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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以跨國數位平臺為核心的數位經濟競爭

歐盟針對大數據的競爭法議題，在很早以前便開始關注，最

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Google、Double Click結合案，那時已經開

始討論Google使用數據以取得市場地位，在併購Double Click之

後，對於未來市場可能有什麼影響；近期美國GAFA（Google、

Apple、Facebook、Amazon）併購受到相當關注，此種殺手型

併購在2008年也已經受到相當程度的探討。

在過去，想到大數據就會聯想到隱私權保護。近年來，大

家想到大數據，第一個反應就會想到GAFA的競爭法議題，「資

料」如何讓大型平臺業者越來越大，即便有其他新興服務出

現，仍無法達到相當規模的知名度，在國際上對於大數據法制

的研究，已進入競爭法、濫用市場地位、結合、不公平競爭等

相關問題的討論，現階段歐盟也出現了更完整的發展，而我們

可以透過觀察歐盟對於大數據科技監理的法制架構，帶來新的

思考方向。

一、資料為21世紀的新石油

"Data is the new oil. It's valuable, but if unrefined it 

cannot really be used. It has to be changed into gas, plastic, 

chemicals, etc to create a valuable entity that drives profitable 

activity; so must data be broken down, analyzed for it to have 

value." – Clive Humb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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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is the oil of 21st century, 

and analytics is the combustion engine.” – 

Peter Sondergaard, 2011

Data是新石油，這是在2006年時第一次出

現的論點，Clive Humby認為資料具有價值，但

需要經過轉換，變得夠細緻、完善，才能夠真正

被使用，創造能夠產生衍生獲利的價值；在2011

年時，Peter Sondergaard也提出相似的概念，

他說資訊是21世紀的石油，而分析是他的內燃

機；馬雲於2020年亦提及未來最大的能源不是石

油，而是「大數據」。因此，不論是數據或是大

數據，皆已成為現代重要的競爭資源。但掌握數

據是否等同於掌握競爭優勢，則可能未必如此。

除了掌握數據，更需要具備分析數據的能力，將

資料進行整合、分析與有效應用，始可能取得因

數據而生的競爭優勢。

在Facebook併購WhatsApp的案件中，可以

發現到歐盟執委會原先認為Facebook所取得的

資料並不具有獨特性，市場上可替代性高，因此

Facebook併購WhatsApp並不具重大影響性，而

同意兩者結合，然最終發展並非如此。晚近有提

出資料蒐集與應用可能具備「不可模仿性」的論

點，若套用於Facebook的案例上，其長期以來

累積相當多不同來源的「資料」，如德國去年最

高法院的處分案之調查即指出，Facebook透過

不同app之間的資料串接與整合獲得競爭利益，

這樣的連結經由長期的累積已達到一定的規模。

因此若是一個新興社群軟體進入市場想要打破此

種資料連結，或是應用相同方式獲得相同規模的

資料，都具有一定程度的難度。故Facebook獲

取資料的模式極難被模仿，使Facebook具有強

大的市場力量。

為了因應資料隱私意識的抬頭，以及歐盟

GDPR的施行，晚近開始有相當技術的開發，試

圖減少資料取得量，而從大數據走入小數據，或

甚至是聯邦學習，以終端設備進行運算，減少中

介平臺資料取得。例如將資料分析於終端設備上

進行處理後，僅上傳分析過後的模型進行運用，

前端的資料取得分析均保留於原有的設備之中。

這樣的發展，使得部分意見開始思考，是否仍有

必要討論數據取得競爭的問題。然而，並非所有

事業皆有能力運用終端資料，或是連結邊緣運算

概念的應用技術，因此數據所帶動的競爭問題仍

然存在。並且已不僅是大數據的議題，更應進一

步討論到終端設備、技術的研發、數據取得、應

用、運算等更為廣泛的議題。

二、數位巨頭為核心的數位市場現況

從前述發展脈絡看來，科技與新興商務模式

的創新，皆與資料息息相關。尤其仰賴數位網路

科技運用的產業型態，更需要透過資料的累積、

分析與應用，方能保有持續滾動提升的能量。部

分網路服務產業，早在多年前已關注到資料的重

要性，長期累積並發展出多元化的資料資源獲取

模式，逐步壯大而成為現今掌握數位市場發展的

科技巨頭。例如Google之於搜尋引擎市場，以及

Facebook之於社群媒體市場等。

（一）搜尋引擎－Google

從Statcounter調查至2021年3月的統計數據

觀之，就搜尋引擎全球的市占率而言，Google

大概占有92.41%的市場。Google之後其他搜尋

引擎的市占率，則呈現直線落差，其中亦包括

bing、Yahoo、百度等搜尋引擎，市占率皆不到

3%。若就臺灣搜尋引擎的市占率而言，Google

的市占率則更高，達94.92%。歐洲也以Google

為大宗，有93.2%的市占率。抽出歐洲地區的分

析來看，可以發現，除了Ecosia為德國搜尋引

擎外，其他排名前五名之搜尋引擎皆非歐盟當地

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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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統計結果觀察，可以看出就一般性的搜尋

引擎而言，Google在全球及多數區域幾乎已沒

有足以抗衡其市場地位的服務。而若要進入已具

備大型巨頭掌控的市場，則需要發掘出市場的其

他需求。例如針對有特殊目標族群提供服務，特

殊目標族群可能包括對隱私、綠能注重之對象，

或具備國家地區特殊性之對象。以DuckDuckGo

為例， 就是以隱私為主要賣點，對應Google長

期被關注的隱私問題。其服務主要就是確保用戶

在搜尋引擎上查詢的資料不被保留，並且可以

經由設定，選擇是否加入隱私控制聯盟（global 

privacy control），加入後就會依據其條款，利

用各網站協定的方式，讓網站不會再以特殊技術

進行反追蹤的操作。

而德國的Ecosia則是以綠能為主軸，口號為

Let's plant some trees，其服務明確表示其搜尋

引擎仍有廣告，還是會追蹤用戶，但主打的是伺

服器係運用再生能源供電，並且80%的廣告收益

會用於種樹。所以若有相同理念的人，便會使用

他們的服務，而這些搜尋引擎很特別的是，他們

會將自己做成小工具，加掛在Google Chrome

上，以提高其使用率。

（二）社群媒體－Facebook

在社群媒體市占率，也呈現相似的樣態。

Facebook在全球市場的市占率到達72.0%，雖

沒有Google在搜尋引擎的市占率高，但對於市

場仍具極大的影響力。而年輕人使用Facebook

比例較低，漸漸也有其他類型的社群媒體出現，

對Facebook亦產生一定程度的威脅。以美國

市場來看，Facebook在2021年3月市占率只有

65.84%，因此必須積極開發新的族群，或如晚

近逐步透過併購具潛力之網路服務，強化服務鏈

結的觸角以及資料取得的管道，希望運用多元資

料分析的基礎，開創新的服務，強化其服務生態

系。

三、數位平臺生態系範例－Facebook

我們可以觀察到數位服務平臺的市占率相當

懸殊，而其之所以受到關注的原因在於跨領域的

串連相當完整。下圖資料整理出Facebook垂直

的產業生態關聯，由下而上提供服務，像是下方

的資料管理業者就可以將資料提供給廣告交換、

廣告投放的平臺，這些網路投放的中介服務業者

又可以在Facebook與他的水平競爭者中提供服

務，包含社群網站競爭者與廣告服務競爭者，也

可以將平臺提供給廣告代理商刊登廣告，最終整

體服務有其目標的使用者，包含個人使用者以及

企業使用者。

圖1 Facebook的垂直生態系示意圖

資料來源：https://www.thevalueengineers.nl/a-business-

model-of-the-facebook-ecosystem/

德國卡特爾署調查Facebook案時，也試圖

要釐清Facebook如何進行資料串接，而繪製出

以下關聯圖。個人用戶會提供資料給廣告商，

廣告商則會運用資料分析的結果。而個人用戶

在平臺上點選連結也會形成相對應的資料，

Facebook又可以再將資料進一步分析提供給廣

告商進行精準行銷，構成了一個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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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Facebook資料整合關聯圖，顯示資料串流與

網路效應關聯

資料來源：Bundeskartellamt, Decision B6-22/16

在數位環境的生態系極為多元，並具備極大

的彈性。個別數位服務可以串聯的對象沒有一定

的規則，只要技術上可行且網路環境支援，皆有

機會成為相互連動的設備或服務型態。例如近年

來受到關注之大數據市場的聯合行為，初期就水

平聯合的議題會探討到演算法的問題，事業如何

透過演算法的開發或應用，形成聯合行為並進行

監控。然而，除了演算法之問題外，數位市場生

態系鏈結於資料競爭層面，亦可能產生其他類型

的聯合行為，IoT物聯網即為一例。不同的服務

提供者、設備商，都會從終端使用者搜集資料，

而彼此之間並不具有競爭關係，既不在水平市場

之中，也不在垂直市場內，但是相互之間形成資

料共享的生態系，具有價值鏈的關聯性，亦可能

形成資料、技術上的壁壘，產生多角化聯合行為

的狀態等。

四、跨國平臺為核心的數位經濟競爭

而以全球平臺經濟來看，近兩年備受關注巨

型數位平臺分別為Apple、Google、Amazon、

Facebook、Microsoft、阿里巴巴跟騰訊，主要

分布於美國與亞太部分地區(如中國大陸)。可以

看到歐洲與非洲幾乎沒有於統計研究層面認定的

巨型平臺。歐盟也發現大部分數位市場環境之資

料皆外流至其他國家，需要著手進行資料相關的

政策措施，保障歐盟國家在未來資料競爭的市場

環境能夠保有適度的競爭力。因此，大數據下巨

型平臺所引發的問題不單純只是個人資料保護或

市場競爭的面向，亦影響到不同層面的科技研發

與社會、經濟層面的競爭角力，需要在政策與法

制面進行更全面的思考。

（一）數位市場競爭之不平衡

跨國巨型平臺的發展會使地域型數位平臺的

發展受到限制，所以在歐盟調查Google案，尤

其在Google shopping案中，雖然大部分的討論

會著重在演算法排序的問題。然而若仔細閱讀執

委會的處分，會發現其對於一般搜尋引擎亦有許

多深入的調查跟分析。調查結果呈現於Google

進入歐洲後，歐盟各國境內幾乎找不到可以順利

發展或進入市場與之競爭的平臺。

而對於大型平臺而言，為鞏固也逐漸走向跨

域經營，所以會開始拓展不同的服務型態，但

未必一定成功。像是過去Google想走入社群平

臺經營Google+即為失敗的案例。此外尚有去年

Google併購Fibit，試圖進入健康醫療市場，以

及Google shopping比價平臺網站的出現，利用

了Google一般搜尋引擎的優勢，影響其他人的

排序，亦使其他比價網站無法生存。因此，在巨

型平臺跨域經營時，可能會影響到特定領域的專

業平臺市場。

現今巨型平臺多採取跨領域經營的型態，時

常運用其於不同領域之資源或優勢，創造整體

的競爭力。除了跨領域經營之外，部分平臺就

其所經營之服務當中，亦可能同時扮演不同的角

色，以最佳化其獲利模式。以Amazon為例，其

除了是提供賣家銷售的平臺外，自身也在平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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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商品。既是平臺服務的提供者，亦是平臺上

的零售商，具有兩種不同的角色。相對於平臺上

的其他零售商，Amazon占了相當的優勢。例如

其提供的黃金購物車服務，可在消費者結帳區

附近顯示參與服務者之商品資訊，吸引消費者

點選消費。而零售商若要取得此一服務，則需

要與Amazon協議提供其於平臺上的銷售資料。

Amazon則可能利用獲得之資訊進行進一步的分

析，了解消費者偏好何種品項、價格，進而優化

自己的服務與商品挑選、定價，獲取相較於平臺

上零售商更好的競爭條件，使其所陳列商品更有

機會受到使用者之青睞。此一狀態並衍生出平

臺服務提供者與平臺服務使用者間從垂直的服

務提供，演變成水平的競爭關係，並透過垂直

服務所獲得的資訊提升自身商品的競爭力，屬於

近年對於平臺競爭所探討之「自我嘉惠」(Self-

preferencing)問題的一環。

針對巨型平臺與新創服務來說，近年來備受

關注的就是早期併購的問題，也就是2020年美

國就大型數位科技公司所探討的「殺手級併購」

問題。亦即，巨型平臺運用大數據分析的優勢，

得以發掘未來的潛在競爭者，在大家都未發現前

先行進行併購，導致具潛力之新創服務無法技術

發展。此一作為累積下來，可能因市場上無法形

成有效的競爭者，導致大者恆大的結果。

再者，也因為市場環境的不平衡與不合理，

使得多數事業必須依靠巨型平臺生存，形成經濟

上的依賴關係。巨型數位平臺也因此於多數服務

取得相較於服務使用者更優越的議約地位，加上

演算法操作以及平臺運作之不透明，而產生市場

上之不公平現象，包括近年來備受關注的廣告收

益或第三方內容衍生利益的分配等，進而衍生濫

用市場支配地位的相關討論，以及法制政策的變

化。澳洲近期通過的媒體議價法，即是針對數位

平臺發展，對於第三方內容衍生的利益分配不對

等問題，試圖透過法律的規範，敦促合理利益分

配體制的形成。

（二）各國資料競爭、產業技術發展需求

在AI技術可以於各種領域發展，目前較為活

躍的應用，主要在於交通、醫療、商業等領域，

而要開發或精進AI技術的研發與活化，需要大量

訓練資料。COVID-19疫情的發展，促使世界各

國回頭檢視數位政策與相關資料戰略。尤其因應

疫情控制，許多涉及公益之資料取得與開放利用

的需求大幅提升，亦需要在兼顧人權的基礎下，

突破資料取得與利用的瓶頸。以疫苗研發為例，

因需要病歷資料，英國便設置了網路公開的公益

徵求同意書，讓大家自願透過網路公開同意的方

式，將自己的病例提供做COVID-19疫苗研發，

也順利加速了疫苗完成與上市的進程。足見對於

精準科技的研發而言，足夠而有效的資料取得，

對於技術競爭而言極為重要。

此外，智慧政府的推動，要如何做到循證決

策，重點便在於資料的取得與適當的分析。例

如，數位經濟的規模，抑或是數位經濟應用下所

能帶來的效益，需要適當且足夠的資料進行精確

地分析。過去對於產業經濟狀況的掌握，仰賴產

業別或主題性的單向調查。然而，在產業經濟變

動快速的數位社會環境，是否有可能透過大數據

的方式快速取得大量資料、進行有效分析，便是

在執行政府政策規劃時，相當重要的一環。

大數據、AI等資料產業創新，更是需要大量

資料作為基礎。以韓國為例，為了加強AI產業發

展，公布韓國數位新政，建立「大數據水壩」，

協助AI研發者與廠商可以取得訓練AI所需的資料

資源。因此，無論在創新的商業模式，或資料經

濟的整體發展，都需要有適當的資料資源，甚至

對於公益導向的資料，亦需建立取得管道及配套

的法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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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理解於資料競爭時代來臨，而跨

國性巨型平臺掌握絕對的資料優勢時，歐盟在產

業與科技發展將受控於巨型平臺手握資料資源的

制約，需要透過各種協調以獲取發展資源。故歐

盟近年來透過執法及有系統地法制政策建構，期

望扭轉劣勢，以群力取得產業及科技競爭的利

基，逐步累積而成具備清楚體系的法制結構，值

得關注。

（三）數位環境之消費者權

大數據環境下巨型平臺發展引發的問題，備

受關注的部分，另有數位環境下的消費者權。以

Facebook案為例，卡特爾署認為Facebook基於

其強大的市場力，讓消費者沒有選擇，只得同

意提供個人資料，並同意Facebook得以將其資

料與其他服務鏈結，此同意違反GDPR而無效。

此外，於許多涉及數位平臺的執法案件當中，開

始探討消費者提供資料是否可以作為交易對價之

問題，多數案件已採取肯定見解。故平臺的「免

費」服務已不再免費，消費者對於平臺以支付資

料作為對價，亦會形成服務利用的契約關係，其

消費者權應該加以保障。此部分主要鏈結到之議

題，包括消費者是否具有資料自主權，消費者的

產品與服務的選擇權是否被剝奪，信賴是否被保

障，個資運用透明度是否足夠等問題。

而過往法制層面對於平臺責任，主要以免責

要件為基礎。然而在數位平臺商務模式高度發展

的環境下，消費者權利的保障已無法讓平臺置身

事外，故於消費者權利主張的層面，平臺是否須

負擔的相關責任，亦為法制政策評估的重點。從

歐盟近期的執法及持續推出的法制規範，可以看

出歐盟試圖架構於數位經濟與資料競爭環境下更

完整的法制結構，創新之餘也帶動了各國重新思

考現行法制結構調整或充實的必要性，甚至進一

步開始思考資料於法制層面的定性及影響。

（本文係講座民國110年4月27日於公平會發

表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研

究所黃佑婷摘要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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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餐飲外送平臺的蓬勃發展，歸功於網路科技

及行動裝置的普及化，經由線上平臺串連餐廳、

消費者及外送員，使消費者能夠透過行動裝置

App或瀏覽網站，在短時間內搜尋數以萬計的餐

廳、瀏覽菜單並檢視其他消費者對於餐廳的評

價，然後再執行訂餐的動作，可以節省搜尋及往

返餐廳的時間成本。對於餐廳而言，加入外送平

臺可以解決送餐人力的缺口，並擴張市場範圍或

開發新顧客。對於外送員而言，透過平臺與外送

勞務需求方進行媒合，使得兼職的外送員得以利

用零碎的工時賺取報酬。由於外送平臺模式為消

費者、餐廳及外送員創造顯著的經濟價值，已經

大幅改變餐飲市場的競爭樣貌。

依據民國109年未來研究所的研究報告指

出，該年度第一季及第二季國內外送平臺產業規

模分別成長至21.7億與34億元，相較於108年同

期成長率高達326%與276%。109年由於疫情意

外爆發，餐飲業更加依賴外送平臺，根據經濟部

統計處發布的統計簡訊表示：「餐飲業者自去年

疫情爆發以來，即陸續開啟外帶餐盒、冷凍餐食

宅配或與外送平台合作等服務。今年隨著疫期升

溫、順應防疫居家的消費需求，餐飲業者提供外

送或宅配服務之家數占比由109年4月之57%提

高至110年5月之64.8%，其中餐館業由65%提高

至68.5%，飲料店業由57.5%提高至69.2%⋯⋯

就營業額表現觀察，有提供外送或宅配服務之

業者，營業額減幅明顯低於無外送或宅配服務

者，顯示透過外送或宅配服務，有助於減緩衝

擊。」目前國內外送平臺市場呈現foodpanda及

UberEats雙雄爭霸的局面，由於平臺市場具有

「網路效應」及「大者恆大」的特質，新進業

者或規模較小的外送平臺必須依賴消費者與餐

廳端同時使用多個平臺減輕網路效應的影響，

才有機會加入外送服務市場。因為foodpanda及

UberEats在消費者端及餐廳端均擁有龐大的客戶

群，所以具有相當的市場力量。

要求餐廳平臺價格必須與實際店內價格

相同

foodpanda限制餐廳在平臺刊登價格必須與

實際店內價格相同，使得餐廳無法針對不同平臺

訂定不同的價格、無法針對特定平臺的消費者

降價促銷、無法針對不透過平臺訂餐的消費者訂

定不同價格，也無法將平臺手續費反映在菜單價

格。餐飲業者銷售餐點給內用、外帶及透過外送

平臺訂餐的消費者時，不同管道的成本都不相

同，餐飲業者原本應可將不同銷售管道的成本反

映在價格上，消費者也可以依自身需求選擇最合

適的購買管道。然而foodpanda限制餐廳平臺刊

外送平臺不應剝奪餐廳決定餐點價格及取餐
方式的權利

foodpanda要求合作餐廳在平臺刊登價格必須與實際店內價格相同、強制開啟「顧客自取」功能等行

為，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撰文＝陳浩凱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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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價格必須與實際店內價格相同，使得餐廳無法

將不同銷售管道的成本差異反映在售價上，形同

內用消費者必須與外送平臺訂餐消費者共同分攤

平臺的抽成，foodpanda則無須擔心若調升抽成

比例會使消費者轉向內用，所以比較有誘因及能

力調升抽成比例。此外，foodpanda要求餐廳平

臺刊登價格與實際店內價格一致，可以間接確保

餐廳在其他外送平臺上刊登的價格，不會低於在

foodpanda平臺刊登的價格，縱使其他外送平臺

向餐廳收取的抽成較低，餐廳也不會降低在該外

送平臺上的價格，消費者將無法享受到餐廳因為

其他外送平臺的低抽成而可以反映在餐點價格的

好處。在這些措施削弱其他外送平臺對消費者競

價效果後，網路效應導致理性消費者繼續使用餐

廳數比較多的外送平臺，也就是說foodpanda平

臺刊登價格與實際店內價格一致的要求，間接削

弱其他外送平臺與foodpanda競爭的能力。

強制開啟「顧客自取」功能

foodpanda平臺強制開啟「顧客自取」功

能，讓顧客自行到餐廳取餐外帶，限制餐廳不得

拒絕「顧客自取」訂單。由於透過「顧客自取」

訂餐的消費者，大多屬於餐廳原本的顧客，如果

餐廳必須無條件接受平臺「顧客自取」的訂單，

不但無法拓展市場或開發新顧客，甚至面臨必須

與平臺上的自己競爭，當原有的內用及外帶顧客

流失至外送平臺，餐廳還需額外支付foodpanda

佣金抽成。foodpanda進一步再將收取自餐廳的

佣金抽成補貼消費者 (例如「自取79折」)，更促

使顧客利用foodpanda「顧客自取」方式訂餐，

使foodpanda能獲取更多佣金抽成，並享有更大

定價能力，從而產生限制競爭效果。

結語

餐廳本來就可以依照各種服務成本採取不同

定價，是否接受「顧客自取」也應該由餐廳自

由決定，foodpanda藉由其市場力量，限制合作

餐廳在平臺刊登價格與實際店內價格一致，及限

制合作餐廳不得拒絕「顧客自取」訂單，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20條第5款「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

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的

規定，除命foodpanda立即停止違法行為，併處

200萬元罰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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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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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流通事業對供應商而言是銷售商品不可或缺

的重要通路，雙方通常為長久合作關係，供應商

多數對流通事業依賴甚深。實務上常見流通事業

對供應商商品上架收取附加費用，雖收取附加費

用本身並不違法，但並不代表可以毫無限制向供

應商收取附加費用。如果流通事業濫用市場力量

不當向供應商請求負擔附加費用，就個別供應商

而言，會增加其營業成本、剝奪供應商應得之合

理利潤，有違公平交易精神；另整體觀之，因流

通事業之供應商多屬中小型企業，如流通事業向

其不當收取附加費用，恐將損害眾多供應商之事

業營運，對整體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故於不

當收取附加費用有顯失公平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時，即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案例解析

公平會接獲國內13家公會檢舉C公司不當收

取新店開幕贊助金，經調查發現C公司之通路數量

多且分布廣，擁有量販店、超市雙型態通路，在

民國109年與 W公司結合後，整體經營量販店與

超市門市已達300多家。C公司本次收取新店開幕

贊助金之供應商大多數為中小型業者，且各別供

應商供貨給C公司之金額，占各該供應商年度總銷

售金額之比例甚高，C公司為各該供應商主要甚至

最大之交易對象。所以供應商倘遭C公司斷絕交易

關係，很難短時間內找到新的合作對象或合作方

式，填補因為沒有和C公司交易所產生的損失，C

公司對於該等供應商具有相對優勢地位。

對於原本就已經同時向C公司及W公司供貨的

供應商而言，並沒有因為C公司結合W公司而新增

通路。再者，C公司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是基於

與供應商簽定之109年契約條款，對營運之增益與

店數比，與109年契約簽立時營運情形不同，但本

次結合，C公司仍以109年契約所約定新店開幕之

標準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實屬顯失公平。

此外，除供應商被收取費用金額可能反映在

商品價格上，影響消費者權益；亦有不當轉嫁通

路經營成本給供應商之可能性，使C公司與供應商

公平合作的交易關係失衡，不論就實際已收取或

規劃將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之供應商而言，均有

相當巨大的影響。本案爭議亦遭台灣糖菓餅乾麵

食工會同業公會等13個公會提出反映，該等公會

之會員達上千家事業，顯見C公司收取本次新店開

幕贊助金影響交易秩序層面深遠，不當收取附加

費用有顯失公平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已屬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結語

公平會最後呼籲，流通事業向供應商收取附

加費用必須具有合理性且基於雙方誠意協商，如

果流通事業濫用市場力量向供應商不當收取附加

費用，將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應符合相關規定以免受
罰
流通事業濫用市場力量向供應商不當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撰文＝黃佩琳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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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A工程行與B工程行於民國109年9月至110年

5月，數次藉瓦斯管線安全檢查之服務通知單、工

作證識別證及工作制服等，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

材業者，利用民眾對公用天然氣事業之信賴感，

並使用與公用天然氣事業相類似之名稱，使民眾

陷於錯誤，而與之交易。民眾驚覺受騙向公平會

提出檢舉。

未揭露實為販售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之資

訊

A工程行與B工程行為販售瓦斯安全器材業

者，營業區域分為臺北市及新北市，而當地公用

天然氣事業為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及欣泰

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其等散發之服務通知單並

未揭露所販售商品之任何訊息，而民眾收到服務

通知單時，基本上僅對於業者何時到府宣導、免

費檢測或進行安檢加以注意。

宣傳單字體刻意設計，讓民眾與公用天

然業者產生聯想

觀察2家工程行服務通知單，均將其中「大

台北區瓦斯」、「欣泰石油氣」特別以放大字體

呈現，攀附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名稱。此外，工

程行人員於登門銷售瓦斯安全器材時，所穿著之

工作制服，亦將前揭關鍵字單獨置於事業名稱之

上，所配戴之工作識別證亦將該字以放大字體呈

現，讓民眾視覺作用上易與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

產生聯想，誤以為是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定期進

行瓦斯管線安全檢查。

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業者，無權入宅檢查

瓦斯管線

2家工程行在服務通知單載明「補檢」、「派

員趨府實施室內管線及開關安檢服務」、「如貴

用戶於本日時間內無法配合，請於服務前通知另

約時間至府上服務」等文字內容，顯然使民眾以

為是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定期安檢服務，誤認業

者具有實施管線安全檢查之權責，以增加其等進

入民眾宅內藉安全檢查再予行銷瓦斯安全器材之

機會。綜上，A、B工程行不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

行為，足認為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攀附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從事瓦斯安檢之欺
罔行為
瓦斯安全器材業者藉瓦斯服務通知單、工作識別證及工作制服等，攀附當地公用天然事業，使民眾誤

認，造成糾紛不斷！

■撰文＝洪進安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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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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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民眾在小吃店用餐並參加摸彩活動，之後接

獲W企業社通知抽中市價28,800元的淨水機，

但須付費以一成體驗價2,880元優惠取得，認為

業者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而向公平會檢舉。

假摸彩真銷售

經公平會調查發現，W企業社於民國108年

至109年間以摸彩活動行銷淨水器，並主動洽詢

店家合作辦理活動。W企業社摸彩券有二重活

動：第一重送「廠商贊助獎【負氫離子抗氧生飲

機一台】。市價：28,800元，限量30名」；第

二重送「3C家電、禮券、提貨券於活動結束後

公開抽出，中獎者免費領取」，使參與活動之民

眾產生獲獎期待，其後致電告知民眾對中「贊助

獎」，可以以體驗價2,880元優惠取得淨水器。

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且不當陳述商品價格

W企業社於海報及摸彩券中宣稱淨水器市價

高達28,800元，但其進貨成本遠低於該宣稱市

價，且亦未曾以該價格銷售淨水器，W企業社顯

然高估該商品價值，不無令民眾對該商品品質產

生錯誤期待；且獲獎者須另支付2,880元，W企

業社稱之為一成體驗價，顯然是以摸彩活動贈送

商品為釣餌，隱匿實為銷售淨水器之目的。

公平會經訪查中獎人，多數受訪者表示，若

無接獲中獎通知，並不會購買淨水器。W企業社

顯然藉摸彩活動之名及通知中獎方式，招徠無預

期交易心理之民眾，並就淨水器價格為不實陳

述，致民眾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誤認淨水器之

價格而為交易決定，故W企業社整體銷售淨水器

的行為，是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

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公平會提醒消費者多加留意相關資訊

觀察公平會過去處理的案例可發現，坊間有

許多淨水器業者以消費滿額摸彩等方式進行銷售

行為，利用民眾抱有中獎的小確幸心理，假借免

費抽獎之名，行商品銷售之實而觸法。公平會在

此呼籲民眾在消費時要多加留意，也要確實衡量

淨水器是否符合實際需要，再決定是否購買及安

裝，以免權益受損。

摸彩活動抽獎卷所示獎項

不是真中獎，是淨水器業者行銷手法！
淨水機銷售事業於多家小吃店舉辦摸彩活動，以贈送獎品為誘餌，隱匿對消費者銷售淨水器之目的。

消費者接獲淨水機中獎通知，如果沒有需求，可以拒絕安裝。

■撰文＝方彥修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2 

    

 

 

 

 

 

 

 

 

 

 

 

 

( ) （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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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JD建設公司為銷售E建案，在廣告之「平

面配置參考圖」將屋突1層(R1F)以臥室圖示呈

現，整體廣告給消費者的印象是屋突1層可規劃

為臥室室內空間，但E建案的建造執照上屋突1

層所載的使用類組卻是「樓梯間」，這樣空間規

劃民眾真的可以合法使用嗎？ 

樓梯間不能規劃為臥室等室內空間使用

據地方政府之專業意見表示，E建案原核准

用途為樓梯間，且沒有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設

計，又據JD建設公司表示，E建案室內空間的容

積率已達法定上限。因此，E建案已無法將頂樓

的屋突1層樓梯間變更為臥室室內空間，公平會

調查後認為JD建設公司之廣告已屬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

規定。

購屋前應先多聽、多看、三思而行

公平會呼籲，買房係人生中之重大決定，民

眾於購買前，除於網路、電洽及親赴建案現場

等方式多方搜集建案資訊資料外，亦可先上網

至內政部營建署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入口網

(https://cpabm.cpami.gov.tw/twmap.jsp)查詢

建案之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並請建商提供施工

圖及竣工圖，並仔細比對與廣告內容是否相符，

以保障購買到合法使用空間。

透天厝屋突層可以隨意規劃成室內空間？當
心違法！
民眾購買預售透天厝時，業者常以各層平面配置圖來呈現室內空間規劃，以吸引民眾購買。但多數人

不知道的是，建案頂樓的屋突層應依核定的使用用途來規劃才能合法使用。

■撰文＝戴玉宜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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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我國油品市場係屬寡占市場，現有A公司

及B公司等2家供油業者，而C公司銷售之「95+

汽油」及「超級柴油」則由A公司所供應。A公

司及C公司於民國109年4月初在自身網站刊登

「95+汽油：全台唯一超越國家標準」及「超級

柴油：全台唯一符合歐規五期」等語，惟B公司

同時亦於網站發布新聞稿陳稱，其所供應之油品

品質早就超越國家標準且優於歐盟規定，故A公

司及C公司於網站刊登上述廣告，疑涉廣告不實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定。

廣告宣稱是真是假？公正認證單位之檢

驗數據說真相！

公平會調查發現，就該廣告宣稱「95+汽油:

全台唯一超越國家標準」部分，查A公司與B公

司分別供應之「95+汽油」、「95無鉛汽油」均

屬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12641規定之「95無

鉛汽油」，且該國家標準規定之「95無鉛汽油」

辛烷值是不得低於95。依A公司及B公司所出具

公正認證單位「95無鉛汽油」之檢驗報告，B公

司「95無鉛汽油」之辛烷值亦已超越上開國家標

準辛烷值95，故並非全臺僅有A公司供應之「95+

汽油」係唯一超越國家標準。 

另外有關上述廣告宣稱「超級柴油：全台唯

一符合歐規五期」之表示，是針對該油品之「密

度15oC」值而為，查歐規五期車用柴油之「密

度15oC」規範值是介於「820kg/m3至845kg/

m3」，據A公司與B公司出具公正認證單位「超

級柴油」之檢驗報告，2家公司所供應「超級柴

油」之「密度15oC」品質範圍值均符合歐規五期

車用柴油之「密度15oC」規範值，故並非全臺僅

有A公司所供應「超級柴油」是唯一符合歐規五

期規定。

綜上，上述廣告宣稱「95+汽油：全台唯一

超越國家標準」及「超級柴油：全台唯一符合歐

規五期」等語，皆與事實不符，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21條第1項規定。

 結語

公平會呼籲，事業面對眾多市場同業競爭

者，於廣告中以最高級用語或具體文字突顯自家

之商品品質，以維護商品品牌形象及加深消費者

對商品品牌之印象，是常見之商業模式，但事業

於刊登廣告時要有所依據，以免觸法。

亂喊「全台唯一」，小心受罰！
消費者赴加油站加油時，除了比油價、比贈品、比附加優惠外，油品的品質也是影響消費者作成交易

決定之重要參考因素之一。 

■撰文＝曾惠怡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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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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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4年6月24日修正公布之公平交易法

增訂第47條之1規定，提撥所收繳違反公平交易

法罰鍰的30％，設立「反托拉斯基金」，作為

檢舉人檢舉違法聯合行為時獎金支出之來源。公

平會並於110年11月17日第1570次委員會議通過

「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下稱本辦

法）之修正案，同年月26日發布施行，本次修正

重點摘要如下：

一、檢舉案件經公平會認定事業違法，縱未裁處

罰鍰，仍得發放檢舉獎金（修正條文第2條

及第6條）：

因聯合行為查察難度較高，為鼓勵檢舉人勇

於揭示不法，提升其檢舉誘因，個案經公平會

調查後認定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規

定，但未裁處罰鍰者，本次修正為公平會仍得對

檢舉人發放檢舉獎金。

又因違法聯合行為案件是否裁處罰鍰，會受

到違法事業規模、違法情狀及所得利益、對市場

之影響及裁處權時效等因素之影響，檢舉人揭示

不法因需承擔遭被檢舉人報復等風險，故針對違

法聯合行為案件未裁處罰鍰者，本次修正增訂公

平會得視檢舉人所提供之證據價值，分別評價給

予每名檢舉人新臺幣（下同）5萬元以上100萬元

以下之檢舉獎金作為獎勵。

二、提高個案檢舉獎金上限及每名檢舉人獎金金

額（修正條文第5條及第7條）：

因本次修正增訂違法聯合行為未裁處罰鍰案

件仍得發放檢舉獎金最低5萬元之規定，為避免

檢舉獎金金額失衡，就違法聯合行為裁處罰鍰案

件，增訂檢舉獎金最低發放10萬元之規定，同時

為提升檢舉人檢舉誘因，提高各款檢舉獎金上限

至「2倍」，最高檢舉獎金發放數額由5,000萬元

調高為1億元。檢舉獎金發放計算基準並由「每

案」修正為「每名」檢舉人，且檢舉獎金100萬

元以下部分係一次發放。

舉例來說，當檢舉人提供參與違法聯合行為

事業A、B、C及D共同決定將商品價格由100元

調漲為200元的會議紀錄，而屬於可以直接證明

聯合行為之事實存在，無須再介入調查的事證，

經公平會裁處上述事業之罰鍰總金額為5億元

時，檢舉人可獲得之檢舉獎金將高達1億元！

另本次修正尚有擴大檢舉人資格、減少不適

用本辦法之檢舉人消極資格限制（修正條文第

3條及第4條），並考量檢舉人所獲檢舉獎金數

額，應取決於其提供之證據資料價值，因此將現

行條文第5條規定刪除，詳細修正內容可至公平

會全球資訊網首頁（https://www.ftc.gov.tw）>法

規資訊>本會主管法規>公平交易法規項下查詢。

公平會呼籲社會大眾，踴躍提供相關事證向

公平會檢舉，同時提醒業者，不得與具有競爭關

係之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

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或有其他相互約

束事業活動之違法聯合行為，以免觸法。

修正「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
提高檢舉獎金上限及每名檢舉人獎金金額，且案件未裁處罰鍰仍得發放檢舉獎金。 

■撰文＝温哲嘉 
（公平會法律事務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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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公平會）

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標準

最高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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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數位經濟近年來的快速發展為企業、消費者

與社會帶來巨大效益的同時，數位市場特性與科技

巨擘也為競爭政策及國際間競爭法執法帶來新的挑

戰，爰G7（義、法、德、加、英、美、歐盟及日

本）邀集澳洲、印度、韓國及南非等國競爭法主管

機關，由英國彙集各國面臨數位市場之挑戰與發現

以提供各界參考。

數位市場的關鍵議題

（一）數位廣告

首先在反競爭行為調查，法、英、美、加、

歐盟之調查多與Google有關，其中美國司法部

（DOJ）於2020年起訴Google以設定其為搜尋引

擎及禁止預載競爭者之排他性條款來遂行維持其在

搜尋及搜尋廣告之獨占地位2。次在進行深度市場

研究方面，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於2021

年的數據蒐集研究即指出，多數網路服務提供者

（ISPs）所蒐集及分享之數據遠超過消費者預

期，其中也包含使用消費者的網路交通即時位置數

據，且即便ISPs承諾不出售消費者個資，卻允許

個資被他人使用、移轉或變現收益，更將前述揭露

行為暗藏於定型隱私政策中3，日、英、澳、德、

法及歐盟也有相關市場研究。

（二）演算法的角色

各國除藉由內部研究與舉辦公聽會等方式來

瞭解演算法的運作機制及對競爭的負面影響，並透

過機關內部或外部數據專家來分析演算法如何影響

競爭及對消費者之損害，進而採取執法行動。美國

DOJ即於2015年對電子商務零售事業在Amazon市

集運用特定定價演算法維持商品售價，對該事業2

位主管提起訴訟4。英國CMA亦對2家在Amazon市

集銷售商品的事業訂定固定價格協議，以及使用自

動定價軟體之行為採取執法行動5。

（三）線上市集與應用程式(app)商店

常見的線上市集潛在反競爭行為態樣包括：

自我偏好、最惠客戶條款及賣家與平臺間之商業

限制條款等。德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於2019年認定

Amazon在全球線上市集的賣家條款有濫用支配地

位並要求改正6，美國司法部於2012年控告Apple

與其他出版商勾結，限制電子書零售商價格競爭的

見賢思齊~ G7「促進數位市場競爭之方法概
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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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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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林文宏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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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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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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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執委會針對Apple對於app開發商所定的規定

是否違反歐盟競爭法進行調查。日本公平會也對

Apple經營App Store行為進行調查並於2021年9月

結案，Apple同意允許app開發商在「閱讀型app」

提供外部連結，告知消費者外部付款管道，可經由

App Store外的支付系統進行交易8。

（四）結合

事業藉由結合來消滅潛在競爭者、併購既有

競爭者或供應商等方式，來降低競爭及創新，導致

消費者選擇減少或價格提高，而數位廠商亦可透

過併購來強化既有優勢地位或延伸至其他市場。

除英、美等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積極針對併購新創

或潛在競爭者有疑慮的交易進行挑戰，另為避免

事業透過結合取得數據以鞏固市場力量，在日本

Google/Fitbit結合案儘管未達申報門檻，但考量當

地消費者權益的情況下，日本公平會仍進行審查並

要求事業承諾安卓手機與腕戴裝置的可互相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案關健康資料應與Google集

團數據分開處理且不得用於數位廣告9。

強化競爭法主管機關能力

由於數位市場持續發展且個案議題新穎，往

往欠缺前例供參考依循，面對新興議題需新分析方

法與專業知識加以應對，競爭法主管機關除了積極

建構機關能量與投入資源，也透過市場研究與進行

調查據以增進對數位市場瞭解、精進職員技能、尋

求外部專家專業建議及訂立內部計畫建立專業知識

等方式，來提升分析巨量且複雜資訊的能力。而為

瞭解複雜商業模式及於競爭之效果，2016年5月，

德、法發表數據及於競爭法意涵之聯合研究10。歐

盟執委會則於2020年展開歐盟境內與消費者相關

之物聯網產業調查並於2021年公布初步報告11。

既有職權及方法之改革

（一）反托拉斯法規與新制度之改革

在數位市場有競爭疑慮時，競爭法主管機關除

了更新與強化既有執法工具，亦透過新增立法或政

策改革來強化機關職權與相關機制。德國於2017

年第9次修法新增數位經濟條款，復為求即時執法

與矯正，更於2021年初進行第10次修法以利競爭

法主管機關在早期、快速執法並收實效12。歐盟也

提出「數位市場法」草案作為事前規範，對平臺扮

演數位「守門人」（gatekeepers）賦予義務以避

免不當行為，期促進市場正常運作。在美國方面，

不僅國會提出處理數位市場競爭疑慮法案（眾議院

司法委員會針對調查數年的數位市場競爭提出4項

法案加以因應13），拜登總統也於2021年7月發布

「促進美國經濟競爭行政命令」。日、韓亦分別提

出改善數位平臺交易透明與公平的法案。

（二）結合管制之新思維

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過往多以結合事業的營業

額作為結合管制申報門檻，然而在數位市場卻常出

現一方營業額很低或甚至為零、科技巨擘對潛在新

創事業遂行殺手併購的行為，對市場創新造成不利

影響卻無法可管的窘境。為防止殺手併購，德國修

法引入「交易金額」門檻標準，歐盟執委會也公布

「事業結合規範第22條轉介機制處理原則」以進

行調查，「數位市場法」草案中亦要求「守門人」

事業計畫結合時應向歐盟執委會進行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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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資料保護、隱私、消費者與競爭

競爭議題多為跨領域，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與

其他政府部門緊密合作以全方面處理涉及競爭的複

雜議題。數位平臺常以提供免費服務的方式獲取消

費者數據，而數據運用即為此類營運模式的核心，

平臺運用取得之大量數據後可鎖定消費者並發展產

品及服務，據以強化其市場地位，此循環讓新進及

創新業者更難與其競爭。澳洲競爭法主管機關在

2019年對Google誤導消費者關於蒐集與使用其在

安卓手機個人定位資料採取執法行動。德國競爭法

主管機關在評估臉書蒐集與使用資料涉及該國競爭

法榨取式濫用規定時，也與資料保護機關密切合作

以協助釐清資料保護議題。

（二）對媒體的衝擊

近年來數位平臺快速發展影響新聞媒體的

存續，也成為競爭法主管機關關注議題。澳洲於

2021年2月通過「新聞媒體與數位平臺強制議價準

則」14，旨在處理澳洲新聞媒體與大型數位平臺間

進行分潤協商時議價力顯著失衡的問題，該準則雖

未強制特定平臺遵循，然平臺與媒體已展開多起自

願協商並達成協議。法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以暫時性

措施要求Google與媒體及出版業者就補償及相關

權益進行協商，德、日競爭法主管機關亦分別進行

檢視或要求對出版業的補償應更透明。

（三）與非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國內與國際合作

G7等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定期與其國內管制機

關及政策制定者協力處理數位市場議題，除法國向

資料保護機關徵求意見，南非亦與財金相關部會合

作以瞭解數位事業於金融科技的發展與潛在風險。

在國際合作方面，則透過資訊分享、個案理論、最

佳實務及聯合報告（德、法於2019年合編演算法

報告）等方式合作，另國際組織「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國際競爭網絡」（ICN）及

「國際消費者保護執行網絡」（ICPEN）亦舉辦數

位市場濫用支配地位、數位廣告、競爭與消費者及

隱私之交錯、改善線上條款透明度等數位相關主題

之圓桌會議與建議書，來提升跨領域議題討論與機

關合作。

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報告彙整G7及其他競爭法主管機關處理數

位市場競爭議題之作為，除建議競爭法主管機關積

極強化其內部能力，與外部專家、其他產業主管機

關合作，才可確保能與時俱進，有能力處理數位市

場的複雜議題。而我國數位發展部已於去年12月

完成立法，預計於今年年中掛牌運作，如何加強與

數位發展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經濟部等相關

部會進行協調與合作，共同維護數位市場的競爭與

發展，將是未來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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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際網路藉由可快速傳遞訊息之特性改變新

聞內容之傳播管道及消費者閱讀方式1，而數位平

臺則藉由線上發布、管理及彙整新聞內容等多項

功能，改變新聞媒體事業之生態，並使得新聞媒

體事業之廣告收入因而受到影響。大型數位平臺

及新聞媒體事業間之商業關係可能引起相關競爭

議題2，目前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及日本等多國

競爭法相關機關已針對相關議題展開研究3。

新聞媒體事業之近況

在網際網路和數位平臺興起之前，新聞媒體

事業之收入來源主要係透過雙邊平臺之經營模

式，以發布高品質之新聞內容吸引消費者，並同

時向廣告商販售版面欄位以收取廣告收入，當消

費者之數量越多時，廣告商願支付之廣告費用也

將增加。由於製作高品質之新聞內容需要投入相

當之專業人力，且他人也難以立即重製利用新聞

內容，因此新聞媒體事業對所製作之新聞內容具

有相當之掌握。

隨著網際網路和數位平臺之興起，快速傳遞

訊息之特性使新聞內容更快速傳播，但也意味不

生產新聞內容之數位平臺，可立即重新利用並傳

播新聞媒體事業原創之新聞內容，使得廣告商轉

向相關之數位平臺投放廣告，更影響新聞媒體事

業從產製新聞內容之獲利程度。

目前新聞媒體事業已朝向數位化，並在自

己的網站和應用程式上投放數位廣告及在數位

平臺上發布新聞內容，透過這些平臺產生的數

位廣告收入等方式獲得營收4，而向用戶收取訂

閱費亦為獲得營收的方式之一。但根據研究5，

施行付費牆(paywal ls)措施將導致網頁流量大

幅下降（約下降51%，且年輕用戶之流失比例

將更多）6，因此新聞媒體事業主要依賴數位廣

淺論數位平臺與新聞媒體業之市場力衡量
數位平臺藉由線上發布、管理及彙整新聞內容等多項功能，改變新聞媒體事業之生態，目前主要國

家競爭法主管機關已針對相關議題展開研究，其中衡量數位平臺相對於新聞媒體事業之市場力，可以自

網路流量來源及消費者注意力進行觀察。

■撰文＝ 張志弘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專員）

1 OECD(2010),＂ News in the Internet Age＂.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cience-and-technology/news-in-the-internet-age_9789264088702-en.

2 此指非產製新聞內容之數位平臺如Google及Facebook等。
3 相關研究如:美國: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2020),“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Majority Staff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英
國:Competition & Markets Authority(2020), Online platforms and digital advertising–Market study final report.澳大利亞:Cafarra, C. and G. Crawford (2020), ｀The 
ACCC´s bargaining code: A path towards decent ralised regulation of dominant digital platforms?´.日本: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2021), Fact-finding 
Survey Report on Digital Platform Operators´ Trade Practices – Final Report Regarding Digital Advertising.

4 同註3英國及日本之研究部分。
5 Choiu, L. and C. Tucker (2013), “Paywalls and the demand for news＂,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Vol. 25, pp. 61-69.

http://dx.doi.org/10.1016/j.infoecopol.2013.03.001.
6 付費牆是一種透過購買或付費訂閱來限制存取內容的方法，主要有三種模式：沒有免費內容，而是提示消費者付費以閱讀，收聽或觀看內容；允許消費者使用某

些免費內容，例如摘要；允許消費者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在特定時間段內存取一定數量的免費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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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帶來營收。此外由於數位經濟下之消費者具

有多宿(multi-homing)之特性7，傾向自多個來

源，如新聞媒體網頁、提供新聞聚合服務(news 

aggregators)及社群網路服務(social networks)

等類型之數位平臺，選擇所消費之新聞內容，因

此新聞媒體事業在自己的網站和應用程式上投放

數位廣告所獲得之營收也因此減少。

數位平臺及新聞媒體事業間之關係

數位平臺基於多邊市場之商業模式，允許各

種類型之消費者（包括事業和個人）透過參與數

位生態系統（digital ecosystem）創造價值8，就

新聞媒體事業而言，最重要之數位平臺係提供新

聞聚合服務及社群網路服務，其中新聞聚合服務

係透過演算法將不同新聞內容進行整合並向消費

者顯示之服務，而社群網路則係由消費者將新聞

媒體加入好友，並在消費者個人頁面顯示新聞內

容之服務。

新聞媒體事業與數位平臺同時具有垂直及水

平關係，在垂直關係方面，新聞媒體事業為使產

製之新聞內容可廣泛傳播須與數位平臺合作，數

位平臺既是提供媒體事業刊登新聞內容服務之供

給者，又因可由新聞內容取得更多之網路流量，

是以亦為新聞內容之需求者，惟在大多數情況下

新聞內容係免費提供予數位平臺9。在水平關係

方面，由於消費者注意力有限，因此往往在各類

型新聞內容之途徑(如新聞媒體之網站及應用程

式或數位平臺)中進行選擇，而廣告商再依消費

者選擇之結果，評估是否在新聞媒體事業之網站

或數位平臺購買廣告，故數位平臺已經成為新聞

媒體事業在爭取消費者注意力及數位廣告供應市

場上之重要競爭對手。

數位平臺相對於新聞媒體事業之市場力

衡量

市場力係指事業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將價格

提高或維持在高於競爭水準，但卻不至於因此大

幅損失產品銷售量，而仍可獲取超額利潤的能

力，具市場力之事業可能具有對競爭對手或消費

者施行反競爭行為之能力。審酌數位廣告為數位

平臺及新聞媒體事業之主要營收來源，故OECD

於2021年發表之相關報告提出10，觀察數位平臺

相對於新聞媒體事業之市場力（如新聞聚合服務

及社群網路服務等），除運用一般利潤或營收之

衡量標準外，亦可自新聞媒體網站與應用程式之

網路流量來源，及消費者注意力中觀察。

在新聞媒體網站及應用程式之網路流量來源

方面，新聞媒體事業間競爭之關鍵因素係新聞內

容對消費者之曝光程度，故消費者訪問新聞媒體

網站和應用程式產生之流量係競爭之主要參數。

新聞媒體事業之網路流量主要係由直接流量(direct 

traffic )及轉介流量(referral traffic)所產生11。目前

許多新聞媒體產製新聞內容之傳播相當依賴少數

數位平臺作為關鍵之轉介流量來源12。由於在大

多數狀況下，數位平臺仍未對新聞聚合服務及

社群網路服務收取服務費用13，因此實際上數位

7 消費者同時參與多個平臺稱為多宿，單一平臺稱為單宿。
8 數位生態系統係透過技術的聯結（technological linkage）將原本不相關之產品或服務整合而構成相互作用並互相依賴之生態圈。
9 Geradin, D. (2019), “Complements and/or Substitutes? The Competitive Dynamics Between News Publishers and Digital Platforms and What It Means for 

Competition Policy＂, TILEC Discussion Paper, Vol. 003.
https://ssrn.com/abstract=3338941.

10 OECD(2021),＂ Competition issues concerning 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https://one.oecd.org/document/DAF/COMP(2021)16/en/pdf.

11 直接流量係指由消費者直接在瀏覽器中輸入網址所產生，轉介流量則係指消費者透過其他網頁連結至新聞媒體網站所產生。
12 路透社新聞研究所委託之涵蓋46個國家之研究報告顯示轉介流量對新聞媒體產業之重要性，該研究指出新聞媒體之網頁流量至少73%為轉介流量。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21-06/Digital_News_Report_2021_FINAL.pdf.
13 Anderson, S., J. Waldfogel and D. Stromberg (eds.) (2015), The Economics of Internet Media.

https://doi.org/10.1016/B978-0-444-62721-6.0001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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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相對於新聞媒體事業可能較近似於守門人

(gatekeepers)或門戶(gateways) 之角色，是以

數位平臺相對於新聞媒體事業在網路流量來源方

面之市場力量仍需持續觀察。

至於在消費者注意力方面，可以觀察消費者

相對花費在數位平臺或是新聞媒體事業之網站及

應用程式之時間14，以衡量數位平臺相對於新聞

媒體事業在此方面之市場力量。但須注意的是提

供社群網路服務為主之數位平臺，消費者使用平

臺之目的可能不僅是閱讀新聞內容，尚包括瀏覽

其他內容(如其他消費者發表之內容等)，是以較

難衡量該平臺相對於新聞媒體事業在此方面之市

場力量。 

結語

數位平臺藉由線上發布、管理及彙整新聞內

容等多項功能，改變新聞媒體事業之生態，新聞

媒體事業之廣告收入因而受到影響，目前各國競

爭法相關機關已針對相關之議題展開研究，研究

結果顯示，數位平臺及新聞媒體事業間具有垂直

及水平關係，而在衡量數位平臺相對於新聞媒體

事業之市場力方面，除一般利潤或營收之衡量標

準外，亦可自網路流量來源及消費者注意力等方

面進行觀察。

14 Wu, T. (2017), “Blind Spot: The Attention Economy and the Law＂, Antitrust Law Journal.
https://ssrn.com/abstract=294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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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案係指檢舉人對於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等公平會主管法規之情事，以書

面（含電子郵件、傳真等）或言詞（經作成紀錄或反映單）具體陳述事實，向公平會具名檢舉或由他

機關移來具名之檢舉案件。依據公平會統計民國110年收辦檢舉案2,077件（占全部案件8成2），進行

審理案件計2,255件（含截至109年底未結178件），自106年累計至110年底（下稱近5年）收辦檢舉

案計8,912件。（表1）

110年檢舉案經處理結案2,125件，扣除調查結果非屬公平會主管業務或程序不符之停止審議案及

重複檢舉同一案由後之案件（下稱啟動調查案件）計104件，其中作成處分者27件，不處分77件。近

5年收辦檢舉案經處理結案計8,952件，屬啟動調查案件530件，其中作成處分130件、不處分397件及

行政處置3件。（表1）

110年啟動調查案件104件，其中作成處分者27件，占啟動調查案件比率為26.0％，較上年17.8％

增加8.2個百分點。近5年檢舉案作成處分者130件，占啟動調查案件比率為24.5％。（圖1）

檢舉案件統計
■撰文＝王性淵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視察）

■撰文＝張晏慈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表1　近5年檢舉案收辦情形統計

 

      

(106-110 )
8,912 76.1 8,952 130 139 397 3 8,108 314 

106  1,671 73.0 1,728 36 36 104 1 1,485 102 

107  1,802 73.0 1,782 35 36 81 - 1,617 49 

108  1,507 73.7 1,502 19 21 77 - 1,386 20 

109  1,855 77.5 1,815 13 13 58 2 1,692 50 

110  2,077 82.4 2,125 27 33 77 - 1,928 93 



25

TAIWAN FTC NEWSLETTER
｜公平交易統計｜

近5年檢舉案件中，經本會作成處分決定並製發139件處分書，觀察其所載之行業別，以批發及零

售業94件（占67.6％）最多，其次為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製造業各10件（占7.2％），不動產9件

（占6.5％）；觀察各行業處分罰鍰情形，以製造業6,295萬元（占53.6％）為最高，其次為批發及零

售業2,530萬元（占21.6％）。（圖2）

圖1　近5年檢舉案之啟動調查案件處分比率

圖2　近5年檢舉案「處分罰鍰金額」-按行業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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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5日於臺中市辦理「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實廣告法規及案例宣導說明會」。

■ 11月8日辦理「網路連線遊戲機會型商品競爭議題座談會」。

■ 11月10日赴臺南市直轄市商業會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 11月12日於高雄市辦理「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實廣告法規及案例宣導說明會」。

■ 11月19日於宜蘭縣辦理「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實廣告法規及案例宣導說明會」。

■ 11月19日於高雄市辦理「110年度公平交易法專題講座－公平交易法實務案例研析」。

■ 11月22日赴屏東大學財務金融系辦理「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11月23日及29日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及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師生參與「公平交易法與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12月9日及10日舉辦第28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 12月10日及23日分別赴東華大學經濟學系及高雄大學財經法律系辦理「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12月17日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師生參與「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12月24日於高雄市辦理110年度「製造業遵法與競爭宣導」說明會。

民國110年11、12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1 2

1.公平會於臺中市辦理「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實廣告法規及案例宣導說明會」。
2.公平會赴臺南市直轄市商業會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27

TAIWAN FTC NEWSLETTER
｜會務活動｜

3

5

4

6

3.公平會於宜蘭縣辦理「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實廣告法規及案例宣導說明會」。
4.公平會於高雄市辦理「110年度公平交易法專題講座－公平交易法實務案例研析」。
5.公平會舉辦第28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6.公平會於高雄市辦理110年度「製造業遵法與競爭宣導」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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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7日至19日參加ICN卡特爾研討會(視訊)。

■ 11月18日至19日參加OECD「專門職業競爭之法規障礙：評估與改革經驗」研討會(視訊)。

■ 11月29日及30日參加OECD競爭委員會11月例會(視訊)。

■ 12月1日至8日參與OECD「競爭委員會」各工作小組及「全球競爭論壇」會議(視訊)。

■ 12月13日至14日擔任印尼競爭委員會「結合審查之新經濟議題」研討會(視訊)講師。

民國110年11、12月份國際交流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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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TC NEWSLETTER
｜文宣｜

公平會於民國81年1月27日成立，迄今已成立30年。為使各界更加認識公平會，公平

會建置了「公平三十 交易磐石」活動網站(www.ftc30.tw)，並於111年1月10日至2月

22日間舉辦線上有獎徵答活動，獎品豐富，歡迎大家多加瀏覽網站相關資訊，並踴躍

參加線上有獎徵答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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