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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大數據、資料壟斷、資料競爭、競爭政策
一、 研究緣起
數位經濟的市場環境，事業要取得競爭的優勢，並持續不斷進行有效
的商業模式創新，以維持在動態競爭下市場競爭力，能否掌握競爭所需要
的「資料」
，將具關鍵地位。
「資料」對於市場競爭的影響，成為近年來國
際競爭法制政策極為重視的議題。尤其針對大型數位資訊服務提供者，或
國際數位科技巨擘，如何運用其對於市場競爭資料之取得優勢，透過演算
法或相關反競爭行為之操作，鞏固其市場地位，或於市場上形成不公平競
爭的形勢，倍受國際競爭政策與個案執法的關注。
對於資料驅動市場環境之競爭議題，近年來國際上已有相關個案與政
策文獻的產出。部分國家甚至已嘗試投入法制配套的調整，然而就相關法
制政策的看法，國際間尚未形成共識，甚至基於各國整體數位政策的考量，
或所屬產業於全球競爭市場上之特性與定位，對於法制調整或執法方向皆
有相當的歧異。可以說對於大數據發展帶動的資料驅動市場競爭，在競爭
法制政策或執法措施上應如何因應，仍為動態發展中的議題。但從國際競
爭主管機關、產業界與學術界對相關議題的重視，加上國內產業政策環境
亦進入資料經濟發展階段，有必要對於大數據引發之資料壟斷等競爭政策
議題加以探討，作為因應往後數位市場環境變化的準備。
二、 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主要過「文獻分析法」
、
「案例分析法」與「專家訪談法」進行
研議。
於第一階段，針對關於大數據競爭法制政策之國際文獻，包括主要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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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國際組織之政策報告、研究報告，以及法制動態發展資料進行蒐整。
並就蒐整國際上代表性之執法個案，惟部分個案尚未完成相關調查程序，
則以本計畫結案前可取得之個案已公開資訊蒐整。
第二階段，就取得之資料初步研析，包括對於國際執法個案判斷之重
點，撰擬技術、產業與執法應用領域、法律面與市場界定層面、產業應用
與市場趨勢層面之專家訪談題綱，進行實地訪談，就重要議題充分交流。
第三階段，綜合文獻、案例分析與專家訪談結果進行初步研究意見的
提出，並召開專家座談會，對於研究內涵與初步建議方向，與法制面、經
濟面、產業面及技術面之專家進行交流。最終進行結案報告的撰擬，提出
本案研究意見。
三、 重要發現
國際實務目前所著重的是大型的數位平台的資料壟斷，以及因為此類
大型數位科技公司，透過大數據與演算法之利用，可能對市場競爭產生的
負面影響。然而，國內現階段並沒有類似 GAFAM 這類巨型數位科技服務
事業，對應 GAFAM 這樣的數位科技巨擘，我國事業或民眾與他們之關係，
主要運用 GAFAM 服務之使用者。也就是說，資料驅動的產業市場，於我
國而言仍在發展中，與擁有大型數位科技公司之特定國家或地區而言並不
相同，於競爭法制政策的評估上應將此點納入考量。
資料經濟的推動為全球共通的發展趨勢，包括日本於 2019 年提出的
數位時代新 IT 政策大綱及歐盟 2020 年公布的
「歐洲資料戰略」
（A European
strategy for data）
，對於促進資料活化應用與自由流通之相關法制政策層
面，皆特別將「競爭法」納入政策重點，包括推動數位平台交易環境之透
明性、公平性，並因應資料壟斷問題的各項法制思考。故競爭法於國際資
V

料經濟發展的趨勢下，其重要性已逐漸延伸至促進資料自由流通與公平應
用的層面，成為重要的法制手段。因此，對於國際趨勢的判斷，以及各國
就資料驅動產業之執法的認定，應合理的懷疑其隱含著某程度國家或區域
本位的執法需求。
本研究於法制政策面基本的建議，基於資料經濟與資料科技發展仍具
備相當的變動性，國際法制政策近期雖於不同國家有較大的探討與動作，
但仍未有具體的共識與定論。故短期而言，主管機關得以先行針對資料驅
動相關競爭個案之判斷指引或基準建構起來，再從逐漸累積的個案經驗萃
取適合我國執法的規則或標準。過程中得以嘗試以漸進的方式開發相關輔
助工具，並厚實主管機關內部資源與人才能量，最後進行必要的修法。而
相關法制政策應適時關注國家數位經濟政策推展的方向，逐步建構適合未
來數位經濟發展與政策趨勢之競爭法制。
四、 主要建議事項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1.

建立資料驅動相關事業之市場力界定參考要項
對於如何判斷資料驅動相關事業之市場力，參酌國際法制政策走
向（如德國）
，以及代表性個案之作法，歸納市場力界定參考要
項，供執法參酌，方向可包含：
(1) 競爭所需資料之判斷要項
(2) 資料影響市場力之判斷要項

2.

建立資料驅動相關事業結合審查指引
可參考國際個案審查關注之重點與面臨之問題，提出資料驅動相
關事業結合之審查指引，方向可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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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案判斷盲點提示
(2) 資料分析參考要素（所涉資料特性/結合個案特性）
(3) 搭配評估要素（結合整體價值/技術採用、發展與預測/國際
類似技術或商業模式發展情形之參酌/所涉產業或競爭者對
於市場趨勢之預期或意見）
3.

強化個案調查與諮詢機制
(1) 改善目前個案諮詢提問之方式，建立具引導性之具體問題模
式，可透過個案類型化方式搭配具學習性之系統或諮詢題庫
開發，以為協助。
(2) 考慮引入創造當事人對立或自我揭露相關機制，個案事業或
競爭者主動提供審查所需資料，補充主管機關個案審查資料
獲取之困難。

4.

建立外部參與機制（常態/非常態之產業分析/資訊專家參與機制）

（二）長期性建議
1.

結合申報門檻之再研議
為處理大型資料驅動產業對新創或潛在競爭者之早期併購（殺手
級併購）問題，須累積相當案例，評估調整結合審查門檻。

2.

促進數位中介服務之公正性與透明度法制規劃思考
參考國際法制趨勢與對 AI 及大數據發展之倫理及規範重點，評
估建立新興之促進數位中介服務或大數據、演算法運用之公平性
與透明化的法制。

VII

3.

產業資料庫之建置或輔助執法工具之開發
(1) 逐步建立產業資料資源，降低對個案事業或臨時之外部調查
資源之依賴。
(2) 運用大數據分析之技術（如關聯性技術）
，由小規模產業範
圍是行規劃開始，逐步建立得協助主管機關進行產業經營或
資料關聯之分析工具。

4.

內部資料分析人才之充實
充實執法機關內部資料分析人才，有助於進行資料有效分析或對
於外部分析的方式與結果得以適度的篩選或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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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數位科技的快速變化，運用數位科技所形成的商業模式亦不斷求新求
變，帶動數位經濟的整體發展。而在數位經濟的市場環境，事業要取得競
爭的優勢，並持續不斷進行有效的商業模式創新，以維持在動態競爭下市
場競爭力，能否掌握競爭所需要的「資料」
，將有其關鍵性。因此「資料」
對於市場競爭的影響，成為近年來國際競爭法制政策極為重視的議題。尤
其針對大型數位資訊服務提供者，或國際數位科技巨擘（例如 Google、
Apple、Facebook、 Amazon 等，常簡稱為 GAFA，近期部份執法調查亦會
加入 Microsoft，合稱為 GAFAM）如何運用其對於市場競爭資料之取得優
勢，透過演算法或相關反競爭行為之操作，鞏固其市場地位，或於市場上
形成不公平競爭的形勢，更為近年國際競爭法執法機關與相關競爭法制政
策關注的核心。
大型數位資訊服務提供者除運用數位科技與網際網路進行的大量資
料匯集之外，因應物聯網的發展，以及各項感測科技與資料傳輸機制的多
元應用，擴大了資料的種類、來源、利用形式，使資料驅動競爭可能涉及
的產業範圍日益變動。歐盟於 2020 年 7 月即宣告，將要針對「消費者物聯
網」
（consumer Internet of Things）發展，是否將產生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
或對於競爭法制政策產生衝擊，開啟調查。其中即包括透過物聯網裝置，
如穿戴裝置、智慧家電來取得大量使用者資料，資料控制者是否會因為限
制資料接取或資料之相互操作性等，造成對於市場競爭的不利益等議題1。
足見，伴隨相關通訊、網路、資料傳輸以及感測等科技的發展，大數據所
1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launches sector inquiry into the consumer
Internet of Things (IoT),”(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1326,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17.
1

帶動的市場競爭型態，將會更加多元，所涉及的產業與商業型態也將日趨
複雜。因此有必要從大數據發展下資料驅動的市場競爭進行探究。尤其是
網路與資料流動的無國界性質，國際上競爭政策、執法與議題探討之趨勢，
亦需要予以關注，以使國內相關法制政策的研析，不致過度偏離。同時需
要兼顧國內產業實務技術、應用及市場發展情況與特性，以評估採取適合
國內環境的法制政策規劃。
國際上對於資料驅動市場環境之競爭議題，近年來透過個案處分與政
策文獻的陸續產出，對於資料市場的樣貌與競爭的特性，已逐步累積相當
的討論，以及執法操作的經驗。部分國家甚至已嘗試投入法制配套的調整。
然而就相關法制政策的看法，國際間尚未形成共識，甚至基於各國整體數
位政策的考量，或所屬產業於全球競爭市場上之特性與定位，對於法制調
整或執法方向皆有相當的歧異。可以說對於大數據發展帶動的資料驅動市
場競爭，在競爭政策上應該採取的態度或作法，仍屬於動態發展的議題。
但從國際競爭主管機關、產業界與學術界對於此議題的關注，加上國內政
策環境亦進入重視資料經濟發展的階段，有必要對於大數據引發之資料壟
斷等競爭政策議題加以探討，作為因應往後數位市場環境變化的準備。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大數據發展下之資料驅動市場競爭，基本上可以說是就網路市場相關
競爭議題討論的延續。自從網路商業活動逐漸頻繁以來，普遍以「免費」
提供網路服務的型態，以及平台商業模式的「雙邊或多邊市場」特質，已
對於原本以「價格」競爭及「單邊市場」特性為基礎的競爭法制體系形成
衝擊。而網路新興商業模式，伴隨行動寬頻網路與行動載具的迅速發展，
產生更多元且彈性的應用可能性，也讓數位資料的主/被動傳輸、蒐集與分
析更加的即時與廣泛。大型數位資訊服務提供者，無不用盡一切方法，強
2

化其在網際網路與行動網路應用之連結關係，提升其資料取得的規模、機
會與多樣化。再運用已經具備的大數據演算與分析的能力，優化其服務品
質，預測市場的需求走向，提出創新而精準的行銷策略、服務轉型或新興
服務。如此一來，大型數位資訊服務提供者，不但能夠透過提供更符合使
用者需求的服務，維持使用者的忠誠度，更能吸引更多具備不同需求或利
益之服務參與者，提升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
，滾動獲取及分析進一步
的資料，持續創造更好的服務，形成雪球效應（Snowball Effect）
，最終使
得市場產生大者恆大的情況。
國際上對於數位經濟的競爭議題，近年來持續有相當的探討，切入探
究的面向多元，資料競爭或資料壟斷可以說是數位經濟相關競爭議題其中
一個環節。其他與本議題相關的切入面向尚有關於數位平台特性產生的競
爭議題，或是基於數位科技創新發展引發的技術壟斷，或基於 AI 技術與
演算法的設計與實務運用引發之透明性與公平性議題，甚至基於特定資訊
技術利用（如區塊鏈）之商業模式產生的競爭法執法議題等。所涉議題廣
泛，為使研究主軸明確，本研究將以大數據，或利用「資料」形成、鞏固
或提升市場力或市場支配地位的角度進行探討。
惟此議題具備高度變動性，涵蓋範圍廣而複雜，本案資料蒐集過程當
中，各國之政策或討論亦持續出現。而資料驅動事業所涉科技變化，尤其
演算法與 AI 技術之演變、5G 甚 6G 通訊技術之發展，皆會對於未來產業
發展與資料市場的評估產生影響，故本議題之處理尚存在許多不確定性，
於法制政策的規劃應將此一變動特性納入考量。
尤其部分個案仍在調查中，雖有對外新聞資料初步提示調查之重點，
仍無法確知調查之情形與最終處分之走向（如歐盟對 Amazon 不公平競爭
之調查案、Google/Fibit 結合案、歐盟對消費者 IoT 之調查等）
。或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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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法院亦僅針對競爭主管機關之處分是否持續執行議題進行裁定（如
德國 Facebook 案）
，尚未針對具體個案作成裁判。或有部分個案雖完成處
分，卻尚未公告處分全文等（如 Google Search （AdSense）案）等。至於
法制政策以及執法工具部分，國際發展上雖有部分進展，但並非皆已通過
立法程序，部分內容並為建議或提請討論的性質，於法制研析上有其限制。
本研究基於議題資料與執法趨勢的變動性與不確定性之限制，研究探
討將著重於議題層次較為顯著，且可取得之相關資料或意見較為明確之議
題。而我國資料經濟所涉產業仍在發展中，產業規模與國際目前執法對象
亦有極大的差距。故國際法制政策研議之方向，於我國之可參考性與可行
性，須併同我國產業政策與產業發展狀態滾動評估，以於未來尋求適切的
解決方案。鑒於本案研究時程較短，故將以研究期程與時間允許下可取得
之資料為限制，萃取專案所涉議題當中較被國際學術實務重視之主要議題
進行整理討論，嘗試提出執法層面可考量或評估的方向，作為後續國內法
制政策規劃的參考。
因此，本研究將從「大數據」與「資料」作為切入點，先從大數據的
定義及發展開端，探討何謂資料驅動的商業模式，及其對應之大數據價值
鏈，或基於大數據應用而形成的產業型態、特性與主要市場特徵。從而探
討「資料」與市場競爭之關聯、運用大數據行程市場力的態樣、常見相關
的反競爭行為，以及因應免費與資料驅動市場的特殊性，初步探討於相關
市場界定的議題。再就國際實務個案的討論，挑選具備代表性之限制競爭
與不公平競爭之議題進行探討。其中由於資料驅動之競爭特性，相關案件
的探究，不免連結到個人資料及其法制適用的問題，其是否需於競爭法執
法納入探討，於國際個案上亦形成討論，故將對此議題進行分析。最終參
酌國際政策、法制與執法的發展，考量國內產業發展之情形，提出對於主
管機關未來競爭法政策層面可參考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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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
大數據對於資料驅動數位市場競爭之影響，及其對於競爭法制政策之
衝擊與因應需求，近年來在國際組織或國際主要國家，陸續已有相當之政
策研究文獻以及學術文獻進行探討。而資料驅動相關市場環境的發展，有
其國際共通的面向，尤其資料的流動與應用，具備跨市場區域及跨產業領
域的特質，部分大型數位服務涉及的地理市場更是以全球為範圍。故本研
究議題若能掌握主要國際組織或國家法制政策面研議的方向，以及相關政
策研析意見的看法，甚至於執法層面的規劃或作法，對於評估國內後續法
制政策或執法方式，將有所幫助。因此本研究將擇定國際上已進行相關法
制政策探討，或已著手進行法制調整或政策規劃之主要國家或國際組織，
所發布之政策文件、研究文獻或法制調整重點進行研析（如：歐盟、日本、
德國等）
。
此外，目前亦有部分學術文獻，對於競爭法制政策與執法，如何因應
大數據環境下的市場競爭議題與因應提出意見。其中不乏對於資料驅動之
數位服務的壟斷、市場界定、演算勾結、結合管制以及與隱私保護等其他
法制關聯之探討。部分著作並對包括歐盟等國際組織的政策方向有重要之
影響，故亦擇要將納入研究參考範圍。
二、 案例分析法
國際競爭法執法層面，對於資料驅動的數位服務，已陸續有相關執法
個案。部分個案即為晚近國際法制政策趨勢探討的重點案例；另有部分近
兩年出現的個案，於競爭法上的判斷，及其所採用的判斷理由，更引發國
內外學說及實務的關注。以結合案為例，美國與歐盟於結合審查之幾個重
要案例，所涉的數位服務多是國際著名的服務提供者與網路平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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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Microsoft、Yahoo、Facebook、WhatsApp 等。
各該平台的結合審查，可以說開啟了競爭法對於資料驅動數位平台或
事業市場力評估，以及資料壟斷議題於競爭法應如何評價等相關探討的先
河。此外，對於數位平台濫用市場地位的執法個案，近年來也陸續出現，
其中不乏探討大型數位平台，如何運用市場地位達到資訊壟斷，或運用各
項手段阻礙競爭對手進行有效的資料競爭，或以違反個人資料保護之相關
法令方式蒐集與利用個人資料，被認定為市場力濫用等相關探討。歐盟近
三年對 Google 濫用市場地位的各項處分案，以及德國對於 Facebook 的處
分案，與後續各級法院的看法，皆對於資料壟斷，或是資料驅動市場涉及
競爭法與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界線等，有程度不等的探討。
2019 年7 月歐盟宣布展開對Amazon 是否濫用在其經營網路交易市集
中，所取得獨立零售商非公開之競爭資料，從事不公平競爭的行為。延續
了歐盟對於數位平台基於多角化經營，於提供中介服務之同時，利用其基
於中介服務所得之資料或演算法運用的優勢，對於所屬之其他服務採取自
我嘉惠行為，導致對其他利用其服務之使用者（可能是其所屬其他服務之
競爭者）產生競爭上之不利益，影響公平競爭之相關議題的探究。本案對
於大型數位平台運用跨市場之資料優勢施行不公平競爭之作為，雖歐盟尚
未提出最終的處分，仍有其追蹤探討的價值。
故本研究將蒐整具備指標意義之個案，進行適度分析，期能萃取出相
關案例當中執法機關之市場判斷、法制議題的評估以及執法的方向，作為
相關法制或政策探究的基礎。
三、 專家訪談法
本案研究涉及資料驅動商業模式與傳統商業模式之差異，以及資料於
6

資料驅動相關市場所扮演的角色與影響，最終目的在探討競爭法制政策與
執法層面是否需要有所因應。為達到研究目的，並使研究聚焦，對於大數
據相關商業模式以及國內競爭法之實務狀況與需求，須有所了解。
故研究過程中將透過專家訪談以及座談會之方式，邀請對於相關議題
有所研究或實務接觸之學者或實務專家參與，進行議題討論，並對於國內
可能的因應做法提供建議。邀請對象包括對於資料競爭議題與國內競爭政
策有研究之學者，或產業實務曾投入大數據應用或商業模式規劃之技術及
產業面的專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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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資料驅動之商業模式

第一節 大數據發展與資料驅動產業
一、 大數據定義
數位經濟的市場環境，事業要取得競爭的優勢，並持續不斷進行有效
的商業模式創新，以在動態競爭下維持市場競爭力。而資料金礦如同二十
一世界的新石油，蘊藏豐富的商機，透過對「大數據」
（Big Data）的掌握，
企業將能持續提供創新的商業產品或服務。關於「大數據」之定義，目前
實務或學界均無統一說法，無法單從產業所需的數據「量」是否龐大來定
義所謂「大數據產業」
。
目前有研究機構及專業組織，嘗試建立融合「質」與「量」的界定標
準，最早由 Doug Laney 在 2001 年提出大數據具備「3V」特色為目前較廣
為接受的定義，指具備「數量」
（volume）
、
「速度」
（velocity）
、
「多樣化」
（variety）三特色2。此外，2010 年 IBM 提出大數據除具有數量（volume）
、
速度（velocity）
、多樣化（variety）
，亦具有真實性（veracity）的特性3，真
實性指的是資料有一定程度的完整與正確性，而足以讓企業信賴而用以作
為決策的依據4。
爾後，學者 Maurice E. Stucke 和 Allen P. Grunes 於 2011 年更加入了
「大
數據」應具有高度「價值」
（value）的特色5，認為大數據的除了 3V 的特
性之外，必須要透過大數據分析進行價值的轉換，才能實際發揮真正的價
2

Doug Laney, “3D Data Management: Controlling DataVolume, Velocity, and Variety”, Gartner,
ﬁle No.949. 6 February 2001.
3
IBM,“The Four V's of Big Data,” https://www.ibmbigdatahub.com/infographic/four-vs-big-data,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4
Villanova University, “What is big Data?”
https://www.villanovau.com/resources/bi/what-is-big-data/,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5
Stucke, Maurice E., Grunes, Allen P., Big Data and Competition Policy, 1st ed.(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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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而在 2013 年 OECD 報告中，雖對於大數據無具體定義，但亦指出其
應具備「數量」
（volume）
、
「速度」
（velocity）
、
「多樣化」
（variety）與「價
值」
（value）的特性6。
另根據美國國家標準暨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於 2019 年提出之定義，大數據指由具有龐大資料量、
高速度、多樣化（多重異質資料格式）
、變異性等特徵的資料集所組成，需
要可擴延的架構來進行有效儲存、處理與分析7。
歸納上述，
「大數據」的特徵雖然於不同時期與討論脈絡下，各文獻
有不同的定義，但大體上以「數量」
、
「速度」
、
「多樣化」
、
「真實性」與「價
值」等五大要素為基礎，詳述說明如下8：
（一）數量：資料規模大幅提升9，可分析資料的規模提升，強化資料分析
之廣度與精確度。
（二）速度：蒐集、儲存、處理和分析資料的成本下降，提高策略反應的
速度10。
（三）多樣化：多元資料整合，得以呈現出新的關聯性或結果，透過整合
6

OECD, “Exploring Data-Driven Innovation as a New Source of Growth,”(2013)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5k47zw3fcp43-en.pdf?expires=1599705180&id=id&acc
name=guest&checksum=10E4CF4F184F0370480209E5DFE2B21A,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9.
7
NIST Big Data Public Working Group Definitions and Taxonomies Subgroup, “NIST Big Data
Interoperability Framework: Volume 1, Definitions,”
https://nvlpubs.nist.gov/nistpubs/SpecialPublications/NIST.SP.1500-1r2.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9.
8
OECD, “Data-Driven Innovation for Growth and Well-Being: Interim Synthesis Report,”(2014)
https://www.oecd.org/sti/inno/data-driven-innovation-interim-synthesis.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9.
9
The White House, “Big Data: Seizing Opportunities, Preserving Values,”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big_data_privacy_report_may_1_20
14.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10
OECD, supra note 8 ,at 2-10.
9

資料片段形成特定人/事/物之分析或預測，為創新奠基。例如：透
過資料融合（data fusion）
，新的事實來自不同方面的資料整合所呈
現的結果，經由資料片段的整合，形塑特定趨勢或方向，以進行預
測偏好或行為11。
（四）真實性：使用正確、未有偏差、異常的資料，使企業可用以重要決
策參考。
（五）價值：藉由使用準確、未有錯誤而具有真實性的資料進行分析與應
用，使資料進而產生一定效益，如企業可透過大數據分析協助創新
或策略的改變，以識別消費者需求、提供創新服務，或為其他營運
成本或策略之調整。資料有助降低企業識別消費者並了解其需求的
成本，或是運用資料提供智慧商品，以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總體
福利12；或考察現行企業是否以反競爭方式阻礙市場進入或破壞創
新13；又或是企業運用蒐集和分析資料以履行監管方面的義務，像
是透過金融交易監測發現可疑行為14。
前述大數據所具備的特質，包含資料規模數量的提升、取得資料的即
時性、獲得資料的種類多元、使用正確的資料和透過資料的運用產生的價
值等，皆無法單獨形塑企業的市場力量（如快速取得大量的非正確性資料
時，資料便不具備價值性）
，而係依個案的型態，透過各該特性的交互作用
而使之發揮經濟上的價值或重要性。因此，經過大數據分析建立資料於產
11

The White House , supra note 9 ,at 7.
OECD, supra note 8 ,at 5.
13
David Currie, Chairman,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EU consumers in the Digital
Era,” Speech given at European Consumer Summit, Brussels(2014),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eu-consumers-in-the-digital-era,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9.
14
CMA, “The Commercial Use of Consumer Data,”(2015)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
435817/The_commercial_use_of_consumer_data.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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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應用的價值，是形成資料驅動事業市場力不可或缺的要素。
二、 大數據價值鏈（The Big Data Value Chain）
將大量資料（Data）轉變為有用的資訊（Information）
，再轉變為有價
值的情報（Intelligence）
，需經過一定的過程，稱之為大數據價值鏈。有學
者將大數據價值鏈描述為：
「大數據系統中的資訊流，作為從資料中產生價
值和有用見解所需的一系列步驟15」
。
作為探討大數據分析對於產業競爭影響之基礎。透過文獻資料之蒐
整，嘗試對於大數據價值鏈予以描繪，大致可分為「資料蒐集」
、
「資料處
理」
、
「資料分析」
、
「資料應用」之四大階段，以下分別介紹之。
（一）資料蒐集
1.

取得技術、設備自動產製的資料
自企業如何獲得資料的角度，探討取得資料的方法或途徑、資料
來源，皆屬於資料蒐集的一環。取得各類資料的方法或途徑，包
含透過智慧終端設備、連網設備、感測器等技術設備直接產製大
數據資料，其所得資料屬於原先不存在之原始資料。學者 Babak
Bashari Rad 和 Pouya Ataei 將此稱為「資料產製者（Data
Generators）
」
，專指產生新資料的設備，並強調大數據的「數量」
特質，指出每創造百萬位元組（megabyte）的新資料，並會生成
另外十億位元組（gigabyte）的資料16。

15

Jose Maria Cavanillas, Edward Curry, Wolfgang Wahlster, New Horizons for a Data-Driven
Economy- A Roadmap for Usage and Exploitation of Big Data in Europe, 1st ed.(2016).
16
Babak Bashari Rad and Pouya Ataei , “The big data Ecosystem and its Environs,” 17(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Network Security(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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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得有關使用者的第一手資料
除經由技術設備自動產製之相關資料外，亦可運用相關程序/機制
自使用者端直接取得各類資料，包含運用網路或智慧裝置等技術
取得的第一手資料。亦有稱為「資料創造」
，諸如透過電子郵件、
電子訂單（交易）系統、社群媒體等各類網路及智慧行動裝置取
得使用者之資料，或是透過實際使用者（消費者）之行為所留下
的紀錄等17。
舉例而言，依據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的研究報告18，事業會運用「多種管道」取得各

類個人資料，除透過互動方式，主動取得使用者資料外，亦有經
由建置平台空間等非交易方式，同時取得平台兩（多）方使用者
的資訊，或是透過系統設計反饋機制，如程式設定達成使用者經
驗自動反饋，被動蒐集使用者資訊，或與第三方網站合作，放置
cookie 取得更多使用者的數位資料。
3.

取得已存在的第三方資料
指自組織內部相關部門之資料盤點或自外部資料來源等，取得原
先已存在的資料。如運用科技工具（如爬蟲技術）取得資料，或
透過各類資料來源，如企業內部資料、政府開放資料、社群媒體
資料、第三方資料庫或其他個人持有的資料等管道取得19。
舉例而言，依據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CMA）的研究報告，考

17

童啟晟，
「台灣發展巨量資料產業之機會與挑戰」
，證券櫃檯，第 174 期，45-47（2014）
。
CMA, supra note 14.
19
趙祖佑、周駿呈、涂家瑋，
「物聯網應用發展趨勢與商機：資料經濟篇」
，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80-81（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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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自行蒐集在資料量上的侷限性，以及資料取得不便的問題，事
業亦得與第三方服務提供者合作，取得外部資料集（Datasets）或
透過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取得
更多使用者的數位資料20。
部分學者則將上述企業內部資料與外部資料蒐集的過程，統稱為「資
料取得（Data Acquisition）
」
，包含透過感應網路（Senser Network）
、事件
處理（Event Processing）
、資料串流（Data streams）等途徑，獲得各類結構
化與非結構化資料21。學者 Babak Bashari Rad 與 Pouya Ataei 則指出，資料
蒐集者（Data Collectors）除蒐集有關使用者與設備的資料，並會留意其貢
獻（attributes）與意見（attitudes）22。實務上並可透過如 NoSQL、Hadoop
及雲端工具等各種軟體平台，幫助企業蒐集、彙整來自不同管道所取得的
資料，作為日後分析用途23。
（二）資料處理
即針對蒐集的資料，所進行資料清理、資料整合、資料標籤、資料轉
換、整合等過程。有稱為「資料預處理」
，如標籤化：指資料科學家以手動
或自動方式，將原始資料轉換為機器可讀的形式，作為後續資料分析的前
置作業24。或是對於蒐集來源不同的資料進行整理、組織與分類，最後再
進行如資料結構化與檔案格式統一等資料之再加工行為，包括後續資料平
台之規劃、建置與營運，皆涵蓋於資料處理之範疇25。另有學者提及「資
20

CMA, supra note 14.
Jose Maria Cavanillas, Edward Curry, Wolfgang Wahlster, supra note 15.
22
Babak Bashari Rad and Pouya Ataei, supra note 16.“Data Collectors: as the name is descriptive
enough, this group collect data about users and devices with attention to their attributes and
attitudes.”
23
童啟晟，參前揭註 17，45-47。
24
黃仕宗，
「美日歐數據共享政策分析」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2019）
。
25
趙祖佑、周駿呈、涂家瑋，前揭註 19，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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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儲存（Data Storage）
」之概念26，指透過雲端存儲（Cloud Storage）
、NoSQL
資料庫等技術，以紀錄與讀取資料，本文亦將之歸類於資料處理之範圍。
（三）資料分析
完成資料蒐集、處理後，開始整合不同來源資料形成新資料集，並依
據各類分析工具進行分析之過程。有將資料分析過程描述為探索資料，並
將所設資料概念化及系統化，以建構出一套預測模型27。而資料分析方法
依據資料的類型與分析目的而有不同，如有透過機器學習進行資料挖掘，
探勘有價值的資訊，後續再鏈結到 AI 或演算法訓練模型的產出28。或有自
「資料整合者（Data Aggregators）
」之角度，著重於蒐集資料並據以繪製特
徵（patterns）
，其後再進行分析、產生觀點，然後將其作為產品出售給其
他有需要的事業或組織29。亦有學者將「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
」30納入
資料分析之一環31。
（四）資料應用
指依使用者需求，進行資料加值應用服務開發。有稱為資料使用（Data
Usage）
，用以形塑與強化企業在決策擬定、趨勢預測之能力32；或有認定
其為資料之「商業化過程」
，即加以分析終端消費者的行為數據，提供後端
情報決策之作為判斷之依據，發展預測模型以提供企業資料應用策略基
26

Jose Maria Cavanillas, Edward Curry, Wolfgang Wahlster, supra note 15.
童啟晟，前揭註 17，45-47。
28
黃仕宗，前揭註 24。
29
Babak Bashari Rad and Pouya Ataei, supra note 16.
30
Data Curation 係在大數據時代下提出的一項以集合資料的持續性、動態性、增值性為一
體的管理活動。最早於 2002 年由微軟公司的研究員 Jim Gray 提出。又依據英國資料監管
中心（Digital Cruation Centre, DCC）
，Data Curation 包含了資料整個生命週期中的維護、保
存和增加研究資料價值的行為。資料來源：肖玉，
「國內外 Data Curation 研究綜述及啟示」
，
西南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19 卷第 6 期，70-75（2017）
。
31
Jose Maria Cavanillas, Edward Curry, Wolfgang Wahlster, supra note 15.
3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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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並可使企業能及時提供消費者最正確的資訊與服務33。或包含「資料
應用專業知識顧問諮詢」
，例如平台規劃顧問服務、資料應用顧問服務，更
廣泛則涵蓋醫療、文創、法律等特定領域的應用專家諮詢34。另有自「資
料消費者（Data Consumers）
」之角度，利用來自他人的資料，使事業自資
料價值鏈中獲益，例如 Google 透過 Chrome 瀏覽器取得使用者搜尋、利用
行為的資料，以獲取可應用的知識與競爭優勢等35。

第二節 資料價值鏈之主要產業特性
一、 大數據發展帶動的產業型態、產業轉型其特性
由前述對於大數據價值鏈之描述，可知企業取得大量資料後，須經過
眾多流程，方能使得各該資料成為有助於提升企業競爭力之資產。而事業
是否得以運用資料以進行加值應用開發的整體流程，與該事業本身具備之
能力與資源息息相關。部分公司因本身已具備完整之蒐集、處理、分析及
利用的能力，得以自行掌握及操控整體價值鏈的循環（如 Google 等大型科
技公司）
，使得大數據分析成為強化其競爭力的利器；但仍有許多未具相對
能力之事業，需要尋求資料專業服務的協助，以獲取大數據分析的利益。
故為滿足個別化之產業需求，逐漸衍生出對應大數據價值鏈之相關產業類
型。
依循前述大數據價值鏈，視所涉事業之規模、能力與資源，可能由單
一事業體自行完成，或必須仰賴其他各類專業資料服務事業協助，方可有
效利用大數據分析，以提升事業競爭力。故仰賴「資料」作為市場力來源
的事業，大致可先區分為以「資料」本身及與其密切關連之周邊服務（如

33
34
35

童啟晟，前揭註 17，45-47。
趙祖佑、周駿呈、涂家瑋，前揭註 19，80-81。
Babak Bashari Rad and Pouya Ataei, supra not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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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處理、分析等）為產品（product）的事業，以及運用「資料」作為其
他產品或服務發展或提升之資源（input）的事業：
（一）以「資料」或其密切關連之周邊服務為產品之事業形態
指提供資料蒐集、儲存、處理、分析、應用等各類資料服務的事業類
型36。有論者將其統稱為「資料加值應用服務業者（Data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s）
」或「資料服務公司」
。此類事業，主要係以「資料」或其關聯
服務為產品或服務之核心，運用各種科技工具，最大化資料的附加價值，
又可稱之為「資料經濟服務產業」37。以大數據價值鏈之主要步驟為區隔，
可歸納為以下四種態樣：
1.

資料蒐集服務業者
運用科技工具，自各類來源蒐整多元資料，並將所蒐集之資料提
供予資料需求者之服務。例如：Quickseek 快析情報數據庫，其
服務在於整合廣大社群來源，蒐整輿情熱議資料，提供針對社群
討論意見之整合資訊38。
此外，目前各國政府多有提倡政府資料開放理念，提供政府可公
開的資料與各方進行加值應用，又有透過建置政府資料市集，除
政府資料外，亦鼓勵產業將資料上架，促進產業間資料流動、分
析應用。我國目前亦有相關政策推動政府資料開放，根據本計畫
之專家訪談結果，現階段政府機關所提供資料多為統計資料，非
原始資料（raw data）
，因為資料格式之差異，企業較難進行有效
的運用（參考附錄三：產業應用與市場趨勢之專家訪談紀錄）
。

36

趙祖佑、周駿呈、涂家瑋，前揭註 19，80-81。
黃仕宗，前揭註 24。
38
QuickseeK 快析情報數據庫，
「關於 QuickseeK」
，https://www.quickseek.com.tw/about，最
後瀏覽日期：20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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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政府資料之開放近用，以及如何建立政府與民間資料之流
通應用，皆為未來國家數位經濟政策重要的走向，未來政策推動
的成果亦將影響事業獲取多元資料之可能性，影響資料蒐集等相
關資料產業之發展。
2.

資料處理服務業者
事業蒐集大量資料後，需要對於資料進行格式上統一與進行標籤
化動作，以利後續資料串接、整合。由於蒐集之資料過於龐大，
進行資料處理之工作繁瑣耗時，遂衍生各類提供資料清理、資料
整合和儲存等處理服務。例如：有業者提供 AI Data Service 服務，
可針對 AI 應用領域，運用智慧標籤平台、標籤工具等，提供客
製化資料處理服務39。
依據本計畫之專家訪談結果，事業內部資料常有格式不一的問
題，導致串接不易，如行動 APP 與線上網站的消費者資訊格式
不同，難以整合。或因取得之資料品質不佳，如外部資料集之檔
案格式、欄位格式與資料精細度不同的問題，皆需要投入高額成
本並運用大量人力進行格式整合、標籤化等資料預處理的任務。
若以軟體開發流程之角度，輸入資料時，需進行資料調整、預處
理，在下指令前進行事先分類，亦即以標籤的方式去分類，而使
之規格化、統一化，以利後續建模的程序。早期傳統以人工方式
進行，而現今因為資料量龐大而委託外包，將流程分拆的更細緻
（參考附錄三：產業應用與市場趨勢之專家訪談紀錄）
。

39

FLOW AI Data Service，
「關於若水 AI 團隊」
，https://ai.flow.tw/about/，最後瀏覽日期：
20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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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料分析服務業者
提供特定產業進行資料混搭、分析與決策服務，運用資料科學、
機器學習等專業與技術，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快速分析大量
複雜資料背後所代表的意思與隱藏的商機。協助企業經營者掌握
資料價值，利用智慧資料，精準做出決策，應用於新產品和服務
的研發、節省營運成本，促進企業轉型。例如 eLand 意藍資訊，
運用平行搜尋、自動語意分析技術，提供網路社群口碑分析等服
務40。
目前多有以雲端服務型態提供資料分析服務者，使用者可依據其
需求，透過網路、分散式計算、虛擬化等技術，取得所需要之演
算基礎服務或儲存服務等。雲端運算具有三種服務類型，包含基
礎建設即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平台即服務
（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與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其中 SaaS 之服務類型，可協助事業建立演算法，如 Google
Analysis 與 Adobe Analytics，即是透過網路（Web）方式登入並
提供資料挖掘和商業數據分析服務41。
根據本計畫之專家訪談結果，資料帶來的競爭優勢，並不只是能
夠匯集大量的數據，而是演算法是否足夠成熟，而能適當的將資
料進行運用與加值，以及加值出來的結果有無適當專業的人員進
一步加以分析判斷、應用與決策，都會左右資料形塑企業競爭力
的可能，因此資料分析是左右資料能否產生的價值的關鍵因素，

40

eLAND Could Services，
「關於意藍」
，https://www.eland.com.tw/abouteland.html，最後瀏
覽日期：2020 年 10 月 1 日。
41
許名宏，顏至寬、李育緯，
「PereGrine 網路管理技術應用於 IaaS 及 HaaS」
，電腦與通訊，
https://ictjournal.itri.org.tw/Content/Messagess/contents.aspx?&MmmID=654304432061644411
&CatID=654313611224236437&MSID=746520164210264607，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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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又須仰賴分析技術人員和產業領域人員的協調合作（參考附
錄三：產業應用與市場趨勢之專家訪談紀錄）
。
4.

資料應用服務業者
提供特定產業之整體應用服務解決方案。例如 iKala CDP，協助
導入資料源，進行 AI 分析、客群區分後，應用於行銷等活動42。
以日本應用實例為例，DOCOMO Insight Marketing 的「行動空
間統計」
，為掌握人口分布的分析服務，可使用「日本國內手機」
與「訪日外籍人士手機」連線至基地台的資料，取得 500 公尺網
格或個別地區的人口分布資訊。而「行動空間統計」的用途多元，
除可掌握特定區域的手機用戶資訊，瞭解使用者的性別與年齡層
等，也可調查環境變化前後的人流變動狀況。例如，分析高速公
路和新幹線通車對人群流動性的影響、音樂會及體育賽事觀眾的
屬性變化等。未來將提供能「直接連結到銷售量的預測資料」
，
帶動動態定價的發展，應用範圍廣泛43。

此外，隨著資料加值應用需求增加，衍生各類專業分工業者，如資料
分析服務、資料交易仲介、資料視覺化呈現等資料應用工具開發商（Data
Application Tool Providers）
。終端消費者（Final Consumers）和企業端資料
使用者再應用資料以改善商業效能或創造新型商業應用模式，帶來經濟效
益和技術價值44。
當中資料交易仲介服務業提供以資料交流平台的方式，連結資料擁有

42
43
44

iKala，
「關於 iKala」
，https://ikala.tv/zh-tw/about-ikala/，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
MIC 產業研究報告，
「數據買賣最前線」
，1-4（2020）
。
趙祖佑、周駿呈、涂家瑋，前揭註 19，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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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資料購買者，交易不同來源且不同類型之資料45，使得資料能於公開
市場取得或交易。而提供或協助資料整合、交換或交易的服務型態分類各
有不同，粗略的區分大致有「資料中樞（Data Hub）服務業者」與「資料
市集（Data Marketplace）
」
。
前者將分散之資料解決方案進行整合，針對如電子商務、醫療健康、
金融等特定應用領域，提供多元來源、完整，且已經預處理、整合的資料
集服務。後者則具備更高的營運服務門檻，除須有前述「資料中樞」功能
外，亦須對於資料進行鑑價、定價與具備供需媒合（Data Broker）的能力，
透過資料的媒合賺取服務佣金46。
根據本計畫之專家訪談結果，由於資料可能涉及商業機密，事業多不
願共享資料予市集上其他有競爭關係的事業，多傾向個別委託資料分析與
應用，或自行完成資料蒐整到應用的所有程序。或委託國外機構進行分析
與應用，惟國外機構因不瞭解我國國情背景且缺乏領域知識，在分析時往
往不夠完善。
此外，資料市場中的資料出售方與資料購買方，對於資料的價值認定
不一，使得資料定價不易。目前實務作法為資料出售方先販售小部分資料
予資料購買方，由資料購買方運用於決定該資料的價值，或是資料出售方
與資料購買方建立分潤機制（參考附錄三：產業應用與市場趨勢之專家訪
談紀錄）
。
（二）運用「資料」作為其他產品或服務發展或提升資源之事業形態

45

黃仕宗，前揭註 24。
周駿呈，
「資料市集服務之未來需求與技術趨勢分析」
，經濟部技術處，
https://www.moea.gov.tw/MNS/doit/industrytech/IndustryTech.aspx?menu_id=13545&it_id=227 ，
最後瀏覽日期：202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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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本身具備處理數位資料的能力，或與第三方合作，完成資料加值
應用開發整體流程，用以提升服務品質或提出創新商業模式，吸引或維持
消費者的青睞，提升/鞏固市場競爭力。例如：Google、Amazon、Facebook、
foodpanda 等大型數位科技公司。
實際以 foodpanda 業者之經營模式為例，在早期營運時，業者需運用
人工方式進行單據管理、店家標籤化，搭配行銷端在 APP 跟網頁內不斷
進行 A/B Test，始有足夠的資料進行客戶分析，整合出最佳的營運模式。
目前 foodpanda 在全球市場蒐集的資料會傳回德國進行分析、研究，以開
發配送演算法，每個國家的分部也都會配置自己的資料科學家，幫助本地
市場做更深層的資料探索優化。
透過演算法的機制，能夠自動綜合每位司機的歷史速度、效率、送餐
點熟悉度等，再依據取餐地址、即時路況，試算出每一區最有可能發生第
一次取餐的地點，讓司機能在最短時間取得餐點進行配送47。又透過餐飲
外送服務上百萬張訂單所建立的大數據資料，foodpanda 得以將業務觸角延
伸至虛擬超市，在有高度市場需求、用戶密度高的區域挑選倉庫位置，提
供 20 分鐘內外送零售商品的服務48。
根據本計畫之專家訪談結果， 對於目前國內資料產業發展現況的文
獻，尚缺乏有力之市場調查資料。目前國際上對於資料經濟執行案例，多
關注於跨國大型數位網路相關服務事業及數位平台。而我國相對於歐美國
家，尚在發展資料服務產業生態系，加上我國商家多為中小企業，缺乏如

47

Chris，
「外送預測率高達 95%，foodpanda 怎從工人智慧走到人工智慧？」
，INSIDE 硬
塞的網路趨勢觀察，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5953-foodpanda-AI，2019/03/28，最後
瀏覽日期：2020 年 10 月 1 日。
48
吳元熙，
「foodpanda 開虛擬超市、20 分鐘到貨！」
，數位時代，2020/04/15，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7322/panda-now-ecommerce，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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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美國的 Google 或 Facebook 等大規模的數位平台，資料產業的規模較小。
我國產業對於 Google 服務多數屬於服務利用者之角色，或更進一步產生某
程度之合作。目前國內資料產業服務提供者大部分屬於 SaaS 層的應用開
發，其中電信、金融、醫療三者為現階段資料發展趨勢的代表事業（參考
附錄三：產業應用與市場趨勢之專家訪談紀錄）
。
國內資料產業業者與 Google 等科技公司之合作模式，多以數位行銷領
域，提供數據分析、流量優化、客製化行銷等服務方案，例如：富盈數據
成為 Google 認證發布商合作夥伴，提供一站式的流量變現服務，提供廣告
收益最佳化、CMS、數據分析及流量優化的完整方案49；又如國泰世華銀
行，結合大數據與數位化行銷，以數據驅動創意模式與 Google 和
SalesFrontier 合作，透過受眾分群資料，進行 Vogon 客製化影音廣告投遞、
網站數據追蹤再行銷等，提供客製化的數位行銷體驗50。

二、 資料驅動產業可能的市場特徵
資料驅動產業雖可大致歸納為以資料為產品核心，或以資料為產品或
服務資源兩大類。然而，個別大類項下可以形成之商業模式或產品內涵可
能琳瑯滿目，於個別市場競爭上的特性亦會有所歧異，需依個案進行判斷。
若單從大數據與資料驅動靜的角度切入，撇開所涉事業商業模式等之差
異，可以歸哪出下列幾點較具共通性之特徵：
（一）需建立一定之資料規模：大數據發展環境下之資料驅動相關事業，
獲取一定數量之資料，為事業發展之基礎，故資料規模常為進入目
49

富盈數據，
「富盈數據成為 Google 認證發布商合作夥伴 協助客戶全面提升廣告與流量效
能」https://www.breaktime.com.tw/archives/6371，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
50
動腦新聞，
「千人千面創意無限，Google 數據驅動創意 掌握數位廣告趨勢」
，
https://www.brain.com.tw/news/articlecontent?ID=47115#Ho4OoXnn，2018/11/05，最後瀏覽日
期：20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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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市場之參進門檻。
（二）高度資料技術能量：為取得大規模、種類多元且即時的數據資料，
並能快速透過大數據分析發掘商機，提升事業的競爭力，須具備高
度之資料蒐集、演算與分析等專業技術能量。
（三）資料工程、資料分析與產業策略專才需求：為進行有效之大數據分
析，形成產業競爭價值，除技術的應用外，尚須具備熟悉資料科學，
以及所涉產業相關領域之市場的專業人士投入，方能正確篩選所需
之資料，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建立該事業所需之資料模型，為事業市
場力提升奠定基礎。
（四）創新與滾動提升：資料驅動的相關事業處於動態競爭市場，必須不
斷運用資料優勢進行創新或滾動提升，以強化或鞏固市場地位。
大數據產業中，特別是運用「資料」作為其他產品或服務發展或提升
資源之事業，類型極多。其中，晚近倍受國際競爭法執法機關重視的事業
型態，則以資料驅動之數位平台為重心。此一事業形態，主要係透過作為
媒合需求方與供給方的「平台」角色，同時蒐集平台上雙邊或多邊使用者
的資料，並運用多元資料匯集的優勢，將資料活化應用於跨市場之競爭與
利益的取得。基於本研究相關之國際執法案例，多以此類服務型態為標的，
故以下於資料驅動產業特性的探討，則先以資料驅動平台事業作為事例進
行歸整，大致具備如下之市場特徵：
（一）以雙邊或多邊市場型態建立獲利模式
相較一般單邊市場，需求方與供給方為線性的價值鏈，供給方負擔產
品生產或服務提供的成本，自需求方獲得收益。雙邊或多邊市場則係指市
場中存有相互依賴性類之不同類型客戶，共同透過某個平台或仲介者進行
23

互動，平台的目的在於媒合雙方或多方的客戶以創造最大的價值並藉此獲
利51。此類商業型態早已存在於實體生活中，如房屋仲介、實體百貨、信
用卡組織等。
資料驅動之數位平台通常為雙邊或多邊市場的態樣，透過平台的雙邊
或多邊市場營運機制，匯集來自不同邊使用者運用商品或服務所產生的資
料，進行分別或整合之分析與應用，以針對不同邊用戶之利益，優化其商
品或服務，形成或強化網路效應。基此，數位平台得以運用跨市場資料之
取得，為雙邊/多邊市場創造利潤誘因，以持續推動資料的蒐集、利用並創
造價值的過程，鞏固其市場力。較為顯著的案例，諸如社群平台
（Facebook）
、線上拍賣平台、搜尋服務平台（如 Google Search）等。而
數位平台相較於傳統之仲介服務，更因網路與資通訊技術快速發展，打破
地理範圍限制，以低邊際成本傳送服務，觸及更多的使用者，獲得更具規
模且多元化的資料，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
（二）運用規模經濟鞏固市場地位
過往討論到具有規模經濟特性的事業，如鐵路、石化等事業，多著重
於各該事業，在創業初期需投入高額的固定成本，而隨著用戶（產出）的
增加，當初的固定成本逐漸被攤分。若在同段路線上重複建構相同的設施，
不但會造成資源的浪費，更會分散用戶的使用量，無法達到規模經濟的效
益，在這種情況下，市場最終會趨向只剩一家獨占者52。
而在大數據時代，由於資料具有累積性（cumulative）
，能夠作為產生
更多資料的基礎，並用以優化演算法、精進機器學習的訓練能量，因此也
51

Jean-Charles Rochet & Jean Tirole,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991-994(2003),
http://www.rchss.sinica.edu.tw/cibs/pdf/RochetTirole3.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7/9.
52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16 版，36（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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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規模經濟的特質。相對實體資源存在一方消耗，則另一方即無法使用
的互斥性（non-rivalrous53）
，數位化資料在本質上不會因為一方使用而剝奪
另一方使用該資源的可能，理論上可同時被多方使用。然而，要建立具備
競爭力的數位平台，需要投入相當可觀的成本，以架構大數據應用所需之
基礎建設，例如建構足夠的運算資源、適切的演算法與進行大數據分析之
相關技術等，非一般市場新進參與者可以承擔54。市場上並可能存在資料
取得的相關限制，包括法律上、技術上或契約上之限制。使得具備優勢地
位且早期參進之數位平台，得以運用其大量的資料匯集的地位與已具備並
藉由資料加成持續精進之技術與軟硬體資源，形成規模經濟而鞏固其市場
地位。
（三）以網路效應強化資料的獲利循環
依據英國「解鎖數位競爭－專家小組調查報告」55，網路效應可分為
「直接網路效應」與「間接網路效應」
：
1.

直接的網路效應（Direct network effects）
隨著用戶數量的增加，給用戶帶來的利益也會增加，就會產生直
接的網路效應。例如，隨著更多房屋的連接公眾電信網路，隨者
可聯絡對象的增加，擁有電話對於家庭來說變得越來越有價值。
同樣效應對於社群網路、訊息傳遞服務、約會服務和客戶評論網
站而言非常重要。前述網站也與線上搜尋相關，可以透過更多用

53

OECD, “Data-Driven Innovaiton:Big Data for Growth and Well-Being”(2015),
https://dx.doi.org/10.1787/9789264229358-en , 185-186, last visited on dated:2020/12/1
54
Justus Haucap, “ Compeition and Competition Policy in a Data-Driven Economy,＂
https://www.intereconomics.eu/contents/year/2019/number/4/article/competition-and-competitionpolicy-in-a-data-driven-economy.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1
55
Digital Competition Expert Panel (UK), “Unlocking digital competitio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nlocking-digital-competition-report-of-the-digital-c
ompetition-expert-panel,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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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的經驗和資料來改進線上搜索與服務的成果。
2.

間接網路效應（Indirect network effects）56
當平台市場一側的用戶的利益，隨著市場另一側的用戶數量的增
加而增加時，就會發生間接網路效應。產品的價值必須當一方取
得關鍵數量（Critical Mass）的用戶群時，加上其他要件的配合時，
才有可能產生市場傾覆（Market Tipping）57的效果。

而就資料驅動平台部分，按其平台的類型，可透過直接或間接網路效
應，強化雙邊或多邊資料的取得，或運用其於其中一邊市場取得的資料加
值應用，強化他邊市場的獲利。並基於該獲利，反饋優化他邊市場商品或
服務，使得他邊使用者數量穩定成長，繼續增加資料的獲取，形成網路效
應強化與資料驅動競爭效能提升之良性循環。
（四）以免費商品或服務換取資料取得優勢
大型數位平台透過無償提供核心服務，吸引使用者利用平台，藉以蒐
集大量的使用者資訊，並運用持續取得與更新之大量資料，經由機器學習
方式改善提升相關演算法，進一步為使用者提供更符合其需求的服務。基
於服務品質的提升，得以提升使用者對平台的滿意度與黏著度，降低使用
者多棲情形的發生，穩固競爭所需資料取得來源，取得市場競爭之優勢。
當數位平台吸引一定數量的消費者時，便會尋求從平台另一邊的企業
用戶中獲利。例如數位平台透過自單邊使與者處獲得之使用者資料（含使
用者行為資料）
，提供廣告商發展精準行銷，是現行大型數位平台的主要收

56

張振華，個體經濟學：理論與實務（上）
，五南出版，頁 264-266（2005 年）
。
市場傾覆（Market Tipping）
：指多數市場供給者將市場結構翻轉為具高度集中或獨占的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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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模式之一58，例如搜尋引擎 Google 和社群平台 Facebook 等。數位平台
能否獲得來自廣告商的利潤，主要取決於兩項因素：一、獲得消費者的關
注；二、瞭解消費者的偏好和購買動機，準確投放廣告。上述成功因素的
達成，皆需要仰賴優勢的「資料」取得與分析。
（五）資訊回饋迴路與使用者反饋
OECD 競爭委員會 2016 年提出之「將競爭政策導入數位時代」
（BIG
DATA: Bringing Competition Policy To the Digital Era）秘書處背景說明書
（Background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指出大數據具有「資訊回饋迴路」
（data feedback loop）之特質。即當事業自使用者處蒐集用於改善產品或服
務質量的資料時，就會發生使用者反饋循環，從而吸引更多使用者，形成
良性循環。貨幣化的反饋循環則是使業務用戶產生的收入（例如關鍵字廣
告）可以重新投資以提高服務質量並吸引更多用戶59，此一說法可作為前
述四項市場特徵之綜整。其流程如下圖 2-1 所示：

資料來源：OECD 將競爭政策導入數位時代研究報告（2016）

58

Beata Mäihäniemi, Competition Law and Big Data:Imposing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 Digital
Markets, 1st ed.(2020).
59
OECD, “Big Data: Bringing Competition Policy to the Digital Era,”(2016)
https://one.oecd.org/document/DAF/COMP(2016)14/e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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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資訊回饋迴路

第三節 小結
於過去網際網路網路未普及時之傳統數據分析模式，一般企業經營者
僅能透過實際訂單或交易等與消費者直接接觸之機會，取得得以用來分析
其經營相關狀態之資料。更有能力之事業，則得進一步透過市場調查研究，
或其他商業手段如集點卡（Loyalty Card Scheme）方式，吸引消費者回流，
藉此了解消費者之偏好，或取得消費者資料。運用人為調查、問卷或抽樣
方式取得之資料，其取得效率與廣度相較大數據分析而言明顯薄弱。我國
事業早已開始運用客戶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
、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
、資料倉儲（Data Warehouse）等
資料系統之應用，進行營運相關資料管理與資料分析，惟相對缺乏與「人」
相關的非結構化資料60。而大數據除具有前述之數量、快速、真實等特徵
外，其資料特質與傳統資料最大的差異在於「多樣化」
，即資料總類多元且
有足夠的機會取得「非結構化資料」61。而非結構化之資料，對於具備高
度分析與決策能力之資料驅動事業而言，相較於結構化的資料，可能產生
更大的運用彈性與可能性。
隨著網路時代的來臨和連網設備的普及，企業能夠以更輕易的方式，
蒐集到更大量之資訊（包括涉及使用者之行為資訊，或透過感測等機械技
術蒐集或產製之資訊）
。可獲取之資料類型或格式並更加多元，包含文字、
圖片、音訊、影片等各類結構化/非結構化資料，逐漸累積大規模、大量、
多樣化的資料。而資料驅動商業模式與傳統商業模式之差異，凸顯出大數
據所具備之「數量」
（volume）
、
「速度」
（velocity）
、
「多樣化」
（variety）與
60

童啟晟，前揭註 17，48。
臺北醫學大學管理學院大數據研究中心，主計資料大數據分析之研究，行政院主計總處
委託研究，15（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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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
（value）特徵，對於資料驅動之數位產業的的成形與發展扮演重
要的角色。包括利用大數據之價值鏈之不同階段，所形成之以「資料」或
其密切關連之周邊服務為產品之事業形態。或是充分運用大數據之特性，
以「資料」作為提升產品或服務發展之資源所形成或強化的事業形態等，
構築了大數據時代資料驅動相關事業的樣貌。
而基於資料運用的彈性與多元化，不同類型之資料驅動事業，亦有其
不同的市場特性。本章從資料驅動之數位平台角度切入，探討了其具備運
用免費服務換取資料取得優勢，透過網路效應強化資料取得與應用之良性
循環，以形成雙邊或多邊市場的獲利模式，並運用規模經濟強化與鞏固競
爭之地位。
然而，撇開平台服務具備的雙邊或多邊市場特質，可以發現多數資料
產業可能具備的共通特徵，包括需建立一定程度之資料規模，作為大數據
分析應用的基礎；必須具備高度資料技術能量，能夠開發促進資料快速與
有效取得或分析的演算機制；需延攬相關之資料工程或資料分析專才，確
保相關技術之開發，以及資料分析方向之彈性與正確性；並需有相當的決
策能力或資源，與動態競爭的資料驅動市場，以「資料」為基礎進行商品
或服務之創新或滾動提升，有效強化或鞏固市場地位。這些關於資料驅動
事業的市場特徵，也將相關事業面對市場競爭策略所需爭取與考量之重
點，可以作為個案分析過程中，思考個案行為或策略目的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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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料與市場競爭之關聯
第一節 資料驅動市場所涉資料類型
本研究第二章探討了大數據環境下之資料驅動產業的類型與特徵，談
到大數據的 5 項特徵，也初步提到該 5 項特徵與資料驅動產業市場競爭間
之關聯性。然而，第二章最後亦說明了雖然資料驅動產業具備某些共通的
特徵，可以作為判斷個案行為與策略目的的參酌，但不同類型之資料產業，
其市場特性亦有所差別，因此仍然必須對於個案市場的情況加以分析。尤
其個案所涉之資料類型繁多，不同類型或特性之資料是否對於個案之市場
力亦會有所影響，皆為值得討論的課題。
以國際執法主要關注的 Facebook 或 Google 等科技公司為例，其屬於
第二章所謂之運用「資料」作為提升產品或服務發展之資源所形成或強化
的事業形態。此類事業基本上是透過免費策略以及創新的服務，吸引大量
消費者利用服務並自使用者端獲取其主動或被動提供的大量資料。然而，
基於演算法運作的特性，以及資料運用的彈性與可能性，使用者資料往往
僅能知道其對於該服務提供了一些資料，但對於事業實際取得的資料量與
類型，以及該資料被用於何處，是否對於使用者之利用行為有直接的影響
等，通常並無所知，而存在極大資訊不對等（information asymmetry）
。使
用者對於資料利用之知的權利，於歐盟屬於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簡稱 GDPR）所需因應的範疇，其保障的適切
性62，以及大型數平台若採用違反 GDPR 規定之條款取得個人資料，是否
需以競爭法之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相關規定作為論斷，為本研究第四章及第
62

OECD, “Exploring Data-Driven Innovation as a New Source of Growth,”(2013)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5k47zw3fcp43-en.pdf?expires=1599705180&id=id&acc
name=guest&checksum=10E4CF4F184F0370480209E5DFE2B21A,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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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關於德國 Facebook 處分案，以及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競爭法執法界線要
探討的議題。與本章不予贅述。
然而 Facebook 與 Google 所蒐集之資料類型，以及其後續所形成的龐
大市場力，及其所涉相關個案當中對於其個別持有之資料類型的市場探
討，皆顯示了個案所涉資料類型對於資料驅動市場之市場力分析，有其重
要性。若以兩者主要取得之資料來看，Facebook 基於社群網站之特性，獲
取使用者為建立個人的說明資訊，以及為了進行社群互動而主動提供或上
傳的個人資料或照片，這些資料若具備使用者之識別性，則屬於個人資料
保護法制規制的範疇。法制的限制，使得 Facebook 實際上無法將個人資料
提供的其他人，然而卻可以將此資料結合使用者於網站利用所提供之其他
行為資料，包括於網站上的發言、點選廣告的偏好等訊息，佐以來自同樣
帳號連結之其他服務或應用軟體回傳的使用者資料，得以對於帳號代表之
使用者進行精準的行為分析，此一優勢並成為 Facebook 吸引廣告商並自廣
告投放獲利的源頭。由此可以看出，其所蒐集與個人連動，得以識別個人
之資料，雖於利用上似乎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的限制，但也因此讓
Facebook 得以鎖定相關資料進行活化應用，取得高度的市場力。
Google 的資料蒐集類型亦是十分多元，若以其核心業務 Google Search
來看，其主要是以免費的方式吸引多方使用者進行關鍵字搜尋，並以使用
者對搜尋結果的點選，運用機器學習提高搜尋演算法的精確度。同時也藉
由使用者帳號的連結，分析個別使用者對於特定資訊的喜好，藉此提供個
人化的服務，提高使用者對於服務的依賴。故其資料的類型，包括個人資
料與非個人資料，且為使用者利用服務所產生的第一手資料，並為非結構
化的原始資料。其能夠大量取得與分析第一手且非結構化之資料，除了必
須事先投入相當的成本開發演算法與相關技術外，更需要具備相當的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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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與專業能力，以進行快速而有效率的分析。如同第二章對於數位平台
之規模經濟所述，其必要投入的成本並非一般事業所能承擔。其也因為能
夠快速分析與應用其他事業無法取得，或無法處理的第一手及非結構化資
料，得以不斷進行商品或服務的改善與創新，進而獲得強大的市場力。
因此，資料驅動相關事業可透過掌握之不同類型資料，進行商業活動
的規劃、改善或發展創新服務，進而獲取或提升市場力。故要剖析是否資
料驅動產業之市場特性，以及市場競爭的狀態，瞭解其蒐集或掌握之資料
類型，以及其如何運用資料，有其必要。尤其資料驅動市場為動態競爭的
市場，如何運用所得資料進行創新，對於所涉事業的市場地位必然有所影
響。2012 年 OECD 報告即提及資料驅動的創新議題，認為所為資料驅動
創新應包含以下內容63：1. 使用資料用於新商品或服務創新，包含使用資
料作為產品（資料產品）或主要產品的元素（資料密集產品）
；2. 使用資
料用於優化或自動化生產或運送流程（資料驅動流程）
；3. 使用資料用於
改善行銷，如：提供精準廣告投放和個人購物建議等行銷相關差異化（資
料驅動行銷）
，以及用於實驗性商品設計（資料驅動商品設計）
；4. 使用資
料用於新組織和管理以改善既有的運作方式（資料驅動組織和資料驅動決
策）
；5. 使用資料用於加強研發（資料驅動研發）
，包含科學探索新資料，
即藉由資料探勘找出資料新觀點等。
基此，於探討資料驅動之市場力因素之前，需先了解大數據環境下常
見或主要由相關事業採用之資料類型有哪些，作為後續探討資料驅動相關
市場力因素的基礎。而大數據所包含的資料類型多元，常見資料類型可以
歸納如下：

63

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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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資料取得方式分類：
參考 2015 年英國政府公布「英國消費者資料的商業上使用研究報告」
（Commercial use of consumer data64）
，資料可依照其取得方式，區分為兩
類：
（一）直接財務交易資料：指消費者透過購買商品或服務而生成大量消費
者資料，例如：逛街購物和網路零售所產生之會員資料等。在大多
數情況下，提供資料是完成交易的必要元素。通常涉及提供財務資
訊、地址等詳細訊息以及產品使用評論等。
（二）非直接的財務交易資料：無需進行正式的有償交易，即可觸發消費
者和公司之間的資料提供與流動。許多著重消費者資料取得之事
業。運用不收取服務費用的策略，向消費者提供產品和服務，獲取
消費者資料後，另外從廣告或其他對於消費者資料的應用獲得收入
（亦被稱為「使用時免費（free at point of use）之服務」
）
，例如以下
類型之平台服務：（1）社群平台，例如：Facebook、Instagram 和
LinkedIn 等。所蒐集的資料包含個人資料、好友的個人資料、照片、
影音、行為模式、性別等；
（2）旅遊平台，例如：Expedia、TripAdvisor
等。所蒐集的資料包含個人資料、消費紀錄、旅遊偏好等；
（3）影
音共享網站，例如 YouTube、Dailymotion 等。所蒐集的資料包含圖
片、影音、瀏覽過的影音類型、臉部特徵等；
（4）價格比較網站，
例如 GoCompare、Moneysupermarket.com、FindPrice 等，所蒐集的
資料包括個人資料、cookie、使用者通訊紀錄、特定技術性資訊（瀏
覽器類型、瀏覽器語言等）第三方應用程式（如：Google AdSense 廣
64

CMA, “The Commercial Use of Consumer Data,”(2015)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
435817/The_commercial_use_of_consumer_data.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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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Google Analytics、Facebook Like Box 等）
。
二、 依統計學分類方法分類：
此類資料分類主要用於資料分析，對應本研究前述大數據分析價值鏈
之運作，於取得資料之後進行資料預處理過程當中，即需要將取得之各類
資料進行可以納入分析運算之處理，後進入分析階段，即會出現統計上的
資料呈現，有助於事業按其策略需求獲得具備一定程度邏輯的資料，並加
以應用，常見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名目資料（nominal data）
：資料的值為不同類別。例如：將「性別」
區分成「男」
、
「女」
。透過編碼後，
「男」為「1」
，
「女」為「0」
，
數字大小並不代表任何意義（如：不能說 1 大於 0）
。編碼後數字不
能排序，但在統計處理時，可以累加次數，如：男性 150 人、女性
140 人，或按次數多寡依序排列找出最高數值（最多人選擇的選項
次數）
。
（二）順序資料（ordinal data）
：看起來像名目資料，但數值有順序，如：
教育程度裡，從小到大依序為：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研究所。
編碼後的數字能夠排序，但無法進行加減。可降階為名目資料（如：
將教育程度區分成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研究所，但不予排序）
。
（三）區間資料（interval data）
：真實數字，資料特性能區分程度差異，編
碼後數字為等距，且能加減，如：
「1 與 2 之間的距離」
，與「2 與 3
之間的距離」相同。常見如：年份、身高、體重、所得、距離等。
此類資料分類主要用於資料分析，對應本研究前述大數據分析價值鏈
之運作，於取得資料之後進行資料預處理過程當中，即需要將取得之各類
資料進行可以納入分析運算之處理，後進入分析階段，即會出現統計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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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呈現，有助於事業按其策略需求獲得具備一定程度邏輯的資料，並加
以應用。

三、 依是否為個人資料分類：
「個人資料」
，即關於某個被指明身分或可以被查明身分之個體（資
料主體）的任何資料65。OECD 報告中曾認為個人資料可包含：
（1）用戶
自行產生的內容，如：評論、照片或影片等；
（2）行動數據，如：交易習
慣、支付金額或方式、線上搜尋；
（3）社交資料、社群平台好友等；
（4）
位置資料，如：居住住址、GPS 定位、IP 地址等；
（5）人口學資料：年齡、
性別、種族、收入、性傾向、政治黨派等；
（6）具官方性質的身分識別資
料，如：名字、財務狀況、健康資料、社會保險號碼、警方記錄等66。又
依歐盟「一般個人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第 4 條第 1 款規定，指有關識別或可得識別自然人（
「資料主
體」
，即個人資料當事人，下同）之任何資訊；可得識別自然人係指得以直
接或間接地識別該自然人，特別是參考諸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位置
資料、網路識別碼或一個或多個該自然人之身體、生理、基因、心理、經
濟、文化或社會認同等具體因素67。由於相對於水文、地質、地理探測等
非個人資料，個人資料涉及醫療病歷等攸關資料自主權、隱私權等基本權
利保護，更期待用以大數據商業利用時能更為謹慎，這也同時增加相關執
法機關的關切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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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Big Data: Bringing Competition Policy to the Digital Era,”(2016)
https://one.oecd.org/document/DAF/COMP(2016)14/e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7/9.
66
OECD, “Exploring the Economics of Personal Data: A Survey of Methodologies for Measuring
Monetary
Value,”(2013)https://www.oecd-ilibrary.org/science-and-technology/exploring-the-economics-of-p
ersonal-data_5k486qtxldmq-en,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67
GDPR, A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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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依產業所蒐集利用之資料分類：
無論如何分類資料，論及市場競爭力，即須要資料於市場中應用，根
據國際研究公司定義大數據特徵之一為具備高價值資料68，且於 2015 年即
統計全球排名前 10 名大數據應用產業，包含可將資料依照產業應用分類如
下：交通運輸產業、政府資料、製造業、銀行產業、通訊媒體產業、保險
業、油水電公共設施、教育、服務業、零售交易產業以及健康醫療等共 10
類資料（參閱圖 3-1）
。不同產業所得之資料類型皆有其差異，必可進行跨
業資料的整合而獲得更多的市場優勢，有助於資料驅動產業之多角化經營。

資料來源：State of Big Data adoption-by industry69（本文整理編譯）
圖 3-1 2015 年全球產業應用大數據情況
68

Gartner Glossary, Big Data,
https://www.gartner.com/en/information-technology/glossary/big-data,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9.
69
Gartner, State of Big Data adoption-by industry,
https://www.slideshare.net/denisreimer/big-data-industry-insights-2015,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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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構化和非結構化資料：
2016 年法國和德國二國競爭主管機關，曾提出競爭法與數據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研究報告（以下簡稱「法德研究報告」
）
，進
一步對於「大量」資料，即所謂「大數據」
，依資料之「資訊類型」
、
「結構
化」
（structured）
、及「取得方式」加以歸類70。首先，若就「資訊類型」
區分，可分為關於個人（如：個人消費偏好）
、經濟體（如：公司特定交易
之營業額）
、或特定事務數位資料（如：車速、定位）
。再者，若依照「結
構化」與否來區分資料，透過特定模型所取得之資料，可能產生消費者姓
名、電話號碼、年齡、地址等彼此相關之訊息資料庫。一般而言，
「結構化」
資料通常較「未結構化」資料有更高的商業運用價值。但對於本身具備大
數據演算分析能力之大型事業而言，取得第一手非結構化資料，按其營運
需要加以演算運用，相較取得第三方結構化資料更能形成競爭優勢。

六、 第一手和第三方資料：
資料取得者可直接控制資料蒐集過程，均屬於「第一手資料」
（first-party
data）
。從「取得方式」來看，可區分為由事業內部取得、由第三人自願提
供（如：網路購物所提供之付款資訊及電子郵件）
、從公共開放平台透過搜
索引擎抓取（crawling）
、觀察使用者行為模式取得、或從既有資料推論取
得等資料類型。若係運用由他人所蒐集與建置的資料集，則該類資料則屬
於「第三方資料」
（third-party data）
，常見如：Facebook Like Box 等第三方
應用程式，透過此類程式 Facebook 可間接取得其他網站蒐集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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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http://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doc/reportcompetitionlawanddatafinal.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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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與產業市場力形成之關聯與角色
關於資料應用於產業，依據前述第二章所整理的大數據價值鏈之產業
型態觀之，大數據公司應包含「提供大數據分析服務」的產業，如：eLAND。
國內有相當多公司從事資料整理與相關工具的業務，但性質更偏向顧問諮
詢服務，另一種是日常生產大量資料的公司，以主業為基礎再去發展資料
的分析應用，一則優化企業業務，二可將大數據服務作為新產品進行銷售。
無論是哪一種，國內都較為欠缺具市場影響力的業者71。雖然如此，跨國
交易和資料傳輸已屢見不鮮，討論哪些資料特性能讓事業產生市場力，仍
是資料驅動市場重要的議題。呈本章第一節所提到「結構化」資料通常較
「未結構化」資料有更高的商業運用價值。然而，對於本身已經具備大數
據演算分析能力之事業而言，取得「第一手」且「非結構化」資料，事業
並依據大數據分析做成決策，如：精準行銷、更優質服務來獲得更多利潤，
產生雪球效應（snowball effect）
，更可能強化資料運用得當所產生之市場
力。
從另一方面來看，
「法德研究報告」指出大數據帶來資料蒐集、分析
及應用，除可能形成市場力外，大量資料蒐集分析也可因市場透明度提高，
以及事業運用所蒐集的資料採取反競爭手段等因素，而出現影響市場競爭
的情況72。大數據運用對相關市場所可能產生之「擴大市場力量」或「建
構市場參進障礙」等競爭疑慮，往往和「第三方資料」有較密切的關係。
根據「法德研究報告」指出，就市場競爭而言，企業若能取得「第三方資
料」
，雖然可能降低其自行蒐集與建置資料之成本，有利其參與競爭，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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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莉燕，
「瘋談 Big Data，但台灣真的有大數據公司？」
，
https://www.gvm.com.tw/article/73061，最後瀏覽日期：2020/9/9。
72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 supra note 70 ,at 14,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DE/Berichte/Big%20Data%20Papier.p
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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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資料」所有權人未必有意願與之進行資料交易，且該「第三方資料」
質與量也未必符合資料需求者之要求。因此，亦有國內學者陳志民教授認
為，資料本身並非絕對有市場力，深究大數據與市場力之形成，可從以下
問題先思考，包含「資料如何被產業運用而形成競爭力」？或者「資料本
身就有競爭力」？抑或「創造價值後才有資訊市場力，也才對市場有影響
力」73？簡言之，資料依照事業能力而具備不同價值，結構化資料具有直
接利用價值，但非結構化資料，若事業本身具備演算能力，也可能因為運
用資料得宜而具備高度市場力。
從「資料如何被產業運用而形成競爭力」和「創造價值後才有資訊市
場力」角度來看，參考 2017 年荷蘭經濟部委託歐洲研究組織 Ecorys 公布
報告74，當中所提及資料能促使事業產生競爭力之因素可歸類為五大項：
分別是排他性（exclusivity）
、學習效應（learning effects）
、網路交互效應
（interaction on a network）
、互補性資產（complementary assets）以及競爭
商業模式（competing business models）75，可作為資料產業競爭市場力形
成的討論基礎：

一、 排他性（exclusivity）
所謂排他性行為，目前已廢止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子市
集之規範說明」
，曾經對此進行定義，包含兩點判斷特徵，第一、對競爭者
之限制是否提高競爭者的成本，或限制該競爭者的參與市場競爭之產品數
量；第二、市集經營者的行為是否對下游競爭造成傷害，如：市集經營者
是否藉由排除其他競爭者進入市集，而獨占該水平市場，進而影響下游的
73

陳志民，
「大數據與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
，公平交易季刊，第 26 卷第 3 期，25-29
（2018）
。
Harry van Til, Nicolai van Gorp, Katelyn Price (ECORYS Research Group), Big data and
competition, ECORYS (Client: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limate Policy, the Netherlands),
13th June, 2017.
75
Id. at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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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結構76。對於「資料」與競爭的關聯來看，
「資料」本身不見得有排他
性，然而事業可能透過技術、契約或因為法律的限制，使得競爭相關的資
料無法由其他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所取得（包括無法獲取至具競爭效益的
資料規模）
，或取得需要支付過大的成本，造成競爭資料把持於單一或少數
事業手上，對其他競爭事業產生排除近用的效果，則會導致所涉資料具備
排他性。在市場上取得與競爭相關的資料是否具備排他性，僅有單一或少
數事業可以擁有，其他競爭者於資料取得上有困難者而言。討論排他性時，
必須先確定系爭資料在相關市場之參進是否為不可或缺，或具屬於關鍵性
投入（essential input）
，而取得該資料的可能性與困難度將影響市場競爭77。
造成資料取得困難原因，可能有法律上限制（例如各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制，
限制自第三方取得資料）
、事業之資料分享意願、資料擁有者具備法定或政
府授權之特殊地位，或具備得以即時取得資料之特殊地位而獲得資料排他
的優勢（含暫時性的排他優勢）等。
由資料取得可能的困難點，可以發現在資料驅動的市場，取得特定的
資料取得地位有其重要性。故市場先驅參進者，通常相較於後續參進者更
有機會獲得資料取得的優勢地位。前述關於事業之資料分享意願，包含在
某特定市場已具備控制地位的事業，拒絕將其已掌握的資料分享給其他競
爭或潛在競爭事業，以維持在目前市場支配地位之情形。若該資料為事業
參進市場或擴張業務所必須者，且沒有其他資料可以替代時，該資料則應
為市場競爭之關鍵資源。事業之拒絕分享不但提高自身市場力，更可能產
生限制競爭的效果。至於暫時性的排他優勢，則是出現在事業雖並非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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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子市集之規範說明（已廢止），
https://www.ftc.gov.tw/upload/2255b3a6-46c6-421f-a371-3383407eb8b4.pdf，最後瀏覽日期：
2020/11/19。
77
邱映曦，競爭法的數位紀元—論數位平台資訊力對競爭法適用之影響，國立政治大學法
律研究所博士論文（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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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杜絕其他事業取得資料的機會，但透過其特殊市場地位或技術應用，相
較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得以先一步取得最新變動資料。只需要將資料提供
之時間稍微延遲，本身對於市場的反應即會明顯早於競爭事業，此期間將
會形成暫時性資料排他狀態。因為在快速變動的競爭市場，競爭資料的優
勢並不侷限在資料長期累積，而必須同時關注資料取得的速度與應變效率
時，以便搶得競爭先機78。

二、 學習效應（learning effects）
指影響市場競爭的資料，應該是促進商品或服務改善提升有需要的資
料，即屬於有學習效應的資料。此一要素，彰顯了資料的量雖然可能帶來
競爭優勢，但是資料的品質與可利用性，對於市場力的建立與強化更為重
要。若以透過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反饋而改善之服務為例，所涉
服務吸引的使用者愈多，其從使用行為所能獲得的反饋也愈多。事業透過
對大量反饋資訊的分析，能夠就其產品加以強化改善並提出更貼近多數使
用者需求的產品，形成產品提升的滾動循環，若所涉資料可以促成此一循
環的發生，則可被認定為係得以促進學習效應的資料。此外，學習效應會
因為資料蒐集原先的目的已逐步達成，而讓學習曲線日趨平緩。此時事業
若僅持續針對同一目的而蒐集資料，未再加以調整或活化應用，即會逐步
降低其資料價值，讓競爭者或新進參與者得以迎頭趕上。然而，若事業能
夠突破原定資料利用目的，透過資料的相互比對分析，也許就會成為創新
服務或是新商業型態發生的基礎，創造市場競爭優勢79。

三、 網路交互效應（interaction on a network）

78
79

參前揭註。
參前揭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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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成功數位服務，尤其是目前備受國際競爭主管機關關注之各類數
位平台服務（如社群平台 Facebook、搜尋引擎平台 Google 或電子商務平
台 Amazon 等）
，必須要讓其設置平台的規劃及商業策略能夠吸引雙邊甚至
多邊參與者的加入，形成雙邊或多邊市場。也就是說對於平台類型的數位
服務，資料的價值，很大的成分在於如何創造目標參與者間形成互動網路
連結，形成有效的網路交互效應。因此對於此類服務型態，能夠促成或強
化網路效應的資料，對於其市場競爭力提升有其重要性，並可能是其市場
競爭之關鍵資源。其他潛在競爭者若希望能夠在相關市場占有一席之地，
是否能夠獲取得以成功建立網路效應的關鍵資料，應為重要的條件。若此
類關鍵資料之取得受到限制，對於已進入市場的競爭者，將構成擴張的障
礙，而對於潛在競爭者而言，則可能形成進入市場的參進障礙。
再者，以數位網路環境而言，同時間存在同類型服務或功能得以互相
替代的服務，應為常見的現象，尤其在多數服務為免費的情況下，使用者
多棲（multi-homing）的情形極為常見。例如同時使用多個搜尋引擎、參與
多個社群平台、擁有多個網路信箱、使用多個網路硬碟或於多個電子商務
平台購物等。平台若要強化使用者忠誠度，降低競爭壓力，必須透過活化
應用各類資料，對使用者行為加以有效分析，事實優化服務品質以符合使
用者的期待，降低使用者多棲的影響，讓使用者集中使用本身之服務。故
大數據分析於提高數位平台之網路效應上十分重要，為影響競爭的重要因
素。

四、 互補性資產（Complementary Assets）
此處所謂互補性資產大致分為兩個類型，其一為「替代性資產」
，即
影響競爭之相關資料並非獨一無二，或有其他具備類似功能的資料可以取
代時，即使競爭者無法從相同的資料來源獲取資料，亦可透過其他可替代
42

資料或資產的協助，獲得一定競爭機會；其二則為「補充性資產」
，即事業
得以用來強化現有資料價值的補強資料或資產（例如可以協助大量而快速
分析資料的演算法或其他科技技術）
。
「替代性資產」對於資料驅動之競爭市場而言，其重要性主要可能呈
現在透過替代性資料的取得與利用，打破市場先驅參進者的資料優勢，提
高競爭機會與降低市場參進的門檻。以平台類的數位服務為例，較早的市
場參進者，因具備時間優勢已累積大量的資料，並透過資料有效分析，使
之得以持續掌握市場脈動而延長其在市場競爭優勢地位，進而可能形成規
模經濟（Scale Economies）而取得一定程度的市場力。例如歐盟執委會
Google Search（shopping）案當中，即提到旗艦搜尋引擎的建立必須要取
得能夠形成有效競爭的搜尋量門檻80，此部分即需要時間的累積。然而，
事業需有一定的大數據基礎建設，方有機會累積到足以競爭的資料規模。
此舉需要耗費相當可觀的成本，並非一般市場新進參與者可以負擔。此時，
若有其他補充或替代性資產之存在，例如第三方已結構化或分析的資料，
或其他市場上可取得的資料，並透過第三方事業提供有效資料分析服務。
此時新進市場參與者或其他潛在競爭者，得以在資料取得落後，或無法自
建大數據分析資源的情境下，若能獲取有利於市場參進或競爭的資訊（即
有可替代的資料來源）
，將有助於提高市場參進與競爭的可能性或效能。
「補充性資產」於資料驅動競爭市場的角色，則是著重在多元資料分
析對於市場競爭可產生的正向效益。事業若能結合不同類型或內涵之資料
加以分析活用，或從現有資料當中萃取出與原先資料蒐集時未能預想的資
料應用方向，使之與現有資料相互比對分析，可以強化資料分析的精確度，
甚至開發出創新的元素，形成範疇經濟，而讓事業藉此獲取更高的市場力。
80

European Commission, “Google Search (Shopping)”, Case AT. 39740. para.287 at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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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Facebook 結合使用者於平台之閱覽、廣告點閱、打卡、按讚或社團參
與情況，或透過與其他服務的介接，如 WhatsApp 或 Instagram 等通訊或社
群平台，獲取更多使用者行為資料，以利其推動目標式廣告服務，或使其
服務更符合使用者的需求81。

五、 競爭商業模式（competing business models）
「法德研究報告」
，指出數位環境之相關的市場競爭具備動態的競爭
特性（dynamic competition）
，原有的市場先驅者，極可能在短時間內因商
業模式技術變化，被創新商品或服務事業所取代。這些新的競爭事業甚至
可能於市場參進之初，並非自我設定或被認定為屬於同一產品市場的競爭
者，亦可能並非一般所認定的數位服務（例如 Amazon 之於 Google Search；
Uber 叫車服務與衛星計程車服務）
，卻仍然產生競爭影響。原因在於數位
平台之服務使用者，基本上具備多棲的習性，可能同時利用多個類似功能
之服務，對於符合其需求之創新服務接受度相對於其他非數位服務市場為
高。因此，在運用數位技術相關的市場環境，看似不同的商業模式亦可能
在產品市場上形成某程度的競爭關係82。對於此類事業而言，如何妥善運
用透過數位技術或解決方案所獲取的資料，強化競爭優勢並減少高度創新
市場的動態競爭壓力。其中包括運用大數據資料分析早期發現潛在競爭勢
力，進行早期併購以排除競爭者。
除了上述以「資料」於如何的情況下得以驅動事業的競爭力之探討
外，資料本身於所涉個案當中呈現的特徵，亦可能於個案認定上被認為與
事業之競爭力認定相關連：

81
82

參前揭註 77。
參前揭註 7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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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集中性（concentration）
故名思義即資料集中控管於單一事業。美國眾議院於 2019 年 10 月 18
日，就「線上平台和市場力，第三部：資料和隱私在競爭之角色」舉辦聽
證會中，美國學者 Jason Furman 提出四點看法。其中一點為，其認為資料
高度集中在主流數位平台，在欠缺政策介入管制的情況下，這種集中可能
會持續存在，並對消費者造成不利影響83。又歐盟執委會 2019 年公布的「數
位時代競爭政策」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
，同時提到資料集
中將阻礙競爭的概念。歐盟執委會在報告中表示，以特殊資料來源（special
data resources）為目標的併購行為，可能因為新服務讓資料設定更豐富，
而有促進競爭效果。同時，也可能導致「具有價值（valuable）且無法取代
（non-replicable）
」的資料被併購者集中控管，使得併購者相較於其他市場
競爭者有較好的資料近用（data access）機會，當併購者將不同資料，以有
價值方式整合在一起，可能強化其優勢地位84。

二、 相互操作性或相容性（interoperability）
依聯合國「2018 年資料相互操作性指南」說明，相互操作性是廣義概
念，包含價值（value）
、知識創作（knowledge creation）
、協作（collaboration）
和目的適切（fitness for purpose）等內容85。又聯合國永續發展組織於 2019
83

Jason Furman, Prepared Testimony for the Hearing “Online Platforms and Market Power, Part
3: The Role of Data and Privacy in Competition,” Professor of the Practice of Economic Policy,
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JU/JU05/20191018/110098/HHRG-116-JU05-Wstate-FurmanJ-2
0191018.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84
Jacques Crémer, 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 & Heike Schweitzer,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 4 April 2019, at110-111,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publications/reports/kd0419345en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9.
85
Luis González Morales & Tom Orrell , “Data Interoperability: A Practitioner’s Guide to Joining
up Data in the Development Sector,” at.9,
https://unstats.un.org/wiki/display/InteropGuide/Home?preview=/36143964/36143971/Guide%20
to%20interoperability.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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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開放資料相互操作性工作坊」會議簡報中，指出資料相互操作性是好
品質的資料的特性之一86。在數位時代分享、整合和運作大量資料是一項
困難的挑戰，因為不同的客戶需求、分散的通訊協定、技術和標準，以及
資料碎片生產（fragmented data production）
。然而，事業也可以透過技術的
運作，限制所擁有之資料資源與其他事業之資源間的相互操作可能性，提
高對於所涉競爭資料的控制力。在「澳洲數位平台調查期末報告」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 final report）
中也提到，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ustr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簡稱 ACCC）認為 Facebook
其具有高品質資料（high quality data）
，使其具有市場力87。

三、 不可模仿性（imperfect limitability）
現代企業資源觀之父的 Jay Barney，1991 年提出「企業資源與可持續
競爭優勢（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一文中提
出的「資源基礎理論」
。企業之間可能存在著一些差異，正是因為存在這些
差異，促使一些公司得以時時保有競爭優勢。公司策略管理就是，發現並
妥善配置與發展這些與其他企業不同的策略資源以獲利。而策略資源可透
過「VRIN 原則」判斷，包含評估資源是否具備價值性（value）
、稀有性
（ rareness ）、 不 可 模 仿 性 （ imperfect limitability ）、 不 可 替 代 性
（non-substitutability）等特性。所謂具不可模仿性的資源，依照 Jay Barney
見解，指符合其一或同時兼備以下理由（1）企業取得資源的能力仰賴獨特
歷史條件（unique historical conditions）
；
（2）企業所擁有之資源和該企業持
86

Dhaka,Bangladesh,, “Introduction to data interoperability across the data value chain,”(2019),
Open Data and Interoperability
Workshop,https://unstats.un.org/capacity-building/meetings/UNSD-DFID-SDG-Open-Data-Bangl
adesh/documents/Day-2-Interoperability.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87
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 final
report,”(2019) https://www.accc.gov.au/publications/digital-platforms-inquiry-final-report,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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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競爭優勢之間因果關係模糊（casually ambiguous）
；
（3）產生企業競爭優
勢的資源具複雜社會因素（socially complex）88。

四、 稀有性（rare resource）
稀有性意指公司的競爭者或是潛在競爭者，尚未擁有「資料」的資源。
可能是該資料本身具備獨特性，為特定事業所獨有。或所涉資料的整合，
非競爭事業所能形成等。舉例來說：像是 Airbnb 和 Uber 這類的共享服務
平台企業，在市占率上大幅領先競爭對手。此時這些企業所擁有由供應方
與需求方所組成的「雙邊資料資源」則可能具有「稀有性」89。
「法德研究
報告」中也提到，資料稀缺性（scarcity of data）或是否容易被模仿
（replicated）
，攸關資料可替代性，以及資料規模和範疇，也影響事業經濟
利益之取得，影響市場競爭力90。
資料如何對產業產生價值，從「澳洲數位平台調查期末報告」對
Facebook 之分析提到，Facebook 持有之資料具有價值的原因，在於
Facebook 蒐集和整合關於使用者資訊和條款約定所使用的 Facebook 相關
產品，同時也整合從第三方網站所取得的資料。易言之，Facebook 能夠整
合資料並與其使用者帳號連結的特性，促使 Facebook 所掌握的資料對產業
產生價值91。

88

Jay Barney,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17(1) Journal of
Management, 105-107(1991)
https://josephmahoney.web.illinois.edu/BA545_Fall%202019/Barney%20(1991).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89
Id.
90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66,
http://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doc/reportcompetitionlawanddatafinal.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91
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 final
report,”(2019), supra note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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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驅動相關市場之市場界定
「大數據」生態系統往往包含了來自多方市場之參與業者，並提供多
元產品或服務，讓所謂「相關」市場界定更加困難。其以 Apple 為例，兼
具網路平台業者（Apple Store、iTune）
、科技產品的銷售者（個人電腦、
平板電腦、iPhone、數位手錶）及資訊科技設施之提供者（iCloud）
：同時
也向使用 Apple 平台的應用程式開發廠商或廣告商收費，並與其他如
Facebook 或 LinkedIn 等網路平台合作。由於以資料作為商品或服務或決策
發展資源之資料驅動產業，如：GAFAM 常透過提供免費服務策略以取得
資料，導致傳統以價格彈性作為界定市場方式，在適用上產生困難；或是
因為資料應用與流動範圍廣泛，以傳統界定方式常出現明顯的跨市場影
響，使得市場界定與所涉資料實際的影響或對潛在市場的影響更難判斷，
因此有界定市場的必要性。目前與資料驅動相關市場界定討論，較為成熟
者說明如下：

一、 修正 SSNIP（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of price）法
過往市場界定方法包括敘述式之質化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與數
理式之量化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
，或同時併用兩者。典型的質化分
析方法為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reasonable interchangeability of use）
，亦有
運用假設性獨占者檢測 SSNIP 之概念，以質化分析方法進行市場界定。
SSNIP 雖然是典型相關市場界定理論，但因為資料通常為無償被利用，因
此在，
「價格」上即無法判斷，導致傳統 SSNIP 適用在資料相關市場界定
發生困難。若以具備平台特性之資料驅動事業為例，在具「雙邊」或「多
邊」特性的平台經濟中，平台經營者價格競爭策略往往非制定特定單一產
品或服務的最適「價格水平」
（price level）
，而是在尋求一個可以吸引與該
特定產品或服務具有「網路效應」關係市場之定價決定的「價格結構」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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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在此「價格結構」下，平台經營者通常會彈性地選擇在一邊市
場採行「虧本定價」
（loss leader pricing）策略，甚至是標榜免費服務提供
的概念，以吸收更多消費者加入，再從具網路效應關係之他邊市場中獲取
其他利潤以補貼其損失。而資料驅動的數位平台，即可能採用同樣的策略，
透過單邊免費的策略，吸引大量使用者利用服務，以獲取市場競爭所需之
資料。再運用於該市場之資料優勢，吸引他邊市場之使用者加入，從中獲
取收益。若以傳統 SSNIP 作為判斷，僅就單邊市場為免費的情形，可能導
致市場界定上的困難。若將眼光放寬，關注到單邊市場免費，將牽引他邊
市場獲利的狀態，也許對於此類服務之市場界定有所助益。
因此學者提出修正傳統 SSNIP 法 ，即先界定前述相關「雙邊」或「多
邊」市場的範圍，如：從網路服務內容來看，可區分交易平台和非交易平
台，在非交易平台的使用者來說，有可能社交網站平台和搜尋引擎平台無
法相互替代，但對廣告商而言則有，因此可以針對不同市場個別界定相關
市場。並以整體獲利（overall profitability）之角度切入，探討一邊價格之
提高對於整體獲利之影響為何，以平台本身設定價格微量改變來看整理獲
利幅度，以界定相關市場。

二、 微幅但顯著之非暫時性的品質降低法（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decrease of quality；SSNDQ）
若改以「非價格」競爭因素的變動（如品質）作為市場界定觀察因素
觀之。數位經濟有助於市場和競爭的動態發展，但另一方面由於主要參與
者的市場支配地位，及其具備的高度資料集中、運算與利用之能力，也不
免令人擔憂高度資料驅動之數位平台的持續發展，是否對於競爭法會帶來
高度挑戰。由於國際主要參與者 GAFAM，擁有阻擋競爭對手進入市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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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市場拓展的力量92，因此當消費者資料掌握在少數關鍵事業手上，且其
拒絕其他公司有機會近用該資料時，競爭法監管機構即有介入餘地93。然
而，今日多數數位平台標榜其服務為免費提供，在產品或服務價格等於 0
的情況下，透過 SSNIP 法，以價格「微量但實質」調漲，來觀察產品間供
給與需求替代關係與程度，將無法得出有意義的認定結果。
學者 Hartman、Teece、Mitchell & Jorde 於 1993 年的一篇論文指出，
SSNIP 法則對於變動快速的高科技產業並不適合，因為這類型產業的主要
競爭模式著重於非價格競爭，如產品或服務品質或創新能力等，故建議以
「微幅但實質且非瞬間之品質降低」來取代94。易言之，可改以產品「品
質」
，如：對隱私保護是否下降、售後服務變差等，調整所帶動供需變動，
以界定相關市場。
此外，所謂「品質」應如何界定，本研究於專家訪談時，亦有學者表
示若對於數位服務的需求替代性以光譜呈現，品質即如同存在於光譜上
「分
散的點」
，而非如「價格」係存在光譜上「特定的點」
，可透過觀察得知價
格變動對使用者之影響，而具有客觀性。故在 SSNDQ 操作上，若要選擇
特定因素做為品質標準時，須注意品質改變對於結果的必然影響為何，評
估如何建立可以做為評判的原則或標準，或是有無相關量化比較之可能
性，並思考如何界定品質與價格的連結，例如：品質變動何時可代表價格
變動，或考量使用者在取得商品或服務時，是否具有貨幣價值以外的對價
關係（參考附錄二：法律面與市場界定之專家訪談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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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el Gautier & Joe Lamesch, “Merger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CORE Discussion Papers
20200001,(2020) https://ideas.repec.org/p/cor/louvco/2020001.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7/9.
93
Inge Graef, EU competition law, data protection and online platforms: Data as essential facility,
1st ed.(2016).
94
Raymond Hartman, David Teece, Will Mitchell & Thomas Jorde, “Assessing Market Power in
Regimes of Rapid Technological Change,” 2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s, 317-318(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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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英國 CMA「網路平台與數位廣告市場研究期末報告」
（Online platforms and digital advertising-Market study final report）95中，指
出 Google 和 Facebook 都透過提供比競爭對手更好的產品而持續增長。但
CMA 擔心兩個企業規模如此龐大，且擁有非常廣泛的資料近用權限，至
使潛在的競爭對手無法與其平等競爭。如果搜索引擎和社群媒體的市場無
法有效競爭，可能會導致消費者在將來服務的創新和選擇減少，並使消費
者在不知不覺中透露更多個人資料。在 CMA 的研究中，亦可發現由數位
廣告所支持的平台商業模式，有許多特徵可能會抑制競爭對手的進入和擴
張，並破壞有效的競爭。這些商業模式特徵包含：網路效應和規模經濟、
消費者行為與「預設」的力量（power of defaults）
、對用戶資料的不平等近
用、與缺乏透明度有關的問題，以及垂直整合和利益衝突等五大考量面向。
三、 關鍵設施原則之輔助（或樞紐設施原理，Essential Facility Doctrine）
所謂關鍵設施原則（essential facility doctrine）源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的判例而來，目的為防止因擁有特定設施而享有市場力量的事業，拒絕其
他競爭事業使用設施，使其他事業因此無法生產下游產品，或被迫墊高生
產成本，而無法與設施擁有者在設施鄰接市場抗衡，最終被逐出市場。因
此要求設施擁有者在特定情況下，需以公平、合理且不歧視的交易條件，
開放設施供其他事業使用。
換言之，關鍵設施原則係為防止事業將其在設施所在市場之市場力
量，不當延伸至設施之鄰接市場，屬於維護市場競爭的法律原則96。歐盟

95

CMA, “Online platforms and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 study interim report,”(2019)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dfa0580ed915d0933009761/Interim_report.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7/9.
96
王立達、黃郁雯,「關鍵設施原則在競爭法上之應有定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
報告，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2335287，最後瀏覽日期：20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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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則透過歷次競爭法判決，將關鍵設施原則定義為：拒絕提供之服務或
產品是下游或相鄰市場中活動或營業所不可或缺者，且無合理考量之正當
性而拒絕供給。該服務或產品係潛在消費者具有需求，且不存在實際或潛
在的替代品，而拒絕供給將排除下游或相鄰市場的所有競爭97。
有論者將資料納入關鍵設施原則來討論，認為拒絕提供線上平台資料
讓其他事業近用是一種權利濫用98，尤其當資料屬於不可或缺、或下游廠
商窮盡各種有效競爭方法也無法取得，而可能阻礙其新產品問世時，或資
料集中於特定事業且欠缺客觀與正當的理由時，可能構成濫用權利。法德
研究報告中亦有提及，歐洲法院認定資料適用關鍵設施原則的要件，必須
是所涉資料相當獨特（truly unique）
，而競爭者不可能獲得其履行其服務所
需要的資料99。而由資料是否於特定服務型態具備關鍵性，亦可作為推論
相關市場之參考。

四、 微幅但顯著 之非暫時性成本增加 法（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exchange）cost；SSNIC）
資料驅動數位平台通常標榜提供免費服務，因此與服務使用者間不具
備對價關係。學者 Newman 則提出，其認為免費商品或服務的市場屬於「以
物易物」市場，供給之財貨並非免費100，且對於成本增加多少的認知也不
盡相同。SSNIC 指「微幅但顯著之非暫時性成本增加」
，將 SSNIP 的價格
（P）用成本（C）取代，更能顯現免費市場的產品競爭樣貌。而所謂的成
97

戴豪君，歐盟電子通訊法對顯著市場力量企業規範之研究，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博士論
文，136（2010）
。
98
Inge Graef, EU competition law, data protection and online platforms: Data as essential facility,
1st ed.(2016),supra note 93.
99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supra note 90, at
18.
100
John M. Newman, “Antitrust in Zero-Price Markets: Applications,” 94(1)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5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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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可以包括各種與消費者相關的利益，包括個人資料、使用者注意力或
其他的利益。歐盟近期的法制趨勢，認定「免費」服務並不當然免費，若
其使用者必須提供個人資料以利用服務，則「個人資料」亦為服務使用的
對價，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之間仍然存在契約關係。例如 2019 年 12 月 6
號匈牙利競爭法辦公室 GVH 針對 Facebook 宣稱服務免費之個案，認定事
實上消費者是以個人資料為代價，來取得 Facebook 提供的服務，並以
Facebook 誤導消費者為由，判處 Facebook 360 萬歐元罰鍰。易言之，匈牙
利 GVH 將提供個人資料被視為有償方式，而非免費101。此外，歐盟 2019
年 5 月公布數位內容與數位服務供應契約指令（Directive （EU） 2019/770
on certain aspects concerning contracts for the supply of digital content and
digital services）
，該指令適用範圍包括一次性或持續性的數位內容與服務，
雲端儲存服務與社群媒體服務均為第2 條第2 款定義的數位服務。Facebook
為社群媒體，屬於（EU）2018/1972 指令第 2 條第（7）款所規範之非號碼
人際通信服務（number-independen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之範疇，依本指令第 3 條第 5 項規定納入規範。本指令第 3 條第 1 項規定，
指令適用範圍涵蓋商家向消費者提供或承諾向消費者提供數位內容或數位
服務，且消費者支付或承諾支付價金（price）的所有契約。何謂價金（price）
，
該指令第 2 條第 7 款定義是指為交換數位內容或數位服務之金錢或數位表
徵的價值 （a digital representation of value ）
。該指令 前言第 23 點說明數
位表徵的價值的內容包括電子票據（ electronic vouchers）、電子優惠券
（e-coupons）
、虛擬貨幣（ virtual currencies）等。該指令前言第 24 點進一
步說明，該指令應適用於消費者開設社群媒體帳戶並提供名稱和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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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gary’s Competition Office Levies Biggest Ever Fine on Facebook,”
HUNGARYTODAY,
https://hungarytoday.hu/facebook-fine-hungary-competition-office/?fbclid=IwAR0TwZwSe3gPA
Z1XuT0jqr6GuywW9ilvQJWQks13mv0-IY6A67S--EvMFdA,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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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該名稱和電子郵件地址僅用於提供數位內容或數位服務，或用於遵
守其他法律要求之目的。或是經消費者同意提供上傳的照片或貼文
（photographs or posts）等構成個人資料的任何資訊，以供企業基於營銷目
的進行處理，也應同樣適用。雖然歐盟在本指令前言的說明中，避免直接
將個人資料貨幣化的文字，但本指令只適用於以價金交換數位內容或數位
服務之契約，對於將消費者同意提供個人資料給企業，以交換向提供數位
內容或數位服務的契約，納入規範，也是間接說明了提供個人資料被視為
有償方式，而非免費102。
數位服務供應契約指令的精神和匈牙利 GVH 看法，似乎可以驗證
SSNIC 理論，即認為個資或消費者注意力，其實也是一種對價的展現，不
是事業所主張為免費服務，從而，這些對價就能適度被量化而用以計算市
場力之有無。換句話說，此為事業所換取的是使用者所提供的資料和注意
力（attention）
，相關市場的界定應該將財產（使用者個人資料和注意力）
替代價格作為量化基準。若以線上搜尋市場為例，執法機關以 SSNIC 界定
市場方式為，檢視當事業增加 5％廣告收益時，須換算成交換成本為多 5
％使用者資料和注意力，判斷此時使用者是否有轉換至其他替代產品之情
況。使用者對於成本的認知，會影響這個方法的判斷，如使用者本身並不
認為提供個人資料，或讓資料驅動數位平台監控其使用行為，構成一種成
本的付出。
由上可知，SSNIC 對於使用者成本之評估，屬於主觀感受度的問題，
可能需要視個案情況加以判斷，並發展出可作為非價格成本考量的基準或
102

Directive (EU)2019/77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May 2019 on
certain aspects concerning contracts for the supply of digital content and digital services, OJ L 136,
22.5.2019, p. 1–27,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9L0770,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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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論，方有其可行性。初步可將注意力投入或資料付出所涉成本多寡試
著具體化，逐步形成可以客觀參考之依據。以本研究所涉之「資料」成本
為例，對於個人使用者而言，其所負擔成本為「一般個人資料」之提供，
或「敏感（特種）資料」的提供，或混和兩種不同程度之個人資料，其感
受度可能有所差別，將影響消費者進行服務轉移的選擇。故可初步於個案
中區隔消費者負擔之成本的屬性與強度，作為研析 SSNIC 方法論的其中一
個起點。然而，目前研究上尚未發展出更具體的方法論，尤其 SSNIC 之理
論的設定，使用者增加的成本主要用於最大化所涉事業的獲利，然而，涉
及個人資料的取得，目前無論是 GDPR 或我國的個人料保護法制，皆需要
連結到特定的目的。以資料驅動之市場競爭而言，該特定目的多半應連動
到商品或服務的改善或提升，或進行創新商務模式的發展。是否得以在無
法具體說明特定目的，而概括以事業整體獲利最大化為目標提升消費者負
擔之個人資料成本，恐有疑義。故有論者認為，在涉及提高使用者個人資
料成本提升的情況下，SSNIC 界定法則的發展，可能因為個人資料保護法
制不允許不具特定目的而僅為事業獲利之資料蒐集，而受到限制103。然而
連結到特定目的之資料蒐集是否反而得以作為市場界定的輔助，以及當所
涉資料成本非個人資料時，SSNIC 又應如何操作，尚有待後續分析與研議。

五、 將「資料」獨立出來界定成一個市場
學者 Harbour 和 Tara Isa Koslov 提出，競爭法執法機關應積極主動保
護消費者，考量各種科技交融之特性，來界定相關產品市場，其中一個建
議就是將「資料市場」從其搭配或相關商品或服務市場中抽離，獨立界定
成一個市場。不僅可反映出資料於特定時點的蒐集行為，亦可判斷未來擴
103

Mandrescu, D., “The SSNIP Test and Zero-Pricing Strategies: Considerations for Online
Platforms,” 4 European Competition and Regulatory Law Review 2, 250(2018),
https://openaccess.leidenuniv.nl/bitstream/handle/1887/69424/SSNIP_Test_Zero_pricing_DMand
rescu.pdf?sequence=1, last visited on data:20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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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應用可能性，提升資料的市場價值104。換句話說，
「資料」對於競爭帶來
的影響可能是跨平台、跨產業之影響，因此應該將個案所涉及之資料另行
獨立為一個市場進行界定，即使所涉資料本身並非商品或服務的標的，亦
須如此。例如 Google v. DoubleClick 案，應將對廣告主與廣告發行商
（Publisher）105有用的資料，單獨設定為一個假設的產品市場，如此更能
看出合併事業對於「資料」取得與運用的意圖。而此部分主要需要探討的，
著重於以資料作為其他產品或服務發展或提升資源之相關產業。若為以資
料或其密切相關聯之周邊服務為產品之事業形態，依其服務之性質將所涉
資料，或該資料連結之服務獨立進行產品市場界定，應有其需要。
對此將個案所涉資料進行獨立市場界的的論點是否妥適，本計畫訪談
研究專家於訪談中指陳，雖資料都是跨平台或產業，上述立論基礎取決於
資料本身於所處市場居於極為重要的角色，而需要被獨立為一個市場。然
而，在所謂的「市場」沒建立出來前，無法知道所涉資料之蒐集或利用是
否會橫跨平台或產業。多數個案，當事人重視的是產業的市場競爭，並非
資料在整體市場的應用。應評估的是該資料作為新產品或服務的關鍵投入
（input）時，在何種情況下必須將此投入抽出單獨界定相關市場？換言
之，由於資料可能廣泛應用於各類產業，涉及多種相關市場，但所涉資料
是否必定於橫跨平台、產業而產生影響，應先判斷當資料作為特定商品或
服務的關鍵投入項目時，何時應把資料獨立出來，作為界定相關市場的判
斷要素，否則容易無限擴張個案資料所涉及的相關市場討論。舉例來說，
以呼叫計程車市場為例，假設國內計程車 A 車隊與 Uber 結合，Uber 過往
關於會員叫車與車資演算之相關資料，可能會由 A 車隊單獨取得應用，其
104

Pamela Jones Harbour & Tara Isa Koslov, “Section 2 in a Web 2.0 world: an expended vision
of relevant product markets,” 76 Antitrust Law Journal, 772-773(2010).
105
廣告發行商（Publisher）
：提供網路固定版位予廣告主以進行廣告曝光之服務提供者，
例如新聞網站、自行經營的部落格等空間，提高廣告的宣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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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競爭者如 B 車隊可能會抗議該資料之集中利用，將於計程車市場產生排
除競爭的效果。因為 A 車隊一旦因併購取得 Uber 大數據後，可能拒絕分
享相關乘車資料給 B 車隊，獨享 Uber 資料可為計程車呼叫事業帶來的發
展利益。而要判斷所涉資料利用之限制，是否於特定市場上形成排除競爭
的效果，必須先界定市場。此處可能需要考慮到 Uber 擁有之資料為發展或
精進叫車服務重要的資產，是否有必要將如此具備競爭關鍵性的資料，於
市場界定階段即獨立成一個市場進行分析，以期整理或推導該資料之跨市
場應用可能性，以及相關限制利用行為對整體市場可能的影響，即為探討
個案所涉資料是否有必要獨立一個市場進行分析的問題。
此時也許可以搭配 SSNIP 先行界定計程車市場，例如：觀察 A 車隊漲
價是否會影響消費者流動，若消費者不因漲價而改搭其他計程車，表示 A
車隊可能因掌握 Uber 大數據而提升服務品質，具市場競爭優勢。此時個案
所涉資料，在分析上就是重要的投入，即可考量將所涉資料本身再單獨劃
分一個市場來檢視，用以分析相關資料於實際市場上之需求、供給的現況
與發展可能性。然而，因 Uber 所擁有的資料，同時也由所屬其他服務（如
Uber Eats 等）所使用，若僅以資料界定之獨立市場作為探討，將導致其他
競爭關聯性較低的市場或非本案所關注產業範圍也被納入討論，可能更難
聚焦。受訪專家亦認為，大部分情況下，資料可能作為「食材」
，雖有其重
要性，但仍然無法取代「食譜」
（指演算法或其他創新應用等）
，但可以作
為案件審理過程中一項考慮要素，特別是在有關跟資料相關的產業層面，
但未必需要將之獨立出來做市場界定（參閱附錄二：法律面與市場界定之
專家訪談紀錄）
。

六、 需求替代原則
公平會關於市場界定之基本原則，在「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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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之處理原則」第三點明文，需求替代為公平會界定相關市場主要審酌
之事項，公平會並得視商品或服務特性考量供給替代。同法第四點亦提及
其他考量因素包含（1）產品價格變化、
（2）產品特性及其用途、
（3）產品
間曾經出現替代關係之情形、
（4）交易相對人在不同產品間之轉換成本大
小、
（5）產品價格調整時，交易相對人因價格變化而移轉購買之程度、
（6）
交易相對人及競爭事業對於產品間替代關係之看法、
（7）相關法規或行政
規則之規定，以及（8）其他與產品市場界定相關之事證。以相關法規或行
政規則之規定為例，日本在 2017 年為實現「connected industries」政策目
標，法規面修正「不正競爭防止法」
，將資料不當取得和利用納入規範。實
務面公布「AI、資料利用契約指引」提供企業開發利用參考。該指引依據
（1）當事人是否合法持有既存資料；
（2）複數當事人間是否創造出從前不
存在之資料；
（3）是否利用平台共用資料等三點，將資料利用形態區分為
三類：資料提供型、資料創造型和資料共用型106。由此可知，資料利用在
日本產業應用上有不正競爭問題，如：企業利用契約而產生限制競爭之效
果。
又在歐盟 Google Search（Shopping）案中，產品市場界定區隔為「一
般搜尋服務市場」
，和專業搜尋服務（specialized search service）的「購物
比較服務（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市場」
，運用不同載具之搜尋服務，
僅為介面的不同，所使用的技術與服務提供者皆相同，故無需作產品市場
的區隔。又於一般搜尋引擎相對其他網路服務之供給替代性而言，由於一
般搜尋服務提供者須投注相當時間和資源成本，如：演算法開發、網路爬
蟲技術、資料索引建置等，形成參進障礙，故供給替代性有限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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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晨蕙，
「淺談日本人工智慧及資料利用規範」
，科技法律透析，第 31 卷第 7 期，33-38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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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Commission, “Google Search (Shopping)”, Case AT. 3974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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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驅動之反競爭行為態樣探討
國際對於大數據應用影響市場競爭之情況，較為顯著而已有實際案例
討論者，為結合與併購問題。主要涉及具有資訊能力的事業參與結合或被
併購時，雖不一定具一定市場占有率，可能因為結合導致資料過度集中，
或資料本身稀有性或關鍵性，而對市場競爭產生影響，而可能產生反競爭
行為者，包含以下情況：

一、 結合與併購
「法德研究報告」指出，數位網路相關市場和其他市場類型不同處，
在於一般市場若合併新進參與者，因其市場占有率很低且欠缺市場的水平
重疊（horizontal overlap）
，不一定會導致市場競爭狀態改變。而對數位網
路相關市場而言，被合併之新參與者雖可能不具備高度市場占有率，但卻
可能因具備有價值或巨量資料，而增加該市場資料集中於合併事業之現
象，或讓合併事業有機會改善或開創新商品服務，甚至改變競爭版圖108，
如學者Axel Gautier 和Joe Lamesch 針對五大科技巨頭－GAFAM 之研究即
為一例109。因此國際執法實務上已開始探究如何透過結合審查之強化，降
低巨型科技事業併購尚不具備一定市場占有率之事業，亦即本研究其後會
探討之早期併購之問題，或對於涉資料競爭之結合案，開始評估是否應有
補充之審查要素，以降低此類反競爭行為可能帶來的影響。
澳洲 ACCC 於 2017 年起，針對線上搜尋引擎、社群媒體和數位內容
整合廠商（digital content aggregators，此指數位平台）在媒體和廣告服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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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http://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doc/reportcompetitionlawanddatafinal.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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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el Gautier & Joe Lamesch, “Merger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CORE Discussion Papers
20200001,(2020) https://ideas.repec.org/p/cor/louvco/2020001.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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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帶來的衝擊，展開為期 18 個月的調查。檢視數位平台對於媒體內容生
產者（media content creators）
、廣告主（advertisers）和消費者之影響，特
別是對新聞和新聞產業的衝擊。終於 2019 年 6 月提出「澳洲數位平台調查
期末報告」110，認為應於澳洲競爭相關法規中增加判斷併購因素（merger
factor）
，例如澳洲「2010 競爭和消費者法」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
2010）第 50 條第（3）項中，建議新增考量（1）結合（acquisition）導致
排除潛在競爭者之可能性，以及（2）直接被收購或透過企業整合的資產性
質（nature）和重要性（significance）
，在此資產包括指包含資料（data）和
技術（technology）111等。
並就數位平台部分，參考歐盟執委會 2019 年公布的「數位時代競爭
政策」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
，對於以特殊資料來源（special
data resources）為目標的結合行為，透過垂直整合或多角化效應，是否或
何時將阻礙競爭112。這些結合可能因為新服務讓資料設定更豐富，而有促
進競爭的效果，也可能對有價值（valuable）且無法取代（non-replicable）
的資料被併購者集中控管，導致併購者將較其他市場競爭者，有較好的資
料近用（data access）機會。當併購者將不同資料有價值地整合在一起，可
能強化其優勢地位或允許併購者取得槓桿市場的力量，甚至有時產生喪失
回贖權（foreclosure）問題。歐盟執委會在個案中完整討論關於競爭傷害理
論（theory of harm）
。對於小但成功的新創（small but successful star-ups）
，
這些優勢平台（dominant platform）因其具備快速成長的使用者基礎和重要
110

ACCC,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 final report,”(2019)
https://www.accc.gov.au/publications/digital-platforms-inquiry-final-report,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9.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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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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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潛力，更讓人擔憂其併購行為是否會阻礙市場競爭113。
另外，ACCＣ認為應針對事前收購通知（advance notice of acquisitions）
提出要求，即大型數位平台和 ACCC 需合意擬定通知程序（notice
protocol）
，並依此程序事先向 ACCC 通知任何潛在影響競爭的結合計畫，
通知內容包括（1）須事前通知的結合類型，包含適用此規定的最低交易價
值（any applicable minimum transaction value）
，以及（2）最晚通知期間。
以便 ACCC 有足夠時間評估所通知的計畫是否阻礙競爭。因現行「2010
年競爭和消費者法」欠缺強制揭露義務（ compulsory merger filing
obligation）
。最後建議可以要求大型數位平台改變搜尋引擎和網路瀏覽器的
預設，例如要求 Google 應該提供澳洲 Android 裝置使用者相同選擇，可以
改變預設值。避免消費者因為預設值不同產生歧視（bias）
， Android 裝置
使用者可改變預設，不以 Google 為預設搜尋引擎等。

二、 排他性行為或稱「市場排除行為」
（exclusionary conducts）
數位平台相關市場當中，對於市場競爭有一定影響之行為，包含限制
關鍵資料近用（access）
、資料近用的差別待遇、排他性條款、搭售、資料
庫交叉使用（cross-usage of datasets）
、增加使用者轉換成本以及獨占平台的
垂直整合等行為，需就個案競爭策略審視。而此處排他行為，亦會導致所
涉資料具備排他性，呼應前述關於資料排他性影響市場力之探討。例如本
研究第四章探討之 Google 三個個案，即於於多角化經營的不同面向，如
Google Search（AdSense） 案透過與第三方廣告平台簽訂之契約，或是
Google Android 案透過搭售以及不當經濟力利益的補貼等作為，限制競爭
者進入市場，或無法以有效的競爭地位進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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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at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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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料驅動差別取價
資料分析應用有時亦可以成為驅動差別取價的元素之一，尤其透過運
算資料來協助行銷或定價策略時最為明顯。差別取價學說上分為三級，第
一級差別取價稱為完全差別取價（perfect price discrimination）
，指事業對於
相同成本產品可以對每個消費者收取其願意支付的最高價格，事業必須能
掌握市場上每位消費者需求。第二級差別取價，則是透過價目表方式，由
消費者針對事業提供價目表做出選擇，如：飛機、鐵路等交通票券。第三
級差別取價，針對不同特徵消費族群訂不同票價，消費者只要歸類於其中
一類，其所需支付的價格即為固定，如：學生票、敬老票等。要達到完全
差別取價，仰賴強大演算法，掌握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
，以提出
適當價格決策並獲取最大利益。演算法所涉差別取價是否涉及競爭法問
題，仍須依個案判斷。以 TomTom v. Tele Atlas 結合案為例，導航資料庫類
似第三方資料分析服務市場，若以相同的服務對不同客戶進行差別取價，
藉以提高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競爭成本，對於市場競爭將產生一定程度限
制。而大數據的發展，使得價格演算法的開發與運作已於市場上嶄露頭角，
透過價格演算機制對於特定消費對象動態進行第一級差別取價，或用於市
場價格之監控與整體性之定價，將影響消費者權益與市場之有效競爭。

四、 個人資料策略
此涉及相關之市場競爭與隱私問題，事業如何透過操作隱私條款或機
制取得競爭優勢，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和競爭法執法之界線。平台透過使
用者資料累積、分析與應用，得以掌握市場趨勢，若所蒐集之資料為姓名、
住址、電話、消費習慣等資料，勢必涉及個人資料或隱私保護相關議題，
亦可能因為對於所蒐集資料的保護機制或品質，而使得事業結合而受影
響，此類結合案是否應將結合事業所持有之個人資料對結合後的影響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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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仍有爭議。國內學者陳志民教授，亦提出有愈來愈多的平台經營者
重視並願意保護網路使用者個人資料的「隱私權」
。故「隱私權保障」已逐
漸成為平台業者所不可忽視的一種「非價格競爭」
。然是否應該以競爭法作
為隱私保護的工具，仍須參考各國政策重點考量而論114。德國卡特爾署以
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作為判斷大型數位服務提供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基
準，亦引發廣泛的討論。故對於事業對資料隱私之策略運作，亦可能形成
限制競爭的結果。

第五節 小結
綜合前述，一般當資料具有排他性、學習效應、網路效應、其他補充
或替代性資產之存在，以及競爭商業資產的存在時，可能形成市場力。此
外，當資料進一步形成所謂大數據，即具備「巨量」（volume）、「快速」
（velocity）
、
「多樣化」
（variety）
、
「價值」
（value）
、
「真實性」
（veracity）
等特性時，此時大數據與市場力之形成是否有關，更應先釐清：
「資料如何
被產業運用而形成競爭力？」
、
「資料本身就有競爭力？」
、
「創造價值後才
有市場力？」等問題。
易言之，擁有資料本身不一定會有競爭力，結構化資料或非結構化資
料均可能為大數據的範圍，遑論大數據除了大量資料外，還包含整套演算
過程、運算能力、分析能力等，非僅單純是資料本身。資料為現今企業重
要策略資源已無庸置疑，無論從以「法德研究報告」和「澳洲數位平台調
查期末報告」的市場競爭角度，或以 VRIN 原則的企業資源角度等來解析，
「資料」本身可能帶給企業的競爭優勢和市場力，可發現價值性、稀有性
和不可替代性為共同的特性，又不可模仿性亦可作為判斷參考之一。又當
運用資料產生排他性、欠缺其他補充或替代性資產、透過雪球效應或網路
114

陳志民，
「大數據與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
，公平交易季刊，第26 卷第3 期，25-29（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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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應加乘時，會具備較強的市場力；此外，使用者多棲習性亦可能帶來看
似為不同商業模式，卻在某方產品或服務市場存在競爭關係。
另外，判斷是否有資訊壟斷之情況，應視個案而論。與市場相關的反
競爭行為主要包含以下情況：結合與併購、排他性行為（或稱「市場排除
行為」
）
、資料驅動差別取價，以及資料相關之市場競爭與隱私問題。其中
關於是否應以競爭法作為個人資料或隱私保護的手段，雖實務已經廣泛討
論，但目前學理仍有爭議115，本研究於第六章獨立討論之。有關相關市場
的界定，與資料驅動市場相關學理與實務所建議的解決方法主要有：

一、 仍以「價格」變動作為觀察替代變動的起點，但針對「雙邊」與「多
邊」的特色修正 SSNIP 的操作方式，即考量目前網路平台服務提供態
樣，形式上不收費之服務相當多元，然卻得以用戶個人資料加值利
用，作為在其他市場獲利的方法，因此，觀察企業在獲得大數據後是
否在雙邊或多邊市場之有所收益，而產生價格變動，仍不失為現今於
前期判斷資料驅動之市場界定的重要界定方法；
二、 改以「非價格」競爭因素的變動（如品質） 作為界定的觀察因素：
由於所謂大數據大多集中於 GAFAM 等科技巨頭，且高科技產業競爭
多在品質上競爭，若有價格提高、品質降低的情形，將可能造成消費
者轉向其他選擇。又因網路上充斥許多免費提供的數位商品或服務，
造成無法直接以價格作為界定市場之方法，因此出現以 SSNDQ 做為
市場界定工具之說法。易言之，競爭法所考量的對價非僅限於貨幣價
值，還包含其他對價。惟若以隱私權保護作為非價格因素判斷相關市
場範圍，因每個人對品質的感受與要求不同，可能存有高度主觀性判
115

參前揭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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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且欠缺客觀評量標準。故在 SSNDQ 操作上，若要選擇特定因素做
為品質標準時，須注意品質改變對於結果的必然影響為何，評估如何
建立可以做為評判的原則或標準，或是有無相關量化比較的可能性。
此外運用 SSNIC 界定市場，亦屬於以非價格因素變動為界定之方法之
一，將 SSNIP 中的「價格」轉換為消費者必須支付的「成本」
，而成
本則不以金錢價值為限，可能包括資料、注意力的提供等。且其變動
必須以數位平台整體來看，於單邊市場有價值變動時，對應他邊市場
應付出的成本為何，評估使用者是否會產生移動。如單邊廣告收益增
加與消費者付出之個人成本（如個人資料類型或數量）之增加是否有
因果關聯等。
三、 將資料獨立出來界定成一個市場：考量資料驅動之數位平台所擁有的
大數據，資料本身加值利用所產生的高價值，因此將資料獨立成一個
市場判斷。另一方面，透過受訪專家在前述所假設的大都會車隊併購
Uber 案說明，可知同一個資料雖被運用於跨不同平台或產業，但不等
同會對跨平台或產業的競爭必然產生影響，未必需要獨立探討資料市
場，除非不這麼做，將無法觀察到市場力提升的現象。
至於對於資料驅動之反競爭行為，尤其透過結合與併購強化市場競爭
優勢或降低未來市場潛在壓力之問題，前述 ACCC 報告當中建議須補強結
合審查程序，於結合時即將結合是否可能排除潛在競爭納入審查項目，然
而是否具備潛在競爭有判斷上的困難，需綜合判斷結合事業主觀的看法、
規劃以及技術發展的可能性。此部分複雜度較高，將於本研究第六章結合
部分予以討論，並於第七章的二節就結合審查評估要素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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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數據相關限制競爭議題探討
如本文第二章所整理，順應大數據發展產生的商業型態，大致可以分
為「以資料或其密切關聯之周邊服務為產品（product）
」之事業形態，或
是「運用資料作為其他產品或服務之發展或提升之資源（input）
」之事業
形態。前者比較著重在將資料作為產品或服務的核心，提供需要獲得第三
方資料，或必須利用外部資料服務，方得自大數據發展環境中獲取競爭機
會或利益的其他事業，得運用其服務，於大數據價值鏈當中強化資料競爭
的能量，或是取得進入特定資料驅動市場的入場券。其個別事業不同之產
品型態，以及所涉資料的類型，於法律的適用上與競爭議題的探討上皆可
能有所不同。然而由於此類事業，雖有各類服務不斷出現，但圍繞資料之
蒐集、處理與利用作為產品核心，且自本專案訪談與座談的結果觀之，其
於國內尚在發展階段，產業規模皆不大，對於市場界定與競爭上的探究，
尚可依循既有規則加以處理，亦非國際近年主要執法案例著重得對象，故
本研究限於時程，暫不特別將此類服務可能涉及之限制競爭議題納入討論。
近期國際實務上於大數據資料壟斷或資料競爭議題關注之重點，則是
後者，即運用資料作為其他產品或服務之發展或提升之資源的事業。此類
事業通常本身已具備特定取得資料的機制或來源，並有足夠的能力及資源
將所得資料進行有效的分析利用，提升產品或服務的價值，甚至影響所處
市場之競爭發展。尤其本研究開頭即提到的美國數位科技巨擘 GAFAM，
更是晚近各國競爭主管機關調查與執法的焦點。歐盟與美國近年來對於
GAFAM 的相關調查與處分，可以說是探討資料競爭與數位平台發展極為
重要的資料。惟相關案例，執法機關與法院切入探討之面向有別，本研究
僅以其中涉及大數據或資料競爭、壟斷之內涵為核心納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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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資料驅動產業之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歐盟與美國近期對於 GAFAM 是否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或有限制數位
市場競爭及發展之情形，多有關注。對於資料競爭與壟斷的議題之焦點尤
其著重在 Google 與 Facebook 的運作。包括歐盟對於 Google 自 2017 年到
2019 年作成之三個處分案，以及德國聯邦卡特爾署於 2019 年對 Facebook
所為之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處分案，皆為此議題重要的個案。上述處分案的
共通點在於，無論 Google 或 Facebook，於其核心業務的市場，如 Google
的一般搜尋引擎市場，以及 Facebook 的社群網路服務市場，於歐盟境內甚
至全球皆已具備高度的市場占有率，被認為是具備市場支配地位的事業。
且其核心業務皆有資料大量匯集的特性，具備高度的演算基礎與演算法開
發的能力，且皆致力於拓展創新服務與多角化經營之策略。而相關個案在
其營運上，資料與演算法對於其營運的發展與創新，鞏固市場地位並建立
市場參進門檻，皆有其重要地位。
歐盟自 2017 至 2019 對 Google 所為之三個處分案，所涉產品雖有不
同，然皆以一般搜尋引擎服務作為鏈結，整體來看可呈現其多角化經營策
略，彼此間如何相輔相成，有助於了解資料驅動之數位市場，透過跨市場
策略的運作，提升競爭優勢的基本樣貌。德國 Facebook 處分案自 2019 到
2020 年，從卡特爾署的處分，到杜塞道夫邦高等法院（OLG Düsseldorf）
，
與聯邦高等法院（Bundesgerichtshof，BGH）對於處分續行的裁定，對於
具備市場支配地位之數位平台是否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取得個人資料，是否
形成剝削性濫用，以及個人資料保護法制與競爭法執法間的關聯，有相當
的討論，直接挑戰近年來歐盟執法涉及數位相關市場涉及大數據及資料壟
斷等議題時，對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制及資料隱私問題，是否應納入競爭法
執法個案審查之爭議，皆有討論的價值。惟 Google 三個案複雜度較高，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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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處分內容並非全然與資料競爭相關，故以下將以萃取與資料競爭策略
較為相關之部分進行綜合討論，不另進行個別案件之摘要。至於 Facebook
案則是近期難見以社群平台之資料蒐集為探討核心的個案，故將進行個案
必要的摘要，合先敘明。

一、 歐盟對 Google 之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處分案之探討
歐盟針對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執法，主要是依循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以下簡稱 TFEU 或
「歐盟條約」
）第 102 條之規定，只要是在歐盟境內市場或其主要部份當中
之單一或數個事業所為之濫用市場優勢地位行為，因其可能影響成員國之
貿易活動而與內部市場不能相容，皆應被禁止。而所謂濫用市場優勢地位
的行為，包括（a）款，直接或間接要求不公平之買賣價格或其他不公平的
交易條件；
（b）款，限制生產、市場或技術的發展而影響消費者權益；
（c）
款，對相類似交易之其他交易相對人採用不同的交易條件，而使其落入競
爭的劣勢；以及（d）款，締約時要求交易相對人必須接受與契約無論在本
質或商業用途上皆無關聯的附帶義務116。
而對於市場參進障礙的判讀，依據 TFEU 第 102 條（舊歐體條約第 82

116

Treaty of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 Article 102 (ex Article 82 TEC)
Any abuse by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of a dominant position within the internal market or in a
substantial part of it shall be prohibit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al market in so far as it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Such abuse may, in particular, consist in:
(a)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mposing unfair purchase or selling prices or other unfair trading
conditions;
(b) limiting production, markets or technical development to the prejudice of consumers;
(c) applying dissimilar conditions to equivalent transactions with other trading parties, thereby
placing them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d) making the conclusion of contracts subject to acceptance by the other parties of supplementary
obligations which, by their nature or according to commercial usage, have no connection with the
subject of such con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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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指導說明117的文義觀之，其為針對具備優勢地位之事業所為之市場
排除行為，建構執法優先性的原則。除作為執法機關進行執法決策之指引
外，亦可作為事業評估其行為是否違反 TFEU 第 102 條規定而可能面臨執
法機關之干預的參考118。其中針對市場擴張或參進障礙的部分，指導說明
當中指出市場競爭基本上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評估企業在競爭上的限制
或障礙，不能僅憑現有的市場情況，而需併同考量實際競爭事業擴張或潛
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可能產生的影響及威脅119。而市場擴張或參進的障礙可
能有多種形式，其中包括法律上的障礙，如：關稅或限額，或是現存具備
市場控制地位之事業所享有的優勢，如規模或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
、對於關鍵性投入（essential inputs）或自然資源的使用特權、重
要科技或既有銷售網路等120。
就 Google 而言，其核心的服務為一般搜尋服務，按歐盟執委會於
Google Search （Shopping）案121當中認定，
「一般搜尋服務市場」為一個
獨立的產品市場，具備雙邊平台的性質，透過提供使用者免費的搜尋服務，
獲取其市場競爭所需要的使用者搜尋資料，用以精進其服務，以提升平台
使用者的族群數量，藉此形成網路效應吸引廣告服務進駐，從廣告市場獲
得相當的營收122。而一般搜尋服務是透過爬蟲技術結合相關演算法，於使
用者輸入搜尋關鍵字後，於網路上爬取適當的資訊呈現於搜尋頁面，並藉
由獲取使用者對於搜尋結果所為之點選或其他搜尋行為等資料，訓練其搜

117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 Guidance on the
Commission's enforcement priorities in applying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to abusive
exclusionary conduct by dominant undertakings,”(2009), OJ C45/7.
118
Id. para.2.
119
Id. para.16.
120
Id. para.17.
121
European Commission, “Google Search (Shopping) ,” Case AT. 39740 (2007).
122
Id. para.158-160 at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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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引擎採用之機器學習演算法（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123，強化搜尋
字串與搜尋結果之關聯性。故需要一定程度的搜尋資料規模，方能更精確
與迅速分析用戶行為模式的變化，以進行服務的優化124。Google 基於市場
先驅參進者的角色，高度的演算法開發能力，以及長期搜尋量的積累，已
經在一般搜尋服務市場取得市場支配地位125。並有能力以一般搜尋服務市
場為核心，透過演算法的交疊、與第三方服務提供者之約定，以及與行動
作業系統的整合，延伸其市場力之影響，同時擴增資料來源與控制力，鞏
固與強化其對市場的影響。因此，探討資料驅動市場的濫用市場地位議題，
歐盟所為的三個處分案，包括 Google Search（Shopping）案、Google Android
案126，以及 Google Search（AdSense）案127（以下簡稱 Google 三案）
，若
可整合來看，應有助思考大型資料驅動數位服務的多角化經營策略與大數
據競爭之關聯性。
（一）Google 三案之多角化經營概述
歐盟 2017 年開始對於 Google 進行的三個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處分
案，其中 Google Search（Shopping）案及 Google Android 案皆已公布處分
全文，惟 Google Search（AdSense）案截至本研究案完稿前，僅公布處分
摘要之新聞稿，並未公布全文，但可由初始調查之聲明與處分之新聞稿，
大致了解 Google Search（AdSense）案所涉產品市場之概要輪廓。
從歐盟執委會於 Google Search（Shopping）案及 Google Android 案，
123

Barry Schwartz, “Google super easy explanation how it uses machine learning in search,”
https://www.seroundtable.com/google-explains-machine-learning-search-28697.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0/31.
124
“Google Search (Shopping)”,supra note 121, para.287 at 62.
125
Id. para.274-324 at 58-71.
126
European Commission, “Google Android,” Case AT.40099(2018)
127
European Commission, “Google Search (AdSense) ,” Case AT. 4041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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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產品市場界定的探討來看，可以發現執委會對於其所涉產品市場之認
定極為謹慎，並未試圖劃定單一的產品市場，而是將其各項服務的特性，
先以需求替代性分析找出相關的市場，並將網路上類似相關的服務仔細比
對，例如將一般搜尋引擎與內容服務、專業搜尋引擎與其他具備搜尋功能
之服務或利用不同載具之搜尋服務進行比較（詳見附錄五）
。故同一個案可
能涉及多項產品市場，例如 Google Android 案當中，認定的產品市場就包
括「智慧行動作業系統（smart mobile device operating systems，簡稱「智慧
行動 OS」
）授權市場」
、
「安卓（Android）行動應用程式商店（App stores，
簡稱「App 商店」
）市場」
、
「一般搜尋服務」
（General search services）及「未
限定（非專屬）作業系統（OS）之行動網路瀏覽器（Non OS-specific mobile
web browsers）市場」等四個產品市場，並就四產品市場皆為市場支配地位
之探究，明瞭所涉市場情形與關聯性後，再進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探究，
足見執委會於個案當中已關注到大型數位服務多角化經營的情形對於個案
可能產生的影響，故自市場界定開始，即進行較為細緻的區分與探究。
而三個案所涉之濫用支配地位之行為，亦多呈現市場力之跨市場影
響。其中 Google Search（Shopping）案，係 Google 於其一般搜尋引擎介面，
將所屬 Google Search（Shopping）服務透過演算法的設計128，使其於搜尋
結果的排序與呈現方式，明顯優於其他競爭之搜尋比較服務。亦即運用其
於一般搜尋服務的市場支配地位，介入搜尋結果排序，協助所屬新興服務
以優於其他競爭服務之條件進入市場，並調整其他競爭服務於搜尋結果之
排序，導致競爭者流量降低，限制市場有效競爭，為跨市場之市場力延伸

128

此處為「熊貓演算法」
（Panda Algorithm，簡稱 Panda）
，Google 係透過網站管理員指南
（Webmaster Guidelines）特訂條件的要求，讓競爭者的排序自動調整（降級）
，甚至直接
自 Google 搜尋目錄中移除。並讓擁有豐富格式（含照片、價格與額外商品資訊）呈現的
Google Search（Shopping）排序提升，增加使用者點閱率。
（參閱“Google Search
（Shopping）”7.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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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明顯之個案。
Google Android 案則是透過對行動載具製造商與網路營運商之契約條
件提出、財務誘引與其他阻礙措施，確保採用所屬 Android 作業系統（簡
稱 Android OS）之載具得以預先安裝 Google Search 與 Google Chrome 應用
程式，以提高 Google Search 服務於行動載具的市場占有率，匯集更多元與
即時之資料，提升創新競爭的優勢。其被認定為濫用市場之配地位之行為，
包括對於採用 Android OS 的設備商，要求必須預載 Google Search App 作
為授權 Play Store 的條件；或將其行動網路瀏覽器（Google Chrome）與 Play
Store 及 Google Search App 綑綁搭售；或透過強制簽署「反碎裂（分裂）
協議」
（Anti-Fragmentation Agreements，簡稱 AFAs）129要求載具製造商，
如果要順利預載 Play Store 以及 Google Search 應用程式，必須同意不會自
行研發或販售任何一款非 Google 官方認可的 Android 分支 OS；以及以特
殊之專屬分潤利益促成製造商預載 Google Search 應用程式，限制市場競爭
130

。由本案可以看出一個資料驅動的數位平台，於面對行動通訊及網路發

展，如何透過垂直服務的整合搶占市場先機，讓處於不同市場的產品得以
相互提升，擴大核心業務使用者群與資料取得來源，更加強化其資料競爭
之優勢，並限制市場的有效競爭。
Google Search（AdSense）案所探討之濫用支配地位之行為，係針對
Google 之網路搜尋廣告服務之議題。本案所涉產品市場當中，Google 不僅
是於一般搜尋服務具備市場支配地位，於網路搜尋廣告服務市場亦已取得
市場支配地位，並透過與第三方廣告平台簽訂限制性契約條款，要求廣告
發行商不得於網頁呈現來自其他競爭搜尋廣告服務提供者之廣告搜尋結
果，並採用「優惠置放」約款（“Premium Placement” clauses）要求合作廣
129
130

“Google Android”, Commission Decision 1.(4), at 11,para.1015-1018, at 229-230.
Id. para.1206-1207, at 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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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發行業者，必須於其網站上提供 Google 最有利可圖的位置顯示其廣告，
並限制置放之最少廣告數量。同時要求合作廣告發行業者於改變其他競爭
者之廣告呈現之前，必須取得 Google 的書面批准，使得 Google 可以介入
競爭者之搜尋廣告於第三方網站上之呈現，直接限制競爭者得以吸引使用
者點選閱讀其廣告的方式。此一作法稱為「輕鬆排他」策略（“relaxed
exclusivity” strategy）
，不但可以使其所屬廣告搜尋結果，置於第三方網頁
最有價值的區塊，並能控制競爭對手之廣告效果，影響其獲取使用者點閱
之機會。
上述三個個案所涉不同的產品市場，基本上皆與 Google 核心服務
Google Search 有相當的連結關係，其策略上一方面需要利用 Google 於一
般搜尋引擎的支配地位，將 Google 新興服務帶入市場，一方面需要透過垂
直服務整合反過來持續強化一般搜尋引擎之使用者群，擴大資料來源以持
續搜尋引擎之服務，以維持其強大的網路效應，促使其於其他關聯產品市
場保持高度的議約能力（個案競爭策略關聯，參閱圖 4-1）
，足見大型數位
服務廠商若於核心服務即具備高度資料驅動特性之情形下，其多角化經營
策略間如何串聯，於資料競爭的判斷應有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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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製作
圖 4-1 Google 三案競爭策略示意圖
（二）涉及資料競爭之議題與省思
1.

「免費」服務並不當然免費，
「資料」的提供才是核心的對價
Google 三案當中，執委會提到一個目前歐盟關於資料經濟相關法
制政策的重要概念與趨勢，亦即認為所謂「免費」獲得的服務，
僅是不以金錢或類似金錢的價值作為給付的對價，
「資料」的提
供亦可為商品或服務的對價。此一概念不單只是在歐盟執委會處
理 Google 等資料驅動個案當中論及，其更進一步的反應在歐盟
2019 年公布的數位內容與數位服務提供契約指令前言第 24 點，
具體指明數位內容或數位服務的提供，通常會發生於消費者並未
支付價金，但向企業經營者提供個人資料之情形，必須確保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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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於此類商業模式下有權進行契約的救濟131。足見歐盟目前的法
制政策環境，提供資料換取服務的模式亦可被認定為是消費行
為，提供資料的使用者則被認定為消費者，受到消費者保護相關
法令的保障。
而在競爭法的個案上，執委會亦採取同樣的認定，於 Google
Search（shopping）案直接指陳，即使一般搜尋服務的使用者並未
對服務的使用支付金錢對價，但其於每一次之搜尋行為皆支付了
「資料」作為對價132。且多數案例當中，使用者利用一般搜尋服
務，亦與服務提供者形成契約關係，例如 Google 於服務使用條
款當中說明，一旦使用其服務就是同意 Google 可以依循其隱私
政策之規定，利用使用者資料。而對於使用者利用一般搜尋服務
所提供的資料進行儲存與再利用，就是改善相關搜尋服務以及廣
告服務的重要資源133。因此，對於一般搜尋引擎平台（general
search engine platform）而言，提供免費服務是一個有利的商業策
略134，得以藉此吸引更多使用者利用其服務，於利用過程中主動
提供資料，或被動的由服務所涉機制自動蒐集行為資料，協助平
台建立得以有效競爭的資料規模。
過往針對動態競爭的數位市場環境可能認定服務的免費，對於服
務使用者而言轉換服務的成本不高，故較易發生使用者多棲之情
況，而降低所涉服務的市場力。然而，若從使用者付出資料換取
131

Directive (EU) 2019/77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May 2019 on
certain aspects concerning contracts for the supply of digital content and digital services, OJ L 136,
22.5.2019, p. 1–27,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9L0770,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132
European Commission, “Google Search (Shopping) ,” Case AT. 39740(2017), para.320 at 70.
133
Id. para.158-160 at 29-30.
134
Id. para.159 a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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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角度來看，服務的免費反而成為服務提供者提升資料規模
的有利策略，對於需要大量資料進行演算機制之機器學習的服務
型態而言，具備極大的價值。不但所涉演算機制得以藉由機器學
習不斷精進，為使用者提供更精準的服務外，若所涉服務提供者
具備足夠的分析與策略實踐的能力，亦能以該資料為基礎進行各
類商品或服務的研發或創新，進行多角化經營，鞏固市場地位。
如此一來，
「免費」於資料驅動的競爭個案，亦可能是提升市場
力的元素，應搭配個案所涉事業之大數據分析與應用能力，是否
能創造資料價值併同評判。
2.

擴大資料來源並限制競爭者之資料取得為基本競爭策略
於 Google 三案當中可以發現，其多角化經營策略的核心連結點，
為最初的 Google Search 服務，包括 Google Shopping 服務與
Google AdSense 所涉網路廣告服務，皆與 Google Search 服務密切
相關，足以相互支持，獲得整體的利益。而 Google Search 是一
個非常典型的資料驅動服務型態，必須仰賴大量使用者利用其服
務，餵養足夠的搜尋關鍵字並進行資料連結與點選，方能讓搜尋
演算法有機會運用所取得的搜尋資料，持續進行機器學習，優化
搜尋結果，以換取使用者的口碑與忠誠度。故於 Google 的競爭
策略當中，擴大 Google Search 資料取得的廣度為重要的環節。
Google Android 案透過相關策略爭取 Android OS 搭售 Google
Search 為一例。
除 Google Search 外，Google 之其他服務多數亦以演算法為基礎，
策略上必須能夠獲得足夠的使用者群體，以利獲取充足之使用者
行為資料。由上述個案之整理，可以看出 Google 大致由兩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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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切入，其一，在於運用現有服務之市場地位，獲取關聯服務於
市場上曝光或取得較佳市場參進環境的優勢，以抓住使用者的眼
球，提高點閱的可能性。其二，則是對於市場的運作進行強行的
介入，干擾競爭者取得競爭資料的頻率或機會。
前者，例如 Google Search（shopping）案運用干預 Google Search
搜尋演算法之排序規則，協助 Google Shopping 得以在一進入市
場，即透過於搜尋結果呈現相較於其他競爭者優越的排序與圖文
並茂的顯示方式，直接吸引消費者的點選。或 Google Search
（AdSense）案，透過協議要求第三方廣告服務提供者提供最有
利可圖的位置顯示來自 Google 之廣告等，皆是為了取得提升使
用者點閱的手段。
後者，於 Google Search（shopping）案同樣是透過排序的干擾，
將競爭者於搜尋結果的排序往後拉，其策略的來由係基於對搜尋
引擎使用者之行為模式分析，具備導引效果之搜尋結果大致落在
結果頁面第 1 頁第 1 項到第 5 項，而排名前十的連結，依統計可
得超過 95%之點選率135。執委會於處分中指出，經由實驗發現，
若將原先排序第 1 的搜尋結果向後移動至第 3 排序，則點選率直
接降低 50%，移動至第 10 排序，則點選率直接降低 85%。足見
使用者於搜尋結果點選第 1 個連結，應為習慣性的作為，排序的
調整對於網頁流量有直接的影響136。而網頁流量為購物比較服務
競爭上有其重要性，因為比較服務之演算機制需要透過機器學
習，循環優化演算法結果的精確度，以提升用戶體驗，並獲得更
多使用者回饋意見。故 Google 採取之策略，限制了競爭者取得
135
136

Id. para.454-457, at 124-125.
Id. para.459-460, at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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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競爭資料，於資料驅動之市場將導致競爭者無法取得能夠與
Google Search（Shopping）服務對等之競爭機會，長期無法滾動
提升演算品質之情況下，將導致大者恆大，影響市場之有效競爭。
於 Google Search（AdSense）案當中，Google 於與廣告發行商簽
訂的排他條款，包括 2006 年約定不得於廣告發行商所屬之所有
網站呈現來自其他競爭競爭者之廣告搜尋結果，以及 2009 年約
定合作廣告發行業者於改變其他競爭者之廣告呈現之前，必須取
得 Google 的書面批准，使得 Google 可以介入競爭者之搜尋廣告
於第三方網站上之呈現，直接限制競爭者得以吸引使用者點選閱
讀其廣告的機會137。
於 Google Android 案執委會提到 Google Search 與 Android OS 的
綑綁搭售，實際導致競爭者無法取得精進服務所需要的資料。其
中，競爭者 Amazon 於調查當中即提及，Google 一旦將搜尋服務
搭配之語音助手（voice assistant segment）設置為預設之語音搜尋
功能，隨之而來的大量語音搜尋，將使得 Google 有機會獲得更
多消費者行為資料，改善其搜尋與廣告服務，更進一步維持與提
升其市場地位138。而綑綁行為也會阻礙競爭者，透過搜尋服務取
得與搜尋相關的收益，或獲得與使用者搜尋相關而有價值的用戶
資料139。
Google 基本上是屬於本研究第二章當中所提及，運用「資料」作
137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takes further steps in investigations alleging
Google's comparison shopping and advertising-related practices breach EU rules,” press release
IP-16-2532,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6-2532_e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0/30.
138
“Google Android”, para.860, at 197.
139
Id.
78

為產品或服務發展或提升之資源的事業形態，屬於資料驅動之事
業，極為強調演算法的開發與應用，並具備與各類資通訊設備串
聯之各種發展可能性。其服務主要資料來源雖有來自於資訊設備
主動蒐集的情形，但多數需要仰賴個人或企業等使用者群體對服
務的利用，不斷產製實際的行為資料。因此，其是否可以獲取適
度的競爭資料提升市場力，某程度上會與是否得以鞏固或擴張使
用者數量產生重疊。此一情況於多數需要分析使用者行為或喜好
之數位網路服務，皆會有類似的情形。例如以電子商務為核心的
數位平台、網路廣告服務或社群網路服務等，皆屬之。
然而此一情形是否代表於此類個案在判斷個案競爭策略時，應以
使用者數量或是用戶數作為競爭的重點，而非在於獲取足夠的競
爭資料。本研究以為，於此類著重資料與演算法開發應用的事業
而言，資料競爭於市場力之提升具備一定關鍵性。Google Search
（Shopping）案當中執委會於市場進入障礙部分探討到有效競爭
之搜尋量門檻，其中提及平台為什麼需要取得的搜尋量才能與其
他平台形成有效競爭，重點在於搜尋引擎所獲取的查詢數量愈
多，愈可能自累積的資料，快速察覺用戶的行為模式變化，更新
並改善搜尋結果的相關性140。且需要具備一定搜尋量方能獲取較
為冷門稀有的搜尋要求，提升搜尋演算機制對於稀有搜尋
（uncommon queries, “tail”）的搜尋結果141。而提升使用者或用戶
數量則為取得競爭資料的方式之一，代表著相較於使用者或用戶
數量較少的競爭者，有機會獲取更多的競爭資料，故於使用者行
為分析之資料取得上有其重要性。然而，單就使用者或用戶的數
140
141

“Google Search (Shopping)”, para.288 at 62.
Id. para.288 at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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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並不能保證一定會產生有足夠的資料累積，尚需所涉使用者
或用戶於服務的利用具備一定的活躍度，方能有助於事業取得參
與大數據競爭相關市場的入門磚。因此，於本研究其後要探討之
德國 Facebook 處分案，德國卡特爾署即在相關市場占有率的認
定上，並不以註冊用戶數為基礎計算，而著重於每日活躍用戶
數，即為事例142。
而從 Google Android 案當中 Google 對於行動作業系統市場搶占
的重視，以及近年來與行動載具或技術整合之應用或商業模式的
日益增加，更可看出除了使用者數量以外，透過得以廣泛布建或
移動的設備主動進行資料的蒐集，亦是資料驅動相關市場競爭極
為重要的環節。例如近年來與行動載具應用密不可分的 GPS 定位
技術，已讓大數據分析之資料蒐集更上層樓，甚至形成許多被認
定為破壞式創新的數位平台服務，例如 Uber 叫車服務、Uber eat
或 foodpanda 等美食外送平台服務等。其中 Uber 對於大數據的應
用，尤其關於其如何透過資料分析快速完成航程定價之演算法，
已受到相當的關注。而 Uber 所蒐集與用以進行分析的資料，並
非僅來自於使用者叫車的相關紀錄，透過駕駛端行動設備之持續
定位追蹤的資料上傳，更是在無消費者叫車之情況下運用監測技
術所為，而此一作為所蒐集之資料，可以用來進行自動駕駛車輛
之研究，或對於駕駛之位置、速度或是否與競爭者合作等行為進
行追蹤分析143。
因此就資料驅動的事業而言，若要分析其競爭策略及所欲達成之
142

Bundes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B6-22/16 (6 February 2019),para.392, at 109.
ProjectPro, “How Uber uses data science to reinvent
transportation?,”https://www.dezyre.com/article/how-uber-uses-data-science-to-reinvent-transport
ation/290,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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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目的，對於相關策略是否能夠擴大競爭所需資料取得機會，
或是限制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獲取競爭所需的資料，應納入評
估。
3.

配套技術開發與資料價值創造之資源或能力，左右市場力的形成
Google 三案關於濫用市場力之評估，於前提市場力的認定上首先
考量了數位服務的多角化經營特性，以 TFEU 第 102 條作為基
礎，認為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事業在特定市場具備高度市場占
有率的事實，就可以作為證明市場支配地位存在的證據144。並提
到包括進入市場是否需要高度的資產投資、網路效應的建立、進
入市場後能夠立即獲得收益所需的經濟規模、進入市場所需的實
際成本以及轉換成本，都是市場參進或擴張障礙需考量的環節
145

。

而於大數據的競爭環境下，取得足以形成有效競爭的資料量（以
Google Search 而言為搜尋量）
，如前所述，可能是一個市場參進
的門檻。然而單純的資料量並不足以讓事業取得市場力。就大數
據的特性而言，資料取得與演算的速度、資料的多樣化、真實性，
以及能否創造資料的價值，都必須予以兼顧，方有機會藉由大數
據分析與應用獲取或提升市場力。因此歐盟執委會在 Google
Search 是否具備市場支配地位的分析當中，認定一個旗艦型的搜
尋引擎的開發與運作，演算法、多語言技術以及巨量資料的取得
可以說缺一不可。Copenhagen Economics 於 2019 年 9 月針對數
位平台市場力議題進行調查分析，其中引述 Anja Lambrecht 與
144
145

“Google Search(Shopping)”, para.266, at 56.
Id. para.266-270, at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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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erine E. Tucker 對大數據與事業競爭關聯性的意見，認為若要
運用大數據獲得競爭優勢，單純原始資料是不夠的，資料必須是
經過強大的機器加以蒐集，透過智慧的演算法處理，並由靈巧的
頭腦加以應用，才能創造競爭上的利益146。
因此關於所涉事業是否具備市場力，以致濫用市場力而形成限制競爭
的判斷，就大數據對於市場力之影響部分，不得僅以資料規模或資料量門
檻作為唯一的判讀，尚須考量所涉事業有無足夠的資源或能力得以實際享
受大數據分析可以對事業競爭帶來的價值。其資源或能力，按其個案所涉
服務，可能包括採用或建構適當之演算法的能力，及能夠實現大數據價值
鏈所需要的各項能力（含財務面、環境面與人才面等）
。

二、 德國 Facebook 案處分重要發展與探討
德國調查 Facebook 整合使用者資料之案件，始於 2016 年 3 月。卡特
爾署於 2019 年 2 月 6 日對 Facebook 作出濫用市場地位的處分，而 Facebook
隨後向德國杜塞道夫邦高等法院（OLG Düsseldorf）對處分提出抗告，該
法院並於 2019 年 8 月 26 日對 Facebook 的抗告作出要求卡特爾署停止執行
該處分之裁定。至 2020 年 6 月 23 日德國聯邦最高法院
（Bundesgerichtshof，
BGH）撤銷杜塞道夫邦高等法院停止執行裁定，諭示卡特爾署得繼續執行
對 Facebook 之處分。
本案之所以受到關注，在於卡特爾署認定 Facebook 違反 GDPR 之行
為，構成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 條之剝削性濫用，而禁止 Facebook 於
未經使用者另為有效同意的情況下，繼續處理非來自於使用者利用
146

EMAG, “Digital platforms’ market power,”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information/digitisation_2018/contributions/emag.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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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平台所產生的資料，包括透過 Facebook 帳號連結之第三方應用
程式或服務所取得之資料。此一判斷，為德國卡特爾署首度以具市場支配
地位之事業，採用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使用者契約條款及條件，作為
認定其是否濫用支配地位行為之判斷基礎，直接挑戰近年來歐盟執法涉及
數位相關市場涉及大數據及資料壟斷等議題時，對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制及
資料隱私問題，是否應納入競爭法執法個案審查之爭議，甚至更進一步導
引出個人資料保護法制與競爭法制的執法界線問題。
本案現階段的程序，杜塞道夫邦高等法院實際上並未針對處分內容相
關的議題作出決議，而係對於卡特爾署處分的依據表達強烈的懷疑，認為
有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65 條第（3）項，嚴重懷疑被請求撤銷之處分有
適法性的疑慮，或繼續執行將產生超過對於公共利益之保障，而對當事人
產生不公平不合理而苛刻之執行結果的可能性，裁定卡特爾署須停止處分
之執行。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杜塞道夫邦高等法院的看法，則有不同的見解，
認為此處使用者的缺乏選擇權不僅涉及 GDPR 的保護法益，於網路用戶面
對「鎖定效應」
（lock-in-effect）的情況下，也形成對使用者的剝削，屬於
限制競爭防止法規範的範疇，因而廢棄杜塞道夫法院的裁定，卡特爾署因
此得繼續執行其處分。
由於本案為近年來罕見以大型數位服務之資料取得為探討核心的個
案，並有明顯之法律適用爭議，故以下先就處分之背景事實、卡特爾署之
處分與兩審法院裁定之看法，進行必要的摘要：
（一）卡特爾署處分案背景事實摘要
Facebook 發展及維運多元的數位商品、線上服務以及智慧型手機應用
程式（Apps）
，其核心的商品為社群網路服務－Facebook.com。此服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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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開始進入德國，並於 2018 年成長為每個月活躍用戶數量達 3,200
萬人。Facebook 社群網路服務的服務，包括提供個人用戶與其朋友或熟識
的人保持聯繫並分享內容，或提供事業、協會或從事商業的個人可以運用
其服務發布內容，以增加來客數。Facebook 並以提供發行商或其他事業利
用網路廣告之收益，支持社群網站的運作。運用分析使用者的行為、興趣、
購買力與生活條件等資訊，對使用者直接提供其可能具備潛在興趣的廣告
內容，稱為「目標式廣告」
（targeted advertising）147。
Facebook 集團並對外提供免費的 Facebook 商業工具（Facebook
Business Tools）
，讓網站營運商、開發商、廣告商以及其他事業得以將上述
工具與其個別擁有之網站、行動應用程式或產品，透過 Facebook 預先定義
之軟體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進行整合。包括透過
一些社交元件（social plugins，如：
「讚」
、
「分享」
）
、Facebook 登入服務
（Facebook login）以及其他運用 Facebook 像素（Facebook Pixel）或軟體
發展工具（software development kits, SDKs）所進行的分析服務（Facebook
Analytics）
。
除此之外，Facebook 也提供 Instagram 以及 WhatsApp 之服務。前者提
供使用者分享照片與短片之服務，而由網路廣告收益支持服務的維運。用
戶必須提供電子郵件信箱與使用者名稱，方能使用 Instagram，並可選擇是
否提供電話號碼。WhatsApp 則主要是提供以網路為基礎的短訊服務，使
用者可以透過該服務傳遞或接收文字訊息、照片、影片、檔案、位置訊息、
語音訊息或撥打語音電話等。WhatsApp 早期之服務並沒有網路廣告的功
能，惟 Facebook 已宣布 2019 年後，將於 WhatsApp 運用「狀態」
（status）
147

Bundeskartellamt, “Facebook, Exploitative business terms pursuant to Section 19(1) GWB for
inadequate data processing, Case Summary,”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Fallberichte/Missbrauchsaufsicht/
2019/B6-22-16.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3,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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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發布廣告。其他尚有 Masquerade 服務，得以讓用戶使用濾鏡或面具編
輯分享照片；以及透過 Oculus 業務，提供虛擬實境之耳機與軟體服務等。
用戶於使用 Facebook.com 之前必須同意其使用者契約之各項條款。該
服務條款指陳，其有權依據網站之資料與 Cookie 政策處理用戶個人資料。
而依據上述政策條款，Facebook 亦得自使用者以及其使用之載具，透過其
他服務提供者、廣告商、應用程式開發商或發行商等，透過採用 Facebook
商業工具進行之服務整合，蒐集使用者與 Facebook 服務利用無關之其他活
動資料。也可以處理使用者於 Facebook 關係企業相關產品或服務利用，所
產製的各項資料。
（Facebook 之資料整合關聯，參閱圖 4-2）

資料來源：Bundeskartellamt, Decision B6-22/16 （6 February 2019）
本研究翻譯
圖 4-2 Facebook 多邊網路使用與資料蒐集關聯圖
（二）卡特爾署處分之重點
卡特爾署對於 Facebook 所為之禁止處分大致有四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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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禁止 Facebook（含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36 條第 2 項定義之關係企
業）使用相關約款（包括其「資料」或「cookies」政策以及類似
契約條款之約款）
，使該公司及其關係企業，得於未經過使用者
同意下，將居住於德國境內之使用者及其所使用之載具，以及各
該使用者利用 WhatsApp、Oculus、Masquerade 或 Instagram 等服
務所產生的相關資料，與該使用者於 Facebook.com 之帳戶整合並
加以利用。

2.

禁止 Facebook（含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36 條第 2 項定義之關係企
業）使用相關約款（包括其「資料」或「cookies」政策以及類似
契約條款之約款），允許 Facebook 及其合作夥伴透過採用
Facebook 商業工具，並將其整合於網站或行動應用程式，包括建
立相關社交元件、Facebook 登入工具與帳戶工具（Account Kit）
，
以及採用以 Facebook Pixel 與Facebook SDK 為基礎之分析工具等
方式等，蒐集居住於德國境內之使用者及各該使用者所使用之載
具所提供或產製的資料，並將來自第三方網站或應用程式之資
料，與 Facebook.com 之使用者資料相互整合與利用148。

3.

詳列禁止處分所涉及之資料類型，涵蓋所有可能與使用者對服務
之利用行為、載具資訊，以及身分識別相關之各項資料149。

4.

Facebook 須於處分生效實施後 12 個月內終止或調整受本處分禁
止之契約條款、資料政策或類似文件，並且須明確指出以上述方
式蒐集相關資料，必須獲得使用者之同意，若使用者未同意則應
不予施行。並於 4 個月內針對將改善執行計畫細部規劃，包括本

148
149

Bundes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B6-22/16 (6 February 2019), Decision 1, at 2.
Id. Decision 2.a-c, at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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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所涉當事人規劃如何符合本處分要求之責任的作法、程序或施
行時程等相關資訊，提交卡特爾署150。
由本案禁止處分的結果來看，卡特爾署所認定本案之濫用行為，基本
上環繞於 Facebook 蒐集個人資料的作為。尤其是運用服務使用相關的約
款，要求具備其核心服務之帳號，也就是 Facebook.com 之使用者，必須同
意 Facebook 及其關係企業，得以透過應用程式帳號的連結，進行跨平台資
料的整合運用，包括整合來自第三方網站或應用程式的資料。而蒐集整合
這些資料最大的可非難性，在於「未經使用者同意」
。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卡特爾署是針對 Facebook 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行為」
，也就是涉及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 條（１）項對於一事業或數
事業濫用其市場支配地位之禁止規定進行調查。故其應對於 Facebook 之跨
平台、載具之個人資料蒐集與利用行為，如何得以構成上述條文之違反加
以論述，必然需要處理此類資料驅動的大型數位服務提供者，於擴大資料
蒐集的策略當中，如何可能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議題，以及更進一步
的，需要探討若所涉資料還牽涉到特定資料保護法制（如本案之個人資料
保護法制）時，該如何處理與其他資料法制之間的關聯與執法界線。若要
再更深入探討，則將會觸及到競爭法執法目的與其核心價值的爭論，可以
想見本案將是極為爭議的個案，於目前各國皆在摸索對於資料經濟與未來
國際性資料競爭環境，應如何於政策或法制層面進行適當因應的當口，恐
尚需一段時間的論證，學說及實務上方能較有具體的共識。以下僅先就卡
特爾署對於本案濫用行為認定採取之觀點，尤其涉及資料競爭之重要層
面，以議題方式簡要摘整。
首先於 Facebook 市場力的層面，本案為直接適用 2017 年德國限制競
150

Id. Decision 3,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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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簡稱 GWB）第 9 次
修正對於網路多邊市場之市場地位評估新規定之代表性案例，故於處分當
中主要係以 GWB 第 18 條（3a）項151所提出之五點評估項目為基準進行市
場地位的分析，亦即包括網路效應、使用者轉換至其他服務的成本、競爭
相關資料的取得，以及創新競爭壓力等各層面的探討。
1.

關於相關市場占有率之認定
本案卡特爾署認為 Facebook 為社群網站，屬於以使用者為基礎
（user-based）的服務型態，其市場支配力的判斷，取決於服務的
「每日活躍用戶」比例。因為對於社群網站而言，使用者可否期
待對於服務的使用有助於其與朋友之間的互動，有重要性152。其
每日活躍的使用，對於直接網路效應的的品質亦有其影響153。而
Facebook 自 2012 年開始於使用者為基礎之市場占有率計算上，
即已超過 90%154。

2.

關於免費市場之支配地位認定與競爭資料的近用
卡特爾署於本案探討了關於免費市場的市場支配地位判斷，認為

151

GWB, para. 18(3a)

Insbesondere bei mehrseitigen Märkten und Netzwerken sind bei der Bewertung der
Marktstellung eines Unternehmens auch zu berücksichtigen:
1. direkte und indirekte Netzwerkeffekte,
2.die parallele Nutzung mehrerer Dienste und der Wechselaufwand für die Nutzer,
3.seine Größenvorteile im Zusammenhang mit Netzwerkeffekten,
4.sein Zugang zu wettbewerbsrelevanten Daten,
5.innovationsgetriebener Wettbewerbsdruck.
152
153
154

Bundes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B6-22/16 (6 February 2019),para.408 , at 114.
Id.
Id. para.413 , at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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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GWB 第 18 條第（1）項規定觀之，支配地位的認定必須是
該公司是否具備不受市場競爭所支配的行為範圍。也就是說，其
市場地位足以讓該公司阻斷相關市場之有效競爭。此一原則即使
在免費市場仍可能形成市場力。
卡特爾署以廣告作為經濟支柱網路平台為例，認為使用者利用此
類平台的對價，已不再為金錢上的給付，而係被使用者之注意
力，以及平台利用使者資料向廣告商提供的「目標式廣告服務」
所取代。因此，使用者因為該服務本身的市場力，而導致無法拒
絕或避免提供資料的相關範圍，與所涉服務之市場力界定，有其
關聯性155。
而就消費者、使用者或其他第三方當事人之個人資料進行商業利
用，於多邊市場之各邊市場競爭，皆有其程度不等的重要性。因
此事業多會投入努力以獲取更多的資料，作為改善其商品、提供
個人化服務，或讓目標式廣告之商業模式得以更加成功的基礎。
而網路之高度發展與精進，促使大數據分析更為可行，使得事業
可以大量、快速的分析不同來源與形式的資料，反饋至所涉商品
或服務，形成競爭上的優勢。此即 GWB 第 18 條第（3a）項規定，
將競爭相關資料之近用納入市場力評估之原因。
本案 Facebook 對於競爭相關資料的近用具備相當的優勢，尤其
是涉及使用者個人資料層面。首先，從資料的來源來看，Facebook
可以利用來自於不同管道的大量資料，包括近用使用者利用其社
群網路服務直接產製的資料，或是以 Facebook.com 的帳號註冊或
登入行動或桌上型設備產生的資料等。且由於社群網路的特性，
155

Id. para.379, at 106.
89

使用者為了利用該網站，必須提供相對正確的個人資料，以利網
站其他使用者能夠適當的聯繫。同時，使用者並會於網站上發表
對於有興趣之特定議題的看法，佐以行動設備或其他與地理資訊
得以相互串聯之技術，亦可協助 Facebook 追蹤使用者所在的位
置與動態。而於使用者為搜尋朋友而上傳其聯絡清單時，
Facebook 便能更近一步的掌握使用者聯絡的朋友或對象156。且
Facebook 並可以近用使用者利用其他 Facebook 集團所屬之其他
社群媒體的相關資料等已如前述。
而上述大量的資料來源是否為 Facebook 所處市場競爭所需的資
料，需要更進一步的評估，方能知道所涉資料是否為 Facebook
帶來市場力。卡特爾署於處分當中指陳，Facebook 的資料來源，
與社群網站的競爭有高度的關聯性157。因為社群網站的運作基本
上是以個人資料驅動，且其用以進行互動的演算法，亦是以提供
使用者資料為產品最終的定義或設計。這些資料的持續近用，有
助於進一步的產品開發，強化個人化的服務，並達成 Facebook
之其他企業政策目標。而以這些資料為基礎，可以促使目標廣告
更為精確並可持續改善，反饋獲取足夠的資金。而所提供的廣告
亦能進一步產出新的用戶資料，形成循環158。
其對於使用者個人資料的取得，為 Facebook 得以在個人化廣告
服務部分取得競爭優勢的重要元素。此一元素搭配 Facebook 具
備之強大直接及間接網路效應，已使得競爭資料的近用，成為本
案市場重要的參進障礙之一。
156
157
158

Id. para.483-484, at 137.
Id. para.488, at 13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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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網路效應分析層面
與本案最終決定有關鍵影響的市場支配地位測試，為 Facebook
商業模式形成的高度直接網路效應，及其使用者轉移利用其他社
群網站之困難度159。卡特爾署尤其對於 Facebook 使用者是否面臨
到使用者「鎖定效應」
（lock-in-effect）的之影響有相當的分析，
以評估 Facebook 的市場地位。此議題實際上與社群網路本身之
特性有關，卡特爾署認為於社群網路服務的市場，使用者多棲的
情形並不常見160，主因在於社群網路市場的網路效應，係屬於基
於 身 分 關 係 的 直 接 網 路 效 應 （ identity-based direct network
effects）
，可產生明顯的鎖定效應，讓 Facebook 的使用者被綑綁
於該服務而無法自由的轉換至其他競爭服務161。
卡特爾署認為，社群網站此類以身分關係為基礎的網路服務，不
能以單一產品或服務的觀點來評估，其較像是一種整合各種得以
相互兼容或互補的商品或服務之商業型態，而消費者對於服務的
選擇是以整體的面向來衡量。且就社群網站本身的功能而言，消
費者的選擇尚包括其是否得以在該網站碰到朋友或熟人。此一特
性將影響到消費者是否會轉換到其他的社群網站，因為對於社群
網站使用者而言，若要轉換到其他服務，必須能夠將其於目前社
群網站建立的聯繫關係、過往於網站所設置的個人資料及其他於
儲存於網站之相關資訊移轉，而使用者經年累積的資料可能相當

159

Bunde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Case Summary, 15 February 2019.
卡特爾署認為社群網路市場之使用者多棲情形並不常見之原因，尚包括其以需求替代性
進行市場界定時的看法。認為社群網路與其他社群媒體，包括 Twitter、Snapchat、YouTube
等，並非立於同一競爭市場之故。此議題尚有值得探討的空間，惟為使本研究聚焦於大數
據資料競爭之主題，故不另予深究，可參閱德國 Facebook 處分書 para.414 以下之探討。
161
Bundes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B6-22/16 (6 February 2019), para.452,460, at 128-129.
91
160

龐大。需要在新的社群網站建立身分，以及相關聯繫關係的時間
成本，可能會阻礙使用者轉移至其他網路服務的意願162。
即使 Facebook 提供使用者得以要求匯出其於網站上活動資訊的
功能，然而該服務僅能將使用者自己於網站上提供的內容匯出，
其他互動的資訊，例如於平台上「按讚」的資訊，或其他使用者
互動的資訊並無法匯出。而在資料保護法制的概念上，匯出第三
人所提出的內容或活動，亦有其疑慮。故所謂匯出資料的服務，
充其量僅是提供使用者將資料歸檔的功能，而不能協助其將資料
移植至其他服務163，對於打破鎖定效應並無幫助。
若整體就網路效應、消費者鎖定效應以及 Facebook 已經於市場
上取得的規模經濟來看，其與競爭者差距將會拉大164。而以實際
市場的變化來看，Facebook 於德國市場的競爭者自 2011 年開始
就不斷遭遇到使用者萎縮的情況，並且已有部分服務已退出市場
165

，甚至於 2011 年才進入市場的 Google+社群網站，亦於 2018

年宣布將不再對私人使用者提供社群網路服務 166 。代表者
Facebook 已逐步於以使用者為基礎之社群網路市場取得壟斷的
地位167。
4.

網路創新市場的競爭壓力
本案適用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九次修正之條文，故對於多邊市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Id. para.469, at 133-134.
Id. para.471-472, at 134-135.
Id. para.480, at 136.
Id. para.432, at 122.
Bunde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Case Summary, 15 February 2019.
Bundes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B6-22/16 (6 February 2019), para.432, at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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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位之判斷亦需納入創新驅動之競爭壓力168之評估。而卡特爾
署於本案當中提及，網路具備高度動態與創新的特質，可以讓創
新產品或服務於短時間之內即建立新的數位市場，但也可能因為
動態競爭的特質，使網路服務於短時間內很快的喪失其重要性
169

。然而，不能將「創新」或「破壞」的潛質，作為認定網路事

業欠缺市場力的一般原則，而仍需就個案進行考量。而個案所涉
動態或破壞過程的因素，可能來自於目前相關市場以外之其他市
場170。然而，對於 Facebook 所處之社群網路市場而言，現階段並
沒有具備足夠力量的競爭者可以撼動其市場地位，即使行動網路
的興起亦然，Facebook 皆能自我創新不斷推出新的服務內涵。而
Facebook 於其多角化經營的其他市場的確有面臨到相當的競
爭，然其能夠成功禁入新市場的成果，與其在社群網路市場具備
之市場地位相關171，亦無法挑戰 Facebook 的市場地位。因此認定
Facebook 於社群網路市場並沒有面臨足夠的創新競爭壓力。
卡特爾署既已認定 Facebook 於社群網路市場具備市場支配地位，下個
問題即為，Facebook 是否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而違反 GWB 第 19
條（1）項之規定。而此部分從卡特爾署之處分結果觀之，卡特爾署對於
Facebook 濫用行為的認定，與其未經同意向用戶取得跨服務之個人資料相
關，而所謂未經同意，則係以 GDPR 當中對於蒐集個人資料之同意規定作
為基準。其認定與判斷摘要如下：
1.
168

Facebook 係基於其市場地位，濫用商用條款之行為，因涉及個人

GWB para.18(3a) 5.
Bundes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B6-22/16 (6 February 2019), para.502, at 143.
170
Id. para.503, at 143-144 ; Bunde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Case Summary, 15 February
2019.
171
Bundes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B6-22/16 (6 February 2019), para.504-513, at 14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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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得以 GDPR 作為判斷相關條款之適當性的標準
卡特爾署認為由於 Facebook 具備相當的市場力，故其採用的「資
料」
、
「Cookie」政策或相關的契約文件，違反了 GDPR 規範，屬
於濫用商用條款的作為。基於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 條（1）項之
所保護範圍，涵蓋對消費者之保護，故 Facebook 行為構成該條
規範之濫用市場支配地位172。
本案卡特爾署將 GDPR 納入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 條第（1）項之
評估，主要是依據聯邦最高法院過往的判例法，認為可以根據法
律體系所規範出來的適當原則，判斷不平衡之談判條件的適當
性，並以此作為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 條第（1）項濫用行為評估
之概念173，尤其是當締約之一方過度強大而得以實際上決定契約
條款，另一方喪失自主締約地位時，須將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
條第（1）項納入評估174。因此 GDPR 建構的資料保護法相關原
則，即為衡量具支配力之服務提供者，於資料處理層面所提供的
條款是否適當的標準175。
卡特爾署亦指出，個人資訊 自決權（right to inform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與對於個人資料之保護，屬於歐盟憲章第 8 條
第（2）項保障的基本權。GDPR 為落實該基本權之保障，於規
範中賦予個人有權於自由且不受脅迫的前提下，處理其個人資料
176

。而對於資料驅動的產業而言，資料保護法之功能即在保障個

172
173
174
175
176

Id. para.523,525 at 149,150.
Id. para.526 at 150.
Id. para.528 at 151; Bunde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Case Summary, 15 February 2019.
Bundes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B6-22/16 (6 February 2019), para.526,532, at 150,153.
Id. para.530 at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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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會受到現存不對等之權力的影響177。實務現下大量的數位商
業型態所採取的決策過程，無法期待一般消費者皆有能力處理，
故所謂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間的協商過程，通常為不對等的狀
態，而對消費者可能產生傷害178。
至於原先僅由國家資料保護主管機關執行之 GDPR，是否可以由
競爭法主管機關納入個案執行之判斷，卡特爾署認為 GDPR 並沒
有限制其規範僅能透過資料保護主管機關執行，相反的，其規範
明白聲明資料保護法可以透過民事法律程序執行179。而卡特爾署
於本案亦非以個人資料保護主管機關之角色執法，而僅是採用了
歐盟法的條款作為基礎，用以判斷具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所為
之行為於競爭法下是否具備適當性180。
2.

Facebook 蒐集之資料超過其服務所必需，且無其他符合 GDPR 規
定之處理目的
卡特爾署具體分析 Facebook 所為之資料處理作為，認為其所蒐
集的資料，包括來自其他關係企業服務與利用 Facebook 商業工
具所為之第三方鏈結之資料，已涵蓋 GDPR 第 4 條及第 9 條規範
的一般資料及特種資料的範圍181。而其將蒐集之資料與使用者帳
號連結，整合至社群網路服務的架構，並加以後續利用，符合
GDPR 第 4 條第（2）項規範之資料處理182。Facebook 所為全面
性的資料處理作為，屬於 GDPR 規範當中必須經過當事人有效同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Id.
Id.
Bunde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Case Summary, 15 February 2019.
Bundes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B6-22/16 (6 February 2019), para.536, at 154.
Bundes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B6-22/16 (6 February 2019), para.575-583, at 167-169.
Id. para.589-595, at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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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範圍。然而，本案之蒐集行為，並未具備 GDPR 第 6 條第（1a）
款之有效同意183。因為於 Facebook 對於市場具備一定的支配力，
使用者對於服務條款的同意，僅是為了完成契約並使用服務之前
提下所為，並不能被認為他們已實施 GDPR 規範下的自主同意
184

，且本案對於特種資料的蒐集，亦欠缺當事人的明示同意185。

依據 GDPR 第 6 條第（1b）款，處理個人資料之範圍必須為履行
當事人間契約所必要，或於簽訂契約之前依據資料主體的要求採
取相關的措施。於本案當中 Facebook 主張其條款符合本款規定，
其所取得之個人資料是提供使用者個人化服務，或提升整體服務
品質所必需186。卡特爾署認為 GDPR 本款規定必須採取較為限縮
的解釋，否則將導致事業運用濫用本款規定，無限制的進行資料
處理，只要主張該資料處理是維持商業模式或提升產品品質所必
需187。本款亦不適用於契約之內容與資料處理，為單方面由資料
控制者（data controller）提出的情況188。故經查本案 Facebook 對
於來自第三方來源之資料所為之處理，並非提供社群網路服務或
透過個人化廣告服務獲利以支持網路服務運作所必需。且無其他
符合 GDPR 第 6 條各款規定之項目得以支持其處理目的189。
3.

Facebook 違反資料保護規範，源自市場力之展現，非法獲得競爭
優勢並增加市場參進障礙
卡特爾署認為資料保護規則本身即須要考慮所涉事業之情形，包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Bunde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Case Summary, 15 February 2019.
Id.
Bundes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B6-22/16 (6 February 2019),para.647, at 187.
Id. para.670-671, at 193.
Bunde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Case Summary, 15 February 2019.
Bundes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B6-22/16 (6 February 2019),para.672, at 193.
Bunde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Case Summary, 15 Februa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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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市場支配地位、具體的目的以及個案處理涉及的資料量，故
Facebook 的市場地位於違法行為之判斷有其必要性190。而從結果
來看，Facebook 運用違反 GDPR 的條款，的確獲得優勢資料近用
的機會，包括得以將多方來源之資料與 Facebook 帳號結合。其
行為係以非法的方式獲取超越對手之資料競爭優勢，因而提高了
市場參進障礙，也同時鞏固了其對於終端消費者得以展現的市場
力191。
（三）杜塞道夫邦高等法院裁定192之看法
杜塞道夫邦高等法院對於本案卡特爾署作出 Facebook 濫用市場力處
分採用的立論基礎提出質疑，認為其以 GDPR 作為濫用市場行為之判斷恐
導引出處分上之錯誤，處分之適法性將受到挑戰，不按照 GWB 的 65 條第
（3）項裁定停止該處分之執行。其理由大致有以下 4 個層面：
1.

Facebook 蒐集使用者資料行為屬於濫用市場力並妨害社群網路
市場和第三方市場競爭的看法有疑義：
杜塞道夫法院認為卡特爾署僅依據 Facebook 採用了違反法令的
條款，即認定其具備濫用市場地位的行為，並推定採用違反資料
保護法之條款，蒐集與連結其他集團服務或第三方應用程式產製
之用戶資料，構成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 條（1）項之剝削，並不
適當。因為事業使用於法律規範價值上無效的契約條款，並不當
然表示對於競爭法所保護的利益構成威脅。也就是說單純契約條
款的違法，以及締約之一方具備市場支配地位，而無其他理由得

190
191
192

Id.
Id.
OLG Düsseldorf, Beschluss vom 26.8.2019 – VI-Kart 1/19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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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證明有由競爭主管機關介入處理，而不以一般私法訴訟或由個
人資料保護主管機關施加處罰更為適當時，並不能直接認定構成
德國限制競爭法第 19 條的濫用市場地位。殊難想像對於一間具
備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施以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 條（1）項
濫用市場地位之制約，僅是因為該規範適用的主體本身具備市場
支配地位，而不是所涉行為是否產生任何限制競爭的效果193。此
一規範性的競爭損害系結果導向的判斷，而非依據競爭法維持自
由競爭的目的。
2.

濫用指控的因果關係檢視，不應以資料保護法為基準，而應以競
爭法之原則為基準，而本案爭議性資料處理與 Facebook 市場力
間，關於剝削性濫用之因果關係不存在194：
杜塞道夫邦高等法院指出，對於濫用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
檢視，應符合競爭法上之涵義或目的。因為競爭法規範的概念是
認為，具備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本質上可以不受到競爭者或消
費者的影響，獨立的決定其於市場上的作為，而阻礙或破壞市場
上的有效競爭，故有必要透過競爭法介入制約。競爭法上對於濫
用行為的規範，必須要有競爭層面的連結，而非於未有任何與市
場競爭關聯的情況下，介入處理其他的違法行為。故，個案認定
除必須確定所涉事業具備市場支配力外，至少須證明反競爭的效
果與其濫用市場支配力之行為，具備因果關係。
裁定中亦提及，若主要的指控在於 Facebook 的剝削性濫用議題，
則證明行為上的因果關係有其必要。具備市場支配地位的事業能

193

OLG Düsseldorf, Beschluss vom 26.8.2019 – VI-Kart 1/19 (V), MMR 2019,745, 4.2 (b),
(aa)-(cc).
194
Id. MMR 2019,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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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落實其所提出的條款與條件，與其具備一定程度的市場力有
關，此一原則並貫穿整體 GWB 第 19 條之規定，當然也包括同
條第（1）項的一般原則。此部分包括具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運
用市場力促使其他市場參與者實施特定作為，或透過濫用市場力
的行為，強化其市場地位或弱化市場競爭的結構，皆會構成濫用
市場支配地位。卡特爾署並沒有充分的證明本案 Facebook 之市
場力與濫用市場力之行為間因果關係的存在。
而就卡特爾署以 GDPR 作為判斷濫用行為基準的作法，杜塞道夫
邦高等法院則認為，上述市場力與濫用行為之間因果關係的檢
視，應該以競爭法的原則作為判斷，而非以資料保護相關法制為
基準。卡特爾署就本案而言，判斷了用戶對於條款的同意是否符
合 GDPR 規範的自願同意以及禁止不當連結，分析該不當連結是
否在相關參與者之間形成明顯的不平衡，而該不平衡是否僅由一
家具備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所引起。然而，卡特爾署無法證明使
用者接受 Facebook 提出之爭議性條款，與其市場力之間是否具
備因果關係，相關論述僅是針對資料保護法的探討，而非係針對
競爭法之法則的評估。
3.

Facebook 使用者對於系爭條款或條件的同意，是出於個人權衡註
冊優缺點的結果，而非 Facebook 市場力的顯露195：
卡特爾署之處分著重在使用者對於 Facebook 蒐集其個人資料的
作為是否處於「喪失控制」的狀態，也就是 Facebook 之行為侵
害使用者的個人資訊自決權。然而，杜塞道夫邦高等法院認為此
一論點並不成立。因為 Facebook 之所以可以蒐集集團其他服務

195

Id. MMR 2019,74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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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第三方應用程式介接之使用者資料，是因為使用者已經同意
Facebook 之使用條款。使用者對於所涉資料之處理，是在具備認
知與意願下進行，並未喪失控制。
處分機關認定 Facebook 之違法蒐集對於其使用者之有形或無形
資產可能造成損害，導致財產犯罪的發生，此論點法院亦不採
之。法院認為處分中未明確顯示 Facebook 蒐集使用者於利用其
平台以外之服務或第三方應用程式而來之資料，直接造成使用者
的損害。再者，卡特爾署的討論，專注於個人資料保護的問題，
而非競爭的問題。而處分機關的陳述不足以說明 Facebook 之使
用者，於提交或傳遞個人資料時，難以掌握哪些資料被哪個公司
所蒐集、會延伸利用至何處，以及所同意進行資料處理之範圍為
何。且其使用者亦未曾主張，亦無意識到該爭議性條款有何缺漏
之處。雖然處分中提及使用者未有表示，是因為未詳細閱讀，法
院則認為，以使用者於現實生活中表現的漫不經心或貪圖便利的
心態作為解釋，並非以 Facebook 市場力為基礎的陳述。再者，
爭議處分當中，也遺漏了使用者是否「對於個人資料處理缺乏明
確性與控制可能性」之相關探討。
4.

並非所有對另外一家公司造成的經濟上不利益，皆構成競爭法意
義上的障礙196：
杜塞道夫邦高等法院認為，卡特爾署於本案無法證明 Facebook
有採取不利其他競爭對手的排他性行為，因為在 GWB 第 19 條
第（1）項與第（2）項規定下，需要事業之行為直接或間接不合
理的對另一事業產生阻礙，方能認定其濫用市場力。並非所有具

196

Id. MMR 2019,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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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支配的位事業所為之行為，可能造成競爭者的經濟劣勢，都會
被認定為是競爭法意義上的阻礙。裁定中亦提到，Facebook 的主
要收益來源實際上是網路廣告，而網路廣告的收益與該平台可以
取得的用戶資料範圍及品質確有極大的關聯。然而使用者對於社
群網站服務的選擇，主要是基於直接的網路效應，故競爭者必須
能夠吸引足夠數量的使用者方能成功與 Facebook 競爭。不可諱
言，Facebook 每月 3,200 萬的活躍用戶於競爭上有優勢，而廣泛
鏈結其他來源的資料確實對於競爭者市場的開拓有影響，惟必須
由卡特爾署進一步加以審查與評估，處分中對此並未有適當的陳
述。
（四）聯邦最高法院裁定197之看法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關於 Facebook 於德國社群網路市場的支配地位，
或是 Facebook 濫用其市場支配地位而採用了被卡特爾署禁止使用之條
款，皆是無庸置疑的。而本案關鍵的問題，並不是 Facebook 蒐集使用者利
用 Facebook.com 以外服務所產生之資料，是否符合 GDPR 的問題。而是
這些條款的濫用，是否會導致 Facebook 的使用者對於以下兩點喪失選擇
權：
1.

是否希望讓 Facebook 無限制的連接與取得其於利用非 Facebook
網路服務時的相關特徵，而換取以更加個人化的用戶體驗來使用
Facebook 的服務。

2.
197

是否僅同意 Facebook 使用其於 Facebook.com 上的資料，來獲取

Bundesgerichtshof, “Bundesgerichtshof bestätigt vorläufig den Vorwurf der missbräuchlichen
Ausnutzung einer marktbeherrschenden Stellung durch Facebook,” KVR 69/19 vom 23.06.2020,
https://www.bundesgerichtshof.de/SharedDocs/Pressemitteilungen/DE/2020/2020080.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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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的體驗。
就既有的判例而言，基於限制競爭防止法維持自由競爭的目的，個案
的判斷必須同時兼顧對於所涉市場之不利影響，並必須將所有的涉及的利
益皆納入考量。因此聯邦最高法院主要以下述幾點進行評估：
1.

具備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維持市場有效競爭的責任
本案聯邦最高法院於裁定中直接指出，Facebook 作為一個具備市
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對於確保社群網路市場持續保持有效競
爭，有其特別的責任。包括從經濟層面，須將市場上其他事業之
資料近用可能性納入考量。

2.

使用者對於個人資料蒐集選擇權欠缺之影響
使用者對於其個人資料之蒐集與處理之欠缺選擇權，並非僅是影
響到其個人之自主性與受到 GDPR 保護的與資訊自決權。若因為
Facebook 擁有的市場支配地位，使得市場上欠缺有效競爭，導致
使用者存在強大的變動障礙而形成鎖定效應時，即對使用者構成
GWB 概念下之剝削。

3.

Facebook 使用者對於其個人資料公開的意願與有效競爭之關聯
本案其中一個重點在於使用者是否具備廣泛被蒐集資料的意
願，也就是對於其個人資料被公開之程度的看法。若使用者並不
希望個人資料被廣泛的取得，市場上應會有其他競爭者願意提出
相對的提案，吸引不願意大量公開個人資料的使用者加入。然
而，實際上依據卡特爾署調查的結果，Facebook 之使用者雖然有
極大比例相望降低其資料公開程度，但並未出現選擇其他競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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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情形。足見於 Facebook 所在的社群網路市場，並未具備有
效的競爭。
4.

Facebook 採用之條款或條件是否得以用來阻礙競爭
Facebook 所採用的條款與條件的確適合用來阻礙競爭。因為
Facebook 之所以可以取得市場支配地位，主要是基於強大的直接
網路效應，藉由提升其服務使用者的整體數量，強化對於個人用
戶與廣告事業的利益。若要對於 Facebook 的市場支配地位形成
威脅，競爭者必須能夠在合理的時間內吸引足夠數量的使用者，
創造其網路服務的吸引力。而有接取足夠資料的機會，對於網路
廣告市場與社群網路市場同等重要。Facebook 能夠接取極為龐大
的資料庫，使得其更加強化對用戶的鎖定效應，因而產生更大的
可能性，可以透過網路廣告契約的收益支持社群網路的運作。因
為網路廣告的市場也非常仰賴資料取得的廣度與品質。

5.

對於網路廣告市場之負面效應須納入評估
聯邦最高法院與杜塞道夫邦高等法院意見不同，認為本案
Facebook 行為對網路廣告市場產生的負面效應不應被忽視。沒有
必要劃定一個獨立的網路廣告市場並確認 Facebook 在此一市場
亦具備支配地位。其行為所產生的損害不需要發生在具支配地位
的市場，也可能發生在不具支配地位的第三市場。

綜整卡特爾署、杜塞道夫邦高等法院以及聯邦高等法院之討論，大致
可以得到以下幾個對於以個人資料為基礎之資料驅動數位服務，對於濫用
市場力蒐集個人資料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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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爭濫用行為若涉及個人資料之蒐集，則個人資料法制之規定與
競爭法執法間的關聯為何
本案處分機關於兩個裁定法院，對於 Facebook 於網路社群市場
的支配地位皆不爭執，其爭執點在於其憑藉市場支配地位而違反
GDPR 之行為，是否應於競爭法上評價。卡特爾署的裁定被質疑
之處，在於其雖於處分中說明 GDPR 規定僅是用以協助其判斷
Facebook 是否有濫用市場地位的行為，然其最終處分的結果，多
以 GDPR 對於當事人同意以及蒐集之關聯性相關條款的要件作
為核心，與競爭法有關的層面，僅為 Facebook 具備市場力，而
其市場狀態已對使用者形成鎖定效應。此部分涉及競爭法與個人
資料保護法制間執法界線的探討，從上述處分與裁定來看，實務
看法並不一致，且尚未有具體的答案，尤其在競爭法制與個人資
料保護法制之基本立法目的與保護法益差異的情況下，如何於兩
者間取得執法上的界線與平衡，有討論的空間，故本研究將另章
討論之。

2.

使用者同意具市場支配地位事業所提出之不合理約款，是否為有
效同意，以及對於使用者是否構成剝削
本案另外一個癥結點在於個人選擇同意不合理的約款，是否與
Facebook 支配地位相關，同意是否有效，以及有無因而產生剝削
性濫用的情形。

三、 小結
由上述個案，大致可以歸納在資料驅動的市場競爭環境，要做到於動
態競爭市場持續取得競爭優勢，其策略與本研究第二章整理之大數據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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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要素息息相關。無論是 Google 與 Facebook 之策略，大致可包括提高
市場參進的門檻、提升其創新與競爭的能量，以及創造實質競爭優勢的三
個層面。市場參進的門檻，於資料驅動產業而言，主要就是想辦法不斷提
升資料規模，也就是大數據發展的根本－「數量」
（volume）
，Google 以
Android OS 搭售 Google Search 的方式，運用消費者對於服務利用之「現狀
偏差」
（status quo bias198）概念，大幅擴大運用 Google Search 進行關鍵字
搜尋的使用者群體，連帶亦提升旗艦搜尋引擎所需要的搜尋資料量。
Facebook 運用與其他不同類型之應用程式介接，連結至使用者帳號以取得
使用者於利用不同服務之行為資料，某程度亦是希望擴大資料來源與數
量，後續本研究會提到 Facebook 所為的結合案亦然。
因此，已存在於市場的競爭者，若要進行有效競爭，即需要對於資料
規模有所突破，而有效的搜尋量或資料量，即成為潛在競爭者進入服務的
參進門檻。反過來說，於現下市場上具備支配地位之事業，若要降低競爭
壓力，策略上即須想辦法限制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取得競爭所需資料的機
會，Google 於 Google Search （Shopping）案介入搜尋演算排序、於 Google
Android 案簽訂 AFAs 以及於 Google Search（AdSense）案與第三方廣告服
務商的限制契約約款，皆是透過讓競爭者無法立於得以取得有效競爭資料
的地位，延緩競爭者提升資料服務的機會，限制市場競爭。
而若要提升創新與競爭能量，光是取得一定資料規模並不足夠，還要
考量是否可以先於競爭者更早取得資料，亦即取得資料的速度（velocity）
，
並需要擴增資料的類型（variety）
，以及確保資料精確與真實（veracity）
，
Google 搶功行動 OS 市場，不惜以 AFAs 限制其他 Android 分支系統搭載
198

國內有譯為「現況偏差」
、
「現狀偏誤」
、
「維持現狀的偏見」
，只使用者對於預設應用程
式或服務通常可能優先嘗試，而一旦開始使用，通常會持續下去。(參閱“Google Search
(Shopping)” para.781-782, at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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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並強制搭售 Google Search 與 Google Chrome，某程度即是考量消
費者使用行動服務的機動性，得以隨時隨地獲得資料蒐集的機會，搭配行
動定位等行動通訊服務之其他特性，不但可以獲得即時資料回饋，且因屬
於消費者之行為，並非來自於第三方已整理或建構的資料，更能反映消費
者實際的行為狀態與需求。最終運用其已具備高度機器學習、演算開發分
析的能量，用所得資料提升核心服務 Google Search 之服務品質，與開創新
的服務型態，達到滾動創新大者恆大的結果，亦是透過資料價值（value）
提升，創造實質競爭優勢的展現。
因此，面對涉及資料驅動相關之市場，或主要業務屬於資料驅動之
業務型態時，若僅就所涉個案單一市場之競爭策略進行分析，對於個案事
業實際競爭策略樣貌的評判，恐無法完全。

第二節 資料驅動相關產業之結合
資料驅動之相關產業結合案件審理的探討，為國際上對於資料經濟相
關競爭法執法問題產生關注的源頭。從 2007 年 Google 收購 DoubleClick
公司之結合案開始，關注了大型數位服務事業早期多角化併購以資料為核
心價值之小事業，對於未來潛在市場競爭限制之問題。其後，陸續出現涉
及數位網路服務之事業結合案，探討了程度不等的資料競爭議題。較為著
名的包括 2007 年 TomTom/Tele Atlas 之結合案，關注了以導航圖資為核心
產品之事業與攜帶式導航設備製造商的垂直結合議題，是否可能導致資料
壟斷，此部分較不涉及大數據之應用，惟從個案當中可以看到當時執法機
關對於 Google Maps 是否可能衝擊專業的導航服務的看法。當時 TomTom
主張 Google 或 Microsoft 等事業具備強大的科技知識與財務能力，即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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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並不具備導航圖資，亦可透過廣大使用者群反饋升級資料庫199，為未來
之潛在競爭者。惟歐盟執委會並未採納，認定導航圖資需要一定時間與資
源的累積，大型數位網路平台所取得的圖資，相較於已長期累積專業導航
圖資之結合事業而言，具備時間延遲之劣勢，有進入歐洲經濟區（EEA）
市場的障礙200。此一判斷基本上並未考量到當時已發展之雲端運算，當然
亦尚考量到未來可能之大數據發展，以及行動網路服務之提升與普及，對
於數位服務資料匯集與分析可能產生的市場競爭力道。足以讓現在的研究
者，就同一競爭服務 10 年前之評估，與 10 年後發展加以對應，窺見大數
據對於數位市場競爭影響，與傳統藉由大量資源投入，點滴累積蒐集之產
業資料競爭的極大差距。
其後較受到關注的有 2014 年 Facebook 與 WhatsApp 之結合案，涉及
大型社群網路平台與通訊軟體服務結合涉及之個人資料集中之問題；以及
2016 年的 Microsoft 與 LinkedIn 之結合案，關注了多角化結合事業間所生
資料重疊與資料互補關係，及其對於競爭市場之影響，並連結到歐盟一般
資料保護規則（GDPR）法制，所形成的資料應用限制，是否影響所涉事
業因為資料所能取得的市場力等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如同本研究於濫用
市場支配議題之探討，資料驅動的相關市場常以多角化經營的型態發展，
並透過跨市場經營的相關策略，擴大資料來源，延伸其市場力之影響，鞏
固其市場地位。而資料驅動產業的結合案，亦多呈現開拓多角化經營之路
線 ， 故 上 述 代 表 性 結 合 個 案 ， 包 括 Google/Double Click 案 201 、

199

European Commission, “TomTom/Tele Atlas”, COMP/M.4854,14/05/2008, para. 110,at 23.
Id. para.158,at 34.
201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tatement Concerning Google/DoubleClick”, FTC File No. 071‐
0170, (Dec. 20, 2007),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418081/071220googledc-commst
mt.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7/9; European Commission, “Google/DoubleClick,”
COMP/M.4731, Dated 11/03/2008, C(200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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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WhatsApp 案202以及 Microsoft/LinkedIn 案203皆為多角化結合的型
態。歐盟於 2020 年 6 月開始審查之 Google/Fitbit 結合案204，其中 Fitbit 為
穿戴式裝置開發及製造商，兩者之結合更涉及跨服務健康資料之蒐集與應
用，更為多角化結合的態樣。
故於資料驅動相關市場之事業結合，執法機關就結合對於市場影響的
判斷上，極可能因為結合後對於原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看似沒有影響，形成
對於整體市場影響分析的誤判，使得上述結合個案幾乎皆取得同意結合的
結果。而資料驅動的相關市場，所涉事業選定結合對象之目的未必可以結
合個案分別所處市場的現況評估，而必須從結合之目的、總體價值或潛在
發展可能性等面向綜合判斷。以本研究納入分析之相關個案來看，其所呈
現之可能結合目的，大致包括針對事業大數據發展所需資源之拓展、創新
市場的開發或對潛在市場競爭之事前防範等。惟資料驅動市場多數也是與
演算法結合，為具備高度創新性的市場，事前預測或分析不易，亦成為結
合案審查困難之處。
基於研究主軸聚焦，本節對於相關個案的討論，亦將以相關個案與大
數據資料壟斷或競爭議題較為相關之重點，以議題導向進行探討。

一、 結合事業之資料蒐集、應用狀態及其關聯性之判斷
對於資料驅動相關事業的結合案，個案當中執法機關首先會關注的資
料議題，在於結合是否會導致資料集中，個案當中對於資料蒐集或應用之
關聯性等問題。而數位相關服務所涉資料類型繁多，不同的服務模式、產
業型態與技術，可以取得或利用之資料亦有所不同，故個案當中必須先行
202
203
204

European Commission, “Facebook/WhatsApp”, COMP/M.7217, 03/10/2014.
European Commission, “Microsoft/LinkedIn”, Case M.8124, Dated 6/12/2016, C(2016)8404.
European Commission, “Google/Fitbit,” M.9660. Notification on 15.0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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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參與結合事業本身所涉及之資料蒐集來源、類型、範圍與實際上之應
用，方能更進一步探討結合事業分別具備與利用之資料間是否具備重疊
性，或是否有互補或加乘之關聯，以及所涉資料型態，是否因涉及特定法
令規範之限制而可能影響相關資料於結合後之加成應用，與是否會提升結
合事業之市場力，及其程度。
於 Google/DoubleClick 案，Google 為綜合性的數位服務，其資料來源
多元，且個案發生時間較早，故於美國與歐盟對於 Google/DoubleClick 案
的審查當中，可以發現主管機關並沒有特別針對 Google 本身整體資料來源
與應用狀態進行討論，而是限縮在結合的對象 DoubleClick 所處之市場對
應 Google 可能相關之業務的探討，也就是與搜尋網告或廣告投放有關之市
場狀態與所涉資料。關於結合後資料是否產生集中，與可能對競爭之影響
的探討，即專注於Google與DoubleClick結合，是否會因而獲取Double Click
具備競爭優勢的資料，以及即使沒有 DoubleClick 的資料，Google 或廣告
市場的競爭者，是否具備其他可得的資料來源等議題。
而 DoubleClick 所擁有之資料主要為透過提供給廣告主或廣告發行商
的服務，由消費者行為自然產生的資料紀錄（consumer –provided data，簡
稱 CPI）205，有助於協助利用其服務的廣告主或廣告發行商了解消費者對
廣告點選的情形，掌握目標廣告的定位，以獲得更好的收益。故若從 Google
的角度來看，廣告中介服務為 Google 重要的收入來源，雙方結合直覺會考
量到的，即為 DoubleClick 所擁有之 CPI，結合後若能為 Google 所用，將
促使 Google 於廣告仲介市場取得壓倒性的優勢。此時即需要對所涉資料加
以進一步分析，以了解雙方結合後就所涉資料的應用可能性或限制，或對
於相關資料市場狀態之變動等，從而瞭解個案結合於資料驅動之競爭層
205

European Commission, “Google/DoubleClick,”para.179-181, at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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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於所涉事業之市場力消長與競爭狀態的影響。
Facebook/WhatsApps 案亦然，結合雙方之服務於資料驅動之競爭上各
有其優勢與特色。WhatsApp 為結合當時為單純之消費者通訊服務，主要
有價值之資料，也是連結此服務之個人資料，為消費者之手機聯絡人，且
由於服務必須透過消費者之手機進行驗證，故保有個別消費者之手機號碼
206

。除此之外，該平台不蒐集其他使用者資料，包括年齡、姓名、性別、

活動、消費習慣等特別對於廣告有價值之資料，亦不保留任何消費者利用
服務所傳輸之訊息資料207。Facebook 則為社群網路，其產品市場主要核心
在於用戶個人資料
（user profile）
、動態消息
（newsfeed）
以及時間軸
（timeline）
208

。由此可知，Facebook 與 WhatsApps 主要獲得之資料，係以「個人資料」

為主，且 Facebook 本身所蒐集的資料範圍即大於 WhatsApp，且其資料來
源單純，亦不涉及廣告服務，故 WhatsApp 對於 Facebook 的價值未必在於
現有的資料價值，而可能在於其廣大的使用者群，及對於其他未來競爭利
益的期待。也就是說，WhatsApp 可能為 Facebook 擴大資料來源策略的其
中一個環節，必須於審查當中納入考量。
Microsoft/LinkedIn 案則是雙方所擁有之資料類型差距甚大，Microsoft
是透過主要之作業系統或軟體開發，獲取相當之資訊產品或服務之研發資
料，具備高度獨特性。LinkedIn 則為社群網站服務的一種，故與其他一般
社群網站具備類似的特性，包括提供使用者得以透過聊天、公告、影片、
推薦等方式進行相互鏈結、分享與聯繫。而更進一步的屬於專業的社群網
路，相較一般社群網站，更加著重於促使專業人士之間的連繫209。惟無論
是一般社群網路或專業社群網路，其主要的資料類型，皆為個人資料，故
206

“Facebook/WhatsApp”, para.102, at 18.
Id. para.166, at 29.
208
Id. para.48, at 8
209
“Microsoft/LinkedIn”, para.87, at 17.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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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法制度對於結合後事業於資料層面的整合應用，有其限制。然而，
因為結合事業彼此擁有之資料型態迥異，兩者所擁有的資料優勢是否能夠
形成互補，雙方對於資料整合應用之意圖，或透過此一結合試圖消弭怎樣
的競爭壓力，應納入評估。
Google/Fitbit 案則為歐盟仍在調查中的案件，截至本研究進入尾聲，
歐盟執委會皆尚未公布對於本案審查的結果。然就目前已公開資訊觀之，
本案當中除了 Google 多角化經營之各類資料來源外，Fitbit 作為智慧穿戴
式設備之開發、製造與經銷事業，其所擁有之產品諸如智慧手錶、健身追
蹤器等。就其營業的型態，所擁有之資料應為使用者利用該穿戴式裝置所
追蹤之健康相關資訊210。而執委會於程序啟動之新聞稿當中指陳，其所要
關注的層面，除了著重於對於廣告市場的影響外，Fitbit 與 Google 的資料
庫與相關科技功能的結合，是否會影響到未來數位醫療的發展，以及
Google有無可能於未來限制其他非Fitbit之競爭者所開發的設備，與Google
之 Android OS 之相容性，皆必須納入審查211。故以雙方關注之資料類型觀
之，Google 似乎在拓展新興、多元而具備未來可能性的資料來源，其結合
之目的可能涉及創新市場或新興領域業務之開發，對於其資料應用之可能
性與影響則不能僅以目前之市場狀態作為評量。歐盟執委會亦是著眼於本
案結合後資料應用層面可能帶來的影響，而將原訂結合審查期限延至 2021
年 1 月212，值得後續持續關注。
上述個案皆為多角化結合的型態，然而從個案當中所涉事業個別營業
210

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s: Commission opens in-dept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roposed
acquisition of Fitbit by Google,” Press release,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1446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09.
211
Id.
212
Dan Primack, “The long wait for Google’s $2.1 billion Fitbit deal,”
https://www.axios.com/google-fitbit-deal-pre-post-pandemic-merger-eca12d38-0b77-4ffe-8a1e-57
9eda9f92e5.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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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可取得之資料類型分析，基本上可以初步觀察到結合個案透過結合所
欲達成之目標當中，涉及資料競爭的重點為何。事業著眼之處可能來自於
結合事業現有資料的互補，此時雙方事業可能有部分具備關聯性的服務存
在，如 Google/DoubleClick 案；或事業著眼的，並不是現有之資料內涵，
而是該資料對於往後大數據相關服務之資料拓源可以形成的價值，如
Facebook/WhatsApp 案；或事業所擁有的資料及服務有明顯的歧異，則可
能意味著其著眼點在於未來創新市場或新興商品/服務的開發，如
Microsoft/LinkedIn 案與 Google/Fitbit 案等。

二、 資料特性與結合審查之關聯
於了解到結合個案所涉資料的類型與應用後，則需要進一步進行對於
所涉資料特性的評估，以了解結合個案當中是否會出現資料過度集中，或
是否可能形成資料壟斷而限制相關市場的競爭。尤其於大數據環境下，幾
乎只要經營與數位網路相關服務的事業，或於一定程度採用資料科技的產
品或服務，皆有機會蒐集程度不等之各類資料，並進一步分析應用。且於
免費市場之特性下，使用者多棲情況較多，除了特定服務提供者
（如：Google
Search）
，於市場上已近乎沒有有效競爭者，而導致使用者多棲狀態輕微
外，多數免費資料驅動的數位服務，皆有使用者多棲之情形。故一般消費
者資料的取得，如姓名、聯絡電話、電子郵件等相關資料，對於此類事業
而言，並不具備稀有性（獨特性）
。例如，Facebook/WhatsApp 案，以社群
網路服務所取得之個人資料，歐盟執委會直接認定市場上仍有許多未受到
結合事業控制之資料，可以供競爭者取得213者是。
當然，資料不具獨特性並不代表長期累積的資料優勢不會對於市場參
進或競爭產生影響，例如 Jay Barney 提到企業資源的「不可模仿性」
，即認
213

Facebook/WhatsApp, para.187-189, at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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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企業取得資源的能力若仰賴特定的歷史條件，則該資源對於企業而言則
是必須妥善發展而可能形成競爭優勢的資源214。故獨特性與主要在判斷所
涉資料的取得可能性，仍需與個案其他資料特性與商業型態綜合判斷，方
能了解結合事業所有之資料是否為其帶來市場力。例如本研究第三章就資
料與產業市場力形成之關聯，提到大型數位平台整合雙邊資料資源，可能
會讓資料具備「稀有性」
。澳洲數位平台調查報告215因而認定 Facebook 以
使用者帳號整合多方資料，使其掌握的資料具有一定的價值，而造就市場
力的形成。因此即使歐盟執委會認定 Facebook 所擁有的資料不具獨特性，
然其最終整合之使用者資料仍然對其帶來高度的市場力。
此外，結合事業擁有資料之其他特性，對於其所處市場而言，可能有
其重要性而對市場競爭有所影響。例如市場上是否有得以讓其他競爭者形
成有效競爭之其他替代性資料，或是雖然有替代性資料，惟替代資料的品
質或特性於個案市場之發展而言有明顯的落差。Google/DoubleClick 案當
中美國 FTC 就雙方資料替代資源是否存在即認為，Google 或其他網路廣
告的服務提供者即使沒 DoubleClick 的資料，仍然可以自其他來源取得所
需資料，因此認定此併購對於 Google 是否未來會濫用市場力，沒有直接的
證據關聯216。Facebook/WhatsApp 案歐盟執委會亦認定除了 Facebook 與
WhatsApp 外，尚有其他平台可以進行網路使用者資料的蒐集，僅比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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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ney, Jay.,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New York: Mar 1991. Vol. 17, Iss. 1; pp. 105-107, available at
https://josephmahoney.web.illinois.edu/BA545_Fall%202019/Barney%20(1991).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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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C,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 final report,”
https://www.accc.gov.au/publications/digital-platforms-inquiry-final-report,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9.
216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tatement Concerning Google/DoubleClick”, FTC File No. 071‐
0170, (Dec. 20, 2007),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418081/071220googledc-commst
mt.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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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Facebook 在網路資料蒐集的百分比上約計 6.39%，Google 佔
33%，其他所有平台加起來則達 60.62%。與 WhatsApp 結合後，即使其因
此利用 WhatsApp 的用戶資料以提高其網路廣告服務之市場地位，在市場
上仍然有不受 Facebook 控制之大量資料可供競爭者取得，故資料集中之影
響不大217。Microsoft/LinkedIn 案則是以系爭個案提供服務之市場參進門
檻，以及替代服務是否存在切入判斷，認為因市場上仍有許多資料或開放
介接之平台，而 LinkedIn 所屬「智慧銷售解決方案」（sales intelligence
solution，簡稱 SI）服務之市場參進門檻不高，有相當可替代之服務存在218。
兩者結合後，Microsoft 之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簡稱 CRM）及 LinkedIn 之 SI 資料服務若整合，SI 可成為強化 CRM 服務
之助力，提升銷售人員之生產力與效能219。然而因該服務於市場上仍然具
備其他替代的解決方案，對於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而言，仍有其他不受結
合影響之替代性或補充性資料可以利用，故結合後即使產生資料集中之情
況，尚不至於對於市場競爭產生不利的影響。
由此可見，結合事業擁有資料的特性，對於結合前後資料市場變動之
情況，及其結合後事業可取得之市場力影響，有其判斷的價值，於資料驅
動相關事業之結合案件審查，得納入評估。

三、 結合事業資料整併之意圖與限制（法制面、契約面、技術面、策略面）
大數據之取得、分析與利用，可能按其資料屬性，有對應之法制面規
範。或於資料之取得或利用，服務提供者會透過契約或服務規約等方式，
建構相關之權利義務關係。且由本案第一階段訪談與研究資料之整理，可
以知道大數據從蒐集到最終利用，有其技術上或資源上必須進行的整合。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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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WhatsApp”, para.187~189, at 33~34.
“Microsoft/LinkedIn”, para.225, at 48.
Id. para.206 at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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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結合個案涉及資料集中，結合事業於未來是否有能力、動機及資
源，促使資料整合價值的發生，實際提升其市場力，亦有未定。故涉及資
料驅動事業之結合審查，必須考量所涉資料之轉換或應用是否具備相當之
法律或契約限制、技術整合之可行性、需要投入之成本、結合事業整合資
料的動機或可能之資料策略方向與相關能力等綜合評估。
Google/DoubleClick 案 中 ， 美 國 FTC 與 歐 盟 執 委 會 皆 注 意 到
DoubleClick 所取得之消費者資料，實際上具備與客戶之契約限制，即使
DoubleClick 於結合前亦無法任意利用所蒐集的消費者行為資料，故各該資
料結合後未必可由 Google 所用220，此時則有必要從事業的策略規劃、意
願、動機以及競爭事業的看法進行綜合判斷，Google 是否可能進行資料運
用策略之改變，促使原有客戶契約之變更，或有其他可能的利用模式。而
歐盟執委會對於此處的看法，認為對於 DoubleClick 的經營型態而言，保
障資料的機密性，為維持其能夠持續經營的重要元素221，故雙方打破契約
限制的可能性因而降低，其資料集中導致的競爭影響亦會隨之減少。
Facebook/WhatsApp 案歐盟執委會亦提出了技術面整合的難度與雙方
結合策略方向的探討。此處執委會認為，雙方結合於資料之分享利用層面，
必須透過隱私權條款的修改，並進行雙方平台就使用者個人資料某程度的
整合。關於整合的難易度，Facebook 的聲明與第三方意見有所歧異，但因
雙方對使用者認證機制不同，故資料整合仍應有相當的技術障礙222。執委
會並同時檢視 Facebook 與 WhatsApp 整合雙方使用者帳戶的動機與可能
性，發現若讓使用者知道 Facebook 將會自 WhatsApp 蒐集使用者資料的事
實，可能會導致部分使用者立即移轉採使其他應用程式，此一情形應降低
220

“Google/DoubleClick”, para.183,para.255-257, at 51, 67.
Id. para.276, at 72.
222
“Facebook/WhatsApp,”para.160,185, at 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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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Facebook 自 WhatsApp 使用者端蒐集資料的動機223。然而此一推論於
2016 年由 Facebook 直接推翻，宣布 WhatsApp 將與 Facebook 共享使用者
資料，以利推動目標式廣告224，WhatsApp 並於網頁隱私和安全條款當中，
明確說明其將與 Facebook 分享資料225。此一結果並導致歐盟執委會於 2017
年 5 月對 Facebook 作出 1.1 億歐元高額罰鍰的處分，主張其於結合審查過
程提供執委會關於資料整合技術面誤導的資訊。
Microsoft/LinkedIn 案亦對於結合雙方進行資料整併之意圖與可能性進
行探究，並進一步指出，即使雙方看似沒有資料整合之意圖或有技術上的
難度，但若因為結合，而使得雙方事業原先在市場上，以資料為基礎的競
爭問題，因為雙方的結合而消失，則仍應納入評估226。而如前所述，LinkedIn
屬於專業的社群網站，其所擁有之資料多半為個人資料，故結合後若要有
所利用，必須受到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制（如：GDPR）的限制227。
本研究第二章曾探討了大數據發展下的資料價值鏈，可以看出巨量的
資料要從取得到最終形成價值，實際上是個複雜的工程，尤其在資料預處
理階段，必須要讓來自不同來源、不同格式與類型的資料，經過整理、標
籤與調整使之成為可以進行後續分析的狀態等，皆須投入相當的人力、技
術或其他配套資源。因此對於資料驅動的事業結合，於結合雙方所涉資料
之整合勢必相當的技術障礙。再者，多數資料驅動之事業，其核心取得或
應用之資料以個人資料居多，即便非個人資料，亦可能因其資料的特性，
223

Id. para.186, at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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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echcrunch.com/2016/08/25/whatsapp-to-share-user-data-with-facebook-for-ad-targeting-he
res-how-to-opt-out/,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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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相關的法制（如營業秘密法、著作權法等）之限制，或契約上的限制，
可能影響資料之整合或利用可能性。
然而，如同 Facebook/WhatsApp 案所呈現的結果，結合事業原先主張
的技術障礙，兩年後即獲得克服並出現結合審理過程中 Facebook 競爭者所
提示之問題。足見大數據的技術障礙於面對大型旗艦數位事業，以及得以
廣泛擴大資料與目標式廣告之巨大利益下，並非不能被打破。除了技術之
外，契約與法律限制亦然。以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為例，其法制規範的核心
在於保障個人之資訊自決權，並非限制個人資料之利用，故只要依循所涉
事業適用之個人資料法制相關規定操作，結合後事業亦能對於原受到法令
限制之資料，以新的姿態納入應用（例如重新取得使用者對新利用目的之
同意）
，契約亦如是。故必須要更仔細檢視所涉資料的整合，對於結合事業
之利益何在，並參考競爭事業與專業技術或市場分析的情報或意見，綜合
考量。

四、 結合對於資料市場變動的影響
資料驅動相關事業之結合案，在判斷結合對於市場之影響時，初步的
探討可能落在資料集中與資料壟斷是否會導致限制市場有效競爭。然而，
事業未結合前資料市場的狀態，亦有納入考量之必要。例如
Facebook/WhatsApp 案當中，執委會分析了 Facebook 就其所取得之資料的
利用，發現其本身並未將所得資料對外販售228，而主要是提供廣告主或第
三人資料分析之服務，WhatsApp 則為單純的通訊服務，亦僅有消費者手
機通訊聯絡人資訊，未對外提供資料服務。故雙方結合並不會對所涉資料
市場之現況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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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WhatsApp,” para.70,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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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LinkedIn 案亦如是，個案當中結合事業的競爭者對於所涉之
CRM 產品市場之資料競爭特性，需要透過來自於服務應用或第三方資料
之挹注，持續進行機器學習以提升服務品質。因此 CRM 市場之競爭者，
對於兩事業結合即特別關注 LinkedIn 所屬之 SI 服務，因其具備高度資料
價值，而擔憂若兩者結合，將使得LinkedIn 之整體資料集因而成為Microsoft
所獨有，無法由其他競爭 CRM 服務所取得，形成競爭資源的垂直封鎖229。
然而經調查，雙方未結合前，LinkedIn 亦未將其完整資料集或子集提供給
第三方事業進行機器學習，僅有將部分 SI 資料子集提供第三方作為 CRM
服務應用之資料。而歐盟執委會於本處則認為，雙方即使未為結合，完整
資料集能否由第三方 CRM 服務取得利用，亦須視 LinkedIn 後續營運之策
略而定，無法於本案評估。且由於 LinkedIn 資料來源為其服務使用者，有
大量之個人資料，故其可否開放近用，以及開放近用是否可能引發使用者
之反感而對服務產生負面效益亦須評估230。
故原先未於市場上提供之資料，其他競爭者無論於現在或未來都可能
無法取得，且未來系爭資料是否會開放，以及就算未來有機會開放，當時
該資料是否仍有結合案審查當下所認定的價值，皆有極大不確定性。且若
參與結合事業，單純基於資料驅動之商業特性，於市場上取得資料優勢，
並不會因而使其產生競爭法上之可非難性。若結合前事業僅將所取得之資
料作為服務提供之基礎，或僅用於內部創新研發等各項事宜，並未對外提
供，其他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本來即無法取得相關資料，其結合並未改變
所涉資料於未結合前於市場上之狀態。故不應僅以與競爭相關之資料因結
合產生集中，使得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無法取得相關資料作為禁止結合的
理由。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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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LinkedIn,”para.246 at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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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結合後事業為鞏固其市場力，運用契約或相關機制，阻絕競
爭所需資料由競爭事業或潛在競爭事業取得之機會，而該資料具備競爭關
鍵性時，則仍有必要納入審查。或事業雖未採取契約或其他機制限制資料
由第三方取得，但所涉個案資料類型或性質於特定技術開發或市場競爭具
備高度價值或關鍵性，則仍應對於可能之影響有所評估，甚或考量是否採
取附條件的方式允許結合，以確保關鍵資料資源之利用可能性。

五、 大數據競爭相關市場之早期併購（殺手級併購）
大數據發展環境下資料驅動相關事業的結合，除前述關於結合事業所
設資料與其市場力之相關探討外，尚有一個極為困難的部分需要進行判
讀，即如何判斷結合事業是否透過早期併購的方式，將其透過大數據分析
發現預測的潛在競爭者先行併購，以降低未來可能的市場競爭壓力，形成
大者恆大的情形。也就是晚近國際實務上所稱之「殺手級併購」（killer
acquisition）是否出現之問題。美國 FTC 為此，於 2020 年 2 月對美國五大
科技公司 GAFAM 發出特別命令，要求上述事業必須提出自 2010 年 1 月
到 2019 年 11 月曾經進行但未經通報結合審查之結合案，以進行潛在反競
爭行為之調查231。
要避免資料驅動相關數位產業進行早期併購的作為，實有一定難度。
尤其被併購之事業可能因為新進入市場，其市場占有率不高，甚至資本額
或銷售額等結未達到結合審查的門檻，有時根本並未進入結合審查。由此
可解釋為什麼 FTC 要令 GAFAM 提出 10 年來沒有報請結合審查之併購案
的原因。然而，資料驅動之數位產業具有高度創新性，其未來發展以及是
231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to Examine Past Acquisitions by Larg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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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可以實際成為競爭者，皆存在極大的變數，要使主管機關於結合審查過
程即作成正確的判斷並不容易，故僅能於機制面或是從已發展之個案，思
考主管機關可以介入的面向。
Google/DoubleClick 案當中，無論 FTC 以及歐盟執委會實際上皆有針
對 DoubleClick 是否會是 Google 的潛在競爭者加以分析，惟 DoubleClick
營運之現況，包括資料運用的契約上限制，而認定 DoubleClick 雖然擁有
來自消費者提供之大量資料而形成直接網路效應，對市場力的提升有其幫
助，因契約關係無法進一步加值利用，故實際上對於 Google 廣告投放或廣
告中介服務並無潛在競爭的關係。然而，執法機關卻無法解釋若無特別的
原因，Google 為何要高價併購 DoubleClick。Facebook/WhatsApp 案亦然，
執委會認定兩事業的營業內涵顯有不同，又認為 Facebook 因為技術上的障
礙，以及為避免 WhatsApp 使用者移轉至其他服務，卻無法解釋為什麼
Facebook 要以 190 億美金高價併購 WhatsApp232的原因。2016 年法德研究
報告233即指出於大數據發展之際，為了獲取有價值的大量資料以取得競爭
優勢，合併市場上新生的潛在競爭事業似乎已成為常見的商業策略。
因此，為了瞭解大數據環境下早期併購的問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讓
本來因為無法達成結合門檻的個案，依法必須進行結合申報進行事前審
查。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九次修正案，可謂國際上首次針對此議題調整
結合事前申報門檻，認為結合當時可能尚未達到一定程度的營業額甚至尚
無銷售額之事業可能仍然具備影響市場競爭之能力或發展潛力，需納入結
合管制。故新增第 35 條（1a）項的規定，除原先第 35 條 1 項所規定的全
球營業額總計超過 5 億歐元且國內至少一家結合事業之營業額超過 2500
232

“Facebook/WhatsApp,” para.4 at 2.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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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歐元，且另一個參與事業之營業額超過 500 萬歐元234的門檻外，以下情
況亦須適用結合審查之規定：1. 達到第 35 條（1）項 1 款之全球整體總營
業額達 5 億歐元門檻；2. 就合併前於德國境內的上一個財政年度至少一家
合併事業之營業額達 2500 萬歐元，其他參與公司營業額未達 500 萬歐元;
3.結合之交易價值超過 4 億歐元且 4. 符合本項第 2 款之合併事業於德國境
內已具備相當程度的運作時，亦納入結合管制範圍235。其中第 4 款之結合
交易價值，即是回應 Google/DoubleClick 案與 Facebook/WhatsApp 案的情
形，藉由結合事業彼此對於併購價值的判斷為引子，期望能夠適時發現早
期併購，或限制潛在市場競爭之情況能有所掌握。

六、 資料驅動事業結合之跨市場影響
如前所述，資料驅動相關之事業結合，常走向多角化結合的方向，個
案對於市場的影響亦可能並非僅限於單一市場，而可能有跨市場之影響。
故此類結合案之評估，必須就個案所涉市場，以及結合後預定的市場策略
併同評估，方能更精確分析個案結合對於相關市場的影響。
德國經濟及能源部於 2019 年提出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0 次修正草案
（Referentenentwurf zur 10. GWB-Novelle）
，其中即建議應於 GWB 新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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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中文翻譯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公告，由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林易典副教授
翻譯之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 2015 年最新翻譯，第 35 條（1）項文字，為第 9 次修正未更
動之規定。https://www.ftc.gov.tw/upload/6488ee19-7b9a-4caf-b78a-f41ed39a5af5.pdf，最後瀏
覽日：2020/11/10。
235

GWB, para. 35 (1a)
(1a) Die Vorschriften über die Zusammenschlusskontrolle finden auch Anwendung, wenn
1.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Absatzes 1 Nummer 1 erfüllt sind,
2. im Inland im letzten Geschäftsjahr vor dem Zusammenschluss
a) ein beteiligtes Unternehmen Umsatzerlöse von mehr als 25 Millionen Euro erzielt hat und
b) weder das zu erwerbende Unternehmen noch ein anderes beteiligtes Unternehmen
Umsatzerlöse von jeweils mehr als 5 Millionen Euro erzielt haben,
3. der Wert der Gegenleistung für den Zusammenschluss mehr als 400 Millionen Euro beträgt und
4. das zu erwerbende Unternehmen nach Nummer 2 in erheblichem Umfang im Inland tätig 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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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a 條，針對跨市場競爭性之事業濫用行為進行認定與限制。雖是針對濫
用行為，惟其所關注之跨市場競爭問題，於結合案亦應納入考量。其中與
資料驅動事業（尤其平台類事業）相關者，則包括於跨市場重要性的認定
上，應納入「對於競爭相關資料近用」要素之判斷；以及於得禁止之層面，
新增「利用於另一邊支配市場取得之相關資料，整合自非支配市場取得之
競爭資料，於其他市場建立或增加參進障礙，或以任何方法阻礙其他事業，
或請求准許使用者類條款和條件者」以及「造成產品或服務的相互操作性
或資料的可移動性更加困難而阻礙競爭者」236。此部分認定要件，亦可考
量是否納入結合對於市場影響層面之探討。

第三節 資料驅動市場與聯合行為
國際上對於大數據發展產生之聯合行為議題，主要以產業運用演算法
進行資料分析、決策與行為監控產生的勾結議題為主軸，而晚近國際執法
個案的，則以「訂價演算法」
（price algorithms）較為常見。包括水平競爭
者透過約定使用「訂價演算法」蒐集與監控水平競爭市場之訂價資料，並
利用演算法取得之資料共同進行訂價或監控訂價等情形，如 2015 年美國
USA v. David Topkins 案237與 2020 年英國 CMA 對於 Amazon 上賣家約定使
用自動訂價軟體進行雙方之訂價之調查238等個案皆屬之。此外，亦有個案
透過訂價演算法之操作，作為監控下游事業對於特定商品之訂價是否符合
建議訂價的工具，也就是以演算法進行限制轉售價的操作，如 2018 年歐盟
對於 ASUS 等四家電子製造商所為之處分案239者是。

236

BMWi, Referentenentwurf zur 10. GWB-Novelle, para.19a.
United States v. Topkins, 2015 WL 1522300 (N.D.Cal.).
238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CMA), “Decision of the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Online Sales of posters and frames Case 50223,”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7ee7c2740f0b606dc000018/case-50223-final-nonconfidential-infringement-decisio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0/24.
239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four consumer electronics manufactu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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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訂價演算法產生的聯合行為議題，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9 年
已進行關於「演算法與聯合行為等重大限制競爭議題之研究」240對於訂價
演算法已有極為完整的掃瞄，且部分訂價演算法雖可能用來長期進行價格
監測，惟其監測之對象有一定的範圍，所需要取得的資料亦有限，基本上
亦尚未達到大數據分析的程度。故本研究並不試圖重新探討訂價演算法於
事業競爭上之運作，將以涉及大數據資料驅動的角度以晚近國際實務之探
討進行研究的補充。
除了資料驅動演算法之勾結議題外，物聯網的發展亦可能引發資料競
爭議題之討論，此即本研究第一章研究背景部分所提，歐盟於 2020 年 7
月宣告，將要針對「消費者物聯網」
（consumer Internet of Things）發展，
是否將產生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或對於競爭法制政策產生衝擊，開啟調
查。而物聯網所引發的問題，除了研究背景所述，透過物聯網裝置，如穿
戴裝置、智慧家電來取得大量使用者資料，資料控制者是否會因為限制資
料接取或資料之相互操作性等，造成對於市場競爭的不利益等議題241。實
際上，物聯網價值鏈中的參與者，亦可能透過資料的共享或資料標準的約
定等作為，限制價值鏈外之事業參進，而有聯合行為發生的疑慮。

一、 關於資料驅動之演算法運用與勾結議題探討之發展
德國卡特爾署與法國競爭管理局 2019 年提出有關演算法與競爭

for fixing online resale prices,”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8_4601,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5.
240
陳和全，陳志民，
「演算法與聯合行為等重大限制競爭議題之研究」
，公平交易委員會
108 年委託研究報告 4（PG10806-0043）
。
241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launches sector inquiry into the consumer
Internet of Things (IoT),＂(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1326,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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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之研究成果242，並由德國聯邦卡特爾署於
2020 年 1 月 16 日以德文接續相同主題發表一份新的報告243。提出演算法
於資料驅動市場的運用，可能有四種常見的用途－1. 監控與資料蒐集：透
過演算法蒐集多元的資料，包括市場動態資料、競爭者或消費者行為資料
等。2. 動態價格演算：透過演算法協助事業進行動態訂價，包括計算事業
成本的訂價、監控市場價格的訂價、分析線上/線下競爭者價格狀態之訂價
等。3. 基於消費者資料進行之個人化服務：透過消費者資料的整合，以演
算法進行個人化商品或服務的提供（例如：依據個人興趣或過往消費紀錄
提供產品建議）或對不同個人進行差異化的訂價。4. 排序演算法（ranking
algorithms）：支援比較排序的演算法，或稱為相關性演算法（relevancy
algorithms）
，應用領域廣泛244，而伴隨時間的經過以及商業模式的變化，
亦有更多演算法持續產出。
而演算法於資料驅動產業事業勾結的角色，Ariel Ezrachi 與 Maurice
E. Stucke 於 2016 年 Virtual competition245一書中，將之區分為－「資訊傳遞
者」
（The Messenger）
：事業僅以演算法作為傳遞訊息的工具；
「軸和輻」
（Hub
and Spoke）
：特定事業以演算法為協調競爭者間訂價或商業行為的中心樞
紐（Hub）
，控制外部複數勾結事業（Spokes）
；
「可預測的代理人」
（The
Predictable Agent）
：競爭事業沒有明示或默示存在，僅透過行業普遍使用
之訂價演算機制，達成普遍高價的狀態；及延伸到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應用的「神之視角」
（God View）與「數位之眼」
（Digital
242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 “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2019),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Berichte/Algorithms_and_Competi
tion_Working-Paper.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3.
243
Bundeskartellamt,“Algorithms und Wettbewerb ,”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Meldung/EN/Pressemitteilungen/2020/16_01_2020
_Algorhytmen%20und%20Wettbewerb.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7/9.
244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 supra note 242, at 4-7.
245
Ariel Ezrachi & Maurice E. Stucke, Virtual competitio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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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
：透過大數據運算與分析形成對於競爭市場的鳥瞰狀態，清晰掌握市
場現況與未來。而要達到數位之眼程度的清晰掌握市場未來，實際上已是
AI 發展的極致，從本研究之訪談與資料分析當中可知，目前大數據的分
析，甚至進入到 AI 的技術應用，皆無法有效對於未來市場狀態進行精準
的預測，因所利用之資料畢竟仍為現存或過去的資料，故要探討此一議題
仍有一段路要走。
德國卡特爾署與法國競爭管理局上述 2019 年之演算法與競爭報告，
則提出使用演算法進行勾結的類型大致有三：
「以演算法協助傳統反競爭行
為的達成」
、
「第三方介入驅動演算法之勾結」以及「個別演算法之平行使
用導致之勾結」基本上可以對應 Ariel Ezrachi 與 Maurice E. Stucke 分類之
前三種態樣。此一探究仍然係以演算法於勾結中的角色出發，探討大數據
環境下演算法的運作如何帶動或強化事業勾結行為的發生與維持。其在執
法上最大的問題，仍在於第二種與第三種態樣。亦即當事業是透過演算法
運作與分析直接決策的結果，是否仍可被認定為聯合行為的問題，以及可
能的責任歸屬。
而關於由第三方介入驅動演算法之勾結型態來談，尤其從資料層面切
入探討，演算法除了可以協助事業進行監控或資料蒐集外，並能更進一步
作為競爭者間資料分享的橋樑246，協助事業利用彼此分享的資料進行商業
決策。包括直接進行資料的交換，或是運用共享資料池（shared data pool）
的概念，促使單一通用演算法的採用可以達到事業共同利益最大化的效能
247

。此類型的演算法應用因有第三方的介入，例如演算法的開發者，或提

供演算與資料共享機制的平台，導致事業彼此之間可以不透過直接資訊的
互通，而達到勾結的效果。於此類的個案可能需要探討的是，勾結的結果
246
247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 supra note 242, at 3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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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明顯有第三方的介入，也就是說採用相同演算法與決策結果之事業是以
間接的方式產生連結，是否仍應被認定為聯合行為。
此議題可能要從該第三方的角色以及事業本身的認知來思考。若該第
三方於提供演算法促成資料共享，為單純共通性的服務提供，其本身並未
有任何與事業決策相關之額外技術或作為介入，僅以最終服務利用之事業
有共同的決策結果，並不能直接認定此處有出現軸與輻的狀態，有聯合行
為的發生。然，該第三方於提供服務時認識到其作為或介入可能形成利用
其演算法及服務的事業產生一致性的商業決策，而有意使其發生，甚至運
用技術上的運作讓使用者必然產生勾結，則應有發生軸與輻的情形，而需
要探討該第三方角色的責任。此部分歐洲法院過往於 Eturas 訂房網之案
例，就提供共同訂房服務之第三方服務者，認定其為幫助卡特爾形成的角
色，而認為即使其並非於同一市場的競爭者，亦必須對於促成卡特爾形成
負責248，可作為參考。至於參與事業是否會構成勾結，則應從參與事業對
於勾結可能性，或第三方演算法、服務提供或特定技術運用之特殊目的是
否有所認知（awareness）來看，以進行責任的認定。

二、 關於物聯網資料共享引發之聯合行為議題
對於物聯網（IoT）的發展的發展可能產生資料競爭之議題面向，可能
包括 1. 產品或服務提供者可以透過各類連網設備取得大量的使用者資
料，例如過穿戴式裝置，取得使用者行為或健康相關資料，或是透過不同
載具或系統等整體 IoT 生態系服務提供者間的資料串接與分享等；2. 設定
載具及資料傳輸規格，運用技術規格形成技術鎖定，限制價值鏈外其他參
與者對於服務的串接（包括對於資料的近用或相互操作性的限制）
。透過技
248

ECJ, Eturas et al. v Lietuvos Respublikos konkurencijos taryba, Judgment of 21.01.16, Case
C-74/14, para.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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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規格或標準的建構鎖定市場參與者，限制市場參進，甚至導致市場封鎖
249

。惟對於此一議題的個案操作上處於起步階段，故尚未有適當的執法案

例可更進一步討論，僅能就 IoT 的本質提出以下初步的探討，作為後續持
續研究之導引。
物聯網與傳統供應鏈關係不同之處，在於傳統供應鏈多屬於上下游的
形式，事業間有水平競爭的情形，透過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的界定，可確
認那些產業屬於同一產銷階段的競爭者。此亦為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聯
合行為主要規範的內涵，針對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所為之共同行為。此外
現行公平交易法針對垂直的限制競爭，尚有第 20 條第 4 款的規定，事業亦
不得為之。
而物聯網的情形，無論在技術面的限制或是資料的共享串聯，並不限
於傳統上所認定的水平競爭者。而是包括水平、垂直甚至多角化的鏈結關
係，也就是「價值網」的概念。若是某一價值網成員間對於技術、資料分
享、市場參進等議題有所協議，形成或可能對於市場競爭產生不當的限制，
是否會影響現行聯合行為或垂直市場限制的規範認定，或是可以參考歐盟
採取非水平競爭的概念，以處理非水平協議的議題，為後續法制政策因應
可以思考的方向。

第四節 小結
本章綜合整理了關於大數據資料競爭晚近較受到關注，或有相當發展
之限制競爭個案與議題。可以發現目前國際實務的關注，較著重於大型數
位服務提供者於市場地位上的濫用，可對於資料驅動之市場競爭帶來的不
利益，尤其在濫用市場地位之個案，以及結合案的探討的層面更是如此。
249

Wolfgang Kerber, “Data-sharing in IoT Ecosystems from a Competition Law Perspective: The
Example of Connected Cars,” https://ssrn.com/abstract=3445422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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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際執法機關對於相關個案分析之重點，以及個案後續的發展或相關政
策反饋，若進行適度的萃取與綜整，將有助於協助競爭主管機關後續執法
或法制政策研議的思考。
因此對於資料驅動事業之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議題，必須了解，目前歐
盟法制政策實務的態度，傾向「資料」亦可作為取得服務的對價，因此即
使服務免費，但使用者必須提供對應之資料以獲取服務，則仍會形成契約
關係。再者，對於資料驅動的產業而言，如何擴大資料來源並限制競爭者
取得競爭所需的資料，應該是基本的競爭策略，於個案當中應予以識別（包
括可能涉及之多角化經營策略之間的關聯性）
。最後必須了解，以大數據分
析為核心的資料驅動事業，通常與數位技術之利用有相當的關聯，故其有
無配套技術或演算法開發、應用或精進的資源或能力，對於其市場力之形
成亦有相當的影響，應納入個案判讀。
於結合的個案，則大致從六個面向之議題探討，以結合事業之資料蒐
集與應用狀態及其關聯性之判斷切入，先對個案所涉資料之情形有初步的
釐清，再針對所涉資料具備的特性，了解該資料是否得以促使結合事業獲
得更高的市場力，或導致市場競爭資料壟斷的情形。接下來須從主管的層
面，了解結合事業進行該次結合之意圖以及所欲達成的目標，有助於評估
結合事業所涉有價值之競爭資料，若存在相關的利用限制，包括法制面、
契約面、技術面或其他策略面等，結合事業是否有足夠的誘因，投入相當
的資源突破資料利用上的限制。此外，即使結合所涉資料有高度的價值，
該資料於結合後或結合前若於市場取得的狀態並無變化，則亦無法直接認
定結合對於資料競爭市場將產生不利益，故必須就結合對於市場的變動進
行評估。於面對資料驅動數位市場之早期併購問題，則由於此類市場具高
度的動態性與創新性，故並不容易進行判斷，後續恐需要進行結合審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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檻層面的調修，或配套市場調查機制的建構，作為輔助，此節將於本研究
第七章予以探討。最後必須關注的則是資料驅動事業結合之跨市場影響，
此部分可參酌德國GWB 第10 次修正案關於跨市場重要性以及必要禁止行
為的建議。
於聯合行為的部分，除了訂價演算法導致的問題國際上以及我國公平
交易法的委託研究，有較多的探討外，運用演算法促進資料共享等其他面
向議題的探討，現階段主要以德國卡特爾署及法國競爭管理局 2019 到2020
年對於演算法與競爭的探討，有更進一步的討論。而 IoT 發展可能導致的
價值鏈層面的技術及資料聯合議題，尚屬國際執法實務新興且尚未有所定
論的議題，值得持續追蹤。

129

第五章 大數據相關不公平競爭議題探討
第一節 資料驅動相關產業競爭策略與不公平競爭之關聯
透過演算法對於大數據加以分析、應用以發展出創新應用，為資料驅
動產業所不可或缺之競爭要素，惟如前述，企業也可能運用大數據與演算
法便利聯合行為之落實，或運用資料所形塑之市場力量，遂行濫用市場支
配地位等限制市場競爭之行為。此外，事業亦有可能運用資料進行不公平
競爭之行為，例如不當利用演算法不透明的決策機制介入排名演算結果，
讓競爭者限於競爭上的弱勢，或不當利用使用者的資料，令使用者在處於
資訊不對稱、無法獲知充分資訊下作出決策，恐有影響其權益和阻礙市場
公平競爭之虞。或具有支配地位的企業，基於多角化經營策略跨及多個市
場範疇，與其他企業具有競爭關係而具有「雙重身分」
，可能將原有市場中
的支配地位導入於多角化經營的市場，形成不公平競爭的情況。

第二節 國際個案執法與法制規範關注重點之省思
國際上對於資料應用與不公平競爭關聯之案件探討，多自大型科技公
司具備協助撮合資源需求方與供給方的媒合平台，同時也作為該平台上之
商品或服務提供者，與平台上的其他參與者併同競爭。該大型科技公司原
本即是以資料為其競爭力之核心，並因資料之應用取得市場上支配地位。
其是否有誘因，基於取得更多資料或阻礙競爭對手取得更多的資料之目
的，透過相關行為或手段，使競爭對手處於不公平的競爭地位。例如歐盟
於 2019 年宣布著手調查 Amazon 蒐集賣家敏感資訊的個案，根據公開的資
訊顯示，其關注的重點即是 Amazon 涉及透過契約之簽訂，要求使用其平
台服務之賣家提供敏感性的競爭資料，使 Amazon 可獲得影響交易的關鍵
性資料，據以推出更優質的商品或服務，其中包括與利用其服務之賣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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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的產品，使 Amazon 與其服務使用者間形成不公平競爭的狀態250。
本研究於第四章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一節所提到的 Google Search
（Shopping）案，與前述歐盟調查 Amazon 案類似之處在於 Google 介入
Google Shopping 於搜尋引擎服務之排序，並透過演算法規則的調整，拉下
其他與 Google Shopping 競爭服務的排序。若以一般搜尋服務市場來看，其
實際上亦是同時具備提供服務之中介者，同時其所經營之多角化服務，亦
是其中介服務使用者之水平競爭者的情況。所不同之處在於，Amazon 是
透過服務契約的安排，讓選擇參與其特定服務之賣家因為契約而同意提供
資料給 Amazon，再利用因而提供的資料作為開發或改善產品或服務的資
源，反過來與參與服務的賣家競爭。故不公平競爭的對象實際上是特定的，
並且知道 Amazon 對其進行的資料蒐集，僅對 Amazon 取得資料之後實際
的操作無法得知。而 Google Search （Shopping）案則是屬於開放使用者的
狀態，亦即一般搜尋引擎是透過演算法爬取網路上公開資料並進行搜尋排
序，因此邏輯上會進入搜尋結果排序應為不特定的對象，只是 Google 運用
經營搜尋引擎獲得的資料，分析了其多角化經營之新服務的競爭者及其網
站的特性，更改演算規則而形成不公平的排序結果。然而，由於 Google
搜尋服務跨國性的高度市場支配地位，使之已成為使用者造訪其他網路重
要的導引，即使資料爬取與排序的結果具不特定性，仍為其他網路服務想
要獲得瀏覽量的重要入口，故其介入排序演算法的作為因其某程度上具備
特定服務型態的針對性，亦導致 Google Shopping 競爭者事實上瀏覽量受到
大幅影響，故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議題。此部分實際上較偏向關鍵設施
理論需要進行的探討，亦即此類網路服務導引重要的入口，是否可被認定
為關鍵設施，此部分由於不是本研究之主題範圍，故不予討論，但從德國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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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competitve conduct of Amazon,” press release IP-19-4291, 17 July 2019,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9_4291,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7/13.
131

BMWi 對於跨市場力事業角色之法制考量，此議題應為後續須探究的問題。
資料驅動之數位服務多角化經營之情況，應為未來數位市場環境不可
避免的趨勢，尤其透過跨市場之資料取得與分析，運用於特定市場的影響
力，進行跨市場的競爭的作法，於大數據時代的競爭環境，將可能是未來
常見的商業態樣，而以目前國際實務來看，巨型數位平台的多角化經營，
可以是這一切發展的源頭與關鍵。為此，歐盟、日本等國家開始嘗試透過
立法方式，要求兼具平台中介與商品或服務提供者之公司，適度揭露平台
必要的運作資訊（包含演算法之運作）
，避免使用者於資訊不對等，不知道
平台將如何決定其排序或利用其資料的情況下，致生權益損害。美國數位
市場競爭調查報告中，也點出此類資料與不公平競爭的議題，並提出政策
建議提升平台的透明度。這些發展，皆顯示部分國家已意識到，以「資料」
為競爭核心的公司，亦可能透過商業手段、
「資料」之分析應用相關技術，
或演算法的交互作用，進行不公平競爭行為，基於資料演算的複雜性與機
敏性，非一般人所能發現、理解或取得所需資訊，故應要求此類服務公開
必要的關鍵性資訊，促進競爭環境的透明及公平。
以下將以議題別的方式，整理國際個案中與資料競爭引發不公平競爭
有關之重點議題，與歐盟、日本有關平台透明度揭露規範與美國數位競爭
環境之調查報告的重點：

一、 要求具經濟依賴關係之服務使用者簽訂競爭上不利益之契約條款，以
取得敏感性的競爭資料
此議題主要探究大型數位平台業者運用於市場上的支配地位，自其服
務使用者處取得於平台活動之相關行為資料，或憑藉使用者對其服務之依
賴，以契約條款或服務使用約款之方式，促使服務使用者同意提供具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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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之資料。而數位平台運用各該資料，作為平台服務優化之資源，或
經由資料分析與決策，進一步選定與特定使用者相競爭之產品或服務，參
進該使用者所處相關市場之競爭，導致不公平競爭的情形。
以歐盟調查 Amazon 利用網路賣家敏感性資料案為例，歐盟執委會於
2019 年 7 月 17 日就 Amazon 可能有擅自蒐集利用平台上賣家資料，並用
以交叉分析該資料進行商業運用之情況展開調查251。並於 2020 年 11 月 10
日對外聲明已對 Amazon 利用非公開之獨立賣家資訊的作為提出異議聲明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並開始進入第二階段之調查程序252。由於歐盟
仍持續調查本案，尚未提供完整的判斷內容，以下僅就其公開新聞稿提供
之初步調查結果進行分析。
（一）採用資料政策或契約條款構成不公平競爭行為之可能性
針對此案，歐盟執委會判斷重點在於確認 Amazon 與其平台上之賣家
之間契約內容，是否允許 Amazon 分析和使用自賣家處取得的資料，以及
透過觀察 Amazon 之特定店家篩選機制，檢視其篩選結果如何呈現於消費
者比較產品頁面，以協助判斷 Amazon 是否於球員兼裁判下的情況下，利
用賣家資料為影響競爭公平性之安排，以及是否可能構成違 TFEU 相關規
定之行為。若證實確實有反競爭之事實，Amazon 恐違反 TFEU 第 101 條
關於企業間反競爭協議，以及第 102 條之濫用優勢地位之規定。
有關 Amazon 網路平台主要營業模式有兩部分，一部分為提供大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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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零售商（independent retailers）進行新品或二手商品交易的電子商務平
台；另一部分則為本身提供之零售商品服務，此類服務則與利用其平台之
獨立零售商屬於水平競爭關係。歐盟執委會啟動調查之原因在於，Amazon
疑似有未經同意，即利用平台上之獨立零售商的敏感商業競爭資訊，例如：
商家之資料、產品以及其在 Amazon 上的交易資訊等，作為其規劃選定其
零售服務競爭策略之基礎。而由於 Amazon 於平台上同時具備兩種角色－
「零售商」及「網路市集」平台服務提供者的角色253，歐盟執委會認為，
Amazon 相對於利用其服務之獨立零售商具備更強的締約優勢，而該獨立
零售商則需要仰賴 Amazon 建立的品牌與網路效應，搭配於平台上適當的
呈現位置，吸引消費者連結其商品。故 Amazon 若不當利用平台上獨立零
售商提供之資料，反過來採用影響其競爭力的作為，有可能導致不公平競
爭，而有調查的必要254。
針對上述調查結果，歐盟執委會於 2020 年 11 月 10 日對 Amazon 發布
之異議聲明（Statement of Objections）255，指出經調查 Amazon 確實利用其
平台上的第三方賣家之非公開業務資料，以嘉惠自己所擁有，並與第三方
賣家競爭的零售業務。而 Amazon 是基於網路市集服務提供之角色，能夠
近用第三方賣家的非公開業務資料，例如訂購和發貨的產品數量、於該市
集所獲得的收益、對各該賣家銷售資訊瀏覽之數量、相關物流資料、賣家
過去的表現以及其他消費者對產品的申訴，包括履約保證（activated
guarantees）等。執委會的初步調查結果顯示，Amazon 零售業務的員工可
以取得第三方賣家之大量非公開資料，而這些資料係以自動化的方式直接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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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整合各該資料，並用以評估其零售價格及商業策略之業務系統，對其
他利用該市集之賣家產生損害。例如，此項機制使得 Amazon 將提供之零
售品項集中於銷售最佳的商品，並根據第三方賣家的非公開資料來調整其
價格256。對此執委會於異議聲明中初步認定，Amazon 使用第三方賣家非
公開的資料，用以避免零售競爭上常見的風險，並利用其於市場上的支配
地位於法國與德國（兩國為 Amazon 於歐盟最大的市場）提供網路市集的
服務，可能違反 TFEU 第 102 條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規定。
（二）藉由資料利用的不透明性進行反競爭行為之可能
至於 Amazon 如何挑選所謂「黃金購物車」
（Buy Box）店家，而前述
的賣家非公開資料分析結果又是否會影響挑選結果，亦為執委員於本案調
查重點。由於黃金購物車主要用途是幫助消費者比較販售同一產品的不同
賣家，加速消費者購買決策。而黃金購物車（Buy Box）257位於 Amazon
產品銷售頁面最顯眼之處，其機制並允許消費者可以直接將該特定零售商
的商品直接加到購物車。而經由執委會調查，黃金購物車於消費者選取之
商品頁面只會出現單一賣家的報價，故保障了極大比例的商品銷售額。
此外，歐盟執委會於 2020 年 11 月 10 日之異議聲明亦指出，將展開第
二階段的正式調查。本階段將調查 Amazon 是否為自家零售商品，以及額
外付費使用 Amazon 提供之物流（logistics）和送貨服務的賣家，提供優惠
待遇（preferential treatment）
。此一調查尤其會關注 Amazon 在選擇「黃金
購物車」優勝者的標準，該獲勝賣家可依據 Amazon 的忠誠計畫（Prime
loyalty programme）向付費用戶（Prime User）提供產品，此是否導致 Amazon
對其自身零售業務，以及使用其物流和送貨服務的賣家形成偏好。另一方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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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調查則將著眼於市集之賣家有效接觸付費用戶的可能性。因為
Amazon 上付費用戶的數量不斷增長，且與非付費用戶相比，他們在
Amazon 上的消費額往往更高，使得這些消費者對賣家而言具有重要性。
故 Amazon 於透過契約取得平台賣家之銷售資料後，如何應用資料以決定
黃金購物車的優勝者，當中是否存在人為操縱的可能，導致決選結果有偏
好 Amazon 自家產品的可能，亦為目前執委會調查之重點。
上述歐盟執委會對於 Amazon 之調查，探討了同時具備銷售商品的「零
售商」
，以及提供個別商店或賣家銷售商品的「網路市集」平台服務提供者
的雙重角色，於契約約定層面可能導致的不公平競爭行為。於黃金購物車
之情況，則相較一般賣家有更強的商業依存關係。個別零售商由於需要仰
賴 Amazon 平台作為提升其銷售機會的管道，為了於網站上取得更好的銷
售位置，毅然加入網站提供的鼓勵政策，以珍貴的銷售資料為對價，獲取
未來更佳銷售量的期待。此部分的問題在於，同時具備中介服務提供者與
水平競爭者之角色，利用其於中介服務之市場支配地位，對於具備經濟依
賴關係之服務使用者簽訂可能導致競爭上不利益之競爭條款的問題，是否
應該被評價，以及該條款若涉及透過不正當或不公平之手段，取得水平競
爭對手之競爭必要資料，是否需要納入不公平競爭規制的問題。而數位平
台的「雙重角色」對於市場公平競爭之影響，已明顯成為國際上重視的問
題。
除了歐盟的調查程序外，美國國會衆議院司法委員會（U.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於 2020 年 7 月 29 日舉辦反托拉斯聽證會，
以 GAFA（Google、Amazon、Facebook、Apple）為核心，探討數位平台
之市場力量對於市場競爭的影響。公聽會當中亦有意見針對 Amazon 因同
時具備「電子商務平台」與「網路零售商」兩種角色之問題，指控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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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賣家銷售資料，協助自家品牌產品發展，球員兼裁判，影響市場競
爭等。對此 Amazon 回應，依據亞馬遜公司法規規定，上述行為是被禁止
的。並指出第三方賣家占亞馬遜所有銷售額約六成，亞馬遜本身與第三方
賣家均因此商業模式獲益茁壯。而 Amazon 此類服務與其他零售大廠 （如
Walmart） 相比，尚未發展成熟，並面臨新創公司如 Shopify 及 Instacart
之競爭（客製化網路商店服務）
。
於公聽會結束後，美國國會眾議院反托拉斯小組委員會（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titrust Subcommittee）隨後於 2020 年 10 月 8 日發布「數
位市場競爭」之調查報告（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
258

，其目的在於：1.紀錄數位市場中的競爭問題；2.檢視具市場支配地位的

公司是否從事反競爭行為；3.評估現有的反托拉斯法、競爭政策和現行執
法，是否足以解決問題。報告中提及，Amazon 在對待第三方賣家時採取
了廣義的反競爭行為（Anticompetitive Conduct）
。Amazon 雖然公開稱第三
方賣家為「合作夥伴」
，其內部文件卻將其稱為「內部競爭對手」
，其並同
時具備電子商務平台營運者和平台上賣家的角色，形成了本質上的利益衝
突，導致 Amazon 有動機利用平台上賣家的資料和資訊，進行反競爭行為。
因此針對目前歐美對於 Amazon 案件之初步調查結果，皆顯示此類具備平
台與賣家雙重身分之公司，可能有能力也有誘因運用其他競爭者利用其服
務所提供重要或關鍵性的競爭相關資料，分析而採取必要的策略，影響市
場公平競爭。

258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titrust subcommittee, “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 at 9-19,
https://int.nyt.com/data/documenttools/house-antitrust-report-on-big-tech/b2ec22cf340e1af1/full.p
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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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用演算法影響搜尋結果排序或透過與合作商之契約，使競爭者喪失
平等的曝光機會
此類不公平競爭行為之個案探討，以前文提及之 Google 三案之一，當
中涉及操縱搜尋結果排序案為探討。Google 被歐盟執委會指控透過操縱演
算法機制，在一般搜尋服務之搜尋結果，透過演算法的介入，降低 Google
Shopping 服務之競爭者的排序，使 Google Shopping 的搜尋結果，能夠在
頁面中以較好的排序與圖文並茂的型態優先顯示。而「一般搜尋」和「購
物比價」是不同的兩個市場，Google 於後者中面臨著許多提供相同服務者
的競爭259。執委會認定 Google 後來的購物比價網站
「Google Product Search」
和「Google Shopping」皆由於 Google 的策略性曝光而呈現高成長率，但這
種作法卻損害了競爭對手的購物比價服務。Google 的行為對於消費者和產
業創新有著負面的影響，這代表使用者無法得到與其搜尋目標最具關聯的
結果，阻礙使用者接觸到競爭對手的服務，也因此扼殺了創新。美國亦同
樣針對 Google 被指控濫用市場力量操縱搜尋結果，以刻意降低競爭對手搜
尋排序，並透過不明確之廣告規則，優惠自家應用服務，打壓競爭對手進
行調查並提出質疑。此可體現於 2020 年 7 月 29 日美國反托拉斯聽證會，
以及數位市場競爭調查報告中，執法機關對於 Google 可能進行有害競爭的
行為所為具體指控。可以看出，如同 Google 之大型數位平台，不當介入排
序演算法之行為，確實形成嘉惠其所屬多角化經營服務，而各該服務競爭
者喪失於相同場域平等曝光與獲取流量資源的機會。因而使得競爭者取得
競爭所需的資料之機會降低，而無法於後續有效進行資料分析與創新應
用，形成市場進入障礙，使其處於競爭上不利的地位。

259

European Commission,Antitrust: “Commission sends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to Google on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5-4781_en.htm,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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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無論是如同 Amazon 的作為，運用契約的方式由必須仰
賴其服務之零售商取得非公開之競爭資料，或透過平台規則或是演算法的
介入讓服務之使用者於相關競爭市場上的競爭地位弱化等問題。實際上關
注的點，在於數位平台此類具備中介性質的資料驅動服務，運用自身的市
場力與競爭資料取得的絕佳地位，施行「自我嘉惠」
（self-preferencing）行
為，所導致的市場上不公平競爭的問題。而其中最為清晰的概念，在於中
介服務的利用者對於該服務的利用，某程度上具備經濟上的依賴，因此即
使透過契約明訂會取得或利用其資料，利益衡量下仍然會同意該契約條款
並參與服務。然而，若中介服務提供者隱匿了部分的資訊，或者是刻意不
清楚說明遊戲規則，而對於自身所屬產品，及中介服務使用者提供之競爭
產品，採取隱藏的差別待遇，將直接造成不公平競爭的狀態，而應由競爭
執法予以介入。也就是說，提升平台交易的透明度，讓對於平台具有商業
依賴性之中小型事業，得以在公開透明的市場環境下參與競爭，應為首要
之務。故包括歐盟、日本等國家，於法制的走向上，皆以提升中介服務或
平台之交易透明度，為目前優先進行的法制手段。

三、 藉由提升線上平台交易透明度，降低不公平競爭之可能
因應數位單一市場策略（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
，歐盟推出數
位競爭政策，考量數位平台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針對不當應用競爭地
位所為之阻礙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行為，當中有針對前述之應用資料政策
或契約條款、利用演算法影響搜尋結果排序或合作商之契約限制，以及資
料利用的不透明性為不公平競爭行為，規範數位平台與使用者間權利義
務，要求數位平台提高因演算法所決定搜尋結果排序之透明度，以保障商
業用戶避免因不公平競爭行為而受有損害，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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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禁止透過契約條款遂行特定不公平行為
歐洲議會於 2019 年 4 月 17 日通過「提升線上中介服務商業用戶的公
平性與透明性規則」
（Regulation on promoting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for
business users of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260，其規範目的即係在應對
網路市集、訂房網站等透過平台提供中介服務之企業，因市場結構性要素
所導致的不公平競爭行為。該規則規範主體為數位平台與其商業用戶，而
數位平台之涵蓋範疇，不僅指涉 GAFAM 等科技巨擘經營的平台，亦包括
規模雖小但對商業用戶具重要議價能力的新創公司（small start-ups）皆涵
蓋之，以保障較無議價能力卻係歐盟經濟的重要支柱的中小企業。
新規則中針對契約條款的部分，禁止上述事業採用特定之不公平行
為，如要求數位平台不得在無明確理由或未提供申訴可能性之情況下，暫
停或終止賣家使用者之帳戶，即禁止臨時且無理由的暫停帳號使用權利；
以及平台利用之相關條款與條件，需易於取得且以簡明易懂之文字書寫，
當條款與條件有所變更時，數位平台須在 15 天之前通知，使賣家得即時調
整業務，並須視業務調整之複雜度，適時延長通知期間。
（二）揭露數位平台的資料利用機制，令使用者可知悉相關風險
針對平台運用不透明的資料利用機制，造成使用者於資訊不對稱的情
況下，承擔無法預期之風險而造成其權益損害之部分，此規則特別針對提
升數位平台透明度進行規制，重點項目包含（1）確保排序透明化：為利平
260

European Commission,“Digital Single Market: Commission welcomes European Parliament's
vote on new rules to improve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of online platforms,”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TATEMENT_19_2160,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0; European Commission, “Online platforms: new rules to increase transparency
and fairness,”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online-platforms-new-rules-increase-transparen
cy-and-fairness,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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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賣家就其商品或服務進行適度的優化，市集平台與搜尋引擎須揭露其
排序商品或服務的主要參數；
（2）強制揭露數位平台的部分商業行為：由
於部分數位平台兼具市集服務提供商和市集上賣家之角色（雙重角色）
，為
維護公平競爭的環境，要求數位平台全面揭露任何可能嘉惠自家產品的優
勢。此外，該類數位平台還須揭露所蒐集之資料及使用方式，尤其是否與
其他商業夥伴共享之資料。當涉及個人資料時，須適用一般資料保護規則
（GDPR）
。此外，數位平台須設置紛爭解決機制，建立申訴處理機制以對
商業用戶提供適當協助。並可透過產業公會之力量，協助落實新規則，賦
予產業公會有權能對違反規則之數位平台提起告訴，以降低賣家對平台報
復行為的恐懼，並降低個別賣家的訴訟成本。
以上新規則之訂立，彰顯歐盟已意識到大數據環境下運用演算法與資
料分析取得競爭優勢或締約能力之網路中介服務提供者，對於依賴其平台
服務獲取或提升商業機會或利益的事業具有高度的影響力。此類中介服務
提供者可能憑藉經濟上的地位，迫使服務使用者接受不公平的契約條款，
要求提供不合理的交易對價，應用演算法的不透明性或不當的資料利用，
進行自我嘉惠的作為。因而有必要要求數位平台揭露其演算法之主要參數
和部分商業行為，以確保公平競爭。
又歐盟經過對於數位平台經濟的觀察，分析資料在數位經濟中的重要
性後，基於大型科技公司累積了大量資料，可能阻礙資料於跨機構間共享，
擬提出「數位服務法案」
，
（Digital Services Act）
，以確保市場的開放與公平
和促進資料之跨機構流動。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於 2020 年 10
月提出一份針對「數位服務法案」所涉及之基本權利報告（Report on the
Digital Services Act and fundamental rights issues posed）261，點出數位服務提
261

European Parliament, “Report on the Digital Services Act and fundamental rights issues 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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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者，應提高其資料應用之透明度，讓使用者明瞭接受服務所可能面臨的
風險並避免歧視，保持對演算法正當使用，避免人為的不當操作。如當中
第 20 點，提出個別使用者理解和運用（navigate）複雜的資料生態系統之
實際能力極為有限，尤其難以確認其是否是以與其他用戶相同的條件接受
訊息和使用服務，因此建構透明度和非歧視的原則，應作為「數位服務法」
的核心。又第 21 點指出「數位服務法」的目標在於促進數位環境方面的高
度透明，確保線上服務的運作和不受歧視；強調數位平台除了須遵循現行
隱私保護和個人資料監管要求外，還必須確保演算法的合法使用。因此，
該法案呼籲委員會以電子商務指令為基礎，明確規定服務提供者的責任，
以解決其用戶所面臨的風險並保護其權利，並規定演算法的透明性和可解
釋的義務，並對違反上述義務課予處罰262。
繼歐盟 2019 年通過「提升線上中介服務商業用戶的公平性與透明性
規則」後，日本於 2020 年 6 月 3 日公布「特定數位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提
升相關法律」
（特定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の透明性及び公正性の向上
に関する法律）263。有鑑於近年資訊通訊技術領域一再革新與發展，透過
資料的活用促進創新產業的形成，造成社會經濟結構產生全球性變化，並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A-9-2020-0172_EN.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09.
262
Insists that the Digital Services Act must aim to ensure a high level of transparency as regards
the functioning of online services and a digital environment free of discrimination; stresses that,
besides the existing strong regulatory framework that protects privacy and personal data, an
obligation for online platforms is needed to ensure the legitimate use of algorithms; calls, therefore,
on the Commission to develop a regime based on the e-Commerce Directive that clearly fram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service providers to address the risks faced by their users and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and to provide for an obligation of transparency and explainability of algorithms, penalties to
enforce such obligations, the possibility of human intervention and other measures such as annual
independent audits and specific stress tests to assist and enforce compliance.
263
特定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の透明性及び公正性の向上に関する法律，
法律第三十
八號（令二・六・三）
（2020）
，
https://kanpou.npb.go.jp/old/20200603/20200603g00109/20200603g001090000f.html，最後瀏覽
日期：202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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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數位平台264扮演的角色及重要性與日俱增，故於法制的思考層面，將
前述數位平台之爭議案件之特性加以歸納，提出三種不公平競爭的態樣
265

：1.不當利用使用者或網路市集上的賣家資料，進行資料販售或推出同

類型商品，進行不公平競爭；2.變更契約中交易條件，可能透過提高手續
費、強制要求使用新服務等規章變更，透過正常商業習慣變相導致使用者
蒙受不利；3. 對自家公司或相關公司之給予特殊待遇，任意操控搜尋演算
方式，讓自家或相關公司販售的產品呈現在較前面的順位，透過運用對自
我有利的行為，妨礙競爭者與消費者之間交易。因此有必要透過獨占禁止
法來更正個別違法案例，禁止拒絕交易、搭售、妨礙交易、濫用優勢地位
等不公平交易方式。透過透明化法案之制定，使巨型資訊科技企業擔負揭
露相關交易條件的義務，增強用戶利益，以促進經濟和社會活動之持續發
展。
此一規範之目的係期望促進數位平台提供者的自主性，以提升數位平
台的透明性與公平性。而其所欲保護的對象，則包括「商品與服務提供者」
和「一般使用者」
。例如於該法第 5 條規定，要求數位平台對使用者提供資
訊，必須以促進使用者理解的條件下提供，並區隔其對象為「商品與服務
提供者」或「一般使用者」
，而要求不同的揭露事項。其中涉及本節探討之
排序介入，以及對於所取得資訊之使用問題（如何使用，或是否用於分析
競爭利益等）
，特別要求：1.涉及透過特定數位平台所提供的服務以接收服
務時，對於一般使用者運用該平台之搜尋功能取得商品資訊，必須告知決
定商品順位所使用的主要條件（包含是否支付廣告宣傳等費用給特定數位
264

本法令提及的「數位平台」
，意指多數使用者預計以電子計算機架構進行資訊處理，透
過該媒介提供商品、服務或權利，常態呈現該商品相關資訊，讓多數人透過網路及其他高
度資訊通訊網路來提供服務的內容。
265
特定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の透明性及び公正性の向上に関する法律案の概要，
https://www.meti.go.jp/press/2019/02/20200218001/20200218001-1.pdf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2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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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提供者，以及對商品順位產生影響之其他可能性）
；2.該特定數位平台
提供者取得商品資訊（例如，平台上之商品或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商品業
績，或其他資訊）與使用前開資訊時，需交代該資料的內容、取得過程或
其他利用之條件；3.商品與服務提供者可向特定數位平台提供者，取得其
保存之商品資訊，或是特定數位平台是否能將持有的商品資訊，提供給他
方。若商品資訊是屬於可提供或可取得的內容，需要釐清相關方式與條件
等。即適度的回應前述關於平台介入排序演算，以及如何利用取得資料之
相關疑慮。

第三節 小結
資料驅動的數位平台因網路效應、規模經濟等效果而取得跨國性的高
度市場占有率，其運用大數據分析與演算法的交互作用，透過多角化經營
之跨市場操作，合縱連橫而形成日益龐大的經濟鏈結。也因為複雜的市場
關聯，以及資料匯集、分析、演算等交互運作，促使此類具中介性質的服
務型態，能夠拓展出極大的市場力，而為消費者或中小型事業所仰賴。然
而亦因而導致具關鍵經濟地位之數位平台，有能力透過演算法或相關資料
策略操控市場的運作，而對於同時利用其服務，並於多角化經營市場具備
水平競爭關係的競爭者，施以違反競爭公平性之市場介入行為，使得其得
以持續維持市場上的支配力，並獲取不當的經濟利益。
本章討論到的 Google 與 Amazon 案，皆是透過數位平台的經營型態，
搭配資料、演算法之技術，型塑其競爭優勢。不過在 Amazon 案，Amazon
係透過契約方式取得競爭對手的商業資料，並運用該資料以提升 Amazon
自身商品或服務的競爭力。而在 Google Search（Shopping）案，Google 本
身扮演中立之搜尋引擎服務提供者，也同時透過與搜尋服務的整合，提供
購物比較服務，與其他購物比較服務網站進行水平競爭。而其是透過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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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則的調整，使其他購物比較服務平台出現較差的排序，此一作法並非
與競爭購物比較服務個別簽訂相關的契約的狀態，而是單方操作演算法之
規則，讓網頁狀態符合該規則之競爭者，排序皆因而下拉。
此類因數位平台等資料驅動市場之中介服務提供者，運用雙重（甚至
多重）身分取得之資源與市場力，進行自我嘉惠行為，而導致市場競爭之
不公平的狀態，就我國公平交易法而言，尚無直接可適用的條文。而需要
評估是否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之顯失公平情形。惟此處應如何界定正當
商業競爭策略與不公平競爭之差異，如何判斷公權力介入私法行為之時
點，以及是否僅針對個案中包含具備市場獨占地位，或相對市場優勢地位
事業之情形，未來皆有可以再探討的空間。
公平交易委員會為明確化與類型化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之概括規範，
訂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
。其中
第五點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考慮事項，包含「交易秩序」之定義266
與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考量要素267。又於第七點規範判斷顯
失公平之考慮事項，即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者，其
中與本處相關之例示行為類型可能包含：

266

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可能涉及研發、生產、銷售與消
費等產銷階段，其具體內涵則為水平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
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
267
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可考慮之要素包含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
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行為、有無
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
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糾紛與爭議解決資源之多寡、市場力量大小、有無依賴性
存在、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等。又損害以對於市場交易秩序具有威脅即為已足，不以其對
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至於單一事件、非常態性發生之交易糾紛，原則上屬民
事救濟事項，而無本條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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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損害競爭對手為目的之阻礙競爭：如進行不當商業干擾、以公開方
式，散布競爭對手侵權之訊息等（第一款）
；
二、 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如攀附他人商譽，使人誤認兩者屬同一來源或有
一定關係、抄襲他人建置之網站資料以作為自身網站內容等（第二
款）
；
三、 不當利用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如利用交易相對人對其在經濟上依賴
性，而不具有足夠且可期待之偏離可能性，遂行濫用其市場地位之行
為，包含不當要求交易相對人事後接受變更之交易條件、阻礙權利行
使、要求提供與交易無關之敏感性資訊等（第四款）
；
四、 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如未提供交易相對人重要資訊、未給予合理
契約審閱期間等（第五款）
。
對於前述顯失公平之行為，有學者將第 1 類和第 2 類的行為歸類為不
符合商業競爭倫理，即利用他人努力，推廣自己商品或服務的行為；將第
3 類和第 4 類歸類為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對於交易資訊較高之掌握度，
或利用交易相對人對其高度依賴關係，從事不公平交易行為268。
又有學者自另一角度闡述何謂「不公平競爭行為」269，指出不公平行
為是市場競爭的產物，會隨著商業活動的變化而持續推陳出新，所以無法
單從定義去涵蓋所有不公平行為。另，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僅規
定：
「事業不能以不公平競爭方法，不公平或欺罔行為從事或影響商業活
動」
，則未對不公平行為加以定義。

268

陳櫻琴、李憲佐、蘇敏煌，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概括條款之檢討」
，公平交易季刊，
第 10 卷第 2 期，133（2002）
。
269
劉孔中，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研究」
，公平交易季刊，第 2 卷第 3 期，24-27（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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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公平行為可分為對「消費者」的不公平行為和對「競爭者」的不
公平行為，其中對於「競爭者」的不公平行為方面，誠然每種競爭行為都
會對競爭對手產生侵害。惟法律所禁止的係不以較有利的價格、數量、品
質、服務或其他條件與競爭對手競爭之「不公平競爭手段」
，此種方式將使
事業喪失以有利的價格、數量、品質或服務進行競爭之誘因，遂無法發揮
市場機能。
因此就 Google 與 Amazon 案而論，此類行為似有可能觸及我國公平交
易法第 25 條，因利用交易相對人資訊不對稱之情形，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
法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者270。然而，現階段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
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當中，關於所謂資訊不對稱之行為，
尚未明列此類行為。若要使適用上更為清楚，未來或可對於「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稍作補充。例如於利用
資訊不對稱行為部分，納入數位平台未告知利用平台服務之事業關於蒐集
其資料之用途，尤其是否可能用於與該使用者產品競爭之相關事項等。或
運用演算法進行資料分析或服務提供之事業，未告知其演算法基本運作與
交互關聯，而不當操控演算法影響公平競爭等。
針對此類議題，歐盟、日本已建立相關政策規範，要求數位平台此類
中介服務提供者，於應用演算法或資料進行競爭行為，應負擔相應的揭露
義務，包含演算法對排序結果的透明性和可解釋性，使平台上的使用者可
瞭解其可能遭遇之各類風險等，以及要求平台適度揭露相關交易條件，禁
止單獨變更契約中交易條件，而對自家公司或相關公司施以特殊待遇（自
我嘉惠）
，並避免其不當利用線上使用者與平台上賣家的資料，進行牟利或
270

我國公平會公處字第 106084 號處分書，指出公司未經他事業同意，逕自擷取使用他事
業租屋 網站出租物件資訊，作為自身 App 之內容，以此招攬使用者下載、付費購買加值
服務、銷售廣告版位等商業交易行為，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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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競爭上之優勢，造成使用者權益受損或阻礙競爭者公平競爭之機會。
於美國眾議院「數位市場競爭」之調查報告亦提及，大型科技公司隨著資
料的累積，有可能提早偵測到潛在競爭者的威脅，並透過限制競爭或不公
平競爭之手段扼殺其發展。以本研究第二章之整理可知，我國資料驅動市
場環境，相關產業為發展中的狀態，對於國際大型數位平台等中介服務，
與日本及歐盟國家之產業類似，具備某程度的依賴性。故未來法制政策面
向，得考量先行補充「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
處理原則」
，再行評估是否參酌歐盟與日本的操作，否建立對於資料驅動之
網路中介服務提供者（數位平台）
，建立促進其運作之透明化與公平性之相
關規範，優先保障相關產業得於資訊對等、透明的環境下，參與市場運作
與競爭。至於上述規範是否如同歐盟或日本以專法規制，或於現行公平交
易法不公平競爭一章納入規範，則可再為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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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資料驅動競爭之法制界線
第一節 競爭法與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執法界線
一、 前言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1 條明文公平交易法之立法意旨為「維護交易秩序
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安定與繁榮。」
，雖然各國
對於市場競爭之相關立法，體例各有差異，對於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之理
念，以法制的介入維持市場的有效競爭，進而達到保障消費者權利的效能，
應為各國皆重視的法制內涵。顯見企業以限制或排除競爭者競爭之行為，
壟斷市場而得任意提高價格，嚴重侵害消費者權益之現象，為競爭法上需
要高度重視之問題271。然而，本研究前述探討之個案，包括 Google 或
Facebook 等資料驅動之數位事業，其主要核心業務通常為免費的型態，透
過免費服務而大量獲取使用者之個人資料，故其限制或排除競爭者競爭之
行為則時常並非與價格相關聯。
此類大型數位服務提供者，運用大數據、資料分析與創新服務，於國
際上取得跨國性的市場支配地位，其龐大的經濟實力以及幾近得以任意左
右市場走向的能力，早已吸引各國競爭主管機關的目光。之所以於晚近更
受到注目，在於其可藉由多角化經營的操作，搭配行動網路發展下之各類
通訊、應用程式與定位技術的應用，蒐集更大範圍且多元的使用者資料。
同時透過使用者單一帳號之整合，得以對所有用戶建構完整且即時更新之
個人側寫（profile）
，再透過統整之用戶側寫精準的策劃或提供個人化的服
務（包括目標式的廣告）
，以獲取龐大利益。而由於所涉資料多數為個人資
料，故對於個人資料的蒐集與利用，必然受到服務所及之各國個人資料保

271

陳琪，
「美國反托拉斯法簡介」
，公平交易季刊，第 1 卷第 4 期，45-66（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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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制的規制，對於歐盟而言，即為 GDPR 之規定。然而，具備市場支配
地位之資料驅動相關數位事業，運用大量蒐集之個人資料，透過大數據分
析對市場施以限制競爭之行為，若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或其併購具個
人資料密集性之事業，而可能引發資料集中或資料壟斷之議題時，則涉及
競爭法之執法。
然而，具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採取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作為，
蒐集與利用個人資料，是否屬於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行為？屬於個人資料
集中度高之資料驅動相關事業若進行結合，其結合是否可能導致個人資料
的整合、集中、產生目的外的利用，或結合事業是否可能為了利用受併事
業具競爭價值之個人資料而透過技術或隱私條款的改變，改變服務的品質
而損害使用者之權益？或因所涉事業之市場力，形成對使用者之鎖定效
應，造成使用者必須同意違反個人料保護法之約款等問題。是否產生個人
資料保護法與競爭法規範重疊？或互補？或應如何進行執法界線之劃分等
問題，因 2019 年德國卡特爾署以 GDPR 關於當事人同意之規定為基準，
對 Facebook 作成之濫用市場地位裁罰處分，而觸發更大的爭論。
此一議題於國際實務尚未有具體的定論，而由本研究第四章之整理，
德國卡特爾署的處分基準，於杜塞道夫邦高等法院、及聯邦最高法院亦有
不同的看法。而涉及個人資料集中之相關事業結合案，是否應將隱私或個
人資料保護議題納入評估，隨著時間的經過，執法機關於個案的判斷，或
審查基準的調整，亦有不同的看法。故以下將以本研究主要關注之個案為
基礎，萃取其中主要的議題進行整理與探究，作為後續持續關注此一議題
的參考。

二、 競爭法與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適用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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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於 2018 年正式施行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
，於第 4 條
第（11）款及 7 條，明定資料控制者須事先獲得當事人「明示同意」
，始得
蒐集、處理或利用當事人之個人資料，且同意必須以充分認知且自主（freely
given）為前提，屬資訊自決權的展現272。除此之外，GDPR 亦針對數位環
境的特殊性，針對資料可攜權（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
、資料刪除權（Right
to be Erasure）或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
、資料近用權（Right to
Access）以及對應自動化決策演算法之保障等事項加以規範。此外，並於
第 5 條提示了個人資料處理的六大原則，包括（1）適法、公平、透明原則
（lawfulness,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2）目的限制原則（purpose limitation）
（3）資料最少蒐集原則（data minimization）
（4）正確性原則（accuracy）
（5）儲存限制性原則（storage limitation）
（6）完整性與機密性原則
（integrity and confidentiality）
，貫穿 GDPR 之規範，而須由資料控制者所
遵循。
這些新興權利及對個人資料處理之原則，實際上關注了許多於數位市
場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其落實亦可能影響資料驅動產業憑藉資料優勢可能
取得的市場力。第四章提到的 Microsoft/LinkedIn 案，執委會即提及 GDPR
的生效，可能提升使用者對於資料的控制性，進而造成結合事業近用資料
之障礙提升273。例如資料可攜權的設置，即可能讓使用者得以自由轉移其
個人資料，是否將使得過往認定使用者會因為資料移轉的成本而降低使用
者多棲的看法，因資料可攜的運作，而於個案上應有不同的評價等。因此
資料驅動之數位服務提供者對於個人資料法律遵循之相關作為，即可能對
於其市場力有所影響，而其違反是否亦須納入競爭個案的審理，或於部分
個案是否得以作為濫用市場力的判斷基準，或如何納入判斷等，皆有探討
272
273

GDPR, Art.4 (11), 7.
“Microsoft/LinkedIn,”para.178, at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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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
Facebook 此類資料驅動事業，通常無需與用戶進行正式有償交易，即
可透過與使用者之直接互動或透過在網站之 cookie 等方式取得極有價值之
使用者資料。又因此類大型資料驅動數位事業，透過免費服務為手段使之
擁有大量之活躍使用者，本身並已具備高度的大數據分析能力，得以對於
取得資料進行價值創造，以獲得最大的利益。例如，可用以精進目標式廣
告服務，進行服務改善與創新，或為使用者提供個人化的服務等274。而如
同德國 Facebook 案卡特爾署的調查顯示，由於 Facebook 社群網站的特性，
其高度的網路效應，亦會使得使用者移轉至其他服務的成本增加，形成「鎖
定效應」（lock-in effect）275，讓使用者於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必須同意
Facebook 違反 GDPR 之約款。而這樣的情境是否構成濫用市場地位之限制
競爭行為276，必須探討個人資訊自決權與競爭法保障之核心法益間的關聯
性，以決定個人資訊自決權之侵害是否應落入競爭法個案判斷之範疇。
為更細緻分析競爭法與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執法界線，以下將就資料
驅動事業關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違反與競爭法執法作個別議題探討。
（一）具支配地位事業蒐集個人資料定型化契約條款「同意」問題
有論者提出個人資訊自決權與創新能力、產品、服務品質等，於市場
上同屬「非價格」競爭因素。即於個人資訊自決權受市場上具支配地位事
業之行為而產生負面影響，該支配地位事業可能被認為有限制競爭行為，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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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競爭法規範277。歐盟數據保護委員會（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於 2018 年 Apple 與 Shazam 之結合案中，即認定個人資料保護為競爭法上
判定濫用市場地位及結合審查時應考慮之重要因素278。本研究前述提及之
德國卡特爾署於 2019 年對 Facebook 作出之裁罰處分亦將 GDPR 與
「同意」
相關之規範納入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 條第（1）項剝削性濫用之評估。
而歐盟與德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並未禁止事業透過關係企業或第三方商業
工具蒐集用戶個人資料，惟依法須取得用戶明示之同意。而卡特爾署認為
Facebook 並未向資料擁有者取得 GDPR 第 6 條第（1a）款之有效同意 ，
因為於 Facebook 用戶對於服務條款的同意，僅是為了成功與 Facebook 訂
定契約並使用服務。蓋 Facebook 於德國市場占有率極高，造成用戶即使知
悉隱私權侵害之風險，仍不願選擇其他提供類似服務之資料驅動事業。故
用戶同意 Facebook 使用條款乃係 Facebook 市場優勢地位之結果，並不能
被認為係屬 GDPR 規範下的自主同意，符合限制競爭法第 19 條第（1）項
剝削性濫用之要件279。學者 Anne C. Witt 同意卡特爾署之看法，認為用戶
之所以不閱讀服務條款乃係因 Facebook 市場支配地位過強，即使閱讀服務
條款，用戶仍須同意其進用其個人資料始得使用 Facebook 此一於德國有大
量用戶之網路平台服務280。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今年 6 月對本案作出之決定
亦認為 Facebook 服務條款未給予用戶足夠之選擇權，用戶只能同意
Facebook 取得大量個人資料以獲得「個人化的使用經驗（personalised
experience）
」
，或選擇不使用 Facebook 提供之服務，故此「同意」應為違
法之同意281。此一看法與日本 2019 年 12 月發布之「數位平台與提供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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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消費者間交易上關於濫用優越地位之獨占禁止法思考方向」中關於「濫
用優越地位」之見解相同，消費者對於資料驅動事業提供之服務，有「不
得不接受」之情形者，該資料驅動事業即具備「優越地位」
。而所謂消費者
「不得不接受」之情形係指不存在提供相同或替代服務之其他數位平台業
者、放棄利用該服務事實上有困難、或提供該服務之數位平台得自由左右
交易條件，因而有同意該事業服務條款之「交易必要性」
。若資料驅動事業
具備有上述三項條件，又被認定為不當取得或不當利用個人資料，即構成
優越地位之濫用282。
具支配地位事業蒐集個人資料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同意」爭議並非只
出現在德國。歐盟消費者保護合作網 路（EU Consumer Protection
Cooperation Network）於 2018 年即有作出 Facebook 服務條款語意模糊不
清之裁示。義大利反托拉斯主管機關亦於 2018 年 11 月因 Facebook 之多項
政策，包括其提供消費者之資訊不夠清晰及濫用用戶之資訊，違反義大利
消費者保護法多項條款，而對其祭出 1,000 萬歐元之罰款283。
反方之論述則可約略分為二類。第一類為德國 Facebook 案杜賽道夫邦
高等法院之見解，認為用戶完全未因 Facebook 資料蒐集政策而受到經濟上
損害，亦完全未因 Facebook 資料蒐集政策喪失其對個人資料之控制權限。
用戶對 Facebook 資料蒐集政策之同意建立在用戶本身之自主判斷，未受到
Facebook 市場支配地位之影響，用戶係在一完全自主之情況下同意資料控
制者蒐集其資料。即使有用戶不願花時間閱讀服務條款，並不影響其同意
服務條款此一事實。第二類為行為經濟學上之「隱私權悖論（privacy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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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ox）
」概念。隱私權悖論係指消費者往往表示非常重視其個人資訊自
決權，但在使用網路時，為獲得方便之網路服務等原因，往往非常容易即
同意業者取得其個人資料或特種資料之一種矛盾現象。於德國 Facebook
案之情境下，即指許多 Facebook 用戶並未多考慮或甚至從未仔細閱讀
Facebook 資料蒐集政策即逕行同意 Facebook 條款之情形。而此種現象造
成資料驅動事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以致侵害消費者權益之因果關係更難
以被建立284。
隱私權悖論此一現象在行為經濟學界已有大量討論，但其背後原因一
直眾說紛紜。有認為個體通常無法在對隱私權相關之問題作出完全理性之
選擇，因為隱私權相關之問題時常會有提供之資訊不完整、自我約束及其
他心理學上相關之偏差因素。另有一派學者認為，特定資料驅動事業已在
用戶社會生活占有重要地位，故即使知悉權有受事業侵害之風險，用戶仍
會同意事業蒐集其個人資料285。無論採取何種解釋，可確定者為消費者之
習性一向相當多元，不同消費者對其個人資料為資料驅動事業利用之接受
程度與重視程度不同，難以一概論定大量蒐集個人資料之定型化契約條款
之法律效果。
（二）基本權利之侵害可否構成「傷害市場競爭」之理由
如前所述，
「基本權利（於本脈絡下為個人資訊自決權）
」是否適合列
入判定是否具市場競爭優勢之考量因素之一眾說紛紜，而此一議題牽涉到
個人資訊自決權是否為競爭法之規範核心之問題。有論者認為個人資訊自
決權與產品、服務品質、創新能力等同屬市場上「非價格」競爭要素。故
資料驅動事業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行為，自有可能構成不正競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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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違反競爭法。反對此一論述者認為若將個人資訊自決權納入競爭法上
判斷限制競爭行為之考量要素，可能陷入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制即違反競
爭法之滑坡謬誤286，反造成競爭法規範範圍過渡擴張287。
於德國 Facebook 案之脈絡下，卡特爾署處分認定 Facebook 資料蒐集
政策是否構成競爭法上限制競爭行為，侵害消費者權益時，並未考慮消費
者「經濟」上之權益是否受損，而係以基本權利之角度切入。卡特爾署認
為 Facebook 利用定型化契約條款蒐集大量用戶資料，侵害用戶之個人資訊
自決權，而個人資訊自決權均為 GDPR 與德國聯邦憲法所明文保障之基本
權利288。上訴審杜賽道夫邦高等法院則認定用戶同意 Facebook 服務條款為
用戶個人權衡之結果，與市場力無關，故用戶自無因同意 Facebook 服務條
款喪失對其個人資料之管控，消費者權益並無受侵害。
換言之，依照卡特爾署之見解，GDPR 並無將執法機關限縮為資料保
護主管機關，競爭法主管機關仍可以 GDPR 之規範為依據，評估具支配地
位事業行為之妥適性。對於此問題，聯邦最高法院則認為若市場支配地位
者之行為導致市場競爭弱化，形成對消費者之鎖定效應，仍構成剝削性濫
用，非僅為 GDPR 資訊自決權層次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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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亦有相反論點，例如學者 Justus Haucap 即認為，Facebook 蒐集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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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反而能更有效率依據用戶喜好提升其平台之品質，實係對消費者有利
之競爭作法290。執此一論點者認為卡特爾署認定 Facebook 資料蒐集政策構
成剝削性濫用之推論中，完全拋棄競爭法上判定剝削性濫用之標準（因果
關係之論證等）
，僅以基本權利之侵害作為理由。若認定個人資訊自決權為
競爭法上非競爭因素將使限制競爭行為之判定陷入滑坡謬誤。意即資料驅
動事業任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行為，違反競爭法，可能造成競爭法
主管機關毋須考量構成限制競爭行為之其他要素，且過度擴張競爭法範圍
與競爭法主管機關權能291。然而，此一拋棄競爭法上判定標準，完全依賴
基本權利是否受侵害之推論過程，已逐漸出現於歐洲部分國家之法院，而
此一新趨勢背後實有美歐間對於資料競爭政策角力之相關考量。換言之，
有學者認為歐洲國家僅以基本權利侵害作為構成限制競爭行為之理由，乃
歐洲國家為平衡特定美國資料驅動事業於歐洲市場之優勢之結果，過度擴
張競爭法適用範圍，而非真正考量市場地位之要素292。
換言之，反對論者認為濫用市場地位與基本權利是否受侵害為不同層
次之問題。以德國 Facebook 案為例，GDPR 之規範重點在於「資料控制者
與用戶地位不平衡」
，但資料驅動事業之市場支配地位不代表一定具備與用
戶間不平衡地位。不平衡地位取決於二者之契約關係與用戶本身之狀態，
而非資料驅動事業之市場地位。資料驅動事業即使無優勢地位，仍不代表
其商業模式即符合 GDPR 之規定。此一論述較接近杜賽道夫邦高等法院之
見解，即審查 Facebook 等資料驅動事業是否構成競爭法上剝削性濫用，應
證明行為與濫用市場地位間造成市場弱化間之因果關係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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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支配地位事業採用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定型化契約，與濫
用市場支配地位間之因果關係
認定具支配地位事業定型化契約條款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制後，如何
將此一事實與「濫用市場地位」之結果建立合理之因果關係為另一重要議
題。個人資訊自決權之侵害是否落入限制競爭行為之範疇一向爭議極大。
前述學者意見認為個人資訊自決權與產品、服務品質、創新能力等同屬市
場上「非價格」競爭要素。故資料驅動事業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行為，
自有可能構成限制競爭行為。但此行為與限制市場競爭結果間之推論亦為
學理上爭議所在。
以德國 Facebook 案而言，若主要的指控在於 Facebook 的剝削性濫用
議題，則證明行為上的因果關係將有其必要。而也只有具備市場力，才能
夠讓具支配地位的事業落實所提出的條款與條件。此一原則並貫穿德國限
制競爭法第 19 條之規定，當然也包括同條第（1）項的一般原則。而即使
具支配地位之事業並未運用其市場力促使其他市場參與者實施特定的作
為，而僅是運用其已存在的市場力透過特定濫用行為，強化其市場地位或
弱化市場競爭結構，亦會構成濫用市場地位。卡特爾署及杜塞道夫邦高等
法院亦均同意個人資訊自決權之侵害與競爭法之違反間須存在因果關係，
惟於本案中二者對此因果關係之存在有不同見解。卡特爾署認為，Facebook
並未給予用戶協商其個資使用條款之機會，用戶若不願意 Facebook 使用其
於 Facebook 旗下其他應用程式蒐集之個資，只能拒絕使用 Facebook 服務
（take-it-or-leave-it）
。此種「非自願決定」之同意即表現出 Facebook 之市
場支配地位294，因僅有具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始可能對用戶有此種影響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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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遺憾的是，卡特爾署並無對此一「規範因果關係（normative causality）
」
提出任何實徵證據295。
杜塞道夫邦高等法院則認為，卡特爾署並沒有充分的證明本案市場力
與濫用市場力間因果關係的存在。對於消費者的剝削性濫用與弱化競爭結
構之不同之處，在於剝削消費者未必會導致損害市場的結果，因為該行為
是由具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所主導。對於消費者施以不適當的契約條款或
條件，並不當然證明該行為會產生強化事業之市場地位或弱化市場競爭結
構的結果，必須證明其行為也同時導致市場參與者之競爭選擇受到負面的
影響，方能構成此處規制之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惟卡特爾署於本案並未證
明若 Facebook 無市場支配地位，即無可能蒐集大量用戶資料，無法證明用
戶接受爭議性條款與 Facebook 市場地位間之因果關係296。並沒有任何證據
顯示，歐盟執法機關可以依據 GDPR 之規定證明競爭法所規範的因果關
係。
聯邦最高法院對本案則無對因果關係之審查多作著墨，但今年 9 月德
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 條 2020 年第十次修正之新法，係採取卡特爾署
「規
範因果關係」之見解。資料過度集中、資訊不對等以及用戶「隱私權悖論」
等現象於資料驅動市場，均可能構成剝削性濫用297。
（四）事業結合之審查
學者 Kellezi 認為，相較於調查社群平台是否濫用其市場優勢地位，透
過結合審查更能避免擁有大量用戶資料之事業因結合，使資料產生集中化
或發生其他資料壟斷或不利資料驅動之競爭的問題，且結合審查為競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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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根本的權限，其過程當中針對涉及個人資料之議題進行符合審查目
的之操作，正當性亦較不被質疑，亦更能有效防止市場優勢地位之濫用298。
歐盟資料驅動事業結合案最具代表性者為本研究第四章提及之
Facebook/WhatsApp 結合案，並為執委會所許可。許可理由為 Facebook 與
WhatsApp 並非密切競爭對手，且消費者於市場上仍有許多替代方案可供
選擇，於所涉資料層面，市場上亦有許多不受結合事業控制的資料可供競
爭者取得與利用。此一結合案之結果造成學界相當多之討論，許多歐洲國
家於結合案後亦有許多監管之動作，包括德國卡特爾署於 2016 年對
Facebook 展開剝削性濫用之調查，以及義大利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2017 年
對 WhatsApp 三百萬歐元之裁罰，理由為 WhatsApp 強迫用戶與 Facebook
分享其個資。
於本案當中，執委會認為 Facebook 為一提供於社群平台及手機應用
程式上社群交流、照片及影片分享、廣告空間及用戶間相互通訊之資料驅
動業者，WhatsApp 則僅提供用戶間相互通訊，無提供廣告空間。對於二
者之結合，執委會以「功能（functionality）
」為基礎界定相關市場：消費
者通訊服務市場（consumer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社群網路服務市場
（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以 及網路廣 告市 場（ online advertising
services）
，並對三個市場分別分析 Facebook 與 WhatsApp 結合有無可能造
成市場壟斷之情形。
於消費者通訊服務市場方面，執委會認為由於新興通訊軟體不斷推陳
出新，消費者通訊服務市場變化革新非常快速。Facebook 與 WhatsApp 二
大資料驅動事業雖在歐盟有相當高之市場占有率，用戶仍有如 LINE、
Viber、Threema、Telegram、Snapchat、Skype、Wechat 等通訊軟體得以選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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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且消費者選擇其他種類之通訊軟體幾乎不須消耗任何成本，故認定二
者水平結合對於通訊軟體市場不致出現過大影響。惟執委會並無考量轉換
使用之通訊軟體對消費者而言可能實益極低，轉換之過程並非執委會所想
像之容易299。
於社群網路服務市場方面，執委會認為 WhatsApp 僅供使用者進行快
速通訊，無法讓使用者建立個人資料檔案，且並不提供動態資訊分享或其
他類似社群網站之資訊發布服務，故 Facebook 與 WhatsApp 於社群網路服
務市場並非水平競爭事業，因此二者結合無壟斷社群網路服務市場之問
題。另外，執委會並指出 WhatsApp 用戶中有一部分已同時為 Facebook 用
戶，故二者之結合並不會使 Facebook 用戶資料搜集更為集中。惟執委會於
此處並無考量社群網路服務與消費者通訊服務之界線已愈漸模糊，主因為
各社群網路服務均有開發傳統訊息、影片、音檔、照片傳輸之功能（如
Facebook Messenger）300。
最後，於網路廣告市場方面，如前所述，Facebook 從社群網路用戶蒐
集資訊分析後，協助廣告業者對個人用戶精準投放廣告。WhatsApp 則完
全無任何廣告空間，純粹提供使用者進行通訊。與社群網路服務市場之判
斷相同，執委會認為 Facebook 與 WhatsApp 於網路廣告市場並非水平競爭
者，因此二者結合無壟斷網路廣告市場之問題。至於 Facebook 使用自
WhatsApp 蒐集而來之個人資料以增加廣告收益問題問題，執委會評估當
事人提供之說明，包括雙方在用戶識別上作法歧異，無法直接將 WhatsApp
之用戶資料與 Facebook 用戶資料比對，須由使用者手動整合之訊息，認
為兩個平台於技術面的整合有其難度，且執委會認為，即使 Facebook 確實
299

Vicente Bagnoli, “Questions that Have Arisen since the EU Decision on the WhatsApp
Acquisition by Facebook,” III 1 Market and Competition Law Review, 15-51(2019)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576051,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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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hatsApp 用戶之個人資料，市場上仍存在多個非由 Facebook 控制之
社群網路服務市場供消費者選擇，故二者之結合不致造成 Facebook 於網路
廣告市場上之壟斷301。
對於執委會之見解，學者有認為，鑑於資料驅動事業價值鏈之高度複
雜性與市場界線難以劃分，執委會以功能走向進行市場界定，對於個案就
資料層面的市場關聯恐無法真切的分析出來。認為可將所有資料驅動事業
相關之市場均整合認定為一「大數據相關市場（Big Data Relevant Market,
BDRM）
」
，再依資料驅動事業使用大數據之程序，將市場分為「大數據取
得（big data capture）
」
、
「大數據存取（big data storage）
」與「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tics）
」三層次，而得有彈性的將資料驅動事業價值鏈上各個主體，
包括消費者、事業本身、政府等均納入資料驅動新型態競爭模式302進行分
析，也許會有不同的結果。以上述 Facebook 與 WhatsApp 結合案為例，若
執委會將資料之使用分解為「取得」
、
「存取」與「分析」之層次，對本結
合案之裁決可能就有不同。Facebook 業務內容包括資料之「存取」與「分
析」
，WhatsApp 則專營資料之「取得」
，於此理論下，二者之結合或可被
視為 Facebook「垂直併購」WhatsApp，而應以垂直併購而非水平併購之相
關標準審查本結合案。易言之，WhatsApp 若被理解為 Facebook 用以取得
個資，鞏固 Facebook 市場支配地位並獲取廣告收益之有效工具，Facebook
於此將有極大的誘因打破結合前 WhatsApp 的隱私保護政策，執委會可能
即會對本結合案作出不同決定303。
至於結合案當中是否或應該如何將隱私或個人資料保護之議題納入
審查之考量，國際法制判斷原則以及部分個案有相當的見解提出，將於本
301
302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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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第七章加以闡述。

第二節 競爭法與著作權法之執法界線
一、 競爭法與著作權法之互補關係
（一）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之立法模式
大數據中的各項資料，有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亦有受個人資
料保護法保護之「個人資料」
，亦有屬於公共財性質，隨大眾自由取用之資
料。而欲探討競爭法與著作權法之執法界線，首先應就競爭法與智慧財產
權法立法模式作分析。
智慧財產權法制乃係授予排他權，限制他人營業或模仿自由之「賦權
法（entitlement）
」
，競爭法則是一種行為規範，不賦予任何對象法律權利，
主要目的在於保護市場競爭，以禁止限制競爭行為之模式，保護交易市場
之參與者304，故二者看似為相衝突之法制規範。惟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法
提高經濟效率之立法精神事實上相當相似，處於互補關係
（complementarity）
，僅係二者提高經濟效率之方式不同：智慧財產權法制
以促進「動態競爭」為目標，意即智慧財產權限制他人營業或模仿之規範
乃係為加強事業創新、發展新興技術與產品；競爭法則是以促進「靜態競
爭」為目標，故競爭法規範多聚焦於分配效率、價格競爭與資源經濟使用
305

。此一互補關係體現在智慧財產權特定制度，如商標法中之
「欺罔
（passing

off）
」及減損「
（dilution）
」
，均為衍生自競爭法之制度306。
（二）「資料」於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法制之定位
304
305
306

劉孔中，解構智財法及其與競爭法的衝突與調和，1 版，新學林，12（2015）
。
前揭註，11。
前揭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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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作為一種被規範的客體，於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權法制間之
定位即值得探討，但有其討論難度。資料中具原創性者，可能因符合各國
著作權法要件，而落入智慧財產權法制規範或保護範圍。如依據我國公平
交易法第 45 條：
「依據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法規
行使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法律對智慧財產權之行使，如著作
權之授權與專利權之排他性權利，某程度上賦予權利人法定之「壟斷」權
利307。惟此一合法之壟斷權利亦有其界線，須符合上述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所規定之「行使權利正當行為」
，始有排除適用競爭法之餘地。以智慧財
產權法制中著作權之專屬授權為例，即指具著作權之資料之專屬授權不可
有價格限制、搭售限制等違法行為，造成市場壟斷。故著作權之專屬授權
本身雖落入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範圍，惟其著作權授權契約若有價格限制、
搭售限制等「不正當」之情形，仍會受到競爭法之規範308。
至於未落入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範疇，無從主張著作權保護之資料，
如大數據資料，其集合原創性舉證不易，難以著作權法制主張權利。若將
大數據特別挑出單一資料，其原創性亦難以證明，蓋若每件資料均須單獨
證明原創性，需耗費極高時間及成本，實務上亦難以著作權法制主張權利
309

。但從價值角度切入，對資料驅動事業而言，無著作權保護之資料仍極

具價值，是否得援引競爭法主張權利，為值得探討的問題。對於此一議題，
以下將以美國 Google 與 Yelp 網路爬蟲爭議一案為例作分析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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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銘洋，智慧財產權之基礎理論，1 版，翰蘆，32（1997）
。
前揭註，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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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IP, “Competition law could give better protection to big data than copyright
law,”(2019),
https://www.managingip.com/article/b1kblzh0qht8gh/competition-law-could-give-better-protectio
n-to-big-data-than-copyright-law,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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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爬蟲係一種得以快速且自動化於網際網路搜尋、篩選、擷取並存取資料之技術，參
考 Jeffrey Kenneth Hirschey, “Symbiotic Relationships: Pragmatic Acceptance of Data Scraping,”
19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3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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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Google 與 Yelp 爭議
本案主要之爭議為資料驅動事業 Google 自競爭事業 Yelp 網頁上擷取
資料，豐富化本身網站上服務內容之情形，是否有害(threatening)競爭之問
題311。
Yelp 為美國資料驅動事業，主要業務為提供用戶根據其消費經驗給予
店家星數評價之點評平台，或於店家自身網頁資訊不足時，用戶亦可於平
台上補充相關資訊。而 Google 地圖亦有相似之服務，故 Google 與 Yelp 為
同一水平市場之競爭者關係。本案之緣起為 Yelp 主張 Google 於未經 Yelp
同意之情形，即任意利用網路爬蟲技術，篩選及擷取 Yelp 用戶於 Yelp 平
台上撰寫之評價與相關資訊，存取於 Google 本身資料庫並使用於 Google
地圖之搜尋結果中。Yelp 後於 2010 年向 FTC 提出檢舉，主張 Google 擷取
Yelp 網站上之資料並呈現於 Google 搜尋結果，已構成違反聯邦交易委員
會法第 5 條之規定312。FTC 之調查結果後更進一步發現 Google 除篩選、
擷取 Yelp 之評論資訊以增益本身服務外，Google 亦對相同性質之其他資
料驅動事業，如旅遊評論平台 Tripadvisor 與 Amazon，為相同行為313。
如前所述，依據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事業不能以不公平競爭方
法，不公平或欺罔行為從事或影響商業活動」
，Yelp 主張 Google 任意使用
Yelp 平台上之評論資料已構成或可能構成對消費者的實質損害314。惟最後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419167,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2.
311
“The Power of Google: Serving Consumers or Threatening Competition?”: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ntitrust, Competition Policy and Consumer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112th Cong. 247 (2011).
312
Id.
313
Brody Mullins, Rolfe Winkler and Brent Kendall, “Inside the US Antitrust Probe of Googl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9, 2015,
https://www.wsj.com/articles/inside-the-u-s-antitrust-probe-of-google-1426793274,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1.
314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para.5(n), 15 U.S.C. para. 41-5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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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未進入訴訟程序，法院無從討論 Google 使用網路爬蟲技術進行網路爬
梳，擷取、利用競爭資料驅動事業資料庫中，有無著作權法保護之資料，
以及是否構成或可能構成對消費者實質損害而成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之不公平競爭行為。我們只能試著推論 Google 可能預見訴訟結果不利於
己，因而和解。惟可確定的是，由此一爭議可見，無著作權法保護之公開
言論資料，係有可能落入競爭法討論之規範範疇，蓋此類資料亦有可能對
市場競爭造成負面影響，造成消費者實質損害。惟法律上爭點釐清仍需待
未來類似訴訟案例，始得有更細緻之分析。

第三節 小結
在數位經濟時代，資料驅動事業為全球經濟活動舉足輕重之一環。而
「與個人相關之資料」
，為多數資料驅動事業改善、提升商品或服務，或發
展創新商業模式重要的資源。涉及個人資料之蒐集利用之行為，必然與所
涉市場之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相關。競爭法之執法與個人資料保護及其相關
法制間的關聯性，以及執法上的界線，為國際競爭法制實務近年來極為關
注的議題。立基於本研究第四章針對限制市場競爭相關個案之討論，尤其
德國卡特爾署對於 Facebook 案的處分與兩級法院裁定當中，對於納入
GDPR 作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判斷之基準之爭論，有必要對於違反個人資
料保護法制是否構成限制競爭行為，或傷害市場競爭進行討論。為此，須
檢視資料驅動事業行為是否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制、基本權利（於此情境
下為個人資訊自決權）受侵害是否可作為傷害市場競爭之理由、及違反個
人資料保護法制與傷害市場競爭二者間因果關係。
以德國 Facebook 案為例，卡特爾署與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均認定
Facebook 使用條款侵害用戶之個人資訊自決權，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行
為，故判定 Facebook 違反德國限制競爭法第 19 條之規定。杜賽道夫邦高
166

等法院則否決卡特爾署之推論，認為用戶同意 Facebook 資料蒐集政策乃為
用戶衡平後之考量，並無侵害用戶個人資訊自決權。且認定卡特爾署對侵
害用戶個人資訊自決權與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間之因果關係，分析顯有不
足，因而駁回卡特爾署之處分。德國政府方面則於 2019 年第十次提案修訂
限制競爭法，法案內容支持卡特爾署之見解，於第 18 條對於相對市場優勢
地位之判斷，於財務實力之外，另新增對相關競爭資料的近用，擴大競爭
法於市場優勢地位認定之評估範圍315，作為鏈結競爭資料取得及市場優勢
地位間之關聯的判斷基礎。
對於歐洲競爭法擴大競爭法適用範圍之趨勢，有學者認為此為美歐間
資料策略角力之產物，主因為歐盟欲抵抗美國特定資料驅動事業之全球支
配地位，於資料驅動事業之競爭情境下，稀釋競爭法上檢視限制競爭行為
之真正標準（如事業行為與傷害市場競爭間之因果關係、是否有傷害市場
競爭之結果等）
，並非適當之作法316。回歸我國競爭法之執法，我國資料市
場目前仍在發展中，國內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規範亦與 GDPR 尚有歧異，
故是否可以直接參酌歐盟部分國家（如德國）以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內涵
內化及擴大競爭法之執法範圍，應審慎評估。
值得參考之作法為學者就 Facebook 案衍伸提出之結合審查新思維。認
為在資料驅動事業與技術日新月異的趨勢下，資料驅動市場之水平界線也
日漸模糊。涉及資料驅動之結合案，可以大數據之使用進程分為取得、存
取與分析三層次，以資料取得之上下游市場來思考，改用「垂直併購」之
審查標準以掌握結合個案，於結合後關於「資料」層次之目的及需求有更
精確的掌握。
315

Anne C. Witt, “Exploitative Abuses in the Age of Dominant Digital Platforms-The German
Facebook Case,”supra note 274.
316
Pranvera Këllezi, “Data protection and competition law: non-compliance as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supra note 287, at 348 -349,343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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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數據環境下競爭法之執法

第一節 國際新興競爭執法趨勢探討
針對大數據的發展導致的資料驅動市場競爭，以及數位平台發展導引
之競爭法執法問題，於國際上陸續有相當的討論，包括法制面是否應該有
所因應，或是否能夠透過新的執法觀念或方法，監督或調節涉及大數據或
演算法應用相關之數位市場的競爭問題，以維持或促進市場競爭的活絡。
部分國家對於此類議題甚至於競爭法執法機關層面，設置特別的任務編組
或單位，以進行持續性的政策研議或執法上的落實。例如澳洲競爭及消費
者委員會（ACCC）成立之專業數位平台部門（Digital Platform Branch）
，
職司數位平台相關之競爭執法案件的審查317。英國 CMA 亦於前述 2020 年
7 月公布之「網路平台與數位廣告市場研究期末報告」
（Online platforms and
digital advertising-Market study final report）318建議，於數位市場任務小組部
分，應針對數位平台市場發展新的促進競爭制度（pro- competition
regime）
，並由 CMA 領軍該數位市場任務小組，就數位平台市場競爭與創
新所必要的作為，提供專家意見319。
除了從組織或任務編組的面向切入資料驅動之市場競爭或數位平台
之議題外，國際執法層面探討的重點，尚有兩個主要面向，其一、現有法
制規範或執法判斷原則，有無需要調整之處；其二、可否搭配其他工具或
作法強化執法的有效性。

317

ACCC,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 final report,”(2019)
https://www.accc.gov.au/publications/digital-platforms-inquiry-final-report,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9.
318
CMA, “online platforms and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 study interim report,”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dfa0580ed915d0933009761/Interim_report.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319
Id. para.117-120, at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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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際主要法制規範或判斷原則之變化
此部分主要以歐盟、德國與日本之因應對策較為明確，於法制面的變
化，例如本研究前面章節提到，歐盟及日本針對具中介地位之數位服務提
供者或數位平台業務經營之公平性與透明性制定新興規範，德國 GWB 第
九次修正案針對雙邊及多邊網路市場的市場地位之認定與結合事前審查門
檻之調整，以及 2019 BMWi 提出之 GWB 第十次修正草案，對於針對多邊
市場中介者之重要性評價、
「資料」納入關鍵基礎設施、以及對於具備跨市
場重要性之事業關於濫用行為之認定與限制等建議修訂方向等皆屬較為具
體的法制因應。英國雖尚無法制面的調整，然其於前述 CMA 網路平台報
告即直接提出，對於新興數位市場，尤其是涉及搜尋、社群媒體及數位廣
告服務部分，建立新的促進競爭法制架構有其必要性320。
於個案審查的部分，日本於 2017 年發布的關於資料與競爭政策相關
檢討報告（データと競争政策に関する検討会報告書）321即首度點明資料
競爭相關的事業結合評估重點。2018 年始，由公平交易委員會、經濟產業
省與總務省共同舉辦數位平台交易環境發展整備檢討會（デジタル・プラ
ットフォーマーを巡る取引環境整備に関する検討会）
，於 2019 年 5 月宣
布將制定數位平台興起之規範重點選項。並回應本研究前述提及德國卡特
爾署對於 Facebook 處分案之諸多見解，於 2019 年 12 月發布「數位平台與
提供個資之消者間交易上關於濫用優越地位之獨占禁止法思考方向」
（デジ
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事業者と個人情報等を提供する消費者との取引
320

CMA, “online platforms and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 study interim report,” at 322,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dfa0580ed915d0933009761/Interim_report.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1.
321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Research Center (2017), “Report of study
group on data and competition policy” （データと競争政策に関する検討会報告書） ,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h29/jun/170606_1.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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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おける優越的地位の濫用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考え方）
，
作為個案判
斷的參考。
歐盟則是經由多年個案的累積，於 2019 公布「數位時代的競爭政策」
專家報告書（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322，綜合五個面向討論
「資料」對競爭政策之影響，認為涉及資料議題的競爭政策，應考量「資
料異質性與個案利用差異性」
（The Heterogeneity Of Data And Of Data Use
Cases）
、
「法律作為資料存取與競爭之決定因素」
（Law As A Determinant Of
Data Access And Competition）
、
「自願性的資料分享與資料匯集」
（Voluntary
Data Sharing and Pooling）
、
「與市場優勢地位相關之資料存取」
（Conditions
to Access Data under Article 102 TFEU）
、
「資料存取限制之必要」
（Limiting
Access To Data）等五大面向。
就國際主要法制規範或判斷原則的變化或相關建議的討論，並參考本
研究前述探討之個案執法機關之看法，大致可以歸納以下幾個方向，可作
為我國後續評估國內法制政策研析方向的參考：
（一）資料驅動數位事業市場地位之判斷
關於資料驅動之數位事業如何判斷其市場地位為德國 GWB 第九次修
正的重點。然而其修正並非針對全部的資料驅動的產業型態，而是針對涉
及多邊市場與網路的相關事業，新增市場地位評估的要項。亦即 GWB 第
18 條（3a）項之規定，必須將以下五點納入考量323：
322

European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 (2019)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publications/reports/kd0419345en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7/9.
323
GWB, para. 18(3a)
Insbesondere bei mehrseitigen Märkten und Netzwerken sind bei der Bewertung der
Marktstellung eines Unternehmens auch zu berücksicht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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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接與間接的網路效應

2.

使用者同時使用多種服務及轉換至其他服務的成本

3.

網路效應相關的規模經濟

4.

獲取競爭的相關資料

5.

創新競爭的壓力

而德國卡特爾署已於 Facebook 案首度運用以上五點要項進行
Facebook 市場地位的分析，其重要內涵已於本研究第四章摘整，於此不再
贅述。德國的規範內容實際上是把歐盟個案實務與學說上曾經對於雙邊市
場或多邊市場之討論，摘選重要的項目先行列入，並未窮盡關於資料對市
場力影響之全部探討。而 2019 年底 BMWi 提出的第 10 次修正案，於此部
分主要建議則是認為，應該要新增第 18 條（3b）項，強調於多邊市場中之
中介者的重要性評估，也就是說，多邊市場的使用者對於所涉個案中介者
的依賴性，應納入市場地位的探討324。
而何謂「競爭的相關資料」
，若參考德國卡特爾署於 Facebook 案的判
斷，其認為 Facebook 的獲利型態，主要在利用所取得的使用者資料廣告商

1. direkte und indirekte Netzwerkeffekte,
2.die parallele Nutzung mehrerer Dienste und der Wechselaufwand für die Nutzer,
3.seine Größenvorteile im Zusammenhang mit Netzwerkeffekten,
4.sein Zugang zu wettbewerbsrelevanten Daten,
5.innovationsgetriebener Wettbewerbsdruck.
324

BMWi, Referentenentwurf zur 10. GWB-Novelle, para.18(3b)
Bei der Bewertung der Marktstellung eines Unternehmens, das als Ver-mittler auf mehrseitigen
Märkten tätig ist, ist insbesondere auch die Bedeutung der von ihm erbrachten
Vermittlungsdienstleistungen für den Zugang zu Beschaf-fungs- und Absatzmärkten zu
berücksicht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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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目標式廣告服務。而關於消費者、使用者或第三方當事人之個人資料
進行商業利用，於多邊市場的各邊競爭皆有其重要性，故事業會窮盡可能
獲取更多的資料，作為改善產品或提供個人化服務或目標式廣告的基礎
325

。因此對於 Facebook 而言，甚至許多網路服務亦然，與服務之發展、精

進及獲利相關的資料，應可被認定為係「競爭的相關資料」
，而得以作為判
斷市場地位之部分因素。
至於 BMWi 於第 10 次修正草案所提到的多邊市場中介者之重要性，
應是著眼於目前網路服務及數位平台發展之狀態導引而來的討論。由
Google Search（Shopping）案當中即可看到，居多邊市場關鍵地位的中介
平台（本案為搜尋引擎）
，若有足夠的規模與使用者群，則其反競爭之作為
對於仰賴其服務作為客戶引流機制之事業將有極大的影響。如同本案
Google 介入搜尋引擎演算法的作為，即直接影響了競爭者可以取得的瀏覽
量，並因而導致競爭者因無法取得足夠之使用者行為資料以精進服務，而
拉大競爭差距。因此小型企業或競爭者對於大型數位服務或數位平台的依
賴，於市場地位之判斷上，有其必要性。
（二）個案資料利用與所涉資料類型的差異性應被關注
本研究於限制競爭之結合部分，曾經提及數位相關服務所涉資料類型
繁多，不同的服務模式、產業型態與技術，可以取得或利用之資料亦有所
不同，故個案當中必須先行了解參與結合事業本身所涉及之資料蒐集來
源、類型、範圍與實際上之應用。而歐盟「數位時代的競爭政策」專家報
告書當中亦提及，若要正確分析個案所涉資料於市場競爭之角色與影響，
必須以個案為基礎切實分析其所處市場、所涉資料的類型與資料的利用情

325

Bundes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B6-22/16(6 February 2019), para.379,382, at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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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一併納入考量326。
此部分主要著眼在大數據只是一個統合的概念，大數據的應用對於不
同產業而言皆有不同的價值，也就是說，即使是同樣的資料，由不同的事
業運用，其所能產生的影響亦有其差距。如同本研究於第三章之整理，可
以納入資料分析的資料類型多元，不同資料可能從蒐集到利用所需要的資
源或利用上的限制都有所不同。例如個人資料或非個人資料，其蒐集的途
徑即有差異，前者可能必須要透過產品之使用者直接參與，或取得合法之
第三方資料來源，其取得與利用並受到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制的規制；後
者，則類型多元，可能是必須要經由感測技術的開發與佈建，或透過機械
設備的直接反饋等方式取得，因此，不同資料的取得到分析所需要投入的
資源，及所需具備的能力亦有所不同，將影響競爭者市場參進或擴張的門
檻。而是否涉及個人資料法制或其他相關資料保護法制對於資料取得與利
用的限制規定，牽涉到資料是否得以流通或為蒐集目的以外的利用，對於
擁有該資料之事業的市場力，以及其服務使用者是否會產生多棲的現象，
皆會有不同的影響。
而不同的業務型態對於相關資料的需求亦有所差異，故需要明瞭個別
事業取得資料之目的，例如用以訓練特定演算法，或發展特定面向之 AI
機技術，或需要透過資料分析進行客製化服務或目標式廣告的推展，或用
以作為市場參進分析的參考等，其所需要的資料型態與數量也會因而有所
差異。故適度對個案所涉資料與用途的差異性進行分析，可協助執法機關
對於個案面臨之資料競爭環境有更完整的掌握。
（三）結合審查門檻與審查重點之調整

326

European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 (2019), at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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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研究限制競爭對於結合的探討，曾提及晚近國際主要競爭主管機
關，尤其是美國 FTC 開始關注 GAFAM 等大型科技事業的早期併購（殺手
級併購）是否扼殺新創事業，並藉此降低潛在競爭風險而維持其市場支配
地位，形成大者恆大之市場發展的問題。前述英國 CMA 議題到必須要建
立新的機制，以對於此類大型數位平台各項作為導致市場競爭之減緩或遲
滯，發展新的促進競爭機制。而過往國際競爭實務曾經處理過的案例，包
括本研究提到之結合個案，執法機關如歐盟執委會或美國 FTC 都曾經對於
所涉個案結合之目的是否在消弭或減少市場競爭壓力，以及所涉事業是否
為潛在競爭者之問題進行探究。然而，就事後對個案之回顧而言，可以發
現預測潛在競爭於資料驅動之市場確有相當的難度。不但如此，由於過往
結合審查門檻主要以個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銷售額或營業額為基準，資
料驅動的新創事業，通常無法達到相當的市場占有率，甚至為擴張資料來
源，一開始以免費方式提供服務（如 WhatsApp 服務一開始為免費，其後
才改為收費制度）
，更無法達到特定的銷售額或營業額基準門檻，故可以推
測實際上被早期併購的事業數量，應遠大於進入結合審查的數量，此亦為
美國 FTC 要求 GAFAM 提報過去 10 年未申報之結合案的原因。
因此本研究於第四章關於結合的探討，提及德國 GWB 第九次修正
案，即於第 35 條（1a）項調整了結合審查門檻的規定，除了既有的全球總
營業額規範，另外加上了「結合之交易價值超過 4 億歐元」之規定。也就
是說，即使個案結合之營業額並未達到門檻，但結合交易價值明顯與其營
業額或市占率不相當，可以推定受併購的事業必然對於併購者有特別的價
值327，應使相關個案有機會進入結合之事前審查，透過競爭主管機關的介
327

Maurice E. Stucke 及 Allen P. Grunes 曾對於Facebook/WhatsApp 之結合案的審查結果提
出批評，認為歐盟執委會於網路效應之評估並未完備，直言殊難想像 Facebook 會花費巨額
資金收購 WhatsApp，卻沒有任何想要改變 WhatsApp 隱私規則或強化雙方營運連結關係的
意願，而資料驅動的結合個案，勢必存在結合事業於競爭利益上的期待，此部分並未被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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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適當維持市場競爭的活絡，也可讓競爭主管機關對於資料驅動或其他新
興事業發展保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此外，資料驅動之結合審查應注意哪些層面，或必要進行那些項目
的關注，國際上目前沒有比較統一的作法。比較明確的討論為日本 2017
年發布的資料與競爭政策相關檢討報告，提及關於事業的結合，應將資料
是否缺乏、有無取代可能性以及隱私問題皆納入考量，包括涉及演算法之
事業形態，必須將所涉資料是否具備提升產品或服務品質之效能納入評估
328

。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檢討報告認為免費的數位平台（例如社群網站）
，

對於使用者隱私的保護為品質競爭重要的項目，因此若結合後更改隱私保
障的程度將會降低其服務品質，並影響使用者權益，對於結合事業的市場
力也會帶來負面的影響。因此主張於此類結合，必須將隱私保障的變化與
否納入結合案之評估329。而此檢討報告基於保護消費者的立場，更進一步
認為對於需要將隱私納入考慮的個案，應採用相當作法避免結合事業未來
過度運用個人資料以建立、維持或強化其市場力。例如，透過附條件方式，
要求結合事業於其後不得更改隱私條款或為個人資料的交互利用者是。此
一看法，基本上認為「隱私」保障為免費數位平台競爭的核心，惟實際上
是否如此，恐需要更進一步探討。
本研究於前一章提到之隱私悖論議題，以及於大數據競爭之市場界定
關注的 SSNDQ 界定方法，呈現出一個現象：即使用者利用資料驅動之服
委會重視（參考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 “Big Data And Competition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2-84(2016)）
。
328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Research Center（公正取引委員会競争政
策研究センター）, “Report of study group on data and competition policy” （データと競争政
策に関する検討会報告書）, 2017, at 61-65(En), 52-54(Jp)
32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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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未必皆會關注到隱私保障的問題，或甚至為了達成特定的需求，而選
擇忽略此一議題。也就是說，關於隱私的感受十分主觀，對於使用者或消
費者而言，可能要看所面臨的實際情境或服務型態為何，以個案進行評估。
且從大數據或 AI 發展的角度來看，利用資料形成市場力而取得一定之經
濟地位，為未來資料經濟發展必然的方向。過度限制資料的利用，將影響
產業運用大數據進行創新，或改善產品或服務的相關發展。即使嚴格如
GDPR 的規範，以及我國的個人資料保護法，亦未禁止事業依循合法正當
的程序取得資料利用的機會，故是否要完全禁止特定類型結合案於結合後
資料的活化利用，必須謹慎評估。但本研究認同，於資料驅動之事業結合
涉及以個人資料為核心或個人資料集中之產品市場時，應將事業是否可能
調整對於隱私保護的策略或作法納入分析，方有助於更精確的評估事業結
合後其市場力可能發生的變化，以及對於個人資料作為產品或資源，是否
會形成資源封鎖或壟斷等問題。
日本 2017 年檢討報告關於結合案之資料審查部分，另一個較為特殊
的討論，在於技術研發的資料利用。尤其是必須仰賴大量資料之大數據或
AI 相關技術的研發，由於其未來發展具備高度的不確定性，無法於結合審
查當時即確定對於市場可能的影響，故須試圖將可能發生之風險盡可能納
入評估。至於個案所涉產品係以演算法之開發與持續發展為基礎，則須將
所涉資料是否能夠促進機器學習，或強化產品功能改善的循環納入評估
330

，亦即須評估學習效應可能帶來的市場力變動。
此外本研究第三章針對反競爭行為之結合與併購部分，提及澳洲

ACCC 對於線上搜尋引擎、社群媒體和數位內容整合廠商之調查，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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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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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 2019 之數位平台調查期末報告331，亦建議必須於競爭法之結合審查部
分，納入結合是否可能導致排除潛在競爭者之疑慮，以及直接被收購者所
擁有之資料或技術的價值332。惟如何判定潛在競爭者，未有更具體之說明，
惟另建議搭配事前收購通知的操作，讓大型平台的併購必須先提出對潛在
競爭影響之結合計畫，使主管機關得以事前予以評估。
至於個案所涉資料為產品及服務發展資源的類型，該資料是否為所涉
市場之關鍵資源333，結合是否會導致該關鍵資源之取得受到限制，有關注
的必要。Microsoft/LinkedIn 案之調查當中，相關市場之競爭者對於 LinkedIn
的 SI 資料是否可能會因為事業結合被壟斷提出憂慮，其理由在於 LinkedIn
之 SI 資料對於 CRM 之機器學習極有價值。執委會對於此部分之探討，係
依循歐盟非水平結合準則中關於原料封鎖（input foreclosure）之條款，評
估所涉資料是否為下游產品之重要原料334的方式來分析，並同時關注所涉
資料現在與未來於市場上之情形。執委會認為即使沒有此結合案，LinkedIn
之 SI 資料集亦並未進入市場，未來亦無授權第三方的計畫，且市場上有其
他可供替代的資料，故認定應不會形成原料封鎖的情形335。雖然於本案中
該資料集並沒有被認定為關鍵原料，然執委會依循非水平結合準則所為之
判斷邏輯有參酌的價值。亦即，其先行界定了個案所涉資料於哪個產品市
場所需的資源，也就是本案當中的「CRM 軟體系統之機器學習」
（ML in
CRM software solutions336）
，接著以該資源是否屬於重要資源，以及該資源
331

ACCC,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 final report,”(2019)
https://www.accc.gov.au/publications/digital-platforms-inquiry-final-report,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9.
332
Id.
333
Id.
334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non-horizontal merger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2008) , OJ C 265/6
(Non-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 para.34.
335
“Microsoft/LinkedIn,” para.254-256, at 55-56.
336
Id.para.256,at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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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市場上可取得的情形綜合判斷，以衡量結合後是否會導致原料封鎖，也
就是關鍵資料壟斷的情形，可為後續面對類似個案之參考。
而資料的關鍵性於國際法制層面亦受到重視，德國 BMWi 提出之
GWB 第十次修正草案，於第 19 條（b）項第 4 款即將「資料」納入關鍵
基礎設施的判斷，規定若具備市場地位之產品或商業服務之提供者或購買
者，拒絕讓其他事業以合理的對價取得資料、網路或其他基礎設施，而上
述資源的取得，客觀上係於該市場進行有效競爭所必要時，為濫用市場支
配地位的行為337。足見於資料驅動的相關市場，若有特定資料對於該市場
之競爭有其重要性，則應使競爭者有機會得以取得系爭資料的機會，無論
是事實上確認有其他替代資料來源，或透過關鍵基礎設施之認定，賦予資
料所有者以有償或無償的方式提供資料取得機會之方式等。因此於資料驅
動結合個案，對於所涉資料之是否具備競爭的關鍵地位，須予以評估。必
要時，應得透過附負擔的方式，參考德國對於關鍵資料與濫用行為關聯性
之討論，要求結合事業對於所涉關鍵競爭資料保有讓競爭者以合理對價取
得的機會。
關於資料驅動相關事業之結合個案得以納入審查評估之要素，亦可從
國際已發展之審查案例歸納整理。本研究於本章第二節國內法制政策與執
法因應探討部分整理相關分析要素，以及可以搭配評估之項目與輔助機
制，以供主管機關後續執法之參考。

337

BMWi, Referentenentwurf zur 10. GWB-Novelle, para.19(b)
4. sich weigert, ein anderes Unternehmen gegen angemessenes Entgelt mit die-ser Ware oder
gewerblichen Leistung zu beliefern, insbesondere ihm Zu-gang zu Daten, zu Netzen oder anderen
Infrastruktureinrichtungen zu ge-währen, und die Belieferung oder die Gewährung des Zugangs
objektiv notwendig ist, um auf einem vor- oder nachgelagerten Markt tätig zu sein und die
Weigerung den wirksamen Wettbewerb auf diesem Markt auszu-schalten droht, es sei denn, die
Weigerung ist sachlich gerechtferti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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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涉及具市場支配或優勢地位事業取得個人資料之問題
德國 Facebook 案卡特爾署與各級法院見解中明顯的歧異，除了個人資
料保護法制是否得以用來作為事業濫用市場力之判斷基準外，就是具備市
場支配地位的事業所為之資料蒐集行為，及其為了有效取得資料並利用所
設定的定型化契約約款，是否讓使用者或消費者沒有選擇，而可能構成
GWB 第 19 條之剝削性濫用的問題。即使此一議題在德國尚未有最終的定
論，然已因而掀起對於具備市場支配或市場優勢地位事業向使用者蒐集個
人資料，於競爭法之執法判斷上應如何評估的問題。
針對此一議題國際上目前較為明確的變化，應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
於 2019 年 12 月公布「數位平台事業與提供個人資料等之消費者間於交易
上關於濫用優越地位之反壟斷法上之思考方式」
（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
ーム事業者と個人情報等を提供する消費者との取引における優越的地位
の濫用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考え方338）指引文件。其參考了德國卡特
爾署的處分的發展，以確保數位平台事業對消費者提供服務之預見可能性
為基礎339，提出認定數位平台要求消費者提供個人資料是否處於優越地
位，以及是否構成優越地位之濫用之參考方向，以下就重點進行摘整340：
1.

關於判斷數位平台要求消費者提供個人資料是否處於優越地位：
(1) 消費者對於利用該數位平台服務即使受到不利益的對待，仍
然不得不接受不利益之條件者。

338

公正取引委員會，
「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事業者と個人情報等を提供する消費
者との取引における優越的地位の濫用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考え方」
（2019）,
https://www.jftc.go.jp/dk/guideline/unyoukijun/dpfgl.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2.
339
參前揭註，はじめに 1。
340
參前揭註，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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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所謂消費者「不得不接受」之判斷可能有以下幾點可參酌：
A. 不存在與該數位平台提供相同或可替代服務的其他事
業：須考量所涉服務之功能、內容即品質等事項，並以對
於一般消費者而言是否具備替代性來判斷。
B. 提供替代服務之事業縱使存在，但要消費者放棄原有服務
之利用有事實上的困難：此部分必須考量所涉服務的功
能、內容、網路效應以及消費者於利用該服務所累積之資
料是否得以於其他替代服務上利用等進行綜合判斷。此部
分並非採取個案認定，而是以一般消費者在同類情況下放
棄利用有無困難作為評估的基準。
C. 提供該服務之事業某程度上具備得自由左右相關服務之
價格、品質、數量及其他交易條件之地位。
2.

參照正常商業習慣係屬不當
此一要件則需要以個案進行判斷，而所謂的「正常商業習慣」的
認定基準，並非一般概念下現存的商業習慣，而是以公平競爭秩
序之維持與促進的角度切入，可被認定為適當者。因此即使個案
所為行為與現存同業的商業習慣雷同，亦不能直接正當化其行
為。

3.

構成優越地位濫用之行為判斷
此部分的判斷主要針對數位平台事業自消費者取得個人資料或
利用資料之行為，是否構成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5 款
之優越地位濫用之問題提出幾個較為明確的參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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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人資料是否為不當取得：此部分的判斷重點包括「未告知
消費者利用目的而取得個人資料」
、
「逾越於達成利用目的所
必要之範圍，違反消費者之意願而取得個人資料」
、
「取得個
人資料時未採取保障個人資料之安全管理的必要且適切之
措施」
、
「於消費者為持續利用服務而提供個人資料為對價之
範圍外，要求消費者提供額外的個人資料或經濟上的利益」
等，皆可能被認定為個人資料之不當取得。
(2) 個人資料是否被不當利用：此部分的判斷重點包括「逾越達
成利用目的之範圍，違反消費者之意願而利用其個人資料」
以及「未採取為了保障個人安全管理所必要且適切之措施而
利用個人資料」
。
上述日本提出的思考方向，實際上採納了德國卡特爾署對於 Facebook
處分案的部分意見，著眼於數位平台與使用者間在資料蒐集地位之不對
等，於欠缺選擇可能性的情況下，同樣以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的部分要件，
作為構成優越地位濫用基準。而其所選定的要件不僅涵蓋德國卡特爾署於
Facebook 所探討之無效同意的相關內涵，更進一步的將個人資料取得及利
用的安全性保障部分納入不當取得及不當利用的判斷要素。文件當中並未
說明選擇安全性保障要件的原因，若由文件前言提到之保障消費者對服務
提供之預見可能性的前提，推測可能著眼於消費者對於其提供個人資料之
管理及安全性通常應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期待所致。
（五）資料驅動相關事業之多角化發展與跨市場影響
由歐盟對 Google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三個處分，以及 Facebook 透過
多角化結合（如：Facebook/WhatsApp 案）
，以及德國對 Facebook 處分案，
可以看出資料驅動的數位事業，如何透過多角化經營的方式，擴大其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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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發展所需資料來源與類型，藉由強大的大數據分析能力開發新興服務，
並延伸具市場地位之業務跨市場的影響力。因此，資料驅動相關事業之多
角化經營，以及資料的跨市場流通與創新應用，對於相關事業的市場力，
以及事業所為行為（包括結合）對市場之影響等問題之判讀，皆有一定程
度的影響，不宜忽略。
目前國際法制政策對此一議題尚未有已實際落實之調整，然德國
BMWi 提出之 GWB 第十次修正草案當中，於第 19a 條特別提出必須對於
具備跨市場重要性之事業予以認定，並對於須禁止之行為加以規制。其所
認定具備跨市場重要性之事業，可以從五個面向來判讀：
（1）該事業在一
個或多個市場具備市場支配地位；
（2）該事業之財務實力或取得其他資源
之管道；
（3）於相關連市場中之垂直整合能力及其活動情形；
（4）對於競
爭相關資料近用之管道；
（5）事業活動對於第三方事業進入市場之重要性，
以及對於第三方事業業務之影響力等。而對於此類具跨市場重要性之事
業，亦提出 5 項應禁止之行為，其中與資料競爭相關者有兩個部分341：
（1）
第 19a 條第（2）項第 3 款，利用於另一邊支配市場取得的競爭相關資料，
與自非支配市場取得之競爭資料整合，而於其他市場建立或增加市場參進
障礙，或以任何方法阻礙其他事業，或要求同意得以採用同意前述行為之
341

BMWi, Referentenentwurf zur 10. GWB-Novelle, para.19a (1)
Missbräuchliches Verhalten von Unternehmen mit überragender marktübergreifender Bedeutung
für den Wettbewerb
(1) Das Bundeskartellamt kann durch Verfügung feststellen, dass einem Unter-nehmen, das in
erheblichem Umfang auf Märkten im Sinne des para. 18 Absatz 3a tätig ist, eine überragende
marktübergreifende Bedeutung für den Wettbewerb zukommt. Bei der Feststellung der
überragenden marktübergreifenden Bedeutung eines Unter-nehmens für den Wettbewerb sind
insbesondere zu berücksichtigen:
1. seine marktbeherrschende Stellung auf einem oder mehreren Märkten,
2. seine Finanzkraft oder sein Zugang zu sonstigen Ressourcen,
3. seine vertikale Integration und seine Tätigkeit auf in sonstiger Weise miteinander verbundenen
Märkten,
4. sein Zugang zu wettbewerbsrelevanten Daten,
5. die Bedeutung seiner Tätigkeit für den Zugang Dritter zu Beschaffungs- und Ab-satzmärkten
sowie sein damit verbundener Einfluss auf die Geschäftstätigkeit Dr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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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或條件；
（2）第 19a 條第（2）項第 4 款造成產品或服務之相互操作性
或資料的可攜性更加困難，從而阻礙競爭342。此一草案之評估方向已涵蓋
了涉及資料驅動之數位平台於多角化經營或進行跨市場運作主要需要判斷
之重點，尤其涵蓋了資料的流動、整合與跨市場影響，可作為後續主管機
關對類似個案評估的參考。
其他國際上對於大數據之資料競爭執法於法制政策之重要動態，尚有
以促進數位市場公平性以及服務透明化（包括演算法運用之透明化）的相
關立法，例如歐盟 2019 年通過「提升線上中介服務商業用戶的公平性與透
明性規則」
（Regulation on promoting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for business
users of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343與刻正研議之「數位服務法案」
（Digital Services Act）
，以及日本於 2020 年 6 月 3 日通過「特定數位平台
透明性及公正性提升相關法律」
（特定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の透明性
344

及び公正性の向上に関する法律） 等，於本研究第五章關於大數據相關
之不公平競爭部分已有相當的探討，於此則不再贅述。

二、 執法工具或作法之強化可能性
資料驅動相關市場之競爭執法對於競爭主管機關而言有極大的挑
342

BMWi, Referentenentwurf zur 10. GWB-Novelle, para.19a (2)
Das Bundeskartellamt kann im Falle einer Feststellung nach Absatz 1 dem Unternehmen
untersagen,
2. durch die Nutzung der auf einem beherrschten Markt von der Marktgegenseite gesammelten
wettbewerbsrelevanten Daten, auch in Kombination mit weiteren wettbewerbsrelevanten Daten
aus Quellen außerhalb des beherrschten Marktes, auf einem anderen Markt Marktzutrittsschranken
zu errichten oder zu erhöhen oder andere Unternehmen in sonstiger Weise zu behindern oder
Geschäftsbe-dingungen zu fordern, die eine solche Nutzung zulassen;…
4. die Interoperabilität von Produkten oder Leistungen oder die Portabilität von Da-ten zu
erschweren und damit den Wettbewerb zu behindern;
343
REGULATION (EU) 2019/115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June 2019on promoting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for business users of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11.7.2019 OJ L186/57.
344
特定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の透明性及び公正性の向上に関する法律，
法律第三十
八號（令二・六・三）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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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主因在於資料驅動市場具有高度的創新性與變動性，加上大數據與演
算法的應用與高度發展，多角化經營產生的跨市場影響，皆使得對於個案
實際的市場狀態、競爭情形與對潛在及未來市場的影響，有評估上的難度。
以 Facebook/WhatsApp 案為例，執委會於個案結合未來於資料整合可能
性，即受到 Facebook 的誤導，導致錯誤的判斷。對於事業採用演算法之事
務亦然，Google Search（Shopping）案當中 Google 對於演算法層層的堆疊
與交互影響，亦使得歐盟執委會必須花費經年進行調查，對相關演算法的
關係抽絲剝繭。當然此一狀況也帶動前述要求數位平台必須具備一定程度
透明性之法案的成形，然而此一規範亦只能透過平台願意公開的說明，降
低對平台具備依賴度之相關事業於利用前開服務可能面臨的不公平對待，
尚無法實際解決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相關個案執法上的困難。是否可能透
過新興執法工具或作法的採用，降低執法的難度已逐漸出現相當的聲浪。
德國獨占委員會（Monopolkommission）2018 年於其雙年度報告345中
針對運用價格演算法為基礎的勾結行為如何被識別之問題，提到此類演算
法勾結的發現，可能得透過比較不同之相關地理或產品市場之價格達成。
然而，也只有對於所有可能有疑問的案件進行調查，方能實際上達成監督
市場的效果。競爭主管機關具備一定的公權力得以要求事業配合，而為最
適合執行監督的角色，但全面性的價格監控並非競爭主管機關的權限，而
僅能針對必要的案件進行深入的調查346。而消費者保護相關團體則不然，
因其立於消費者保護的宗旨，而價格的勾結將直接對消費者造成損害，故
其更有利益與立場進行更全面的價格演算監控，但需要經過主管機關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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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polkommission, Competition 2018-The Twenty-second Biennial Report by the
Monopolies Commission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44 Paragraph 1 Sentence 1 of the German
Act against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 (XXII. Hauptgutachten der Monopolkommission gemäß
para. 44 Abs. 1 Satz 1 GWB).
346
Id. 4.2.3.2 para.233-235.
185

的授權347。也就是說，獨占委員會認為透過價格演算法的勾結行為，若能
夠引入消費者保護團體參與市場廣泛性的價格監控，因其具有利害關係，
也許相較由主管機關針對可能有問題之個案進行查價，更有其效能。
緊接著德國與法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於 2019 年對於演算法與競爭公布
的共同工作報告348亦試圖針對如何對於演算法進行調查，提出兩個部分的
探討，第一部分在於調查演算法於個案當中扮演的角色，第二部分則是對
於就個別演算法功能上的比對與分析。後者主要是針對技術層面調查，進
行程序面的建議。前者則從商業策略面切入，首先，了解事業利用所涉演
算法之目的、執行的情形以及隨著時間產生的改變。接著，從演算法運作
所需要的資源著手，從資料的取得到利用，以及是否存人為介入的作為進
行分析，除有助於評估事業間是否存在資料面的合作情形外，於特定個案
並能協助發現事業間是否存在任何限制。最後從演算法所產出的結果，以
及形成決策的程序加以分析，有助協助主管機關發現事業潛在的協調情況
與勾結之發生。此一作法係透過對於演算法審查規則的設置，促使涉及演
算法之個案調查更有效率。
國際競爭網路（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簡稱 ICN）於 2020
年 4 月於大數據與聯合行為的研究計畫，提出一份對於數位化在聯合行為
執法上之影響的範圍報告（Scoping Paper）349，探討了如何運用資料與演
算法作為偵測聯合行為的工具。ICN 認為，事業流程的數位化對於勾結行
為的偵查可能是個助力，而國際上已有部分主管機關為了數位證據的調
347

Id.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 “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Berichte/Algorithms_and_Competi
tion_Working-Paper.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3.
349
ICN, “Big data and Cartels-The impact of digitalization in cartel enforcement”(Scoping
Paper)(2020),
https://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20/06/CWG-Big-Data-sc
oping-paper.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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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設置專門的卡特爾偵測部門，其中甚至網羅能夠對於已刪除或損害的
數位資料進行還原之專家350。此一看法 OECD 於 2018 年針對區塊鏈技術
與競爭政策提出探討時，亦曾提到類似的觀點，尤其在區塊鏈技術有不可
否認的特性下，更易使得勾結行為現蹤351。
然而要透過資料或演算法進行卡特爾的調查，競爭主管機關也會面臨
相當的挑戰，包括如何處理為調查而蒐集的大量資料，如何讓事業所擁有
的資料能夠競爭主管機關近用，以及有沒有可能運用經濟理論與對資料的
統計分析協助主管機關預測特定產業於市場中形成勾結的可能性。最後，
依據個案的需求，必須引入競爭主管機關以外之外部資源作為協助，並適
度藉由宣傳或培訓的機制，適度的提升事業對於卡特爾的認識。
更細緻的來說，ICN 認為運用資料與演算法進行卡特爾之調查，可以
從事前偵測層面切入，運用經濟理論與資料分析預測勾結，但此部分主要
是用於偵測公共採購之圍標情況。於事後調查層面，要能夠處理大量的數
位證據進行資料分析，需要建構適當的機制，包括有能力識別與定義主要
目標（key targets）並利用關鍵字（key words）以識別相關的設備或檔案資
料。於取得調查所需之大量資料後，必須要有足夠的資訊技術能力，對於
資料進行儲存與資料分析的各項程序，此處即可能會涉及到部分法制面的
限制，包括個人資料保護或隱私的規範等。
此外，關於如何發現與獲取資料，還涉及數位資料的在地化問題。部
分主管機關採用相當的機制，要求事業必須讓主管機關有權近用與調查相
關的資料。但亦有主管機關只能透過搜索票的方式於有限範圍內調查資
料，如此一來搜索範圍將受到限制，且可能無法取得事業置放於雲端的資
350

Id. at 9.
OECD,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Competition Policy”(2018),
https://one.oecd.org/document/DAF/COMP/WD(2018)47/e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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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352。OECD 前述對於區塊鏈與競爭政策之報告亦指出，該如何賦予競爭
法主管機關有權近用目標產業所建構的區塊鏈，從而提高主管機關對價格
波動或產業動態的掌握，以利數位環境相關之結合案或聯合行為的調查353
是需要討論的課題。
最後關於外部合作的議題實有其重要性，ICN 認為必須按照個案尋求
外部單位的資源或合作，以利獲取更完整的資料進行分析的程序。而德國
卡特爾署 2019 年對於一般政策處（General Policy Division）進行改組，獨
立出一個「數位經濟單位」
（Digital Economy Unit）
，以協助各決策小組處
理數位經濟相關的業務。為協助決策小組處理上述業務，要求數位經濟單
位，需與其他內部支援部門（如資訊科技鑑識或資料科技部門）相互合作，
並與其他機構進行必要的交流354。足見若要有效運用數位證據或資料分析
進行調查，如何藉由機制層面的設計或操作，依個案調查需求適度引入外
部資源的協助，有其必要性。

第二節 國內法制政策與執法因應探討
對於大數據發展下資料驅動產業之市場競爭，法制政策或執法方式是
否有必要有所調整或補充，以使相關規範或措施符合數位時代資料驅動競
爭趨勢的發展之問題，各國競爭主管機關的看法未必一致。由前一節的探
討可以發現，就算國際組織對於資料驅動之議題有相當的討論，並已有著
名的執法個案出現，然實際上進行競爭法本身規範之調修與持續性之修法
進度者，大致只有德國。歐盟與日本於法制層面則是對於數位平台營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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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N, “Big data and Cartels-The impact of digitalization in cartel enforcement”(Scoping
Paper)(2020), at 10.
353
OECD,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Competition Policy”(2018), 3.2, at 6.
354
Bundeskartellamt, “Algorithms und Wettbewerb ,”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Meldung/EN/Pressemitteilungen/2020/16_01_2020
_Algorhytmen%20und%20Wettbewerb.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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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與公平性，補充新的法令規範。其他部分則採取對於執法之思考方
向或原則的補充或調整，或藉由新案例或商業型態的調查，累積對個案判
斷的基礎；或試圖於現行法令規範內涵，補充新的觀念或引入其他相關法
制規範（如：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精神作為個案判斷的輔助。部分國家則
處於分析研究之階段，僅提出可能的法制政策探討方向，而尚未有實際的
因應作為。除了近期動作較大的美國 FTC，針對 GAFAM 的壟斷以及相關
結合操作進行大規模的調查。而 GAFAM 皆為美國公司，各該公司實際上
就是近年來資料驅動競爭議題核心探討的事業，過往主要是受到其他國家
或地區（尤其歐盟及歐陸國家）的執法關注，如今卻反而受到國內執法機
關的垂青，可以推測大數據資料競爭與壟斷的議題，不再是國際競爭層面
的議題，而可能同時影響了國內產業的發展，甚至可能涉及國家整體利益
及資料政策的評估。
因此，對於資料驅動相關產業之市場競爭問題，基於資料競爭已為國
際共通關注的議題，國內的法制政策或執法措施評估，必須要同時關注國
際法制政策與個案審查趨勢，以及國內產業實務發展現況，從中取得平衡。
以避免國內規範與國際趨勢走向落差過大，使得產業法遵無所適從，並同
時能夠促使國內資料經濟於適當的市場環境下持續發展。以下將從法制政
策面（含）以及執法措施面嘗試綜整本次研究的觀察，提出對於國內法制
政策或執法因應之討論或建議，供主管機關參酌。

一、 法制政策面
本次研究過程中，經由訪談、座談以及蒐整資料產業之發展情形，可
以發現國內資料驅動產業的現況，實際上處於尚在發展中的情形，多數資
料產業規模不大，且部分仰賴政府計畫透過政策之鼓勵與協助，進行創新
發展。而就大型資料驅動之國際數位平台，國內產業與其之關係應該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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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或依賴的關係，而個人與上述平台，則多數居於使用者與服務提供者
的關係。也就是說，我國與日本或歐盟多數國家的事業或人民，面對大型
資料驅動之國際數位平台之立場實際上有雷同之處。故法制政策面的考量
宜關注到我國產業現況與發展進程，以及國內事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
對於大型國際資料驅動數位平台可能的依賴地位。
（一）關於市場地位或市場力之認定
關於「資料」之影響是否納入資料驅動相關事業之市場地位認定問
題，德國係於 GWB 第九次修正新增之第 18 條（3a）項明示競爭相關資料
的取得為市場地位判斷的要素。然而我國公平交易法之立法模式與德國
GWB 並不相同，除了在第 7 條規範了獨占地位的認定，並無如同德國將
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入法的情形，僅可透過第二十五條處理關於相對市場優
勢地位的議題。因此要如同德國作法直接將數位市場必要之市場地位或市
場力認定要素入法，有結構上的問題。
惟對於資料驅動相關產業之市場力如何認定，也許可以從國內外個案
實務操作層面，整理出一些可參考之判斷要項，作為個案審理過程之參酌。
此一方向於本案專家座談會亦獲得與會專家之支持，建議後續主管機關得
邀請產學研各界專家，共同研討以建構適合我國實務需求之指引。本研究
先初步提出可以思考的幾個建議面向：
1.

關於如何界定何謂競爭所需資料，可參考以下項目：
(1) 進入市場所需的資料（含市場參進之關鍵資料）
(2) 為擴張市場規模所需資料
(3) 為影響產品或服務提升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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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事業持續創新所需之資料
2.

資料影響市場力之參考判斷要素，可參考本研究第三章之論述，
摘整重點項目如下：
(1) 競爭所需要之資料類型：如－個資/非個資；第一手/第三方
等
(2) 競爭資料的特性：如－集中性；稀有性；不可模仿性等
(3) 競爭資料之市場狀態：如－未進入市場；有無替代資料等
(4) 競爭資料本身的效能：如－促進學習效應；促進網路效應等
(5) 所涉資料之利用限制：如－法律限制；技術限制；契約限制

（二）關於新興結合申報門檻之設置
基於技術及產業市場仍在發展中，而國際執法趨勢近期雖有大的動
作，但許多議題，包括前述歐盟對IoT 產業之相關調查，以及美國對GAFAM
的持續調查，以及英國等國家對於大數據演算應用相關個案的調查都仍在
進行中，而德國 Facebook 案各審級法院皆僅初步就執法基準問題提出見
解，亦尚未進入個案內涵的討論。於 AI 的研發與運用層面，各國雖已針
對倫理與法制規範層面有所討論，亦尚無更為直接且具體的法制共識。故
大幅且直接就公平交易法本身如同德國進行調整，時間似仍未到，仍需要
進一步的觀察，並累積適當的案例。
以德國 GWB 第九次修正之第 35 條（1a）項關於結合審查門檻之修訂
來看，所提到之結合交易價值超過 4 億歐元，其門檻設置之目的是希望能
將新創產業（包括小型具發展性的資料產業）
，於面臨高價併購時，不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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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資本額或營業額未達結合申報門檻，而無法進入執法機關的結合審查程
序，可能導致早期併購或所謂殺手級併購過度猖獗，扼殺新創發展，並使
得大型數位平台等事業因缺乏有效競爭而呈現大者恆大的情形。對於資料
驅動相關事業之結合案，於國內現有之結合申報門檻以市場占有率及會計
年度銷售額為基準的情況下，確有可能無法進入程序。但若以德國所採的
交易價值 4 億歐元作為門檻，其金額設定的合適性，因國內個案累積的不
足，無法判定此一門檻是否過高，貿然規制可能無法達到規範的目的。
然德國 GWB 第九次修正之第 35 條（1a）項尚有一個項目似乎可以納
入結合申報門檻設置的參考。亦即在結合當中若有一家事業於德國境內上
一年度之營業額達 2500 萬歐元，而其他參與事業未達 500 萬歐元，但其於
德國境內已具備相當程度之運作時，亦納入結合管制355。此一規定似乎給
了一個補充的彈性判斷門檻，讓主管機關有機會認定何謂已在境內具備相
當程度的運作的條件，讓新創或具備資料競爭價值但未達原先結合審查門
檻之事業，進入結合申報之事前審查程序。且其以結合之其中一個事業仍
須具備一定規模為前提要件，則兼顧對於市場影響之考量。此一作法使得
執法機關有機會可以了解個案實務發展之情形，適當的踩剎車或基於未來
發展的不確定性，透過附款的設置，降低結合對市場競爭可能產生的不利
益。
因此對於結合申報門檻的部分，若有修法的機會，建議可於公平交易
法第 11 條結合申報事由，為大型事業併購新創事業或小型具潛力或競爭價

355

GWB, para. 35(1a)
(1a) Die Vorschriften über die Zusammenschlusskontrolle finden auch Anwendung, wenn…
2. im Inland im letzten Geschäftsjahr vor dem Zusammenschluss
a) ein beteiligtes Unternehmen Umsatzerlöse von mehr als 25 Millionen Euro erzielt hat und
b) weder das zu erwerbende Unternehmen noch ein anderes beteiligtes Unternehmen
Umsatzerlöse von jeweils mehr als 5 Millionen Euro erzielt haben,…
4. das zu erwerbende Unternehmen nach Nummer 2 in erheblichem Umfang im Inland tätig 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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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之事業（包括具備資料競爭價值）預留進入結合審查的機會，並嘗試考
量資料驅動相關產業之多角化經營特性，進行規範的研議。例如，以結合
事業一方於核心產品市場之市場占有率或年度營業額達到某一設定之門
檻，而與於國內以具備相當程度運作之事業結合為條件，並保留主管機關
得以另行公告所謂具備相當程度運作之事業認定基準的條款等。
（三）結合審查要項指引之建構
國際個案除晚近出現的幾個代表性壟斷案例外，發展較為完整的實為
結合的個案。而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個案的審理，一直以來有「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
（簡稱「結合申報處理原則」
）
作為結合審理標準明確化的輔助，使結合審理對於事業而言具備預見可能
性。其中關於資料驅動相關事業之多角化結合的部分，可以結合申報處理
原則第 12 點多角化結合之審查處理，此部分已包含跨業經營影響、技術進
步之跨業經營可能性、跨業發展計畫及其他潛在競爭可能性因素的判斷，
應可涵蓋資料驅動產業結合的需求。
惟結合申報處理原則係針對一般性之結合審查訂定之原則，至於資料
驅動相關事業之結合，應有哪些需要納入判斷的要素，則有必要另為整理，
或可建立案件審查之指引，協助主管機關進行相關個案的審理。以下就本
次研究相關資料之探討，摘整出於結合個案涉及「資料」相關之分析要素，
以及可搭配評估之其他輔助要素，供主管機關參酌：
1.

個案判斷上的盲點
於資料驅動事業結合個案出現時，常會有幾個判斷上的盲點，於
審查當中需要注意或可能產生認定上的障礙。例如所涉事業擁有
「很多」資料，並不代表其結合就會導致資料的集中或走向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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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資料的數量僅為事業有機會透過擁有之資料取得市場力的其
中一個因素，尚需就其他相關因素綜合判斷。尤其必須注意到，
於資料驅動的市場環境，對於資料利用的限制，無論是法律面、
技術面或契約面的存在，多數具備突破的可能性。故不能僅關注
結合當下所看到的限制，而應就結合事業整體利益、誘因、發展
可能性，佐以其他競爭事業或技術專家對於市場或個案技術發展
性之意見，方能更精確的判讀。
此外，由於資料驅動的商業模式有多元發展的可能性，主管機關
很難直接確認該結合案所涉事業實際期望的結合價值為何，可能
著眼於結合事業目前的資料優勢，亦可能是拓展未來的資料來
源，抑或有其他目標策略（如降低競爭壓力、跨市場參進需要
等）
。尤其資料驅動市場的潛在競爭難以預期，如何降低個案評
估的差距，避免過大的誤判而扼殺未來潛在事業之發展，為執法
機關必須面對的挑戰。本研究訪談專家於此處提出，可能要在「誤
殺」
（保守）與「錯放」
（開放）的權衡中，偏向「錯放」
，避免
扼殺創新誘因，由市場的競爭動能去制衡可能產生的傷害（參閱
附錄二、法律面與市場界定之專家訪談紀錄）
，可作為主管機關
未來對個案審理態度之參考。
2.

資料相關分析參考要素：
此部分可以分成「所涉資料的特性」及「結合案的特性」兩部分
來看：
(1) 所涉資料的特性：
（類型、特性與市場狀態與競爭資料雷同）
A.

所涉資料之類型與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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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所涉資料之特性

C.

所涉資料之市場狀態或結合對資料市場之影響

D.

結合事業之資料利用限制（法律；技術；契約等）

(2) 結合個案的特性：

3.

A.

結合事業突破資料利用限制之誘因與可能性

B.

結合事業特性與過往競爭策略

C.

結合事業未來規劃之資料利用目的

D.

受合併事業之未來發展性與競爭可能性

可搭配評估之要素：
(1) 結合整體價值（如：結合收購之價格）
(2) 技術採用、發展與預測
(3) 國際類似技術或商業模式發展情形之參酌
(4) 相關市場所涉產業或競爭者對於市場趨勢之預期或意見

尤其於技術採用、發展與預測層面，現階段大數據或 AI 的研發與應
用多數需要以巨量資料之獲取為基礎。然而尚有其他技術發展，可能改變
必須要透過資料集中方能進行資料學習的邏輯。例如本研究專家訪談過程
中探討之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
、聯邦學習（Federated learning）與小
資料學習（small data learning）
（參閱附錄一、技術、產業與執法應用領域
之專家訪談紀錄）
。所謂「邊緣運算」
，參考 IBM 定義，指「一種分散式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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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架構，可讓企業應用程式更接近 IoT 裝置或本端邊緣伺服器等資料來
源。」所謂接近資料來源可帶來強大的商業效益，包含加速洞察、改善回
應時間，以及提供更高的頻寬可用性等356。
「聯邦學習」
（Federated learning）
，主要用來解決於 AI 深度學習的訓
練必須經過大量點對點資料匯集，而導致隱私或事業之營業秘密保障的問
題。故資料擁有者實際上已於自己的端點進行資料分析與訓練，僅將最後
的結果（如不具識別性的模型參數）加密傳輸至雲端進行分享應用357。此
類的技術於資料蒐集的內涵已非原始資料，而是已結構處理的資料，數位
平台所取得的資料量或類型也會因而產生變化，而影響市場力的認定。
而「小資料學習」之概念，參考 Martin Lindstrom 於 2016 年在「小數
據獵人：發現大數據看不見的小細節，從消費欲望到行為分析，創造品牌
商機」
（Small Data：The Tiny Clues That Uncover Huge Trends）一書，提及
小資料（small data）概念，認為大數據中有看不見的小細節，善用小資料
從消費需求到其行為分析，可創造品牌商機358。小資料學習亦為近期 AI
深度學習研究的一個探討，專注於如何運用有限的的資料進行有效率的深
度學習。根據美國康乃爾大學研究，當深度學習資料庫中樣本有限時，模
型複雜性是一個關鍵因素，可使用低複雜度模型來改進現有技術，強化標
準資料可提高識別，開發更複雜的資料生成或擴展管道359，因此小資料學

356

IBM ， 邊 緣 運 算 對 來 源 處 的 資 料 採 取 行 動 ，
https://www.ibm.com/tw-zh/cloud/what-is-edge-computing，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11 月 15
日。
357
韓楊銘，
「人工智慧技術及產業趨勢預測」
（2020）
，
https://www.moea.gov.tw/MNS/doit/industrytech/IndustryTech.aspx?menu_id=13545&it_id=312
，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11 月 15 日。
358
Martin Lindstrom, Small Data: The Tiny Clues That Uncover Huge Trends, John Murray
Learning (2017)。
359
Lorenzo Brigato & Luca Iocchi, “A Close Look at Deep Learning with Small Data,”
https://arxiv.org/pdf/2003.12843.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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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也可以是增進深度學習的方式。
上述技術的發展，基本上與大數據的邏輯並不相當，甚至可以說是對
於大數據發展的反動，轉而探討若資料不用大量集中，或若能於更接近使
用者之端點進行運算，是否得以促使資料分析更有效率，若事業採取此類
技術，其資料影響市場力之判讀將有所不同。因此，對於資料驅動產業之
市場競爭，個案判斷上必須搭配確認所涉事業所採用或欲研發之技術，以
及產業及市場端對於技術發展的預測，以使個案評估更符合所涉事業與市
場實際的情形。
（四）促進數位中介服務之公正性與透明度法制思考
資料驅動的市場環境，數位中介服務也就是以數位平台為核心的服務
型態，基於高度資料匯集與演算法之層疊運用的特性，並為多數與其技術
與經濟地位不對等之中小型企業與使用者所仰賴。由日本與歐盟的法制變
化，以及目前國際上對於 AI 的研發所強調之打破黑箱與透明化的發展趨
勢。建構一個促進數位中介服務或大數據、演算法運用之公平性與透明化
的法制，以平衡市場上多數事業與巨型數位科技巨擘間於資料競爭與經濟
地位之明顯不對等的情形，降低以資料科技施行不公平競爭相關作為的發
生，有其必要，得納入後續法制層面之研議360。

二、 執法措施面
競爭主管機關面對大數據環境下資料驅動的競爭，除了法制政策的考
量外，是否可以透過其他輔助措施或新工具的開發，強化執法的可能性或
360

European Parliament, “EU guidelines on ethic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Context and
implementation”(2019),at 1,4,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9/640163/EPRS_BRI(2019)640163_E
N.pdf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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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參考本章第一節整理之各國作法，以及本研究專家訪談之意見交換，
提出以下幾點供主管機關參酌：
（一）個案調查與諮詢機制的強化
現階段國內結合審查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0 項之規定，主管機
關得徵詢外界意見，必要時委託學術研究機構提供產業經濟分析意見。故
於個案中有需要，包括所涉事業類型新穎，或對其市場狀態與影響有疑慮
時，主管機關則會依法函請相關單位或學者專家提供諮詢意見。惟諮詢函
文除提供簡短之基本背景資料外，所諮詢之問題對於受諮詢對象而言，時
而出現範圍太大無法掌握問題重點，或並無現有之產業調查等相關資料可
取得，而無法於函文限制之時限內進行適度調查或分析之情形。
而就資料驅動之相關產業，其類型變化極大，且部分產業對於資料之
應用複雜，需要有一定時間或一定廣度的調查資料積累，以及更明確之問
題導向，方有可能透過外部研究之協助，有效取得與結合案更直接或精確
之相關產業、技術與市場態樣分析建議。於本研究專家訪談過程對此議題
亦有意見的交換，其中討論到是否可以透過強化主管機關諮詢的方式，例
如對於個案設計更為具體、有引導性之問題或問券，協助諮詢之學研專家
或產業具針對性的回應主管機關想要取得的資訊，以提高個案諮詢的效
能。並可輔以公開意見徵詢之機制或工具，取得其他意見來源，補充針對
性之意見徵詢可能產生的盲點。
至於所設計的問題，邏輯上應該要針對個案特殊性予以設計，惟個案
申請後短時間內要完善的建立具引導性之具體問題，對於主管機關而言恐
有難度。此部分可考慮以個案類型化的方式，搭配建立適當的審查要項指
引（如前述對於資料驅動事業結合設置之審查要項指引）
，甚至可搭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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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規劃，協助執法機關對個案產製初步的諮詢引導文件，再由主管機
關人員秉持專業及對個案初步分析的結果予以調整，應有助益。而所謂個
案類型化與審查要項之搭配，或是進一步之諮詢題庫的設置，皆需要有滾
動檢視的機制，由新個案或產業型態所發展出之資料，納入補強（包括採
用機器學習的概念）使相關問題的導向與產業市場實際發展，不致有太大
的偏離。
除了引導性的諮詢機制外，本研究於專家座談之討論中，提到是否可
以納入參與者自我揭露的概念（參閱附錄四、大數據發展下資訊壟斷與競
爭政策專家座談會會議紀錄）
，搭配分析要素的指引（如前述對於資料驅動
事業結合設置之審查要項指引）
，要求參與者提出相關證據。而專家訪談亦
提及當事人參與之另一面向的想法，亦即討論有無可能於程序上創造當事
人對立的制度，使競爭者不待主管機關的要求，主動提供必要的資料，以
協助主管機關形成心證（參閱附錄二、法律面與市場界定之專家訪談紀
錄）
。前述兩位專家的意見若能綜合評估，可能出現互補的功能，前者為正
面引導事業提出個案審查需要的證據，後者為透過競爭者間利益的衝突，
促使反向資料的主動提供，若能於機制面整合兩者之優點，將有助於補充
主管機關於個案審查之資料取得上的困境。
（二）外部資源之引入
如前所述，資料驅動之相關產業，其類型變化極大，且部分產業對於
資料之應用複雜，需要有一定時間或一定廣度的調查資料積累。國內的確
有部分專業的研究機構，長期進行市場觀測或產業發展動態的追蹤與分
析，並對於所追蹤之產業或技術市場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度與專業度。然而，
研究機構自主追蹤的市場方向，以及分析的重點，未必能夠切合競爭法主
管機關就個案審理的需求，可能導致個案發生時，無法提出充足適切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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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情報可回應主管機關的諮詢要求。若主管機關能夠設計引入產業分析或
技術分析專業人士或機構常態性協助重點市場調查與分析，並以競爭法執
法需求為導向，適度要求調查與分析的重點，將可運用外部專業資源有效
率的為主管機關累積市場追蹤調查的資料。此一作法，有助於主管機關於
個案發生時快速取得所需的市場背景資訊，專業分析單位並能更精確的針
對個案分析需求提供意見，而不受所涉事業提供之資料所限制。
除市場層面的專業資源外，參考 ICN 的意見以及德國卡特爾署就所屬
「數位經濟單位」就個案調查的要求可知，與數位經濟相關的案件調查，
可能需要大量的資料分析與技術層面的比對分析。故於個案審查必須與其
他內部或外部單位相互合作。除了常態性的外部調查資源引入外，針對個
案發生之非常態性外部合作，亦應建立適當的程序或機制，以於個案審查
保密的邏輯下，充足主管機關於此類高度技術性與變動性之案件的審查能
量。包括運用資料科學進行大量資料的分析，進行數位鑑識，或執行演算
法與產業資料運用之交互比對與分析等。
（三）輔助工具的開發（含目標市場動態觀測機制）
ICN 於前述 2020 年之範圍報告中提及，是否有可能運用經濟理論與對
資料的統計分析協助主管機關預測特定產業於市場中形成勾結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運用資料分析的工具發現與偵查聯合行為是否可行的問題。本
研究針對此一議題曾於技術專家訪談過程當中交換意見（參閱附錄一、技
術、產業與執法應用領域之專家訪談紀錄）
，受訪專家提到目前實務上多半
是以產業界的角度開發資料治理合規性檢視的工具，無法用於由主管機關
角度調查或了解市場。技術上而言，現階段的大數據分析工具可以做到建
立產業經營或關聯的地圖，再運用結構分析方式對於所涉個案之公司進行
資料蒐集、應用結構或其他必要之分析，惟此類分析若涉及公司內部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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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之資料，則無法納入判讀。因此，透過資料分析相關技術介入判斷資料
驅動產業之資料應用、多角化經營及相關聯事業之分析，有其可能性。而
關於公司內部資料之判讀，即涉及到前述 ICN 與 OECD 關於如何賦予主
管機關近用公司擁有之數位資料的問題（尤其儲藏於雲端或以區塊鏈存證
之資料）
，此部分恐須進行進一步規範條件的研議與授權。
另一層面，是否有可能於個案發生以外，常態性的透過大數據分析等
相關機制，廣泛性的觀測與分析，無論是發現聯合行為，或進行未來潛在
市場之預測。此部分於專家訪談中亦提及，目前的大數據分析技術無法實
際做到對於未來的預測，因為仍需要利用已存在的過去資料。若要建立分
析的模型，可由主管機關先行設定一個產業範圍，透過小規模的技術試行
分析，觀察其可行性與障礙，再逐步進行修正（參閱附錄一、技術、產業
與執法應用領域之專家訪談紀錄）
。
（四）內部資源與資料分析人才的充實
最後則是對於主管機關審理此類個案所需要之內部資源與人才充實
的需求。由歐盟對 Facebook/WhatsApp 結合案的審查，以及結合事業的後
續發展，可以看出，過度依賴結合事業提供的資料，實際上可能受到結合
事業之誤導而影響對於個案競爭情形或對市場影響之判讀。因此除了引入
外部資源作為協助之外，主管機關如何充實內部資源與能量，亦須予以考
量。本研究之訪談當中，專家提出建議主管機關得以自行建立必要的產業
資料庫，降低對於當事人提供資料的依賴（參閱附錄二、法律面與市場界
定之專家訪談紀錄）
。此部分於初期可能需要先引入外部資源的協助，識別
主要的產業範圍，或搭配前述產業調查輔助工具的開發，有系統的整合調
查的資源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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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同 ICN 所述，此類事業調查過程必須處理與分析大量之數位
資料。而大數據分析並非一個全然自動化的過程，由本研究第二章即可看
出，除技術的應用外，尚須資料分析相關專業人才的投入進行資料的篩選、
預處理、標籤化、建模的各項程序，方能於最終取得有用的分析結果。因
此，主管機關內部必須培養基本的資料科學與分析人才，方能對於相關個
案所需的資料進行有效的分析，或於引入外部人才資源的情況下，對於外
部分析的方式與結果得以適度的篩選或指導。
以上就本研究過程所取得之個案分析狀態、國際法制政策層面以及專
家意見交換的內涵，綜整法制政策與執法措施層面未來可參考之方向，供
主管機關參酌。基本上，本研究認為，以現階段國內產業發展狀態觀之，
短期內應先以執法判斷之指引或基準的建構著手，再藉由個案的累積，決
定我國法制面之調修的方向，應較能兼顧目前實務發展進程與執法目標的
達成。於執法措施端，則可藉由改善與強化個案調查與諮詢機制、引入外
部資源、逐步開發輔助工具與強化主管機關內部資源與人才層面著手，逐
步建構適合未來數位經濟發展趨勢之執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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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

本研究由大數據及資料於產業應用的角度切入，探討了國內資料價值
鏈相關產業的情形，以及大數據環境下資料與市場力之間的關聯，並從限
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之國際重要案例或法制政策趨勢的探究，整理國際實
務就資料競爭相關之重要執法議題的看法與做法。同時嘗試以 Facebook
個案及部分結合案之發展，探討競爭法與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制等之執法
界線等議題，最後總整國際實務法制政策或執法措施之發展，以及本研究
進行之專家訪談與座談之討論，提出對於主管機關未來法制政策或執法措
施的建議。
從相關個案的探討裡面，可以發現，國際實務目前所著重的是大型的
數位平台的資料壟斷，以及因為此類大型數位科技公司，透過大數據與演
算法之利用，可能對市場競爭產生的負面影響。然而，國內現階段並沒有
類似 GAFAM 這類巨型數位科技服務事業，對應 GAFAM 這樣的數位科技
巨擘，我國事業或民眾與他們之關係，主要為運用 GAFAM 服務之使用者。
包括個人一般免費或消費行為的利用，或事業（含中小企業）對資料分析、
廣告行銷等不同邊市場服務的利用等。也就是說，資料驅動的產業市場，
於我國而言，屬於仍在發展中的市場，與擁有大型數位科技公司之特定國
家或地區而言並不相同，於競爭法制政策的評估上應將此點納入考量。
然而資料經濟的推動畢竟是全球共通的發展趨勢，日本於 2019 年提
出的數位時代新 IT 政策大綱即提到，未來的競爭場域是在網路的空間中活
用資料，並促進網路與實體的融合，故未來政策則必須以如何促使日本於
數位時代的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為目標，進行環境的整備361。而其於推動
361

高度情報通信ネットワーク社会推進戦略本部，官民データ活用推進戦略会議，
「デジ
タル時代の新たなＩＴ 政策大綱」
，頁２、４（２０１９）
。
203

國際資料之自由流通（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DFFT）的策略當中，除
了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的國際接軌外，特別提到關於數位平台資料寡占或獨
占的問題，由總務省、經濟產業省、公平交易委員會共同合作，推動數位
平台交易環境之透明性、公平性，並因應資料壟斷的問題362。
無獨有偶，歐盟 2020 年公布的「歐洲資料戰略」
（A European strategy
for data363）
，以建立單一歐洲資料空間（a single European data space）為目
標，期望於確保個人資料或非個人資料（包括敏感之商業資料）之安全的
同時，也能讓事業能夠近用幾乎無限量的高品質產業資料，以促進成長並
創造價值。而要能夠達到目標，必須確保歐洲共同的規則能夠有效的被執
行，而主要法制的層面即包括個人資料保護法制、消費者保護法制以及競
爭法364。
由此可知，競爭法於國際資料經濟發展的趨勢下，對於確保市場之自
由與公平競爭的角色，已逐漸延伸至促進資料自由流通與公平應用的層
面，對於部分國家與區域之資料競爭策略而言，成為重要的法制手段。因
此，對於國際趨勢的判斷，以及各國就資料驅動產業之執法的認定，可能
並不僅是經濟或法制層面的探討，應合理的懷疑其隱含著某程度國家或區
域本位的執法需求。也就是說，雖然競爭法之執法必須關注國際執法的動
態，但於未來全球性的資料競爭脈動，法制政策的走向有必要回頭思考國
內產業環境發展的需求，以及整體數位政策的走向，此部分尚需主管機關
於未來政策擇定審慎評估。

362

參前揭註，
「デジタル時代の新たな IT 政策大綱」
，頁 31。
European Commission, “A European strategy for data”(2020),
COM(2020) 66 final,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593073685620&uri=CELEX%3A52020D
C0066,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5.
364
Id. at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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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於法制政策面基本的建議，係如同第七章第二節之整
理，基於資料經濟與資料科技發展仍具備相當的變動性，國際法制政策近
期雖於不同國家有較大的探討與動作，但仍未有具體的共識與定論。故短
期而言，主管機關得以先行針對資料驅動相關競爭個案之判斷指引或基準
建構起來，再從逐漸累積的個案經驗萃取適合我國執法的規則或標準。過
程中得以嘗試以漸進的方式開發相關輔助工具，並厚實主管機關內部資源
與人才能量，最後進行必要的修法。而相關法制政策應適時關注國家數位
經濟政策推展的方向，逐步建構適合未來數位經濟發展與政策趨勢之競爭
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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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技術、產業與執法應用領域之專家訪談紀錄
受訪專家：工研院巨量資料資訊科技中心 黃維中副執行長
訪談地點：民生科服大樓會議室
訪談時間：2020 年 6 月 8 日，下午 2 時至 5 時
訪談提問與回覆整理如下：
一、 大數據的實務運用、發展可能性、對於產業可能帶來的影響
目前較為著名或大型的數位平台（例如 Google、Facebook、

(一)

Amazon）
，多數會採取能夠大量取得數據，加以快速演算
分析，再納入營運應用的相關做法。最常討論的為透過網
路爬蟲的技術爬取開放網路的相關資料來源。請問：
除了網路爬蟲的技術外，實務上還有那些技術可以協助數位

1.

服務大量獲取多元來源的資訊？有無較著名的實際案例？


網路爬蟲技術應該是討論最多，應用較為成熟的技術。



還有在網路廣告已運用多年的第三方 cookie 應用，如
Google 透過與合作廠商組成聯盟網形式以蒐集使用者於
不同網站的 cookie 資料，瞭解網路使用者的數位足跡，再
將其售予其他需要資料的業者。不過 Google 因為 GDPR
關係，已宣布兩年後將關閉瀏覽器第三方 cookie 的功能，
此舉對於長期運用的三方 cookie 機制分析使用者足跡並
提供目標服務（如跟隨使用者於不同網站顯示的關聯性廣
206

告）
，將產生影響。


台灣應用數據驅動創新模式可能較少，資料交換不似美國
活絡，比較常見應用如關鍵字廣告、第三方 cookie（透過
瀏覽器置入）
，而台灣數位廣告業者多與 Google 合作取得
cookie 資料。
大數據的價值不僅是獲取大量的資料，尚須要兼顧處理的速

2.

度、資料的多元化，以及大數據經由分析處理後可形成的應
用價值（4Vs）
。為了加速資料的獲取與即時處理分析，近
年來已有相當多關於邊緣運算的研發與討論。您認為邊緣運
算對於大數據產業應用的影響是甚麼？未來可能會帶來怎
樣的變化？哪些產業有可能因此進入到資料驅動的產業競
爭市場？


邊緣運算對於大數據相關產業定然會產生影響，其主要是
在設備載具端就將取得的原始資料結構化，加速資料分析
與反應的速度。目前最直接的應用，就是交通。



目前經濟部工業局正推動資料經濟生態系（如交通、數位
廣告聯播）
，可將經整理好的資料釋出予新創業者應用，
如景翊科技公司即發展智慧型交通運輸系統。惟整體而
言，資料仍少量、碎片化，若須大量資料，需向國外購買。

3.

除了邊緣運算以外，現階段還有哪些已經進入市場的技術，
可能改變或更強化大數據的應用版圖？實務上是否已有產
業應用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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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學習（Federated Learning）
：非上傳原始資料（Raw
Data）
，而是部分數據於載具端（手機）已完成結構化，
再上傳到雲端進行分享。例如 Google、Apple 採此種作法。
依資料類型區分，原始資料通常為可直接識別資料，如果
能夠取得原始資料並有能力演算分析，則原始資料應是最
有價值的資料。比原始資料更次一級，為前面討論的
cookie，其仍具備間接識別可能性。而應由聯邦學習技術
運作之後的資料，上傳到雲端分享的只有模型參數
（model）
，形成分享 model 但不分享原始資料的情況。



小資料學習：相對於海量資料，小資料學習的技術理念，
是如何用較小規模的資料，就可以達到近似於大量資料分
析後的準確度。主要針對個人資料，無須蒐集過多個資就
可做到分析上高準確度，可能用在醫療產業或部分的製造
業。可以使得小型企業容易進入市場、取得競爭力，但因
為無法改變資料量不夠的本質，也不容易達到關鍵性的改
變。
如果我們要了解產業如何運用大數據，有無基本的流程圖形

4.

資料或其他文獻可供參考？（助於瞭解資料如何被利用，以
提升產業競爭力或價值）


可從資料工程、data flow（涵蓋資料清理-資料標註-Model
模型調整的過程）等關鍵字搜尋相關文獻，若從狹義的
AI 概念，則涉及深度學習、知識圖譜、決策最佳化等要
素。此外，也可留意演算法可能存在偏見/歧視問題。

208

潛在資料產業的發展可能性

(二)

國際上對於資料壟斷，現階段個案執法以大型數位平台為主

1.

（如前述）
，主要是因為這些平台長久以來已經累積很多資
料，以及具備強大的使用者群。就您的看法，現在大數據環
境的應用發展，會大者恆大，還是可能其他潛在的資料產業
有出頭的機會？是否已有相關的案例發展中？


其它潛在競爭者仍可能自資料蒐集與分析的業者，取得競
爭所需要的必要資料，使得其可能有機會與大型數位平台
競爭，但資料規模可能仍無法及於大型數位平台。
就您長期投入大數據相關技術研究、產業輔導與政府政策規

2.

劃的經驗，您認為除了目前實務不斷在探討的消費者行為資
訊、個人資料、定價資訊外，有哪些數位環境的數據實際上
極有價值，且受到市場重視？其應用的範圍大致為何？（例
如產業蒐集消費者行為資訊，常用於分析後提供目標式的廣
告服務等）


資料應用相關主要產業有根據網路行銷針對使用者行
為，推薦其可能有興趣的產品或服務為精準行銷、關鍵字
廣告，使廣告效益最大化，或網路社群口碑，如意藍等蒐
集網路聲浪、社群評論等進行數據分析、資策會服創所的
輿情分析；或甚至如暗網 DeepWeb 等，進行數據與利益
的交換。



此外，Google 應用程式涉及不同資料，可透過技術工具有
系統的蒐集和比對相關資料，探求可能的應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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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如果要判斷一個新創或小型的事業，有無可能運用資

3.

料科技、演算技術以及大數據應用，於未來快速發展，需要
關注哪些面向？實務上如何透過大數據分析，找到事業未來
可能的競爭者？


大數據分析沒辦法真的做到對於未來的預測，因為無論分
析的資料多完整，仍然是過去的資料。但可以運用分析出
產業之間的關聯，輔助分析可能的產業或資料生態系的關
聯。



機制設計，可以先透過小規模的技術規劃，對於特定類型
的產業或資料類型試行分析，再逐步修正。



Google 於判斷競爭者的方式，是與新創/小型業者形成合
作關係，再判斷是否要進行併購。

二、 如何運用大數據協助公平交易主管機關進行資料驅動相關市場之執
法：
產業大數據之應用，通常伴隨各種演算技術的設計與串

(一)

接。作為維持市場競爭秩序之主管機關，對於所涉個案如
何利用資料、不同資料來源與演算法間之關聯性等分析，
有沒有甚麼可以利用的方法或工具，可以提升判斷的即時
性與精確度？


目前實務上已經有在使用的相關工具，主要係作為金融公
司日常業務運作合規性的檢視，或資料治理合規性檢視，
瞭解資料運用是否有違反相關法規或企業內部法規。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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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工具主要以企業的角度協助強化法律遵循。


若是從主管機關調查或對市場了解的角度，現階段沒有可
以直接應用的工具，需要進一步確認主管機關的各項需
求，方能有客製化的設計。



技術上而言，目前相關大數據分析技術，包括資料爬取的
相關技術與分析，可以做到建立產業經營/關聯地圖，透過
結構分析的方式，針對所涉公司進行資料蒐集、應用結構
等（視希望分析的需求）進行分析，例如：透過爬蟲尋找
公開資料，瞭解公司掌握何類資料，以及資料運用的關聯
性；或如同 g0v 曾經設計的機制，運用資料分析鏈結，搜
尋董監事投資關係，探求公司間業務關聯性。但有其限
制，公司組織內部的關聯，決策的判斷等等內部關聯等，
無法從公開資訊爬取的資訊，則無法納入判讀。



科技分析工具只能作為對於產業市場或資料運用結構等
鏈結關係了解的輔助工具，實際上仍然需要專家介入進行
判讀與分析。

(二)

由於資料或數位產業的競爭，許多來自於未來的潛在競爭
者，很多本來可能不是提供同樣服務的產業，因為特定技
術的應用，或是利用了其在特定領域的資料優勢，而成為
潛在的競爭者。對於此類產業型態，主管機關在個案判斷
上常有困擾。您認為，主管機關是否可能也利用大數據強
化對於市場的掌握與了解，甚至更精確到對於個案的判
斷？如果由您來規劃，您會建議主管機關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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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AI 與演算法實際上在各自廣義或狹義的定義當
中皆可能相互涵蓋與關聯。是否可以用在產業未來行為或
決策的預測，以現階段的技術發展而言，精確預測有其困
難。以 AI 來說，主要概念是在模仿人的思考模式，需要
經由有重複操作可能性的資料加以訓練。商業決策多半是
非理性的決策或創造，預測有難度。大數據的核心則是大
量數據的分析，有廣義與狹義的定義，可以用來大量與快
速運算海量的資料，建立鏈結關係，但其可為的分析仍然
受限於設定之運算目的與條件。



若從競爭法執法的角度來看，AI、大數據與演算法技術，
係將人的行為轉變為系統化、自動化的運行，或許進一步
排除人為介入，而達到自動決策的效果（如：聯合定價）
的效果，或更容易維持勾結行為。條件設定上，也許可以
自結果面，透過產品價格模式、間接資料交換等，反推是
否有聯合行為的可能。



資料驅動的相關產業，其所為之資料治理（含資料運用與
決策）是屬於內部極為機密之事務，本質上即有調查的困
難。尤其以 AI/大數據的技術層面來看，會因為採取的學
習方法而有分析難易的區隔，假若為深度學習，雖然一開
始透過人為的標記在有限度範圍內自我學習，然 AI 持續
學習與進化到一定程度後，卻不容易還原其成長的過程，
無法推論與解釋有哪些要素驅使演算法發展到此程度，在
判斷上更加困難。



規範面，建議可朝 AI 演算方法的透明性與可解釋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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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可增進資料的安全性，以及在舉證上更為方便。如
美國 FTC 針對資料治理提出的 Guideline 便採取促進產業
資料治理之透明度為目標。


制度面，因為相關技術發展是動態的，且轉變迅速，建議
未來可建立如美國 FTC 專家小組、技術幕僚（Chief
Technology Office, CTO）
，持續協助主管機關瞭解數據產
業、企業資料運作規範，搭配技術規劃，建構動態產業經
營關聯地圖等輔助。惟目前相關案件較少，若主管機關要
發展相關大數據工具，可能要連結其他關聯產業資料，讓
AI 可根據現有資料，進一步蒐集更多相關資訊或進行分
析比對。



政策上亦可考量如何促使企業在業務內部流程設計初期
即導入 Compliance by design 概念，訂定出相關之法遵定
義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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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法律面與市場界定之專家訪談紀錄
受訪專家：中原大學 陳志民教授
訪談地點：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會議室 A
訪談時間：2020 年 6 月 10 日，上午 10 時至 12 時
訪談提問與回覆整理如下：
一、 資料驅動的數位市場界定
於您「大數據與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一文中，針對「大

(一)

數據」與「相關市場」界定提到修正 SSNIP 法則之運用，
以網路平台為例，區分為「非交易平台」與「交易平台」
類型，並認為交易平台本身即可界定為一個市場，無須再
探討雙邊或多邊市場的界定。惟目前平台有多角化經營的
情況，是否仍認為可以如此界定，您看法如何？


有關「非交易平台」與「交易平台」的類型區分，為義大
利經濟學家在 OECD 圓桌會議演說中，提出對於數位平台
市場界定可行的方案。其主要是探討「利潤」變動，而非
「價格」變動，亦即單一邊市場的價格提高對於多邊市場
的總利潤影響。不過仍只是架構，對於數位平台的市場界
定，目前仍然處於實驗觀察的階段，可能還要一段時間摸
索，經濟學家才有可能發展出較具體的作法。



於如何定義雙邊市場方面，多數國家採質化分析而非量化
分析（替代性有無的判斷）
。



可按傳統 SSNIP 法則界定市場，再將雙邊市場要素納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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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評估市場力量的判斷。也就是說，未必要在市場界定的
時候就納入雙邊市場的考量，而是在市場力判斷時再評估
雙邊市場的特性。


對於結合案審查時所涉及的「多角化經營」
，仍可視各邊
平台屬非交易平台與交易平台的類型先予以區隔，再界定
市場。
對於以 「資料」等非價格因素為競爭重點的市場，您認為

(二)

SSNDQ 是否適合作為市場界定的方法？或有其他更適當
的方法。


高科技產業的競爭多為品質上的競爭，若有價格提高、品
質降低的情形，將造成消費者轉向其他選擇。因為網路上
有許多免費提供的高科技商品或服務，造成無法以價格推
論可能的競爭市場，才因此考慮以 SSNDQ 做為市場界定
的工具。



惟若以隱私權保護作為非價格競爭的類型來看相關市場
認定的問題，因每個人對品質的感受與要求不同，存有高
度主觀性判斷而沒有客觀評量的標準。若對於數位服務的
需求替代性以光譜呈現，品質即如同存在於光譜上「分散
的點」
，而非如價格係存在光譜上「特定的點」
，可透過觀
察得知價格變動對使用者的影響，較具有客觀性。



故在 SSNDQ 的操作上，若要選擇以品質降低作為界定相
關市場的依據時，須注意品質改變對於結果的必然影響為
何，該如何決定作為觀察替代性高低的品質變動程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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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無相關量化比較的可能性。


也許可以思考如何建立品質（Quality）與價格（price）的
連結，如品質的變動何時可代表價格的變動，或考量使用
者在取得商品或服務時，是否具有對價關係。因為公平法
考量的對價關係，並非只有貨幣的價值，亦包括其他非貨
幣的對價考量，如以免費來交換長期的交易關係。
有學者認為，
「資料」對於競爭帶來的影響可能是跨平台、

(三)

跨產業之影響，因此應該將個案所涉的資料獨立為一個市
場進行界定，即使所涉資料本身並非商品/服務的標的，亦
須如此。例如 Google v. DoubleClick 案，應該將對廣告主
與廣告發行商有用的資料設定為一個假設的產品市場，更
能看出合併事業對於「資料」取得與運用的意圖，您的看
法如何？


雖然資料都是跨平台或產業，但上述立論的前提，乃建立
在資料對競爭而言是「重要」的資料。但弔詭的是，在市
場尚未界定之前，何從得知資料是對跨平台或產業是重要
的資料?



就個案而言，當事人重視的是產業的市場競爭，並非資料
在整體市場的應用。因此要評估的，是該資料作為新產品
或服務的一項投入要素（input）時，在什麼條件下有必要
將該 input 抽出且界定為是一個獨立的相關市場。 由於資
料可能廣泛應用於各類產業，涉及多種相關市場，以「資
料」為中心的市場界定方法，很可能將讓界定結果過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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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無助於案件審查。


舉例來說，假設今天 Uber 要收購大都會車隊，台灣大車
隊可能會抗議未來將在計程車市場產生排除競爭的效
果，理由之一是 Uber 在結合後可能會拒絕提供其因提供
服務所取得之資料給台灣大車隊。如果以“Uber 所掌握的
叫車服務使用人資料”作為
「最小假設獨占者」
，再依SSNIP
法則，看當 Uber 對使用該資料的價格提高 5%時，需求面
和供給面的替代變動情形。如果你的切入點是「使用人資
料」本身，則叫車服務使用者資料的需求者，很有可能可
以從其他與行動叫車服務相關或全然無關的產業，如台灣
大車隊、PChome、甚至於 Panda Food 等處取得所需之相
同或具同等效用之資料，讓可能可以被納入具替代性之產
業種類有無限的可能與不確定性，同時也讓和個案競爭評
估關聯較低或無關的市場也需要被納入討論。



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把觀察的切入點放在終端產品市界
定，以“行動叫車服務”作為最小的假設獨占市場，再觀察
結合後若大都會擬提高叫車服務收費 5%時，市場中之供
需替代變動情形，我們較有可能得出一個對個案競爭分析
具有意義的相關市場，如其他行動叫車服務或實體路邊叫
車等; 我們大概很難想像，當大都會提高收費後，PChome
或 Panda Food 會是叫車服務需求者的替代選項。其可被引
申的觀點之一，乃倘若大都會車隊在結合後提高市場收
費，但客戶並未轉移到其他競爭服務，其代表的是整合了
Uber 資料的行動叫車服務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替代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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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單獨界定為一相關市場的可能性也提高，若 Uber 的資
料對於行動叫車服務市場的競爭真的是一項關鍵資料，則
透過對最終服務市場的市場界定過程，通常已足以將其反
映出來，無需特別針對投入要素市場來進行檢驗。
部分論者認為，數位相關市場多變，在市場界定困難的情

(四)

況下，或許可以改變執法的邏輯，不再執著於必須進行完
整的市場界定，而是直接針對必須介入的反競爭行為或市
場態樣，作為執法的切入點。您的看法如何？


界定相關市場的目的在於確定個案調查範圍，分析競爭影
響有多廣，避免將許多與競爭無關的因素也納入個案評
估。



當界定出市場範圍後，即無須考量範圍外的要素，可以更
具體的聚焦判斷相關的競爭議題。另外，相關市場界定也
可能與處罰事業時計算罰鍰的基準有關。因為計算方法要
有一些跟損害有關的因素，如所失利益、營業的減損、客
戶的流失，若無法知悉市場範圍，亦無法得知客戶流失幅
度、營業利潤損失的百分比，甚至可能因為分析的範圍過
廣，將勞工失業的救濟金、社會安全也算入受到行為影響
的範疇。



雖然界定市場很難，卻是整個競爭法執行的根本，若缺乏
市場界定，判斷將會流於主觀。，產業也將因此而無所適
從。



不界定相關市場，也無法判斷問題中所謂的「必須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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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為何，不界定相關市場，執法者將依據何種標準來
識別出那些行為需要被關注？都是值得仔細思考的問題。
歐盟執委會認為網路使用者在利用免費網路服務（如：搜

(五)

尋引擎）
，並非實際免費，而是支付了「資料」作為對價。
您認為，這樣的看法對於競爭法的個案判斷，是否會帶來
甚麼影響。


如之前我所講的，競爭法應擺脫「交易」只限於有貨幣價
值的財貨轉移的想法。公平法裡面處理價格濫用的規定，
原則上這種思維都有適用的空間。雖然服務是免費提供，
背後卻是為了換取長期交易關係，或換取所需的資料。

二、 資料驅動市場競爭之相關執法
資料驅動的市場競爭，涉及新興技術與商業模式的動態變

(一)

化，執法上對於所涉事業之行為對市場之影響，容易出現
對市場判讀的錯誤，甚至有可能被結合事業提供的資訊誤
導（如 Facebook/WhatsApp 結合案）
。您認為作為執法的主
管機關，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執法建議如下：
一、自行建立產業資料庫，可不須過度依賴當事人提供資
料。
二、於程序上設計刻意創造當事人對立的制度，讓競爭者
主動提供系爭資料。例如引入類似訴訟程序之當事人雙方
交互詰問機制，當事人必須為自己的主張提出有利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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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主管機關藉此形成心證。


若有灰色地帶，則取決於主管機關對市場或管制的權衡，
可透過觀察「水平競爭動能」是否存在（透過如產業歷史、
產業特徵、研發行為狀態等因素）
，若市場存有潛在實質
競爭，雖然短期內事業可以取得獨占，仍無法避免未來長
期所面臨的實質競爭。在「誤殺」
（保守）與「錯放」
（開
放）的權衡中，可能偏向「錯放」
，避免扼殺創新誘因，
由市場的競爭動能去制衡可能產生的傷害（芝加哥學派所
主張理論）
。



贊同調整目前公平法主管機關諮詢產業的方式，建議主管
機關採取能夠更具體、有引導性的諮詢方式，結合公開徵
詢意見的機制或工具。例如，對於結合案評估透過問卷調
查方式，瞭解產品間的替代關係，缺點是可能過度曝光主
管機關立場。
由於演算法的複雜多變，對於數位市場，尤其涉及大數據

(二)

或 AI 應用的市場個案，執法機關常會面臨對市場實際狀
況之確認、劃分以及競爭狀態評估層面的困難。以歐盟處
理 Google 案為例，甚至耗時經年。就您的觀點，您認為競
爭法主管機關應該強化那些做法或機制，以協助其處理數
位相關市場的競爭議題？


例如美國有科技審查官，協助瞭解科技市場，公平會亦於
2011 年建立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惟受限於員額編制
與預算等因素，人員並不是很多，在面對數位經濟的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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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恐無法負擔。


至於討論到是否要如同目前其他部會的作法（如經濟部智
慧局或 NCC）將專利檢索或電信技術相關的任務，設置
或委託所屬財團法人進行，此部分在目前公平會的組織及
預算規模而言，可能有難度。



對於透過規範增進演算法透明性，讓市場交易環境更透明
是未來可發展的方向，但演算法透明度的增加，也可能使
價格勾結更容易發生。
您認為主管機關有沒有必要規劃新的政策工具，作為因應

(三)

資料驅動市場之相關個案處理或政策規劃的基礎？如果是
必須的，您會建議主管機關優先投入哪方面的規劃？


當面對數位經濟議題時，建議主管機關可思考是否建立篩
選機制、指標（客觀量化的標準，如公平交易法第 19、20
條垂直交易限制的市占力門檻）
，作為預先判斷該案是否
值得進一步調查的基準。



可以將審查重心放在判斷資料的質與量是否為產品或服
務產生的關鍵，或僅是作為一種投入，再透過公司的創意
研發發揮其價值。又如資料類型可劃分為原始資料或結構
化資料，亦有不同的價值。此外也可借助專業人才判斷資
料對產業的重要性。



由於供給創造需求的趨勢明顯，未來建議主管機關對於供
給面的判斷可多著墨。若自需求面角度，特定個體的利
221

益，無法代表整體市場競爭，而由競爭者提供資料，亦可
能有偏頗或過度強調嚴重性，因此最終仍回歸主管機關自
行判斷。
三、 大數據相關市場競爭與隱私法制之關聯
對於德國聯邦卡特爾署於 Facebook 案當中，以 Facebook

(一)

運用對於資料主體的支配地位，以違反 GDPR 規定取得使
用者資料的作為，認定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這樣的看
法被德國杜塞道夫高等法院推翻。您對於卡特爾署的意見
有無看法？
歐盟執委會在多個案例當中都明白表示隱私法制與競爭法

(二)

關注的面向不同，例如於 Facebook/WhatsApp 結合案就表
示，結合導致的個人資料大量匯集等問題，並非歐盟競爭
法必須關注的問題。對此，您的看法如何？
若將隱私保護作為市場競爭的非價格參數（non-price

(三)

parameters）
，您認為競爭法之執法上應如何對其加以評價。


較支持高等法院的看法，因為隱私權並非競爭法保護的目
的，且每個人對於隱私的重視程度不盡相同。



基本上任何擁有優勢地位的事業所為的任何行為都可能
構成濫用市場力量，若都可以納入競爭法執法的判斷，有
可能不當擴張競爭法的適用範圍。



除非是運用優勢地位強迫消費者放棄其隱私權，或將使用
者資料用於當初蒐集目的以外，使用者仍不得不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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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服務的情形時，才有可能構成濫用市場力量。
四、 法規調適層面的考量：
您認為是否有必要如同德國或英國，將影響市場競爭之資

(一)

料、網路效應、規模經濟、使用者多棲（multi-homing）
、
創意競爭等項目，納入結合審查判斷市場地位之要項？


公平會近期案件已將潛在創新要素納入考量，可能無此必
要在數位經濟產業特別明列判斷要項（具體條列式）
。



雖然可提供業者明確準則，但也可能形成案件分析上的限
制，回歸個案判斷較妥，或可設置其他因素做為裁量彈性
的參考。



目前較難判斷的是創新競爭。具體條列的前提是已調查產
業資訊、相關業者普遍認為屬重要競爭因素作為支持基
礎，創新競爭因為沒有足夠過往資料可分析，有其困難
度。需要不定期透過實務意見的交換，例如開座談會調查
消費者、產業意見等，避免將對競爭沒有重要影響的判斷
因素也納入衡量，增加業者法遵成本。

(二)

除此之外，您認為是否有必要針對資料驅動的市場模式進
行特定的法制調整，或相關執法原則的修訂？如公平會對
於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 9 點水平結合限制競爭效果之
考量因素，是否須納入考量可能失去實際或可感知的潛在
競爭（例如被併購者在市場上看似市占率不高，但因為擁
有具價值的資料，具有發展潛力）
、失去創新動力（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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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資訊壟斷，結合案將使潛在競爭者自認無匹敵的可能
而放棄創新）或是產生非水平影響（例如合併後的公司將
控制上游/下游或鄰近市場中，用來競爭的重要資料集）
等，致使市場實際不存在競爭？


如何評估創新行為構成公司彼此間的競爭關係，傳統競爭
法裡面也有相關概念，就是所謂的邊緣的競爭者、潛在競
爭者，因此現有體制就可以去判斷。



但是現在的這個理論顯然是想要把問題放得更遠，特別是
就創新能力而言，未來有可能會是潛在競爭者，是對於未
來市場的預期。被併購掉的潛在競爭者，指目前看起來不
具威脅，但是未來當具優勢地位的事業準備進行反競爭行
為時，潛在競爭者可以很快速、及時的進入市場。潛在競
爭者的存在會對事業造成一種可感知的、可感受到的一種
競爭壓力，而事業事先透過結合把這個多角化的競爭壓力
消弭。



為什麼多角化結合通常在實務上被禁止的可能性很低，因
為要去判斷何謂「可感知的競爭」基本上都很難。普遍認
為數位化時代，進入市場的速度會很快，加上很多平台都
是多角化經營，所以感覺上很多事業都是未來可能會進入
市場的潛在競爭者，但要判斷創新行為很難，有沒有一些
指標能夠去判定創新的概念？或是從創新角度判斷結合
案的兩家公司應被界定為水平競爭者？



若以 Google 併購 Nest Lab，打造智慧音箱而言，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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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是企業濫用獨占力的行為，還是他自己的商業策略？
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但個人依然比較好奇，是否可依據
特定架構來判斷潛在競爭傷害，也許我們可以不用界定市
場，只要根據市場幾個現象，大概就可以知道會減損競爭。


就個案的探討都比較有點類似像事後諸葛的感覺，都是之
後發生，從後面的角度去判斷是不是在當初在結合審查的
過程當中，就應該把哪些元素放進去。對個案的未來市場
的判斷，影響因素極多，預測上的錯誤是可能發生的。

五、 關於大數據可能導致的不公平競爭議題？
目前國際實務對於資料競爭相關的競爭法調查個案，以大

(一)

型數位平台居多，例如 Google、Facebook 或 Amazon。並
且較為關注平台濫用其市場支配地位的層次，另外連結到
平台同時具備中介者的角色，以及水平競爭者的角色時，
因資料壟斷可能導致的不公平競爭狀態。
您認為在系爭事業具備市場支配地位時所為的商業策略，與

1.

構成不公平競爭間之界線在哪裡？


其他國家係將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分開立法，因為兩者
有不同的立法目的，不公平競爭多傾向在競爭過程中所生
商業侵權行為、私權糾紛等個案上權利義務紛爭，而非整
體市場上的競爭。而我國係將兩者合併立法，在單一立法
目的下，若對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有不同的解釋方式，
是否妥適仍不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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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議對於不公平競爭，仍須扣緊市場力判斷。如對不
實廣告的判斷，須考量市場影響範圍，當中即包含對相關
市場的界定。若著重在行為面的可非難性，則或許可將判
斷違法的門檻標準降低。
不公平競爭並不以個案是否具備市場支配地位為前提，然而

2.

國際上對於資料競爭個案多以連結具備市場支配地位之個
案。對於大數據可能引發之不公平競爭，依您研究經驗，是
否建議有哪些議題層面需要納入研議？


就我國的立法體例而言，因為是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合
併立法，因此應該仍然需要將市場支配地位納入考量。



無須針對數位經濟特別修立法，第 25 條本身已可涵蓋不
公平競爭行為。如 Bloomberg 案例，即涉及是否構成詐取
他人努力成果，而有違反第 25 條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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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產業應用與市場趨勢之專家訪談紀錄
受訪專家：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
王義智主任、朱師右產品經理、黃仕宗分析師
訪談地點：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會議室
訪談時間：2020 年 6 月 10 日，下午 4 時至 6 時
訪談提問與回覆整理如下：
一、 針對企業在數位時代累積的數位化資料，透過大數據的分析運用，協
助不同領域企業進行創新與研發，為當今企業推動數位轉型所不可獲
缺的一環，試問：
(一) 就產業分析的觀點，您會認為依該如何定義哪些產業屬於資料產
業，其範圍與類型？


一般傳統的開發流程，包括測試、整合、監控管理、改善、
問題定義、開發等的循環。現階段因投入大量數據，轉變為
新軟體開發流程，從問題定義、議題研究、資料蒐集與整理、
資料整合及標籤、模型發展、訓練、驗證比較、疊代試驗、
模型確認、軟體系統開發、應用測試、封裝、監控管理、檢
討改善、重新議定問題等。



「資料提供及處理服務」
（資料蒐集與整理、資料整合及標
籤）
，可以說是核心的資料產業，鏈結到 AI/演算法之訓練模
型的產出，皆為資料經濟可以涵蓋的範圍。

(二) 以資料應用作為業務驅動的商業模式，與傳統商業模式之差異？
數據如何形塑企業的競爭優勢（如精準預測消費者喜好）
，或可
能帶來哪類負面影響？


從軟體開發流程面，商業模式即為打標籤、建模的服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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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資料進入時，需進行資料的清洗、調整，在下指令前進行
事先分類，也就是說以打標籤的方式去分類，而使之規格
化、統一化，以利後續建模的程序。對於前述，早期傳統以
人工方式進行，而現今因為資料量龐大而委託外包，將流程
分拆的更細緻。


數據帶來的競爭優勢，並不只是能夠匯集大量的數據，演算
法是否足夠成熟而能適當的將數據進行運用與加值，以及加
值出來的結果有無有適當專業的人員進一步加以分析判
斷、應用與決策，都會左右數據對企業競爭是否能夠形成足
夠的幫助。而所涉及的數據，未必需要挖掘的到非公開的數
據，透過開放 API 或相關網路爬蟲等技術，取得的資料本
身，就可以產生價值，催生創新的服務模式。



帶來的負面影響就是在未告知客戶的情況下，於集團內自行
交叉運用、行銷、分析，可能違反個資法與過度行銷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精準預測消費者喜好有其一定難度，因為消
費者喜好隨時有變動可能性，針對個人的預測與預測整體世
代的狀態有所不同。不過對於個人喜好預測上，可透過
checkbox 事件行銷，勾勒出喜好，以預測出更貼近喜好的情
況，達到精準行銷的效果。例如：壽司郎，其廚房的備料透
過數據掌握、預測顧客點餐需求、未來銷量，並降低成本、
提高銷量與利潤。
（以賣數據的態樣掌握動向）另一層面，
精準的消費者喜好預測的確會因為數據而提升競爭優勢，例
如賓士與數據公司合作，提供車主駕駛資訊予保險公司（參
考簡報檔）
。因此數據驅動可以提供競爭優勢，其本身也可
以作為交易的標的，即為新的商業模式。再加上如同
FoodPanda、Uber 等共享經濟平台，所有的平台底層都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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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所驅動的經濟體，透過供需雙方媒合，完成整個流程達到
經濟利益，不過，數據的蒐集存在一定的成本，雙邊市場需
要撒錢拉攏一邊市場使用者，並經訓練後讓演算法的分析越
來越精準。因此數據的集中對市場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數據帶來的競爭優勢能夠達到怎樣的程度，所處環境的法制
規範也會有所影響。例如個人資料保護法的限制、以及因應
國際個人資料保護法制（如 GDPR）之修法趨勢等。

(三) 如果要較為清楚的釐清產業對於數據應用之類型，以及因為數據
應用方式不同，區隔資料相關產業的類型，您建議如何區分？


建議先從公開資料（主要指與公益相關的資訊、性質同公共
財）下手，主要競爭在如何運用資料進行創新，如氣象資訊、
交通資訊（豐田汽車-簡報檔）
，從此方向進行資料分類。



目前幾乎所有產業都受到數據應用的影響，若從數據與核心
產品的關聯度，及消費者的關聯度來分析，商業模式的討論
可從「數據加值產品」
、
「數據即產品」
、
「數據加值管理」
、
「數
據加值服務」等四角度切入探討。

(四) 您認為資料驅動的數位市場應該要如何進行市場界定？


需判斷行業的屬性與特質。
（詳下題意見）

(五) 部分數位服務，如搜尋平台，使用者利用其服務為免費，但所取
得的資料透過演算法及相關大數據分析，能夠帶來對於其多角化
經營服務的創新與提升。您認為要如何透過市場界定，或是市場
分析的方法，能夠更精確的識別或精算出其市場地位與影響力？
（包括於檯面上的同一水平競爭市場、跨領域之市場或其他潛在
競爭的影響力等）


數位市場的界定，包括數據影響創新，對於市場地位或市場
力之影響，需按行業的屬性與特質進行判斷。例如，資安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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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產業屬性就是不斷會有新創事業出現，所以要視各產業
特性有不同的處理。


而消費者行為改變與市場趨勢具有緊密關聯性，應建立長期
性反覆的資料更新與市場觀測機制，掌握市場的動態並進行
適當的分析，以供未來做決策的依據。



對於新興事業之競爭力預測亦然，沒有絕對的精準演算，必
須要有大量資料的分析閱讀，透過分析師的經驗累積，從趨
勢分析預測未來大致的發展可能性。

二、 相較於國際執法案例，對於資料經濟多關注於跨國大型數位平台方
面，就您的了解，國內的大數據應用以及資料經濟發展狀況如何，多
集中於哪類產業類型？各類型之代表事業為何？未來發展的趨勢為
何？
三、 以我國而言，並沒有如同美國的 Google 或 Facebook 等大型的數位平
台，大部分屬於 SaaS 層的應用開發。


數據應用最多的產業聚集於金融相關產業。金融產業應法規
要求必須提供大量資料予主管機關作為公開資料。電信、金
融、醫療三者為數據發展趨勢的代表事業。而只有政府有能
力發展數據平台，建議政府將許多非個人資料分享出來，供
新創事業發展創新應用，落實於社會公益（像是普惠金融、
改善城鄉落差）等。

四、 日本在資料競爭的政策層面，關注到其國內較為欠缺大型的數位平
台，反而是利用國際數位平台之產業或使用者眾。因此認為，必須考
量國內產業對跨國數位平台的依賴性，尋求法制政策面的對應之道。
你的看法為何？國內目前的產業型態與日本是否雷同，或有怎樣的差
異？


我國目前也是如此，國內相較於日本，更沒有大型數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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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業類型，資料產業的規模較小。若從產業發展的觀點，
反而需要有更彈性的環境，可以促進國內產業與大型數位平
台合作。而著重 SaaS 層的產業型態，需要考量如何活化資
料分享（data sharing）的整體法制面向，因為以目前國內資
料產業的狀況，即使看起來在國內有影響力，甚至進入到特
定資料的壟斷，就整體國際市場而言，規模仍然很小，建議
法制層面的評估，必須考量到國內產業的現況跟特性。
五、 以數據為核心，運用各類科技工具進行蒐整分析與應用，將數據的附
加價值最大化以產生經濟效益，發展創新應用商業模式，為資料產生
價值的主要過程。又參酌貴所製作之「美日歐數據共享政策分析」報
告，提及「數據處理」為數據擁有方觸及數據使用方的重要過程，屬
資料經濟服務生態系的核心，其中包含數據預處理、數據市場和數據
分析等關鍵要素，請問：
(一) 數據預處理除涉及個人資料保護等法規限制外（如去識別化要
求）
，是否還存在其他阻礙（如技術上限制）
，致使無法對資料進
行預處理，而無法進入數據市場的情形？


大數據面對個人資料的問題，法制面的規範對於數據的取
得、預處理與利用有很大的影響。國內法制與 GDPR 的規
範目前也仍有落差，影響到國內產業對於取得之個人資料應
用，若涉及國際產品、服務的提供，亦會形成障礙。

(二) 用數據提升營運、服務品質或建立商業模式等，作為其他商品服
務發展過程之投入因素的相關市場？
(三) 就您觀察，網路上目前有哪些主流的數據市場？是否有代表性案
例？所指涉之數據市場，是否係以數據本身作為交易標的的市
場？是否包括運用數據提升營運、服務品質或建立商業模式等，
作為其他商品服務發展過程之投入因素的相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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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同數據產業類型說明）
(四) 就您觀察，處於數據市場的產業，如何提升其市場競爭力？有哪
些主要策略模式？（如可能如何提升對於關鍵競爭資料的掌握
度、或如何降低其他競爭事業資料取得的機會等各種實務上主要
或特殊的策略方法）


建議可依歐盟 GDPR 所分類資料控制者、資料管理者、資
料接收者角度來分析資料市場的參與者。

(五) 針對此份報告，國際趨勢似較聚焦於透過政府資料開放，進而帶
動產業間資料共享，就您觀察，是否有聚焦於產業端資料開放的
相關政策或規範？
(六) 事業間資料共享有助於創新應用發展，卻也傳遞相關資訊以達到
促進限制競爭的可能，就您觀察，國外政策是否有談及應如何處
理此類議題？又資料共享與個人資料保護間，是否有可能透過競
爭法以調合？如透過建立例外排除事項，就僅涉及產業資料交換
豁免個資法適用等。


相關研究主要來自過去協助經濟部工業局建置資料共享平
台，為促進我國政府與產業間的資料流動，所做得相關資料
蒐整與產業調查分析，希望透過零售與醫療產業的資料作為
我國產業在數據領域創新應用的典範，因此主要聚焦於資料
生態系的探析。目前我國資料產業的參與者，分別有各領域
的 資 料 蒐 集 者 ， 如 商 業 領 域 交 易 資 料 （ OLIK
DATAMARKET）
、電信營運商使用者資料（FACTUAL）
、
社群媒體使用者資料（GNIP）
；然後是資料分析者以及資料
應用者。



根據統計，事業主要將資料應用於新產品和服務的研發、節
省營運成本兩大要素，促進企業轉型。中華徵信所曾對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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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業者，如通路商（實體零售）
、線上商家、中大型企業
等，進行過資料應用的相關調查，若將應用程度區分為萌芽
期、發展期、成熟型三種，事業每個時期所面臨的問題皆不
同，如萌芽期事業不知道資料可用於何處；發展期事業不知
道資料如何串接、投入資源多寡；成熟型事業不知道如何取
得資料、如何對資料定價等。


現今我國零售產業仍處理萌芽期狀態，認為數據應用需要高
額成本、運用大量人力進行標籤化任務，且內部資料格式不
一、串接不易，如行動 APP 與線上網站的消費者資訊格式
不同，難以整合（其中事業與他事業合作為消費者提供快速
登入服務，亦可能有關資料共享）
。且由於資料可能涉及事
業的商業機密，多不願將其資料提供予平台上與其他有競爭
關係的事業進行共享，或是委託予資料分析者或資料應用
者，多傾向自行完成資料蒐整到應用的所有程序（如特 X
集團獨自完成內部客戶資料清理、整理，並應用於精準行
銷）
。



加上資料涉及資料監管議題，如個人資料保護法令，雖有將
資料進行去識別化，惟在逐漸累積特定個人的資料後，仍有
可能透過資料的比對達到「再識別化」的可能，而無法達到
我國法令所定義的「去識別化」要求。



又在資料處理階段，資料市場中的資料出售方與資料購買
方，對於資料的價值認定不一，使得資料定價不易。目前實
務作法為資料出售方先販售小部分資料予資料購買方，由資
料購買方運用於決定該資料的價值，或是資料出售方與資料
購買方建立分潤機制。



我國資料流通目前多係透過個別事業間洽商合作模式，如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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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健康資料管理、智慧穿戴裝置與醫療院所資料共享合作，
由設備裝置事業將所蒐集的資料上傳雲端，後提供予醫療院
所對資料進行標記使機器能夠識別資料以開發演算法，醫療
院所則可獲得臨床資料促進研究發展、預防性醫學，透過此
類模式建構個人化資料生態系；或是泰 X 產險與創 X 物聯
科技合作，透過 OBU 車載裝置，瞭解車主駕車習慣，協助
建立浮動定價之車險。資料分析事業透過政府資料，協助改
善雪隧假日塞車問題等。惟目前政府機關所提供資料多惟統
計資料，非原始資料（raw data）
，因為資料格式不同，使得
企業少可應用。


對於以資料驅動創新的產業而言，資料共享的前提在於擁有
可用的數據集，亦即將正確的資料進行標籤化，能進行格式
串接。惟此部分仍有很大的進展空間。



目前有觀察到日本透過政策鼓勵方式，透過建構數據共享的
監督機制、指南規範等，促進事業間資料共享，如提供稅率
優惠 3%，提高事業彼此間資料分享的誘因。



如日本連鎖超商 7-11 與電信業者 DOCOMO 合作，透過
DOCOMO 蒐整的使用者足跡紀錄，協助 7-11 了解道路人流
資訊，選定開店位址。由於日本在資料產業的發展與我國背
景相似，建議可觀測日本相關資料政策發展，作為我國之借
鏡。



歐美國家採取放任資料產業自由發展之策略，由政府帶頭鼓
勵事業資料共享，當中美國主管機關有將資料共享的成功案
例置於網站上，如教育部與社會福利局、社服企業合作，透
過對學生資料累積、分析瞭解其未來發展。

六、 如何運用大數據，或相關政策工具的規劃，協助公平交易主管機關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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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資料驅動相關市場的執法？
(一) 就貴所整理之數據處理三個成功要關鍵因素，若轉換以需要進行
產業數據應用市場了解與評估的競爭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
會）的角度，偕同產業領域專家、數據專家應用大數據工具為數
據分析，進行市場調查，利用資料協助主管機關作為產業政策工
具，進一步瞭解市場競爭狀態，是否可行？
(二) 由於資料或數位產業的競爭，許多來自於未來的潛在競爭者，很
多本來可能不是提供同樣服務的產業，因為特定技術的應用，或
是利用了其在特定領域的資料優勢，而成為潛在的競爭者。對於
此類產業型態，主管機關在個案判斷上常有困擾。您認為，主管
機關是否可能也利用大數據強化對於市場的掌握與了解，甚至更
精確到對於個案的判斷？如果由您來規劃，您會建議主管機關怎
麼做？（對應長期性的市場掌握，或是個案性的產業市場分析等）


提早進行追蹤研究累積能量，應編列長期計畫，由專業的第
三方智庫長期、動態的協助主管機關追蹤與判斷。執行定期
產業調查，輔以消費者行為的調查，從產業端及消費者端分
析資料的對應及持續更新，形成對於未來潛在事業發展或市
場趨勢的預測，以因應資料相關技術與經濟環境之快速變
化。或是可以建立一個動態的產業鏈、價值鏈平台，輔助主
管關對於個案產業關係的判斷與掌握。也可運用情境分析法
做策略預測。數據有人管理、定期更新與分析，才可能活用。



在追蹤機制的建構上，建議可以先從具備公開性，關鍵性，
屬於公共財的資料著手，形成一個追蹤分析的模型
（model）
，再予以調整精進。
（例如氣象、電信、電力、交
通等，具備壟斷性、關鍵性的資料）

七、 其他對於國內外整體資料經濟的觀察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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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更需要著墨的議題在於「資料共享」
（data sharing）
，以
開放、加值的方式接軌國際。站在全球宏觀面去思考後續研
究面向，否則未必對國內產業發展有幫助。政府相關資料應
適時的公開，例如涉及國民福祉的相關資料，會對於未來資
料市場有影響者，必須減少資料壟斷發生的機會。若有資料
適度的公開與分享，產業發展關鍵就會落於 ICT 技術的創
新。



建議先從公開資料（主要指與公益相關的資訊、性質同公共
財）下手，主要競爭在如何運用資料進行創新，如氣象資訊、
交通資訊，從此方向進行資料分類。未來對於企業的發展趨
勢而言，擁有越多數據的企業則會擁有更多優勢是無庸置疑
的現象。不過，數據設計的類別與產業太多，國家整體政策
應優先鎖定跟大眾（公共財的概念）有關的數據公開，例如
氣象、電力等，建構法制規範。至於有關產業私人的數據可
容後再處理。不過，私人蒐集數據通常不公開，如智慧機械。



而主管機關需要適度掌握產業動態，方能判斷資料相關產業
的競爭狀態，以及是否具備市場競爭力。各行各業都有
Domain Know How，無法建立單一工具適用所有行業，仍
需要不定時透過產業座談會，或專家諮詢方式，以深入了解
不同的產業狀況。就大數據密切相關的個人資料保護，應透
過專責機關統一處理相關事項，以杜絕多頭馬車的狀況。建
議有專責機關建立母法，授權相關機關建立子法，建置資料
庫要求企業主提供相關資訊，或授予企業認證（白名單）
，
表彰政府對其資料應用或創新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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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大數據發展下資訊壟斷與競爭政策專家座談會紀錄
一、 時間：109 年 9 月 29 日 上午 10:00~12:00
二、 地點：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第一會議室（臺北市大安區羅斯
福路四段一號 7 樓）
三、 主席：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邱映曦 博士/資深經理
四、 會議意見：
(一)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三所 林欣吾副院長
1. 由小國的角度而言，除消費者保護外，更要關心產業發展方向並
兼顧創新。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可能要思考，是
要依循全球一致標準（如：參考歐盟、德國立法例）或採取因地
制宜之規範方向，以因應國內多中小型企業之市場現況。
2. 資訊壟斷判斷將面臨市場界定難題，從範疇經濟理論來看，應考
量併購可能促進競爭，亦可能有害競爭。不希望「錯殺」
，但也
不能「錯放」
，癥結在於如何降低執法的成本而能規制到真正的
危害者。
3. 目前的內容偏向管制的考量，忽略促進競爭效應（Pro-competitive
effects）
(1) 促進競爭效應（Pro-competitive effects）
：指隨著區域統一市場
的形成，促進區域內壟斷事業的競爭，提高生產力。
(2) 應考慮是 compete for market 還是 compete on the market 之情
況，前者即涉及多角化思維的競爭，並要觀察所涉市場是否
具備高度競爭的可能性。
(3) 競爭法不只是管制，應有促進競爭的面向。
(4) 簡報第 20 頁的方向值得考慮，先行對於此類個案的市場判斷
要素建立指引（Guideline）
。
4. 可考慮納入參與式（參與者自我揭露）的概念：執法單位較難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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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且清楚地調查，執法經費亦有限，因此業者自我揭露很重要。
因此可以從簡報第 20 頁的方向，提出分析要素的項目，由參與
者提出證據。可參考日本「生產力向上特別措施法」
，由產業自
行提出管理模式，作為政府管制參酌。
5. 雙邊與多邊之情形，促進競爭與消費者權益（welfare）的證據為
何？考量主管機關的執法成本，建議做到驗證正確性即可。
6. 前述自我揭露，贊同應以「有違法可能」作為前提。後續可搭配
發布指引協助執法。
7. 後續規範方向亦應思考我國公平交易法的走向。歐盟目前法制的
方向是在促進創新，透過公平交易法以及 GDPR 的機制促成當
地產業的創新動力，因此已不再認定競爭法規範是在維持一個普
世的價值，而是思考如何可以對歐盟更好。此部分屬於政策方向
的問題。
(二) 意藍（eLand）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楊立偉董事總經理
1. 意藍業務是利用 AI 數據蒐集網路輿情資料（非個人資料）
，
進行分析並販售，涵蓋全國約 60%之公開網路輿情。政府機
關與私人企業約有六成使用意藍之服務。
2. 意藍可能成為全國首家資料整合公司，資料來源均為公開資
料，將其加值提供事業利用，並鼓勵事業與其他公司對接，
定價透明公開。
3. 意藍三、四年前開始進行 cookie 資料（類個人資料）交換計
畫（目前全國有約 3000 萬筆 cookie）
，建立我國第一個「資
料交易市集」 （data exchange）
，擁有大量以中小企業為主的
data partner，形成資料聚集（club data）
，並將資料應用於精準
行銷等。
4. 各類資料串聯之難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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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資料：因推行 open banking 政策，主管機關強力要求
串聯，故推動上較為容易。
(2) 零售資料：串聯最順利，因大家都想進入 data pool 中。
(3) 電信資料：串聯困難，因有較大的競爭問題，領先業者不
願意分享資料。
因此整體而言要出現完整的資料串聯並不容易，政策面向希
望不要限制資料的取得。
(三) 工研院巨量資料資訊科技中心 黃維中副執行長
1. 簡報中歐盟案例討論到公平交易法與個資保護之關係，與我
國規範現況差異可能需要注意。
2. 產業層面而言，和全球產業規模相比，我國產業主要是資料
使用者，例如：使用 Google 提供之資料，而非資料提供者，
規範上應該要考量國內產業的特性。
3. 現階段都比較著重探討國內產業間的資料競爭情況，也許亦
可思考一下，假使國外大型事業來到台灣併購類似意藍這類
重要的資料產業，則法制面該如何處理。
4. 就電子商務實務上面，大型零售電商大部分有自己的資料，
並投入進行資料分析相關的策略，但仍有部分需要仰賴第三
方資料或資料服務的支援。
(四) 中原大學法律學院 陳志民院長
1. 回應林副院長「參與式揭露」之建議，此從法律觀點來看，
牽涉事業舉證責任問題。主動揭露的前提是公平會需先進行
違法可能性的認定，說明所涉事業已有形成限制競爭的狀
態，事業才有舉證說明自身並無限制競爭行為之義務。
2. 資料競爭的問題並非新興議題，美國很早期即有資訊濫用與
資訊分享之法律爭議，如：Associated Press v.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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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近期爭議大量產生主因為數據處理之技術（如：演
算法、AI）大幅進步，造成差別取價、緘默勾結等限制競爭
行為更容易進行。德國似乎只強調資料本身存在的問題，然
而若無搭配技術，純然 data 之影響亦有限。
3. 資料競爭可切入的面向太多，第一步要判斷到底所涉情況是
否會構成問題，因此資料的定性是 product 或 input 為重要的
區分。
(1) 定性 data 為 “product” - 需判定 product 本身有沒有替代
性，以及是否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市場，例如 westlaw 法學
資料庫本身就是一個市場，還是 westlaw 與其他法學資料
蒐集的服務為一個市場，此部分仍有需要去釐清。
(2) 定性數據為 “input” - 大多數的案例，data 只是 input，但
input 是否可獨立界定成為一個市場？重點在回來探討資
料所涉及的產品市場為何。例如 Uber 的資料，本身並非市
場競爭的重點，Uber 的叫車服務與傳統叫車服務之間的競
爭才是需要做探討的。因此若以資料界定之市場會非常發
散，較適合放在市場力部分討論，將焦點擺在資料作為
input，對於後續的服務或產品，以及企業所帶來的優勢為
何。
4. 「殺手級收購 」
（killer acquisition）
(1) 美國 FTC 今年以特別命令（special order）
，要求五大科技
公司（Alphabet Inc.【Google】
、Amazon.com,Inc、Apple Inc.、
Facebook, Inc、Microsoft Corp.）揭露過去十年未申報的結
合

案

（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2/ftcexamine-past-acquisitions-large-technology-compan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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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管機關如何判斷被合併對象未來會成為強力競爭者，
「是
否會成為競爭對手」與「對競爭造成之損害」應有實際論
述，而非憑空臆測（競爭損害理論）
。
(3) 針對是否傷害「創新」
，應如何評估、定義和量化亦為關鍵
問題，此部分也會面臨到如何界定「創新市場」的問題。
5. 濫用（abuse）
(1) 前提需有市場力，但不認為擁有巨量資料就構成參進障礙。
(2) 德國 Facebook 案強調 Facebook 具市場力量，處分當中均
在討論 GDPR 之同意問題，看不出來與競爭的連結。
(3) 剝削（exploit） 有 2 種意義。其中之一為欺凌，在經濟學
上則指擁有權力者將其權力應用到極致。討論剝削性濫用
時應考量係指涉何種定義。
6. 德國 Facebook 案
(1) 違反 GDPR「是否」構成違反競爭法：
美國認為歐盟之觀點將競爭法範圍過度擴大，Facebook 是
否違反 GDPR 應為個資法之範疇，與競爭法無關。
(2) 違反 GDPR「如何」與違反競爭法連結：
在卡特爾署處分書與聯邦最高法院無深入說明，僅杜塞道
夫邦高等法院判決有對此問題作分析，基本上較為支持杜
塞道夫邦高等法院的看法。
(3) 本年度 ICN 年會當中各國對於德國與歐盟對於 Facebook
案的看法有相當的歧異，多數（包括美國）認為不應把對
於隱私的保護過度膨脹。
7.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十次修法相關討論
(1) 關鍵設施理論：
欲將「資料」作為關鍵設施管制，傳統競爭法架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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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之問題也會出現在大數據競爭領域。例如應如何界定資
料的「關鍵性」
，何謂「不可或缺」
，有無客觀可認定的標
準。將「資料」作為關鍵設施，若有開放某類資料之義務，
其價值會大幅降低，進一步降低廠商優化之意願。而開放
競爭者使用其「資料」
，也可能因而侵害用戶隱私。
(2) 攸關消費者隱私之「資料」
：
必須要確定，哪些資料與消費者之隱私有關，且對隱
私之重視程度個人均不同，過度主觀而無判斷與執法的基
準。
(3) 參考相對優勢地位理論：
美國法制並不承認關鍵設施理論，而相對優勢理論則
是將市場力量判斷垂直化，強調使用者和資料控管者間地
位的落差。
「鎖定效應」基本上是一種市場現象，消費者在
決定前已經作了判斷並完成選擇，就不應該再討論「鎖定
效應」的問題。
8. 公平法定位問題：競爭法分析架構與門檻選擇
(1) 分析架構主要建立於經濟理論，全球趨勢大致相同。
(2) 門檻選擇各國基於產業政策考慮，多有不同。如：美國將
事業構成獨占之市占率門檻設為 70%，歐盟則將門檻設為
40%等。
(五) 中原大學法律學院財經法律系 江耀國教授
1. 德國 Facebook 案件三機關之處分/判決統整：
(1) 卡特爾署處分：
「同意」為無效之同意。
(2) 杜塞道夫邦高等法院：已經決定要使用 Facebook 服務之用
戶不在意使用 Facebook 服務對個資之侵害，不論定型化契
約如何訂定，用戶均會同意。故認定卡特爾署法律推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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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
(3) 聯邦最高法院：支配地位濫用與違反 GDPR 問題獨立互不
相關，應該分開來看。認為用戶缺乏 opt-out 之選擇權而認
定 Facebook 違反競爭法。
2. 對德國 Facebook 案件判決之疑問：與競爭法關聯薄弱（懷疑
點與陳教授相同）
(1) 無法 opt-out 與違反競爭法之關聯為何？
(2) 用戶是否會因無法自 Facebook opt-out 而選擇使用其他平
台？
3. 回歸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的探討：
(1) 30 年前立法時即曾經爭論消費者保護是否為公平交易法
之 核心的問題。或公平法係以市場公平競爭方為核心，市
場競爭健全，消費者自然受到保護。
(2) 可以此一角度理解競爭法與個資法間關係。個資保護可能
為競爭法之反射利益，但個資保護非競爭法之規範目的。
若個資保護亦為公平法核心，是否應將所有法益均包含進
公平法保護範疇，如此一來，為何還需要個資法？歐盟晚
近的作法是否已將競爭法與個資法作出不當聯結。
4. 歐盟 GDPR 規範目的之探究：
(1) 表面上保護隱私，實際上是為打擊美國科技大廠之目的。
(2) 連結競爭法與 GDPR 係因政治考量（美歐間角力）
。因此
歐盟利用GDPR 作為違反競爭法之基礎是否值得支持實有
疑義。
(六)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朱師右資深產業分析師
1. 自產業分析角度而言，公平交易法是 B2B，消費者保護法是
B2C，網路平台則結合二類營運模式，故須考量公平法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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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法二個面向。
2. 於新興數位環境下，傳統商業模式與業態已經被打破，對於
產業市場與業態的區隔，例如行業標準的分類是否應該重新
思考。
雲端 OS、SAAS 等雲端機房資料傳輸，跨境資料的流動
除了受到 GDPR 等法制的限制外，是否與產業競爭有關也可
予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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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相關個案市場界定整理
一、歐盟 Google Search（Shopping）案1
（一）產品市場界定
本案產品市場界定較為單純，以案件所涉服務進行供給與需求替代性
的分析，區隔為「一般搜尋服務市場」
，以及屬於專業搜尋服務（specialized
search service）的「購物比較服務（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市場」
：
1.

「一般搜尋服務市場」
：為一個獨立的產品市場，具備雙邊平台
的性質，透過使用者參與之免費搜尋服務，獲取競爭所必要的使
用者搜尋資料，精進服務以提升使用者族群數量，形成網路效應
吸引廣告服務的加入，獲取更多的廣告營收2。其服務與內容網
站、專業搜尋服務及其他具備搜尋功能的服務（如：社群網站）
需求替代性有限。主要從網站設置的目的、內容型態、以及使用
者運用各該搜尋服務的動機及可以取得的結果、以及網站獲利模
式加以分析比較3。而運用不同載具之搜尋服務，僅為介面的不
同，所使用的技術與服務提供者皆相同，故無需作產品市場的區
隔。競爭者並未指涉特定事業，而泛指提供一般搜尋服務均屬之
4

。

於一般搜尋引擎相對其他網路服務之供給替代性而言，由於一般
搜尋服務提供者必須投注相當的時間與資源成本，尤其是演算法
開發以及對於網路爬蟲技術或資料索引建置的成本，形成參進障
礙，故供給替代性有限。
1
2
3
4

European Commission, “Google Search (Shopping)”, Case AT. 39740.
Id. para.158-160 at 29-30.
Id. para.163-183 at 30-34.
Id. at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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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購物比較服務市場」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
：屬於專業
的搜尋服務，提供使用者搜尋商品並底較不同網路零售商（包括
網路市集）供貨之價格及商品特徵。同時提供連結，引導使用者
前往各該網路零售商或平台之網頁5。執委會比較了包括具特定標
的領域之專業搜尋服務(如機票、住宿、餐廳或新聞搜尋)、網路
搜尋廣告平台、網路零售商、賣家平台以及離線購物比較工具，
認為使用者通常是基於特定類型商品搜尋之目的選擇相關的專
業搜尋服務，故不同專業領域搜尋服務為不同之產品市場6。
網路零售商則是利用購物比較平台或網路廣告平台作為行銷其
服務的管道，其功能與服務的目的不同，且購物比較服務應該也
扮演消費者與網路零售商間之仲介橋梁7。至於購物比較服務與網
路搜尋廣告平台之差異，主要在於使用者對於這兩種服務的期待
並不相同，使用者通常會認為購物比較服務是一個針對其個人需
要提供專業的搜尋結果，並直接的導航至其所需要的網站8。而使
用者並不會期待透過一般搜尋引擎進行廣告的搜尋，Google 亦沒
有針對網路廣告搜尋提供獨立的服務。即使對於網路零售商或其
他廣告商而言，購物比較服務與網路搜尋廣告平台間亦是互補而
無法相互替代的服務型態9。
購物比較服務與賣家平台（處分當中舉例為亞馬遜（Amazon）網
路市集與 eBay 網路市集）
，則由兩者服務目的之目的與功能之差
異，認定兩者亦非處於同一產品市場10。最明顯的差異在於，購

5

Id. para.191, at 35
Id. para.192 at 35-36
7
Id. para.197 at 37
8
Id. para.198 at 37
9
Id. para.199 at 37
10
Id. para.216, at 4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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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比較服務基本上是協助消費者對於特定商品進行網路上不同
零售商或賣家平台上商品價格或配套優惠等的差異，消費者最終
仍然是透過導購方式連結到各該零售商或賣家平台消費，不涉入
交易，當然亦不會提供售後服務11。賣家平台則通常是讓消費者
以及零售商可以於平台上直接完成交易。且部分賣家平台甚至同
時亦扮演零售商的角色，於提供第三方銷售商品的同時，亦銷售
自己的商品12。對於較為獨立的網路零售商而言，購物比較平台
可以說是提供網路零售商行銷自身的管道，且因屬於導購的性
質，故個別零售商仍然可以控制所有的交易流程以及交易資料，
無需讓可能與其有競爭關係之賣家平台掌握相關交易的活動與
資料13。而賣家平台的賣點則是提供個別零售商完整的銷售機
制，並且可以提供缺乏獨立網站之零售商上架銷售14。雙方營利
的方式亦有所不同，購物比較服務通常是以消費者實際點選連結
的次數，由利用服務的零售商對每次連結付費，無論最終是否形
成交易；賣家平台則通常透過交易抽成、上架費或自營商品銷售
獲取利益等15。
離線購物比較工具，例如印刷目錄、消費雜誌、電視購物頻道等，
與購物比較服務等。於需求端就無法提供與本案購物比較服務等
量的資訊，也無法對即時的需求提供立即的回應或評價；更無法
直接引導使用者連結網站對於相關零售商的商品進一步探索，而
是需要消費者透過電話詢問、個別拜訪實體店面或手動進行網址

11
12
13
14
15

Id. para.218, at 40
Id. para.219, at 40-41
Id. para.221, at 45
Id. para.222, at 45
Id. para.226, at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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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連結等，對於消費者而言應為不可相互替代的服務16。於供給
替代層面，購物比較服務與離線購物比較工具，於功能與商務型
態皆不相同，且購物比較服務必須要發展或維持必要的資訊基礎
建設以及與網路零售商之間的關係，故兩者於供給替代層面亦有
所區隔17。
（二）地理市場界定18
本案地理市場，歐盟執委會認定無論是一般搜尋服務以及購物比較服
務之地理市場，皆是以國家為範圍。因為無論一般搜尋服務或購物比較服
務，皆於不同國家提供地區性的網站，並提供不同的語言介面。而將搜尋
技術延伸至不同國家或語言，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障礙，這也是在各國家仍
然可以存在一些小型且運用本國語言，與自我開發之搜尋技術的一般搜尋
服務，並將需要其他語言或其他國家資訊的使用者搜尋，導引至跨國搜尋
引擎的服務型態。而建立涵蓋不同語言之跨國搜尋技術，需要投入之成本
亦十分可觀。
而購物比較服務亦然，即便使用者可以自任何地方連結服務，但是仍
會於各國提供區域性的網站，以及不同的語言介面。而語言對於購物比較
服務有其重要性，因為對於購物比較的搜尋，系統會自動依據使用者所下
之指令，提供特定語言的搜尋結果，包括導引連結至當地的網站。其服務
並係以國家為基礎進行設計，以求吸引使用本國母語的目標族群利用其服
務。
二、歐盟 Google Android 案19
16
17
18
19

Id. para.248-249, at 54
Id. para.250, at 54-55
Id. para.251-263 at 55-56.
European Commission, “Google Android”, Case AT.4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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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市場界定：
1.

智慧行動作業系統（smart mobile device operating systems，簡稱「智
慧行動 OS」
）授權市場，競爭者包含 iOS、黑莓 OS20等。
本案執委會對於作業系統市場進行區隔，認為電腦作業系統、基
本功能手機作業系統以及無法授權的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與智
慧行動作業系統分屬於不同的產品市場。至於提供智慧型手機以
及平板電腦使用之作業系統與其他可授權之智慧行動作業系
統，則屬於同一產品市場21。因為智慧行動作業系統的設計，通
常可以同時裝載於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且載具專業代工廠
(OEMs)理論上可以選擇任何可授權之智慧行動OS (如Android 或
Windows)，故屬於同一市場。至於不可授權的智慧行動 OS (如
Apple iOS 或 Blackberry OS)，由於僅能使用於 Apple 或 Blackberry
的設備，其他非兩家公司設備之 OEMs 無法取得其 OS 的授權，
故並非同一產品市場22。

2.

安卓（Android）行動應用程式商店（App stores，簡稱「App 商
店」
）市場，競爭者包含 App Store、Windows Mobile Store 等23。
於 App 商店市場部分，執委會認為 App 與 App 商店屬於不同產
品市場。而得以裝載於 Google Android 設備的不同 App 商店(如
Play store, Amazon App Store 或 Samsung’s Galaxy App store 等)，
以及可以搭載於其他 Android 設備的 App 商店屬於同一產品市
場。至於僅能裝載於其他可授權之智慧行動 OS 作業系統的 App
商店，以及裝載於不可授權之智慧行動 OS 系統的 App 商店，則

20
21
22
23

Id. at 41.
Id. para.219, at 56.
Id. para.231-237, at 58-59
Id. at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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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不屬於同一產品市場24。
3.

一般搜尋服務（General search services）
，競爭者包含 Bing25等。
於一般搜尋服務部分，執委會認為一般搜尋服務基本上構成一個
經濟活動，其與其他網路服務屬於不同的產品市場。然一般搜尋
服務之產品市場應該包括透過電腦或行動設備所為之搜尋，或透
過不同智慧行動 OS 所為之搜尋以及其他可能透過智慧行動設備
的入口所為之搜尋等26。

4.

未限定（非專屬）作業系統（OS）之行動網路瀏覽器（Non
OS-specific mobile web browsers）市場。競爭者包含 Chrome27。
未限定(非專屬)OS 之行動網路瀏覽器，基本上與適用於個人電腦
之瀏覽器，屬於不同之產品市場。與其他 App 以及專屬於特定行
動 OS 的瀏覽器亦非屬同一產品市場。然而與開發給不同智慧行
動 OS 系統的行動網路瀏覽器則屬於同一產品市場28。

（二）地理市場界定29：
地理市場除一般搜尋服務市場比照 Google Search（Shopping）案之界
定，係以國家為範圍外（理由同 Google Search（Shopping）案）
，其他包括
智慧行動 OS 市場、安卓 App 商店市場以及未限定 OS 之行動網路瀏覽器
市場部分，皆界定為「除中國以外之全球市場」
。

24
25
26
27
28
29

Id. para.268-269, at 64
Id. at 171.
Id. para.323-324, at 74
Id. at 84.
Id. para.367-368, at 80.
Id. para.251-263, at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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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Google/DoubleClick 結合案30
（一）產品市場界定
本案 FTC 所界定的相關市場是「搜尋廣告（Searching Advertising）市
場」和「網路廣告市場（Online Advertisement）
」
，FTC 認為 DoubleClick
未經營以上兩種廣告服務，因此二者結合對相關市場的競爭不影響。這一
市場界定所選擇的基準產品分別是 Google 競價排名 Adwords 廣告和
AdSense 廣告服務，但不包括平臺另一側的資料搜尋服務。競爭者包含 24/7
Real Media、aQuantive、ValueClick 等31。
歐盟就 Google/DoubleClick 案之相關產品市場界定，則區隔為網路廣
告服務（online advertising）
、網路廣告中介服務（Intermediation in online
advertising）以及網路廣告投放技術（online display ad serving technology）
。
於網路廣告服務市場部分，又再細緻區隔為網路搜尋廣告服務，非搜
尋網告服務（non-search）
，兩者間由於有不同的服務目的，必須從廣告主
（advertiser）的角度或廣告發行商（publisher）的角度分別分析。對於廣
告主而言，雖然搜尋或非搜尋廣告設置之目的不同，然而此一不同只能代
表觸發機制（triggering mechanism）的差異，其效能取決於置放的空間，
以及閱覽廣告者的態度，並不代表因而需要區隔為不同的市場。經由調查
亦顯示，對於廣告主而言，搜尋或非搜尋廣告間具備替代性。然而從廣告
發行商的角度來看，兩者間的替代性則與廣告主之角度不同，因對於廣告
發行商，搜尋或非搜尋廣告各自存在不同的獲利模式，消費者對於兩主服
務的需求，以及兩種服務所需要的技術基礎皆有所不同。故對於廣告發行
30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tatement Concerning Google/DoubleClick”, FTC File No. 071‐
0170,
(Dec.
20,
2007),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418081/071220googledc-commst
mt.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7/9.
31
Id.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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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而言，搜尋與非搜尋廣告並不具備替代性，而較屬於互補性的產品32。
雖是如此，然而將搜尋或非搜尋廣告區隔為不同市場進行討論，於本案競
爭議題探討之實益不大，故最終仍以網路廣告服務為市場界定。
（二）地理市場界定
歐盟於本案地理市場之界定，認為無論是網路廣告服務市場或是網路
廣告中介服務市場，其地理市場至少皆為 EEA 之範圍。
四、Facebook/WhatsApp 結合案
本案於 2014 年 8 月 29 日向歐盟執委會提出，以 190 億美金由 Facebook
併購 WhatsApp，使之成為 Facebook 持有百分之百股權的子公司

33

。

Facebook 的核心服務是社群網路平台，WhatsApp 則是一個社群通訊行動
應用平台。前者於結合案當時於全球已有 13 億使用者，所屬 Facebook
Messenger 的社群通訊應用服務，合併當時在國際上已有約 2.5-3.5 億的使
用者，WhatsApp 則有 6 億使用者34。執委會最後以 Facebook 與 WhatsApp
並非密切競爭對手為理由，許可本結合案。
（一）產品市場界定
依據執委會之分析，Facebook 為一提供於社群平台及手機應用程式上
社群交流、照片及影片分享、廣告空間及用戶間相互通訊之資料驅動業者，
WhatsApp 則僅提供用戶間相互通訊，無提供廣告空間。對於二者之結合，
執委會以「功能（functionality）
」為基礎界定相關市場：消費者通訊服務
市場（consumer communications services）、社群網路服務市場（social

32

European Commission, “Google/DoubleClick”, COMP/M.4731, 11/03/2008, para.48-56, at
18-20.
33
European Commission, “Facebook/WhatsApp”, COMP/M.7217, 03/10/2014, para.4, at 2.
34
Id. para.84, 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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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ing services）以及網路廣告市場（online advertising services）
，並對
三個市場分別分析 Facebook 與 WhatsApp 結合有無可能造成市場壟斷之情
形。
1.

消費者通訊服務係指提供用戶一對一或群組訊息傳輸之服務，訊
息可能以聲音、文字、照片或影片方式呈現，市場上包括具備獨
立 App 之消費者通訊應用程式，如 WhatsApp、Facebook messenger、
Line、WeChat、Viber、Skype 等，以及附著與其他網路平台服務
或通訊作業系統之即時通訊服務，如 Apple 的 iMessage、黑莓的
BBM、三星的 Chat ON、Google 的 Google Hangouts 等35。

2.

社群網路服務則係指主要功能在於提供用戶建立個人資料剖繪
（user profile）、發布動態消息（newsfeed）、以及建立時間軸
（timeline）
，對於使用者以免費方式提供之服務36。此服務蒐集大
量與使用者行為相關的資料，尤其是使用者利用社群網路主動提
供的各種資料，包括上傳的各項資訊、照片、動態訊息分享、發
表之言論、以及與其他用戶鏈結、互動之相關資料等37，網站則
按照時間順序紀錄保存。此一市場之競爭業者包括 Google+、
LinkedIn 及 Xing 等。執委會認為 WhatsApp 僅供使用者進行快速
通訊，無法讓使用者建立個人資料檔案，且並不提供動態資訊分
享或其他類似社群網站之資訊發布服務，故 Facebook 與
WhatsApp 於社群網路服務市場並非水平競爭事業38。

3.

35
36
37
38

網路廣告服務則指從社群網路用戶蒐集資訊分析後，協助廣告業

Id. para.15, at 3.
Id. para.48, at 8.
Id. para.49, at 8.
Id. para.59-62, at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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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個人用戶精準投放廣告之服務。WhatsApp 則完全無任何廣
告空間，純粹提供使用者進行通訊。故二者於網路廣告市場並非
水平競爭事業39。
（二）地理市場界定
對於地理市場，執委會亦以「功能（functionality）
」為基礎將本案市
場界定為消費者通訊服務市場、社群網路服務市場以及網路廣告市場作分
析。
1.

就消費者通訊服務市場而言，由於消費者通訊服務軟體於功能、
價格、平台與操作系統上差異不大，惟個別通訊軟體於不同地區
之流行程度不一（如 WhatsApp 於歐洲地區用戶極多，LINE 則多
於亞洲地區流行）
。執委會最後將地理市場界定為歐洲經濟區（但
亦不排斥將其認定為全球市場之可能性），蓋 WhatsApp 與
Facebook 之結合案影響之人口主要為歐洲經濟區之用戶40。

2.

就社群網路服務市場而言，鑒於社群網路服務通常提供全球用戶
使用。而本案之當事人（Facebook）於歐洲經濟區之市場占有率
高於於全球市場之平均，故執委會最後亦將地理市場界定為歐洲
經濟區（但亦不排斥將其認定為全球市場之可能性）41。

3.

就網路廣告服務市場而言，執委會於過去之結合審查均將地理市
場界定為各國或使用語言為市場。Facebook 提供之廣告雖時有全
球性質之廣告，但大致上之趨勢與過去結合審查之觀察大致相同，

39
40
41

Id. para.79, at 13-14.
Id. para.35-44, at 6-8.
Id. para.63-68,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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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執委會最後將地理市場界定為各國或使用語言42。
五、Microsoft/LinkedIn 結合案
Microsoft 屬於國際性科技公司，所營產品包括不同資訊設備之作業系
統（operating systems，OS）
，如個人電腦、伺服器、行動載具與相關之服
務、跨載具應用程式，以及其他軟體解決方案、硬體設備、雲端方案、網
路搜尋、網路廣告等各類資訊產品或服務。LinkedIn 則是一個專業的社群
網路（professional social network，PSN）
，透過三個產品線獲取收益：
（1）
人才解決方案（Solutions）— 包括人才招聘工具及線上教育課程；
（2）行
銷解決方案（Marketing Solutions）—讓個人以及企業得以向 LinkedIn 的
PSN 會員；以及（3）向消費者及企業提供的付費訂閱服務（Premium
Subscriptions）43。
本結合案相關疑慮主要有其服務的結合，Microsoft 可能會將 LinkedIn
服務預先安裝搭配於 Windows 作業系統，或 Microsoft Office 套裝軟體，使
得 Microsoft 於個人電腦作業系統之市場支配力，造成 PSN 服務市場競爭
的封鎖。亦可能透過契約方式，於符合隱私保護相關法制範圍內運用所擁
有之資料庫，或限制與 LinkedIn 競爭之其他 PSN，透過 API 與 Microsoft
相關軟體介接，影響服務間之相容性及雲端資料存取層面的問題。經審查
後認定，若 Microsoft 確實有上述整合的情形，的確可能大幅強化 LinkedIn
於 PSN 市場之市場力，故最終以附條件方式允許結合。其條件主要是由預
載安裝，以及系統整合層面，要求結合事業於五年內承諾給予設備製造商
是否安裝含有 LinkedIn 系統之選擇權，給予消費者得以移除預載軟體之權
利，並不得採用事後鼓勵或誘引消費者下載安裝之機制，或納入系統更新
42

Id. para.80-83, at 14.
European Commission, “Microsoft/LinkedIn”, Case M.8124, Dated 6/12/2016, C（2016）8404,
para.2-3, 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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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升級之項目。對於競爭者的介接而言，則不得有採取歧視性作為，需確
保其他 PSN 服務提供者之接取等44。
（一）產品市場界定
本案執委會於本案主要關注的產品市場包括電腦操作系統（PC
OSs）
、生產力工具（Productivity software）
、顧客關係管理軟體（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簡稱 CRM）
、智慧行銷解決方案（Sales intelligence
solutions）、網路通訊服務、專業社群服務、網路人才招聘服務（Online
recruitment services）以及網路廣告服務等八個市場45。其中 Microsoft 與
LinkedIn 有重疊的部分僅有網路廣告服務市場，於其他市場均具備高度差
異性。
1.

操作系統（Operating system，簡稱 OS）係指控制伺服器、個人
電腦、平板電腦或手機基本功能之系統軟體，Microsoft 之主業即
為設計並提供各種電腦設備之操作系統。LinkedIn 則無提供任何
操作系統。故二者於操作系統市場並非競爭者46。
於本結合案審查時期，操作系統市場上 Microsoft 處於絕對領先地
位，於全世界市場占有率高達 80-90%，市場占有率第二高之 OS
X（Apple 操作系統）僅為 5-10%，其餘操作系統（Linux、Chrome
OS、Android）均僅有 0-5%之市場占有率47。

2.
44

生產力工具（Productivity software）係指用以創作文件、資料庫、

Id. para.437,438,447-450,453~455, at 92 -97.
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s: Commission approves acquisition of LinkedIn by Microsoft,
subject to conditions”, press release IP-16-4284, 6 December 2016 ,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6-4284_en.htm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7/10.
46
European Commission, “Microsoft/LinkedIn”, Case M.8124, Dated 6/12/2016, C（2016）
8404，
para.8-15, at 2-3.
47
Id. para.278-289. At 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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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檔、表單與簡報等檔案之應用軟體。Microsoft 提供大量此類普
及性極高之生產力工具（如 Microsoft Office 之各種服務），
LinkedIn 則無提供任何生產力工具。故二者於生產力工具市場並
非競爭者48。
於本結合案審查時期，生產力工具上 Microsoft 亦處於絕對領先地
位，於全世界市場占有率高達 90-100%，其餘生產力工具業者
（Apple、Corel、Google 及 Zoho）之市場占有率均僅有 0-5%49。
3.

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簡稱 CRM）
軟體功能在於提供使用者顧客關係管理之相關自動化服務，協助
客戶以組織化、自動化與同步化的方式，管理其與消費者之間的
互動資訊。利用此服務可能獲得之反饋資料，大致包括銷售資料、
行銷資料、客戶資料、顧客服務資料以及技術反饋資料等。除資
料的取得與管理之相關機制提供，CRM 服務必會協助將蒐集到
的資料透過處理分析，改以使用者友善的形式呈現，協助提升服
務使用者之顧客關係、帳戶管理、銷售率或資料品質，並降低法
律遵循的風險50。CRM 屬於以機器學習為持續優化基礎之服務，
資料來源則為服務使用者所屬事業之資料，併同可取得之第三方
資訊相互比對分析。且其服務轉換成本高，故通常係在首次選擇
之後，較難轉移至其他服務51。Microsoft 以其提供之「Microsoft
Dynamics」服務於 CRM 市場有相當市場參與，LinkedIn 則無提
供 CRM 相關服務，故二者於顧客關係管理服務軟體市場亦非競

48
49
50
51

Id. para.19-25, at 4-5.
Id. para.290-294, at 62-64.
Id. para.29, at 5-6.
Id. para.201,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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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者52。
於 CRM 市場之強力競爭者，除 Microsoft 外，尚包括
Salesforce、SAP、Oracle、Adobe 等業者53。
4.

智慧行銷解決方案（Sales intelligence solutions）之功能在透過對
使用者資料集之萃取，協助專業銷售人員快速識別與建立顧客連
結關係與銷售機會54。此服務所涵蓋之資料範圍，包括可能之行
銷對象的個人資料（如：姓名、地址、電話、職業、職銜與職位
等）
；以及公司事業之相關資料（如：財務資訊、指標、組織結
構、公司產品或服務、行業相關背景資訊等）55。以 LinkedIn 為
例，其「銷售導航」
（Sales Navigator）機制，提供專業銷售員訂
閱 LinkedIn 資料庫，協助專業銷售人員識別潛在客戶，進一步建
立合作或交易的機會56。Microsoft 則無提供智慧行銷解決方案相
關服務，故二者於智慧行銷解決方案市場亦非競爭者57。
智慧行銷解決方案市場之強力競爭者尚包括 Dun & Bradstreet、
Data.com、Nimble、Avention、DiscoverOrg、ZoomInfo、InsideSales、
InsideView、Madison Logic 等業者58。

5.

網路通訊服務係指提供用戶即時交談之應用軟體服務，可分為消
費者通訊服務與商業通訊服務。消費者通訊服務係指提供用戶與
朋友、家人及其他聯絡人即時傳輸訊息之服務，商業通訊服務則

52
53
54
55
56
57
58

Id. para.29-31, at 5-6.
Id. para.187-201, at 36-43.
Id. para.57-58, at 12.
Id. para.57, at 12.
Id. para.57-58, at 12.
Id. para.57-58, at 12.
Id. para.202-207, at 43-45.
258

主要由公司業務間往來使用。Microsoft 旗下之 Skype（消費者通
訊服務）與 Skype for Business（商業通訊服務）為網路通訊服務
市場之業者，LinkedIn 則無提供網路通訊服務，故二者於網路通
訊服務市場亦非競爭者59。
由於 LinkedIn 為專業網路社群平台，故執委會對網路通訊服務市
場之分析主要聚焦於商業通訊服務。而 Microsoft 於商業通訊服務
市場之競爭者尚包括 Cisco、Avaya、IBM 等業者60。
6.

專業網路社群服務（Professional Network Services，簡稱 PNS）為
網路社群服務（Social Network Services）旗下之一分支。於本案
情境下，專業網路社群服務之用戶得於平台上直接應徵職缺，可
於平台上撰寫及更新專業履歷、獲取有興趣之職缺與業務相關通
知及廣告，並得透過共同聯絡人連結其他用戶，其功能、特性及
使用案例均與一般社群網路服務不同。換言之，一般網路社群服
務需要用戶「花費」時間（spend time）
，而專業網路社群服務則
需要用戶「投資」時間。故執委會認為應將專業網路社群服務獨
立為一市場作分析61。LinkedIn 提供之主要服務內容即為專業網
路社群服務，Microsoft 則未提供類似服務，故二者於專業網路社
群服務市場並非競爭者62。
專業網路社群服務市場，除 LinkedIn 外，尚有 Xing、Viadeo、
GoldenLine 等競爭者63。

59
60
61
62
63

Id. para.74-75, at 14.
Id. para.394-406, at 85-87.
Id. para.95-117, at 18-24.
Id. para.87-94, at 17-18.
Id. para.108, a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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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網路人才招聘服務（Online recruitment services）係提供尋找工作
機會之個人與有用人需求之單位間媒合之服務，雙方於網路人才
招聘服務平台上投遞履歷或展示其單位簡介以進行媒合。而網路
人才招聘服務與實體人才招聘服務（Offline recruitment services，
如獵人頭公司）應屬不同市場之原因為前者有較廣大之閱聽者，
後者對招聘人力通常劃分較細，且重要性愈漸邊緣化64。LinkedIn
有提供人才招聘服務，惟 Microsoft 並無提供此一服務，故二者於
網路人才招聘服務市場並非競爭者65。
於歐洲經濟區中，網路人才招聘服務市場之參進者，除 LinkedIn
外，尚有 Indeed、Pole-emploi.fr、Monster、Arbeitsagentur.de、
Infojobs.it、Jobsearch.direct.gov.uk 等業者。

8.

網路廣告服務為 Microsoft 與 LinkedIn 唯一具備重疊性之市場，
Microsoft 提供之網路廣告包括非搜尋及搜尋廣告服務
（non-search
and search advertising services）
，LinkedIn 則僅提供非搜尋廣告服
務。搜尋廣告係指出現於搜尋引擎結果之廣告；非搜尋廣告，或
稱展示廣告（display advertisement）則係指不須透過搜尋引擎即
會出現於網頁之廣告66。
搜尋廣告與非搜尋廣告二者目的不同：搜尋廣告主要以吸引大量
用戶至業者網站為目的，非搜尋廣告則以提升品牌識別為目的67。
執委會最終此一區別與本結合案並無關聯，並未將網路廣告服務

64
65
66
67

Id. para.134-148, at 27-29.
Id. para.126-128, at 25.
Id. para.152, at 30.
European Commission, “Facebook/WhatsApp”, COMP/M.7217, 03/10/2014, para.76,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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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界定為非搜尋廣告服務市場與搜尋廣告服務市場68。
（二）地理市場界定
就地理市場，執委會亦將本案市場界定電腦操作系統、生產力工具、
顧客關係管理、智慧行銷解決方案、網路通訊服務、專業社群服務、人才
招聘服務以及網路廣告服務等八個市場作分析。
1.

操作系統方面，執委會依據過去結合審查案件（Google/Motorola
Mobility 與 Microsoft/Nokia）之標準，將地理市場界定為歐洲經
濟區69。

2.

生產力工具方面，執委會依據過去結合審查案件（Microsoft/Nokia）
之標準，將地理市場界定為歐洲經濟區（但亦不排斥將其認定為
全球市場之可能性）70。

3.

顧客關係管理軟體方面，執委會認為顧客關係管理軟體於各國僅
有使用語言之分，提供之服務不因國家而有任何不同，故執委會
依過去結合審查案件（IBM/Cognos、IMS/Cegedim 等案）
，將地
理市場界定為歐洲經濟區（但亦不排斥將其認定為全球市場）71。

4.

智慧行銷解決方案方面，執委會認為智慧行銷解決方案之提供基
本上並無國界之分，至多僅有各國對此類服務可能有不同法遵需
求，故將地理市場界定為歐洲經濟區（但亦不排斥將其認定為全

68

European Commission, “Microsoft/LinkedIn”, Case M.8124, Dated 6/12/2016, C（2016）
8404，
para.159-161, at 32.
69
Id. para.16-18, at 3-4.
70
Id. para.26-28, at 5.
71
Id. para.51-56, at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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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市場之可能性）72。
5.

網路通訊服務方面，執委會依循 Facebook/WhatsApp 結合案之見
解，將地理市場界定為歐洲經濟區（但亦不排斥將其認定為全球
市場之可能性）73。

6.

專業網路社群服務方面，於 Facebook/WhatsApp 結合案中，執委
會認定社群網路服務通常無國界之分，最後亦將地理市場界定為
歐洲經濟區（但亦不排斥將其認定為全球市場之可能性）
。惟專
業網路社群服務與一般社群網路服務不同，通常與工作機會、聯
絡人、語言、專業與教育背景相關，地域性較強。除 LinkedIn 國
際化程度較高以外，歐洲經濟區內許多專業社群網路之業務範圍
相當限縮，如 Xing 主要僅於德國與奧地利等德語區國家有大量
用戶使用，Viadeo 僅於法國市場為主流專業社群網路服務，
GoldenLine 僅於波蘭境內使用。故執委會最終採取較保守之見解，
將專業網路社群服務市場界定為各國獨立市場74。

7.

網路人才招聘服務方面，執委會認為歐洲經濟區之網路人才招聘
服務與其他地區之網路人才招聘服務之功能與特性無實質差異，
惟亦有提出網路招聘服務具有各國法遵需求、語言與在地化知識
之差異，亦即有用人需求之單位通常偏向錄用該國境內之應徵者。
執委會最終未對網路人才招聘服務市場作地理市場界定75。

8.

網 路 廣 告 市 場 方 面 ， 執 委 會 依 循 過 去 結 合 案 （ Telefonica
UK/Vodafone UK/Everything Everywhere/JV 、 Microsoft/Yahoo!

72
73
74
75

Id. para.71-73, at 14.
Id. para.85-87, at 16-17.
Id. para.118-125, at 24-25.
Id. para.149-151, a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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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Business、Google/DoubleClick、Facebook/WhatsApp）之見
解，認定網路廣告基本上與用戶喜好、語言及其所在地域業者之
存在感關聯性極高，故將地理市場界定為各國或語言分界獨立市
場76。
六、德國 Facebook 案
卡特爾署於本案處分利用約 60 頁篇幅討論 Facebook 市場界定，卡特
爾署認為傳統 SSNIP 法不適合用於 Facebook 此類提供免費服務之事業，
故其使用需求替代性原則判斷 Facebook 與其他約 30 類資料驅動事業是否
屬同一市場之競爭者。另卡特爾署於界定本案市場時，有利用大量民眾抽
樣調查結果作為論述依據，值得主管機關參考。
（一）產品市場界定
根據卡特爾署處分書，於定義多邊市場與社群市場時，須納入直接與
間接網路效應、使用者多棲（multi-homing）與轉換使用平台成本、規模經
濟、市場支配地位事業對競爭相關資料之近用可能性、及創新競爭壓力六
項重點考量。於本案中，卡特爾署運用傳統之需求替代性原則判斷
Facebook 產品市場，將 Facebook 用戶約略劃分為二類：一般私人用戶，
使用目的主要為與其他用戶建立網路社群關係，與商業用戶，主要向
Facebook 購買其廣告空間以吸引一般私人用戶之消費。兩個用戶群之間，
具備間接網路效應。另尚有其他多邊市場存在，包括利用 Facebook 專頁行
銷其事業之發行商（publishers）
、利用 API 整合 Facebook 服務至所屬網頁
或應用程式之開發商（developers）
，私人使用者群與後面兩個市場亦具備

76

Id. para.162-164, at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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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網路效應77。卡特爾署認為，一般私人用戶（private user）與商業用戶
（business user）之利益差別過大，最後認定 Facebook 對於一般私人用戶
及 Facebook 對於商業用戶為不同市場，而本案僅與 Facebook 提供一般私
人用戶之資料蒐集政策有關，故 Facebook 於本案之產品市場應界定為「提
供私人用戶免費社群平台之服務」
。即使使用者並未支付任何金錢上的對
價，仍然可以於供給替代的市場判斷上被認定為消費者。而用者對於該服
務所投入的時間、注意力以及資料，可以被認定為是獲取服務的對價78。
至於競爭者方面，卡特爾署認定僅有 Google+及其他德國國產小型社
群平台（StudiVZ、Jappy）與 Facebook 同屬「私人社群平台（social networks）
」
市場之競爭者，蓋其他種類之社群平台與 Facebook 用戶之使用目的、功能
及使用經驗差別極大。如 LinkedIn、Xing、Indeed 等業者係為「專業社群
平台（professional networks）
」
，使用目的與功能主要為建立專業人脈以及
找尋工作機會；WhatsApp、Google Hangouts、Snapchat、Telegram、Threema、
iMessage、Skype、FaceTime、Line、WeChat、Viber 及 Facebook Messenger
等服務則為「通訊服務軟體（Messaging Services）
」
，使用目的及功能純粹
為傳送即時訊息，亦與 Facebook 社群平台不同。其他如 YouTube（影音串
流分享平台）
、Twitter、Pinterest、Instagram、Flickr、Tumblr（均被認定為
微型部落格（microblogging）服務）
、及 Yelp（評價平台）等著名平台亦均
非社群平台，與 Facebook 非屬同一市場79。
（二）地理市場界定
卡特爾署將本案之地理市場限定為德國。Facebook 等社群平台雖於全
77

Bunde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Case Summary, 15 February 2019,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Fallberichte/Missbrauchsaufsicht/
2019/B6-22-16.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3,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7/3.
78
Bundes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B6-22/16 (6 February 2019), para.246, at 68.
79
Id. para.170-174, at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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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有廣泛用戶，惟依據民眾抽樣調查結果，近八成德國 Facebook 用戶表示
其幾乎全部 Facebook 朋友均居住於德國境內，一成五用戶表示朋友群中存
在德國與非德國用戶，僅有約 2%之用戶表示其大部分 Facebook 朋友居住
於德國境外80。另外，本案 Facebook 之服務介面以及 Facebook 提供之廣告
亦均為德文及德國廣告商，故將地理市場限定為德國較為合適81。

80
81

Id. para.334-354, at 98-99.
Id. para.364. at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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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大數據、資料壟斷、資料競爭、競爭政策
數位科技的快速變化，運用數位科技所形成的商業模式亦不斷求新求
變，帶動數位經濟的整體發展。而在數位經濟的市場環境，事業要取得競
爭的優勢，並持續不斷進行有效的商業模式創新，以維持在動態競爭下市
場競爭力，能否掌握競爭所需要的「資料」
，將具關鍵地位。因此「資料」
對於市場競爭的影響，成為近年來國際競爭法制政策極為重視的議題。尤
其針對大型數位資訊服務提供者，或國際數位科技巨擘如何運用其對於市
場競爭資料之取得優勢，透過演算法或相關反競爭行為之操作，鞏固其市
場地位，或於市場上形成不公平競爭的形勢。國際上競爭政策、執法與議
題探討之趨勢，亦需要予以關注，以使國內相關法制政策的研析，不致過
度偏離。同時需要兼顧國內產業實務技術、應用及市場發展情況與特性，
以評估採取適合國內環境的法制政策規劃。
本報告探討大數據發展下，資料區驅動相關市場特性，及國際法制政
策與執法就資料壟斷相關案例之處理，提出對我國競爭法制因應方向及作
法建議。由於本議題尚具高度變動性，故以本報告期程內可掌握之資料為
研究範圍。本報告共分成八章，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限制與範圍；第
二章（資料驅動之商業模式）
，探討資料驅動商業模式與傳統商業模式之差
異，凸顯出大數據具有「數量」
（volume）
、
「速度」
（velocity）
、
「多樣化」
（variety）與「價值」
（value）之特徵。而資料產生價值的流程，即大數據
之價值鏈，大致可分為「資料蒐集」
、
「資料處理」
、
「資料分析」和「資料
應用」過程等四大階段。
前述大數據價值鏈，涉及各類不同的專業領域，並衍生相關專業之資
料服務業者。逐漸建構起以「資料」或其密切關連之周邊服務為產品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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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形態，提供各類專業資料服務事業，協助其他有此需求的企業運用大數
據優化業務。或有單一事業體因具備相關規模、能力與資源，可自行完成
上述流程，運用「資料」作為其他產品或服務發展或提升之資源。為此，
資料驅動產業可能的市場特徵或商業模式，包含建立資料規模、高度資料
技術能量、資料工程專才需求、創新與滾動提升。又透過平台模式進行大
數據服務或商品提供，可能涉及雙邊市場、規模經濟、網路效應、免費商
品或服務、資訊回饋迴路等特質。
第三章討論資料與市場競爭之關聯性，若由產業對於資料之應用層面
切入觀察，則所涉資料應用若形成排他性，促成或提升學習效應或網路交
互效應，或市場上有其他互補性資產以及競爭商業模式的存在時，可能形
成或強化事業之市場力。易言之，擁有資料本身不一定會有競爭力，必須
視事業利用資料之目的、作為、資料對於該事業形態之作用、以及市場狀
態而有影響。此外「資料」本身之特性，亦可能帶給企業的競爭優勢和市
場力，例如資料之集中性、相互操作性或相容性、不可模仿性或稀有性等，
皆對於事業之市場力有所影響。
此外，判斷是否有資料壟斷之情況，應視個案而論。與市場相關的反
競爭行為主要包含以下情況：結合與併購、排他性行為或稱「市場排除行
為」
、資料驅動差別取價，以及資料相關之市場競爭與隱私問題。其中關於
是否應以競爭法作為個人資料或隱私保護的手段，雖實務已經廣泛討論，
但目前學理仍有爭議。有關相關市場的界定，與資料驅動市場相關學理與
實務所建議可能參考的市場界定方法包括：
一、 修正 SSNIP 的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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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以「非價格」競爭因素的變動（如品質）作為界定的觀察因素實務
如：
（SSNDQ 或 SSNIC）
。
三、 將資料獨立出來界定成一個市場。
四、 搭配活用需求替代性判斷原則。
第四章整理了關於大數據資料競爭晚近較受到關注，或有相當發展之
限制競爭個案與議題。可以發現目前國際實務的關注，較著重於大型數位
服務提供者於市場地位上的濫用，可對於資料驅動之市場競爭帶來的不利
益，尤其在濫用市場地位之個案，以及結合案的探討的層面更是如此。而
國際執法機關對於相關個案分析之重點，以及個案後續的發展或相關政策
反饋，若進行適度的萃取與綜整，將有助於協助競爭主管機關後續執法或
法制政策研議的思考。
第五章關於大數據相關不公平競爭議題探討，大型科技平台因網路效
應、規模經濟等效果而取得高市占率，其行為開始受到各國主管機關關注。
隨著大量用戶資料累積，平台能更進一步運用雙重（甚至多重）身分取得
之資源與市場力，進行自我嘉惠行為，而導致市場競爭之不公平的狀態，
就我國公平交易法而言，尚無直接可適用的條文。而需要評估是否構成公
平交易法第 25 條之顯失公平情形。惟此處應如何界定正當商業競爭策略與
不公平競爭之差異，如何判斷公權力介入私法行為之時點，以及是否僅針
對個案中包含具備市場獨占地位，或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事業之情形，未來
皆有可以再探討的空間。
例如：Google 與 Amazon 案皆是透過數位平台的經營型態，搭配資料、
演算法之技術，型塑其競爭優勢。不過在 Amazon 案，係將透過契約方式
取得競爭對手的商業資料，並可能運用該此資料以提升 Amazon 自身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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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務的競爭力。惟應如何界定正當商業策略與不公平競爭之差異，依據
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不公平競爭之規範，包含第 21 條不實廣告、第 22 條
仿冒、第 23 條不當贈品贈獎、第 24 條營業誹謗和第 25 條之補充條款。而
為明確化與類型化第 25 條之概括規範，公平交易委員會有訂定「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
，當中第五點判斷「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考慮事項，包含「交易秩序」之定義與判斷是否「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考量要素 。又於第七條規範判斷顯失公平之考慮事
項，即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者，例示行為類型包含：
一、 以損害競爭對手為目的之阻礙競爭：如進行不當商業干擾、以公開方
式，散布競爭對手侵權之訊息等；
二、 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如攀附他人商譽，使人誤認兩者屬同一來源或有
一定關係、抄襲他人建置之網站資料以作為自身網站內容等；
三、 不當利用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如利用交易相對人對其在經濟上依賴
性，而不具有足夠且可期待之偏離可能性，遂行濫用其市場地位之行
為，包含不當要求交易相對人事後接受變更之交易條件、阻礙權利行
使、要求提供與交易無關之敏感性資訊等；
四、 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如未提供交易相對人重要資訊、未給予合理
契約審閱期間等。
因此就 Google 與 Amazon 案而論，此類行為似有可能觸及我國公平交
易法第 25 條，因利用交易相對人資訊不對稱之情形，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
法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者。然而，現階段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
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當中，關於所謂資訊不對稱之行為，尚
未明列此類行為。若要使適用上更為清楚，未來或可對於「公平交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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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稍作補充。例如於利用資
訊不對稱行為部分，納入數位平台未告知利用平台服務之事業關於蒐集其
資料之用途，尤其是否可能用於與該使用者產品競爭之相關事項等。或運
用演算法進行資料分析或服務提供之事業，未告知其演算法基本運作與交
互關聯，而不當操控演算法影響公平競爭等。
針對此類議題，歐盟、日本開始建立相關政策規範企業於應用資料於
競爭時，應有相應的揭露義務，包含演算法對排序結果的透明性和可解釋
性，使平台上的使用者可瞭解其可能遭遇何類風險。以及要求平台適度揭
露相關交易條件，禁止單獨變更契約中交易條件和對自家公司或相關公司
之特殊待遇，以避免其不當利用線上使用者與平台上賣家的資料，進行牟
利或因而取得競爭上之優勢，而使得使用者權益受損或阻礙競爭者與其公
平競爭之機會。於美國眾議院「數位市場競爭」之調查報告亦提及，大型
科技公司隨著資料的累積，有可能提早偵測到潛在競爭者的威脅，並透過
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手段扼殺其發展。
第六章關於資料驅動競爭之法制界線，對於歐洲競爭法擴大競爭法適
用範圍之趨勢，有學者認為此為美歐間角力之產物，主因為歐盟欲抵抗美
國特定資料驅動事業之全球支配地位，於資料驅動事業之競爭情境下，稀
釋競爭法上檢視限制競爭行為之真正標準（如事業行為與傷害市場競爭間
之因果關係、是否有傷害市場競爭之結果等）
，並非適當之作法。回歸我國
競爭法之執法，我國資料市場目前仍在發展中，國內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
規範亦與 GDPR 尚有歧異，故是否可以直接參酌歐盟部分國家（如德國）
以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內涵內化及擴大競爭法之執法範圍，應審慎評估。
值得參考之作法，為學者就 Facebook 案衍伸提出之結合審查新思維。
認為在資料驅動事業與技術日新月異的趨勢下，資料驅動市場之水平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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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日漸模糊。涉及資料驅動之結合案，可以大數據之使用進程分為取得、
存取與分析三層次，以資料取得之上下游市場來思考，改用「垂直併購」
之審查標準以掌握結合個案，於結合後關於「資料」層次之目的及需求有
更精確的掌握。
第七章至第八章分別為大數據環境下競爭法之國際法制趨勢、執法態
樣以及執法政策工具的發展，以及第八章結論，關於本報告分別依短期立
即可行和長期政策規劃提出建議：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1. 建立資料驅動相關事業之市場力界定參考要項：對於如何判斷資料
驅動相關事業之市場力，參酌國際法制政策走向（如德國）
，以及代表性個
案之作法，歸納市場力界定參考要項，供執法參酌，方向可包含競爭所需
資料之判斷要項，以及資料影響市場力之判斷要項。
2. 建立資料驅動相關事業結合審查指引：可參考國際個案審查關注之
重點與面臨之問題，提出資料驅動相關事業結合之審查指引，方向可包含、
個案判斷盲點提示、資料分析參考要素（所涉資料特性和結合個案特性）
、
搭配評估要素（結合整體價值/技術採用、發展與預測或國際類似技術或商
業模式發展情形之參酌或所涉產業或競爭者對於市場趨勢之預期或意見）
。
3. 強化個案調查與諮詢機制：
(1) 改善目前個案諮詢提問之方式，建立具引導性之具體問題模式，
可透過個案類型化方式搭配具學習性之系統或諮詢題庫開發，以
為協助。
(2) 考慮引入創造當事人對立或自我揭露相關機制，個案事業或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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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動提供審查所需資料，補充主管機關個案審查資料獲取之困
難。
4. 建立外部參與機制（常態/非常態之產業分析/資訊專家參與機制）
（二）長期性建議
1. 結合申報門檻之再研議：為處理大型資料驅動產業對新創或潛在競
爭者之早期併購（殺手級併購）問題，須累積相當案例，評估調整結合審
查門檻。
2. 促進數位中介服務之公正性與透明度法制規劃思考：參考國際法制
趨勢與對 AI 及大數據發展之倫理及規範重點，評估建立新興之促進數位
中介服務或大數據、演算法運用之公平性與透明化的法制。
3. 產業資料庫之建置或輔助執法工具之開發
(1) 逐步建立產業資料資源，降低對個案事業或臨時之外部調查資源
之依賴。
(2) 運用大數據分析之技術（如關聯性技術）
，由小規模產業範圍試
行規劃開始，逐步建立得協助主管機關進行產業經營或資料關聯
之分析工具。
4. 內部資料分析人才之充實：充實執法機關內部資料分析人才，有助
於進行資料有效分析或對於外部分析的方式與結果得以適度的篩選或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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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Big Data、Data Monopoly、Data Competition、Competition Policy
With the rapid changes in digital technology, business models formed by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are constantly seeking innovations and changes,
driv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market
environ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businesses must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continue to innovate effective business models to maintain
market competitiveness under dynamic competition. The ability to grasp the
"data" required for competition will have a key position. Therefore, the influence
of "data" on market competition has become a critical topic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policies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for large digital information
service providers, or international digital technology giants, it’s important to use
their advantages in market competition data through algorithms or related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s, and thus consolidate their market power or unfair
compet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into international cases, technolog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industries into account, and to evaluate legal policies
suitable for the domestic environment.
This report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levant data-driven market and
monopoly cases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and hope to propose suitable
enforecement direc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domestic competition law.
Since data monopoly under big data area is still highly volatile, the research
scope will base on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during the project period. This report
is divided into eight chapters. Chapter One（Introduction）explains the research
limitations and scope; Chapter Two （Data-driven business model）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itional business models and data-driven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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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s, highlighting five elements, including volume, velocity, variety, veracity
and value. The process of generating data value, which is the value chain of big
data,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data collection,” “data
processing,” “data analysis,” and “data application.”
The aforementioned value chain of big data involves various professional
fields and derives related professional data service providers. Gradually it
constructs a product base on "data" or its related services, wich offer various
professional data service businesses, and assist other companies to optimize their
business. In another case, it coulde be a single business entity that has sufficient
scale, ability and resources to complete the above process on its own and use
data as an “input” for the development or improvement of other products or
services. Accourding to the situation, the possible market characteristics or
business models of the data-driven industry include the establishment of data
scale, high-level data technology capabilities, demand for data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innovation and rolling upgrades. Besides, the provision of big data
services or products through the platform may involve bilateral markets,
economies of scale, network effects, free products or services, and information
feedback loops.
Chapter Three discusses the relevance between data and market
competition. Generally, if we look into this issue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data of
an industry, when data has the character of exclusivity, learning effects, network
effect interaction, the existence of complementary assets, and the existence of
competing commercial models, its market power may be formed or enhanced. In
other words, owning data may not necessarily be competitive. It must depend on
the purpose of the business’s usage of the data, and its actsions, the role of data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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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siness and the status of data market. In addi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ata" itself may also br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market power to the
enterprise. For example, the concentration, interoperability or compatibility of
data, imperfect limitability or rarity, etc., all contribute to the market power of the
enterprise.
Therefore, whether there is a data monopoly should be case by case.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s mainly include the following situation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exclusionary practices, or "market exclusion," data-driven price
discrimination, and data-related market competition and privacy issues.
Although whether competition law should be used as a means of protecting
personal data or privacy has been dicussed extensively, it is still controversial.
Regarding the definition of the relevant market, the theory related to the
data-driven market mainly include: revised SSNIP, SSNIC or SSNDQ, data as a
separated market, and substitution demand principle.
Chapter Four sorts out cases and issues related to restraint competiton of big
data that have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lately or have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practice focuses more on the abuse
of market position by large digital service providers, which can be detrimental to
data-driven market competition, especially in cases of abuse of market position
and the discussion of combined cases. However, if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conduct appropriate ext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focus of relevant
case analysis, as well as the follow-up development of the case or related policy
feedback, it will be helpful to assist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to thinking about
subsequent law enforcement or leg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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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Five discusses unfair competition concerning big data. Large
technology platforms have achieved high market share due to network effects
and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heir behavior has raised the concern of competent
authorities.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a large amount of user information, the
platform can further use the resources and market power obtained by dual (or
even multiple) roles on the market to conduct self-preference behaviors, which
leads to unfair market competition. As far as our Fair Trade Act is concerned,
there is no directly applicable provision and need to consider whether these kinds
of behaviors constitutes the unfair situation under Article 25 of Fair Trade Act.
However, how to segme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awful business competition
strategie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and how to determine when is the best time for
the public power to intervene in private business actions, and whether such
intervention is limited to cases involving monopolistic or relatively dominant
businesses, are issues that should be explored in the future.
For example, the Google and Amazon both used algorithm technology to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However, Amazon obtained commercial
information from competitors via contracts, and may use this information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mazon's own products or services. However, at
today’s stage, the “Principles of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s Handling of Article
25 Cases of the Fair Trade Act,” these kinds of conducts has not yet be specified.
To make the application clearer, in the future, it may be possible to add a little bit
changes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s Handling of Article 25
Cases of the Fair Trade Act”.
Chapters Six is about the legal boundaries of data-driven competition.
Regarding the trend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to expand the scop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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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law,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is is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Union （EU）, mainly because the EU wants to resist
the global dominance of certain data-driven busine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context of data-driven business competition, it may not be appropriate to
dilute the usage of existing competition law standard, such a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behavior and harm to market competition, only
because there are personal data involved. Especially, in Taiwan, data-driven
industries are still developing and the structure of our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s are different from GDPR, whether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EU's
practice and expand the scope of competition law with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carefully. A method worthy of reference is to
propose a new way for merge review. The process of the usage of big dat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acquisition, access, and analysis. Think about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markets based on data acquisition, and use the
"vertic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review standard to deal with data-driven
acquisitions might assist FTC to grasp the business’s purpose and potential
benefit of data usage related to those cases.
From Chapters Seven to Chapter Eight are the enforcement of competition
law in the big data environment, and the conclusions. This report makes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short-term immediate feasible and long-term policy
plans:
（1） Suggestions that are immediately feasible
1. Establish reference elements for the definition of market power for
data-driven related 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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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stablish guidelines for the combined review of data-driven related
businesses.
3. Strengthen case investigation and consultation mechanism.
4. Establish an external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 regular/irregularl
industry analysis/information expert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2） Long-term recommendations
1. Re-examination and discussion combined with the reporting threshold.
2. Thoughts on legal planning to promote the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of
digital intermediary services.
3. Establishment of industry database or development of auxiliary law
enforcement tools.
4. Enrichment of internal data analysis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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