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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跨國科技巨擘、數位廣告市場、競爭法 

一、研究緣起 

隨著近年網路產業的發展與消費者的使用習慣變化，跨國科技巨擘經營

之數位平台透過大數據分析個人興趣及喜好，進行挑選廣告投放之目標族

群，使廣告行銷更精準且便利。事業透過 Facebook (Meta)、Google等跨國

科技巨擘數位平台進行廣告行為，已成重要趨勢。 

舉例而言，Google於 2020年全球網路廣告業務中，獲得了高達 1470億

美元的營收，超過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公司，並在整個廣告價值鏈的各個環節

中佔有高達 90%以上的市場佔有率。 

跨國科技巨擎的經營模式不但可能嚴重威脅到傳統廣告業者的生存，更

因為其市場寡占性而使廣告市場無法正常運作。是以，自 2016 年起，各國

相繼提出相應政策或直接對於跨國科技巨擘之不當經營行為祭出罰則，由

於各國廣告市場發展趨勢具有相類似之特徵，故各國之相關處置措施與立

法趨勢深值我國參考與研究。 

基於網路高度結合日常生活的趨勢，跨國科技巨擘經營之廣告業務範圍

得以擴及全球並形成巨大之優勢，進而涉及各國規範及廣告市場資源運用

分配，衍生競爭議題。除限制競爭議題，是否涵蓋不公平競爭議題，實有瞭

解之必要，以作為公平會日後處理個案與執法之參考。 

據此，本研究計畫之重點在於：蒐集、比較我國及各國廣告市場資源運

用分配之現況、發展及趨勢，再就各國因應跨國科技巨擘妨礙公平競爭所頒

定之立法與執行措施進行比較案例分析。最後總結並提出對於跨國科技巨

擘在我國廣告市場造成競爭議題之執法建議與競爭政策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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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案例分析、問卷調查及座談會等研究方法進行，

以下概要說明相關研究方法之實行及過程。 

首先在文獻分析部分，本研究團隊藉由文獻資料分析法，蒐集相關學術

論文、研究報告、市場調查、政府法規…等文獻資料，透過分析整理國際上

針對數位平台的市場競爭秩序維持之重要議題、個案、政策或法規制定，以

及跨國科技巨擘於各國廣告資源的影響與市場影響等相關議題，掌握發展

趨勢。案例分析部分，本研究蒐整「美國」、「歐盟」、「亞太地區及澳洲」

及「我國」之違法案例，研析競爭法對於跨國科技巨擘於廣告市場之重要議

題與政策執行，並深入分析產業上中下游之結構及未來發展之重要議題。 

問卷調查部分，本研究團隊於產業顧問討論後，設計三大主題，包含：

「跨國科技巨擘與廣告市場發展現況」、「跨國科技巨擘與數位廣告」與「數

位廣告市場相關政策」。邀詢的調查對象則包含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經營協

會(Taiwan Digital Media and Marketing Association，DMA)、衛星廣播電視公

會、雜誌公會、報業公會…等協會和公會的會員。問卷經蒐集後，有效之訪

問對象訪包括「廣告代理商」9 位、「MarTech 廠商」4 位、「媒體平台」

9 位，總計 22 位。需說明的是，由於多數業者不願或無暇受訪，最後本計

畫的有效受訪對象主要為部分 DMA協會會員，但 DMA協會與上述其他協

會就此議題均有聯繫討論，DMA協會內部也曾就相關議題不斷詢問、確認

會員的意見。因而最後受訪對象於表面上看來雖僅 22 位 DMA 協會會員，

但本計畫問卷調查之結果，應有一定之代表性。座談會部分，已於 2022 年

9 月 23 日透過線上視訊會議之方式，與我國相關傳播、法律、經濟領域學

者、產業代表進行深度訪談，邀請出席人員包含學界代表臺灣大學新聞研究

所林照真教授、中正大學經濟學系陳和全教授、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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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楊智傑教授; 科技巨擘代表包含Google公司(理律事務所吳為涵律師代表

出席); 數位廣告業界代表包含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天下雜誌

吳迎春董事長、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監事/城邦媒體集團法務部邱大山

資深經理、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陳淑婉秘書長、衛星公會陳依玫秘書

長、臺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DMA)盧諭緯秘書長; 亦有新聞媒體人員

包含中央社記者、自由時報記者、ETtoday(東森)記者等，主動報名參加。該

座談成果可謂豐富，並獲得媒體報導之關注。 

透過上述的文獻分析與問卷調查、與國內法制、媒體、傳播等不同領域

的專家學者及產業代表深度座談，研究團隊希望能忠實呈現跨國科技巨擘

於我國廣告市場所產生之影響，最終形成研究團隊之法制面政策建議。 

三、重要發現 

為彙整產業界重要代表及相涉團體之意見，研究團隊透過「產業問卷調

查之方式，調查對象包括數位行銷經營協會(DMA)、廣告業者、影音平臺、

衛星電視公會、雜誌公會、報業公會等。問卷經蒐集後，有效之訪問對象訪

包括「廣告代理商」9 位、「MarTech 廠商」4 位、「媒體平台」9 位，總

計 22位。 

本次產業調查問卷之主題，包括三大部分，分別為「跨國科技巨擘與廣

告市場發展現況」、「跨國科技巨擘與數位廣告」及「數位廣告市場相關政

策」。關於本次訪談問卷之調查結果分析，重要發現及受調查者之主要回饋

意見，整理如下： 

(一) 「跨國科技巨擘與廣告市場發展現況」： 

 約 86%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數位廣告將逐漸取代傳統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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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95%受訪者曾運用跨國科技巨擘公司投放數位廣告，曾投放廣告

之比例： 

- YouTube：廣告代理商 100%、MarTech 廠商 100%、媒體平台約

77%； 

- Facebook：廣告代理商 100%、MarTech 廠商 100%、媒體平台

約 88%； 

- Google：廣告代理商 100%、MarTech 廠商 100%、媒體平台約

88%； 

- Instagram：廣告代理商約 88%、MarTech 廠商 100%、媒體平台

約 44%。 

 受訪者指出排名前三的跨國科技巨擘為：Google (21)、Facebook 

(Meta)(19)、YouTube (16) 

 約 77%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跨國科技巨擘投放數位廣告，

對其營運影響重大。 

(二) 「跨國科技巨擘與數位廣告」：  

 約 77%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跨國科技巨擘相較於傳統廣告

業者更具有競爭優勢： 

- 認為跨國科技巨擘掌握數據優勢(流量來源)及先進技術，且本身

沒有競爭者。 

 約 63%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跨國科技巨擘投放數位廣告，

面臨市場不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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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價格與規則完全由跨國科技巨擘議定，且遊戲規則未公開

透明； 

- 認為跨國科技巨擘廣告以競價形式進行，卻很難衡量最終價格

的合理性與真實性； 

- 認為跨國科技巨擘業者並沒有完全落地、繳稅，也沒有暢通的

客服中心。 

 約 77%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臺灣廣告業者與跨國科技巨擘

公司的市場地位不對等，跨國科技巨擘妨礙臺灣廣告市場公平競爭。 

- 認為跨國科技巨擘無視臺灣市場既有專業合作，廣告主直接將

預算投放至平台； 

- 認為臺灣本土平台成長太緩慢。 

(三) 「數位廣告市場相關政策」： 

 約 36%受訪者不滿意(非常不滿意及不滿意)現行的數位廣告相關法

規，約 40%受訪者不清楚現行的數位廣告相關法規： 

- 不滿意者認為政府應出面促使跨國科技巨擘業者善盡管理言論

之責任，檢舉案件不應罰到代理商； 

- 不滿意者認為不清楚去哪裡找各種廣告法規的負責單位，且沒

有管理平台之專法； 

 約 72%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跨國科技巨擘賺取的利潤在臺

灣應有新的課稅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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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廣告營業額須公開透明被課稅，且不應要求廣告主要向國

稅局申請境外交易； 

- 認為羊毛出在羊身上，可能變相增加廣告主成本。 

 約 81%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跨國科技巨擘已造成臺灣本地

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業的經濟損失： 

- 認為跨國科技巨擘的巨額利潤卻沒有在臺灣帶來相應就業人口。 

 約 54%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 解決之道為跨國科技巨擘應

對本地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業進行補償： 

- 認為應建立條件較好的分潤機制(或退佣機制)，例如將跨國科技

巨擘固定分潤的 5 成回饋給本土媒體產業、產出內容者、以及

協助服務廣告主的本土廣告代理商； 

- 認為政府應主動制定規範，例如比照澳洲新聞議價法規，提高

媒體的分潤比例； 

- 認為應禁止平台經營內容與出版相關業務，或禁止平台全文刊

登服務。 

 約 18%受訪者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及不同意)問題解決之道僅限於跨

國科技巨擘應對本地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業進行補償，而應更注重

市場規則的公平性： 

- 認為問題核心應該不是補償，而是如何讓市場更公平； 

- 認為本地廠商如果技術與資金都無法贏過跨國科技巨擘，再怎

麼補償也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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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媒體如自己不願意授權，就不要授權，而不是補償。 

四、主要建議事項 

(一) 立即可行之建議 

具體而言，研究團隊認為關於競爭政策因應之前提核心，首先在於確認

我國傳統媒體產業的衰退與大型數位平台間，是否能建立相當的因果關係。

例如，傳統媒體在數位轉型過程，其所面對的究竟是來自於原生數位媒體之

競爭，而導致的自然衰退，抑或是來自於大型數位平台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合

作關係，導致傳統媒體產業在將其內容轉換為利潤上產生困難。調查者應深

入瞭解媒體產業之間的競合關係，以及數位平台與媒體產業之間的合作關

係，對於商業模式的運行有完整的理解。除此之外，也必須關注我國新聞媒

體內容方面的發展，由新聞供應數量、編輯政策、新聞報導深入程度、自製

率、新聞多樣性、類別、報導則數、從業人員數量與配比等質化與量化的面

向，瞭解是否在數位平台影響下而有品質衰退、選擇減少之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團隊進行產業問卷調查後發現，數位廣告市場涉及

內容平台業者、也涉及廣告代理業者，內容業者更強調內容有價的機制(不

論是透過議價協商、著作權利修正或是補償機制進行)，但廣告代理業者則

強調面對科技巨擘的不平等地位，促進公平競爭，而非僅考慮內容要受到補

償，否則市場機制將受到扭曲。 

以研究團隊進行產業問卷調查為例，即有高達 81%受訪者認同(非常同

意及同意)跨國科技巨擘已造成臺灣本地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業的經濟損失；

惟受訪者就「跨國科技巨擘是否應對本地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業進行補償」

之詢問時，雖有約 54%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跨國科技巨擘應對本地

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業進行補償，惟亦有約 18%受訪者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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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同意)跨國科技巨擘應對本地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業進行補償。研究團

隊進一步分析受訪對象的業務性質，發現受訪者就本議題乍看之下呈現分

裂之答覆，即可能是因為受訪者涵蓋數位廣告市場的「內容平台業者」、「廣

告代理業者」等不同角色的參與者。承前述，「內容平台業者」關注內容有

價，自然傾向同意跨國科技巨擘對內容有價的補償機制；反之，「廣告代理

業者」並非內容的供應者，更關注市場不公平規則之害，而希望市場公平競

爭，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廣告代表業者認為過度想以補償機制解決問題，反

而可能會扭曲市場機制，故可能傾向不同意貿然要求跨國科技巨擘對廣告

代理商或媒體產業進行補償。 

就競爭法相關政策制度面的整備，由國際相關法制政策觀察，三種不同

的模式均值我國參考，但若要於我國落實，在我國均有修訂法律之必要。以

下分述之： 

1. 媒體議價與強制仲裁 

此一制度的本質雖在於回歸商業談判，並在談判無法達成時才導入調解

與仲裁的制度，因此部分與我國現行法律制度，如《公平交易法》、仲裁法、

調解制度等合致；然而，在我國現行制度下，其實無法實行此一制度。 

首先，一般認為新聞媒體產業若考慮在個別議價談判上，可能屈於弱勢，

而欲進行集體協商，就《公平法》而言，自有聯合行為之適用，但事實上，

澳洲法制的關鍵之處，除賦予媒體企業談判請求權之外，更要求大型數位平

台應盡資訊揭露之義務，以拉齊雙方資訊落差，而使媒體企業有更強之談判

能力。然《公平法》有關聯合行為之規定，主要在於規範行使聯合行為之一

方，有關第 16條所附加之條件或負擔，亦是就行使聯合行為之一方，而非

與產業談判之數位平台，因此，如無改善資訊透明之法制，單純聯合行為之

許可，可能無助於強化媒體產業的談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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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強制仲裁制度是與仲裁法上任意仲裁相對立之概念，係指儘管當

事人之一方或雙方反對，也開始進行之仲裁程序。相關之立法，例如我國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25條第 4項有主管機關依職權交付仲裁之規定，另

外，通傳會就有線電視業者與頻道業者分潤談判上，亦提出強制仲裁之修法

草案 。必須注意的是，由於仲裁在法律上具有拘束力，因而強制仲裁之條

款，事實上與當事雙方藉由商業談判，而自主解決之原則相悖。不過，由於

大型數位平台與小型媒體企業之談判能力相差甚多，強制仲裁機制應有助

於小型媒體參與議價，以取得合理之利潤。 

2. 著作權與反壟斷監管 

有關以《著作權法》保護線上新聞內容之國際立法例，在德國規範於鄰

接權之下，但在西班牙卻採取公平補償權；歐盟 2019年數位單一市場著作

權指令第 15條的「鏈結報酬」條款，雖係參考前述德、西之立法例，但其

著作權保護之屬性並未指明。因此，歐盟雖然係以著作權作為規範框架，實

際上仍是經由授權之商業談判為之。 

我國的著作權法制則是採取著作人權利法制，但並沒有鄰接權的規範，

依照《羅馬公約》等相關國際條約下以鄰接權保戶之客體，如《著作權法》

第 7條的編輯著作、第 7條之 1的表演，我國均以獨立著作保護之；此外，

在《著作權法》第 22 條以下對於著作財產權種類之規範，對於「表演人」

的特別規範，亦隱涵有著作權與鄰接權「保護等級」落差的體現。 

因而如果我國要針對線上新聞之著作權保護，並以鄰接權之方式為之，

勢必要對於現在我國著作權法中各種著作，特別是目前已在國際公約中有

所共識的表演人、錄音物製作人與廣播組織等，進行全面性的檢討，以訂定

著作鄰接權之專章規範。如不改變我國現行著作權法規範體系，亦可參考

《著作權法》第四章製版權之規範，增定數位平台利用新聞內容之特殊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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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保護規範，使其具有鄰接權之特質，然此是否相容與我國著作權法體系，

仍須深入討論。 

3. 財政支持與特種基金 

基金制度之設立，首應考量基金之性質，究屬一般民間捐助之基金會，

如卓越新聞獎基金會；預算法之特種基金，或非預算法之基金，如普及服務

基金。參考加拿大之法制，應屬於政府所成立之產業基金型態，而非單純之

民間基金會，故本文以下將不討論民間捐助基金之類別。 

我國《預算法》第 4條將基金區分為普通基金與特種基金，特種基金又

區分為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與信託基金；就功能面而言，則可區分為政事

型基金 、業權型基金 與信託基金三種，而加拿大之基金制度，性質上應趨

近於信託基金，依預算法之定義，係指「為國內外機關、團體或私人之利益，

依所定條件管理或處分者」，即政府以受託人身分持有資產處理相關事項。

依據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第 8 條之規定，信託基金依法律、契約或

遺囑設立，又依據《憲法》第 15條對人民財產權之保障，如要對符合相當

資格之數位平台按年課徵一定比例或數額之金錢，應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甚

至應符合規費法之相關規範。 

4. 資訊揭露 

最後，未來我國不論採行何種制度，關鍵之一亦應在於建立數位平台的

資訊揭露的機制與義務，如此才能明確知悉媒體內容被使用的程度，不論是

做為媒體產業與數位平台進行協商的佐證，亦或是作為基金分配機制的審

計機制，均十分重要。 

(二) 長期性建議 

1. 持續深化研究本地數位廣告市場及妨礙廣告市場公平競爭之相關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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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例及重要案例 

關於跨國科技巨擘公司對我國數位廣告市場的影響，依據研究團隊於本

計畫期間執行的產業問卷調查，超過 77%受訪者均同意(包括非常同意及同

意)對其營運影響重大、並有超過 95%的受訪者曾使用跨國科技巨擘投放數

位廣告；此外，研究團隊舉辦之專家座談會，與會學者及產業界代表亦表示，

預期數位廣告將逐漸取代傳統廣告。從而，中長期期仍應持續注意跨國科技

巨擘對我國數位廣告市場發展的影響，尤應注意跨國科技巨擘挾其數據優

勢(流量來源)、科技優勢(先進技術)及市場優勢，是否對我國數位廣告之廣

告主、代理商乃至於消費者，產生不公平競爭及影響消費者權益之行為(如

跨國科技巨擘未完全在臺灣落地、繳稅，個資跨境傳輸之個資洩漏風險、以

及沒有暢通的客服中心等)。 

至於數位廣告市場相關政策方面，受訪者雖有 36%不滿意(含非常不滿

意及不滿意)我國現行的數位廣告相關法規，但更有高達 40%受訪者表示不

清楚現行的數位廣告相關法規，並建議宜設立專責機關，故建議短期內相關

主管機關或可考慮透過跨部會協商之方式，討論可行的因應方案及我國數

位廣告政策的宣導措施。 

最末，高達 81%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跨國科技巨擘已造成臺灣

本地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業的經濟損失，並有約 54%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

及同意) 跨國科技巨擘應對本地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業進行補償。 

除了持續關注本地廣告市場的發展與變化，建議未來可深化研究妨礙

廣告市場公平競爭之相關外國立法例及重要案例：例如未來應可持續研究

歐盟預計於 2024生效的《數位市場法》、美國《數位廣告法案》、澳大利

亞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 (ACCC)對數位廣告市場監管政策改革…等重要立

法例及相關案例。 



XVII 

 

2. 持續研析我國《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之草案背景與相關案例 

我國於 2022 年 6 月 29 日公布《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主旨之一即

為對跨國科技巨擘的監理，但因部分爭議而立法暫緩。故後續可就草案主旨

立法精神，聚焦廣告市場與涉及競爭政策部分，進行分析追蹤。 

(三) 本研究計畫研究團隊建議 

關於上述三項(議價、著作權、基金)不同的立法制度，本計畫報告之後

章節將有更深入的研析。於此先簡要提出本研究團的研究建議：由於考量國

際現有的立法與執行經驗，若採取修改著作權法的模式，沒有國家政府的強

力支持，跨國科技巨擘平台則有不願參與授權談判之前例，似仍難以矯正市

場失靈。倘若採行議價制，則目前已有媒體內容業者與跨國科技巨擘業者完

成授權談判之經驗。而若採行由政府成立基金制度，亦需政府強力支持與參

與。考量我國目前已由行政院主導、促成在地業者與跨國科技巨擘平台業者

的對話與談判，故此綜合而言，本研究團隊建議未來若要立法，可先採行由

在地業者與跨國科技巨擘平台業者進行談判的議價制度，並視市場談判發

展狀況，進一步決定是否應考慮基金制度與著作權法制的修正。而有關跨國

科技巨資訊揭露之相關規範，則可一併於議價法制或其後長期研議的數位

法制中漸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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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主旨、研究方法與進度說明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 

隨著近年來網路時代的爆發與消費者的使用習慣變化，跨國科技巨擘

經營之數位平台遂擁有大量的用戶資料，涵蓋如：地址、電子郵件、電話號

碼等資訊，除個資外，還可追蹤個人的興趣及喜好，而擁有這些資訊後便可

利用大數據分析來進行挑選廣告投放之目標族群，使廣告行銷更精準且便

利。因此，事業透過 Facebook (Meta)(已更名為 Meta)、Google等科技巨擘

之數位平台進行廣告行為，已成趨勢。舉例來說，Google於 2020 年全球網

路廣告業務中，獲得了高達 1,470億美元的營收，超過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公

司，並在整個廣告價值鏈的各個環節中佔有高達 90%以上的市場佔有率。1

寡占市場的企業經營型態是否會藉由掌握潛在競爭對手的商業資訊而達到

競爭優勢或進行聯合行為，皆為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的重要因素。 

跨國科技巨擎不但可能會嚴重威脅到傳統廣告業者的經營，更因為其

市場寡占性而使廣告市場無法正常運作，故自 2016年起世界各國政府陸續

察覺到跨國科技巨擘在廣告市場的不當經營後，相繼提出相應政策或直接

祭出罰則，其相關處置措施與立法趨勢深值我國參考與研究。 

受到發達網路的幫助，跨國科技巨擘經營之廣告業務範圍得以擴及全

球，進而涉及各國規範及廣告市場資源運用分配，並衍生競爭議題。除限制

競爭議題，是否涵蓋不公平競爭議題，實有瞭解之必要，以作為公平會日後

處理個案與執法之參考。本研究計畫之重點如下： 

一、 蒐集比較我國及各國廣告市場資源運用分配之現況、發展及趨勢。 

 
1 羅元駿(2022)，「Google向美國司法部低頭！擬拆分廣告業務，以免除托拉斯訴訟」，

數位時代，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70559/google-ad-business-spin-off0711 (最後瀏

覽日：2022 年 10 月 30 日)。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70559/google-ad-business-spin-off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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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跨國科技巨擘在各國廣告市場資源運用分配情形及因其妨礙公平競

爭之立法與案例。 

三、 各國針對跨國科技巨擘在地廣告市場之可能違法行為態樣與相關措

施。 

四、 本會未來對於跨國科技巨擘在我國廣告市場造成競爭議題之執法建

議與競爭倡議。 

第二節 數位廣告之運作機制 

一、 數位廣告(線上展示型廣告)之簡介2 

所謂「線上展示型廣告」，包括：「封閉式廣告渠道」(closed channels)

以及「開放展示廣告渠道」(open display channels)兩種類型。所謂「封閉式

廣告渠道」(closed channels)，係指網路出版者自己擁有與營運廣告，而網路

出版者透過其自家的網頁空間、以及自家的銷售系統，將管告業面銷售給廣

告主，如跨國科技巨擘的社群平台 Facebook、Instagram 等。至於「開放展

示廣告渠道」(open display channels)，則允許不同的網路出版者銷售業面空

間給廣告主，跨國科技巨擘的代表如 Google，其主要即從事開放展示廣告。 

二、 開放型數位廣告「供應端業者」之主要類型 

所謂開放型數位廣告供應端，係指銷售廣告空間的網站或應用程式業

者，由於其主要之業務型態，是銷售「廣告空間」給廣告主，故屬於開放性

數位廣告之「供應端」3。 

 
2 1.1.2 Ad tech services and display advertising, 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2021), Digital Advertising Services Inquiry,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Digital%20advertising%20services%20inquiry%20-

%20final%20report.pdf at p27. 
3 1.2.1 An overview of the supply chain，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2021), Digital Advertising Services Inquiry,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Digital%20advertising%20services%20inquiry%20-%20final%20report.pdf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Digital%20advertising%20services%20inquiry%20-%20final%20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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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供應端」之業者，則包括以下主要類型：4 

(一) 出版者(pulisher)：所謂出版者，係指擁有廣告版位且有意售出的供

給方(賣方)，如經營網站和應用程式的數位科技巨擘 Facebook、Google、新

聞媒體，亦包括具有一定流量的部落客或 YouTuber。 

(二) 供應端平台(supply-side platforms, SSPs)：係指協助出版者管理和

協調廣告庫存，並協助其能自動出售數位廣告的技術平台。供應端平台的主

要業務，係託管各出版者的廣告版位，以有效率且極大化利潤的方式，為出

版者出售廣告欄位，協助出版者將數位流量變現。 

(三) 廣告交易平台(Ad Exchange, ADX)：廣告交易平台(Ad Exchange)：

係指媒合廣告版位買方(DSP)和賣方(SSP)的仲介拍賣平台，在此平台上買賣

雙方要出價競爭每一次廣告曝光機會，並通常透過實時競標(Real-Time 

Bidding, RTB)的方式決定廣告空間得標者。 

三、 開放型數位廣告「需求端業者」之主要類型5 

所謂開放型數位廣告之需求端，通常係指採購廣告空間的廣告主，主要

類型包括：6 

(一) 廣告主(Advertiser)：係指有意願購買廣告版位的需求方(買方)，透

過在各網站或應用程式刊登廣告，以爭取服務或產品的露出機會，例如各電

商賣家、服務或貨物的提供者；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Digital%20advertising%20services%20inquiry%20-

%20final%20report.pdfat p28.  
4 Johnny Yang (2020)，「DSP、SSP、Ad Exchange 是什麼？一次搞懂數位廣告競價模

式！」，https://blog.withdipp.com/zh-tw/bidding-pattern-of-digital-advertisements (最後瀏覽

日：2022 年 10 月 29 日)。 
5 1.2.2 Key market participants in the ad tech supply chain, at p29.  
6 Johnny Yang (2020)，同前註 4。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Digital%20advertising%20services%20inquiry%20-%20final%20report.pdf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Digital%20advertising%20services%20inquiry%20-%20final%20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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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廣告代理商(Agency)：即廣告公司，係指從事廣告代理業務，為廣

告主創造、規劃、或執行廣告工作的代理商。 

(三) 需求方平台(Demand-side platforms, DSPs)：係指讓廣告業主、媒體

可以自動競價及購買發布平台上的各種廣告版位、程序化的廣告平台。需求

方平台通常透過程序化購買(Programmatic Buying)的方式，達到為廣告主精

準行銷之目的。 

(四) 資料管理平台(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DMP)：係指運用程式化

及資料分析，協助廣告主即時掌握消費者輪廓，藉此擬訂精準行銷策略、極

大化每一個廣告行銷互動方案的平台業者。 

關於前述數位廣告供應鏈相關業者的運作模式，可參考下圖。 

圖 1-1：數位廣告供應鏈的運作模式7 

 
7 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2021), Digital Advertising Services 

Inquiry,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Digital%20advertising%20services%20inquiry%20-

%20final%20report.pdf, at 35.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Digital%20advertising%20services%20inquiry%20-%20final%20report.pdf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Digital%20advertising%20services%20inquiry%20-%20final%20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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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預期成果 

一、 文獻分析 

本研究團隊藉由文獻資料分析法，蒐集相關學術論文、研究報告、市場

調查、政府法規等文獻資料，透過分析整理國際上針對數位平台的市場競爭

秩序維持之重要議題、個案、政策或法規制定，以及跨國科技巨擘於各國廣

告資源的影響與市場影響等相關議題，以掌握國內外之發展趨勢。 

跨國科技巨擘經營之數位平台多屬雙邊/多邊市場，由多方使用者形成

一個整體的生態系統。且該數位平台通常具備網路效應、規模經濟、邊際成

本趨近於零等經濟特性上的優勢，容易在市場中形成獨佔地位，代表企業如

Google、Facebook 等。在數位經濟發展趨勢下，這些在廣告商業鏈中擔任中

介者角色的數位平台，基於數位平台的生態體系特色和多方使用者對平臺

的依賴性，對於經濟活動的支配和影響程度日益擴大，各國也因此開始重視

大型數位平台業者在廣告市場或相關價值鏈中的壟斷力量所可能引發的競

爭議題，並採取相關調查或立法規範，以健全數位平台相關市場之競爭環

境。本研究團隊透過文獻分析，借鏡國際對跨國科技巨擘於廣告市場所生之

競爭議題，作為後續研究分析和研擬政策建議參考。 

此外，作為本研究的問卷、訪問及制度建議規劃之參考，本研究亦參考

關於跨國科技巨擘於各國廣告市場資源運用分配的公平交易相關研究，如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澳洲競爭消費者委員會(ACCC)等提出的相關報告，以及 OECD

等國際組織對數位經濟及數位轉型發展之研究。 

二、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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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相關文獻資料分析，本研究之資料搜集方法亦包括蒐集國內外相

關案例，藉由掌握國際上相關案例的發展，以協助委託機關能更深度了解跨

國科技巨擘於各國廣告市場資源分配之產業結構現況。於第三章詳述「美

國」、「歐盟」、「亞太地區及澳洲」及「我國」之個別違法案例，研析競

爭法對於跨國科技巨擘於廣告市場之重要議題與政策執行，並深入分析產

業上中下游之結構及未來發展之重要議題。 

三、 問卷調查 

除文獻分析及案例分析等對於各國受跨國科技巨擎的影響及其因應措

施外，本研究團隊也利用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等實證方式，深度掌握我國產

業與法制現況，使政策建議能更貼近我國需求。 

(一) 問卷設計與定稿 

問卷在設計之初係根據研究目的之相關參考文獻擬稿、與產業顧問討

論，確認相關問題與產業需求的關聯性; 再進一步與委託單位確定，問卷問

題符合本計畫主旨。在初步擬定問卷議題確定後，再由團隊之專家學者及業

界顧問加以檢視、修訂，確定問卷結果能達成本研究計畫所預期之效果，並

再次與委託單位確認後，將最終問卷定稿(詳細作業流程參見圖 1-1)。 

本次問卷之主題，包括三大部分，分別為： 

1.  「跨國科技巨擘與廣告市場發展現況」，子議題包括： 

（1） 受訪者是否同意數位廣告將逐漸取代傳統廣告； 

（2） 受訪者是否曾運用跨國科技巨擘公司投放數位廣告，曾投放廣告

之比例； 

（3） 受訪者指出排名前三的跨國科技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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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訪者是否同意跨國科技巨擘投放數位廣告，對其營運影響重大。 

2.  「跨國科技巨擘與數位廣告」，子議題包括： 

（1） 受訪者是否同意跨國科技巨擘相較於傳統廣告業者更具有競爭

優勢； 

（2） 受訪者是否同意跨國科技巨擘投放數位廣告，面臨市場不公平競

爭； 

（3） 受訪者是否同意臺灣廣告業者與跨國科技巨擘公司的市場地位

不對等，跨國科技巨擘妨礙臺灣廣告市場公平競爭等。 

3.  「數位廣告市場相關政策」，子議題包括： 

（1） 受訪者是否滿意現行的數位廣告相關法規； 

（2） 受訪者是否同意跨國科技巨擘賺取的利潤在臺灣應有新的課稅機

制； 

（3） 受訪者是否同意跨國科技巨擘已造成臺灣本地廣告代理商或媒體

產業的經濟損失； 

（4） (倘若已造成經濟損失的解決之道)受訪者是否同意跨國科技巨擘

應對本地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業進行補償。 

關於本次問卷之詳細題目，請參考本研究計畫「附錄一：訪談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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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 問卷研擬作業流程圖8 

(二) 問卷發放對象與回收 

為深度掌握我國現況，使政策建議能更貼近我國需求，研究團隊利用問

卷調查與深度訪談等方式進行考察，希冀透過對產業重要代表之問卷調查，

掌握廣告市場交易常見之公平性、資源分配現狀、自由競爭可能造成侵害的

問題或行為等現狀，並作為後續災損研究及研議補償機制之重要參考內容。 

為彙整產業界重要代表及相涉團體之意見，調查對象包括數位行銷經營

協會(DMA)、廣告業者、影音平臺、衛星電視公會、雜誌公會、報業公會等。

問卷經蒐集後，有效之訪問對象訪包括「廣告代理商」9位、「MarTech 廠

商」4位、「媒體平台」9位，總計 22位。關於本研究訪談問卷之調查結果

分析，請參考本研究報告「附錄二：訪談問卷結果暨分析簡報」。 

四、 座談會 

完成第一階段之產業問卷調查後，研究團隊於 2022 年 9 月 23 日透過

線上視訊會議之方式，與我國重要學者、產業代表進行深度座談。研究團隊

希冀透過結合產業代表之問卷調查結果，與國內法制、媒體、傳播等領域之

 
8 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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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及產業代表，進行深度討論。以期忠實呈現跨國科技巨擘於我國廣告

市場所產生之影響，最終形成研究團隊之法制面政策建議。 

(一) 座談會與談人 

1.  邀請學界代表：新聞及傳播學者(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林照真教授)、

經濟學者(中正大學經濟學系陳和全教授)、法律學者(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

律研究所楊智傑教授)； 

2.  邀請跨國科技巨擘代表：Google公司(理律事務所吳為涵律師代表

出席)； 

3.  邀請業界代表：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天下雜誌吳迎春

董事長、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監事/城邦媒體集團法務部邱大山資深經

理、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陳淑婉秘書長、衛星公會陳依玫秘書長、臺灣

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DMA)盧諭緯秘書長； 

(二) 訪談大綱 

線上座談會之訪談大綱主要為四大面向，包括： 

1.  與談人認為跨國科技巨擘對我國數位廣告市場的影響為何？ 

2.  與談人認為跨國科技巨擘是否有妨礙市場公平競爭(限制競爭或不

公平競爭)的情況？ 

3.  與談人認為我國現在相關(數位廣告市場)的法規政策是否足以因

應？ 

4.  與談人認為我國是否應建立補償機制(或如媒體議價機制)？ 

關於本次線上座談會之會議紀要，請參考本研究報告「附錄三：線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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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會會議紀要」。 

五、 研究預期成果 

如前所述，本計畫之研究方法主要透過文獻分析法蒐集國內外相關資

料，並輔以案例分析、問卷調查及專家座談會等方式進行研究。而在研究步

驟及架構中，研究團隊首先從數據使用及消費者權益之角度，了解跨國科技

巨擘於國內外廣告市場之資源分配、發展現況與競爭法之相關議題；其次，

由競爭法主管機關視角切入，探討我國應如何設計能兼顧公平競爭及消費

者權益之在地數位廣告市場相關法規；最後透過問卷調查、專家座談會蒐集

之各界對於競爭法 (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等層次) 相關執法建議，以提供

政策建議與委辦單位參考。 

本研究預期可達成之效益如下： 

(一) 藉由美國、歐洲、亞太區域國家(含澳洲)及我國數位廣告市場之發展

現況，掌握各主要國家數位廣告之市場資源分配與發展趨勢。 

(二) 透過本研究之盤點與分析，掌握國際及我國對於跨國科技巨擘妨礙公

平競爭之立法(如歐盟與澳洲之立法模式)與案例。 

(三) 從數據資料及演算法於競爭法的評價，研析跨國科技巨擘於廣告市場

之重要議題，並探討各主要國家立法或案例，如何於引進我國時有效

兼顧「公平競爭與消費者權益」之執法參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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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探討臺灣業者受到跨國科技巨擘之挑戰，與競爭法規範之法制措施因應，有

利於競爭法或我國相關主管機關，日後針對數位廣告產業制定妥適之立法

架構及執法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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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各國廣告市場資源分配與發展趨勢 

第一節 美國 

一、 美國廣告市場近年的數位轉型 

美國是世界現代廣告業最為發達的國家之一，2021 年全球廣告支出份

額美國佔 37.80%，比第二名的中國(17.6%)多出了 20.2%9。傳統廣告市場包

含電視、雜誌、報紙、廣播等大眾媒體，以及其餘如戶外廣告、電話銷售、

郵遞廣告及電影廣告等。 

最早的廣告媒介是報紙，分布廣且容易被大眾接觸及使用，也因此是廣

告業者最優先使用之媒介。通常在一般報紙中會有 60%的版面用於廣告，

銷量較大的報紙則是 70%至 75%左右，廣告收入約佔報紙收入八成。10 

除報紙以外，雜誌也佔據廣告媒介的一大市場。由於雜誌體積小易於傳

閱，且容易透過雜誌內容鎖定受眾，做為當時廣告媒介之一，其傳播力及精

準投放能力獨具優勢。這些雜誌業者也因有穩定廣告來源，對於投放之廣告

常有特別要求，如「Reader's Digest」禁制菸酒等廣告，「National Geographic」

則對新合作之廣告業者有嚴格審查。 

隨著衛星電視、數位電視及家庭錄放影機等興起，電視廣告開始在廣告

市場崛起，電視本就因新穎、潮流和普及而創造一批忠實使用者，其還能透

過豐富的聲光效果、引人入勝的劇情，洗腦的旋律或台詞來達到更好的廣告

宣傳效果，諸多優點讓廣告商們開始選擇於電視投放廣告。為了應對電視廣

告搶占市場的趨勢，傳統紙本廣告媒介也推出許多措施，以美國報業為例，

除降低廣告費用和統一規格外，更升級了印刷和電腦排版技術，透過較低廉

 
9 Dentsu (2021). Global Ad Spend Forecasts. 
10 Nealchen，美國廣告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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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格對抗電視廣告的高製作成本。 

(一) 美國數位廣告市場 

隨著科技進步，網路、電腦和行動裝置漸漸普及，網路觸及率已於 2016

年時超越傳統媒體觸及率，成為最易接觸消費者的媒介。1997 年時 AOL 

Inc.(美國線上)推出即時通訊軟體 AIM(美國在線即時通訊)，是第一個提供

個人即時通訊服務的軟體，除此之外，AIM 金流以廣告收入為主，透過廣

告免費讓使用者使用，加上便利性，在美國迅速擴散，於二十世紀初達顛峰，

也帶起了使用網路廣告及部落格廣告的風潮。2000年時，Google搜尋及社

群網站 Friendster出現，行動廣告也於這時候出現。隨後 Myspace、Facebook

等網路社交網路出現，取代 AIM 成為全美前兩大網路社交工具，現今常使

用的 Twitter、YouTube 等也相繼出現，2022 年 9月時美國造訪流量的前五

名網站分別為：Google、YouTube、Facebook、Amazon、Yahoo11。 

圖 2-1顯示了美國成年人有使用各平台習慣的比例，可以看到全美有近

75%的成年人會使用 YouTube 及 Facebook，豐沛的流量和覆蓋範圍使其比

起傳統廣告媒介有更大的優勢。 

 
11 Similarweb (2022). Top sites in united states. https://www.similarweb.com/zh-tw/top-

websites/united-states/ (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31日)。 

https://www.similarweb.com/zh-tw/top-websites/united-states/
https://www.similarweb.com/zh-tw/top-websites/united-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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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全美社群平台習慣之比例12 

數位廣告涵蓋各式的網路廣告(其中包含行動廣告)，可做到許多超出傳

統廣告能力的事情，以下將簡述他的各項優點。 

1. 覆蓋範圍廣泛：除了前面講到的平台人數使用比例多外，因為其只

要遵守通信協議就能不受地區或時間的限制，透過網路連接全世界，作為廣

告媒介，傳播範圍越廣，接觸的人越多，廣告效益就越大。 

2. 訊息含量大：在傳統廣告媒介常會受到版面大小、時長或製作金費

的限制，但數位廣告只需要小小的廣告條，並連結到企業自身之網站，企業

可以不受限的在自己架設的網站上說明公司的產品、服務或其他詳細資訊。 

3. 實時性與持久性：傳統廣告媒介如報紙或雜誌只要開始印刷就無

法更改上面的資訊，電視廣告亦同，重新製作或拍攝都需要花費大量成本，

而數位廣告可以隨時修改廣告相關資訊，除此之外，廣告商還能長久保留點

擊廣告的使用者資訊。 

 
12 vpnMentor (2022). Internet Trends 2022. Stats & Facts in the U.S. and Worldwide. Guy 

Fawkes. https://www.vpnmentor.com/blog/vital-internet-trends/ (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 10

月 31日)。 

https://www.vpnmentor.com/blog/vital-internet-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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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效量化：傳統廣告在廣告送出後無法確切知道實際有多少曝光

度，也很難知道廣告的成效如何，但數位廣告會記錄使用者的所有行為並轉

化成數據，廣告商可以獲得詳細的廣告成效數據，如曝光數、點擊數、停留

時間等等。 

5. 精準投放廣告：現今社群媒體在使用者辦帳號或使用時獲取個人

資料，並透過個人資料的追蹤以及大數據的分析量化，精準投放廣告給特定

使用者，讓廣告資源最大化。 

二、 美國數位廣告市場的資源分配 

根據美國互動廣告局(IAB)於 2013年 4月 10日公布之「2013 年網路廣

告營收報告」顯示，美國在 2013年的網路廣告營收相比去年成長 17%，首

度超越廣播、電視的收入。從此份報告可以得知，網路已是全美最大的廣告

媒介，並逐漸取代傳統媒體，成為市場主流。而在網路廣告的營收中，行動

廣告佔了 17%，為成長幅度最大13。 

2020 年時，美國數位廣告支出總額首度超越傳統媒體廣告，而在數位

廣告中佔比最大的是行動廣告，約佔線上總支出的 70%14。這個報告顯示，

廣告商注意力持續轉向數位平台的趨勢已到轉折點，未來傳統廣告與數位

廣告的佔比差距將逐漸擴大。 

  

 
13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 (2014). IAB internet advertising revenue report - 2013 full 

year results. PwC. 
14 Mighty. Digital Ad Spend Overtakes TV For First Time in USA. James A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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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美國數位廣告支出趨勢圖15 

 圖 2-2為美國未來數位廣告支出預測圖(2022年 3月製)，今年(2022)的

數位廣告支出已達兩千多億美元，並且未來將持續上升，以每年 16% 的平

均速度增長，預計 2025 年時將超過 3000 億美元，並佔據所有媒體支出的 

75% 以上，是 2020 年金額的兩倍。 

而造成如此情況的原因有以下幾種，第一，現代人習慣改變，潛在客群

的注意力逐漸被社群媒體給吸引，傳統的電視和雜誌等內容現也都能在網

路上取得，且隨身行動裝置等的內容更多樣也更方便取得。圖 2-3 為 2019

年 globalwebindex所統計，關於 2018整年傳統媒體與數位媒體使用時間的

調查結果： 

  

 
15 vpnMentor (2022). Internet Trends 2022. Stats & Facts in the U.S. and Worldwide. Guy 

Fawkes. https://www.vpnmentor.com/blog/vital-internet-trends/ (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 10

月 31日)。 

https://www.vpnmentor.com/blog/vital-internet-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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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018年傳統媒體與數位媒體使用時間調查16 

從此圖中可發現，在 2018 年時美國每人每天使用數位媒體的時間約為

6小時 53分鐘，使用傳統媒體的時間則為每天 4小時 45分鐘，在該年度數

位媒體使用時間就已經超出傳統媒體 2個多小時。 

再者，由於全球新冠肺炎肆虐，待在家裡的時間變多，許多企業和學校

也都開始實行遠端工作／上課，上網的時間變多，網路娛樂相關的產業也都

蓬勃發展，YouTube、Netflix、Disney+等主打個人家庭影視產業的公司使用

者數目也急遽上升。使用者數量和使用時間的成長為網路廣告市場帶來龐

大吸引力。 

而擁有越多的使用者和其資訊、注意力，就會有越多的廣告商想要使用

這些網路平台投放廣告，除了受眾廣大外，透過大數據分析足夠的資料量就

能達成數據導向廣告。數據導向廣告是透過分析使用者的搜索行為、生活型

態、各類型人口統計等等行為特徵數據，深入了解其偏好並進行劃分，根據

不同特徵設計不同客群偏好的客製化廣告，並以使用者會喜好的內容和形

式進行廣告推播。這些客製化廣告不僅可以降低消費者的負面觀感，增加投

 
16 Globalwebindex (2019). Digital vs Traditional Media Consumption. Nisa Bayindir & Erik 

Winther Pai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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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數量，還能讓廣告商投入的資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而 Meta和 Google兩

家公司因為有廣大的使用者流量和廣告商客戶，他們能進行的分析就更準

確，手上掌握的各種分析結果也就越完整，讓他們可以更加穩固龍頭地位。 

三、 美國數位廣告市場的未來發展趨勢 

因網路及全球化，產業發展瞬息萬變，許多企業都面臨轉型的需要，以

《紐約時報》為例，紙本報紙銷量下降加上搜尋引擎、社群媒體等新型態企

業出現，由圖 2-4中顯示，即使轉為線上新聞網站模式，其廣告的收入依舊

急遽下降。於是 2011 年時，《紐約時報》決定推出付費牆(PayWall)，不再

以廣告事業做為主收入來源，而是依靠訂閱。再付費牆推出不到一年半，訂

閱收入就已超過廣告收入，2021 年其訂閱收入達 14 億美元，並於 2022 年

1月時達到 1000萬人訂閱之紀錄17。 

 

 
17 The New York Times (Feb. 2, 2022). The Times hits its goal of 10 million subscriptions with 

the addition of The Athletic. Marc Tracy. 

https://www.nytimes.com/2022/02/02/business/media/nyt-earnings-q4-2021.html (最後瀏覽日

期：2022 年 10 月 31 日)。 

https://www.nytimes.com/2022/02/02/business/media/nyt-earnings-q4-20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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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紐約時報》2006至 2021之廣告收入18 

雖然傳統廣告收入大宗的報業逐漸退出廣告市場，但隨著串流影音的興

起，原本被社群媒體和搜尋引擎獨佔的廣告市場也有新競爭者出現。Deloitte

於 2019 年發布之數位媒體趨勢調查19(Digital media trends survey 13th 

edition)中提到，美國民眾訂閱線上串流影音服務的比例(69%)於 2018 年首

次超越付費電視(65%)，線上串流影音服務儼然已為娛樂媒體的核心。 

 

 

 

 
18 Statista(2022). New York Times Company's advertising revenue from 2006 to 2021. Amy 

Watson,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92907/advertising-revenue-of-the-new-york-times-

company-since-2006/ (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 10月 31日) 
19 Deloitte Insights(2019). Digital media trends survey, 13th edition.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92907/advertising-revenue-of-the-new-york-times-company-since-2006/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92907/advertising-revenue-of-the-new-york-times-company-sinc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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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美國數位廣告資源分配的趨勢及預估圖表20 

圖 2-5中 2017至 2021 年為實際數據，2022至 2026年則為預估數值，

可以發現其中影音平台廣告的佔比越來越多，並在去年達 638.2 億美元，僅

次搜尋引擎廣告的 785.1 億美元。且其預估影音平台廣告將在 2024 年以

1078億美元首度超越搜尋引擎的 1060億美元，並在 2026年時達 1345 億美

元。以 YouTube 為例，影片間插入的廣告數量增加及使用者增加，使其廣

告收入有大幅成長。 

而原本標榜可以享受到無廣告干擾的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也在今年

傳出將在年底推出具有廣告的平價方案。Netflix 表示，公司確實需要推出

一些不同的方案，尤其在上一次的整體財報中，Netflix 的訂閱人數首度下

滑，而且股價也下跌近 700 億美元的市值。Netflix 同時對家庭方案被濫用

的情況進行處理，及推出有廣告的平價方案的行銷方式，Disney+等影音平

 
20 Statista(2022). Digital advertising spen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17 to 2026, by 

format. https://www.statista.com/forecasts/455840/digital-advertising-revenue-format-digital-

market-outlook-usa (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 10月 31日)。 

https://www.statista.com/forecasts/455840/digital-advertising-revenue-format-digital-market-outlook-usa
https://www.statista.com/forecasts/455840/digital-advertising-revenue-format-digital-market-outlook-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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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也有跟是的傳聞，這些影音平台可能也將在未來的廣告市場佔一席地位。 

除了影音平台外，電商平台 Amazon 也對廣告市場進攻猛烈。Amazon 

2020年時的美國廣告收入高達 157.3億美元，佔全美數位廣告 10.3%，僅次

於 Google 的 28.9%和 Facebook 的 25.2%。且與去年相比，Amazon 的數位

廣告市占率增加 2.5%，不僅勝過 Facebook 的 1.6%，還和 Google 2.7%成長

表現相差不遠。廣告投放業者於 YouTube、Facebook 等平台投放廣告，可

以藉由使用者的龐大數量、高黏著度，增加曝光的廣度及深度，對長期經營

幫助頗大。而在 Amazon 投放廣告，則是能在消費者有實際購買需求時，出

現的及時且吸引人。透過這樣的優勢，Amazon 全球廣告收入在 2021 年達

310億美元，相比 2020 年的 215億美元成長了 95億美元21。 

雖然數位廣告有許多優勢，且成為未來趨勢，但也有研究指出許多廣告

商開始趨向選擇傳統廣告。根據 Why Marketers Are Returning to Traditional 

Advertising 這篇文章所提22，在過去的十年中，對於傳統廣告支出的預測都

是下降，且實際上在 2012年 2月至 2022 年期間每年下降-1.4%，而同期整

體的廣告預算的年增長率為 7.8%。然而，最近廣告行銷人員對於傳統廣告

支出的預測卻出現轉變，CMO 預測傳統廣告支出將在分別增加 1.4% 和 

2.9%，而一些消費者面向企業(business-to-consumer)，則預測未來一年傳統

廣告的支出會成長 11.7%。會有這樣轉變可能是因為以下四種原因，(1)由

於網路上的廣告數量過於龐大，消費者開始對這些訊息盲目，廣告成效也就

開始下降(2)根據 MarketingSherpa的調查，最受大眾信賴的廣告形式前五名

依舊是傳統廣告，網路上充斥的詐騙廣告也讓消費者對其失去信心

 
21 Insider Intelligence (Apr 6, 2021). Amazon’s share of the US digital ad market surpassed 

10% in 2020. eMarketer Editors. 
22 Havard Business Review (2022). Why Marketers Are Returning to Traditional Advertising. 

Christine Moorman, Megan Ryan, and Nader Tavassoli. https://hbr.org/2022/04/why-marketers-

are-returning-to-traditional-advertising (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 7月 26日)。 

https://hbr.org/2022/04/why-marketers-are-returning-to-traditional-advertising
https://hbr.org/2022/04/why-marketers-are-returning-to-traditional-advert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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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oogle 及 Apple 都將對第三方 cookies 進行封鎖，原本數位廣告透過個

人資料追蹤進行大數據分析的優勢將被嚴重削弱，基於以上原因，傳統廣告

的式微或許將會有轉變，但儘管如此數位廣告其優勢依舊大過傳統廣告，依

舊佔據廣告市場多數的資源，因此數位廣告帶來的問題急待解決。 

第二節 歐洲 

一、 歐洲廣告市場近年的數位轉型 

根據總部位於德國的跨國市場調查機構 Statista公司的統計資料，歐洲

廣告市場近年來已逐漸邁向數位轉型；由於網際網路普及率提高，以及對數

位網路媒體內容等來自消費端持續增長的需求，歐洲區域的廣告主，已逐漸

將注意力及廣告預算集中於數位廣告市場，而排擠傳統廣告市場。 

根據 Statista 公司的統計資料，截至 2020 年為止，雖然北美及亞太地

區仍為全球最大的數位廣告預算支出區域；惟英國、以及歐盟區的德國及法

國，仍列為全球前 10 大的數位廣告市場，且數據顯示西歐地區國家的數位

廣告市場在持續增長。23  

此外，根據 Statista 公司 2022 年 1 月分的統計資料，預計 2022 年歐

洲數位廣告市場的廣告規模將達到 1,033億美元，相較於全球最大數位廣告

市場美國於 2022年預計高達 2,611億美元的廣告規模，2022年歐洲數位廣

告市場規模預計約為美國數位廣告市場規模的近 40%。24 

 
23 Statista (2022), Digital Advertising in Europe – Statistics & Facts, 

https://www.statista.com/topics/3983/digital-advertising-in-europe/#dossierKeyfigure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10/31). 
24 Statista (2022), Digital Market (Digital Advertising)- Europe, 

https://www.statista.com/outlook/dmo/digital-advertising/europ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10/31).  

https://www.statista.com/outlook/dmo/digital-advertising/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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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總部位於紐約的市場研究機構 S&P Global 公司的研究，2020 年西

歐的廣告市場較 2019 年同期下降 6.3%，惟下降幅度低於原預期的 10.3%，

主要原因是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數位媒體的市場表現優於預期。此外，依

據總部位於紐約約的跨國媒體投資公司 Magna Global 公司的市場預測，

2021年西歐市場的數位廣告規模上修至722.0 億美元，遠高於Magna Global

公司原先預測的 620.1 億美元。Magna Global 公司的全球市場情報執行副總

裁 Vincent Létang 強調，數位媒體對疫情衝擊的韌性及市場表現遠優於預

期。依據 S&P Global 公司於 2021年的研究，疫情促使數位廣告市場的供給

面(數位媒體的廣泛使用、受眾及電子商務)及需求面快速增加，尤其中小型

企業更藉由增進對數位媒體的使用度，俾於疫情下的封城期間仍保持業務

活力。25 

 
25 Samantha Tomaszczyk & Stefen Joshua Rasay (2021), Digital Ad Spend in Europe Resilient 

in Face of Pandemic,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https://www.spglobal.com/marketintelligence/en/news-insights/latest-news-headlines/digital-ad-

spend-in-europe-resilient-in-face-of-pandemic-62615837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10/31).  

https://www.spglobal.com/marketintelligence/en/news-insights/latest-news-headlines/digital-ad-spend-in-europe-resilient-in-face-of-pandemic-62615837
https://www.spglobal.com/marketintelligence/en/news-insights/latest-news-headlines/digital-ad-spend-in-europe-resilient-in-face-of-pandemic-6261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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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西歐地區 2016年至 2025年的廣告市場26 

圖 2-7：中東歐地區 2016年至 2025年的廣告市場27 

 
26 Samantha Tomaszczyk & Stefen Joshua Rasay (2021), supra note 25.  
27 Samantha Tomaszczyk & Stefen Joshua Rasay (2021), supra note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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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中歐和東歐市場在 2020 年的廣告市場規模較 2019年

同期僅下降 4.7%，低於原先預估的下降 7.7%。而中歐和東歐的數位廣告市

場，預計在 2021 年將達到 102.9 億美元，高於原先預測的 94.4 億美元。28 

依據 Magna Global 公司之數據，預估到 2025 年，西歐市場的數位廣

告規模(包括桌上型、移動型、社交媒體及線上影音等)預估將增至 914.4億

美元；而中歐和東歐數位廣告市場，預估也將增至 148.3億美元。 

二、 歐洲數位廣告市場的資源分配 

(一) 歐洲數位廣告市場的主要分類 

如以數位廣告的形式(format)分類，截至 2021 年歐洲約達 920 億美元

的數位廣告市場中，展示(display)廣告仍然是歐洲最主要的數位廣告形式。

展示廣告於整體數位廣告市場的占比達 49.6%；其次為搜尋類(廣告)，占比

約 42.9%；而分類廣告(classifieds)及臚列式(directories)廣告等合計僅約 7.5%。

29 據統計，2020 年的歐洲數位廣告市場規模中，即有近 320 億歐元源自於

展示廣告，年增長率接近 10%。詳言之，歐洲區展示廣告中有超過 88 億

歐元的廣告預算來自於英國市場，超過歐洲區第二大市場德國及法國的總

支出。30 

下文將簡述歐洲數位廣告市場就「搜尋廣告」(Search Advertising)、「影

音廣告」(Digital Video Advertising)、「程序化廣告」(Programmatic Advertising)、

「移動式平台廣告」(Digital Advertising Mobile)等數位廣告市場主要子領域

的最新發展趨勢。 

 
28 Samantha Tomaszczyk & Stefen Joshua Rasay (2021), supra note 25. 
29 Statista (2022), Digital Ad Spending in Europe 2006-2021, by format,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455001/europe-distribution-online-ad-spend-by-format/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10/31). 
30 Statista (2022), Digital Advertising in Europe – Statistics & Facts, supra not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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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搜尋廣告(Search Advertising) 

歐洲區數位廣告市場占比最大的子領域是搜尋廣告 (Search 

Advertising)，2020 年歐洲區搜尋廣告的市場規模突破 300 億美元，預估在

2022 年的總規模將達破紀錄的 492.5 億美元；而搜索廣告領域每位用戶的

平均廣告支出，預估於 2022年亦將達到 68.92 美元。31  

(三) 影音廣告(Digital Video Advertising) 

2021年，英國、德國及法國此三國的影音廣告(Digital Video Advertising)

規模亦為歐洲區最高的前三名。此外，英國、烏克蘭、荷蘭及義大利的廣告

主，於 2021 年均將超過半數上的展示類廣告預算用於影音廣告(Digital 

Video Advertising)。32 

(四) 程序化廣告(Programmatic Advertising) 

所謂程序化廣告(Programmatic Advertising)，即是結合「實時競價」

(Real-Time Bidding, RTB)及「精準行銷」之特色，廣告主或廣告代理商透過

交易平台的自動競價系統，透過後台程式自動完成廣告競價、購買版位及網

站投放，並會即時回饋、監測廣告數據。程序化廣告之優點在於，當廣告主

或廣告代理商在網路平台設定預算及目標後，網路平台能夠依據廣告受眾

的行為數據，即時調整網站的平台露出。對廣告主或廣告代理商而言，透過

程序化廣告，投放的廣告預算能盡可能達到高精準行銷，以提高投放成效；

另一方面，對網路平台而言，也能讓閒置的廣告版位盡可能填滿，而使收益

最大化。33 

 
31 Statista (2022), Digital Market (Digital Advertising)- Europe, supra note 24. 
32 Statista (2022), Digital Advertising in Europe – Statistics & Facts, supra note 23. 
33 泛科技(2016)，程序化廣告(programmatic advertising)是什麼？，

https://panx.asia/archives/46018 (最後瀏覽日：2022年 7月 24日)。 

https://panx.asia/archives/46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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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廣告商持續簡化廣告購買流程，並致力於最大限度地提高廣告成

效，歐洲區的程序化廣告(Programmatic Advertising)市場日益競爭。依據

Statista公司的統計資料，2021年歐洲區程序化廣告市場規模已達到近 738.8

億美元，高於 2020年同期的 571.7億美元；相比之下，2021年美國所發送

的程序化廣告市場規模更高達 1,671億美元。此外，預估到 2027 年，歐洲

區高達 89%的數位廣告市場收入將來自於程序化廣告。34 

(五) 移動式平台廣告(Digital Advertising Mobile) 

數位廣告市場根據交付方式，可分為桌上式廣告(包括筆記型電腦)及

移動式平台廣告(包括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而所謂社群平台廣告，一般

而言包括由 Facebook、Twitter 、LinkedIn 等社群網路平台或商業網路平台

所產生的所有廣告收入。社交群網路平台中的廣告，包括在原生內容(organic 

content)或新聞牆(newsfeed)中標示為贊助貼文(sponsored posts)的廣告來源。 

值得注意的是，伴隨廣告受眾、用戶逐漸透過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

瀏覽網路，移動式平台廣告(Digital Advertising Mobile)已逐漸成為歐洲數位

廣告市場最主要之廣告類別。依據 Statista 公司的統計資料，2020 年約達

44%的歐洲數位廣告之預算係用於移動式平台廣告。隨著歐盟數位廣告市場

透過移動式平台廣告(Digital Advertising Mobile)逐年成長，根據最新預測，

2023年將有近半數的數位廣告預算會轉到移動式平台廣告；預計自 2025年

起，移動式平台廣告(Digital Advertising Mobile)的規模將超過桌上型電腦廣

告(Digital Advertising Desktop)。根據 Statista公司之預估，2027 年將有約達

53%的歐盟數位廣告是源於移動式平台設備廣告。35 

 
34 Statista (2022), Programmatic Advertising Market Value in Europe 2017-2026,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947562/programmatic-ad-market-value-europe/(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10/31).  
35 Statista (2022), Digital Market (Digital Advertising)- Europe, supra note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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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Statista公司之統計資料，在歐洲區國家內，俄羅斯、奧地利和羅

馬尼亞屬於移動式平台廣告占比特別高的國家，而土耳其和波蘭在 2020年

就移動式平台廣告之市場規模則有最為顯著的增長。由於移動式平台廣告

市場增長的重要驅動力是社群媒體，例如 Instagram、TikTok(抖音)、Snapchat

等社群網路平台；伴隨著歐洲區年輕群眾對社群網路平台的高黏著性，且廣

告主及廣告代理商亦認為移動式平台廣告及社群媒體廣告為歐洲電子商務

最有效的營銷廣告，故歐洲區的移動式平台廣告及社群媒體廣告市場，預期

仍會持續增長，並成為歐洲區數位廣告的最重要一環。36 

三、 歐洲數位廣告市場的未來發展趨勢 

根據總部位於德國的市場調查機構 GfK 公司於 2017 年發布、針對歐

洲數位廣告及數位體驗(online experience)的研究報告《歐洲線上：廣告驅動

的體驗》(Europe Online: An Experience Driven by Advertising)，可發現高達

68%的歐洲網路用戶僅使用免費(free access)的線上活動。依據 GfK 公司的

報告，約有 68%的歐洲人從未使用需付費的新聞網站或付費電子信箱等核

心的網路服務，且在低收入族群中，此比例上升至 75%。據統計，約有 9%

的歐洲網路用戶願意將其瀏覽數據提供予廣告商或線上服務提供者，以便

免費閱覽網路新聞或線上影音等數位內容；如果數位內容需要付費，則有

92%的歐洲網路用戶會停止使用原先瀏覽的數位網站或應用程式。此外，高

達 80%的網路用戶表示，相較於付費內容，歐洲網路用戶更喜歡雖然帶有

廣告、但是不收費的數位網站。37 

另根據總部位於英國的市場調查機構 IHS Markit 公司於 2021 年發布

的研究報告《歐洲數位廣告的經濟貢獻》(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36 Statista (2022), Digital Advertising in Europe – Statistics & Facts, supra note 23. 
37 GfK (2017), Europe Online: An Experience Driven by Advertising, https://iabeurope.eu/wp-

content/uploads/2019/08/EuropeOnline_FINAL.pdf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https://iabeurope.eu/wp-content/uploads/2019/08/EuropeOnline_FINAL.pdf
https://iabeurope.eu/wp-content/uploads/2019/08/EuropeOnline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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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Advertising in Europe)，該報告揭櫫數位廣告對歐洲經濟貢獻等分析，

並提供數據影響廣告市場的相關資料。IHS Markit 公司研究數位廣告市場

對歐洲區內國內生產總值(GDP)及就業數據的影響，以及不同行業對數位廣

告的依賴程度。其重要研究成果包括：(1) 數位廣告是歐洲最大的單一廣告

媒體，佔所有廣告收入的 37.2%；(2) 整體而言，數位廣告每年為歐盟區經

濟增加 5,260億歐元的產值；(3) 數位廣告透過各種形式，提供歐盟區約 600

萬個工作機會；(4) 數位廣告中的自動化和數據使用，正在增加其提供之工

作數量及多樣性；(5) 數位廣告佔歐盟出版商收入的 81.5%，佔線上影音平

台收入的 51.9%。38 

根據 IHS Markit 公司於 2019 年發布的研究報告《數位廣告中行為定

位的經濟價值》 (The Economic Value of Behavioural Targeting in Digital 

Advertising)，該報告透過採訪廣告商、出版商和技術公司等，揭櫫數據在數

位廣告中的影響與作用。此外，透過 IHS Markit 的廣告趨勢數據庫和計量

經濟學模型等技術，該報告預測歐洲區電子隱私法規對數位廣告市場可能

產生的影響。該報告的主要發現包括：(1) 歐洲區數位廣告於 2017 年之市

場規模達 419 億歐元，相較 2016 年增長 12.3%；(2) 歐洲區大約 86%的程

序化廣告(Programmatic Advertising)採用用戶的行為數據(Behavioral Data)，

大約 24%的非程序化廣告，也採用用戶的行為數據；(3) 使用行為定位廣告

(behaviorally targeted Ads)可以提升用戶點擊率(click-through rate)達 5.3 倍，

如對於曾注意過該廣告產品的用戶而言，點擊率會提升達 10.8倍。39 

 
38 HIS Markit (2021),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Digital Advertising in Europe, 

https://iabeurope.eu/wp- 

content/uploads/2021/05/DigitalAdvertisingEconomicContribution_FINAL.pdf (最後瀏覽日：

2022/11/18)。 
39 HIS Markit (2016), The Economic Value of Behavioural Targeting in Digital Advertising, 

https://iabeurope.eu/wp-content/uploads/2019/08/BehaviouralTargeting_FINAL.pdf (最後瀏覽

日：2022/11/18)。 

https://iabeurope.eu/wp-%20content/uploads/2021/05/DigitalAdvertisingEconomicContribution_FINAL.pdf
https://iabeurope.eu/wp-%20content/uploads/2021/05/DigitalAdvertisingEconomicContribution_FINAL.pdf
https://iabeurope.eu/wp-content/uploads/2019/08/BehaviouralTargeting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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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亞太區域(含澳洲) 

一、 亞太區(含澳洲)廣告市場近年的數位轉型 

目前亞太地區擁有超過 25億的網際網路用戶，約佔全球所有網路用戶

的 55%，這是世界上網路用戶數量最多且成長最快的地區之一40。由於全球

疫情大流行，亞太地區在過去幾年中也經歷了巨大而迅速的數位化轉型，文

獻也探討我國相較於亞太地區其他國家具備之優勢條件，思考臺灣未來發

展成為亞太數位樞紐策略做法41。  

數位化轉型帶來更廣泛的網路系統使用，而這項重要的科技變遷也導

致了數位行銷領域的重大發展42。本文以下將檢視近年在亞太地區將可以預

見的幾大數位行銷與廣告趨勢，以及每種趨勢的關鍵要點，作為理解此區域

數位行銷與廣告市場的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澳大利亞數位行銷的支出開始超過其他所有國

家，並且持續表現出色：該國目前擁有世界上每用戶數位廣告支出率最高的

國家之一43。這點似乎已經出乎許多人之預期。但事實上到 2018 年底，澳

大利亞行銷人員將把超過 50% 的廣告預算用於移動和線上行銷44。 

 
40 Asia-Pacific Digital Advertising Industry Trends and Opportunities, 2018-2021 & 2022-2031 

- ResearchAndMarkets.com, available at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asia-pacific-digital-

advertising-industry-172300596.html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41 陳冠婷, 林鈺錡, 馮冠荃, & 陳彥豪. (2022). 全球趨勢下臺灣成為亞太數位樞紐策略做

法初探.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45(2), 75-83. 
42 Bala, M., & Verma, D. (2018). A critical review of digital marketing. M. Bala, D. Verma 

(2018). A Critical Review of Digital Marke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IT & 

Engineering, 8(10), 321-339. 
43 Thaichon, P., & Ratten, V. (Eds.). (2021). Developing digital marketing: Relationship 

perspectives.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See also Dearlove, T., Begley, A., Scott, J. A., & 

Devenish-Coleman, G. (2021). Digital marketing of commercial complementary foods in 

australia: An analysis of brand messag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15), 7934. 
44 Digital Advertising Agencies in Australia - Market Size 2007–2028, available at 

https://www.ibisworld.com/au/market-size/digital-advertising-agencies/ (最後瀏覽日：

2022/11/18)。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asia-pacific-digital-advertising-industry-172300596.html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asia-pacific-digital-advertising-industry-172300596.html
https://www.ibisworld.com/au/market-size/digital-advertising-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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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消息來自 Signal 近年發布的一份行銷報告，該公司是一家專門從

事數位和跨領域營銷的澳大利亞公司。當與本報告中出現的其他見解以及 

2017 年對澳大利亞市場的相關分析一起考慮時，很明顯，澳大利亞在數位

行銷領域的領先地位既帶來了獨特的機遇，也帶來了特殊的挑戰45。 

就澳大利亞數位市場的具體數據來說，到 2022 年，數位廣告代理行業

的市場規模(按收入衡量)為 25 億美元。數位廣告代理行業的市場規模預計

將在 2022 年增長 10.3%。2017 年至 2022 年間，澳大利亞數位廣告代理

行業的市場規模平均每年增長 7.8%46。 

在過去五年中，與澳大利亞其他行業相比，澳大利亞數位廣告代理行業

的市場規模增長速度快於整體經濟增長速度47。與澳大利亞的諮詢和金融服

務行業相比，澳大利亞數位廣告代理行業的市場規模增長速度快於諮詢和

金融服務行業的整體增長速度48。 

若談到澳大利亞數位廣告代理行業最大的增長機會，那應該是網際網

路普及率強烈決定行業服務需求。大多數數位廣告之解決方案，例如提升搜

索引擎和網頁橫幅之設計，皆為線上交付和查看的49。更多的網際網路連接

擴大了行業廣告服務的範圍，使網際網路作為行銷管道將更具吸引力。在 

2018-19 年網際網路連接數量將增加之後，為該行業提供增加收入的機會50。

疫情過後，此一增長局勢相信不會改變51。 

 
45 Digital Advertising Agencies in Australia，同前註 44。 
46 Digital Advertising Agencies in Australia，同前註 44。 
47 Dearlove, T., Begley, A., Scott, J. A., & Devenish-Coleman, G. (2021). Digital marketing of 

commercial complementary foods in australia: An analysis of brand messag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15), 7934 
48 Dearlove, T., Begley, A., Scott, J. A., & Devenish-Coleman, G.，同前註 47。 
49 Campbell, L. H. (2021). Regula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Journal of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9(2), iii-vii. 
50 Campbell, L. H. (2021)，同前註 49。 
51 Mitchell, A. D., & Mishra, N. (2022). A New Digital Economy Collaboration in the Indo-

Pacific: Negotiating Digital Trade in the Australia-India CECA. Journal of World Trade,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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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亞太區(含澳洲)數位廣告市場的資源分配 

根據統計研究，目前東南亞地區的人們花更多的時間上網。因此，繼 

2021 年 17.8%的驚人增長率之後，該地區的數位廣告支出將在 2022 年增

長 11.3%至 41 億美元，這是一項明顯的成長趨勢52。而許多文獻，也開始

探討 COVID-19疫情對於這個成長趨勢的影響力或互動關係53。 

2021 到 2022 年的增長趨勢乃源自於更穩固的經濟基礎和對數位媒體

廣告效果產生更大回報的深厚信心。換言之，數位廣告目前僅佔東南亞總廣

告支出的 32.9%，儘管在研究預測上，這一數據在短期的未來將繼續攀升54。 

此外，智慧手機等移動通訊設備對於東南亞的消費者至關重要，這項科

技對試圖接觸這些受眾的廣告商來說也是關鍵中的關鍵55。隨著行動網路的

發展和智慧手機的廣泛使用，各類商家在手機 APP 中內置廣告就理所當然

的成為了移動數位廣告的大宗。這種情形在東南亞相信也是如此。因而，根

據研究報告的預測，反映了這些行動通訊設備在數位廣告上的主導地位，今

年移動通訊設備的廣告支出在東南亞增長 14.0%，超過了其他數位設備的增

長幅度56。 

 
52 Nee, A. Y. 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ASEAN Influences, Issues, and Challeng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Aviatio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in Southeast Asia, 24-42. 
53 Modgil, S., Dwivedi, Y. K., Rana, N. P., Gupta, S., & Kamble, S. (2022). Has Covid-19 

accelerated opportunities for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An Indian perspective.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75, 121415. See also Herrera-Rodríguez, M., Gutiérrez-Ortiz, 

M. E., & Torres-Fernández, C. (2022). Impact of conventional and digital advertising on the 

resilience of MSMEs in southern Tamaulipas during COVID-19. CienciaUAT, 17(1), 73-88. 
54 Nee, A. Y. 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ASEAN Influences, Issues, and Challeng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Aviatio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in Southeast Asia, 24-42. 
55 van Berlo, Z. M., van Reijmersdal, E. A., & Rozendaal, E. (2020). Adolescents and handheld 

advertising: The roles of brand familiarity and smartphone attachment in the processing of 

mobile advergames. 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 19(5), 438-449. 
56 5 Digital Marketing Trends in APAC for 2022, DMFA, available at 

https://www.digitalmarketingforasia.com/5-digital-marketing-trends-in-apac-for-2022/ (最後瀏

覽日：2022/11/18)。 

https://www.digitalmarketingforasia.com/5-digital-marketing-trends-in-apac-for-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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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東南亞數位廣告支出57 

儘管疫情衝擊，但在大趨勢上，2022 年預期將帶來更多的經濟和數位

廣告支出(市場成長)。到 2021 年底，東南亞的疫苗接種率顯著上升，這將

釋放被壓抑的商業活動，並重新開放國際旅遊業的邊界，旅遊業是區域經濟

體的重要部門。即使新冠 omicron變體病毒侵入東南亞，但國際旅行也不太

可能維持去年的低迷狀態58。基於以上這些因素與其他因素，許多國際報告

都相應地調整了他們對於亞太區數位廣告支出預測：降低去年的年增長率，

並增加今年的增長率59。 

 
57 DMFA, supra note 56. 
58 Beh, L. S., & Lin, W. L. (2022). Impact of COVID-19 on ASEAN tourism industry.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15(2), 300-320. 
59 The pandemic spurred digital ad growth across the Southeast Asia, available at 

https://www.insiderintelligence.com/content/pandemic-spurred-digital-ad-growth-across-

southeast-asia (最後瀏覽日：2022年 11月 18日) 

https://www.insiderintelligence.com/content/pandemic-spurred-digital-ad-growth-across-southeast-asia
https://www.insiderintelligence.com/content/pandemic-spurred-digital-ad-growth-across-southeas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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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亞太區(含澳洲)數位廣告市場的未來發展趨勢 

(一) 亞太區(含澳洲)未來的發展趨勢 

由於技術進步、數位廣告支出增加、網路用戶不斷增長以及手機和數位

媒體在亞太地區的普及，報告預估亞太地區數位廣告市場將在 2022-2031 

年期間以每年 13.25% 的速度增長，總市值可為 28,709 億美元地區60。 

在 2021 年， Industry Vertical, and Country: Growth Opportunity and 

Business Strategy基於對整個亞太地區數位廣告市場及其所有細分市場進行

全面研究61。這份 148 頁的報告「2018-2021 和 2022-2031 年亞太地區數

位廣告行業趨勢和機遇」(Asia Pacific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 2021-2031 

by Platform (Mobile, Desktop, Digital TV and Others), Format (Digital Display 

Ad, Internet Paid Search, Social Media, Online Video, Others) 以 90 個表格和 

45 個數據為重點，按平台 (移動、桌面、數位電視和其他)、格式 (數位展

示廣告、網路付費搜索、社交媒體、在線視頻與其他)，並通過廣泛詳細的

分類。深刻的分析和評估來自優質的主要和次要資訊來源，並來自整個價值

鏈的行業專業人士的投入研究。該報告提供了 2018-2021 年的歷史市場數

據以及 2022 年至 2031 年的預測，以 2021 年為基準年。對於後續幾年之

亞太區域數位市場趨勢進行預測分析。 

從地理位置以觀，以下國家/地方市場在這份報告中已獲得充分調查：

日本、中國、韓國、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亞太地區其他地區 (進一步細

分為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泰國、越南、臺灣和菲律賓) 等。而基於產

 
60 Asia-Pacific Digital Advertising Industry Trends and Opportunities, 2018-2021 & 2022-2031 

- ResearchAndMarkets.com, available at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asia-pacific-digital-

advertising-industry-172300596.html (最後瀏覽日：2022年 11月 18日) 
61 Asia-Pacific Digital Advertising Industry Trends and Opportunities, 2018-2021 & 2022-2031 

- ResearchAndMarkets.com, available at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asia-pacific-digital-

advertising-industry-172300596.html (最後瀏覽日：2022年 11月 18日)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asia-pacific-digital-advertising-industry-172300596.html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asia-pacific-digital-advertising-industry-172300596.html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asia-pacific-digital-advertising-industry-172300596.html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asia-pacific-digital-advertising-industry-1723005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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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垂直結構，亞太市場分為以下子市場，每個部分都包含 2018-2031 年的

年收入 (歷史和預測資料)。例如：媒體和娛樂、消費品和零售業、銀行、金

融服務和保險、電信 IT 部門、旅遊行業、醫療保健部門、製造與供應鏈、

運輸與物流、能源、電力和公用事業，以及其他行業。 

對於每個關鍵國家，該報告都有 2018-2031 年的年收入詳細數據與相

關分析且包括在預測年份按國家和主要國家/地方市場按平台、廣告格式和

行業垂直細分的區域市場。該報告也涵蓋了當前的競爭情景和預測的未來

市場供需趨勢；並介紹包括主要供應商、市場領導者和重要的新興參與者。

該報告以樂觀、平衡、但稍偏保守的觀點預測亞太數位市場的趨勢和前景。

該報告指出，所謂平衡(最有可能)預測用於從平台、廣告格式、產業垂直和

國家的角度量化亞太數位廣告市場在分類的各個方面，這是一種屬於兼顧

與平衡的觀點。 

就具體數據而言，到 2021 年，亞太地區數位廣告市場的價值估計為 

1538.10 億美元。亞太數位廣告市場的增長率為 8.0%，到 2031 年估計價

值為 3334.8 億美元。亞太數位廣告市場的主要公司包括：阿里巴巴、亞馬

遜、蘋果公司、Applovin Corporation、百度、Facebook (Meta)Inc.、谷歌公

司、微軟公司和新浪等62。 

(二) 人工智慧將適用於改進廣告和行銷策略 

不說未來，而是當前 AI 就是一個關鍵字。在亞太區域，越來越多的公

司已經並將繼續使用人工智慧來改善客戶體驗、個性化和創意測試。來自基

於人工智慧的應用程序的數據可以極大地幫助行銷人員提取客戶洞察力，

從而幫助調整行銷、銷售和客戶服務目標63。  

 
62 同上註 61 
63 5 Digital Marketing Trends in APAC for 2022, DMFA, available at 

https://www.digitalmarketingforasia.com/5-digital-marketing-trends-in-apac-for-2022/ (最後瀏

https://www.digitalmarketingforasia.com/5-digital-marketing-trends-in-apac-for-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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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人工智慧來做一些分析，比如改善用戶細分、廣告優化、預算分配、

銷售預測等，在亞太地區尤其有用，那裡有廣泛的語言、文化和市場64。這

項技術可以幫助公司節省時間和金錢，同時更有效地與客戶溝通。它還用於

數位廣告行銷，以改善文案、個性化和細分。 

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工智慧工具和應用程序出現，行銷人員在選擇使用人

工智慧的方式上必須更具戰略性和針對性65。因此傳統廣告與規劃人員的角

色，也並未因為人工智慧出現，而變得不重要。儘管 AI可以幫助降低成本

和提高效率，但它也應該用於做出更好、更明智的決策，從而使當地客戶受

益。這部分有賴於行銷人員的工作判斷與策略思考。 

(三) 行銷人員將適應新的隱私法規 

承前所述，即使在人工智慧時代，數位行銷人員仍負有許多規劃與法規

遵循的義務。儘管消除 cookie 已被推遲到 2023 年，但淘汰第三方數據無

疑將在 2022 年成為亞太區數位行銷人員的重中之重66。這對許多消費者與

廣告商來說都肯定是一個巨大的衝擊，因為一項研究發現 80%的廣告商依

靠 cookie 來接觸他們的客戶並個性化廣告。然而，根據一項研究顯示，60% 

的行銷人員不熟悉跟踪預防，或者不確定根除 cookie 對其業務的影響。這

表明大多數行銷人員尚未充分理解這一新的政策變化67。 

 
覽日：2022/11/18)。 
64 Li, H. (2019). Special section introduc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dvertising. Journal of 

advertising, 48(4), 333-337. See also Shkirmontova, E. A., & Shulman, V. D. (2022). 

Opportunities and prospects for the promotion of Russian IT-technologi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ybersecurity in the ASEAN countries. Kant, 42(2). 
65 同上註。 
66 Lee, J. H., & Song, J. H. (2019). Recent trends in advertising and required research in 

emerging markets—an Asian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38(4), 507-510. 
67 Sanchez-Rola, I., Dell'Amico, M., Kotzias, P., Balzarotti, D., Bilge, L., Vervier, P. A., & 

Santos, I. (2019, July). Can i opt out yet? gdpr and the global illusion of cookie control.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19 ACM Asia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pp. 

34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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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 (GDPR) 推出以來，亞洲許多國家都紛紛效

仿，制定了自己的隱私規則和法規。中國通過了《個人信息保護法》，日本

公布了《個人資訊保護法修正案》(APPI)，新加坡的法律名為《個人資訊保

護法修正案》(PDPA)68。   

為迎接無 cookie 的世界，行銷人員應優先考慮與客戶建立直接關係，

投資優先考慮隱私的技術，並製定明確的隱私政策，以通過透明度贏得客戶

的信任。 專家預計 2022 年會圍繞此議題進行大量探討69。行銷人員應積

極主動了解數據隱私以及他們可以做些什麼來為 cookie 的缺失做好準備。 

(四) 電子商務將繼續增長  

COVID-19 激發了整個地區對電子商務的更大熱情。近期一項研究發現，

亞太地區人口正在網上購買更多必需品，其中 28%的人自疫情開始以來 首

次嘗試新的電子商務70。也就是說，全球疫情的風控管理行動，反而造成許

多人嘗試透過網路來購物與生活。 

該研究還發現，通過直播銷售產品的直播電子商務也越來越受歡迎。

39% 的電子商務參與是通過實時電子商務進行的，而其餘 61% 涉及傳統

電子商務。人們現在也更願意在網上購買雜貨：43%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

在 2020 年會在網上購買包裝好的雜貨71。 

行銷技術公司 Criteo 也見證該地區電子商務銷售額的大幅增長，尤其

是在 2020 年光棍節(11 月 11 日)前後。馬來西亞和泰國的銷售額分別增

 
68 Bentotahewa, V., Hewage, C., & Williams, J. (2022). The normative power of the GDPR: A 

case study of data protection laws of South Asian countries. SN Computer Science, 3(3), 1-18. 
69 同上註。 
70 Asia-Pacific Digital Advertising Industry Trends and Opportunities, 2018-2021 & 2022-2031 

- ResearchAndMarkets.com, available at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asia-pacific-digital-

advertising-industry-172300596.html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71 同上註。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asia-pacific-digital-advertising-industry-172300596.html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asia-pacific-digital-advertising-industry-1723005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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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了 600% 和 305%，新加坡的銷售額增長了 248%72。  

日本的電子商務市場也出現巨大的增長，因為 COVID-19 吸引了空前

數量的日本人使用在線食品配送和購物平台。Shopify 甚至報告說，黑色星

期五-網絡星期一的銷售額在 2020 年增長了 350%73。  

即使在疫情大流行之後，預計電子商務的使用仍將繼續。Adobe 在 

2020 年對亞太地區消費者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74% 的受訪者表示有意將

更多的在線購物納入他們未來的購物習慣中74。它還發現，中國和印度購物

者最有可能報告網上購物增加的情形。 因此，與社交媒體平台一樣，該地

區首選的電子商務平台差異很大。因此，品牌調整戰略以適應當地市場非常

重要75。 

根據上述多項報告的結論，消費者行為的這種變化，確實為公司在網路

上觸新客戶和現有客戶提供了巨大的機會。品牌可以透過各種數位渠道，如

社交媒體、PPC 廣告、電子郵件營銷、網站流量等，將客戶吸引到各類的

線上商店。 

第四節 我國 

一、臺灣數位廣告市場近年的數位轉型 

 
72 Naseri, R. N. N. (2021). Issues And Challenges Of Online Shoppingactivities On The Impact 

Of Corona Pandemic: A Study On Malaysia Retail Industry. Turkish Journal of Computer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TURCOMAT), 12(10), 7682-7686. See also Mat, B., Pero, S., Wahid, 

R., & Sule, B. (2019). Cybersecurity and digital economy in Malaysia: Trusted law for customer 

and enterprise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 and Exploring 

Engineering, 8(3), 214-220. 
73 Murakami, Y. Y., Okasaki, N., & Miura, K. (2021). A systematic mapping study of digital 

marketing and large manufacturing firms: perspective from Japan.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 4(2). 
74 Lewnes, A. (2021). Commentary: The future of marketing is agile. Journal of Marketing, 

85(1), 64-67. 
75 Edelman, D. C. (2010). Branding in the digital ag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8(12), 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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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網路應用的普及，民眾生活對於數位平台依賴度日深，加上數位技

術可精準頭放與可追蹤的特性，並能將行銷與商務銷售直接連結，服務過去

傳統廣告上無法操作的商務(Commerce)層面，提供一站俱全的完整服務，自

然使得廣告行銷產業面對極大的改變。 

主要變化有幾個面向值得觀察討論：(1) 國際型平台主導臺灣市場走向。

(2) 產業生態圈分工更精細，使得媒體利潤下滑。(3) 科技數據力成為媒體

競爭關鍵。 

根據的 DMA 臺灣數位媒體應用行銷協會於 2022 年六月份發布的年度

報告《2021臺灣數位廣告量統計數字》，2021年臺灣整體數位廣告市場突

破 500億規模，規模達 544.3億，相較於 2020年的 482.56億，成長率回復

到兩位數，成長率為 12.8%。 

二、臺灣數位廣告市場的資源分配 

若依媒體平台類型來看，一般媒體平台為 337.7億，社交媒體平台總金

額為 206.6億，成長率 13.5%，高於一般媒體的 12.4%。在包括展示型、影

音廣告(Digital Video Advertising)、關鍵字、內容口碑四大主要廣告類型來

看，展示型廣告(Display Ad) 仍是量能最大，總額為 180.1億，其他三類則

分別為 147.3億，130.2 億，以及 84.8億。以成長率來看，影音廣告(Digital 

Video Advertising)持續保持兩位數動能，成長率為 21.1%。 

三、臺灣數位廣告市場的未來發展趨勢 

若將時間段拉長，可以看到臺灣數位廣告的爆發期是在 2016 年，整體

成長率達 33%，近兩年來，一方面受到上網人口當漸入發展高原期，流量

紅利不再，再者，過去兩年疫情影響，廣告主投資心態保守，雖然市場總量

仍突破 500億，但整體數位廣告的成長動能開始放緩，特別是 2020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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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首度不到兩位數。 

從過去十年的發展分析，也可發現在該報告中的四大廣告類型的成長幅

度差異不大，顯見單一廣告的型態已經無法滿足消費者的多元需求，且消費

者主動性越來越強，必須多樣化的行銷組合模式，拉開溝通的深度與廣度，

例如媒體除了傳統的內容創意外，開始增加 MarTech 的投資與導入，強化

會員端經營，累積自家的數據流量池，形成「產品服務＋會員數據＋媒體」

的新樣貌。 

圖 2-9：過去十年，臺灣數位廣告歷年規模(億台幣)76 

 
76 2022/06 《2021臺灣數位廣告量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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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 2-10顯示了臺灣數位與非數位廣告市場消長的變化。其中，2017

年是關鍵的一年，該年度數位廣告量正式超過包括無線/有線電視、廣播、

報紙、雜誌與戶外媒體合計的非數位廣告。發展至今，臺灣整體廣告量達

807.4億，數位廣吿量已佔全體廣告的 67.4%。 

圖 2-10：過去十年，數位 vs 非數位廣告佔比變化77 

在非數位的部分，圖三顯示了在非數位的五大媒體類型中，電視相對仍

有著較強的大眾傳播力，過去十年雖然佔比衰退，仍保有一定的量能，例如

在 2021年，電視媒體廣告量不降反升，呈現微幅成長，但平面型態的報紙

與雜誌，廣告量受到數位影響，萎縮最嚴重。 

從總量來看，在數位廣告尚未崛起前，臺灣廣告量市場約在七百億左右

規模，然而，因著數位行銷的平台經濟模式，能夠創造產品服務的長尾效應，

加上國際型平台提供了去中介化的投放機制與彈性的投放金額配置，帶動

 
77 2022/06 《2021臺灣數位廣告量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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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企業(SMB)的積極投入，雖然個別公司行銷預算不若大型品牌，但仍

有聚沙成塔效應，做大了整體廣告市場。 

在下圖 2-11中，可以看到數位廣告與傳統廣告市場差距日益明顯，2011

年數位廣告佔整體廣告市場僅 16.9%，然而至 2021年已大幅提升至 67.4%，

另根據業者粗略估算，國際型平台佔臺灣數位廣告量的比例，約有七成之多，

其主因來自於過去媒體核心經營模式在於藉由「內容」的聚眾能力，抓住使

用者眼球注意力，藉此賺取收入；而在新的數位化時代，平台透過快速且大

量散播各式「內容」，讓消費者便於點閱、搜尋、分享，使得國際平台得以

利用自身科技力的優勢，掌握內容使用者「足跡」的數據資料，進而更有效

的控制廣告成本，同時提高廣告的精準度和轉化率。 

圖 2-11：2022/06 《2021臺灣數位廣告量統計數字》78 

 

 
78 2022/06 《2021臺灣數位廣告量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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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綜前各節資料，截至 2020 年為止，雖然北美及亞太地區仍為全球最大

的數位廣告預算支出區域，惟英國、以及歐盟區的德國及法國，仍列為全球

前 10大的數位廣告市場。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美國、歐洲、亞太區域(含澳

洲)及我國的廣告市場，無論是市場規模或資源分配，都逐步從傳統廣告移

向數位廣告及數位服務體驗。 

以美國為例，2019 年起數位廣告支出首度超越傳統媒體廣告，佔所有

廣告支出的 51%，且所有數位廣告營收中，又以行動廣告佔比達超過全部

的三分之二，預期成長幅度仍將持續提高，且美國於 2022年的數位廣告市

場規模預計高達 2,611 億美元。79至於歐洲，預計 2022 年歐洲數位廣告市

場的廣告規模亦將增長到 1,033 億美元，展示(display)廣告為歐洲最主要的

數位廣告形式，而搜尋廣告(Search Advertising)預估在 2022年的總規模將達

破紀錄的 492.5 億美元，預估 2025年將有約達 53%的歐洲區數位廣告是源

於移動式平台設備廣告80。此外，隨著廣告商持續簡化廣告購買流程，並致

力於最大限度地提高廣告成效，預估到 2027 年止，歐洲區有高達 89%的數

位廣告市場收入來自於程序化廣告(Programmatic Advertising)。81而亞太地區

伴隨網路用戶不斷增長以及手機和數位媒體的普及，預估亞太區的數位廣

告市場將在 2022-2031 年期間以每年 13.25% 的速度增長，2021 年亞太地

區數位廣告市場的價值估計為 1538.10 億美元，到 2031 年估計價值為 

3334.8 億美元。82 

 
79 Statista (2022), Digital Market (Digital Advertising)- Europe, supra note 24. 
80 Statista (2022), Digital Market (Digital Advertising)- Europe, supra note 24. 
81 Statista (2022), Programmatic Advertising Market Value in Europe 2017-2026, supra note 

34. 
82 Asia-Pacific Digital Advertising Industry Trends and Opportunities, 2018-2021 & 2022-2031 

- ResearchAndMarkets.com, supra note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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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平台的收益大多主要來自於廣告，透過蒐集使用者數據、吸引使用

者關注而成型。整體而言，數位平台之所以壯大成為今日領導地位，主要可

以歸類為以下幾項因素83： 

一、 網路世界的訊息傳遞，以及網路使用者近二十年的快速成長； 

二、 打造創新及友善使用的介面服務； 

三、 網際網路的影響造就巨大的平台使用者基礎； 

四、 平台匯搜使用者數據創造廣告效益的能力； 

五、 平台垂直及水平整合而成的商業模式。 

透過數位平台「追蹤個資精準行銷」以及「演算法推播技術」的技術進

步，且伴隨廣告主及廣告代理商逐漸認為移動式平台廣告及社群媒體廣告

等，將成為電子商務最有效的營銷廣告方式，預期數位廣告市場仍將持續增

長，並逐步排擠傳統廣告市場之資源分配。 

  

 
83 ACCC (2019). Digital Platform Inquiry Final Repor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ccc.gov.au/publications/digital-platforms-inquiry-final-report (最後瀏覽日：

2022/11/18)。 

https://www.accc.gov.au/publications/digital-platforms-inquiry-final-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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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針對跨國科技巨擘妨礙公平競爭之立法與案

例 

第一節 美國立法與案例 

一、 案例 

(一) Google利用市場優勢地位進行的不公平競爭 

近年來對於大型跨國科技公司不公平競爭的議題再次受到重視，美國

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美國聯邦交易委員

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各州政府及司法機關亦相繼提出調查與訴訟，

相關的行動也在 2022 年達到高峰，目前 Google除了受到聯邦通訊委員會、

聯邦交易委員會的調查外，並面臨來自 36 州總檢察長和哥倫比亞特區的反

托拉斯訴訟，而有關 Google涉嫌利用市場優勢地位，達到不公平競爭目的

的行為態樣眾多，以下茲列舉說明: 

1.  Google 旗下廣告交易平台利用市場優勢地位向出版商收取高額的

費用 

線上廣告之投放，廣告商(買方)通常係透過「廣告交易平台」向銷售廣

告空間的網站(下稱:發布商，賣方)購買廣告空間84。而具體的媒介流程，係

於廣告商付費後，廣告交易平台使用演算法幫助廣告商與發布商進行匹配，

這樣雙方都可以在廣告投放過程中獲得最大利益及效率，並且在許多情況

下，將廣告定位到特定用戶。 

而 Google 掌握著網路上最強大的廣告交易平台 Ad Exchange(前身為 

 
84 MarketWatch,Google enters 2022 battling antitrust actions on multiple fronts — with more 

likely to come, Jon Swartz, https://www.marketwatch.com/story/google-enters-2022-battling-

antitrust-actions-on-multiple-fronts-with-more-likely-to-come-11640643570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10/31)。 

https://www.marketwatch.com/story/google-enters-2022-battling-antitrust-actions-on-multiple-fronts-with-more-likely-to-come-11640643570
https://www.marketwatch.com/story/google-enters-2022-battling-antitrust-actions-on-multiple-fronts-with-more-likely-to-come-11640643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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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Click)，並透過此服務向出版商(賣方)和廣告商(買放)收取高額費用。

據悉，Google收取的費用是廣告成交價格的 19% 到 22%，該筆費用是其

競爭對手收費的 2到 4倍85。 

而 Google的廣告商業模式之所以被視為不公平競爭，係因為其不但同

時向出版商及廣告商收取費用，甚至能夠強制雙方在其所有之廣告交易平

台進行交易，從而提取 3分之 1或甚至更高的費用，而 Google能夠如此賺

取高額利潤的根本原因相當顯而易見，即是 Google 利用其對出版商(賣方)

廣告瀏覽器的壟斷，來破壞交易市場的競爭，簡言之，在這個線上廣告交易

市場中，Google 既是投手、打者也是裁判，對於瀏覽器的獨佔，可以輕易

的影響到其他衍生性線上服務的公平交易。 

2.  Google所謂的「隱私沙盒」背後的真正意圖 

Google於 2022 年 2月 16日宣布打造安卓系統的隱私沙盒，以 Google 

現有的網路技術為基礎導入全新的廣告投放模式，進一步保護用戶隱私，又

能讓用戶繼續存取免費內容與服務86。這樣的政策變化很有可能會影響一些

大型科技公司，他們仰賴跨 App 系統或由其他公司所擁有的網站追蹤個人

使用行為，並且從中藉由廣告投放獲利，最具指標性的即是 Meta。 

隨著蘋果 ATT 機制已隨 iOS 14.5 上線開始實施，對 Meta 廣告業務

的打擊相當慘重。Meta 本月公布財報就曾表示，蘋果的隱私新制將使 Meta

廣告收入減少約 100 億美元，消息一出導致 Meta股價爆跌、市值在 1 天

 
85 Tech Policy Press,State AGs say Google’s ad business is violating antitrust law. What does 

that mean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PUBLISHED NOVEMBER 18, 2021，

https://techpolicy.press/state-ags-say-googles-ad-business-is-violating-antitrust-law-what-does-

that-mean-for-the-public-interest/  (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31日) 
86 Google 打造 Android 隱私沙盒新制，Meta 廣告業務瑟瑟發抖？，科技新報，

https://technews.tw/2022/02/17/to-build-the-privacy-sandbox-on-android/ (最後瀏覽日期：

2022年 10月 31日) 

https://technews.tw/2022/02/17/to-build-the-privacy-sandbox-on-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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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蒸發多達 2,320 億美元，是 2012 年上市以來的單日最大虧損，87總市值

一度跌至 6,000 億美元以下。88雖然 Meta 反對蘋果的隱私新制，卻願意支

持 Google實施隱私調整措施。負責 Facebook (Meta)廣告與商務產品行銷的 

Meta 副總裁 Graham Mudd 在個人 Twitter 帳號上指出，樂於看見 Google 

採用這種長期、協作的方式來提供保護隱私的個人化廣告，他更表示期待繼

續與 Google 以及整個產業合作，共同加強隱私技術。89 

有關 Google 的「隱私沙盒」，雖然號稱可以在保障用戶隱私的同時，

提供免費的服務，然而其背後卻可能隱含著另一種商業考量。因為 Google

在宣稱加強保護用戶隱私的同時，也即將推出「群組聯合學習」(又名 FLoC)

系統，該系統將使 Chrome (Google 網頁瀏覽器)用戶遠離第三方 cookie90，

轉向「基於群組」的追踪模型，Google稱該模型將更好地保護人們的隱私。

但在美國各州司法機關聯合向 Google提出反托拉斯訴訟中，援引 Google內

部文件表明，Google的「隱私沙盒」(即 FLoC系統的起源)最初被稱為「NERA 

計劃」，該計畫目的並非在於強化用戶隱私，相反的，其旨在進一步強化用

戶對於 Google 服務的黏著度，並鞏固 Google 在數位線上廣告生態系統中

的權力。 

從 Google 內部文件顯示，「NERA 計劃」91的動機係「在開放的網絡

 
87  李晉緯(2022)，「Meta 蒸發逾  5.5 兆，創美企單日市值最大跌幅」，中央社，

https://finance.technews.tw/2022/02/04/meta-5-5trillion/ (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31 日) 
88 陳冠榮(2022)，「Meta 市值跌破 6 千億美元，卻能幫忙避開新反托拉斯審查」，財經

新報，https://finance.technews.tw/2022/02/09/facebook-market-cap-falls-below-600-billion/ (最

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31 日) 
89 陳冠榮(2022)，「Google 打造 Android 隱私沙盒新制，Meta 廣告業務瑟瑟發抖？」，

科技新報，https://technews.tw/2022/02/17/to-build-the-privacy-sandbox-on-android/ (最後瀏覽

日期：2022 年 10 月 31 日)。 
90 Google abandons plans for FLoC advertising to replace cookie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ivacy Professionals, https://iapp.org/news/a/google-abandons-plans-for-floc-advertising-to-

replace-cookies/ (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31 日)。 
91 Civil Action No.: 1:21-md-03010-PKC,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September 9, 2021 

https://technews.tw/2022/02/17/to-build-the-privacy-sandbox-on-android/
https://iapp.org/news/a/google-abandons-plans-for-floc-advertising-to-replace-cookies/
https://iapp.org/news/a/google-abandons-plans-for-floc-advertising-to-replace-cook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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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建造一個有圍牆的花園，如此一來方可以保護我們的利潤」。是以，

對 Google來說，「NERA 計劃」可能隱含著其背後的商業思維，亦即控制

出版商的廣告空間設計，然後迫使這些出版商通過 Google的服務來銷售廣

告空間。而根據 Google 內部文件，這一策略將使 Google 賺取更高的仲介

費用。 

(二)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 (FTC)對 google、Meta 在廣告市場的不正當

競爭-廣告協議交易代號 Jedi Blue 

Google、Meta 兩間作為美國乃至於全世界最大的線上廣告經營者及潛

在競爭對手，常涉及有關不公平競爭與反托拉斯的爭議。而根據紐約時報取

得的反托拉斯訴訟文件中，Google曾在 2018 年時給予Meta「交易優惠」，

以廣告投標優先權換取 Meta 保證廣告投放量及對 Google 的 Open Bidding

投標模式的支持92。 

這個在兩間科技巨擘間的秘密協議，代號為「Jedi Blue」，其內容包括

了 Google 將給予 Meta 更多時間競標廣告位置、投放網路的付費折扣、以

及由 Google 協助了解目標客群等多項優惠。至於 Facebook 方面，則是同

意在能辨識用戶時至少在 90%的項目中投標，並且每年至少投放 5 億美元

的廣告。很顯然的，其他 Google 的廣告伙伴並未能享有如此的優惠，而

Google提出的條件基本上保證了 Meta無須透過公平競爭，即贏得一定數量

的廣告位置，而 Google則能靠著Meta的保證投標，來拉高投標的最低價，

這對兩間科技巨擘互利雙贏的協議，卻將造成其他競爭者的不公平競爭。 

面對質疑，Google和Meta皆否認「Jedi Blue」有違反公平競爭的可能，

 
92 Facebook (Meta)和 Google 據傳共謀減低在廣告上的競爭，Engadget中文版，

https://chinese.engadget.com/facebook-google-jedi-blue-ad-deal-120003874.html (最後瀏覽日

期：2022年 10月 31日) 

https://chinese.engadget.com/facebook-google-jedi-blue-ad-deal-1200038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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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先是發表了一篇文章，說明 Google的廣告業務上並沒有獨厚 Meta，

Meta依然要和其他市場參與者一同競爭廣告位置。Meta則表示相關協議不

但沒有不公平競爭或反托拉斯的疑慮，反而可以增加「 Google 廣告的競

爭」。 

相關訴訟至今尚未有定論，也無相關數據證明其協議造成的市場影響

以及市場競爭者的損害，然而，無論是否違反公平競爭法規，Google 和 

Meta在相關協議中確實有一條特別的條款，要求兩間公司在受到調查時「合

作並相互協助」，整個協議中並提到了數次有關「反托拉斯」的內容，顯見

兩間公司早已預見相關協議可能成的爭議以及相關訴訟。 

二、 近年來對科技巨擘與廣告市場的相關立法 

(一) 《加州消費者隱私法》(CCPA) 

從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加州實施了美國歷史上影響最深遠的數位隱

私權法規93。該法規禁止科技公司在用戶在退出其服務後，出售或發送用戶

數據，只有在例外的情況如涉及安全的狀況下，才能為相關行為，但很顯然

的，這並不包括商業目的。以下是加州消費者依據 CPAA 擁有與公司收集

和管理的個人數據相關的新權利： 

1.  了解收集、使用、共享或出售哪些個人資訊的權利，包括個人資訊

的類別和具體部分。 

2.  刪除企業持有的個人資訊的權利，以及企業服務提供商持有的個

人資訊。 

 
93 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 (CCPA) Summary,DATASHIELD, 

https://www.datashieldprotect.com/blog/overview-of-california-consumer-privacy-act-ccpa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10/31) 

https://www.datashieldprotect.com/blog/overview-of-california-consumer-privacy-act-c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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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不出售個人資訊的權利。消費者可以指示出售個人資訊的公

司停止出售該資訊。公司在取得 16歲以下的兒童的同意時，提供其同意與

否之選項，13 歲以下的兒童則必須得到父母或監護人的同意 

4.  當消費者根據 CCPA 行使隱私權時，在價格或服務方面不受歧視

的權利。 

至於 CCPA 於上述所稱的個人資訊，包含但不限於「用戶真實姓名、用戶

名、密碼、電話號碼、真實地址、IP 位址、網路設備標識」等，或者其他如

「種族、宗教、婚姻狀況、性取向和服役狀況」等資訊。該法律還擴展到其

他資訊，如「指紋、面部識別數據以及有關您的瀏覽歷史和位置的數據」等

數據。 

有關 CCPA 涵蓋的企業範圍，雖然仍有部分細節有待進一步確認，但

總體而言，所有符合以下條件的公司，即須受到 CCPA 的規範： 

1.  年總收入超過 2500 萬美元。 

2.  購買、蒐集或出售超過 50,000筆個人資訊。 

3.  通過出售消費者個人資訊的營收超過其年收入的 50%。 

最後，CCPA是一個保護消費者隱私的法律，且其低門檻的設定意味著

多數成功的中小企業皆有適用該法規，然而其並非完全限制公司存取用戶

個人資訊，根據 CCPA 的規定，公司雖被禁止從用戶社群平台資料等來源

提取個人資訊，但仍得有條件的收集有關用戶的個人資訊，例如從公共政府

(例如官方婚姻記錄)收集等等。CCPA 的生效標誌著個人數位資訊的保護進

入了一個新時代，雖然聯邦法律的採用仍在制定中，但至少有 7 個州正在

參考加州制定影響深遠的消費者隱私法。 

(二) 《數位廣告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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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19 日美國參議員麥克·李(R-Utah)提出了兩黨的數位廣告

競爭和透明度法案，該法案修訂了 1921年頒布的現行美國反托拉斯法《克

萊頓法》，增加了一節概述了數位廣告中有關競爭和透明度的要求，並且禁

止廣告收入超過 200 億美元的大型數位廣告公司擁有多個數位廣告生態系

統來增加競爭，簡言之，這些大型數位廣告公司不能同時銷售、購買廣告或

提供線上廣告空間。如果日後該法案通過成為正式法律，除了 Google 和

Meta等大型數位廣告公司將無法兼營所有類型的廣告業務94。 

現在有關於大型數位廣告公司不公平競爭的爭議，其中一個令人關注

的即是廣告效果數據，廣告商無法得知其廣告的相關數據，卻須支出高額的

費用以避免落後於競爭對手，相關的市場機制顯然並不公平。而透過《數位

廣告法案》中有關於廣告過程透明度的要求，即能解決類似爭議，其他如廣

告平台是否保持中立無而獨厚特定廣告商的疑慮亦能得到緩解。 

然而，有不同意見者認為該立法可能會破壞廣告商、發布商和廣告交易

平台所形成的數位廣告生態系統。因為現行的數位廣告交易平台整合了眾

多廣告服務及商品，其生態系的運作效率非常高，雖然分開廣告服務能夠促

進獨立性及公平競爭，惟亦可能破壞現行的廣告市場運作效率，造成廣告資

源的浪費及無益廣告。 

(三) 小結 

數位廣告的興起改變了傳統廣告業的生態環境，而部分的針對性數位

廣告是圍繞選舉、公共衛生以及與公共利益相關的許多其他基本問題。然

而，跨國科技巨擘如 Google、Meta等在這個數位生態系統中，深度參與了

數位廣告的每個環節與業務，在數據擁有的不對等條件下，相關公司掌握了

 
94 TechTarget,Digital Advertising Act aims to break up big tech ad platforms, Makenzie 

Holland, https://www.techtarget.com/searchcio/news/252520739/Digital-Advertising-Act-aims-

to-break-up-big-tech-ad-platform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10/31) 

https://www.techtarget.com/searchcio/news/252520739/Digital-Advertising-Act-aims-to-break-up-big-tech-ad-platforms
https://www.techtarget.com/searchcio/news/252520739/Digital-Advertising-Act-aims-to-break-up-big-tech-ad-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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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大的權力，但公眾對於它如何收集和使用個人數據來營利的資訊卻少

之又少。 

在數位隱私權逐漸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下，勢必針對個人數據的蒐集

進行規範，並且避免跨國科技巨擘利用市場地位的優勢達到不公平競爭的

目的，短期而言，資訊透明、嚴格監管或許會影響既有的數位廣告生態，以

及市場效率，但長期而言，可以健全並促進數位廣告市場的公平競爭，且隨

著社會大眾對於個人數據的重視，相關立法趨勢已然成為未來立法的共識。 

第二節 歐洲立法與案例 

一、案例 

網路巨擘掌握用戶的數據資料及產業規模化，故具有「大者恆大」的特

性，利用市場優勢達到不公平競爭的情況。針對網路巨擘濫用濫用於數位廣

告市場的支配地位，歐盟主管機關及法院近年均有積極對策。 

首先，歐盟自 2016 年首次提出《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之倡議》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後，為因應前述《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

指令》的「新增使用媒體內容之義務」，歐盟各會員國於 2021 年間透過立

法及行政措施等方式監管數位平台巨擘。關於《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

的詳細介紹及論述，請參見下述本節第二段「近年來對科技巨擘與廣告市場

的相關立法」之分析。 

(一) 歐盟處罰 Google的反托拉斯案例 

自 2017 年至 2019 年，歐盟對 Google 濫用市場地位連續裁罰三件處

分。第一件處分是 2017 年 6月的 Google Search (Shopping)案，該案是針對

Google 利用戶數據及演算法，使 Google 搜尋結果偏袒其旗下購物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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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Shopping，處以高達 24億歐元。第二件處分是 2018年 7月的 Google 

Android 案，歐盟認定 Google濫用行動平台的主導地位，罰款高達 43億歐

元。95 

2019 年歐盟執委會針對 Google 濫用網路廣告市場之支配地位，裁罰

Google高達 15億歐元的罰鍰。2019年 3 月 20日，歐盟執委會負責數位產

業的執行副總裁(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A 

Europe Fit for the Digital Age)及反壟斷專員 Margrethe Vestager 於新聞發布

會表示，Google利用搜尋服務的市場主導地位，迫使 Google旗下的網路廣

告 AdSense的客戶簽訂排他性協議，該協議使得 Google競爭對手的內容受

到屏蔽。96 

此外，法國競爭管理局亦先後於 2021 年 6 月對數位平台巨擘 Google

與其旗下廣告管理系統(Google Ad Manager)的優惠待遇，造成數位廣告買

賣市場的壟斷行為，裁罰歐元 2.2億元(折合新臺幣約 74億元)的罰款，97以

及於 2021年 7月，判定 Google已出現著作權鄰接權的疑慮，且認定 Google

未能與媒體業者就著作權鄰接權「誠信」(in good faith)談判，故對其裁罰歐

元 5億元(折合新臺幣約 168億元)的巨額罰款。98 

(二) 歐盟處罰 Facebook的反托拉斯案例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經過自 2016 年 3 月起為期三年的調查，認定

 
95 江雅啟、楊宗翰、程法彰(2022)，數位平台經濟的新思維？淺探行為經濟學對反托拉斯

法的影響，萬國法律，第 241期，第 94頁至第 95頁。 
96 科技新報(2019)，歐盟再開巨額罰單，Google 壟斷被罰 15 億歐元，

https://technews.tw/2019/03/21/google-hit-with-e1-5-billion-antitrust-fine-by-eu/ (最後瀏覽

日：2022年 7月 26日) 
97 Simon Read (2021), Google fined €220m in France over advertising abuse,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7383867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98 France 24 (2021), France's anti-trust authority fines Google €500 million in news copyright 

row, https://www.france24.com/en/business/20210713-france-s-anti-trust-authority-fines-

google-%E2%82%AC500-million-in-news-copyright-row. 

https://technews.tw/2019/03/21/google-hit-with-e1-5-billion-antitrust-fine-by-eu/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7383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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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在收集、合併和使用用戶之數據濫用其市場主導地位。根據

Facebook原先的服務條款，縱使用戶離開 Facebook 網站，或僅使用智慧型

手機的應用程式，Facebook 仍會繼續收集用戶數據(包括臉書旗下其他服務

及第三方網站)，並將該等數據結合及移轉到用戶的 Facebook 帳戶內。德國

聯邦卡特爾署認為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 Facebook「剝削」其用戶，強迫用

戶提供過多的個人資訊，且此種蒐集用戶個資的能力，並非 Facebook 競爭

對手所能企及，故造成市場競爭的不利益。99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前於 2019 年 2 月 6 日作出決定，禁止 Facebook 在

未經用戶同意下，濫用其市場地位蒐集客戶使用 Facebook 旗下服務(如

WhatsApp、Oculus、Masquerade及 Instagram)的數據資料，並禁止 Facebook 

(Meta)運用其企業管理平台工具 Facebook (Meta) Business Tools，在未經用

戶同意下，即蒐集用戶所造訪的網站、或第三方行動應用程式內的資料，並

將該等造訪網站及第三方應用程式的資料，整合入用戶的 Facebook 帳戶，

進而運用及處理等行為。100 

二、近年來對科技巨擘與廣告市場的相關立法 

(一) 歐盟電子商務指令(Directiv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歐盟早於 2000 年推出的《電子商務指令》(Directive on electronic 

commerce)中101，即針對數位服務提供者於那些情況下可以主張免責進行規

定。《電子商務指令》中是以「資訊社會服務提供者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 provider , ISSP)」作為規範對象，並根據資訊社會服務提供者(ISSP)

 
99 江雅啟、楊宗翰、程法彰(2022)，同前註 95，第 96頁。 
100 徐曼慈(2019)，德國聯邦卡特爾署決定禁止 Facebook濫用市場力不當處理用戶資料之

行為，公平交易委員會電子報，第 122期，https://www.ftc.gov.tw/upload/1080501-1.pdf 
101 Directive 2000/31/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8 June 2000 on 

certain legal aspects of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s, in particular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Internal Market, 2000 O.J. (L 178) 1 [hereinafter Directiv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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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服務之種類，有不同之責任義務規定，包括單純連線(mere conduit)、

資訊緩純(cache)、資訊儲存(hosting)等。根據電子商務指令第 2 條102，對於

資訊社會服務之定義，是指經「歐盟第 98/48/EC 號指令」103修訂之「歐盟

第 98/34/EC 號指令」104，其第 1條第 2項所定義的服務。依據該條，資訊

社會服務的定義為，根據服務接受者的要求，以電子方式(是指通過處理與

儲存數據的電子設備，以及通過有線、無線電、光學或電磁的方式發送、傳

達與接收服務)有償提供之遠距服務105。 

此外，《電子商務指令》第 15條第 1項規定，對於前述提供單純連線、

資訊儲存、資訊儲存等服務之資訊社會服務提供者(ISSP)，其並不負有監控

義務，即會員國不得使資訊社會服務提供者負擔監控所傳輸、儲存資訊之義

務，以及要求資訊社會服務提供者主動收集相關不法證據，惟在服務使用者

透過其服務進行不法活動或傳輸不法資訊時，仍得要求其即刻通知主管機

關，或應主管機關要求提供相關資訊以協助識別違法服務使用者之身分。106 

(二) 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Directive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近年來，數位經濟下新模式的資訊社會服務提供者(ISSP)蓬勃發展，

2000 年制訂的《電子商務指令》，相關法律與定義顯然已於新型態的數位

經濟社會有所扞格。隨著前述歐盟於 2010 年發起的數位單一市場策略，歐

 
102 Directiv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supra note 101, art. 2.  
103 Directive 98/48/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July 1998 

amending Directive 98/34/EC laying down a procedure for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1998 O.J. (L 217) 18. 
104 Directive 98/3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June 1998 laying 

down a procedure for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1998 O.J. (L 204) 37. 
105 Id. art. 1(2)   
106 江雅綺、陳俞廷(2021)，從電子商務指令到歐盟數位服務法草案─論歐盟 IPS責任架構

之演變，全國律師雜誌，第 25卷第 7期，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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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決定調適既有 ISSP 責任規定，於 2016 年首次提出《數位單一市場著作

權指令之倡議》(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107，增訂從事儲存使用者提

供資訊、並向大眾提供該資訊之 ISSP 業者，在其使用者提供資訊為他人著

作或其他受保護之內容時，該 ISSP 業者應取得權利人授權，並採取內容識

別等措施，防免著作或受保護內容於 ISSP 業者服務中不當使用，藉此解決

網路服務業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簡稱 ISP 業者)間接透過侵權內容

不公平獲利之問題。有關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之進一步分析，

請參考第四章第三節「新立法：以澳洲 News Bargain Code 和歐盟數位服務

法及數位市場法為例」。 

(三) 歐盟數位服務法(The Digital Services Act) 

從歐盟 2019 年的《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新增的 OCSSP 業者責

任，不難發現歐盟在新型態數位經濟發展下，從法制面上逐步調整，並傾向

賦予業者更積極之義務，除藉此提升監管效率，並透過更明確一致的法制規

範架構，以落實歐盟數位單一市場之目標。 

繼前述歐盟 2019 年的《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歐盟執委會於 2020

年 12月進一步公布《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草案108。《數位服

務法》法案除了新增 ISSP 業者更多的積極義務，且特別規定成員國應指定

單一或多個主管機關，作為數位服務協調員(digital services coordinators)，負

責實施與執行該法規定，109並藉此建構歐盟更加健全之數位服務規管架構。

 
107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COM (2016) 593 (Sep. 14, 2016) [hereinafter Proposal for Copyright in 

the DSM]. 
108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a Single Market For Digital Services (Digital Services Act), COM (2020) 825 

(Dec. 15, 2020) [hereinafter Proposal on a Single Market For Digital Services]. 
109 Id. art.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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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1 

值得注意的是，歐洲議會已於 2022年 1月 20日通過《數位服務法》、

歐盟執委會並於 2022 年 10月 19日於歐盟官網公布《數位服務法》之正式

全文。112此新法影響網路巨擘、數位平台與用戶的互動方式，並讓用戶更易

於選擇選擇退出(opt out)網路巨擘與數位平台的精準廣告，且新法原則上禁

止對兒童投放廣告113。由於網路平臺業者常間接透過其使用者儲存之資訊

獲取利益，因而《數位服務法》積極賦予網路平臺業者更多積極義務，包括

應積極處理其服務中非法(包含侵權)內容問題之角色，建構更加方便利用之

通知撤下機制與申訴機制，以提升處理其服務中不法內容之效率。此外，

《數位服務法》對大型網路平臺業者賦予更高的審查與內控義務，包括應每

年自費請獨立機關就是否含有不法內容進行風險評估、接受執委會之審查、

提供監管所需之數據資料、聘僱法遵人員等。 

爬梳歐盟《數位服務法》，主要之制度包括：114115 

1.  規範對象：包括中介服務提供者 (intermediary services 

providers)、網路平臺(online platform)等業者。依據《數位服務法》第 2條，

所謂中介服務包含單純連線(mere conduit)、資訊緩存(caching)、資訊儲存

(hosting)等服務。因此，「中介服務提供者」相當於《電子商務指令》的 ISSP

 
110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Digital Services Act package,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

market/en/digital-services-act-package.  
111 江雅綺、陳俞廷(2021)，同前註 106，頁 37。 
112 Regulation (EU) 2022/2065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9 October 

2022 on a Single Market For Digital Services and amending Directive 2000/31/EC [hereinafter 

Digital Services Act],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22R2065&qid=1666857835014 
113 Perry Stein (2022), European Parliament gives initial approval to rules that would change 

big tech data collection, advertising,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01/20/european-union-digital-services-act/.  (最後瀏覽

日：2022/11/18)。 
114 江雅綺、陳俞廷(2021)，同前註 106，頁 37-41。 
115 Digital Services Act, supra note 112. 

about:blank
about:blank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01/20/european-union-digital-services-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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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而所謂「網路平臺」，則係指依據使用者之指示，儲存其上傳之資訊，

並向大眾提供該資訊之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 

2.  新增網路平臺業者之責任規範：依據《數位服務法》第 6條第

3項，網路平臺業者不適用 ISP 業者之免責約定。例如網路平臺業者根據消

費者保護相關規範，與消費者簽訂遠距契約(distance contracts)時負有揭露特

定資訊之義務；或網路平臺使一般消費者相信其揭露之資訊，而以有爭議的

方式進行交易；或交易中商品或服務，係由平臺或服務接受者所控制或授權

者所提供等特定情況下，則該網路平臺業者就其儲存服務所儲存之資訊無

法適用免責規定116； 

3.  賦予中介服務提供者積極義務：依據《數位服務法》第 9條及

第 10條，歐盟會員國之司法或行政機關依據歐盟或其國內法，就不法內容

所下應為相應措施之命令，中介服務提供者應迅速、及時地依循命令採取相

關行動，即中介服務提供者應積極配合成員國相關主管機關防制侵權內容。 

此外，《數位服務法》第 11條規定，中介服務提供者應建立聯絡點(point 

of contact)，以利與各會員國主管機關、歐盟執委會、歐盟數位服務委員會

(European Board for Digital Services)以電子方式直接與其聯繫，並應將聯絡

點資訊公開，使大眾得以知悉並聯繫該聯絡點。《數位服務法》第 13條進

一步規定，於歐盟境內提供服務、但未於歐盟境內設立實體機構之中介服務

者，應以書面指定歐盟會員國之任一法人或自然人，作為其法定代表，且該

法定代表應與各會員國主管機關、歐盟執委會、歐盟數位服務委員會進行聯

繫，並接受、遵守並執行上述機關與委員會根據數位服務法所作之決定，又

若法定代表有違反上述規定之情況，則其亦須負擔相關責任。 

《數位服務法》第 15條規定，中介服務提供者就其於合理期間內所採

 
116 Id. art.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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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內容審核措施，每年應至少發布一次清楚詳細且容易理解的報告，該報

告內容應包含法定內容，並排除小型企業之適用。此外，具有大量使用者之

大型網路平臺，《數位服務法》第 33 條第 6 項、第 42 條則規定需每 6 個

月提出一次透明公開報告，以讓其眾多用戶得以及時了解其服務相關資訊。

117 

1.  網路平臺附加義務：依據《數位服務法》第 16條第 1 項，資訊儲

存服務提供者(即網路平臺業者)，應建立易於連結與訪問之電子通知機制。

此外，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即網路平臺業者)應採取積極措施，使其收受之

通知中含有下列內容，以識別其通知之資訊是否違法。118 

根據《數位服務法》第 17條，若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即網路平臺業者)

決議刪除、或禁止他人接取使用者提供之資訊，不論係透過檢測、識別、清

除或禁止連結等方式進行，最遲應於實際進行刪除等行為時，通知使用者該

決議結果，並就其緣由進行清楚明確之說明。119 

此外，《數位服務法》第 20 條規定，網路平臺應於進行上述決議後的

6個月期間，向提供爭議資訊之使用者，提供內建申訴機制，讓該使用者就

網路平臺決定刪除或禁止他人接取其提供資訊；暫時停止或終止向其提供

之全部或部分服務；暫時停止或終止其帳戶等決議，以電子方式免費提出申

訴。120 

 
117 Id. art. 42(1). 
118 依據《數位服務法》第 16條第 2項，含有下列內容之通知，將被視為已實際知悉或

清楚意識到不法(包含侵權)內容：(a) 個人與實體機構認為爭議資訊為非法內容之理由；

(b) 明確指出該非法內容所在位置，像是明確之網址，並在必要時提供識別非法內容的相

關資訊；(c)提交通知之個人或實體機構，其姓名或名稱，以及電子郵件；(d) 聲明個人或

實體機構係基於善意提出通知，且該通知所載資訊與申訴內容為真確且齊備的。 
119 Digital Services Act, supra note 112, art. 17. 
120 Id. ar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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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型網路平臺之附加義務：考量到大型網路平臺，其經營規模龐

大，服務範圍廣闊，若其服務涉及不法內容，將對權利人等造成更為嚴重之

影響，《數位服務法》因而另外賦予大型網路平臺更多之義務。所謂大型網

路平臺，係指在歐盟境內，平均每個月向 4 千 5 百萬以上活躍使用者提供

服務之網路平臺121。依據《數位服務法》第 33 條至第 43 條之規定，大型

網路平臺之附加義務主要包括：定時進行風險評估、降低風險影響、接受獨

立機關審查、提供相關數據接受審查、聘雇法遵人員等。122 

3.  罰則規定：依據《數位服務法》第 52條第 1項，歐盟成員國應制

定中介服務提供者違反本法規定之處罰，並另外就罰款額度規定。依據《數

位服務法》第 52條第 3項，中介服務提供者業者違反相關義務者，成員國

得處不超過其年收入或營業額之 6%之罰款，而若係於現場進行檢查時，提

供不正確、不完整、錯誤、誤導他人之資訊、未回復、未改正錯誤等情況，

則成員國將得以處以不超過年收入、營業額 1%之罰款。123 

(四) 歐盟《數位市場法》(The Digital Market Act) 

歐盟執委會於 2020 年 12月提出《數位市場法》(The Digital Market Act)

草案，該草案旨在營造更適合創新者的業務環境，避免大型網路平台濫用

市場力量，並促進歐盟更公平開放的數位經濟市場。由於數位平台往往依

循「贏者全拿」的方向，而大型數位平台造成的結構性問題，將戕害市場可

競爭性，且所謂「守門人」(gatekeeper)的大型數位平台業者，如涉及反競爭

行為，對用戶或競爭者採取不公平交易手段，不僅影響市場的創新，更會

侵害消費者權益。從而，《數位市場法》旨在訂定界定「守門人」標準的大

型數位平台業者，以及防止「守門人」的不公平行為，透過市場調查等執法

 
121 Id. art. 33(1) 
122 Id. art. 20。 
123 Id. art.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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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俾降低「守門人」不當行為對公平競爭環境、市場創新、消費者權益

的可能危害。124 

2021年 11月 23 日，歐洲議會內部的市場暨消費者保護委員會通過《數

位市場法》草案，根據歐洲議會之新聞稿，《數位市場法》草案之核心在於

將草案中達到「守門人」(gatekeeper)標準的大型網路平台業者，明確化其在

歐盟「當為」(to do)與「不當為」(note to do)的積極與消極義務，包括不得

為阻礙使用者行使選擇權而提供條件或品質較差的核心平台服務、以及收

購計畫的結合申報義務等。125  

2022 年 7 月 5 日，歐洲議會正式通過《數位市場法》草案，該草案並

於 2022 年 7 月 18 日，由歐洲理事會正式通過，惟尚待歐盟公報公布此法

案之正式生效日期。126 依據美國數位媒體 TechCrunch 於 2022 年 5月的報

導，歐盟執委會負責數位產業的執行副總裁(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A Europe Fit for the Digital Age)及反壟斷專員

Margrethe Vestager在德伯柏林的演說中指出，歐盟和數間數位巨頭業者已

逐步達成政治性協商，預計《數位市場法》可能在 2023年春天生效實施。

為因應此新制度，歐盟執委會將繼續制定相關組織架構，並增加組織人力

草擬法律程序與系統建置等。127 

 
124 林文宏(2021)，「歐盟執委會提出『數位服務法』及『數位市場法』草案」，公平交

易委員會電子報，https://www.ftc.gov.tw/upload/1100303-1.pdf。(最後瀏覽日：

2022/11/18)。 
125 European Parliament (2021), Digital Markets Act: ending unfair practices of big online 

platforms,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211118IPR17636/digital-

markets-act-ending-unfair-practices-of-big-online-platforms 
126 繆欣儒(2022)，「歐盟『數位市場法』——為建構數位領域之公平競爭環境與強化用

戶多元選擇」，https://ai.iias.sinica.edu.tw/eu-commission-digital-markets-act-gatekeeper/. (最

後瀏覽日：2022/11/18)。 
127 Natasha Lomas (2022), EU’s new rules for Big Tech will come into force in Spring 2023, 

says Vestager, TechCrunch, https://techcrunch.com/2022/05/05/digital-markets-act-

enforcement-margrethe-vestager/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https://www.ftc.gov.tw/upload/1100303-1.pdf
https://ai.iias.sinica.edu.tw/eu-commission-digital-markets-act-gatekeeper/
https://techcrunch.com/2022/05/05/digital-markets-act-enforcement-margrethe-vestager/
https://techcrunch.com/2022/05/05/digital-markets-act-enforcement-margrethe-vest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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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梳《數位市場法》，其主要制度包括： 

1.  「守門人」(gatekeeper)之標準128 

依據《數位市場法》第 3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守門人」(gatekeeper)

之標準有三： 

(1) 具備強大的經濟地位，在內部市場擁有巨大影響力且在數個

會員國積極推展業務；例如，前三個會計年度在歐盟總營業額達 75億歐元，

或其在前一個會計年度的平均市值達到至少 750 億歐元，並且在至少 3 個

歐盟成員國提供相同的核心網路平臺服務； 

(2) 具備強大的中介地位，能夠讓大量使用者觸及並連結至眾多

企業；例如，透過核心(core)網路平臺服務、且在前一個會計年度在歐盟境

內的每月活躍用戶超過 4,500 萬名終端用戶、超過 10,000 個每年活躍企業

用戶(business users)；及 

(3) 目前或未來可擁有長久且穩固不變的市場地位；意指前三個

會計年度均符合上一款條件。 

2.  「守門人」(gatekeeper)之義務129 

(1) 依據《數位市場法》第 5 條第 2 項，守門人不能為了線上廣

告服務，而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蒐集使用「網路守門人之其他商業用戶」

的個人資料； 

 
128 European Parliament (2022), Regulation (EU) 2022/1925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4 September 2022,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22R1925&from=EN.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129 European Parliament (2022), supra note 128.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22R1925&from=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22R1925&fr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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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數位市場法》第 5條第 10項，守門人具有「費用透明

義務」。詳言之，網路守門人應根據出版商之要求，每日免費向其提供線上

廣告服務的每個出版商、或出版商授權之第三方，關於出版商版面中顯示的

每則廣告資訊，該等資訊包括： 

 該出版者就網路守門人提供的每項相關線上廣告服務收到

之報酬、支付的費用，包括任何扣除及附加費； 

 廣告商支付的價格，包括任何扣除及附加費，但須徵得廣告

商之同意；及 

 計算每個價格和報酬的標準。 

惟亦有學者認為，歐盟《數位市場法》就約束及避免跨國科技巨擘進行

「自我偏袒」的行為，例如 Google是否需「公平對待」其他線上科技服務

者，仍未著墨。130 

(五) 英國及歐盟各國內國法令 

英國及歐盟各國於 2021年間，對於國際數位平台巨擘於數位廣告市場

的壟斷行為採取立法及裁罰等方式積極介入。首先，英國數位市場局(Digital 

Markets Unit, DMU)於 2021 年 4 月展開一系列的立法研議及促進競爭制度

的諮商，旨在監督最具市場力量的跨國平台巨擘，是否能確保競爭、創新對

消費者有利。131 

德國於 2021 年亦通過第 10 次修正德國競爭法(German Act against 

 
130 楊智傑 (2022)，同前註 2。 
131 UK Digital Markets Unit (2021), A Digital Markets Unit (DMU) has been established within 

the CMA to begin work to operationalize the future pro-competition regime for digital market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digital-markets-unit  (最後瀏覽日：

2022/11/18)。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digital-markets-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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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 ARC)，使競爭法執法機構作為看門人(gatekeepers)

以監管數位平台巨擘是否會損害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並賦予執法機構有權

禁止數位平台巨擘從事不公平競爭的行為。132 

法國競爭管理局於 2021 年 6 月，就數位平台巨擘 Google 對其旗下廣

告管理系統(Google Ad Manager)的優惠待遇，造成數位廣告買賣市場的壟斷

行為，裁罰歐元 2.2 億元(折合新臺幣約 74 億元)的罰款。133  

第三節 澳洲立法與案例 

在 2021年 9月，一項重大的新聞顯示，澳大利亞政府直接挑戰谷歌的

廣告主導地位，呼籲制定關於數據使用之規則。澳大利亞的反壟斷監管機構

宣稱：有權限制谷歌使用網際網路數據來銷售數位廣告，並與該國其他監管

機構一同表示，谷歌公司在市場上已然佔據主導地位，並且損害了出版商、

廣告商和廣大消費者的利益134。 

一、案例 

根據澳洲政府發布的一份報告中的評論，將澳大利亞與歐洲和英國放

在一起進行比較，該國監管機構希望阻止 Alphabet Inc (GOOGL.O) 部門利

用從人們線上搜索(包括在 Google 地圖和 YouTube 上)收集的數據，用以

擊敗競爭對手的廣告商投置行銷廣告素材135。 

與此同時，美國司法部正在準備一項反壟斷訴訟，指控谷歌利用其市場

 
132 JonesDay (2021), Germany Adopts New Competition Rules for Tech Platforms, 

https://www.jonesday.com/en/insights/2021/01/germany-adopts-new-competition-rules (最後瀏

覽日：2022/11/18)。 
133 Simon Read (2021), Google fined €220m in France over advertising abuse,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7383867(最後瀏覽日：2022/11/18)。 
134 Sands, R. (2013). Google v ACCC: The high court considers misleading and deceptive 

conduct. U. Notre Dame Austl. L. Rev., 15, 152. 
135 Mulaydinov, F. (2021). Digital Economy Is A Guarantee Of Government And Society 

Development. Ilkogretim Online, 20(3), 1474-1479. 

https://www.jonesday.com/en/insights/2021/01/germany-adopts-new-competition-rules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7383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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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阻礙廣告競爭對手。澳大利亞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主席羅德·西姆斯 (Rod Sims) 

在接受英國媒體採訪時表示：「歐洲人和英國目前正在就此類法律進行諮

詢，我們將在明年努力與它們保持一致。」「我不認為澳洲對此類事件的態

度落後太多。」136 

事實上，谷歌今年已經表示準備從澳大利亞數位廣告市場撤出其核心

服務，正是因為澳洲當地所頒布的一項法律 – 這也是 ACCC 所制定與適

用的「新聞媒體議價法規」(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 - 迫使政府向媒體

公司支付為其搜索引擎帶來流量的內容。澳洲政府最終與大多數主要媒體

公司簽訂了商業協議。此項法規主要是為了保護本地的媒體行業——未來 

Google 和 Facebook (Meta)等平台如果要顯示或連結澳洲媒體企業生產的

新聞內容，都必須支付這些公司一定金額。 

谷歌在澳洲政府的法制報告發布後表示，其廣告部門為澳大利亞提供

了超過 15,000 個工作崗位，每年為澳大利亞經濟貢獻  24.5 億美元。

Google 曾揚言若該項法案通過，將全面停止澳洲的搜尋引擎服務，並且撤

出澳洲數位市場，Facebook (Meta)也將移除所有新聞內容，將導致澳洲消費

者無法張貼任何新聞連結，Facebook (Meta)稱新聞連結是使用者自行分享，

而非 Facebook (Meta)自行使用新聞來謀利。然而經過與澳洲政府協商達成

共識，兩家公司的態度均趨緩和137。谷歌表示，作為澳大利亞眾多廣告技術

提供商之一，該公司將繼續與行業和監管機構合作，以支持健康的廣告生態

系統。委託編寫該報告的財政部長喬什·弗萊登伯格(Josh Frydenberg)表示，

 
136 ‘Look at that penalty’: after taking on Google and Facebook, Rod Sims departs ACCC with a 

warning, Sat 18 Dec 2021,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

news/2021/dec/19/look-at-that-penalty-after-taking-on-google-and-facebook-rod-sims-departs-

accc-with-a-warning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137 Google 即將退出澳洲？！全球矚目的新法案，要求科技巨頭「為新聞付費」可能

嗎？換日線 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4452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1/dec/19/look-at-that-penalty-after-taking-on-google-and-facebook-rod-sims-departs-accc-with-a-warning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1/dec/19/look-at-that-penalty-after-taking-on-google-and-facebook-rod-sims-departs-accc-with-a-warning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1/dec/19/look-at-that-penalty-after-taking-on-google-and-facebook-rod-sims-departs-accc-with-a-warning
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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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將考慮其調查結果和建議138。 

談到打造更公平的網際網路空間，雖然美國司法部可能會使用現有的

競爭法來對付谷歌，但 ACCC 在其 200 頁的報告中表示，谷歌在澳大利

亞線上廣告領域的主導地位是如此根深蒂固，此局勢讓現有法律不足以遏

制任何反競爭行為139。 

ACCC 作為澳洲的監管機構表示，澳大利亞之網路廣告上 90% 以上的

點擊至少部分是谷歌在 2020 年提供的一項產品的結果140。ACCC 表示，

這家美國公司從其搜索引擎、地圖和 YouTube 視頻流服務提供的大量網路

用戶數據中受益，必須公開澄清它如何使用這些資訊來銷售和展示廣告。它

還希望獲得特殊權力來解決廣告商訪問消費者數據的不平衡問題，例如引

入一項規則，該規則將阻止公司使用其業務的一部分收集的數據通過另一

部分銷售有針對性的廣告，而競爭對手公司卻沒有獲得相同的資訊益處141。 

ACCC 主席西姆斯表示，他認為全球將推動加強對谷歌等公司於數位

廣告業務的監管，此舉將增加這家美國網路巨頭與監管機構合作的機會。相

對的，谷歌代表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表示：「這些規則(在國家之間)保持一

致符合他們的利益，而且他們經過深思熟慮也符合他們的利益。我們不想扼

殺創新，我們不想產生任何負面影響，我們只想促進競爭，降低進入壁壘，

讓消費者獲得更好的網路，更好地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而公司的部分也不

 
138 Owen, D. (2020). Legal technology: Regulating the innovators: Google, Facebook 

(Meta)and the ACCC. Proctor, The, 40(3), 50-51. 
139 Google’s dominance in ad tech supply chain harms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ACCC 

https://www.accc.gov.au/media-release/google%E2%80%99s-dominance-in-ad-tech-supply-

chain-harms-businesses-and-consumers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140 Google 即將退出澳洲？！全球矚目的新法案，要求科技巨頭「為新聞付費」可能

嗎？換日線 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4452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141 McCarthy, B. (2011). Consumer law: Use of keywords in search engine advertising-'ACCC 

v Trading Post and Google Inc'. Keeping good companies, 63(10), 614-617. 

https://www.accc.gov.au/media-release/google%E2%80%99s-dominance-in-ad-tech-supply-chain-harms-businesses-and-consumers
https://www.accc.gov.au/media-release/google%E2%80%99s-dominance-in-ad-tech-supply-chain-harms-businesses-and-consumers
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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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為此付出太多代價。」142目前看來對於數位廣告市場需要有所規範，但

需要追求一種平衡與中道，這在世界各國的監管單位與數位廣告產業之間，

應該逐漸已形成共識。 

二、近年來對科技巨擘與廣告市場的相關立法 

(一) 澳大利亞對於數位廣告市場的監管態度 

1.  相關主要立法 

在澳洲，管理數位市場競爭秩序的主要立法是 《2010 年 (聯邦) 競爭

和消費者法案》 ，這原是適用於澳大利亞整個經濟體的競爭法框架。除競

爭法外，該法案還包含：涵蓋消費者保護問題的澳大利亞消費者法 (ACL)；

和 2021 年 3 月，該法案進行了修訂，納入了《新聞媒體議價法規》(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旨在解決新聞媒體企業與某些指定數位平台之間

的議價能力失衡問題143。 

澳大利亞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 (ACCC) 是負責在澳大利亞執行該法

案的獨立政府機構。除了少數例外情況(例如 ACL 下的小額行政罰款和授

予豁免)，ACCC 並不是最終決定性機構，該機關必須向澳大利亞聯邦法院

申請執行該法案的命令。該法案賦予 ACCC 這樣執行的資格，並有權在澳

洲法庭上申請處罰和禁令144。然而，目前沒有得以直接適用於數位市場的特

殊規則或豁免規定。儘管如下所述，這目前是澳大利亞爭論的主題。 

 
142 ‘Look at that penalty’: after taking on Google and Facebook, Rod Sims departs ACCC with a 

warning, Sat 18 Dec 2021,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

news/2021/dec/19/look-at-that-penalty-after-taking-on-google-and-facebook-rod-sims-departs-

accc-with-a-warning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143 Leaver, T. (2021). Going Dark: How Google and Facebook (Meta)Fought the Australian 

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 M/C Journal, 24(2). 
144 Bossio, D., Flew, T., Meese, J., Leaver, T., & Barnet, B. (2022). Australia's 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 and the global turn towards platform regulation. Policy & Internet, 14(1), 136-

150.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1/dec/19/look-at-that-penalty-after-taking-on-google-and-facebook-rod-sims-departs-accc-with-a-warning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1/dec/19/look-at-that-penalty-after-taking-on-google-and-facebook-rod-sims-departs-accc-with-a-warning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1/dec/19/look-at-that-penalty-after-taking-on-google-and-facebook-rod-sims-departs-accc-with-a-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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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媒體議價法規》該法案賦予 ACCC 在澳大利亞財政部長的指示

下，可以對於數位市場進行調查，或進行價格監控活動的權力。一旦得到部

長指示，該法案賦予 ACCC 具有強制性收集資訊的權力(包括文件、資訊

和證詞等)，使其能就競爭和更廣泛的政策問題，向政府報告並向相關機關

提出建議。 

採取調查工作當然也可能導致 ACCC 後續的執法行動。該權力已用於

在三個單獨的調查(一項正在進行)中檢查數位廣告市場：ACCC 於 2017-

2019 年數位平台調查 (DPI)、2020-2021 年數位廣告服務調查(廣告技術調

查)和 2020 年數位平台服務調查–2025 (DPSI)145。 

2.  ACCC 的組織結構 

ACCC 有多個部門，包括：合併、豁免和數位管理部門。其中，數位

管理部門內即是負責數位廣告平台管理的分部，負責對數位搜尋與對數位

平台市場進行持續審查。數位平台部門還與 ACCC 內的其他部門就特定事

務進行合作，例如合併調查處(負責合併控制)和競爭處(負責競爭執法)等146。 

若觀察 ACCC 與其他監管機構在數位競爭執法方面的合作，事實上

ACCC 在數位執法方面積極與國際競爭機構合作，此為一大特色。例如：

2021 年 7 月，ACCC 宣布正在與歐洲、美國和加拿大的競爭監管機構合

作，收集 Facebook (Meta)和谷歌濫用市場力量的各類證據。ACCC 沒有因

違反限制性貿易慣例而對數位平台提起任何訴訟，但已對違反澳大利亞消

費者法 ACL 提起訴訟。 

 
145 Cantatore, F., & Marshall, B. (2021). Safeguarding consumer rights in a technology driven 

marketplace. TheAdelaide Law Review, 42(2), 467-501. 
146 Flew, T., & Wilding, D. (2021). The turn to regulation in digital communication: the 

ACCC’s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and Australian media polic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3(1), 

4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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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 9 月，ACCC 與美國、英國、加拿大和紐西蘭的競爭監管

機構簽署了一份備忘錄，以共享資訊、案例理論和調查技術。ACCC 宣布，

隨著全球經濟日益相互關聯，許多大型公司，尤其是在數位市場上的科技巨

擘，在國際上自由運營，因此各國需要合作以更好地協調跨國界的調查。 

迄今為止，觀察此一領域的主要發展，ACCC 在數位市場的調查和宣

傳，在過去幾年之中，如前所述 ACCC 就數位平台進行了三項關鍵調查：

DPI、DPSI 和廣告技術調查。這些調查的主要目的是檢查數位市場並向聯

邦政府提出任何相關調查結果或建議。這些調查還為 ACCC 提供了一個主

動監控數位市場和發展數位市場機構能力的機會。各界認為，它們也都可能

導致後續執法行動。由於此三項調查為澳洲政府對於數位市場監管的實例，

以下將詳細分析敘述此些調查之內容： 

3.  ACCC 在數位市場的調查 

(1) DPI 報告： 

2019 年 7 月，ACCC 在其數位平台調查後發布了 DPI 報告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147。DPI 報告是 ACCC 對數位市場的首次實質性調查，

特別關注數位搜索引擎、社交媒體平台和其他數位內容聚合平台對媒體和

廣告服務市場競爭的影響148。 

DPI 報告在塑造與數位市場競爭和監管相關的法律框架上，發揮了重

要作用，並且導引未來對此類議題的思考方向，包括149： 

 
147 Competition, A., & Consumer Commission. (2018).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Preliminary 

report. 
148 Competition, A., & Consumer Commission. (2021). Digital platform services inquiry: 

interim report no. 2–app marketplaces. 
149 Competition, A., & Consumer Commission. (2021). Digital platform services inquiry 2020-

25 https://www.accc.gov.au/focus-areas/inquiries-ongoing/digital-platform-services-inquiry-

2020-25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https://www.accc.gov.au/focus-areas/inquiries-ongoing/digital-platform-services-inquiry-2020-25
https://www.accc.gov.au/focus-areas/inquiries-ongoing/digital-platform-services-inquiry-20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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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議對數位市場進行後續與長期調查——廣告技術調查和 

DPSI(對數位經濟的許多部門進行為期五年的長期監測調查)； 

B. 在 ACCC 內建立並強化專業數位平台之分支部門； 

C. 引入新聞媒體談判守則。該守則旨在通過規定註冊新聞媒體企業

與指定數位平台單獨或集體談判的標準義務，並在無法達成協議

的情況下，提供強制仲裁程序，用以解決新聞媒體企業與數位平

台之間的議價能力失衡問題。迄今為止，澳洲政府尚未指定任何

數位平台，澳大利亞財長 Josh Frydenberg 則表示，新聞媒體企業

與谷歌和 Facebook (Meta)之間的高調商業交易實質上已經“改變

了”決定是否有必要指定平台的基本方式； 

D. 引入對 1988 年澳洲聯邦隱私法的審查項目，對該法定義的不公

平契約條款之制度提出修正，對併購也提出修改建議，並實施關

於虛假訊息和錯誤訊息的行為守則；和 

E. 具體標記多項調查，此後導致 ACCC 對谷歌和 Facebook (Meta)

發起了三項消費者保護相關之執法行動。 

ACCC 的 DPI 報告還確定，政府認為係於數位市場中特定的反競爭行

為。DPI 所確定的行為，已與在國際司法管轄區調查和起訴的行為一致。

ACCC 的大部分建議已被澳洲政府接受，並且制定了推進 DPI 報告建議的

路線圖。 

(2) DPSI調查報告： 

根據  DPI 報告，澳洲政府指示  ACCC 對數位平台服務  (Digital 

platform services inquiry, DPSI) 供應市場進行調查，特別是：搜索引擎、社

交媒體、線上私人消息、數據內容聚合、媒體推薦服務和電子市場等。A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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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任務是調查：這些市場的競爭強度；可能導致消費者傷害的行為；可

能影響市場力量程度和市場力量持久性的市場趨勢；因科技創新而改變這

些服務的性質；以及澳大利亞以外市場的技術變革和發展150等主要面向。 

澳洲政府指示 ACCC 每六個月提供一次調查中期報告，為期五年，最

終報告將於 2025 年 3 月 31 日到期。迄今為止，DPSI 已發布兩份期中

報告，並宣布了以下兩份期中報告的重點領域報告。 

第一份中期報告審查了與線上私人訊息相關的競爭、消費者和隱私問

題，以及較小程度的搜尋服務和社交媒體。本報告的主要發現是：Facebook 

(Meta)和  Apple 是澳大利亞最大的獨立線上私人資訊服務供應商。

Facebook (Meta)相對於 Apple 無法限制的替代獨立服務較具有競爭優勢，

而 Apple 在一定程度上不受競爭約束，因其蘋果用戶也受 Facebook (Meta)

限制。第一份 DPSI 報告還強化了 DPI 報告中提出的建議，繼續關注導致

不公平契約條款的權力不平衡關係，以及與這些服務相關的資訊蒐集之實

踐(包括圍繞於消費者選擇和控制方式之改進)、追踪和隱私。 

第二份期中報告則是調查了應用軟體之市場(主要是 Apple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商店)。ACCC 發現，蘋果和谷歌在數位移動操作系統市場

上，現已處於全球雙頭壟斷地位，這為他們在軟體應用市場中提供了重要的

市場力量。ACCC 發現，由於缺乏競爭約束，這兩個平台都可以對應用程

式購買者收取 15% 到 30% 的佣金率。ACCC 提出了一套蘋果和谷歌可

以實施的、臨時的措施，來解決報告中所提出的問題，並表示將繼續監測和

探索此類問題(包括科技巨頭的海外發展)，並將在之後的中期報告內容中，

重新審視某些根本議題(例如是否存在需要監管)。 

 
150 Competition, A., & Consumer Commission. (2018).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Preliminary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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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份期中報告(澳大利亞財政部長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提交)將考

慮網絡瀏覽器和搜索服務，第四份中期報告(澳大利亞財政部長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提交)係研究線上零售市場。ACCC 還表示，第五次期中報告將

在一定程度上針對對數位平台之間的收購合併的審查程序與改革建議。 

(3) 廣告技術查詢(Ad Tech Inquiry) 

在 DPI 報告之後，ACCC 被指示開始進行廣告技術調查 (Ad Tech 

Inquiry)，調查數位廣告技術服務和數位廣告代理服務供應的市場。這些服

務都與網站或應用程序上的個性化數位顯示廣告有關，即在線上內容顯示

之前或顯示於旁邊的廣告內容，與搜索廣告或分類廣告不同151。 

作為廣告技術調查的一部分，ACCC 考慮了線上廣告和供應商行為(包

括提供廣告技術服務和廣告代理服務的垂直整合供應商)中拍賣和投標過程

的透明度水準。 

Ad Tech Inquiry 期中報告於 2021 年 1 月發布。該中期報告明確表示，

ACCC 對 Google 在整個廣告技術服務供應鏈所分析的四個市場中的高市

場份額感到擔憂，並就旨在解決問題的提案尋求回饋意見。此外，關於廣告

技術服務供應中的競爭水準(例如標頭投標和投標決策中的自動算法)、利益

衝突、自我偏好和供應鏈不透明。 

ACCC 沒有在中期報告中提出任何建議。然而，該份報告卻指出：觀察

和發現的問題類似於在美國提起的訴訟，指控壟斷了一系列廣告技術市場；

並且表示它正在調查與自我偏好有關的違反該法案的行為。最終報告應於 

2021 年 8 月 31 日提交給財政部長。 

(4) PJC 查詢 

 
151 Competition, A., & Consumer Commission. (2019).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fin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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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一提，2021 年 3 月 25 日，澳洲議會企業和金融服務聯合委員會

開始對移動支付和數位錢包金融服務進行調查(PJC 調查)。PJC 的調查試

圖了解行業和獨立政府機構(如 ACCC、市場監管機構 (ASIC)、銀行監管機

構 (APRA) 和中央銀行 (RBA))對移動支付和數位錢包金融服務的擔憂，

但目前沒有明確的政策或立法議程152。 

ACCC 向聯合委員會提交的證詞接受了對 Apple 將第三方數位錢包

的訪問限制在 Apple 設備上使用的近場通信技術 (NFC) 以促進非接觸式

支付的行為的擔憂。ACCC 注意到與 Apple 的自我偏好相關的問題；以及

與 Apple 控制數位支付商務的重要相關問題。 

(二) 澳大利亞對於數位廣告市場的執法行動 

1.  ACCC 之執法行動 

ACCC 尚未對指控違反該法案競爭法條款的數位平台採取行動。

ACCC 已根據澳洲消費者保護法 ACL 對數位平台採取行動，因為它聲稱

消費者在數位平台的數據收集實踐方面受到誤導，包括153： 

(1) 2019 年 10 月 29 日，ACCC 開始對谷歌採取執法行動，指控谷

歌在與消費者就收集和使用位置數據的溝通方面存在誤導或欺騙行為。

2021 年 4 月 16 日，聯邦法院裁定 ACCC 勝訴，並裁定谷歌誤導消費者； 

(2) 2020 年 7 月 27 日，ACCC 對谷歌提起訴訟，指控谷歌在使用

消費者個人數據方面存在誤導或欺騙行為； 

(3) 2020 年 12 月 16 日，ACCC 對 Facebook (Meta)提起訴訟，指控

 
152 Fin, S. D. S. (2010). From the chai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AJAF, (2), 4. 
153 Hatfield, M. D., Branch, C. E., & Hatfield, D. M. (2021). VicHealth’s response to the 

ACCC’s draft determination to re-authorise the Marketing in Australia of Infant Formula: 

Manufacturers and Importers Agreement (MAIF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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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誤導消費者在其 Onavo VPN 應用程序中使用消費者的個人活動數據；

和 

(4) 2019 年 8 月 7 日，ACCC 對 HealthEngine 提起訴訟，指控其

在數據使用方面誤導消費者。2020 年 8 月 20 日，聯邦法院經同意下令 

HealthEngine 因從事誤導或欺騙行為支付 290 萬澳元的罰款。 

ACCC 將與數位平台相關的競爭和消費者問題確定為 2021 年的合規

和執法優先事項之一，ACCC 主席西姆斯 (Rod Sims) 表示，「我們在 2021 

年與其後會繼續推進對數位平台實踐的調查，未來更多案件將跟隨誕生。」 

2.  ACCC 對數位市場交易行為的審酌重點 

該法案第 50 條禁止具有或可能具有顯著減少競爭的效果的合併。

ACCC 規範有一個非正式的合併審查程序和正式的合併授權程序。ACCC 

本身無權阻止企業間收購，但是，它可以向聯邦法院提起訴訟，以阻止其認

為違反該法案第 50 條的收購。如果交易完成並且 ACCC 成功對各方提起

訴訟，法院可以下令剝奪資產。該框架管理涵蓋所有合併，包括涉及數位平

台的交易。絕大多數合併案在非正式的合併審批框架內進行審查。 

ACCC 對兩家線上業務合併的最近的一次反對行動是關於

Carsales.com 於 2012 年 12 月 20 日在在線汽車分類廣告的背景下收購 

Trading Post 的提議。 

在 Google提議的對 Fitbit 的收購中，ACCC 在交易最終於 2021 年 1 

月完成之前沒有做出決定。2020 年 6 月，ACCC 在其問題陳述 (SOI) 中

提出了一些競爭法議題。在 SOI 中，ACCC 參考匯總數據的潛在商業用途

(與該商業用途中的任何實際競爭重疊)來定義數據相關市場154。 

 
154 Flew, T., & Wilding, D. (2021). The turn to regulation in digital communica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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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回應，谷歌向法院提供了可執行的承諾，但最終仍被 ACCC 拒絕。

谷歌提出了一些行為補救措施，通過限制谷歌使用 Fitbit 數據的方式來解

決 ACCC 對數據聚合的擔憂。迄今為止，ACCC 尚未對完成交易的各方採

取任何執法行動，但 ACCC 表示將繼續進行交易完成後的審查。 

在數位市場中，ACCC 的授權程序已被用於在可能違反該法案的競爭

對手之間獲得反壟斷之豁免協議。ACCC 的監管做法，或可歸納為以下幾個

經典案例155： 

(1) 2021 年 8 月，授權 Country Press Australia(一組獨立的區域和地

方報紙)的成員與 Facebook (Meta)和 Google 就在這些平台上製作內容的

付款進行集體談判； 

(2) 2017 年 3 月，拒絕授權幾家澳大利亞銀行就蘋果 iPhone NFC 

控制器的使用權尋求集體談判和抵制蘋果公司；以及 

(3) 2016 年 3 月，允許多家出租車公司和其他參與者的合資企業 

ihail Pty Ltd 推出其 ihail 智能手機出租車預訂應用程序違反競爭法。 

3.  私部門執法與私人間訴訟案例 

在澳洲，私部門執法補充了 ACCC 在執行該法案規定方面的作用。與 

ACCC 的事後調查相比，這些行動通常允許相關各方更快地解決問題(即禁

令或即時救濟)。與 ACCC 執法程序類似，私人訴訟也可以對更廣泛的社

區產生更廣泛的影響(例如，通過阻止或禁止壟斷行為)並有助於相關法律的

發展(例如：法院在私人執法行動中的裁決，也將增加累積有關規定的判例)。 

 
ACCC’s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and Australian media polic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3(1), 

48-65. 
155 Dearlove, T., Begley, A., Scott, J. A., & Devenish-Coleman, G. (2021). Digital marketing of 

commercial complementary foods in Australia: An analysis of brand messag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15), 7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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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澳洲政府對私部門執法(以及更普遍的競爭法)的立法框架進

行了修訂。這一變化闡明了在一個程序中(例如，在 ACCC 提起的程序中)

對事實的承認，可能會被其他程序中的私人訴訟所援引，這可能會增加啟動

私人執法行動的便利性(一旦有更多案件被審理和審理)。 

目前，澳大利亞正在進行四件私人間之訴訟，指控其違反了涉及數位平

台的競爭法156： 

(1) Epic Games 訴 Apple： Fortnite 的開發商 Epic Games 開始對蘋

果提起訴訟，指控蘋果通過強迫開發商使用蘋果的 App Store 和蘋果的支

付平台讓消費者進行應用程序之購買，從而濫用市場力量，同時收取所有付

款的 15% 至 30% 佣金。Epic 還在美國和英國啟動了類似的訴訟程序。啟

動後，Apple 申請中止訴訟程序，以支持在加利福尼亞州北區進行的訴訟程

序157。在做出有利於蘋果的初步裁決後，Epic 向澳洲聯邦法院提起上訴，

該法院認為澳大利亞存在嚴重的公共政策問題需要裁決。此後，蘋果公司向

高等法院申請了上訴特別許可。 

(2) Epic Games 訴 Google：Epic 對 Google 提起訴訟，指控 Google 

濫用市場力量(除其他外)阻礙 Epic 在 Google Play 商店中提供 Fortnite 

資訊的能力。2021 年 8 月 6 日，谷歌提交了一份中間申請，要求中止在

澳大利亞的訴訟程序。目前該按程序尚在進行中158。 

 
156 Mizik, N., & Hanssens, D. M. (Eds.). (2018). Handbook of marketing analytic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in marketing management, public policy, and litigation suppor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57 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 -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 

https://cand.uscourts.gov/cases-e-filing/cases-of-interest/epic-games-inc-v-apple-inc/ (最後瀏覽

日：2022/11/18)。 
158 The Epic v. Google lawsuit finally makes sense, 

https://www.theverge.com/2021/8/19/22632804/epic-google-lawsuit-unredacted-complaint-

antitrust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https://cand.uscourts.gov/cases-e-filing/cases-of-interest/epic-games-inc-v-apple-inc/
https://www.theverge.com/2021/8/19/22632804/epic-google-lawsuit-unredacted-complaint-antitrust
https://www.theverge.com/2021/8/19/22632804/epic-google-lawsuit-unredacted-complaint-anti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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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ialogue訴 Facebook/Instagram159: Dialogue 是一家提供社交媒體

內容的新創公司，它對 Facebook (Meta)提起訴訟，指控 Facebook (Meta)決

定停用 Dialogue 對其平台的訪問權限旨在損害 Dialogue 與 Instagram 內

容發布軟體與競爭的能力。Dialogue 聲稱 Facebook (Meta)濫用其市場力量，

從事獨家交易並簽訂契約，其目的或效果是大幅減少競爭。Facebook (Meta)

辯稱，其停用訪問權限的決定是為了應對 Dialogue 違反契約的行為。2019 

年 4 月，Dialogue 獲得了針對 Facebook (Meta)的臨時禁令，禁止其終止、

暫停或拒絕 Dialogue 訪問其平台。2020 年 12 月，Facebook (Meta)尋求中

止訴訟程序，但與第 46 條無關。逗留申請被駁回。此後，Facebook (Meta)

向聯邦法院提出上訴。 

(4) 漢密爾頓訴 Facebook (Meta)和 Google160： 2020 年 8 月，聯邦

法院對谷歌和蘋果提起集體訴訟，聲稱他們從事卡特爾行為和協同的做法，

通過禁止所有與加密貨幣相關的廣告而大大削弱了競爭。該訴訟是代表 33 

個不同的加密貨幣持有人提起的。該案目前正在審理中。 

在這些訴訟行動之前，針對數位平台的一項私人訴訟是 Unlockd v. 

Google161。Unlockd 開發了一款應用程序，向客戶投放廣告以換取獎勵積分。

Unlockd 指控谷歌在威脅要阻止在 Google Play 商店中訪問 Unlockd 產品

時濫用其市場力量。Unlockd 獲得了一項臨時禁令，阻止 Google 撤回其在 

Google Play 商店中的服務。在 Unlockd 進入自行管理後，這些程序於 2018 

年 10 月中止。ACCC 表示將就這一行為對谷歌提起訴訟。迄今為止，尚

 
159 Dialogue Consulting Pty Ltd v Instagram, Australian Competition Law 

https://www.australiancompetitionlaw.info/cases/dialogue-v-instagram (最後瀏覽日：

2022/11/18)。 
160 Crypto class action commenced against Google, Facebook, 

https://www.bitsofblocks.io/post/crypto-class-action-commenced-against-google-facebook (最

後瀏覽日：2022/11/18)。 
161 Unlockd Media, Inc. v. Google LLC https://casetext.com/case/unlockd-media-inc-v-google-

llc-1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https://www.australiancompetitionlaw.info/cases/dialogue-v-instagram
https://www.bitsofblocks.io/post/crypto-class-action-commenced-against-google-facebook
https://casetext.com/case/unlockd-media-inc-v-google-llc-1
https://casetext.com/case/unlockd-media-inc-v-google-ll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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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出任何行動。因而 ACCC 在第二份 DPSI 報告中指出：「鑑於數位平

台自身市場的門戶角色，Unlockd 的案例引發了圍繞數位平台作為有效「監

管者」角色的更廣泛的問題。ACCC 將持續關注 Google 制定和執行其規

則及其對競爭的影響。」 

雖然與世界上其他司法管轄區相比，澳大利亞的私人訴訟仍然很少見，

但最近案件的上升趨勢，可能是該領域未來增長的跡象162。 

(三) 澳洲擬議的法制改革方案 

ACCC 在 DPI 報告中的建議，引發了數位市場的監管框架相關的重大

變化。這些法制改革方向如下四方面163： 

1.  隱私法審查 

在 DPI 報告中，ACCC 建議加強《隱私法》中的保護以及對澳大利亞

隱私法進行更廣泛的改革，以確保在數位經濟中數據收集的數量和範圍不

斷增加的情況下保護消費者的個人資訊。 

2019 年 12 月，總澳洲檢察長宣布政府將開始審查《隱私法》。在審

查中，政府將考慮：如果《隱私法》保護個人資訊並提供了促進良好隱私實

踐的框架；個人是否應該有直接的行動權來執行《隱私法》規定的隱私義務；

應否引入嚴重侵犯私隱的法定侵權行為；《隱私法》規定的執法權力和機制

的有效性；是否應實施獨立的認證計劃來監控和證明對澳大利亞隱私法的

遵守情況。2020 年 10 月，政府發布了一份議題文件，就影響消費者資訊

保護的一系列問題徵求意見。它在 2021 年底發布一份討論文件以供進一

 
162 Rimmer, M. (2001). Napster: infinite digital jukebox or pirate bazaar?.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98(1), 27-38. 
163 Picard, R. G., & Park, S. (2021). Examining the Australian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and 

theorizing ‘accidental policy’. Journal of Digital Media & Policy, 12(2), 24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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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評論。 

2.  擬議的併購改革 

2021 年 4 月，ACCC 與英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和德國聯邦卡特爾局

發布了一份聯合媒體聲明，主張合併控制保護競爭的最佳方式是完全反對

交易或資產剝奪，並且行為補救措施是不恰當的。 

2021 年 8 月，ACCC 宣布對當前的合併控制制度進行全面改革。

ACCC 不是立法機構，議會沒有立法草案；然而，預計 ACCC 將大力倡導

其提議的改革。在公開辯論開始的同時，預計立法修改草案不會在 2022 年

下半年之前進行。 

ACCC 的併購控制的改革提案，確定了它尋求解決的四個關鍵問題，

其中包括一項針對數位平台收購的具體方法的提案。雖然其他改革具有普

遍適用性，但它們似乎也受到 ACCC 對數位市場結構和數據訪問等因素的

擔憂的推動。 

3.  UCT 公開立法草案 

澳大利亞現有的不公平契約條款 (UCT) 制度旨在保護消費者和中小

企業免受標準格式定型化契約中的 UCT 的影響。在 DPI 報告和第一份 

DPSI 報告中，由於中小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權力不平衡以及大型數位平台

引起的問題，ACCC 建議對 UCT 提供額外的保護。ACCC 發現，這些條

款和條件必須默認被接受，並且常使企業和消費者處於顯著劣勢。 

2021 年 8 月，政府發布了 2021 年財政部法律修正案草案：不公平契

約條款改革，旨在修改 ACL 和 2001 年澳大利亞聯邦證券和投資委員會

法案，以加強 UCT 立法框架。該草案提出的主要變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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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不公平的契約條款非法(而不是無效)； 

(2) 將 UCT 保護適用於更多類型之企業：涵蓋標準格式定型化契約，

其中一方的年營業額低於 2000 萬澳元或員工人數低於 100 人(而不是目

前的 20 名員工)； 

(3) 對提議、應用或依賴 UCT 實施民事裁罰。對於公司而言，這將是 

1000 萬澳元、違規所得利益價值的三倍或年營業額的 10% 中的較大者；

以及 

(4) 在類似情況下為 UCT 引入可舉證推翻的推定規定。 

這些改革提議的變更僅適用於新契約、續簽契約或在立法生效日期之

後發生變化的條款。關於徵求意見稿立法和說明資訊的公眾諮詢目前已經

開始，並於 2021 年 9 月 20 日結束。 

(四) 關鍵發展主題和未來趨勢 

如前所述，澳洲的 ACCC 正在加強對數位平台的關注，我們可期待澳

洲政府將會繼續這類作為。正如 ACCC 官員在 2021 年 8 月所指出的，這

一重點可能比執法範圍更廣：「雖然這些執法行動和市場研究對於解決主要

數位平台引起的問題是必要的，但僅靠它們是不夠的……在澳洲，我們在 

ACCC 的工作必須根據自己的問題和關注點進行調整。但是，儘管有關方

法的細節可能會有所不同，但競爭主管部門必須盡可能地調整採取的方法。

這將包括圍繞前期監管和規則以及執法和合併控制進行調整。澳洲經濟中

的競爭力、創新水平和類型非常需要此點。此一重點之執法，未來很可能針

對大型數位平台。」164 

 
164 ‘Look at that penalty’: after taking on Google and Facebook, Rod Sims departs ACCC with a 

warning, Sat 18 Dec 2021,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

news/2021/dec/19/look-at-that-penalty-after-taking-on-google-and-facebook-rod-sims-departs-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1/dec/19/look-at-that-penalty-after-taking-on-google-and-facebook-rod-sims-departs-accc-with-a-warning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1/dec/19/look-at-that-penalty-after-taking-on-google-and-facebook-rod-sims-departs-accc-with-a-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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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可能歸納的一些主要趨勢是165： 

1.  ACCC 的數位平台管理部門將繼續積極推進對數位平台行為的調

查和調查，可能期待會看到更多的法庭訴訟。ACCC 將繼續發展和擴大該

部門。 

2.  ACCC 就數位平台的市場力量發表了許多評論，儘管其根據「新

聞媒體議價法規」第 46 條提起的訴訟受到限制且尚未發展。它在數位市場

濫用市場力量的方法很可能會迅速發展(並將大量利用其作為調查的一部分

已經開展的工作)。 

3.  倡導競爭和監管法律改革。除了企業合併控制之外，ACCC 認為

數位平台市場存在更廣泛的問題，可能需要適用於這些市場中特定公司行

為的規則。 

4.  ACCC 表示正在考慮引入專門的數位平台立法，以管理廣泛的問

題。這將與歐洲和美國正在採取的方法保持一致。 

5.  ACCC 已開始其併購控制政策改革運動，該運動可能會在未來 1-

2年內加快推進。擬議框架將對數位平台有具體規定，這些規定將比其他非

數位市場更嚴格。ACCC 尤其關注數位平台在沒有通知的情況下購買「新

生競爭對手」的情況，並表示採取了一種更具干預性的方法(它目前正在對

Facebook/Giphy 進行完成後的調查)。 

ACCC 專注於數位資訊處理及其在競爭法中的作用——數據所有權和

可轉移性被標記等為當前關鍵問題。這一焦點還突出了隱私和競爭法之間

的交錯，數據是其中的交錯點。特別是，本研究觀察：在金融部門實施的消

 
accc-with-a-warning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165 Biggar, D., & Heimler, A. (2021). Digital platforms and the transactions cost approach to 

competition law.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30(5), 1230-1258.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1/dec/19/look-at-that-penalty-after-taking-on-google-and-facebook-rod-sims-departs-accc-with-a-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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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數據權 (CDR)，旨在將其應用於電信和能源部門(以及可能的其他部

門)；ACCC 根據 ACL 對針對谷歌和 Facebook (Meta)的誤導性使用消費者

數據採取行動；對《隱私法》進行全面審查，以確保隱私設置賦予消費者權

力、保護數據並為澳大利亞經濟提供最佳服務；DPI 報告中提出的與從大

型數位平台收集數據有關的不公平貿易做法的擔憂；和 PJC 對調查澳大利

亞移動支付消費者資訊存儲位置的擔憂166。以上這些都是觀察澳洲立法與

執法實務，可以帶給我們的啟示。 

第四節 我國立法草案與案例 

一、《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背景簡介及特色 

關於數位平台於廣告市場的相關法制，我國已有學者專家針對新聞內

容產業的部分，組成論壇舉辦相關活動亦長期為文探討167。亦有學者主動提

出民間版的、仿自澳洲新聞議價法的草案168。新成立的數位發展部，部長唐

鳳亦曾於立法院備詢時提到將盡快處理。但截自目前為止，尚未有正式的立

法草案提出。與數位平台監理最為相關的立法草案，目前僅 NCC （通傳會）

歷經一年多的研議，於 2022年 6月 29日公布《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  

《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的原則架構主要係借鏡歐盟《數位服務法》，

立法目的包括政府打擊假新聞及假消息，包括「避風港」等設計，俾使數位

平台得主張免責。《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共分成 11章，並規劃納管 5大

類網路平台，包括光世代、凱擘大寬頻、VMware、Dcard、奇摩拍賣、YouTube、

 
166 Kerber, W. (2019). Updating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An analysis of 

recent reports in Germany, UK, EU, and Australia. An Analysis of Recent Reports in Germany, 

UK, EU, and Australia (September 14, 2019). 
167 新聞民主與平台議價論壇，https://www.twjour.org/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168 馬瑞璿，民間版《議價法》草案出爐 半數以上民眾支持平台付費，聯合報，2022 年

9 月 1 日。https://udn.com/news/story/6656/6580706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https://www.twjour.org/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658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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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等網路平台，未來均須依據《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及相關子法、行政

規則，遵守不同程度的義務，並提出透明度報告。 

對跨國科技巨擘數位平台而言(如臉書、YouTube 等)，因其有效使用

者超過 230萬以上，依據《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即可能被納入成為指定

的線上平台服務提供者。依據《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如該等指定的線上

平台服務提供者違反單一義務，最高可處以新臺幣 1,000萬元的罰鍰。169 

《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主要規範網路平台兩部分：170 

(一) 對網路平台課責，並要求網路平台提高透明度。其中，如構成《數位中

介服務法草案》定義之大型平台，則須揭露廣告、推薦系統等參數。 

(二) 著重如何處理違法訊息。如相關主管機關向法院核發資訊限制令或緊

急資訊限制令、並經法院許可後，網路平台必須下架相關違法內容。《數位

中介服務法草案》將過去僅能由個案向司法機關申請下架的途徑法制化，有

助於相關程序之明確化。 

二、《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之疑慮與運作困境 

在違反內容處理機制上，有論者批評如從法制面及人權保障層面觀察，

《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恐有箝制言論自由之虞；或是從產業界觀點而言，

亦有論者認為《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恐怕會限制臺灣數位產業之未來發

展。更重要的是，《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規範雖回歸到由各主管部會認定

 
169 中央社(2022)，NCC擬納管臉書、YouTube 保障使用者權利違法將開罰，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207030047.aspx?fbclid=IwAR11Xj452V25_VzYVf0Coh

oGEOblZkRwhWJLkpmmEGFgvQdNN5qoFJviwy8 (最後瀏覽日：2022年 7月 28日)。 
170 中央社(2022)，同前註 169。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207030047.aspx?fbclid=IwAR11Xj452V25_VzYVf0CohoGEOblZkRwhWJLkpmmEGFgvQdNN5qoFJviwy8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207030047.aspx?fbclid=IwAR11Xj452V25_VzYVf0CohoGEOblZkRwhWJLkpmmEGFgvQdNN5qoFJviwy8


83 

 

是否為不實訊息，惟網路發文究竟屬於個人意見，或是屬於不實訊息，中間

仍有灰色地帶，屆時主管機關於「實然面上」應如何判斷，仍值得深究。171 

值得注意的是，《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賦予政府機關就處理違法內

容，可向法院聲請資訊限制令等權利，等到法院核發資訊限制令後，即可要

求平台下架違法內容。惟可參照《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第 18 條，相關主

管機關於法院裁定前，如認為網路平台之資訊是謠言、不實訊息且違法，亦

可以向網路平台要求暫時加註「警示處分」。然而，草案中雖建議相關主管

機關先諮詢第三方認可的民間事實查核組織意見，但鑒於不實訊息的領域

範圍廣泛，事實查核組織人力也很有限，論者亦提醒實際運作恐怕很難落

實。172 

從上述可知，目前《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雖可能處理到部分跨國科

技巨擘廣告市場的監理議題，但由於部分爭議尚未解決，目前行政院已宣布

暫停草案推動，未來立法進度尚不明確173。 

  

 
171 中央社(2022)，網路平台監理草案「抖音」成漏網之魚？學者提 3質疑，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207030057.aspx?fbclid=IwAR2LTPq5Q7n9nd5oBxLnZj

6vNtrtKzkRjkWbNVl5JguKA0MomwJFBFfxNjA (最後瀏覽日：2022年 7月 28日) 
172 中央社(2022)，同前註 171。 
173 賴于榛，數位中介法暫緩公聽會 政院：仍需多方溝通 蘇貞昌出手踩煞車，中央社報

導，2022 年 8 月 19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208190237.aspx (最後瀏覽

日：2022/11/18)。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207030057.aspx?fbclid=IwAR2LTPq5Q7n9nd5oBxLnZj6vNtrtKzkRjkWbNVl5JguKA0MomwJFBFfxNjA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207030057.aspx?fbclid=IwAR2LTPq5Q7n9nd5oBxLnZj6vNtrtKzkRjkWbNVl5JguKA0MomwJFBFfxNjA
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20819023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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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跨國科技巨擘於廣告市場之重要議題與未來

展望 

第一節 數據資料及演算法於競爭法上的評價 

一、 數據資料於競爭法上的評價 

隨著科技的發展，數據資料的蒐集變得越來越容易，卻也越來越重要，

巨量數據資料的存儲，搭配上大規模計算能力，往往可以為企業帶來可觀的

收益以及潛在風險的評估。例如某些公司可以利用數據資料準確預測現在、

近期或最近發生的事件(例如，交通條件、病毒爆發、家庭/汽車銷售和餐館

人群)。這種預測能力可以使企業為消費者提供更及時和相關的資訊174。 

而將消費者的個人數據用於商業目的也對現代科技提供了良好的發展

發展契機，例如透過掌握大數據資料促進產品創新、提高生產效率、預測市

場趨勢、改進決策和增強消費者體驗等等。當然數據資料所帶給企業的優

勢，同樣也外溢至消費者身上，畢竟創新且符合需求的商品服務，是所有消

費者所樂見的。 

有關於數據資料在數位市場的競爭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並深深

影響著市場競爭格局，即使這些影響不一定會完全破壞市場的規律，它們仍

應該被考慮作為競爭分析的一部分。而當數據資料有違法公平交易法之虞

時，競爭法主管機構可以考慮以新的思維來判斷，例如競爭者是否涉及使用

數據資料來來排除競爭，或利用數據資料來分析替代方案影響競爭的程度。

然而，由於在數據資料對競爭法上的影響以及該如何評價，仍然存在一定程

 
174 Big Data: Bringing Competition Policy to the Digital Era Executive Summary,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ORATE FOR FINANCIAL AND 

ENTERPRISE AFFAIRS COMPETITION COMMITTEE, 

https://one.oecd.org/document/DAF/COMP/M(2016)2/ANN4/FINAL/e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10/31) 

https://one.oecd.org/document/DAF/COMP/M(2016)2/ANN4/FINAL/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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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不確定性和爭議，競爭法主管機關尤其應謹慎查核。特別是因為多數大

數據實際上可以為消費者帶來諸多利益，過度執法可能給市場競爭和創新

過程帶來不必要的成本。 

二、 演算法於競爭法上的評價 

演算法其實自古以來早已存在人類社會很長的時間，人們也利用演算

法的自動化特徵來完成許多工作。隨著科技進步以及大數據的趨勢，越來

越複雜且精密的演算法相應的融入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最常見到的

是當我們專注於瀏覽或搜尋特定商品、服務時，我們會發現更多相類似的

商品、服務出現在我們的廣告頁面，這就是廣告業者透過演算法的結果，精

準的匹配到了消費需求故投以相應的廣告商品、服務，藉此發揮最大的廣

告效益。相關的演算法不僅影響各行各業產業的風貌，亦不斷的重塑跨行

業間的競爭格局，在此過程中也衍生了許多關於競爭和反托拉斯的重要議

題。 

雖然演算法無疑可以促進市場效率和促進競爭，但亦有認為演算法的

日益復雜性可能會使市場競爭者更容易發生串通、協議等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所稱之聯合行為。首先，由於演算法在科技的發展下愈發強大且複雜，具

體運作方式及演算方法晦澀難懂，因此透過演算法達成的串通、協議可能

更難查核。其次，由於演算法是透過條件式的自動化導向，相同條件理論上

會出現相同結果，是以，透過學習掌握演算法的判斷路徑，進而達成的默契

串通、協議，理論上可以在沒有人為干預的情況下進行，然而相關行為態樣

是否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可能目前仍有疑義。 



86 

 

而有關演算法涉及公平交易法的三個重點領域包含了串通協議、併購

分析以及自我偏好，其中世界各國競爭法主管機構調查裁處地大多屬演算

法案件175，皆與演算法串通協議或單方面行為有關，故就此著重說明如下: 

(一) 促進勾串協議的演算法 

在此情況下，市場競爭者之間係先有一個明確的勾串協議，演算法只是

執行該協議的工具而已，是以，相關違法的態樣主要應係聚焦於該勾串協議

本身，而非是演算法。然而，即使演算法在這種情況下，並不是犯罪構成要

件的重要內容，並改變法律適用的評價，但透過了解演算法的內容，仍然有

助於分析犯罪態樣對於市場產生之負面影響程度，以及違法者的犯罪情節。 

(二) 輻射式的演算法 

此種態樣通常出現於平台業者，將供應商與消費者進行媒合並透過演

算法設定價格(或提供設定價格的工具)。例如亞馬遜為第三方賣家提供自動

定價工具或叫車平台透過演算法自動依照路程、交通狀況、時間等因素為司

機設定價格。羅馬尼亞競爭法主管機關即認為，叫車平台透過演算法為其司

機設定價格可能會促進勾串協議的發生，即使該演算法在設計之初並不包

含該不法目的。 

(三) 自主演算法的瑕疵 

即便沒有透過人為的改變或設計瑕疵，演算法本身仍可能透過機械化

學習方式，造成不公平競爭。易言之，即使公司採用單獨的、單方面設計的

定價演算法，人們也擔心由於演算法本身旨在最大化利潤並以重複的方式

 
175 Concurrences Antitrust Publications &Events,ALGORITHMS & ANTITRUST: AN 

OVERVIEW OF EU AND NATIONAL CASE LAW, 

https://www.concurrences.com/en/bulletin/special-issues/algorithms/new (最後瀏覽日

期:7/26/2022) 

https://www.concurrences.com/en/bulletin/special-issues/algorithms/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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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競爭，而且看不到盡頭，故不斷收斂的結果，可能導致超競爭價格的狀

況。 

三、 跨國科技巨擘利用數據資料、演算法達成限制競爭之案例：以 Google

為例 

(一) Google在各個廣告供應鏈市場佔據的獨佔地位 

Google 作為廣告科技巨擘，主要從事「開放展示廣告之市場交易」，

且因 Google規模巨大，其業務範圍幾乎涵蓋了所有的廣告科技供應鏈，其

中主要包含出版者(publisher)、出版者服務軟體(publisher ad servers)、供應

端平台(supply-side platforms)，以及過去所謂廣告交易平台(Ad Exchange)等

等。 

雖然現今廣告產業分工精細，但是 Google在每個環節都有獨佔優勢地

位，根據 ACC 調查，澳州的廣告科技服務之沒有發揮正常市場競爭機制，

是因為 Google 掌握絕大多數廣告科技服務的業務。例如在 2020 年，透過

廣告科技交易的廣告 90%都有使用至少 1 項 Google的服務。同時，Google

也是廣告科技服務市場中最大供應者。在廣告供應鏈每個階段，Google 在

廣告曝光次數市佔率介於 70%-100%，其在這類服務的獲利佔 40%-70%176。

由此可見，Google 已經取得澳洲廣告市場中各個供應鏈中的獨佔地位，並

且 Google 仍然不斷垂直整合其廣告服務市場之供應鏈，該趨勢並未停止，

並持續侵蝕傳統廣告市場的資源分配。 

(二) 限制競爭態樣 

1.  違法搜集有利於競爭之數據資料 

 
176 ACCC, Digital Advertising Services Inquiry (Final Report), at 5(2021.Aug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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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業務並非單一市場，而是在每個不同的廣告服務供應鍊都存在一

個獨立的市場，而 Google違法搜集數據資料可能衍生的限制競爭問題，主

要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在個人消費者的部分，Google 對於資料的搜集如果

沒有事先告知，或者告知與實際運作不符合，即有可能致限制競爭。企業

部分，Google向企業客戶(包含廣告主和網頁出版者)銷售廣告科技服務時，

如果對於其掌握的數據資料與利用方式故意隱瞞或漏未告知，亦有可能構

成對企業客戶的欺罔。 

2.  自我偏袒行為 

另一個限制競爭的態樣，也是各國政府比較著重調查處罰的是在於

Google在線上廣告市場交易之自我偏袒行為以及資料優勢。例如 Google要

求廣告商要購買其旗下 youtube 公司廣告空間時，只能透過 Google 自己的

需求端平台(DSPs)，並且將 Google 自己的需求端平台(尤其是 Google Ads

這項服務)的需求，直接導向其供應鏈平台。 

另外一個明顯的例子還有 Google 同時經營了出版者服務軟體與供應

端平台，一般來說應該市場是透過各供應端平台競爭後，由價格最高者與

出版者服務軟體締約。然而，Google 作爲出版者服務軟體的提供者，卻規

定 Google經營的供應端平台可以不與其他供應端平台廠商公平競價，而係

等到所有供應端平台競價結束後，再由 Google經營的供應端平台與優勝者

競價。然而，在前一輪的競價中，Google 的出版者服務軟體，已經知道前

一輪各供應端平台競爭者的出價，如此一來 Google經營的供應端平台就獲

得了比對方更有利的競爭地位，造成限制競爭的結果。如此一來，假設一

個新聞網站要賣廣告版面，然而因為 Google 的自我偏袒，可能會使 Google

經營的供應端平台以較低的金額取得廣告服務，並嚴重影響出版者的利潤，

造成市場的扭曲。 



89 

 

3.  廣告費用及佣金不透明 

Google 提供的廣告科技服務，限制了廣告主和出版者知悉其廣告服務

的效果和價格，其中包含當廣告主透過需求端平台投放廣告到影音平台

youtube上，Google限制廣告主去評量其需求者端平台服務表現的能力。且

Google 不提供出版者對於拍賣結果之足夠資訊，讓他們去評估其出版者端

服務的表現。最後，Google 亦不提供其廣告所收取佣金費率的資訊，使客

戶無法掌握和比較其價格。 

(三) Google面臨的調查及裁罰 

目前對於 Google可能涉及的限制競爭行為，主要係有三個部分，2020

年 12 月 16 日美國以德州為首的 15 個州，控告 Google 偏袒自營廣告服務

軟體問題以及其與臉書的協議違反競爭法，目前初步判決成立。2021 年 6

月 22 日歐盟執委會針對 Google 在線上展示廣告科技供應鏈中的所有自我

偏袒行為進行調查，認定是否構成聯合行為或是濫用支配地位的行為。2021

年 6 月 7 日法國競爭管理局以 Google 的出版者廣告服務軟體(ad server)和

供應端平台彼此偏袒，濫用其市場獨佔地位而裁罰 2億 2千萬歐元。 

第二節 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的內容權利與議價法制 

2021 年 2 月，澳洲政府根據「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調查，提出《新聞媒體議價法

案》(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草案。 

根據這項草案之規範，澳洲新聞機構得以單獨或集體與谷歌(Google)、

臉書(Facebook)等平台，就平台使用媒體產製的新聞內容進行議價。政府則

會設立居間協調的仲裁委員會，在雙方共議價格時，扮演仲裁者(arbitrator)

的角色，以防止科技巨頭濫用權力主導價格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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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6月，谷歌因對旗下的廣告管理系統(Google Ad Manager)給予

特殊待遇，該平台允許網站和應用程式，與自家的廣告交易平台AdX(Google 

Ad Exchange)媒合，藉此壟斷廣告買賣市場，讓出版商和其他競爭平台蒙受

巨大損失。法國競爭管理局(Competition Authority)因此處罰谷歌€220m(約台

幣 74億)，谷歌則已同意修改自己的廣告商業模式177。 

這兩則新聞事件有兩個特點。第一，新聞媒體(發佈商)處於競爭不平等

的事實，終於獲得平台善意回應與補償。第二，政府相關單位在事件中採取

積極角色。澳洲、法國政府為求與全球巨頭公司谷歌、臉書對話，都必須提

出具體事實，才可能就受損部分，要求平台合理補償。基於這樣的體認，臺

灣社會如果認為媒體與平台的市場機制存在不公平交易，就應首先舉出具

體事實。 

本文此部分之目的即在於針對臺灣新聞媒體與平台間的交易模式，以

及國際法制對於臺灣競爭法與著作權法之影響啟發，進行具體說明。 

一、 國際法制潮流 

Google、facebook 與 Amazon等數位平台巨擘，本身沒有產製任何資訊

和內容，卻掌握最多的資訊和內容，並據以獲利(雖同時嘉惠消費者)，這樣

特殊的商業模式，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也確實是古往今來相當少見之情形，

堪稱史上最風光的「搭便車」行為(Free Riding)178。 

 
177 不透明的競爭：跨國平台影響臺灣媒體發展與公共言論, 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林

照真, 

https://www.twjour.org/post/%E5%89%AF%E6%9C%AC-

%E4%B8%8D%E9%80%8F%E6%98%8E%E7%9A%84%E7%AB%B6%E7%88%AD%EF%

BC%9A%E8%B7%A8%E5%9C%8B%E5%B9%B3%E5%8F%B0%E5%BD%B1%E9%9F%B

F%E8%87%BA%E7%81%A3%E5%AA%92%E9%AB%94%E7%99%BC%E5%B1%95%E8

%88%87%E5%85%AC%E5%85%B1%E8%A8%80%E8%AB%96 (最後瀏覽日：

2022/11/18)。 
178 繼澳洲後，德國也將調查 Google 新聞平台！科技巨擘壟斷媒體廣告利益公平嗎？

https://fc.bnext.com.tw/articles/view/1437? 《台灣銀行家》 洪財隆 (最後瀏覽日：

https://www.twjour.org/post/%E5%89%AF%E6%9C%AC-%E4%B8%8D%E9%80%8F%E6%98%8E%E7%9A%84%E7%AB%B6%E7%88%AD%EF%BC%9A%E8%B7%A8%E5%9C%8B%E5%B9%B3%E5%8F%B0%E5%BD%B1%E9%9F%BF%E8%87%BA%E7%81%A3%E5%AA%92%E9%AB%94%E7%99%BC%E5%B1%95%E8%88%87%E5%85%AC%E5%85%B1%E8%A8%80%E8%AB%96
https://www.twjour.org/post/%E5%89%AF%E6%9C%AC-%E4%B8%8D%E9%80%8F%E6%98%8E%E7%9A%84%E7%AB%B6%E7%88%AD%EF%BC%9A%E8%B7%A8%E5%9C%8B%E5%B9%B3%E5%8F%B0%E5%BD%B1%E9%9F%BF%E8%87%BA%E7%81%A3%E5%AA%92%E9%AB%94%E7%99%BC%E5%B1%95%E8%88%87%E5%85%AC%E5%85%B1%E8%A8%80%E8%AB%96
https://www.twjour.org/post/%E5%89%AF%E6%9C%AC-%E4%B8%8D%E9%80%8F%E6%98%8E%E7%9A%84%E7%AB%B6%E7%88%AD%EF%BC%9A%E8%B7%A8%E5%9C%8B%E5%B9%B3%E5%8F%B0%E5%BD%B1%E9%9F%BF%E8%87%BA%E7%81%A3%E5%AA%92%E9%AB%94%E7%99%BC%E5%B1%95%E8%88%87%E5%85%AC%E5%85%B1%E8%A8%80%E8%AB%96
https://www.twjour.org/post/%E5%89%AF%E6%9C%AC-%E4%B8%8D%E9%80%8F%E6%98%8E%E7%9A%84%E7%AB%B6%E7%88%AD%EF%BC%9A%E8%B7%A8%E5%9C%8B%E5%B9%B3%E5%8F%B0%E5%BD%B1%E9%9F%BF%E8%87%BA%E7%81%A3%E5%AA%92%E9%AB%94%E7%99%BC%E5%B1%95%E8%88%87%E5%85%AC%E5%85%B1%E8%A8%80%E8%AB%96
https://www.twjour.org/post/%E5%89%AF%E6%9C%AC-%E4%B8%8D%E9%80%8F%E6%98%8E%E7%9A%84%E7%AB%B6%E7%88%AD%EF%BC%9A%E8%B7%A8%E5%9C%8B%E5%B9%B3%E5%8F%B0%E5%BD%B1%E9%9F%BF%E8%87%BA%E7%81%A3%E5%AA%92%E9%AB%94%E7%99%BC%E5%B1%95%E8%88%87%E5%85%AC%E5%85%B1%E8%A8%80%E8%AB%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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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規模日益龐大和技術不斷創新，這些跨國科技巨擘對人們日

常生活的穿透(大數據與隱私權問題)，以及對各層面既有秩序(市場競爭乃

至民主體制與價值)的顛覆力之強，也逐漸教人心生敬畏。179 

近來更由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影響，大幅增加遠距交流與交易等需

求，再度擴大數位平台相對於實體店的市場地位，並對在地產業與傳統的商

業模式(隱含生活方式)帶來近乎毀滅式的威脅。180 

如果純粹從經濟效率的角度來看，固然利弊得失互見，但如何有效規

範、節制，甚至馴服這些日漸失控的力量，幾乎已成為全球各地政府的共識

(美國拜登政府也已逐漸覺醒)，各種倡議和立法不斷。其中尤以澳洲決心納

管數位平台，要求他們必須為運用在地新聞內容付費的作法最具成效。在

2022年 2 月由國會通過「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規」，更是重要

的臨門一腳。181 

1.  歐盟模式─著作權與反壟斷監管182 

歐盟在修訂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時，針對 8個會員國內共 39家實

體出版者進行調查，其結論顯示，數位化對於出版物著作權權利的行使與取

得利潤上產生困難。因此，歐盟在著作權指令的修正中，創設「線上使用新

聞出版品之保護」之權利 ，此一權利之保護範圍較狹窄，具有著作權與鄰

接權「保護等級」落差的體現，但指令中並未指明其為一項鄰接權，故有學

者將之稱為「鏈結報酬」(link revenues)條款 。該條文規範網路資訊服務提

供業者於網路上使用新聞時，應向新聞發行人取得授權並支付報酬，但不包

 
2022/11/18)。 
179 洪財隆，同前註 178。 
180 洪財隆，同前註 178。 
181 洪財隆，同前註 178。 
182 Akhrorova, S. (2021).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MARKETING IN COMPETITION 

LAW: OVERVIEW. Herald pedagogiki. Nauka i Praktyka,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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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下行為： 

(1) 私人用戶對新聞出版物的私人或非經濟使用； 

(2) 單純提供超連結行為； 

(3) 使用新聞出版物中的個別詞語或非常短的摘錄。 

事實上，歐盟的成員國德國及西班牙，在 2013 年及 2014 年已有類似

條款之修訂。德國在《著作權法》第二章第 87e條之後增設第 7 節「對報刊

出版者的保護」之新型態鄰接權，針對網路搜尋服務及線上新聞聚合服務 

(News aggregating services)。該節包括第 87f 條《報刊出版者》、第 87g條

《權利的轉讓、保護期和限制》和第 87h 條《內容的參與分配請求權》 。

而西班牙修正《智慧財產權法》，則是增訂「公平補償權」 ，使搜尋引擎

及新聞聚合服務在使用新聞內容片段時，應向出版社和內容付費補償，並由

著作權集體組織行使此一權利。 

不過，德國與西班牙在完成修法之後，似乎並未對新聞媒體產業帶來正

向的幫助；Google 在德國要求出版商免費授權或選擇退出，而德國新聞出

版商 Axel Springer在選擇退出後一週，網路搜尋流量下降 40%，來自 Google 

News 的流量下降 80% ，反而使出版商主動提供免費授權。而在西班牙，

根據西班牙期刊協會的研究指出，Google於 2014年將 Google News 服務撤

出西班牙後，導致 84 家主要網路報紙流量降低，特別是小型新聞出版商 。 

隨著歐盟各會員國逐漸將著作權指令轉換為內國法，數位平台也逐步

與個別新聞媒體或媒體公會達成協議 。但更值得關注的是法國與德國的反

壟斷機關均在 2021 年對 Google進行裁罰與調查。法國競爭管理局(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認為 Google 要求出版商應免費授權，否則即單方面決定

不再在其各種服務(如搜尋引擎，Google News 等)中顯示文章片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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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圖表，是以其搜尋服務在法國之國內市場具備主導者之地位，而對出版

商與新聞機構施加不公平之交易條件，因此在 2020 年 4 月發布臨時措施

(décision n° 20-MC-01)，要求 Google應遵守以下行為： 

(1) 依出版商之要求，與其進行三個月的真誠談判； 

(2) 提供出版商可進行談判評估之所需資訊； 

(3) 遵守中立原則，不得影響內容之顯示、索引、排序等演算法； 

(4) 協商中立性 ，Google不得利用與特定出版商之談判，而取消與其

他相關出版商之談判； 

(5) 向主管機關定期提出執行報告。 

然依據後續之調查發現，Google 並未切實依出版商之要求，與其進行

真誠談判，甚至拒絕與特定的出版商協商；因而在 2021年 7月就 Google未

能與出版商進行公平談判，裁處 5億歐元罰款。 

在德國，聯邦卡特爾署( Bundeskartellamt)針對 Google的新聞內容服務

「Google News Showcase」進行調查，提出檢舉的 Corint Media指稱，Google

將該項服務與其搜尋引擎整合，使參加該計畫的新聞出版商將會出現在更

顯眼的搜尋結果，而可能構成自我偏好或阻礙第三方提供服務之不公平競

爭 。此一行為似乎與 2017 年 Google 比價購物案有異曲同工之妙，當時

Google亦是透過操縱搜尋結果排序的演算法，而提高 Google Shopping 的能

見度，被歐盟認為屬於濫用市場支配力的行為，而對比價購物服務市場造成

反競爭效果 。 

2.  澳洲模式──商業議價與強制仲裁183 

 
183 Balasingham, B., & Jordan, H. (2021). Big data and competition analysis under Australian 

competition law: comeback of the structuralist approach?. Journal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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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在制定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前，其競爭法主管機關「競

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於 2017至 2019年間，完成第一次數位平台調查(Digital Platform Inquiry)，

其研究結論認為大型數位平台的主導地位導致的負面效果，包括： 

(1) 以市場力量扭曲其他企業在廣告、媒體等市場的競爭能力； 

(2) 自動與程式化廣告使數位廣告市場缺乏透明性 (包括金流)； 

(3) 消費者無法充分瞭解與控制其個人資料的蒐集和使用方式； 

(4) 新聞內容的流通依賴佔主導之數位平台，在內容獲利上面臨困難。 

由於現代人取得新聞的來源，已由傳統報紙或廣播電視，轉向搜尋引擎

或社交媒體平台 (Facebook,、Google等)，但數位平台掌握用戶近用新聞內

容的通路及內容呈現的演算法，致使數位位台與澳洲新聞媒體就內容收益

談判時，有更優越的議價能力，進一步導致媒體透過內容獲利上產生困難。

因此，澳洲 ACCC 認為須透過強制性議價規則解決相關問題，促進雙方商

業談判，使新聞媒體企業獲得適當的報酬。故於 2021年完成競爭與消費者

法(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 2010)的法律修正，增訂新聞媒體議價規則

(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於該法之中，使已登記之適格澳洲新聞媒體

與指定之數位平台，可就該平台服務所提供之新聞內容的費用進行商業談

判。具體而言，議價規則之重點如下： 

(1) 為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間創立協商財務報酬的談判架構，包括對

於可適用之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之定義，及雙方啟動協商之程序 。 

 
9(3), 54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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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範數位平台業者影響內容或廣告呈現的透明性義務，要求其提

供新聞媒體企業相關的演算法資料分析清單 ，及揭露可能導致可識別內容 

(identified alteration to distribution of content)之流量產生變動的演算法參數

修正 。 

(3) 當雙方無法就價格達成一致時，導入仲裁小組進行判斷，由雙方合

意組成之仲裁組，從雙方所提出之最終報價中擇一，作為雙方未來 2 年之

報酬，除非雙方之報價可能導致澳洲人民權益受損，否則不得對雙方之報價

進行調整 。 

由目前相關的新聞，尚難以評斷媒體議價規則是否發揮其真實成效。根

據媒體的報導，澳洲的大型新聞媒體，包括 News Corp.、Nine、Seven West 

Media、澳洲廣播公司 ABC 都先後與 Google 及 Facebook 達成商業談判；

但目前包括 The Conversation 和多元文化公共廣播公司 SBS 則尚無法與

Facebook 達成協議，因此對於這些無法達成協議的媒體企業是否有機會透

過議價規則而取得應有之報酬，則為澳洲模式值得進一步觀察之處。此外，

澳洲 ACCC 亦就媒體議價規則施行滿一年後，進行檢討，以決定後續的執

行策略 。 

學者曾提出精闢分析，認為議價規則其實是一種「混合式立法」，披著

競爭法的外衣而進行新聞產業規範的重整184。不過，此種議價因應，除了透

過立法之外，鄰近澳洲的紐西蘭，則由商業競爭主管機關 (Commerce  

Commission)經評估後，同意暫時性的讓新聞業者集體與這些跨國科技巨擘

進行協商，免受競爭法上聯合行為的限制。此一作法並不需要先立法，和澳

 
184 Baskaran Balasingham, Tai Neilson, 'Digital Platforms and Journalism in Australia: 

Analysing the Role of Competition Law', (2022), 45, World Competition, Issue 2, pp. 295-318, 

https://kluwerlawonline.com/JournalArticle/World+Competition/45.2/WOCO2022011 (最後瀏

覽日：2022/11/18)。 

https://kluwerlawonline.com/JournalArticle/World+Competition/45.2/WOCO20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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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不一樣，值得參考185。 

3.  加拿大模式──財政支持與特種基金186 

加拿大政府對於傳統紙本報紙或雜誌本來就有長期的租稅減免政策，

包括免除紙本報紙之 8%的銷售稅，及針對加拿大籍之自然人或法人於加拿

大傳統印刷品及傳播媒體刊登廣告者，可依《所得稅法》第 19條扣抵稅額 。

2019 年，其進一步提出 5 年期短期資助政策，以補助合格加拿大新聞組織

(Qualifying Canadian Journalism Organization, QCJO)，其具體補助措施如下： 

(1) 數位訂閱之銷售稅 15%的稅額，消費者可於年度所得稅申報時進

行扣抵，約等同 5年提供 1.38億加元之資助； 

(2) 符合條件之新聞組織可獲得勞工稅之退稅，約等同 5年提供 3.6億

加元之資助； 

(3) 提供總額 9,600 萬加元作為對符合資格之非營利新聞機構的直接

資助。 

此外，加拿大於 2009 年成立加拿大期刊基金(Canada Periodical Fund, 

CPF)，根據印刷雜誌和社區報紙(Community Newspaper)的銷售量，提供出

版者資助的營運資金，並為小型印刷和數位雜誌出版商提出的創新和商業

發展計畫，提供商業創新資金。在其 2019 年提出的現代化改革方案中，不

僅在補助對象上將數位雜誌也列入資助對象，同時也變更補助的計算公式，

 
185 Provisional authorisation granted for News Publishers’ Association to engage in collective 

bargaining with Meta and Google, 12 of April of 2022, https://comcom.govt.nz/case-

register/case-register-entries/news-publishers-association-of-new-zealand-incorporated2/media-

releases/provisional-authorisation-granted-for-news-publishers-association-to-engage-in-

collective-bargaining-with-meta-and-google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186 Cyman, D., Akhrorova, S., & Kalandarov, A. (2022). INTRODUCTION TO 

COMPETITION LAW OF SOME FOREIGN COUNTRIES (CANADA AND AUSTRALIA): 

OVERVIEW. Herald pedagogiki. Nauka i Praktyka, 2(1). 

https://comcom.govt.nz/case-register/case-register-entries/news-publishers-association-of-new-zealand-incorporated2/media-releases/provisional-authorisation-granted-for-news-publishers-association-to-engage-in-collective-bargaining-with-meta-and-google
https://comcom.govt.nz/case-register/case-register-entries/news-publishers-association-of-new-zealand-incorporated2/media-releases/provisional-authorisation-granted-for-news-publishers-association-to-engage-in-collective-bargaining-with-meta-and-google
https://comcom.govt.nz/case-register/case-register-entries/news-publishers-association-of-new-zealand-incorporated2/media-releases/provisional-authorisation-granted-for-news-publishers-association-to-engage-in-collective-bargaining-with-meta-and-google
https://comcom.govt.nz/case-register/case-register-entries/news-publishers-association-of-new-zealand-incorporated2/media-releases/provisional-authorisation-granted-for-news-publishers-association-to-engage-in-collective-bargaining-with-meta-and-google


97 

 

逐年降低對營運支出的補助，轉而提高對雜誌內容編輯支出的補貼額度，以

深化新聞報導之內容與原創性 。 

加拿大在 2021 年亦就數位平台與媒體產業發展的問題，向相關業者提

出諮詢，並擬由特種基金模式或前述澳洲的議價規則模式中選擇其一，而其

基金制度則可能以目前加拿大媒體基金(Canada Media Fund, CMF)的方式進

行設計。CMF之財源主要有三，其一為廣播電視業者應提撥年營收 5%、其

二為加拿大政府每年固定提撥、其三為媒體所有權交易之切實利益

(Tangible Benefit)的提撥。而該基金主要針對視聽媒體平臺培育、開發、資

助和促進加拿大本國內容和相關應用(applications)的製作進行補助。 

4.  比利時數位廣告與著作權訴訟187 

比利時法院針對報業出版組織 Copiepresse 控告網路搜尋引擎巨擘

Google侵害著作權一案，於二月十三日做出一審判決。該法院認為 Google

未取得授權，在 Google News 新聞搜尋之服務中片斷重製原告之報導內容，

並以重製的方式將受到保護之著作傳播給公眾，該行為已侵害到

Copiepresse之著作權。法院除了下令 Google刪除搜尋引擎中所出現的新聞

報導片斷，並按該網站刊登的時間為基準，計算一天兩萬五千歐元的賠償

金，Google 應給付總金額高達三百四十五萬歐元的賠償金於 Copiepresse。

188 

Google 的主要答辯指出，其係為協助使用者在該網站上尋找資訊的搜

尋引擎，而非擁有自己資訊的入口網站。Google News 也只針對使用者所輸

 
187 Wang, Q., & Keith, S. (2021). News aggregators and copyright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digital age: Evolution, comparisons, and implications. First Monday. 
188 彭開英(2007)，「比利時法院對網路搜尋引擎巨擘被控侵害著作權乙案，判決 Google

敗訴」，科技法律研究所，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55&tp=1&d=1227 (最

後瀏覽日：2022 年 10 月 31日)。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55&tp=1&d=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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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之搜尋關鍵字所做出之新聞頭條匯集及文章聯結，該行為應受到著作權

法中「合理使用」(Fair Use) 之保護。而對搜尋結果之頭條、內容片斷及縮

小圖片顯示，Google則抗辯此一作法已替 Copiepresse網站吸引來更多想要

閱讀全文之讀者，並為其締造更高的網路流量。189 

Copiepresse 則主張，Google 因在其網站刊登片斷重製之報導內容而受

有廣告收益，就法律面而言已是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該組織的報導內容出

現在 Google 的快取頁面，已使得該片斷的報導內容得自 Google 的網站中

免費取得。通常許多報業僅將其報導文章的資料庫提供給付費會員瀏覽。對

此判決結果，Google已決定上訴。190 

全球媒體業者都對此判決密切注意。Google 去年八月已和美聯社達成

和解。而法國法新社去年三月控告 Google的快取網頁侵害著作權乙案，目

前仍在法院審理中。而其它入口網站公司 YAHOO! 、AOL、Microsoft 等已

付費於法新社取得授權刊登其新聞文章內容191192。 

二、 臺灣數位廣告市場 

廣告市場由傳統媒體流向網路，已經是 21世紀數位時代，全球共通的

現象。臺灣也不例外，網路接觸率不斷成長，從 2001失到 2007 年，接觸率

從 18.4%上升到 45.5%。 

情況不斷向網路傾斜，2020年時，已有超過 90% 的臺灣民眾，使用即

時通訊軟體(如臉書 messenger、Line 等)閱讀新聞；並有 80%的民眾則從社

群網絡獲得新聞訊息。目前共有五大社群媒體深入臺灣，谷歌和臉書排名最

 
189 彭開英(2007)，同前註 188。 
190 彭開英(2007)，同前註 188。 
191 彭開英(2007)，同前註 188。 
192 Nielsen, R. K., & Ganter, S. A. (2022). The Power of Platforms: Shaping Media and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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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為了爭奪網路廣告，新聞媒體長期和谷歌、臉書，進行一連串的商業交

易。目的在於流量導流與廣告分潤。 

臺灣媒體不諱言，在數位化時代，谷歌和臉書都是媒體需要的導流平

台。民眾在谷歌搜尋，就可以連結到媒體的網站，增加媒體流量。媒體很清

楚，從谷歌過來的使用者有多少人。臉書於 2009 年加入臺灣市場後，媒體

可在臉書成立粉絲團，並在粉絲團貼文，粉絲可以按讚、分享與留言，都有

助於媒體認識自己的使用者。臉書也會在動態消息(NewsFeed)中介紹媒體，

媒體可在行銷與廣告中獲益。 

谷歌和臉書先後為臺灣媒體提供導流後，理論上應可強化媒體的市場

角色，真實的情形卻非如此，甚至完全相反。臺灣為一內銷市場，廣告大餅

難以擴充，多年來維持不超過六百億的局面，國內各式媒體已經是流血競

爭。谷歌與臉書加入臺灣廣告市場後，卻瓜分走 80%的廣告市場，新聞媒

體經營更加陷入苦戰，新聞的內容與低落品質，更是不斷為國人詬病。 

在谷歌和臉書雙雙進入臺灣市場時，臺灣媒體的情緒高昂，最主要來自

這兩大平台進入市場時，都是採取「免費」策略。民眾可以享受數位科技帶

來的便捷，媒體更可使用平台做為廣告行銷的工具。 

媒體也因此對谷歌和臉書依賴日深，漸漸失去媒體該有的獨立性。臺灣

媒體並未警覺，兩名新來者為跨國的巨型數位平台，2016 年全球已有 60%

的數位廣告集中於谷歌和臉書，現在更已達 80%以上。由於它們龐大的全

球規模，導致臺灣市場根本不堪一擊。 

十餘年來，臺灣密集的新聞產業一直屈居談判弱勢，甚至毫無平等議價

機會。在全球關注批判平台角色時，谷歌和臉書都為自己辯駁，並且以印製

精美的說帖，為自己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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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已經勞碌於微利競爭的臺灣新聞媒體，在人力精減、媒體形式多

元分散的情況下，縱有千言萬語，也沒有時間對外說明。兩大平台靠精準廣

告獲利，要討論這個問題，要從平台的商業模式談起。也就是我們要了解新

聞媒體與平台業者如何獲利，以及彼此間的商業關係。 

先從新聞媒體談起。在前網路的傳統媒體時代，報紙一份份、雜誌一本

本賣，當中有紙本的售價費，也有紙本上的廣告收入，這些利潤在出版前，

已先由媒體業務與廣告主清楚議價，儘管媒體市場競爭激烈，這些收入仍會

紮紮實實入帳。 

新聞數位化後，紙本收入不斷流失，報紙陸續因虧本關門。如今國內的

晚報市場全部歇業；原報業龍頭《中國時報》易主；來自香港的《蘋果日報》

曾創下臺灣閱報率第一，如今也已停刊。受到數位強烈衝擊的紙媒，紛紛另

闢網路新聞部門，企圖透過網路部門，增加收益。 

網路新聞時代正式來臨，除隸屬傳統媒體的網路媒體外，純粹網路的新

興新聞媒體，也在臺灣言論自由的氛圍下紛紛成立，一同加入數位廣告競

奪。不止如此，更多的 NGO也設立媒體、還有社群媒體、YouTuber 等，都

一樣能像新聞媒體一樣生產內容。在數位時代，新聞媒體生產內容的特權受

到挑戰，新聞記者也必須承擔網路流量的責任。 

網路成了新聞最主要的競爭場域，廣告也全面數位化。分頁眾多的網站

與難以數計的各式網站，理論上都是廣告主可以投放的空間，更因此催生即

時競價的廣告交易平台。新聞媒體必須把自家的廣告版位即時賣出，才可以

獲利。數位廣告版位分散零碎，媒體網站中重要且價格較高的廣告版位，都

會留給自己的業務部銷售，散落的廣告空間，雖然價格較便宜，卻未必能夠

順利出售。這樣的現象，存在於每一家新聞媒體網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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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數位廣告發展期間，新興企業科技平台公司谷歌和臉書，主要的

獲利來源就是廣告。為了獲得更多廣告，這兩大平台分別採取不同的商業策

略。 

谷歌從建立全球的廣告網絡著手，臉書則是經營社群媒體。兩家媒體的

策略都是以提供免費服務獲得大量的使用者資料，接著以演算法操作使用

者資料，為廣告主提供精準廣告，創造前所未見的廣告奇蹟。全球近八成的

廣告收益集中於兩大平台，更導致全球的新聞媒體均面臨廣告枯竭的困境 。 

三、 臺灣法制的挑戰與整備193 

(一) 產業影響之調查 

我國於 2022年初，曾因澳洲通過《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

而興起對於大型數位平台與媒體議價的討論 ，並於 2021 年 4 月，由行政

院郭耀煌政務委員辦公室召集經濟部、文化部、公平交易委員會、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共同研商建立大型數位平台業者與國內產業合理發展環境之

工作小組 ，主要重點為依循澳洲之步驟，先進行產業調查，以確認媒體產

業與數位平台間之關係，對我國媒體產業之長期影響與受害情況194。數位發

展部長唐鳳於 2022 年 10 月初立法院備詢時亦表示，有關媒體議價問題，

目前在行政院已經在協調相關部會進行分工，預計在一個月內會進行第二

次對話，屆時應會有清楚輪廓出來195。 

 
193 Google條款是否真會上路？歐盟新著作權指令草案中的新聞文章連結稅爭議, 楊智傑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Laws/IPNC_180905_0201.htm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194 向網路巨擘收費》鄭嘉逸／數位媒體的不公平競爭 釐清傳媒與平台的因果關係 

https://forum.ettoday.net/news/2238586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195 余弦妙，媒體議價法何時出來 唐鳳：一個月內進行跨部會討論，經濟日報即時報

道，2022 年 10 月 5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238/6663446 (最後瀏覽日：

2022/11/18)。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Laws/IPNC_180905_0201.htm
https://forum.ettoday.net/news/2238586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666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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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本文認為關於競爭政策因應之前提核心，可能在於確認我國

傳統媒體產業的衰退與大型數位平台間，是否能建立相當的因果關係。例

如，傳統媒體在數位轉型過程，其所面對的究竟是來自於原生數位媒體之競

爭，而導致的自然衰退，抑或是來自於大型數位平台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合作

關係，導致傳統媒體產業在將其內容轉換為利潤上產生困難。調查者應深入

瞭解媒體產業之間的競合關係，以及數位平台與媒體產業之間的合作關係，

對於商業模式的運行有完整的理解。除此之外，也必須關注我國新聞媒體內

容方面的發展，由新聞供應數量、編輯政策、新聞報導深入程度、自製率、

新聞多樣性、類別、報導則數、從業人員數量與配比等質化與量化的面向，

瞭解是否在數位平台影響下而有品質衰退、選擇減少之情況。 

(二) 法律制度之整備 

由國際相關法制政策觀察，三種不同的模式均值我國參考，但若要於我

國落實，在我國均有修訂法律之必要，以下分述之： 

1.  媒體議價與強制仲裁 

此一制度的本質雖在於回歸商業談判，並在談判無法達成時才導入調

解與仲裁的制度，因此部分與我國現行法律制度，如《公平交易法》、仲裁

法、調解制度等合致；然而，在我國現行制度下，其實無法實行此一制度。 

首先，一般認為新聞媒體產業若考慮在個別議價談判上，可能屈於弱

勢，而欲進行集體協商，就《公平法》而言，自有聯合行為之適用，但事實

上，澳洲法制的關鍵之處，除賦予媒體企業談判請求權之外，更要求大型數

位平台應盡資訊揭露之義務，以拉齊雙方資訊落差，而使媒體企業有更強之

談判能力。然《公平法》有關聯合行為之規定，主要在於規範行使聯合行為

之一方，有關第 16 條所附加之條件或負擔，亦是就行使聯合行為之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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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與產業談判之數位平台，因此，如無改善資訊透明之法制，單純聯合行

為之許可，可能無助於強化媒體產業的談判地位。 

其次，強制仲裁制度是與仲裁法上任意仲裁相對立之概念，係指儘管當

事人之一方或雙方反對，也開始進行之仲裁程序。相關之立法，例如我國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25條第 4項有主管機關依職權交付仲裁之規定，另

外，通傳會就有線電視業者與頻道業者分潤談判上，亦提出強制仲裁之修法

草案 。必須注意的是，由於仲裁在法律上具有拘束力，因而強制仲裁之條

款，事實上與當事雙方藉由商業談判，而自主解決之原則相悖。不過，由於

大型數位平台與小型媒體企業之談判能力相差甚多，強制仲裁機制應有助

於小型媒體參與議價，以取得合理之利潤。 

2.  著作權與反壟斷監管 

本文前已論及，就有關以《著作權法》保護線上新聞內容之國際立法例，

在德國規範於鄰接權之下，但在西班牙卻採取公平補償權；歐盟 2019 年數

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第 15條的「鏈結報酬」條款，雖係參考前述德、西

之立法例，但其著作權保護之屬性並未指明。因此，歐盟雖然係以著作權作

為規範框架，實際上仍是經由授權之商業談判為之。 

我國的著作權法制是採取著作人權利法制，但並沒有鄰接權的規範，依

照《羅馬公約》等相關國際條約下以鄰接權保戶之客體，如《著作權法》第

7條的編輯著作、第 7條之 1的表演，我國均以獨立著作保護之；此外，在

《著作權法》第 22條以下對於著作財產權種類之規範，對於「表演人」的

特別規範，亦隱涵有著作權與鄰接權「保護等級」落差的體現。 

如果我國要針對線上新聞之著作權保護，並以鄰接權之方式為之，勢必

要對於現在我國著作權法中各種著作，特別是目前已在國際公約中有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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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表演人、錄音物製作人與廣播組織等，進行全面性的檢討，以訂定著作

鄰接權之專章規範。如不改變我國現行著作權法規範體系，亦可參考《著作

權法》第四章製版權之規範，增定數位平台利用新聞內容之特殊著作權保護

規範，使其具有鄰接權之特質，然此是否相容與我國著作權法體系，仍須深

入討論。 

3.  財政支持與特種基金 

基金制度之設立，首應考量基金之性質，究屬一般民間捐助之基金會，

如卓越新聞獎基金會；預算法之特種基金，或非預算法之基金，如普及服務

基金。參考加拿大之法制，應屬於政府所成立之產業基金型態，而非單純之

民間基金會，故本文以下將不討論民間捐助基金之類別。 

我國《預算法》第 4條將基金區分為普通基金與特種基金，特種基金又

區分為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與信託基金；就功能面而言，則可區分為政事

型基金 、業權型基金 與信託基金三種，而加拿大之基金制度，性質上應趨

近於信託基金，依預算法之定義，係指「為國內外機關、團體或私人之利益，

依所定條件管理或處分者」，即政府以受託人身分持有資產處理相關事項。

依據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第 8 條之規定，信託基金依法律、契約或

遺囑設立，又依據《憲法》第 15條對人民財產權之保障，如要對符合相當

資格之數位平台按年課徵一定比例或數額之金錢，應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甚

至應符合規費法之相關規範。 

四、小結 

就國際規範趨勢而論，文化主導權與產業經濟利益重分配是探討媒體

議價之核心價值，無論是採取制定談判框架(澳洲模式)、賦予特殊著作權(歐

盟模式)、或基金分配制度(加拿大模式)，均是手段之一，端視何者更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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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之達成，其間並不一定有優劣之分。例如以著作權做為保護手段，德國

或西班牙之案例並未顯示出以著作權作為手段之優越性，反而近期法國反

壟斷執法機關的強勢介入，成為影響雙方談判的重要關鍵。而澳洲雖然採行

市場談判的模式，但仍可見政府強力推動此一法案、促進市場談判的背景。

而基金分配制度，更由政府成立基金而啟動。可見不管採行何種模式，國家

政府的強力支持，似均為矯正目前數位市場失靈(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等

現象)的關鍵因素。 

由公平會於 2022 年 3月所發布之「數位經濟競爭政策白皮書」初稿中

觀察，我國公平會目前的策略，大抵以《公平法》第 15條第 1 項聯合行為

為基礎，推動媒體產業與數位平台進行集體協商作為主軸，現階段則以產業

調查為主。另就媒體產業廣告與數位平台的談判面向，我國行政院今年

(2022)10月底前召開跨部會會議時，由政務委員吳政忠定調196，有關媒體議

價先推雙方對話，於一個月內促成數位大型平台業者與廣電及平面的新聞

業者，進行首次對話，並由數位發展部、NCC（通傳會）、文化部合力建立

對話平台，鼓勵兩造對話。而目前則由文化部、NCC（通傳會）及數位發展

部初步敲定，大型數位平台業者與新聞業者於 11 月底到 12 月初，進行四

場對話，由 Google及臉書分別與電子媒體及平面媒體溝通。以目前發展情

況而論，我國行政院似較傾向由政府協助雙方進行談判開始，此較接近澳洲

之媒體議價法制之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未來我國不論採行何種制度，關鍵之一亦應在於建立數

 

196 《政治》數位平台、新聞業對話 下周登場，時報資訊，2022 年 11 月 26 日。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6%94%BF%E6%B2%BB-

%E6%95%B8%E4%BD%8D%E5%B9%B3%E5%8F%B0-

%E6%96%B0%E8%81%9E%E6%A5%AD%E5%B0%8D%E8%A9%B1-

%E4%B8%8B%E5%91%A8%E7%99%BB%E5%A0%B4-0703231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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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平台的資訊揭露的機制與義務，如此才能明確的知道媒體內容被使用的

程度，不論是做為媒體產業與數位平台進行協商的佐證，亦或是作為基金分

配機制的審計機制，均十分重要。 

 

第三節 立法模式分析：以澳洲 News Bargain Code 和歐盟數

位著作權指令為例 

如前述，各國對於數位平台的規範方興未艾，而針對數位廣告的商業模

式，又以數位平台與新聞媒體的關係首當其衝。歐美澳即有諸多新法是針對

數位平台與新聞媒體的廣告分潤模式，且大致可分由競爭法和著作權法兩

條途徑，但著作權法制的更新，又往往以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為目標。以下就

由數位平台與新聞媒體之間的關係開始分析，並舉澳洲新聞媒體議價法案

與歐盟 2019年的數位著作權指令為例，進行探討。 

一、數位平台與新聞媒體 

數位時代興起的數位平台業者，屬於所謂的「雙邊市場」197，就新聞媒

體內容與數位平台的關係而言，其雙邊市場乃是一邊透過著作權的合理使

用提供免費內容增加使用者的黏著度，另一邊則蒐集使用者的資料為廣告

主精準媒合廣告。產製與提供原創內容的新聞媒體業者，於網路免費環境之

下獲利困難，但數位平台的利潤卻年年快速增加。因而數位平台崛起的雙邊

市場商業模式，包括平台以演算法為核心的內容排序198，形塑了新聞媒體產

製內容的方針與媒體新聞內容的品質，進而影響以媒體為基礎的民主制度

 
197 Trabucchi, D., & Buganza, T. (2020). Fostering digital platform innovation: From two to 

multi‐sided platforms.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29(2), 345-358. 
198 Wallace, J. (2018). Modelling contemporary gatekeeping: The rise of individuals, algorithms 

and platforms in digital news dissemination. Digital Journalism, 6(3), 274-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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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我國報業公會曾於媒體採訪時指出，讀者在 Google、臉書等數位平台

免費閱讀傳統媒體辛苦產出的優質內容，就像「業者請來名廚，煮出五星級

餐點，最後卻放在路上任人取用200。」由於雙方獲利能力的強弱懸殊，新聞

媒體又是民主國家的重要基石，因而引起愈來愈多民主國家政府注意：是否

應從法制或政策面，協助新聞媒體向數位平台爭取合理分潤。 

閱聽大眾在數位時代下，得以輕易透過 Google、臉書、Line 等數位社

群平台，免費閱覽集結後的報導。然而，數位平台一方面仰賴《著作權法》

第 9條、第 49條、第 52條等規定，主張數位平台上轉載的內容僅為片段，

從而屬於《著作權法》的合理使用而無須付費；另一方面，雙邊市場的數位

平台亦主張其並非透過銷售轉載之媒體原生內容獲利201。然而，大型數位平

台雖未直接透過轉載或收集媒體原生內容獲利，卻可透過掌握使用者的個

人資料及閱讀資訊，轉而吸引廣告主在數位平台巨擘投放廣告以對消費者

「精準行銷」202，從而增加數位平台之營收達到獲利之效果。 

由此角度觀察，Google 及臉書等數位平台透過蒐集及轉載媒體原生內

容的雙邊市場模式，並不利於產製原生內容的新聞媒體。但正由於雙方強弱

愈形懸殊，新聞媒體業者似乎愈來愈欠缺與國際數位平台巨擘抗衡的談判

能力，在現代閱聽群眾對科技社群平台黏著度逐漸增高的客觀現實下，只能

選擇接受數位平台端制定的遊戲規則203。此一弊病將導致優質媒體辛苦產

 
199 相關討論十分豐富，例如 Jungherr, A., Rivero, G., & Gayo-Avello, D. (2020). Retooling 

politics: How digital media are shaping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 吳佳穎(2021)，同前註 Error! Bookmark not defined.。 
201 江雅綺(2021)，「『新聞有價』之戰，臉書祭封殺、Google為何願意對澳洲讓

步？」，2021年 2月 22日，https://www. twreporter.org/a/opinion-why-google-caved-to-

australia-news-media-bargaining-code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202  Ward, K. (2018). Social networks,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Kantian ethics: 

applying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to Cambridge Analytica’s behavioral microtargeting. Journal 

of media ethics, 33(3), 133-148. 
203  Kathuria, V., & Lai, J. C. (2020). The Case of Google ‘Snippets’: An IP Wrong that 

Competition Law Cannot Fix.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 Competition Research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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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原創內容的生態系更加惡化；相反的，從產業實務的角度，不合理的廣告

分潤機制等於變相鼓勵經營「內容農場」的劣質媒體，透過「不用有記者，

只要有工讀生東抄西抄」即可大量降低經營成本，反而可以在嚴峻的數位時

代下存活204。 

已有許多研究指出，在與數位平台的模式下，容易透過社群媒體製作和

傳播不實訊息或劣質訊息，可能影響民主政治205，特別是境外勢力偽裝社群

使用者的資訊操作，透過社群平台蒐集使用者個資以及使用者皆傳播節點

的特性，影響民主選舉與政治運作206。 

二、國際趨勢：各國如何協助原生內容創生者取得合理利潤？ 

基於上述數位平台影響新聞媒體的發展，國際間開始反思跨國數位平

台巨擘建置的商業規則207，對傳統媒體合理分潤機制帶來的衝擊，各國的因

應之道包括裁罰、立法和行政介入等方式。 

舉例而言，美國 2021年版本的《新聞競爭與保護法》草案(The Journalism 

Competition and Preservation Act of 2021)，即聚焦於美國公眾及國會對與

Google 及臉書此兩大數位平台巨擘就有關「著作權合理使用」的審查，並

回應 Google 及臉書擷取原生內容創生者產製的新聞標題、摘要、縮圖等，

應是否因提供原生內容創生者更合理的財務條款及分潤機制208。依據目前

 
(20-13). 
204 鄭國強(2021)，「面對臉書 臺灣恐淪數位殖民地 科技社群平台甚至變相鼓勵內容農場」，

信傳媒，2021年 4月 12日，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26816  (最後瀏覽

日：2022/11/18)。 
205 Freeman, J., & Hutchins, B. (2016). Digital media and local democracy: news media, local 

governments and civic action. Australian Journalism Review, 38(2), 19-30.。 
206 例如Miller, M. L., & Vaccari, C. (2020). Digital threats to democracy: comparative lessons 

and possible remedie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5(3), 333-356. 
207 例如 Knapstad, T. (2021). Fighting the tech giants—news edition: competition law’s (un) 

suitability to safeguard the press publishers’ right and the quest for a regulatory approach.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Practice, 16(12), 1319-1332. 
208 Adam R. Bialek & Sarah Fink (2021), The Journalism Competition and Preservation Act of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2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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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草案內容，符合資格的印刷、廣播、數位媒體(print, broadcast, or digital news 

organization)等機構將適用為期 4 年的安全港條款，得以豁免現有的美國反

托拉斯，向 Google及臉書等數位平台巨擘聯合協商(collectively negotiate)合

理的財務條款及分潤機制209。 

英國於 2021年間，針對國際數位平台巨擘於數位廣告市場，採取立法

及行政裁罰等方式積極介入。首先，英國數位市場局(Digital Markets Unit, 

DMU)於 2021 年 4 月展開一系列的立法研議及促進競爭制度的諮商，旨在

監督最具市場力量的數位平台巨擘，是否能確保競爭、創新對消費者有利

210。 

德國於 2021 年亦通過第 10 次修正德國競爭法(German Act against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 ARC)，旨在呼應歐盟 2019年通過的《數位單一市

場著作權指令》211，使競爭法執法機構作為看門人(gatekeepers)以監管數位

平台巨擘是否會損害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並賦予執法機構有權禁止數位平

台巨擘從事不公平競爭的行為212。  

法國競爭管理局於 2021 年 6 月，就數位平台巨擘 Google 對其旗下廣

告管理系統(Google Ad Manager)的優惠待遇，造成數位廣告買賣市場的壟

 
2021: Conflicts between Social, Political and Legal Aspects of Google’s Use of Copyrighted News 

Material, THE NATIONAL LAW REVIEW, https://www.natlawreview.com/article/journalism-

competition-and-preservation-act-2021-conflicts-between-social-political ( 最 後 瀏 覽 日 ：

2022/11/18)。 
209 Congress.GOV (House- Judiciary), H.R.1735 - Journalism Competition and Preservation Act 

of 2021, https://www.congress. gov/bill/117th-congress/house-bill/1735/text。 
210 UK Digital Markets Unit (2021), A Digital Markets Unit (DMU) has been established within 

the CMA to begin work to operationalize the future pro-competition regime for digital market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digital-markets-unit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211 Directive (EU) 2019/79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April 2019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96/9/EC and 

2001/29/EC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212 JonesDay (2021), supra note 132. 

https://www.natlawreview.com/article/journalism-competition-and-preservation-act-2021-conflicts-between-social-political
https://www.natlawreview.com/article/journalism-competition-and-preservation-act-2021-conflicts-between-social-political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digital-markets-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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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行為，裁罰歐元 2.2 億元(折合新臺幣約 74億元)的罰款213。 緊接著，法

國競爭管理局於 2021 年 7 月認為 Google 已出現著作權鄰接權的疑慮，應

依據網路瀏覽量、訊息發布量等數據支付原生內容創作者著作權費，並對

Google裁罰歐元 5億元(折合新臺幣約 168 億元)的巨額罰款214。  

澳洲更於 2021 年初提出《新聞媒體議價法規》(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要求大型跨境數位平台應與新聞媒

體進行包括授權的談判，也要求大型數位平台必須一定程度揭露其演算法

以便讓新聞媒體了解其運作215。 

美國與英國的立法取徑較偏向由競爭政策出發216，而德國與法國則與

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所創設的著作鄰接權高度相關，澳洲另創

蹊徑，進而規範強制談判和演算法的揭露。由於英美法案尚在諮詢與討論

中，故此後續本節將聚焦歐盟與澳洲的兩項法案，省思數位時代如何重塑數

位平台與新聞媒體的權利規則。 

歐盟 2019年的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針對新聞刊物發行者就數位

使用所創設的著作鄰接權，澳洲則於 2021年通過的新聞媒體議價法規 (The 

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可由政府強

制介入議價協商；以下則進一步探討數位時代，(歐盟)新聞媒體數位內容使

用權利的創設與(澳洲)強制議價機制的建立，其立法的衡量與立法之後的效

 
213 Simon Read (2021), Google fined €220m in France over advertising abuse,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7383867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214 Reuters (2021), France fines Google 500 mln euros over copyright row,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france-fines-google-500-mln-over-copyright-row-2021-07-

13/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215  Matulionyte, R. (2020, December). Proposed 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 Why it May 

succeed.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um: journal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Industrial Property Society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No. 122, pp. 59-63).  
216 江雅綺(2021)，「網路反壟斷浪潮 臺灣數位政策如何定位」，交流雜誌，財團法人海

峽交流基金會，2021年 8月 9日，https://www.sef.org.tw/article-1-129-12990  (最後瀏覽日：

2022/11/18)。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7383867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france-fines-google-500-mln-over-copyright-row-2021-07-13/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france-fines-google-500-mln-over-copyright-row-2021-07-13/
https://www.sef.org.tw/article-1-129-1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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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三、數位時代、集結內容的超大數位平台如何衝擊媒體內容業的利潤模式 

依據 2020年《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導，全球廣告市場已達到

5,300 億美元，其中數位廣告的比率達到 52%。相較於 21 世紀初，數位廣

告的比率僅不到廣告總額的 2%；亦及，數位廣告市場在 20年間成長 26倍，

此種成長速度及規模，遠遠超過上一代的媒體科技革命──電視。217然而相

較於數位廣告市場驚人的業績成長，數位內容業者所取得的比例卻日漸減

少。根據 2020年澳洲市場競爭機構的調查，每 100澳幣的網路廣告，Google

拿走 53元，而臉書拿走 28元，剩下的 19 元，才由餘下眾多媒體通路爭食

218。 

本部分之研究重心聚焦於分析數位時代、集結內容的超大數位平台如

何衝擊媒體內容業的利潤模式。根據統計，臺灣 2020年的數位廣告市場規

模達新臺幣 482.56億元219，惟光是 Google及臉書兩大跨國科技社群平台巨

擘，就囊括其中 6 至 8 成的數位廣告收益，大幅影響原生內容創生者的合

理利潤220。此部分除透過文獻分析，研究團隊也預計安排數位廣告與新聞媒

體實務工作者的訪談，以更深入了解數位廣告運作與利潤分配細節。 

四、歐盟「新聞媒體數位內容使用權創設模式」及澳洲「強制議價模式」 

如同前述，國際現行針對數位平台及新聞媒體原創內容利潤分配之規

 
217 臺北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2020)，「數位廣告規模 首度超越傳統媒體」，2020年

7月 6日，http://www.taaa.org. tw/news/article/7398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218 江雅綺(2021)，同前註 201。 
219 DMA(2021)，「2020年臺灣數位廣告量全年達 482.56億台幣，成長首度跌破雙位數」，

2021年 5月 12日，https://www. dma.org.tw/newsPost/923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220 楊孟立(2021)，「數位平台須付費 新聞議價潮流興起」，中時新聞網，2021 年 5 月 3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 newspapers/20210503000350-260118?chdtv  (最後瀏覽日：

2022/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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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重塑，本研究計畫將針對歐盟與澳洲兩種模式： 

首先，歐盟的「新聞媒體數位內容使用權創設」模式，乃透過歐盟於

2019 年提出的《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中規定，針對新聞刊物發行者

就數位使用所創設的著作鄰接權。歐盟會員國如法國，已有引用此條款並與

數位平台成功談判授權金額221。 

其次，澳洲的「強制議價」模式，乃澳洲 2021年通過的《新聞媒體議

價法規》，即先要求數位平台跟新聞媒體進行協商議價，但政府不主動介入

訂定分潤比例，以保留市場機制談判空間；但如果數位平台與新聞媒體協商

不成時，即會啟動仲裁程序。其中，紐西蘭亦有亦跟進澳洲之機制222。 

就前述研究重心擬探討之兩種模式，簡要說明如下： 

(一) 歐盟的「新聞媒體數位內容使用權創設」模式：歐盟數位單一市場

著作權指令針對新聞刊物發行者就數位使用所創設的著作鄰接權223 

歐盟早於 2000 年推出的《電子商務指令 (Directive on electronic 

commerce)》中224，即針對數位服務提供者於那些情況下可以主張免責進行

規定。隨著數位經濟蓬勃發展，新模式的資訊社會服務提供者(ISSP)興起，

歐盟決定調適既有 ISSP 責任規定，於 2016 年首次提出《數位單一市場著

 
221 Miranda Ward(2021)，Google signs licensing agreement with French publishers,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published on 26 of Jan., 2021, https://www.afr.com/companies/media-and-

marketing/google-signs-licensing-agreement-with-french-publishers-20210126-p56wx8. (最後

瀏覽日：2022/11/18)。  
222 蘇思云(2021)，「修法要求網路平台付費媒體？ 學者提基金模式更適合」，中央社，

2021 年 4 月 3 日，https://www. cna.com.tw/news/ahel/202104030026.aspx  (最後瀏覽日：

2022/11/18)。 
223 本段論述大部節錄自江雅綺，陳俞廷(2021)，從電子商務指令到歐盟數位服務法草案--

論歐盟 ISP責任架構之演變，全國律師，第 25卷第 7期，頁 31-44。2021/7。 
224 Directive 2000/31/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8 June 2000 on certain 

legal aspects of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s, in particular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Internal 

Market, 2000 O.J. (L 178) 1 [hereinafter Directiv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https://www.afr.com/companies/media-and-marketing/google-signs-licensing-agreement-with-french-publishers-20210126-p56wx8
https://www.afr.com/companies/media-and-marketing/google-signs-licensing-agreement-with-french-publishers-20210126-p56w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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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指令之倡議》(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225，增訂從事儲存使用者

提供資訊、並向大眾提供該資訊之 ISSP 業者，在其使用者提供資訊為他人

著作或其他受保護之內容時，該 ISSP 業者應取得權利人授權，並採取內容

識別等措施，防免著作或受保護內容於 ISSP 業者服務中不當使用，藉此解

決 ISP 業者間接透過侵權內容不公平獲利之問題。但有批評認為這樣的規

定，允許業者過濾網路資訊，將影響言論自由與網路資訊之流通226，因此該

提案歷經多番討論與協調後，決定調整上述 ISP 責任的倡儀內容，並於 2019

年 5月正式公告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Directive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227。 

爬梳歐盟 2019 年新創設的《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主要關於新

聞媒體內容的新制度包括： 

1. 新增 ISSP業者種類：在 2019年《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中，

將提供儲存服務，並向公眾提供使用者所上傳的大量受保護之著作或其他

保護客體，藉此獲利之 ISSP業者，定義為「線上內容共享服務提供者」(online 

content sharing service providers, 以下簡稱 OCSSP業者) ，例如社群網站與線

上影音平臺即屬於此定義下的 OCSSP業者； 

 
225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COM (2016) 593 (Sep. 14, 2016) [hereinafter Proposal for Copyright in 

the DSM]. 
226  Eleonora Rosati (2019), The EU’s New Copyright Laws Won’t “Wreck the Internet” The 

directive isn’t perfect. But it’s not the disaster critics are claiming, slate, 

https://slate.com/technology/2019/04/eu-copyright-directive-article-13-wreck-internet.html. (最

後瀏覽日：2022/11/18)。 
227  Directive (EU) 2019/79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April 2019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96/9/EC and 

2001/29/EC, 2019 O.J. (L 130) 92. 

https://slate.com/technology/2019/04/eu-copyright-directive-article-13-wreck-interne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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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線上內容共享服務提供者」應積極取得權利人之授權：根據 2019

年《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第 17條第 1項至第 3項，若 OCSSP業者有

向公眾提供，其使用者上傳之著作或受保護內容時，將影響權利人之公開傳

輸權、鄰接權等權利，OCSSP 業者需取得權利人之授權，如與權利人簽訂

授權契約等。此制度之目的在於將 OCSSP 業者獲得之利益與權利人分享，

以鼓勵權利人繼續創作； 

3. 無法取得權利人授權之替代措施：根據 2019年《數位單一市場著

作權指令》第 17 條第 4 項，若 OCSSP 無法依據《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

令》第 17條第 1項至第 3項之規定取得權利人授權，則未符合法定免責要

件的 OCSSP 業者228，須就其未經授權向公眾提供著作或受保護內容之行為

負擔相關責任229；以及 

4. 新增使用新聞媒體內容之義務：根據 2019年《數位單一市場著作

權指令》第 15條規定，若 ISSP業者於網路中使用新聞出版內容，該新聞出

版內容之出版業者可向 ISSP主張其擁有重製、向公眾提供該新聞出版內容

之權利，而該權利其有效期間為該出版內容發表年之 1 月 1 日起算 2 年。

由於《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賦予新聞出版業者這項新權利，理論上

ISSP 業者於服務中使用新聞出版內容，或其使用者上透過其服務上傳或向

 
228 2019年《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第 17條第 4項的法定免責要件包括：(a)已盡力

以獲得權利人之授權；(b) 於權利人提供必要資訊後，依據專業盡責最高標準，盡力確保

特定著作或受保護客體無法被他人獲得；(c) 於收到權利人充分證實之通知後，迅速採取

行動，禁止他人接取或刪除網站中經通知之著作或受保護內容，並盡力避免該著作或受

保護內容被再次上傳。 
229 為免影響整體數位經濟的發展，歐盟抓大放小，考量上述規定對不同規模業者之影

響，於同條第 6項中規定，於歐盟境內營業不滿三年、年營業額低於 1000萬歐元之小規

模 OCSSP，若有上述情況，僅需證明其已盡力以獲得權利人授權，並收到通知後及時禁

止接取或刪除經通知之著作或其他保護客體即可；而規模較為龐大之業者，其行為影響

範圍廣，且有足夠之資本履行前述義務，因此另外規定，每月訪客平均數量超過 500萬

之 OCSSP，尚需另外證明，就權利人已提供必要資訊應禁止他人取得之著作或受保護客

體，已盡最大努力防止他人再次上傳。詳參江雅綺、陳俞廷(2021)，同前註 106，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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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播新聞出版內容時，ISSP 業者皆須獲得出版業者之授權，否則將侵

害出版業者之重製與公開傳輸等權利。 

前述歐盟 2019 年《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中「新增使用媒體內容

之義務」，即歐盟考量到產製原創內容的傳統媒體，其原創內容極易被 ISSP

業者蒐集彙整後，成為其所提供服務的一部分，或被使用 ISSP 的平台使用

者上傳後再向大眾傳播，而辛苦產製原創內容的新聞媒體業者，卻無法獲得

任何相關利益，或僅能被迫接受 ISSP 業者提出的不合理分潤商業條件，導

致產製原創內容的優質新聞媒體業者，產生存續危機。舉例而言，2019 年

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即依循歐洲法院 2014年 Svensson 案和

2016 年 GS Media 案等建立的判斷標準，規定大型數位平台對新聞網站的

超連結，需得到新聞網站之授權，否則數位平台巨擘在超連結時無償同時使

用新聞標題、首段內容與照片縮圖，將影響產製原創內容的新聞網站流量

230。 

歐盟各國於 2021 年間為了落實《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陸續透

過立法及行政措施等方式要求數位平台巨擘於數位廣告市場落實該指令的

精神。舉例而言，根據 2019年《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第 15 條規定，

若 ISSP 業者於網路中使用新聞出版內容，該新聞出版內容之出版業者可向

ISSP 主張其擁有重製、向公眾提供該新聞出版內容之權利，而該權利其有

效期間為該出版內容發表年之 1 月 1 日起算 2 年。由於《數位單一市場著

作權指令》賦予新聞出版業者這項新權利，理論上 ISSP 業者於服務中使用

新聞出版內容，或其使用者上透過其服務上傳或向大眾傳播新聞出版內容

時，ISSP 業者皆須獲得出版業者之授權，否則將侵害出版業者之重製與公

開傳輸等權利(German Act against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 ARC)，賦予競爭

 
230 楊智傑(2019)，歐盟網頁超連結著作權侵權責任與新聞網站超連結稅之研究，世新法學，

第 13卷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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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執法機構有權禁止數位平台巨擘從事不公平競爭的行為231。其次，法國競

爭管理局先後於 2021 年 6 月對數位平台巨擘 Google 與其旗下廣告管理系

統(Google Ad Manager)的優惠待遇，造成數位廣告買賣市場的壟斷行為，裁

罰歐元 2.2億元(折合新臺幣約 74億元)的罰款232，以及於 2021 年 7月，判

定 Google 已出現著作權鄰接權的疑慮，且認定 Google 未能與媒體業者就

著作權鄰接權「誠信」(in good faith)談判，故對其裁罰歐元 5億元(折合新

臺幣約 168億元)的巨額罰款233。 

(二) 澳洲的「強制議價機制」：澳洲 2021年通過的新聞媒體與數位平

台強制議價法案 

澳洲競爭暨消費者委員會 (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在 2019 年發表一份長達 600 多頁、名為「數位平台調

查」(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的報告234。 依據該調查報告，在 2006 年到

2016年間，澳洲整體新聞相關的工作少了 9%，而傳統紙媒下降更快，少了

26%的工作；即便 2014 年至 2018年澳洲人口和經濟都增長，但在傳媒平面

媒體的記者人數在這 5年中少了 20%。此外，根據 ACCC 的統計，2008 年

到2018年澳洲有106家地區性和區域性的報紙關閉；報告裡十分憂心指出，

過去 15年來，與地方政府相關的公共新聞沒有人在處理，地方法院、醫療、

科學新聞被報導的幅度大幅下滑235。 

 
231 JonesDay (2021), supra note 132. 
232 Simon Read (2021), Google fined €220m in France over advertising abuse,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7383867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233 France 24 (2021), France's anti-trust authority fines Google €500 million in news copyright 

row, https://www.france24.com/en/business/20210713-france-s-anti-trust-authority-fines-

google-%E2%82%AC500-million-in-news-copyright-row.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234  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2019),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https://www.accc.gov.au/focus-areas/inquiries-finalised/digital-platforms-inquiry-0. (最後瀏覽

日：2022/11/18)。 
235 江雅綺(2021)，同前註 201。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7383867
https://www.france24.com/en/business/20210713-france-s-anti-trust-authority-fines-google-%E2%82%AC500-million-in-news-copyright-row
https://www.france24.com/en/business/20210713-france-s-anti-trust-authority-fines-google-%E2%82%AC500-million-in-news-copyright-row
https://www.accc.gov.au/focus-areas/inquiries-finalised/digital-platforms-inquir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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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澳洲於 2021 年 2 月正式通過《新聞媒體議價法規》(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236，該法案除了要求

數位平台業者對內容付費，同時更強化媒體內容端業者的談判能力，規定媒

體可集體與 Google或 Facebook 談判，並在授權金額談判不成時、設計強制

仲裁機制，而有利於原本處於談判弱勢的在地媒體。此外，該法案還規定若

數位平台更改演算法，需要通知做為內容提供者的媒體，否則將會被罰澳幣

千萬以上、或該公司 10%的在地營業額237。 

依據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CCC)主席希姆斯於媒體訪問時強調，

《新聞媒體議價法規》得提供在地媒體建立對等力量，且強制仲裁模式將有

助於在地媒體有談判籌碼，與 Google及臉書等跨國數位平台巨擘平等談判

238。 

立法完成後，依據 2021 年 12月 3日澳洲政府通訊部部長 Paul Fletcher

發佈的新聞稿，澳洲政府自 2021 年 2 月以來，已促成 Google 與臉書與 30

餘間新聞機構簽訂商業協議，成功解決數位媒體巨擘與新聞媒體間議價能

力失衡，不僅維護澳洲多元化的媒體環境，對於澳洲民主和澳洲人民而言更

是至關重要239。 

五、由數位經濟層面分析對跨國科技巨擘的可能因應 

 
236 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2021), 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 

Project Overview, https://www.accc.gov.au/focus-areas/digital-platforms/news-media-

bargaining-code.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237 江雅綺(2021)，同前註 201。 
238 Lisa Visentin & Zoe Samios (2021), “Government has not given up anything”: ACCC chair 

backs media code change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government-has-not-given-up-anything-accc-chair-

backs-media-code-changes-20210224-p575dt.html.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239 The Hon Paul Fletcher MP, Minister for Communications (2021), 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 delivering for regional Australia, https://ministers.treasury.gov.au/ministers/josh-

frydenberg-2018/media-releases/news-media-bargaining-code-delivering-regional. (最後瀏覽日：

2022/11/18)。 

https://www.accc.gov.au/focus-areas/digital-platforms/news-media-bargaining-code
https://www.accc.gov.au/focus-areas/digital-platforms/news-media-bargaining-code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government-has-not-given-up-anything-accc-chair-backs-media-code-changes-20210224-p575dt.html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government-has-not-given-up-anything-accc-chair-backs-media-code-changes-20210224-p575dt.html
https://ministers.treasury.gov.au/ministers/josh-frydenberg-2018/media-releases/news-media-bargaining-code-delivering-regional
https://ministers.treasury.gov.au/ministers/josh-frydenberg-2018/media-releases/news-media-bargaining-code-delivering-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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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科技巨擘在網路時代影響力不斷增加，固然造成許多科技與社會

問題，因而有些論點認為，我們需要拆分超大型的科技公司！但是相對的，

也有人認為：科技巨擘彼此競爭著要帶給消費者前所未見的便利時，這難道

真的不是帶給社會科技進步的好主意嗎240？這需要從經濟學理論與競爭法

律，進行交錯的分析。 

到頭來，若要了解這些位於科技與網路前緣、所謂壟斷的平台科技巨擘

公司，與過去占據中央、唯一一家壟斷的電信公司或能源公司的動機有何不

同，分析者可能需要跳脫一般傳統經濟學的思考方式。 

傳統壟斷者或如同亞當斯密所推測，會藉由設立各類障礙以阻止其他

競爭者加入市場、提高價格或限制產量等手段，試圖將剩餘由消費者轉移到

生產者。我在這種傳統的思考上，生產者的獲利就是消費者的損失。消費者

可能需要支付更多的費用或放棄使用生產者的商品或服務，而競爭市場監

管機構的主要任務就是思考如何將部分剩餘重新轉回消費者。 

外部性(Externality)是源自經濟學的討論，其基本內涵指的是一個人的

行為間接影響他人之福祉，卻不用承擔相應之義務跟回報，又稱為外溢效 

(Spillover effect)241。外部性可依照影響的程度與優劣區分為正外部性與負外

部性：前者代表個體之行為會帶給他人好處、後者則帶給他人某種程度的衝

擊。 

外部性，依其影響經濟產值的多寡，又可分類為「正外部性(外部利益)」

與「負外部性(外部成本)。前者通常是指「外部經濟效應」，其代表個體之

 
240 數位平台「壟斷」 真的是壞主意嗎？工商時報 書房編輯 2022.05.09 

https://ctee.com.tw/bookstore/selection/637890.html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241 Ahmed, E. M. (2021). Modell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cyber 

security externalities spillover effects on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12(1), 412-430. 

https://ctee.com.tw/bookstore/selection/6378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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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行為帶給他人經濟上的效益而自己卻未享受到，反之，外部不經濟則是

增加他人成本、危害他人之部分，自己卻不用承擔任何責任義務，僅負責內

部成本。 

從外部性的概念思考，傳統實體產業成長往往到達某一規模時，其邊際

報酬便逐漸遞減242。每單位服務的成本，會讓取得每單位新顧客變得在經濟

上更加不划算，即所謂到達「規模不經濟」的臨界點。造成此種情形的主因，

通常是因為組織營運結構與規模擴大所增添的複雜度，而此類複雜性又時

常抵銷內部資源，消耗了原本經濟規模增加所帶來的利益，因而產生規模不

經濟的現象。具有生產規模，然而經濟實力例如毛利產生、淨利的能力卻因

產業標準化而持續被壓抑或競爭。 

然而，傳統的壟斷模型可能已經過時。和傳統經濟學家的假設不同是，

數位平台不存在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問題，服務 101 位消費者和服務一

百位消費者的成本完全相同。在過去工業化、製造業思維中，主要經營模式

是從供給面驅動，慣性的思考都是成本控管(cost down)，以生產效率創造成

長，產品或服務的數量愈大，單位成本愈低，逐漸形成壟斷市場。平台經濟

模式的核心則是網絡，也就是現在許多人在談的「網絡思維」，從需求面、

消費者端所驅動，商業模式逐漸從過去的 B2B 轉變為 B2C 甚至是 C2B 

的趨勢，從 Google、Amazon、微軟，到 Uber、Airbnb 及 eBay，平台模式

是目前這些最大、成長最快速、最具顛覆破壞力公司的成功基礎。透過平台

的資源整合形成網絡效應，最終創造出生態系。而且數位平台和過去多數產

業不同的是能產生網路效應，也就是能產生良性循環，愈多消費者使用平

台，就能讓平台更好用且更方便243。 

 
242 陳志民，數位平臺經濟與市場競爭：國際規範趨勢與案例評析，公平交易委員會電子

報 第 133 期 
243 誰能真正靠「網路效應」賺數位經濟的錢？Chihwen Hsieh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8%AA%B0%E8%83%BD%E7%9C%9F%E6%AD%A3%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8%AA%B0%E8%83%BD%E7%9C%9F%E6%AD%A3%E9%9D%A0%E7%B6%B2%E8%B7%AF%E6%95%88%E6%87%89%E8%B3%BA%E6%95%B8%E4%BD%8D%E7%B6%93%E6%BF%9F%E7%9A%84%E9%8C%A2-chihwen-hsieh/?originalSubdomain=cn


120 

 

至於網路外部性，則是指網路產品或是服務能夠讓使用者獲得的價值

或是好處，會隨著該項產品或是服務之使用者總人數的增加而增加更多，增

加的幅度甚至會呈現平方趨勢。網路效應是基於經濟學的外部性，也是基於

1993 年 George Gilder 以表彰 3Com 公司創辦人(Robert Metcalfe)之理念所

提出的麥卡菲定律 (Metcalfe’s law) 244， 是對網路價值和網路技術的一種

現象描述，主要是指產品價值隨著使用人數增加或是兼容產品的產品的增

加而增加的一種現象。以數學公式表示「網路的價值為使用者的平方」也就

是 v = n2。「麥卡菲定律」就認為，網路價值的成長幅度會是使用人數的平

方。因為網路外部性，網路產品或是服務本身品質的好壞，未必是決定經營

成敗的關鍵，因為使用者會考慮該項產品或是服務使用者的普及程度，所以

最多人使用的產品或是服務，最容易吸引更多潛在的使用者，至於該項產品

或是服務在功能與品質上是不是優於競爭產品或是服務，往往不是最優先

的考慮。 

而網絡效應讓交易內容平台、應用生態式經營可以享有「規模報酬指數

遞增」的預期性收益。當平台消費者願意花更多錢進入規模較大的消費網

絡，使用者為平台共創的利潤率就會跟著上升。生產者的獲利就是消費者的

損失已經不再成立，我們已經脫離零和遊戲，市場中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都能

同時從壟斷中獲利。舉例來說，一般民眾在選擇網路通訊軟體的當下，會優

先選擇最多親友使用的通訊軟體，而不是最理想的通訊軟體245。 

數位平台的演進，顯示出將壟斷定位為控制供給量並最大化價格的「壞

 
E9%9D%A0%E7%B6%B2%E8%B7%AF%E6%95%88%E6%87%89%E8%B3%BA%E6%95

%B8%E4%BD%8D%E7%B6%93%E6%BF%9F%E7%9A%84%E9%8C%A2-chihwen-

hsieh/?originalSubdomain=cn  (最後瀏覽日：2022/11/18)。 
244 Metcalfe, B. (2013). Metcalfe's law after 40 years of ethernet. Computer, 46(12), 26-31. 
245 賴祥蔚》網紅背後的平台經濟學，18:202022/03/06 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306703858-260405?chdtv  (最後瀏覽日：

2022/11/18)。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8%AA%B0%E8%83%BD%E7%9C%9F%E6%AD%A3%E9%9D%A0%E7%B6%B2%E8%B7%AF%E6%95%88%E6%87%89%E8%B3%BA%E6%95%B8%E4%BD%8D%E7%B6%93%E6%BF%9F%E7%9A%84%E9%8C%A2-chihwen-hsieh/?originalSubdomain=cn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8%AA%B0%E8%83%BD%E7%9C%9F%E6%AD%A3%E9%9D%A0%E7%B6%B2%E8%B7%AF%E6%95%88%E6%87%89%E8%B3%BA%E6%95%B8%E4%BD%8D%E7%B6%93%E6%BF%9F%E7%9A%84%E9%8C%A2-chihwen-hsieh/?originalSubdomain=cn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8%AA%B0%E8%83%BD%E7%9C%9F%E6%AD%A3%E9%9D%A0%E7%B6%B2%E8%B7%AF%E6%95%88%E6%87%89%E8%B3%BA%E6%95%B8%E4%BD%8D%E7%B6%93%E6%BF%9F%E7%9A%84%E9%8C%A2-chihwen-hsieh/?originalSubdomain=cn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306703858-260405?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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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意」，並不能這樣一概而論。這些創新數位平台同時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創

造便利，因此常常稱作「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Spotify 超越以往連

結更多的歌手和聽眾，Spotify成長得愈大，歌手和聽眾人數也會同時增加。

臉書促成許多先前不存在的社團，愈多社團會帶動更多子社團出現。全球規

模的 YouTube 實現更多跨文化的交流，超越以往的國內的壟斷者，而且

YouTube 成長的規模愈大，愈能連結更多文化。這些壟斷者都在利用網路

效應和零邊際成本媒合買家和賣家，如果沒有這些條件，一切就不可能發

生。最後，壟斷者的作法和得到的結果感覺是個「好主意」246。 

杜蘭大學 (Tulane University)商學教授暨能源研究所 (Tulane Energy 

Institute)所長傑弗瑞．帕克(Geoffrey Parker)，所撰寫平台經濟模式：從啟動、

獲利到成長的全方位攻略(Platform Revolution)247，即指出：平台模式最重要

的關鍵在於保持生態系的平衡，若市場中只有一家企業獨大壟斷時，中小型

企業失去生存空間，最終會造成生態系崩潰，所以「協作分享」才是平台模

式的重點，希望透過不同角色的「互補」，創造更大的市場，相較於傳統製

造業壟斷、獨霸思維，平台的出現對於產業而言，開啟了正向、健康的循環。

隨著 Amazon等國際強勢平台，造成了不公平競爭的問題，這是美國聯邦交

易委員會(FTC)正在思考的重要議題，學理與實務都有迫切需求，也讓平台

經濟學成為熱門的顯學。我國主管機關在對於平台經濟進行管制前，也可對

於管制行為背後的經濟學思考，加以辯明，以正當化政府的介入行為是促進

整體公益。 

 

  

 
246 同上註。 
247 Parker, G. G., Van Alstyne, M. W., & Choudary, S. P. (2016). Platform revolution: How 

networked markets are transforming the economy and how to make them work for you. WW 

Norton &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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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解析臺灣數位廣告生態圈 

近年來，國際型平台佔臺灣數位廣告量的比例越來越高的生態變化，自

然衝擊到本地的媒體生存。因而社會上開始出現應跟進澳洲與法國的做法，

研擬可行的立法模式，要求 Google、臉書等國際型平台須針對使用新聞內

容付費。但在是否要付費？如何付費之前，有必要先針對整個數位廣告的產

業演變與目前生態先進行了解。 

臺灣數位廣告大約從 1999年左右開始出現專業化，當時，主要數位廣

告的概念，較為接近傳統非數位的型態，以靜態 Banner圖片的版位為概念，

強調所謂的眼球流量。到之後隨著Google將其搜尋功能強項與廣告結合後，

廣告在在流量之外，開始重視所為的消費者意圖，藉由消費者搜尋行為，再

投遞主題關聯性高的廣告。 

相較於過去非數位媒體的數量有限，隨著數位化應用增加，各類網站如

雨後春筍般出現，再至 2007年蘋果發表 iPhone推動了行動經濟浪潮，品牌

主要面對越來越複雜的媒體環境以及廣告型態(如關鍵字、影音、社群口碑

等)，過去以人力處理的型態，無法應付產業環境的變化，為了增進媒體投

放的效率與成本管控，使得數位廣告市場進入到結合人流、價格、意圖、廣

告形式等組合的年代。 

過去做行銷，比較像是品牌單向溝通：先設定目標族群、找廣告公司提

案、製作廣告影片、透過媒體公司投放，最後經由焦點團體訪談，得知廣告

成效，但現在行銷強調的是雙向溝通，廣告一上線，立刻可以看到瀏覽人數、

曝光表現，甚至是網友的留言反應等成效，透過大數據的分析、累積，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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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等新技術給予消費者最即時的回應。 

為了要達成以人為本的行銷目的，使得近幾年 MarTech 應用成為行銷

領域重要的一部分。下圖 5-1說明了現今整個產業價值鏈狀況。 

圖 5-1：臺灣數位廣告產業價值鏈248 

當品牌主有數位行銷需求時，若是內部有專門的行銷團隊，由於主要平

台提供了自助式後台，內部人員往往可以就直接在跟數位媒體端操作廣告

投放，臺灣許多電商業者，都偏向這類的自操模式。 

當然，品牌主會透過數位廣告代理商或顧問業者協助完成行銷案，代理

商可以統包所有黃橘色區塊業務，也可能是跟可個別執行黃橘色業務的獨

立業者合作，例如現今就有許多專門進行投放或專精於內容製作的中小型

 
248 DMA臺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製表。黑色箭頭表業務流程。粉色箭頭表數據回

饋。粉色圓型一般媒體，橘色圓形為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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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綠色的MarTech 區塊，是與非數位媒體最大的不同之處，即透過 CDP、

CDP 這類數位工具與數據的分析應用，找出更精準的消費者，通常這些 DSP

平台都可以依照不同廣告活動、時間、流量來源、TA種類等不同維度提供

完整的分析報表，然後在所謂的即時競標廣告交換平台上，動態的依據需求

與價格進行投放競標撮合。例如品牌主若想找 30~40 歲，有小孩的職業婦

女，其他非訴求的讀者族群則會自動被排除與過濾掉。 

投放之後，可再收集各類消費者數據，做為之後再分析的用途。就目前

的投放生態，越來越多朝向利用系統運作的程序化購買機制，根據 DMA 的

報告顯示，2021年臺灣廣告透過程序化購買的比例已達 47%。 

在程序化購買的系統中，任一個廣告型態都有一個基本價格(Base price)，

而廣告主可以並輸入他們願意競標的金額，經由交易平台上的演算法，決定

最後由誰得標。 

臺灣絕大部分媒體都是使用Google的廣告平台，包括GAM和 adsense。

Google 所提供媒體的廣告管理平台 GAM 上，媒體的一個廣告版位曝光，

會依序經過 Google的聯播網 GAD，以及即時競價 OA環境，最後到其他的

聯播網出價，經由層層出價的過程，讓媒體廣告可以得到最高的出價。 

在競價方式上，媒體多半採用所謂的 Header bidding，意即當一個廣告

版位在交易平台上出現時，會先跟對接的 ADX/SSP 提出廣告播放需求，先

透過頁面的 JavaScript 與進行合作的媒體競標找進行詢價，而後向出價最高

的廣告伺服器取得廣告，實現收益最大化。若有剩餘流量時，則會再依順序

往下探詢其他競爭者。這個傳統的方式，多半採用次價密封的競價型態，但

因過程較不透明，往往無法得知得標金額。 



125 

 

Google為了對抗媒體主導的 Header bidding，近期積極推動所謂最高價

(First price)的競價方式。不過，競價方式通常是應用展示性廣告，尤其是橫

幅廣告(Banner)上，但這類型的廣告佔比逐年下滑，加上臺灣市場廣告主整

體數位預算量沒有太大變化，競價方式改變對產業分潤結構，以及媒體整體

營收明顯的影響。 

一旦完成投放後，多半廣告主或代理商，會根據使用者點擊、瀏覽或後

續互動狀況，透過 CPM、CPC、CPA 或 CTR等指標，或是名單產生收集、

App下載數等項目，檢視其轉換成交率的數據，作為再行銷依據。 

二、數位廣告的數據蒐集利用及消費者權益保護 

其中，數據又可分為幾種類型，第一方數據是直接來自企業自己的網

站、app等所採集的互動數據與客戶資訊；第二方數據是從另一家公司收集

或購買來的數據；第三方數據則是從不同來源的集合中所獲得的，例如

Google、Facebook 這類平台。 

因此，數位廣告這是一段不停調整的動態過程，為的就是要在對的時間

將對的廣告投遞給對的人。意即，過去在非數位媒體時代，主要是著眼版面

與時間，例如頭版廣告，或黃金八點檔，但在數位環境下，更看重的是如何

找到對的人。 

然而，隨著消費者隱私權意識的提升，主要瀏覽器業者已宣布，將逐步

推動清除第三方 Cookie 的資料，這將使得過去數據監測點閱行為受到極大

的限制，增加投放難度與精準度，行銷業者與品牌客戶如何透過更廣泛的內

容比對技術，搭配 DMP 或 CDP 這類自有數據建立，將公域流量轉為私域

流量，成為業者近來關注的議題。 

三、臺灣數位廣告業者受到跨國科技巨擘平台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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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產業生態中，Google 算是比較特別的存在，除了本身的搜尋、

關鍵字、地圖等都成為一種可進行投放的媒體外，同時也掌握了包括 DSP、

廣告交易平台、以及 SSP 的角色；此外，Google 本身也掌握了雲端技術、

Chrome瀏覽器、還有手機安卓系統，可說是完全掌握了整個數位應用生態

系。 

由於數位廣告生態變得較為複雜，這也使得過去的分潤情況有所改變。

同樣是 100 元的廣告預算，多了一段 MarTech 的業者加入，而且 MarTech

業者，每個色塊都有各自的業者存在，越多人加入這樣的價值鏈之中，自然

使得媒體端收到的利潤較以往少掉不少。 

對於本地媒體而言，由於過去主要的競爭優勢建立在內容而非科技，因

此在數據的彙整與應用上，自然不如科技背景出身的平台業者，因此，彼此

之間形成了一種新競合關係。 

臺灣數位廣告近幾年的成長動能都來自國際性平台，本地媒體廣告業

務萎縮，使得國際平台與本地媒體生態，呈現略微緊張關係，政府相關部門

包括公平會、NCC（通傳會）、文化部等都開始關注此一發展，不論未來我

國決定採取何種模式，均需要更多的對話機制與協作，並思考建置本地數位

交易平台的可行性，找到多贏方案。 

四、研究團隊「產業問卷調查」之重要發現 

為彙整產業界重要代表及相涉團體之意見，研究團隊透過「產業問卷調

查之方式(請參研究報告「附錄一：訪談問卷」及「附錄二：訪談問卷結果

暨分析簡報」)，本次產業問卷之調查對象包括數位行銷經營協會(DMA)、

廣告業者、影音平臺、衛星電視公會、雜誌公會、報業公會等。 

問卷經蒐集後，有效之訪問對象訪包括「廣告代理商」9位、「Mar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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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4位、「媒體平台」9位，總計 22位。需說明的是，由於多數業者不

願或無暇受訪，最後本計畫的有效受訪對象主要為部分 DMA協會會員，但

DMA 協會與上述其他協會就此議題均有聯繫討論，DMA 協會內部也曾就

相關議題不斷詢問、確認會員的意見。因而最後受訪對象於表面上看來雖僅

22位 DMA協會會員，但本計畫問卷調查之結果，應有一定之代表性。 

本次產業調查問卷之主題，包括三大部分，分別為「跨國科技巨擘與廣

告市場發展現況」、「跨國科技巨擘與數位廣告」及「數位廣告市場相關政

策」。關於本次訪談問卷之調查結果分析，重要發現及受調查者之主要回饋

意見，整理如下： 

(一) 「跨國科技巨擘與廣告市場發展現況」： 

 約 86%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數位廣告將逐漸取代傳統廣告。 

 約 95%受訪者曾運用跨國科技巨擘公司投放數位廣告，曾投放廣告

之比例： 

- YouTube：廣告代理商 100%、MarTech 廠商 100%、媒體平台約

77%； 

- Facebook：廣告代理商 100%、MarTech 廠商 100%、媒體平台

約 88%； 

- Google：廣告代理商 100%、MarTech 廠商 100%、媒體平台約

88%； 

- Instagram：廣告代理商約 88%、MarTech 廠商 100%、媒體平台

約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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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指出排名前三的跨國科技巨擘為：Google (21)、Facebook 

(Meta)(19)、YouTube (16)。 

 約 77%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跨國科技巨擘投放數位廣告，

對其營運影響重大。 

(二) 「跨國科技巨擘與數位廣告」：  

 約 77%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跨國科技巨擘相較於傳統廣告

業者更具有競爭優勢： 

- 認為跨國科技巨擘掌握數據優勢(流量來源)及先進技術，且本身

沒有競爭者。 

 約 63%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跨國科技巨擘投放數位廣告，

面臨市場不公平競爭： 

- 認為價格與規則完全由跨國科技巨擘議定，且遊戲規則未公開

透明； 

- 認為跨國科技巨擘廣告以競價形式進行，卻很難衡量最終價格

的合理性與真實性； 

- 認為跨國科技巨擘業者並沒有完全落地、繳稅，也沒有暢通的

客服中心。 

 約 77%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臺灣廣告業者與跨國科技巨擘

公司的市場地位不對等，跨國科技巨擘妨礙臺灣廣告市場公平競爭。 

- 認為跨國科技巨擘無視臺灣市場既有專業合作，廣告主直接將

預算投放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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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臺灣本土平台成長太緩慢。 

(三) 「數位廣告市場相關政策」： 

 約 36%受訪者不滿意(非常不滿意及不滿意)現行的數位廣告相關法

規，約 40%受訪者不清楚現行的數位廣告相關法規： 

- 不滿意者認為政府應出面促使跨國科技巨擘業者善盡管理言論

之責任，檢舉案件不應罰到代理商； 

- 不滿意者認為不清楚去哪裡找各種廣告法規的負責單位，且沒

有管理平台之專法； 

 約 72%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跨國科技巨擘賺取的利潤在臺

灣應有新的課稅機制： 

- 認為廣告營業額須公開透明被課稅，且不應要求廣告主要向國

稅局申請境外交易； 

- 認為羊毛出在羊身上，可能變相增加廣告主成本。 

 約 81%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跨國科技巨擘已造成臺灣本地

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業的經濟損失： 

- 認為跨國科技巨擘的巨額利潤卻沒有在臺灣帶來相應就業人口。 

 就跨國科技巨擘對本地業者造成損失的解決之道，約 54%受訪者認

同(非常同意及同意) 跨國科技巨擘應對本地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

業進行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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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應建立條件較好的分潤機制(或退佣機制)，例如將跨國科技

巨擘固定分潤的 5 成回饋給本土媒體產業、產出內容者、以及

協助服務廣告主的本土廣告代理商； 

- 認為政府應主動制定規範，例如比照澳洲新聞議價法規，提高

媒體的分潤比例； 

- 認為應禁止平台經營內容與出版相關業務，或禁止平台全文刊

登服務。 

 就跨國科技巨擘對本地業者造成損失的解決之道，約 18%受訪者不

同意(非常不同意及不同意)跨國科技巨擘應對本地廣告代理商或媒

體產業進行補償： 

- 認為補償不能解決問題，而是如何讓市場運作更公平； 

- 認為本地廠商如果技術與資金都無法贏過跨國科技巨擘，再怎

麼補償也沒有用； 

- 認為媒體如自己不願意授權，就不要授權，而不是補償。 

第二節 政策建議 

具體而言，研究團隊認為關於競爭政策因應之前提核心，可能在於確認

我國傳統媒體產業的衰退與大型數位平台間，是否能建立相當的因果關係。

例如，傳統媒體在數位轉型過程，其所面對的究竟是來自於原生數位媒體之

競爭，而導致的自然衰退，抑或是來自於大型數位平台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合

作關係，導致傳統媒體產業在將其內容轉換為利潤上產生困難。調查者應深

入瞭解媒體產業之間的競合關係，以及數位平台與媒體產業之間的合作關

係，對於商業模式的運行有完整的理解。除此之外，也必須關注我國新聞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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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容方面的發展，由新聞供應數量、編輯政策、新聞報導深入程度、自製

率、新聞多樣性、類別、報導則數、從業人員數量與配比等質化與量化的面

向，瞭解是否在數位平台影響下而有品質衰退、選擇減少之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就研究團隊進行產業問卷調查後發現，數位廣告市場涉

及內容平台業者、也涉及廣告代理業者，內容業者更強調內容有價的機制

(不論是透過議價協商、著作權利修正或是補償機制進行)，但廣告代理業者

則強調面對科技巨擘的不平等地位，促進公平競爭，而非僅考慮內容要受到

補償，否則市場機制將受到扭曲。 

以研究團隊進行產業問卷調查為例，即有高達 81%受訪者認同(非常同

意及同意)跨國科技巨擘已造成臺灣本地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業的經濟損失；

惟受訪者就「跨國科技巨擘是否應對本地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業進行補償」

之詢問時，雖有約 54%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跨國科技巨擘應對本地

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業進行補償，惟亦有約 18%受訪者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及不同意)跨國科技巨擘應對本地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業進行補償。研究團

隊發現，受訪者就本議題乍看之下呈現分裂之答覆，是因為受訪者涵蓋數位

廣告市場的「內容平台業者」、「廣告代理業者」等不同角色的參與者。承

前述，「內容平台業者」關注內容有價，自然傾向同意跨國科技巨擘對內容

有價的補償機制；反之，「廣告代理業者」並非內容供應者，對他們來說最

重要的問題是市場雙方只有一方說了算，因此更關注市場公平競爭，而傾向

認為補償機制可能會扭曲市場機制，故較傾向不同意貿然要求跨國科技巨

擘對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業進行補償，認為這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就競爭法相關政策制度面的整備，由國際相關法制政策觀察，三種不同

的模式均值我國參考，但若要於我國落實，在我國均有修訂法律之必要，已

如前述。以下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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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體議價與強制仲裁 

此一制度的本質雖在於回歸商業談判，並在談判無法達成時才導入調

解與仲裁的制度，因此部分與我國現行法律制度，如《公平交易法》、仲裁

法、調解制度等合致；然而，在我國現行制度下，若要實行此一制度，可參

考澳洲立法或如紐西蘭主管機關暫時免除聯合行為之責任，否則，現階段其

實無法實行此一制度。 

首先，一般認為新聞媒體產業若考慮在個別議價談判上，可能屈於弱

勢，而欲進行集體協商，就《公平法》而言，自有聯合行為之適用，但事實

上，澳洲法制的關鍵之處，除賦予媒體企業談判請求權之外，更要求大型數

位平台應盡資訊揭露之義務，以拉齊雙方資訊落差，而使媒體企業有更強之

談判能力。然《公平法》有關聯合行為之規定，主要在於規範行使聯合行為

之一方，有關第 16 條所附加之條件或負擔，亦是就行使聯合行為之一方，

而非與產業談判之數位平台，因此，如無改善資訊透明之法制，單純聯合行

為之許可，可能無助於強化媒體產業的談判地位。 

其次，強制仲裁制度是與仲裁法上任意仲裁相對立之概念，係指儘管當

事人之一方或雙方反對，也開始進行之仲裁程序。相關之立法，例如我國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25條第 4項有主管機關依職權交付仲裁之規定，另

外，通傳會就有線電視業者與頻道業者分潤談判上，亦提出強制仲裁之修法

草案 。必須注意的是，由於仲裁在法律上具有拘束力，因而強制仲裁之條

款，事實上與當事雙方藉由商業談判，而自主解決之原則相悖。不過，由於

大型數位平台與小型媒體企業之談判能力相差甚多，強制仲裁機制應有助

於小型媒體參與議價，以取得合理之利潤。 

二、著作權與反壟斷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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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以《著作權法》保護線上新聞內容之國際立法例，在德國規範於鄰

接權之下，但在西班牙卻採取公平補償權；歐盟 2019年數位單一市場著作

權指令第 15條的「鏈結報酬」條款，雖係參考前述德、西之立法例，但其

著作權保護之屬性並未指明。因此，歐盟雖然係以著作權作為規範框架，實

際上仍是經由授權之商業談判為之。 

我國的著作權法制則是採取著作人權利法制，但並沒有鄰接權的規範，

依照《羅馬公約》等相關國際條約下以鄰接權保戶之客體，如《著作權法》

第 7條的編輯著作、第 7條之 1的表演，我國均以獨立著作保護之；此外，

在《著作權法》第 22 條以下對於著作財產權種類之規範，對於「表演人」

的特別規範，亦隱涵有著作權與鄰接權「保護等級」落差的體現。 

因而如果我國要針對線上新聞之著作權保護，並以鄰接權之方式為之，

勢必要對於現在我國著作權法中各種著作，特別是目前已在國際公約中有

所共識的表演人、錄音物製作人與廣播組織等，進行全面性的檢討，以訂定

著作鄰接權之專章規範。如不改變我國現行著作權法規範體系，亦可參考

《著作權法》第四章製版權之規範，增定數位平台利用新聞內容之特殊著作

權保護規範，使其具有鄰接權之特質，然此是否相容與我國著作權法體系，

仍須深入討論。 

三、財政支持與特種基金 

基金制度之設立，首應考量基金之性質，究屬一般民間捐助之基金會，

如卓越新聞獎基金會；預算法之特種基金，或非預算法之基金，如普及服務

基金。參考加拿大之法制，應屬於政府所成立之產業基金型態，而非單純之

民間基金會，故本文以下將不討論民間捐助基金之類別。 

我國《預算法》第 4條將基金區分為普通基金與特種基金，特種基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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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為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與信託基金；就功能面而言，則可區分為政事

型基金、業權型基金與信託基金三種，而加拿大之基金制度，性質上應趨近

於信託基金，依預算法之定義，係指「為國內外機關、團體或私人之利益，

依所定條件管理或處分者」，即政府以受託人身分持有資產處理相關事項。

依據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第 8 條之規定，信託基金依法律、契約或

遺囑設立，又依據《憲法》第 15條對人民財產權之保障，如要對符合相當

資格之數位平台按年課徵一定比例或數額之金錢，應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甚

至應符合規費法之相關規範。 

四、資訊揭露 

最後，未來我國不論採行何種制度，關鍵之一亦應在於建立數位平台的

資訊揭露的機制與義務，如此才能明確的知道媒體內容被使用的程度，不論

是做為媒體產業與數位平台進行協商的佐證，亦或是作為基金分配機制的

審計機制，均十分重要。 

五、本研究計畫研究團隊建議 

關於上述三項(議價、著作權、基金)不同的立法制度，本計畫報告已於

先前章節中提出研析。由於考量國際現有的立法與執行經驗，若採取修改著

作權法的模式，沒有國家政府的強力支持，跨國科技巨擘平台有不願參與授

權談判之前例，似仍難以矯正市場失靈。倘若採行議價制，則目前已有媒體

內容業者與跨國科技巨擘業者完成授權談判之經驗。而若採行由政府成立

基金制度，亦需政府強力支持與參與。且以目前我國行政院已促進在地業者

與跨國科技巨擘平台進行對話之發展，本計畫團隊建議未來若要立法，可先

考慮採行由在地業者與跨國科技巨擘平台業者進行談判的議價制度，視市

場談判狀況發展，再決定是否應進一步採行基金制度立法與著作權法制的

修正。而有關跨國科技巨資訊揭露之相關規範，則可一併於議價法制或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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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研議的數位法制中漸進處理。 

 

 

  



136 

 

附錄 

附錄一 訪談問卷 

(團隊初擬，與產業界及學界交換意見後，並經委託單位確認) 

公平交易委員會111年度委託研究計劃「跨國科技巨擘

與在地市場競爭秩序之研究－以廣告資源為例」 

問卷調查 

 

請選填您的身分類別為： 

廣告主   廣告代理商     媒體產業      其它_______ 

 

請針對跨國科技巨擘對於我國廣告市場資源的影響，請在適當數字上勾選

。非常同意是「5」分，同意是「4」，不清楚是「3」，不同意是

「2」，非常不同意是「1」。 

 

【跨國科技巨擘與廣告市場發展現況】 

內容 5     4      3      2      1 

1.您是否同意數位廣告將逐漸取代傳

統的廣告？ 
                   

2.您是否曾運用跨國科技巨擘公司投

放數位廣告？ (如選擇否，請直接

跳到第 5題) 

□是     □否 

3.承上題，請勾選您所運用投放數位

廣告的跨國科技巨擘公司，以及該

跨國科技巨擘平台占您最近期年度

總數位廣告預算的比例為何？ 

□ Google，占比約_______% 

□ YouTube，占比約_______% 

□ Facebook(Meta)，占比約
_______% 

□ Instagram，占比約_______% 

□其它，占比約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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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上題，請簡要說明您最近期年度

的總廣告預算(或是收入)，大約有

多少比例分配(或是來自於)跨國科

技巨擘公司？ 

 

5. 承上題，您可以指出排名前三的

跨國科技巨擘公司嗎 (或就您記憶

所及排名最前面的跨國科技巨擘公

司)? 

 

6.您是否認為運用跨國科技巨擘公司

投放數位廣告的行為，對您的的企

業營運影響重大？ 

                   

如有，請簡要說明受到影響為何？ 

 

 

 

 

【跨國科技巨擘與數位廣告】 

內容 5      4      3      2     1 

1.是否同意利用跨國科技巨擘公司(如

Google、Facebook(Meta)等)進行數

位廣告，相比其他傳統廣告(如線

下廣告)，在市場上更具有競爭優

勢？ 

                   

如有，請簡要說明優勢為何? (如業

績成長、廣告成本較低…) 

 

 

 

 

2.您是否同意您的企業運用跨國科技

巨擘公司投放數位廣告的情況，面

臨市場之不公平競爭狀況(限制競

爭或不公平競爭)？ 

                   

如有，請簡要說明您覺得市場不公

平(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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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3.您是否同意臺灣廣告業者與跨國科

技巨擘公司的市場地位不對等，跨

國科技巨擘有妨礙臺灣廣告市場公

平競爭(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

情形？  

                   

4.承前題，如您本身有遭遇跨國科技

巨擘公司妨礙臺灣廣告市場公平競

爭(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的實

例，請簡要說明相關事件及您的後

續處置方式？ 

 

【數位廣告市場相關政策】 

內容 5     4      3      2      1 

1. 您對於現行的數位廣告相關法規

是否滿意？ 
                   

請簡要說明原因。 

 

 

 

 

2.您是否認為跨國科技巨擘公司所賺

取的利潤，在臺灣應有新的課稅機

制？ 

                   

如您認為應有新的課稅機制，請簡

要說明您的看法或建議。 
 

3.您是否認為跨國科技巨擘公司，已

造成臺灣本地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

業的經濟損失？ 

                   

請簡要說明您的看法。 

 

 

 

4. 您是否認為跨國科技巨擘公司應

對本地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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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 

如有，請問是否有建議相關補償機

制？ 

 

 

 

 

 

 

 

填寫完畢後，請將問卷交給工作人員或電郵回執予[姓名、email 

address]，謝謝您的合作！ 

 

請填寫下列資料，謝謝！ 

 

姓名  

任職機構  

E-mail  

 

 

 

委託單位：公平交易委員會    

研究團隊：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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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問卷結果暨分析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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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效 成本  
 社群用戶數、粉  誠度經營、 流、   與    

  家公    全世界 成的數位廣告，其他平台與媒體， 能分
  下的 成

 客戶將會透過跨國平台 放數位廣告，取代與媒體 接對   的
機制。同時競價機制由跨國巨擘決定，媒體 有決定 價的權力，
是一個主要影響。 對臺灣媒體  ，因為數位廣告的單價低，所
以大 數採用的是內容行銷 式作為廣告的主要營收  。

 廣告 算被 分  
 封  境
   實質的成效
 本 廣告市場大富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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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代理商         商 媒體平台

 

 

 

 

 

 

 

 

 

 非 同意 同意 不清楚 不同意 非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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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公開， 面 利， 接下單
   平台，技 與人力的 資規模  大
 能算出業 增長的     成本也是真的 較低
    較低
 數據  與 化
 因本 資本龐大，    臺灣可能未經  之個人資料以及大數據
所以相對廣告 放成效較 。

 會 動業 、 實質收益或是客戶的 作 間    。
 執行門 較低
  有競爭者

 

                        

  及新用戶、 及較 準受眾、流量變 更容易
 使用人數   市場
 他  取用戶數據與隱私， 用  算法與人 智 ，成就數位廣告商
業模式

 廣告成本低， 作 面簡單， 通容易（  不需要人力 通）
 全球資 、數據資料、 進技 
  準成效 
   流量  
  勢：準度高、效益 、即時性高 ，基本上對客戶 是  的  
 勢：服務利 極低、員  以有 確的下 時間（須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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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代理商

 

 

 

 

 

 

        商 媒體平台

非 同意 同意 不清楚 不同意 非 不同意

                        

 價 與規則完全由對 議定，甚至強 代理商的利 結構透明
 規模大，  市場
 大者 大
 違反公平交易法之  市場，跨國科技巨擘公  業在市場處於無競爭  ，並
 有  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其 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 有 達四分之
三以上，以其  之 業， 有下列行為：
一、以不公平之 法， 接或間接  他 業參與競爭。 其  市場之力量，
將其他媒體之內容以極低價 收  下，  其他媒體競爭。
二、對商 價 或服務報 ，為不當之決定、維 或變更。 自變更平台 版以
及合約內容， 自變更廣告退 ，以及以演算法之名任意  廣告價 。
三、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 予特別  。 予特 合約以及特別   利
於跨國科技巨擘公 之單位。
四、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濫用市場地位非經  收 個人資料。

   連基本的發    地，  ，  麼  
 代理商教 市場國外公 收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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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廣告主會得到大公 更 更 進的技 服務，小公 小客戶是
學不到的

 跨國科技巨擘同時也對  服務的客戶提供更 資訊、  到服務
代理商 間。跨國科技巨擘 予 客的 間大於代理商所能夠服務
的範 。

 廣告以競價形式進行，     量最 價 之合理性與真實性

 

                       

 跨國科技巨擘公 的成本結構計算 式與  規則未公開透明，成
效和成本 有定價  例如節 時成本更高， 高  也 有透明  ，

   算、成本和營收完全 準，甚至經營的社群  會不  的
被消 ，即使消   ，影響收 是小 ，流 用戶數更 重，也
使得 資在跨國科技巨擘公 的成本   高，完全無法  。

 本 平台與政 ，能夠取得的用戶數據， 有跨國數位 權的 頭
 以他 自 有利條件 時更 規則
  有完全 地成立公  抖音） 有完全 稅 （抖音） 有成立管
  通的客服中 （                抖音）

  有不公平  適者 存
 流量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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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國巨擘利用其成本與技 上的 勢，一 面取得媒體的數據，另
一 面用管理 統   式取得流量（ 存）。如果要更換該 統
（                 ），就無法繼續和      合作。這造成名義上

 有壟斷與不公平競爭， 實質上 有任何的 統能與他競爭， 
 整個   由該  者壟斷的  。
就          有同 的問題，主 社群媒體  ，用  獲取用

戶後，進一步 制媒體的  ，以網站流量管理的 式實質壟斷 
市場。
同時需要提出的 有          與          等平台新聞 合 。
利用  與   能力，要求媒體提供免費的內容 平台， 後禁止

媒體 流回自 的網站獲得自 的流量。進而利用所獲得的用戶銷
 平台內的廣告，而免費提供內容的媒體無法從中獲得相對的營收
。也是另一種的壟斷。  

                     
                     

 廣告代理商

 

 

 

 

 

 

 

        商 媒體平台

非 同意 同意 不清楚 不同意 非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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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平台成長太  
 無後續處理 式
 跨國公 經營 客的後果，代理商利益被侵 。求 反應無門
 第一 資料的應用
 太  ，不用 述
 服務客戶完後 公  接 客戶  提供更 條件
   違反反托拉斯法或公平交易法， 重壟斷市場，   業其他 業 存。將其
他媒體之內容以極低價 收  下，  其他媒體競爭。
  廣告代理商及廣告主間之廣告 業模式中  策略，  ，製作， 化， 作
等  專業合作，跨國科技巨擘公  無視 有專業合作， 接鼓勵廣告主將 
算 放至平台，此 所  之相關問題與責任 不 盡管理之責，任由廣告主及
代理商自行善後。 例如跨國科技巨擘公  下平台之廣告充    ， 申訴 
訴無門。 
  未經  收 個資數據，並未善盡管理平台以及內容管理之社會責任。

  

                       
                           

 會思考  性   客戶理 非跨國科技巨擘 案的特色，目的 
是  客戶能 使用本 市場的資 。

 平台本 有出 疑    的問題（廣告 查時 問題、上線後內容

是 的）， 無論如何申訴  人理會，  客戶認為是代理商問
題。或是有完全符合規定之廣告內容上線後被強制下架，需要 次
申訴 有可能  ， 處理速度過     客戶 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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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媒體的社群 戶違規， 因為  付 跨國科技巨擘的 
算較高   的也不低 ，因此當違反經營規則時，並 有 到 權

。而  的社群   算 有特別高，則 接被 權，    相
當 的用戶數與廣告營收，不公平的  規則，   臺灣廣告市
場的公平競爭。

 本 平台與政 ，能夠取得的用戶數據， 有跨國數位 權的 頭
，政 也處理不 

  對      的廣告，  進行其他營收管  合， 低其在數位廣
告對營收的影響力。

 對        ，   止               合作，避免        將流量  
讓媒體的數位廣告能力進一步 低。
對          和          ，  進行不付費就 止合作 式，盡
可能談判要求 予有對價的營收。   

數位廣告市場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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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代理商

 

 

 

 

 

 

        商 媒體平台

非 滿意 滿意 不清楚 不滿意 非 不滿意 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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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一 處理 種平台規範
 國際 商制定  規則

 未善盡管理言論之責任，網路上充滿  色以及  ，  ，  
 。  政 出面管理。

 有  有 
   案件不應罰到代理商

 

                       
           

 根本不清楚     種廣告法規的負責單位
  行法規對  在經營的市場  影響不大。

 法規應該已經數十年 有因應數位 境變化而修正  ，太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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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  是著作權法、  法    等 對內容的法規， 有 對平台
業者規範的法規，或是保護消費者  例如 媒體   的法規。

 臉書上的  廣告， 能監管 ？

  行數位廣告   有專門的條文進行規範，也 有相對的競爭 
 機制。同時因為面對的是跨國巨擘，因此臺灣法律也無法進行有
效的 法  。

 規則過   不符合市場趨勢 政 管 所屬機關不明
 無法公平競爭

 

                     
           

 廣告代理商

 

 

 

 

 

 

 

        商 媒體平台

非 同意 同意 不清楚 不同意 非 不同意 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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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稅負
  意 ， 稅是政 單 面的 法，目前 有 到可以  的理由
 合理 稅
   出在  上，可能會變向增 廣告主的成本，進而影響 放意願
   最為  
  業所得稅應 臺灣公 一 
 跨國科技巨擘利用本 資本以及龐大資  勢， 將臺灣市場壟斷以及未
經  收 個資，並利用臺灣中小媒體平台內容 發  取其中利益 。
科技巨擘 下平台之內容有  未經  以及非法  社會 序之內容
，本 未  管制，造成社會成本增 ，除廣告業界要  負擔成本管
理外，整個社會成本付出也極大。   播主之 ，  ，  等問題  所
以認為政 必須 以管制外，另外  管理上之稅務或成本。

 

                       
              

 廣告營業額需公開被 稅

 就公平正義原則  是， 可 而知這 費用也會  回客戶或代
理商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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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 情  ，因為最後新的 稅機制會  成本 是會  到媒體。
 他 過  的稅， 是要 的
 就 照本 公 就可以 該成立分公 就分公 該 稅就 稅。 照
本 公  理而不是成立特別條款。本 公 自 也要爭 一 ，不能
  法律     。

 做臺灣的市場 稅 經地義
 流量要 稅
       、        、     應該將實際負責廣告的公 在台設立分公 
，進行 稅。而不是要求  主或媒體需要向國稅 申 境外交易或境
外收 。這 等於是讓跨國公 應該負擔的稅負   本地 商與媒體
。臺灣財政機關 因   ，應該主動 決此問題，而不是消極和媒體
與  主 ：  可以不要用。如果跨國巨擘有需要納稅，並且必須負
擔本地市場的成本，就能 低其  造成的不公平競爭影響。

 

                     
                

 

廣告代理商

 

 

 

 

 

 

        商 媒體平台

非 同意 同意 不清楚 不同意 非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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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業者 被打  
 價 與規則完全由對 議定，甚至強 代理商的利 結構透明
 獲利共用合作  
 數位廣告代理商 著跨國巨擘 影響不大，  業  問題流量 利不
在，業主應著在    與客戶經營。傳 廣代應 趨勢 型。

 科技巨擘每年從臺灣 取上 億廣告 算， 未以相對該有的 資以及
人力成本善 管理，造成整個數位廣告 業需  人力 力協 善後  
發 問題或非法內容等  ，並且 業之廣告 算和整體廣告  之經濟
不斷向外流出，造成本  業或本 平台以及媒體 有相對 算和能力

維 營 ， 能   內容並且不斷  ，造成整體廣告 業不 全。
 不公平的競爭， 上巨額利   有  應該有的就業人 ，服務 到
   也 他  法    最為 重

 稅收減  資於 業也減 
  

                     
           

  有              ，大家獲利 變  

 大家 在協  廣並 實，業 被 的 高下， 有被要求門 更
高、收益 低是相當不合理的！

   代理商 稱  中求 存， 數位技 的進步確實對  客戶
是  ，也因此提高  資量，所以 是  、也是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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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成效透明，影響中間代理商或媒體公 整合規 的利 條件

 大部分廣告 算   到跨國科技巨擘公 ，且臺灣本地廣告價 
  跨國科技巨擘公   ，  本地廣告公 的 利更 。

  有創造就業 ， 有在臺灣設  與研發中 ，更 有為臺灣創
造   

 已在上述問題簡要 明完 
   法市場競爭  本 。 規範的法規應該要一 這 是 成的
 獲得最高廣告營收， 對 業的 利無作為
       流量，臺灣 業 能分 下的 

  

                     
           

  廣告代理商

 

 

 

 

 

 

 

        商 媒體平台

非 同意 同意 不清楚 不同意 非 不同意 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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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是  ，而是如何讓市場更公平
 合理分 

 因為跨國科技巨擘過大，壟斷市場，本地廣告代理商或媒體 業不
得不依 在其之下，委 在極小的利 下分享內容和服務，造成不
 全之廣告  。建議需要有 定的分 機制，例如科技巨擘的廣
告 算需以 定分  式將五成回饋 協  出內容之本地媒體 
業，以及協 服務廣告主之本地廣告代理商。目前是       科技巨
擘  和     協  出內容之本地媒體 業，以及協 服務廣告主之
本地廣告代理商 、建議 為    科技巨擘 ，     內容之媒體和
協 服務之代理商 

 政 應有規範

  

                 
           

 技 ，資金 做不 人家， 麼 ，就像台積電 強，中國 再 
人再   是做不 一 的。這 麼   ？

    提供更 速有效 的問題申訴管  代理商，並 對非 作人員
造成之問題提供應有的  。
   提供合理的退  例 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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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件較 的退 機制
 提供媒體特  案與媒體價 ，且 對媒體    可以清楚的 明管
理的規範，而不是 一般消費者的管理 式一 。

  照澳洲新聞議價法規
 實際  作為回饋機制的計算
  認為不是  。這字 是  的，該付費就付費，媒體自 若不願意
授權就不要授權，而不是用  這種字  要求收 。   成媒體之
間訂立一個價 模 （並非聯合定價造成壟斷）， 可以透過價 模 
或價  間， 大型平台參考是否要付費取得。

    要求納稅，或國稅 減免媒體、代理商需 付的境外稅負
   需提高媒體的分  例
   禁止平台經營內容與出版相關業務，或是全文刊 服務（新聞 合 
，例如          或          。            以 流為主機制不需要
納 管理），如此可 低平台或跨國巨擘  用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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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

 一、  得跨國科技巨
擘對 國數位廣告市場
的影響是什麼 

 二、是否有  市場公
平競爭  制競爭或不公
平競爭 的情況 

 三、  得 在相關 數
位廣告市場 的法規政策
是否足以因應 

 四、是否應建立  機
制 或如媒體議價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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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線上座談會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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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會議時間：2022 年 9月 23日(五) 

二、 會議地點：視訊會議 

三、 會議議程： 

主持人開場 (10:30-10:40) 

研究團隊簡報 (10:40 -11:10) 

專家座談 (11:10-12:30) 

四、 參與人員 

計畫主持人：江雅綺副教授 

協同主持人：楊宗翰助理教授 

兼任助理研究員：王政凱律師 

與談人：(依姓氏筆畫順序) 

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林照真教授 

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天下雜誌 吳迎春董事長  

Google代表/理律事務所吳為涵律師  

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監事/城邦媒體集團法務部 邱大山資深經理  

中正大學經濟學系 陳和全教授 

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 陳淑婉秘書長  

衛星公會 陳依玫秘書長 

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楊智傑教授 

台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DMA)盧諭緯秘書長 

中央社記者 

自由時報記者 

ETtoday(東森)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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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要： 

計畫主持人江雅綺副教授： 

您覺得跨國科技巨擘對我國數位廣告市場的影響是什麼？是否有妨礙

市場公平競爭的情況？ 

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林照真教授： 

謝謝有這個機會參加，我不知道今天會有這麼多數據和記者，不過還

是很樂意發表。我覺得這份報告反映了代理商和媒體的關聯，有時候一致有

時候不一致。國內關於這個的研究很少，所以這份報告真的很珍貴，我研究

一年多也覺得廣告是數位媒體會出現這麼多問題的原因。我認為目前業者

對現在的機制不是很清楚，數位時代來臨對新聞造成影響，但對廣告的影響

面向更大。尤其是使用者滑鼠可能隨時滑走，曝光時間短，比電視收視率更

殘酷，最小的單位不到一秒鐘。而廣告商即使買到曝光，他也不知道會在哪

些平台或人前出現，媒體也不知道是誰來買廣告，所以大家對這套機制很不

滿。 

我建議大家了解程序化購買，其中的四個機制，每一個 Google都有參

與。廣告聯播網的機制，現在所有的廣告大餅有 80％是數位廣告，這些平

台到底獲利多少沒有正確數字，大部分調查認為接近 8成，甚至超過 9成。

他們不相信還有人想要投放到傳媒，因為 Google,Facebook 掌握了使用者數

據，可以精準投放廣告，而這不只是臺灣的問題，全球都在面臨，臺灣政府

目前沒有做出相應的對應。我針對數據廣告寫了 7 頁左右的報告，並根據

公平交易法提交到公平會，公平會應該在三個月內給我回應但目前兩個月

了還是沒有消息。數位廣告機制非常複雜，規範了不同平台及不同廠商，且

只需一張信用卡就可以在上面做很多交易，每個人都能做。需求商、廣告代

理平台、資源管理和廣告交易平台，每一個都有很多廠商參雜在裡面，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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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都是不透明的交易。 

針對主持人提出的四個問題，我希望公平交易委員會可以重視這份研

究和我提出的請求調查，特別是針對 Google，他在臺灣其實比 Facebook 大

很多，他是否有造成壟斷？美國有要求他不能作為所有的中介，在每一個程

序都抽成，而且全隨自己的喜好。媒體訂的金額其實非常低，他們已經盡量

自售廣告了，其實廣告能投放的空間很大，但都只能在這個機制之下運作，

這需要政府的介入。 

廣告代理商雖有各種聯合，但沒有人給他們指引，只能依靠經濟力量。

而媒體若變得衰弱，會嚴重影響內容生產和國內論述品質，希望大家能重

視。 

計畫主持人江雅綺副教授： 

感謝林教授，其實我也長期有關注林教授的研究，接下來我們請陳教

授。 

中正大學經濟學系陳和全教授： 

謝謝你們剛剛的發言，我很佩服。從剛剛江教授的內容來看，內容相

當多，當場消化有點難，我大概分為幾點。現在產業面對新環境非常恐慌，

沒有規則且相對複雜，剛剛調查結果顯示議價規則不清、議價能力很弱、資

訊管理及引用穩提、智慧財產權問題以及課不到稅的問題，這樣的環境很像

15 年前流通管道興起，柑仔店的式微，當時上游的廠商其實是很恐慌的，

要面對新廠商對上架費的大開口，那時候也開了很多座談會想解決這個問

題。舊產業面臨新科技，如果我們認為彼此是競爭，那因為沒有新科技因應

所以我們去要求政府，但我們應該把彼此看成是競合，是上下游垂直的關係

和角度，如此一來雖然同樣是議價低，但可以變成探討大型科技平台的訂價



165 

 

有沒有對上下游廠商有不公平對待的情形，以適用我們目前的公平法。並且

我認為應該區分行銷廣告和媒體，如果是單純的媒體，那我們可以要求明確

規則讓大家依循，但補助就不恰當。但若就產業媒體內容而言，因為我一直

認為缺少這將對國家的發展有很不好的影響，所以我偏好補助。當然其他國

家也有很多先例可以參考了，我這裡大概就主張這兩個。 

其實 Amazon 就有發生這樣的狀況，他因為量大所以委託運送的時候

可以談到很好的價格，於是 Amazon內部就開了一個專案，讓第三方可以加

入並使用他們的運送，價格會降低很多。像這樣的不公平不僅僅在廣告業發

生，他在各個產業都有發生，現在這些科技公司因為他們是跨產業的，所以

要去了解他跨產業如何操作。在歐盟的新法規裡面也有針對這個討論，若採

事先管制，對這個產業的傷害可能更大，歐盟是規定當公司營收到某個地步

時則需要公布某些資訊，這也是事前管制的一種，只是沒有那麼深入。那有

這些現象時產業要如何存活，也是每個產業一定會面臨到的問題，而這些大

科技平台應該不是公平會自己可以處理的，可能要集合各部門的力量去釐

清。 

計畫主持人江雅綺副教授： 

跨不同產業的槓桿效應很重要，剛剛也有很多產業認為找不到主管機

關，謝謝陳教授指導。 

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楊智傑教授： 

首先，先限縮在 Google，因若針對封閉式管道如 Facebook 還要切割

很多部分，會較難釐清。整個廣告科技供應鏈可以切分成很多個環節，但  

Google 卻在每一個環節都佔有地位，市佔率超過 5 成，雖然允許其他 SSP

業者存在，但好像有在試圖削弱他們的競爭力，這是否不公平？第一，他收

集了消費者的個資和企業用戶的資料，也許其中有沒跟企業用戶說清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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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的地方，Google可以具有優勢就是因為他掌握了很多消費者的個資。 

現在世界對 Google比較多的調查是自我偏袒的部分，他不太跟別的業

者交易，讓自己的業者越來越大，目前有三個國家的競爭法調查機關針對這

點調查。使用自己的出版者投放廣告也會影響到其他媒體平台，其他 SSP

業者競價後，自己的 SSP 業者因為可以掌握到其他人的競價結果，所以他

只要比那個價格多一點點就可以標得，這樣是很不公平的，新聞媒體平台也

因而無法賣到最好的價格。價格資訊不透明，雖然兩端的資訊透明但中間的

Google 卻沒有透明資訊，廣告主可能花了 150 元買，但我只能知道我收到

了 100 元，不知道 Google 收了 50 元，法國雖有規定他們不能彼此偏袒，

但其實Google只要調整一點點規則就可以規避，因為大家都不太清楚細節。 

美國的 15 個州共同起訴 Google 有自我偏袒，初步的判決已成立。另

一個可能方向是立法介入，歐盟數位市場法透過事前管制來避免可能的問

題，對個資收集的問題、費用透明、廣告成效透明等都有規範，但自我偏袒

的問題沒有處理到。 

計畫主持人江雅綺副教授： 

謝謝給我們很明確的兩個方向，歐盟和法國這些，一方面楊教授講的

問題是產業朋友的心聲，另一方面是臺灣可以參考這些來改進。 

台北市商業雜誌同業公會邱大山監事： 

針對簡報的第 17 頁跨國科技巨擘的優勢，尤其是媒體在面對這些平

台的時候真的沒有太多議價的條件，那造成這樣情況，為什麼平台會變得這

麼大，其實所有人的使用習慣、獲取內容及閱讀的習慣都在改變，現在人每

天使用手機，這些平台是透過這樣的習慣被餵大，我們都很清楚當他大到這

個程度，掌握了上下游的通路和消費者的資訊，是我們最困難的部分，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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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這邊對 17頁非常有感觸。 

新科技當然帶來新的好處，2010-2020 年網路廣告成長極大，其實在

2021 年的時候 Google 佔了臺灣 5 成，Facebook 大概 2 成，總共佔了臺灣

廣告 70％的分量，我們不得不去迎合這個趨勢。而其實在轉型的趨勢下，

新聞媒體對大平台的競爭／競合關係，大部分是我們需要這些平台去曝光，

讓更多人可以來我們這邊觀看，我們需要他們帶來的流量，當然也有可能是

我們要自己主動出去，或選擇遵守平台規則。我想這應該不是侵權問題，大

部分是我們自己散布出去的，我想使用者自己的轉傳也不是平台的問題，但

政府應該看到，兩個實力懸殊的對手在比賽時國內媒體有沒有能力去反抗

或談判交易條件？這是很困難的，我們通常只能配合。 

所以政府不管採取甚麼手段來保護我們，都應該要有一個想法，怎麼

看待我們新聞業者？怎樣對本國業者保護？我想新聞媒體是國家非常重要

的民意影響者，我想是很需要國家來關注這部分，當兩邊實力懸殊，政府有

必要啟動保護機制來進行調配，應該採取必要手段，至於選擇立法、課稅或

補助都是可以考慮的手段。 

計畫主持人江雅綺副教授： 

  媒體產業應該跟其他產業有區別的對待，我們也很開心能呈現這些產

業的意見，讓政府了解目前現況非常重要。我們邀請秘書長。 

臺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DMA)盧諭緯秘書長： 

質化研究和之前的研究都能讓我們對這個議題有更深刻的了解，我認

為公平會是有想處理這個問題的。那公平會就應該對這些進行調查，這些都

是個別業界在實務上有遇到的狀況，裡面絕對可以整理出十個案例，我認為

公平會應該針對這些有行動和調查，且不能拖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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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媒體的言論狀況越來越糟糕，現在的平台沒有責任的概念。現

在真的找不到第二、第三家可以來抗衡或補充，因此他們也就不需要善待我

們，我覺得媒體的狀況比較類似於被剝削，我們是媒體產業，真的意義重大，

我們跟這些跨國科技公司到底是競爭還是競合關係需要審慎評估，就我了

解應該是同時存在兩種關係，但問題是如果我們是競合，他也沒有善待我

們，如果我們是夥伴，理論上應該更好，但實際卻是剝削的關係。 

這些國際巨擘的確和我們產生不公平的關係，我們的社會成本也更高，

我們和廣告代理商怎麼可能和臉書一樣容許一堆詐騙廣告的出現，他們怎

麼可以因為收錢就任由他們存在，到要歸責的時候就撇清。這和我們產生不

公平競爭，我們有法律和社會責任，但他們卻不需要負擔責任，對廣告商有

更大的吸引力。 

我還是建議，因為我們路已經走一段時間了，當美國澳洲都已經有大

量裁罰案例，我們是不是更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一個收斂聚焦的動

作？ 

計畫主持人江雅綺副教授： 

感謝各位學者專家和出席的代表給我們寶貴的回饋意見，請問還有媒

體界的朋友想發言嗎？或請問有人想要第二輪補充發言嗎？ 

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林照真教授： 

原本以為今天會有 Google 的代表一起討論，但 Google 的律師好像沒

有要發言。因為議題其實涉及範圍很大，我相信其他老師跟我一樣都是做很

多研究後才比較了解這個機制，對新聞記者或一般人，想要馬上了解其實有

門檻，對這些廠商也是。 

最矛盾的現象是媒體不得不選擇和 Google合作，即使有其他的公司提



169 

 

出更少分潤的方法，但媒體還是會選擇 Google，因為他們有更多的科技和

使用者資訊，不使用他們就沒有辦法參與競價，但 Google卻因為他們參與

了競價所以得到很多資訊，而若我們不想付出這麼多資訊就必須花很大筆

的錢，臺灣目前好像只有兩家有買到全套方案(聯合報)，這也顯示臺灣媒體

是真的沒有辦法跟他們抗衡。 

我們的媒體條件非常特殊，客群少，自由化也才 30年，然後就碰到數

位平台崛起，不是媒體不爭氣，是現在沒有公平的規則。只要公平會願意站

出來，媒體也非常願意配合，學者也是，臺灣要更好，民主要更健全，就要

正視 Google和 Facebook 建立的規則對我們傷害很大。 

計畫主持人江雅綺副教授： 

謝謝林教授的補充，非常感動。請盧秘書長發言，他是廣告代理商的

代表。 

臺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DMA)盧諭緯秘書長： 

前面兩題大家都談很多了，我想代表協會對法規機制提出觀點。其實

代理商和媒體碰到的狀況不一樣，但又互相影響，因此怎麼權衡很重要。代

理商其實很常因為不實訊息被誤殺，常常投了預算但是被誤殺，卻又沒有地

方投訴，法規政策怎麼讓這些境外大型平台當責，怎麼有一個更好的溝通管

道，讓很多的爭議被解決？自己協調可能面臨粉絲頁被停權或費用計算有

疑慮等等，我覺得保護本土可能需要政府盡快處理。 

配合這樣的方式是不是未來可以在稅法上做配合？我們其實比較反對

補償，過去很多文化產業其實因為政府補助而削弱競爭力，我們希望政府政

策能鼓勵競爭力。類似短期消費券等等鼓勵消費者訂閱媒體，反而可以促進

競爭力讓他們爭取消費者的認同，或許對整個產業的未來更正向。至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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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我想的確需要有一個空間做協商和討論怎麼讓投入更多資源的廠商可

以有更好的分潤。 

計畫主持人江雅綺副教授： 

謝謝，請問有其他人需要補充的嗎？ 

中正大學經濟學系陳和全教授： 

這是一個趨勢，從我教學的經驗，學生從一定要買教科書到現在數位

教科書的出現。幾年前和書商對談，其實他們不是買電子書，是只看 ppt，

上課學生就拿手機拍你的 ppt，跟學生聊天時發現他們資訊來源其實是兩分

鐘的、電子化的東西如抖音。 

這樣的轉變其實是不可逆的，在這樣的轉變之下，即使獲得補償機制，

也可能活不長久。現在大平台讓我們有這個不可逆的癮，我們自己也必須努

力去做改變。 

計畫主持人江雅綺副教授： 

長期依賴政府確實不可行和不健全，政府應該建置一個公平規則，基

礎建設是相當重要且關鍵的。若沒有其他先進想補充的話，我們今天先到這

裡，會把各位的意見整理並放在報告的尾端，希望公平會能夠重視並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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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科技巨擘與在地市場競爭秩序之研究─以廣
告資源為例 

 

摘  要 

關鍵詞：跨國科技巨擘、數位廣告市場、競爭法 

隨著近年來網路時代的爆發與消費者的使用習慣變化，跨國科技巨擘

經營之社群媒體平台擁有大量的用戶資料，包括地址、電子郵件、電話號碼

等資訊，可利用大數據分析來進行挑選廣告投放之目標族群用，故事業透過

Facebook(已改名為 Meta)、Google 等科技巨擘運用之社群媒體平台進行廣

告行為，已成趨勢。舉例來說，2020年 Google於全球網路廣告業務中，獲

得了 1470億美元的營收，超過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公司，並且整個廣告價值

鏈的各個環節中佔有高達 90%以上的市場佔有率，由於寡占市場的企業經

營型態可能藉由掌握潛在競爭對手的商業資訊達到競爭優勢或進行聯合行

為，皆為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的重要因素，故自 2016年起，各國政府察覺到

跨國科技巨擘在廣告市場利用數據資料、演算法達成限制競爭，不但嚴重威

脅到傳統廣告業者的經營，更因為其市場寡占性而影響廣告市場的正常運

作，故相繼提出相應政策或直接祭出罰則，相關處置措施與立法趨勢深值我

國參考與研究。 

跨國科技巨擘經營之數位平台多屬雙邊/多邊市場，由多方使用者形成

一個整體的生態系統。且該數位平台通常具備網路效應、規模經濟、邊際成

本趨近於零等經濟特性上的優勢，容易在市場中形成獨佔地位，代表企業如

Google、Facebook 等。在數位經濟發展趨勢下，這些在廣告商業鏈中擔任中

介者角色的數位平台，基於數位平台的生態體系特色和多方使用者對平臺

的依賴性，對於經濟活動的支配和影響程度日益擴大，各國也因此開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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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數位平台業者在廣告市場或相關價值鏈中的壟斷力量所可能引發的競

爭議題，並採取相關調查或立法規範，以健全數位平台相關市場之競爭環

境。 

研究團隊藉由文獻資料分析法，蒐集跨國科技巨擘於各國廣告市場資

源運用分配的公平交易相關研究，如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澳洲競争消費者委員會(ACCC)提出的相關報告，以

及 OECD 等國際組織對數位經濟及數位轉型發展之研究，協助委託機關深

度了解跨國科技巨擘於各國廣告市場資源分配之產業結構現況，分節撰寫

如「美國」、「歐盟」、「亞太地區及澳洲」及「我國」之違法案例，並著

重挑選限制競爭之違法態樣，研析競爭法對於跨國科技巨擘於廣告市場之

重要議題與政策執行，並深入分析產業上中下游之結構及未來發展之重要

議題。 

關於產業調查與深度訪談部分，研究團隊會先就受跨國科技巨擘數位

廣告資源分配而受影響之重要產業代表進行問卷調查，包括數位行銷經營

協會(DMA)、廣告業者、影音平臺、衛星電視公會、雜誌公會、報業公會等，

彙整產業界重要代表及相涉團體之意見，作成問卷調查結果。問卷議題設計

包括三大主題，包含：「跨國科技巨擘與廣告市場發展現況」、「跨國科技

巨擘與數位廣告」與「數位廣告市場相關政策」。調查對象則包含數位行銷

經營協會(DMA)、廣告業者、影音平臺、衛星電視公會、雜誌公會、報業公

會等。問卷經蒐集後，有效之訪問對象訪包括「廣告代理商」9位、「MarTech

廠商」4位、「媒體平台」9位，總計 22位，以確保調查對象之代表性。研

究團隊其後舉辦座談會，與國內法制、媒體、傳播等領域之學者與產業代表，

進行深度座談。透過產業問卷調查結果，輔以學界與產業界之解讀、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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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跨國科技巨擘於我國廣告市場所產生之影響以及產業代表對於未來機

制之展望，最終形成研究團隊之政策建議。 

關於本次訪談問卷之調查結果分析及座談會專家意見，重要發現及受

調查者之主要回饋意見，摘要如下。關於「跨國科技巨擘與廣告市場發展現

況」，約 86%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數位廣告將逐漸取代傳統廣告，

而有約 95%受訪者曾運用跨國科技巨擘公司投放數位廣告。關於「跨國科

技巨擘與數位廣告」，約 77%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跨國科技巨擘相

較於傳統廣告業者更具有競爭優勢；約 63%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跨

國科技巨擘投放數位廣告，面臨市場不公平競爭(包含限制競爭層次)；約

77%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臺灣廣告業者與跨國科技巨擘公司的市

場地位不對等，跨國科技巨擘妨礙臺灣廣告市場公平競爭。 

此外，研究團隊舉辦之專家座談會，與會學者及產業界代表亦表示，預

期數位廣告將逐漸取代傳統廣告。從而，中長期仍應持續注意跨國科技巨擘

對我國數位廣告市場發展的影響，尤應注意跨國科技巨擘挾其數據優勢(流

量來源)、科技優勢(先進技術)及市場優勢，是否對我國數位廣告之廣告主、

代理商乃至於消費者，產生限制競爭及影響消費者權益之行為(如跨國科技

巨擘未完全在臺灣落地、繳稅，個資跨境傳輸之個資洩漏風險、以及沒有暢

通的客服中心等)。 

關於「數位廣告市場相關政策」方面，約 36%受訪者不滿意(非常不滿

意及不滿意)現行的數位廣告相關法規，但更有高達 40%受訪者表示不清楚

現行的數位廣告相關法規，並建議宜設立專責機關，故建議短期內相關主管

機關或可考慮透過跨部會協商之方式，討論可行的因應方案及我國數位廣

告政策的宣導措施。 

最末，約有 72%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跨國科技巨擘賺取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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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應有新的課稅機制。而高達 81%受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跨國科

技巨擘已造成臺灣本地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業的經濟損失，並有約 54%受

訪者認同(非常同意及同意) 跨國科技巨擘應對本地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業

進行補償。惟值得注意的是，亦有約 18%受訪者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及不同

意)跨國科技巨擘應對本地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產業進行補償。 

研究團隊進行產業問卷調查後發現，數位廣告市場涉及內容平台業者、

也涉及廣告代理業者，內容業者更強調內容有價的機制(不論是透過議價協

商、著作權利修正或是補償機制進行)，但廣告代理業者則強調面對科技巨

擘的不平等地位，促進公平競爭，而非僅考慮內容要受到補償，否則市場機

制將受到扭曲。 

具體而言，研究團隊認為關於競爭政策因應之前提核心，首先在於確認

我國傳統媒體產業的衰退與大型數位平台間，是否能建立相當的因果關係。

例如，傳統媒體在數位轉型過程，其所面對的究竟是來自於原生數位媒體之

競爭，而導致的自然衰退，抑或是來自於大型數位平台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合

作關係，導致傳統媒體產業在將其內容轉換為利潤上產生困難。調查者應深

入瞭解媒體產業之間的競合關係，以及數位平台與媒體產業之間的合作關

係，對於商業模式的運行有完整的理解。除此之外，也必須關注我國新聞媒

體內容方面的發展，由新聞供應數量、編輯政策、新聞報導深入程度、自製

率、新聞多樣性、類別、報導則數、從業人員數量與配比等質化與量化的面

向，瞭解是否在數位平台影響下而有品質衰退、選擇減少之情況。 

整體而言，本研究藉由研究跨國科技巨擘於美國、歐洲、亞洲及我國廣

告市場之影響及資源運用分配狀況，比較各國廣告市場之差異與跨國科技

巨擘之市場影響，得掌握國際間對於跨國科技巨擘於廣告市場之重要議題

與管制方向。而解析跨國科技巨擘於廣告市場之執法案例，並著重在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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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之違法態樣，能夠了解限制競爭發生之背景原因，進一步引導市場有效

率競爭並且防杜未來可能發生限制競爭等情事，有效兼顧「公平競爭與消費

者權益」之執法參考架構，後續公平會及法院對於跨國科技巨擘進行公平交

易法的執法上，更能夠切合實際並發揮實際效果。 

至於競爭法相關政策制度面的整備，由國際相關法制政策觀察，三種不

同的模式均值 國參考， 若要於 國 實，在 國均有修訂法律之必要，

分別包括：「媒體議價與強制  」、「著作權與反壟斷監管」、「財政 

 與特種基金」。 

惟值得注意的是，未  國不論採行何種制度，關鍵之一亦應在於建立

數位平台的資訊揭露的機制與義務，如此 能明確知悉媒體內容被使用的

程度，不論是做為媒體 業與數位平台進行協商的佐證，亦或是作為基金分

配機制的審計機制，均十分重要。 

藉由本研究之執行，協助委託機關在研議跨國科技巨擘於在地廣告市

場中之特性、及國際上提出相關競爭政策之法制措施，有利於競爭法主管機

關日後針對相關產業制定妥適之立法架構及執法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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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mpetitive Analysis of Multinational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Major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s: Focusing on Advertising 

Resources 

 

Abstract 

Keywords：Mutlinational Technology Companies,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rts, 

antitrust law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changes in consumers' usage 

habits in recent years, th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ran by multinational technology 

companies collected a large amount of user data, including addresses, emails, 

phone numbers and other information, which can be analyzed using big data. It 

has become a trend that industries conducting advertisement through social media 

platforms such as Meta (Facebook) and Google to select the target audience for 

advertising. For example, in 2020, Google's global online advertising business 

will generate US$147 billion in revenue, more than any other company in the 

world, and has a market share of more than 90% in all aspects of the entire 

advertising value chain. Since 2006, the oligopolistic business model involved in 

a restrictive competition by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f potential competitors or 

conducts joint behavior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leads to restrictive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noticed that those companies not 

only seriously threaten the operation of traditional advertising companies, but also 

affects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advertising market because of its oligopoly. 

Therefor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or direct penalties have been implemented one 

after another. The relevant measures and legislative trends are worth studying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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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team uses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o collect documents 

related to fair trade in the advertising market by multinational technology 

companies, such as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he British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and the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The relevant reports put forward by the ACCC,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o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by OECD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elp the agency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multinational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the 

allocation of advertising market resources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qualify 

sections such as "United States" , "European Union" and our country’s illegal 

cases, especially restrictive competition, analyze the important issue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for multinational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the 

advertising market, and deeply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e upstream, mid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es and important issue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Regarding the industry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research team  

first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representatives of important industries 

affected by the allocation of digital advertising resources by multinational 

technology companies, including the Digital Marketing Management Association 

(DMA), advertisers, audio-visual platforms, and satellite TV associations, 

Magazine Association, Newspaper Association, etc., collect the opinions of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industry and related groups,summarize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and host an in-depth seminar with domestic scholars 

and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from law, communications and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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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s.  Through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status quo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disaster losses, 

supplemented by interpretations and suggestions from participants from both 

academia and industry, the impact of multinational technology companies on our 

country's advertising market and the prospects of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on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were finally formed.  

The research team leant from the industry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at the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 involves both content platform operators and 

advertising agencies. Content platform operators/publisher place more emphasis 

on the conten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whether through price negotiation, 

copyright amendment or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the news content), but 

advertising agencies emphasizes the promotion of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face of 

the unequal status of the multinational technology giants/digital platform, rather 

than just considering the conten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otherwise the market 

mechanism may be distorted. 

Specifically, it is of the research team’s opinion that the core premise of 

responding to competition policy is to confirm whether a considerable causal 

relationship can be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decline of Taiwan’s traditional media 

industry and the rise of the multinational big digital platforms. For example,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a, it is of importance to 

know whether the publisher is facing a natural decline caused by the competition 

from original digital media, or whether the publisher is encountering unfair or 

unreasonable partnerships with the multinational big digital platforms, ca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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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ies for the publishers within the traditional media industries to convert 

their content into profits.  

Therefore, it is advisable that the investigators should hav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in media industries and the 

digital marketing industries, as well as the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platforms and content publisher, so as to have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business model and operation of the media industries and digital marketing 

industries. In addition, it is advisabl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news content, including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news supply, 

editorial policy, depth of news reports, self-production rate, news diversity, 

categories, number of reports, number and ratio of employees, et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iz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we could, therefore, understand 

whether there is a decline in quality and a reduction in choic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ltinational digital platforms. 

In conclusion, by studying the influence of multinational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the advertising markets of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sia and our 

country,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dvertising markets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the market impact of multinational 

technology companies. By analyzing the law enforcement cases of multinational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the advertising market, especially restrictive 

competition, we can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reasons for the occurrence of 

restrictive competition, further guide efficien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prevent 

possible future unfair competition, effectivel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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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orcement reference framework of "fair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rights", and 

the subsequent fairness conferences and courts will be more realistic and effective 

in enforcing the Fair Trade Law against multinational technology giant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research, it will help the commissioning 

agency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multinational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the 

advertising market and competition law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fair 

competition/restrictive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rights, which will help the 

competition law authority to formulate appropriate regulations for related 

industries in the future Legislative framework and law enforcement thin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