的

 
145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Business Platforms as a Challenge for Regulation，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information/digitisation_2018/contributions/udo_m

ilkau_juergen_bott.pdf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0/22.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information/digitisation_2018/contributions/udo_milkau_juergen_bott.pdf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information/digitisation_2018/contributions/udo_milkau_juergen_bot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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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此外，主管部門可以提供幫助，因為它們具有技術專長，可以確定

何種狀態是基於競爭不足或競爭過多而引起的問題；或問題根本不是由競

爭引起的。 

最後一部分包括有關如何更新 OECD 競爭評估工具的一些建議。例

如，可以增加新的概念（例如雙向市場，垂直限制或約束），包括更明確

的討論競爭與多個制度目標（包括社會目標）之間如何取捨，並可以考慮

使用新技術來確定其他法規是否適合使用（例如「法規監理沙盒」和國際

合作）。 

（二）國際競爭網路（ICN） 

近年來，數位市場的快速成長極大地改變市場的特徵及其競爭動力。

數位市場通常涉及復雜的競爭問題，涉及多邊市場，基於平台的模型和網

路效應。這導致許多競爭法執法機關對他們如何評估競爭以及可用的評估

工具是否足以應付不斷變化的競爭格局，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與此變化相

關的是，競爭法執法機關需要繼續審查和修訂其倡導策略，並了解新技術

和商業慣例，以確保能夠實現競爭政策目標146。 

有鑑於此，ICN 倡導工作組（ICN Advocacy Working Group，AWG）

開啟一個項目以蒐集有關競爭法執法機關在數位市場中的倡導工作的資

訊，並確定與他們在非數位市場中的措施相比，競爭法執法機關對於應對

數位市場所做的倡導工作有任何變化。該項目的目的是鼓勵 ICN 成員國之

 
146 Report on ICN Members’ Recent Experiences （2015-2018）  in Conducting 

Competition Advocacy in Digital Markets，

https://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wp -content/uploads/2019/06/AW

G_AdvDigitalMktsReport2019.pdf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0/22.  

https://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19/06/AWG_AdvDigitalMktsReport2019.pdf
https://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19/06/AWG_AdvDigitalMktsReport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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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進行數位市場競爭宣導方面的經驗分享和討論，成員在與數位市場相關

的經驗中得出了幾個結論：競爭法執法機關在進行與數位市場有關的倡導

活動時的目標分為四個主要類別：向其他政府決策者提供建議、發現並更

理解競爭問題、告知利害關係人並促進討論、解決競爭問題或數位市場中

已經確定的問題；與數位市場有關的所有措施必須考慮受數位商業影響的

每個行業、商品或服務；宣導措施針對的受眾廣泛，包括政府、企業、公

眾、法院、媒體和學術界；競爭法執法機關也需參與非競爭問題，例如消

費者保護、健康、環境、財務和更廣泛的經濟政策；競爭法執法機關可以

使用各種宣傳工具和資訊管道，以達到不同的目標受眾。 

（三）歐盟執委會 

歐盟執委會為了更進一步了解數位經濟革命，出資進行有關數位平台

市場的研究。他們先執行《數位服務法案》，目的是研究數位平台主導整

個市場的狀況。眾所周知，這種大型數位平台主導市場的現象在歐盟市場

具有擴散和網路效應。所以這項研究提出如何使用法律工具（New 

Competition Tool）將這樣的影響最小化。 

數位市場的特點是「贏家全拿」。如今，數位平台已高度互連。一家

企業一旦獲得位置，就可以鞏固自己的地位。這使該企業成為市場制度的

制定者。毋庸置疑，歐盟數位市場對於中小型企業和用戶非常重要。而且

它們的重要性在未來繼續提高，因此，歐盟迫切需要對數位市場進行監管。

這一項研究會針對數位經濟的六個領域。首先會調查網路平台企業；第二

個是數據訪問權限問題；第三，數位身份相關服務；第四是服務互操作性；

第五是在不同市場中，數據的所有權；最後是資訊不對稱，導致某些平台

用戶的轉換成本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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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研究也是與即將制定的《數位服務法》有關。這項立法將為歐盟

企業提供一個公平的線上競爭環境。這對於單一市場內的電子商務發展至

關重要。《數位服務法》將成為歐盟數位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執行委員會

數位副主席在歐盟議會發表演說時提到，這項法律就是為了提出一種新的

競爭法工具，可以以通過強大的網路效應來監管網路平台市場，以確保市

場的競爭性並加強監管力道。這可以解決數位平台經濟中的一些失衡問

題。會防止歐盟數位市場的不公平情況。 

（四）加拿大競爭局 

加拿大競爭局正努力應對瞬息萬變的數位經濟及其對競爭和創新的影

響。新技術的發展，使競爭法執法機關不得不檢查這些新型業務模式是否

構成以前未曾認識到的制度威脅147。2019 年 5 月 22 日，加拿大聯邦政府

發布包含十項原則的數位憲章，政府提議加拿大應適應以人工智慧和數據

驅動產品與服務為特徵的經濟。該憲章提到競爭法執法機關需要與加拿大

競爭局合作，以考慮「數位化轉型對競爭的影響；在數據累積、透明度和

控制方面出現的新興競爭問題；當前競爭政策工具和市場框架的有效性以

及當前調查和司法程序的有效性。」等三個面向的問題。 

加拿大競爭局面臨的挑戰是，人們都認為數位市場不僅比實體市場更

容易壟斷，而且其數位性質還可能導致反競爭結果。為了幫助執法機關更

好地評估情況，加拿大競爭局向市場參與者發出「呼籲」，希望市場參與

 
147 Canadian Competition Bureau, 

http://www.dentonsdata.com/canadian -competition-bureau-calls-on-businesses-to-pr

ovide-information-on-anti-competitive-conduct-in-the-digital-economy/?utm_source

=Mondaq&utm_medium=syndication&utm_campaign=LinkedIn -integratio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0/22.  

http://www.dentonsdata.com/canadian-competition-bureau-calls-on-businesses-to-provide-information-on-anti-competitive-conduct-in-the-digital-economy/?utm_source=Mondaq&utm_medium=syndication&utm_campaign=LinkedIn-integration
http://www.dentonsdata.com/canadian-competition-bureau-calls-on-businesses-to-provide-information-on-anti-competitive-conduct-in-the-digital-economy/?utm_source=Mondaq&utm_medium=syndication&utm_campaign=LinkedIn-integration
http://www.dentonsdata.com/canadian-competition-bureau-calls-on-businesses-to-provide-information-on-anti-competitive-conduct-in-the-digital-economy/?utm_source=Mondaq&utm_medium=syndication&utm_campaign=LinkedIn-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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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分享「有關數位經濟中潛在的反競爭行為的資訊」。加拿大競爭局指出，

回應將為監視和分析數位市場提供資訊，為潛在的指導提供資訊，並「支

持對涉嫌反競爭行為的調查的開始或進一步發展。」 

此次呼籲提出了兩種有關數位市場為何傾向於更大壟斷的理論：數位

市場可能會「壟斷」主導公司：某些數位市場的特徵可能會有利於單個贏

家或少數贏家的出現。當一間數位公司出現以下三個現象時，在數位市場

內最可能出現壟斷：強大的網路效應：這些可以是直接的。即隨著用戶數

量的增加，網路的收益會增加，例如使用社交媒體平台，也可以是間接的

（例如，通過將不同類型的用戶匯集到某場域而帶來的網路收益）。結果

會讓新進入的競爭者陷入「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困境，他們需要用戶展

示價值，但只有在擁有大量用戶的情況下才能展示價值，在這樣的困境下

很難有發展的機會。 

由於數位生態系統的設計，想要實施可靠的網路商品或服務讓成本十

分高昂，對於希望挑戰老牌營運商的新進入者而言，成本可能是高得無法

承受的，這可能將其成本分散到大量用戶上。這樣的經濟體可能既存在於

現有市場中（如已建立的社交媒體平台），也可能存在於新市場中，例如，

已建立的平台利用其現有資源擴展為新的業務線，這使其相對於較小的公

司具有顯著的優勢。另一方面，資料數據已經成為數位經濟中許多產品和

服務的關鍵資產，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在免費提供網路服務的情況下（通

常是社交媒體或搜索引擎），數位巨頭從用戶那裡收集的數據，累積而成

的大量資料，使公司能夠提高現有產品的品質，從而吸引更多的用戶會持

續增強在位者的市場地位和力量。 

加拿大競爭局認為，在上述因素導致市場由壟斷者或少數參與者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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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加拿大競爭局需要格外警惕，以識別並採取反競爭行為以維持

公司現有的市場主導地位或占領相鄰市場。 

（五）荷蘭消費者和市場管理局 

荷蘭消費者和市場管理局積極跟隨歐盟執委會一同關注濫用主導地位

的數位巨獸，例如蘋果、Google、Facebook 和其他科技巨頭，並且正在醞

釀一項限制大型平台的市場力量的法律。數位經濟相關競爭議題，是消費

者和市場管理局急迫處理的一項議題。對於大型網路平台公司可能經常不

公平地使用消費者數據，以及濫用數據訪問條款，消費者和市場管理局須

格外警惕。例如，消費者和市場管理局正在調查蘋果公司設置在 AppStore

中的條款可能構成蘋果在市場地位的濫用。消費者和市場管理局預計將在

2020 年第三季或第四季內完成調查148。 

（六）德國聯邦卡特爾署 

2017 年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做出第九次修正之重點，針對數位化的市

場，納入卡特爾署實務分析的結果，尤其對於結合管制面臨數位市場相關

的市場控制地位認定以及相關結合管制適用門檻進行修訂。多邊數位平台

與網路服務在數位市場上幾乎無所不在，成功的數位平台，其主要的特徵

在，能夠促進平台不同端的使用者產生交互的關係，亦即透過平台促進各

端的使用者產生間接網路效應（indirect network effect），因此在定義及評

估網路平台市場時，網路效應必須列入考量。且許多數位平台或網路服務

可能提供單邊或整體平台的免費服務，如此一來過往案例當中不認為免費

 
148 LEXOLOGY Website,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6c62 a9a3-b969-4331-873c-8ba315c

a944b,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0/22.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6c62a9a3-b969-4331-873c-8ba315ca944b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6c62a9a3-b969-4331-873c-8ba315ca94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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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可以形成市場的規則，在數位經濟的環境下不再適當。所以，透過免

費（或收取極少的費用）的方式，提高服務的使用率及影響力。然而這些

服務雖然尚未累積可觀的營業額，卻具備極高的市場潛力，原先競爭法對

於結合的管制門檻僅著重於達到一定營業額門檻的事業，此一情況下必須

重新思考。此外在 2017 年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九次修正案公布施行後，德國

國內針對該次修正項目是否已可處理數位平台競爭議題，依然存有疑慮，

故德國聯邦經濟事務和能源部於 2018 年即委託多位學者針對大型數位平

台市場濫用市場地位之法制現代化相關議題加以研討，對於後續限制競爭

防止法可參考的修法方向提出意見149。 

（七）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競爭政策研究中心，於 2017 年 6 月發布一份關於

資料與競爭政策相關檢討報告（データと競争政策に関する検討会報告書）。

主要針對日本境內因大數據或是於數位網路市場中涉及資訊而影響市場競

爭的情況予以整理及分析，而如同德國的修法一般，其中對於法制政策因

應最為具體者，為與資料相關的事業結合部分，同時參酌 OECD 對於與資

料相關之事業合併的統計數據，佐以日本資訊科技相關事業近年來透過免

費服務管道獲取及處理大量資料，甚至透過本國及跨國的集團合併，涉足

其他完全不一樣的競爭領域之情況（例如自動駕駛及金融服務市場），對

於所涉市場的影響等進行整體的觀察。認為國內外發展趨勢，也就是促使

大量資料的取得與應用，深刻地影響市場競爭，尤其關於資料相關的事業

結合，必須將資料是否缺乏、取代可能性及隱私等問題充分列入考慮，評

 
149 邱映曦，競爭法的數位紀元—論數位平台資訊力對競爭法適用之影響，政治

大學法律學系博士班論文（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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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重點大致如下：第一，在數位平台結合時，須將隱私保護列入結合審查

項目，研究認為免費提供服務的數位平台，例如社群網路服務（SNSs），

屬於以個人資料為核心的服務，因此「隱私保障」將影響其服務品質及平

台使用者權益，隱私保障弱化不但降低品質，也可能降低市場競爭力；第

二，部分透過資料分析進行研發的市場（如 AI 相關的技術研發），由於

事業結合時尚無法判斷未來可能利用資料開發的產品及其對市場產生的可

能影響。在此種情形之下，仍需要將對該資料或資料集的利用，可能建立

的市場競爭力，及可能引發的相關風險列入考量。 

第三，部分以演算法為基礎的產品，透過免費服務所取得之大量資料，

加以分析運用即可於短時間內改善產品或服務的功能或品質；第四，資料

除了在上述研發上的角色外，有時也會被定位為多樣產品的輸入資源，若

事業合併時所涉資料為進入市場的關鍵資源，且該資料的蒐集僅集中於特

定的事業管道，亦將形成市場力；第五，若資料本身被分開來作為交易的

客體，而某些行為可能會對於資料交易之市場競爭產生負面影響時，該資

料交易，就會是獨占禁止法規範的範圍。 

該報告中亦指出鑑於 OECD 報告所述，與資料相關之事業結合有增加

的趨勢。若為資料的供給者及需求者的結合，導致原先得以取得資料進行

研發或產品開發的事業，因此無法再取得資料或授權，形成資料僅能供結

合後事業內部使用的情況，這樣的結合應該被禁止。然而涉及多角化結合

時，由於結合所涉資料未來可以被參與結合之事業體多元的應用，若一開

始就將結合審查的範圍過度擴大，也會讓事業背負太大的壓力。 

總結以上國家和國際組織之態度和作法可以得知，對各國競爭法執法

機構而言，皆對新興科技及其所衍生之新型態經濟和市場有所警惕，並對



 

143 

 

現有法律框架進行評估，確保現行法規是否適合當今數位經濟之下的市場

環境。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都從世界市場的地位和影響力的角度，對大型

數位企業提出警告或採取措施，這些企業所涉及的業務往往不限於某一個

產業或科技，而且通常兼具資料掌握力，這些企業也通常在物聯網和人工

智慧擁有很高的整合力，多國執法機關都認為這些數位巨頭對其他潛在競

爭者和消費者有很大的威脅。 

 

第二節 主管機關在技術創新與公平競爭、消費者權益之角色 

我國公平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

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本法。」又，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指出：「本會對於申報案件所為

之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擔，以消除因結合而造成限制競爭之疑慮，確保

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以上顯示對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而言，廠商追求技術創新時仍需確保

不致損害其他廠商及消費者之權益，進而導致整體經濟發展不效率。面對

物聯網、人工智慧、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等技術創新，我國競爭法主管機

關如何兼顧廠商創新與公平競爭，本節將從競爭理論的兩大學派角色予以

探討，並從全球競爭角度論述競爭法主管機關角色，最後回歸台灣技術創

新產業的市場特性與競爭課題，梳理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宜加強關注的面

向。 

一、從結構學派與行為學派論競爭法主管機關角色 

自二十世紀以來，對於政府是否應該透過管制措施來影響市場競爭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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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及干預廠商競爭行為，經濟學家之間長期存在兩種不同看法：重視市場

結構的哈佛學派，以及重視廠商行為的芝加哥學派。這兩個學派對於「競

爭」提出不同解釋，對於競爭法主管機關的角色及建議採行的管理方式，

亦提出不同見解。 

哈佛學派沿襲新古典理論對競爭的解釋，認為完全競爭市場才是效率

競爭市場，有效率的市場應由無數個小且具競爭力的廠商組成，故以市場

集中度做為市場效率的代理變數，支持對獨占及寡占事業進行干預或瓦

解。芝加哥學派則沿襲古典學派對競爭的解釋，認為競爭是動態的過程，

廠商會透過競爭行為來達成整體效率最大，故市場結構係反映該產業最佳

效率的均衡狀態，有些產業特性為獨占市場，有些為寡占，有些為高度競

爭市場，除非市場出現卡特爾組織，否則應尊重市場機制，政府不宜干預

150。 

依據哈佛學派理論，市場結構是市場績效的最重要決定因素，認為一

旦市場趨於集中，廠商家數少，易於協調價格和產量，形成勾結組織以獲

取高額利潤；換言之，當市場長期出現高利潤且高集中共存的現象時，必

然是市場出現高度進入障礙使然，此時競爭法主管機關應對廠商勾結行為

予以管理。另一方面，依據芝加哥學派理論，不同產業有其最適具效率的

市場結構，不盡然所有產業在完全競爭狀態皆是最具效率的市場結構；換

言之，競爭法主管機關應判別各產業的市場結構特性，而非僅以市場集中

度來判定是否有違公平競爭151。 

 
150 莊春發，「競爭概念的發展、演變與反托拉斯政策」，公平交易季刊，第 6

卷第 1 期，29-89（2013）。  

151 莊春發，「競爭概念的發展、演變與反托拉斯政策」，公平交易季刊，第 6

卷第 1 期，29-8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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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物聯網、人工智慧及實境技術領域的新興產業，Google、Amazon、

Apple、Facebook 及 Microsoft 等跨國科技巨擘，挟其網際網路、搜尋引擎、

平台系統和大數據優勢，近年來迅速拓展業務範疇跨足多方產業，並在特

定市場形成寡占：Google 和 Apple 掌握全球近 99%的智慧型手機軟體，間

接掌握物聯網手機載體主導權；Google 和 Amazon 合計占全美國智慧語音

助理市場近 96%；Google 旗下地圖資料庫幾乎覆蓋全球 98%人口，Facebook

與 Sony、宏達電等五家廠商合計占全球虛擬實境頭戴裝置市場 65%。 

科技巨擘迅速崛起，反映物聯網、人工智慧及實境技術等領域的產業

特性，如同平台經濟具備大者恆大、漸趨集中的現象。此一現象或許不是

廠商刻意為之，而是這些新興科技形成的產業特性：單一新興科技所能創

造的價值有限，結合多項新興科技並跨域運用後，所能產生的創新模式為

單項技術的好幾倍。例如，多年前僅有雲端技術時，應用範圍侷限在企業

內部管理和商務使用；近年來結合大數據分析、物聯網與人工智慧後，廣

泛展開各種創新商業模式，個別廠商也能同時涉入許多產業領域。所以近

期可見國內外物聯網廠商也開始投入 5G 領域，甚至結合擴增實境與虛擬

實境之應用；而未來預期也將看到區塊鏈與物聯網、人工智慧的結合應用

152。 

依據芝加哥學派理論，需視個別廠商是否採取不公平競爭行為來維持

其市場優勢地位。近年歐美國家對這些科技巨擘的裁罰案，大多係因有明

確證據顯示該跨國企業進行綑綁行為或誘導消費行為，而非單以該企業提

升價格等為裁罰主因，例如歐盟執委會分別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對 Google

祭以重罰，分別認為 Google 利用搜尋引擎引導消費者前往 Google 自家購

 
152 朴英淑、傑羅姆．格倫，2030 世界未來報告書，1 版，高寶出版社，3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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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平台，以及 Google 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 Android 綁定 Google 服務。 

雖然就全球物聯網等技術創新產業可發現具備寡占的產業特性，且國

際領導廠商多有進行不公平競爭行為以維持其既有優勢地位；但若觀察我

國市場，可發現如第二章至第四章所論述，物聯網各層內，國內業者可以

百家爭鳴、碎片化形容，尚未出現明顯寡占或獨占的廠商。另一方面，單

就國內以技術創新為基礎的新創企業來看，目前我國新創企業家數多、資

本額較國際少，顯示相關技術所衍生之產品市場可能面臨的問題，並非廠

商是否有限制競爭的疑慮，而是廠商是否無利可圖而須進行整併。最後，

而若觀察我國市場，可能帶有限制競爭疑慮的廠商，多為主業為服務業務

的國際廠商，例如為具備主導家用物聯網生態系能力之中控系統或平台廠

商，因此主管機關須持續關注國際廠商在國內是否有排除家電業者加入生

態系的狀況發生。 

因此，就目前我國產業樣態，可以說是相當接近哈佛學派理論所推崇

的「完全競爭」的市場型態此時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相關技術創新產業

實無用武之力。另一方面，從國際案例可推敲相關技術創新產業具備大者

恆大之趨勢，然而我國市場內產業卻破碎化，連「大者」都未出現，若按

芝加哥學派理論，並以國際發展趨勢為基準，我國新興科技產業似仍未達

到有效率的市場。就我國現況，競爭法主管機關應關注個別廠商是否有透

過各種行為限制競爭，而非一味追求市場內有諸多廠商參與，從而罔顧個

別廠商是否能從市場上獲利，致使市場為追求形式上的競爭而忽略市場運

作效率。 

二、技術創新產業的競爭主體是國家 

物聯網、人工智慧及實境技術之應用，皆仰賴晶片、通訊、語音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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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辨識、感測裝置等高階研發與製造技術。此類技術由於研發成本龐大與

知識含量高，原本在全球市場即屬於少數廠商掌握關鍵技術與市占率的寡

占市場，且少數巨頭之間的競爭力不相上下、分庭抗禮，並分屬不同國家。

例如，高通、聯發科和海思合計占全球手機晶片 71%市占率，且高通和聯

發科分別為 29%和 26%，兩家差距甚微153；而高通、聯發科和海思分別代

表美國、台灣和中國大陸三個不同國家手機晶片產業的龍頭廠商。 

顯然，當物聯網結合雲端、大數據、邊緣運算、人工智慧、實境技術

與 5G 通訊技術後，所建構出的龐大智慧網路，該網路透過網際網路及行

動通訊的無遠弗屆，掌握其中的關鍵技術或大數據或平台運作規則，就掌

握相關產業的全球市場力。故可見各國競逐建立聯網通訊標準和設備規

格，同時透過資料保護法、公平法制來防範跨國科技巨擘的不當競爭手段，

避免國內龍頭企業的全球競爭力被削弱，也避免這些寡占巨頭透過併購國

內龍頭企業而箝制本國新興產業之發展。 

其中歐盟為促進其單一市場內數位經濟的創新發展，並維持其單一市

場內中小企業的數位競爭力，於 2012 年制定《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取代 1995 年提出的《個人資料保護指

令》（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強化資料所有權人對所屬資料的權限，

藉由個人資料保護機制來建立大數據運用的公平競爭環境，作為因應

Google、Apple 和 Amazon 等跨國科技巨擘運用大數據取得獨占力而提出

的管理措施。 

2020 年 9 月中，美國繪圖晶片大廠輝達（Nvidia）宣布將併購軟銀旗

 
153 鉅亨網，「手機晶片競爭激烈，聯發科、高通 Q2 市占僅差 3 個百分點」，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527079，最近瀏覽日期：2020/10/23。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52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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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矽智財大廠安謀（ARM），後者在全球行動裝置處理器架構市占率超逾

9 成，故輝達藉由此併購案可切入全球手機晶片市場，並有機會與美國高

通和台灣聯發科這全球兩大手機晶片廠爭奪版圖。由於輝達掌握圖形處理

器（GPU）的關鍵技術，英特爾和安謀分別掌握數據中心和移動通訊的中

央處理器（CPU）關鍵技術，故一旦輝達成功併購安謀，美國即擁有從電

腦至行動端至數據中心之領導地位，有利於美國進一步制霸物聯網、人工

智慧與實境技術產業。相對地，輝達併購安謀則引發中國大陸擔憂，因為

中興和華為等中國大陸晶片設計商需要安謀的 IP 授權，在美中當前雙邊關

係緊張下，恐不利中國大陸發展自主供應鏈154。 

如同本研究第四章第一節所列，近年技術創新事業併購案件大多屬於

跨國併購，顯示在特定領域擁有關鍵地位的領導廠商，為完備生態系所需

的技術領域，所挑選併購對象以全球市場為範圍，著眼的是全球競爭優勢

而非僅止於國內競爭優勢。從國家產業競爭力角度，各國政府關切跨國企

業併購發生時對本國相關市場整體發展之影響，以及是否因此而削弱該國

產業的全球競爭力。 

以物聯網產業來說，根據國內工研院統計，我國 2019 年物聯網產值

為 436 億美元，約占全球總產值的 4.33%，在全球市場占比尚小。但我國

擁有幾家掌握物聯網產業相關的關鍵技術且屬全球領導地位的廠商，包括

台積電和聯發科等。如同本研究第二章至第四章所言，台灣製造業者參與

物聯網產業的方式，主要係生產該產業中所需的硬體，像是晶片、感測器、

網通設備等，以及代工國際大廠的智慧產品，或是在國際大廠主導架構下

 
154 商業週刊，「請救救 ARM! 輝達併購安謀，為何會讓英國成為美國附庸國 ?」，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business/blog/3003923，最近瀏覽日期 : 

2020/10/23。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business/blog/300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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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物聯網系統，然而這些廠商大多非制定物聯網產業中通訊規則的領導

廠商，但擁有關鍵技術者，將會是國際大廠爭取合作或者併購的對象，考

量目前地緣政治及國際情勢，以國家為單位的競爭態勢可能為常態，因此

如何確保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將是該潮流下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需多

加留意的面向。 

三、技術創新趨勢下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角色 

針對我國製造業範圍內的技術創新產業，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主要面

臨的課題有三：其一，密切關注國內技術創新產業生態系形成過程，是否

出現限制競爭行為而造成不公平競爭；其二，國際大廠領先制定市場規則

下我國產業應如何維持競爭力，抑或我國技術創新產業具備制定國際標準

的能量時該如何因應；其三，協助國內廠商面對其他國家瞭解當地競爭法

規並適時給予協助。 

在技術跨域整合過程中，廠商為提高綜效會相互尋求合作夥伴，逐漸

形成生態系；更進一步，會透過搶先制定產業標準並快速拓展該標準的普

及率，來促使其他廠商加入其生態系，或者其他生態系被迫與該廠商生態

系進行整合。在此過程中，產業標準多由具市場力的領導廠商討論而定，

不盡然符合相關市場內全體廠商之利益，也可能阻礙潛在競爭廠商進入市

場。對於未加入某一生態圈的單一廠商而言，面臨規格被排擠或資訊不共

享的封鎖效果，形成不當競爭結果。因此，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宜在國內

相關產業發展過程，關注各生態系制定規格或內部相互分享時，是否有排

擠非生態系廠商。 

歐盟執委會已經指出，Google、Amazon 及 Facebook 等科技巨擘在資

訊與技術高度串接結合後，已成為數位經濟的規則制定者，此情形可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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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於歐盟數位市場中小型企業的發展與創新，而我國專注於數位發展相關

技術的產業多屬萌芽階段，若無關注國際科技巨擘的動向，亦可能使我國

產業面臨不利發展與創新的局面。此外，綜整座談會意見，在全球競爭態

勢下，台灣要建立自己國家的產業生態系，應提供容許業者犯規的空間以

鼓勵創新，此部分將於第三節詳細探討安全港及監理沙盒機制的可行性。

同時，面對歐美國家為管理國際大廠寡占力量的競爭法規範，針對歐美政

府關切的限制競爭議題，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宜加強教育國內廠商。例如，

OECD、ICN、義大利及西班牙若有辦研討會，這些執法機關會邀請廠商參

加研討，除了可參酌廠商對於產業管制的見解，同時也能加強對廠商進行

國內外競爭法規的宣導。 

 

第三節 建立安全港或技術創新監理沙盒之可行性 

創新意謂著常常走在法律邊緣、挑戰傳統法規管制，可能危及財產安

全與交易秩序。尤其於高度管制的產業中想尋求創新，就需要容許創新以

及多元嘗試的法令，才有空間促成這樣的產業發展。金融業甚為發達的英

國，則在 2015 年領先全球，提出了「金融監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

的概念 ，讓產業有機會跳脫一般的金融法規，在特定的沙盒實驗區內，可

以有彈性的法規環境，以便讓產業自由測試其金融創新產品、業務、商業

模式及供應機制。在沙盒中的創新產業，就如同獲得一段「法律假期」，

但又不影響沙盒外的正常金融市場秩序155。 

 
155 江雅綺，「當 FIN 遇上 TECH：淺談英國金融法規沙盒的成功經驗與未來挑

戰」，台灣法學雜誌，第 320 期，8-1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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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2018 年亦陸續通過《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以及《無人

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足見監理沙盒機制雖然源自英美法系，但在台

灣歷經討論，為鼓勵創新，也已在特定領域中開始實施156。 

就台灣現階段兩項監理沙盒條例的立法條文而言，「無人載具創新實

驗條例」和製造業的關聯性較大。雖然條例規定本身並沒有排除公平法之

適用157。但由於條例通過時間尚短，適用案例有限，競爭法如何適用於沙

盒的討論，尚未見文獻浮上檯面。 

反倒有學者指出這些沙盒機制本身就可能涉及競爭法議題158：例如獲

准進入監理沙盒的企業、與未獲進入監理沙盒的企業，是否就因受到差別

待遇而形成不公平競爭？監理沙盒的法律目標是鼓勵更多創新，但沙盒機

制下鼓勵出來的創新，是否會出現更多競爭法的議題？未來競爭法與各產

業部門之創新沙盒、創新實驗條例之間的關聯，還留有許多值得研究的空

間。

 
156 江雅綺，「當 FIN 遇上 TECH : 初評「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之演進」，

台灣法學雜誌，第 321 期，  74-80（2017）。  

157可排除之法律，詳見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第 22 條。  

158 Andy Chen, “Regulatory Sandbox and Competition of Financial Technologies in 

Taiwan,”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Column（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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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隨網路蓬勃發展，立基於網路之上的各式科技亦快速發展並投入應

用，目前新興科技的應用已在網路平台掀起重要變革，並對市場競爭帶來

顯著影響，目前國際上已有諸多關於數位經濟，如平台業者、社群媒體業

者對競爭法影響的討論，然而製造業應用相關技術所帶來的影響卻鮮有討

論。 

一、技術創新對市場界定、市場力評估、市場參進障礙及限制競爭影響  

本研究聚焦於物聯網、實境技術及人工智慧，三類最先被製造業所應

用，且與製造業較為相關之技術，探討技術創新與市場競爭之議題。前述

章節已觀察各該技術之特性及目前、未來預期應用領域，並就各該技術是

否會影響或產生重要競爭議題，如市場界定、市場力評估、市場參進，或

是促使或強化常見的限制競爭行為，如水平限制競爭、垂直限制競爭等進

行詳細分析，以下技術分類簡要說明各章節分析結論： 

（一）物聯網 

表 6-1-1 物聯網與競爭議題 

 工業物聯網 家用物聯網 車用物聯網 

市場界定 
不影響製造業產

品的市場界定 

不影響家電產品

的市場界定 

不影響交通工具

產品的市場界定 

市場力評估 
以銷售量、市占率

為衡量依據 

以銷售量、市占

率為衡量依據 

以銷售量、市占

率為衡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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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物聯網 家用物聯網 車用物聯網 

交易透明性 無提升交易透明性的疑慮 

市場參進 形成市場參進障礙可能性低，對市場參進影響不大 

形成 

獨占事業 

因使用或擁有工

業物聯網而使廠

商成為獨占事業

的可能性低 

因具備家用物聯

網功能而使家電

業者成為獨占事

業的可能性低；

中控系統及平台

業者成為獨占事

業的可能性較高 

因具車用物聯網

功能而形成獨占

事 業 的 可 能 性

低，中控系統或

平 台 由 政 府 掌

控，故不存在中

控系統及平台形

成獨占事業疑慮 

濫用 

市場地位 

技術應用廠商：可

能性低 

技術提供廠商：可

能性低 

家電業者：可能

性低 

中控系統或平台

業者：可能性高 

交通工具及設備

業者：可能性低 

水平限制競爭 促使或強化「聯合行為」發生的可能性低 

垂直 

限制競爭 

強化或促成垂直

限制競爭可能性

低 

家用物聯網若進

行生態系整合，

後續可能出現垂

直限制競爭議題  

強化或促成垂直

限制競爭可能性

低 

封鎖效果 單一廠商形成封鎖效果可能性低 

差別取價 不適用定價策略 

搭售 不適用定價策略 

1. 市場界定及市場力評估 

由於物聯網之重要特性為「連結性」，透過網路技術連結各物品及平

台，達到資訊傳遞、交換之目的。但目前與製造業關聯較大者為工業物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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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家用物聯網及車用物連網。其中「工業物聯網」為製造業利用物聯網\

以優化生產流程的應用型態，常見功能為生產線之自動化、同步化以及即

時偵測在製品瑕疵，因此既不改變產品的市場界定，另一方面，其產品仍

須透過銷售產品給消費者，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因此亦未衝擊現行評估

市場力的方法，也就是說，市場力評估仍應以銷售量、市占率為衡量依據。

而「家用物聯網」實際上是在既有的家電產品增設感測裝置及聯網的功能，

因此家用物聯網的形成，來自於家電產品的改變，但是相關產品所滿足的

消費者需求，與過往並無不同，因此家電產品的市場界定，並不會因為新

增連網功能而有所不同，因此家用物聯網的技術應用並不會影響家電產品

的市場界定，另一方面，家用物聯網的應用並未改變廠商滿足消費者需求

並獲利的模式，也就是說，消費者對家電用品的需求，仍需透過購買產品

滿足，因此市場力評估仍應以銷售量、市占率為衡量依據；最後「車用物

聯網」與家用物聯網運作及應用原理相似，在既有的交通工具、交通環境

內的設備，安裝感測裝置及增加連網功能，因此雖車用物聯網的形成，來

自於強化交通工具、環境設備的功能，卻不會因為新增此項功能而影響交

通工具的市場界定，因此車用物聯網技術的應用並不會影響交通工具產品

的市場界定，而市場力評估也由於車用物聯網僅強化交通工具與交通環境

設備的功能，並未改變廠商滿足消費者交通需求的模式，也就是說，消費

者仍需透過購買交通工具產品滿足其交通需求，因此市場力評估仍應以銷

售量、市占率為衡量依據。 

2. 交易透明性 

雖物聯網的特性之一為「主動積極參與」，意即感測裝置會自動回傳

資料，因此代表透過物聯網，資訊的傳遞成本下降，然而，不論是工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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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家用物聯網或是車用物聯網，傳遞的資訊皆為環境、狀態資訊，例

如工業物聯網傳遞機械運作參數、環境參數、生產線上製品狀態參數；家

用物聯網傳遞家電用品狀態參數、居家環境參數；車用物聯網則傳遞交通

工具運行參數、交通環境設備狀態參數等，並不在廠商間傳遞交易相關資

訊，如價格、產量，因此物聯網技術的應用，尤其是與製造業息息相關的

工業物聯網、家用物聯網及車用物聯網，並無提升交易透明性的疑慮。  

3. 市場參進 

市場參進障礙主要來自於政策管制或法規，研發支出獲專利保護、關

鍵資源或設施，在物聯網的應用部分，其網路層需遵循通訊協定，而通訊

協定多為國際通用，並由國際標準組織把持，並非單一廠商可控制，因此

廠商難以透過此類方式增加市場參進障礙；第二，通訊協定內的必要專利

多簽有 FRAND 條款；第三，由於目前少有欲改良產線之製造業者是透過

自行招聘技術人員，建置包含物聯網的自動化產線者，而多尋求外部物聯

網解決方案之服務業者，由服務業者與各製造業者簽訂契約並逐案設計產

線的解決方案，也就是說目前物聯網並未成為關鍵資源或設施，由少數廠

商獨掌物聯網，並可藉由排除其他同業建置物聯網，而使得自身競爭力遠

大於其他同業，若同業廠商欲導入物聯網應用，市場上存在諸多物聯網解

決方案之服務商，即便廠商無法自行研發相關技術應用，亦可自外部取得

技術應用，因此對市場參進的影響不大。 

3. 形成獨占事業 

在「工業物聯網」部分，前述已提及製造業除了可以自行研發工業物

聯網的技術應用，亦可自外部取得相關技術應用於生產線，且市場上提供

物聯網解決方案的服務業者眾多，因此單因使用或擁有工業物聯網而使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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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成為獨占事業的可能性低；「家用物聯網」由於需將家電連線至單一中

控系統或平台，方便使用者操作，是以，增加產品連線功能而使家電業者

成為獨占事業的可能性低，但可連結各式家電的中控系統及平台則否，通

常這類業者會成為家用物聯網生態系的主導者，因此其成為獨占事業的可

能性較高；「車用物聯網」與家用物聯網相同需將交通工具及交通環境內

的設備連線至單一中控系統或平台，方便交通資訊交換，與家用物聯網相

同，交通工具的製造商，因為其產品可連網而形成獨占事業的可能性低，

另一方面，因交通屬公眾事務，通常由政府掌控，因此交通中控系統應由

政府把持，故不存在中控系統及平台形成獨占事業之疑慮。 

4. 濫用市場地位 

使用「工業物聯網」的製造業者，並不會因為掌握該技術應用，而成

為獨占事業，因此據此而來的濫用市場地位可能性極低，而工業物聯網因

使用範圍限於廠商內部，因此該技術應用亦無法被用來強化濫用市場地位

的行為，而提供工業物聯網解決方案的服務業者是否可能會有濫用市場地

位的行為，答案則否，原因在於該服務的市場結構並非寡占，因此其競爭

程度難以使單一廠商做出濫用市場地位的行為；第二，前述已提及「家用

物聯網」的應用範疇中，家電業者無法因其產品具備聯網功能而使該廠商

成為獨占事業，據此濫用市場地位的情況亦難以發生，相反地，可連結各

式家電的中控系統或平台業者則因為其可掌控與各式家電的系統相容性，

因此更有可能因該技術應用而成為獨占事業，目前我國市場上的中控系統

及平台業者主要有 Google、Amazon、Apple、小米，而因為中控系統或平

台業者掌握家電產品與系統或平台的連結及相容性，較有可能濫用市場地

位，其濫用市場地位的模式將與 Google 發展 Android 系統時所使用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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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同，因此主管機關需持續關注；「車用物聯網」部分，前述已提及交通

工具的製造商難以因為產品增加聯網功能使業者成為獨占事業，因此在此

脈絡下濫用市場地位的可能性亦極低，而連結各式交通工具以及交通環境

設備的中控系統及平台亦須由政府主掌，因此亦無中控系統及平台業者濫

用市場地位的可能性。 

5 . 水平限制競爭 

「工業物聯網（智慧製造）」、「家用物聯網（智慧家庭）」、「車

用物聯網（智慧交通）」，於產線環境、居家環境以及交通環境中所蒐集

的資訊，除了感測器所依附的物品運轉資訊外，便是環境資訊。在產線環

境所獲取的資訊包含機器設備的運轉資訊、在製品狀態等；在居家環境取

得包含濕度、溫度、明亮度以及異味等環境資訊，協助屋主調整及控制居

家環境；而於交通環境中除了傳遞行駛中的交通工具狀態，同時也會蒐集

行經道路環境的資訊，或是交換交通號誌的訊息，這意味著，雖物聯網應

用涉及資訊交換，但由於其目的是透過掌握環境資訊，並以所蒐集資訊尋

求更高的作業效率，因此三類應用皆無涉及產品價格、產量等資訊的交換，

既無涉及價格、產量等資訊的交換，則在各該應用中並無促進「聯合行為」

發生的可能，因此就此重要三類應用面向，物聯網促使或強化「聯合行為」

發生的可能性低。 

6. 垂直限制競爭及封鎖效果 

而垂直限制競爭部分，由於「工業物聯網」解決方案的市場並非寡占

市場，而需求方為具備生產線的製造業，亦非寡占市場，因此業者無誘因

做出杯葛行為；另一方面，「車用物聯網」所處的交通領域，由於中控系

統或平台主要由政府把持，因此亦難以做出杯葛行為。但觀察韓國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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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可以發現在「家用物聯網」有發生垂直限制競爭議題的可能性：

由於韓國電信業者有涉足家電製造業務，因此韓國三大電信業者在物聯網

生態系建置扮演重要角色，並以電信網路為分界開始整合家用物聯網生態

系，因此就國際案例來看，「家用物聯網」的確有發展出生態系並出現垂

直限制競爭的可能性，然而我國電信業者不同於韓國電信業者，鮮少跨足

家電用品製造，因此要如韓國市場的發展歷程，也就是由電信業者進行生

態系整合，可能因為我國電信業者不具備相關業務能力而難以發生。 

反而，根據我國產業結構及家用物聯網的發展脈絡，由於我國居家環

境數位化程度低，需仰賴中控系統或平台聯結各式家電，作為家電設備的

聯結集散地，因此可能進行家用物聯網整合的業者為生產中控系統或平台

的供應商，而我國家用物聯網中常見的中控系統或平台包含 Google Nest 

mini、Amazon Alexa、米家智慧等，皆為國際大廠而少有我國本土業者，

其中米家智慧限於「小米」品牌的應用，Google 及 Amazon 的中控系統或

平台則廣納各式品牌家電，由於當前我國家用物聯網的發展仍處於起步階

段，市場需要時間汰換不具數位化功能的家電設備以及調整居家環境，因

此目前國際大廠的策略主要為吸納各品牌業者與其所生產的中控系統或平

台連結，藉此擴大其中控系統或平台之競爭力，目前不必擔心具生態系主

導力量的中控系統握平台業者，會透過生態系限制其他製造業廠商參與競

爭，然而主管機關須特別注意是否有中控系統或平台業者在取得一定市占

率後，於我國併購家電製造業，此舉後續可能帶來垂直限制競爭的疑慮。

最後，有關封鎖效果的產生，由於物聯網的使用過程中，不論在感測層、

網路層均須遵守通訊協定，協定實為共同標準，但因現行通訊協定多由國

際標準組織所制定，並且相關標準及技術由組織成員共同研發，標準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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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亦簽有 FRAND 條款，因此由單一廠商利用共同標準對其他業者形成

封鎖效果的可能性低。 

7. 差別取價及搭售 

由於物聯網強化產品的連網功能，並實現環境資訊的即時交換，以利

使用者掌握即時狀況並作出反應，由於工業物聯網、家用物聯網及車用物

連網皆為獲取環境參數、物品狀態數據，並未蒐集價格資訊，因此在此三

類應用情境並非改善或調整定價策略及定價工具，因此物聯網對並無強化

或促進差別取價及搭售的狀況。 

（二）實境技術 

表 6-1-2 實境技術與競爭議題 

 實境技術影響說明 

市場界定 
不影響市場界定，惟須注意存在裝置與內容產品的競

爭力相互影響之狀況 

市場力評估 使用銷售額、市占率衡量 

交易透明性 無影響交易透明性 

市場參進 

政策管制或法律阻礙目前未發現；研發支出或專利保

護所形成的參進障礙疑慮低；關鍵資源或設施，提高

市場參進障礙疑慮低 

形成獨占事業 相關產品國際市場競爭激烈，可能性低 

濫用市場地位 若與具備市場地位之社群平台結合，則可能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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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境技術影響說明 

水平限制競爭 傳遞資訊為圖像類型資訊，可能性低 

垂直限制競爭 硬體製造商可能性低，內容產品則為異質性高產品 

封鎖效果 可能性低 

差別取價 可能性低 

搭售 硬體裝置與軟體、內容搭售可能性高 

1. 市場界定及市場力評估 

實境技術的重要特性則為強化視覺體驗及視覺效果，目前實境技術多

被製造業用於產品設計過程中的虛擬建模，以降低實體建模的成本，或是

建築工程中協助工人模擬作業流程用，降低作業時間，此類應用限於生產

流程，應用於生產流程的實境技術，由於並未影響產品特色，故並不改變

利用相關技術之廠商所生產之產品的市場界定，亦未衝擊現行評估市場力

的方法，故仍應以銷售額、市占率惟衡量市場力之依據，另一方面，有關

實境技術衍生之產品包含硬體裝置、軟體及內容產品，雖產品具備重要特

性為「軟、硬體整合」，該特性可能促成軟體及硬體產品間競爭力的轉移，

使得三者市場競爭力交錯影響，尤其是內容產品與其他兩項產品，例如第

三章已說明實境技術相關產品與現行 PS4 產品的相似之處，也就是內容產

品的競爭力可透過「獨家發行」的策略移轉給硬體，但是即便 PS4 已存在

這類策略，卻也不影響「電視遊戲」以及「遊戲手把」的相關市場界定，

同理可證，實境技術的相關產品，亦不會影響「遊戲」與「AR/VR 頭盔」

兩者相關市場的界定，因此有關搭載實境技術的相關產品，即便具備「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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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整合」的特性，也不影響兩者的市場界定；而在市場力評估部分，消

費者會為了購買獨家發行的「內容（例如遊戲）產品」而連帶購買頭盔或

眼鏡，代表內容產品的市場力透過銷售策略移轉給頭盔或眼鏡等硬體設

備，此時頭盔或眼鏡也擁有一定的市場力，且消費者需同時購買兩類產品，

也就是說銷售量與市場力的連結並未消失，因此仍應維持以「銷售量」或

是「市占率」作為市場力的衡量依據。但其仍分屬不同市場，即便組合銷

售亦非相同市場，故市場力評估亦須利用各該產品之銷售額、市占率衡量

之。 

2. 交易透明性 

由於實境技術被用於展示圖像資料，但是第一，不同於物聯網，實境

技術及其衍生產品並不會主動傳送資料，頭盔僅被用於展示資料；第二，

實境技術所運用的資料惟圖像資料，而非價格、產量的資料，因此該技術

的應用無法提高交易透明性；相反地，將該技術應用於零售、房地產銷售，

反而有助於消費者在購買前了解產品使用狀況，有助於降低消費糾紛。  

2. 市場參進 

與物聯網相同，目前少見製造業者自行研發實境技術使用，多向外部

購買硬體及軟體，並搭配業者內部所取得的圖像或影像資料使用，也就是

說，目前實境技術並非掌握於需要利用該技術以改善生產效率的製造業手

上，而掌握在外部業者手中，也就是說，目前並未有製造業者獨掌實境技

術，並可藉由排除其他同業利用該技術，而使得自身競爭力遠大於其他同

業，從而形成市場參進障礙，因此對市場參進影響亦不大。 

第二，有關實境技術相關產品的「軟、硬體整合」的特性是否可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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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場參進障礙，前述說明內容產品可以透過獨家發行的銷售策略，將內

容產品的競爭力轉移到硬體產品上，因此單就硬體產品而言，擁有強大市

場力的內容（如遊戲、電影）產品，因為被該硬體產品獨占內容的發行權，

的確會對其他硬體設備商的銷售造成衝擊，但這並非市場參進障礙，因為

內容產品並非寡占市場，且內容產品異質性高，任何業者都可以研發製作

具特色之產品，因此若內容產品業者並未禁止其他業者製作內容產品，獨

家授權充其量僅能視為個別廠商提升產品吸引力的銷售策略，而非促成市

場參進障礙，因此形成市場參進障礙的可能性低。 

3. 形成獨占事業與濫用市場地位 

由於國際上實境技術衍生的產品，其市場競爭激烈，因此在我國並未

提高相關製品關稅的情況下，我國實境技術業者實際上面臨國際上的諸多

競爭，因此該市場本身就非寡占市場，因此形成獨占事業與濫用市場地位

的可能性低；另一方面，利用實境技術投入生產的業者，由於並非自行研

發並運用該技術，且技術提供者眾多，因此難以利用該技術成為獨占事業，

亦無法濫用市場地位。 

4. 限制競爭 

有關實境技術是否能被用以強化限制競爭行為，答案是否定的，在產

線的應用，由於只用於內部生產效率提升，因此予限制競爭行為無關，另

一方面有關實境技術相關產品，其整合特性最有可能涉及的議題為形成市

場參進障礙，而非強化限制競爭行為；但目前實務上實境技術除用於生產

效率提升的解決方案、提升內容產業的視覺體驗外，亦有結合其他服務業，

如零售及房地產業的應用，然而此類實境技術應用面向為向潛在客群展示

商品，以及模擬消費後的使用情境予潛在消費者，藉此提高消費者的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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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或是針對需自行組裝之產品，作為動態說明書使用，此雖涉及產品

相關資訊的揭露，但第一，揭露的資訊並非價格、產量等資訊，第二因揭

露對象並非同業，而是對消費者，因此該類應用對消費者權益有所提升；

第三，實境技術的特性─「強化視覺體驗」、「軟、硬體整合」也難以用

於強化限制競爭的手段，因此目前實境技術造成限制競爭的可能性低。  

（三）人工智慧 

表 6-1-3 人工智慧與競爭議題 

 人工智慧影響說明 

市場界定 不影響市場界定 

市場力評估 使用銷售額、市占率衡量 

交易透明性 交易透明性提升 

市場參進 

在政策管制或法律阻礙所促成的參進障礙目前未發

現；研發支出或專利保護的參進障礙可能存在，尤其

是研發支出；在關鍵資源或設施的市場參進障礙存

在，尤其是可供訓練演算法的「有品質的數據」 

形成獨占事業 可能性低 

濫用市場地位 利用技術之廠商可能性低；演算法開發業者可能性高 

水平限制競爭 可能產生外觀一致行為，且難以取得合意證據 

垂直限制競爭 可用於「限制轉售價格」 

封鎖效果 可能性低，相關標準皆為技術應用的道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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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慧影響說明 

差別取價 

可能性高，可用於判斷消費者偏好及願付價格區間 

搭售 

1. 市場界定及市場力評估 

人工智慧的重要應用類型為「資料預測」及「圖像辨識」，兩類應用

主要用作資訊分析，分析後的資料可作為決策基礎及依據，目前在製造業

的應用，主要為利用人工智慧對圖像的辨識，協助業者判斷在製品的瑕疵

程度，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生產效率，因此就目前製造業常見的產線上的

人工智慧應用，並未影響市場界定，且因人工智慧的導入應用，是優化生

產流程，有機會降低生產成本，從而降低銷售價格，因此利用人工智慧優

化生產流程的製造業者，其所生產的產品與過往並無不同，因此產品的市

場界定並未被改變，亦不影響市場力評估，故依循現有衡量方式即可。 

2. 交易透明性 

人工智慧具備數據資料提取的特性，與物聯網可自動傳送資料相反，

人工智慧可自動抓取資料，且人工智慧的應用類型，包含資料分析及預測，

因此其抓取的資料類型並不特定，當然包含價格資訊及產量資訊，因此人

工智慧促使交易的透明性增加。 

3. 市場參進障礙 

而在市場參進障礙部分，任何有助於提升生產效率的投資都有機會強

化其產品競爭力，不論是品質或是價格，然而這類投資並不意味著必然提

高市場參進障礙，因此以利用人工智慧的製造業角度出發，導入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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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有二：第一，自行研發、訓練人工智慧以優化自家產線的生產效率；

第二，尋求外部提供人工智慧解決方案的服務業者，獲取相關技術的應用

解決方案，從而改善生產效率，而人工智慧的產線優化解決方案，通常涵

蓋於工業物聯網的解決方案之中，該服務市場非寡占市場，也就是說，即

便業者未能自行研發也可向外採購，沒有製造業者可以透過掌控人工智慧

而排除其他業者競爭，因此目前人工智慧應用於產線上形成市場參進障礙

的疑慮較低；然而演算法開發業者的情況則有所不同，演算法開發業者在

開發過程中仰賴技術人力以及有品質的標記資料，因此若業者限制這些生

產要素移動，則會形成市場參進障礙。 

4. 形成獨占事業與濫用市場地位 

此部分同樣區分為兩類，第一類針對利用人工智慧優化生產流程的製

造業，此類業者由於手有自行研發相關技術應用，且其他水平競爭業者亦

可尋求外部解決方案服務廠商獲得技術應用之效果，因此針對此類狀況，

因擁有人工智慧應用而成為獨占事業的可能性低；第二類，前述亦提及若

演算法開發商限制重要的生產要素移動，則形同建立市場參進障礙，存在

阻礙其他業者參與競爭的可能性，因此演算法開發商有可能因為擁有較高

品質的標記資料，訓練出品質較高、預測精準的人工智慧，進而成為獨占

事業。然而，人工智慧並非協助業者濫用市場地位的工具，而是促使業者

擁有市場地位的來源，因此業者若有濫用市場地位的行為，與過往並不會

有太大差異。 

5. 水平限制競爭 

人工智慧可經訓練找出符合條件的判斷及策略，因此若將人工智慧用

於定價，且定價策略所參考的依據為對手現行或預告價格，則利用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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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進行的訂價策略，實際與聯合行為無異。被用於價格決策的人工智慧，

至少衍生出兩種現行公平法適用的影響：第一種為寡占市場中，由於業者

面臨相似的要素市場以及產品市場，因此其價格組成可能相近，倘採用相

同參數作為定價依據，由人工智慧找出最適價格水準，則可能造成市場上

的一致性行為，儘管業者間並未做出資訊交換的行為或是帶有合意意圖的

促進行為；第二種則為人工智慧的決策依據中，埋有偵測對手反應的設定，

但由於做出調價決策者為人工智慧，且當主管機關無法察覺或證明人工智

慧含有偵測對手反應的設定時，則主管機關難以舉證。 

5. 垂直限制競爭 

「資料預測」的人工智慧應用存在強化限制競爭手段的疑慮，原因在

於：第一，透過爬蟲技術，可以抓取網路上帶有關鍵字的產品價格資訊，

目前已經出現的「比價網」即為重要案例，比價網的出現，讓業者蒐集同

業價格資訊的成本大幅下降，過去零售商透過「買貴退差價」來獲取對手

價格的策略尚須仰賴顧客在各處比價，然而現今僅須上網搜尋即可獲得對

手價格，並即時調價或是限制轉售價格。 

二、技術創新對結合審議的影響 

（一）常見的結合類型 

從前述章節可了解，目前涉及新興技術有關之結合主要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若為傳統製造業，則其結合目的主要為協助企業本身的轉型需求；

第二類，為多角化經營，此類型的併購目標較前一類模糊，也因此在技術

創新環境下成為容易錯誤衡量市場力的類型；第三類，現今大型企業可能

挹注資金予有資金需求的新創企業，協助新創企業發展至穩定階段並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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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策略夥伴，或是透過併購方式協助新創企業家出場。 

傳統製造業以家用物聯網為例，由於家用物聯網主要仰賴手機作為「遙

控器」因此若同時生產手機及家用電器的製造商，極有誘因建立以自家品

牌為中心的生態系，此時就須發展物聯網及人工智慧的技術，以建置品牌

家電生態系，或者透過併購具備物聯網、人工智慧相關技術能量的新創企

業，三星集團即為一例。另一方面，由於汽車產業的發展已逐步走向自動

駕駛車，而自動駕駛車與傳統車輛大為不同，由於需要蒐集環境資訊以及

交換大量資訊，其需安裝的電子設備、感測器比例極高，仰賴的運行環境

條件亦較高，因此傳統汽車業者面臨轉型，必然開發感測相關技術及硬體

製造、人工智慧等，或是向外併購相關業務之企業，以維持企業永續經營。

此類結合或垂直或水平，其目的通常清晰易懂，且併購企業之業務多半與

被併購企業業務相關，因此就此類結合審議案依循現行做法即可。 

另一類棘手的結合類型為多角化經營，此類結合通常為科技公司發現

尚未發展成熟的商機，所做的及早布局，針對這類結合，主要出現下列問

題：首先，由於是及早布局，意味著市場可能尚小，甚至尚未出現，因此

被併購企業規模或許不大，即便其擁有的資產可能具備極大市場潛力；第

二，多角化經營的目的代表被併購者的業務與併購者的業務不相同，因此

自然未必屬於需要申報的結合類型，直到市場出現後才能發現早期布局的

意義。然而在這類結合中主管機關的角色，須從其他角度思考，若企業因

發現可發展的商機並積極布局相關業務，此時可以肯定的是該商機尚未發

展成熟，也就是說此時投入資源，存在商機未能蓬勃發展的風險，在這種

狀況下，企業願意承擔風險跨足、發展與自身業務關聯性低的事業，未來

的報酬自應由承擔風險的企業獲得，政府不應在尚未發展的狀況下畫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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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阻斷企業開發新型商機的創意與能力。 

最後一類大型企業可能挹注資金予有資金需求的新創企業，協助新創

企業發展至穩定階段並成為重要策略夥伴，或是透過併購方式協助新創企

業家出場，這類結合類型實務上有殺手併購的疑慮。然而此種資金挹注並

由大型企業有如虎添翼之效的投資，與前一類思考方向應類似，由於新創

企業的收入尚不穩定，許多新創企業甚至需要自行開拓市場，就大型企業

的角度，其仍需承擔新創企業最終無法創造業績而倒閉的風險，因此為其

所承擔的風險獲得報酬應是市場尚理所應當的事情；反觀，新創企業的角

度，若無資金挹注則不可能撐過艱難的草創時期，更不可能提供市場創新

的產品或服務，於消費者及社會又何嘗不是一種損失。 

（二）國際案例判定實務 

根據第四章說明，目前在結合議題上可能發生疑慮處在於，科技作為

技術創新市場的產出，實質上可能為結合過程中，企業結合的首要目標，

意即企業為取得相關科技而與特定企業結合，並在技術創新階段及扼殺潛

在競爭者，由於此時科技為中間商品，自然不同於擁有廣大消費者的一般

商品或服務市場，因此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兩位前任副署長 Richard 

Gilbert 及 Steven Sunshine 提出適用於「針對特定新產品或製程之研發」的

五步驟框架為：（1）辨認合併廠商的重疊研發行為；（2）辨認研發的替

代資源；（3）評估合併廠商實際和潛在的下游競爭者；（4）評估研發集

中度的提升，將如何影響研發投入；以及（5）評估合併將如何影響研發效

率。 

而美國競爭法執法機關，也已逐漸將技術創新視為處理結合案的重要

考量，其考量分為三類：「持續性的技術創新，將提升現有的產品及製程」；



 

169 

 

「以技術創新為基礎已取得市場支配地位之競賽」；「技術創新在商業尚

合理的延遲」。第一類，由於科技可能尚為產出有形產品或服務，因此主

要考量「持續性的研發投入」，以判斷結合案的雙方是否為潛在競爭者；

第二類，其考量的角度為是否因為結合而減少研發投資的競賽，從而導致

新產品或服務延遲問世，進而影響到消費者福祉；第三類，則為考量若科

技的創新相對容易，且易因競爭者複製而出現搭便車問題，則無業者願意

投入創新，致使市場上創新停滯，此時是否同意廠商結合以解決搭便車的

問題，或是尋求其他解決方案，例如合資成立共同研究機構。 

三、各國主管機關動向與我國主管機關之定位 

目前國際上競爭法主管機關，在技術創新對公平法的影響，主要聚焦

於數位平台，也就是數位巨頭利用平台、數據帶來的市場力量，並濫用市

場地位的情形，例如 OECD 在 2018 年的研討會，即為著重探討平台業者

對現行制度的挑戰；而國際競爭網路同樣也聚焦於術為市場對競爭法制帶

來的衝擊與影響；歐盟則是為推出「數位服務法」，出資進行有關數位平

台的相關研究，針對的議題包含訪問權限、數位身分相關服務、數據所有

權以及音資訊不對稱導致的轉換成本，從歐盟的研究面向可發現，當前歐

盟針對數位市場的解決方案聚焦於資料，並希望數位服務法的施行，能成

為另一種競爭法工具；而荷蘭作為歐盟的成員，亦關注大型網路平台公司

是否不公平地使用消費者數據或是濫用數據訪問條款。 

與歐盟相同，加拿大主管機關亦將新技術的發展所推動的數位經濟，

視為影響競爭的重要要素，並聚焦於數據，2019 年所推出的數位憲章即提

到應考慮數據累積、數據透明度以及數據控制所導致的新型競爭問題；而

德國則較聚焦於結合門檻，因應平台業者多邊市場的特性，將網路效應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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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考量，並於 2018 年委託學者研究大型數位平台市場濫用市場地位的法制

調整；與德國同樣著重結合議題的日本，其主管機關針對數位平台的結合

審議，要求納入隱私保護作為結合審議項目，並針對分析資料進行研發的

市場，針對資料或資料庫的利用及其態來的市場競爭力以及相應而生的風

險納入考量。 

儘管就目前各國際或重要國家針對競爭法受技術創新影響的議題，主

要聚焦於數位平台業者的影響力，鮮有探討技術創新在製造業所帶來的影

響，但面對技術創新所帶來的未知性，本研究認為仍應回歸我國現行產業

發展現況，方能了解我國主管機關之定位及作為。首先，由於全球化的影

響，致使諸多業者揭為跨國企業，而今日就國際局勢而言，重要大國多有

單邊主義之傾向，因此無所不用其極地保護本國產業的發展，其中最常使

用的工具即為智慧財產權法及競爭法，從前述歐盟大動作檢視數位巨頭的

資料安全保護相關作為即可知悉，因此不難發現現今技術創新產業的競爭

範圍已從過去國內市場提升至國際市場。 

在此趨勢以及技術創新的發展過程中，根據座談會結論，我國主管機

關之定位，在維持國內市場秩序的同時，亦可多方考量在業者在國內市場

併購、結盟等提高市場集中度的行為是否係因應國際競爭，綜上，主管機

關至少有兩大課題：第一，關注國內的技術創新過程是否出現限制競爭行

為；第二，國際大廠在我國是否濫用市場力量建置市場競爭；第三，協助

我國廠商建立法遵機制，避免觸法。 

第二節 政策建議 

綜整前面章節對技術的分析、對產業的觀察，甚至於自座談會蒐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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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學者意見，本研究謹提供以下建議供主管機關參考： 

一、建議逐步打破以製造業與服務業為業務劃分的思維 

本案雖從製造業角度出發，但從技術創新發展脈絡來看，隨網路技術

越來越發達與成熟、便利性提高，未來製造業服務化的的程度將會越來越

高，所謂服務化不僅代表過去製造業將產品批貨予批發商再轉入零售商販

售的銷售模式被改變，更代表著製造業可能跨足更為多樣的服務業務；反

之，服務業者也有可能跨足至製造業。重要案例即為 Google、微軟及睿能，

Google 以其搜尋引擎為基礎，逐步發展平台，建立 Android 作業系統，發

展 GMS 服務，最終跨足手機製造業務；另一方面利用平台用戶所留下的

足跡資料，建立 Google Map 的強大功能與資訊，亦可與 Google 投資的自

駕車業務相互結合應用，更遑論 Google 的搜尋引擎得以連結各式圖片，圖

像辨識功能亦可與其投資生醫領域的人工智慧相呼應；微軟與 Google 相

同，自軟體發展最終製造出自家品牌的電腦。 

反觀睿能，儘管該公司已對事業進行拆分，但作為機車製造業的睿能，

其電動機車產品銷售與後續能源補充的電池租賃服務緊緊相連，而其機車

採用的換電式電池，協助挑選並選定合適的電池站位置，並推動共享機車

服務 GoShare，上述案例皆為製造業與服務業間界線逐漸模糊的實例。誠

如本研究在分析實境技術的段落，以及在結合相關議題中所觸及的多角化

經營，未來服務與產品的依存度可能更高，由單一業者同時提供產品及相

關服務的銷售方式可能更為普遍，因此導致第一，由於製造業與服務業的

界線模糊，不論是以製造業或是以服務業來看，技術創新對競爭議題產生

的衝擊為泛產業的範圍；第二，儘管公平法所著重的是產品，但製造業與

服務業的業務整合，影響的是特定產品與服務間的競爭力互相流用、相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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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成、交錯影響。 

即便現行因我國製造業主要為中間零組件的製造，少有最終消費品的

製造，因此服務化的跡象尚不明顯，但卻不代表隨著網路技術愈趨發達，

我國不會出現因製造業服務化所帶來的競爭議題，例如市場轉變為以租賃

代替購買的消費模式，此時製造業的市場力的衡量則不應依據銷售量，而

應以租賃收入為衡量依據，因此建議主管機關，現在開始便逐步調整對製

造業及服務業一分為二的思維，以因應未來產業變化的趨勢。 

二、持續觀測新興科技發展及應用面向 

第一，目前新興科技的應用，以國際企業為大宗，尤其是網路應用服

務業者、平台業者等的應用最多，且各該技術之應用因涉及資料的利用，

因此有大者恆大的傾向，並對公平法致形成挑戰，然而目前國際上之重要

製造業，在應用新興科技的過程，尚未觀測或預期將會發生與平台業者相

同的現象，主因為製造業利用各該技術，其目的主要聚焦於「優化生產流

程」及「提高產品競爭力」，與過往製造業投資研發之目的相同，各該新

興技術為製造業用以強化生產效率的要素；第二，考量目前我國製造業對

新興科技的應用尚未成熟，在技術應用尚不普及的現階段，政府應大力支

持各該新興科技的產業應用，以強化我國產業競爭力，此時若競爭法主管

機關在此時訂定相關因應對策以及提出監管措施，雖有超前部署之遠見，

但與國家發展產業的整體方向不免背道而馳，亦不利我國產業發展。 

因此綜觀國際案例，以及我國產業發展態樣，針對新興科技是否強化

限制競爭手段，或是造成產業之獨占地位，該現象目前主要發生在平台業，

且我國製造業尚未廣泛導入相關新興科技，即便是外國製造業導入新興程

度較我國高，亦未見廣泛討論，相反地，外國製造業範疇內有關競爭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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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論多聚焦於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監管間的衝突與權衡；另一方面製造

業新興科技的應用面向目前著重於強化產線的生產效率，或是將技術附加

於產品之上，優化產品以提高產品競爭力，應用面向與平台業者不同，極

少見到製造業者利用新興科技強化限制競爭手段，因此目前主管機關之作

法應為靜觀其變，待技術發展更為成熟、技術應用更為廣泛時，例如當 5G

技術普遍商用後，當跨入此業務的技術成本下降時，自駕車、車聯網以及

智慧醫療等得以廣泛應用時，其市場樣態肯定不同於現在，相關市場必定

產生更為完整的，有關我國製造業如何應用各該技術的資訊，此時主管機

關再出手介入也更能對症下藥。 

三、培養具備資訊技術知識的部門 

為維護市場秩序，主管機關必須培養對技術的相關知識，以避免因缺

乏技術理解而遺漏業者為限制競爭之證據，根據前述分析，目前可預見並

得以強化限制競爭手段之技術應用，主要為人工智慧之「資料預測」應用

類型，為解決這類問題，短期內主管機關應延攬熟知人工智慧的專家，尤

其是同時瞭解人工智慧以及廠商行為的跨領域專家，借專家之力判斷廠商

行為是否涉及限制競爭意圖或實質造成限制競爭；另一方面，雖本研究案

經座談會上與業者討論後，認為區塊鏈的應用目前集中在金融等服務業，

因此本案並未探討、分析區塊鏈對競爭之影響，然而座談會上仍專家學者

提及區塊鏈提升資訊透明度的特性，因此長期而言，主管機關仍應著手規

劃，建立鑽研人工智慧及新興科技的部門，該部門不僅須具備新興科技相

關的技術知識，也應培養有關公平法相關之法律素養，並對廠商行為有深

刻瞭解，以協助主管機關觀測、判斷技術之應用面向及進程，協助主管機

關驗證業者說詞，當廠商做出有違公平法之限制競爭行為，該部門亦可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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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主管機關獲取相關證據，或是利用新興科技蒐集相關證據。 

四、關注國際廠商於我國市場之行為 

就目前國際情勢發展，各國競爭法多帶有一重要特色─保護本國產

業，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產業面對的不僅是本國競爭者，同時亦須面對國

際競爭者，我國製造業之產品外銷者多，其銷售市場可能多位於國外，鑑

於國際上其他競爭法主管機關對科技巨頭是否濫用市場地位，或限制本國

產業發展皆有些許作為，建議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觀察 Google、Apple、

Amazon、Facebook 等國際重要科技公司，在我國市場內因為掌握龐大用

戶資訊，是否有大者恆大、形成市場參進障礙的趨勢或疑慮，且各科技公

司積極推動多角化經營，雖科技公司主業為軟體或服務，但其中不乏切入

硬體製造產業鏈的科技公司，這些科技公司挾帶可強化新興科技應用的龐

大資料，勢必比我國製造業業者擁有更為優秀的競爭力。 

其中，家用物聯網即為一例，由於目前我國製造業及技術發展狀況，

尚無誘因亦無能力建立如小米的品牌家用物聯網生態系，而必須與

Google、Amazon 等所生產的產品合作，然而家用物聯網生態系卻有可能

如同 Google 當初建構 Android 作業系統生態系的過程雷同，具有在未來被

用以限制競爭的可能性，此時將威脅到我國製造業之產業競爭力，因此雖

然目前主管機關尚不需要對新興科技的應用抱有過多疑慮以及施行監管措

施，但仍需持續觀察國際企業於我國市場內的行為，以避免我國製造業處

於不利競爭的狀態。 

五、持續觀察設立競爭法監理沙盒之必要性 

監理沙盒的作用在於排除現行監管法治的適用，本研究認為應靜觀其



 

175 

 

變，原因在於：第一，公平法為泛產業的管制，且因目前公平法即設有以

市占率為條件的安全港條款，因此受公平法所管事項或事業，幾乎可以確

定是可能對市場帶來較大範圍的影響，在此前提下，利用監理沙盒排除公

平法之適用，恐有不妥之處；第二，目前就我國監理沙盒之排除，都有「小

範圍試驗」的特性，也因此我國金融監理沙盒於審議時似未排除公平法，

而且目前所見之顛覆式創新，其多有集結群眾的特性，像是龐大的用戶數

量，若僅於小範圍進行該等模式的試驗，其效益是否顯現尚是未知數，更

何況主管機關該如何劃定小範圍的「界線」，又是另一門艱深的學問；第

三，根據座談會上專家學者意見，公平法適用所有產業類別，不同於金融

監管法規聚焦於某種產業類別，若競爭法主管機關欲推動監理沙盒機制，

目前並不存在橫向的法規基礎，像是主管機關目前並不存在審議各類產業

是否進入監理沙盒的力量。因此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主管機關目前應持

續關注監理沙盒機制，並與第二點建議並進檢視，依據技術發展狀況及應

用面向滾動調整、衡量設立公平法監理沙盒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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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座談會會議結論 

一、第一階段座談會 

（一）會議日期：2020/09/23、2020/09/24 

（二）會議結論： 

1. 新興科技特性、我國應用現況、限制競爭議題 

（1）物聯網產業的特性是，具高技術含量但營業利潤不高、市占率也

不高，加上產業鏈很長、跨領域、涉及許多廠商，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多為

客製化，故較不易有寡占情形。 

（2）我國參與物聯網產業之製造業者，導入物聯網與人工智慧主要用

於內部數位優化轉型，尚未如美國和中國大陸等市場有出現明確的大型產

業龍頭。 

（3）區塊鏈技術特性包含去中心化和開放共享，建立在高度可組合性

及高度利他協議，只要成員有人想擅自改變協議內容，就會被發現，此一

特性讓區塊鏈應用市場較不容易產生壟斷的弊端。 

（4）人工智慧目前在我國製造業的應用層面多集中在視覺辨識，因此

尚未出現透過人工智慧探測競爭廠商價格資訊的聯合行為議題。 

2. 專利權、技術規格與標準議題 

（1）產業標準有不同的種類，例如 5G 通訊標準，而有些要付費。「標

準」是每個成員都有貢獻一些專利在裡面，也方便大家不用個別去談判專

利的授權，有助於降低個別廠商研發創新的成本，對整體產業發展也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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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標準專利可能會鼓勵創新，但同時也可能會影響潛在廠商進入競

爭，此時應該有量化的標準，來評估創新的程度和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的程

度。 

（3）因應技術標準及專利可能導致的限制競爭議題，建議可由政府補

貼新進廠商來付授權金，而非由法律介入管制。 

3. 併購與創新議題 

（1）併購目的有三：取得市占率、增加競爭力、降低競爭。美國製藥

產業實證研究發現，如果主併廠商自己有在研發類似的藥品，那就通常會

把這些被併廠商的研發停掉，稱之為 Killer Acquisitions。若如此，從鼓勵

創新的角度，在企業結合案，就應該考慮對創新的傷害。 

（2）台灣新創市場面臨的問題是，個別新創規模相對國外新創來得

小，因此反而會有誘因自行尋找夥伴進行併購以求生存。台灣新創圈另一

種常見的情況，是外國企業透過併購台灣新創業者來進入台灣市場，如之

前 Line 在台灣併購了幾家小型新創。 

（3）對 AR/VR 來說，目前台灣投入這塊技術領域的新創相對少，因

此很多 AR/VR 新創團隊反而認為被併購是很好的退場機制，而實務上發

生 AR/VR 新創被併購案件仍然很少。 

4. 公平法制之討論 

（1）現行公平法已有安全港條款，如垂直或水平聯合後市占率未達

10%者，仍可被容許。目前面臨的問題是，在上述物聯網的產業特性下，

如何計算市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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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安全港的條款，目前觀察到台灣製造業之間很少有聯合行為。

目前我國很多法令都偏向監管角度，較少在促進產業創新發展，考量物聯

網、人工智慧和 AR/VR 相關產業剛在萌芽階段，建議先提供發展條例，

之後再進行管制。 

（3）監理沙盒目的在排除部分現行法規限制，讓企業在創新時不致誤

觸法規。但以公平法的宗旨和內容，監理沙盒不適合排除公平法。 

（4）目前監理沙盒都是應用在金流、保護「消費者」的概念，但製造

業都是 B2B（而非 B2C）的概念，似乎就不需要保護消費者。但可以引進

監理沙盒保障少數廠商的概念。 

（5）法規可以對新創更加彈性。前階段可以更個案處理。監理沙盒可

以保障交易的多方在受控制的環境之下達成交易。 

二、第二階段座談會 

（一）會議日期：2020/10/26 

（二）會議結論： 

1. 技術創新與公平競爭議題 

（1）創新所帶來的競爭議題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顛覆式創新，具體

代表案例為 UBER、Airbnb，這類創新帶來的競爭議題為由於為新型態業

務，由於無法完全適用現行監管法規，使得既存相似業務的業者面臨「不

對稱管制」；第二類為創新使舊的業者屹立不搖，這類創新所帶來的強化，

使得市場參進障礙更高，常見的案例為具備網路效應的各式平台；最後式

創新促使技術手段翻新，現行法制可能不適用，或是事證蒐集成本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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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今創新也存在一項重要特色，在乎未來利益的業者，通常會藉

由擴大用戶數量，並憑藉龐大用戶成為市場上的標準，因此公平會需要注

意各個場域的公平性，像是市場參進障礙。 

（3）市場的進入障礙包含創新的投入要素，像是人力、演算法及原始

數據資料，例如國際上許多國家有針對人力的「不挖角協議」，然而針對

投入要素可樂觀期待其他要素得以替代；然而創新的產出要素則否，創新

的產出要素包含智慧財產權及關鍵設施，如數據。其中有關數據部分，原

始數據通常沒有價值，但是經過廠商的作業流程，如清洗、分析資料，最

後成為有價值的數據後，能否要求廠商開放，亦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2. 技術應用與發展趨勢及限制競爭疑慮 

（1）首先，目前台灣傳統產業有 96%是中小企業，其數位轉型還處

於初始階段，也就是導入 ERP 及線上監控系統的階段，因此政府的相關預

算幾乎都投入在數位轉型，若現在對製造業的數位轉型有不公平競爭的疑

慮是對產業有些誤會也多慮。 

（2）就目前對台灣傳統產業的觀察，較少不公平競爭的議題，原因在

於傳統產業的數位化比較像是被迫的，因為缺工的問題所以必須數位化；

若業者有使用 AI 自動化決策產生限制競爭的一律，則要求業者說明演算

機制即可；另一方面，區塊鏈的特性為分散式儲存資訊，因此資料透明性

可能因此提升，雖主管機關可能認為做成聯合行為的疑慮變高，但是透明

性提升也代表事證的蒐集成本下降。 

（3）台灣對於創新都採用比較保守的態度，跟中國對於創新的態度大

不同，中國對於技術創新以及產業創新採取開放態度，待發展至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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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視狀況調整監管法制。 

（3）在討論公平競爭的議題前，必須先釐清現在所指稱的「競爭」是

在國際的層級層還是國內的層級，例如 IC 是超國際化，市場幾乎由國際巨

頭控制，台積電為了維持競爭力投入很多 AI 的研發；而以工具機產業為

例，全球市占率最多的業者也才 6%，其他如新近的 AI 與 AIOT 的寡占趨

勢，涉及我國淺碟型經濟體之供應鏈的定位，對競爭政策而言，所保護之

競爭福祉究應以國內還是國際為評價基線？又如何辦理？均值得重視。 

3. 併購新創企業的特色以及限制競爭疑慮 

（1）一般經濟學認為生產效率雖然有可能上升但因為規模上升會導致

市場參進障礙上升，但是歐盟針對併購、結合議題的討論提到，現行併購、

結合有可能加速新技術導入市場應用，而新技術的應用可以提升廠商獲利

降低生產成本，同時產品也會更加異質化，會增加參進意願。 

（2）全球的併購熱潮在 2016-2017 年達到高峰，熱門的併購領域包含

生物技術、醫藥、自駕車、電動車、金融等，而在 2020 上半年，重要的併

購案包含 Google 併購智慧零售業務、Facebook 併購 AR/VR 及 Gitfit、

Microsoft 併購雲端業務、Apple 併購人工智慧業務以強化 siri 功能以及併

購 VR 公司，最後是 Amazon 是併購自駕車。 

（3）就目前併購的狀況來看，首先根據併購目的區分為「錦上添花型

的強化內部技術」，以及「雪中送炭型的避免被淘汰」，前者多為科技巨

頭所為，而後者則多為傳統產業所為；由於科技巨頭（平台業者）的出現

與發展，目前歐盟及美國的主管機關皆聚焦討論「垂直整合」以及「多角

化經營」，因此我國主管機關應聚焦於「複合式合併」，這意味著甚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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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業模式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誰是玩家。 

（4）另一方面對於新創企業家其創業目的也主要分為兩種，追求創業

以及追求出場，若為追求創業且創業業別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則必然需要

大公司的資本挹注，弱勢追求出場，則併購對創業家自然是好的出場方式。 

4. 安全港與監理沙盒機制 

（1）目前公平法內針對市占率合計低於 10%的條件即為安全港的設

計，針對新創企業是否造成限制競爭，此部份擔心程度較低，因為新創企

業的市占率通常較低，因此勾結疑慮較少，此時管制密度應該要低，不涉

及價格、產量限制的行為即可。 

（2）目前我國的沙盒機制為針對特定產業，但公平交易委員會的監管

是針對不特定產業，因此設立監理沙盒的挑戰在於沒有橫向的基礎支持，

另外有關審議委員會要如何組成也是一大挑戰。 

（3）從我國金融監理沙盒的條例來看，審查中的跨部會會議似乎並未

邀請公平交易委員會，看起來其他部會並不覺得目前進入監理沙盒運作的

廠商會涉及競爭議題。 

5.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定位 

（1）面對技術創新與公平競爭這個大問題，首先應掌握地緣經濟的趨

勢，才能了解自己競爭政策的基線。面對國際經貿的變局（孤立主義與單

邊主義），公平會不宜過度介入，並重視下列問題：  IP 的財產權化

（propertized）、重新定義線性產業、重新檢視競爭監管與產業政策的關

係、重新調整 conglomerate 結合的評估機制、面對新創，聯合行為的規定

應有所鬆綁、考慮弱化獨占管制的力度並重新審視管制公營、公用事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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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規範（甚至對政府行為之干預部分）。此外，更應重視 M 型社會及產

業結構的對策（criteria）。 

（2）創新科技確實可以提高傳產的競爭力，但不當然大家受益，要有

錢、專業人力，準此，競爭法所鼓勵之競爭如何落實，將是一個方法論問

題。例如，生醫領域必須填補法規科學+IP+產業新模式的跨領域專業評價

能力；其次，衍生（新創）公司牽動的營業秘密與競爭法問題；至於併購，

更重要的問題應是資本市場力量的掌握與國家的國際經貿與產業政策之釐

清。 

（3）有關公平競爭監管與產業政策的權衡，以 Gogoro 為例，當初

Gogoro 有政府補貼，電動車市場做起來後就開始有賺錢，但是其他機車業

者卻不抗議政府有補貼。所以癥結點在於當初政府準備推動這個產業時，

有沒有召開說明會，對所有相關業者開放，提供所有人都可以參與的場域，

這也是公平會應該關注的部分，不論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在推動、

扶植產業時，是否有對所有業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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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物聯網、實境技術、人工智慧、創新、製造業、市場界定、限制

競爭、結合審議 

 

隨新興科技發展，產業界愈來愈廣泛應用相關技術，近期國際與各國

競爭法執法機關，均聚焦於平台業者，在現行的科技基礎下，如何衝擊現

行競爭法法制，以及該如何因應。然而卻少有競爭法主管機關針對製造業

者，在應用新興技術的狀況下，是否衝擊競爭法制的相關討論，故本研究

特別針對製造業應用新興科技之樣態，分析就目前製造業應用新興科技過

程，是否可能造成現行競爭法制之不適用而須有所調整，並針對觀察到的

製造業新興技術應用，提供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後續因應的政策建議。 

本研究挑選目前與製造業息息相關，較常應用的三類新興技術─物聯

網、實境技術以及人工智慧作為分析面向。首先，在物聯網主要分出三大

類目前發展較成熟，與製造業較為相關的應用面向，分別是「工業物聯網」、

「家用物聯網」、「車用物聯網」，其中涉及的相關產業包括整體有產線

的製造業、家電製造業以及交通工具的製造業。就整體物聯網而言，物聯

網總共區分為三層，分別是感知層、網路層以及應用層，各層分別及共同

為物聯網帶來主要五種特性，分別是「感測」、「主動積極參與」、「連

結」、「分析」以及「整合、集成」；另一方面，實境技術所涉及的廠業

包括頭盔、眼鏡的製造商，而實境技術的應用，主要為影像的呈現，因此

其帶有影像性的特性，也因為實境技術滿足消費者觀看影像的需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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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賴裝置載體以及呈現於載體上的內容，也有軟、硬體整合的特色；而人

工智慧目前已歸納出的人工智慧特性包括：數據資料的提取、模仿人類認

知、預測未來級取代低階重複性的工作，其應用領域則與物聯網類似，屬

於泛產業的應用，根據不同產業會延伸出不同應用情境，但整體而言，其

應用面向為：「時間序列與預測」、「圖像處理」、「音訊處理」、「自

然語言處理」、「動態影像處理」。 

根據此三類新興技術的特性及應用面向，分析市場界定、市場力評

估、市場參進、限制競爭等議題，首先在市場界定及市場力評估部分，雖

此三類技術都不影響市場界定以及市場力評估方式，但由於家用物聯網的

組成產品包含家電產品及連接家電產品的中控系統或平台，實境技術的衍

生產品包含硬體裝置及內容，代表相關產品的競爭能力會交錯影響，但競

爭力的互相影響，仍會呈現在個別產品的銷量上，因此並無影響。另外，

工業物聯網以及人工智慧，由於此二技術多被製造業用於產線的改善而不

涉及產品的更動，因此製造業利用工業物聯網與人工智慧並不會因此造成

工業製品的市場界定須重新調整或是市場力評估不應以銷售量、市占率為

市場力的衡量依據，而車用物聯網則是在交通工具或交通環境設備增加聯

網功能，因此亦不影響交通工具或交通環境設備的市場界定及市場力評估。 

在市場參進部分，以應用端製造業的角度，由於物聯網及實境技術的

技術市場，其技術提供業者眾多，因此難以透過掌握技術專利或研發支出

而建立市場參進障礙，阻礙潛在競爭廠商進入市場；另一方面就目前的市

場樣態來看，工業物聯網解決方案服務並非寡占市場，代表其研發支出所

能樹立的市場參進障礙並未使市場呈現寡占市場，對限制競爭的疑慮應不

致過大，故此二類技術對市場參進所能造成的影響；第二，家用物聯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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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用物聯網的兩類應用，則較相似，此二類為在既有產品增加連網功能，

就製造家電用品、交通工具及交通環境設備的製造商而言，產品是否具備

連網功能對消費者的吸引力不同，但個別廠商並無法禁止其他廠商新增此

項功能，因此所能建立的市場參進障礙有限；最後，利用人工智慧優化生

產的製造業者能透過該技術建立的市場參進障礙有限，原因在於此類生產

優化流程多被包含於工業物聯網的解決方案中，而此類服務市場並非寡占

市場，可能建立市場參進障礙者為演算法的開發商，尤其是開發商擁有高

品質的標記資料，或是專業度極高的技術人員，並且開發商可限制此類生

產要素移動，則其能建立的市場參進障礙則較為堅固，嚴重性亦較大。 

在限制競爭部分，工業物聯網與車用物聯網的特性及應用面向，較難

被用於強化或促使限制競爭，但是家用物聯網根據對國際案例的觀察，有

可能形成家用物聯網生態系，反觀我國相關產業發展，可能作為生態系主

導者的廠商為連接家電的中控系統或平台業者；另一方面，人工智慧對限

制競爭造成的影響也較其他技術大，例如若以人工智慧定價，則有使市場

價格趨於一致的可能性，或是業者透過定價演算法的設計，實質做出聯合

行為，另一種利用則是抓取價格，利用人工智慧做為強化限制轉售價格的

手段。 

而創新事業的結合審議部分，目前國際上併購新創的目的主要區分為

兩大類，包含促成業者轉型的併購，以及強化業者多角化經營的併購，前

者如傳統燃油汽車併購擁有電動車技術、自動駕駛技術的新創，後者如社

群平台併購擁有實境技術的新創。在此二類併購創新事業的目的之下，結

合審議主要面臨幾個可能需要關注的議題，包括：多角化結合帶來的限制

競爭不利益、不易達到結合申報門檻以及事業結合的傷害理論。因此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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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去對結合審議的判定模式，針對創新事業結合案件的判定模式，有以

下兩大差異：創新影響（innovation impact）效果，也就是關注事業結合後

如何影響市場結構及市場競爭，以及創新誘因（innovation incentives）效

果，也就是考量創新事業參與結合之誘因。目前美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已將

技術創新視為處理結合案的重要考量，並可歸納為三種類型：持續性的技

術創新，將提升現有的產品及製程；以技術創新為基礎以取得市場支配地

位之競賽；技術創新在商業上合理的延遲。 

綜觀新興技術特性、應用面向及創新事業結合趨勢，技術創新對於競

爭法的影響在於，因為技術創新著重未來的獲利，因此主管機關在衡量現

象、行為是否違反公平法時，不應僅就短期的結果判斷，而要更多地採取

動態檢驗，此時競爭法主管機關不須僅限關注結果，而可關注競爭過程的

公平性，方能平衡創新誘因與市場秩序，此外，所謂公平亦非指一視同仁，

而是適當地差別對待。然而個別產業對競爭法所造成的影響仍須視具體情

況而定，過去競爭法對結合管制較著重靜態分析，避免結合後業者缺乏價

格競爭，然而高科技產業仰賴不斷的技術創新以維持優勢，若能透過結合

嘉樹技術創新並投入商業應用，亦不失為一種消費者福祉的增加。此外，

現行技術創新，仰賴創新要素的投入，以人工智慧為例，人力資源及數據

資料即為重要的創新要素，在創新要素的取得管道，可能就存在競爭問題，

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在考量創新事業的競爭議題，可能不僅須考量市場上

的結果，更需要關注創新過程中要素的限制競爭議題，包含數據資料的取

得，限制人力資源移動的契約條款等。 

最後，儘管國際組織與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技術創新及創新事

業的關注焦點，並未在製造業範疇的影響，而多落於數位經濟範疇，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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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事業與社群媒體上可以實現的雙邊/多邊市場，以及各該事業因為擁有

可供創新應用分析的資料，資料作為關鍵資源因而形成的市場參進障礙。

因此目前競爭法的修訂多聚焦於處理數位服務的發展及其對競爭的影響，

以及資料的獨占所帶來的後續限制競爭議題，鑒於此以及對我國的市場分

析，提供予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針對因應製造業導入相關新興技術應用

知措施及準備。首先，不論在限制競爭議題或結合議題，均可發現，製造

業與服務業的產業界線愈趨模糊，此意有兩個層面：一，產品與服務的競

爭力將會相互影響，因此不論在限制競爭議題或結合議題，相關競爭力的

交互影響，是競爭過程公平性的一環，例如目前國際併購案例，多角化併

購為大宗，且可發現製造業開始拓展軟體、服務業務，反之軟體、服務業

者則開始拓展製造業務；二，因為共享經濟的興起，未來消費者可能不透

過購買產品的所有權而是購買使用權來滿足相應需求，也就是說，製造業

者所製成的產品透過租賃來獲取收入而非透過銷售，此時競爭法主管機關

須跳脫既有思維方能因應相關的商業模式。 

第二，針對人工智慧已經可預測影響競爭法制的新興技術，競爭法主

管機關短期應徵詢技術專家意見，協助主管機關判斷業者應用相關技術是

否有違競爭法，長期而言，主管機關應建立具有相關技術知識之部門，不

僅協助主管機關判斷業者行為是否違法，亦可協助主管機關利用新興科技

蒐證。第三，由於目前國際上缺乏針對製造業應用新興科技的影響面向討

論，因此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短期內可持續觀察技術發展動向及應用趨

勢，待技術商轉環境成熟，例如 5G 網路普遍應用，即可更為清楚理解技

術在製造業的應用面向，並做出更適切之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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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Internet of Things, reality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relevant market, market power, manufacturer, restrictive 

competition, merg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technologies are 

increasingly being used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owever,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in other countries have focused on platform operators 

and how they impact the current competition law. There are few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discussing manufacturers’ application.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specifically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how it impacts the competition law.  

This research selects three type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at are more 

commonly used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cluding Internet of Things, 

AR/VR technologie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rst, the IoT is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categories that are currently more mature and more relevant to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y are "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Hom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Automotive Internet of Things". As far as the overall 

Internet of Things is concerne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s divided into three 

layers, namely the perception layer, the network layer, and the application 

layer. With these layers, IoT has five main characteristics, namely "sensing", 

"active engagement", "connectivity", "analyzing" and "integrating".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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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R/VR technologies include helmets, glasses, application of reality 

technology and contents, So it has the feature of imaging and integration. The 

last one, featur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clude: data ingestion, imitating 

human cognition, and futuristic, and eliminating dull and boring tasks. Its 

application areas are: "time series and prediction", "image processing", "audio 

process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moving image processing".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aspects of these three 

type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we analyze the issues of the impact of 

competition. First, in the relevant market and market power evaluation part, 

these three types of technologies do not affect but we find out that in the home 

Internet of Things, competitiveness of home appliances and the central control 

system have mutual influence. However, the evaluation of market power is still 

based on the sales and market share of individual products. In addition, 

because 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mostly used 

by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improve production lines, the use of 

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oesn’t cause the relevant market of products. So do the Automotive 

Internet of Things. 

In the part of market participation, from the technology demand side, 

due to the large number of industrial IoT solution providers, it is difficult to 

establish market entry barriers by mastering technology patents or R&D 

expenditur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dustrial IoT solution service is not an 

oligopolistic market, which means that the market entry barriers that can’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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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by its R&D expenditures.  

Second, home IoT and the Automotive IoT are similar. To consumers, 

Home appliances, vehicles, and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with the connection 

function or not is different, but individual manufacturers cannot prohibit others 

from adding this function, so the barriers to market participation won’t be 

established. Finally, manufacturers who u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optimize 

production can create limited market participation barriers through this 

technology. The reason is that such production optimization processes are 

mostly included in industrial IoT solutions. And the service market is not an 

oligopolistic market. Those who may establish barriers to market entry are 

algorithm developers, especially developers who have high-quality marking 

materials or highly specialized technical personnel. As developers restrict 

these production factors move, the barriers to market entry will be established. 

In the part of restrictive competi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aspects of the Industrial IoT and the Automotive IoT Vehicles are difficult to 

be used to strengthen or promote the restriction of competition. However, the 

home IoT may form an ecosystem. Besid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than other technologies. For example, i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used for pricing,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of bringing 

market prices closer, or the industries may actually perform concerted action 

through the design of pricing algorithms. Another use is to capture prices and 

use it to strengthen the restriction on resale price. 

As for the combined review of innovation business, the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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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including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y, and to strengthen the 

diversified operation of the industry. The former, such as traditional vehicle 

manufacturers merge business with electric vehicle technology and automatic 

driving technology. The latter, such as the social media players merge start-ups 

with reality technology. Under the purpose of these two types of M&A 

innovations, authority has to concern several issues, including the restriction of 

competi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combination of diversification, the difficulty 

of reaching the threshold of combined declaration, and the harm theory of 

business combination. Therefore,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judgment of 

merger, there are two major differences such as the effect of innovation impact 

and the effect of innovation incentives. The United States competition law 

authority have consider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merger cases,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types: continuou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will improve existing products and proces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a basis to gain market control Race of statu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reasonably delayed commercially. 

With the above-mentioned, the authority should focus on not only 

short-term issues, like price, but also dynamic analysis, which means focus on 

the fairness of the competition process. In addition, the so-called fairness 

doesn’t refer to equal treatment, but to treat differently. However,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industries on the competition law still depends on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In the past, the competition law placed more emphasi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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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analysis of integrated control to avoid lack of price competition among 

the integrated players. However, high-tech industries rely on continuou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maintain their advantages. If we can acceler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o market through merger, that is also an increase 

in consumer welfare. In addition, curr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lies on 

the input of innovation. Tak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n example, human 

resources and data are important innovation elements. There may be 

competition issues in the acquisition of innovation elements. Therefore, the 

competition issues of innovation may not only need to consider the results in 

the market, but also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restrictive competition of input in 

innovation process, including the acquisition of data and the contractual terms 

that restrict the movement of human resources. 

Finally, thoug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competition law 

authorities in other countries have not focused on the impact with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using emerging technology, we still recommends Fair 

Trade Commission: (1) continuously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aspect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2) build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sisting in collecting evidence; (3) assist our companies in 

enhancing thei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