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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關鍵詞：多邊平臺、交易平臺、間接網路外部性、使用者多棲、平臺傾覆、

反引導條款、最惠國待遇、市場界定、市場調查、結合 

一、 研究緣起 

網路經濟的興起，以及科技巨擘在數位世界長期的宰制力量，成為近

年來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面對的重大挑戰之一。除了豐沛的創新動能與高

市值、高市占率，科技巨擘及其他在各領域有相當影響力的廠商，其重要

產品與服務，或者商業模式，帶有「媒合」不同群體的「多邊市場」性質。 

多邊市場近年來已成為產業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課題，其對於競爭政策

的挑戰，也引起相當重視。例如：在單邊市場中常見的商業手法，在多邊

市場中是否具有同樣的競爭效果？使用於單邊市場的市場界定與競爭效果

評估方式，是否可直接應用於多邊市場相關案件？或者，在涉及多邊市場

時，競爭法主管機關需要發展出新的分析工具與架構？若答案為是，在個

案中又該如何檢驗是否具備多邊市場特性，因此需要另行處理？ 

有鑒於多邊市場在當前產業環境，尤其數位部門的重要性，本計畫就

產業經濟與競爭法學近期對於相關課題的發展，包括多邊平臺的經濟性質

與平臺廠商策略、市場界定與競爭效果分析、以及各國近期相關案例與立

法等議題，進行研究、探討，並提出政策建議。 

二、 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從以下三個角度出發，探究多邊平臺的競爭效果，以及競爭政

策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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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討論近期關於多邊平臺基本特質與競爭效果的產業經濟理

論、以及與競爭分析相關的實證方法。 

 以範例討論、說明多邊平臺相關之市場界定與需求估計操作方

式。 

 匯集、分析歐盟、美國等國與多邊平臺相關的重要案例與近期立

法，並整理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與法院在市場界定、市場調查、

以及競爭效果評估等的分析操作。 

最後，根據以上各部分的研究、討論為基礎，本計畫提出對於競爭法

主管機關的在競爭分析、個案操作、以及法治規劃等面向的政策建議。 

三、 重要發現 

多邊平臺通常具有特徵為：平臺經營者，藉由所提供的服務或商品，

讓兩組以上的使用者進行互動，產生價值。由於多邊平臺的主要任務在於

讓不同群體的使用者產生互動，平臺對個別用戶的吸引力往往在於能提供

的互動機會以及互動品質，而這兩者又與出現在平臺的互動對象有關。若

某一群體有越多使用者參與平臺，則可增加另一群體的互動體驗，進而提

升後者的參與意願。 

平臺所展現間接網路外部性（包括參與或使用外部性）的基本性質，

使得使用者均為單棲時，集中所有使用者於單一平臺可以產生相當的經濟

效益。但若使用者多棲，則此互動效益無須經由使用者集中而達成。 

間接網路效果使得平臺必須考量對於不同群體的價格結構。以雙邊平

臺為例，若間接網路效果為雙向且均為正向，以低價、甚至補貼吸引某一

群使用者，可以強化平臺對另一群使用者的價值，提升平臺在另一端的獲

利。平臺訂價可能據此展現「蹺蹺板原則」：若對某一群體提高價格，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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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另一群體降低價格；反之亦然。因此，價格水準與價格結構兩者均為分

析平臺商業模式所不可偏廢的面向。 

（正向）間接網路效果也可能導致使用者單棲時，同質平臺的格競爭

的「優勢廠商均衡」，亦即所有使用者集中在單一平臺，但該優勢平臺的利

潤為零的均衡結果。單棲下，集中在同一平臺的最大經濟效益，可以讓優

勢平臺藉由適當的分配爭取使用者。但若優勢平臺想要保留部分利潤，則

具有同等效率（且提供同質服務）的競爭平臺，可以更「大方」的「讓利」

與使用者，配合適當地「分化策略」，讓使用者從原本的優勢平臺移轉到競

爭平臺。因此，優勢平臺的均衡利潤為零。 

但是，成功的「分化策略」仰賴豐富的訂價工具，包括：平臺要能分

別收取使用費與參與費，以及平臺能夠補貼使用者。若平臺無法補貼使用

者、或者僅能收取參與費，都可能使優勢平臺享有利潤。使用者集中的均

衡結果則維持不變。 

在非價格策略方面，間接網路效果依然扮演重要角色。既有平臺可能

藉由獨家交易契約達成限制進入的效果。即便使用者可以多棲，既有平臺

只需要以獨家交易，配合適當補償簽下某一群體，限制其多棲行為，則另

一群體也只能選擇在既有平臺互動，使得新平臺無法進入市場，而另一（未

簽獨家交易條款的）群體使用者亦會受到既有平臺剝削其消費者剩餘。 

而間接網路效果所導致的傾斜價格結構，很可能導致平臺以「負價格」

補貼使用者。但是，若平臺面對「非負價格限制」，無法補貼使用者，則搭

售可能作為規避非負價格限制的方法，進而達成延伸市場力量的封鎖效果。

亦即，在某一產品享有獨占地位的廠商，可以將其產品與另一具備多邊平

臺特性的產品進行綑綁，此時後一產品的其中一群使用者有較強動機採用

獨占廠商的商品組合；基於間接網路效果，另一群使用者也只能使用同一

商品。而面對非負價格限制，競爭廠商無法以補貼方式爭取使用者；搭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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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成為獨占廠商「非現金」補貼的工具。「槓桿理論」可能成立，獨占廠

商可藉此排除競爭。 

此外，當平臺蒐集使用者資料會產生「隱私成本」時，平臺競爭與間

接網路效果亦可能限制平臺蒐集資料的行為。若平臺競爭程度越強，則蒐

集越多資訊將導致承受隱私成本的使用者（如消費者）轉往競爭平臺；而

間接網路效果越強，則前述使用者移轉至競爭平臺的行為，亦會帶動更多

與之互動的另一群使用者（如廣告商）離開平臺。因此，平臺蒐集使用者

資訊的誘因可能與競爭程度呈現反向關聯：若平臺之間的競爭力度愈弱，

則蒐集資料的誘因愈高。 

對於競爭政策分析，單棲時使用者集中於單一平臺的經濟效益，在結

合審查時，可能為評估平臺結合所帶來效率進步的一個重要面向。而關於

平臺對價格結構的考量，以及優勢廠商均衡的存在，亦能為進行平臺相關

案例之競爭影響評估、分析時，提供重要的觀察方向。 

在相關案件忽略平臺特性可能錯誤判斷競爭效果。例如：間接網路效

果所導致的傾斜價格結構，可能讓平臺事業對其中一群使用者補貼，或以

低於成本價格出售產品與服務，並對另一群使用者收取高於成本甚多的價

格。此一訂價特徵可能出現於獨占平臺，亦可能出現於平臺之間彼此競爭

激烈的優勢廠商均衡。此時，若切割不同群體為不同市場，而非就平臺整

體訂價行為進行評估，則可能將平臺在單一市場的補貼或低於成本價格視

為掠奪性訂價，或者將高於成本甚多、高邊際淨利的結果視為平臺具有相

當市場力量。兩者皆為直接應用傳統單邊經濟邏輯於多邊平臺所可能產生

的謬誤。 

此外，優勢廠商均衡的特徵表明，高市占率與低利潤可能同時並存：

在此一競爭均衡，所有使用者集中於優勢平臺，因此優勢平臺市占率為

100%，但其利潤為零。若無法排除優勢廠商均衡的市場競爭結果，則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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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占率作為市場力量的指標，可能無法直接適用於平臺商業模式。 

近期文獻亦關注平臺的最惠國待遇條款（價差條款）。相關研究以「垂

直市場結構」的切入觀點，著重分析平臺藉由此類垂直限制舒緩不同銷售

管道的價格競爭壓力，甚至改變平臺價格競爭的策略性質，可能導致價格

上升的限制競爭效果。 

關於平臺廠商價格與非價格策略的競爭分析，都有可能成為平臺相關

案件中的損害理論，在個案中提供競爭法主管機關參考、評估。而產業經

濟學的研究仍在持續發展中，包括在最惠國待遇的分析，如何適當地納入

「搭便車」或「展示廳」效應、平臺投資誘因、甚至間接網路效果等考量。

競爭法主管機關可持續關注未來的文獻進展，將學界已較有共識、相對成

熟的見解，納入實務操作的參考。 

在實務操作部分，進行市場界定、市場力評估、或者競爭效果之衡量

時，競爭法主管機關或可依照相關損害理論的指引，在所考慮的市場力指

標、市場界定的不同方法、以及所蒐集的資料類型等等面向，做出適當選

擇，協助競爭法主管機關驗證損害理論是否於個案情境成立。 

其次，由於資源有限，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分析時，通常必須做出選擇，

採取特定方法或假設，而非其他選項，也未必能在最理想的條件下進行完

整評估。本研究建議，依據預期成本的概念與決策架構，可協助釐清當下

的選擇，較為容易產生高估限制競爭效果的「誤枉」，抑或低估限制競爭效

果的「誤縱」可能，作為競爭法主管機關後續決策的參考。 

就多邊平臺的市場界定問題、以問卷執行不同的競爭分析、衡量多邊

平臺市場力的相關指標、以及涉及多邊平臺的市場調查程序與注意事項等

議題，主要研究成果分述如下。 

首先，多邊平臺之市場界定可能面對幾個主要問題。就單一市場架構

或多市場架構的選擇，交易平臺與非交易平臺的分類固然有相當的參考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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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但在交易平臺，不同群體的使用者仍然可能面對不同的替代選擇。因

此，本研究提出判斷單一市場架構適用性的準則與建議。尤其，競爭法主

管機關可先評估、衡量交易或非交易平臺的區分方式是否受到案關平臺商

業模式影響。若可歸類為交易平臺，則進一步討論平臺服務是否涉及所有

群體的使用者，包括平臺提供的服務種類為何，是否所有群體使用者都需

要相同服務等等；若其中部分服務只受到部分群體使用者重視，則應考慮

採取多市場架構。若所有服務都為所有群體使用者所需，則最後考量不同

群體是否有不同的替代選項；若替代選項皆相同，則單一市場架構可視為

合理的方法，但若不同群體有不同的替代選擇，則可考慮採用多市場架構。 

就市場界定的價格調整問題，為了捕捉假設性獨占廠商的訂價誘因，

理想上，涉及多邊平臺的 SSNIP 的確應該容許假設性獨占平臺調整價格結

構。但是平臺可能擁有多個價格工具，使得價格結構有多樣的調整可能，

而嚴峻的資源或時間限制，往往導致競爭法主管機關無法窮盡所有可能。

若不允許價格結構調整，或許會低估假設性獨占平臺利潤，並不適當地放

大相關市場，低估案關平臺的市場力量。此時，競爭法主管機關可考慮由

從預期執法成本的分析角度，探討不調整價格結構的處理方式，是否可能

產生嚴重的「誤縱」後果；或者，放大後的相關市場已提供分析的「上界」，

而在這個較大的市場，案關平臺（可能低估）的市場力量或者所從事的行

為已有相當限制競爭的相當可能，以此進行判斷，則「誤枉」的風險隨之

下降。 

就零訂價的問題，本研究介紹在近期研究出現的替代方法。以即時通

訊服務為例，本計畫說明以聯合分析法設計問卷題目，取得所需資訊並執

行 SSNIC 分析。施行聯合分析時，在產品或服務的屬性、屬性水平、假設

性產品（卡牌）方案的設計及數目、以及調查對象最終填答問題數目等，

本研究均提供範例，說執行步驟與注意事項。亦就取得資料後，需求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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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理、適合的實證模型與軟體、以及估計結果的解釋等等，結合範例提

出說明。 

其次，本研究討論以問卷調查執行與多邊平臺有關的市場界定、價格

上漲壓力、以及需求估計等等。在多邊平臺進行這些不同的分析，主要挑

戰在於將間接網路效果納入考慮。在嘗試設計能夠捕捉間接網路外部性的

問卷問題，並以虛擬資料討論取得問卷調查結果後，本研究提出估算（價

格上漲後）損失率、移轉率，以及消費者需求方式與應注意事項。 

此外，本研究亦整理適用於多邊平臺的市場力指標以及市場調查程序。

應用傳統市場力指標如市占率與拉式指數於多邊平臺，概念上的最大挑戰

為「優勢廠商均衡」。若欲使用市占率衡量市場力量，競爭法主管機關可先

檢驗個案中是否存有優勢廠商均衡成立的條件，包括：平臺提供同質服務、

所有消費者均為單棲、以及平臺擁有足夠的訂價工具等等。此外，無論採

用市占率或拉氏指數等常見指標，或者佐以獲利能力、參進障礙、亦或直

接證據等評估方式，於多邊平臺，亦需考慮應當於整體平臺層級，者各邊

市場層級應用、衡量所選用之指標。而考量因素亦與平臺基本性質有關。

基於間接網路效果與價格結構等平臺特徵，涉及收益與利潤之指標，例如：

以營業額占比計算的市占率，以及獲利能力等，為了避免受到傾斜價格結

構的影響，均應在平臺層級進行衡量；但是使用量或者使用者資訊則較無

此問題。此外，為了反映平臺在各使用者群體的地位，使用量或者使用者

占比計算的市占率資料，應在各邊市場進行衡量、估算。 

而在市場調查部分，本研究介紹、討論市場調查的進行程序、各步驟

注意事項，以及應用於多邊平臺時所應特別著重的調查面向，並與英國

CMA 對於 DCT 產業的市場調查做一對照。 

依據本研究整理，市場調查的程序依序為：初步篩選研究產業或部門

（主要工作內容包括釐清有待分析的課題，並設定此次研究的策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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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範圍與規劃（主要工作內容包括確定研究的產業或者市場行為、提出

初步假說、並準備初步的資訊蒐集策略等等）；初步資訊蒐集；研究方法選

擇（主要工作內容包括確認假說驗證所需要採行的方法）；進一步資訊蒐集

（主要工作內容包括以前階段所選定的不同方式，深入蒐集資訊）；分析（主

要工作內容包括執行各項研究目標所設定的分析，例如：市場結構圖、價

格分析、供給面與需求面分析、以及管制評估等等）；報告呈現；以及事後

分析（主要工作內容包括評估此次調查是否達成預期目標，並對未來執行

類似計畫時的經驗累計，做一通盤檢討）等等。 

除了深入討論各步驟的調查內容，本研究亦針對多邊平臺的特徵，提

出在多邊平臺相關產業進行市場調查時，應特別注意、探究的面向。在進

行供給面分析時，可根據嘗試針對案關平臺的商業模式進行分類（交易或

非交易平臺、媒合或提供受眾平臺等等）；亦可調查相關產業內平臺常用的

價格工具（入會費或者使用費）、訂價特徵（價格結構、零訂價、補貼等等）、

以及非價格策略（例如：最惠國待遇、搭售、獨家交易條款等等）。 

而在需求面分析，市場調查可特別注意平臺不同群體使用者之間的間

接網路效果有無、方向、以及強度；使用者多棲程度；以及使用者面對的

轉換成本等等。此外，若平臺可提供多樣化的服務，則不同群體使用者對

於平臺服務是否有相同需求、是否面對相同的替代選擇；此類資訊可能在

進行市場界定時有相當價值，亦可為市場調查時，所蒐集、評估的面向。 

本研究最後一部份進行各國近期多邊平臺相關案例以及立法的整理、

討論。在契約限制，本研究討論兩個反引導條款的美國案例（Amex 案與 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案）。在 Amex 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對於交易平臺的

市場界定方式，對後續案例如 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案有重要影響，

亦引起學界激辯。此外，基於法制背景，在多邊平臺相關案件如何進行「合

理原則」的舉證責任轉換操作，亦為這兩個案件的觀察重點。而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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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對於競爭法主管執法實務有相當程度影響；因此，此二案在這個面

向的討論有相當參考價值。 

其次，本研究整理最惠國待遇的近期案件（歐盟諸國的 Booking.com

案與我國的 foodpanda 案）。如同產業經濟文獻的討論，德國最高法院的分

析似以「垂直結構觀點」為主，亦即，強調平臺最惠國待遇的垂直契約限

制功能。則如何將平臺特徵納入競爭效果分析，例如：如何於各案中評估

「搭便車」與「展示廳」效應；以及若平臺無法以最惠國待遇條款防止消

費者轉換至其他平臺或銷售管道，基於間接網路效果，可能引起商家的移

轉以及後續反應，則平臺可能採取何種替代策略，替代方法的競爭效果如

何等等，可能有待學界持續研究，以及實務界的經驗累積。 

而在結合部份，本研究討論四個有不同代表性的結合案。個案觀察重

點包括：在 Just Eat/Hungryhouse 案，英國 CMA 兩階段調查對於交易平臺

結合的不同市場界定分析架構（第一階段的「多市場架構」與第二階段的

「單一市場架構」），以及應用不同種類資料所進行的競爭分析；在 Microsoft 

/ LinkedIn 結合案，關於社群網路的競爭分析，包括歐盟執委會在市場界定

與損害理論衡量所考慮的因素；在 Facebook/WhatsApp 結合案，關於通訊

軟體的競爭分析，以及可能的「殺手併購」；以及在 Google/Fitbit 結合案，

歐盟執委會所採用的不同市場力指標，以及平臺以「包覆」策略強化市場

力量的可能等等，均有值得參考之處。 

就近期各國立法部份，歐盟數位市場法為針對「守門人」打造的「事

前管制」機制，與競爭法事後救濟有相當不同。至於歐盟「競爭法相關市

場界定注意事項」工作層級之評估報告、日本結合規範修正、以及中國「關

於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則嘗試將多邊平臺的不同特性納入競爭分

析架構。但是，除了日本在市場界定以「多市場架構」為原則外，均未有

明確規定的處理方式，而須視個案而定。因此，其確切影響可能仍須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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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執法經驗的走向與累積。 

四、 主要建議事項 

綜合以上之多邊平臺經濟分析、近期案例與立法討論，本研究提出以

下政策建議。 

(一) 立即可行之建議 

將多邊平臺之經濟特性納入競爭分析：與傳統單邊事業相較，多邊平

臺的商業模式的確展現諸多相當不同的性質。因此，在處理多邊平臺相關

案件時，競爭法主管機關可注意不同的平臺特性，例如：間接網路效果、

使用者多棲與否、平臺可能採行的訂價工具、以及平臺可能的「包覆」策

略等等，並嘗試納入分析。而在進行分析時，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根據相

關損害理論指引，考慮不同分析方式可能產生「誤枉」或「誤縱」成本，

在資源與時間限制下，選擇適當的分析方法，結合可能的偏誤成本，作為

後續決策參考。 

善用市場調查、以及第三人或利害關係人所提供資料：從本研究所整

理的案例觀察，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常以市場調查為執法之重要一環，調

查過程仰賴不同資料種類與來源作為分析基礎。個案中亦採用產業資訊、

相關事業內部文件、第三方意見、問卷調查等相關資料，以多元的資料衡

量不同的損害理論，最後始作成決定。而競爭法主管機關自行蒐集、訪問、

執行問卷調查，固然有助於個案調查與審視，善用及擴大第三人或利害關

係人所提供資料，在數位經濟時代尤其重要。蓋競爭同業所掌握資料與公

部門所擁有資料可能具有互補性，且競爭同業往往為涉案行為之利害關係

人，亦有動機提供資料。廣納各方意見，並善加評斷，應可提升競爭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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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品質。 

及早建立跨領域諮詢委員會：由諸多案例可以發現，平臺所衍生之競

爭法爭議個案，不乏乃跨電信、視聽媒體、新聞媒體、個人資料保護、消

費者保護等不同面向。各該案件之調查與處理，未必能由競爭法主管機關

完全掌握；甚而不同案件所需瞭解或考量的產業因素或事實概況，亦有相

當大的差異。因此，及早建立跨領域諮詢委員會，可能有其重要性。 

(二) 長期性建議 

市場界定處理原則修訂：我國之市場界定處理原則，或可增訂部分條

文及文字，以涵蓋數位時代之平臺相關案件，亦使產業界有所依循。可能

增訂內容包括：於第 3 點增訂「平臺」定義，或以「間接網路效果」為應

用平臺相關處理方式之條件；增訂第 4 點第 3 項之單一市場架構或多市場

架構之平臺市場界定基本原則；增訂第 9-1 點之平臺有關案件市場界定分析

時，可將間接網路效果之大小程度納入假設性獨占者分析、亦可慮納入（但

不限於）SSNDQ 與 SSNIC 等零訂價之替代分析方法。 

市場資訊及調查資料的持續蒐集與掌握：數位時代下的平臺產業變化

迅速，相關市場資訊及調查資料不時更新，若能透過長期及持續之蒐集與

掌握，對於日後突如而來的爭議案件審理，當有相當重要性。除此之外，

部分數據資料一旦未能在當下掌握，日後亦難取得及作為執法依據（諸如

比較特定行為「前、後」對市場所造成之影響）。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宜

及早針對科技巨擘及平臺業者，抑或歐盟數位市場法所稱之守門人進行資

料蒐集與掌握，此等準備工作亦應長期及持續進行，以便於日後若欲啟動

案件調查，有足夠的數據或資料可以比對或印證市場環境變化。 

持續追蹤學界發展、適當融入實務操作：多邊平臺的產業經濟與競爭

法文獻仍然在持續發展當中。尤其，對於平臺最惠國待遇條款的分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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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適切地納入間接網路效果特性、以及如何評估以最惠國待遇條款解決展

示廳問題的效率答辯等等，可能需要進一步研究與關注。此外，平臺在蒐

集使用者資料方面，可能採行哪些策略，這些策略如何影響市場競爭，與

使用者隱私的關聯為何等等。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密切注意這些領域的發

展，並在學界對這些課題有相當共識時，適當地與實務操作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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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網路經濟的興起，以及少數跨國企業，例如概稱為 GAFAM
1（Google、

Amazon、Facebook、Apple、Microsoft）等科技巨擘（Big Tech）在數位世

界長期的宰制力量，成為近年來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面對的重大挑戰之一。

在 2019 年，美國2、英國3、以及歐盟4等地，分別有數篇重量級的政策報告，

針對GAFAM等廠商對市場競爭的影響，以及競爭政策（competition policy）

可調整、採取的回應，提出分析與建言。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

將於 2023 年 5 月 2 日正式實施的「數位市場法」（Digital Markets Act）5、

以及美國近期的數項立法倡議6，也都與 GAFAM 有關，試圖管制（regulate）

其市場力量（market power），或不當行為。 

                                                 
1
 Google 於 2015 年經過組織重組後，現在已經成為 Alphabet 旗下的子公司之一

（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652044/000119312515336577/d82837d8k12b.htm；

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7 月 27 日）、Facebook 則於 2021 年更名為 Meta Platforms

（ https://www.sec.gov/ix?doc=/Archives/edgar/data/0001326801/000132680121000071/fb-202

11028.htm；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月 27 日）。本計畫仍按其原名稱呼。 
2
 Fiona Scott-Morton, Pascal Bouvier, Ariel Ezrachi, Bruno Jullien, Roberta Katz, Gene 

Kimmelman, A. Douglas Melamed, and Jamie Morgenstern, Report from the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Digital Platform Market Structure and Antitrust Subcommittee (2019). 
3
 Jason Furman, Diane Coyle, Amelia Fletcher, Derek McAuley, and Philip Marsden, Unlocking 

Digital Competition, Report of the Digital Competition Expert Panel (2019). 
4
 Jacques Crémer, 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 and Heike Schweitzer,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 final report presented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 Jens-Uwe Franck 

and Martin Peitz, Market Definition and Market Power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CERRE report 

(2019). 
5
 參見歐盟執委會新聞稿：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6423 

（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10 日）。 
6

 例 如 American Innovation and Choice Online Act （ S.2991 ； 網 址 ：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senate-bill/2992/text，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7

月 27 日 ） 、 以 及 Open App Markets Act （ S.2710 ； 網 址 ：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senate-bill/2710/text?r=86&s=1，最後瀏覽日期：

2022 年 7 月 27 日 ) 參 見 美 國 媒 體 報 導 ：

https://www.cbc.ca/news/business/big-tech-regulation-united-states-social-media-1.6295055（最

後瀏覽日期：2022 年 7 月 27 日）。 

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652044/000119312515336577/d82837d8k12b.htm
https://www.sec.gov/ix?doc=/Archives/edgar/data/0001326801/000132680121000071/fb-20211028.htm
https://www.sec.gov/ix?doc=/Archives/edgar/data/0001326801/000132680121000071/fb-20211028.htm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6423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senate-bill/2992/text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senate-bill/2710/text?r=86&s=1
https://www.cbc.ca/news/business/big-tech-regulation-united-states-social-media-1.629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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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豐沛的創新動能與高市值、高市占率（market share），GAFAM 以

及 Uber、Visa、Mastercard 等在各領域有相當影響力的廠商，往往具有另一

個共同特徵：他們的重要產品與服務，或者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s），

帶有「媒合」（match）不同群體的性質，而這項特質使得某一群體使用產

品或服務的決策，會對其他群體使用同一產品或服務的誘因產生影響。例

如：Google 的 Android 系統、Apple 的 App Store、以及 Microsoft 的 Windows

作業系統（operating system, OS），若有較多的應用程式與之搭配，對於消

費者有較高的使用價值；而應用軟體廠商針對個別系統開發產品的誘因，

又與使用者人數息息相關。同樣地，Uber 的乘車服務、Amazon 的網購平

臺、或者 Visa 或 Mastercard 所發行的信用卡，使用這些服務的消費者人數，

均與在各平臺上提供服務的商家數量呈現正向關聯。這種「雙邊市場」

（two-sided markets），抑或「多邊平臺」（multi-sided platforms）的商業模

式7，也成為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面對這些廠商時，必須加以注意的特徵。 

「多邊市場」的商業模式由來已久8。而這個名詞與經濟分析，首先由

Rochet 與 Tirole 提出9，並迅速發展成產業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課題10；其對

於競爭政策的挑戰，也立即引起重視。例如：在單邊市場（single-sided markets）

中常見的商業手法，在多邊市場中是否具有同樣的競爭效果？使用於單邊

市場的市場界定（market definition）與競爭效果評估方式，是否可直接應

用於多邊市場相關案件？或者，在涉及多邊市場時，競爭法主管機關需要

發展出新的分析工具與架構？若答案為是，在個案中又該如何檢驗（identify）

                                                 
7
 有時亦稱為「雙邊平臺」（two-sided platforms）或「多邊市場」（multi-sided markets）。本

計畫以「多邊市場」或「多邊平臺」統稱之。 
8
 例如（實體）市集、商場、百貨公司、報紙、婚友社、（異性戀）夜店、俱樂部等，都具

有典型的多邊市場特徵。 
9
 Jean-Charles Rochet and Jean Tirole,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1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990-1029 (2003). 
10

 Richard Schmalensee, “An Instant Classic: Rochet & Tirole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10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175-18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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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備多邊市場特性，因此需要另行處理？ 

有鑒於多邊市場在當前產業環境，尤其數位部門（digital sectors）的重

要性，以及產業經濟與競爭法學近期對於相關課題的發展，包括對於市場

界定與競爭效果分析的討論，本研究團隊執行次公平交易委員會委託研究

計畫「競爭法多邊平台經濟分析之研究」，對於相關議題提出研究成果。 

以下進一步針對多邊平臺的商業模式、以及對競爭政策的挑戰，提出

研究背景的介紹；然後概述研究計畫的整體研究步驟與結果。 

第一節   多邊平臺之商業模式特徵與重要性 

多邊市場的商業模式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廠商提供平臺，讓多個群體

（groups）的使用者進行互動。基於互動的需求，某一群體使用該平臺的意

願，除了取決於平臺的服務品質與價格等因素，也與可互動的其他群體參

與程度有關。這種「間接網路效果」（indirect network effect）11、或者「組

間外部性」（cross-group or inter-group externalities），可謂多邊市場的最重要

特徵之一。 

                                                 
11

 「直接網路效果」（direct network effect）則為某一商品或服務對個別使用者的價值，受

到使用同一商品或服務的人數影響。例如：越多人使用同一個（封閉的）通話系統或語言，

則採用該通話系統或學習該語言的效益也隨之提升，此種情形稱之為正向的直接網路效果。 

Michael Katz and Carl Shapiro, “Network Externalities, Competition, and Compatibility,” 75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24-440 (1985); Jean Tirole,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405 (1988); and Franck and Peitz (2019), supra note 4, at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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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列舉常見的多邊平臺：（異性戀）男女藉由夜店或者俱樂部擴展

社交圈；顧客和商家在購物中心（shopping malls）、或者選擇以信用卡或其

他支付系統（payment system）完成交易（transactions）；電玩玩家將遊戲商

所開發的遊戲載入遊戲主機（game console）進行遊戲；以及應用軟體業者

所開發的軟體需結合作業系統使用等等。在這些例子中，夜店或俱樂部、

購物中心、信用卡或支付系統、電玩主機、作業系統等等，都是連結不同

群體（男性與女性、店家與顧客、遊戲玩家與開發商、應用軟體使用者與

開發商）的平臺，讓他們能順利互動，完成（廣義的）交易。而越受女性

歡迎的夜店、越能吸引消費者的購物中心或支付系統、擁有越多玩家的主

機、與越多使用者的作業系統，自然能讓越多男性、商家、遊戲商、以及

應用軟體開發業者趨之若鶩；反之亦然。圖 1- 2 則以 GAFAM 等科技巨擘

圖 1- 1  多邊平臺 

資料來源：邱敬淵、李素華（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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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Google 的 Android 系統與 Apple 的 App Store
12、以及 Microsoft 的

Windows 作業系統，都連結使用者與應用軟體開發商；Amazon 提供數位世

界的購物中心；而在 Facebook 的社群網站（social networking site）上，則

有使用者與廣告商之間的互動13。這些都具備多邊平臺的特性。 

不同群體之間的關聯性，或者「組間外部性」，為經營多邊平臺的廠商

在制定價格或其他策略時，必須加以關注的考量。產業經濟學的理論分析，

也首先注意到組間外部性對多邊平臺訂價模式的影響，尤其，對不同群體

                                                 
12

 Henning Heitkötter, Kay Hildebrand, and Claus Usener, “Mobile Platforms as Two-Sided 

Markets,” 18th Americas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2012, AMCIS Proceedings, paper 

11 (2012).  
13

 社群網站的使用者未必喜歡廣告，但廣告商希望能觸及更多使用者的傾向，使得使用者

方對於廣告商方產生正向的間接網路外部性。若將社交名流（celebrities）與一般使用者視

為不同群體，則兩群之間彼此均具有正向的間接網路效果：名流比較喜歡在一般使用者多

的社群網站設立粉絲專業（fan pages），以吸引更多的追蹤者（followers）、愈多的名流粉

專也能吸引更多一般使用者使用該社群網站。 

圖 1- 2  GAFAM 與多邊平臺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6 

 

所設定的「價格結構」（price structure），如何改變平臺使用意願，進而影響

平臺利潤14。有時平臺更可能採取極端的價格結構，例如夜店對女性免收入

場費，甚至有所謂的「淑女之夜」（ladies’ night），免費招待女性客戶飲料

的「補貼」（subsidies）。這種對於某群體採行「零訂價」（zero pricing）、甚

或「負價格」（negative price）的補貼，還包括了使用者可免費註冊，使用

社群網站、以及大型購物中心對顧客提供免費停車位15等等。 

隨著多邊市場研究的開展，產業經濟學家隨即注意到，在競爭政策上，

多邊平臺的確具有一些特殊性，未必能直接應用過去基於單邊市場所建立

的「傳統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或「經驗法則」（rule of thumb）。而

後續的研究，也持續探討多邊平臺可能採行的排除行為（exclusionary 

conducts），例如：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16、搭售（tying）或者綑綁

（bundling）17、以及掠奪性訂價（predatory pricing）18，乃至於平臺間的勾

結（collusion）19與結合管制20（merger control）等課題。 

                                                 
14

 Rochet and Tirole (2003), supra note 9. 
15

 Schmalensee (2014), supra note 10, at 178. 
16

 Mark Armstrong and Julian Wright, “Two-Sided Markets, Competition Bottlenecks and 

Exclusive Contracts,” 32 Economic Theory, 353-380 (2007). 
17

 Jean-Charles Rochet and Jean Tirole, “Tying in Two-Sided Markets and the Honor All Cards 

Rule,” 2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333-47 (2008). Jay Pil Choi, 

“Tying in Two-Sided Markets with Multi-Homing,” 58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607–26 

(2010). Andrea Amelio and Bruno Jullien, “Tying and Freebies in Two-Sided Markets,” 3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436-46 (2012). Yong Chao and Timothy 

Derdenger, “Mixed Bundling in Two-Sided Markets in the Presence of Installed Base Effects,” 

59 Management Science, 1904-26 (2013).  
18

 Stefan Berhinger and Lapo Filistrucchi, “Areeda-Turner in Two-Sided Markets,” 46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87-306 (2015). 
19

 Federico Boffa and Lapo Filistrucchi, “Optimal Cartel Prices in Two-Sided Markets,” 

working paper (2014). Yassine Lefouili and Joana Pinho, “Collusion between Two-Sided 

Platforms,” 7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29 (2020). 
20

 Edmond Baranes, Thomas Cortade, Thomas, and Andreea Cosnita-Langlais, “Merger Control 

on Two-Sided Markets, Is There Need for an Efficiency Defense?” working paper (2014). 

Ambarish Chandra and Allan Collard-Wexler, “Mergers in Two-Sided Markets: An Application 

to the Canadian Newspaper Industry,” 18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1045-70 (2009). Elena Argentesi, Paolo Buccirossi, Emilio Carvano, Tommaso Duso, Alessia 

Marrazzo, and Salvatore Nava, Ex-post Assessment of Merger Control Decisions in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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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迥異於傳統、單邊市場的經濟邏輯，多邊市場也對於競爭政策的

分析工具帶來挑戰。例如：市場界定是處理競爭法相關案件21，包括市場封

鎖（market foreclosure）或結合22時的重要步驟23。由於多邊平臺連繫數個不

同的使用群體（例如：夜店中的女性與男性），並對不同群體往往訂定不同

價格（女性與男性的入場費不同）、有時甚至對特定群體提供免費服務

（freebies；淑女之夜），這些特性帶來了進行市場界定時的一些困難，受到

文獻以及實務的相當重視與討論。而傳統競爭政策工具在多邊平臺的適用

性，近年來也多有討論、檢討。例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曾於 2018 年匯集

專家學者，提出應用傳統競爭工具於多邊市場的反思與修正24；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於 2021 年公布對於現行「市場界定通知」（Market 

Definition Notice）的檢討25；前述的政策報告也多有專節討論，對於如何在

                                                                                                                                   
Markets, LEAR report for the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2019). Joao Correia da Silva, 

Bruno Jullian, Yassin Lefouili, and Joana Pinho, “Horizontal Mergers between Multisided 

Platforms: Insights from Cournot Competition”, 28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109-124 (2019). 
21

 參 見 「 公 平 交 易 法 」 第 5 條 （ 網 址 ：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396&docid=167；最後瀏覽日期：

2022 年 7 月 27 日）、以及「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網址：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345&docid=13926；最後瀏覽日

期：2022 年 7 月 27 日）。 
22

 參 見 「 公 平 交 易 委 員 會 對 於 結 合 申 報 案 件 之 處 理 原 則 」（ 網 址 ：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801&docid=217&mid=1801；最

後瀏覽日期：2022 年 7 月 27 日）。 
23

 Jonathan Baker, Market Definition: An Analytical Overview, 74 Antitrust Law Journal, 

129-173 (2007)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U.S. antitrust litigation, the outcome of more cases 

has surely turned on market definition than on any other substantive issue. Market definition is 

often the most critical step in evaluating market power and determining whether business 

conduct has or likely will have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24

 OECD, Rethinking Antitrust Tools for Multi-Sided Platforms (2018). (Accessible on 

https://www.oecd.org/competition/rethinking-antitrust-tools-for-multi-sided-platforms.htm; last 

visited July 27, 2022.) 
25

 參 見 歐 盟 執 委 會 聲 明 ：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policy/public-consultations/2020-market-definition-notice_en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396&docid=167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345&docid=13926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801&docid=217&mid=1801
https://www.oecd.org/competition/rethinking-antitrust-tools-for-multi-sided-platforms.htm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policy/public-consultations/2020-market-definition-notice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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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市場進行競爭效果分析提出建言。 

最後，這些關於多邊平臺特性、或者競爭政策工具的適用性考量，都

不只是純粹的學術研究興趣。近年來在各個重要的經濟體，競爭法主管機

關或法院都面對與多邊市場商業模式有關的案件，亦有相當數量的案件涉

及 GAFAM。例如，歐盟的 Google 與 DoubleClick 結合案26、WhatsApp 與

Facebook 結合案27、Microsoft 與 LinkedIn 的結合案28、Google Android 濫用

優勢地位（abuse of a dominant position）案29等等。而在美國，Ohio v. American 

Express 一案（簡稱 Amex 案）30，更是美國最高法院首次將多邊平臺特性納

入分析的重要案例31。 

                                                                                                                                   

（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 月 14 日）。現行歐盟市場界定通知公布於 1997 年

（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1997Y1209(01)&from=

EN；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7 月 27 日）。歐盟執委會計畫最晚於 2023 年採行新的市場

界定通知（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HTML/?uri=COM:2021:713:REV1；

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7 月 27 日）。 
26

 European Commission 11 March 2008, Case M.4731, Google/DoubleClick. (Accessible on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4731_20080311_20682_en.pdf; last 

visited July 27, 2022.) 
27

 European Commission 2 October 2014, Case M.7217, Facebook/WhatsApp. (Accessible on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7217_20141003_20310_3962132_E

N.pdf; last visited July 27, 2022.) 
28

 European Commission 6 December 2016, Case M.8124, Microsoft/LinkedIn. (Accessible on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8124_1349_5.pdf; last visited July 

27, 2022.) 
29

 European Commission 18 July 2018, Case AT.40099, Google Android. (Accessible on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40099/40099_9993_3.pdf; last visited 

July 27, 2022.) 
30

 Ohio v. Am. Express Co., 138 S. Ct. 2274 (2018). (Accessible on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7pdf/16-1454_5h26.pdf; last visited July 27, 2022.)  
31

 Herbert Hovenkamp, “Platforms and the Rule of Reason: The American Express Case,” 1 

Columbia Business Law Review, 39-42 (2019). Douglas Melamed, “The American Express Case: 

Back to the Future,” Colorado Technology Law Journal, forthcoming.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1997Y1209(01)&from=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1997Y1209(01)&from=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HTML/?uri=COM:2021:713:REV1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4731_20080311_20682_en.pdf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7217_20141003_20310_3962132_EN.pdf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7217_20141003_20310_3962132_EN.pdf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8124_1349_5.pdf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40099/40099_9993_3.pdf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7pdf/16-1454_5h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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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規劃與成果 

由以上討論可知，無論在學理發展或者實務操作，多邊平臺都對競爭

政策帶來多面向的挑戰。基於數位經濟在現代生活的重要性、以及 GAFAM

等科技巨擘的影響力，如何盡速、適當回應多邊平臺的挑戰，也是未來經

濟社會發展的關鍵環節。因此，本研究計畫將從以下三個角度出發，探究

多邊平臺的競爭效果、以及競爭政策的回應： 

 整理、討論近期關於多邊平臺基本特質與競爭效果的產業經濟理

論、以及實證研究。 

 匯集、分析歐盟、美國等國與多邊平臺相關的重要案例與立法倡

議，並整理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與法院在市場界定、市場調查、

以及競爭效果評估等的分析操作。 

 基於以上兩部分的整理、分析、與討論，提出對於我國競爭法主

管機關的政策建議。 

我們完成的主要工作成果包括：  

 我們在第二章的經濟理論文獻部分，整理、討論多邊平臺的基本

性質、平臺廠商在獨占與價格競爭之下的訂價模式與特徵、以及

平臺商業模式中常見的幾個非價格策略行為，包括獨家交易、搭

售、最惠國待遇（most-favored-nation clause）、以及消費者資料蒐

集等等。 

 我們在第三章的市場界定與市場力評估部分，針對多邊平臺之下

的市場界定常見問題，包括應該採用單一或多市場架構、如何處

理價格結構調整以及零訂價問題等，提供一些看法與建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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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如何以問卷資料，執行市場界定、價格上漲壓力測試、以及

需求估計；最後，我們也整理在多邊平臺相關產業的市場調查程

序，以及與多邊平臺特徵相關的應注意事項，包括可能採用的市

場力評估指標等等。 

 在第四章的各國案例與法規部分，我們梳理、討論多邊平臺近期

較常見的兩類案件（反引導條款與最惠國待遇）、以及與多邊平臺

有關的幾個結合案件。在法規部分，則關注歐盟、日本、以中國

近期對於平臺經濟的規範。 

在各章呈現多邊平臺的不同競爭議題，以及我們的研究成果後，最後，

我們將在第五章提出在政策與實務操作上的一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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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多邊平臺經濟特性與競爭分析 

本章首先介紹多邊平臺的特徵，以及根據這些特徵所衍生出的重要策

略考量與性質；接著整理、分析在產業經濟理論文獻中，與競爭政策相關

的多邊平臺廠商策略及其競爭效果32。 

圖 2- 1 彙整本章所討論的主要課題。在第一節，我們討論多邊平臺的

經濟性質，尤其間接網路效果、其所帶來的效率影響、以及平臺使用者的

行為樣態；第二節分析平臺的訂價模式，著重於探討間接網路效果對獨占

平臺訂價、以及同質平臺價格競爭的影響；最後，第三節則整理一些平臺

可能採取的非價格策略，如獨家交易、搭售等等。 

第一節   多邊平臺的特徵 

                                                 
32

 有關多邊平臺的文獻回顧與整理，參見 Mark Armstrong, “Two-Sided Markets: 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ntitrust, Theory and Evidence 

(2007); Marc Rysman, “The Economics of Two-Sided Markets,” 23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5-143 (2009); Bruno Jullien, Alessandro Pavan, and Marc Rysman, “Two-Sided 

Markets, Pricing, and Network Effects,”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ume 4 (2021), 

working paper version. 與競爭政策較有密切關連的文獻討論，參見 Julian Wright, 

“One-Sided Logic in Two-Sided Markets,” 3 Review of Network Economics, 44-64 (2004); 

Jean-Charles Rochet and Jean Tirole, “Competition Policy in Two-Sided Markets, with a Special 

Emphasis on Payment Cards,” Handbook of Antitrust Economics (2008); David Evans and 

Richard Schmalensee, “The Antitrust Analysis of Multi-Sided Platform Businesse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Economics, volume 1 (2015). 亦可參考邱敬淵、李素華，

競爭法下市場封鎖經濟效果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421-44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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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多邊平臺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平臺經營者，藉由所提供的服務或

商品，讓兩組以上的使用者進行互動（interactions），產生價值（values）。

支付系統（payment systems）如貨幣與信用卡，提供可信賴的支付手段，

讓買賣雙方能夠順利完成交易；實體或數位市集如傳統市場、購物中心、

電子商城等等，匯集買家與賣家，可降低雙方的搜尋成本（searching costs）

與其他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例如：提供過去的交易歷史或他人評

圖 2- 1  第二章討論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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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讓參與者可以建立商譽（reputation），避免因為不信任而損失交易機會；

媒體如報紙、電視，以及搜尋引擎（search engines）等事業，提供新聞、

閱聽資訊、或搜尋結果等內容（contents），吸引閱聽大眾的「眼球」（eyeballs），

再將這些「注意力」（attention）藉由廣告移轉給廣告商，以達成後續的互

動。這些例子都是典型的多邊平臺33。 

                                                 
33

 不同研究曾對多邊平臺提出不同定義。Rochet and Tirole 以價格結構是否影響平臺交易

量，亦即價格結構的不中立性（non-neutrality）來定義多邊平臺。Rochet and Tirole (2003), 

supra note 9, at 1017-1018 (“A market with network externalities is a two-sided market i[f] 

platforms can effectively cross-subsidize between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end users that are 

parties to a transaction. That is, the volume of transactions on and the profit of a platform 

depend not only on the toal price charged to the parties to the transaction but also on its 

decomposition.”) 但是這個定義是在學術研究的脈絡下提出，在競爭政策的適用性，曾受

到相當的檢討。See Michael Katz and Jonathan Sallet,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127 Yale Law Journal, 2141-2175 (2018). 另一個常見的定義則強調平臺不同

使用者間的需求依賴，亦即後文所討論的間接網路外部性。David Evans, “The Antitrust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 Markets,” 20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325-81 (2003) 

(“Multi-sided platforms coordinate the demands of distinct groups of customers who need each 

other in some way.”). 亦有文獻強調多邊平臺解決外部性與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的

能力。David Evans and Richard Schmalensee,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f Markets with 

Two-Sided Platforms,” 3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151-79 (2007) (“Generally, one can 

think of two-sided platforms as arising in situations in which there are externalities and in which 

transactions costs, broadly considered, prevent the two sides from solving this externality 

directly. The platform can be thought of as providing a technology for solving the externality in 

a way that minimizes transactions costs.”). Katz 則提出針對競爭政策的定義。Michael Katz, 

“Exclusionary Conduct in Multi-Sided Markets,” Rethinking Antitrust Tools for Multi-Sided 

Platforms, 103-129 (2018) (“For antitrust purposes, a useful definition of a multi-sided market is 

that there are cross-platform network effects (i.e. the presence of members of group A as users 

on one side of the platform makes the platform more attractive to members of group B on the 

other side) in at least one direction for a platform that facilitates interactions between two or 

more groups of users can set distinct prices to different user groups, and has market power with 

respect to those groups.”). 另外一個常見的定義，參見後揭註 49。關於不同定義方式的比較

與討論，參見 Bundeskartellamt, “Market Power of Platforms and Networks,” working paper, 

B6-113/15 (2016); Benjamin Hermalin and Michael Katz, “What’s so Special About Two-Sided 

Markets?” Toward a Just Society: Joseph Stiglitz and Twenty-First Century Economics (2018). 

由於文獻中對於多邊平臺的適當定義未有定論，本研究暫不涉及此一爭論。值得注意的是，

即便從間接網路外部性的觀點來判斷，實務中要注意的，往往不是該效果的有無，而是效

果是否足夠顯著，足以影響過去基於單邊市場所建立的處理原則。Jullien et al. (2021), supra 

note 32, at 5 (“In reality, almost every real-world firm has some elements of two-sidedness to it, 

and it makes little sense to classify firms with some binary distinction as being a platform or not. 

Rather, one should see the platform nature of a firm as a continuous 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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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間接網路外部性 

由於多邊平臺的主要任務在於讓不同群體的使用者產生互動，對於個

別用戶，平臺的吸引力往往在於能提供的互動機會以及互動品質，而這兩

者又與出現在平臺的互動對象有關。若某一群體有越多使用者參與平臺，

可增加另一群體的互動體驗，進而提升後者的參與意願。例如：越多的買

家使用某種信用卡或電子支付，即便需要花費額外成本，商家也越樂意接

受該種支付方式；某一遊戲主機若有越多好玩的遊戲，或者某一作業系統

有越多應用軟體（applications），消費者選擇該主機或作業系統的意願也隨

之增加；發行量（circulation）越大的報紙，廣告的受眾（audience）越多，

越受到廣告主的青睞。這種「間接網路外部性」34，亦即某一群體使用或參

與平臺的決策，對於另一群體使用或參與意願的影響，為多邊平臺廠商在

制定價格與其他策略時，所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也是多邊平臺展現出特

殊經濟性質的基本原因。 

由於不同使用者之間的參與意願會彼此影響，平臺經營者不能只顧著

衝高整體使用者人數，也需要考量不同群體之間的平衡35。只能吸引到男性

客群的（異性戀）夜店或者交友網站、只有商店而沒有客群的購物中心、

以及缺乏足夠應用軟體的電腦或者手機作業系統，大概都很難持續下去。

美國 2001 年的「達康泡沫破裂」（dot-com bust），帶來 B2B 交易網站（B2B 

                                                 
34

 多邊平臺中也可能出現直接網路效果，或者「組內網路外部性」（intra-group network 

externalities）。例如，臉書的一般使用者之間往往呈現正向的直接網路效果：越多朋友使

用臉書，則臉書對個別使用者的價值越大。但是購物中心或電子商城上的店家可能彼此競

爭，呈現出負向的直接網路效果。關於平臺中同時存在正向間接網路效果與負向直接網路

效果的分析，參見 Paul Belleflamme and Eric Toulemonde, “Negative Intra-Group Externalities 

in Two-Sided Markets,” 50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45-72 (2009); Paul Belleflamme 

and Martin Peitz, “Managing Competition on a Platform,” 28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5-22 (2019). 
35

 競爭法文獻稱為「參與平衡」（participation balancing）。Erik Hovenkamp, “Platform 

Antitrust”, 44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713-75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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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s）的「大滅絕」（Mass Extinction），而當時 B2B 網站失敗的原因

之一，可能在於對於賣家吸引力不足。即便有足夠的買家願意嘗試 B2B 網

站，也會因為找不到賣家而無法成功交易36。 

值得注意的是，多邊平臺並不要求所有使用者群體都對其他群體產生

外部性、或者都具備正向的網路外部性。的確，對於購物中心或 eBay、

Amazon 等電子商城，買家與賣家兩個群體之間通常彼此展現正向的間接網

路效果：買家喜歡品項齊全，能夠貨比三家的賣場；賣家也希望越多潛在

顧客越好。但若考慮報紙、電視等媒體，廣告商固然想要觸及較多的閱聽

大眾，後者卻未必喜歡看到廣告。此時，讀者或閱聽大眾對於廣告商有正

向的間接網路外部效果，但是廣告對於讀者的外部性卻可能為正向、負向、

或者不存在，須視個案而定37。 

（一） 使用或參與平臺與訂價工具 

分析上，有時可以進一步區分使用者加入（participate）或者使用（use）

平臺這兩種行為：男女進入夜店或者在交友網站上建立帳號，是加入交友

平臺，在夜店或網站上與心儀的對象聊天、互動，則是使用平臺；商家建

構刷卡機或者消費者取得信用卡，是加入信用卡支付平臺，實際使用信用

                                                 
36

 David Evans and Richard Schmalensee, Matchmakers: The New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s, 65-66 (2016).  
37

 廣告的負向網路外部性可能促使廠商採取不同的商業模式。例如，串流業者 Netflix，以

及新聞網站 Scroll 與 inkl 等皆採用無廣告（ad-free）的訂閱制模式（subscription model）。

而商業模式的選擇，也可能受到競爭者商業模式的影響。參見「要跟上 Disney+ 推廣告

嗎 ？ Netflix ： 暫 時 不 會 」 ， INSIDE ， 2022/03/10 （ 網 址 ：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6970-netflix-will-not-unveil-cheaper-subscribition-with-ads-

now-but-future-may-change，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7 月 27 日）。但交易平臺的經營者也

可能自己售出部分產品。例如 Amazon 一開始為零售商（reseller），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分別都有 Google 與 Apple 自家的應用軟體。亦即，廠商可選擇經營一個純粹的「市集」

（marketplace）、成為一個零售商、或者兩者的混合（hybrid）。See Andrei Hagiu and Julian 

Wright, “Marketplace or Reseller?” 61 Management Science, 184-203 (2015).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6970-netflix-will-not-unveil-cheaper-subscribition-with-ads-now-but-future-may-change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6970-netflix-will-not-unveil-cheaper-subscribition-with-ads-now-but-future-may-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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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交易，則為使用平臺；讀者購買報紙或廣告上刊登廣告，是加入平臺，

讀者看到廣告則是使用平臺等等。未必所有的多邊平臺相關案件都必須做

出這樣細緻的區別，但區分兩者有助於討論平臺可能採行的訂價方式、以

及間接網路效果的來源。 

在訂價方面，平臺可能要求使用者在加入平臺時需支付一筆固定的加

入費用，又稱為訂閱費（subscription fees）或會員費（membership fees），

也可能在不同群體之間產生互動時收取使用費（usage fees）。前者如夜店的

入場費、店家申請刷卡機的費用或在購物中心設店時的開店費、讀者購買

報紙或廣告商下廣告的費用等等；後者則如購物中心對每筆交易或營業額

的抽成、以及信用卡手續費。訂價機制隨個別平臺或產業別而有不同、甚

至同一平臺也可能對不同群體採取不同收費方式。例如夜店通常對於顧客

收取入場費，但很難再根據顧客之間的交流程度（是否相談甚歡、取得聯

絡方式、甚至願意進一步交往等等）收取「使用費」38；也可能舉辦「淑女

之夜」等特別活動，免除女性客群的入場費，甚至給與「免費兩杯飲料」

的補貼。訂價工具是否可行，也可能與技術發展有關。以廣告為例，報社

通常無法監視（monitor）讀者看到紙版報紙的分類廣告後，自行打電話或

用其他方式聯繫廣告主（求才廣告的公司、出售用品的商家等等）的行為，

因此報社只能對廣告主徵收刊登費，而非根據是否觸及有興趣的徵才對象

或買家收取使用費39。但在數位時代，刊登廣告的網路平臺則可根據是否有

                                                 
38

 若飲料、輕食可以助興，讓交流更容易；或者與越多人交流需要花越長時間，因此越多

飲食上的消費，則酒水等的收費可能扮演使用費的（不完美）替代功能。 
39

 報社或許可以刪除廣告中的聯絡資訊，但這個策略可能對部分廣告無效。例如在求才廣

告中，徵才的公司對求職者來說是一項重要資訊，而一旦知道了公司名稱，就可以透過其

他管道取得公司聯絡方式。對於其他類型的平臺如Airbnb，能否防止使用者在平臺接觸後，

再「繞過」（bypass）平臺進行交易，是其維持獲利、甚至影響生存的重要關鍵。Chris Pike, 

“Introduction and Key Findings,” Rethinking Antitrust Tools for Multi-Sided Platforms, 9-34 

(2018) (“For example, if Airbnb does not restrict property owners from providing contact 

information to tenants then it will not have any transactions taking place on the platform, it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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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點擊廣告連結來收費40。 

依據加入與使用的分別，網路外部性也可進一步區分成「會員外部性」

（membership externalities）以及「使用外部性」（usage externalities）。前者

為加入或參與某一平臺，對其他使用者所產生的外部性；後者則為使用平

臺所產生的外部性41。讀者購買報紙，讓廣告商有機會觸及、或者廣告商下

廣告，讓閱聽人有機會看到廣告，均為會員外部性；使用信用卡交易，對

於商家或持卡人的便利性，例如無須攜帶或處理貨幣的好處，則為使用外

部性42。 

（二） 網路外部性與經濟效率 

正向的間接網路外部性使得平臺的集中（concentration）產生一定的經

濟效益。這項性質對於多邊平臺之間的競爭有重要的影響，也在競爭影響

評估中有重要角色，並帶來相當挑戰。 

                                                                                                                                   

earn no commission and the platform would not be viable.”) 此外，若廣告費用的設定方式與

閱聽人數有關，則刊登費也具有使用費的性質。David Evans and Richard Schmalensee, 

Catalyst Code: The Strategies Behind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Companies, p. 76 (2007)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ccess and usage fees isn’t always apparent. To take one example, companies 

pay about $560,000 for a thirty-second spot on the popular American television series Desperate 

Housewives. That sounds like an access fee. In fact that price is based on the usual number and 

types of people who watch the show and are therefore likely to see the advertisement. If the 

rating services report a decline in viewers the network will ordinarily give the advertiser some 

monty back or an advertising credit. Generally, media companies charge advertisers prices that 

are best characterized as usage fees because they depend on the number of viewers, which is an 

estimate of the number of possible interactions with viewers.”); citation omitted. 
40

 例如，Google 的「點擊付費」（pay per click）即是在使用者點擊廣告連結時才收取費用。 
41

 Hermalin and Katz 以手機為例，說明兩者的區別：買了手機後，讓其他人更方便聯繫，

因此產生會員外部性；實際用手機通話後，則對通話方產生使用外部性。Hermalin and Katz 

(2018), supra note 33 (“As an example, your acquisition of a mobile phone generates an access 

externality for others because they find you easier to reach. Your calling someone on that phone 

generates an externality (positive or negative) for that person depending on her value from 

hearing from you.”) 
42

 Lapo Filistrucchi, Damien Geradin, Eric van Damme, and Pauline Affeldt, “Market 

Defin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Theory and Practice,” 10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Practice, 293-339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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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正向間接網路效果對於平臺競爭的影響，後文將有詳細討論43。直

覺來說，當不同平臺對於使用者無任何差異，價格競爭仍然使平臺利潤下

降，但是使用者並不會因此而分散在不同平臺。由於使用者越聚集在同一

平臺，越能強化間接網路效果，產生越大的經濟利益；平臺為了爭取這項

優勢，必需以低價爭取至少其中一方的使用者。這項爭導致了平臺利潤不

高，但是使用者高度集中的均衡結果44。這也表示，單單只有高市占率的指

標，無法證明一個多邊平臺具有相當的市場力量（market power），必須佐

以其他證據，做綜合論斷。 

此處，我們著重討論使用者於不同平臺之間的配置（allocation），對於

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的影響。尤其，若競爭平臺的出現的確導

致使用者分散在不同平臺，可能有損使用者能享受的互動效益。反之，若

無平臺容納空間、擁塞（congestion）、或邊際成本遞增等的考量，使用者聚

集在同一（獨占）平臺，往往能提升整體互動效益。這使得判斷平臺行為

的競爭效果時，福利效果的衡量更為複雜。我們以一個簡單的範例具體說

明。 

1. 範例：間接網路外部性與經濟效率 

以異性交友為例，假設某小鎮各有 2 位女性與男性對於交友有興趣；

如圖 2- 2。每個人都想與 2 位異性交流、互動，但是也只想與異性互動；

同性的出現不影響與異性交流帶來的效益，也不會帶來額外的影響45。 

與異性互動時，每位使用者所產生的單位效益可能不同。令 𝑉  為女

                                                 
43

 後揭頁 52。 
44

 Bernanrd Caillaud and Bruno Jullien, “Chicken and Egg: Competition among Intermediation 

Service Providers,” 34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09-28 (2003). 本章第二節討論平臺的

訂價策略，包括獨占平臺的最適訂價以及平臺之間的價格競爭。 
45

 亦即排除直接網路效果；前揭註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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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1 所能享受的單位互動價值，𝑉  為女性 2 的單位互動價值；𝑣  與 𝑣  則

分別為男性 1 與男性 2 的單位互動價值。將單位價值由高至低排列，可得 

𝑉 ≥ 𝑉 > 0，以及 𝑣 ≥ 𝑣 > 0 的關係式。（所有的互動價值均以金錢衡量。） 

為了簡化分析，假設平臺沒有任何成本；使用者互動所產生的總價值

為單位效益乘上能夠互動的異性人數。例如：女性 1 與兩位男性互動，可

享受 2𝑉  的價值，但若只與一位男性互動，則只有 𝑉  的價值。 

在這個例子，當所有人都能與所有（兩位）異性互動，能夠產生最大

的互動效益。最大的經濟福利為 𝑊 ≡ 2(𝑉 + 𝑉 + 𝑣 + 𝑣 )。 

（1） 獨占平臺的經濟效益 

首先考慮市場上只有 1 個交友平臺，例如鎮上只有一間酒吧（圖 2- 2

的夜店 A）。若所有人都會聚集在夜店 A，的確能與達到最大的經濟效益 𝑊。

但是，即便成本為零，夜店 A 可能設定一定的價格，排除掉互動價值較低

的使用者，以賺取較高的利潤。換言之，為了追求利潤，平臺的訂價往往

讓部分使用者不願加入，因而損失互動機會以及隨之而來的效益。 

圖 2- 2  獨占平臺與使用者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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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圖 2- 2（a），獨占平臺可能認為女性 2 的單位互動效益（𝑉 ）

遠低於女性 1 的互動效益（𝑉 ），若要讓女性 2 參與，則必須犧牲能夠從女

性 1 得到的收益，因此訂價在只有女性 1 願意參與的水準；對另一邊的訂

價則讓兩位男性都願意參與46。此時女性 1 能與兩位男性互動，享受 2𝑉  的

效益，但是每位男性只能與一位女性互動。整體互動效益為 𝑊 
 = 2𝑉 +

𝑣 + 𝑣 （上標 m 表示獨占平臺）。圖 2- 2（b）則顯示，獨占平臺的訂價進

一步排除男性 2（可能因為 𝑣  相較於 𝑣  過低）。此時參與平臺的女性 1

與男性 1 都只能與一位異性互動，整體效益只有 𝑊 
 = 𝑉 + 𝑣 。在這兩種

情況，如同標準的產業經濟學模型，獨占訂價都使得「交易量」減少，社

會福利低於最適水準47。 

（2） 平臺均分市場時的互動效益 

考慮鎮上新開了另一間酒吧（夜店 B）與夜店 A 競爭，如圖 2- 3；夜

店 B 同樣沒有任何成本。競爭通常使得價格下跌，願意上夜店交際的人變

多。假設兩家夜店之間的競爭，導致所有人都會參與平臺，且兩家夜店各

平分一半的客群，女性 2 與男性 2 轉戰夜店 B 聯誼，女性 1 與男性 1 則維

                                                 
46

 在後文關於獨占平臺最適訂價的討論，我們呈現此一情況。參見「範例：獨占平臺的最

適訂價」，後揭頁 36。 
47

 Tirole (1988), supra note 11, at 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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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上夜店 A；如圖 2- 3 所示48。整體的互動效益為 𝑊 = 𝑉 + 𝑉 + 𝑣 + 𝑣 

（上標 s 表示平臺均分市場），仍然比 𝑊 為低。 

比較獨占與平臺均分市場之下的互動效益。依據圖 2- 2（a）與（b）

的兩種情況，分別有 

𝑊 
 − 𝑊 = (2𝑉 + 𝑣 + 𝑣 ) − (𝑉 + 𝑉 + 𝑣 + 𝑣 ) = 𝑉 − 𝑉 > 0, 

以及 

𝑊 
 − 𝑊 = (𝑉 + 𝑣 ) − (𝑉 + 𝑉 + 𝑣 + 𝑣 ) = −(𝑉 + 𝑣 ) < 0 

兩種可能。在後者，亦即圖 2- 2（b）與圖 2- 3 的互動效益比較中，競爭

平臺的出現使得女性 2 與男性 2 能夠與異性互動，獨占平臺則不提供這兩

位使用者任何的互動機會，因此新平臺的出現提升社會福利。 

但是在前者，圖 2- 2（a）與圖 2- 3 的互動效益比較中，競爭平臺雖

然使得女性 2 參與互動，新增 𝑉  的價值，男性 2 移轉到夜店 B 的結果，

卻也讓女性 1 失去了與男性 2 互動的機會，失去 𝑉  的價值；兩者的差異

因此為 𝑉 − 𝑉 。我們之前已經假設 𝑉 ≥ 𝑉 ；而按照一般的訂價分析，若

兩位女性為同質（homogeneous）使用者，亦即 𝑉 = 𝑉 ，獨占平臺也不會

只排除其中一位。因此，圖 2- 2（a）描述的情況必然伴隨 𝑉 > 𝑉 ，此時

獨占平臺的整體效益較平臺均分市場時為高。 

                                                 
48

 嚴格來說，同質平臺之間的價格競爭可能不會出現「均分市場」的結果。參見「範例＊：

單棲的價格競爭均衡」的討論；後揭頁 58。此處旨在討論平臺均分市場時的福利效果。 

圖 2- 3  平臺均分市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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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單邊市場」的結果相較，新夜店（平臺）的出現以及隨之而來的

價格競爭，雖然使得能夠參與聯誼、交流的人數增加，但是客人（使用者）

分散在不同夜店（平臺）的結果，也減少了能夠互動的對象，整體經濟效

益未必隨著競爭平臺的出現而提升。這也表示，應用「單邊市場」分析之

下的「交易量」概念於多邊平臺時，不能僅只考慮能夠參與互動的使用者

人數，還必須包括使用者之間能夠產生的互動次數、甚至互動品質。 

以圖 2- 4 進一步說明。圖中將女性 1 與女性 2 按照其互動價值大小號

放在圖中的橫軸，男性則放在縱軸，每個座標點都可表示某一對男女是否

有互動機會。例如：以 (𝑉 , 𝑣 ) 的座標點表示女性 2 與男性 1 的互動情況。

若某一對男女可在獨占平臺上互動，以黑色圓圈標示在對應的座標點；若

在平臺競爭時，能在某個平臺上互動，則以灰色方塊表達。兩個圖示可能

重疊，表示無論市場結構為何，這對男女都會在夜店裡碰面、互動。最後，

圖 2- 4（a）對應的是獨占平臺訂價導致使用者參與如圖 2- 2（a）的情況，

圖 2- 4（b）則對應到圖 2- 2（b）。 

圖 2- 4（b）描述，相較於獨占平臺，競爭平臺的出現能涵蓋原本就會

發生的互動（女性 1 與男性 1），並誘發新的互動（女性 2 與男性 2）；整體

經濟福利必然上升。但在圖 2- 4（a），兩種市場結構之下能夠產生相同的

互動次數：獨占平臺上有女性 1 與男性 1、以及女性 1 與男性 2 兩個黑色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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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平臺瓜分市場時則有女性 1 與男性 1、以及女性 2 與男性 2 兩個灰色方

塊。兩者重疊的只有女性 1 與男性 1 的互動，並分別有另一個市場結構所

無法產生的互動。但由前述分析可知，女性 1 能產生的互動價值較女性 2

為高。因此，在這個例子，平臺均分市場時的經濟效益比獨占平臺為低。 

2. 跨平臺互動 

前述的推論隱含一個重要假設：所有使用者最多只能參與一個平臺，

選擇不同平臺的使用者則無法任何互動。這是所謂使用者「單棲」

（single-homing）的狀況。若使用者能同時使用多個平臺，則稱之為「多棲」

（multi-homing）。此時不同平臺上的使用者也可能產生互動，分散使用者

在不同平臺的效率損失將不復存在，或者大為減緩。 

此外，平臺之間若具有相容性（interoperability），亦可讓讓處於不同平

臺的使用者彼此互動。多棲與否對於平臺競爭有相當的影響、相容性亦在

平臺競爭政策分析中有重要地位，我們將在後文進一步討論。 

圖 2- 4  獨占與平臺均分市場時的互動型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4 

 

（三） 多邊平臺與交易成本 

使用者以平臺為媒介，在其中互動、產生價值，原因之一可能在於相

較於其他管道，多邊平臺能協助使用者更容易找到互動夥伴、降低互動所

需花費的成本、或者提升互動價值49。換言之，多邊平臺能夠降低交易成本，

讓不同群體的使用者能得到更高的互動效益，甚至讓原本無法發生的互動，

藉由平臺而得以實現。例如，Airbnb、Uber 等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

平臺的成功，不在於創造新的需求—畢竟短期住宿或短程（私人）運輸需

求不是新的概念—而在於「釋放」（unleash）供給：Airbnb 讓不是經營旅館

的人，在家裡某段時間有空房間時，可以提供短期住宿給旅客；Uber 則讓

擁有私家車的非全職駕駛，可以利用閒暇時間提供載客服務。 

在這些平臺出現前，種種因素導致這些可能的供給使用率極低。例如：

找到合適，恰好在特定時段需要乘車服務或者特定房型消費者的難度極高；

或者害怕碰到「奧客」而不願出租等考量。Airbnb 與 Uber 的成功因素，包

括了提供有效率的配對（matching）服務、減少搜尋成本50，以及藉由「評

等」機制（rating system），讓使用者可以建立良好信譽51，進而提昇交易對

                                                 
49

 Evans and Schmalensee 曾經將多邊平臺稱之為「經濟催化劑」（economic catalyst），並提

出以下定義：“An entity that has (a) two or more groups of customers; (b) who need each other 

in some way; but (c) who can’t capture the value from their mutual attraction on their own; and 

(d) rely on the catalyst to facilitate value-creating reactions between them.” Evans and 

Schmalensee (2007), supra note 39, at 3.這個定義也出現在其他討論，例如Kate Collyer, Hugh 

Mullan, and Natalie Timan, “Measuring Market Power in Multi-Sided Markets,” Rethinking 

Antitrust Tools for Multi-Sided Platforms, 71-80 (2018). 
50

 Evans and Schmalensee (2016), supra note 36, at 198 (“Airbnb and other companies that are 

part of the “sharing economy” are multisided platforms. What they have in common is that they 

are matching up people who have spare capacity—an extra room, a car, or a lawnmower for 

example—with people who would benefit from that spare capacity. That’s not a recent 

invention… Before then, people advertised their spare rooms in the classified sections of 

physical newspapers before there was Airbnb and before there was Craigslist.”). 
51

 Evans and Schmalensee (2016), supra note 36, at 143 (“Uber passengers and drivers can rate 

each other… In all these cases, passengers can decline rides from drivers with low ratings, and 

drivers can decline to pick up passengers with low ratings. These ratings provide incentives for 

participants to follow the rules provide good service, and behave well.”). Also see 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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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信心，甚至預防可能爭端（disputes）的出現，降低監督與執行成本

（policing and enforcement costs）—換言之，降低各種可能的交易成本，以

促進交易成功52。 

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被認為是平臺商業模式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53。

前述美國達康泡沫破裂，B2B 網站大滅絕的事件，有論者認為當時的 B2B

交易網站主要以低價吸引買家，但是低價來自於壓低賣家利潤，而非藉由

節省交易成本來創造更大的價值，再將這些價值由買家、賣家、與平臺三

者分享。亦即，與其他的交易管道相比，當時的 B2B 交易網站無法藉由節

省交易成本來擴大交易雙方能產生的交易價值，因此無法吸引賣家，導致

也留不住買家而失敗54。 

從這個角度，也可發現近代技術進步如何為數位平臺的興起，甚至如

GAFAM 等在當前經濟體系所佔據的重要位置，提供優渥的基本條件。例如：

網際網路（internet）讓經濟個體的聯繫（connection）不再受到地理區位的

限制、寬頻（broadband communications）大幅提升互動頻率與速度、行動

服務（mobile service）所提供的便利性，更使得互動的硬體要求不再受限

於桌機（desktops）與固定區位；這些技術都擴展了經濟個體的互動機會。

                                                                                                                                   
Belleflamme and Martin Peitz, “Inside the Engine Room of Digital Platforms: Reviews, Rating 

and Recommendations,”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Digital Revolution, 215-254 (2018). 
52

 關於打造一個交易平臺所需要解決的各種交易成本，並以 12 世紀法國香檳交易會

（Champagne Fairs）為例的個案分析，參見 Ray Fisman and Tim Sullivan, “Everything We 

Know About Platforms We Learned from Medieval Franc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4 

(2016). 關於多邊平臺如何「治理」（govern）使用者行為的討論，參見 Evans and Schmalensee 

(2016), supra note 36, chapter 9; Geoffrey Parker, Marshall Van Alstyne, and Sangeet Paul 

Choudary, Platform Revolution: How Networked Markets Are Transforming the Economy―and 

How to Make Them Work for You, chapter 8 (2016). 
53

 Evans and Schmalensee (2016), supra note 36, at 56-57 (“Friction is key to understanding 

whether an entrepreneur even has a hope of starting a viable multisided platform business. The 

reduction of substantial friction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but not a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a 

multisided platform to succeed.”). 
54

 Evans and Schmalensee (2016), supra note 36, at 66 (“The B2B ex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ltimately failed en masse because the friction they were trying to reduce wasn’t 

significant enough to get enough buyers and sellers on their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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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晶片（chips）效能、運算能力、儲存技術（storage technology）方

面的進步、與程式語言與作業系統的發展等等，則提升了搜集、累積、以

及分析資料（data）的能力，讓配對、推薦（recommendation）、評等諸般

功能都能快速發展。換言之，這些技術都帶來了大幅降低交易成本的可能

與機會55。 

即便如此，多邊平臺未必以完全消弭所有的交易成本為目標，甚至一

些多邊平臺的重要特性，乃基於交易成本的存在或殘留，才有可能發生。

例如如價格結構對於平臺交易量的影響，須以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

的失效，亦即交易成本的存在為前提56。而信用卡交易或者網站購物時的「反

引導」或「禁止轉介」（anti-steering）條款57，更是平臺所使用，可能提高

交易雙方交易成本的策略58。 

（四） 多邊平臺的分類 

多邊平臺的商業模式可能出現在相當不同的產業之中，例如：旅遊業

的 Airbnb、零售業的 Amazon、教育產業的 Coursera、以及個人或新創事業

（startups）的 Indiegogo 等。不同平臺所呈現的具體樣態也有相當差異。文

獻中曾對多邊平臺有不同分類方式，部分分類也曾對競爭政策，例如個案

中的市場界定方式、或者競爭法主管機關意見產生影響。我們在此簡短介

                                                 
55

 Evans and Schmalensee (2016), supra note 36, at chapter 3. 
56

 Rochet and Tirole (2003), supra note 9. 參見後揭頁 47 的討論。 
57

 Ohio v. Am. Express Co., supra note 30. Hagiu and Jullien 論證平臺可能調降配對的理想性，

藉由移轉（dirvert）消費者到次佳的配對，來提升流量、或者影響店家的訂價或其他策略。

Andrei Hagiu and Bruno Jullien, “Why Do Intermediaries Divert Search?” 42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37-62 (2011). 關於平臺之間的競爭如何影響這種搜尋移轉（search diversion），

參見 Andrei Hagiu and Bruno Jullien, “Search Diversion and Platform Competition,” 3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48-60 (2014). 
58

 後揭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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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兩個與競爭政策有關的分類，詳細的討論則留待後文作進一步的分析59。 

首先，根據平臺所能夠採行的訂價工具，Filistricchi 等將多邊平臺分成

「交易平臺」（transaction platforms）與「非交易平臺」（non-transaction 

platforms）兩類60。交易平臺能夠（但未必）採用收取會員費與使用費的兩

部訂價（two-part tariffs）61；無法使用兩部訂價的則為「非交易平臺」。這

個分類方式在美國最高法院 Amex 一案中為多數意見所接受，將信用卡市場

歸類為交易市場，並據此採用「單一市場」（single market）的市場界定方

式62。 

其次，如圖  2- 5 所示 63，德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聯邦卡特爾署

（Bundeskartellamt）則區分「媒合平臺」（matching platforms）與「提供受

眾∕廣告平臺」（autidence providing/advertising platforms），並根據媒合類型

的不同，進一步將媒合平臺劃分成媒合房地產等的經濟交易（a transaction in 

an economic sense），以及媒合男女交友等的非經濟交易兩種。德國聯邦卡

特爾署認為，媒合平臺可讓使用者直接進行經濟或非經濟的交易互動64；提

供受眾或廣告平臺則讓受眾被廣告觸及後，再與廣告主進行後續的互動65。 

                                                 
59

 其他如 Evans 將多邊平臺歸類成「創造市場」（Market-Makers）、「創造受眾」

（Audience-Makers）、與「協調需求」（Demand-Coordinators）等三大類；Evans (2003), supra 

note 33. 
60

 Filistrucchi et al. (2014), supra note 42. 
61

 交易必須能被平臺觀察到（observable）、並能被法院驗證（verifiable），平臺才能制定可

施行（enforceable）的契約，藉此收取每筆交易的使用費。 
62

 Ohio v. Am. Express Co., supra note 30, at 2286-2287 (“Because they cannot make a sale 

unless both sides of the platform simultaneously agree to use their services, two-sided 

transaction platforms exhibit more pronounced indirect network effects and interconnected 

pricing and demand. Transaction platforms are thus better understood as “suppl[ying] only one 

product”—transactions…competition cannot be accurately assessed by looking at only one side 

of the platform in isolation… For all these reasons, “[i]n two-sided transaction markets, only one 

market should be defined.””) 
63

 Bundeskartellamt (2016), supra note 33. 
64

 Id., at 21 (“The liaison facilitated by matching platforms enables direct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users liaised.”). 
65

 Id., at 21-22 (“[A]n audience providing platform enables advertisers as one user group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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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分類方式也對聯邦卡特爾署的市場界定步驟產生影響：對於提

供受眾平臺，不同邊的使用者必須區分在不同市場；但是對於媒合平臺，

應該另行考慮單一市場的可行性66。Frank and Peitz 整理出聯邦卡特爾署在

不同案例對平臺的歸類以及市場界定；我們將在後續章節做進一步的討論

67。 

二、 使用者單棲與多棲 

                                                                                                                                   
attract another user group’s attention, thus generating reach…The platform facilitate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users and advertisers in the form of a subsequent contact resulting from 

users reacting to the advertisement (for instance, by clicking on the ad).”). 
66

 Id., at 61 (“The Bundeskartellamt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wo sides always need to be 

distinguished in the case of audience providing platforms, so that forms of use may be separately 

considered for each side with a view to defining a relevant market…In the case of matching 

platform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at defining a single relevant market may be suitable.”).  
67

 Franck and Peitz (2019), supra note 4, at 34-37. 參見第三章的討論；後揭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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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市場上有多個平臺提供類似服務，個別使用者會在數個平臺上與其

他人互動（多棲），或者只使用單一平臺的服務（單棲），為多邊平臺分析

的另一個重要面向。前者如店家可接受 Visa 或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

信用卡、玩家擁有 Xbox 與 PS5 甚至更多台遊戲主機、以及廣告商在不同媒

體下廣告；後者則如消費者只擁有一支（Android 或 iOS 系統的）手機、餐

廳只選擇在 foodpanda 上架、以及使用者只在臉書上設立帳號等等。 

使用者多棲與否，可能受到經濟、技術、平臺策略等不同因素的影響68。

例如：擁有第二支手機的成本，包含門號與通訊費率等支出，對多數消費

者來說可能不敷效益；錄影機流行的時代，每個家庭大概只有一台錄影機，

只能看「大帶」（VHS）、或者「小帶」（Betamax）；不是所有玩家或者家長

                                                 
68

 分析或觀察的時間長度也可能影響觀測到的行為。即便擁有數張信用卡，消費者在單一

交易往往也只使用一張信用卡。但若拉長時間，觀察在消費者在一週或一個月的消費行為，

則可能發現分散在不同信用卡的交易。視研究目的而定，若只以單一交易來看，可能無法

察覺多棲的現象。 

圖 2- 5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的平臺分類 

資料來源：Bundeskartellamt (2016)；本研究譯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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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願意購買第二台遊戲主機；在社群網站上有了帳號一段時間後，已經累

積了相當的個人貼文、照片、以及朋友，這些資料未必能移轉到其他網站，

因此降低在其他社群網站設立新帳號的誘因69；不是所有的使用者都有足夠

的技術知識在電腦上安裝非預設的作業系統（例如在 PC 上安裝 Mac OS 系

統），若要在 iPhone 上安裝 Android 系統，更需要突破官方系統限制的「越

獄」（jailbreaking）技術等等70。在策略上，平臺也可能對部分使用者設定

「獨家」（exclusivity）要求，像是 Play Station 與 Xbox 等不同的電玩主機，

都有各自的獨家遊戲71；或者凸顯自家平臺的獨家內容，例如 Visa 的廣告

曾經以美國運通為目標，特別標示出不接受美國運通的店家等等72。 

                                                 
69

 亦即，缺乏資料可攜性（data portability）導致的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s），可能降低

使用者多棲的意願。James Mancini, “Data Portability, Interoperability and Digital Platform 

Competition: OECD Background Paper,” working paper (2021). 
70

 參見「iPhone 的越獄（JB）是什麼？來了解 iOS 越獄的歷史與風險」，果仁，2020/05/23

（網址：https://applealmond.com/posts/72230, 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7 月 27 日）。 
71

 參見 Gematsu 網站的整理（網址：https://www.gematsu.com/exclusives，最後瀏覽日期：

2022 年 7 月 27 日）。根據 Corts and Lederman 的研究，有 73%的遊戲為獨家遊戲；Kenneth 

Corts and Mara Lederman, “Software Exclusivity and the Scope of Indirect Network Effects in 

the U.S. Home Video Game Market,” 2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21-136 (2009). 
72

 例如 Visa 在 1988 年冬季奧運的電視廣告：“Bring your camera and your Visa card, because 

the Olympics don't take place all the time and, this time, the Olympics don't take American 

Express.'' 參見“Advertising; Visa Aims At American Express,” by Richard Stevenson, The New 

York Times, 1988/02/10 （ 網 址 ：

https://www.nytimes.com/1988/02/10/business/advertising-visa-aims-at-american-express.html，

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7 月 27 日）。該報導也指出：“Visa's advertising has for several years 

featured locations that do not accept the American Express card…”  

https://applealmond.com/posts/72230
https://www.gematsu.com/exclusives
https://www.nytimes.com/1988/02/10/business/advertising-visa-aims-at-american-expre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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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多棲對於平臺策略73，以及競爭效果都有重要影響。在連接兩群

使用者的雙邊平臺，「競爭瓶頸」（competitive bottlenecks）係指一群使用者

單棲而另一群使用者為多棲的情境74。參考圖 2- 6，兩個平臺 A 與 B，連

結兩群使用者。例如：位於不同城鎮的購物中心 A 與 B，連結店家（S 群）

與顧客（B 群）。地理位置的差距以及運輸成本，使得顧客只會選擇較近的

購物中心，成為單棲的使用者；如圖中的顧客 𝐵 、𝐵 、𝐵  選擇光臨購物

中心 A，𝐵  與 𝐵  則到購物中心。但是店家可以選擇只在其中一個購物中

心開店，或者在設立兩個分店，如圖中店家𝑆  只在購物中心 A 展店、𝑆  只

在購物中心 B 開店，而店家 𝑆  則在兩個購物中心都有設點。另一個例子

則為手機的作業系統。如前所述，技術障礙使得大部分的使用者都在

                                                 
73

 關於平臺防止使用者多棲的策略考量，參見 Parker et al. (2016), supra note 52, at 213-215. 
74

 Mark Armstrong,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37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668–91 (2006). 

圖 2- 6  競爭瓶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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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系統（平臺 A）與 iPhone（平臺 B）之間二擇一，成為單棲使用者。

軟體開發商則可能多棲，決定是否為個別平臺開發同一應用程式或遊戲。 

在圖 2- 6，𝑆  只能與 𝐵  到 𝐵  交易、互動，無法接觸到 𝐵  與 𝐵 ，

𝑆  也無法與選擇平臺 A 的 𝐵  到 𝐵  交易。只有 𝑆  能與所有顧客交易、

互動。對於 S 群使用者（多棲方）來說，平臺 A 是唯一能接觸到 𝐵  到 𝐵 的

管道（access），平臺 B 則提供接觸 𝐵  與 𝐵  的管道。換言之，個別平臺

都是通往單棲方的唯一「瓶頸」，對多棲方來說具有獨占力量75。因此，單

棲與多棲方會感受到來自平臺的不同競爭力度：對於多棲方，個別平臺因

為擁有市場力量而可求取較高的價格，但是單棲方則是平臺之間必須強力

爭取的客群。 

最後，對於經濟效率，多棲的可能也舒緩了前述「範例：間接網路外

部性與經濟效率」76所描述，使用者分散在不同平臺所導致的效率損失。以

圖 2- 3，兩個夜店彼此競爭的情境來說，即便女方為單棲，分散在不同夜

店，若所有男方都選擇多棲，同樣能夠與所有女性互動77。 

第二節   多邊平臺的訂價策略 

在介紹了多邊平臺的基本概念後，我們接著討論平臺策略與競爭效果。

產業經濟文獻的理論發展很早就注意到多邊平臺不同於單邊事業

                                                 
75

 Id., at 669 (“[P]latforms have monopoly power over providing access to their single-homing 

customers for the multi-homing side.”). 
76

 前揭頁 18。 
77

 兩方使用者都多棲的情況有可能發生，但是 Armstrong 認為可能並不常見。原因在於若

某一方多棲，另外一方只需選擇一個平臺就可以互動，因而降低多棲另一方多棲地誘因。

Armstrong (2006), supra note 74, at 669 (“If all native French speakers also speak English, there 

is less incentive for a native English speaker to learn French.”). 但若平臺受限於技術或其他考

量，無法保證提供理想的媒合，則不同群的使用者全都多棲，可以增加找到「完美配對」

的機率。Caillaud and Jullien (2003) 將所有使用者全都多棲的情形稱之為「全域多棲」

（global multihoming）；Caillaud and Jullien (2003), supra note 44, at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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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sided business）的訂價考量，以及其訂價模式對於競爭政策的挑戰

78。因此，我們首先分析平臺的訂價策略，非價格策略留待下一節討論。表 

2- 1 整理本小節所探討的主要課題與性質。（基於討論分便，部分性質如價

格結構的影響，只列於獨占市場結構下，但不應理解為只於獨占時成立。） 

一、 獨占平臺 

                                                 
78

 Rochet and Tirole (2003), supra note 9; and Wright (2004), supra not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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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考慮市場上只有一個獨占平臺的狀況。為了簡化分析，我們在以

下的假設環境中進行說明：兩群使用者在平臺上互動，例如男性與女性在

夜店裡交誼；使用者沒有其他的互動管道（亦即沒有其他認識異性的機會），

因此不加入獨占平臺的其他選項報酬（outside option value）為零；平臺只

有與其他使用者互動的功能（亦即使用者不會只為了飲食、跳舞、或者打

發時間而上夜店）；每一個在平臺上的使用者，都可以與所有在平臺上的另

一群使用者互動；以及使用者不在乎平臺上同一群的人數多少（亦即不在

表 2- 1  平臺的價格策略與均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討論性質 

獨占平臺 

 價格結構也影響交易數量 

 蹺蹺板原則：某一邊價格下降、另一邊價格則上升 

 寇斯定理為多邊平臺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 

同質平臺的價

格競爭 

 優勢廠商策略均衡：（使用者單棲時）所有使用者集中

在單一平臺，但該（優勢）平臺利潤為零 

 訂價工具與價格競爭：平臺無法補貼時、或無法收取

使用費時，優勢平臺可能獲取利潤 

 多棲（競爭瓶頸）的價格競爭均衡：均衡時（單棲）

使用者可能分散在多個平臺 

應用單邊邏輯

於多邊平臺的

謬誤 

 邊際淨利與市場力量未必成正比 

 價格低於成本未必具有掠奪目的 

 價格結構平衡與否未必與平臺競爭程度有關 

 市占率未必能代表市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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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夜店裡有多少同性客群）79。  

在成本面，平臺可能負擔個別使用者加入平臺，以及使用者之間每一

次互動所產生的成本80。我們先設定平臺沒有任何成本，並只對使用者收取

入場費或者門票81。若一共有 𝑄 位第一群（女性）與 𝑞 位第二群（男性）

使用者在平臺上互動，女性使用者的入場費為 𝑃，男性入場費為 𝑝，此時

平臺利潤為（除非有其他說明，報告中對女性訂價均以大寫英文字母表示、

對男性訂價以小寫字母表示；此處的上標 m 則代表獨占）： 

𝜋 = 𝑃 ∙ 𝑄 + 𝑝 ∙ 𝑞. 

由於平臺只有與異性互動的功能，使用者加入平臺的意願除了入場費

外，也取決於有多少異性付費入場。若某位女性 𝑖 與每位男性互動，可享

受 𝑉  的單位價值，則當入場費為 𝑃，男性數量為 𝑞，該女性加入平臺的

條件為加入後的消費者剩餘（𝐶𝑆 ）大於或等於零82： 

𝐶𝑆 = 𝑉 ∙ 𝑞 − 𝑃 ≥ 0; 

同樣地，若男性 𝑗 的互動單位價值為 𝑣 ，則當入場費為 𝑝，女性數量為 𝑄，

該名男性加入平臺的條件亦為加入後的消費者剩餘（𝐶𝑆 ）不低於零： 

𝐶𝑆 = 𝑣 ∙ 𝑄 − 𝑝 ≥ 0. 

                                                 
79

 在此亦同樣排除直接網路效果；前揭註 34。 
80

 以信用卡為例，使用者加入的成本為對消費者發行卡片，以及對店家製造與安裝讀卡機

的成本，互動成本則包括交易時的資料傳輸與處理成本等等。 
81

 亦即，我們不考慮兩部訂價。 
82

 這裡採用互動價值與人數呈現線性關係的標準設定，也排除平臺對同一群內的使用者進

行差別取價（price discrimination）的可能。關於分別放寬這兩個限制的研究整理，參見 Jullien 

et al. (2021) 的文獻回顧，前揭註 32。此外，若消費者剩餘為零時，我們假設使用者會加

入平臺；若利潤相同時，則假設平臺會選擇讓較多的使用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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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所能收取的入場費數量，即為消費者剩餘大於或等於零的使用者人

數。 

由消費者剩餘的組成可知，除了價格 𝑃，女性使用平臺的人數 𝑄 (𝑃; 𝑞)

也與男性人數 𝑞 有關：給定男性人數不變，價格愈高則消費者剩餘愈低，

女性使用者人數下降；而給定價格不變，男性客人愈多，女性能夠享受的

互動好處（𝑉 ∙ 𝑞）愈大，消費者剩餘愈高，愈多女性參與平臺。同樣地，

男性的平臺參與數 𝑞 (𝑝; 𝑄) 也因價格 𝑝 上升而下降，因女性人數 𝑄 增

加而成長。其中價格對該群使用者的反向影響為標準的「需求線負斜率」

價格效果；異性人數的正向影響即為正向間接網路效果。 

將參與人數 𝑄  與 𝑞  代入獨占平臺的利潤，可得 

𝜋 = 𝑃 ∙ 𝑄 (𝑃; 𝑞) + 𝑝 ∙ 𝑞 (𝑝; 𝑄) = 𝑅(𝑃, 𝑞) + 𝑟(𝑝, 𝑄), 

其中 𝑅(𝑃, 𝑞) 與 𝑟(𝑝, 𝑄) 分別為來自女性與男性客群的收益（revenues）。

由於此處平臺毋須負擔任何成本，獨占平臺最適訂價只考量收益極大化。 

（一） 獨占平臺的價格考量 

將平臺收益表達成來自不同客群收益的總和，多邊平臺具有提供「多

產品」（multiproduct）廠商的特徵。而基於對間接網路效果的考量，平臺在

決定個別客群的價格時，不能只追求該群體收益極大化，還必須考慮價格

變動如何影響另一群的參與意願，進而影響另一收益來源83。例如：提高女

                                                 
83

 Rochet and Tirole (2003), supra note 9, at 991 (“[T]wo-sided markets differ from the 

textbook treatment of multiproduct oligopoly or monopo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gives rise to strong complementarity, but the corresponding externalities are not 

internalized by end users, unlike in the multiproduct literature (the same consumer buys the 

razor and the razor blade). In this sense, our theory is a cross between network economics, 

which emphasizes such externalities, and the literature on (monopoly or competitive) 

multiproduct pricing, which stresses cross-elasti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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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入場費 𝑃，除了使得女性購票人數下降，影響女性的門票收入外，也

會因為女性參與人變少，降低男性入場誘因，因而減少男性的門票收入。

同理，男性的入場費，也會對女性門票收入有反向影響。制定價格時，平

臺必須就單一價格變數對所有使用者群體的參與意願做整體考慮84。 

直覺來說，若女性人數增加越能帶動男性參與意願，則平臺有越強的

誘因降低女性的入場費。若這個間接網路效果足夠強大，平臺可能讓女性

免費入場（亦即「零訂價」），甚至採取負價格的補貼（subsidy）。此時，平

臺在女性端承受損失，而從男性端賺取利潤。在多邊平臺的商業模式中，

以其中一邊為「損失領導」（loss leader），另一邊為「利潤中心」（profit center）

的價格策略並不少見。除了夜店外，典型的例子還包括搜尋引擎讓使用者

免費搜索、（無線）電視免費觀看，廣告商則須付費刊登廣告、或者購物中

心讓消費者免費停車，店家則須支付租金等等85。 

此處假設平臺無任何成本，因此以上的推論與平臺的成本考量無涉。

若將成本帶入分析，某一方成為損失領導未必是因為平臺服務這一方的成

本較高，另一方為利潤中心也未必因為服務另一方的成本較低。成本結構

只是決定多邊平臺最適訂價的其中一個因素86。 

我們以一個簡單的數字例子說明獨占平臺的訂價策略，再進一步討論

                                                 
84

 即便面對同一組價格 (𝑃, 𝑝)，不同群體使用者之間的「協調」（coordination）問題可能

導致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a）：若預期有較多的男性參與，女性參與意願上升，而女

性人數增加又讓較高的男性參與人數得以實現；反之，若預期男性人數不多，女性也變得

較不願參與，後者又的確促成較低的男性參與。我們不考慮多重均衡帶來的問題。分析上，

Weyl 提出可用數量變數取代價格變數以解決多重均衡的問題；Glen Weyl, “A Price Theory 

of Multi-Sided Platforms,” 10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642-1672 (2010). 
85

 更多的例子，參見 Rochet and Tirole (2003), supra note 9, at 992, Table 1; Evans and 

Schmalensee (2016), supra note 36, at 34, Table 2.14. 
86

 Evans and Schmalensee (2007), supra note 33, at 160 (“The optimal prices depend in a 

complex way on the price sensitivity of demand on both sides, the nature and intensity of the 

indirect network effects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the marginal costs that result from chaning 

output of each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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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訂價模式的意涵（implications）。 

1. 範例：獨占平臺的最適訂價 

假設獨占夜店 A 面對四位潛在使用者，男、女各 2 位（如圖 2- 7）。我

們假設男性使用者為同質：每位男性的單位互動價值均為 4。女性 1 的互動

單位價值為 2，女性 2 的單位互動價值則以參數 𝑥 表達。假設 𝑥 ≤ 2，且

可能為負值（此時該位女性並不喜歡與男性聯誼、互動）；只要 𝑥 + 4 > 0，

女性 2 參與平臺仍然能夠提升經濟效益。 

圖 2- 7  獨占平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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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性端，相同的單位互動價值使得兩位男性採取一致的行動：都付

費、或者都不付費入場87；而男性不入場又使得女性也無法獲得互動機會，

因此放棄平臺，平臺利潤為零。若要吸引客人，平臺來自男性客群的收入

必然為 𝑟 = 2𝑝，其中 𝑝 為男性的入場費。平臺能夠收取的男性入場費又

取決於女性參與人數：若只有一位女性，每位男性能享受的好處，以及平

臺能夠收取的最高門票價格只有 𝑝 = 4；但若有兩位女性在場，則每位男

性可以得到 4 + 4 = 8 的交流價值，平臺可以提高男性的門票到 𝑝 = 8。 

對於女性客群，夜店能提供的價值同樣與男性參與人數有關。而根據

上一段的分析，夜店中一定會有兩位男性，平臺可據此制定對女性的訂價。

但由於兩位女性的單位互動價值不同，且平臺無法進行差別取價，平臺必

須考慮是否採行較高的訂價，只讓一位女性入場，或者較低的價格，讓兩

位女性都願意使用平臺（若無女性在場，則男性也不會購票入場）。更具體

地說，基於 𝑥 ≤ 2 的條件，女性 1 的單位互動價值不低於女性 2 的單位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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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即，在這個例子中，男方客群的價格彈性為極端無彈性（inelastic）。 

圖 2- 8  獨占平臺最適訂價策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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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價值，因此女性 1 的參與意願至少不弱於女性 2。獨占夜店的決策變成：

是否要讓女性 2 參與、使用平臺。 

 若不讓女性 2 參與平臺，如圖 2- 8（a），則女性門票可根據女性

1 的互動價值來決定（亦即 𝑃 = 2 × 2 = 4）88。由於男性只能與

一位女性互動，對男性的收費只能訂在 𝑝 = 4 × 1 = 4。平臺利潤

為  𝜋  
 = 𝑃 × 1 + 𝑝 × 2 = 12 ；其中，來自女性的收益為 

𝑅  = 𝑃 × 1 = 4，來自男性的收益為 𝑟  = 𝑝 × 2 = 8（下標 1𝑓 

表示一位女性）。所有參與平臺的使用者所支付的門票，剛好等於

享受互動的效益，消費者剩餘均為零。 

 若女性 2 也參與平臺，如圖 2- 8（b），則女性門票必須以女性 2

的互動價值決定（亦即 𝑃 = 𝑥 × 2 = 2𝑥）。在男性端，由於可互

動的女性增加，平臺可調升對男性的門票收入至 𝑝 = 4 × 2 = 8。

平臺利潤變成 𝜋  
 = 𝑃 × 2 + 𝑝 × 2 = 16 + 4𝑥；其中，來自女性

的收益為 𝑅  = 𝑃 × 2 = 4𝑥，來自男性的收益為 𝑟  = 𝑝 × 2 =

16（下標 2𝑓 表示一位女性）。此時男性門票仍然等於其互動效

益，因此消費者剩餘為零；同樣情況也發生在女性 2。但女性 1

則可享受消費者剩餘 4 − 2𝑥 ≥ 0，若 𝑥 < 2 則女性 1 消費者剩

餘大於零。 

獨占夜店的最適訂價取決於 

𝜋  
 = 16 + 4𝑥 ≷ 𝜋  

 = 12 ⟺ 4 + 4𝑥 ≷ 0; 

若 4 + 4𝑥 ≥ 0，或者 𝑥 ≥ −1，獨占夜店會讓女性 2 也願意付費入場；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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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女性 2 的互動價值必然低於女性 1（𝑥 < 2），否則無法只讓女性 1 參與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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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若 4 + 4𝑥 < 0，或者 𝑥 < −1，則獨占夜店的最適訂價只會讓女性 1

在平臺上與異性交流。直覺上來說，若 𝑥 越低，平臺需要選擇越低的女性

入場費，才能吸引女性 2，從女性 1 所賺取的利潤也越低（女性 1 的消費者

剩餘則越高）；平臺越不願採用此訂價。 

進一步拆解兩種情況下的平臺利潤差異： 

𝜋  
 − 𝜋  

 = (𝑅  − 𝑅  ) + (𝑟  − 𝑟  ) = [𝑃 − (𝑃 − 𝑃)] + 2 (𝑝 − 𝑝) ; 

其中，女性這一端的收益差額 

𝑅  − 𝑅  = 𝑃 − (𝑃 − 𝑃) = 2𝑥 − (4 − 2𝑥) = 4𝑥 − 4 ≷ 0 

為單邊市場中的標準元素。降低女方的價格，可多賣出一張門票，這個邊

際銷售量（女性 2）可帶來額外收益（𝑃），卻也讓原本就會購票的「邊際

內」（inframarginal）使用者（女性 1）支付較低的價格，讓平臺少賺價差（𝑃 −

𝑃）。而在男性端，調降女方價格，帶動更多女性參與平臺，使得男性享受

更高的互動效益（亦即正向的間接網路效果），平臺可調高男性入場費，增

加收益。因此，男性端的收益差額必然為正： 

𝑟  − 𝑟  = 2(𝑝 − 𝑝) = 2(8 − 4) > 0. 

我們從以上的討論，先整理出三點結論或觀察，再分別就訂價、以及

解釋兩方面，做進一步分析。 

（1） 間接網路效果與訂價 

在決定某一邊的訂價時，平臺廠商不能只考慮對於該邊的收益或利潤

影響。出於間接網路外部性，還必須考量價格變動所引發的數量變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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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變平臺在其他端的收益與利潤。以此處為例，若只考慮女性端收益，

獨占夜店應該只有在 4𝑥 − 4 ≥ 0，或者 𝑥 ≥ 1 的條件滿足時，才會讓女性

2 參與。但是考量到兩邊的整體利潤極大，獨占夜店應該放寬讓女性 2 參與

的條件，只要 𝑥 ≥ −1 的條件滿足，就應該降低女性門票。這中間的差異，

就在於讓更多女性參與後，能從男性這一邊帶來更多收益。 

（2） 補貼使用者 

利潤極大化的條件 𝑥 ≥ −1 表明，有時獨占夜店會補貼女性參與平臺。

尤其，若女性 2 的單位互動價值 𝑥 落在 0 > 𝑥 ≥ −1 的區間，利潤極大化

要求女性 2 參與，而 𝑥 又為負值，因此平臺所設定的女性門票亦為負值 

𝑃 = 2𝑥 < 0。此時，女性端成為獨占夜店的損失領導，男性端則為利潤中

心。同樣地，平臺願意補貼女性的原因，仍基於正向的間接網路效果：讓

女性 2 參與，可以增加從男性方的收益，但當 𝑥 為負值，不補貼則女性 2

不會參與。此外，補貼金額只恰好讓女性 2 願意加入平臺，亦即女性 2 的

消費者剩餘為零；至於女性 1，原本就享受與異性的互動，補貼則使得女性

1 的消費者剩餘高於所享受的互動效益，其消費者剩餘 4 − 2𝑥 > 4。 

（3） 獨占訂價的社會福利 

以社會福利極大的標準來看，獨占平臺仍然可能選擇的較低的互動、

參與。即便女性 2 不喜歡與異性互動（𝑥 為負值），只要一對異性彼此互動

的總價值為正，女性2的參與就能提升社會福利。此處男性的互動效益為4。

只要 𝑥 + 4 > 0，或者 𝑥 > −4，社會福利極大就要求讓女性 2 參與平臺。 

與利潤極大化的條件（𝑥 ≥ −1）相較，若 𝑥 落在 −1 > 𝑥 > −4 的區

間，則獨占夜店的訂價會排除女性 2，雖然其參與有助於提升整體經濟效益。

在這個例子中，獨占平臺仍然無法達到最有效率的互動。這中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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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平臺壓低女性門票，以鼓勵女性 2 參與時，必須讓女性 1 也享受正的

消費者剩餘。標準社會福利的計算並不在乎經濟效益從廠商利潤移轉成消

費者剩餘，但是追求利潤的廠商卻將之視為損失。若這個移轉金額過大，

獨占平臺將放棄女性 2 的參與。 

2. 討論 

（1） 蹺蹺板訂價 

整理獨占平臺的最適訂價（當 𝑥 < −1，女性入場費為 𝑃 = 4，男性入

場費為  𝑝 = 4；當  𝑥 ≥ −1，女性入場費為  𝑃 = 2𝑥，男性入場費為 

𝑝 = 4 × 2 = 8），繪製成圖 2- 9
89。由圖中可知，若某一邊的價格下降，則

另一邊的價格提升，例如當女性入場費下降，對應的男性入場費則上升；

                                                 
89

 當 𝑥 < −1 時，男性與女性的入場費相同（𝑃 = 𝑝 = 4）為特定數字下的結果。改變數

字則等號不再成立；但是「蹺蹺板」的性質不受影響。 

圖 2- 9  蹺蹺板訂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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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亦然。這種「蹺蹺板」（seesaw）的訂價特徵仍出自於正向間接網路效

果：當女性入場費下降，女性參與數量增量，能發生的互動變多，平臺對

於男性的價值提高，可對男性課以較高的價格。這個推論可拓展成「蹺蹺

板原則」（the seesaw principle）：若某一項因素使得某一邊有較高的價格以

及邊際淨利（margin），由於服務這一邊的使用者有較高的利潤，平臺通常

會壓低另一邊的價格，藉由增加另一邊的使用者來吸引高邊際利潤那一邊

的使用者90。 

（2） 最適交易費 

若獨占平臺改在每次互動時收取交易費（例如信用卡交易的手續費），

也可以達到相同的結果91。我們在這裡做補充說明。假設獨占平臺不收入場

費，所有使用者皆可自由「登入」平臺。但若要與異性產生互動，享受互

動價值，則平臺會對分別對男性收取 𝑡，對女性收取 𝑇 的使用費92。 

由於兩位男性都有相同的單位互動價值，且單位價值不受互動數量的

影響，獨占平臺對男性的最適訂價為 𝑡 = 4；獨占平臺可充分吸取男性所享

受的互動價值。若女性使用費 𝑇 的訂價可讓兩位女性都願意付費互動，則

平臺可從每位男性收取 2 × 𝑡 = 8 的使用費，相當於範例中，或者圖 2- 9

的入場費 𝑝。但若只有一位女性（女性 1）願意付費，則平臺從每位男性收

                                                 
90

 Jean-Charles Rochet and Jean Tirole, “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 37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659, 645-667 (2006) (“[A] factor that is conducive to a high price on one 

side, to the extent that it raises the platform's margin on that side, tends also to call for a low 

price on the other side as attracting members on that other side becomes more profitable.”). 
91

 入場費與使用費可達到相同結果只是此處特殊（ad hoc）設定下的特性。一般來說，兩

者對平臺可能具有不同的策略價值。Evans and Schmalensee (2007), supra note 39, at 76 

(“Access and usage fees help accomplish different objectives for setting off and fueling a 

catalytic reaction. Access fees are particularly helpful for making sure the catalyst [i.e. the 

platform] has enough of the right kind of customers on each side… Usage fees are important for 

guiding the catalytic reaction.”). 我們也會在討論價格競爭時做進一步的說明。 
92

 收取「使用費」可能有其適用性，夜店並非最恰當的情境。參見前揭頁 15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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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使用費為 1 × 𝑡 = 4，相當於之前的入場費 𝑝。 

在女性端，同樣假設平臺無法進行差別取價。若要讓女性 2 願意互動，

則平臺只能設定女性使用費 𝑇 = 𝑥，從每位女性收取 2 × 𝑇 = 2𝑥 的使用費，

相當於範例中的 𝑃。但若平臺提高使用費到只有女性 1 願意互動，則 𝑇 = 2，

且平臺只能從女性 1 得到 2 × 𝑇 = 4 的收入，相當於之前的 𝑃。 

最後仍須檢查，平臺採用 𝑇 (只讓女性 1 願意參與)或者 𝑇（女性 2 也

願意參與）的利潤與範例的結果相同。前者（𝑇）讓獨占平臺可獲得利潤 

2𝑇 + 2𝑡 = 4 + 8 = 12 = 𝜋  
 ，與範例中男性門票 𝑝，女性門票 𝑃 時的利潤

相同；後者（𝑇）則讓平臺享有利潤 2 × 2𝑇 + 2 × 2𝑡 = 4𝑥 + 16 = 𝜋  
 ，與

男性門票 𝑝，女性門票 𝑃 時相同。既然利潤相同，獨占平臺讓女性 2 互動

與否的條件（𝑥 ≷ −1）也相同。亦即，當 𝑥 ≥ −1，平臺應設立女性的使用

費 𝑇 = 𝑥，讓女性 2 也願意與男性互動；而在 𝑥 < −1 時，則為 𝑇 = 2，

此時只有女性 1 會付費與男性互動。在這個簡單例子，收取使用費也可以

達到一樣的結果。 

（3） 非交易平臺與負向間接網路效果 

在「範例：獨占平臺的最適訂價」的解釋上，首先，女性 2 的互動效

益為負值的情形（𝑥 < 0），也可應用於廣告與閱聽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此

時，平臺為報紙、電視、廣播等以廣告收入為財源的媒體，男性客群為廣

告商，女性客群則為閱聽大眾。當閱聽大眾看到廣告、與廣告商產生互動，

後者可得到正的互動效益（例如：建立品台辨識度、刺激消費慾望等等）。

在閱聽大眾端，有些人喜歡看到廣告（例如：可獲取商品資訊、或者喜歡

代言人等等），因此產生正的互動效益如性 1，有些人則討厭看到廣告如女

性 2（𝑥 < 0）。對於討厭廣告的使用者，平臺補貼的方式為提供免費（如無

線電視、廣播），或低於成本（如報紙、雜誌）的內容，再穿插廣告，讓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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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得以觸及這些使用者93。 

（4） 服務成本 

其次，我們也可以簡單地將平臺成本帶入範例。假設在每一次使用者

互動，平臺需負擔女性的互動成本 𝐶 ≥ 0 與男性的互動成本 𝑐 ≥ 094。同

時將兩邊各自的互動價值調漲 𝐶 與 𝑐。如圖 2- 10，女性 1 的單位互動價

值變成 2 + 𝐶，女性 2 的互動價值變成 𝑥 + 𝑐，以及男性的互動價值變成 

4 + 𝑐。 

                                                 
93

 當部分使用者互動價值為負值時，可能需要進一步區分，一旦出現在平臺上，互動與否

是否仍為個別使用者的決策。若仍為個別使用者決策，例如夜店中女性可拒絕與男性聊天、

交流，或者閱聽人可以完全無視廣告，即便平臺採取入場費補貼這些使用者進入平臺，缺

乏進一步的使用費補貼，也無法讓互動發生。因此，「範例：獨占平臺的最適訂價」與廣

告的解釋，似應較適用於使用者參與平臺便會發生互動，毋須使用費進一步催化的情境。

但在平臺設定使用費（𝑇 與 𝑡）的例子，則為個別使用者單獨決定是否互動；只有雙方都

同意時，互動才會發生。 
94

 例如，以信用卡支付時，信用卡公司查核雙方資料的處理成本、或者網購平臺上，買方

與賣方交易時，平臺所花費的資料傳輸與運算資源，包含交易前的搜尋、溝通，與交易後

續處理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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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獨占平臺仍然只使用入場費，且無法進行差別取價。依照相同分

析步驟，平臺對男性的訂價為：若能讓兩位女性參與，則可對男性收取較

高的入場費 𝑝
 
= 2(4 + 𝑐)，並獲得 2(𝑝

 
− 2𝑐) = 16 = 𝑟   的利潤95；但若

只有一位女性參與，則男性門票必須調降為 𝑝 = 4 + 𝑐，平臺從男性端獲

得利潤為 2 (𝑝 − c) = 8 = 𝑟  （價格中的上標 𝑐 表示納入成本後的考量）。

獨占平臺從男性所獲得的利潤與之前無成本時的收益相等。 

在女性端，讓兩位都參與的訂價為 𝑃 = 2(𝑥 + 𝐶)、只讓女性 1 參與的

門票訂價則為 𝑃
 
= 2(2 + 𝐶)，兩者分別對應到平臺從女性所得到利潤 

2(𝑃 − 2𝐶) = 4𝑥 = 𝑅  、以及 𝑃
 
− 2𝐶 = 4 = 𝑅  ，與範例相同。 

既然兩端的利潤相同，平臺也會做出與範例中一樣的決策。換句話說，

範例中所得到的價格，亦即 𝑃、𝑃、𝑝、與 𝑝 等變數，可以想成是在（邊

際成本不變之下）平臺所選擇的各邊邊際淨利96。 

                                                 
95

 每位男性均與兩位女性互動，因此平臺需付出每位男性 2𝑐 的成本。 
96

 或者，「範例：獨占平臺的最適訂價」的單位互動效益為扣除邊際成本之後的單位互動

淨效益。 

圖 2- 10  多邊平臺與服務成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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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價格水準與價格結構 

前述獨占平臺的訂價分析，也展現多邊平臺的一個基本性質：使用者

參與平臺的誘因，以及平臺上發生的互動或者交易數量，除了取決於平臺

對於不同邊所設定的總價格，或者「價格水準」（price level），更與這個總

價格如何分配於不同群體有密切關聯，亦即哪一邊負擔較多、哪一邊負擔

較少的「價格結構」（price structure）也會對交易量有影響。 

以「範例：獨占平臺的最適訂價」的情境為例，價格水準可視為獨占

夜店對女性與男性的門票單價加總（𝑃 + 𝑝），兩者的價格比例（𝑃
𝑝⁄ ）則可

捕捉價格結構。依範例的推論，若 𝑥 ≥ −1，則獨占平臺的最適訂價為女性

門票  𝑃 = 2𝑥，男性門票為  𝑝 = 8（參見圖  2- 9） 97。價格水準為 

𝑃 + 𝑝 = 2𝑥 + 8，4 位使用者都會付費入場，獨占平臺可得利潤 𝜋  
 = 16 +

4𝑥。由於我們限定 𝑥 ≤ 2，在利潤極大時，女性的入場費最多只有男性的

一半（亦即價格結構 
𝑃

𝑝
⁄ =

(2𝑥)
8⁄ = 𝑥

4⁄ ≤ 1/2）。 

1. 價格結構與交易數量 

若平臺嘗試對於「偏頗」的價格結構做出「改善」，在維持價格水準不

變的前提下，微幅調整兩邊的門票，會發生什麼結果？ 

首先，提高女性門票至  𝑃 +△= 2𝑥 +△，同時調降男性門票為 

𝑝 −△= 8 −△，其中 △ 為一個微小正數（例如考慮 △= 0.01）。面對這組

新的價格，即便兩位男性仍然留在平臺上，女性 2 仍然不會付費入場：女

性 2 與兩位男性互動可享受價值 2𝑥，低於調整後的門票 2𝑥 +△；既然女

                                                 
97

 此時亦為社會福利極大化。但「價格水準影響交易量」的性質不限於利潤極大化下的價

格組合，或者會員費的收費方式（參見「以使用費衡量價格結構」這一小節）。Rochet and 

Tirole 以使用費的設定，將價格水準的非中立性作為多邊平臺的定義。Rochet and Tirole 

(2003), supra note 9, at 1017-1018; and Rochet and Tirole (2006), supra note 90, at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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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2 不會在場，兩位男性最多只能與一位女性互動，享受互動價值 4，因此

也不願支付 8 −△> 4 的入場費（若 △= 0.01，則 8 −△= 7.99）；最後，

面對一個空蕩蕩，沒有男性的夜店，女性 1 自然也不會付費入場。其次，

同樣維持價格水準不變，假設獨占平臺嘗試從另外一個方向調整價格結構，

讓男性多負擔一些（男性門票調漲為 𝑝 +△），女性少負擔一些（女性門票

調降為 𝑃 −△）。由於最適入場費 𝑝 = 8 已經使得男性在與兩位女性互動

的情況下，消費者剩餘為零，微幅調高門票會讓兩位男性都放棄入場，兩

位女性也因此不會付費；平臺利潤仍然零。無論往哪個方向調整，平臺都

無法賣出任何門票。 

這個例子顯示，從最適價格結構出發，並維持價格水準不變，即便是

些微的價格結構調整，也可能導致平臺從「賓客如雲」的利潤極大結果，

變成空無一人，利潤為零的極端狀況98。 

2. 以使用費衡量價格結構 

以使用費衡量價格結構，仍然會影響互動或使用量，但是分析細節與

入場費略有差異。承襲「最適交易費」小節的說明，當 𝑥 ≥ −1，平臺對女

性的最適使用費為 𝑇 = 𝑥；對男性的使用費則一律為 𝑡 = 4。因此，價格水

準為 𝑇 + 𝑡 = 𝑥 + 4；價格結構則為 
𝑇

𝑡⁄ = 𝑥/4，與收取入場費時相同。兩

位女性與兩位男性都在平臺上互動。 

若平臺維持價格水準不變，但是微幅調整價格結構，讓女性使用費增

加 △，男性使用費減少 △（△ 為微小正數），此時，面對 𝑇 = 𝑥 +△> 𝑥 的

使用費，女性 2 不會參與互動，但只要 △< 2，女性 1 仍然願意付費互動。

                                                 
98

 這兩個極端結果與「範例：獨占平臺的最適訂價」的兩個設定有關：男性使用者具有相

同特徵、以及平臺只有互動的功能。同質性使得平臺或者能夠吸引所有男性、或者損失所

有男性顧客。而在平臺上只能與異性互動，又使得若某一方在平臺上集體缺席，平臺也完

全無法吸引另一方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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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男性，較低的使用費 𝑡 = 4 −△ 能讓其享有消費者剩餘，因此男性付

費互動的誘因不變。整體來說，由於女性人數減少，能產生的互動或交易

量也減少，但與入場費相比，此處微幅調升女性的付費比率（𝑥/4 < (𝑥 +△

)/(4 −△)）並不會讓互動／交易量降為零。 

但是反向調整價格結構，讓女性使用費減少 △，男性使用費增加 △，

則互動／交易量又會驟降至零。原本的男性使用費 𝑡 = 4 已經是男性對每

次互動的最高願付價格，再調漲使用費只會讓兩位男性都放棄互動，因此

女性也找不到異性可以互動、聯誼。 

（三） 多邊平臺與寇斯定理 

價格結構的「不中立性」（non-neutrality），亦即其影響互動、或者交易

量的原因之一，在於使用者無法「彼此談好」，提升彼此的利益。或者，使

用者之間具有某些交易成本，無法藉由談判（bargaining）達成有效率的結

果，亦即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的失效99。 

1. 價格結構中立性與交叉補貼 

比對「範例：獨占平臺的最適訂價」的設定與以下情境：平臺（餐廳）

提供雙人套餐讓男女互動、聯誼。範例中的四位使用者（兩位男性與兩位

女性）倆倆決定是否要付費用餐。圖 2- 7 所標示的「互動價值」𝑉 、𝑉 、𝑣 、𝑣  

等，則為與異性用餐時，個別使用者能享受的價值。（與同性、或者單獨用

餐，都沒有任何價值；每個人也不會因為吃兩頓飯而感到不愉快。） 

餐廳對雙人套餐訂定的價格為：男性須付價格 𝑡，女性付價格 𝑇。（雙

人套餐一次只能兩個人吃，因此平臺收取兩兩互動時的使用費，而非一次

                                                 
99

 Ronald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3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44 (1960). 



 

51 

 

可與多人互動的入場費100。）一對男女聚在餐廳門口，討論是否在此用餐。

不考慮資訊不對稱（每個人都知道大家的單位價值），或者財務限制

（financial constraint），使用者口袋裡有足夠的金錢支付門票。 

此處與原本範例的關鍵差異為兩個人可以一起決定是否用餐(參與平

臺)。即便有人覺得他/她所負擔的費用太高，只要另一個人覺得划得來，願

意幫忙出錢，兩人仍會付費用餐。 

更具體地說，考慮一對男女，與異性用餐可享受的滿足程度分別為男

性的 𝑣 (例如範例中的 𝑣 = 𝑣 = 4)，以及女性的 𝑉 (範例中的 𝑉 = 2 或 

𝑉 = 𝑥)。若各付各，如同之前各自決定是否互動，則女性願意付費的條件

為 𝑉 − 𝑇 ≥ 0、男性則為 𝑣 − 𝑡 ≥ 0。只有當兩個條件都成立時，兩人才能

享受雙人套餐。 

但若可以協調、談判，則兩人的用餐決策，將取決於兩人能享受的價

值總和，是否高於用餐費用總和。例如：若 𝑣 − 𝑡 < 0 且 𝑉 − 𝑇 > 0，亦

即在各付各時只有女性願意出錢，只要女性願意補貼男性，兩人就能用餐。

女性用餐能享受的淨效益為 𝑉 − 𝑇，這也是女性最高願意付出的補貼金額；

男性則至少需要 𝑡 − 𝑣 的補貼才願意用餐。只要滿足 

𝑉 − 𝑇 ≥ 𝑡 − 𝑣  ⟹   𝑉 + 𝑣 ≥ 𝑇 + 𝑡 

                                                 
100

 此處以使用費說明，可凸顯互動價值是由兩位不同群體使用者之間的活動所產生的基

本性質，並可將談判限限制於兩兩之間。若要以入場費說明，則須讓「範例：獨占平臺的

最適訂價」中的四位使用者進行集體談判。交易成本的大小可能與談判人數有關，人數越

多，可能使得談判越複雜，越難達成有效率的結果。若此點成立，表示價格結構對交易量

的影響也取決於多邊平臺所使用的價格工具，或者，更廣泛地說，平臺的商業策略。這也

是對於 Rochet and Tirole 以價格結構中立性定義多邊平臺的批評之一：同一個事業，採用

某種商業策略，可能滿足 Rochet and Tirole 的多邊平臺定義，但若採用他種商業策略，又

不滿足該定義。Katz and Sallet: “under the Rochet-Tirole definition, whether a firm constitutes 

a multisided platform may depend on its conduct.” Katz and Sallet (2018), supra note 33, at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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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條件，兩人就會在餐廳（平臺）裡互動、用餐。而這個是否用餐（互動）

的條件，只受到價格水準（𝑇 + 𝑡）的影響，價格結構（𝑇
𝑡⁄ ）不改變兩人決

策。因此，價格結構不中立性成立的先決條件是交易成本的存在，導致使

用者之間無法達成有效率的談判，亦即寇斯定理的失效101
。 

諸多原因可能導致寇斯定理失效，但並非所有因素都會產生價格結構

非中立性。因此，寇斯定理失效只是非中立性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102。

使用者之間的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就可能導致無效率的

結果，但未必會讓價格結構中立性失效103。我們在下一小節進一步討論。 

2. 寇斯定理不成立 vs. 價格結構非中立性 

考慮「範例：獨占平臺的最適訂價」的互動價值設定，男性的每單位

互動價值為 4，女性則為 2 或 𝑥。平臺對男性使用者求取 𝑡 的使用費，對

女性使用者求取  𝑇  的使用費。假設  𝑥 < 2，亦即女性使用者為異質

（heterogeneous）；否則不可產生資訊不對稱。 

令 4 + 𝑥 > 𝑇 + 𝑡 與 𝑇 > 𝑥。前者表示，在目前的訂價之下，無論女性

的互動價值為多少，付費互動都是對使用者有效率的結果；而根據後者，

當互動價值為 𝑥 (如範例中的女性 2)，則女性不願自費入場。為了方便討

論，令 𝑠 = 𝑇 − 𝑥 > 0 以及 𝑠 = max {𝑇 − 2,0}。由於 𝑥 < 2，可得 𝑠 > 𝑠 。 

男性與女性兩兩進行談判，並由男性提出「不接受就拉倒」

（take-it-or-leave-it）的條件。 

談判時，若得知女性的互動價值，男性便可量身訂製其「報價」（offer），

                                                 
101

 關於那些交易成本導致不中立性、或者平臺政策的影響，參見 Rochet and Tirole (2003), 

supra note 9, at 1019-1020. 
102

 Rochet and Tirole (2006), supra note 90, at 645 (“The failure of the Coase theorem is 

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for two-sidedness.”). 
103

 Id., at 649 (“Asymmetric information often implies a suboptimal volume of trade. Yet it does 

not per se imply that the market is two-sided.”); citation o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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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滿足女性的「參與限制式」（participation constraint）。當女性互動價值為 

𝑥，由於 𝑥 < 𝑇，男性必須給予 𝑇 − 𝑥 = 𝑠  的補貼，女性才願意參與；女

性接受條件後，男性可得報酬 4 − 𝑡 − 𝑠 = 4 + 𝑥 − (𝑇 + 𝑡) > 0。若女性互

動價值為 2，分別考慮兩種情況：首先，當 2 ≥ 𝑇（因此 𝑇 − 2 ≤ 0），則

毋須補貼（或者比補貼為零，𝑠 = 0），女性也願意互動，此時男性可得報

酬 4 − 𝑡 − 𝑠 = 4 − 𝑡；其次，若 𝑇 > 2，則男性必須提供 𝑇 − 2 = 𝑠  的補

貼，此時男性可得報酬 4 − 𝑡 − 𝑠 = 4 + 2 − (𝑇 + 𝑡)。由於 𝑠 > 𝑠 ，無論

哪種情況（2 ≷ 𝑇），面對互動價值為 2 的女性，男性報酬較高。 

但若互動價值為女性的私有資訊（private information），則上述量身訂

造的條件不再可行。無論真實互動價值為何，女性都有動機宣稱自己的互

動價值為 𝑥，以爭取較優渥的條件（𝑠 ）。但不必要地高額補貼（𝑠 ），使

得男性報酬下降。男性必須決定：是要提出較低的補貼 𝑠 ，冒著若女性互

動價值為 𝑥 則無法互動的風險；或者較高的補貼 𝑠 ，讓互動價值為 2 的

女性可以享受額外的「資訊租」（information rent，2 − 𝑇 + 𝑠 = 2 − 𝑥 > 0）

104。 

令女性互動價值為 2 或者 𝑥 的機率分別為 𝜃 與 1 − 𝜃，參數 𝜃 介於

0 與 1 之間。若男性提供補貼金額 𝑠 ，則無論互動價值多少，女性都會接

受；男性的報酬為 4 − 𝑡 − 𝑠 = 4 + 𝑥 − (𝑇 + 𝑡)。若補貼金額為 𝑠 ，則只

有互動價值為 2 的女性會接受；當互動價值為 𝑥 時，女性接受補貼 𝑠 、

同意互動後的報酬為負（𝑥 − 𝑇 + 𝑠 = 𝑠 − 𝑠 < 0），不會接受男性的條件。

補貼金額 𝑠  讓男性得到預期報酬 𝜃(4 − 𝑡 − 𝑠 )。比較兩者，若滿足條件 

𝜃(4 − 𝑡 − 𝑠 ) > 4 + 𝑥 − (𝑇 + 𝑡), 

                                                 
104

 此時男性面對標準的「反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問題，必須在效率（efficiency）

與減少資訊租（rent extraction）之間做一權衡（trade-off）。Jean-Jacques Laffont and David 

Martimort, The Theory of Incentives: The Principal-Agent Model, chapter 2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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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只有價值為 2 的女性會與男性互動、用餐，低於最有效率的數量。資訊

不對稱導致寇斯定理失效。 

進一步考慮 𝑠  的可能數值。若 𝑠 = 𝑇 − 2 > 0，亦即互動價值為 2

的女性也需要補貼，則上述互動、交易量低於有效率水準的條件為 

𝜃(4 − 𝑡 − 𝑇 + 2) = 𝜃[4 + 2 − (𝑇 + 𝑡)] > 4 + 𝑥 − (𝑇 + 𝑡). 

此條件成立與否，仍然只受價格水準（𝑇 + 𝑡）的影響，價格結構的中立性

成立。但若 𝑠 = 0，則同樣的條件變成 

𝜃(4 − 𝑡) > 4 + 𝑥 − (𝑇 + 𝑡). 

此時，價格結構也能改變條件成立與否。維持價格水準 𝑇 + 𝑡 不變，𝑡 越

小（所以 𝑇 越大）則條件越容易滿足，互動、交易量越傾向低於有效率的

水準。亦即，價格結構的中立性只在前者成立，後者則不成立105
。 

                                                 
105

 Rochet and Tirole 以買賣交易說明資訊不對稱下的價格結構中立性；Rochet and Tirole 

(2006), supra note 90, at 649-650. 與男女互動情境最大的差異在於，買賣之間必然伴隨金錢

移轉，但在此處的分析，金錢補貼未必發生。以交易來說，買方的互動價值為消費賣家所

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的價值，賣家的「互動價值」則為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成本，必然為負。

若無金錢「補貼」，亦即若買方不付錢，賣方自然不願交易。進一步說明如下：令雙方只

交易一單位商品。買方能享受的消費價值為 𝑏，賣方的成本可能為較低的 𝑐𝑙 或較高的 𝑐ℎ。

平臺對買方設定的交易費為 𝑡 ，賣方則為 𝑡 。假設（1）平臺為唯一的交易管道，雙方的

其他選項報酬為零；（2）無論賣家成本高低，在目前平臺的訂價之下，雙方都交易是有效

率的結果，亦即 𝑏 − 𝑐𝑙 > 𝑏 − 𝑐ℎ > 𝑡 + 𝑡 ;（3）成本為賣家的私有資訊，買家認為低成本

的機率為 𝜃，高成本的機率為 1 − 𝜃，𝜃 介於 0 與 1 之間；以及（4）買家提出不接受就

拉倒的交易價格。在這些設定下，買家將支付給賣家的價格訂在 𝑐ℎ + 𝑡 ，可保證交易一

定成立，買家報酬為 𝑏 − 𝑡 − 𝑐ℎ − 𝑡 = 𝑏 − 𝑐ℎ − (𝑡 + 𝑡 )；若將價格訂在 𝑐𝑙 + 𝑡 ，則只有 

𝜃  的機率成交，買家預期報酬為  𝜃(𝑏 − 𝑡 − 𝑐𝑙 − 𝑡 ) = 𝜃[(𝑏 − 𝑐𝑙) − (𝑡 + 𝑡 )]。若 

𝜃[(𝑏 − 𝑐𝑙) − (𝑡 + 𝑡 )] > 𝑏 − 𝑐ℎ − (𝑡 + 𝑡 )，則資訊不對稱導致無效率的交易量；這個條件

只受平臺設定的使用費價格水準（𝑡 + 𝑡 ）影響，與價格結構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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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臺間的價格競爭 

在「範例：獨占平臺的最適訂價」的設定中納入另一個平臺，以討論

平臺價格競爭。我們假設平臺之間無差異性，並先考慮使用者單棲的情況，

與標準的單邊事業，單一商品價格競爭（又稱為 Bertrand 競爭）做一比較。 

為了簡化說明，避免不必要的技術性分析，我們只考慮同一群使用者

之間均為同質的狀況，讓範例中的兩位女性互動價值均為 𝑥，如圖 2- 11
106。

其中，−4 < 𝑥 < 4：女性的互動價值低於男性，且可能為負值；但兩性互

動仍然能提升經濟效率。 

在標準的單邊價格競爭模型，若兩廠商有相同且固定的邊際成本，則

價格競爭導致廠商都訂價在邊際成本，廠商均衡利潤為零。若進一步假設，

當消費者選擇兩廠商的消費者剩餘相同時，會隨機選擇，各有 1/2 的機率購

買其中一家廠商產品，則均衡市占率亦為廠商各有 1/2 市場107。 

                                                 
106

 同群體使用者為同質的設定，也出現在 Caillaud and Jullien 的分析；Bernard Caillaud and 

Bruno Jullien, “Competing Cybermediaries,” 45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797-808 (2001), 

and Caillaud and Jullien (2003), supra note 44.  
107

 Tirole (1988), supra note 11, at 209-211. 嚴格來說，在雙占模型（duopoly）中，若廠商

具有相同，且維持常數的邊際成本，任何的市占率瓜分均可能發生於 Bertrand 均衡。但文

獻中常以 50-50，亦即對分市場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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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平臺的價格競爭結果，與 Bertrand 競爭有相似之處，但也有相當

不同的差異。而這些差異對於競爭政策有相當的重要性。我們也整理一些

文獻所提及，應用單邊邏輯（single-sided logic）於多邊平臺的謬誤，並以

範例討論做一比對。我們最後討論使用者多棲下的平臺競爭。 

（一） 爭逐市場 

參見圖 2- 11，兩個平臺（夜店 A 與 B）提供一樣的服務，且均無任何

成本，使用者互動價值亦不因所選夜店而改變。圖 2- 11 描繪使用者分配於

不同平臺的一種可能：只有女性 2 在夜店 B，其他人都在夜店 A。此時，

基於單棲的假設，女性 2 找不到人可以互動，兩位男性也無法接觸女性

2
108。 

                                                 
108

 因此這無法成為均衡時的使用者分配。詳見「範例＊：單棲的價格競爭均衡」分析。 

圖 2- 11  平臺競爭與使用者單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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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價工具的策略作用 

平臺間的競爭程度取決於能採用的訂價工具。我們先讓平臺擁有較豐

富的訂價工具，假設兩間夜店都可對使用者設定入場費與使用費，但是仍

然無法對同一群的使用者進行差別取價109。令夜店 A 對女性的入場費為 𝑃 ，

使用費為 𝑇 ；對男性的入場費為 𝑝 ，使用費為 𝑡 。夜店 B 對女性的入場

費則為 𝑃 ，使用費為 𝑇 ；對男性的入場費為 𝑝 ，使用費為 𝑡 （大寫英

文字母仍為對女性的訂價，小寫字母為對男性的訂價；下標則表示夜店）。 

夜店的入場費（𝑃 , 𝑝 , 𝑃 , 𝑝 ）可為正值或負值；負值表示夜店補貼某

些使用者入場。但是我們假設即便在平臺上，是否互動仍為個別使用者的

決策，因此使用費不能超過個別使用者的互動價值，亦即對女性而言，

𝑇  與 𝑇 ≤ 𝑥；對男性而言，𝑡  與 𝑡 ≤ 4。使用費的設定必須滿足這些限制

110。  

直覺來說，入場費與使用費都是平臺汲取使用者互動效益的方式。以

圖 2- 11 為例，女性 1 在夜店 A 可與兩位男性互動，以 𝑃 + 2𝑇  的代價，

得到互動價值 2𝑥；消費者剩餘為 2x − (𝑃 + 2𝑇 )。給定互動數量以及總

支出（𝑃 + 2𝑇 ）不變，女性 1 並不在乎入場費（𝑃 ）或使用費（𝑇 ）孰大

孰小。 

對於平臺，入會費與使用費則提供不同的策略功能：由於入會費與後

續的互動狀況無關，除非有其他限制，否則平臺可以使用負的入會費來補

                                                 
109

 在夜店的情境中，使用費的徵收可能需要一些巧思；前揭頁 15。後面將討論平臺只能

以入場費競爭的狀況。 
110

 這與「範例：獨占平臺的最適訂價」所考慮的情境略有不同；參見前揭註 93 的討論。

對使用費的類似限制出現在 Caillaud and Jullien (2001)；該文更進一步限定使用費不能為負

值，以防止有人為了取得使用費的補貼而「亂配對」。(“[A] negative [transaction] fee would 

induce false matching to collect the fee.” Caillaud and Jullien (2001), supra note 106, at 800.) 

但是該文的兩群使用者的互動價值均為正值，毋須補貼亦願意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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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subsidize）使用者，使其願意加入平臺上111。一旦付了入會費，使用者

加入平臺，使用費的設計只要確保使用者願意互動即可。在滿足互動意願

的前提，平臺可藉由使用費來汲取（extract）使用者所產生的互動價值。 

而當使用者為單棲，平臺甚至只需補貼其中一群使用者。只要該群使

用者全部集中在某一平臺，為了取得互動機會，另一群使用者也只能轉戰

同一平臺。例如：在圖 2- 11 的使用者分配，夜店 B 可使用以下方式搶攻

市場：以負的入會費（𝑃 < 0）給予女性足夠的補貼，讓所有女性都改上

夜店 B；再對男性設定適當的價格，保證其消費者剩餘不低於從夜店 A 得

到的入會費補貼。夜店 B 對女性的補貼使得女性集中在夜店 B；而缺乏女

性的夜店 A 使得男性無法得到任何互動效益，與異性互動的唯一可能，成

為夜店 B 對男性「進攻」的競爭利基。此即為「分化」（divide and conqure）

策略112。 

我們在「範例＊：單棲的價格競爭均衡」說明分化策略的細節，以及

平臺價格競爭均衡。此處則先提供均衡結果的直覺說明。 

                                                 
111

 以入會費補貼，確保使用平臺的意願，也可以解決使用者之間的「協調」（coordinatiion）

問題，不致因為懷疑平臺能否聚集足夠的使用者而裹足不前；參見「無法補貼」小節，當

平臺無法補貼時的討論。這是 Weyl 所謂「insulating tariff」的一種。Weyl (2010), supra note 

84, at 1648 (“The platform can lower (raise) its price on side ℐ when hoped-for (undesirable) 

side 𝒥 users that are valuable (harmful) to marginal users on side ℐ fail to show up. This 

insulates the platform’s allocation on side ℐ from the influence of side 𝒥 participation. At the 

logical extreme the platform can ensure that 𝑁 ℐ̃ users participate on side ℐ regardless of side 

𝒥 decisions if it charges the insulating tariff… Then the unique equilibrium is the platform’s 

target allocation.”); citation omitted. 
112

 Caillaud and Jullien (2003), supra note 44, at 310 (“[S]ubsidiz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one 

side (divide) and recovering the loss on the other side (conquer).”). 在產業經濟學文獻中，分化

策略的討論並非始於多邊市場；參見 Robert Innes and Richard Sexton, “Strategic Buyers and 

Exclusionary Contracts,” 84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6-84 (1994)。更一般化地說，分化

策略描述以低於成本的價格補貼某群消費者，並用高於成本的價格從另一群消費者獲利的

策略。Jullien et al. (2021), supra note 32, at 23 (“Strategies that set prices below cost for some 

consumers compensated with prices above cost on other con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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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棲的價格均衡特性 

（1） 市占率分配 

首先，在使用者配置（兩間夜店分別會有多少使用者）方面，均衡時

所有使用者集中在同一夜店；文獻稱此為「優勢廠商均衡」（dominant-firm 

equilibrium）113。如圖 2- 12 所示，所有使用者都在夜店 A，夜店 B 則無任

何客戶；因此，平臺之間的競爭為「爭逐市場」（competition for the market）。

基於間接網路外部性，單棲使用者集中在同一平臺，往往亦為最有效率的

配置114。直覺來說，若使用者分散在不同平臺，則其中一個平臺可藉由「集

                                                 
113

 Caillaud and Jullien (2001), supra note 106, at 802; and Caillaud and Jullien (2003), supra 

note 44, at 314. 
114

 參見「範例：間接網路外部性與經濟效率」的討論；前揭頁 18。此處討論的前提為平

臺之間無任何差異，且不因服務人數增加而降低互動品質或提高服務成本。前者表示，除

了可互動的人數外，使用者並未偏好參與哪一平臺；後者則排除使用者上升導致的「擁

塞」。 

圖 2- 12  均衡使用者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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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帶來的額外效益吸引使用者，尤其，以負的入會費讓使用者分享這

些額外效益。與之相較，單邊市場之下的 Bertrand 競爭，通常導致廠商均

分市場；但在多邊市場，同質平臺之間激烈的價格競爭，卻可能導致市場

「傾覆」（tipping）至單一平臺的結果。 

即便個別平臺能取得完全的市占率，如圖 2- 12 中的夜店 A，價格競爭

卻可能導致夜店 A 在均衡時無法獲取任何利潤。此與單邊市場下的 Bertrand

競爭結論一致，原因也類似。若夜店 A 賺取利潤，但夜店 B 無任何利潤，

則後者有動機以較低的價格、「少賺一點」的「讓利」方式，來爭取客戶。

因此，為了爭逐整個市場，夜店會競爭到再砍價就無利可圖為止。 

由圖 2- 13 來看，若夜店 A 身為優勢廠商的利潤為正，表示使用者無

法獲取完整的互動效益。既然夜店 B 與夜店 A 有相同的效率，若能將使用

者全部吸引到夜店 B，也能產生相同的經濟效益。因此，夜店 B 有動機「讓

利」，讓使用者保留較高的互動效益，爭取使用者；圖中兩性的總消費者剩

餘，在夜店 B 為優勢廠商時，均較夜店 A 為優勢廠商為高。夜店 B 取得優

勢平臺地位後，可賺取利潤雖較原本夜店 A 為少，但仍為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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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者協調與補貼 

即便有強烈的動機削價競爭，平臺仍須有適當的訂價工具，才能成功

爭取使用者。在單邊市場的 Bertrand 競爭，消費者各自做出購買決策。只

要商品或服務的單價夠低，便能刺激買氣，搶奪市占率。廠商只需要產品

單價這個訂價工具。但在多邊平臺，廠商所提供的服務—不同群使用者之

間的互動，其消費決策係由不同群使用者共同決定。例如：男女雙方都同

意進入夜店才能聯誼、買賣方雙方都願意接受，才能以信用卡支付等等。

即便夜店 B 提出較優惠的使用費，讓使用者在每次互動都可以享有更多的

（扣除使用費後的）淨效益，若不確定其他使用者會一起跳槽，個別使用

者也會裹足不前。 

因此，在多邊平臺的競爭環境裡，價格競爭的激烈程度、以及平臺的

均衡利潤，部分取決於平臺能否解決使用者之間的「協調」（coordination）

問題115。而上述的分化策略，便可成功克服使用者協調問題：以足夠的入

會費補貼女性，使其無視男性的決策，移轉到夜店 B。一旦聚集了女性客

群，吸引男性客群的難度也大為下降。尤其，夜店 B 可藉由高額使用費，

汲取男性的互動效益，再以適當的入會費，保證其加入誘因。 

由以上的討論可發現，分化策略要求平臺擁有足夠的訂價工具，並制

定適當的價格結構。若無法以負的價格補貼，或者無法用不同的工具來分

別汲取使用價值以及保證參與誘因，都可能導致分化策略的失敗，而讓優

                                                 
115

 Caillaud and Jullien (2001), supra note 106, at 801 (“[T]here is no way to attract a 

population as agents are pessimistic about the other population not botheringto register for 

intermediation.”). 

圖 2- 13  價格競爭與「讓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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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平臺享有利潤。更具體地說，若（1）無法補貼，則夜店 B 缺乏能夠有效

克服使用者協調問題的工具，身為優勢廠商的夜店A甚至可享受獨占利潤；

（2）無法收取使用費，但仍然可以用入場費補貼，則當女性使用者的互動

價值為正（𝑥 > 0）時，夜店 A 可享受一定的利潤，雖然此利潤水準低於獨

占利潤。但若女性使用者的互動價值為負值或者零（𝑥 ≤ 0），則夜店 A 仍

然無法獲取任何均衡利潤。 

以下範例說明價格競爭均衡的細部分析；平臺無法補貼，以及無法收

取使用費的情形，則分別在下一小節說明。（較具技術性的討論，以＊表示。） 

3. 範例＊：單棲的價格競爭均衡 

為了與競爭之下的結果做一比對，在進行討論之前，我們整理同質女

性使用者下的獨占平臺最適訂價。 

（1） 獨占平臺與（同群）同質使用者 

若兩位女性使用者的單位互動價值均為 𝑥，且−4 < 𝑥 < 4，兩位男性

使用者的單位互動價值仍為 4，且獨占平臺（夜店 A）只收取入會費，則最

適訂價為對兩邊分別徵收完整互動收益的入會費，𝑃 = 2𝑥 以及 𝑝 = 8。此

時獨占平臺利潤為完整的互動效益（16 + 4𝑥），消費者剩餘均為零。 

（2） 同質平臺的競爭 

考慮圖 2- 11 的平臺與使用者設定（但容許其他的使用者分配）。兩間

夜店都沒有任何成本，也沒有任何使用或品質上的差異。所有使用者均為

單棲，只有待在同一間夜店，才能產出互動價值。 

令兩間夜店的訂價策略分別為夜店 A 的 (𝑃 , 𝑇 , 𝑝 , 𝑡 ) 與夜店 B 的 

(𝑃 , 𝑇 , 𝑝 , 𝑡 )，並以 𝐶𝑆 
  

 表示女性 1（上標）參與平臺 A（下標）所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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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費者剩餘，其餘符號類似。使用費不能高於個別使用者的互動價值

（𝑇  與 𝑇 ≤ 𝑥，以及 𝑡  與 𝑡 ≤ 4）；否則，即便出現在平臺，也不會產生

互動。 

由於平臺（夜店）只有提供異性互動的價值，有人光臨、能夠賺取收

益的夜店中，必然至少有一對男女在其中互動。我們將可能的分配繪製如

圖 2- 14。由於平臺為同質，我們省略同類型的對稱分配116。  

我們按以下幾個步驟分析價格競爭均衡：首先，討論使用者在平臺間

的均衡配置；其次，找出均衡時的平臺利潤；最後，刻劃（characterize）均

衡價格。分化策略將出現在推論步驟中。 

（3） 步驟一：使用者的均衡配置 

圖 2- 14 的四種配置，可以進一步區分成幾種類型，分別討論。  

A. 其中一位使用者「落單」 

                                                 
116

 例如在圖 2- 14（a），除了女性 2 以外，其他人都在夜店 A。這與除了女性 1 以外，其

他人都在同一夜店（無論夜店 A 或 B）的情況相同。 

圖 2- 14  使用者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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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4（a）與（b）分別描繪女性 2 與男性 2 單獨在夜店 B 的狀況。

落單的使用者無法與任何異性互動，因此無法產生經濟效益。夜店 B 也沒

有任何收益來源來補貼落單的使用者，使其願意留在夜店裡。夜店 B 以及

落單使用者的消費者剩餘均為零117。 

由於同一群使用者有一樣的特徵，且平臺無法在同性間進行差別取價，

落單的使用者若改到夜店 A，可得到相同的消費者剩餘。例如圖 2- 14（a）

中的女性 2，在夜店 A 裡可得到與女性 1 一樣的消費者剩餘。既然女性 1

願意留在夜店 A，女性 2 也應該願意做出一樣的選擇；同理，圖 2- 14（b）

中的男性 2 也可仿效男性 1。我們可排除此種配置為均衡配置118。 

                                                 
117

 這個狀況與落單的使用者不參與任何平臺時相同。 
118

 此處無法排除圖 2- 14（a）中的女性 1 與圖 2- 14（b）中的男性 1 消費者剩餘亦為零

的情況。但我們假設在無異（indifferent）的情況下，使用者會選擇與人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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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兩對男女分散在不同平臺 

參考圖  2- 14（c），若均衡為此種分配，女性 1 可得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𝑥 − (𝑃 + 𝑇 ) ≥ 0。給定其餘使用者的選擇不變，由於女性 1 在夜

店 B 也可與一位男性互動，享受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𝑥 − (𝑃 + 𝑇 ) ≥ 0，女

性 1 留在夜店 A，不會跑到夜店 B 的原因必然是 𝑃 + 𝑇 ≤ 𝑃 + 𝑇 。同理，

要讓女性 2 留在夜店 B，享受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2 − (𝑃 + 𝑇 ) ≥ 0，而非

跑到夜店 A，訂價必須滿足 𝑃 + 𝑇 ≥ 𝑃 + 𝑇 。因此，兩間夜店對女性的

訂價滿足 𝑃 + 𝑇 = 𝑃 + 𝑇  的條件。而男性在兩夜店的消費者剩餘分別為 

𝐶𝑆 
  = 4 − (𝑝 + 𝑡 ) 與 𝐶𝑆 

  = 4 − (𝑝 + 𝑡 )；基於同樣推論，兩夜店對

於男性的訂價也應滿足 𝑝 + 𝑡 = 𝑝 + 𝑡 。令女性所享有的消費者剩餘為 

𝐶𝑆 
  

= 𝑥 − (𝑃 + 𝑇 ) = 𝐶𝑆 
  

= 2 − (𝑃 + 𝑇 ) = 𝐶𝑆 ≥ 0，男性在不同夜店

享有的消費者剩餘為  𝐶𝑆 
  = 𝐶𝑆 

  = 𝐶𝑆 ≥ 0，此時兩夜店利潤相同

（𝜋 = 𝑃 + 𝑇 + 𝑝 + 𝑡 = 𝑃 + 𝑇 + 𝑝 + 𝑡 = 𝜋 = 𝜋 ≥ 0）。由於消費者

剩餘及廠商利潤均不應為負值，且每一對男女在夜店能產生的總剩餘（total 

surplus）為 𝑥 + 4，分配於兩使用者與夜店，4 + 𝑥 = 𝜋 + 𝐶𝑆 + 𝐶𝑆 ，可

得平臺利潤上限為 4 + 𝑥。 

令夜店 A 維持其訂價不變，但夜店 B 改採以下策略， 

補貼女性的分化策略：𝑃 ̃ = −𝐶𝑆 − 𝜀,  𝑇 ̃ = 𝑥, 𝑝 ̃ = min {𝑝 , 0} − 𝜀, 𝑡 ̃ = 4，

其中 𝜀 > 0 為一微小正數。 

在入場費部分，夜店 B 以負的入場費方式，對女性給予略高於原本消

費者剩餘的補貼。對於男性：（1）若原本夜店 A 入場費大於或等於零，則

夜店 B 給與男性微小補貼（若 𝑝 ≥ 0，則 𝑝 ̃ = min {𝑝 , 0} − 𝜀 = −𝜀 < 0）；

（2）若原本夜店 A 給與男性補貼，則夜店 B 也提供略多一點的補貼（若 

𝑝 < 0，則 則 𝑝 ̃ = min {𝑝 , 0} − 𝜀 = −𝑝 − 𝜀 < −𝑝 ）。在使用費部分，兩

性互動時，夜店 B 分別對男性收取 4，對女性收取 𝑥 的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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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這個分化策略，女性在夜店 B 可得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 − 𝑃 ̃ +

𝑞 
 ̃(𝑥 − 𝑇 ̃) = 𝐶𝑆 + 𝜀 > 𝐶𝑆 ，其中 𝑞 

 ̃ ≥ 0 為夜店 B 中的男性數量。由

於夜店 B 給的補貼已經高過女性原本在夜店 A 能夠得到的消費者剩餘，即

便沒有任何互動，兩位女性都會跑到夜店 B。對於男性，由於夜店 A 中已

經沒有任何女性，留下來無法得到任何互動效益，最多只有入場費的補貼。

亦即，若 𝑝 < 0，男性留在夜店 A 可得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 −𝑝 > 0；但

若 𝑝 ≥ 0，男性沒有任何動機留在夜店 A
119。轉進夜店 B，可得消費者剩

餘為：當 𝑝 < 0，夜店 B 的男性入場費為 𝑝 ̃ = 𝑝 − 𝜀，因此男性在夜店

B可得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 − 𝑝 ̃ + 2(4 − 𝑡 ̃) = −𝑝 + 𝜀 > −𝑝 ；當 𝑝 ≥ 0，

夜店B的男性入場費則為 𝑝 ̃ = −𝜀，男性可得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 −𝜀 > 0。

無論哪種情況，兩位男性也都改上夜店 B。 

最後，我們檢查夜店 B 的確可以得到較高的利潤：分化策略下，所有

使用者都會跑到夜店 B，與兩位異性互動，夜店 B 可得利潤 

𝜋 ̃ = 2(𝑃 ̃ + 2𝑇 ̃) + 2(𝑝 ̃ + 2𝑡 ̃)

= 2[(−𝐶𝑆 − 𝜀 + 2𝑥) + (min {𝑝 , 0} − 𝜀 + 8)]

= 2(8 + 2𝑥 − 𝐶𝑆 + min{𝑝 , 0} − 2𝜀)

= 2[(4 + 𝑥) + (4 + 𝑥 − 𝐶𝑆 + min{𝑝 , 0}) − 2𝜀]; 

由於 4 + 𝑥 = 𝜋 + 𝐶𝑆 + 𝐶𝑆 ，夜店 B 利潤可表達成 

𝜋 ̃ = 2[(4 + 𝑥) + (𝜋 + 𝐶𝑆 + min{𝑝 , 0}) − 2𝜀], 

                                                 
119

 至多為當 𝑝 = 0，在夜店 A 的消費者剩餘為零（𝐶𝑆 
 ̃ = −𝑝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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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4 + 𝑥 > 0。由於之前的利潤  𝜋  上限為  4 + 𝑥，只要  𝜋 + 𝐶𝑆 +

min{𝑝 , 0} ≥ 0，且 𝜀 夠小，夜店 B 便能獲得較高利潤（𝜋 ̃ > 𝜋）。 

依據 𝑝  的正負值分別考慮：若 𝑝 ≥ 0，則 𝜋 + 𝐶𝑆 + min{𝑝 , 0} =

𝜋 + 𝐶𝑆 ≥ 0，原因在於廠商利潤與消費者剩餘均不為負值。若 𝑝 < 0，

由於  𝐶𝑆 = 𝐶𝑆 
  = 4 − (𝑝 + 𝑡 )，可得  𝜋 + 𝐶𝑆 + min{𝑝 , 0} = 𝜋 +

𝐶𝑆 + 𝑝 = 𝜋 + (4 − 𝑡 ) ≥ 0，其中 𝜋 ≥ 0 且 𝑡 ≤ 4。無論哪種情況，夜

店 B 採用分化策略均可提升利潤；圖 2- 14（c）的情形無法成為均衡使用

者配置。 

C. 集中互動 

排除其他可能後，均衡時使用者必然集中於單一平臺，如圖 2- 14（d）

所示（同圖 2- 12）。接下來，我們找出對應的均衡利潤與價格。 

（4） 步驟二：平臺的均衡利潤 

前一步驟的分析表明，均衡時所有使用者都會集中在同一個平臺；令

此平臺為夜店 A，如圖 2- 12 所示；此時夜店 B 因為沒有任何客人，利潤

為零。我們論證，均衡時，價格競爭也會導致夜店 A 利潤為零。 

在 (𝑃 , 𝑇 , 𝑝 , 𝑡 ) 的價格下，四位使用者皆在夜店 A 互動，其中 𝑇 ≤ 𝑥 

且 𝑡 ≤ 4。此時男性可得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𝑝 + 2(4 − 𝑡 ) = 8 − (𝑝 +

2𝑡 )、女性可得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𝑃 + 2(𝑥 − 𝑇 ) = 2𝑥 − (𝑃 + 2𝑇 )、夜

店 A 的利潤為 𝜋 = 2(𝑃 + 2𝑇 + 𝑝 + 2𝑡 ) = 16 + 4𝑥 − 2(𝐶𝑆 
 
+ 𝐶𝑆 

 ) =

2[8 + 2𝑥 − (𝐶𝑆 
 
+ 𝐶𝑆 

 )]。 

若夜店 B 提出類似上述「補貼女性的分化策略」：𝑃 ̃ = −𝐶𝑆 
 
− 𝜀,  𝑇 ̃ =

𝑥, 𝑝 ̃ = min {𝑝 , 0} − 𝜀, 𝑡 ̃ = 4，其中 𝜀 > 0 為一微小正數，按照同樣的分

析步驟，可得所有使用者都會移轉到夜店 B。夜店 B 可得利潤 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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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𝑃 ̃ + 2𝑇 ̃) + 2(𝑝 ̃ + 2𝑡 ̃) = 2(8 + 2𝑥 − 𝐶𝑆 
 
+ min{𝑝 , 0} − 2𝜀)；依據 𝑝  

的正負值，可得 

𝜋 ̃ = {
2(8 + 2𝑥 − 𝐶𝑆 

 
− 2𝜀), 𝑝 ≥ 0,

2(8 + 2𝑥 − 𝐶𝑆 
 
+ 𝑝 − 2𝜀), 𝑝 < 0;

 

代入 𝜋 = 2[8 + 2𝑥 − (𝐶𝑆 
 
+ 𝐶𝑆 

 )] 與 𝐶𝑆 
 = 8 − (𝑝 + 2𝑡 )，則得  

𝜋 ̃ = {
𝜋 + 2𝐶𝑆 

 − 4𝜀, 𝑝 ≥ 0,

𝜋 + 2(8 − 2𝑡 − 2𝜀), 𝑝 < 0;
 

只要此利潤為正，夜店 B 就會以分化策略，搶奪夜店 A 的所有使用者。 

由於 𝐶𝑆 
 ≥ 0、以及 𝑡 ≤ 4，當夜店 A 利潤為正（𝜋 > 0），只要 𝜀 > 0

夠小，𝜋 ̃ 即為正值。夜店 B 採用此分化策略必然有利可圖。因此，均衡時

夜店 A 無任何利潤。 

（5） 步驟三：均衡價格結構 

最後，我們討論夜店 A 能夠採行的均衡價格結構。由前兩個步驟可知，

價格競爭時，所有使用者會集中在單一平臺，例如夜店 A，但此優勢廠商

的均衡利潤為零。但並非所有導致夜店 A 無利潤的訂價都可以成為均衡價

格。例如當夜店 B 採取補貼女性的分化策略時，即便夜店 A 無利潤，夜店

B 可得利潤為 

𝜋 ̃ = {
2𝐶𝑆 

 − 4𝜀, 𝑝 ≥ 0,

2(8 − 2𝑡 − 2𝜀), 𝑝 < 0;
 

若 𝑝 ≥ 0 且 𝐶𝑆 
 > 0，或者 𝑝 < 0 且 𝑡 < 4，夜店 B 均能在有利可圖

的前提下成功以此策略搶奪市場。此外，夜店 B 亦可嘗試補貼男性，試行

以下策略， 

補貼男性的分化策略：𝑝 ̃ = −𝐶𝑆 
 − 𝜀,  𝑡 ̃ = 4, 𝑃 ̃ = min {𝑃 , 0} − 𝜀, 𝑇 ̃ = 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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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𝜀 > 0 為一微小正數。 

此時，男性在夜店 B 可得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 − 𝑝 ̃ + 𝑞 

 ̃(4 − 𝑡 ̃) =

𝐶𝑆 
 + 𝜀 > 𝐶𝑆 

 ，其中 𝑞 
 ̃

≥ 0 為夜店 B 中的女性數量；即便沒有任何異

性，兩位男性都會跑到夜店 B。對於女性，留在夜店 A 無法得到任何互動

效益，最多只有入場費方面的補貼，𝐶𝑆 
 ̃

= max{−𝑃 , 0} = −min {𝑃 , 0}；轉

進夜店B則可得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 − 𝑃 ̃ + 2(𝑥 − 𝑇 ̃) = −min{𝑃 , 0} + 𝜀 >

𝐶𝑆 
 ̃
。兩位女性也都改上夜店 B，與兩位男性互動。夜店 B 可享受利潤 

𝜋 ̃ = 2(𝑃 ̃ + 2𝑇 ̃ + 𝑝 ̃ + 2𝑡 ̃)

= 2[(min {𝑃 , 0} − 𝜀 + 2𝑥) + (−𝐶𝑆 
 − 𝜀 + 8)]

= 2(8 + 2𝑥 − 𝐶𝑆 
 + min{𝑃 , 0} − 2𝜀)

= 𝜋 + 2𝐶𝑆 
 
+ 2min{𝑃 , 0} − 4𝜀; 

同樣按照 𝑃  的正負值區分，並令 𝜋 = 0，可得 

𝜋 ̃ = {
2𝐶𝑆 

 
− 4𝜀, 𝑃 ≥ 0,

2(2𝑥 − 2𝑇 − 2𝜀), 𝑃 < 0;
 

不適當的訂價設計（若 𝑃 ≥ 0 且 𝐶𝑆 
 

> 0，或者 𝑃 < 0 且 𝑇 < 𝑥），同

樣能讓夜店 B 搶奪市場，並且賺取利潤。 

因此，夜店 A 可採行以下的訂價方式，來防止夜店 B 藉由補貼其中一

方的分化策略來搶奪市場： 𝑇 = 𝑥, 𝑡 = 4, 𝑃 + 𝑝 = −(8 + 2𝑥), 𝑃 ≤

0, 𝑝 ≤ 0。亦即，以使用費完整汲取互動價值，再以入場費補貼使用者，並

讓使用者享有所有的互動效益。（此時消費者剩餘為  𝐶𝑆 
 

= −𝑃  與 

𝐶𝑆 
 = −𝑝 ，且滿足  2(𝐶𝑆 

 
+ 𝐶𝑆 

 ) = −2(𝑃 + 𝑝 ) = 2(8 + 2𝑥)  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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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4. 訂價工具不完整之下的競爭均衡 

（1） 無法補貼 

首先考慮平臺無法以負的入場費補貼使用者，夜店 A 的 𝑃  與 𝑝 ，以

及夜店 B 的 𝑃  與 𝑝 ，最低只能為零。由於女性的互動價值 𝑥 可能為負，

使用費除了原有的限制（𝑇  與 𝑇 ≤ 𝑥 以及 𝑡  與 𝑡 ≤ 4），不再額外設限。 

假設夜店 A 成為優勢廠商且賺取利潤（𝜋 > 0）。若夜店 B 要能成功搶

占市場，必須要能誘使使用者轉戰夜店 B。面對訂價 (𝑃 , 𝑇 , 𝑝 , 𝑡 )，且 𝑃  

與 𝑝 ≥ 0，女性使用者改到夜店 B 的消費者剩餘為 𝐶𝑆 
 

= −𝑃 + 𝑞 
 (𝑥 −

𝑇 )，其中 𝑞 
  為夜店B中的男性人數。由於夜店B無法採取補貼（𝑃 ≥ 0），

若要讓女性在夜店 B 享受正的消費者剩餘，則一定要確定夜店 B 中有男性

存在（𝑞 
 > 0），且 𝑇 < 𝑥。後者可由夜店 B 控制，但前者則與使用者的

預期心理（expectation）有關。若女性懷疑夜店 B 的吸客能力，不認為男性

會跑到夜店 B（亦即 𝑞 
 = 0），無論使用費 𝑇  再低，女性都會留在夜店

A。同理，男性在夜店 B 的消費者剩餘（𝐶𝑆 
 = −𝑝 + 𝑞 

 
(4 − 𝑡 )，其中 𝑞 

 
 

為夜店 B 中的女性人數）一樣取決於男性所預期，夜店 B 對女性的吸引力。

若不認為女性會跑到夜店 B，則男性也不會改變121。 

                                                 
120

 若所有的經濟效益完全歸諸其中一方，例如，若 𝐶𝑆𝐴

𝑓
= −𝑃𝐴 = 8 + 2𝑥，則只要滿足 

𝐶𝑆𝐴
𝑚 = −𝑝

𝐴
+ 2(4 − 𝑡𝐴) = 0，夜店 A 可選擇 𝑝 > 0 且 𝑡 < 4。但是這個訂價的結果與 

𝑝 = 0 且 𝑡 = 4 相同。因此，我們選擇呈現與 Caillaud and Jullien (2003)相同的最適訂價

策略；Caillaud and Jullien (2003), supra note 44, at 314. 
121

 Cailland and Jullien 稱使用者對夜店 B 有「悲觀想法」（pessimistic beliefs）；Caliiand and 

Jullien (2003), supra note 44, at 314. Jullien et al.則進一步定義使用者對平臺的「不友善想法」

（unfavorable beliefs）。給定各平臺的訂價，若使用者會協調到讓某一平臺有最小的均衡市

占率，則該平臺面對「不友善想法」。Jullien et al. (2021), supra note 32, at 23 ( “[A] firm faces 

unfavorable beliefs… if… consumers coordinate on the equilibrium allocation that minimizes 

the firm's market share on both 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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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白地說，前述的分化策略仰賴補貼其中一群使用者，誘使這群使

用者無視另一群的決策，改到夜店 B。而「誘導」的關鍵在於補貼。若無

法進行補貼，則分化策略也無從下手。 

以上的推論，與夜店 A 的利潤高低無關，也同樣適用於夜店 A 取得獨

占利潤，亦即所有的互動價值（16 + 4𝑥），而讓所有使用者消費者剩餘均

為零的情況。因此，若平臺無法補貼使用者，即便面對價格競爭，均衡時，

優勢廠商可能取得獨占利潤122。 

（2） 只以入會費進行競爭＊ 

其次，考慮平臺只能收取入會費（且容許為負值），而無法採取使用費。

令優勢廠商為夜店 A，夜店 B 則考慮以分化策略打入市場。由於兩者皆無

法收取使用費，之前的推論，以及消費者剩餘、廠商利潤等需稍作修正。 

若夜店 A 的訂價為 (𝑃 , 𝑝 )，且所有使用者都聚集在夜店 A 中，則消

費者剩餘分別為女性的 𝐶𝑆 
 

= 2𝑥 − 𝑃 、以及男性的 𝐶𝑆 
 = 8 − 𝑝 ，夜店

利潤則為 𝜋 = 2(𝑃 + 𝑝 ) = 2(8 + 2𝑥 − 𝐶𝑆 
 
− 𝐶𝑆 

 )。 

按照女性使用者互動價值的正負值分別討論。首先，令女性使用者的

互動價值不為負值（𝑥 ≥ 0），則分化策略需修正為：令 𝜀 > 0 為微小正數， 

補貼女性的分化策略：𝑃 ̃ = −𝐶𝑆 
 
− 𝜀，以及 𝑝 ̃ = 8 + min {𝑝 , 0} − 𝜀； 

補貼男性的分化策略：𝑝 ̃ = −𝐶𝑆 
 − 𝜀，以及 𝑃 ̃ = 2𝑥 + min{ 𝑃 , 0} − 𝜀。 

首先驗證修正後的分化策略仍然成功吸引所有使用者。若採取補貼女

性的分化策略，則女性使用者在夜店 B 可得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 −𝑃 ̃ + 𝑞 
 ∙

𝑥 = 𝐶𝑆 
 
+ 𝜀 + 𝑞 

 ⋅ 𝑥，其中 𝑞 
 ≥ 0 為夜店 B 中的男性人數。由於 𝜀 > 0 

以及 𝑥 ≥ 0，無論夜店 B 有多少男性，女性在夜店 B 可得的消費者剩餘必

然大於留在夜店 A 的消費者剩餘。此一補貼金額可以成功吸引所有女性。

                                                 
122

 Jullien et al. (2021), supra note 32, a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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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女性都跑到夜店 B，男性留在夜店 A 只剩下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 −𝑝 ，

但轉戰夜店 B 則可享有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 −𝑝 ̃ + 8。要能確保男性到夜店

B，必須同時滿足 𝐶𝑆 
 ̃ ≥ 0 以及 𝐶𝑆 

 ̃ > 𝐶𝑆 
 ̃。前者要求 𝑝 ̃ ≤ 8、後者則

要求 𝑝 ̃ < 8 + 𝑝 。將 𝑝 ̃ 設定在 𝑝 ̃ = 8 + min {𝑝 , 0} − 𝜀，可盡量提高 𝑝 ̃

（以提高夜店 B 的利潤）同時滿足兩個條件。 

若採取補貼男性的分化策略，則男性使用者在夜店 B 可得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 −𝑝 ̃ + 𝑞 

 
∙ 4 = 𝐶𝑆 

 + 𝜀 + 4 ⋅ 𝑞 
 

> 𝐶𝑆 
 ；無論夜店 B 中有多少女性

（𝑞 
 

≥ 0），男性都會改到夜店 B。此時女性留在夜店 A 的消費者剩餘為 

𝐶𝑆 
 ̃

= −𝑃 ，改去夜店 B 的消費者剩餘為 𝐶𝑆 
 ̃

= −𝑃 ̃ + 2 ∙ 𝑥。同時滿足 

𝐶𝑆 
 ̃

≥ 0 與 𝐶𝑆 
 ̃

> 𝐶𝑆 
 ̃
 的最高入場費為 𝑃 ̃ = 2𝑥 + min{𝑃 , 0} − 𝜀。 

分化成功，吸引所有使用者後，夜店 B 可得利潤 𝜋 ̃ = 2(𝑃 ̃ + 𝑝 ̃)。採

取補貼女性的分化策略，並帶入 𝜋 = 2(8 + 2𝑥 − 𝐶𝑆 
 
− 𝐶𝑆 

 ) = 2[(8 −

𝐶𝑆 
 
) + 2𝑥 − 𝐶𝑆 

 ] 的關係式，夜店 B 利潤可表達為 

𝜋 ̃ = 2(𝑃 ̃ + 𝑝 ̃) = 2(−𝐶𝑆 
 
− 𝜀 + 8 + min {𝑝 , 0} − 𝜀)

= 2(8 − 𝐶𝑆 
 
+ min {𝑝 , 0} − 2𝜀)

= (𝜋 − 4𝑥) + 2(𝐶𝑆 
 + min{𝑝 , 0}) − 4𝜀. 

無論夜店 A 是否對男性提供補貼（亦即無論 𝑝  為正值抑或負值），

𝐶𝑆 
 + min{𝑝 , 0} 均不為負值123。若要讓夜店 B 無法以補貼女性獲利，必

須滿足 𝜋 − 4𝑥 ≤ 0。而補貼男性的分化策略則讓夜店 B 獲得利潤 

                                                 
123

 當  𝑝 ≥ 0，則  𝐶𝑆 
 + min{𝑝 , 0} = 𝐶𝑆 

 ≥ 0。若  𝑝 < 0，則  𝐶𝑆 
 + min{𝑝 , 0} =

𝐶𝑆 
 + 𝑝 = 8。 



 

73 

 

𝜋 ̃ = 2(𝑃 ̃ + 𝑝 ̃) = 2(2𝑥 + min {𝑃 , 0} − 𝜀 − 𝐶𝑆 
 − 𝜀)

= 2(2𝑥 − 8 + 𝑝 + min {𝑃 , 0} − 2𝜀)

= 2(𝑝 + min{𝑃 , 0}) − 4(4 − 𝑥) − 4𝜀

≤ 2(𝑝 + 𝑃 ) − 4(4 − 𝑥) − 4𝜀 = 𝜋 − 4(4 − 𝑥) − 4𝜀. 

要保證夜店 B 無利可圖，必需滿足 𝜋 − 4(4 − 𝑥) ≤ 0。因此，要防止夜店

B藉由分化策略來搶奪市長，夜店A的利潤上限為 𝜋 ≤ min {4𝑥, 4(4 − 𝑥)}。 

但若滿足 𝜋 ≤ min {4𝑥, 4(4 − 𝑥)} 的上限，則面對夜店 B 競爭，均衡

時夜店 A 的確可賺取利潤。尤其，若 𝑥 > 0 所以 min{4𝑥, 4(4 − 𝑥)} > 0，

夜店 A 可完整汲取男性使用者的消費者剩餘（令 𝑝 = 8，所以 𝐶𝑆 
 = 0），

再對女性加以適當的補貼 𝑃 = (
𝜋 

2⁄ ) − 8 < 0，得到 𝜋 = min{4𝑥, 4(4 −

𝑥)} > 0 的利潤124。 

最後，我們考慮女性使用者的互動價值為負值（𝑥 < 0）的情況125。此

時必須給予女性入會費的補貼，才可能維持平臺生存，平臺的獲利來源必

然在男性；我們只需考慮 𝑃 < 0 與 𝑝 > 0 的情形。 

若夜店 B 採用以下的分化策略： 

補貼女性的分化策略：𝑃 ̃ = 𝑃 − 𝜀，以及 𝑝 ̃ = 8 − 𝜀，其中 𝜀 > 0 為微小

正數；亦即，夜店 B 給予女性使用者略高於夜店 A 的補貼，再從男性使用

者汲取幾乎全部的互動效益。 

                                                 
124

 若 𝑥 ≥ 4 − 𝑥，則 𝑥 ≥ 2，此時 𝜋 = 4(4 − 𝑥) ≤ 8；若 𝑥 < 4 − 𝑥，則 𝑥 < 2，此時 

𝜋 = 4𝑥 < 8。兩種情況都導致 𝑃 = (
𝜋 

2⁄ ) − 8 < 0 
125

 由於無法以使用費補貼，此時必須排除使用者可個自決定是否互動。一旦出現在平臺

上，不同群的使用者就會發生互動。參見前揭註 93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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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分化策略下，女性使用者可從夜店 B 得到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 −𝑃 ̃ + 𝑞 
 ⋅ 𝑥 = −𝑃 + 𝜀 + 𝑞 

 ⋅ 𝑥，其中 𝑞 
  為夜店B中的男性人數。

由於 𝑥 < 0 而且 𝑞 
  為介於 0 與 2 之間的數字，𝐶𝑆 

 ̃
= −𝑃 + 𝜀 + 𝑞 

 ⋅ 𝑥 >

−𝑃 + 2𝑥 = 𝐶𝑆 
 
；女性使用者會移轉到夜店 B。此時，男性使用者在夜店 B

的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 −𝑝 ̃ + 2 ⋅ 4 = 𝜀 > 0，而逗留在空蕩蕩的夜店 A 可得

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 −𝑝 < 0。男性使用者也會轉戰夜店 B。 

分化策略可讓夜店 B 得到利潤 

𝜋 ̃ = 2(𝑃 ̃ + 𝑝 ̃) = 2(𝑃 − 𝜀 + 8 − 𝜀) = 2(8 + 𝑃 − 2𝜀)

= 𝜋 − 2𝑝 + 16 − 4𝜀 = 𝜋 + 2(8 − 𝑝 ) − 4𝜀,  

其中，帶入 𝜋 = 2(𝑃 + 𝑝 )，或者 2𝑃 = 𝜋 − 2𝑝 。由於 𝑝 ≤ 8（否則 

𝐶𝑆 
 = 8 − 𝑝 < 0），若夜店 B 無利可圖，均衡時夜店 A 亦無法賺取任何利

潤（𝜋 = 0）。 

（二） 應用「單邊邏輯」於多邊平臺的謬誤 

歸納以上的平臺訂價，當使用者均為單棲時，即便服務兩邊的使用者

成本相同（此處我們令成本為零）： 

 若為獨占平臺，則 

（1） 其最適訂價可能排除一些有效率的互動（「範例：獨占平

臺的最適訂價」中，若 −4 < 𝑥 < −1，女性 2不會參與互動）； 

（2） 有效率的互動參與，可能對應到傾斜的價格結構（「範例：

獨占平臺的最適訂價」中，若 −1 ≤ 𝑥 < 2，最適訂價的價格

結構 
𝑃

𝑝
⁄ = 𝑥

4⁄ ≤ 1
2⁄ ；或者「範例＊：單棲的價格競爭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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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中的優勢平臺，最適訂價的價格結構 𝑃 𝑝⁄ = 2𝑥
8⁄ = 𝑥

4⁄ ）。 

 當兩個同樣有效率的平臺以豐富的訂價工具進行價格競爭，則 

（1） 均衡結果為所有使用者都集中在同一平臺的優勢廠商均

衡。基於間接網路效果，這也是有效率的使用者配置； 

（2） 在均衡訂價，優勢廠商會藉由使用費汲取各群體的互動

效益，再以入會費分配此效益（在「範例＊：單棲的價格競

爭均衡」，優勢廠商夜店 A 的均衡訂價為 𝑇 = 𝑥, 𝑡 = 4, 𝑃 +

𝑝 = −(8 + 2𝑥), 𝑃 ≤ 0, 𝑝 ≤ 0）； 

（3） 優勢廠商的均衡利潤為零；所有經濟效益由使用者分

享； 

（4） 但若平臺能使用的訂價工具受到限制，例如無法補貼使

用者、或者無法徵收使用費，則優勢廠商均衡利潤可能為正。 

由以上的整理可發現，在一個多邊平臺的商業模式中，若忽略「多邊」

的特性，而以傳統「單邊」的思維來看待，例如將女性與男性區分成兩個

獨立市場，無視兩者之間的連動性，對於平臺的策略行為與其經濟效果，

可能產生一些誤解、甚或謬誤（fallacies）。以下整理幾項應用基於單邊廠商

所發展出來的「傳統智慧」於多邊平臺時，所需要小心評估的地方。 

1. 謬誤：「高額的邊際淨利表示市場力量」126
 

在單邊市場，常以「拉氏指數」（Lerner index）衡量個別廠商市場力量，

其計算方式為 

                                                 
126

 Wright (2004), supra note 32, at 47 (“Fallacy 2: A high price-cost margin indicates marke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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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𝑝 − 𝑀𝐶)
𝑝⁄ , 

其中 𝑝 為廠商的產品單價，𝑀𝐶 則為其邊際成本127
。直覺來說，考慮邊際

成本固定的單純情境，在（單邊的）完全競爭市場，廠商均衡訂價為其邊

際成本，利潤為零。若廠商面對較弱的競爭壓力，則能提高價格、賺取利

潤。因此，廠商拉抬訂價的能力愈高，拉氏指數愈大，可推論市場上競爭

壓力愈小，廠商的市場力量愈大。 

應用同一邏輯於「範例＊：單棲的價格競爭均衡」的平臺競爭，但只

考慮男性市場，忽略夜店所面對的多邊性質，則會發現夜店 A（此範例的

優勢廠商）在男性市場具有相當高的市場力量。若計算拉氏指數，範例中

假設平臺無任何成本，𝑀𝐶 = 0，同時令夜店 A 選擇均衡訂價 𝑇 = 𝑥, 𝑡 =

4, 𝑃 = −(8 + 2𝑥), 𝑝 = 0（參考前述整理，平臺競爭時的第（2）點），亦

即夜店 A 將所有的互動效益分配給女性使用者，男性的消費者剩餘為零。

此時，無論將拉氏指數中的產品價格定義成使用費（𝑡 = 4），或者設法將

入會費納入計算，都可以得到拉氏指數為 1，指數可能的最大值。按照標準

的解釋，夜店 A 在男性市場擁有極為強大的市場力量。 

但是，由此範例的分析，或者前述整理，平臺競爭的第（3）點可知，

夜店 A 的均衡利潤為零。因此，忽略多邊平臺不同邊的關聯，只注意單一

市場，可能在平臺實際上面對強力競爭，整體利潤為零（或極低）時，得

到平臺在單邊擁有市場力量，可取得相當利潤的錯誤結論。 

                                                 
127

 Abba Lerner, “The Concept of Monopol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Monopoly Power,” 1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57-175 (1934). 另參見 Roger Blair and David Kaserman, 

Antitrust Economics, p. 103-107 (2009)；以及陳和全、周振鋒，經濟分析方法於競爭法議題

應用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9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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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謬誤：「價格低於邊際成本表示掠奪性訂價」128
 

掠奪性訂價通常指稱廠商藉由低價、甚至低於成本的價格，不惜承受

短期虧損，將競爭者驅逐出市場後，再提高價格，以便獲取獨占利潤的策

略129。 

以此檢視範例中夜店對女性的訂價，並假設女性使用者的互動效益為

負值（𝑥 < 0），則會誤認為夜店 A 在女性市場進行掠奪訂價：若為獨占平

臺（「範例：獨占平臺的最適訂價」），且兩位女性的互動價值均為 𝑥 < 0，

則夜店 A 對女性的最適（入場費）訂價 𝑃 = 2𝑥 < 0；若為競爭之下的優勢

廠商（「範例＊：單棲的價格競爭均衡」的平臺競爭），則夜店 A 對女性的

最適使用費為 𝑇 = 𝑥 < 0，入會費亦不可能大於零（𝑃 ≤ 0；參見「範例

＊：單棲的價格競爭均衡」，或者前述整理，平臺競爭的第（2）點）。在這

兩種市場結構，夜店 A 對女性的訂價都低於成本（亦為零）。 

但身為獨占時，根據假設，夜店 A 沒有競爭對手需要「掠奪」。而在「範

例＊：單棲的價格競爭均衡」，面對競爭時，競爭對手夜店 B 始終存在，夜

店 A 也沒有提高價格，賺取利潤的可能。（按前述整理，平臺競爭時的第（3）

點，夜店 A 利潤為零）。因此，夜店 A 補貼女性使用者的動機，並非在女

性市場進行掠奪性訂價，而是基於多邊市場的特性，讓女性參與平臺後，

才能進一步吸引男性、創造價值。 

                                                 
128

 Wright (2004), supra note 32, at 48 (“Fallacy 3: A price below marginal cost indicates 

predation.”). 
129

 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27, at 146-161. 陳和全、周振鋒（2013），前揭註

127，頁 13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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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謬誤：「強化競爭會使價格結構更平衡」130
 

若消費者剩餘的分配亦為競爭政策的目標之一，則競爭法主管機關可

能希望以平臺競爭改善偏於一方的價格結構，使得消費者剩餘在不同群體

使用者的分配可以更為平衡（balanced）。 

的確，比較獨占（「範例：獨占平臺的最適訂價」）與競爭（「範例＊：

單棲的價格競爭均衡」的平臺競爭）兩種市場結構：在前者，獨占平臺享

有所有經濟效益，使用者的消費者剩餘為零；在後者，則所有經濟效益歸

諸於使用者，優勢廠商利潤為零。競爭的確能提升使用者整體所享受到的

消費者剩餘。但是由平臺競爭範例的分析可知（參見前述整理，平臺競爭

的第（2）點），經濟效益在兩群使用者的任意分配，皆可能構成均衡結果。

可能由女性獨得經濟效益、男性使用者的消費者剩餘為零；可能由男性獨

得、女性的消費者剩餘為零；也可能是平均分配。平臺競爭本身無法保證

使用者得到「適當」的剩餘分配。 

                                                 
130

 Wright (2004), supra note 32, at 49 (“Fallacy 5: An increase in competition necessarily 

results in a more balanced price structure.”). 與消費者剩餘如何分配於不同群體使用者有關，

傾斜的價格結構可能被理解成其中一個群體對另一群體進行交叉補貼（cross-subsidization）。

例如，在「範例＊：單棲的價格競爭均衡」的平臺競爭分析中，若優勢廠商夜店 A 選擇的

均衡訂價為 𝑇 = 𝑥, 𝑡 = 4, 𝑃 = −(8 + 2𝑥), 𝑝 = 0，則女性使用者在入場費上受到補貼，

男性的互動價值則完全被汲取殆盡。Caillaud and Jullien 曾經以交叉補貼描述此種訂價方

式。Caillaud and Jullien (2001), supra note 106, at 803 (“This pricing strategy is characterized 

by cross-subsidies: the low externality side of the market is subsidized by the high externality 

group…”). 但是Wright並不認同此種解讀，並將之列為應用單邊邏輯的謬誤之一。(“Fallacy 

7: Where one side of a two-sided market receives services below marginal cost, it must be 

receiving a cross-subsidy from users on the other side.”) 其原因在於，若為交叉補貼，則受補

貼的一方（如夜店中的女性）消失，應該可以提升付出補貼一方（男性客群）的利益。但

很明顯地，若女性消失，則男性也找不到對象可以互動。Wright (2004), supra note 32, at 50 

(“Another way of demonstrating the lack of a cross-subsidy is to note that if there was a 

cross-subsidy from men to women, then it would follow that men would necessarily be better off 

if women were banned from the nightclub. It would also imply a rival nightclub that just catered 

to men could set up and profitably undercut the original nightclub. Clearly, this is not the case in 

this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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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謬誤：「高市占率代表市場力量」 

基於單邊市場的競爭政策分析，往往以市占率捕捉廠商的市場力量；

市占率愈高則市場力量愈大131。在極端的情況下獨占廠商的市占率為 100%、

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廠商市占率則可能極小。 

然而，在多邊平臺，平臺競爭範例的分析表明，價格競爭仍然可能導

致優勢廠商握有 100%市占率的均衡結果（前述整理，平臺競爭的第（1）

點）。激烈的競爭，壓低了優勢廠商所能獲得的利潤（參見前述整理，平臺

競爭的第（3）點，優勢廠商均衡利潤為零），而非其市占率。換言之，面

對多邊平臺的產業環境，高市占率本身未必能充分說明平臺的市場力量，

需佐以其他資訊，才能適當地判別。 

（三） 多棲之下的價格競爭 

不同因素可能影響平臺間的競爭強度，甚至改變優勢廠商的均衡結果，

讓不同平臺可共存於市場132。我們這裡簡短討論其中一個多邊平臺的重要

特徵—使用者多棲。 

1. 競爭瓶頸下的個體決策與競爭誘因 

考慮「競爭瓶頸」133（如圖 2- 6），修改「範例：獨占平臺的最適訂價」

的設定，令男性可多棲，女性則維持單棲。每一對使用者之間最多只互動

一次。例如：在圖 2- 15 中，兩位女性分處不同平臺（夜店），兩位男性則

可同時出現在不同平臺（夜店），因此，每位女性都可與兩位男性互動。 

                                                 
131

 以市占率捕捉市場力量的經濟邏輯，可由需求彈性來連結。參見 Blair and Kaserman 

(2009), supra note 127, at 107-108；以及陳和全、周振鋒（2013），前揭註 127，頁 92-93。 
132

 Jullien et al. (2021), supra note 32, at 30 (“Four forces that can prevent tipping in two-sided 

markets are: platform differentiation, multi-homing, compatibility, and… congestion.”). 
133

 在所有使用者都可多棲下的價格競爭，參見 Caillaud and Jullien (2003), supra note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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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圖 2- 15 所顯示的使用者分布中，即便女性使用者分

散在不同平臺，所有可能的互動價值都能夠實現。每位使用者都能夠與兩

位異性互動。因此，某一方多棲，可能改變「獨占平臺導致最有效率的使

用者分配」134的結果。在衡量競爭效果時，若系爭行為導致市場傾覆，使

用者集中於單一平臺，是否可引用「效率答辯」（efficiency defense），援引

效率提升作為行為正當性的理由之一，取決於是否所有使用者均為單棲。

若某一群使用者可多棲，則可能另須尋求提升效率的來源。 

其次，多棲也改變了使用者參與平臺的決策，以及平臺之間的競爭關

係。假設兩個夜店對於男性使用者分別設定 𝑝  與 𝑝  的入會費，以及 𝑡  

與 𝑡  的使用費。若兩個夜店的女性數量分別為 𝑞 
 
 與 𝑞 

 
，每位男性只加

入夜店 A，可得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𝑝 + 𝑞 

 (4 − 𝑡 )，只加入夜店 B 則得

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𝑝 + 𝑞 

 
(4 − 𝑡 )，與單棲時相同。但若男性使用者多

棲，兩家夜店都加入，則可得消費者剩餘 

                                                 
134

 參見「範例：間接網路外部性與經濟效率」的討論，前揭頁 18。 

圖 2- 15  競爭瓶頸與使用者互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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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𝑆   
 = [−𝑝 + 𝑞 

 (4 − 𝑡 )] + [−𝑝 + 𝑞 
 (4 − 𝑡 )] = 𝐶𝑆 

 + 𝐶𝑆 
 ; 

亦即，男性分別付出兩夜店的入場費（𝑝  與 𝑝 ）後，再計算在各別夜店

能夠得到的互動淨效益（在夜店 A 的  𝑞 
 (4 − 𝑡 )  與在夜店 B 的 

𝑞 
 (4 − 𝑡 )）。而多棲的消費者剩餘，恰好為只參與個別平臺時的消費者剩

餘總和。 

因此，對於男性使用者，是否加入個別夜店，變成獨立決策，與是否

已加入、或考慮加入另一間夜店無關。例如：對於是否付費加入夜店 A： 

 當尚未加入任何夜店，則只要在夜店 A 所獲得消費者剩餘大於或

等於零（𝐶𝑆 
 ≥ 0），男性就會願意參與； 

 當已加入夜店 B，可獲得 𝐶𝑆 
  的消費者剩餘，再加入夜店 A 的

意願取決於可否再因此獲得額外益。確切條件為 𝐶𝑆   
 = 𝐶𝑆 

 +

𝐶𝑆 
 ≥ 𝐶𝑆 

 ，或者 𝐶𝑆 
 ≥ 0。 

在兩種情況下，男性參與夜店 A 的條件均為 𝐶𝑆 
 ≥ 0。同理，參與夜店 B

的條件為 𝐶𝑆 
 ≥ 0，與是否加入夜店 A 無關。 

既然男性選擇不同平臺的決策為彼此獨立，平臺之間也毋須競爭男性

使用者。多拉一位男性到自己的平臺，也無法保證同一位使用者不會參與

其他平臺；只要 𝐶𝑆 
 ≥ 0，夜店 A 無法（在目前的價格工具下）誘使男性

遠離夜店 B
135。因此，在多棲的男性端，平臺可以求取獨占價格，在維持

參與意願的條件下盡量汲取消費者剩餘，毋須擔心平臺競爭會損失男性客

群136。 

                                                 
135

 平臺可能藉由獨家交易契約達成此一目的（Armstrong and Wright (2007), supra note 16）。

參見後續的說明。 
136

 Armstrong (2006), supra note 74. 在同質使用者的簡單例子，即便消費者剩餘為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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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只能單棲的女性端，平臺之間仍有激烈的競爭關係。成功多拉

一位女性客戶，可以使自己的夜店對男性更有吸引力，也讓另一間夜店少

一位女性，因此弱化競爭對手。而應用前述圖 2- 13，「讓利」的經濟邏輯，

均衡時，價格競爭將耗盡夜店利潤，所有互動效益歸諸於女性使用者137。 

在以下範例，我們將「範例＊：單棲的價格競爭均衡」平臺競爭分析

延伸到男性使用者多棲，說明幾個結果：圖 2- 15 的使用者配置可以成為價

格競爭之下的均衡分配，但均衡時兩個平臺的利潤與男性使用者的消費者

剩餘均為零，以及女性使用者可以得到所有的互動效益。 

2. 範例＊：競爭瓶頸的價格競爭 

令夜店 A 訂價為 (𝑃 , 𝑝 , 𝑇 , 𝑡 )，夜店 B 訂價為 (𝑃 , 𝑝 , 𝑇 , 𝑡 )。均衡

時，若使用者配置如圖 2- 15，則女性在兩家夜店分別可得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𝑃 + 2(𝑥 − 𝑇 ) = 2𝑥 − (𝑃 + 2𝑇 ) 與 𝐶𝑆 
 

= 2𝑥 − (𝑃 + 2𝑇 )；男

性在兩家夜店可得消費者剩餘  𝐶𝑆   
 = [−𝑝 + 1 ⋅ (4 − 𝑡 )] + [−𝑝 + 1 ⋅

(4 − 𝑡 )] = 𝐶𝑆 
 + 𝐶𝑆 

 ，其中 𝐶𝑆 
 = 4 − (𝑝 + 𝑡 )，𝐶𝑆 

 = 4 − (𝑝 + 𝑡 )；

夜店 A 利潤為 𝜋 = (𝑃 + 2𝑇 ) + 2(𝑝 + 𝑡 ) = 2𝑥 − 𝐶𝑆 
 
+ 2(4 − 𝐶𝑆 

 )，夜

店 B 利潤為 𝜋 = (𝑃 + 2𝑇 ) + 2(𝑝 + 𝑡 ) = 2𝑥 − 𝐶𝑆 
 
+ 2(4 − 𝐶𝑆 

 )。 

由於男性並不需要在兩個平臺之間二擇一，只要 𝐶𝑆 
 ≥ 0 就會加入夜

店 A，因此，夜店 A 的最適訂價必然使得男性在夜店 A 的消費者剩餘為零

138。同樣地，男性在夜店 B 的均衡消費者剩餘亦為零；𝐶𝑆 
 = 𝐶𝑆 

 = 0。 

                                                                                                                                   

有男性仍然願意參與平臺。但若男性使用者之間為異質，則平臺的訂價仍然會影響男性參

與人數，如同「範例：獨占平臺的最適訂價」中，獨占平臺面對異質女性客群的狀況。 
137

 Armstrong (2006), supra note 74, at 670 (“[P]latforms do have to compete for the 

single-homing agents, and high profits generated from the multi-homing side are to a large 

extent passed on to the single-homing side in the form of low prices (or even zero prices).”). 
138

 若 𝐶𝑆 
 > 0，夜店 A 可以微幅調升對男性的價格，例如將入會費調整為 𝑝 + 𝜀，但保

持男性消費者剩餘為正（亦即 𝜀 小於原本的消費者剩餘，𝐶𝑆 
 − 𝜀 > 0）以及其他價格不

變。調整後，兩位男性仍會加入夜店 A，因此女性也不會改變其行為，但是夜店 A 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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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定兩位男性都會在兩家夜店出現，若女性在兩家夜店的消費者剩餘

不同，例如，若 𝑃 + 2𝑇 > 𝑃 + 2𝑇 ，使得 𝐶𝑆 
 

< 𝐶𝑆 
 
，則女性 1 會改到

夜店 B。均衡時，不同夜店必須提供相同的女性消費者剩餘，𝐶𝑆 
 

= 𝐶𝑆 
 
；

兩家夜店的均衡利潤因而相同，𝜋 = 2𝑥 + 8 − 𝐶𝑆 
 

= 2𝑥 + 8 − 𝐶𝑆 
 

= 𝜋 。

亦即，我們必須決定，每個平臺所成產生的互動效益（2𝑥 + 8）在夜店與

女性使用者之間的均衡分配。 

若夜店B對女性的訂價比夜店A稍低，可以將女性 1從夜店A搶過來，

再同步調整對男性的訂價，以汲取多了一位女性帶來的互動效益，維持男

性在夜店 B 的消費者剩餘為零。亦即，夜店 B 對女性的訂價滿足 

𝑃 ̃ + 2𝑇 ̃ = 𝑃 + 2𝑇 − 𝜀，對男性的訂價則滿足 𝐶𝑆 
 ̃ = −𝑝 ̃ + 2(4 − 𝑡 ̃) =

0，或者 𝑝 ̃ + 2𝑡 ̃ = 8，此時夜店 B 可將所有互動納入其中，每位使用者都

會支付入會費，並在夜店 B 與兩位異性互動。夜店 B 可得到利潤 

𝜋 ̃ = 2(𝑃 ̃ + 2𝑇 ̃) + 2(𝑝 ̃ + 2𝑡 ̃) = 2(𝑃 + 2𝑇 − 𝜀) + 16

= 2(2𝑥 − 𝐶𝑆 
 
) + 16 − 2𝜀

= [𝜋 − 2(4 − 𝐶𝑆 
 )] + 16 + (2𝑥 − 𝐶𝑆 

 
) − 2𝜀

= 𝜋 + (2𝑥 + 8) − 𝐶𝑆 
 
− 2𝜀; 

其中，最後一行的推導應用到男性消費者剩餘為零（𝐶𝑆 
 = 0）的條件。 

在原本「均分女性市場」的價格均衡下，夜店 B 可以享受與夜店 A 一

樣的利潤（𝜋 = 𝜋 ）。若以上「搶攻女性客群」可以讓夜店 B 得到較高的

利潤，則夜店 B 必然會執行此一策略。因此，圖 2- 15 是否可成為均衡使

                                                                                                                                   

可上升 𝜀，表示 𝐶𝑆 
 > 0 不會是均衡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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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分配，取決於夜店 B 是否可藉此提高利潤，亦即 𝜋 ̃ ≷ 𝜋 。而由所推

得的利潤 𝜋 ̃ 可知，只要女性使用者無法得到完整的互動效益（𝐶𝑆 
 

< 2𝑥 +

8），就存在微幅 𝜀 > 0 來滿足 𝜋 ̃ > 𝜋 。反之，若女性使用者可得到整個

互動效益 （𝐶𝑆 
 

= 2𝑥 + 8），則搶奪對方的女性客群只會使得夜店 B 利潤

下降；夜店 B 會滿足於原本的價格策略。而既然所有互動效益歸諸女性使

用者，夜店利潤必然為零（𝜋 = 𝜋 = 2𝑥 + 8 − 𝐶𝑆 
 

= 0）。 

因此，當圖 2- 15 所描述的使用者分配構成價格均衡時，兩間夜店的利

潤以及男性使用者的消費者剩餘均為零，每位女性則可享受個別平臺所產

生的完整互動效益；均衡 𝜋 = 𝜋 = 𝐶𝑆   
 = 0, 𝐶𝑆 

 
= 𝐶𝑆 

 
= 2𝑥 + 8。 

第三節   多邊平臺非價格競爭行為與競爭分析 

本節討論多邊平臺可能採行的非價格競爭策略，包括單邊事業中常見

的獨家交易與搭售，以及晚近在多邊平臺商業模式相當受到注目的「最惠

國待遇」（most-favored-nation clauses），又稱「價差條款」（price parity clauses）。

部分課題近來受到相當注目，新的研究亦不斷發展。我們此處僅簡要討論

一些已發表之研究成果（部分相關之未發表論文則於註腳討論）；較有系統

之整理，則有待未來研究進展相對成熟，產業經濟學界已有相當共識之時。 

一、 獨家交易139
 

根據第二小節的討論，使用者多棲對於平臺競爭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可能改變平臺傾覆發生與否140。直覺來說，若使用者可以多棲，當新平臺

                                                 
139

 本節部分內容由臺北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班詹仁廷、以及臺北大學經濟學系學士班

陳彥瑀協助整理。 
140

 前揭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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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使用者可以嘗試新的服務，而毋須放棄既有平臺（incumbent platform）

的服務與其間接網路效果所產生之效益；多棲因此有助於新平臺進入市場。

為了防止競爭者進入市場，既有平臺可能藉由獨家交易等契約方式限制使

用者多棲，亦即，要求簽下獨家交易的使用者，不得與其他平臺交易。 

根據芝加哥學派，以獨家交易排除競爭、封鎖市場的最大挑戰為，簽

約對象為何會同意限制、限縮自己未來的交易可能141。若新進廠商的確較

有效率，能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既有廠商必須找到某種補償安排，來說

服簽約對象放棄競爭與效率進步帶來的效益。諸多後芝加哥（post-Chicago）

的理論發展，都是在探討何種安排可以讓既有廠商成功以獨家交易排除進

入。 

此處，學者指出，多邊平臺為獨家交易提供了可能條件142：由於「雞—

蛋問題」，平臺成功的前提是讓不同群體使用者能夠參與、使用平臺，新進

平臺亦然。因此，既有平臺並毋須以獨家交易簽下所有使用者，只需要其

中一群使用者（例如：交易平臺上的賣家）同意獨家交易，不使用新平臺，

另一群使用者（買家）即便能夠多棲，也無法在新平臺上找到互動對象。

而給予賣家的補償，可由買家身上取得。亦即，既有平臺可以對買家制定

獨占價格，再將所得利潤分配給賣家，說服其簽下獨家交易。 

在實體交易平臺如百貨公司或大型購物商場，可由「半徑條款」（radius 

clause）達成獨家交易：要求商家在一定半徑距離內，不可在其他百貨公司

或購物商場設櫃143。我國公平會曾於 2002 年「太平洋崇光百貨」案處分此

                                                 
141

 關於獨家交易在單邊事業的討論，包括芝加哥學派以及後續發展，參見邱敬淵、李素

華，競爭法下市場封鎖經濟效果之研究－獨家交易，公平交易季刊，第 26 卷第 4 期（2018）。 
142

 Toker Doganoglua and Julian Wright, “Exclusive dealing with network effects,” 2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45-154 (2010). 該研究同時表明，即便有先

制定價格的優勢，既有平臺無法只以優惠的價格來排除競爭，必須要求使用者不加入其他

平臺，亦即使用獨家交易契約。另參見 Armstrong and Wright (2007), supra note 16. 
143

 Tim Brühn and Georg Götz, “Exclusionary Practices in Two-Sided Markets: The Effect of 

Radius Clauses on Competition between Shopping Centers,” 39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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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行為144；有趣的是，該案亦涉及平臺「價差條款」145。 

二、 搭售146
 

數位服務常常展現邊際成本極低，甚至趨近於零的性質。此時，多邊

平臺傾斜的價格結構，可能導致對某一群使用者訂定「負價格」的補貼147。

但是，直接以金錢補貼使用者，可能產生實務上的困難，例如：吸引一些

只為領取現金，對產品毫無興趣的投機者（opportunists）。此時，平臺訂價

面對所謂的「非負價格限制」（non-negative price constraint），亦即價格最低

只能為零，無法為負數。 

若有非負價格限制，研究指出，平臺可以藉由搭售來進行補貼148。例

如：當 Microsoft 無法直接以現金方式「獎勵」消費者安裝、使用其影音撥

放軟體 WMP（Windows Media Player），則可採用搭售方式，將 WMP 預先

安裝至其具備市場優勢地位的個人電腦作業系統 Windows；同樣地，Google

要求 Android 系統的手機製造商，若欲安裝 Google 的應用程式商店（app 

store）Google Play，則亦應安裝其搜尋引擎Google Search與瀏覽器Chrome，

也可視為類似策略149。 

在非負價格限制下，搭售可能達成延伸市場力量的目的，亦即，「槓桿

理論」（leverage theory）可能成立150。以影音撥放軟體（例如：Microsoft

                                                                                                                                   
Economics, 577-590  (2018). 
144

 公處字第 091086 號處分書。 
145

 參見後揭頁 85 分析。 
146

 本節部分內容由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學士班陳昱豪協助整理。 
147

 前揭頁 39。 
148

 Jay Pil Choi and Doh-Shin Jeon, “A Leverage Theory of Tying in Two-Sided Markets,” 13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283-337 (2021). 
149

 Id., at 285. 
150

 關於傳統單邊市場下的搭售討論，包括槓桿理論與芝加哥學派的批評，參見邱敬淵、

李素華，競爭法下市場封鎖經濟效果之研究－搭售，公平交易季刊，第 26 卷第 3 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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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WMP）與作業系統（例如：Windows）為例（參見圖 2- 16）。產品 B（影

音撥放軟體）具備多邊平臺性質，連接消費者與內容提供者，甚至廣告商；

產品 A（作業系統）亦可讓不同使用者互動，但其多邊特行對於分析較無

影響，較重要者為產品 A 對產品 B 的消費者亦可產生消費價值。 

產品 A 市場為獨占市場，只能由某一獨占廠商（例如：Microsoft）提

供；產品 B 市場則為競爭市場，（產品 A 的）獨占廠商與另一新進廠商均

可提供產品 B。假設新進廠商的產品 B 品質較佳，但無法進入產品 A 市場；

因此，只有獨占廠商可進行搭售。  

假設產品 B 所連結的使用者均為單棲151。若所有消費者都採用某一廠

商的產品 B，則內容提供者與廣告商只能選擇該產品與消費者互動，所有

內容與廣告所產生的收益均歸諸於該產品提供者。為了獲得這部分的收益，

兩個廠商有動機積極爭取消費者。 

                                                 
151

 Choi and Jeon (2021) 提供消費者多棲的延伸分析。Choi and Jeon (2021), supra note 148, 

at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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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兩產品的消費關聯。首先，假設兩產品的消費價值彼此獨立152。

此時，產品 B 在內容與廣告端的效益，會誘使獨占廠商與新進廠商進行激

烈的價格競爭，甚至以補貼爭取產品 B 的消費者。但是非負價格限制使得

廠商無法補貼，限制了價格競爭的程度。在零訂價時，由於新進廠商的產

品 B 品質較佳，所有消費者都會購買新進廠商的產品 B。 

此時，若獨占廠商進行搭售，購買其商品組合，消費者可以同時享受

產品 A 與獨占廠商產品 B 的消費價值。或者，產品 A 可視為對產品 B 消費

者的「非價格補貼」，補貼幅度則取決於獨占廠商對商品組合的整體價格。

假設產品 A 對產品 B 消費者的消費價值為 3，同時廠商競爭將產品 B 價格

                                                 
152

 作業系統與影音撥放軟體的例子較不適用於此。但獨立商品仍為文獻中的常見情況；

參見邱敬淵、李素華（2018），前揭註 150。 

圖 2- 16  搭售與非負價格限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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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在零訂價。若無搭售，獨占廠商會將產品 A 訂價在 3，充分汲取消費

者剩餘。若進行搭售，將兩個產品以 𝑃 的價格出售，可以想成消費者支付 

𝑃 的價格獲得商品A，同時以零的價格取得獨占廠商的商品B。只要 𝑃 < 3，

消費者可由產品 A 得到 3 − 𝑃 的消費者剩餘，從獨占廠商產品 B 的消費者

剩餘則維持不變。因此，獨占廠商形同給予消費者 3 − 𝑃 的補貼；若 𝑃 越

低，則補貼越多，消費者越受到獨占廠商商品組合的吸引，反之則補貼越

少，對消費者的吸引力越弱。 

由於新進廠商只有產品 B，無法採取同樣的搭售策略，要在產品 B 市

場競爭，只能盡量壓低價格。但受到非負價格限制，新進廠商最低只能採

取零訂價。即便獨占廠商調低訂價 𝑃，提供較高的補貼，新進廠商也缺乏

零訂價之後的其他手段。因此，獨立商品的搭售可以讓獨占廠商規避非負

價格限制，吸引爭取消費者，同時避免對手的反擊，因此不至加深競爭態

勢153。 

其次，（完全）互補品的搭售，則有不同作用。依據芝加哥學派，當獨

占廠商控制其中一個商品（產品 A），可以藉由適當的訂價，汲取新進廠商

在另一個商品（產品 B）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毋須自己獨占產品 B 市場。

因此，芝加哥學派並不贊同傳統的槓桿理論。 

但不搭售，「適當的訂價」包括獨占廠商必須壓低產品 B 的價格，才能

限制新進廠商的訂價，同時拉高產品 A 的價格以攫取新進廠商低價所帶來

的消費者剩餘。此處，非負價格限制同樣限制了兩廠商在產品 B 的價格競

爭程度，因而限制了獨占廠商能從產品 A 的有限效益。此外，獨占廠商亦

無法得到產品 B 另一端的內容與廣告效益。 

若採行搭售，則產品 B 也將成為獨占市場；獨占廠商將其市場力量從

                                                 
153

 Choi and Jeon (2021), supra note 148, at 283. (“In the independent products case, tying 

provides a mechanism to circumvent the constraint in the tied market without inviting aggressive 

responses by the rival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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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A 延伸到產品 B。消費者只能選擇購買品質較差的產品 B，獨占廠商

因此無法分潤新進廠商的效率進步。但以搭售獨占所有市場，可讓獨占廠

商取得內容與廣告效益；只要這此利益夠大，獨占廠商就有動機從事搭售。 

無論是獨立或互補商品，搭售都使得消費者消費品質較差的獨占廠商

產品 B；搭售因此降低社會福利。 

三、 最惠國待遇（價差條款）  

近年來，與多邊平臺商業模式相關的案件，除了結合之外，最惠國待

遇與反引導條款亦受到相當矚目。我們在此討論產業經濟學理論文獻對於

此類契約限制的競爭效果分析，並在第四章的案例討論，對照個案分析與

學理發展。由於目前的理論文獻對於最惠國待遇有較多討論，我們也聚焦

於此。 

（一） 最惠國待遇條款類型 

最惠國待遇通常發生在交易平臺，例如：Amazon Marketplace、

Booking.com、與蘋果的 app 或電子書商城等等，並與平臺廠商選擇所謂「代

理模式」（agency model），而非「批發模式」（wholesale model）有關。 

以圖 2- 17 為例，店家與消費者可以透過兩個交易平臺 A 與 B 進行交

易（此處，圖中黑色箭頭方向顯示商品流向），店家可能也擁有自己的銷售

管道，可以直接觸及消費者（如圖中灰色箭頭所示）。圖中顯示，店家 1 有

直接銷售與平臺 A 兩個銷售管道；店家 2 只透過平臺 A 銷售；店家 3 除了

直接銷售，也在兩個平臺上架；店家 4 則只有直接銷售，不利用任何平臺。 

店家通常可以決定直接銷售商品的訂價。透過平臺銷售的商品，其售

價由店家或平臺決定，就產生「代理模式」與「批發模式」的差異。在「批

發模式」，由平臺決定售予消費者的零售價；在「代理模式」，訂價權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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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在店家手上，平臺則通常收抽取價格的一定比例做為報酬（例如蘋果

的 30%抽成）154。而當平臺無法直接控制商品零售價，自然會擔心自家商

城的商品價格是否高於其他銷售管道，沒有競爭力。因此，採用代理模式

的交易平臺，也可能同時採用最惠國待遇。 

平臺的最惠國待遇條款可以進一步區分成「廣義最惠國待遇條款」

（wide most-favored-nation clauses）與「狹義最惠國待遇條款」〈narrow 

most-favored-nation clauses〉兩類。前者要求店家在自己平臺的訂價不能高

於所有其他銷售管道，後者則限縮比較範圍，僅要求在自己平臺的價格不

能高於店家直接銷售與消費者的價格155。  

                                                 
154

 將此處的店家視為供應商（suppliers），平臺視為零售商（retailers），Johnson 按照（1）

零售價格決定權在供應商或零售商，以及（2）兩者之間的價格移轉為供應商以單位批發

價（wholesale price）賣給零售商，抑或零售商收取零售價一定比例抽成，定義四種商業模

式。批發模式為供應商以批發價賣給零售商，再由零售商決定零售價；代理模式則為供應

商握有訂價權，零售商抽成。Justin Johnson, “The Agency Model and MFN Clauses,” 84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151-1185 (2017). 
155

 有時廣義最惠國條款的限制範圍較小，並未包括所有銷售管道。例如在英國競爭與市

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簡稱 CMA）2014 年對車輛保險市場的調查，

圖 2- 17  交易平臺與銷售管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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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圖 2- 17 為例，若平臺 A 對店家 3 要求廣義最惠國待遇，則後者透

過平臺 A 販售的商品，其零售價不得高於店家 3 於其他銷售管道（平臺 B

與直接銷售）的零售價；若僅要求狹義最惠國待遇，則店家 3 在平臺 A 的

零售價，不得高於店家 3 直接賣給消費者的零售價，但並未限制店家 3 在

平臺 B 的零售價。 

（二） 垂直市場結構觀點 

近年來，文獻中對於最惠國待遇—尤其廣義最惠國待遇的競爭效果分

析有相當的進展。有相當的研究，將最惠國待遇以及反引導條款視為平臺

加諸於店家的「垂直限制」（vertical restraint），採用「上游—下游—終端消

費者」的「三層市場」（three-tier market）架構，探討此類契約條款對於店

家訂價誘因與平臺之間價格競爭的影響156。 

1. 上游廠商 vs.下游廠商 

在一個有上游、下游、消費者的市場分析（如圖 2- 18（a）所示），決

策程序通常為：上游與下游廠商首先談判交易條件（如交易價格或抽成比

率）或者其他契約限制，再由下游廠商決定對終端消費者的零售價格。應

用到平臺經濟，若平臺使用代理模式，先設定好抽成比例，再由店家決定

零售價格，在概念上，這樣的情境可以與上述的垂直結構類比，設想成如

                                                                                                                                   

部分廣義最惠國待遇的限制範圍僅限制保險業者列於所有比價網站（price-comparison 

website）以及自家網站的價格，有些則包括線下的銷售管道（offline channels）。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Private Motor Insurance Market Investigation: Final Report , at para. 

8.27 (2014)；Booking.com 所採用的廣義最惠國條款亦囊括所有線上與線下銷售管道。參

見第四章的討論；後揭頁 283。 
156

 文獻另一個關心的課題是平臺在批發模式與代理模式之間的選擇，以及最惠國待遇對

於這個決策的影響。Johnson (2017), supra note 154; Ø ystein Foros, Hans Jarle Kind, and Greg 

Shaffer, “Apple's Agency Model and the Role of Most-Favored-Nation Clauses,” 48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673-70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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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8（b）的市場結構：平臺作為上游廠商，先決定與店家之間的交易

條件（抽成比例），下游店家接著決定消費者面對的零售價。（圖 2- 18（b）

保留圖 2- 17 中平臺與店家之間的關聯。例如：平臺 A 上有店家 1、2、3，

店家 4 則未在任何平臺上架等等。此外，我們仍然以灰色箭頭表達店家不

經由平臺，直接販售與消費者的銷售關係。） 

例如：圖 2- 18（b）中的店家 3 在 A、B 兩平臺均有上架（以圖中從

平臺 A 與 B 到店家 3 的黑色箭頭所分別表達），亦有自己的銷售管道（如

圖中店家 3 到消費者的灰色箭頭所示）。店家 3 在不同銷售管道可能採取不

同訂價，並售出不同數量的商品。對應到圖 2- 18（a）的垂直結構，可類

比成店家 3，作為下游廠商，將來自不同上游管道的產品視為具有水平差異

的商品（灰色箭頭的直接銷售則對應為店家 3 的自有品牌），自不同管道進

貨後，決定其訂價並售出。因此，來自不同上游的商品，可能有不同的售

圖 2- 18  三層結構市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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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以及銷售量，對應的是店家 3 在不同銷售管道的訂價以及販賣數量。 

將平臺置於上游的設定可能稍微違反直覺，但的確符合平臺先決定交

易條件（抽成），再由店家決定價格的決策順序，也有助於理解最惠國待遇

的一些競爭效果157。而平臺對店家的契約要求，便成為上游廠商對下游廠

商的垂直限制158。 

2. 上、下游之間的垂直限制 

以此觀之，平臺對店家的廣義最惠國待遇條款，相當於上游廠商對於

下游店家的訂價要求，讓自家（上游廠商）產品的訂價不高於店家所有經

手販賣的其他上游廠商產品、以及店家的自有品牌。狹義最惠國待遇，則

限縮比較範圍，只要求自家產品的價格不能高於店家的自有品牌價格。而

反引導條款則可解釋為，當消費者已經選擇設有該條款的上游廠商（平臺）

產品時，店家不得再提出、或推銷其他替代品牌產品。 

（三） 競爭效果分析 

接下來，我們以這個垂直結構討論最惠國待遇的競爭效果。為了簡化

說明，我們不考慮店家之間的競爭。假設市場上只有一個店家，如圖 2- 19

所示，店家可能透過兩個平臺（A 與 B）銷售，如圖中平臺往店家的黑色

箭頭、也可能擁有直接銷售管道，如圖中店家往消費者的灰色箭頭159。  

                                                 
157

 這個垂直結構為 Carlton and Winter (2018) 所採用；Dennis Carlton and Ralph Winter, 

“Vertical Most-Favored-Nation Restraints and Credit Card No-Surcharge Rules,” 61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15-251 (2018).  
158

 因此，Carlton and Winter (2018) 將平臺對店家的最惠國待遇限制稱為「垂直最惠國限

制」（vertical most-favored-nation restraints），以便區別過去零售商與消費者之間的最惠國待

遇契約。Carlton and Winter (2018), supra note 157. 
159

 Boik and Corts (2016) 除了假設單一店家，亦排除直接銷售。因此，他們的分析只討論

廣 義 最 惠 國 待 遇 。 Andre Boik and Kenneth Corts, “The Effects of Platform 

Most-Favored-Nation Clauses on Competition and Entry,” 59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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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平臺 A 對店家的抽成為 𝜏 ，平臺 B 的抽成為 𝜏 ，兩者均為介於

0 與 1 之間的數字（0 < 𝜏 , 𝜏 < 1）160；例如：𝜏 = 0.3 為抽成 30%。店

家在平臺 A、平臺 B、以及直接銷售三個銷售管道的零售價分別為 𝑝 、𝑝 、

與 𝑝 ；面對零售價格，消費者通過不同管道的購買數量分別為 𝑞 、𝑞 、

與 𝑞 。這些需求量會受到零售價格的影響。例如：若在平臺 A 的零售價格

（𝑝 ）上升，除了使平臺 A 的銷售量（𝑞 ）減少，也可能讓消費者轉往其

                                                                                                                                   

105-134 (2016). Carlton and Winters (2018) 雖然考慮多個店家（零售商，retailers），為了簡

化分析，假設零售市場為競爭市場，零售商利潤為零；Carlton and Winters (2018), supra note 

157. 後續的研究將零售商之間的競爭程度納入模型分析，卻也較為複雜。參見 Masayoshi 

Maruyama and Yusuke Zennyo, “Platform Most-Favored-Customer Clauses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 7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02617 (2020); and Joan 

Calzada, Ester Manna, and Andrea Mantovani, “Platform Price Parity Clauses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31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gatement Strategy, 609-637 (2022). 
160

 若抽成比率恰好為 1，例如：𝜏 = 1，則店家無法從平臺 A 的銷售獲得任何收益，自然

也不願採用這個銷售管道。此外，依循文獻的設定（包括 Carlton and Winter (2018)，前揭

註 157；以及 Boik and Corts (2016)，前揭註 159），假設平臺對店家不收取上架費。 

圖 2- 19  排除店家競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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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銷售管道，使得平臺 B 或直接銷售的數量增加。 

假設兩個平臺無任何成本，店家的單位銷售成本為 𝑐 。則店家利潤為 

𝜋 = [(1 − 𝜏 )𝑝 − 𝑐 ] ∙ 𝑞 + [(1 − 𝜏 )𝑝 − 𝑐 ] ∙ 𝑞 + (𝑝 − 𝑐 ) ⋅ 𝑞 ; 

亦即，店家的整體利潤為不同銷售管道利潤的加總。其中，平臺銷售必須

扣除抽成才是店家能夠實拿的單位收益，這也使得店家的邊際淨利下降。

例如：店家透過平臺 A 銷售，能獲得的邊際淨利為實際收取價格（(1 − 𝜏 )𝑝 ）

扣除成本之後的 (1 − 𝜏 )𝑝 − 𝑐 。 

由於抽成比率小於 1（𝜏 , 𝜏 < 1），店家利潤可以進一步以 

𝜋 = (1 − 𝜏 ) (𝑝 −
𝑐 

1 − 𝜏 
)𝑞 + (1 − 𝜏 ) (𝑝 −

𝑐 

1 − 𝜏 
)𝑞 + (𝑝 − 𝑐 )𝑞  

的方式表達。亦即，雖然店家都以相同的銷售成本（𝑐 ）供應不同的銷售

管道，但是平臺抽成相當於墊高店家在該平臺的單位成本。例如：平臺 A

的抽成（𝜏 > 0），使得店家在選擇該管道的零售價格（𝑝 ）時，形同面對

較高的單位成本 𝑐
 

(1 − 𝜏 )⁄ ；抽成比率越大，在該平臺的銷售成本越高161。 

根據這個觀察，抽成比率較高的平臺，也成為店家單位銷售成本較高

的銷售管道。反之，直接銷售可視為抽成比率為零，因此單本成本最低。

亦即，若 𝜏 > 𝜏 > 0，則 

𝑐 

1 − 𝜏 
>

𝑐 

1 − 𝜏 
> 𝑐 , 

在平臺 A 銷售的單位成本最高、平臺 B 次之，直接銷售則有最低銷售成本。 

訂價通常隨成本而提高。若無其他考量或限制（例如：各個銷售管道

                                                 
161

 由於平臺先決定抽成比率，店家決定零售價時，會將抽成數（𝜏  與 𝜏 ）當成無法再

做改變的外生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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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彈性不同等等），則店家會在平臺 A 訂定最高的零售價，平臺 B 次

之，直接銷售的價格則最低（𝑝 > 𝑝 > 𝑝 ）。 

對於平臺，其利潤為從店家能獲得的價格抽成與銷售量的相乘。平臺 A

的利潤為 

𝜋 = 𝜏 ⋅ 𝑝 ∙ 𝑞 ; 

以及 

𝜋 = 𝜏 ⋅ 𝑝 ∙ 𝑞  

為平臺 B 的利潤（此處假設平臺無任何成本，收益即為利潤）。 

直覺來看，提高抽成比率（例如：平臺 A 要求較高的 𝜏 ），可讓平臺

從每筆訂單抽取更高收益（𝜏 ⋅ 𝑝 ）；而店家隨抽成上升而提高訂價，將進

一步拉高每單收益。但若其他銷售管道的零售價（𝑝  與 𝑝 ）維持不變，

平臺 A 的零售價（𝑝 ）提高往往伴隨著銷售量（𝑞 ）下滑。尤其，當消費

者越容易在不同銷售管道搜尋最低價格，則需求彈性越大；些微的價格調

升便可能驅使相當的消費者「逃離」平臺，反而可能使平臺 A 利潤下跌。 

為了避免這些不利影響，平臺有動機限制店家只調漲自家平臺的零售

價。其中一種方式便是採行最惠國待遇條款162。而最惠國待遇，除了改變

店家的訂價誘因，也可能在平臺之間的價格競爭、新平臺進入、以及平臺

的投資誘因等層面產生影響。以下依序探討。 

                                                 
162

 藉由防止店家提供其他銷售管道或告知相關資訊，因此限縮消費者所能取得的價格資

訊以及比價範圍，反引導條款也可能降低消費者對平臺產品或服務的需求彈性，使得平臺

抽成提高後，即便零售價上升，銷售量損失幅度也可舒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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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惠國待遇對價格的影響 

在訂價誘因方面，我們分別討論店家的零售價決策以及平臺抽成。 

（1） 零售價格 

就店家的零售價格決策，按前述討論，當沒有最惠國待遇要求，店家

可以自由決定零售價格時，不同銷售管道的零售價格反映其成本，而店家

又可將平臺抽成視為成本看待。因此，抽成較高的平臺往往零售價亦較高。 

若有最惠國待遇的限制，店家無法任意決定零售價格，因此無法以調

漲價格來反映、或者轉嫁平臺抽成。面對一個有嚴格約束力的限制163，店

家可能藉由調漲其他管道的價格來因應，以滿足此一限制。以下，我們以

一個簡單範例來做說明。 

（2） 範例：（狹義）最惠國待遇與零售價格 

我們進一步簡化分析，考慮只有一個平臺的狀況，如圖 2- 20。店家在

平臺 A 上架，後者要求的抽成比率為 𝜏 ，同時亦有自己的直接銷售管道；

在平臺 A 與直接銷售的零售價分別為 𝑝  與 𝑝 。由於只有一個平臺，並

無區別廣義與狹義最惠國待遇的必要。但此處著重最惠國待遇對於店家直

接銷售價格的影響，因此較適合狹義最惠國待遇的分析。 

                                                 
163

 亦即，在數學最適化（optimization）問題中的有效，或者「束縛」（binding）限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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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有兩位消費者（1 與 2），分別都只考慮買一單位商品，每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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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的最高願付價值都是 𝑣，消費者各有偏好的銷售管道。消費者 1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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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在平臺 A 購物164；從平臺 A 購物的消費價值為 𝑣，若改由直接銷售管

                                                 
164

 或者，用三層市場結構來說，消費者 1 比較喜歡店家從平臺 A（作為上游廠商）進貨

的商品。亦即，上游廠商的商品之間具有水平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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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購物，消費價值只剩下 (1 − 𝛽)𝑣。參數 𝛽 為介於 0 與 1 之間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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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𝛽 < 1），因此 (1 − 𝛽)𝑣 < 𝑣。消費者 2 則有相反偏好：直接與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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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可享有 𝑣 的消費價值；改在平臺A選購，則消費價值下降為 (1 − 𝛽)𝑣。



 

105 

 

例如：平臺 A 為線上購物商城，店家的直接銷售管道則為實體店面；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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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1 偏好網購，消費者 2 則仍習慣在實體商店購買。 

圖 2- 20  最惠國待遇（狹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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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i） (1 − 𝛽)𝑣 > 𝑐 ，即便無法在偏好的銷售管道購買，消費者與

店家交易仍然能產生淨效益（(1 − 𝛽)𝑣 − 𝑐 > 0）；（ii）若不購買任何商品，

消費者的外部選擇價值（outside option value）為零；以及（iii）店家無法

對消費者進行差別取價。 

由於最高消費價值為 𝑣，若平臺抽成比率過高，即便可以用 𝑣 的價格

賣給消費者，店家能分潤到的收入成不敷成本（(1 − 𝜏 )𝑣 < 𝑐 ），則店家

勢必以提高價格（𝑝 > 𝑣）或其他方式放棄這個銷售管道，平臺 A 也無法

賺取利潤。因此我們限制平臺 A 的抽成比率必須滿足 (1 − 𝜏 )𝑣 > 𝑐 ，或

者 𝜏 < 1 − (𝑐
 

𝑣⁄ ) 的條件。 

A. 消費者選擇 

首先分析消費者的購物決策。面對 𝑝  與 𝑝  的零售價，消費者 1 在

較偏好的銷售管道（平臺 A）購買，可得到消費者剩餘 𝑣 − 𝑝 ；若改為直

接與店家購買，則消費者剩餘為 (1 − 𝛽)𝑣 − 𝑝 。只要在平臺 A 購買的消費

者剩餘高於直接購買，且不為負值，亦即， 

𝑣 − 𝑝 ≥ (1 − 𝛽)𝑣 − 𝑝  ⇒   𝑝 + 𝛽𝑣 ≥ 𝑝  

以及 

𝑣 − 𝑝 ≥ 0 ⇒   𝑣 ≥ 𝑝  

兩個條件都滿足，消費者 1 就會在平臺 A 購買165。但若  

𝑣 − 𝑝 < (1 − 𝛽)𝑣 − 𝑝  ⇒  𝑝 > 𝑝 + 𝛽𝑣 

                                                 
165

 若在不同管道購買的消費者剩餘相同，我們讓消費者選擇在較偏好的管道購賣；若買

與不買的消費者剩餘相同，則消費者會選擇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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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1 − 𝛽)𝑣 − 𝑝 ≥ 0 ⇒ (1 − 𝛽)𝑣 ≥ 𝑝  

的條件滿足，則消費者 1 會改在直接銷售管道購買。若以上條件都不滿足，

則消費者 1 不會購買任何商品。 

採用同樣的推論步驟，消費者 2 選擇較偏好的直接銷售管道的條件為 

𝑝 + 𝛽𝑣 ≥ 𝑝  以及 𝑣 ≥ 𝑝 ；在平臺 A 購物的條件為 𝑝 > 𝑝 + 𝛽𝑣 以及 

(1 − 𝛽)𝑣 ≥ 𝑝 。若這些條件都不滿足，消費者 2 亦不購買任何商品166。 

觀察這些式子，可以得知： 

 讓消費者從較偏好購買的銷售管道購買，可以求取較高的零售價

格。例如：消費者 1 從平臺 A 購買，店家最高可以設定 𝑝 = 𝑣 的

價格，但若要讓消費者 1 從直接銷售管道購買，則最高價格只能

訂在 𝑝 = (1 − 𝛽)𝑣。 

 在零售市場，不同銷售管道的確呈現彼此競爭的狀況。例如：若

要讓消費者 1 從平臺 A 購買，價格 𝑝  的上限除了最高願付價值

（𝑣），也受制於 𝑝 ≤ 𝑝 + 𝛽𝑣 的條件。若另一個銷售管道的價

格（𝑝 ）越低，則平臺 A 的零售價也必須隨之調降。綜合來說，

若要讓兩消費者都在偏好的銷售管道消費，則須滿足 

|𝑝 − 𝑝 | ≤ 𝛽𝑣 

的條件，亦即兩個零售價格的差額不能超過 𝛽𝑣。 

                                                 
166

 消費者 1 的目標函數為 max{𝑣 − 𝑝 , (1 − 𝛽)𝑣 − 𝑝 , 0}，消費者 2 的目標函數則為 

max{𝑣 − 𝑝 , (1 − 𝛽)𝑣 − 𝑝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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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一點，參數 𝛽 可用來代表銷售管道之間的競爭制衡程度。

若 𝛽 越大，則不等式 𝑝 ≤ 𝑝 + 𝛽𝑣 的右側越高，這個條件對於

平臺 A 零售價（𝑝 ）的限制越小，不同銷售管道的競爭程度越低。

如同一般的水平差異模型，𝛽 越大，或者 1 − 𝛽 越小，則消費者

從較不偏好的銷售管道所能得到的消費價值越低，較偏好的銷售

管道越有「競爭力」，越不易因提高價格而流失客戶。換言之，參

數 𝛽 可以衡量不同銷售管道的差異程度，1 − 𝛽 則為替代程度：

產品差異化越高，或者替代程度越低，通常越能紓緩價格競爭。

相反，若 𝛽 數值越小，甚至到了 𝛽 = 0 的極端值，則銷售管道

對消費者並無任何差異。只要零售價格有任何不同，|𝑝 − 𝑝 | >

0 = 𝛽𝑣，消費者都會集中在價格較低的銷售管道消費。 

當然，在目前的設定之下，零售價格（𝑝  與 𝑝 ）均由店家控制，並

未出現零售價格競爭。但是銷售管道的替代性，仍然對於平臺 A 決定抽成

比率（𝜏 ）構成競爭限制，這也是平臺 A 採用最惠國待遇的原因。我們接

著說明此點，並討論最惠國待遇限制如何影響店家的訂價決策。  

B. 無最惠國待遇的零售訂價 

由於此範例中只有一個平臺，店家利潤可修改為 

𝜋 (𝑞 , 𝑞 ) = [(1 − 𝜏 )𝑝 − 𝑐 ] ∙ 𝑞 + (𝑝 − 𝑐 ) ⋅ 𝑞 

= (1 − 𝜏 ) (𝑝 −
𝑐 

1 − 𝜏 
)𝑞 + (𝑝 − 𝑐 )𝑞 , 

其中 𝑞 + 𝑞 ≤ 2，亦即，最大銷售量為消費者 1 與 2 兩人都購買一單位商

品。我們將店家利潤表達成在兩個管道銷售數量 (𝑞 , 𝑞 ) 的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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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最惠國待遇的限制下，店家可以自由決定零售價格。交易能產

生淨效益：𝑣 以及 (1 − 𝛽)𝑣 均高於店家成本 𝑐 。若能讓消費者在較偏好

的管道購買，享受較高的消費價值，店家也能夠收取較高的零售價格。若

零售價格為 𝑝 = 𝑝 = 𝑣（消費者對偏好管道的最高願付價值），則滿足

|𝑝 − 𝑝 | = 0 < 𝛽𝑣 的條件，消費者的確會留在較偏好的銷售管道，亦即 

𝑞 = 𝑞 = 1。此時店家可得到 

𝜋 (1,1) = [(1 − 𝜏 )𝑣 − 𝑐 ] ∙ 1 + (𝑣 − 𝑐 ) ⋅ 1 = 2(𝑣 − 𝑐 ) − 𝜏 𝑣 

的利潤。直覺來說，讓消費者 1 留在較偏好的平臺 A，店家可以汲取較高

的消費效益 𝑣（是引導消費者 1 到直接銷售則只能產生 1 − 𝛽𝑣），這樣做

也能從消費者 2 收取零售價。 

這組價格（𝑝 = 𝑝 = 𝑣）的確能汲取最高的消費價值，兩個消費者的

消費者剩餘均為零，平臺 A 利潤則為 𝜋 = 𝜏 𝑝 𝑞 = 𝜏 ⋅ 𝑣 ⋅ 1 = 𝜏 𝑣。店

家亦需付出平臺 A 抽成（𝜏 𝑣）的代價。若抽成比率（𝜏 ）過高，在沒有最

惠國待遇的限制下，店家可能藉由調漲價格來「引導」消費者 1 離開平臺 A，

改至直接銷售管道消費。 

根據消費者行為的討論，若要讓消費者 1 選擇較不偏好的直接銷售，

零售價格必須滿足 𝑝 > 𝑝 + 𝛽𝑣 與 (1 − 𝛽)𝑣 ≥ 𝑝  兩個條件。後者表示

直接銷售管道的零售價格上限只能到 (1 − 𝛽)𝑣，否則消費者 1 在直接銷售

管道的消費者剩餘為負，不會願意購買。若滿足這兩個條件，且店家無法

進行差別取價，兩位消費者都會在直接銷售管道購買（𝑞 = 0 而 𝑞 = 2），

店家可以得到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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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條件 𝑝 > 𝑝 + 𝛽𝑣，或者 𝑝 − 𝛽𝑣 > 𝑝  保證 𝑝 + 𝛽𝑣 > 𝑝 − 𝛽𝑣 > 𝑝 ；第二

個條件 (1 − 𝛽)𝑣 ≥ 𝑝  保證 𝑣 > (1 − 𝛽)𝑣 > 𝑝 。消費者 2 仍會在直接銷售管道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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𝜋 (0,2) = (𝑝 − 𝑐 ) ⋅ 2 

的利潤。追求利潤極大之下，店家會希望 𝑝  越高越好，因此會將直接銷

售管道的零售價訂在 𝑝 = (1 − 𝛽)𝑣。而為了滿足另一個條件（𝑝 > 𝑝 +

𝛽𝑣 = (1 − 𝛽)𝑣 + 𝛽𝑣 = 𝑣），店家會將平臺A的零售價調漲至比 𝑣 高（例如： 

𝑝 = 𝑣 + 𝜀，其中  𝜀  為一微小正數）。在這組價格（𝑝 = (1 − 𝛽)𝑣  與 

𝑝 = 𝑣 + 𝜀）之下，店家可得利潤 

𝜋 (0,2) = [(1 − 𝛽)𝑣 − 𝑐 ] ⋅ 2 = 2(𝑣 − 𝑐 ) − 2𝛽𝑣, 

平臺 A 利潤則為零；消費者 1 的剩餘為 0，但消費者 2 可得 𝑣 − 𝑝 = 𝑣 −

(1 − 𝛽)𝑣 = 𝛽𝑣 的消費者剩餘168。相較於前一個情境（消費者選擇較偏好銷

售管道），此時店家可以省下支付給平臺 A 的抽成；抽成比率 𝜏  不影響 

𝜋 (0,2)。但是店家無法進行差別取價，較低的價格一體適用於兩位消費者，

收益因而減少 2𝛽𝑣。 

平臺 A 若要賺取利潤，必須防止店家採行第二種訂價，引導消費者 1

至直接銷售管道。在不使用最惠國待遇的時候，只能限制抽成比率，讓店

家的利潤滿足 𝜋 (1,1) ≥ 𝜋 (0,2) 的條件，亦即，店家讓消費者留在偏好管

道消費的利潤不低於引導消費者 1 至直接管道消費的利潤。而由之前的推

                                                 
168

 其他的銷售量組合都無法提升店家利潤。首先，若想要引導消費者 2 到平臺 A 消費，

亦即 (𝑞 , 𝑞 ) = (2,0)，根據兩位消費者設定的對稱性，店家應該將價格設在 𝑝 = (1 − 𝛽)𝑣，

以及 𝑝 > 𝑣 的水準，並獲得利潤 𝜋 (2,0) = 2[(1 − 𝜏 )(1 − 𝛽)𝑣 − 𝑐 ] < 𝜋 (0,2)。其次，

在 (1 − 𝜏 )𝑣 > 𝑐  的假設下，以  𝑣  的價格在將產品在消費者偏好的平臺出售（亦即 

(𝑞 , 𝑞 ) = (1,1)），店家可得利潤大於只給一個消費者（亦即 (𝑞 , 𝑞 ) = (1,0) 或者 (0,1)）

的利潤。若只想在平臺 A 賣給一位消費者（(𝑞 , 𝑞 ) = (1,0)），必然只有消費者 1 購買；

店家可設定 𝑝 = 𝑣 以及 𝑝 > 𝑣，並得到利潤 𝜋 (1,0) = (1 − 𝜏 )𝑣 − 𝑐 < 𝜋 (1,1)。同理，

只想在直接銷售管道賣給一位消費者（(𝑞 , 𝑞 ) = (0,1)），則店家訂價與利潤分別為 𝑝 > 𝑣 

以及 𝑝 = 𝑣，以及 𝜋 (0,1) = 𝑣 − 𝑐 < 𝜋 (1,1)。最後，若不銷售（(𝑞 , 𝑞 ) = (0,0)），則

店家利潤為 0（𝜋 (0,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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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可知，這個條件進一步對平臺 A 所能訂定的抽成比率設下 

𝜏 ≤ 2𝛽 

的上限。 

對於平臺抽成比率的兩個限制（𝜏 < 1 − (𝑐
 

𝑣⁄ ) 以及 𝜏 ≤ 2𝛽），各有

不同的經濟意涵。由於店家將平臺抽成視為成本，第一個條件限制可解釋

為，經過抽成比率調整過後的店家單位成本（𝑐 

(1 − 𝜏 )⁄ ）必須低於消費

者最高願付價值；否則，即便店家能以 𝑝 = 𝑣 的零售價賣出，在上繳抽

成後，也無法獲利。這個限制與銷售管道之間的競爭程度無關。即便消費

者 1 完全不考慮直接銷售，平臺 A 仍然面對這個限制條件。 

對於平臺 A，第二個限制 𝜏 ≤ 2𝛽 則可視為來自直接銷售管道的競爭

壓力。如前所述，參數 𝛽 可解釋成銷售管道的差異性。若 𝛽 越大，消費

者在較不偏好的銷售管道所能得到的滿足程度越低，不同銷售管道的替代

程度也越低，平臺 A 也越不受店家直接銷售管道的威脅，可以設定較高的

抽成比率。 

C. 最惠國待遇與零售訂價 

為了讓消費者 1 留在平臺 A，除了讓抽成比率滿足 𝜏 ≤ 2𝛽 的條件，

平臺 A 也可採行（狹義）最惠國待遇條款，要求店家在平臺 A 的零售價不

能高於直接銷售的價格。此時，店家的訂價決策面對 𝑝 ≤ 𝑝  的限制。 

若店家本來就不打算針對不同銷售管道訂定不同零售價，則最惠國待

遇的要求對於店家並未有任何影響169。例如：在上一小節的分析，只要平

臺 A 的抽成比率限制在 𝜏 ≤ 2𝛽，則店家的最適訂價（𝑝 = 𝑝 = 𝑣）並不

                                                 
169

 亦即，𝑝 ≤ 𝑝  為不具束縛力（non-binding）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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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銷售管道而有差異，自然不因最惠國待遇條款而有差異。當然，此時平

臺 A 也沒有動機要求店家簽訂最惠國待遇條款。 

但若平臺 A 抽成比率過高（𝜏 > 2𝛽），則店家有動機「繞過」平臺 A，

藉由調降自行銷售的零售價（𝑝 = (1 − 𝛽)𝑣）、並調高平臺 A 的零售價

（𝑝 > 𝑣），讓消費者 1 改用自行銷售管道。而在這個範例，較高的零售價

格（𝑝 > 𝑣 > 𝑝 ），將使得平臺 A 損失所有客戶，無法獲得任何利潤170。

因此，平臺 A 有動機使用最惠國待遇。 

若有最惠國待遇的要求，店家的確會改變訂價策略，使兩個銷售管道

的零售價格相同，亦即，最惠國待遇會迫使零售價格滿足 𝑝 = 𝑝  的條件

171。而一旦零售價格相同，之前 |𝑝 − 𝑝 | = 0 ≤ 𝛽𝑣 的條件自動滿足；消

費者會各自歸位，只考慮在自己偏好的銷售管道。既然店家無法以價格引

導消費者 1 到直接銷售管道，只好訂定 𝑝 = 𝑝 = 𝑣 的消費者最高願付價

格，並獲得利潤 𝜋 (1,1) = 2(𝑣 − 𝑐 ) − 𝜏 𝑣。 

與上一小節相較，沒有最惠國待遇時，平臺 A 的抽成受到 𝜏 ≤ 2𝛽 的

限制。但是，藉由最惠國待遇，即便平臺 A 抽成落在 𝜏 > 2𝛽 的範圍，仍

然可以讓消費者 1 留在平臺 A 交易。此時平臺 A 的抽成比率只剩下 

𝜏 < 1 − (𝑐
 

𝑣⁄ ) 的限制，而不再受到 𝜏 ≤ 2𝛽 的約束。換言之，最惠國待

遇讓平臺 A 毋須面對來自直接銷售管道的競爭壓力。 

價格競爭程度的緩解，通常導致價格上升；此處亦然。隨著（狹義）

                                                 
170

 這是結果來自於偏好平臺A的消費者為同質的假設。若偏好平臺A的消費者群體之間，

亦有喜好程度不同的差別，則調高平臺 A 的零售價後，可能仍會有一些「死忠」消費者留

在平臺A。但是店家會希望藉由調整不同銷售管道零售價，將消費者引導到直接銷售管道，

以規避平臺抽成的經濟邏輯，依然成立。 
171

 此處的（狹義）最惠國待遇只要求平臺 A 的零售價不得高於直接銷售價格，但容許平

臺 A 零售價較低的狀況（𝑝 < 𝑝 ）。但是，根據限制式下最適化（constrained optimization）

的一般原則，若不等式限制式（inequality constraint）的確構成束縛（binding），則在最適

解，該限制式必然為等號成立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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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惠國待遇消弭平臺 A 與直接銷售兩個零售通路之間的價格競爭，零售價

格隨之上升。 

（3） 平臺之間的價格競爭 

此外，（廣義）最惠國待遇也可能影響平臺間的價格競爭，改變平臺抽

成比率的決策誘因。假設有兩個平臺 A 與 B，如圖 2- 21 所示。為了簡化

說明，我們排除店家的直接銷售管道，讓店家僅能透過平臺銷售。 

A. 範例＊：平臺的訂價誘因 

承襲前一小節「範例：（狹義）最惠國待遇與零售價格」的設定，假設

店家單位成本為 𝑐 ；平臺各自（且同時）對店家提出抽成比率 𝜏  與 𝜏  後，

再由店家決定零售價格 𝑝  與 𝑝 。同樣只考慮平臺抽成滿足 (1 − 𝜏 )𝑣 >

𝑐  與 (1 − 𝜏 )𝑣 > 𝑐  的狀況；違反條件則店家不會想在該臺上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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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仍然有偏好的銷售管道。但為了避免與前一個範例混淆，在排

除直接銷售後，我們也不考慮消費者 2，另外引入一個偏好平臺 B 的消費

者 3。消費者 3 最多也只購買一單位產品：若在平臺 B 購買，可以享受 𝑣 的

消費價值，若轉到平臺 A 購買，則消費價值只剩下 (1 − 𝛽)𝑣。 

接下來，我們依序討論消費者、店家、以及平臺的決策考量。 

a. 消費者決策 

將前一個範例，消費者面對的直接銷售價格 𝑝  改成平臺 B 的零售價 

𝑝 （並將消費者 2 改成消費者 3），則可得到消費者的購買決策：若條件 

圖 2- 21  最惠國待遇（廣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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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𝑝 − 𝑝 | ≤ 𝛽𝑣 

成立，則兩個消費者都不會考慮在偏好程度較低的平臺消費。但若這個條

件不成立，則零售價格較高的平臺會流失所有消費者。例如：若 

𝑝 − 𝑝 > 𝛽𝑣，則消費者 1 不會在較偏好的平臺 A 消費，消費者 3 更不可

能考慮一個較不偏好的銷售管道。 

b. 無最惠國待遇下的店家決策 

對於店家，由於兩個平臺都有抽成，店家利潤必須修改為 

𝜋 (𝑞 , 𝑞 ) = [(1 − 𝜏 )𝑝 − 𝑐 ] ∙ 𝑞 + [(1 − 𝜏 )𝑝 − 𝑐 ] ⋅ 𝑞 

= (1 − 𝜏 ) (𝑝 −
𝑐 

1 − 𝜏 
)𝑞 + (1 − 𝜏 ) (𝑝 −

𝑐 

1 − 𝜏 
)𝑞 , 

其中 𝑞 + 𝑞 ≤ 2。 

首先考慮兩個平臺都不使用（廣義）最惠國待遇的情況。我們依序討

論在不同銷售量組合，(𝑞 , 𝑞 ) = (1,1)、(2,0)、或者 (0,2) 下的店家與平

臺利潤，以及消費者剩餘172。 

 (𝑞 , 𝑞 ) = (1,1)：若要讓消費者留在偏好的平臺消費，則店家可

將零售價維持在 𝑝 = 𝑝 = 𝑣。此時兩個消費者的剩餘均為零；

店家可享受利潤為 

𝜋 (1,1) = [(1 − 𝜏 )𝑣 − 𝑐 ] ⋅ 1 + [(1 − 𝜏 )𝑣 − 𝑐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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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了直接銷售後，也沒有討論狹義最惠國待遇的必要。而如同前揭註 168 的分析，

當  (1 − 𝜏 )𝑣 > 𝑐  與  (1 − 𝜏 )𝑣 > 𝑐  的條件滿足時，只銷售給一位消費者，亦即 

(𝑞 , 𝑞 ) = (1,0) 或者 (0,1)，都不可能是店家利潤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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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𝛽)𝑣 − 𝑐 ] + 2𝛽𝑣 − (𝜏 + 𝜏 )𝑣; 

兩平臺利潤則為 𝜋 = 𝜏 𝑣 與 𝜋 = 𝜏 𝑣。為了與另外兩個店家

利潤相比較，我們將 𝜋 (1,1) 整理成最後一行的形式，以凸顯將

消費者留在各自偏好的平臺，店家可收取較高的價格，保留 2𝛽𝑣 

的消費價值。 

 (𝑞 , 𝑞 ) = (0,2)：若要讓兩個消費者都在平臺 B 消費，亦即，將

消費者 1 引導到較不偏好的平臺 B（類似前一個範例，將消費者

1 引導到直接銷售管道），則零售價格須滿足 𝑝 − 𝑝 > 𝛽𝑣 以及 

𝑝 ≤ (1 − 𝛽)𝑣 兩個條件。店家的最適訂價為 𝑝 = (1 − 𝛽)𝑣 與 

𝑝 > 𝑣。此時店家利潤為  

𝜋 (0,2) = [(1 − 𝜏 )(1 − 𝛽)𝑣 − 𝑐 ] ⋅ 2 

= 2[(1 − 𝛽)𝑣 − 𝑐 ] − 2𝜏 (1 − 𝛽)𝑣; 

兩平臺利潤則為 𝜋 = 0 與 𝜋 = 2𝜏 (1 − 𝛽)𝑣。消費者 1 剩餘

為 0，消費者 3 則可得剩餘 𝛽𝑣。此處的店家利潤與 𝜋 (1,1) 比

較，店家為了將消費者 1 吸引到平臺 B，必須降低實際出售的零

售價格（𝑝 ），放棄 2𝛽𝑣 的價值。必須支付給平臺 B 的每筆交

易抽成也降低為 𝜏 (1 − 𝛽)𝑣，而非 𝜏 𝑣。 

 (𝑞 , 𝑞 ) = (2,0)：讓兩個消費者都在平臺 A 購買，與 (𝑞 , 𝑞 ) =

(0,2) 的狀況對稱。店家的最適訂價為 𝑝 = (1 − 𝛽)𝑣 與 𝑝 > 𝑣，

利潤為  

𝜋 (2,0) = 2[(1 − 𝛽)𝑣 − 𝑐 ] − 2𝜏 (1 − 𝛽)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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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平臺利潤則為 𝜋 = 2𝜏 (1 − 𝛽)𝑣 與 𝜋 = 0。消費者 1 剩餘為 

𝛽𝑣，消費者 3 則為 0。 

給定平臺抽成，推導出不同銷售組合下的利潤後，店家接著依據 

𝜋 (1,1)、𝜋 (0,2)、以及 𝜋 (2,0) 何者最大，來決定最終的零售價格。 

首先，觀察 𝜋 (0,2) 與 𝜋 (2,0) 可知，若 𝜏 > 𝜏 ，則 𝜋 (0,2) >

𝜋 (2,0)。亦即，若平臺 A 抽成比率較高，則店家不會試圖將所有消費者引

導到該平臺。此時平臺 A 若要賺取任何利潤，必須設法誘使店家選擇 

(𝑞 , 𝑞 ) = (1,1) 的銷售配置，亦即讓消費者選擇較偏好的平臺。 

進一步以 𝜋 (1,1) 與另外兩者相比較： 

𝜋 (1,1) ≥ 𝜋 (0,2)   ⇔   2𝛽𝑣 − (𝜏 + 𝜏 )𝑣 ≥ −2𝜏 (1 − 𝛽)𝑣  

⇔   2(1 − 𝜏 )𝛽 ≥ 𝜏 − 𝜏   ⇔   𝜏 ≤ 2𝛽 + (1 − 2𝛽)𝜏 , 

同時 

𝜋 (1,1) ≥ 𝜋 (2,0)   ⇔   2(1 − 𝜏 )𝛽 ≥ 𝜏 − 𝜏  

⇔  𝜏 ≤ 2𝛽 + (1 − 2𝛽)𝜏 ; 

這兩個條件分別為讓消費者留在偏好平臺所必須滿足的條件。若其中一個

式子不成立，例如： 𝜏 > 2𝛽 + (1 − 2𝛽)𝜏 ，此時必然滿足 𝜏 > 𝜏  的關

係。所有消費者都會在平臺 B 消費，平臺 A 利潤為零。換言之，

 𝜏 ≤ 2𝛽 + (1 − 2𝛽)𝜏  的條件與平臺 B 對平臺 A 的訂價限制有關；這兩個

式子因而可從平臺之間的競爭關係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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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無最惠國待遇下的平臺價格競爭 

進一步觀察 𝜏 ≤ 2𝛽 + (1 − 2𝛽)𝜏  與 𝜏 ≤ 2𝛽 + (1 − 2𝛽)𝜏  兩式。按

照平臺差異程度（𝛽 值的大小），區分兩種情況。 

 若平臺差異程度過大（𝛽 ≥ 1
2⁄  或者 2𝛽 ≥ 1），基於 𝜏 ≤ 1， 

𝜏 − 𝜏 ≤ 1 − 𝜏 ≤ 2(1 − 𝜏 )𝛽 

的條件必然成立；同理，𝜏 − 𝜏 ≤ 2(1 − 𝜏 )𝛽 的條件也會成立173。

亦即，若平臺差異性過大（𝛽 ≥ 1
2⁄ ），無論平臺抽成多少，店家

都會發現將消費者引導到非偏好平臺的損失（𝛽𝑣）太高，而選擇

讓消費者留在各自偏好的平臺。此時平臺訂價只受到  (1 −

𝜏 )𝑣 > 𝑐  與 (1 − 𝜏 )𝑣 > 𝑐  的限制，不會彼此牽制。這是產品

（平臺）差異化可以減緩價格競爭的極端特例174。 

 若平臺差異程度不大（𝛽 < 1
2⁄ ），則 𝜏 ≤ 2𝛽 + (1 − 2𝛽)𝜏  與 

𝜏 ≤ 2𝛽 + (1 − 2𝛽)𝜏  兩個式子都對平臺抽成比率構成限制175。

此時平臺A所能訂定的抽成比率 𝜏  不能超過 2𝛽 + (1 − 2𝛽)𝜏 ；

若超過則平臺 A 利潤為零。而根據 𝛽 < 1
2⁄ ，或者 1 − 2𝛽 > 0 的

參數範圍，若平臺B的抽成比率 𝜏  愈大，則 2𝛽 + (1 − 2𝛽)𝜏  愈

高；平臺 A 愈能提高抽成比率。但若 𝜏  愈小，則愈限縮平臺 A

的漲價空間。 

                                                 
173

 事實上，(1 − 𝜏 )𝑣 > 𝑐  與 (1 − 𝜏 )𝑣 > 𝑐  的限制會使得 𝜏  與 𝜏 < 1。 
174

 這個狀況也可類比於 Hotelling 線性城市（linear city）模型，兩端點廠商各自為「局部

獨占」（local monopoly）的狀況。Tirole (1988), supra note 11, at 98. 
175

 對應平臺 A 與直接銷售管道競爭的討論，直接銷售管道可以視為無任何抽成。將𝜏 = 0 

代入 𝜏 ≤ 2𝛽 + (1 − 2𝛽)𝜏 ，則得到前述對平臺 A 的限制式 𝜏 ≤ 2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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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廣義）最惠國待遇 

我們接著討論最惠國待遇對於店家以及平臺競爭的影響176。若只有平

臺 A 要求最惠國待遇，則店家在平臺 A 的零售價不可高於，但可低於在平

臺 B 的零售價（𝑝 ≤ 𝑝 ）。根據消費者決策，若店家無法使平臺 A 的零售

價高於平臺 B 的零售價，就無法引導兩位消費者到平臺 B。因此，當只有

平臺 A 要求最惠國待遇，店家的銷售量選擇就不再有 (𝑞 , 𝑞 ) = (0,2) 這

個選項；只能選擇是否要將所有消費者引導到平臺 A。亦即，店家只能比

較 𝜋 (1,1) 與 𝜋 (2,0)，來選擇 (𝑞 , 𝑞 ) = (1,1) 或者 (𝑞 , 𝑞 ) = (2,0)。 

而由之前的推導， 𝜋 (1,1) ≥ 𝜋 (2,0)  的條件等同於  𝜏 ≤ 2𝛽 +

(1 − 2𝛽)𝜏 。與沒有最惠國待遇時相較，即便平臺 A 的抽成過高，使得此

條件成立，平臺 A 也不會流失所有客戶，只是無法誘使消費者 3 也到平臺

A 購物。換言之，單方的最惠國待遇可說讓平臺 A「進可攻、退可守」：若

想要搶占所有市場（亦即 (𝑞 , 𝑞 ) = (2,0) 的結果），可以降低 𝜏 ，讓 

𝜏 > 2𝛽 + (1 − 2𝛽)𝜏  的條件成立；但若覺得這樣做的代價太高，希望維

持在 (𝑞 , 𝑞 ) = (1,1)，則 𝜏 ≤ 2𝛽 + (1 − 2𝛽)𝜏  的條件並未對 𝜏  的上限

構成限制。平臺 A 只需面對 (1 − 𝜏 )𝑣 > 𝑐  的限制。相反地，平臺 B 則面

對相當的競爭壓力，若無法確保 𝜏 ≤ 2𝛽 + (1 − 2𝛽)𝜏  的條件成立，則後

果為失去所有市場，利潤為零。而平臺 A 的抽成比率（𝜏 ）越低，這個條

件就越嚴苛，來自平臺 A 的競爭限制也越大。 

若平臺 B 也要求最惠國待遇，則店家只能將兩個平臺零售價訂在相同

水準（𝑝 = 𝑝 ）。此時消費者只會考慮在較偏好的平臺消費，店家只剩下 

(𝑞 , 𝑞 ) = (1,1) 的選擇。因此，店家會將零售價訂在 𝑝 = 𝑝 = 𝑣，獲得

                                                 
176

 為了節省篇幅，我們不推導平臺之間的價格均衡，以及是否採行最惠國待遇的策略互

動，而著重在最惠國待遇對於平臺訂價的影響。相關的均衡分析，可參見 Boik and Corts 

(2016), supra note 159; and Carlton and Winter (2018), supra note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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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  𝜋 (1,1) = [(1 − 𝜏 )𝑣 − 𝑐 ] + [(1 − 𝜏 )𝑣 − 𝑐 ]。而平臺抽成只受到 

(1 − 𝜏 )𝑣 > 𝑐  與 (1 − 𝜏 )𝑣 > 𝑐  的限制，毋須考慮對手的抽成比率。 

綜合以上討論，（廣義）最惠國待遇舒緩了來自對手的競爭壓力。這也

是文獻所強調，廣義最惠國待遇可能產生的損害理論（theories of harm）之

一：藉由消弭下游（零售端）的價格競爭，廣義最惠國待遇減輕來自對手

平臺的競爭制約；平臺可能因此提高抽成比率，進而拉高零售價格177。 

B. 平臺價格的策略性質＊ 

若採用微分的方法，討論平臺的最適訂價決策，可以進一步觀察到（廣

義）最惠國待遇如何改變平臺訂價賽局之間的策略性質。 

a. 策略性互補或策略性替代 

將平臺 A 的利潤表達成（我們仍然不考慮平臺成本） 

𝜋 = 𝜏 ⋅ 𝑝 (𝜏 , 𝜏 ) ⋅ 𝑞 (𝑝 (𝜏 , 𝜏 ), 𝑝 (𝜏 , 𝜏 )),  

其中平臺 A 的銷售數量（𝑞 ）受到兩平臺零售價格的影響，而零售價格 

𝑝 (𝜏 , 𝜏 ) 與 𝑝 (𝜏 , 𝜏 ) 均經由店家的訂價考量計算而得，並受到兩平臺

抽成比率的影響，因此表達成 𝜏  與 𝜏  的函數。 

若無最惠國待遇，決定平臺 A 最適抽成比率的一階條件（first-order 

                                                 
177

 將平臺視為零售商（retailers），店家視為供應商（supplier），並將廣義最惠國待遇稱為

廣義零售價格最惠國待遇（Broad Retail Price MFN），Fletcher and Hviid (2016) 在統整文獻

分析後，指出：“[T]he [Broad MFN] clauses can softn competition between retailers on the fees 

they charge to suppliers for their retail services. A retailer with a Broad Retail Price MFN will 

have an enhanced incentive to raise its fees to suppliers because it knows that it will not be 

disadvantaged in terms of retail prices relative to other platforms. In equilibrium, these higher 

fees will lead to higher retail prices.” Amelia Fletcher and Morten Hviid, “Broad Retail Price 

MFN Clauses: Are They RPM “At Its Worst”?” 81 Antitrust Law Journal, at 73, 65-9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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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為178： 

𝜕𝜋 

𝜕𝜏 
=

𝜕(𝜏 ⋅ 𝑝 )

𝜕𝜏 
⋅ 𝑞 

⏟        
( )

+ (𝜏 ⋅ 𝑝 )
𝑑𝑞 

𝑑𝜏 ⏟        
( )

= 0, 

其中 
𝜕(𝜏 ⋅ 𝑝 )

𝜕𝜏 
⁄  通常為正值，

𝑑𝑞 

𝑑𝜏 
⁄  則通常為負值。給定平臺 B 的

抽成（𝜏 ）不變，若平臺 A 提高抽成比率（𝜏 ），除了 𝜏  上升的直接效果，

為了回應成本提升，店家往往也會進一步提高平臺 A 的零售價格（𝑝 ），兩

者都增加平均每筆交易的抽成金額（𝜏 ⋅ 𝑝 ），因此 
𝜕(𝜏 ⋅ 𝑝 )

𝜕𝜏 
⁄ > 0。但

是零售價格提高也帶來平臺 A 的成交量減少，
𝑑𝑞 

𝑑𝜏 
⁄ < 0。如同常見的具

有市場力量廠商利潤極大化問題，拉高價格可提昇邊際淨利，但也會損失

銷售量；廠商訂價必須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此時，若平臺 B 提高抽成比率（𝜏 ），對於平臺 A 的訂價考量有何影

響？直覺來說，平臺 B 抽成比率提高，店家同樣為了反映成本，可能提高

平臺 B 的零售價格（𝑝 ）。而如同之前的分析，平臺 B 零售價格提高，除

了減少平臺 B 銷售量（𝑞 ），也往往會驅駛消費者改到平臺 A 選購商品，

提高平臺 A 銷售量（𝑞 ）。 

在平臺 A 的一階條件中，銷售量（𝑞 ）提高，會強化第一項提昇邊際

淨利的效果，亦即 (
𝜕(𝜏 ⋅ 𝑝 )

𝜕𝜏 
⁄ ) ⋅ 𝑞  的數值會變得更大。除非有其他

影響可抵銷此一效果，否則這個變化會驅使平臺 A 提高抽成比率。此時，

兩平臺的最適抽成比率呈現「策略性互補」（strategic complements）：當對

手提高抽成，平臺也會回以較高的抽成比率；若對手降低抽成，則平臺也

                                                 
178

 如同常見的分析方式，假設二階條件（second-order condition）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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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壓低自己的抽成比率。標準的價格競爭模型（Bertrand 模型）亦展現同

樣的策略性質，也如同 Bertrand 模型的常見結果，策略性互補之下，平臺

競爭的均衡價格（抽成比率）會低於兩平臺整合為獨占平臺時的抽成比率
179。 

若兩平臺都對店家簽下（廣義）最惠國待遇條款，則兩平臺的零售價

格必須維持一致，我們以 𝑝 (𝜏 , 𝜏 ) = 𝑝 (𝜏 , 𝜏 ) = 𝑝(𝜏 , 𝜏 ) 的方式表達。

其中兩平臺相同的零售價格（�̅�）仍然由店家決定，仍然可能受到平臺抽成

的影響。例如：若平臺 A 上調抽成比率（𝜏 ），店家形同增加銷售成本，希

望能提高零售價格，只是在（廣義）最惠國待遇的限制下，店家不能只提

高平臺 A 的零售價格，必須同步調漲兩平臺價格。同理，平臺 B 的抽成比

率（𝜏 ）也有類似效果。因此，零售價格 𝑝 隨著抽成比率 𝜏  或 𝜏  增加

而提高。 

將零售價格 𝑝 代入上述平臺 A 的利潤（我們以 �̅�  符號表達，以便

與無最惠國待遇區別），則可得 �̅� = 𝜏 ⋅ 𝑝(𝜏 , 𝜏 ) ⋅ 𝑞 (𝑝(𝜏 , 𝜏 ), 𝑝(𝜏 , 𝜏 ))。

而一階條件則為 

𝜕�̅� 

𝜕𝜏 
=

𝜕(𝜏 ⋅ 𝑝)

𝜕𝜏 
⋅ 𝑞 

⏟        
( )

+ (𝜏 ⋅ 𝑝)
𝑑𝑞 

𝑑𝜏 ⏟        
( )

= 0; 

如同前述，平臺 A 調漲抽成比率後，店家往往以提高兩平臺價格回應，因

此 
𝜕(𝜏 ⋅ �̅�)

𝜕𝜏 
⁄ > 0。而整體價格的提高，也使得兩平臺銷售量均下跌， 

𝑑𝑞 

𝑑𝜏 
⁄ < 0。此處平臺的訂價考量與前述提高邊際淨利，亦或追求銷售量

的權衡並無二致。 

但是，（廣義）最惠國待遇卻可能改變平臺之間的策略互動。此時，若

                                                 
179

 Boik and Corts (2016): “It is always the case that competition in strategic complements leads 

to choices of strategic variables that are too low (for example, differentiated-product equilibrium 

pricing is lower than joint-monopoly pricing)…” Boik and Corts (2016), supra note 159, at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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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 B 提升抽成比率（𝜏 ），店家必須調漲兩平臺價格，不能只以調整平臺

B 零售價回應。與之前無最惠國待遇時相反，此處平臺 A 的銷售量（𝑞 ）

會隨著平臺 B 抽成提高而下降，因而弱化了前述提高邊際淨利的效果，平

臺 A 反而希望能降低抽成。若無其他抵銷因素，則平臺的抽成比率變成互

為「策略性替代」（stratetic substitutes）：某一平臺提高抽成，會促使讓另一

平臺降低抽成比率。在產業經濟理論，另一個常見的策略性替代情境，為

寡占廠商之間的數量競爭（Cournot 競爭），並導致廠商均衡銷售量過高，

傷害整體利潤。此處，抽成比率的策略性替代也可能導致平臺的均衡抽成

過高，甚至高於兩平臺整合成獨占平臺的水準180。 

b. 替代品或互補品 

關於（廣義）最惠國待遇的價格效果，也可以從平臺所面對的消費者

需求與抽成比率之間的關係來看。 

如同前述討論，若無最惠國待遇，透過店家的零售訂價過程，平臺 A

所面對的消費者需求（𝑞 (𝑝 (𝜏 , 𝜏 ), 𝑝 (𝜏 , 𝜏 ))）隨著平臺 B 的抽成比率

（𝜏 ）上升而增加：當平臺 B 提高抽成時，店家通常會調高平臺 B 零售訂

價 ， 消 費 者 從 平 臺 B 流 往 平 臺 A 。 同 理 ， 平 臺 B 的 需 求

（𝑞 (𝑝 (𝜏 , 𝜏 ), 𝑝 (𝜏 , 𝜏 ))）亦隨著平臺 A 抽成增加而提高。按照價格交

叉效果（cross-price effects）的一般討論，並將價格定義成平臺抽成，而非

零售價格，則另一平臺價格（抽成）提高，會使得自身平臺需求量增加的

                                                 
180

 Boik and Corts (2016): “[C]ompetition in strategic substitutes leads to choices of strategic 

variables that are too high (for example, Cournot quantities are in aggregate larger than the 

monopoly output).” Boik and Corts (2016) 在終端消費者需求為線性函數的設定下確認（i）

無最惠國待遇時，平臺抽成為策略性互補；（ii）兩平臺都要求最惠國時，平臺抽成為策略

性替代；以及（iii）兩平臺都要求最惠國待遇導致抽成超過獨占訂價等結果。Boik and Corts 

(2016), supra note 159, at 115. Carlton and Winter (2018) 則在一般化的需求函數下得到第三

個結果；Carlton and Winter (2018), supra note 157, at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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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可將兩平臺出售的零售商品視為替代品。 

相反地，若兩平臺都要求（廣義）最惠國待遇，則平臺 A 的需求

（𝑞 (𝑝(𝜏 , 𝜏 ), 𝑝(𝜏 , 𝜏 ))）反而隨著平臺 B 抽成增加而減少：如同前述，

店家對於任一平臺抽成提高，會以提高兩平臺零售價格回應，平臺 A 需求

量因此隨平臺 B 抽成上升而而下跌；同樣地，平臺 A 抽成提高也會減少平

臺 B 的需求。此時兩平臺的零售商品變成互補品。 

依照通常的產業經濟學分析，當兩廠商各自決定價格：（i）若商品互為

替代品，均衡價格通常低於獨占廠商水準；但（ii）若商品互為互補品，則

均衡價格往往高於獨占廠商水準181。因此，當最惠國待遇將平臺商品由替

代品轉為互補品，也使得平臺訂價提高，甚至超過獨占平臺的訂價水準182。 

2. 最惠國待遇與新平臺進入 

平臺採用廣義最惠國待遇，提高抽成乃至零售價格，也可能對新平臺

的進入產生競爭疑慮。尤其，即便有新平臺進入，既有平臺的廣義最惠國

待遇也要求店家在新平臺的零售價不得低於既有平臺的零售價格。這使得

新平臺難以採用降低抽成，進而使店家降低零售價的方式搶攻市場，使得

主打「低價位」商業模式（low-end business model）平臺較難進入市場183。 

                                                 
181

 標準 Bertrand 競爭模型的結果即為第一個原則的應用。第二個原則的極端狀況，則為

完全互補商品所導致「雙重邊際」（double marginalization）的問題；參見 Tirole (1988), supra 

note 11, at 174-176. 
182

 Carlton and Winter (2018): “Under the vMFN restraint, products 1 and 2 [i.e., products of 

two platforms] become complements in terms of wholesale prices (𝑤 𝑤 ) [i.e., platform prices] 

rather than substitutes: an increase in the price 𝑤  leads to a drop in 𝑞  since the retail price of 

firm 2 increases. Noncooperative prices set by producers of complementary produces always 

exceed the collusive price , just as noncooperative prices by producers of substitutes ar less than 

the collusive price.” Carlton and Winter (2018), supra note 157, at 223 (footnote omitted). 
183

 根據 Boik and Corts (2016) 的研究，Fletcher and Hviid (2016) 指出：“The Broad Retail 

Price MFN clause prevents a competitor from offering lower retail prices than the incumbent 

(through offering lower fees to suppliers) to win customers… If the potential competitor’s fixed 

costs are sufficiently high, the Broad Retail Price MFN will deter entry that would have 

otherwise occurred.” Fletcher and Hvvid (2016), supra note 177, at 76-77. Boik and Corts (2016) 



 

126 

 

3. 最惠國待遇與平臺投資誘因 

這一小節關於最惠國待遇的討論，主要是以「上游—下游—終端消費

者」的垂直結構觀點切入分析。而在實務案件中，受處分事業往往強調平

臺媒合交易的性質，主張施行最惠國待遇的目的在於防止使用者（消費者

與店家）利用平臺的搜尋、媒合服務後，再移轉到平臺之外交易184。近期

亦有研究試圖探討此類使用者對平臺的「搭便車」（free riding）行為，或稱

為「展示廳」（showrooming）現象，在分析中納入消費者搜尋行為，或者

平臺藉由設計更方便搜尋的介面、更迅速的配對等投資影響來使用者需求，

在這些元素之下，探討最惠國待遇的競爭效果185。 

這些重要議題的研究仍在發展當中，我們也期待未來產業經濟學家能

對最惠國待遇的競爭分析有更細緻的理解。此處，我們簡短討論一些文獻

中所觸及的面向。 

首先，使用者搭便車或者展示廳現象，的確可能損害平臺利潤，甚至

平臺生存。直覺來說，若使用者在搜尋到理想的交易對象，甚至談好交易

                                                                                                                                   

的分析也包括新平臺進入時的定位（positioning）決策，顯示即便廣義最惠國待遇無法阻

礙進入，也會使新平臺較不願定位在低價位的。(“When the entrant’s product position is 

endogenous, a PMFN agreement may… distort the entrant’s choice away from a lower-end 

business model… even when it fails to deter entry.”) Boik and Corts (2016), supra note 159, at 

107. Boik and Corts (2016) 的模型並未考慮店家簽下最惠國待遇後，又違約（breach of 

contracts），在新平臺提供較優惠零售價時的賠償（damages）問題。若將違約賠償納入既

有平臺的契約設計，是否會產生如 Aghion and Bolton (1987) 探討獨家交易時的「榨取利

潤」（rent extraction），或許可期待未來研究。Philip Aghion and Patrick Bolton, “Contracts as 

a Barrier to Entry,” 7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88-401 (1987). 
184

 參見報告第四章 Booking.com 一案的討論；後揭頁 283。 
185

 參見 Masayoshi Maruyama and Yusuke Zennyo, “Platform Most-Favored-Customer Clauses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 7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02617 (2020); 

Chengsi Wang and Julian Wright, Platform Investment and Price Parity Clauses, working paper 

(2019); and Chengsi Wang and Julian Wright, “Search Platforms: Showrooming and Price Parity 

Clauses,” 51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2-58 (2020). Carlton and Winter (2018) 則視平臺

投資提升需求為一般常見的「促銷」（promotion）行為，可依單邊事業的情況分析；Carlton 

and Winter (2018), supra note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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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後，為了規避平臺抽成，改到其他管道交易，則平臺無法以交易費的

方式收取服務報酬。此時平臺可能採取一些防範手段，例如 Airbnb 限制交

易雙方的通訊管道，消費者必須在確定訂房後，才能取得房東的電話號碼

或電子郵件，訂房前，則只能透過 Airbnb 網站傳送訊息186。或者，平臺也

可能調整收費方式，例如從收取交易費，改為、或者更仰賴上架費，甚至

設法收取從平臺轉向其他銷售管道的「介紹費」（referral fees）187。最惠國

待遇則以另一種方式解決搭便車問題：（廣義）最惠國待遇讓消費者無法從

其他銷售管道取得更優惠的價格，從而降低、甚或完全消弭消費者離開平

臺的誘因188。若能從提供服務獲取適當報酬，平臺就有動機維持、甚至提

升服務品質。因此，最惠國待遇可能促進平臺在強化媒合服務方面的投資

誘因189。 

即便能夠提升投資誘因，如同之前的分析，最惠國待遇對平臺之間的

價格競爭與消費者支付的零售價，都有相當的影響，可能提高平臺抽成，

進而拉高零售價格，而這個效果又可能對新平臺進入造成障礙。因此，最

惠國待遇可能同時擁有維持或提升平臺媒合服務的促進競爭

（ procompetitive ）效果，以及提高價格 與限制進入的限制競爭

                                                 
186

 參 見 Airbnb 中 文 網 站 關 於 「 聯絡 房 東 ／體 驗 達 人 」的 說 明 （網 址 ：

https://www.airbnb.com.tw/help/article/147/聯絡房東體驗達人，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9 月

27 日）。另參見 Pike (2018), supra note 39. 
187

 網路廣告的「點擊付費」付費可視為「介紹費」的一種。關於這些收費方式對於解決

展示廳問題的討論，參見 Wang and Wright (2020), supra note 185. at 52-53. 
188

 若最惠國待遇只有限制價格，則不同銷售管道仍可進行服務或其他非價格競爭。理論

文獻似乎尚未觸及此面向。 
189

 就促進投資來說，理論上，也可以討論最惠國待遇是否能提供適當的投資誘因，亦即

最惠國待遇所給予的報酬，是否與投資所創造的社會價值相符。若報酬低於社會價值，則

導致投資不足；若高於社會價格，則為過渡投資。新近的文獻對此有所著墨（“We find, that 

wide price parity clauses tend to lead to excessive platform investment [in providing search 

services] while narrow (or no) price parity clauses lead to insufficient platform investment.” 

Wang and Wright (2019), supra note 185, at 1.）。但實務中，要在個案判斷最惠國待遇投資誘

因引導出適宜的投資水準，可能有相當困難。 

https://www.airbnb.com.tw/help/article/147/聯絡房東體驗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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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competitive）效果。競爭分析的下一步，通常是整體判斷最惠國待遇

的淨效果為何，是否能增進整體社會福利；即便能提升整體福利，在一些

國家或地區，競爭法主管機關也會探詢消費者是否能分潤到效率利得

（efficiency gains）190。 

此種類於「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的分析方式，在實務上未必容

易，也取決於個案中的特定條件、事實。而在合理原則的操作中，也包括

對於替代方法的討論，亦即，是否有其他方式，能夠減少競爭扭曲，並達

到相同的促進競爭效果191。同樣地，基於最惠國待遇對於價格競爭機制的

影響，競爭法主管機關也可探究，是否有其他方式，能夠維持平臺提供媒

合服務的誘因，同時對價格競爭的破壞程度較輕192。 

四、 消費者資料193
 

資料為數位平臺的重要面向之一。而消費者資料，除了形塑市場競爭，

也可能產生隱私等影響。我們分別就這兩個面向，簡短討論兩份近期研究。 

（一） 消費者資料與產品市場競爭 

提供商品或服務的廠商，若能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消費者的需求特徵，

除了可以設計、提供更貼合消費者所需的產品，更可能結合消費者願付價

                                                 
190

 參見第四章 Booking.com 案中，歐盟競爭政策相關法規的討論；後揭頁 293。 
191

 參見第四章 Amex 案中，關於合理原則操作程序的說明；後揭頁 246。 
192

 基於此一觀點，Wang and Wright (2020) 認為就解決展示廳問題來說，狹義最惠國待遇

的限制較小，因此應該禁止廣義最惠國待遇條款。（“[W]ide-PPCs can be viewed as 

anticompetitive with the onus on platforms to justify what efficiency-enhancing benefits 

wide-PPCs deliver that can’t be delivered with 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s. Showrooming with 

respect to direct sales is not a valid justification. In the face of showrooming narrow-PPCs are a 

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 and we find consumers are always better off under narrow-PPCs 

comparted to wide-PPCs.”）Wang and Wright (2020), supra note 185, at 52. 
193

 本小節部分內容由臺北大學經濟系學士班陳彥瑀、以及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學士班廖明

祐協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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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資訊，制定較精確的廣告行銷與訂價策略。換言之，擁有越多的消費者

資訊，可能讓廠商進行差別取價（price discrimination），甚至對個別消費者

量身訂製價格（亦即 personalized pricing）。 

因此，對於產品市場廠商，消費者資訊的價值（之一）為讓廠商更有

效地汲取消費者剩餘。但若面對競爭，且競爭者對於消費者資訊有同樣精

準地掌握，則視價格競爭的激烈程度，部分、甚或全部的消費者剩餘必須

移轉回消費者，消費者資訊對於廠商的商業價值隨之下降。 

依據這樣的直覺，近期有學者考慮消費者資訊在產品市場競爭者之間

的分配，亦即，多少廠商可取得消費者資訊194。研究假設兩個彼此競爭的

產品市場廠商，可向某一（獨占）資料中介商（data broker）購買消費者資

訊，後者則決定要將消費者資訊賣給幾間廠商。若只將消費者資訊賣給一

家廠商，則另一家廠商必須在資訊相對不足的條件下進行競爭。有資訊優

勢的廠商可賺取較高利潤，高利潤也代表該廠商願意付出相當價格給資料

中介商。但若將消費者資訊賣給兩家廠商，則按前述邏輯，廠商之間的競

爭會使擁有資訊的利潤下降，資訊價值因此下降，資料中介商能夠賣給兩

家廠商的價格也隨之下跌。均衡時，資料中介商只會賣給一家廠商。 

根據分析，市場競爭可能導致消費者資料集中在少數廠商，而這些廠

商可以藉由資訊優勢汲取消費者剩餘。此一研究有相當貢獻，未來的延伸

之一，或許為納入多邊平臺特徵。例如，若消費者與廠商均在平臺交易，

當消費者能得到的剩餘下降，使用平臺的意願隨之削弱，則廠商能夠汲取

剩餘的對象減少，對於加入平臺、以及購買消費者資料誘因可能都有影響。

考慮這些因素，會如何影響消費者資料的集中程度，則有待未來研究195。 

                                                 
194

 David Bounie, Antoine Dubus, and Patrick Waelbroeck, “Selling Strategic Information in 

Digital Competitive Markets,” 52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83-313 (2021). 
195

 在一篇未發表研究，同一群學者在不同方向進行延伸，考慮（1）兩個資料中介商；（2）

決定蒐集多少消費者資料；（3）在資料銷售階段彼此競爭；以及（4）若資料中介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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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隱私成本與使用者資料蒐集 

除了以更貼近願付價格的訂價「剝削」消費者，消費者資料的另一個

用途為協助廣告商，使其廣告投放更能準確瞄準受眾。更精準的廣告或許

能讓消費者免於無關廣告的騷擾，但所使用的消費者個資，基於隱私保護

風險的考量，可能使消費者承受隱私成本（privacy costs）。近期一份研究，

在雙邊平臺的情境下，納入這些要素，考慮平臺蒐集消費者資料的誘因196。 

該研究考慮兩個彼此競爭的非交易平臺，主要收入來源為廣告商支付

的廣告價格，對消費者則不收取任何費用。平臺決定消費者必須提供的個

資，再將個資提供給廣告商進行廣告投放。使用越多的消費者資訊，廣告

可越精確地推送給有興趣的消費者；廣告商與消費者都因此得益。但蒐集

越多的個資，消費者的隱私成本則越大。 

在這樣的設定下，研究分析平臺競爭程度對於消費者資料蒐集的影響。

若平臺蒐集越多的資料，提升廣告投放效益，廣告商願意支付的廣告價格

上升，平臺利潤也隨之增加。另一方面，要求提供的資料越多，消費者隱

私成本越大，使用該平臺的誘因也隨之減弱。而在多邊平臺的間接網路效

果運作下，消費者離開平臺，也會帶動廣告商的移動，使得平臺利潤下降。

平臺的資料蒐集，必須在這兩個效果間取得平衡。 

若平臺之間的替代程度提高，競爭程度加強，則蒐集更多資料後，消

費者與廣告商有較佳的替代選擇，因此接連離開、轉向對手平臺的意願越

高，平臺損失越多。反之，若平臺的替代性不高，競爭程度降低，則消費

者與廣告商較不願往替代平臺移轉，平臺蒐集更多資料，驅使使用者「出

                                                                                                                                   

對於產品市場，包括消費者，與資料市場均衡的影響。 David Bounie, Antoine Dubus, and 

Patrick Waelbroeck, “Competition and Mergers with Strategic Data Intermediaries,” working 

paper (2021). 
196

 Philipp Dimakopoulos and Slobodan Sudaric, “Privacy and Platform Competition,” 6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686-71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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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狀況也會減緩。因此，平臺之間的競爭程度，與消費者資料蒐集呈

現反向關係：若競爭減緩，則平臺會蒐集越多資料；但若平臺之間競爭激

烈，則平臺會蒐集較少資料。 

第四節   小結 

本章整理產業經濟學文獻，討論多邊平臺的基本性質、平臺廠商的價

格與非價格策略、以及相關的競爭效果。多邊平臺主要功能在於提供不同

群體的互動管道，因此，間接網路外部性（包括參與或使用外部性）為多

邊平臺的重要性質。依據這項基本性質，本章依序說明多邊平臺所展現的

經濟邏輯與其競爭效果。 

當使用者均為單棲時，集中所有使用者於單一平臺可以產生相當的經

濟效益。但若使用者多棲，則此互動效益無須經由使用者集中而達成。 

間接網路效果使得平臺必須考量對於不同群體的價格結構。以雙邊平

臺為例，若間接網路效果為雙向，且均為正向，以低價或補貼吸引某一群

使用者，可以強化平臺對另一群使用者的價值，提升平臺在另一端的獲利。

平臺訂價可能據此展現「蹺蹺板原則」：若提高對某一群體訂價，則應對另

一群體降低價格；反之亦然。因此，價格水準與價格結構兩者均為平臺商

業模式的重要策略。 

（正向）間接網路效果也使得使用者單棲時，同質平臺的價格競爭很

可能出現「優勢廠商均衡」，此時所有使用者集中在單一平臺，但該優勢平

臺的利潤為零。單棲下使用者集中在同一平臺的最大經濟效益，可以讓優

勢平臺藉由適當的分配爭取使用者。但若優勢平臺想要保留部分利潤，則

具有同等效率、提供同質服務的競爭平臺，可以更大方的「讓利」與使用

者，配合適當地「分化策略」，讓使用者從原本的優勢平臺移轉到競爭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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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優勢平臺的均衡利潤為零。 

但是，成功的「分化策略」仰賴豐富的訂價工具，包括：平臺要能分

別收取使用費與參與費，以及平臺能夠補貼使用者。若平臺無法補貼使用

者、或者僅能收取參與費，都可能使優勢平臺享有利潤。使用者集中的均

衡結果則維持不變。 

基於間接網路效果，平臺可施行不同的非價格策略。既有平臺可能藉

由獨家交易契約達成限制進入的效果。即便使用者可以多棲，既有平臺只

需要以獨家交易，配合適當補償簽下某一群體，限制其多棲行為，此時另

一群體也只能選擇既有平臺互動，使得新平臺無法進入市場，而未簽獨家

交易條款的群體使用者則會受到既有平臺剝削其消費者剩餘。 

間接網路效果之下的傾斜價格結構，很可能導致平臺以「負價格」補

貼使用者。但是，若平臺面對「非負價格限制」，無法補貼使用者，則可藉

由搭售規避非負價格限制，達成延伸市場力量的封鎖效果。亦即，在某一

產品享有獨占地位的廠商，可以將其產品與另一具備多邊平臺特性的產品

進行綑綁，讓後一產品的其中一群使用者有較強動機採用獨占廠商的商品

組合。基於間接網路效果，另一群使用者也只能使用同一商品。而面對非

負價格限制，競爭廠商無法以補貼方式爭取使用者；搭售因此成為獨占廠

商所獨有的「非現金」補貼工具。「槓桿理論」可能成立，獨占廠商可藉此

排除競爭。 

此外，當平臺蒐集使用者資料會產生「隱私成本」考量時，平臺競爭

與間接網路效果亦可能限制平臺蒐集資料的行為。若平臺競爭程度越強，

則蒐集越多資訊將導致承受隱私成本的使用者（如消費者）轉往競爭平臺；

而間接網路效果越強，則使用者移轉亦會帶動與之互動的另一群使用者（如

廣告商）離開平臺。因此，使用者資訊蒐集可能與競爭程度呈現反向關聯：

若平臺之間的競爭力度愈弱，則蒐集資料的誘因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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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獻討論結果對於競爭政策都有相當的重要性。單棲時使用者集

中於單一平臺的經濟效益，在結合審查，可能為評估平臺結合所帶來效率

進步的一個重要面向。而關於平臺對價格結構的考量，以及優勢廠商均衡

的存在，亦為進行平臺相關案例之競爭影響評估、分析時，所不可忽視的

洞見。 

例如：間接網路效果所導致的傾斜價格結構，可能讓平臺事業對其中

一群使用者補貼，或以低於成本價格出售產品與服務，並對另一群使用者

收取高於成本甚多的價格。而此類價格結構特徵可能出現於獨占平臺、亦

可能出現於平臺之間彼此競爭激烈的優勢廠商均衡。此時，若切割不同群

體為不同市場，而非就平臺整體訂價行為進行評估，則可能將平臺在單一

市場的補貼或低於成本價格視為掠奪性訂價，或者將高於成本甚多、高邊

際淨利的結果視為平臺具有相當市場力量。兩者皆為直接應用傳統單邊經

濟邏輯於多邊平臺所可能產生的謬誤。 

此外，在優勢廠商均衡，優勢平臺同時擁有高市占率與低利潤：均衡

時，所有使用者集中於優勢平臺，因此優勢平臺市占率為 100%，但其利潤

為零。若無法排除優勢廠商均衡的市場競爭結果，則傳統以市占率作為市

場力量的指標，可能無法直接適用於平臺商業模式。關於適用於多邊平臺

相關案例的市場力指標，以及其他競爭分析工具如市場界定方法等等，我

們將在第三章進一步探討、研究。 

最後，近期文獻亦關注平臺的最惠國待遇條款（價差條款），以及使用

者資料的市場分布。在平臺最惠國待遇的部分，一些研究以「垂直市場結

構」的切入觀點，著重分析此類垂直限制如何舒緩不同銷售管道的價格競

爭壓力，甚至改變平臺價格競爭的策略性質，導致價格上升的限制競爭效

果。而在使用者資料方面，研究考慮以使用者資料協助產品市場廠商針對

消費者精準訂價、汲取消費者剩餘的功能。此時廠商能取得的消費者剩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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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決於產品市場競爭程度：若競爭越強，廠商必須給予消費者越多的剩餘

以留住消費者，以使用者資料能夠汲取的消費者剩餘越少，資料對個別廠

商的價值因此越低，廠商取得資料的誘因隨之下降。因此，若產品市場競

爭程度提高，可能導致使用者資料往少數廠商集中，同時消費者剩餘減少。 

以上關於平臺廠商價格與非價格策略的競爭分析，都有可能成為平臺

相關案件中的損害理論，在個案中提供競爭法主管機關參考、評估。而在

最惠國待遇與使用者資料方面，產業經濟學的研究都仍在持續發展中，包

括如何適當地納入「搭便車」或「展示廳」效應、平臺投資誘因、甚至間

接網路效果等考量。競爭法主管機關可持續關注未來的文獻進展，並在適

當時機，將學界已較有共識、相對成熟的見解，納入實務操作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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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多邊平臺的市場界定與市場力評估 

本章討論與多邊平臺有關的競爭政策分析工具，包括市場界定方法、

市場力量之評估、以及市場調查等等。除了調查方法的介紹外，也提供假

想（hypothetical）的案例，展示操作步驟。 

第一節   多邊平臺之市場界定 

本節首先討論市場界定在多邊平臺相關案例中，可能碰到的問題以及

處理原則。下一節則呈現具體的操作範例。 

市場界定在當代競爭政策具有重要地位，往往是案件分析的起點197。

而在單邊市場中，經過多年的理論爭辯與實務經驗，競爭法主管機關也發

展出相當成熟的市場界定程序，例如以 SSNIP（亦即「微幅但顯著地非暫

時性價格調漲」，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方式，

進行「假設性獨占測試」（Hypothetical Monopoly Test），讓假設性獨占廠商

調漲產品價格某一百分比（通常為 5%或 10%），觀察利潤的變化，以此判

斷市場上是否有其他產品構成競爭牽制（competitive constraints）198。 

                                                 
197

 Supra note 23. 關於市場界定在美國法的討論，參見 Herbert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chapter 3 (2005);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Market Definitino in Antitrust: Theory and Case Studies (2013)。在歐盟法制的

討論，參見 Alison Jones and Brenda Sufrin, EC Competition Law: Texts, Cases, and Materials, 

at 48-70 (2004). 
198

 參見美國司法部與聯邦貿易委員會於 2010 年聯合公布的「水平結合處理原則」

（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 網 址 ：

https://www.justice.gov/atr/horizontal-merger-guidelines-08192010；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7

月 27 日）。關於市場界定的實際操作，參見陳嘉雯、胡偉民，「使用假設性獨占檢定界定

市場：以中國大陸新車銷售市場為例」，公平交易季刊，第 23 卷第 4 期，47-95（2015）；

以及陳嘉雯、林茂廷，產品特定市場界定以及價格上漲壓力測試：以好樂迪與錢櫃結合

案為例，經濟研究，第 52 卷第 1 期（2016）。SSNIP 以及其他市場界定的實證方法介紹，

參見陳和全、周振鋒（2013），前揭註 127，第三章；林常青、胡偉民，市場界定實證分析

https://www.justice.gov/atr/horizontal-merger-guidelines-081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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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界定的使用並非毫無爭議199。實務上，競爭法主管機關可能面對

資料取得200、或者調查時間與資源的限制，而無法採取理想的實證方法201。

在理論層面，假設性獨占測試雖然在經濟直覺上有相當的吸引力—藉由消

費行為來捕捉競爭關係—卻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藉此引導、解決施行測

試時所面對種種問題202。此外，將產品「納入」或「排除」於相關市場（relevant 

                                                                                                                                   

法之應用，公平交易委員委託研究報告（2018）；Peter Davis and Eliana Garcés, Quantitative 

Techniques for Competition and Antitrust Analysis, chapter 4 (2010). 
199

 Rober Pitofsky, “New Definitions of Relevant Market and the Assault on Antitrust,” 90 

Columbia Law Review, 1805-1864 (1990), at 1807 (“Unfortunately, no aspect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has been handled nearly as badly as market defitition.”). Donald Turner, “The Role 

of the “Market Concept” in Antitrust Law,” 49 Antitrust Law Journal, 1145-1154 (1980), at 1150 

(“Let me turn now to what some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are with market definition. I have to 

say at the outset that as a general matter this whole area is a bloody mess.”). William Blumenthal 

(2004), “Why Bother?: On Market Definition under the Merger Guidelines,” Statement before 

the FTC/DOJ Merger Enforcement Workshop Washington, February 17, 2004 (“Worse than 

unnecessary, any effort formally to define markets would have been unduly costly, 

time-consuming, and invasive, and it probably would have yielded less reliable outcomes than 

more streamlined techniques.”). 
200

 Lawrence Sullivan, Handbook of the Law of Antitrust, at 61 (1977) (“Another pragmatic 

factor is the availability of data. One can only count things for which there are numbers. Unless 

exhaustive statistical surveys are to be done the parties must utilize either the data gathered by 

the census taker, or the business records of firms or trade associations, or both. Markets, then, 

will tend to be defined the way the Bureau of the Census has defined them, or the way firms 

have perceived them, despite imperfections.”) 
201

 Sebastian Wismer and Arno Rasek, “Market Definition in Multi-Sided Markets,” Rethinking 

Antitrust Tools for Multi-Sided Platforms, 55-67 (2018), at 64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frequently face the challenge of choosing among investigation tools which exhibit different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nd differ in their resource requirements as well as their reliability. In 

many cases, authorities refrain from applying complex econometric methods, in particular due to 

time constraints, lack of proper data or methodical complexity which often comes along with 

limited robustness and difficulties in interpreting and communicating results.”). 
202

 Michael Whinston, Lectures on Antitrust Economics, at 78-79 (2006) (“The market 

definition procedure described in the [DOJ and FTC’s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makes a 

number of seemingly arbitrary choices to resolve potential ambiguities (and in some cases leaves 

these ambiguities unresolved). .... It is in some sense difficult to know what is the “right” way to 

resolve these (and other) ambiguities becase the Guidelines’ procedure—while intuitive—is not 

based directly on any explicit model of competition and welfare effects.”). Louis Kaplow, “Why 

(Ever) Define Markets?” 124 Harvard Law Review, 437-517 (2010), at 466 (“[T]here is no 

canonical, operational statement of the standard for determining what constitutes a relevant 

market and, a fortiori, no developed underlying rationalization for whatever the principle migh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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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的二分法203，更可能使得個案的分析結果，相當程度受到市場界定

過程中的不同細節選擇影響204。 

處理多邊平臺相關案件時，以上的挑戰並未消失205，更浮現新的議題、

挑戰： 

 「單一市場」（single market）或者「多市場」（multi-markets or 

multiple-markets）：在討論多邊平臺的產品市場（product market）

時，應該將不同群體視為不同市場，抑或考慮一個群體之間彼此

互動、「交易」的交易市場？對應到夜店的例子，應該分別考慮「男

性」與「女性」兩個市場，還是考慮一個「社交」市場？亦即，

應該採取「單一市場架構」（single-market approach）或者「多市

場架構」（multi-markets or multiple-markets approach）206？ 

 「價格結構」之調整：在多邊平臺的商業模式中，價格結構是一

個重要的策略面向；對不同群體制定不同價格，也是平臺模式的

                                                 
203

 Willem Boshoff, “Market Definition as a Problem of Statistical Inference,” 10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 861-882 (2014), at 861 (“Markets are often defined following 

an “in or out” approach, in which any product for which evidence of substitutability appears to 

outweight evidence of non-substitutability is included in the market.”). 
204

 以 SSNIP 為例：該如何選擇調漲前的基準價格（baseline price）；應該讓假設性獨占廠

商調漲價格 5%、10%、或者其他幅度；以及面對多產品獨占廠商，應讓所有產品的產品

都漲價、抑或只調漲部分產品等等。不同問題的不同選擇，都可能影響市場界定結果。 
205

 有學者甚而主張，應以其他競爭分析工具來取代市場界定。Frank Easterbrook, “Limits 

of Antitrust,” 63 Texas Law Review, 1-40 (1984), at 22 (“Market definition is just a tool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market power; it is an output of antitrust inquiry rather than an input into 

decisions, and it should be avoided whenever possible.”). Kaplow (2010), supra note 202, at 440 

(“The thesis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the market definition process should be abandoned.”). 
206

 Frank and Peitz (2019), supra note 4, at 24 (“In the context of two-sided platforms, 

competition practice can basically follow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when it comes to market 

definition. One approach is to define a market for each side. Thus, each of the two markets can 

be analyzed separately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at they are linked through cross-group effects. 

This is referred to as the “multi-markets approach”.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is to define a single 

market for an intermediation service offered to both sides of the market. This is referred to as the 

“single-market approach”.”); citation o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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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結果207。那麼，在進行市場界定時，是否也應讓假設性獨占

平臺調整市場價格？以夜店為例，若進行 SSNIP 檢定，讓假設性

獨占廠商的訂價調漲 5%，則應該讓男女兩邊的價格都上漲 5%、

或是只上漲某一邊、或者讓某一邊（例如：男性客群）的漲幅高

於另一邊（女性客群）？對於價格結構的考量，亦即，摸索在不

同群體之間的價格配置，是多邊平臺廠商所面對的重要課題，但

也增加了實務上進行 SSNIP 檢定的複雜程度。 

 「零訂價」：SSNIP 檢定通常以調整價格的某個百分比為基礎。

面對多邊平臺中常出現的零訂價，SSNIP 檢定該如何操作，至少

就出現了修改的必要208。 

本節將分別聚焦以上三點，探討競爭法主管機關可採用的方法。在進

一步討論之前，我們先提出進行市場界定的兩個判斷準則。 

 首先，作為競爭影響評估的步驟之一，市場界定的目標之一，在

於釐清市場上的競爭關係，找出對相關事業產品構成相當競爭牽

制的其他產品209。換言之，透過市場界定的程序，可以讓競爭法

主管機關有系統、有組織地探查相關行為的競爭效果，以避免武

斷的結論210。 

                                                 
207

 參見第二章的討論；前揭頁 45。 
208

 Daniel Mandrescu, “The SSNIP Test and Zero-Pricing Strategies: Considerations for Online 

Platforms,” 2 European Competition and Regulatory Law Review, 244-257 (2018).  
209

 Bundeskartellamt (2016), supra note 33, at 7 (“A market definition serves as an instrument 

to determine competition forces that affect the companies concerned.”). 
210

 Dennis Carlton, “Revising the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6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 619-652 (2010), at 626 (“The discipline of forcing decisioin-makers to have a 

reasonable market definition in mind… is likely to be valuable in constraining agencies and 

especially courts from making decision based on arbitrary criteria.”). Robert Willig, “Public 

Comments on the 2010 Draft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2 (2010), available at 



 

139 

 

而個案最終關心的焦點，並非相關市場為何，而是相關行為是否

產生限制競爭效果（anticompetitive effects），以及這些效果是否

有足夠的證據支持211。競爭法主管機關衡量可能的「損害理論」，

並以市場界定等分析工具，評估損害理論成立與否。作為輔助工

具，市場界定本身並非獨立的目標或步驟212，而必須配合所考慮

的損害理論，來做對應的取捨與調整213。 

 其次，面對資源、資訊與其他限制，競爭法主管機關很難下達完

美無失的判斷214；在市場界定或其他分析步驟出錯，在所難免。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_comments/horizontal-merger-guideline

s-review-project-proposed-new-horizontal-merger-guidelines-548050-00015/548050-00015.pdf 

(last visited July 27, 2022) (“The purpose behind a requirement of market definition … is the 

imperative for disciplined consideration of sources of competition beyond the parties’ own 

products, along with the need to generate a consistent calibration of the strength of that 

additional competition.”); Turner, supra note 199, at 1145 (“[One role of market definition is] to 

provide some sort of rational economic basis for assessing the consequence of the particular kind 

of conduct that is involved in the antitrust case…”). 
211

 David Glasner and Sean Sullivan, “The Logic of Market Definition,” 83 Antitrust Law 

Journal, 293-345 (2020), at 337 (“[R]elevant markets are analytical tools for evaluating specific 

theories of anticompetitive harm…Even if it were possible to define a relevant market without 

first considering potential theories of harm—and it is not—such rote prioritization would only 

confuse analysis and distract attention from the ultimate question whether injury has occurred or 

is likely to occur.”); citation omitted. 
212

 Phillip Areeda and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Law: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2014) ¶ 531 (“Finding the relevant market and its structure is typically 

not a goal in itself but a mechanism for considering the plausibility of antitrust claims that the 

defendant’s business conduct will create, enlarge, or prolong market power.”); Christine Varney, 

“The 2010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Evolution, not Revolution,” 77 Antitrust Law Journal, 

651-660 (2011), at 653 (“[Flexibility in market definition] flows from the purpose of defining 

markets—helping to assess a merger’s potential to harm consumers”). 
213

 Glasner and Sullivan (2020), supra note 211, at 325 (“[A] relevant antitrust market must 

always be conditioned on a specific theory of competitive injury, and courts and advocates 

should resist the urge to see market definition as a rote, theory-independent process… While the 

Court’s commentary on market definition has not always been clear, the principle that relevant 

markets should correspond to specific theories of harm is evident.”). 
214

 David Evans and Jorge Padilla, “Designing Antitrust Rules for Assessing Unilateral Practices: 

A Neo-Chicago Approach,” 72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73-98 (2005), at 75 

(“Distinguishing procompetitive from anticompetitive actions with certainty is impossible.”); 

Frederick Becker III and Steven Salop, “Decision Theory and Antitrust Rules,” 67 Antitrust Law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_comments/horizontal-merger-guidelines-review-project-proposed-new-horizontal-merger-guidelines-548050-00015/548050-00015.pdf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_comments/horizontal-merger-guidelines-review-project-proposed-new-horizontal-merger-guidelines-548050-00015/548050-00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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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不同的選擇（採取單一市場或者多市場架構、是否讓獨占平

臺調整價格結構等等），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嘗試探討，不同的選

擇路徑，將使得後續的分析犯下哪種可能錯誤。例如：採取某種

方式，是否會使得相關市場界定過窄，高估相關事業的市場力量，

導致錯誤判斷為限制競爭的「誤枉」（false conviction）結果；而

另一種方式，是否又會造成「誤縱」（false acquittal）。進而將這些

可能產生的執法「預期成本」（expected costs），納入整體考量215。 

以下，我們也將運用這兩個原則於不同課題的討論。 

一、 單一市場架構與多市場架構 

處理多邊平臺相關案件時，應就不同群體使用者分別界定不同市場（多

市場架構），或者界定一個使用者共同互動的市場（單一市場架構），文獻

或者實務的一種取捨方式，是先將多邊平臺按照不同特徵進行分類，再對

不同類型的平臺採取不同作法。 

以第二章所介紹的兩種分類方式為例216，Filistrucchi 等人建議，可以依

據「交易市場」（交易平臺）或「非交易市場」（非交易平臺）的類型分別

處理217：對於可以（但未必要）進行兩部訂價，同時收取入會費與使用費

                                                                                                                                   
Journal, 41-76 (1999), at 43 (“A court inevitably must make its decisions on the basis of limited 

and imperfect information. As a result, a court can never be absolutely certain that its factual 

findings are correct, the correct litigant prevails, or the remedy it mandates still would be the 

best outcome if all the facts were known.”). 
215

 Boshoff (2014), supra note 203, at 861 (“[A] Bayesian decision rule can assist analysts in 

defining markets by considering… error costs of incorrect inclusion or exclusion from the 

market.”) 
216

 前揭頁 26。 
217

 對於「交易平臺」與「非交易平臺」分類的批評，參見 Gunnar Niels, “Transaction versus 

Non-Transaction Platforms: A False Dichotomy in Two-Sided Market Definition,” 15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 327-35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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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平臺（如支付系統、實體或網路購物中心），應該只定義一個市場；

對於其他無法進行兩部訂價的非交易平臺（如報紙、廣播等媒體，或者搜

尋引擎），則應該定義數個彼此關聯的市場218。此一建議在實務案件曾發揮

重要影響。例如：荷蘭競爭法主管機關在 Bloemenveiling Aalsmeer 與

FloraHolland 結合案219，便採用 Filistrucchi 等學者220「交易市場只需定義一

個市場」的建議；美國最高法院在 Amex 案的多數意見，亦認定信用卡屬於

交易市場，因此定義為一個市場221。 

德國卡特爾署則採用「媒合平臺」與「提供受眾平臺」的不同分類222，

並主張單一市場架構適用於前者，而不適用於後者223。卡特爾署也曾經在

案例中，應用單一市場分析架構於線上約會平臺（online dating platforms）224、

以及不動產交易平臺（real estate platforms）225結合案。但即便是媒合平臺，

                                                 
218

 Filistrucchi et al. (2014), supra note 42, at 302 (“Suggestion 1: In two-sided non-transaction 

markets, two (interrelated) markets need to be defined. In two-sided transaction markets, only 

one market should be defined.”); italic font original. 
219

 Nederlandse Mededingingsautoriteit 21 August 2007, 5901/184 Bloemenveiling Aalsmeer - 

FloraHolland. 參見 Filistrucchi et al. (2014), supra note 42, at 309-310. 
220

 Filistrucchi et al. (2014), supra note 42. 
221

 Supra note 30, at 2286-2287 (“Transaction platforms are thus better understood as 

‘‘suppl[ying] only one product’’—transactions… Evaluating both sides of a two-sided 

transaction platform is also necessary to accurately assess competition. Only other two-sided 

platforms can compete with a two-sided platform for transactions… Thus, competition cannot be 

accurately assessed by looking at only one side of the platform in isolation. For all these reasons, 

‘‘[i]n twosided transaction markets, only one market should be defined.’’”); citation omitted. 
222

 參見第二章圖 2- 5 與相關討論；前揭頁 28。 
223

 Bundeskartellamt (2016), supra note 33, at 29 (“[I]t is the Bundeskartellamt’s view that a 

single platform definition would not be suitable for audience providing platforms, in particular 

Internet services financed by advertising.”). Also see supra note 66. 
224

 Bundeskartellamt, Decision of 22 Oct. 2015, Ref. B6-57/15. Bundeskartellamt (2016), supra 

note 33, at 31 (“In its decision clearing the merger between two online dating platforms, the 

Bun-deskartellamt for the first time explicitly defined a “single“ platform market.”); emphasis 

original; citation omitted. 
225

 Bundeskartellamt, Case summary of 20 April 2015, Ref. B6-39/15. Bundeskartellamt (2016), 

supra note 33, at 30(“In the case of “Immonet/Immowelt“, a merger of two real estate 

platforms, the Bundeskartellamt ultimately left the specific market definition open. However, it 

expressed an opinion in favour of categorising online real estate platforms as matching platforms 

with transactions and defining a single market for real estate platforms, i.e. not considering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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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爾署也建議，若要採用單一市場界定，應該先確認不同群使用者有相

等的替代機會，亦即面對相同的替代產品226。例如：Amazon Market，雖然

可歸類於媒合平臺，卻因為平臺兩邊—消費者與零售商—可能擁有不同的

替代選擇，而未必適用單一市場的界定方式。 

根據不同分類採取不同架構的邏輯在於，區分成同一類型的平臺有相

當近似的競爭特徵，適用相同的處理方式。以支付系統為例，一筆交易能

以某種支付系統結清，必須買賣雙方都同意使用該種支付系統。因此，若

要能有效競爭，支付系統必須要能同時吸引買家與賣家；而在尋求替代選

項時，個別使用者也必須考量交易對象是否也能使用同種替代支付系統。

誠如 Filistrucchi 等所論227： 

“Everyone would probably agree that a payment card company such 

as American Express is either in the relevant market on both sides or 

on neither side, for the reason that either the transaction between the 

buyer and the merchant takes place using American Express services 

on both sides, or it does not take place through American Express. The 

analysis of a merger between two payment card platforms should thus 

consider whether cash or PayPal exert competitive pressure on 

payment card companies on both sides of the market.” 

Filistrucchi 等進而主張，此時應該只界定一個相關市場。 

但是，同樣的推論是否可以推廣到支付系統以外的其他多邊平臺，尤

                                                                                                                                   
market side separately.”); emphasis original; citation omitted. 
226

 Bundeskartellamt (2016), supra note 33, at 28 (“[T]his should not lead to a schematic 

handling of cases even though the single market definition appears to be the obvious choice for 

these [matching] platforms.”). Id, at 61 (“In the case of matching platform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at defining a single relevant market may be suitable… [I]t is also possible to assume 

separate markets in this context if both user sides had different views regarding their possibilities 

of substitution.”). 
227

 Filistrucchi et al. (2014), supra note 42, at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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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Filistrucchi 等所定義的「交易」平臺？是否可直接以「可觀察到交易」、

因此可進行兩部訂價的特徵，等同於上述建立於支付系統的推論，據此採

用單一市場架構的界定方式？Filistrucchi 等明顯做出此種推論228，亦為美國

最高法院所援引229，卻受到相當批評230。 

回歸到市場界定的目的，以及採行不同界定方法的選擇標準231。如果

單一市場架構的確可以有效捕捉到所有「交易平臺」中，不同群體使用者

所面對的替代機會，因此可以準確描繪平臺在不同群體所面對的競爭牽制，

那麼此種作法，的確是相當可行的政策建議。尤其，面對資源限制，當不

同邊、或者不同群體使用者面對相同替代機會時，單一市場架構或許可以

避免相當繁複、但卻重複的調查與分析工作232。 

但是，如同德國卡特爾署的提醒，即便像是 Amazon Marketplace 這樣

的典型「媒合」或「交易平臺」，也未必代表不同群體必然面對相同的替代

條件，因此未必適用單一市場架構。 

                                                 
228

 Id., at 301 (“We submit that the crucial element distinguishing a newspaper market from a 

payment cards market is that, in the latter, a transaction is present between so-called 

end-users—that is, between customers on the two sides of the market. Whether one should 

define a single market or two interrelated markets depends on whether we are dealing with a 

two-sided transaction market or a two-sided non-transaction market”). 
229

 Supra note 221. 
230

 Katz and Sallet (2018), supra note 33, at 2153-2158. Franck and Peitz (2019), supra note 4, 

at 19-39. Hovenkamp (2019), supra note 31, at 39-42. 
231

 Supra note 212. 
232

 Wismer and Rasek (2018), supra note 201, at 57 ([T] he competitive analysis may be done 

repeatedly without gaining additional insights if the set and the relevance of competitors as well 

as the geographic scope do not differ across market ‘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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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觀察整個交易過程，信用卡等支付系統所提供的主要服務為完

成交易所需的「金額支付」。但是完成交易所需要的步驟，並非僅有最後的

支付，更需要尋找可能的交易對象、嘗試或確認適合的產品或服務、以及

談判出可接受的交易條件等等，如圖 3- 1 所示。一個平臺模式可能提供的

服務，也未必侷限於「後端」的支付工具，更可能包括「前端」的媒合過

程。而在媒合過程，買家與賣家所重視的服務也未必相同：賣家需要的是

能觸及買家的廣告服務，而買家則希望能得到可信賴的資訊，確保所選購

的商品或服務，的確能滿足所需233。即便在最後的完成交易階段，支付方

式的選擇需要買賣雙方的同意，在媒合階段的不同需求，決策權往往掌握

在各自手中，而不同群體的使用者，可能對於替代選項產生不同的評價。 

                                                 
233

 Frank and Peitz (2019), supra note 4, at 25 (“When the platform caters to merchants and 

buyers, then, to merchants it provides a service akin to informative advertising and it offers the 

service to complete a transaction. On the buyer side, it offers the services to learn about different 

offers and the service to complete a transaction… [Transaction platforms] may compete with 

other platforms that only offer the former service but not the latter.”). 

圖 3- 1  交易過程與所需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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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平臺業者所選擇的商業模式，可能提供完整的媒合與支付

服務，也可能只聚焦其中一部分服務。以訂房網站為例，Booking.com、

Hotel.com、或者 Airbnb 等平臺，提供完整的搜尋（媒合）與訂房（完成交

易）服務。但在 Craigslist 這樣的「布告欄」（bulletin board）平臺，提供屋

主刊登短期度假租屋資訊，消費者瀏覽、查詢到有興趣的資訊後，再自行

連絡屋主。Craigslist 只提供前端的搜尋、媒合服務，而不涉及後端的交易

階段。按照 Filistrucchi 等的分類方式，只能歸類成「非交易平臺」。 

至於 Kayak 這一類的旅遊比價網站，或者資訊集中平臺（information 

aggregator）234，匯集了不同訂房網站的旅館資訊，也讓旅館依其意願直接

在 Kayak 上架（listing）。消費者在 Kayak 查詢到旅館資訊後，若旅館有在

Kayak 上架，可以直接訂房，但也可以連結到其他訂房網站完成交易。這

使得 Kayak 只能觀察到部分，而非全部的交易。則 Kayak 應該歸類於「交

易」或者「非交易」平臺，並非顯無爭議的判斷。 

Craigslist 與 Kayak 的例子可以提供幾點觀察。首先，在個別平臺的層

次，交易或非交易平臺的區別未必理所當然235，甚至可能受到平臺本身的

商業策略影響236。Craingslist 維持「布告欄」的形式，可能受限於本身技術，

                                                 
234

 DPO Group, “Everything You Ever Wanted to Knwo about Kayak.com,” January 8, 2015 

(website: https://dpogroup.com/everything-you-ever-wanted-to-know-about-kayak-com/; last 

visited July 27, 2022.) 
235

 Frank and Peitz (2019), supra note 4, at 25 (“[T]here is no sharp dividing line between 

transaction markets and non-transaction markets…”).  
236

 Id., at 25 (“[T]he observability of a transaction may be partial…[and] endogenous…”), 

https://dpogroup.com/everything-you-ever-wanted-to-know-about-kaya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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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反映原本的創業理念；但是 Kayak 讓旅館自行選擇是否上架，而無論

上架與否，均會提供旅館資訊，則很明顯為其策略選擇。若先區別「交易」

或「非交易」平臺，再分別採用不同的市場界定架構，碰到 Craigslist 與 Kayak

這樣的案例，第一步可能就要耗費資源於提供可信的分類依據，且分類結

果可能因平臺本身策略不同而產生差異。 

例如，考慮以下三種情境在旅館，或者短期度假租屋的市場界定： 

 Booking.com 的結合或者限制競爭案件； 

 Craigslist 的結合或限制競爭案件；以及 

 Kayak 的結合或限制競爭案件。 

依照 Filistrucchi 等的建議，第一個情境（Booking.com）應該可直接判斷出

相關市場應採用交易平臺、單一市場架構的市場界定方式；第二個情境

（Craigslist）則為非交易市場、多市場架構。至於第三個情境（Kayak），

則需視 Kayak 本身被如何看待：若將 Kayak 區分成交易平臺，則採單一市

場架構；若為非交易平臺，則採多市場架構。即便在這三種情境，可能產

生競爭牽制的廠商為同一群平臺業者，卻可能因為採行不同分類，而使用

不同的界定架構。 

以上的推論，是將 Filistrucchi 等的政策建議應用在個別平臺層次，亦

即，區分系爭平臺的屬性後，再據此採行單一市場或多市場架構。另一個

可能的應用是在市場層次，亦即將整個市場區分成交易與非交易市場。此

時，根據 Filistrucchi 等的定義，在交易市場中所涉及的服務，必須能夠讓

不同群體使用者完成交易，同時交易必須能讓平臺經營者所觀察到237。 

                                                 
237

 在個別事業層次區別交易或非交易平臺，並以此論證的文獻或案例，包括 Frank and 

Peitz (2019), supra note 4; Bundeskartellamt (2016), supra note 33; Ohio v. Am. Express Co., 

supra note 30. 但由 Filistrucchi 等的定義方式與推論，似乎未能排除在市場層面的解讀；

Filistrucchi et al. (2014), supra note 42, at 298 (“Two-sided transaction markets,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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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種應用方式之下，相關市場中必須包括「完成（可觀察）交易」

服務的要求，競爭法主管機關仍然必須判斷個別平臺屬性238，更使得市場

中只有交易平臺能夠彼此競爭，從而排除了交易平臺與非交易平臺競爭，

甚至多邊平臺與其他類型廠商競爭的可能。但是，從 Craigslist 與 Kayak 的

討論可知，即便區分出交易或非交易平臺，也未必表示不同類型的平臺彼

此不會呈現競爭關係。只是，由於側重服務不同，平臺對不同邊可能有不

同吸引力，因此展現不同程度的替代關係。對於消費者，Craigslist 與 Kayak

僅提供搜尋、比較服務，而無法直接在平臺上完成交易（除了有在 Kayak

直接上架的旅館）。但在消費者這一群體，Craigslist 與 Kayak 仍然可能對

Booking.com 與 Hotel.com 構成相當的競爭制衡。 

反之，在旅館這一邊，Craigslist 與 Kayak，尤其前者，未必會與

Booking.com 或 Hotel.com 呈現有效的替代關係。Craigslist 的簡單介面與有

限資訊空間可能無法適當地表達旅館希望傳遞給消費者的質感，降低對中、

高級旅館的吸引力；而 Kayak 不硬性要求上架的策略，也可能讓旅館業者

覺得只要在其他網站上架即可。考慮此種可能，則單一市場架構可能忽略

非交易平臺對於不同使用群體的不同吸引力，以及對於交易平臺在不同邊

的不對稱競爭壓力。相反地，多市場架構比較可能有彈性地納入此類考量。 

甚至，多邊平臺的競爭對手也可能包括非平臺業者。以 Uber 等「叫車」

（ride-hailing）平臺為例239。作為一個典型的雙邊交易平臺，Uber 媒合乘

客與駕駛，並直接由其系統處理交易與金流；Uber 甚至對於車資的決定有

嚴格的掌控權240。在駕駛端，Uber 的競爭對手可能只有其他提供媒合服務

                                                                                                                                   
payment cards, are instead characterized by the presence and observability of a trans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latform users.”). 亦即，交易市場可解釋成提供所有不同群體之

間，可觀察到的交易服務所構成的市場。 
238

 因此仍然會有如何分類 Kayak，以及不同分類導致不同市場界定結果的問題。 
239

 此處的討論，參酌 Frank and Peitz (2019), supra note 4, at 26. 
240

 Id., at 26 (“[I]n contrast to the standard merchant-buyer examples, the platform [i.e., 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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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叫車平臺；一個開自用車的 Uber 司機大概不致因為 Uber 費率的 5%或

10%調漲，而轉業成公車或者捷運駕駛。但是在乘客端，為了滿足「短程運

輸」的需求，「媒合個人駕駛並完成交易」只是其中一個選項。視情況，乘

客也可能選擇大眾運輸、自駕、騎自行車、或者走路等等。這些替代方案，

在乘客端（而非駕駛端）都可能與 Uber 呈現競爭關係，但都不屬於（交易

或非交易）多邊平臺的模式241。因此，美國最高法院在 Amex 案中，「只有

雙邊平臺能彼此競爭」的推論242，未必適用於所有多邊平臺相關案件。處

理多邊平臺的市場界定時，競爭法主管機關也可能要考量對於不同群體使

用者，來自不同型態（交易或非交易平臺、以及非平臺業者）所提供的需

求替代（demand substitution）可能。 

綜合以上討論，我們建議，若要採行「在交易平臺使用單一市場架構」

的市場界定方式，在個案情境中至少要先考量243： 

 「完成交易」是否為平臺所提供的最主要服務；或者使用者也在

乎「搜尋」、「資訊」、「廣告」等其他「媒合」服務。 

 除了完成交易以外的其他服務，是否可由非交易平臺、甚至非平

臺業者提供。 

 不同群體使用者是否對於各項替代選擇有不同的評價。 

                                                                                                                                   
fully controls prices on the driver and the passenger side”). 
241

 Daniel O’Connor, “Understanding Online Platform Competition: Common 

Misunderstanding,” Internet -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of Online Platforms, 9-29 (2016), at 

12 (“For example, a person needing transportation from Washington, DC to New York can drive, 

fly, take a train or bus, or use an online carpooling app. Consumers decide by evaluating the 

price, quality and speed of those offerings and will substitute between these options accordingly. 

A ridesharing app’s closest competitor in this context may be a bus, train, or airplane—none of 

which looks or operates anything like a ridesharing app.”). 
242

 Ohio v. Am. Express Co., supra note 30, at 2287 (“Only other two-sided platforms can 

compete with a two-sided platform for transactions.”). 
243

 這些資訊可嘗試由市場調查或產業背景研究調查取得。參見第四節的討論，後揭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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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個別平臺屬於交易或非交易平臺的分類，是否會受到平臺本

身策略選擇的影響。 

前三點確保單一市場架構不會遺漏掉對只提供部分服務、或者只對某

一群體使用者重要的替代選項；最後一點則是檢驗不同分類方式對市場界

定的影響。文獻中亦有單一市場架構適用性的討論，例如：Wismer and Rasek

提出244： 

“Defining one single market seems reasonable for services which 

mainly aim at enabling a direct (observable) trans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e.g. in the case of a trading platform that brings 

together sellers and buyers. In particular, this approach seems 

feasible if (i) a firm’s service necessarily involves all groups and (ii) 

the set of substitutes and their respective relev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ch customer group does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across 

groups.” 

兩者互相參照，Wismer and Rasek 所提出的條件（ii）與我們的第三點

相同；而我們的前兩點則為 Wismer and Rasek 的條件（i）提供分析的切入

點，亦即，為何平臺所提供的服務，不必然涉及所有的群體。結合兩者，

可採用如圖 3- 2 所顯示的流程圖：首先判斷系爭平臺是否為交易平臺（但

必須注意區分方式是否會受到平臺商業模式影響），若為非交易平臺，則應

採多市場架構；若為交易平臺，則進一步討論系爭平臺的服務是否涉及所

有群體的使用者，此時應注意平臺提供的服務種類、以及是否所有群體使

用者都需要相同服務。若其中部分服務只受到部分群體使用者重視，則應

                                                 
244

 Wismer and Rasek (2018), supra note 201, at 60. Frank and Peitz 亦採相近看法；Frank and 

Peitz (2019), supra note 4, a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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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採取多市場架構；但若所有服務都為所有群體使用者所需，則最後考

量不同群體是否有不同的替代選項。若替代選項皆相同，則單一市場架構

可視為合理的方法，但若不同群體有不同的替代選擇，則應考慮採用多市

場架構。 

在不適當的條件下採用單一市場架構，可能排除掉只對部分群體有相

當重要性的替代選項。若基於節省資源或其他原因，競爭法主管機關擬採

用單一市場架構，或者，面對爭訟一方以單一市場架構提出的市場界定，

競爭法主管機關可將單一市場架構的可能風險納入考慮：未納入（至少在

某一邊）對系爭平臺構成競爭制衡的替代服務，可能使得市場範圍界定過

小，高估系爭平臺的市場力量。 

最後，將非交易平臺納入相關市場，進行量化分析時，在實務上可能

遭遇不同的挑戰。以前述 Uber 的討論為例，若市場界定範圍超過 Uber 或

Lyft 等叫車平臺，在乘客端的替代服務，下一步可能需要將一般計程車、

甚或大眾運輸系統納入考量245，討論其費率調漲對假設性獨占廠商利潤的

影響。在操作上，可能帶來相當的複雜度。競爭法主管機關同樣需要在操

作的實務可行性，與不適當的市場範圍所產生的風險之間，作一取捨。  

                                                 
245

 O’Connor (2016), supra note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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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SSNIP 與價格結構調整 

圖 3- 2  單一市場或多市場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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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邊平臺進行 SSNIP 測試，為了捕捉獨占廠商的利潤動機，理想上

的確應該讓假設性獨占平臺調整價格結構246；若無法調整價格結構，則無

法確實反映獨占平臺的獲利機會。相較於可以調整價格結構的獨占平臺，

無法調整價格結構必然導致較低的利潤，可能界定出過大的市場範圍，因

而低估平臺的市場力量247。 

調整價格結構無可避免地使實務操作更為複雜，而複雜程度又與平臺

所掌握的訂價工具有關。根據定義，非交易平臺無法設定使用費，只能收

取入會費，但是交易平臺可同時設定入會費與使用費。以雙邊平臺為例，

個別平臺在前者只有 2 個價格工具，在後者則至少有 4 個價格工具248。調

整「價格結構」時，後者的可能調整空間更大，可以考慮的變動方向也更

多。 

但是，市場界定的目的與一般操作未必需要找到獨占平臺的最適價格

結構，只需要知道在調漲價格後，是否有某種價格結構的調整，可以提升

獨占平臺利潤249。因此，無論有幾種價格工具，只要調漲價格，並配合某

種價格結構的調整，可以提高獨占平臺利潤，則市場界定步驟也就完成。 

                                                 
246

 Lapo Filistrucchi, “Market Definition in Multi-Sided Markets,” Rethinking Antitrust Tools 

for Multi-Sided Platforms, 37-51 (2018), at 45 (“Ideally, in both [two-sided non-transaction and 

transaction markets] cases one should allow the 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o re-optimise the price 

structure following the price increase.”); citation omitted. 
247

 Id., at 47 (“[A]dopting a two-sided SSNIP test (or using two-sided CLA formulas) that do 

not allow the HM to re-optimise the price structure would lead to a too-large definition of a 

market. In fact, not allowing the price structure to be re-optimised would always overestimate 

the loss in profits due to the increase in prices, because by definition the optimal adjustment by 

the hypothetical monopolist will tend to reduce such a loss.”) 
248

 平臺甚至可能就不同的使用量設計不同的邊際價格，例如若超過一定數量則給予折

扣。 
249

 概念上，假設性獨占廠商的最適訂價是否高於基準價格的 5%，與調漲 5%後能否獲利，

為兩個不同的問題。即便同樣上漲 5%可以提升利潤，假設性獨占的最適訂價可能較基準

價格高 3%或者 30%。以前者的邏輯（最適訂價是否高於基準價格 5%）進行市場界定，稱

為「Would-Approach」、後者（調高 5%能否獲利）則稱為「Could-Approach」。參見林常青、

胡偉民（2018），前揭註 198，頁 51-55。此處採用「Could-Approach」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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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嘗試幾種結構的調整，均無法提高獨占平臺利潤，則有兩種可能。

其一，最適價格結構可提高利潤，但所嘗試的結構與最適結構有相當差距，

因此無法提升利潤；其二，即便在最適價格結構，也無法提升利潤。在第

二種情況，應該放寬相關市場範圍，考慮替代服務，進行下一輪的測試。

但是在第一種情況，目前所考慮的相關服務已經是（理論上）應該達成的

相關市場界定。由於無法確定面對的是哪種可能，選擇不同的下一步，會

面對不同的成本效益以及風險考量。 

 維持目前的市場範圍，繼續嘗試不同的價格結構，可能耗費相當

的行政資源，且未必能得到利潤上升的結果。若利潤仍然下降，

則形同回到原點，必須重新選擇是否維持，或者放大市場範圍。 

 放大市場範圍，進行下一輪的測試，此時可能會導致過大的市場

界定，亦即，在無法排除情況一為真的狀況下，將其他服務納入

相關市場。而過大的相關市場可能低估系爭平臺的市場力量。 

如何選擇，需視個案條件而定。嚴峻的資源或時間限制，可能使得競

爭法主管機關無法繼續嘗試不同的價格結構；或者，低估平臺市場力量可

能產生嚴重的「誤縱」後果，強化平臺廠商從事限制競爭行為的誘因。若

選擇放大市場，此種形同「放寬執法標準」的可能必須納入考量。 

無論是經過幾次價格結構調整嘗試都無法提升獨占利潤，或者一開始

就不允許調整價格結構，在不確定的情況下放大市場界定，固然可能低估

系爭平臺的市場力量，但由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也表示放大後的相關市

場可以提供分析上的一個「上界」（upper bound）250。若在這個較大的市場，

                                                 
250

 Filistrucchi (2018), supra note 246, at 47 (“[A] two-sided SSNIP test that does not allow the 

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o re-optimise the price structure can provide an upper bound to the 

relevant market.”); italic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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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平臺（可能低估）的市場力量或者所從事的行為，已經可以判斷為較

具有限制競爭效果，則在較小的市場，應該也可以得到相同結論，「誤枉」

的風險因此下降。 

三、 零訂價下之 SSNIP 與替代方法 

許多數位產品或媒體平臺，為了爭取消費者的關注或取得消費者的個

資來吸引其他用戶或廣告主，對消費者採取零訂價的策略251。在平臺業者

採取零訂價下，如何執行 SSNIP，創造「微幅但顯著地非暫時性價格調漲」

就成為了一個難題。當然，在價格為零時，仍然可以實施 SSNIP（例如從

完全不收取平臺使用費改為收取 5 元平臺使用費）。然而，零訂價策略本身

可能即暗示了消費者對價格極其敏感，而在缺乏現行價格下，我們卻無從

觀測價格的變化，去估計價格變動對於消費者購買決策的影響。除此之外，

對原本已習慣無償使用產品的消費者，一旦被要求付費，即便僅是在絕對

價格上的「微幅」調漲，該調漲在相對價格上都有可能是無法衡量的巨大，

造成平臺大量流失消費者。故在零訂價下，直接在價格層面上實施 SSNIP

可能導致市場界定過於寬鬆。 

由於在零訂價時，難以在價格層面上實施 SSNIP，也有學者建議在價

格外的產品特徵上測試假設性獨占者對於消費者所具有的市場力量，例如

「微幅但顯著地非暫時性品質調降」（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Decrease in Quality，SSNDQ）252或「微幅但顯著地非暫時性成本增加」（Small 

                                                 
251

 在第二章中，我們介紹了多邊平臺的經濟特性，並說明平臺可能採取對單邊消費者進

行零訂價，甚至補貼的策略。 
252

 Filistrucchi (2018), supra note 246.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曾於 2013 年的奇虎案，應用

SSNDQ 的概念，進行屬質（qualitative）的市場界定分析。（2013）民三终字第 4 号（網址：

https://wipolex.wipo.int/zh/text/578091；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7 月 28 日）。 

https://wipolex.wipo.int/zh/text/57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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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Costs，SSNIC）253等替代方法。以

SSNIC 為例，在實務的操作上即是找到消費者使用產品所付出的相關成本

（例如觀看廣告或提供個資），並把原本的 SSNIP 測試轉換成提高消費者使

用成本的 SSNIC 測試。運用 SSNIC 測試的難點在於消費者所支付的使用成

本無法直接被觀測到，故研究者必須透過估計消費者對於產品不同面向的

需求來求算該成本。我們在本節介紹相關的文獻及操作方法。 

Nakamura and Ida 研究在即時通訊服務（messenger service，如 LINE 或

Facebook Messenger）具有零訂價及網路外部性的特性下，如何執行假設性

獨占者測試254。Nakamura and Ida 認為，雖然即時通訊服務為零訂價，但消

費者使用所提供的個資實為其所支付的成本之一。因此，若能推算個資（或

其他非價格屬性）與價格屬性之間的抵換關係，即可得到即時通訊服務所

隱含的使用成本，並實施 SSNIC 測試。雖然如此，但在零訂價下，並不存

在價格屬性的變化，故研究者無法透過市面上即時通訊服務的屬性差異、

以及消費者的實際購買行為，去估計各種屬性與價格間的抵換關係255。在

這樣的限制下，Nakamura and Ida 採用聯合分析法（conjoint analysis）設計

問卷題目並對消費者發放問卷，以瞭解具備不同（假想性）屬性的即時通

訊服務，一旦部分屬性改變時，對消費者購買意願的影響256。 

                                                 
253

 John Newman, Antitrust in Zero-Price Markets: Applications, 94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49-111 (2016). 
254

 Akihiro Nakamura and Takanori Ida, “Delineating Zero-Price Markets with Network Effects: 

An Analysis of Free Messenger Services,” working paper (2021). 
255

 意即，Nakamura and Ida 無法透過消費者的顯示性偏好，去估計即時通訊服務中，價格

屬性變化對需求的影響。 
256

 Nakamura and Ida (2021), supra note 254. 聯合分析經常被應用於行銷領域。該方法可以

探討具備多種屬性的實際或假設性產品，一旦部分屬性改變時，對消費者購買意願的影響。

在競爭政策，英國執法機關 Office of Communication 曾以此分析於付費電視（pay-TV）的

市場範圍問題；Gunnar Niels, Helen Jenkins, and James Kavanagh, Economics for Competition 

Lawyers. at 318-319 (2016). 荷蘭競爭法主管機關 The Netherlands Authority for Consumers 

and Markets 曾於數個結合案採用聯合分析；Marinus Imthorn, Ron Kemp, and Ivo Nobel, 

“Using Conjoint Analysis in Merger Control: A Competition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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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Nakamura and Ida 設計出假想性的情境卡片（conjoint card），

詢問消費者在四個即時通訊服務屬性（月租費價格、隱私權外洩機率、

個資被索取的強度、以及不同親疏關係用戶因價格上漲而停用服務的情

形）分別為 A 方案（100 元、30%、必須提供真實性名、至親好友會因價

格上漲停用該產品）以及 B 方案（1000 元、0%、無須提供個資、僅有泛

泛之交會因價格上漲停用該產品）時，消費者的選擇（A 方案、B 方案

或皆不選）。大量蒐集消費者對於多種情境卡片的選擇結果，Nakamura 

and Ida 進行需求估計257，找出消費者對於各種非價格屬性的願付價格（例

如消費者願意每月多支付 167 日圓以降低隱私權外洩機率 10%），並依此

估算出消費者在既有即時通訊服務的使用成本為每個月 707 日圓。 

在取得消費者的需求模型以及即時通訊服務的使用成本後，

Nakamura and Ida 採用 SSNIC 的概念，將使用成本提高 35 日圓（5%），

並發現選用即時通訊服務的機率下降了 3.1%，在此情形下，他們實行假

設性獨占者測試，發現即時通訊服務可以單獨界定出一個相關市場。 

值得一提的是，Nakamura and Ida 的需求模型包含了直接網路外部性

（消費者對於「因價格上漲造成親朋好友停用服務」這項產品屬性的願付

價格為負值），故他們一併討論若因為使用成本提高 35 日圓（5%），在納入

直接網路外部性後，對市場界定的影響。他們發現，在使用成本提高 35 日

圓後，除了因為產品價格屬性變化造成選用即時通訊服務的機率下降了

3.1%之外，此時更因為消費者部分親友將停用產品，消費者選用即時通訊

服務的機率將進一步地下降，導致最後選用即時通訊服務的機率和原先相

                                                                                                                                   

working paper (2016). 美國司法部於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ppellant, v. Dentsply 

International, Inc, 399 F.3d 181 (3d Cir. 2005)亦於此一獨家交易案例中使用；Daniel 

Rubinfel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Antitrust,” 1 Issues i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at 736, 

723-742 (2008).  
257

 需求估計方法將於後文，配合範例詳細描述；後揭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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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下降了 8.6%。Nakamura and Ida 發現，若在實施 SSNIC 時納入直接網

路外部性後，即時通訊服務業者無法從微幅提高消費者的使用成本而獲利，

故此時即時通訊服務無法單獨界定出一個相關市場。 

至此，Nakamura and Ida 的文章顯示，我們可以利用問卷設計及估計需

求模型，使用 SSNIC 方法去處理多邊平臺採取零訂價，而無法實施 SSNIP

的問題。另一方面，在零訂價時，除了使用 SSNIC 方法外，亦可採用「微

幅但顯著地非暫時性品質調降」（SSNDQ）執行假設性獨占者測試。以

Nakamura and Ida 的文章為例，若執行問卷時，所設計的屬性不再是月租費

及相關隱私權外洩的使用成本，而改為月租費及服務品質的滿意程度，即

可以透過換算服務品質的下降，對於消費者效用的影響，進一步推算消費

者停用通訊服務的機率，來完成 SSNDQ 概念下的假設性獨占者測試。 

第二節   應用問卷調查於多邊平臺 

本節討論問卷調查在多邊平臺的應用。我們以雙邊交易平臺為例，首

先介紹以問卷蒐集的使用者（消費者與商家）資訊258，再分別討論如何用

蒐集到的資訊進行市場界定、價格上漲壓力測試（upward pricing pressure，

簡稱 UPP）、以及使用者對平臺的需求估計。由於本計畫並未規劃實地進行

問卷調查，我們以自行模擬（simulated）的使用者回答，亦即虛擬資訊進

行討論。 

如同本章第三節關於多邊平臺市場調查（market study）以及第四章關

於各類型案例的討論，在個案中，甚至在調查的不同階段，競爭法主管機

關可能仰賴不同的資料來源，例如：屬於質性（qualitative）資料的事業內

                                                 
258

 部分交易平臺可能涉及超過兩群使用者。為了討論方便，我們僅考慮雙邊平臺。此外，

我們亦不處理零訂價問題，假設平臺對消費者與商家均有設定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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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文件（internal documents）與相關人士訪談（interview），以及屬於量化

（quantitative）資料的市場交易資料（market transaction data）與問卷資料

（survey data）等等。而在量化分析部分，市場交易資料與問卷資料各有其

優劣。市場交易資料為經濟個體面對實際選擇行為時的「顯示性偏好」

（revealed preferences）結果；亦即，在當前市場環境下，由可觀察、記錄

到的交易行為直接展現其好惡。問卷資料則表達「陳述式偏好」（stated 

preferences），藉由問題營造選擇情境，讓受訪者回答可能的選擇結果。固

然，競爭分析關注現實中的市場行為，且問卷資料品質可能因受訪者是否

理解問題、是否認真填答、以及回收率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但市場環境也

可能具有相當複雜性或者高度變動，所能蒐集到的資料可能遺漏重要資訊、

變數，或者有其他限制，必須以相對複雜、費時的計量方法（econometric 

methods）處理。 

產業經濟學文獻不乏以嚴謹的計量方法探討多邊平臺的競爭議題；相

關研究課題亦仍持續發展259。但如前所述，受限於資源限制與時間壓力，

競爭法主管機關未必能在每一個案都以市場交易資料從事完整的計量分析

260。作為可選擇的工具之一，在以下幾個小節，我們著重在應用問卷方法

於多邊平臺的討論261。 

                                                 
259

 例如，Elena Argentesi and Lapo Filistrucchi, “Estimating Market Power in a Two-Sided 

Market: The Case of Newspapers,” 22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1247-1266 (2007); . 

Robin Lee,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Exclusivity in Platform and Two-Sided Markets,” 103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960-3000 (2013); and Minjae Song, “Estimating Platform Market 

Power in Two-Sided Market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Magazine Advertising,” 13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35-67 (2021). 
260

 前揭註 201。 
261

 事實上，亦有學者認為，適當的問卷設計與分析方法，反而可以避免市場交易資料可

能產生的問題。Daniel Rubinfeld (2008), at 735, supra note 256. (“A properly designed survey 

(including the statistical design of the research and the crafting of the survey instrument) can 

avoid a number of problems that are inherent in market-based data. Thus, the judicious design of 

the survey questions and the selection of those to be surveyed can ensure that explanatory 

variables are exogenous, rather than endoge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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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多邊平臺之使用者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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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平臺最重要的經濟特徵之一為間接網路效果262，理想的問卷設計

                                                 
262

 參見第二章的討論，前揭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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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應該設法獲取此類資訊。我們在陳嘉雯、林茂廷263以 KTV 結合為研究背

                                                 
263

 陳嘉雯、林茂廷（2016），前揭註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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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所設計的問卷基礎上，納入捕捉間接網路效果的相關問題，並執行兩類

圖 3- 3  問卷蒐集與資料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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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後續分析，如圖 3- 3 所示；完整問卷列於附錄。（此處著重討論問卷

可取得資料種類，以及可能進行的分析。實際應用時，應依據產業環境與

實際情況設定平臺當前訂價，或者使用者所關心的平臺特徵與變數。） 

兩份問卷均包括以下幾個部分： 

 基本資料與平臺使用經驗：第一部分的問題為受訪者基本資料與

平臺使用經驗。對於兩群體使用者，都問及所使用的平臺數量，

以獲得使用者多棲相關資訊。在商家端，除了加入各個平臺的時

間以及價格（抽成比率），也有平臺價與店內價（若有實體店面），

以及是否曾拒絕訂單的相關問題。而在消費者端，則包括過去一

周在各平臺的平均消費次數、金額，與是否熟悉店內價等問題。 

 價格敏感度與移轉率（diversion ratio）：此部分目的在於蒐集使用

者對於平臺價格調漲 5%的反應264，進行 SSNIP 下的臨界損失法

分析（critical loss analysis），以及水平結合時的「價格上漲壓力」

測試，與「價格上漲壓力毛指數」（gross upward pricing pressure 

index，簡稱 GUPPI）計算，如圖 3- 3 的左半分支。例如，商家

問卷的第 7 題265與消費者問卷的第 11 題266，分別詢問當所關注的

平臺 A 訂價提高 5%，受訪者是否會繼續使用該平臺。這些資訊

可用於市場界定的實際損失計算。 

為了捕捉間接網路效果，對於價格上漲後仍然願意使用該平臺的

使用者，我們另外請受訪對象填答：在價格上漲後，另一邊的使

用者（隨機）減少多少百分比，會使得受訪對象不再使用該平臺。

                                                 
264

 參見陳嘉雯、林茂廷（2016），前揭註 198，頁 69。 
265

 後揭頁 453。 
266

 後揭頁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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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商家問卷第 8 題267，請在平臺 A 提高抽成 5%後仍會留下來

的商家，填答以下問題：「若平臺 A 的抽成比率上漲 5%，且該平

臺使用者減少         %，將不再使用平臺 A」，並請受訪者勾

選移轉對象。 

 間接網路效果：此部分的問題，則是在平臺價格並未變動的情況

下，請受訪者針對原本有使用的平臺填寫：另一邊使用者須下降

多少百分比，會使得受訪者不再使用該平臺。這一部分的資訊可

捕捉間接網路效果，並結合前一部分的資訊，進行市場界定；詳

見後文的介紹。 

 卡牌式問卷：這部分分別對商家與消費者，設計不同平臺特徵的

卡牌，以便進行聯合分析（conjoint analysis），分別推估商家與消

費者對於平臺的需求函數，如圖 3- 3 右半分支所示。相較於前一

部份的問卷，聯合分析較不需要讓受訪者回答「若價格上升」之

類的問題，較能貼近實際選擇情境268。因此，我們也討論如何應

用聯合分析於多邊平臺；詳細的執行過程將於後續介紹269。 

二、 以問卷資料執行多邊平臺的臨界損失法 

根據樣本問卷的第二與第三部分，我們可進行 SSNIP 測試。 

                                                 
267

 後揭頁 453。 
268

 Gunnar Niels, Helen Jenkins, and James Kavanagh (2016), supra note 256, at 317-318. 

(“Instead of asking respondents what they would do in a hypothetical situation of a price 

increase or forced diversion, a conjoint survey asks them to choose among produc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price. This process more closely resembles the actual 

choice-making situation that customers may find themselves in.”) 
269

 後揭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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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易平臺的臨界損失 

1. 平臺利潤 

假設平臺 A 為以單筆交易為訂價基礎的交易平臺，其利潤可用下列方

式計算（下標 A 代表平臺 A）：令其訂單數為 𝑄 ，每筆訂單需負擔成本與

所收取的平均價格分別為服務消費者的成本 𝐶 、服務商家的成本 𝑐 、對

消費者收取的使用費 𝑃 、以及對商家收取的使用費 𝑝 ，則平臺利潤為270
 

𝜋 = [(𝑃 − 𝐶 ) + (𝑝 − 𝑐 )] ⋅ 𝑄 = 𝑀 ⋅ 𝑄 , 

其中 𝑀 ≡ (𝑃 − 𝐶 ) + (𝑝 − 𝑐 ) 為平臺從每一筆訂單可得到（平均）邊際

淨利，為在消費者端的（平均）邊際淨利（𝑃 − 𝐶 ）與商家端（平均）邊

際淨利（𝑝 − 𝑐 ）的總和271。部分交易平臺通常對商家採取抽成的訂價方

式；之後我們將討論以消費者的平均訂單金額，乘以平均抽成數，來計算

對商家的使用費（𝑝 ）。 

                                                 
270

 若在處理訂單 𝑖 時，對消費者收取 𝑃 
  的使用費、對商家收取 𝑝 

  的使用費，同時需

支付服務消費者的成本 𝐶 
 、以及服務商家的成本 𝑐 

 ，𝑖 = 1,2,⋯ , 𝑄 ，則平臺 A 利潤為 

𝜋 = ∑ (𝑃 
 − 𝐶 

 + 𝑝 
 − 𝑐 

 ) = 𝑄 ⋅ [
∑ (𝑃 

 − 𝐶 
 + 𝑝 

 − 𝑐 
 )

𝑄𝐴
 = 

𝑄 

]
𝑄𝐴

 = 

= [(𝑃 − 𝐶 ) + (𝑝 − 𝑐 )]𝑄 , 

其中 𝑃 ≡
∑ 𝑃 

 𝑄𝐴
 = 

𝑄 
⁄  為對消費者收取的平均使用費，𝐶 、𝑐 、與 𝑝  等變數以此類推。

實務上，訂單金額通常透過對商家的抽成，影響 𝑝 
  及其平均數字 𝑝 ；參見正文的討論。 

271
 平臺可能也對商家收取上架費或每月平臺租費等費用。前者為商家上架時的一次性費

用，後者則為每月固定金額；兩者均與訂單量無關。由於問卷的第二與第三部分以已上架

的商家為對象，毋須計入上架費的部分。至於平臺租費的部分，參見後文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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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費者端的 SSNIP 

考慮只有平臺 A 提高消費者端的使用費272。令新價格 𝑃 
  與原價格 𝑃  

呈現 𝑃 
 = (1 + 𝑥)𝑃  的關係，亦即價格調漲 𝑥。若價格上漲使得平臺 A 的

訂單減少 𝐿 ，則調漲後的訂單量為 𝑄 
 ≡ 𝑄 − 𝐿 ，平臺利潤為 

𝜋 
 = [(𝑃 

 − 𝐶 ) + (𝑝 − 𝑐 )] ⋅ 𝑄 
 = (𝑥𝑃 + 𝑀 )(𝑄 − 𝐿 )

= 𝜋 + 𝑥𝑃 𝑄 − (𝑥𝑃 + 𝑀 )𝐿 , 

價格改變是否能帶動利潤上升，則視 

𝜋 
 − 𝜋 = 𝑥𝑃 𝑄 − (𝑥𝑃 + 𝑀 )𝐿  

之正負值而定。進一步將上式兩邊同除以消費者在不同平臺的訂單總數 𝑄，

則可表達成 

𝜋 
 − 𝜋 

𝑄
= 𝑥𝑃 

𝑄 

𝑄
− (𝑥𝑃 + 𝑀 )

𝐿 

𝑄
= 𝑥𝑃 𝑠 − (𝑥𝑃 + 𝑀 )

𝐿 

𝑄
; 

其中 𝑠 =
𝑄 

𝑄⁄  為價格上漲前平臺 A 的市占率。另外定義變數 𝑙 ≡
𝐿 

𝑄 
⁄  

為平臺 A 因為價格上漲而導致的訂單流失比率，其中分母為平臺 A 調整價

格前的訂單數量 𝑄 。 

依據 SSNIP 的分析原則，若價格上升提高假設性獨占廠商利潤，亦即 

𝑥𝑃 𝑠 > (𝑥𝑃 + 𝑀 )𝑙 ⟺
𝑥𝑃 

𝑥𝑃 + 𝑀 
>

𝐿 𝑄⁄

𝑠 
=

𝐿 

𝑄 
= 𝑙 , 

則完成市場界定，目前所考慮的平臺 A 即為相關市場。但若利潤下降，表

                                                 
272

 暫時不考慮同時調漲兩端訂價的價格結構調整；參見前揭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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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有其他平臺或服務具有相當的替代性，能對平臺 A 構成競爭制衡，須將

下一個候選服務（平臺 B）納入相關市場，進行下一輪的 SSNIP 分析。 

對應到標準的臨界損失法，上式的左邊 
𝑥𝑃 

(𝑥𝑃 + 𝑀 )⁄  這一項即為臨

界損失，右邊 𝑙  則為實際損失（actual loss）273。在以下的範例，我們將

以模擬的問卷調查結果來計算這兩項。但進行範例操作前，我們先說明間

接網路效果對於市場界定所帶來的影響。 

以消費者訂單來衡量平臺的交易量或者訂單數 𝑄 ，若不考慮間接網路

效果，則可根據消費者最於漲價後的反應，亦即消費者問卷的第 11 題274直

接計算 𝐿  與 𝑙 。但若存在間接網路效果，則消費者不再使用平臺 A，訂

單數下降後，可能削弱商家使用平臺 A 的誘因，而商家數減少又可能讓更

多消費者離開平臺 A
275。忽略後續的連鎖反應可能低估平臺的銷售損失，

使得市場界定過窄，進而高估平臺 A 的市場力量。 

3. 問卷設計 

為了捕捉間接網路效果所導致的銷售損失，我們在問卷納入以下兩類

問題：同樣以消費者端價格上漲為例， 

 對於在價格上漲後，仍然會繼續使用平臺 A 的消費者，我們詢問

在同樣價格漲幅下，商家數量下降多少百分比，將使得消費者不

再使用平臺 A，並請受訪者填寫此一百分比276以及提供替代選

項； 

                                                 
273

 參見林常青、胡偉民（2018），前揭註 198，第 28-34 頁的討論。 
274

 後揭頁 459。 
275

 亦即假設商家與消費者之間的間接網路效果均為正向。 
276

 消費者問卷第 12 題，後揭頁 459，詢問「若平臺 A 使用費上漲 3 元（5%），且商家數

量減少            %，將不再使用平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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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家端，我們則問若來自各個平臺的訂單下降多少百分比，將

使得商家不再使用該平臺，請受訪者填寫此百分比277。 

結合這兩類問題所蒐集到的資訊，可以推算出包括間接網路效果後的銷售

損失。具體作法在以下範例討論。 

（二） 範例：以問卷資料推估實際損失 

在這個範例，我們討論以下式子 

𝑥𝑃 

𝑥𝑃 + 𝑀 
≡ 𝑐̅ > 𝑙  

成立與否的驗證方式。式子右側的訂單損失率（𝑙 ）可由問卷調查並推算而

得，左側的臨界損失以較簡便的變數 𝑐̅ 表達，其組成的各項： 

 𝑥𝑃  為平臺 A 在消費者端使用費的上漲金額。依據 SSNIP 的通常

作法，在消費者問卷中，我們考慮 5%的調整，乘以大約 50 元

（𝑃 = 50）的使用費，可得到約為 𝑥𝑃 = 3 元的幅度； 

 𝑀 = (𝑃 − 𝐶 ) + (𝑝 − 𝑐 ) 為平臺 A 每一筆訂單的邊際淨利。消

費者使用費（𝑃 = 50）可參考平臺 A 資訊；商家端的平均抽成

費用（𝑝 ），可由消費者問卷調查所得的平均每單消費金額，乘以

抽成比率計算而得（抽成比率或可由平臺 A 資訊取得，此處假設

為 35%）。各邊的單位服務成本（𝐶  與 𝑐 ）則無法由使用者問卷

取得，可能要另行調查，或者由平臺提供278。 

                                                 
277

 商家問卷第 15 題，後揭頁 456。 
278

 在單邊市場中，關於取得邊際成本資料與對臨界損失法的挑戰，參見林常青、胡偉民

（2018），前揭註 198，頁 32。臨界損失法中的利潤率或可由需求彈性推估而得；參見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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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由 

𝑀 = (𝑃 − 𝐶 ) + (𝑝 − 𝑐 ) = (𝑃 + 𝑝 ) − (𝐶 + 𝑐 ) 

可知，只有單位服務成本的總和（𝐶 + 𝑐 ）影響臨界損失的計算。

無論要求平臺提供或者自行計算成本資料，只需要平臺服務每一

訂單的平均成本，無需考慮成本在各邊之間的配置問題。 

考慮由 6 位消費者與 4 家商家，針對 3 家平臺（平臺 A、平臺 B、與

平臺 C）填寫問卷而得的虛擬資料，列於表 3- 1。 

 

                                                                                                                                   

嘉雯、林茂廷（2016），前揭註 198，頁 47。但如何應用於多邊平臺，可能需再為探討，

亦可能隨使用者單棲或多棲而有差異；Jullien et al. (2021), supra note 32, at 32 and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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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市場界定消費者問卷擬答資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過去一周在各平臺購買紀錄 

（1） 

漲價後是否仍

在 A 購買 

（2） 

商家減少

百分比 

（3） 

消費者 1 
 A：3 次，平均金額 250 元 

 B：5 次，平均金額 300 元 

 C：0 次，平均金額 0 元 

否 無須填答 

消費者 2 
 A：7 次，平均金額 175 元 

 B：1 次，平均金額 200 元 

 C：0 次，平均金額 0 元 

是 10% 

消費者 3 
 A：2 次，平均金額 100 元 

 B：0 次，平均金額 0 元 

 C：1 次，平均金額 150 元 

是 40% 

消費者 4 
 A：3 次，平均金額 700 元 

 B：5 次，平均金額 1000 元 

 C：0 次，平均金額 0 元 

是 30% 

消費者 5 
 A：6 次，平均金額 220 元 

 B：4 次，平均金額 350 元 

 C：0 次，平均金額 0 元 

是 55% 

消費者 6 
 A：0 次，平均金額 0 元 

 B：1 次，平均金額 450 元 

 C：1 次，平均金額 250 元 

無須填答 無須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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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費者填答資料 

讓 6 位（虛擬）消費者回答以下問題，（模擬）回答列於： 

 過去一周在 3 家平臺的購買次數以及平均金額（若無購買紀錄，

則以 0 元計算）279，答案彙整於表 3- 1 第（1）欄； 

 若過去一周曾使平臺 A，則當平臺 A 的使用費調漲 5%（3 元）後，

是否考慮繼續使用平臺 A280，答案紀錄於第（2）欄； 

 若前一題答案為是，則維持使用費調漲 3 元，但商家數量減少多

少百分比後，會停止使用平臺 A281，答案紀錄於第（3）欄。  

取得消費者問卷資料後，可執行以下步驟： 

 萃取所需變數：由表 3- 1 的第（1）欄資料可整理出消費者在平

臺 A 的總訂單數為 𝑄 = 3 + 7 + 2 + 3 + 6 + 0 = 21、在平臺 B

的總訂單數為 𝑄 = 16、平臺 C 的總訂單數為 𝑄 = 2。因此，

消費者總訂單數為 𝑄 = 𝑄 + 𝑄 + 𝑄 = 39，三家平臺的市占率

分別為 𝑠 = 𝑄 𝑄⁄ = 21 39⁄ ≈ 0.54，𝑠 ≈ 0.41，以及 𝑠 ≈ 0.05。

平臺 A 的平均訂單金額約為 266 元282，乘以 35%的抽成比率，可

得平臺 A 在商家端的平均價格約為 𝑝 = 266 ∗ 0.35 ≈ 91。其他

平臺的平均訂單金額也可用同樣方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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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消費者問卷中的對應問題為第 5 題，後揭頁 458。 
280

 對應消費者問卷的第 11 題，後揭頁 459。 
281

 對應消費者問卷第 12 題，後揭頁 459。 

282
 
(250 ∗ 3 + 175 ∗ 7 + 100 ∗ 2 + 700 ∗ 7 + 220 ∗ 6 + 0)

21⁄ ≈ 2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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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由商家到消費者的間接網路效果：保留原本（過去一周）有

在平臺 A 購買的消費者（亦即刪除消費者 6），照所填寫第（3）

欄的商家減少百分比，由小到大排列，若第（2）欄答案為「否」，

則百分比視同為零。排序後，列出對應的消費者在平臺 A 訂單數

量以及累積訂單數量，並計算百分比（分母為平臺 A 價格上漲前

訂單總量 𝑄 ），如表 3- 2 所示。根據問卷問題，商家減少數量達

到受訪者所回答的百分比後，該消費者就不再使用平臺 A，因此

我們將該消費者的訂單數量以及累積數量，稱之為損失訂單數量

與累積損失訂單量。最後，將平臺A的商家減少百分比置於橫軸，

累積損失訂單百分比置於縱軸，繪製成圖 3- 4。  

根據所蒐集到的消費者資料，若平臺A的消費者使用費調漲3元（5%），

即便商家數量並未減少，消費者 1 也不再使用平臺 A。因此在圖 3- 4 中，

當橫軸（平臺 A 商家減少百分比）數值為零時，平臺仍會失去來自消費者

表 3- 2  商家對消費者的間接網路效果（實際損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平臺A商家減

少百分比 

平臺 A 損失訂單數量 

（消費者） 

平臺 A 累積損失訂單數量 

（百分比） 

0% 3（消費者 1） 3（3
21⁄ ≈ 14%） 

10% 7（消費者 2） 10（48%） 

30% 3（消費者 4） 13（62%） 

40% 2（消費者 3） 15（71%） 

55% 6（消費者 5） 2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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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的訂單，占原本訂單的 14%。而在平臺 A 商家數減少幅度低於（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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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之前，都不再有消費者離開平臺 A，因此訂單減少百分比維持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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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商家減少 10%，則消費者 2 將不再使用平臺 A；結合消費者 1 與 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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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量，平臺 A 將損失 48%的訂單（參見表 3- 2）283。接下來，若商家減

                                                 
283

 在圖 3- 4 中，消費者的反應只包含實心圓圈部分，而不包括虛心圓圈。例如，若平臺

A 的商家減少 10%，該平臺的訂單減少比例為 48%（如實心圓圈所表達），而非 14%（虛

心圓圈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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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30%，消費者 4 會接著離開平臺 A，累積損失 62%的訂單；若商家減少

40%，消費者 3 不再使用平臺 A 訂餐，累積損失 71%。最後，當商家減少

55%以上（含 55%），則所有消費者都不會留在平臺 A，累積訂單損失為

100%。 

根據消費者端的模擬資料，若不考慮間接網路效果，只根據消費者對

平臺價格調整的初始反應，可得平臺 A 的訂單損失比率為 𝑙 = 14%，需求

彈性（絕對值）為 14%
5%⁄ = 2.8。忽略間接網路效果而進行市場界定，

將比較臨界損失（𝑐̅）與14%。若 𝑐̅ > 14%，臨界損失大於「實際損失」，

則市場界定完成，平臺 A 構成一個相關市場；若 𝑐̅ < 14%，則需擴大相關

市場，納入替代服務，進行下一輪的 SSNIP 測試。 

圖 3- 4  商家對消費者的間接網路效果（實際損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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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據這組模擬資料，14%的訂單損失只是平臺 A 實際損失的最

低值，或者「下界」（lower bound）。若考慮間接網路效果，訂單損失導致

商家離開平臺 A，可能進一步降低消費者的使用意願，使得損失跳到 48%，

甚或更高數值。當不同使用族群對彼此展現正向的間接網路外部性，忽略

多邊平臺特性，可能低估平臺的實際損失（𝑙 ）。接下來，我們結合商家端

的（虛擬）資料，推導考量間接網路效果之下的實際損失。 

2. 商家填答資料 

在這一步驟，商家端所需要的資訊只有：若維持平臺對商家的抽成不

變，當平臺 A 的訂單減少多少百分比，會使得受訪商家不再使用平臺 A
284。

將 4 個（虛擬）商家的回答整理於表 3- 3；為了後續的討論方便，我們將

商家的回答由小至大排序，並模擬幾組答案。  

我們先以擬答（1）說明進行步驟。如同消費者資料的處理，我們考慮

隨著平臺 A 訂單減少百分比越多，商家退出平臺 A 的百分比變化。由於這

裡只有 4 家商家，每退出 1 家，都使得商家數量減少 25%。由擬答（1）的

資料，並參考圖 3- 5（a），若平臺 A 訂單減少 10%（不含）以內，所有商

家都會留在平臺 A；若損失訂單達到 10%，商家 1 會離開平臺 A，相當於

商家數減少 25%；若損失訂單達到 50%，則商家 2 接著離開平臺 A，商家

數減少 50%。以此類推，當訂單數減少到 80%（含）以上時，所有商家都

會從平臺 A 消失，如圖 3- 5（a）的灰色水平階梯線所示。 

                                                 
284

 問卷對應問題為商家問卷第 15 題，後揭頁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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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結合消費者與商家端的圖形，我們將圖 3- 5（a）的兩軸「對調」，

繪製成圖 3- 5（b）。圖 3- 4 與圖 3- 5（b）兩軸有相同變數（為了簡便，

我們去掉縱軸的「累積」部分），而兩個圖形相疊後，繪製成圖 3- 6，即可

據此推算價格上漲後，考量間接網路效果下的平臺 A 訂單損失比率（𝑙 ）。 

在圖 3- 6，以黑色線代表的消費者資料，與灰色線代表的商家資料交

會於F點，表示該點所代表的平臺A商家減少 25%與訂單減少48%的組合，

為兩個群體在經歷過價格上漲後，能夠彼此相容（compatible）、不再需要

調整的均衡（equilibrium）狀態285。與表 3- 2 以及表 3- 3 擬答（1）相互對

照，對於消費者，當商家數量減少 25%時，只有消費者 1 與 2 不再使用 A，

訂單損失比率為 48%；而當平臺 A 損失訂單 48%時，只有商家 1 離開平臺

A，商家減少比率為 25%。因此，兩方都不會再調整。訂單損失百分比48%即

為納入間接網路效果後，競爭法主管機關所應考量的實際損失（𝑙 = 48%），

                                                 
285

 F 點即為數學上的「定點」（fixed point）。 

表 3- 3  消費者對商家的間接網路效果（實際損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平臺 A 減少訂單百分比 

擬答（1） 擬答（2） 擬答（3） 擬答（4） 

商家 1 10% 25% 10% 10% 

商家 2 50% 45% 50% 40% 

商家 3 60% 60% 75% 60% 

商家 4 80% 80%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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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與臨界損失（𝑐̅）比較，決定下一步驟。 

3. 可能的均衡型態 

我們接下來配合圖形，討論在決定均衡時，可能碰到的幾個狀況。 

（1） 毋須考慮間接網路效果 

圖 3- 5  消費者對商家的間接網路效果（實際損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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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結合表 3- 3 擬答（2）的資料與表 3- 2 的消費者資料，繪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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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在這個圖中，F 點所在位置以及對應的實際損失為 𝑙 = 1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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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慮間接網路效果時相同。原因在於，在不考慮商家變化時，消費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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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因為價格上漲而減少的訂單百分比（表 3- 2 中消費者 1 離開時所失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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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不足以讓商家「出走」；在擬答（2），訂單必須減少 25%以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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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開始有商家離開。因此，價格上漲對消費者的初始衝擊（initial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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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致引發商家端的出走潮與後續連鎖反應。 

圖 3- 6  平臺 A 實際訂單損失比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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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重均衡 

其次，圖 3- 8 根據消費者資料與表 3.3 的擬答（3）繪製，呈現 𝐹  與 

𝐹  點兩個消費者與商家反應彼此相容的「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a）。

多重均衡為正向間接網路效果之下的常見結果286。此處，如何在不同均衡

之間取捨，也可能影響市場界定結果。尤其，𝐹  對應的訂單損失百分比（48%）

較 𝐹  的損失（71%）來得少，採用前者所得的相關市場範圍也會比以後者

計算的市場範圍來得小。 

                                                 
286

 前揭註 84。 

圖 3- 7  毋須考慮間接網路效果（實際損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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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文獻不乏以平臺利潤為標準採行「均衡選擇」（ equilibrium 

selection），亦即選擇平臺損失較少，利潤較高的 𝐹  點進行分析287。基於

兩個原因，我們也提出同樣建議：首先，雖然我們並未觸及較為正式（formal），

以數理模型為基礎的動態調整（dynamic adyustments）分析288，在直覺上，

連鎖反應是由價格上漲，訂單減少 14%的「左下角」開始，一路往「右上」

行進。遇到的第一個均衡點為 𝐹 ，也應在這裡停住，不再調整；其次，在

圖 3- 8，以及圖 3- 6 與圖 3- 7，都還有一個迄今尚未討論的「隱藏版」均

                                                 
287

 Armstrong (2006), supra note 74, at 677 (“One suggestion [for equilibrium selection] might 

be that platforms coordinate on an equilibrium that generates…”). 
288

 關於多邊平臺動態分析的文獻與討論，參見 Jullien et al. (2021), supra note 32, at 20. 

圖 3- 8  多重均衡（實際損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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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所有使用者，無論商家或消費者都不再使用平臺 A 的均衡，亦即圖中

最右上角，商家減少百分比與訂單減少百分比均為 100%的均衡點 𝐺。這個

均衡體現了多邊平臺，尤其交易平臺的「雞—蛋問題」（chicken and egg）

本質：消費者不會使用一個沒有商家的平臺；吸引不到訂單的平臺，商家

也沒有理由留下。而這個完全留不住使用者的均衡，使得選擇損失較高的

均衡點 𝐹  產生了一些概念上的困難。同樣由左下角開始調整，若使用者

到了均衡點 𝐹  仍會持續調整，則如何保證會停留在 𝐹  點，而非持續往

右上調整，一直到全部使用者都離開平臺？而若選擇均衡點 𝐺，則假設性

獨占廠商利潤必然下降，必然要擴大市場範圍。均衡點 𝐺 的存在甚至不受

所蒐集到的資料，或者納入其他交易平臺所影響。即便假設性獨占廠商控

制多個平臺，消費者預期所有平臺都沒有商家，以及商家預期所有平臺都

無法吸引消費者，因此所有平臺都沒有訂單，仍然構成一個可能的均衡，

選擇這個均衡必然要再擴大市場範圍。因此，除非有其他原因（見下一點），

我們建議以損失較少的均衡點 𝐹  來進行分析。 

（3） 「無雞無蛋」 

最後，圖 3- 9 則根據表 3- 3 的擬答（4）繪製。與圖 3- 8 不同，在這

個圖中，只有平臺 A 失去全部使用者的均衡點 𝐺。此時，根據蒐集到的資

料，價格上漲後，藉由間接網路效果的推波助瀾，平臺 A 將失去所有訂單，

而沒有其他可能。此時就必須擴大市場範圍，納入其他服務。 

進行實際的問卷調查時，隨著受訪者與資料點的增加，所繪製的圖形

比較可能如圖 3- 10 的「連續」線段，而非圖 3- 6 至圖 3- 9 的階梯狀。但

是仍然可能出現以上討論的幾種狀況。例如：圖 3- 10 中以黑色線表達消費

者回答資料，灰色線（包括虛線與實線）則為商家回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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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商家線段的 𝑅 點在縱軸上高於消費者線段的 𝐶 點，則同樣可

無視間接網路效果，逕自以消費者對價格調漲 5%的直接反應進行

臨界損失分析。 

 若商家受訪資料以灰色實線表達，則同樣有 𝐹  與 𝐹  兩個均衡

點（以及所有使用者離開的均衡點 𝐺）；此時仍建議以 𝐹  點的訂

單損失進行分析。 

 若商家受訪資料以灰色虛線表達，則只剩下均衡點 𝐺，應該擴大

市場範圍，進行下一輪分析。 

圖 3- 9  「無蛋無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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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討論 

以問卷資料進行多邊平臺市場界定，關鍵資訊為間接網路效果的相關

問題，亦即請受訪者所填答，另一端使用者須減少多少百分比，才會讓受

訪者離開平臺。為了得到準確資訊，執行調查時，除了（實體訪查的）訪

查員對於問題須有正確認知外，問卷中也可先安排一些先導問題，讓受訪

者較能理解問題情境。此外，實際執行調查時，間接網路效果相關問題或

可再為調整，以較直觀的方式呈現問題，俾利調查對象回答。 

而在消費者端，目前的問題設計簡化消費者決策為「完全不使用該平

臺」的條件為何。但面對較高的價格，或者較少的商家數量，消費者可能

減少，但未必完全停用該平臺。若將問題成詢問消費者在商家減少多少比

圖 3- 10  訪問數增加（實際損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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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下，會減少多少消費次數，可能得到更精確的資訊，但也可能讓受訪者

面對較複雜的問題，增加填答難度。 

最後，在商家端，除了訂單抽成外，平臺也可能固定徵收平臺使用費289。

若消費者服務費用上漲而導致商家離開，也會使得平臺損失這一筆收入。

忽略商家離開後，平臺使用費的損失，將低估價格上漲後假設性獨占廠商

的利潤損失，導致過窄的市場界定範圍。若要修正，雖然會使得計算較為

繁複，但由於問卷設計可以同時得到商家減少百分比，因此也可以將這一

項收入納入市場界定時的考量。 

三、 以問卷資料執行多邊平臺的價格壓力上漲測試290
 

在這一小節，我們同樣以問卷調查平臺使用者在價格上漲後的移轉

（switching）行為，以執行 UPP 測試與 GUPPI 計算。我們首先推導交易平

臺的 UPP 與 GUPPI 公式。 

（一） 交易平臺之 UPP 與 GUPPI 

為了分析（水平）結合如何改變事業的訂價誘因，文獻中發展出 UPP

與 GUPPI 等方法，比較事業結合前後的訂價決策291。我們假設平臺 A 與平

                                                 
289

 前揭註 271。 
290

 本節分析由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學士班陳昱豪協助整理。 
291

 UPP 與 GUPPI 的概念與討論，參見 Joseph Farrell and Carl Shapiro, “Antitrust Evaluation 

of Horizontal Mergers: An Economic Alternative to Market Definition,” 10 B.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 Policies and Perspectives, 1-39 (2010); and Steven Salop and Serge 

Moresi, “Updating the Merger Guidelines: Comments,” working paper (2009) . 另可參見陳和

全、周振鋒（2013），前揭註 127，頁 177-182。針對非交易平臺的 UPP 測試，包含公式推

導，參見 Pauline Affeldt, Lapo Filistrucchi, and Tobias Klein, “Upward Pricing Pressure in 

Two-Sided Markets,” 123 Economic Journal, F505-F523 (2013); and Andreea Cosnita-Langlais, 

Bjørn Olav Johansen, and Lars Sørgard, “Upward Pricing Pressure in Two-Sided Markets: 

Incorporating Rebalancing Effects,” 7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0269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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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B 意欲進行結合，推導 UPP 與 GUPPI 公式。 

1. 平臺利潤 

假設結合的兩平臺均屬於交易平臺，以每筆訂單計算營收。如同前一

小節的討論，在結合前，平臺 A 與平臺 B 的利潤可表達為：  

𝜋 = [(𝑃 − 𝐶 ) + (𝑝 − 𝑐 )] ∙ 𝑄 = [(𝑃 + 𝑝 ) − (𝐶 + 𝑐 )] ⋅ 𝑄 = 𝑀 ⋅ 𝑄 , 

以及 

𝜋 = [(𝑃 − 𝐶 ) + (𝑝 − 𝑐 )] ∙ 𝑄 = [(𝑃 + 𝑝 ) − (𝐶 + 𝑐 )] ⋅ 𝑄 

= 𝑀 ⋅ 𝑄 ; 

其中，與上一小節的變數定義類似，𝑄  與 𝑄  分別為兩平臺的訂單數；𝑃  

與 𝑃  為兩平臺對消費者收取的（每單平均）使用費；𝑝  與 𝑝  為兩平臺

對商家收取的（每單平均）使用費，或者抽成費用；𝐶  與 𝐶  為兩平臺服

務消費者的（每單平均）成本；𝑐  與 𝑐  則為兩平臺服務商家的（每單平

均）成本292。我們也將兩平臺的每單邊際淨利以 𝑀  與 𝑀  分別表示， 

𝑀 = [(𝑃 + 𝑝 ) − (𝐶 + 𝑐 )]，𝑀 = [(𝑃 + 𝑝 ) − (𝐶 + 𝑐 )]。 

假設兩平臺結合能提昇服務效率，降低對消費者與商家的服務成本。

令 𝐸  為平臺 A 服務消費者可節省的（每單平均）成本比率，𝑒  則為其服

務商家可節省的（每單平均）成本比率293。結合後，平臺 A 對消費者的（每

                                                 
292

 此處平臺 A 的利潤（𝜋 ）推導與前揭註 270 中的推導過程相同；平臺 B 利潤（𝜋 ）可

由類似方式而得。 
293

 結合也可能促進平臺 B 的服務效率。為了從這個效率利得獲取收益，結合後的廠商通

常有動機提高平臺 A 的價格，以便提升平臺 B 的銷售量，藉此享受成本的節省。為了避

免「懲罰」廠商此一運用效率的方式，也為了簡化分析，有時 UPP 與 GUPPI 的分析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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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平均）服務成本降為 (1 − 𝐸 )𝐶 ，對商家的（每單平均）服務成本則變

成 (1 − 𝑒 )𝑐 。而兩平臺結合後的整體利潤則為 

𝜋  = {[𝑃 − (1 − 𝐸 ) ⋅ 𝐶 ] + [𝑝 − (1 − 𝑒 ) ⋅ 𝑐 ]} ⋅ 𝑄 

+ [(𝑃 − 𝐶 ) + (𝑝 − 𝑐 )] ∙ 𝑄 

= [(𝑃 − 𝐶 + 𝐸 ⋅ 𝐶 ) + (𝑝 − 𝑐 + 𝑒 ⋅ 𝑐 )] ⋅ 𝑄 + 𝑀 ⋅ 𝑄 

= 𝑀 ⋅ 𝑄 + 𝑀 ⋅ 𝑄 + (𝐸 ⋅ 𝐶 + 𝑒 ⋅ 𝑐 ) ⋅ 𝑄 

= 𝜋 + 𝜋 + (𝐸 ⋅ 𝐶 + 𝑒 ⋅ 𝑐 ) ⋅ 𝑄 ; 

亦即，結合後兩平臺的整體利潤，與結合前利潤相較，除了各自利潤的加

總（𝜋 + 𝜋 ），還要加上效率進步可帶來的成本節省（(𝐸 ⋅ 𝐶 + 𝑒 ⋅ 𝑐 ) ⋅ 𝑄 ）。 

2. 訂價考量 

接下來，我們考慮結合如何改變平臺 A 的訂價誘因。在結合之前，平

臺 A 分別根據以下兩個條件決定最適價格：對消費者的最適訂價（𝑃 
∗）應

滿足一階條件為零，亦即294
 

𝜕𝜋 

𝜕𝑃 
= 0; 

對商家的最適訂價（𝑝 
∗）亦應滿足295

 

                                                                                                                                   

慮單一結合方的效率進步。參見 Cosnita-Langlais et al. (2021), supra note 291, at 4. 
294

 我們假設所有二階條件均成立。此處，完整的一階條件為 

𝜕𝜋 

𝜕𝑃  
= 𝑄 + 𝑀 ⋅

𝜕𝑄 

𝜕𝑃 

= 0. 

295
 完整的一階條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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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𝜋 

𝜕𝑝 
= 0 

的條件。 

結合後，對於平臺 A 的消費者價格（𝑃 ）與商家價格（𝑝 ），決策考量

不再僅限於平臺 A 的利潤，而須就兩平臺整理利潤（𝜋  ）做整體考慮。對

於這兩個價格的一階條件，分別調整為：消費者價格（𝑃 ）的一階條件 

𝜕𝜋  

𝜕𝑃 
=

𝜕𝜋 

𝜕𝑃 
+

𝜕𝜋 

𝜕𝑃 
+ (𝐸 𝐶 + 𝑒 𝑐 ) ⋅

𝜕𝑄 

𝜕𝑃 

=
𝜕𝜋 

𝜕𝑃 
+ 𝑀 ⋅

𝜕𝑄 

𝜕𝑃 
+ (𝐸 𝐶 + 𝑒 𝑐 ) ⋅

𝜕𝑄 

𝜕𝑃 
; 

以及對商家訂價（𝑝 ）的一階條件  

𝜕𝜋  

𝜕𝑝 
=

𝜕𝜋 

𝜕𝑝 
+

𝜕𝜋 

𝜕𝑝 
+ (𝐸 𝐶 + 𝑒 𝑐 ) ⋅

𝜕𝑄 

𝜕𝑝 

=
𝜕𝜋 

𝜕𝑝 
+ 𝑀 ⋅

𝜕𝑄 

𝜕𝑝 
+ (𝐸 𝐶 + 𝑒 𝑐 ) ⋅

𝜕𝑄 

𝜕𝑝 
. 

結合後的最適訂價，也應該讓這兩個一階條件數值為零。比較結合前後的

兩組一階條件，便可進行 UPP 與 GUPPI 分析。 

                                                                                                                                   
𝜕𝜋 

𝜕𝑝 

= 𝑄 + 𝑀 ⋅
𝜕𝑄 

𝜕𝑝 

= 0. 

有時，平臺對商家的訂價通常以抽成比率表示。但為了分析方便，我們仍考據每筆訂單收

取固定價格的方式。 



 

197 

 

3. 交易平臺的 UPP 與 GUPPI 公式 

結合前，平臺A根據極大化自身利潤（𝜋 ）來決定最適價格（𝑃 
∗ 與 𝑝 

∗）。

結合後，則根據兩平臺總和利潤（𝜋  ）來決定價格。若結合前的最適價格

（𝑃 
∗ 與 𝑝 

∗）無法使得結合後一階條件為零，則結合將改變平臺訂價。尤

其，若以結合前的最適價格衡量，結合後的一階條件為正，亦即，若 

𝜕𝜋  

𝜕𝑃 
| 𝐴

∗ , 𝐴
∗ > 0, 

則將消費者價格從 𝑃 
∗ 微幅調漲，可以提升兩平臺整體利潤。結合後，平

臺 A 有動機提高消費者價格。同理，若 

𝜕𝜋  

𝜕𝑝 
| 𝐴

∗ , 𝐴
∗ > 0, 

則結合後平臺也對平臺 A 的商家收取較高價格。這個論點即為 UPP 的基本

經濟邏輯。 

根據結合前的一階條件， 

𝜕𝜋 

𝜕𝑃 
| 𝐴

∗ , 𝐴
∗ = 0, 

結合後 𝑃  的一階條件因此成為 

𝜕𝜋  

𝜕𝑃 
| 𝐴

∗ , 𝐴
∗ =

𝜕𝜋 

𝜕𝑃 
| 𝐴

∗ , 𝐴
∗ + 𝑀 ⋅

𝜕𝑄 

𝜕𝑃 
| 𝐴

∗ , 𝐴
∗ + (𝐸 𝐶 + 𝑒 𝑐 )

𝜕𝑄 

𝜕𝑃 
| 𝐴

∗ , 𝐴
∗

= 0 + 𝑀 ⋅
𝜕𝑄 

𝜕𝑃 
| 𝐴

∗ , 𝐴
∗ + (𝐸 𝐶 + 𝑒 𝑐 )

𝜕𝑄 

𝜕𝑃 
| 𝐴

∗ , 𝐴
∗ , 

其正負值取決於後兩項的大小。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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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𝜋  

𝜕𝑃 
| 𝐴

∗ , 𝐴
∗ ≷ 0  ⟺  𝑀 ⋅

𝜕𝑄 

𝜕𝑃 
| 𝐴

∗ , 𝐴
∗ + (𝐸 𝐶 + 𝑒 𝑐 )

𝜕𝑄 

𝜕𝑃 
| 𝐴

∗ , 𝐴
∗ ≷ 0; 

同理，結合對於平臺 A 商家端訂價的影響，也取決於 

𝜕𝜋  

𝜕𝑝 
| 𝐴

∗ , 𝐴
∗ ≷ 0  ⟺  𝑀 ⋅

𝜕𝑄 

𝜕𝑝 
| 𝐴

∗ , 𝐴
∗ + (𝐸 𝐶 + 𝑒 𝑐 )

𝜕𝑄 

𝜕𝑝 
| 𝐴

∗ , 𝐴
∗ ≷ 0. 

若為正（
𝜕𝜋  

𝜕𝑝 
⁄ > 0），則結合後商家端價格（𝑝 ）也將面臨上漲壓力。 

進一步將 
𝜕𝜋  

𝜕𝑃 
⁄  式子的兩邊同除以 −(

𝜕𝑄 
𝜕𝑃 

⁄ )，可得（為了避

免繁瑣符號，我們不再標出 𝑃 
∗ 與 𝑝 

∗）： 

𝜕𝜋  
𝜕𝑃 

⁄

−(
𝜕𝑄 

𝜕𝑃 
⁄ )

= 𝑀 ⋅

𝜕𝑄 
𝜕𝑃 

⁄

−(
𝜕𝑄 

𝜕𝑃 
⁄ )

⏟        
 𝐴  

− (𝐸 𝐶 + 𝑒 𝑐 )

= 𝑀 ⋅ 𝐷   − (𝐸 𝐶 + 𝑒 𝑐 ), 

其中 
𝜕𝑄 

𝜕𝑃 
⁄  為平臺 A 因為消費者價格上升而減少的訂單數量，通常為

負值；我們因此將上式的分母設為 −(
𝜕𝑄 

𝜕𝑃 
⁄ ) 以保持正數。

𝜕𝑄 
𝜕𝑃 

⁄  則

為平臺 A 消費者價格上升後，移轉到平臺 B 的訂單數量。因此，兩者相除

（
 𝑄 

  𝐴
⁄

 (
 𝑄𝐴

  𝐴
⁄ )

）即可得到平臺 A 消費者價格上漲後的移轉率，我們以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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𝐷    代表。而 

𝑈𝑃𝑃 ≡ 𝑀 ⋅ 𝐷   − (𝐸 𝐶 + 𝑒 𝑐 ) 

即為平臺 A 消費者端的價格壓力上漲指標。若 𝑈𝑃𝑃 > 0，表示效率提升，

成本下降的效果不足以抵銷平臺 B 可「接收」平臺 A 所損失訂單的漲價誘

因；結合因此使得平臺 A 的消費者端面臨上漲壓力。 

同樣地，我們也可以考慮平臺 A 在商家端的價格上漲壓力，將  

𝜕𝜋  
𝜕𝑝 

⁄  式子的兩邊同除以 −(
𝜕𝑄 

𝜕𝑝 
⁄ )，得到 

𝑢𝑝𝑝 ≡ 𝑀 ⋅ 𝑑   − (𝐸 𝐶 + 𝑒 𝑐 ), 

其中 𝑑   ≡
 𝑄 

  𝐴
⁄

 (
 𝑄𝐴

  𝐴
⁄ )

 為平臺 A 商家端價格調漲後，訂單由平臺 A 移轉

到平臺 B 的移轉率。 

若不考慮結合所產生的效率進步（𝐸 𝐶 + 𝑒 𝑐 ），同時將 𝑈𝑃𝑃  與 

𝑢𝑝𝑝  中的平臺 B 邊際淨利（𝑀 ）表達為單位營收（𝑃 + 𝑝 ）的百分比，

亦即，令 𝑚 ≡
𝑀 

(𝑃 + 𝑝 )⁄ ，則可得 

𝐺𝑈𝑃𝑃𝐼 ≡
𝑀 

𝑃 + 𝑝 
⋅ 𝐷   = 𝑚 ⋅ 𝐷   , 

以及 

𝑔𝑢𝑝𝑝𝑖 ≡
𝑀 

𝑃 + 𝑝 
⋅ 𝑑   = 𝑚 ⋅ 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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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得應用於交易平臺的 GUPPI 公式296。按照通常的操作方式，若根據資

料計算，GUPPI 超過某一預設的成本節省百分比門檻（例如 5%），則推論

結合後有價格上漲的可能。 

（二） 問卷設計與調查對象 

接下來，我們只以消費者端的價格上漲壓力為例，討論 

𝑈𝑃𝑃 ≡ 𝑀 ⋅ 𝐷   − (𝐸 𝐶 + 𝑒 𝑐 ) 

以及 

𝐺𝑈𝑃𝑃𝐼 ≡
𝑀 

𝑃 + 𝑝 
⋅ 𝐷   = 𝑚 ⋅ 𝐷    

的估算方式。 

除了效率進步一項（𝐸 𝐶 + 𝑒 𝑐 ），𝑈𝑃𝑃  與 𝐺𝑈𝑃𝑃𝐼  中的其他各項均

由結合前的數據計算而來。𝑀 = (𝑃 + 𝑝 ) − (𝐶 + 𝑐 ) 為結合前平臺 B 的

（平均每單）邊際淨利。參考前一小節以問卷執行 SSNIP 的討論297，平均

每單成本（𝐶 + 𝑐 ）或許可由結合雙方提供，消費者平均每單使用費（𝑃 ）

資料或可由平臺 B 網站取得，而商家平均每單抽成金額（𝑝 ）則可綜合問

卷調查結果與平臺抽成比率推估而得298。 

                                                 
296

 有 時 GUPPI 公 式 會 進 一 步 以 兩 平 臺 的 單 位 營 收 比 調 整 ， 計 算 

𝑚 ⋅ [
(𝑃 + 𝑝 )

(𝑃 + 𝑝 )⁄ ] ⋅ 𝐷    以及 𝑚 ⋅ [
(𝑃 + 𝑝 )

(𝑃 + 𝑝 )⁄ ] ⋅ 𝑑   。參見 Affeldt et 

al. (2013), supra note 291, at F509. 
297

 前揭頁 150。 
298

 以表  3- 1 的模擬資料為例 ，消費者在平臺 B 的平均 訂單金額約為 

(300 ∗ 5 + 200 ∗ 1 + 0 + 1000 ∗ 5 + 350 ∗ 4 + 450 ∗ 1)
16⁄ ≈ 534。若同樣以抽成比率 35%

計算，則可得 𝑝 = 534 ∗ 0.35 ≈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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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移轉率 

𝐷   =

𝜕𝑄 
𝜕𝑃 

⁄

−(
𝜕𝑄 

𝜕𝑃 
⁄ )

 

的計算，分母（
𝜕𝑄 

𝜕𝑃 
⁄ ）為平臺 A 因消費者端價格調漲而損失的訂單數

量，可採用前一小節的問卷設計與計算方式取得299。分子的部分（
𝜕𝑄 

𝜕𝑃 
⁄ ），

需考慮平臺 B 因平臺 A 價格調整而增加的訂單數。原則上也可嘗試以問卷

調查方式取得，但有一些額外須注意事項。我們一一討論，再於下一小節

提供（虛擬）資料範例。 

1. 忽略間接網路效果的誤差 

首先，隨著平臺 A 提高消費者端價格，部分消費者可能離開平臺 A，

移轉到平臺 B 或其他替代選項。這是在傳統單邊事業結合分析，UPP 或

GUPPI 計算所使用的移轉率300。 

在具備正向間接網路外部性的多邊平臺，當部分消費者移轉到平臺B，

也可能吸引更多的商家在平臺 B 上架，而更多的商家可能更進一步誘使消

                                                 
299

 這一項（−
𝜕𝑄 

𝜕𝑃 
⁄ ）即為前一小節討論市場界定中，價格提升帶來的平臺 A 訂單損失

（𝐿 ）。將這一項除以平臺 A 訂單總數（
− (

 𝑄𝐴

  𝐴
)

𝑄 

⁄ ）則為訂單損失百分比（𝑙 ）；估算方

式可參見「範例：以問卷資料推估實際損失」，前揭頁 150。而在本節的討論中，我們估算

平臺 B 占所有訂單總數的變化量（

 𝑄 

  𝐴
𝑄

⁄ ）。為了有相同的比較基準，以前一小節的方法得

到平臺 A 訂單損失百分比（𝑙 ）後，需要再乘上平臺 A 的訂單占比（亦即，𝑙 ⋅ (
𝑄 

𝑄⁄ ) =

[
−(

 𝑄𝐴

  𝐴
)

𝑄 

⁄ ] ⋅ (
𝑄 

𝑄⁄ ) =
−(

 𝑄𝐴

  𝐴
)

𝑄
⁄ ）。 

300
 參見陳嘉雯、林茂廷（2016），前揭註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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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在平臺 B 下單。如同前一小節市場界定的探討，忽略此一效果，可能

無法準確捕捉移轉率。 

更精確地說，計算多邊平臺結合的移轉率時，若分子與分母都不考慮(正

向)間接網路效果，將同時低估分子與分母。根據前一小節的討論，在價格

上升後，商家可能隨著消費者而離開平臺 A，忽略此一調整與後續變動，

將低估平臺 A 的訂單損失數量，亦即移轉率的分母。同樣地，不考慮商家

與消費者可強化彼此之間的使用意願，也可能低估平臺B的訂單增加數量，

亦即移轉率的分子。 

同時低估分子與分母，不代表兩個會互相抵銷，產生正確的移轉率數

字。相反地，若缺乏進一步資訊來判斷各自的低估程度，則競爭法主管機

關也無從得知所得到的數據會高估或者低估移轉率，因而難以解讀所計算

UPP 與 GUPPI，可能高估或低估結合後的價格上漲誘因301。 

2. 調查對象 

以問卷資料推估平臺 B 增加的訂單數量（或比率），如同前一小節的市

場界定，可於問卷中設計問題嘗試捕捉間接網路效果302。對於消費者，可

詢問「若平臺 B 商家數增加         %，則願意使用平臺 B」；對於商家，

則詢問「若平臺 B 訂單數增加          %，則願意在平臺 B 上架」，請受

訪者填寫此百分比。但是這部分的問題設計，以及回答對象，則可能較市

場界定的部分更為複雜，更需要調查單位的審慎考量。 

進行市場界定時，當平臺 A 的（消費者端）價格上漲，消費者與商家

所面臨的問題均為是否離開平臺 A。以常理推斷，無論是因為價格提高、

                                                 
301

 若只在分母考慮間接網路效果，產生的移轉率較可能低估真正的移轉率。若此時已產

生相當的價格上漲壓力，例如據此計算的 GUPPI 高於 5%，則競爭法主管機關可較有信心

地推論，真實的價格上漲壓力應該更強。 
302

 前揭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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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商家數量減少，價格調整前就不會使用平臺 A 的消費者，在價格調整

後似也沒有理由改採平臺 A
303。同樣地，消費者變少，只會使得平臺 A 對

商家的吸引力下降；之前不在平臺 A 上架的商家，似乎也不會因此改變決

策。因此，上一小節的問卷，調查對象為只有之前曾使用過平臺 A 的消費

者與商家。例如：表 3- 1 的消費者 6，價格上漲前並未在平臺訂購，因此

不須回答商家百分比的問題。 

當計算平臺 B 訂單增加數時，平臺 A 價格上升而產生的「初始衝擊」，

固然出於原平臺 A 消費者的移轉，但因平臺 B 消費者增加而決定上架的商

家，卻未必侷限於之前只在平臺 A，不在平臺 B 的商家。平臺 B 消費者增

加，且（對消費者與商家）訂價不變的條件，有可能誘使之前不在兩平臺，

甚至不在任何平臺上架的商家改變主意，決定在平臺 B 上架。 

圖 3- 11 與圖 3- 12 分別描述平臺 A 價格調整前後的使用者分布。與

圖 3- 11 對照，圖 3- 12 中的灰色線為價格上漲後消失的互動（例如消費者

B不再使用平臺A），黑色虛線則為新增的互動（例如消費者E改用平臺B）。 

                                                 
303

 但若同一群使用者之間呈現負的直接網路外部性，則這一點可能不成立。例如，若使

用者呈現競爭關係，則可能因為其他（同一群）競爭者減少，而增加使用平臺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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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平臺 A 價格上漲後，部分消費者（如消費者 B）移轉到平臺 B，使

得平臺 B 對商家更具吸引力，讓更多的商家（如商家 b）願意在平臺 B 上

架。而新的商家又可能讓更多的消費者加入，進而引起另一輪的商家反應。

藉由間接網路效果，平臺 B 的新客戶，除了來自平臺 A 之外，也可能包括

其他平臺的使用者，例如：圖 3- 12 的消費者 E，放棄平臺 C，改用平臺 B；

甚至原本不用任何平臺的消費者 F 與商家 c，也因此使用平臺 B。 

因此，在商家端，若只詢問原本有在平臺 A 上架的商家，可能過於狹

隘，而必須考慮所有原本不在平臺 B 上架的商家；同樣地，理想上，消費

者端的假想性問題，可能也必須詢問所有原本不曾使用平臺 B 的消費者

304。 

如此廣泛的調查對象，可能對問卷設計與結果解讀帶來一些挑戰。但

以下我們仍以這些對象為目標，討論如何執行價格上漲壓力測試。研究單

                                                 
304

 更精確的資訊，甚至可能必須詢問原本平臺 B 的消費者，是否會因此而增加訂購頻率。 

圖 3- 11  問卷調查對象（移轉率）：價格上漲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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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可視需要或個案狀況，調整問卷受訪目標。 

此外，由於受訪者的平臺經驗不一，問題的設計可能需要特別注意、

調整提問方式305。例如：由於商家端的詢問對象之前並未在平臺 B 上架，

未必熟悉平臺 B 的吸客能力，問卷中或許可提供在平臺 A 調整價格前，平

臺 B 訂單數在所有平臺的占比，以此為比較基準，讓受訪商家回答當平臺

B 占所有訂單的百分比增加多少時，願意在平臺 B 上架。 

而在消費者端，市場界定所使用的資訊，除了放棄平臺 A 的商家減少

百分比外，還包括訂單數。採用同樣方式，則此處除了願意加入平臺 B 的

商家增加百分比，也可能需要得到訂單數變化資訊。曾有平臺使用經驗的

消費者，或許可根據在其他平臺的訂單數量來推論，但對於未曾使用過的

消費者，同時回答兩個假想性問題，可能因過於複雜而增加取得有效回應

的難度。此時，調查單位可能要審慎取捨回答對象的範圍。 

                                                 
305

 調查結果解讀的討論，參見後揭頁 192。 

圖 3- 12  問卷調查對象（移轉率）：價格上漲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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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圖 3- 13 為例，在不曾使用平臺 B 的消費者中，包括曾使用過平臺 A

或平臺 C（或兩者兼具），以及完全無平臺使用經驗的消費者。若只有詢問

之前平臺 A 的消費者（亦即圖中的灰色區塊，或圖 3- 11 的消費者 C），則

可能因範圍過窄而過於低估移轉率；若納入從未曾使用平臺的消費者（亦

即圖中以方框型標示的區塊，或圖 3- 11 的消費者 F），則需要考慮如何避

免因問題過於「臆測」（speculative）而減損資訊品質。 

一個折衷的方式，或許可針對不同的購買經驗的消費者，採行不同的

訂單計算方式。為了取得「初始衝擊」的資料，對於原本平臺 A 的消費者，

圖 3- 13  消費者問題對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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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將原本在平臺 A 的訂單移轉到平臺 B 的意願，包括與平臺 B 商家數之

間的關係（間接網路效果）。亦即以消費者在平臺 A 的訂單數來計算平臺 B

的訂單增加百分比306。至於之前未曾在平臺 A 訂購的消費者，則排除平臺

B 的消費者，詢問使用平臺 B 的意願與商家數之間的關係，再以之前平臺

B 的平均每位使用者訂單數，來計算訂單增加百分比。這樣的提問方式，

可以讓使用者只回答是否願意使用平臺 B 的問題，以及此意願與平臺 B 商

家數量的關係，避免了在平臺 B 訂單數增加多少的問題。代價（之一）則

是忽略原本平臺 B 使用者的消費意願變化。 

在下一小節，我們根據以下幾個問題產生虛擬資料，討論如何決定平

臺 B 的訂單增加比率。 

 在商家端，我們先從問卷第一部份的基本資料取得商家目前上架

資訊。針對未在平臺 B 上架的商家（無論是否在平臺 A 上架），

詢問「若平臺 B 的消費者訂單增加         %，則願意在平臺 B

上架」，請商家填寫百分比，或者勾選「毫無在平臺 B 上架的意

願」選項307。 

 在消費者端，我們請受訪者，根據在平臺 A 漲價前的使用經驗，

分別回答以下問題。 

對於曾使用平臺 A 的消費者，詢問「若平臺 A（對消費者）漲價

5%，是否會移轉到平臺 B」308；若答案為否，則進一步詢問「在

平臺 A 價格上漲後，當平臺 B 的商家數量增加         %，願

意使用平臺 B」，請消費者填寫此百分比，或者勾選「毫無使用

                                                 
306

 更簡便的做法，則是一併以原平臺 B 消費者的平均訂單數計算。 
307

 商家問卷第 16 題，後揭頁 456。 
308

 消費者問卷第 20 題，後揭頁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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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 B 意願」的選項309。 

對於（價格上漲前）不曾使用 A 與 B 兩平臺的消費者310，則詢

問「當平臺 B 的商家數量增加         %，願意使用平臺 B」，

請消費者填寫百分比，或者勾選「毫無使用平臺 B 意願」的選項

311。 

接下來，我們以此兩類問題的虛擬資料，討論如何推算間接網路效果

所導致的平臺 B 訂單增加比率。 

（三） 範例：以問卷資料推估移轉率 

  將移轉率的分子與分母同除以所有平臺的訂單總數（𝑄），  

𝐷   =

𝜕𝑄 

𝜕𝑃 
𝑄

⁄

−(
𝜕𝑄 

𝜕𝑃 
)

𝑄
⁄

, 

則分子與分母均可以變動的百分比表達。考慮平臺 A 對消費者的使用費提

高 5%，則以問卷資料推算分母（
−(

 𝑄𝐴

  𝐴
)

𝑄
⁄ ）的方式與前一小節相同312。

我們於此專注在分子，平臺 B 訂單增加百分比的估算。 

                                                 
309

 消費者問卷第 21 與 22 題，後揭頁 463。 
310

 亦即，我們考慮平臺 B 訂單增加的可能來源，為所有之前不曾使用平臺 B 的消費者。

參照圖 3- 13，除了平臺 B 消費者（白色圓圈）以外的所有受訪者均回答百分比問題。 
311

 消費者問卷第 23 題，後揭頁 463。 
312

 前揭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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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小節的「範例：以問卷資料推估實際損失」中，我們考慮由 6

位消費者（參見表 3- 1）和 4 家商家（表 3- 3）針對 3 家網路商城（平臺

A、平臺 B、與平臺 C）所填答之虛擬資料。在（虛擬）問卷資料部分，我

們延續並擴展這個範例的資料分析，將（虛擬）消費者與商家資料分別列

於表 3- 4 與表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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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費者填答資料 

在表 3- 1 的虛擬資料中，消費者在平臺 B 的訂單總數為 16 次，占所

表 3- 4  價格壓力上漲測試消費者填答資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過去一週訂購紀錄（1） 

漲價後是否

放棄平臺

A、改用平

臺 B（2） 

平臺 B 商

家增加比

例（3） 

消費者 1 

 A：3 次，平均金額 250 元 

 B：5 次，平均金額 300 元 

 C：0 次，平均金額 0 元 
是 無須填答 

消費者 2 

 A：7 次，平均金額 175 元 

 B：1 次，平均金額 200 元 

 C：0 次，平均金額 0 元 
否 10% 

消費者 3 

 A：2 次，平均金額 100 元 

 B：0 次，平均金額 0 元 

 C：1 次，平均金額 150 元 
否 40% 

消費者 4 

 A：3 次，平均金額 700 元 

 B：5 次，平均金額 1000 元 

 C：0 次，平均金額 0 元 
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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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訂單數（39）的 41%。此外，消費者的平均訂單數為 3.2 次（16
5⁄ ），約

為總訂單數的 8%（3.2
39⁄ ≈ 0.082）。而這 6 位(虛擬)消費者中，前 5 位都

有平臺 A 的使用經驗，須回答在平臺 A 漲價後的移轉意願問題。消費者 6

則曾使用平臺 B，按照前述取捨標準，無須回答移轉率相關問題。由於這 6

位消費者並未涵蓋「未在平臺 A 與平臺 B 訂購」的使用者類型，為了說明

起見，我們另外增加消費者 7 與消費者 8；這 2 位消費者都沒有平臺 A 與 B

的消費經驗（因此不影響之前市場界定的計算）。表 3- 4 列出（虛擬）消費

者填答結果：  

 如同表 3- 1，首先在第一欄彙整過去一週的訂餐次數與平均金

額； 

 若過去一週曾使用平臺 A，詢問當平臺 A 調漲使用費 5%，是否

消費者 5 

 A：6 次，平均金額 220 元 

 B：4 次，平均金額 350 元 

 C：0 次，平均金額 0 元 
否 55% 

消費者 6 

 A：0 次，平均金額 0 元 

 B：1 次，平均金額 450 元 

 C：1 次，平均金額 250 元 
無須填答 無須填答 

消費者 7 
 未曾使用任何平臺 

無須填答 40% 

消費者 8 
 未曾使用任何平臺 

無須填答 
無使用意

願 

 



 

212 

 

會放棄平臺 A，改用平臺 B
313。結果列於表 3- 4 第二欄； 

 若前一題答案為否（不放棄使用平臺 A），或者改用平臺 B 以外

的平臺，則進一步詢問平臺 B 商家數量增加多少百分比，會使消

費者願意使用平臺 B，或者沒有使用平臺 B 的意願314。結果列於

表 3- 4 第三欄。 

 對於之前沒有在平臺 A 與 B 訂購經驗的消費者，則詢問平臺 B 商

家數量增加多少百分比，會使消費者願意使用平臺 B，或者沒有

使用意願315。結果同樣彙整於表 3- 4 第三欄。 

取得消費者問卷資料後的分析方式，與前一小節市場界定時雷同316。

此處我們僅作扼要說明。 

如同表 3- 2 與圖 3- 4 的操作，我們從表 3- 4 的資訊，整理出商家對

消費者的間接網路效果如表 3- 5，並繪製成圖 3- 14。我們排除表 3- 4 中

的消費者 6（原本未使用平臺 A，但已曾在平臺 B 訂購）以及消費者 8（無

使用平臺 B 意願），將剩餘的消費者按照填寫的平臺 B 商家增加百分比由小

至大排列，列於表 3- 5。（平臺 A 價格上升後，直接願意移轉到平臺 B 的

消費者 1，則視為平臺 B 商家百分比增加 0%也願意移轉。）表中也列出消

費者在平臺 A 的訂單數量（之前未在平臺 A 訂餐的消費者 7，則以平臺 B

消費者的平均訂單數 3.2 替代），作為移轉到平臺 B 的訂單量，以及累積訂

單數量。最後，將累積訂單數量除以總消費者訂單量 39。為了配合商家問

卷的設計方式，我們將平臺B訂單增加量以占總訂單量的百分比表達。圖 3- 

14 繪製出平臺 B 商家增加百分比與累積訂單百分比之間的關係。 

                                                 
313

 對應消費者問卷第 20 題，後揭頁 463。 
314

 對應消費者問卷第 21 與 22 題，後揭頁 463。 
315

 對應消費者問卷第 23 題，後揭頁 463。 
316

 前揭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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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蒐集之（虛擬）消費者資料，若平臺 A 調漲 3 元（5%），即使平

臺 B 商家並未增加，消費者 1 仍改用平臺 B。對應到圖 3- 14，即使商家增

加百分比為 0%，平臺 B 仍可取得消費者 1 的 3 筆訂單，約占所有訂單量的

8%（3
39⁄ ≈ 8%）。而在下一位消費者願意移轉之前，亦即達到消費者 2 願

意改用平臺 B 的條件（平臺 B 商家增加 10%）達成之前，平臺 B 訂單增加

比率維持在 8%。一旦平臺 B商家增加 10%，消費者 2的訂單移轉到平臺B；

平臺 B 累積增加 10 筆訂單，約占所有平臺訂單的 26%（10
39⁄ ≈ 26%）。

以此類推，考慮所有願意使用平臺 B 的消費者及其參與條件，當商家數增

加達 55%以上，平臺 B 最多能增加約佔總訂單 62%的訂單量。  

表 3- 5  商家對消費者之間接網路效果（移轉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平臺 B 商家增

加百分比 
平臺 B 增加訂單數量 平臺 B 累積增加訂單數量 

0% 3（消費者 1） 3（3
39⁄ ≈ 8%） 

10% 7（消費者 2） 10（26%） 

30% 3（消費者 4） 13（33%） 

40% 2+3.2（消費者 3、7） 18.2（48%） 

55% 6（消費者 5） 2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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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一小節估算實際損失時相同317，計算移轉率時，若只考慮消費者

對平臺價格調整之初始反應，而不納入間接網路效果，則得到平臺 B 的訂

單增加（占所有訂單）8%。若以此作為移轉率（𝐷   ）的分子，可能低估

平臺 B 所能獲取的訂單數量。我們接著計入商家端的反應，討論納入間接

網路效果後的平臺 B 訂單增加量。 

2. 商家填答資料 

依據本小節「問卷設計」的討論，在商家端，我們的調查對象為所有

                                                 
317

 前揭頁 153。 

圖 3- 14  商家對消費者之間接網路效果（移轉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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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 A 漲價前未在平臺 B 上架的商家，請其回答願意在平臺 B 上架的消費

者增加比率318。在討論市場界定時，前一小節的調查對象為為平臺 A 漲價

前，在平臺 A 上架的商家319。此處，除了原本的四家商家，我們另外增加

幾間商家的（虛擬）填答資料，列於表 3- 6。  

                                                 
318

 對應商家問卷第 16 題，後揭頁 456。 
319

 前揭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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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3- 6 的（虛擬）資料可知，在平臺 A 提高消費者端的價格前，一

共有 5 家商家（商家 2、5、8、9、10）在平臺 B 上架。直覺來說，平臺

A 提高價格後可能導致部份消費者移轉到平臺 B，除非有其他個別原因，

這 5 家商家在價格調整後通常仍會留在平臺 B，因此不須回答這部分的問

題。此外，5 家商家的數量也是後續計算平臺 B 商家增加百分比的基礎；

每多一家商家在平臺 B 上架，等同增加 20%的商家數量。 

表 3- 6  價格壓力上漲測試商家擬答資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平臺 A 漲價前 平臺 B 訂單（占所有訂單百

分比）增加多少，則願意在平

臺 B 上架 

是否在平臺

A 上架 

是否在平臺 B

上架 

商家 1 是 否 5% 

商家 2 是 是 無須填答 

商家 3 是 否 15% 

商家 4 是 否 50% 

商家 5 否 是 無須填答 

商家 6 否 否 40% 

商家 7 否 否 無使用意願 

商家 8 否 是 無須填答 

商家 9 否 是 無須填答 

商家 10 否 是 無須填答 

 

圖 3- 15  消費者對商家的間接網路效果（移轉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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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餘 5 家商家（商家 1、3、4、6、7），按照所回答的商家增加百分

比由小到大排列，選擇「無使用意願」的商家 7 則列於最後，我們可仿製

圖 3- 5，將消費者對商家的間接網路效果關係，繪成圖 3- 15。在左邊的圖 

3- 15（a），當訂單百分比增加程度少於 5%時，沒有新的商家願意在平臺 B

上架，商家增加百分比為零。當訂單增加百分比大於 5%，但少於 15%時，

商家 1 加入平臺 B，相當於商家數增加 20%；其餘以此類推。按照表 3- 6

的（虛擬）資料，當平臺 B 訂單增加達 50%以上時，除了商家 7 以外的 4

家商家，都有意願在平臺 B 上架，相當於商家增加 80%。接著將兩軸「對

調」，繪製成圖 3- 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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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結合消費者與商家的資料，疊合圖 3- 14 與圖 3- 15（b）

成圖 3- 16，找出「定點」，同時決定平臺 B 的商家與訂單增加百分比。由

圖中可知，F 點所代表的組合為消費者與商家兩方回答可相容的均衡點320。

根據表 3- 4 與表 3- 6 的（虛擬）資料，在考慮間接網路效果後，平臺 B

的訂單增加量為（所有訂單）的 62%。 

若以表 3- 1 與表 3- 3 第（1）欄資料計算平臺 A 的損失，在平臺 A 對

消費者提高 5%訂價後，平臺 A 減少的訂單量為原本自身訂單量的 48%（參

見圖 3- 6）。由於此處的訂單變化比率是以總訂單的百分比表達，在計算移

                                                 
320

 當平臺 B 商家增加 40%時，消費者訂單累積增加 48%，而非 33%。因此，K 點並不是

定點，無法構成均衡。 

圖 3- 16  平臺 B 訂單增加比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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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率（𝐷   ）時，我們必須將 48%乘上平臺 A 的市占率，得到的數字

（48% ⋅ (21
39⁄ ) ≈ 26%）即為移轉率的分母321。在這組數據下計算的移轉

率為 

𝐷   =
62%

26%
≈ 2.38; 

但若在分子與分母均忽略間接網路效果，得到的移轉率數字則為 

8%

14% ⋅ (21
39⁄ )

=
3

39⁄

(3 21⁄ ) ⋅ (21
39⁄ )

=
3

3
= 1; 

兩者顯然有相當差距322。 

（四） 討論 

如同在市場界定的討論，隨著問卷調查的回應筆數增加，資料較可能

呈現如圖 3- 17 的連續線段。然而，進行移轉率的問卷調查與分析時，有不

少與估算損失率相異、或需要注意之處。我們在這裡逐一討論。 

1. 最高可能增加的商家或訂單百分比 

首先，與估算實際損失時不同，平臺 B 的商家增加數量有可能超過

100%。例如，若將修改表 3- 6 的資料，變成只有 4 家商家在價格上漲前於

平臺 B 上架，則剩餘 5 家的問卷回答，可能出現 5 家都願意使用平臺 B 的

結果。此時平臺 B 商家增加百分比將超過 100%，如圖 3- 17 所示。同樣地，

若調查中包括相當數量未在平臺 B，甚或未曾使用任何平臺的消費者，則

                                                 
321

 參見前揭註 299 的說明。 
322

 在這個例子，忽略間接網路效果的移轉率為 1，原因在於消費者 1（初始衝擊）會直接

從平臺 A 移轉到平臺 B。若消費者 1 選擇其他因應方式，例如移轉到平臺 C 或者不再使用

平臺，則移轉率數字會跟著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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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平臺 B 的訂單增加數量也可能超過 100%。 

2. 多重均衡的選擇 

此外，當出現多重均衡如圖 3- 17，均衡選擇標準可能需要調查單位的

審慎考量。在前一小節估算實際損失時，依據平臺利潤或者動態調整兩個

考慮因素，均可擇定損失最少的均衡點（例如圖 3- 8或圖 3- 10中的 𝐹  點）。

但是在此處，兩個選擇標準會導致不同的均衡結果。 

以圖 3- 17 的 3 個均衡點（�̅� 、�̅� 、與 �̅� ）為例。當平臺 A 調漲消費

者端價格後，產生部分消費者訂單移轉到平臺 B，這個初始衝擊對應到圖 3- 

17 中的 𝐶̅ 點。而平臺 B 的消費者增加，也誘使更多商家加入平臺 B。這

個調整過程所遭遇到的第一個定點（或者均衡點）為 �̅�  點。以「第一個

定點」為選擇標準，則應以 �̅�  點的數值計算移轉率。 

圖 3- 17  問卷填答者增加（移轉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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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另一方面來說，比較 3 個均衡點的訂單增加百分比，可發現 �̅�  點

的平臺 B 訂單增加最少，�̅�  點的增加量最多。在相同的平臺 B 訂價與成本

條件下（且邊際淨利為正），訂單量越多則平臺 B 利潤越高。若以平臺利潤

為選擇標準，則應以 �̅�  點的數值計算移轉率。 

依據不同的均衡選擇標準計算移轉率，也會得到不同的價格上漲壓力。

若以 �̅�  點計算，則平臺 B 訂單增加百分比較少，也會得到較低的 UPP 與

GUPPI；反之，若以 �̅�  點計算，則會估算出較高的 UPP 與 GUPPI。同樣

地，競爭法主管機關在選擇特定均衡時，可能要衡量不同選擇之下的「錯

誤成本」：選擇 �̅�  點所產生較低的 UPP 與 GUPPI，可能低估結合的限制

競爭效果，產生「誤縱」的風險；選擇 �̅�  點，以較高的 UPP 或 GUPPI

判斷，則可能高估限制競爭效果，導致「誤枉」的結果。或者，競爭法主

管機關也可以嘗試計算不同均衡選擇下的價格上漲壓力指數：若不同選擇

結果所得到的指數並未有太大波動，則表示均衡選擇對限制競爭效果評估

的影響較小；反之，則可能需要考量不同選擇所導致的決策偏誤323。 

3. 均衡點的存在 

此處與前一小節討論平臺 A 訂單損失的另一個差異之處，在於估算平

臺 B 訂單增加時，並未存在一個「全部都加入」的「隱藏版」均衡。亦即，

圖 3- 10 中的均衡點 𝐺 點，在圖 3- 17 中並沒有可對應的均衡點。即便如

                                                 
323

 另外一個理論上可能需要考慮的面向是兩平臺訂單消長的連動性。亦即，在平臺 A 漲

價後，選擇損失較少的均衡點（例如圖 3- 10 的 𝐹  點）是否也表示較少的消費者會移轉

到平臺 B，因此較可能出現訂單增加較少的均衡點（例如圖 3- 17 的 �̅�  點）。但結合後的

平臺，或許可藉由「insulating tariff」來同時達到減少平臺 A 損失，以及增加平臺 B 訂單

的目的（「insulating tariff」的概念，參見 Weyl (2010), supra note 84.）。確切的理論機制，

則有待未來研究。此外，若將此連動性納入問卷設計，可能要請受訪對象，尤其原平臺 A

的消費者同時回答「若平臺 A 的商家減少      %，且平臺 B 的商家增加      %，則願

意放棄平臺 A，改至平臺 B 消費」之類的問題，可能大幅增加訪談難度。是否有更適當的

調查方式，以及納入連動性對於分析步驟與結果的改變，則有待未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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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此處均衡的存在性似乎也不受影響。以連續性的問卷回答資料為例，

如圖 3- 18，並依據對消費者初始衝擊的大小，分別考慮兩種情況。 

首先，若初始衝擊的消費者訂單移轉百分比不高，如同圖 3- 18（a），

𝐶̅ 點低於商家願意開始新增到平臺 B 的 �̅� 點，則 𝐶̅ 點本身即構成一個均

衡。在這個均衡，消費者因平臺 A 漲價而移轉到平臺 B 的初始衝擊不夠大，

無法誘使更多商家加入平臺 B，因此平臺 B 均衡增加的訂單量只有一開始

的新增數量。這個均衡也對應到前一小節「毋須考慮間接網路效果」型態

324。 

其次，若初始衝擊導致如圖 3- 18（b）的 𝐶̅ 點高於 �̅� 點，則我們接

著考慮平臺 B 的訂單量需要增加多少百分比，才會讓所有有意願的商家加

入平臺 B。圖 3- 18（b）的 h%標示平臺 B 商家所能增加的最高百分比。當

商家問卷回答整理為圖中的灰色實線，表示平臺 B 的訂單增加應該大於或

等於 m%，才會讓 h%的商家加入平臺 B；若商家資料整理為圖中的灰色虛

                                                 
324

 前揭頁 158。但此時均衡點 𝐶̅ 未必是唯一的均衡。若商家回答資料呈現如圖 3- 18（a）

的灰色虛線，則有 𝐶̅ 點與 �̅� 點兩個均衡。 

圖 3- 18  均衡存在（移轉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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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則只要平臺 B 訂單增加 n%，所有 h%商家都會加入平臺 B。這些商家

與訂單增加百分比的組合，分別對應到圖中的 �̅� 點（灰色實線）與 �̅� 點

（灰色虛線）。黑色實線的 �̅� 點與 t%，則來自消費者填答資料。 

由圖 3- 18（b）可看出，當消費者資料的訂單百分比高於商家資料的

訂單百分比，如圖中的 �̅� 點高於 �̅� 點（𝑡% ≥ 𝑛%），則 �̅� 點為均衡點，

此時平臺 B 的訂單均衡增量為 t%；所有有意願的商家都會在平臺 B 上架，

均衡訂單量則由消費者反應來決定。若消費者資料的訂單百分比低於商家

資料的訂單百分比，如圖中的 �̅� 點低於 �̅� 點（𝑚% > 𝑡%），則另外存在

一均衡如圖中的 𝑆̅ 點325。無論哪種情況，皆可找到均衡點。 

4. 問卷對象與結合效率 

最後，必須提醒的是，基於間接網路效果，平臺 B 的訂單增加來源未

必只有先前平臺 A 的消費者與商家，甚至可能包括之前從未有平臺消費經

驗的使用者。我們的問卷設計與調查對象，將這群潛在使用者納入考慮：

相關問題的填答對象，包括所有在平臺 A 價格上漲前，未曾使用平臺 B 的

消費者與商家。以圖 3- 11 為例，消費者 A、B、E、F 需要填答是否採用平

臺 B 的消費者問卷；商家 b、c、d 則需填答是否在平臺 B 上架的商家問卷。 

這樣的分析方式，固然可以較準確地估算平臺 B 的訂單變化，但可能

產生一些概念上的挑戰。 

原則上，價格上漲壓力，尤其 GUPPI 的計算，是為了捕捉結合後可能

產生的限制競爭效果。在單邊事業，結合後的廠商會將移轉給另一事業的

銷售額納入整體利潤之中，由此而產生動機提高價格，而較高的價格通常

伴隨交易量的減少以及社會福利的減損。但在多邊平臺，若（結合後）平

                                                 
325

 均衡點（如 𝑆 點）的存在來自於連續函數的中間值定理（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但未必只有一個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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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A 提高價格的連鎖反應，使得部分原本未使用平臺的使用者，例如：圖 3- 

11 的消費者 F 與商家 C 加入平臺 B，這些額外增加的交易量反而可能促進

社會福利。以此計算 UPP 或 GUPPI，若視為限制競爭的指標，可能懲罰平

臺結合的效率進步326。 

這個問題的處理方法之一，或許是限縮調查對象在原本平臺 A 的使用

者，只計算多少平臺 A 的交易會移轉到平臺 B。以圖 3- 11 為例，只讓消

費者 A 與 B 填寫消費者問卷，排除消費者 E 與 F；在商家端，則只讓請商

家 b 填寫問卷，排除商家 c 與 d。但如同前述討論，這種處理可能低估平臺

B 的訂單增長，因此較難準確反映結合後平臺的漲價誘因。在多邊交易平

臺的結合案，如何正確使用價格上漲壓力指標，可能有待未來進一步探討。 

四、 以聯合分析估計間接網路外部性與需求 

在這一節我們介紹如何透過問卷的第四部份，假想性產品卡牌式問卷

填答結果估計平臺使用者的需求函數。需求函數的估計可以讓我們得知平

臺兩端的用戶對於平臺屬性的喜好程度。一旦估計出需求函數，即便平臺

更改部分屬性的水平、或推出新的產品服務，只要新的產品服務能被屬性

所描述，我們即可推估在新的產品服務更動後用戶對於平臺的參與程度。

由於在多邊平臺的文獻中，平臺使用者對於平臺的採用意願除了平臺本身

的訂價、品質等產品特徵外，亦取決於間接網路外部性的大小，故我們在

估計需求函數時，特別將間接網路外部性納入考量。接下來，我們將簡單

介紹需求估計的原理，並以網路商城的商家端為例，用實例說明如何估計

間接網路外部性的大小。同樣的方法也可應用於消費者這一端。 

                                                 
326

 類似的考量也出現在單邊事業的 UPP 計算中，不納入另一結合事業的效率進步。參見

前揭註 293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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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使用者效用與需求估計 

假設商家 𝑖 使用網路商城（平臺）方案 𝑗 之效用 𝑢   為 

𝑢  = 𝑥 𝛽 + 𝜖  , 

其中 𝑥  為平臺產品特徵的向量（可被觀測到）、𝛽  為商家對平臺產品特徵

的評價向量（需要被估計），而 𝜖   則是無法觀測到的隨機誤差項。假設平

臺產品特徵向量包含三個元素：（1）平臺抽成比例、（2）使用該網路商城

消費者數量在整體市場占比，以及（3）使用該平臺增加商家實體來客數量

比例。舉例來說，若某商家的某商品在網路商城的訂價為 100 元，但商家

僅能從平臺取得 70 元，則平臺抽成比例為 30%；若全台消費者每人每月的

訂單數量為 120，其中有 30 單是透過該網路商城訂購，則該平臺消費者數

量在整體市場占比為 25%；若某商家每日有 100 筆實體訂單，若參加該網

路商城，除了該平臺之訂單外，額外增加的曝光度，可增加 20 筆實體訂單，

則使用該平臺增加商家實體來客數量比例為 20%。想像 A 商家目前面對三

個假想性的平臺方案，且方案產品特徵如表 3- 7 所示。  

表 3- 7  商家面對的平臺特徵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方案甲 方案乙 方案丙 

平臺抽成比例 20% 30% 40% 

消費者數量在整體市場占比 40% 30% 60% 

增加商家實體來客數量比例 2%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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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A 商家對於三種產品特徵的評價分別為 −3、2、1，且其獲得的隨

機誤差項分別為 1、0、−1，則商家 A 在方案甲的總效用為  23（即 

−3 × 20 + 2 × 40 + 1 × 2 + 1），且在方案乙、方案丙的總效用分別為 −20

（即−3 × 30 + 2 × 30 + 1 × 10 + 0）及 4（即−3 × 40 + 2 × 60 + 1 × 5 −

1），此時，商家 A 效用極大的最適選擇會是方案甲。值得注意的是，若在

三種方案下，A 商家所獲得的效用皆低於零，則 A 商家將不會選擇採用任

何平臺方案。 

若商家 A 對於三種產品特徵的評價改為 −3、2、7，且其獲得的隨機

誤差項維持為  1、0、−1，則商家 A 在方案甲的總效用為  35（即 

−3 × 20 + 2 × 40 + 7 × 2 + 1），且在方案乙、方案丙的總效用分別為 40

（即−3 × 30 + 2 × 30 + 7 × 10 + 0）及 34（即−3 × 40 + 2 × 60 + 7 × 5 −

1），此時，商家 A 效用極大的最適選擇會是方案乙。 

若商家 A 對於三種產品特徵的評價改為 −2、2、1，且其獲得的隨機

誤差項維持為  1、0、−1，則商家 A 在方案甲的總效用為  43（即 

−2 × 20 + 2 × 40 + 1 × 2 + 1），且在方案乙、方案丙的總效用分別為 10

（即−2 × 30 + 2 × 30 + 1 × 10 + 0）及 44（即−2 × 40 + 2 × 60 + 1 × 5 −

1），此時，商家 A 效用極大的最適選擇會是方案丙。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發現，在給定方案的產品特徵及隨機擾動項下，平

臺使用者選擇的最適方案隱含了使用者對於產品特徵給予的不同權數大小，

更甚者，在文獻上，若進一步限制隨機擾動項的分配為 type I extreme value

分配，且每個用戶的產品特徵評價不隨用戶個人而改變，則每個方案被選

擇的市占率可以有公式解： 

𝑠ℎ𝑟 =
exp(𝑥 𝛽)

1 + ∑ exp (𝑥 𝛽) 
 = 

. 

公式中，分母的 𝐽 為方案總數量，在這個例子裡 𝐽 = 3。需求估計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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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是，一旦在資料裡觀察到足夠的變異（variation），意即當使用者面對

不同的產品特徵變動時，出現的選擇變化，我們可以透過市占率的變化估

計隱含的 𝛽 係數。由於選用具備 type I extreme value 分配的隨機擾動項具

有加速計算的優勢，在離散選擇（discrete choice）的文獻上被大量使用，

文獻上並稱之為 logit 模型。 

如同我們在第三章第一節討論的 Nakamura and Ida 一文中327，作者利

用假想性的情境卡片問題去創造產品特徵的變異，讓每個消費者面對 10 張

假想性的情境問題卡片，蒐集消費者在不同情境下的最適選擇，來估計消

費者對於使用即時通訊服務的需求。同樣地，我們也可以在問卷中創造多

個假想性的情境問題卡片，去詢問用戶在各式各樣不同情境下，所做的最

適選擇。舉例來說，表 3- 8和表 3- 9分別是兩個張假想性的情境卡片問題，

目的是衡量商家對於所有網路商城服務的需求。在每個問題張卡片中，填

答者被告知「假設從明年開始所有網路商城會整合成單一平臺，並只提供

下列三種方案，請選擇對貴店為最佳選擇之方案，或選擇不選擇任何方案」。

透過不同假想性的情境卡片問題取得使用者對不同方案的市占率變化，我

們可以推估出效用函數中，用戶對於上述假設性獨占者（所有網路商城）

不同產品特徵的評價。 

（二） 範例：以聯合分析估計商家端需求328
 

聯合分析的方法中，研究者首先產生生成具備不同屬性的假設性產品，

在每個填答問題中，置入部分假設性產品，讓填答者選擇最適產品。透過

讓填答者填寫多個問題後，再利用填答者的選擇估計其對不同屬性的偏好。

故在實施聯合分析時，研究者需要選擇（1）屬性、（2）屬性的水平（level)、

                                                 
327

 Nakamura and Ida (2021), supra note 254. 相關討論參見前揭頁 140。 
328

 本節分析由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學士班廖明祐協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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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假設性產品（card）方案的設計及數目（4）最終希望填答者填答的問

題數目。 

以下整理聯合分析實施時的步驟及應注意的事項（並以 Nakamura and 

Ida 的研究為例）： 

表 3- 8  商家面對的假想情境卡片問題（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方案甲 方案乙 方案丙 

不選擇任

何方案 

平臺抽成比例 20% 30% 40%  

消費者數量在整體市場占比 40% 30% 60%  

增加商家實體來客數量比例 2% 10% 5%  

選擇 □ □ □ □ 

 

表 3- 9  商家面對的假想情境卡片問題（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方案甲 方案乙 方案丙 

不選擇任

何方案 

平臺抽成比例 35% 36.75% 38.5%  

消費者數量在整體市場占比 40% 60% 80%  

增加商家實體來客數量比例 2.5% 3.75% 5%  

選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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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屬性  

進行分析時，應選取模型中必要的屬性置入聯合分析，避免放入過多

屬性。聯合分析時若一開始就加入過多屬性，將導致後續分析時出現過多

的產品方案，大幅增加消費者填寫問卷時所花費的時間以及市場調查的成

本，故研究者應事先選取模型中必要的屬性置入聯合分析，避免放入過多

屬性。以 Nakamura and Ida 的文章為例，他們在聯合分析中置入了四個屬

性，分別為月租費價格、隱私權外洩機率、個資被索取的強度、以及不同

親疏關係用戶因價格上漲而停用服務的情形。由於他們的文章主要利用隱

私權外洩機率及個資被索取的強度做為零訂價時消費者所支付的成本，再

利用假想性的月租費來衡量個資外洩成本，且由於即時通訊服務中網路效

果是分析的重點，故這四個屬性皆為分析時不可或缺的重要屬性。 

2. 水平 

在選擇每個屬性的水平時，可以透過前測，在符合研究設定和社會真

實情況的前題下，先設定屬性的上下限，避免在最終的問卷中測試過多或

不必要的水平，再決定屬性水平。以 Nakamura and Ida 為例，為了使屬性

的上下限能夠符合研究設定和社會真實情況，分別在分別進行他們分別在

2019 年 1 月中和 2019 年 2 月中進行兩次前測，確認四個屬性的水平以及最

終的分類範圍。 

在月租費用價格上，Nakamura and Ida 測試很多月租費用的水平，包括

最高有到 3000 日圓的費用。這些前測的結果顯示多數人在當價格超過 1000

日圓的時候，最多人會停止使用服務，且對於大約 100 日圓的小幅度上升

沒有太大的反應，所以 Nakamura and Ida 選定的水平包含設立 0 日圓（零

訂價）、100 日圓（在零訂價下的小幅上升）、500 日圓（在零訂價下的大幅

上升）以及 1000 日圓（上界）的範圍。 



 

230 

 

在隱私權外洩機率上，Nakamura and Ida 針對資訊洩漏的可能性做了以

下的安排。在前測的時候，受試者被要求去估算自己在一年內訊息被洩漏

出去的可能性。根據實際勾選的結果這個假設性的問題，Nakamura and Ida

設立了五個選項分別為 0%、1%、10%、30%和 50%。有超過 30%的人認為

他們被洩漏的可能性大約為 50%甚至更多，並且每個選項中分佈有一定數

量的受訪者。根據這些預測試結果，Nakamura and Ida 最後將聯合分析設置

為 0%、1%、10% 和 30%四個水平。 

在個資被索取的強度部分，因為提供個資的範圍很廣，Nakamura and 

Ida 為了讓填答者能夠輕易地分辨選項之間的不同，根據前測的答案選擇將

三項個種類的個人資訊當作是最終屬性的水平的元素，其中第一項為基本

個人資訊（包含真實姓名和地址）、第二項為次要個人資訊（電子郵件地址

和電話號碼）、而第三項為財務相關的個人資訊（信用卡和銀行賬戶資訊）。

將真實姓名和地址設置為基本個人資訊，將「電子郵件地址和電話號碼」

設置為次要個人資訊，將「信用卡和銀行賬戶資訊」設置為與財務相關的

個人資訊。最後再根據這三種元素這些屬性的分類，他們 Nakamura and Ida

在最終聯合分析中置入了五個水平，分別為真實姓名和地址（第一項）、真

實姓名和地址和電子郵件地址和電話號碼（第一項+第二項）、真實姓名和

地址和信用卡和銀行賬戶（第一項+第三項）、所有三種個人資訊（第一項+

第二項+第三項）、以及無須提供個人資訊。（僅限 ID 和密碼設置，或不需

要提供任何其他個人資訊）。 

針對不同親疏關係用戶因價格上漲而停用服務的情形的水平設計上，

Nakamura and Ida 考慮服務改變後，服務收費對停止使用服務的人與受訪者

之間的社會關係重要性。Nakamura and Ida 認為即使那些很少交換消息的人

停止使用服務，服務用戶的效用下降也很小，但如果那些經常與受訪者交

換信息的人停止使用該服務，則用戶效用的下降幅度會很大。因此Nakam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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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da 依據前測問卷設立八種會在收費後會停用服務的親友屬性水平，分

別為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沒有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情人或戀人、有私交且

現在有在聯繫的朋友的摯友、有私交但目前斷絕無聯繫的朋摯友、現在在

工作或學校場合上的朋友、曾經是工作或學校場合上的朋友以及不會無有

任何親友會在收費後停用。 

3. 產品方案的設計及數目 

在產品方案的設計及數目上，可利用正交實驗設計，以避免受試者填

答過多的問題數目。例如：Nakamura and Ida 將這 20 張卡牌（20 道選擇題）

利用隨機抽取的方式，抽取出最後的 10 個問題，組合成一份問卷，讓每位

受試者都填寫同一份問卷。 

再以我們的依據上述聯合分析設計的流程，以本研究在網路商城商家

端聯合分析卡牌問題為例，我們選擇模型最重要衡量價格及多邊平臺網路

外部性的三個屬性為例，（平臺抽成比例、消費者數量在整體市場占比及增

加商家實體來客數量比例）。在屬性的水平選擇上，由於本計畫並未規劃實

體發放問卷，我們無法透過前測選擇各屬性的水平。在選擇平臺抽成比例

的水平時，我們設定網路商城對商家所抽成的費用在 35%、36.75%、以及

38.5%三個水平，其餘兩個屬性的水平亦先行假定三個水平範圍，未來實際

應用時，可依據實際情況及前測結果再做修改。在製作聯合分析最終的問

卷時，研究者可以根據建立好的三個屬性變數以及各自的三個屬性水平（共

27 種完全因子的組合），在統計程式軟體（例如 minitab）中輸入資料，並

利用正交實驗設計的方式進行篩選，由程式自動篩選出最低的方案數（以

本例來說為最低為 9 種方案）。最後，研究者再從其中隨機選取三種方案，

將這三個方案以及都不選擇的方案組合成一題選擇題（如表 A- 2），並重覆

上述操作，隨機生成共 10 題選擇題成為最終聯合分析的問卷，讓受試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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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最後，我們透過一個實例示範一旦取得使用者的問卷填答結果後，估

計需求函數的步驟。繼續以網路商城的商家為例，首先，假設我們設計了

10 張假想性的情境卡片選擇題。每張情境卡片選擇題格式如同表 3- 8 或表 

3- 9，但每張選擇題卡片內容置入的數值隨卡片而不同。假設我們請 2,000

個商家填寫同一份問卷，在問卷中展示這 10 張選擇題卡片，取得這 2,000

個商家在每個選擇題張卡片中，面對方案甲、方案乙、方案丙、或都不選

擇中的最適選擇。在上述假設下，我們的問卷填答結果會包含 20,000 個選

擇結果。由於本節的目的僅在透過實例說明需求函數的估計及分析步驟，

以下我們將透過模擬生成的商家填答資料（代替實際問卷填答結果）做分

析。我們分別在低度間接網路外部性及高度間接網路外部性下，生成 20,000

個模擬填答結果。 

在取得問卷結果後，我們使用 R 語言中的 mlogit 套件估計商家對網路

商城的需求函數。該套件可以估計依據研究者的需求，使用個體資料估計

各式各樣的 logit 模型。為簡化以下的說明，我們假設每個使用者對產品特

徵的評價不隨使用者個人而改變，並提供相關估計結果。若研究者希望讓

產品特徵評價可以隨個人而改變，該套件亦可以估計隨機參數 logit 模型

（random parameters logit model）。 

我們將估計結果置於表 3- 10。其中第（1）、（2）欄分別呈現當資料生

成模型分別為低度間接網路外部性（資料生成使用的間接網路外部性係數

為 0.25）、高度間接網路外部性的估計結果（資料生成使用的間接網路外部

性係數為 0.5）。從第（1）欄的估計結果可以發現，當平臺消費者數量在整

體市場占比上升 1%時，對於商家效用函數的影響好比為平臺抽成比例下降

4.46%一般（即 0.259 除以 −0.058）。相對而言，第（2）欄的估計結果顯

示，當消費者數量在整體市場占比上升 1% 時，對於商家效用函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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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為平臺抽成比例下降 6.72%一般（即 0.518 除以 −0.077）。 

我們接著考慮當平臺抽成比例由 30%上升原比例之 5%成為 31.5%，在

不同間接網路外部性設定下，平臺會損失的商家比例。首先，我們發現在

不考慮間接網路外部性下，一旦平臺業者提高原抽成比例的 5%，有 2.9%

的商家會停止使用網路商城。接著，我們考慮若因為商家的選擇變少，導

致消費者離開平臺的效果。我們假設平臺消費者數量在整體市場占比，因

此下降 10%。在低度間接網路外部性下（即第（1）欄的結果），這 10%的

消費者離開對商家的影響好比平臺業者的由 31.5%再進一步上升 44.6%至

76.1%一樣，在這個情境下，我們發現會有 58%的商家離開平臺。而在高度

間接網路外部性下（即第（2）欄的結果），這 10%的消費者離開對商家的

影響好比平臺業者的抽成由 31.5%再進一步上升 67.2%至 98.7%一樣，在這

表 3- 10  需求估計結果（模擬資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2） 

 低度網路效果 高度網路效果 

平臺抽成比例 -0.058 -0.077 

 （0.009） （0.015） 

消費者數量在整體市場占比 0.259 0.518 

 （0.004） （0.016） 

增加商家實體來客數量比例 2.297 2.061 

 （0.247） （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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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情境下，我們發現會有 97.1%的商家離開平臺。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未考慮間接網路外部性、低度間接網路外

部性、高度間接網路外部性下，當平臺業者的抽成由 30%提升至 31.5%時，

流失的商家比例分別為 2.9%、58% 及 97.1%，顯示在多邊平臺進行需求估

計時，納入間接網路外部性的重要性。  

以上均以商家端為例說明。在另一端的消費者面，也可以設計卡牌329，

用類似方式估計需求。 

第三節   多邊平臺市場力評估之指標 

在傳統（單邊事業）競爭分析，常用的市場力評估指標包括市占率以

及拉氏指數。出於平臺特性，這些指標的適用性可能須再評估、調整。此

外，有學者整理平臺模式可能採行的市場力指標與評估方式如表 3- 11。由

於多邊平臺涉及不同群體使用者，或者市場，個別指標需應用在平臺或者

各邊市場，也需加以考慮。 

一、 市占率 

競爭法主管機關常以銷售量（sales volumes）或者銷售金額（sales values）

來計算市占率330。應用到平臺經濟，銷售量或者可以對應到平臺服務的使

用者人數或者使用量。但在概念上，使用此類市占的挑戰之一，在於市占

率與市場力量之間的關聯，亦即，市占率愈高，是否能代表市場力量愈大。 

                                                 
329

 參見消費者問卷第四部份，後揭頁 464。 
330

 後揭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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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二章對平臺競爭的討論，當出現「優勢廠商均衡」的平臺傾覆

（所有使用者集中於單一平臺）時331，無論以銷售量或營業額來計算，優

勢平臺的市占率均為 100%。但此時優勢廠商的均衡利潤為零，表示該廠商

事實上無市場力量。因此，以市占率衡量市場力量，會產生誤導結果。 

由於優勢廠商均衡需要在一定條件下才能成立，例如：平臺提供同質

服務、所有消費者均為單棲、以及平臺擁有足夠的訂價工具等等。實務上，

若欲使用市占率衡量市場力量，競爭法主管機關可先檢驗這些條件成立與

否，以排除優勢廠商均衡的可能332。 

                                                 
331

 前揭頁 55。 
332

 當使用者多棲或其他條件使得優勢廠商均衡不太可能成立時，市占率資料可協助競爭

法主管機關判斷平臺之間的對稱性（symmetry）；而平臺之間若較為對稱、勢均力敵，較

表 3- 11  評估平臺市場力之指標 

資料來源：Franck and Peitz (2019)；本研究整理並譯為中文 

 指標 應用層級 

市占率 

營業額占比 平臺 

使用者占比 （各邊）市場 

相較於潛在使用者之使用者

占比 

（各邊）市場 

使用量占比 平臺／（各邊）市場 

其他指標 

拉氏指數 （各邊）市場 

利潤 平臺 

參進障礙 平臺 

直接證據 平臺／（各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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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營業額占比 

以銷售金額或營業額計算市占率，在平臺商業模式的另一個挑戰為「零

訂價」。尤其，若只有部分平臺採取零訂價，其他平臺仍收取服務費用，則

以營業額計算市占率，採行零訂價的平臺市占必然為零，可能無法真實反

映該等平臺的市場地位。 

事實上，為了獲利，平臺至少要有一個利潤中心，不可能對所有邊全

面採行零訂價。因此，解決零訂價問題的方法之一，為就平臺整體提供之

服務計算營業額占比。換言之，以營業額計算市占率，該當應用於平臺層

級，而非在各邊市場計算營業額（參見表 3- 11）。 

在平臺層級計算營業額，亦可避免價格結構所帶來的困擾333。如同第

二章的討論，價格結構往往為平臺經營者的重要決策。而平臺對某一群使

用者的訂價，除了取決於這一邊使用者的特徵（如需求彈性），更透過間接

網路外部性，受到另一群使用者的影響334。因此，以平臺的整體銷售金額

來計算市占率，當較能避免「傾斜」價格結構的可能扭曲。即便在個案中，

價格結構中立性成立，這表示平臺可以調整價格結構（例如：對某一邊提

高價格 1 元，另一邊同步降價 1 元），而不改變交易數量。此時若就各邊計

算，則不同的價格結構會得到不同的營業額占比；所得數據可能意義不大。

就平臺整體計算營業額，應該仍是較合理的做法。 

在平臺階層計算市占率的前提之一為所有平臺均提供相似的服務。若

有部分平臺提供整合性服務（integrated offers），則比較平臺之間的營業額，

                                                                                                                                   

能避免市場傾覆。德國卡特爾署曾經同意的 Immonet/Immowelt 結合案，為德國國內第二

大與第三大線上不動產平臺的結合。卡特爾署指出，即使結合後市場上的競爭家數由三家

變為二家，但本案具有「後來居上結合」（catch-up merger）的性質，可使結合後平臺增加

觸及（reach），並有利於降低整體成本。因此而減緩結合前市場龍頭與競爭者（亦即兩結

合平臺）的不對稱性，降低市場傾覆的可能。Franck and Peitz (2019), supra note 4, at 74-75. 
333

 Id., at 70. 
334

 前揭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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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產生解釋上的困難335。例如：考慮某一具備平臺特性的應用軟體（像

是串流服務或瀏覽器），部分廠商可能只提供這一類的應用軟體服務，但是

部分廠商（如 Microsoft）可能將之整合，或綑綁（bundling）至作業系統等

其他服務，而不對個別應用程式另外訂價336。此時，前者銷售串流服務的

營業額，與後者銷售作業系統的營業額，未必可直接比較。 

（二） 使用占比 

以使用者或者使用次數計算市占率，可以避免零訂價的問題，而個別

平臺或許在不同邊的市場各擅勝場。因此，以各類的使用指標計算市占率，

可考慮在各邊市場的層級進行。此外，不同的指標適用情境也有差異。若

使用者之間的使用頻率差異不大，可以直接以使用者占比計算市占率；但

若使用頻率有相當的異質性，則以使用次數計算市占率，應當較能合理捕

捉實際情況。另一個考量因素，則為相關平臺服務的未來發展性。若所評

估、衡量的平臺仍在早期發展階段，可能仍有相當的潛在用戶（potential users）

尚未加入。有學者主張，此時採用相較於活躍用戶（active users）與潛在用

戶總和的活躍用數占比，或許較能反映市場發展動態（market dynamics）

337。 

使用者單棲或多棲特性也會影響以市占率的概念應用。若考慮的平臺

服務具有「競爭瓶頸」的性質，亦即某一群使用者單棲，另一群使用者多

棲，則可能避免平臺傾覆338。但不同單棲使用者選擇不同平臺，也表示對

多棲方來說，每一個平臺都是通往平臺上單棲使用者的唯一管道。在多棲

方，各別平臺可考慮為獨占事業，市占率為 100%。 

                                                 
335

 Franck and Peitz (2019), supra note 4, at 70. 
336

 前揭頁 81。 
337

 Franck and Peitz (2019), supra note 4, at 71-72. 
338

 前揭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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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討論，計算市占率之前，需先對所考慮的平臺模式有相當的

理解，包括零訂價的普遍性、用戶的使用頻率、潛在用戶數、單棲或多棲

行為等等。而各別市占率指標的計算，也往往受到資料取得的限制。例如

潛在用戶數的估算，往往並非易事339。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必須就考慮

的平臺特徵以及可取得的資料，選擇適當的市占率指標。 

二、 拉氏指數 

拉式指數為在單邊市場常用之市場力指標，計算方式為邊際淨利除以

價格。在多邊平臺直接應用拉式指數的問題之一為忽略價格結構的考量340，

文獻中有不少修正的嘗試341。應用在各邊市場，這些修正通常都需要納入

間接網路效果，亦即在某一邊增加一位用戶對於另一邊的效益342；文獻亦

有應用拉式指數於平臺層級的討論。依據模型的具體設定，以平臺價格水

準（對不同邊訂價的總和）計算拉式指數，有時也需要估算間接網路效果343。

估算對另一邊的外部效益，有時可能受到平臺其他（非價格）策略的影響，

亦可能失去傳統拉式指數只需要價格與某種成本參數的便利優點。 

此外，在多邊平臺計算拉式指數，另有兩點需要注意。首先，若有部

分平臺提供整合型服務，其獲利來源可能不在於個案所考慮的平臺服務。

                                                 
339

 有時的確可以設法估算出潛在用戶數。例如，若涉及的平臺提供媒合保母的服務，在

父母端，一個合理的估算方式或許為擁有一定年齡以下小孩（因此可能需要保母服務）的

父母。Franck and Peitz (2019), supra note 4, at 72. 
340

 前揭頁 71。 
341

 E.g., Rochet and Tirole (2006), supra note 90; Armstrong (2006), supra note 74; and Weyl 

(2010), supra note 84. 
342

 例如，對於服務 A、B 兩邊的平臺，Franck and Peitz (2019) 提出 A 側的拉式指數修正

公式為 𝐿 =
(𝑃 − 𝐶 

 + 𝑋 )
𝑃 

⁄ ，其中 𝑃  為對 A 群使用者的訂價、𝐶 
  為服務 A 群使用

者的邊際成本、𝑋  則為平臺多吸引一位 A 群使用者，能在另一邊，從 B 群使用者得到的

效益。𝑋  即為捕捉間接網路效果的修正項。Franck and Peitz (2019), supra note 4, at 84. 
343

 Weyl (2010), supra note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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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上述串流軟體的例子，Microsoft 將串流服務整合進作業系統，對不同

邊的使用者都不另收費。此時 Microsoft 的在串流服務的價格水準為零，

但仍然可能有相當的市場力量。 

其次，從動態的角度來看，當某一市場具備網路外部性的特徵，為了

在市場發展早期吸引使用者、建立足夠的用戶基礎，即便是獨占廠商，有

時也會先訂定較低的價格，甚或祭出補貼。等到用戶數成長到一定數量，

市場逐漸成熟，再提高價格。此時，早期的低價未必表示事業缺乏市場力

量，補貼也不應視為掠奪性訂價344。 

三、 獲利能力 

賺取利潤為廠商取得市場力量的基本目的之一。高市占或高價格（或

者高拉式指數）則為單邊事業情境下，有相當市場力量廠商追求利潤的常

見結果。若基於多邊模式特性或者其他因素，使得這些常見指標的適用性

產生疑慮，則以平臺本身的獲利能力（profitability）來判斷市場力量，或許

可視為「釜底抽薪」的一種作法。若所考慮的平臺能持續地賺取超額利潤

（excessive profit），當可視為具有相當市場力量。而在多邊平臺，價格結構

的考量，可能讓獨占平臺願意對某一群使用者給予補貼，在該邊承受損失。

因此，利潤的計算必須應用於平臺層級，而非在各邊分別計算。 

即便在單邊市場，以獲利能力衡量市場力量，仍有相當需注意之處。

首先，財務報表資料計算出的會計利潤必須折算成經濟利潤，再進行判斷。

其次，事業可能提供多種服務或商品，並共享生產設備。若僅有部分商品

或服務屬於相關市場，則如何分配、「切割」成本資料，可能產生一些困難。 

對於多邊平臺，前述個別平臺提供整合服務的狀況與市場未來發展的

                                                 
344

 Franck and Peitz (2019), supra note 4, at 85. 



 

240 

 

動態考量，仍然為利潤率的計算與應用帶來複雜的考量因素。針對前者，

若僅有部分服務在相關市場考慮之列，則除了分配成本外，更可能需要在

收益部分進行類似處理，可能加劇正確衡量利潤的挑戰。對於後者，如同

前述，獨占平臺為了建立用戶基礎，以帶動市場成長，在早期階段可能以

低價或補貼吸引客戶。如同拉式指數，這個階段的低利潤，甚至虧損，同

樣未必能反映平臺缺乏市場力量。 

最後，即便判斷出平臺在相關市場享有相當利潤，反映該平臺在商業

模式的某處具備市場力量，但高利潤本身並無法指出市場力量的源頭，究

竟是出於進入障礙、廠商過去的研發或投資成果、或者廠商控制某些不易

複製的要素投入等等。仍需結合其他調查，才能在後續的分析階段，為解

決市場力問題提供有效的處理指引。 

四、 參進障礙 

有時，競爭法主管機關也可直接考量參進障礙（barriers to entry）的大

小，以此評估既存平臺的市場力量。若個案中的參進障礙不大，存有相當

的潛在競爭，則降低以競爭法介入市場運作的必要性。例如：歐盟執委會

在 Microsoft/Skype 的結合案指出，以傳統市占率評估市場力量的方法在本

案未必合適。在本案的視訊通訊（video calls）服務市場，若無持續研發、

創新，很容易遭到消費者淘汰；產業的參進障礙亦不高。新進廠商很有可

能透過創新的產品，對現有參與者造成強大的競爭壓力。更進一步，有學

者建議，與其硬性規定一個市占率門檻來判斷市場力量，分析現在及未來

的可能參進障礙，或者既存廠商所面臨的競爭壓力，或許是更適當的做法

345。 

                                                 
345

 Id., at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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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邊平臺，網路效果為可能產生參進障礙的重要原因之一。若新進

平臺無法解決「雞—蛋問題」，讓不同群體使用者都願意嘗試，即便有較優

質的商品或服務，也可能無法成功打入市場。 

但是，（間接）網路效果未必只會保障既存平臺不受挑戰。在技術持續

進步的領域，新進廠商仍有可能進入，甚至取代既有廠商。經典的例子為

社群媒體，歷經 Friendster、Myspace、到 Facebook 的更迭，新進平臺都取

代原有「霸主」，占據新一代的主導地位。此外，新進廠商在商業模式的創

新，反而可能藉由間接網路效果立足市場：Airbnb 與 Uber 等「共享經濟」

所提供的媒合服務，都可說是成功掌握間接網路效果後，迅速成長，對既

有廠商產生衝擊。因此，間接網路效果的存在未必等同於參進障礙；在個

案情境中，競爭法主管機關可能需進一步判斷間接網路效果有助於既有平

臺鞏固市場地位，或者有助新進平臺打入市場346。 

其他可能影響平臺進入的因素還包括使用者的單棲或多棲習性以及轉

換成本等等。若使用者可以多棲，則無須為了嘗試新服務而放棄既有平臺

的服務與互動網絡，當能降低新平臺進入的困難。而轉換成本越高，離開

既有平臺，使用新平臺的代價越大，則新平臺需要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才

能誘使使用者加入，參進障礙也往往越高。使用平臺常見的轉換成本，除

了由歷次交易、互動所建立個人偏好資訊，以及交易資料（如信用卡號、

遞送地址等等），還包括個別使用者所累積的信譽，例如：買家或賣家的星

等評價、社群媒體上的「讚數」（likes）或粉絲追蹤數等等，均未必能由某

一平臺移轉到另一平臺。 

                                                 
346

 Id., at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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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直接證據 

有時，透過市場調查或其他程序，競爭法主管機關可能獲得關於市場

力的直接證據。但如何解釋證據，可能需要稍微謹慎。 

首先，競爭法主管機關可能發現市場上「缺乏進入」（lack of entry）。

然而，間接網路效果與單棲使得市場有集中在單一平臺的傾向。即便是具

有同等效率的競爭者，也未必願意進入市場，提供相同的商品或服務，與

既存平臺競爭。相反地，新進平臺可能先選擇提供差異化的服務，進行市

場區隔347；而既存平臺所面對的競爭壓力，也很可能始於這些一開始並未

提供相似服務的新進廠商。檢視缺乏進入的相關證據時，可能必須將此納

入考慮。 

其次，競爭法主管機關可能得到平臺削弱正向間接網路效果，或降低

服務品質的證據，例如：以調整演算法或其他平臺設計，降低互動雙方媒

合效率的作為。這些證據或許指向該平臺具有相當市場力量。 

直覺來說，正向間接網路效果越強，或者服務品質越高，越能吸引使

用者，提高平臺競爭力。面對強大競爭，平臺似無誘因主動削弱自身的競

爭利基。相反地，獨占平臺可能更有餘裕、甚至有動機從事此類行為。例

如，媒合買賣雙方的獨占交易平臺，若以對賣方的（按成交價）抽成為主

要收入來源，則有動機削弱賣方之間的競爭，例如：扭曲搜尋排名、或抑

制買家精確搜尋並比價的便利程度，以提高成交價格。即便可能因此削弱

買方使用該平臺的意願，只要提高價格的效益大於流失買家以及成交量的

損失，平臺就有誘因從事此等行為。而買家流失的程度又往往取決於是否

有其他替代平臺或服務可使用。因此，在缺乏競爭的條件下，獨占平臺可

                                                 
347

 例如，相較於著名的網路交易平臺 eBay，新興平臺 Etsy 專攻手工藝品的交易，並設計

出更契合手工藝品交易需求的平臺，使得 Etsy 在手工藝品交易這個領域中比 eBay 更受歡

迎。Id., at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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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較有誘因削弱賣方競爭。因此，降低服務品質或弱化正向間接網路效果，

或可視為平臺擁有相當市場力量的指標。 

最後，數據資料也可能提供平臺相當的競爭優勢。若其他平臺無法以

合理成本取得或複製同類數據，則保有該數據本身就可能產生相當的市場

力量。若相同數據可應用於不同服務，競爭優勢更可能擴展到相鄰的市場

348。 

第四節   多邊平臺之市場調查349
 

本小節就多邊平臺相關市場調查所應注意的事項與流程，進行整理、

探討。並以英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競爭與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下稱 CMA）於 2017 年公布的數位比較工具（Digital 

Comparison Tools，下稱 DCT）市場調查為例350，進行討論。 

一、 市場調查流程 

競爭法主管機關進行市場研究或市場調查的目的不一：可能為了對某

一競爭議題有初步了解，並為未來執法行動做準備；或者為了提升主管機

關在某一產業領域（sector）的專業認知；或者為了釐清個別領域或某一議

題的競爭法原理原則操作；或者為了回應消費者與一般大眾的疑慮；或者

為未來的市場研究鋪路等種種原因351。 

                                                 
348

 Crémer et al (2019), supra note 4, at 49. 
349

 本節分析由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黃瑋婷與黃婉婷協助整理。 
350

 Competition and Market Authority, Digital Comparison Tool Market Study,  (2017),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9c93546e5274a77468120d6/digital-comparison-

tools-market-study-final-report.pdf (last visited on October 1, 2022) [hereinafter CMA DCT 

Report]. 
351

 OECD, Working Party No. 3 on Co-operation and Enforcement: Methodologies for Market 

Studies, at 5, DAF/COMP/WP3 (2017) 1 (June 7, 2017) [hereinafter OECD Report].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9c93546e5274a77468120d6/digital-comparison-tools-market-study-final-report.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9c93546e5274a77468120d6/digital-comparison-tools-market-study-final-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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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進行市場研究需要有相當的規劃，遵循一定步驟，並依據

所設定的目標而調整工作內容。例如：西班牙國家市場與競爭委員會

（Comisión Nacional de los Mercados y la Competencia, CNMC）的實務手冊

指出，正式調查開始前，須先進行初步研究（preliminary research），以找出

可能產生競爭問題或管制無效率（regulatory inefficiencies）的市場及其經濟

特徵，以及這些市場對西班牙整體經濟的重要性。而在正式研究中所採行

的方法（methodology），則必須考量所研究市場的法律與經濟特性，以及分

析的競爭層次（level of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等要素352。部分國家如英

國，對於「market study」與「market investigation」兩種程序有所區隔：前

者為較為初步（preliminary）的調查，可用以提供消費者資訊、使企業自我

約束及對政府提供建議，一般而言不會進行正式的市場界定；後者則為較

正式（formal）的調查程序，通常作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補救措施之基礎，

因此會進行更深入、更廣泛的調查程序，並依執法需求進行市場界定353。

本研究不對此做進一步的區隔；一概以市場研究或市場調查通稱。 

參照「國際競爭網路」（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簡稱 ICN）

對於市場調查的建議354，OECD 提出市場調查的步驟，以及各步驟主要工

作內容，依序為（參見圖 3- 19）355： 

                                                 
352

 Id. at 9.  
353

 OECD Report (2017), supra note 351, ¶13. 
354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Market Studies 

Good Practice Handbook (2016) [hereinafter ICN Handbook]. (available at 

https://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18/09/AWG_MktStudi

esHandbook.pdf; last visited on October 2, 2022) 
355

 OECD Report (2017), supra note 351, Figure 1, at 8. 

https://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18/09/AWG_MktStudiesHandbook.pdf
https://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18/09/AWG_MktStudiesHandboo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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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初步篩選研究產業或部門：就有待釐清、分析的課題諮詢執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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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人員；回顧或整理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356、消費者、或

                                                 
356

 依據 ICN 的說明，利害關係人為與市場相關、可能受到市場影響、可能受到市場調查

之研究行為影響、或者可能受到市場調查結果影響的事業、個人、或組織（包含競爭法主

管機關之內部個人、團體）。（“`[S]takeholders’ means any corporate or natural individual, group 

of individuals (whether internal or external to the authority), organisation or group of 

organisations that has an interest in the market, or can affect and/or could be affected by the 

market and/or the issues that are the focus of the market study, and/or any outcomes that may 

come out of the study. ”）ICN Handbook (2016), supra note 354, at 25. 常見的利害關係人例如

政府部門（包括各層級的管制單位）、國際組織、上下游廠商或相關業者、消費者或使用

者（團體）、同業公會或專業組織、業界（含法律諮詢）專家或相關領域學者等等。ICN 

Handbook (2016), supra note 354, at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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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公共團體所提出的管制（regulatory）、消費者保護、或競爭相

關議題；以及設定此次研究的策略目標（例如增進主管機關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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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知識、或者為將來執法行動做準備等等），並選擇優先順序。 

圖 3- 19  市場調查程序 

資料來源：OECD 報告；本研究摘要並譯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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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研究範圍與規劃：確定研究的產業或者市場行為；選擇研究團隊

與研究資源（包括是否聘請外部專家顧問或服務）；準備研究計畫、

時程、與團隊責任分工；提出、發想初步假說（initial hypotheses）

與分析方法；準備初步的資訊蒐集策略。 

III. 初步資訊蒐集：搜尋相關產業與管制架構的公開資訊以及其他競

爭法主管機關或過去曾執行的市場調查；找出重要的資料來源與

利害關係人；對利害關係人進行初步諮詢或訪談。 

IV. 研究方法選擇：確認假說驗證需要採行的方法；依據資料可行性、

所需資源、以及時間限制等因素評估各項方法的優缺點；以及就

分析方法與資料來源選擇等，與相關人士進行諮詢。 

V. 進一步資訊蒐集：深入蒐集資訊，包括進一步訪談利害關係人、

提出資訊請求（information requests）、進行問卷調查、或由其他

外部來源取得資料等等。 

VI. 分析：執行各項分析，包括市場結構圖（market structure mapping）

與市場特性識別、價格分析、供給面與需求面分析、以及管制評

估（regulatory assessment）等等。 

VII. 報告呈現：公布報告，並從不同管道觸及公眾（例如發布新聞稿、

舉辦記者會、研討會、或參加外部活動、使用社群媒體等等）；與

利害關係人、政府單位等進行後續會談；以及執行報告建議與後

續行動（如執法作為、或進一步研究等等）。 

VIII. 事後分析：完成市場調查後，也可就此次調查的成果進行評估，

包括是否達成預期目標、成本效益如何、以及未來執行類似計畫，

甚至就市場調查機制的整體價值做一通盤檢討357。 

                                                 
357

 ICN Handbook (2016), supra note 354, at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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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所示，步驟 II 的研究計畫可能需要隨後續步驟 III 的所得資訊以及

步驟 IV 的研究方法而調整；研究方法也可能依照可取得的資料而改變。實

際執行時，這些步驟未必能如預期按部就班執行，必須視狀況做動態調整。 

與多邊平臺相關的市場調查也可依據大致相同的架構。多邊平臺所需

考量的特性，可能影響調查時的假說發展、資料蒐集、以及研究方法選擇。

我們接著就這些面向進行討論。 

二、 建立假說、蒐集資料 

（一） 損害理論與假說 

市場調查的核心目標之一為釐清市場競爭狀況，例如：事業之特定行

為是否導致某些競爭傷害。因此，在選定研究的產業之後，研究團隊於初

步規劃研究範圍與制定計劃時（圖 3- 19 中的步驟 II），便可根據前期研究

結果，建構可能的損害理論，形成假說，並據此制定資料蒐集策略以及研

究方法。後續研究則從蒐集到的資料進行分析，並回頭驗證損害理論或特

定市場中的假設是否正確，是否需要捨棄既有的損害理論，或者提出新的

損害理論並進一步驗證358。 

                                                 
358

 Id. ¶¶ 14-17. 根據英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Competition Commission（CMA 前身，簡稱 CC）

所公布的市場調查指南，集中競爭影響評估的焦點於測試特定損害理論，可以幫助競爭法

主管機關瞭解市場、評估證據，進而分析可能限制或扭曲競爭的因素，也可以讓相關單位

知曉調查研究的議題以及可能蒐集的資訊。（“Focusing the competitive assessment on the 

testing of theories of harm helps the CC to understand the market and to evaluate evidence so as 

to be able to decide the statutory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there is a prevention, restriction or 

distortion of competition and, if so, identify what features are causing it. The use of theories of 

harm also helps the parties by identifying the issues that will be addressed and indicating the 

information that will be gathered.” ） Competition Commission, Guidelines for Market 

Investigations: Their Role, Procedures, Assessment and Remedies, ¶ 164 (2013). CC 進一步指

出五個競爭傷害的可能來源：市場集中的單方市場力量（unilateral market power）、進入與

擴張障礙（barriers to entry and expansion）、協同行為（coordinated conduct）、垂直關係

（vertical relationships）、以及微弱的消費者反應（weak consumer response）等等；CC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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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多邊平臺相關的市場調查，可以特別注意特定平臺的作為是否影

響使用者的多棲選擇（例如：獨家交易等契約限制），進而改變市場結構359；

或者影響平臺之間的價格競爭誘因（例如：最惠國待遇），而導致消費者面

對較高的零售價格，甚至形成進入障礙360。這些經濟效果都可以形塑、或

建議可能的損害理論，為後續的資料蒐集與驗證方法提供指引。 

（二） 資料來源 

市場調查可能使用多樣化的資料來源。不同的資料蒐集方法各有優劣，

耗費資源也有差異。表 3- 12 整理、呈現不同資料蒐集方法的比較361。 

三、 分析方法 

研究團隊在提出初始假說並蒐集資料，著手進行資料分析前，必須整

理資料，驗證資料之準確性與可信度，例如：比較不同的資料來源，找出

可能的偏誤或差異（discrepancies）；確認資料中各個變數的定義；或者使

用不同技巧探測資料是否有誤。整理資料時，若發現特定資料無法使用，

或有新的假說可能成立，可回頭調整研究計畫，並進一步找出最合適的分

析方法362。 

而在分析方法上，市場調查通常包含以下幾個面向。 

（一） 市場結構圖以及市場特性識別 

                                                                                                                                   
¶ 170. 
359

 參見第二章關於獨家交易的討論；前揭頁 80。 
360

 參見第二章關於最惠國待遇的討論；前揭頁 85。 
361

 OECD Report, supra note 351, at 13 (tbl.1). 
362

 Id., at 28-30. 在此階段，研究團隊亦應諮詢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以避免閉門造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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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透過圖表等視覺方式，描繪包括生產者、中介商（intermediaries）、

消費者、以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在內的整個產業通路鏈（distribution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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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呈現市場不同參與者之間的關聯，並讓研究團隊能有效識別產業中供給

表 3- 12  市場調查使用資料與優缺點 

資料來源：OECD 報告；本研究譯為中文 

方法名稱 優點 缺點 

背景研究 

（background 

market 

research） 

 通盤了解，並可指引後續資料

蒐集方向 

 可能不夠詳細 

 可能無法反映調查焦

點 

 可能資料來源而有所

偏誤 

利害關係人

或焦點團體

訪談 

 可從利害關係人角度了解市

場運作及可能產生的疑慮 

 可協助後續的問卷設計 

 費時 

 可能有利害關係人代

表性不足的問題 

資訊請求  可針對特定議題精準請求   （若欠缺強制力）可

能難以取得回應 

問卷  可取得能代表較廣泛目標群

眾的量化資料 

 可獲取消費者偏好之資料，可

能的消費者價格反應、以及轉

換行為 

 成本高昂 

第三方資料

取得 

 資料較具備一致性與正確性 

 可避免從不同來源獲取資料

的衍生問題 

 成本高昂 

秘密客

（mystery 

shopping） 

 可補充自利害關係人處獲得

的資訊 

 可評斷消費者提供的訊息 

 得到的資訊難以推廣

至一般結論 

管制評估  可對法制管制的競爭影響進

行後續分析 

 可能耗費大量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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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消費者、以及產品或服務之市場特性363。 

1. 供給者特性與供給條件 

在市場結構圖的供給面，市場調查可就以下層次進行整體分析364： 

（1） 梳理產業通路鏈 

整理從製造到銷售的不同階段，並決定對於競爭條件的調查範圍，可

以協助辨別產業中的重要生產要素供應者，或者連接消費者的重要通路，

進而找出可能的市場力量來源。 

（2） 辨識個別廠商在通路鏈中的位置 

這部分的分析也包括將產業鏈中的事業透過大小、經營模式、行為或

地點等方式進行分類，以利後續分析365。 

（3） 找出進入障礙 

進入障礙的分析，有時需要在研究後期進行較深入的探討。但在研究

早期，有時可以根據產業中的銷售契約或授權（licencing）協議、智慧財產

權或政府管制、或者廠商進入時的資本投入要求等特徵得到初步資訊。 

                                                 
363

 Id. ¶¶ 73-75. 
364

 Id. ¶ 76. 
365

 Id. at 30-33. 例如，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曾在 2016 年的調

查，依據獲利來源，將專利主張實體（Patent Assertion Entities, PAE）分為賺取授權金的專

利組合型 PAE、與賺取損害賠償金的訴訟型 PAE 兩類；愛爾蘭競爭法主管機關在 2013 年

的調查將港口業者依公營化比例分類；歐盟執行委員會的 2009 年製藥業調查，則考慮原

廠藥廠對於專利有效期限到期（patent expiry）能採取的不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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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綜合整理生產與價格策略的相關資訊 

在比較、整理對於市場的觀察、事業訪談、第三方的產業分析後，市

場調查在這個階段可以就產品的製造、銷售過程，以及常見訂價策略或考

量有相當的理解，為後續的競爭分析奠定基礎。尤其，生產成本結構特徵

（例如：是否有相當程度的固定成本，fixed costs）、是否受到產能限制

（capacity constraint）、是否有規模或範疇經濟、以及事業通常採行的訂價

模式，包括差別取價等等，為應該注意的產業特徵。 

（5） 理解銷售與通路運作流程 

在銷售面，事業的行銷與通路策略，包括對消費者提供的服務等等，

亦為應該注意的事項。 

（6） 多邊平臺的對應特徵 

以上幾個面向為執行市場調查時，在市場結構的供給面分析應該注意

的一般特徵。而針對多邊平臺，對應的特徵包括（但不限於）： 

 平臺連結不同使用者的功能與重要性（亦即平臺在產業鏈的位置）。

借用德國聯邦卡特爾署的平臺分類366，對於媒合平臺，無論是在

產業鏈中可視為店家銷售管道一環的交易平臺，或者提供媒合服

務的（非經濟交易）媒合平臺，其在產業鏈中的位置可能相對容

易辨認。但仍需注意，平臺所提供的服務是否僅止於「完成交易

或媒合」，或者也擴展到其他面向367。至於提供受眾平臺，視討論

課題所需，有時也不應忽略平臺藉由廣告，將消費者的「眼球」

                                                 
366

 前揭頁 26。 
367

 參見本章第一節市場界定之「單一市場架構」或「多市場架構」的討論；前揭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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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注意力移轉至廣告主的互動模式； 

 平臺可以採取的訂價工具，亦即是否可收取入會費或使用費，以

及可否採取補貼等等。根據第二章的討論，能否使用這些訂價工

具，對於平臺競爭有相當的影響，值得研究團隊注意368；以及 

 平臺是否面對產能限制，或者可以提供多種服務的範疇經濟等等。

對於媒合平臺，可能的產能限制為提供配對、交易的數量；提供

受眾平臺則可能受到廣告空間的限制。產能限制可能因數位或實

體平臺而有差異。另外也可注意，同一群使用者如店家之間的競

爭369，是否改變店家在平臺上架的誘因，進而影響另一群使用者

如消費者在個別平臺上的選項範圍。而在範疇經濟的部份，則可

延伸分析平臺是否藉由提供多樣化服務，來達成「包覆」

（envelopment）的策略目的370。 

2. 消費者特性  

藉由消費者特性的資訊蒐集與分析，包括關於行為偏誤（behavioral bias）

的調查，可以探究是否有消費者保護或者市場失靈的問題存在。而消費者

的需求替代（demand substitutability），也對於市場界定工作有相當的幫助。 

（1） 消費者分類 

進行市場調查時，可依據偏好、替代選項、行為、或其他特徵進行消

費者分類。例如：法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 2014 年的跨區域公車（interregional 

bus sector）調查，發現是否擁有車輛對於消費者的跨區域公車需求有重要

                                                 
368

 前揭頁 66。 
369

 亦即負向的直接網路效果，或組內網路效果；前揭註 34。 
370

 參見第四章 Google 與 Fitbit 的結合案分析；後揭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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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據此區分消費者型態；美國 FTC 在 2014 年對資料中介商的調查，依

據資料使用目的對資料客戶進行分類；愛爾蘭競爭法主管機關在 2012 年對

進口銷售的調查，則使用不同商品在家計支出的占比來衡量其重要性。 

（2） 消費者資訊 

消費者能取得的商品或服務資訊，甚是否知曉（aware）此類資訊的存

在，影響消費者轉換商品或服務供給者的可能，進而形塑產業的競爭條件。

英國 CMA 在 2016 年對能源與零售銀行業（retail banking）的調查，即發現

消費者資訊的不足，惡化這些產業的競爭環境。 

（3） 多邊平臺的使用者特徵 

在多邊平臺，消費者或使用者行為的重要面向包括間接網路效果的方

向與強度、使用者多棲程度、以及使用者面對的轉換成本等等。此外，在

之前關於多邊平臺之市場界定應該採用單一市場架構或者多市場架構的討

論，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為不同群體的使用者是否面對相同的替代選擇371。

競爭法主管機關便可利用市場調查，蒐集使用者在需求替代方面的資訊，

並探討不同群體使用者的替代機會是否有相當重疊，為市場界定提供重要

指引。  

3. 商品或服務的特性 

在商品或服務特徵方面，值得注意的面向有372： 

                                                 
371

 前揭頁 127。 
372

 OECD Report (2017), supra note 351, at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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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業的競爭面向 

無論是在某個產業或部門之內，或者不同產業之間，研究團隊可以探

討廠商是以價格、品質、產品種類、創新程度、或者售後服務等面向進行

競爭。 

（2） 可能導致市場失靈的產品特徵 

在這個部分的分析可以包括（i）是否有任何尚未查知的市場失靈因素

（例如：資訊不對稱），扭曲了競爭環境；以及（ii）現行管制是否能達到

解決、或減輕市場失靈的目的。 

（3） 多邊平臺特徵 

在多邊平臺的相關調查，平臺的產品或服務特徵或許可依照「媒合」

服務或「提供受眾」服務的分類來進一步討論373。而在競爭面向上，也可

以分析「間接網路效果」的強度在平臺競爭的重要性。例如：是否有平臺

可以憑藉眾多使用者被間接網路效果「鎖入」（lock in）平臺，而較不需要

在價格、甚至媒合或互動品質方面，與其他平臺競爭。 

（二） 價格分析 

基於價格對於市場競爭的重要性，市場調查通常包括價格面的描述或

分析。常見的價格分析包含價格比較法（price comparison）、獲利能力分析

（profitability analysis）、以及價格集中分析（price concentration）等等374。 

                                                 
373

 前揭頁 26。 
374

 價格集中分析探討價格與市場集中度之間的關係，後者可能以 HHI 等指標衡量。實務

上，為了確認因果關係，往往不只尋求兩者之間的相關性（correlation），而必須建構計量

模型，進行估計與分析。OECD Report (2017), supra note 351, at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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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方法各有其優劣。例如：研究團隊可以藉由價格比較法，比較兩

個提供相同產品（或互相競爭產品）的事業之價格，或比較同一產品在不

同地區或國家的價格，以找出影響價格歧異或變動的最主要因素，進而分

析競爭條件的不同是否為價格歧異的原因之一。但比較時，須注意何種類

型的價格適合進行有意義的比較；進行跨地區及跨國價格比較，更要將運

費、國家的進出口政策及物價等因素納入考量。因此，研究團隊能取得的

價格資料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能成為有意義的比較基礎，便構成應用此

一方法的限制。 

而作為廠商是否能收取高價格的替代分析，獲利能力分析的挑戰，除

了將會計資料轉換成經濟利潤的衡量375，也需要考慮高獲利的可能原因。

單單發現較高的獲利能力未必表示市場欠缺競爭，亦可能反映過往創新經

驗的累積，或者事業的效率提升等等。辨別高獲利的來源，可能帶來相當

挑戰。 

在多邊平臺相關調查，由於平臺可能對不同群體使用者收取不同價格，

且握有多種價格工具，價格分析需要特別注意價格比較的意義。可能需要

考慮的面向包括： 

 只分析不同平臺對同一群體的價格（例如：不同訂餐平臺對店家

的抽成），或者也設法將平臺對於不同群體的價格結構比較納入研

究範圍； 

                                                 
375

 計算利潤率的常用分析方法為經過平均成本加權的資本報酬率（ return on capital 

employed, ROCE, with the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WACC），其中資本報酬率以稅前

淨利計算，平均成本加權的方式則透過公司的財務結構個案考慮，並以股東權益以及負債

進行計算。計算 ROCE 以及 WACC 的基礎通常是擷取會計報表上的資訊而來，但會計報

表上的資產項目是以會計帳上的取得價值（acquisition value）折舊後計算，於個案中可能

無法反映當下資產對公司的實際價格而須有所調整，應彈性採用不同評價方法（例如權益

報酬率、銷售額報酬率等）。OECD Report (2017), supra note 351, at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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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處理零訂價，或者提供免費服務的（非現金）補貼時的價格

分析；以及，更進一步來說， 

 平臺的訂價策略，無論是價格工具、價格結構、甚至零訂價或補

貼的選擇，都與其商業模式有關。即便在同一市場競爭，不同的

商業模式可能有相當不同的訂價方式。以電子書平臺為例，選擇

批發模式的平臺對書商支付書籍的批發價，而選擇代理模式的平

臺，書商面對的則是與平臺的拆帳比率376。兩者（批發價格與抽

成比率）之間有意義的比較，可能需要相當的資料轉換與分析。 

（三） 供給面分析 

在綜合了前述的各項資料後，研究團隊可進一步進入供給面與需求面

的整體分析。供給面分析（supply-focused analysis）旨在評估市場上廠商之

間的競爭程度，可由以下兩個面向綜合評判377： 

1. 是否存有參進或擴張障礙 

參進或擴張障礙（barriers to entry and expansion）的來源與類型不一，

可能來自法令規章（例如：專利或者政府管制）、經濟特性（如規模經濟、

網路效果）、天然限制（如礦場位址）、既有廠商的策略作為（如內生性的

沉沒成本、專利訴訟、契約安排）或「名聲」（reputation）、以及既有廠商

所擁有的先手優勢（first-mover advantages）等等各類因素。研究團隊需考

慮產業中是否存在這些因素及其大小程度，得以有效防止或延宕潛在競爭

者（potential competitors）進入市場，或者阻礙新廠商進入後的進一步擴大

營業規模。 

                                                 
376

 前揭頁 85。 
377

 OECD Report (2017), supra note 351, at 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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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產業歷史紀錄（亦即是否曾有新進廠商成功進入市場）可以提

供有用資訊，但未必能成為關鍵性的指標。除了競爭條件可能有所改變，

參進與擴張障礙對市場競爭的影響也未必以新廠商是否真的進入市場為充

分或必要條件。即便沒有進入市場的事實，存有潛在競爭有時便能夠對既

有廠商構成相當威脅，形成競爭牽制；反之，小規模的進入事實也不代表

沒有進入障礙。若新廠商進入後無法進一步成長，也可能無法對既有廠商

產生有效的競爭牽制378。 

2. 廠商之間是否有減損競爭的協同行為 

協同行為（coordinated conduct）的調查，可以從市場結構與結果

（outcomes）兩個面向來加以分析、探討。前者由市場環境觀察，探究是否

存在能讓廠商更容易協調價格或非價格策略的特徵；後者則由市占率是否

穩定、是否有同步價格調整（price parallelism）、以及廠商獲利等指標推論協

同行為的存在379。 

在多邊平臺，間接網路效果可能強化已經擁有相當用戶數（installed 

base）平臺的市場力量，使新廠商較難進入市場。此外，對於一些數位平臺

（尤其在零售業或者搜尋引擎市場），既有平臺所擁有的數據也可能對新平

臺形成進入障礙380。 

必須提醒的是，有時進入障礙來自既有廠商的努力或投資。例如：專

利通常出於研發創新的成果；既有用戶的大小可能反映廠商或平臺的服務

                                                 
378

 CC (2013), supra note 358, ¶ 175 (“[T]he threat of potential entry or expansion is sufficient 

to exercise a constraint even though no actual entry of sufficient scale has been observed in the 

recent past (small-scale past entry does not demonstrate the absence of entry barriers…)”). 
379

 關於協同行為的進一步說明，可參見陳和全、周振鋒（2013），前揭註 127，頁 203-207。 
380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and Bundeskartellamt,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working 

paper, at 11 (2016) (“[T]he collec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data may raise barriers to entry and be 

a source of marke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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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以及維持使用者互動與社群參與的用心；而資料的取得、整理、與

儲存，更可能需要耗費相當資源。進行競爭影響評估時，也不應忽視這些

要素，以及市場調查結果，包含矯正措施（remedies）建議對於投資誘因的

影響。 

此外，如同之前的討論，在多邊平臺，當使用者均為單棲，集中所有

者於單一平臺具有極大化間接網路效果的經濟效益381。這也是判斷平臺競

爭效益時，所需要特別考量的因素。 

（四） 需求面分析 

即使競爭廠商能以優惠的價格提出優良的產品或服務，若消費者無從

知悉，或者基於非產品條件本身的因素而無法選擇競爭者，則市場競爭也

無法發揮良好功能。因此，需求面分析（demand-focused analysis）著重於

消費者搜尋及轉換（switching）行為，有時也計算隨之而來的消費者利益

及損害（consumer gains or detriment）。尤其，研究團隊可以分析消費者可

否獲取充足資訊，或者是否積極比較不同選項。此外，某些商品特徵或者

價格結構複雜的產品（例如：金融產品），消費者可能只專注於某幾個面向

的比較，而在缺乏整體認知的狀況下做出消費決策。此類消費者認知

（cognition）的問題，研究團隊或許可借用行為經濟學的發展與應用，進行

更深入的分析，討論可能的行為偏誤對於市場競爭的影響，以及矯正措施

的設計。 

在多邊平臺，消費者或使用者的轉換能力無疑受到間接網路效果，以

及使用者多棲程度的影響。若所有使用者都只能單棲，則某一群使用者較

多的平臺，對於另一群使用者會較有吸引力，使得後者較難移轉到其他平

                                                 
381

 前揭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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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此外，契約設計如獨家交易（包括契約違約條款），也可能增加使用者

移轉到其他平臺的難度。都值得研究團隊注意。 

（五） 管制評估 

最後，部分產業受到政府高度監管（例如：一些國家的能源、製藥、

金融服務業等等）。這些管制對於市場競爭有何影響，是否形成進入障礙、

或者限制了廠商競爭行為等等，有時也成為市場調查的研究課題。此時，

研究團隊可以先了解政策干預與管制背後的理由（rationale），接著評估是

否有其他方式，可以達到相同政策的目標，同時能促進市場競爭382。 

四、 範例：CMA 的 DCT 市場調查 

此處我們以網路數位平臺的市場調查報告—英國 CMA 於 2016 年對數

位比較工具（DCT）的調查為例，討論多邊平臺的市場調查程序與內容。 

（一） 產業選擇與調查目的 

許多產業都有 DCT 的存在，其中較為人知的當屬價格比較網站（price 

comparison websites，下稱 PCWs）383。依據 CMA 所引用的消費者調查，

在使用網路的英國消費者中，約有 85%使用過 DCT；依據 2015 年的調查，

累計已有 1.1 千萬筆交易透過最大的四家 DCT 完成384。 

過去調查發現 DCT 能夠增加競爭，並對消費者提供相當效益385，但也

有一些隱憂應運而生，例如：消費者信任、覆蓋率、展示比較交易的方式、

                                                 
382

 OECD Report (2016), supra note 351, at 49-52. 
383

 CMA DCT Report, supra note 350, ¶¶ 2.10-11.  
384

 Id. ¶ 2.2. 
385

 Id.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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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T 之間的競爭、以及 DCT 對供應者競爭的影響等等386。因此，CMA 於

2016 年展開針對 DCT 的市場調查，試圖找出 DCT 能夠極大化消費者利益

的方式，並同時確保消費者保護，及 DCT 與供應商的競爭效率。研究範圍

以 DCT 對消費者影響最大的幾個產業為主，包含房屋保險（home insurance）、

寬頻（broadband）、信用卡（credit cards）、飛機票（flights）等等；但也考

量了其他相關行業，例如：能源、私人汽車保險（private motor insurance）、

個人經常帳戶（personal current accounts）、家庭信貸（home credit）、網路

訂房（hotel online booking）、延長保證（extended warranties）、法律服務（legal 

securities）、消費者數據的使用等等。具體研究目的有387： 

 就 DCT 的作用，對所有政策制定與其他利害關係者提出評估，包

含其所提供的好處與可能造成的隱憂； 

 指出如何極大化 DCT 所能提供之效益，包括確保消費者信任，以

及適當的管制設計等等； 

 減低 DCT 效率運行的障礙，例如：消費者的不信任，或者 DCT

所需取得的資料等等。 

（二） 資料蒐集 

此次調查，CMA 主要使用六種不同的資料來源，分別為： 

 產業回覆（Responses from industry）：包括 99 份針對範圍報告

（Statement of Scope）的回覆、50 份針對更新報告（Update Paper）

的回覆、以及 CMA 向 30 家企業發送的資訊請求。 

 研習會（Workshops）：CMA 與 DCT、供應商、監管者（regulators）、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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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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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與行業組織（trade organizations）舉辦 3 場研習會；與各

產業監管機構進行 8 次會議；並與慈善機構和消費者組織舉行圓

桌會議，探討脆弱消費者（vulnerable consumers）相關問題。 

 利害關係人會議：CMA 與共一百多方進行會議，包含 DCT、供

應商、學術界及消費者團體。 

 審查已存證據：CMA 審視之前調查的相關證據、第三方調查、以

及國際案例。 

 內部調查：CMA 對 35 家 DCT 進行網頁掃描。 

 外部調查：CMA 進行超過 4000 人數的網路問卷、與 32 人進行詳

細面對面訪談、以及針對 56 個 DCT 的 478 次秘密客購物測試。 

（三） DCT 的市場特徵 

CMA 的報告首先描述 DCT 的特徵與產業現況。DCT 生成不同供應商

的產品價格列表，協助消費者比較產品及服務。提供比較服務的方式，在

不同的 DCT 或者不同的產業之間也大有不同。有時 DCT 之間有明顯差異，

例如在圖形介面、語音智慧搜索、靜態最佳購買列表等都可以有所不同。

而在保險等產業的 DCT，甚至可根據使用者個別資訊，「量身訂製」報價。

此外，近來也有新的服務興起，例如：配對服務，或者供應商之間的反向

競標（reverse auction），亦即最低價者取得提供服務資格等等。有時 DCT

之間較無明顯差異，例如：線上旅遊業（online travel agents），通常都聚集

了飯店、航班、整合搜索（metasearch）等功能。 

DCT 的重要性隨著產業不同而有差異。在某些行業，消費者使用 DCT

能得到更大的好處，這也加深了供應商對 DCT 的依賴。依據銷售量（sales 

volumes）計算，在此次 CMA 所針對的產業中，經由 DCT 銷售的占比排序

依序為：汽車保險、房屋保險、信用卡與寬頻。其中比例最高的汽車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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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55%），與最低的寬頻（約 10%），差距可達 5 倍388。 

1. DCT 所需的投入 

DCT 的運行仰賴「投入」（input），泛指進行比較時所需要的數據與技

術389。投入的重要性隨產品及產業有所不同。例如：保險業的 DCT 需要取

得一系列的消費者資訊，傳送給保險公司，再提出報價（quotes）390。 

DCT 通常係由消費者或供應商直接取得投入，有時也必須自第三方取

得391。前者如從既有的供應商處獲取消費者的使用資訊，DCT 可藉以提出

較完整的比較，並提升資訊準確性392：後者如 DCT 從白牌提供者（white label 

providers）購買「DCT-in-a-box」方案。最大的幾家跨產業 DCT 都有使用

白牌供應者，因此可以在不同的產品市場提供比較服務393。 

消費者則未必能知曉DCT資訊為直接取自供應商（以及採取動態產生，

或者自動更新方式），抑或來自第三方的白牌提供者394。 

2. 比較工具的發展 

DCT 的功能與時俱進，但絕大部分仍保留表列或清單的呈現方式395。

現今的 DCT 提供越來越細緻的服務，消費者的使用也在改變；例如：有越

來越多消費者使用觸控螢幕或聲控搜索396。而有些新的 DCT 開始採用不同

的經營模式：大多數的 DCT 仍然從供應商處收取佣金，但有少部分則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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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 3.20. 
390

 Id. ¶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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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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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收取服務費用397。 

新的發展讓消費者有更多的 DCT 可供選擇，也使得產品及服務比較變

得更加容易398。而隨著這些比較的機制變得更多元，監管者也需要保持相

當的彈性，以確保適當的消費者保護，同時不會對創新造成阻礙399。 

3. DCT 的利益與可改進之處 

DCT 對消費者及供應商都有相當助益。根據利害關係人的陳述，雖然

隨產業而有不一程度，DCT 的存在均能強化競爭，為消費者帶來利益。更

具體地說，調查發現，DCT 帶來的效益包括400： 

 降低消費者搜尋、轉換、以及交易成本：消費者可以用較少的成

本取得多個報價。例如：從較大型的 DCT，消費者通常可以取得

41 到 48 個房屋保險報價。 

 增加消費者的參與（engagement）：DCT 花費大量投資與廣告宣傳

「貨比三家」的好處，並提供獎勵，鼓勵消費者持續比價。 

 降低供應商獲取（acquire）用戶的成本：對供應商來說，DCT 提

供了一個能以較低成本獲取新客戶、增加銷量的管道。省下的支

出可以進一步讓供應商提供更優惠的交易條件，回饋給消費者。 

 促進供應商的參進與擴張：在寬頻、能源、與保險市場，都能找

到較小的供應商藉由 DCT 建立品牌的例子。 

 增加供應商之間的競爭：根據 CMA 之前對私人汽車保險（Private 

Motor Insurrance，簡稱 PMI）的市場調查401以及此次市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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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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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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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DCT 的消費者，對於價格的敏感程度，明顯高於使用其他銷

售管道的消費者。這使得供應商之間的競爭壓力提高，進而轉化

成對消費者更優惠的價格。 

以上好處均直接受惠使用 DCT 的消費者。消費者亦受益於以 DCT 查

詢的資訊，與其他供應商談判，獲取更優惠的交易條件。根據 CMA 的消費

者調查，有 44%的消費者使用 DCT 詢價，但並未在 DCT 的管道購買，而

是使用該結果與供應商協商更好的價格402。此外，DCT 也可以為其他沒有

使用 DCT 服務的消費者帶來利益。例如：若供應商的直接銷售管道與 DCT

相互競爭，則供應商在DCT上面臨的競爭壓力，可能外溢到其他銷售管道。 

最後，DCT 未必對所有消費者都有助益。未使用 DCT 的消費者可能錯

失較好的價格，或者供應商可能反能提高價格或削弱服務品質。但 CMA 並

未發現 DCT 能讓供應商更容易進行差別取價的證據403。 

4. 對 DCT 的管制 

DCT 所適用的法律規範，除了一般的消費者以及競爭的相關法規404，

有時還有針對特定產業或部門的管制。例如：在能源及電信服務，英國能

源管制機構（Office of Gas and Electricity Markets，簡稱 Ofgem）以及通訊

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簡稱 Ofcom）對於供應商有直接管制的

權力。雖然並未直接規範 DCT，這些監管機關建立的自願認證機制，也可

以影響 DCT 的行為405。在金融服務領域，金融行為監管局（Financial Conduct 

                                                 
402

 CMA DCT Report, supra note 350, ¶ 4.3. 
403

 Id. ¶ 4.4. 
404

 Id. ¶ 3.32. 在英國，這些一般規範包括 2008 年保障消費者免於不公平交易條例

（Consumer Protection from Unfair Trading Regulations 2008，簡稱 CPRs），以及 1998 年的

競爭法（Competition Act 1998）。權責機關為包含 CMA 在內的政府部門。 
405

 Id. ¶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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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y，簡稱 FCA）的許多原則及細部規定，雖然並非針對 DCT，但也

涵蓋 DCT 所進行的一些商業活動，且能以嚴厲的制裁，施展嚇阻作用406。 

（四） 競爭分析 

在討論DCT的市場特徵後，CMA接著提出供給與需求面的競爭分析。 

1. 供給面分析 

CMA 的調查發現，DCT 為高度集中的行業，最大的四到五家 DCT 幾

乎佔去了所有的 DCT 銷售額407。而 DCT 對市場的持續投資，也會增加品

牌意識以及品牌忠誠度，讓新的參與者較難進入市場。強大的品牌也可以

增加消費者對 DCT 的信任，讓消費者較願意參與、使用408。 

大部分的 DCT 獲利來源為供應商。而 DCT 對供應商的佣金受制於與

其他 DCT 之間的競爭，以及與供應商的談判。分析顯示，對許多供應商來

說，DCT 所收取的佣金低於其直接獲取消費者的成本（direct acquisition 

cost），使得 DCT 成為更有效率的銷售管道409。 

就此次調查的重點產業，DCT 在寬頻、能源、與信用卡較不發達，供

應商較有能力可以對 DCT 施壓。對這些產業，CMA 主要考量為 DCT 的有

效運作以造福消費者，而非 DCT 彼此之間的競爭狀況410。而在 DCT 較為

強勢的產業（房屋及汽車保險），CMA 則專注在 DCT 之間的競爭，包括那

些因素影響 DCT 的競爭程度，以及 DCT 可能採取那些行為，限制競爭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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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費者多棲 

CMA 發現，活躍且多棲的消費者，為 DCT 競爭的最重要的因素。多

棲消費者會使用多個 DCT 網站，而非單棲於某一個 DCT，促使 DCT 與供

應商協商更好的條件，並為消費者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對供應商來說，消

費者多棲也表示 DCT 之間的可替代性，因而限制 DCT 的談判力量412。綜

合觀察，若消費者會比較多個 DCT 網站上的報價，並在價格最好的網站購

買，DCT 就有動機相互競爭以提供更好的價格，供應商也可以更有力地與

DCT 協商佣金，使得 DCT 抽取的佣金，以及消費者面對的價格均能下跌

413。 

（2） 限制競爭契約 

在審查供應商與 DCT 之間的契約時，CMA 發現所有的焦點產業都可

找到狹義最惠國待遇條款，廣義最惠國待遇條款則在某個房屋保險的 DCT

與供應商之契約中發現414。  

A. 廣義最惠國待遇 

CMA 擔心廣義最惠國待遇可能會弱化 DCT 之間、以及 DCT 與其他銷

售管道之間的競爭。可能影響的方式則包括DCT之間在佣金、創新的競爭、

以及進入市場的誘因415。 

CMA 也指出，在所觀察的產業中，並未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廣義最惠

國待遇所能增進的效率，無法以其他限制性較低的方式（如狹義最惠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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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 4.90. 關於最惠國待遇的區別與競爭效果，參見第二章的討論；前揭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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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達成416。根據 CMA 之前在 PMI 市場調查417所進行的計量分析，在禁

止了廣義最惠國待遇之後，狹義最惠國待遇仍然被廣泛使用，而汽車保險

的佣金卻降低了。這項分析以及 CMA 與供應商的交談資料顯示，廣義最惠

國待遇的確可能弱化 DCT 之間的競爭418。 

B. 狹義最惠國待遇 

CMA 從三個角度來考慮狹義最惠國待遇的競爭效果：限制競爭的可能、

促進競爭的效率提升、以及是否有其他較限制性較低的替代方式。 

a. 限制競爭 

在限制競爭效果的部分，CMA 討論（i）狹義最惠國待遇是否能複製廣

義最惠國待遇的結果；若（i）不成立，則（ii）狹義最惠國待遇是否會減緩

直接銷售對 DCT 的競爭限制。 

針對第（i）點，前述 PMI 的市場調查發現，狹義最惠國待遇條款並無

法完全取代、複製廣義最惠國待遇的限制競爭效果。但 CMA 也不否認，在

某些特定的狀況下，存在此種可能419。 

至於第（ii）點，當狹義最惠國待遇無法達成廣義最惠國待遇的效果時，

雖然狹義最惠國待遇仍有弱化 DCT 與直接銷售管道競爭程度的可能性，但

CMA 認為，只要來自其他 DCT 的競爭制衡夠強大，就能減輕此一考量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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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促進競爭 

在狹義最惠國待遇帶來的效率方面，CMA考慮（i）信賴性（credibility），

以及（ii）搭便車兩種可能。前者為消費者對於從 DCT 的確能獲得優惠價

格的信賴程度；或者，若消費者反而可以從供應商的自營管道獲取更低的

價格，則 DCT 的基本商業模式可能受到打擊421。CMA 認為此種主張可能

較適用於新進入，或者尚未在市場站穩腳步的 DCT。 

至於後者，搭便車或者展示廳效應的部分422，CMA 認為其程度隨不同

產業而有異。例如：若消費者能輕易在不同 DCT 或銷售管道比價，則展示

廳效應可能更強423。此外，CMA 也會考慮狹義最惠國待遇的使用，是否超

過促進效率之所需424。 

c. 替代可能 

CMA 也考慮是否有其他限制較少的替代方法，能夠有效解決搭便車問

題。但根據所得到的資訊，CMA 認為這些替代方法的整體效果仍不明確，

其可行性也缺乏業界共識425。 

（3） 可能限制效率的行為與契約 

此外，CMA 另外考慮了可能影響 DCT 效率的幾種行為或契約，例如：

「掏空」（hollowing out）426與「禁止再攬客條款」（non-resolicitation）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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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第二章的討論；前揭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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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掏空係指過度關注價格而使得產品品質下降的現象。Id. ¶ 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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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為 DCT 與供應商之間的契約條款，禁止 DCT 在一段期間內，就同一類型產品，接

觸曾透過 DCT 購買某一供應商產品的消費者。Id. ¶ 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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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些契約或行為可能產生的競爭疑慮或對消費者的負面影響，目前尚

無證據支持，但 CMA 仍會持續關注。 

2. 需求面分析 

根據 CMA 的調查，大部分的消費者都使用過 DCT，且以省錢為主要

目的，使用的程度則依產業與消費者類型而有所不同428。相較於寬頻與信

用卡，消費者在選擇保險及旅遊相關產品時，更喜歡貨比三家429。 

具體來說，大約有 97%的網路使用者知道 DCT 的存在，而有 85％的網

路使用者曾經至少使用過一次 DCT
430。根據 CMA 的訪問，用戶指出，他

們使用 DCT 的原因是為了尋找好的價格，或者確認已經取得優惠價格431。

DCT 的替代方式包含直接去供應者的網站、家人朋友的建議、以及消費者

評分網站（consumer review site）432。但有四分之三的 DCT 使用者以 DCT

為主要或者唯一的取得資訊來源433。 

就消費者特徵而言，25 歲到 34 歲的族群大部分都有用過 DCT，只有 7

％的人沒有使用過434。擁有較高收入、有大學文憑、以及不認為自己經濟

有障礙之人，通常更有可能是 DCT 的重度使用者435。相反地，年紀較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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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A DCT Report, supra note 350, ¶ 3.16; Consumer Research Report, supra note 429, at 

49. 
435

 CMA DCT Report, supra note 350, ¶ 3.16; Consumer Research Report, supra note 429,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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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8e224f5e5274a06b3000099/dcts-consumer-research-final-report.pdf


 

274 

 

年紀較大的消費者、收入較低者、失業者，則為最不可能使用 DCT 的族群

436。 

對於消費者單棲或多棲的調查則發現混合證據。問卷調查顯示，有 64%

的消費者會瀏覽多個 DCT；但根據 DCT 本身的數據分析，在汽車及房屋保

險業，只有分別 30%及 11%的消費者會從一個以上的 DCT 獲取報價437。 

CMA 的問卷調查也發現，DCT 的消費者具有較高的品牌意識，以及一

定的品牌忠誠度：有 58%的消費者會直接前往他們知道的 DCT，48%的消

費者會受到先前使用網站的經驗而影響決定，以及 44％的消費者總是使用

相同的網站438。CMA 的訪談也發現，有些用戶對少數（一到兩個）DCT 有

忠誠度，且沒有意願學習使用新的網站或設定新的使用者帳號。有些受訪

者甚至不知道有許多的網站可以選擇，或者認為 DCT 之間沒有太大的區別

439。 

（五） 政策建議 

最後，CMA 提出一系列的建議，使消費者可以自 DCT 上實現最大的

利益。這些建議包括對特定產業監管架構的建議440、對資料保護的建議441、

對協助弱勢消費者（vulnerable consumers）使用 DCT 的建議442、以及對一

般消費者使用 DCT 的建議443等等。 

而在促進產業競爭方面，CMA 提出幾點注意事項： 

                                                                                                                                   
47.  
436

 CMA DCT Report, supra note 350, ¶ 3.17; source: Kantar Public survey data tabulations.  
437

 Id. ¶ 3.18. 
438

 Id. ¶ 3.19. 
439

 Id.  
440

 例如對能源與電信產業管制的建議；Id. ¶ 5.17. 
441

 Id. ¶ 5.21. 
442

 Id. ¶ 5.26. 
443

 Id. ¶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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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 DCT 之間的競爭壁壘（barrier）：在房屋保險，CMA 發現廣

義最惠國待遇可能導致更高的保險價格，因此展開對調查444。對

於狹義最惠國待遇、以及其他契約限制（如禁止再攬客條款），

CMA 則保持密切關注。 

 降低有效使用 DCT 的障礙：CMA 建議各產業的監管者，可以與

DCT 及供應商合作，改善品質指標，來降低 DCT 所產生，過於

關注價格而忽略其他產品面向的掏空風險445。  

第五節   小結 

在這一章，我們討論與多邊平臺相關的競爭政策工具與應用。在實務

操作部分，我們強調損害理在市場界定、市場力評估、或者競爭效果衡量

的指引功能，可協助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個案中的市場力指標、市場界定方

法、以及使用資料類型等等面向，做出適當選擇。 

其次，由於資源有限，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分析時，通常必須慎選所採

取的特定方法或假設，也未必能在最理想的條件下進行完整評估。我們建

議，競爭法主管機關可採行預期成本的概念與決策架構，釐清當下的選擇，

較為容易產生高估限制競爭效果的「誤枉」，抑或低估限制競爭效果的「誤

縱」可能，作為後續決策的參考。 

本章主要成果包括多邊平臺的市場界定問題、以問卷執行不同的競爭

分析、衡量多邊平臺市場力的相關指標、以及涉及多邊平臺的市場調查程

序與注意事項等等。分述如下。 

首先，我們討論市場界定在多邊平臺可能產生的幾個主要問題。就單

                                                 
444

 Id. ¶ 5.28. 
445

 Id. ¶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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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架構或多市場架構的選擇，交易平臺與非交易平臺的分類固然有相

當的參考價值，但在交易平臺，不同群體的使用者仍然可能面對不同的替

代選擇。因此，我們提出一些準則與建議，作為採用單一市場架構的判斷

方式。尤其，競爭法主管機關可先評估、衡量交易平臺的區分方式是否受

到案關平臺商業模式影響。若可歸類為交易平臺，則進一步討論平臺服務

是否涉及所有群體的使用者，包括平臺提供的服務種類為何，是否所有群

體使用者都需要相同服務等等；若其中部分服務只受到部分群體使用者重

視，則可考慮採取多市場架構。若所有服務都為所有群體使用者所需，則

最後考量不同群體是否有不同的替代選項；若替代選項皆相同，則單一市

場架構可視為合理的方法，但若不同群體有不同的替代選擇，則可考慮採

用多市場架構。 

就市場界定的價格調整問題，為了捕捉假設性獨占廠商（平臺）的訂

價誘因，理想上，於平臺商業模式進行 SSNIP 的確應該容許假設性獨占平

臺調整價格結構。若不允許價格結構調整，或許會低估假設性獨占平臺利

潤，並不適當地放大相關市場，因而低估案關平臺的市場力量。但是平臺

可能擁有多個價格工具，使得價格結構有多樣的調整可能，而嚴峻的資源

或時間限制，往往導致競爭法主管機關無法嘗試所有可能。此時，競爭法

主管機關可考慮由從預期執法成本的分析角度，探討不調整價格結構的處

理方式，是否可能因低估平臺市場力量而產生嚴重的「誤縱」後果；或者，

放大後的相關市場已提供分析的「上界」（upper bound），而在這個較大的

市場，案關平臺（可能低估）的市場力量或者所從事的行為已有相當限制

競爭的相當可能，以此進行判斷，則「誤枉」的風險隨之下降。 

就零訂價的問題，我們介紹在近期研究出現的替代方法。以即時通訊

服務為例，我們說明如何以聯合分析法設計問卷題目，取得所需資訊並執

行 SSNIC 分析。施行聯合分析時，在產品或服務的屬性、屬性水平、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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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產品（卡牌）方案的設計及數目、以及調查對象最終填答問題數目等，

均配合例子解說執行步驟與注意事項。我們亦就取得資料後，進行需求估

計的原理、適合的實證模型與軟體、以及估計結果的解釋等等，結合範例

提出說明。 

其次，我們討論如何問卷調查，執行與多邊平臺有關的市場界定、價

格上漲壓力、以及需求估計等等。在多邊平臺進行這些不同的分析，主要

挑戰在於將間接網路效果納入考慮。我們嘗試設計能夠捕捉間接網路外部

性的問卷問題，並以虛擬資料討論取得問卷調查結果後，估算（價格上漲

後）損失率、移轉率，以及消費者需求的方式，並提出執行分析時的應注

意事項。尤其，為了捕捉間接網路效果，在實際執行時，部分問卷問題可

能需要再為調整，以較直觀的方式呈現問題，俾利調查對象回答。 

本章最後整理、討論適用於多邊平臺的市場力指標以及市場調查程序。

應用傳統市場力指標如市占率與拉式指數於多邊平臺，概念上的最大挑戰

為第二章所討論的「優勢廠商均衡」，亦即高市占與低利潤可能並存的結果。

若欲使用市占率衡量市場力量，競爭法主管機關可先檢驗個案中是否存有

優勢廠商均衡成立的條件，包括：平臺提供同質服務、所有消費者均為單

棲、以及平臺擁有足夠的訂價工具等等。 

此外，無論採用市占率或拉氏指數等常見指標，或者佐以獲利能力、

參進障礙、亦或直接證據等評估方式，於多邊平臺，亦需考慮應當於整體

平臺層級、或者各邊市場層級應用、衡量所選用之指標。而考量因素亦與

平臺基本性質有關。基於間接網路效果與價格結構等平臺特徵，涉及收益

與利潤之指標，例如：以營業額占比計算的市占率，以及獲利能力等，為

了避免受到傾斜價格結構的誤導，均應在平臺層級進行衡量；但是使用量

或者使用者資訊則較無此問題。此外，為了反映平臺在各使用者群體的地

位，使用量或者使用者占比計算的市占率資料，應在各邊市場進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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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 

而在市場調查部分，我們根據 OECD 的建議，介紹、討論市場調查的

進行程序、各步驟注意事項，以及應用於多邊平臺時所應特別著重的調查

面向，並與英國 CMA 對於 DCT 產業的市場調查做一對照。 

根據 OECD 建議，市場調查的程序依序為：初步篩選研究產業或部門

（主要工作內容包括釐清有待分析的課題，並設定此次研究的策略目標）；

研究範圍與規劃（主要工作內容包括確定研究的產業或者市場行為、提出

初步假說、並準備初步的資訊蒐集策略等等）；初步資訊蒐集；研究方法選

擇（主要工作內容包括確認假說驗證所需要採行的方法）；進一步資訊蒐集

（主要工作內容包括以前階段所選定的不同方式，深入蒐集資訊）；分析（主

要工作內容包括執行各項研究目標所設定的分析，例如：市場結構圖、價

格分析、供給面與需求面分析、以及管制評估等等）；報告呈現；以及事後

分析（主要工作內容包括評估此次調查是否達成預期目標，並對未來執行

類似計畫時的經驗累計，做一通盤檢討）等等。 

除了深入整理、討論各步驟的調查內容，我們亦針對多邊平臺的特徵，

提出在多邊平臺相關產業進行市場調查時，應特別注意、探究的面向。在

進行供給面分析時，可根據第二章的討論，嘗試針對案關平臺的商業模式

進行分類（交易或非交易平臺、媒合或提供受眾平臺等等）；研究團隊亦可

調查相關產業內平臺常用的價格工具（入會費或者使用費）、訂價特徵（價

格結構、零訂價、補貼等等），以及非價格策略（例如：最惠國待遇、搭售、

獨家交易條款等等）。 

而在需求面分析，市場調查可特別注意平臺不同群體使用者之間的間

接網路效果有無、方向、以及強度；使用者多棲程度；以及使用者面對的

轉換成本等等。此外，若平臺可提供多樣化的服務，則不同群體使用者對

於平臺服務是否有相同需求、是否面對相同的替代選擇；此類資訊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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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市場界定時有相當價值，亦可為市場調查時，所蒐集、評估的面向。 

最後，部分市場調查步驟或內容，尤其，可能採用的資料範圍與蒐集

方式，以及不同的市占率指標，亦呈現於第四章所討論的部分案例。我們

將在第四章做對應的探討。 

  



 

280 

 

第四章   各國多邊平臺之案例與近期立法倡議分析 

本章匯集及探討美國及歐洲等國家，多邊平臺事業涉及之反引導條款、

最惠國待遇、結合等行為，各國法院或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市場界定與競

爭效果之評估，兼而就各該個案進行分析；我國之 foodpanda 外送平臺案（公

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亦納入本章討論。另外，本章亦介紹各國近期相

關法規，以供國內之法制研擬參考。 

第一節   反引導條款446
 

2018 年，美國最高法院首先在 Amex 案，針對多邊平臺之競爭分析表

示意見。該案大法官雖意見分歧，九位大法官中有四位提出不同意見，然

而該案見解仍具指標作用，深深影響隨後美國地方法院對於蘋果公司 App 

Store 相關行為競爭效果之認定。 

一、 Ohio v. Am. Express Co.（美國）447
 

（一） 案由事實 

美國信用卡市場主要有 Visa、美國運通、MasterCard 及 Discover 四家

信用卡公司，四者商業模式不盡相同：Visa 及 MasterCard 利潤之半數係來

自於消費者所繳付的利息，而美國運通之主要獲利來源則為商家所繳付的

交易手續費。因此，美國運通主要以較優渥的信用卡回饋，吸引消費能力

較高的消費者，同時鼓勵消費者消費，再向商家收取較高額的交易手續費

                                                 
446

 本節案例事實由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博士班蔡昀廷整理。 
447

 Ohio v. Am. Express Co., supra not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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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美國運通此一商業模式著實影響信用卡市場。為與美國運通競爭，Visa

及 MasterCard 均推出類似的信用卡，對於商家課予較高的交易手續費，同

時提供消費者較優渥的信用卡回饋449。 

由於美國運通信用卡收取較高之交易手續費，商家一方面要吸引美國

運通持卡人進行消費，同時又想避免高額的交易手續費，因此多會鼓勵消

費者不使用美國運通信用卡，改以其他家的信用卡完成交易。此等做法俗

稱為「引導、轉介」（steering）450。 

為此，早於 1950 年起，美國運通與商家間的合約中均訂有「反引導」

條款（下稱系爭反引導條款），要求商家不得採行引導行為，包括暗示商家

較偏好美國運通以外的信用卡、鼓勵消費者使用其他信用卡、針對美國運

通信用卡之使用施以限制等等。但前揭條款對於商家鼓勵消費者使用簽帳

金融卡、支票或現金之行為，則未有限制451。 

2010 年 10 月美國政府及數個州政府指控美國運通等多家信用卡公司

藉由反引導條款，不當提高交易手續費，違反休曼法（Sherman Act）第 1

條規定：「任何以契約、托拉斯或其他形式之結合或共謀，限制美國各州間

或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者，均屬違法。」，此即不當限制競爭（undue 

restraint of trade）之禁止規定452。訴訟程序初期，Visa 及 MasterCard 亦均為

被告，惟渠等隨後自願移除該等條款，故脫離本件訴訟453。 

一審法院—美國紐約東區聯邦地區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448

 Id. at 2282. 
449

 Id. 
450

 Id. at 2283. 
451

 Id. 
452

 Section 1 of the Sherman Act: “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is declared to be illegal.” 
453

 Am. Express Co., 138 S. Ct. 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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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stern District of New York）認為，信用卡市場可分為商家市場及消費

者市場，二者獨立，因而應界定為不同市場。由於系爭反引導條款對於商

家市場造成限制競爭效果，使其承擔較高的交易手續費，故美國運通應已

違反休曼法第 1 條規定。惟二審法院—美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cond Circuit）廢棄一審法院判決，認定信用

卡市場中的商家市場及消費者市場應界定為同一市場，並認為系爭反引導

條款並未對於整體市場造成限制競爭效果，故美國運通應不違法。案件上

訴至美國最高法院後，維持前揭二審法院之見解454。 

（二） 產業背景 

截至 2013 年止，Visa、美國運通、MasterCard 及 Discover 為美國市場

中主要的四家信用卡公司，以交易量計算，依序分別有 45%、26.4%、23.3%

及 5.3%的市占率。Visa 及 MasterCard 主要與銀行合作，因此多數商家接受

Visa 及 MasterCard 信用卡。就持卡人而言，大多數美國運通的持卡人同時

持有 Visa 或 MasterCard 信用卡；反之，僅有少部分的 Visa 或 MasterCard

持卡人同時持有美國運通信用卡。就發卡量而言，Visa 或 MasterCard 已於

美國發行逾 4 億 3200 萬張信用卡，惟美國運通僅發行 5300 萬張信用卡455。 

（三） 最高法院之多數意見認定 

本案之兩造均不爭執，系爭反引導條款涉及不同交易層級事業的交易

行為，屬於「垂直限制」。因此，美國最高法院持多數意見的Thomas、Roberts、

Kennedy、Alito 及 Gorsuch 五位大法官指出，本案應以「合理原則」分析該

等條款是否違反休曼法第 1 條之規定。亦即，本案應透過檢視個案事實，

                                                 
454

 Id. 
455

 Id. at 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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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認市場力量及市場結構，進一步認定相關限制對於市場造成的效果。 

詳言之，合理原則下，法院主要透過三階段的舉證責任轉換進行競爭

效果之評估： 

 第一階段：原告應先證明案關行為具有實質的限制競爭效果，因

此損害相關市場的消費者； 

 第二階段：倘若原告滿足第一階段的舉證責任，舉證責任轉換至

被告，由被告證明案關行為應有助於促進競爭；及 

 第三階段：倘若被告滿足第二階段的舉證責任，舉證責任再度回

到原告，原告應再行證明有其他合理且較不影響競爭秩序的手段，

可達到同樣促進競爭的效果。 

最終，最高法院多數意見認為，考量市場界定，本案原告並未舉證說

明系爭反引導條款的競爭效果，故未能滿足第一階段的舉證責任456。 

1. 相關市場界定 

多數意見闡釋，為評估系爭反引導條款的競爭效果，本案應有必要先

行界定市場。原告雖指稱，本案存在競爭損害的直接證據，故市場界定應

無必要性云云；惟多數意見認為，原告就此等主張所提出的相關案例，均

涉及水平限制，而水平限制係在限制競爭者間的競爭行為，因此認定競爭

損害時，或許沒有精確界定市場的需要。此等情形並不適用於垂直限制：

垂直限制會對市場造成競爭損害，一般而言即係因為施以限制的事業具有

市場力量。因此，本案應有界定相關市場的必要457。 

為釐清信用卡市場的特性，多數意見指出，信用卡公司係藉由提供「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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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平臺」，連結消費者與商家；在此等平臺下，當消費者與商家雙方均同意

使用相同的信用卡網路，始有可能透過信用卡進行交易458。此外，信用卡

公司所提供的雙邊平臺，對於一方交易者的價值，取決於另一方交易者數

量多寡，此即係經濟學家所稱之「間接網路效果」459。倘若越多商家接受

特定信用卡，該信用卡對於消費者的價值越高；相對而言，越多消費者使

用特定信用卡，該信用卡對於商家的價值亦越高。因此，「雙邊平臺」調整

價格時必須同時考量二方交易者，畢竟對一方交易者提高價格，該方交易

者可能不再使用該平臺，該平臺對於另一方的價值亦將隨之降低460。基於

此等特性，界定信用卡市場時，即應將消費者及商家均一同納入461。 

不過，多數意見強調，針對雙邊平臺進行市場界定，並非一律要納入

雙邊的交易者。詳言之，由於消費者與商家係在消費同一項交易服務，且

信用卡公司不可能僅提供交易服務予持卡人一方，而不提供予商家，故信

用卡的間接網路效果較為顯著。相較於此，若以報紙為例，其亦建立讀者

與廣告業主的雙邊平臺，讀者數量越多，廣告的價值會同時提升，然而廣

告數量的提升，未必會影響讀者數量。換言之，此時間接網路效果相對較

弱，故界定報紙廣告市場時，僅需觀察廣告業主一方即足，而不需納入讀

者一方462。 

據此，多數意見認為，原告是否業已盡其舉證責任，證明系爭反引導

條款具有限制競爭效果，應以消費者及商家所組成的市場整體進行評估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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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損害理論 

基於上開市場界定，多數意見指出，原告主張均僅聚焦於美國運通系

爭反引導條款提高商家的交易手續費，顯然未盡其舉證之責。詳言之，倘

若原告擬證明被告之行為對於信用卡市場整體造成限制競爭效果，原告應

證明系爭反引導條款逾越競爭幅度地（above a competitive level）提升了信

用卡交易的成本、降低信用卡交易數量，或以其他方式阻礙整體信用卡市

場的競爭，不過本案原告未證明之464。 

（1） 系爭行為影響之量化分析 

多數意見進一步審酌系爭反引導條款對於市場實際影響，認為事實上

Visa 及 MasterCard 的交易手續費亦不斷提升。此可證明，造成商家交易手

續費提升的主因，應非美國運通之系爭反引導條款465。 

再者，美國運通雖然未將提高的交易手續費完全投入於消費者回饋，

惟多數意見解釋，此無法證明系爭反引導條款賦予美國運通市場力量以提

高價格，尤其 2008 至 2013 年間，縱使交易手續費提升，整體信用卡交易

仍成長 30%
466。 

況且，Visa 及 MasterCard 等其他信用卡公司，亦因手續費較低而享有

高市占率；透過信用卡公司間的競爭，自 1950 年代以來，交易手續費已經

降低超過一半467。由此可見，系爭反引導條款對於實際市場並無違法之限

制競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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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爭行為競爭評估 

多數意見認為，美國運通提高交易手續費，係基於其服務價值以及交

易成本的提升，以及美國運通縝密評估消費者對於商家的價值。另一方面，

美國運通提供消費者更為優沃的信用卡回饋，維持消費者對於信用卡的忠

誠度，並促進消費者增加消費金額，以此方式而能回饋予商家。整體而言，

並未造成競爭損害468。 

其次，多數意見指出，原告未證明系爭反引導條款阻礙其他信用卡公

司參進市場；事實上，信用卡市場過去的產出及品質均不減反升，美國運

通的商業模式更促進 Visa 及 MasterCard 競爭，提供消費者類似的信用卡

469。 

再者，信用卡間的競爭更限制美國運通提高交易手續費。詳言之，2005

至 2010 年間，美國運通提高交易手續費時，部分商家選擇離開美國運通系

統；其後，因接獲其他商家投訴，美國運通乃停止提高交易手續費；甚者，

美國運通早期為提升商家對於其信用卡的接受度，亦曾降低交易手續費

470。 

多數意見最後說明，倘若商家可以引導消費者使用其他信用卡，如此

更可能破壞消費者對於美國運通信用卡廣為商家接受的期待，消費者可能

因而不願再繼續使用美國運通信用卡，進而損害美國運通鼓勵消費者提高

消費金額等之投資經營，無異將對於消費者及商家造成損害471。 

綜上，多數意見認為，美國運通的商業模式並無違反休曼法第 1 條之

規定，其促進品牌間的競爭（inter-brand competition），並提升信用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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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質及數量，事實上應係競爭法所欲保護者472。 

（四） 最高法院不同意見 

最高法院 Breyer、Ginsburg、Sotomayor 及 Kagan 四位大法官持不同意

見，認為依一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本案原告應已盡合理原則下第一階段

的舉證責任。 

詳言之，根據商家證述，2005 年至 2009 年間，系爭反引導條款有效避

免商家引導消費者使用其他競爭者所發行的信用卡，是以美國運通提高交

易手續費 20 次。此外，Discover 於 1990 年間曾一度擬發行向商家收取較

低交易手續費的信用卡，若商家有引導消費者之行為，將再提供商家折扣。

但由於系爭反引導條款而使商家無法引導消費者使用 Discover 信用卡，

Discover 遂放棄此等商業模式，轉而提高交易手續費。由此可見，倘若無

系爭反引導條款之存在，商家的交易手續費應會較低。少數意見認為，此

即限制競爭效果的證明473。 

其次，傳統市場界定主要係考量商品替代性，不過少數意見解釋，信

用卡於雙邊平臺所提供予消費者及商家的二者服務並無替代關係，應係互

補關係，亦即二者共同消費，才能夠滿足其價值；由於二者服務並非替代

關係，將二者納入同一市場自然並無基礎474。另一方面，市場界定旨在協

助認定特定交易行為有無限制競爭效果，不過由於本案存在限制競爭效果

的直接證據，合理原則第一階段應無界定市場的必要性；畢竟上開限制競

爭效果的直接證據，即應可解讀為美國運通享有一定市場力量，否則美國

運通無法遂行上開商業模式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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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見亦認為，依多數意見所解釋的雙邊平臺，應具有下列特性： 

 提供不同商品或服務； 

 將不同商品或服務提供予不同消費者； 

 平臺將不同消費者加以連結；及 

 完成同一交易。 

事實上，事業於市場上提供不同商品或服務予不同消費者，相關實例

甚多，例如：事業將不同型態的黃金提供予牙醫及投資者、能源探勘事業

提供石油及天然氣予不同消費者等等。除非二者商品或服務間具有替代關

係，傳統上競爭法並不會將二者界定為同一市場476。 

另一方面，平臺連結不同消費者以完成同一交易，市場上亦不乏相關

實例，例如：農夫市集提供平臺將農夫與消費者加以連結，農夫與消費者

就特定物達成交易的合意，二者始完成同一交易。倘若依多數意見的邏輯，

當數個農夫市集達成合意，限制特定資格的農夫始得加入市集時，抑或當

農夫市集向農夫收取較高的費用並禁止農夫提高商品價格時，在合理原則

第一階段是否即無從建立農夫市集的競爭法責任477？顯非無疑。 

不同意見進一步批評，相較於經濟學家所定義的雙邊平臺，多數意見

在本案對於雙邊平臺的定義恐過廣。詳言之，依經濟學家的定義，所謂雙

邊平臺應具有「價格結構非中立性」，亦即提高一邊交易者的價格、並降低

另一邊交易者價格能夠影響交易量的特性；多數意見忽略此等特性，導致

其所定義的雙邊平臺包含更多的交易平臺，因而豁免該等交易平臺的競爭

法責任，顯有不當。甚者，學理上亦有認為，倘若涉案行為與雙邊交易者

的需求無關時，雙邊平臺的雙邊特性應與市場界定並無關聯，例如：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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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與其他案件的市場界定方式可能並不完全相同478。 

再者，縱使如多數意見所述，相關市場包含消費者及商家，且原告應

證明被告之行為對於信用卡市場整體造成限制競爭效果，諸如系爭反引導

條款逾越競爭幅度地提升信用卡交易的價格，事實上本案原告亦已證明此

等事實。易言之，原告已提出相關證據，證明美國運通未將提高的交易手

續費，完全投入消費者回饋，導致市場面對的整體交易價格有所提升，此

等事實亦經一審法院所認定。多數意見雖認為整體信用卡交易過去成長幅

度達 30%，惟不同意見認為，此並無法解釋或說明，若無美國運通之系爭

反引導條款，上開交易量是否會有更大幅度的成長479。 

惟不同意見認為，本案原告雖已滿足合理原則第一階段的舉證責任，

美國運通仍應能透過第二階段程序，提出相關促進競爭等交易限制正當性

的說明，以免除競爭法違反疑慮。不過，不同意見預測，該等說明恐難以

完全正當化系爭反引導條款的限制競爭疑慮，尤其，限制特定經濟領域的

競爭以促進另一經濟領域的充分競爭，此應由國會決定，而非法院職責。

此外，垂直限制具有促進競爭正當理由的典型情形，通常涉及製造商透過

最低銷售價格的約定，對於自己產製的商品施加銷售限制，此等限制或許

能有助於品牌間競爭的正當性，不過本案系爭反引導條款旨在限制商家接

受美國運通競爭對手所發行的信用卡，與前開情形並不相當480。 

多數意見雖於合理原則第一階段說明美國運通促進競爭的正當事由，

例如：避免消費者不願再繼續使用美國運通信用卡，或避免其他信用卡公

司搭美國運通便車。惟不同意見認為，競爭法旨在保護競爭而非競爭者，

消費者不願繼續使用美國運通信用卡，係因美國運通收取較高的交易手續

費，對此，美國運通可以降低交易手續費，或提高消費者的回饋，以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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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消費者，而非透過契約條款限制價格競爭。此外，美國運通雖有投入

相關回饋方案以經營其客戶群，不過倘若其客戶遭引導，美國運通即無需

給予回饋；甚者，美國運通並未證明其品牌經營是否會因消費者引導而遭

受傷害，因此多數意見所指出之搭便車疑慮，應不存在481。 

據此，不同意見認為，多數意見的認定悖於競爭法的基本原理原則，

其更忽略地方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故其見解有待商榷482。 

（五） 相關討論 

Amex案係美國最高法院首次針對多邊平臺之競爭法疑義表示相關見解，

在學理及實務上受到相當重視，衍生眾多討論，並影響隨後 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乙案之認定。本研究將在 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案的討論

後，針對二案進行綜合評析，此處簡要說明文獻中與 Amex 較為相關的意

見。 

1. 「搭便車」：持卡行為或交易行為 

首先，有學者呼應 Amex 案最高法院大法官所表示之不同意見，認為本

案並無搭便車疑慮，且競爭傷害明顯。尤其，多數意見以其他信用卡公司

可能會搭美國運通之便車為由，藉以正當化反引導條款，無疑係誤將「持

卡行為」本身（而非「特定交易」）作為競爭分析之重點。 

詳言之，倘若持卡人透過持有信用卡本身即可獲取回饋，則搭便車確

實有可能會發生。但實際上持卡人必須實際刷卡才有可能獲取信用卡回饋，

故持卡人在消費之前遭引導，美國運通不需給予回饋，其他信用卡公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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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無從獲取美國運通提供高額回饋的甜頭483。 

況且，一般而言，當製造商或服務提供者無法透過額外收費彌補所投

入之成本時，始有搭便車的可能。例如：車商耗費成本，訓練員工介紹、

說明汽車性能，但車商只能將訓練員工的成本內化在產品的價格中，無法

額外收取「說明費」；若消費者聽了性能介紹之後，轉而向提供更便宜價格

的車商購車，此時即有搭便車之疑慮。Amex 案則無此等情形。當信用卡公

司祭出回饋予持卡人，同時透過信用卡年費等方式回收相關回饋成本，即

不會有搭便車之疑慮484。 

2. 反引導條款減損交易效益 

再者，考量反引導條款「增加的（incremental）損害與利益」，亦即若

未實施反引導條款，交易雙方可能選擇手續費更便宜之信用卡，則本案競

爭傷害相對明顯485。舉例而言，假設美國運通向商家收取 30 元的手續費，

競爭對手 Visa 向商家收取 20 元的手續費，此 10 元的差額就成為商家與持

卡人得以從中再行議價的「剩餘」（surplus）。若持卡人從美國運通處獲得

相當於 6 元的刷卡回饋，則只要商家提供不低於六元的「補償」，例如提供

7 元的價格折扣，持卡人就會同意轉向 Visa，而商家可增加 3 元的淨效益。

反引導條款抹殺了此種透過磋商、議價以使交易雙方增加利益的情況。此

即為本案中可能產生的競爭損害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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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559 F. Supp. 3d 898） 

美國最高法院多數意見於上開 Amex 案之見解，在隨後 2021 年美國地

方法院所受理之 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案，發揮一定影響力。該案地

方法院對於多邊平臺之相關競爭法解釋，即基於 Amex 案見解進行涵攝。 

（一） 案由事實 

Epic Games 為市值約 287 億美元的電玩公司，原本為遊戲產品之發行

商，2000 年左右轉而自行開發遊戲產品，並將重心自個人電腦（PC）遊戲，

轉移至遊戲機；此外，Epic Games 亦提供軟體開發工具及經銷應用程式487。 

1. Epic Games 遊戲開發及經銷業務 

關於Epic Games遊戲開發業務，其所開發的遊戲「要塞英雄」（Fortnite）

極受歡迎，2017 年首先於 Windows、Mac、Xbox One 及 PlayStation 4 上線，

嗣於 2018 年在蘋果公司 iOS 平臺上線。跨平臺為該遊戲一大特色；玩家可

以透過同一帳號在不同平臺上使用，包括存取另一平臺之先前遊戲進度，

以及在某一平臺所購買的代幣亦可在其他平臺使用488。消費者下載「要塞

英雄」時無需付費，Epic Games 主要獲利自玩家在遊戲過程的購買加值489。 

在應用程式經銷業務方面，Epic Games 於 2018 年推出 Epic Games Store，

經銷安裝於電腦，包含 Epic Games 自己及其他公司所開發之上百種遊戲應

用程式，並以 Epic Games 占 12%、開發商占 88%之比例分潤遊戲營收490。 

                                                 
487

 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 559 F. Supp. 3d 924 (2021). 
488

 Id. at 925-28. 
489

 Id. at 928-31. 
490

 Id. at 9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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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pic Games 與蘋果公司之關係 

Epic Games 早於 2010 年即與蘋果公司簽訂「開發商產品授權合約」

（Developer Product Licensing Agreement，下稱 DPLA），Epic Games 依約主

要負有下列義務： 

 應就應用程式內交易（in-app purchase）支付手續費予蘋果公司； 

 不得於蘋果公司應用程式平臺（即 App Store）內上架商城（putting 

a store within the App Store）； 

 不得側載（sideload）應用程式至 iOS 裝置（iPhone 與 iPad）；及 

 應使用蘋果公司的商業技術處理付款事宜491。 

關於蘋果公司之付款要求，蘋果公司於「應用程式準則」（App Guidelines）

中要求，開發商若擬開啟應用程式內的額外功能，諸如訂閱、遊戲代幣或

遊戲關卡，均應使用「應用程式內交易」；應用程式內不得有按鈕、外部連

結或其他方式，引導消費者使用其他方式進行交易，此即蘋果公司之反引

導條款。蘋果公司基本上會以消費者交易金額之 30%作為手續費492，亦藉

由「應用程式內交易」追蹤並核實所有數位交易，就每一筆交易收取手續

費493。 

Epic Games 認為上開嚴格限制將會影響 Epic Games 獲利及其後續對元

宇宙（metaverse）之規劃，故希望蘋果公司放寬相關限制。Epic Games 於

2020 年第一季開始規劃「解放計畫」（Project Liberty），旨在挑戰蘋果公司

之應用程式經銷及付款機制，並透過「hotfix」技術，在 iOS 系統版本的「要

塞英雄」上提供其他付款方式，讓消費者無須經由蘋果公司即得直接付款

                                                 
491

 Id. at 934. 
492

 Id. at 943-45. 
493

 Id. at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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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Epic Games
494。 

2020 年夏天，Epic Games 先寄發電子郵件予蘋果公司，要求其提供 iOS

用戶可使用蘋果公司自有付款方式以外之其他替代方式，以及在 App Store

上推出 Epic Games Store 作為競爭商城，以建立如同個人電腦般具有開放性

及競爭性之環境。蘋果公司拒絕要求，指出蘋果公司之該等限制自 App Store

上線以來未曾改變，目的在於確保蘋果公司平臺之健全以及用戶利益。隨

後，Epic Games 在「要塞英雄」實施「hotfix」技術，蘋果公司因而立即將

該遊戲應用程式自 App Store 移除495。 

Epic Games 遂向美國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提起訴訟，主張蘋果公司應用程

式經銷以 App Store 為限，以及付款方式限於應用程式內付款，此等行為違

反聯邦休曼法第 1 條496、第 2 條：「任何人獨占或意圖獨占州際間或與外國

間之貿易或商業，或與他人結合或共謀為一部或全部之州際間或與外國人

間之貿易或商業者，視為觸犯重罪。」497；除此之外，此等行為亦違反加

州卡特萊特法（Cartwright Act）及加州不公平競爭法（California's Unfair 

Competition Law）等規定。Epic Games 認為，蘋果公司具有獨占地位，而

其透過 App Store 經銷自有裝置應用程式，以及透過 App Store 收取在其自

有裝置上進行交易之款項及手續費等限制，有礙市場競爭秩序498。惟蘋果

公司亦提起反訴，主張 Epic Games 違約499。 

                                                 
494

 Id. at 935-37. 
495

 Id. at 938-40. 
496

 Section 1 of the Sherman Act, supra note 452. 
497

 Section 2 of the Sherman Act: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onopolize, or attempt to 

monopolize, or combine or conspire with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monopolize any part of 

the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498

 Apple Inc., 559 F. Supp. 3d 921. 
499

 Id. at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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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於本案重申 Amex 之最高法院見解，認為 App Store 乃一雙邊

市場，故市場界定及案關行為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均應考量雙邊交易者

之情形。法院認為蘋果公司並無違反聯邦休曼法及加州卡特萊特法等反托

拉斯法，不過反引導條款則有違反加州不公平競爭法，因而命蘋果公司不

得限制開發商透過第三方支付進行交易。本案目前仍經兩造上訴中。 

（二） 產業背景 

電玩線上平臺歷經過去 20 年間的競爭後，逐漸形塑目前的電玩市場狀

態。詳言之，2003 年，當時第一家專注於遊戲經銷之線上平臺 Steam 正式

上線，主要從事個人電腦遊戲應用程式之經銷服務；直至 2018 年，Steam

仍有 70%至 80%的市占率。其商業上之成功，帶動其他以個人電腦應用程

式為主的平臺蓬勃發展，遊戲器大廠亦打造專屬數位商場，例如：微軟公

司於 2005 年推出 Xbox Live Marketplace、索尼公司於 2006 年推出

PlayStation Store、任天堂公司亦於 2006 年推出 Wii Shop Channel。以上平

臺均以 30%作為手續費之費率500。 

蘋果公司 App Store 則於 2008 年上線，進一步帶動遊戲應用程式經銷

商參進市場，例如：Google 於 2008 年宣布推出 Android Market（2012 年更

名為 Google Play）、諾基亞公司及三星公司於 2009 年分別推出 Ovi Store 及

Galaxy Apps Store。因蘋果公司 App Store 在應用程式經銷採用不同商業模

式，例如：免費、免費增值（freemium，免費下載應用程式後可以再透過

付款增值）、訂閱、付費、付費增值（paymium，付費下載應用程式後仍可

以再透過付款增值）等等，促進其他市場參進者以類似商業模式經營501。 

在行動裝置遊戲（mobile gaming）方面，主要市場參與者為蘋果公司

                                                 
500

 Id. at 975-76. 
501

 Id. at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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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Store）及 Google（Google Play），其他則包括三星公司（Samsung 

Galaxy Store）在內的 Android 作業系統廠商，故可再區分為封閉式系統的

iOS 裝置及開放式系統的 Android 裝置。相較個人電腦遊戲及遊戲器，行動

裝置遊戲雖為近年產物，但已占有電玩市場相當重要的份額。早於 2017 年

即有論者預測，行動裝置遊戲將占全球遊戲營收的一半，且該等市場在 2021

年時將超過 1000 億美元502。 

（三） Epic Games 主張 

為主張蘋果公司經營 App Store 之行為構成不法的限制競爭行為，Epic 

Games嘗試限縮相關市場之範圍，界定為蘋果公司自有作業系統下之市場，

故蘋果公司具有市場力量。Epic Games 並主張，蘋果公司應用程式經銷及

應用程式內付款等限制，均係基於蘋果公司市場力量所為之不法限制。 

1. 相關市場界定 

（1） 產品市場 

首先，Epic Games 認為，本案市場應以蘋果公司自己的作業系統進行

界定。蓋蘋果公司自 2007 年成立時起，即嚴格管控其開發之手持裝置作業

系統 iOS，iOS 裝置及其衍生之生態系因而自成一格503。 

詳言之，Epic Games 主張本案應存在主（foremarket）、後（aftermarket）

市場，主市場為「智慧型手機的作業系統市場」，該等主市場並衍生「iOS

應用程式軟體經銷」後市場，其再衍生「iOS 應用程式付款處理」後市場504。 

為建立後市場之主張，Epic Games 以蘋果公司內部文件與專家證詞等

                                                 
502

 Id. at 9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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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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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954, 1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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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證明本案存在高昂的轉換成本及鎖入（lock-in）效果。例如：蘋果公

司高階主管內部電子郵件指出，倘若消費者遭鎖入於蘋果公司生態系，必

須付出一定代價才能夠轉換至另一生態系；此外，Susan Athey 博士之專家

證詞指出，自 iOS 裝置轉換至 Android 裝置，將產生諸多成本505。 

（2） 地理市場 

在地理市場方面，Epic Games 主張本案應界定為「中國以外的全球市

場」。Epic Games 認為，由於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係全球性銷售，且其運作

亦不分國界，故原則上為全球市場；惟中國作業系統需由代工商安裝，有

其特殊之處，故中國市場應予排除506。 

2. 針對系爭行為之主張 

Epic Games 認為，蘋果公司因具有市場力量，其採行之相關限制行為

均對市場秩序造成傷害。 

（1） 應用程式經銷之限制 

Epic Games 主張，蘋果公司限制 App Store 上應用程式之經銷，造成消

費者購買應用程式之價格過高。詳言之，倘若蘋果公司不限制第三人於 iOS

系統上開設商店，即會有更多商店可以與App Store競爭，取得開發商青睞，

如此即會對蘋果公司造成壓力，進而降低手續費，或提升服務品質507。此

外，蘋果公司以 30%作為手續費比例，對於開發商而言過高，將導致開發

商降低對於遊戲開發的投資，進而影響創新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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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程式內付款限制 

與上開應用程式經銷之理由相同，Epic Games 認為，蘋果公司限制以

應用程式內付款進行交易，亦會導致更高的手續費，進而損害競爭秩序509。 

（3） 搭售 

關於蘋果公司上開二項限制，Epic Games 另外主張應用程式經銷及應

用程式內付款二者間存在搭售，違反休曼法第 1 條510。 

（4） Epic Games 請求 

綜上，Epic Games 主張，關於應用程式經銷，法院應命蘋果公司：不

得限制開發商及消費者透過App Store以外之經銷管道販賣或取得 iOS應用

程式，抑或對於透過 App Store 以外經銷管道進行的應用程式經銷課予任何

不利益。關於應用程式內付款，Epic Games 請求法院命蘋果公司：不得限

制使用其自有應用程式內付款以外之其他付款機制，抑或對於蘋果公司應

用程式內付款以外之其他付款機制、使用該等其他付款機制之開發商、應

用程式或應用程式商店，課予任何不利益511。 

（四） 蘋果公司抗辯 

迥異於 Epic Games 之市場界定，蘋果公司則主張較大的市場範圍，並

主張相關限制均有其正當理由。 

                                                 
509

 Id. at 1011. 
510

 Id. at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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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ic Games, Inc.’s Proposed Findings of Fact and Conclusions of Law, April 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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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1. 相關市場界定 

（1） 產品市場 

蘋果公司認為，所有電玩交易應構成同一市場，該等市場內尚包含手

機遊戲、個人電腦遊戲、遊戲器等所有遊戲平臺之遊戲交易。因此，其他

遊戲交易平臺均係 App Store 之替代性交易平臺512。 

另一方面，觀察訂價模式，可以發現市場上價格不斷下降。尤其，蘋

果公司之專家意見指出，近年來免費應用程式之數量大幅提升，而蘋果公

司並未就該等程式收取任何手續費，因此整體而言，蘋果公司平均所收取

之手續費呈現下降趨勢。由此亦可證，蘋果公司並無市場力量513。 

蘋果公司進一步反駁 Epic Games 所提之主後市場界定。蘋果公司主張，

消費者鮮少自 iOS 裝置轉換至 Android 裝置，係因為消費者對於 iOS 裝置

相當滿意。例如：Google 調查報告指出，64%的 iOS 裝置用戶並未轉換至

Android 裝置，係因該等用戶比較偏好 iOS 裝置，此即係消費者並未轉換之

首要原因514，可見消費者並非因遭鎖入而不轉換。 

（2） 地理市場 

至於地理市場，蘋果公司主張應以美國為限。此係因消費者使用 App 

Store 時，使用經驗會因所在國家不同而有差異，消費者亦無法使用其他國

家的商店版本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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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場地位認定 

基於專家意見對蘋果公司與整體電玩交易之營收所進行的計算，蘋果

公司主張，其於電玩市場之市占率應為 37.5%，可見蘋果公司並無任何市場

力量，亦無獨占地位516。 

3. 針對系爭行為之抗辯或回應 

除不具市場力量以外，蘋果公司進一步抗辯，相關行為並無影響市場

競爭秩序，且具有正當理由。 

（1） 應用程式經銷限制 

蘋果公司反駁，應用程式經銷限制均在確保遊戲交易環境之安全性，

以及回收蘋果公司對於 iOS 系統的投資517。況且，30%的手續費係業界長

期以來的標準，蘋果公司個人電腦的交易平臺亦以相同比例計算手續費518。

此外，iOS 系統上，遊戲交易自 2008 年以來成長幅度高達 1,200%，由此可

見相關產出並未降低519。 

蘋果公司更主張，該等限制有其商業上正當理由。詳言之，為了確保

整體 iOS 生態系的安全性，其中特別保護重視安全及隱私的消費者，以及

此等特性吸引更多消費者後，開發商則有機會與更廣大的消費者群體進行

交易，同時蘋果公司亦以此等獨特的特性於市場上參與競爭。再者，蘋果

公司作為裝置及作業系統的所有人，原可作為相關應用程式的唯一開發商，

不過蘋果公司提供其平臺相關開發成果予第三方開發商使用；開發商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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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維持 iOS 系統封閉性的條件下，便得以開發適用於 iOS 的應用程式。因

此，應用程式經銷限制係保護智慧財產之手段，以避免搭便車效果520。 

（2） 應用程式內付款限制 

另一方面，蘋果公司主張，應用程式內付款有其特殊功能，消費者倘

若更換裝置，可以重新下載應用程式、隨時檢視完整購買歷程、管理訂閱

紀錄，也可以與他人分享訂閱的應用程式。此外，與應用程式經銷限制雷

同，應用程式內付款可以在單一處所管理所有交易資料，有助於確保安全

性；同時，該等付款方式係收取手續費最經濟之方式，更可以落實智慧財

產之保護521。 

（五） 法院認定 

法院審理上開攻擊防禦方法後，並未採納任一方關於市場界定之主張，

其重申美國最高法院 Amex 案之見解，自行界定本案市場為「數位行動裝置

電玩交易市場」（digital mobile gaming transactions）；並在考量雙邊交易者

之情形後，認定本案蘋果公司之行為並不違反休曼法等反托拉斯法，惟有

不公平競爭行為之疑義。 

1. 相關市場界定 

首先，為釐清事業是否有減損市場競爭效能，市場界定乃相關分析的

第一關；其中，市場包含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法院即循此脈絡進行分析

522。 

                                                 
520

 Id. at 1002. 
521

 Id. at 1011-12. 
522

 Id. at 1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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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品市場應為「數位行動裝置電玩市場」 

法院首先分析，App Store 係提供「雙邊交易服務」，抑或如 Epic Games

所主張係提供「經銷服務」。就此，依 Amex 案之見解，法院闡釋雙邊交易

平臺係在銷售「交易」，亦即該平臺提供雙邊不同產品及服務，而雙邊又仰

賴同一平臺進行交易。本案中 Epic Games 透過 App Store 此一平臺與 iOS

用戶進行交易，App Store 係提供開發商與用戶進行交易之平臺，並非單純

僅在為應用程式開發商提供經銷服務，故應為雙邊平臺523。 

雖然，一般而言，消費者的確會於不同裝置及交易平臺間選購遊戲應

用程式，不過法院認為，目前電玩似乎仍受限於特定平臺，導致產業競爭

者對於遊戲平臺的競爭反應較為緩慢，因而仍無法清楚確認不同平臺間是

否存在充分競爭關係。且不同競爭者間更可能有橫縱連橫的商業策略，故

目前應不宜將所有平臺均劃定為同一產品市場524。 

法院進一步分析，本案應就產品再限縮為「次市場」（submarket），亦

即由替代性產品所組成之較小範圍（a small part of the general market of 

substitutable products）、且與一般產品市場於經濟上能夠加以區別之市場

（economically distinct from the general product market）。其中，所謂進一步

界定「經濟上能夠加以區別之次市場」，相關因素包含：產業界或大眾一般

均會加以區別、產品具有特殊特性或用途、獨特的生產設備、消費者及價

格等、對於價格調整的敏感程度、以及專門的經銷商等525。 

依循此等標準，法院認為本案應再進一步劃定「電玩次市場」。詳言之，

法院特別指出，App Store 內超過 80%均為免費應用程式，消費者下載或是

使用該等應用程式均無須付費，惟電玩應用程式多有透過應用程式內付款

                                                 
523

 Id. at 1016-17. 
524

 Id. at 985-986. 
525

 Id. at 1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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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盈利。2018 年至 2019 年間，蘋果公司應用程式內付款之利潤有 98%

均來自電玩應用程式，電玩應用程式交易在 2017 年至 2020 年間分別占蘋

果公司利潤之 76%、62.9%及 68%，故該等應用程式之手續費相對較高。因

此，App Store 主要扮演遊戲商店之角色526。 

其次，除了 App Store，Google Play 以及 Amazon Appstore 等平臺均有

針對電玩應用程式設立不同標籤，由此可見，消費者亦會特別區別電玩及

非電玩應用程式。而在產業界，蘋果公司係由不同主管負責電玩及非電玩

應用程式，電玩應用程式的開發商通常亦主要透過電玩應用程式獲利，而

不會再透過其他應用程式盈利527。 

雖然電玩應用程式具有上開獨特性，法院進一步分析，本案應進一步

將市場界定為包含手機及平板裝置在內之「數位行動裝置電玩市場」。此等

界定之主要原因在於，相較其他平臺及裝置，手機及平板裝置具有可移動

性；蘋果公司內部文件亦指出，行動裝置電玩應用程式應構成獨立次市場。

另有產業報告形容，行動裝置電玩本身係千億產業，占全球遊戲收益的 59%，

當個人電腦及遊戲器成長趨緩時，行動裝置電玩因其免費下載、應用程式

內付款之特性，正值快速成長；此外，行動裝置電玩有其獨特的使用族群，

如孩童、青少女及年長的成年人，該等族群通常僅偏好單棲在行動裝置528。 

再者，兩造所提專家意見大多同意，行動裝置及非行動裝置平臺提供

不同種類的電玩。蘋果公司專家意見即指出，App Store 上最受歡迎的電玩

中，僅有 12%至 16%有提供遊戲器版本；行動裝置上最受歡迎的電玩應用

程式，大多數僅有提供行動裝置版本，且有不同版本的電玩應用程式。例

如：要塞英雄主要是透過不同版本提供互補功能，消費者得跨平臺使用，

以提高整體遊戲時間或花費，而非不同平臺具有替代性。此外，有專家原

                                                 
526

 Id. at 1017-18. 
527

 Id. at 1018. 
528

 Id. at 1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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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列出同時有個人電腦版本之行動裝置電玩，於訴訟過程中，法院發現並

無法於個人電腦上查得，可見其間應有所區別529。 

因此，本案既然市場界定為「數位行動裝置電玩市場」，此即意謂應考

量 App Store 與其他平臺在此等市場競爭消費者及開發商之情形530。 

至於 Epic Games 所提之分別界定主後市場，法院認為，依反托拉斯法

下常見市場界定作法及本案相關證據，本案難以單獨將蘋果公司自有品牌

界定為獨立市場，故並未接受 Epic Games 之此等主張531。 

（2） 地理市場應為「中國以外的全球市場」 

所謂地理市場，係指有效競爭之區域範圍，該等範圍內，消費者能夠

尋求不同供應來源。準此，法院認為，蘋果公司之行為，並沒有基於不同

                                                 
529

 Id. at 1020-2021. 
530

 Id. at 1025. 
531

 地方法院認為，單一品牌市場（single-brand market）之界定是否妥適，仰賴消費者所

面臨商業上實際情形之事實調查，且單一品牌市場通常極其罕見（extremely rare），縱使在

品牌忠誠度極高的情形，亦同。反托拉斯法立法以來，最高法院更對單一品牌市場保持懷

疑的態度。地方法院解釋，App Store 對於雙邊（即開發商及消費者）之交易條件在過去

期間並無顯著變更，因此，消費者均應熟知，iOS 一直以來均係封閉的系統。在開發商方

面，蘋果公司長期以來均係收取 30%的手續費，故應無遭鎖入之疑慮。此外，近年越來越

多電玩應用程式提供跨平臺功能，要塞英雄即係其中之一，消費者可以在不同平臺間無縫

銜接遊戲進度，故消費者顯然並無遭 App Store 特定平臺鎖入而從事數位行動裝置電玩交

易。針對 Epic Games 就後市場所提之相關證據，法院認為，該等證據均不足以證明本案

有獨立的後市場存在。詳言之，蘋果公司內部文件雖提及鎖入消費者於蘋果公司生態系云

云，惟事業本來即在致力於避免消費者轉換使用其他競爭產品，因此事業可能會不斷提升

產品本身效能以提升消費者黏著度，因此，前開內部文件不足以證明有限制競爭效果之轉

換成本存在。另外，Susan Athey 博士專家證詞並未說明，消費者所面臨轉換成本之程度，

其未進行任何原始研究，亦未說明消費者不願轉換是否確實係因轉換成本，抑或係基於品

牌忠誠度或產品滿意度，該等專家意見無法證明本案確實存在轉換成本，導致鎖入效果。

再者，蘋果公司提出消費者在不同裝置間轉換率相當低之 Google 調查報告，即有說明 64%

的 iOS 用戶不願意轉換至 Android 系統，最主要的理由即係用戶較偏好 iOS 系統；此外，

亦有調查報告說明，Android用戶轉換至 iOS系統乃係因其偏好 iOS裝置的速度及可靠性。

由此可見，不同裝置間的轉換率低，主要係因消費者對於 iOS 裝置之滿意度，而非消費者

有遭鎖入之情事。See Id. at 956-90, 1024-2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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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而進行調整，全球開發商使用 App Store 平臺均須遵循相同規範。換言

之，蘋果公司視應用程式經銷為全球性事業，且商業開發團隊亦與全球開

發商進行合作，其商業模式有全球化的本質。不過，雙方均同意中國與其

他地區不同，有其特殊要求，因此本案應界定為「中國以外的全球市場」532。 

2. 市場地位認定 

考量雙邊平臺之特性，法院指出，此等平臺常有傾斜訂價（skewed 

pricing）的現象，故縱使其中一邊採行高於競爭水準之訂價（supracompetitive 

price），亦不代表事業有市場力量533，而市場力量應由長期的價格調整進行

觀察。因此，蘋果公司雖然嘗試主張，應用程式之手續費整體而言是呈現

下降趨勢云云，惟法院認為，蘋果公司同時兼具設備製造商及應用程式商

店營運商的角色；且蘋果公司多次表示，免費應用程式提升消費者使用其

平臺之意願，同時促進蘋果公司裝置之銷售額，故在雙邊平臺的分析下，

使用者購買裝置以使用免費應用程式的成本，與該等應用程式開發商所調

降的成本，相互抵銷，因此難以依蘋果公司之主張而認定其並無市場力量

534。 

其次，雖然本案兩造所提之市場界定方式，與法院界定方式不盡相同，

因此沒有直接數據說明市場地位。然而法院解釋，基於蘋果公司之內部文

件，顯示蘋果公司 2017 年於全球電玩市場之市占率為 24%，而行動裝置電

玩市場占所有電玩市場之營收約 42%，由此推算，蘋果公司於「數位行動

裝置電玩市場」約有 57.1%之市占率。依循此等計算方式，法院亦可推算蘋

果公司在 2015 年有 52.9%之市占率，2016 年則有 54.5%之市占率。2020 年

                                                 
532

 Id. at 991, 1026-27. 
533

 參見第二章第二節的說明，前揭頁 53。 
534

 Apple Inc., 559 F. Supp. 3d 9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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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公司預測其於全球電玩市場之市占率為 28.2%，而行動裝置電玩市場占

所有電玩市場之營收約 49%，故可推算屆時蘋果公司於「數位行動裝置電

玩市場」約有 57.6%之市占率535。 

由前開市占率觀之，蘋果公司市占率不斷提升；同時，蘋果公司主要

競爭對手即為 Google，該等市場呈現寡占現象，而有相當集中的市場結構，

蘋果公司市占率又超過半數，可見蘋果公司應有相當市場力量536。 

法院進一步審酌，蘋果公司是否具有獨占力量。關於直接證據，法院

認為，Epic Games 並未證明本案相關產品（即行動裝置電玩交易）之產出

有遭限制之情事；反之，如蘋果公司指出，相關產出事實上有所提升，本

案並無產出減少的證據。再者，雖然目前市場上主要有 iOS 及 Android 系

統，基於二者網路效果所衍生的經濟規模，新進競爭者參進市場將面臨一

定程度的障礙；然而過去電玩市場確實存在成長動能。例如 2017 年任天堂

推出 Switch，可見進入市場的障礙應不致過高；除此之外，亦有微軟公司

及 Nvidia 公司參進市場537。 

綜合而言，法院認為，雖然可以肯認蘋果公司於數位行動裝置電玩市

場應有市場地位，不過本案的證據尚無法認定其有獨占地位538。 

3. 損害理論 

法院隨後指出，由於 App Store 係一雙邊平臺，因此衡量競爭效果時，

應將開發商及消費者雙邊之交易一併納入評估，並應特別考量間接網路效

果。基於此等背景，法院進行下列分析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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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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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10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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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托拉斯法 

由於休曼法第 2 條旨在規範獨占事業之行為，而基於上開市場地位之

認定，法院認為本案尚無法認定蘋果公司具有獨占地位540；此外，聯邦休

曼法及加州卡特萊特法規範內涵基本上相同541，故本案反托拉斯法之分析

上主要聚焦在休曼法第 1 條之討論。 

法院解釋，原告依法主張休曼法第 1 條之違反，應證明： 

 契約之存在；及 

 該等契約對於市場構成不合理的限制542。 

在傳統休曼法之分析，契約存在之要件涉及第 1 條與第 2 條的區別。

休曼法第 1 條旨在規範契約之協同行為（concerted activity），亦即避免該等

行為消滅不同事業間以各別獨立的商業決定進行競爭，破壞競爭法所保護

之競爭秩序：另一方面，第 2 條旨在規範單方行為（unilateral activity），避

免獨占破壞競爭秩序，惟對於單純的單方行為則不透過法律加以介入543。 

法院進一步說明，蘋果公司與開發商所簽訂之 DPLA 係一單方契約

（unilateral contract），開發商在 iOS 裝置上經銷應用程式，即必須簽訂該等

契約。易言之，開發商僅係單純同意蘋果公司所預設之契約條款，並無透

過契約與蘋果公司採行協同行為，進而共同創造競爭上的限制。依傳統休

曼法分析之觀點，本案並不該當第 1 條「契約之存在」要件。不過，傳統

觀點下，休曼法第 1 條適用範圍過於狹窄，且事實上亦有其他案例認為單

方行為可以受休曼法第 1 條檢視，例如：Amex 案中所涉及的反引導條款，

                                                 
540

 Id. at 10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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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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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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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10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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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係美國運通公司要求商家不得引導消費者使用其他付款方式，而商家必

須接受該等條件始得進入美國運通公司支付網路。再者，本案市場中，主

要競爭者僅有蘋果公司及 Google，在此等高度集中的市場下，仍應檢視單

方行為是否違反休曼法第 1 條之規範544。 

A. 應用程式經銷限制 

關於蘋果公司應用程式經銷之限制，法院進行合理原則三階段之分析，

評估對於競爭秩序之影響。分別為第一階段之案關行為限制競爭效果、第

二階段之促進競爭效果、以及第三階段之評估是否有其他合理且較不影響

競爭秩序手段。 

a. 第一階段 

由於本案涉及 App Store 此等雙邊市場，法院解釋，原告應證明蘋果公

司應用程式經銷限制對於整體行動裝置電玩市場所造成之影響，亦即該等

限制增加該等市場交易之成本、減少交易量、或阻礙市場之競爭545。 

法院認為，蘋果公司應用程式經銷限制是否有限制競爭效果，認定上

有一定的困難。詳言之，因電玩產業整體成長，智慧型手機、數位交易等

更為普及，以及本案涉及的新興商業，手機電玩交易量近年成長快速。惟

另一方面，縱使面對 Google 較為開放而沒有相同限制之競爭模式，蘋果公

司仍維持其30%之手續費，此即說明蘋果公司係因其市場力量及需求成長，

因而得以維持其高額費率。再者，法院認為，由於蘋果公司訂定手續費時，

並未特別考量營運成本、消費者、開發商等，近年更有超過 75%之獲利，

因此該等手續費不僅影響開發商，同時會透過應用程式之售價轉嫁成本予

                                                 
544

 Id. at 1035-36. 
545

 Id. at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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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此外，蘋果公司限制在 iOS 上推出商城，致使無法經由競爭降低

手續費，亦無法透過競爭促進商城相關功能之提升。據此，Epic Games 應

已有證明第一階段之限制競爭效果546。 

b. 第二階段 

隨後，法院審酌蘋果公司有無該等限制行為之正當理由。法院認為，

透過 App Store 此等較為集中式的應用程式經銷管道，確實有助於蘋果公司

確保應用程式安全性。詳言之，透過此等方式，蘋果公司能夠經由人工審

查及技術協助，避免社交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惡意軟體等攻擊，藉此

提供用戶安全及可信賴的交易環境；同時，蘋果公司該等安排可以區別其

與其他系統間的差異，更能夠促進品牌間競爭，消費者因此有不同系統的

選擇。此外，雖然蘋果公司之電腦裝置沒有此等經銷限制，不過該等裝置

相較於 iOS 裝置（iPhone 及 iPad）確實存在較多的惡意軟體，益證蘋果公

司之限制應有商業上正當理由547。 

不過，蘋果公司主張該等限制有助智慧財產保護方面，法院認為，蘋

果公司訂定手續費費率為 30%，事實上與智慧財產保護並無直接關聯，

DPLA 中亦無列舉任何智慧財產。然法院指出，蘋果公司有權進行智慧財

產授權，並收取一定報酬，其限制應用程式經銷應有助於達成此等目的548。 

據此，法院認為蘋果公司應已證明，在考量開發商及消費者雙邊之影

響後，其限制行為有促進競爭之效益。 

                                                 
546

 Id. at 1036-37. 
547

 Id. at 1038-39. 
548

 Id. at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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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三階段 

由於蘋果公司證明其限制有助促進競爭，法院乃接續審酌是否有其他

合理手段可以達到蘋果公司之目的，同時較不影響競爭秩序。首先，法院

強調，反托拉斯法並不要求事業以最不具限制競爭之方法達到商業上正當

目的，否則此無異於事後諸葛549。 

法院認為，雖然蘋果公司或許可以仿照企業模式或認證模式，由蘋果

公司認證第三方特定企業或特定應用程式可以銷售予特定消費者。但此等

作法，無異是要求蘋果公司額外增加人力以審查該等第三方應用程式商店，

抑或放棄審查，甚而導致蘋果公司收取權利金之方式難以執行550。 

據此，法院認為本案難以認定存在其他替代性手段，故蘋果公司之行

為應無違反休曼法第 1 條之規定551。 

B. 應用程式內付款限制 

與前開應用程式經銷限制之說明類似，法院亦認定，蘋果公司應用程

式內付限制並無違反休曼法第 1 條之規定；尤其，蘋果公司主張，應用程

式內付款有助於其收取手續費，並提供消費者單一且安全的交易方式，亦

可以方便執行並追蹤相關交易，此乃係促進競爭之效益。惟 Epic Games 無

法提出其他替代性手段，又要求蘋果公司接受應用程式外的付款，可能導

致其無法有效收取手續費、影響交易安全及減損 App Store 的品質。法院接

受蘋果公司之前揭主張及認定，蘋果公司要求應用程式內付款之行為，並

無違反休曼法第 1 條之規定552。 

                                                 
549

 Id. at 1040. 
550

 Id. at 1040-41. 
551

 Id. at 1041. 
552

 Id. at 10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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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應用程式經銷及應用程式內付款之搭售 

針對 Epic Game搭售之主張，法院認為本案並無不同產品搭售之情形，

故認定本案並無違法搭售之存在553。 

（2） 加州不公平競爭法 

加州不公平競爭法第 17200條所禁止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包括不合法、

不公平、或詐欺之商業行為態樣554。若以該法之規定進行請求，原告應證

明： 

 金錢的損失或財產權遭剝奪而導致事實上損害存在（即經濟上損

害）；以及 

 上開經濟上損害與不公平商業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555。 

關於不公平之行為，法院解釋，Epic Games 應證明蘋果公司之行為有

如下情事： 

 有潛在違反反托拉斯法的可能； 

                                                 
553

 法院解釋，搭售係在規範將不同產品市場之不同產品加以連結之行為，亦即賣方利用

其對於其中一項產品之控制力，迫使買方同時購買另外一項產品；因此，「不同」產品間

始有搭售之疑義。然而，本案應用程式經銷平臺 App Store 與應用程式內付款，二者應非

不同產品；詳言之，應用程式內付款並非一項獨立的產品，僅係一項付款機制，以收取手

續費並管理應用程式內交易，該等機制並非用以銷售或購買，而係整合於 iOS 裝置內的一

項功能。尤其，App Store 係一雙邊交易平臺，涉及開發商及消費者雙邊；由此更證，此

等單一的平臺不應再割裂為二項不同的產品。Id. at 1044-47. 
554

 Californian Business and Professions Code § 17200; “As used in this chapter, unfair 

competition shall mean and include any unlawful, unfair or fraudulent business act or practice 

and unfair, deceptive, untrue or misleading advertising and any act prohibited by Chapter 1 

(commencing with Section 17500) of Part 3 of Division 7 of the Business and Professions 

Code.” 
555

 Epic Games, Inc., 559 F. Supp. 3d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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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行為之效果與違法的效果相當或相同，進而破壞該等法律之目

的或精神；或 

 有其他威脅或損害競爭的情事556。 

法院特別指出，蘋果公司之反引導條款，使得開發商無從告知消費者

有其他管道（例如開發商官方網站）可以提供較低廉的價格，該反引導條

款甚至禁止開發商告知消費者其需給付蘋果公司30%的手續費。此等作法，

增加消費者取得最低廉價格的困難性，並降低價格競爭的誘因。雖然 Epic 

Games 無法證明蘋果公司有反托拉斯法的違反，惟反引導條款導致消費者

無法基於充分的資訊作成決定，應有潛在違反反托拉斯法的可能，同時抑

制平臺間替代品的出現，進而破壞反托拉斯法的立法目的。因此，蘋果公

司之反引導條款應有違反加州不公平競爭法557。 

蘋果公司雖援引 Amex 案，主張反引導條款並不違法，不過法院認為，

該案與本案之事實有所差異。詳言之，Amex 案中，美國運通公司禁止商家

鼓勵消費者使用其他信用卡公司發行之信用卡，惟實體商店中消費者通常

較容易有不同的支付選擇，且美國運通公司的反引導條款並未排除其他信

用卡公司以較低的商家交易手續費、或更高的商家接受度，在市場上與美

國運通公司進行競爭。App Store 此等科技平臺則有所不同，該等平臺控制

相關資訊，導致消費者無從在其他平臺取得數位產品，蘋果公司並未就此

提出任何商業上的正當理由，其行為會造成競爭損害、超額訂價及獲利，

因而更可證蘋果公司違反加州不公平競爭法558。 

                                                 
556

 Id. at 1052. 
557

 Id. at 1055-56. 
558

 Id. at 10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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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禁制令 

為避免蘋果公司反引導條款所造成不公平競爭之效果，法院核發永久

禁制令，命蘋果公司在美國境內不得限制開發商在其應用程式或詮釋資料

中，透過按鈕、外部連結或其他方式將消費者導向應用程式內付款以外的

付款機制，蘋果公司亦不得限制開發商，透過消費者在應用程式內註冊帳

號時所自願提供之聯絡方式，與消費者進行聯絡559。 

（六） 全球相關行動 

蘋果公司之上開相關行為，在其他國家或地區亦衍生類似爭議。在歐

洲地區，Spotify 及電子書經銷商分別在 2019 年及 2020 年，向歐盟執委會

檢舉蘋果公司之類似行為。歐盟執委會則在 2020 年間依職權發起調查，依

其新聞稿說明，執委會之調查聚焦在蘋果公司以下二項行為是否違反競爭

法： 

 要求開發商使用應用程式內付款，並收取 30%之手續費；及 

 限制開發商告知消費者應用程式以外之替代性支付方式560。 

Epic Games亦於 2021年對蘋果公司之行為向歐盟執委會提出檢舉561，

惟執委會目前尚未做成決定。 

英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則在 2021 年發動調查，經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2 月間搜集相關資料及進行初步調查，其於 2022 年 3 月決定續行調查，預

                                                 
559

 Id. at 1058. 
560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opens investigations into Apple's App Store 

rules (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1073 (last visited July 

3, 2022). 
561

 Epic Game, Epic Game Files EU Antitrust Complaint Against Apple (2022), 

https://www.epicgames.com/site/en-US/news/epic-games-files-eu-antitrust-complaint-against-ap

ple (last visited July 3, 202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1073
https://www.epicgames.com/site/en-US/news/epic-games-files-eu-antitrust-complaint-against-apple
https://www.epicgames.com/site/en-US/news/epic-games-files-eu-antitrust-complaint-against-apple


 

314 

 

計調查分析工作將持續至 2022 年 10 月止562。 

澳洲方面，Epic Games 在 2020 年 11 月間向澳洲法院對蘋果公司提起

訴訟。不過因雙方有約定以美國法院為管轄法院，故訴訟上先爭執澳洲法

院是否具有管轄權。至 2021 年間，澳洲法院肯認其有管轄權，故准許 Epic 

Games 在澳洲與蘋果公司進行訴訟，惟目前澳洲法院尚未做成決定563。 

三、 綜合分析 

美國法院在Amex案與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案中所表示之見解，

學界不乏相關正、反意見。美國法院對於多邊平臺之市場界定，同樣產生

相當的影響及引起學界之論辯，相較於此，歐盟的「數位市場法」則是以

立法方式揭示，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大型線上平臺行為之關注重點。另外，

針對市場界定事宜，第三章已有相當內容討論之564，以下僅提出 Amex 案與

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案中值得注意之處。再者，在美國法的脈絡下，

舉證責任之轉換亦為討論重點；個案中所能考慮的證據（admissible evidence）

亦可能與市場界定方式產生連動，以下一併討論。 

（一） 事前管制或事後救濟 

甫經歐洲議會及歐洲理事會通過之「數位市場法」565，第 5 條針對守

                                                 
562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Investigation into Apple AppStore (2022), 

https://www.gov.uk/cma-cases/investigation-into-apple-appstore (last visited July 3, 2022). 
563

 Guy Edgecombe, Full Court gives Epic Games the green light to continue CCA claim 

against Apple in Australia (2021), 

https://www.gadens.com/legal-insights/full-court-gives-epic-games-the-green-light-to-continue-

cca-claim-against-apple-in-australia/ (last visited July 3, 2022). 
564

 關於多邊平臺市場界定之詳細討論，請參見第三章第一節，前揭頁 122。 
565

 關 於 歐 盟 數 位 市 場 法 的 立 法 程 序 與 詳 細 資 料 ， 參 見

https://oeil.secure.europarl.europa.eu/oeil/popups/ficheprocedure.do?lang=en&reference=2020/0

374(COD) (last visited July 18, 2022). 另數位市場法的詳細介紹，請參見第四章第四節，後

揭頁 408。 

https://www.gov.uk/cma-cases/investigation-into-apple-appstore
https://www.gadens.com/legal-insights/full-court-gives-epic-games-the-green-light-to-continue-cca-claim-against-apple-in-australia/
https://www.gadens.com/legal-insights/full-court-gives-epic-games-the-green-light-to-continue-cca-claim-against-apple-in-australia/
https://oeil.secure.europarl.europa.eu/oeil/popups/ficheprocedure.do?lang=en&reference=2020/0374(COD)
https://oeil.secure.europarl.europa.eu/oeil/popups/ficheprocedure.do?lang=en&reference=2020/0374(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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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人（gatekeeper，即大型線上平臺）行為義務之諸多規範中，第 7 項規定：

「在商業使用者使用守門人核心平臺服務以提供服務時，守門人不應限制

終端使用者或商業使用者使用、提供或共同運作守門人之識別服務、網頁

瀏覽器引擎或支付服務、或支援付款服務的技術服務，例如：應用程式內

付款之支付系統」566，以確保使用者可以選擇守門人以外之第三方服務567。 

此外，數位市場法第 6 條第 4、5 項規定，守門人應允許第三方應用程

式或應用程式商店可以使用其作業系統，亦不得限制終端使用者設定該等

應用程式或應用程式商店為預設。不過，在高度必要且符合比例的條件下，

守門人仍可採用相關措施，以確保第三方應用程式或應用程式商店不損害

其硬體或作業系統之完整性，或有效維護終端使用者安全568。相較第三方

類似的服務或商品，守門人亦不得對於自己提供的服務及商品以較佳方式

排名、或為相關爬文及收錄。易言之，守門人應採用透明、公平且無歧視

                                                 
566

 Article 5.7 of the DMA: “The gatekeeper shall not require end users to use, or business users 

to use, to offer, or to interoperate with, an identification service, a web browser engine or a 

payment service, or technical services that support the provision of payment services, such as 

payment systems for in-app purchases, of that gatekeeper in the context of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business users using that gatekeeper’s core platform services.” 
567

 ¶ 43 of the Recital. 
568

 Article 6.4 of the DMA: “The gatekeeper shall allow and technically enable the installation 

and effective use of third-party software applications or software application stores using, or 

interoperating with, its operating system and allow those software applications or software 

application stores to be accessed by means other than the relevant core platform services of that 

gatekeeper. The gatekeeper shall, where applicable, not prevent the downloaded third-party 

software applications or software application stores from prompting end users to decide whether 

they want to set that downloaded software application or software application store as their 

default… The gatekeeper shall not be prevented from taking,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are strictly 

necessary and proportionate,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third-party software applications or 

software application stores do not endanger the integrity of the hardware or operating system 

provided by the gatekeeper, provided that such measures are duly justified by the gatekeeper. 

Furthermore, the gatekeeper shall not be prevented from applying,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are 

strictly necessary and proportionate, measures and settings other than default settings, enabling 

end users to effectively protect security in relation to third-party software applications or 

software application stores, provided that such measures and settings other than default settings 

are duly justified by the gateke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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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排名569。 

歐洲針對大型數位平臺（即守門人）另訂數位市場法的發展，可說以

事前（ex ante）的產業管制，而非事後（ex post）在不同個案評估、檢視行

為合法性的競爭法救濟管道，直接禁止守門人限制應用程式開發商及終端

使用者使用其他經銷管道，以避免不公平或損害平臺服務競爭之行為570，

亦降低守門人同時扮演仲介商及商品服務提供者，而得以損害第三人從事

市場競爭的可能性571。歐盟所採取的處理方式，或許反映了以競爭法處理

多邊平臺之反引導條款爭議，在適用性或時效性上的困難與挑戰。 

（二） 市場界定：單一市場或多市場架構 

首先，在競爭法的實務論斷上，仍難免除市場界定之步驟。美國最高

法院在 Amex 案的多數意見，將信用卡市場歸類於交易平臺，因此應採行單

一市場架構，界定為一個市場的主張，為 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案所

採用572。學界則正、反意見兼具。 

1. 衡量對平臺之整體效果 

部分學者認為，在 Amex 案，若依地區法院所採行之多市場架構分析，

                                                 
569

 Article 6.5 of the DMA: “The gatekeeper shall not treat more favourably, in ranking and 

related indexing and crawling, services and products offered by the gatekeeper itself than similar 

services or products of a third party. The gatekeeper shall apply transparent, fair and 

non-discriminatory conditions to such ranking.” 
570

 ¶ 50 of the Recital: “…Such restrictions can limit the ability of developers of software 

applications to use alternative distribution channels and the ability of end users to choose 

between different software applications from different distribution channels and should be 

prohibited as unfair and liable to weaken the contestability of core platform services…” 
571

 ¶ 51 of the Recital: “…In those circumstances, the gatekeeper is in a dual-role position as 

intermediary for third-party undertakings and as undertaking directly providing products or 

services. Consequently, such gatekeepers have the ability to undermine directly the 

contestability for those products or services on those core platform services, to the detriment of 

business users which are not controlled by the gatekeeper.” 
572

 前揭頁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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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信用卡市場分為商家市場及消費者市場，法院在審酌市場情形，可能會

偏重一邊之競爭，恐將曲解市場實際情形（business reality）573。 

更有甚者，就市場界定方法與證據內容而言，有學者主張，以合理原

則檢驗多邊平臺行為之競爭效果時，單一市場架構較能夠充分考量平臺競

爭之實際商業情形，多市場架構則可能不易將其他邊交易者之相關事證納

入考量。具體而言，依合理原則之概念，首先係由原告證明案關行為具有

實質的限制競爭效果，造成競爭損害，再由被告證明案關行為應有助於促

進競爭。此時若採用多市場架構，被告是否得以就另一邊市場之促進競爭

相關事證作為其行為正當性之基礎，不無疑問。例如：Amex 案之地區法院

即採否定見解。因此，以多市場架構分析多邊平臺之行為，可能出現忽略

市場實際情形下促進競爭效果之系統性偏誤574。 

另一方面，認為應採行多市場架構之學者則認為，單一市場架構之主

張，大多基於間接網路效果，僅係用以探討各邊之需求彈性、或者響平臺

之訂價均衡點（equilibrium），與市場界定方式並無必然關聯575。換言之，

審慎的應用多市場架構，仍能納入回饋效果，考慮不同邊的交互影響。 

2. 平臺兩邊產品之關聯 

Amex 案之不同意見指出，依競爭法傳統見解，當相關產品具有替代性

時，始得界定為同一相關市場，倘若係互補關係，則不應納入同一相關市

場576。例如：高爾夫球桿係由不鏽鋼與橡膠製成，不鏽鋼與橡膠不具有替

代性，亦不應界定為同一市場。 

                                                 
573

 David S. Evans & Richard Schmalensee, Antitrust Analysis of Platform Markets: Why the 

Supreme Court Got It Right in American Express, COMPETITION POL’Y INT’L 26 (2019). 
574

 Id. at 25-28. 
575

 Hovenkamp, supra note 31, at 59. 
576

 前揭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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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進一步說明，在傳統（單邊市場）競爭法分析架構下，垂直品

牌間限制（vertical interbrand restraint）之案件，例如互補品之搭售，界定

兩個相關市場早已是常態，並就搭售商品（tying goods）市場之市場力量、

以及被搭售商品（tied goods）市場之封鎖效果進行分析。以 Jefferson Parish 

v. Hyde 案577為例，本案為涉及醫院麻醉服務的搭售案件，而醫院可理解為

一個雙邊平臺，連結提供麻醉服務的麻醉師與病患。即便如此，法院也並

未將麻醉師與手術病患使用平臺之服務界定為同一市場578。 

此外，互補品可再細分為同時使用不同產品會增益二者效用之使用互

補（例如果醬與吐司），與生產時即一同被生產製造之生產互補（例如石油

與天然氣）。不論是信用卡交易或App Store所提供者均應係製造上之互補，

亦即平臺提供持卡人或手機用戶交易之機會，另一方面則搓合商家或應用

程式開發商。循此脈絡，則應可將不同邊界定成不同市場579。 

相反地，贊同採用單一市場架構的學者則解釋，在高爾夫球桿之案例

中，縱使不鏽鋼與橡膠不應納入同一相關市場，但在競爭法之分析中，高

爾夫球桿仍可界定為一個相關市場。 

此外，傳統（消費）互補品可能由不同供給商販賣（例如輪胎與汽油），

卻往往為相同消費者所取得之產品。但在多邊平臺如信用卡的情境，同一

個供給者（如美國運通）提供不同商品或服務給不同使用者（店家與持卡

人），而兩邊的需求藉由間接網路效果產生關連。這些經濟特徵都與互補品

有相當差異。因此，若以傳統對於互補品之認知來質疑多邊平臺單一市場

架構之競爭分析，似應有所保留580。 

                                                 
577

 Jefferson Parish Hosp. Dist. v. Hyde, 466 U.S. 2 (1984). 
578

 Hovenkamp, supra note 31, at 63-64. 
579

 Id. at 64-65. 
580

 Evans & Schmalensee, supra note 573, at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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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理原則之舉證責任轉換 

美國 Amex 案之重要性亦表現在舉證責任之分配。交易平臺通常提供合

併且無法分割（jointly and unseverably）之服務，對於案關行為之評估，往

往需要考量對於整體平臺之所有參與方是否產生競爭傷害。根據第二章對

於平臺價格結構的討論581，某一匯款服務平臺（例如西聯匯款，Western 

Union）可能藉由調整價格結構來刺激需求，例如降低匯款方（senders）的

手續費，甚至給予補貼，並提高收款方（receivers）的手續費。整體來說，

這樣的調整可能降低雙方總共支付的手續費，並提高「交易量」，亦即此處

的匯款次數或金額。但若只分析市場某一邊，例如只觀察對於匯款方的補

貼，可能誤解為掠奪性訂價582。此時，合理的分析方式應該是對交易雙方、

亦即平臺兩邊做一整體評估。在概念上，亦有學者強調，於此調整價格結

構的案例中，論證要求並非在兩邊的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效果之間加以權

衡，而是價格調整的結果很可能根本不會產生競爭傷害583。 

但是，有學者提出質疑，個案之原告（或競爭法主管機關）是否有足

夠資訊或者能力，完整衡量案關行為對於平臺所有參與者的整體影響，進

而提出競爭傷害之充分證據。而在合理原則的第一階段，以此舉證責任要

求原告，或許也可再斟酌。在合理原則下，原告說明案關行為造成之競爭

傷害，並提出充分證據，即應滿足第一階段之舉證責任，隨即應轉由被告

提出案關行為限制之正當理由。因此，原告應無確切舉證市場界定及該等

市場中競爭傷害之必要；畢竟，被告採行相關限制行為，其應最能說明其

                                                 
581

 前揭頁 45。 
582

 此為應用單邊經濟邏輯於多邊平臺的謬誤之一；前揭頁 73。 
583

 Evans & Schmalensee, supra note 573, at 45. (“In this example, it is not that there are 

procompetitive benefits that offset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rather, there are no possible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to begin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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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584。 

美國法院做成之 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案，某種程度即體現此等

想法。在本案中，法院並未採納 Epic Games 所主張之市場（「iOS 應用程式

付款處理」後市場）。在審酌雙方所提之資料，並依 Amex 案意旨，考量 App 

Store 具有雙邊之特性，法院在實體上界定「電玩次市場」，再依合理原則

之舉證責任轉換架構，在程序上審酌蘋果公司之限制是否有限制競爭之可

能、以及相關正當理由。美國法院並未因 Epic Games 在第一階段所主張之

市場過於狹窄，而認定不滿足初步證明要求（prima facie case），無需發動

競爭法；反之，法院仍進入第二階段審酌。此等做法之舉證責任配置，或

許較能周全考量整體市場競爭，以及系爭雙方之證明能力。 

第二節   最惠國待遇 

2021 年間我國公平會在 foodpanda 外送平臺處分案中，首度針對多邊

平臺表示意見。該案所涉不同經銷管道價格之最惠國待遇（即價差條款）

限制爭議，亦見諸於歐洲、亞洲之 Booking.com 一連串調查案。學理上有

針對該等案件之多邊平臺特性進行檢討，本研究以下將就二案進行比較。 

一、 Booking.com（歐盟各國）585
 

關於最惠國待遇限制，飯店產業在 2014年即有類似之競爭法違反疑義；

當時線上旅遊網站 Booking.com 採用此等限制，對於不同平臺及經銷管道

之價差施以限制。其後歐洲各國、甚至亞洲競爭法主管機關發動調查，進

而要求 Booking.com 改正相關行為。 

                                                 
584

 Hovenkamp, supra note 31, at 56-57. 
585

 本案事實由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博士班蔡昀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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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由事實 

Booking.com 係一家經營線上旅遊網站之公司，消費者透過該網站平臺

可以查詢飯店、進行比價並訂房，飯店則可以提供各式方案586。消費者基

本上免費使用 Booking.com 平臺服務，訂房時始需付款，屆時飯店支付房

價 10%至 30%的佣金予 Booking.com
587。 

由於消費者可能會先透過 Booking.com 平臺比價後，再至刊載較低價

格的其他管道訂房，為避免此種搭便車行為，Booking.com 與飯店訂有價差

條款（parity agreement），要求飯店在 Booking.com 平臺所刊載之條件不得

劣於其他通路，包括所有線上、線下、直接或間接等經銷管道588，此即「廣

義價差條款」（wide parity clause）。 

在接獲其他平臺、飯店業者及公會等檢舉後，2014 年法國、義大利及

瑞典在「歐盟競爭網路」（European Competition Network）協調下，攜手調

查價差條款是否違反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下稱 TFEU）第 101 條第 1 項及第 102 條第 1 項之規定：「任

何事業間協議、事業團體的決議以及一致性行為，若影響成員國之間的貿

易，且以妨礙、限制或者扭曲歐盟市場競爭為效果或目的者，與歐盟市場

相牴觸，應予禁止。特別是以下情形：（1）直接或間接決定價格或者其他

交易條件之行為；（2）限制或者控制生產、銷售、技術發展或者投資之行

為；（3）分配市場或者供貨來源；（4）在相同情況下對其他交易對象適用

不同條件，使之處於不利的競爭地位；（5）以交易對象接受附帶義務為締

約條件，且該義務與商業慣例、契約標的毫無關連。589」、「一個或是一個

                                                 
586

 Chiara Caccinelli & Joëlle Toledano, Assessing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in Two-Sided 

Markets: The Booking.com Cases, 14 J. COMP. L. & ECON., 202-03 (2018). 
587

 Id. at 203. 
588

 Id. 
589

 Article 101(1) of the TFEU: “The following shall be prohibit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al market: all agreements between undertakings,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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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事業主體，不得從事任何濫用對於市場之影響地位而破壞會員國之

間貿易之行為。590」591。 

為釐清各國主管機關之疑慮，Booking.com 承諾限縮價差條款之範圍，

改採「狹義價差條款」（narrow parity clause），亦即飯店可以在其他線上旅

遊網站或線下管道，提供相較 Booking.com 平臺更佳的方案，惟飯店不得

在自有網站為之。該等承諾經法國、義大利、瑞典三國接受，並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為期五年592。 

然而，德國政府認為該等承諾仍不足以釐清限制競爭之疑慮。德國聯

邦卡特爾署另行發起調查，並於 2015 年 12 月 22 日作成處分，認定「狹義

價差條款」違反競爭法，同時禁止該等條款於 2016 年 2 月 1 日後繼續適用

593。嗣後，德國杜塞爾道夫高等地區法院（Düsseldorf Higher Regional Court）

撤銷前開處分。聯邦卡特爾署則提起上訴，經聯邦最高法院

（Bundesgerichtshof）審理後，廢棄杜塞爾道夫高等地區法院之判決及維持

聯邦卡特爾署之認定，聯邦最高法院表示，「狹義價差條款」確實違反競爭

法594。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which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which have as their 

object or effect the prevention, restriction or distortion of competition within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in particular those which: 

(a)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ix purchase or selling prices or any other trading conditions; 

(b) limit or control production, markets, technical development, or investment; 

(c) share markets or sources of supply; 

(d) apply dissimilar conditions to equivalent transactions with other trading parties, thereby 

placing them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e)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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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

 Article 102 of the TF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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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

 Caccinelli & Toledano, supra note 586, at 203. 
592

 Id. at 204. 
593

 German Federal Court of Justice, KVR 54/20, ¶ 2 (2021). 
594

 Id.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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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雖然部分歐洲國家先前接受 Booking.com「狹義價差條款」

承諾，但嗣後法國及義大利仍透過立法，禁止一切廣義及狹義價差條款595。

除歐洲以外，日本及其他國家亦有發動類似調查行動。 

（二） 法國、義大利、瑞典對廣義價差條款之認定 

如前所述，Booking.com 所提供之平臺，主要在連結消費者與飯店進行

交易，Booking.com 再藉此獲利，故法國、義大利及瑞典對於 Booking.com

廣義價差條款之認定，或多或少有提及雙邊平臺之特性。尤其， 

Booking.com 平臺確實帶有間接網路效果：平臺一方消費者的數量提升，即

會提高該平臺對於另一方飯店之價值；同理，飯店數量提高，亦會提高消

費者使用該平臺之意願596。有學者針對三個國家對於市場界定及損害理論

之認定，分別進行介紹及整理，參照其研究結果，三個國家當時對於廣義

價差條款之分析，整理如表 4- 1
597。  

（三）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對狹義價差條款之認定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針對 Booking.com 所作成之處分，認定「狹義價差

條款」違反競爭法，惟該處分完全未就雙邊平臺或其特性加以考量。 

                                                 
595

 Caccinelli & Toledano, supra note 586, at 204. 
596

 Id. at 202-03. 
597

 Id. at 204-09, 2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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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言之，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就 Booking.com 之商業模式，並未指出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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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平臺之用語或特性，反而說明 Booking.com 與消費者間為無償之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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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ediary）關係，Booking.com 係飯店之供應者，提供飯店媒介服務，

表 4- 1  Booking.com 各國處理比較 

資料來源：Caccinelli & Toledano (2018)；本研究譯為中文。 

 法國 義大利 瑞典 

是否肯認雙

邊平臺 

是，明確使用「雙

邊市場」之用語 

未明確使用「雙邊市場」之用語，但

提及雙邊市場商業模式之特性 

市場界定 線上旅遊網站之

飯店過夜訂房服

務市場 

有別於傳統線下訂

房之線上訂房服務

市場 

線上旅遊網站

之飯店訂房服

務市場 

相關市場之

競爭者 

其他線上旅遊網

站 
 其他線上旅遊網

站 

 飯店自有網站 

 旅行社網站 

其他線上旅遊

網站 

相關市場外

之事業 
 飯店自有網站 

 整合式搜尋引擎 

 搜尋引擎 

 整合式搜尋引擎 

 搜尋引擎 

 飯店自有網站 

 整合式搜尋引

擎 

 搜尋引擎 

市占率 超過 30% 無確切數據，但指出

Booking.com 自 承

係最大旅遊網站 

無確切數據 

限制競爭：垂

直面向（飯店

與平臺） 

Booking.com 可能

利用市場力量，提

高飯店佣金，故有

限制競爭之疑慮 

有限制競爭之疑慮 Booking.com 與

飯店並非處於

同一市場，故無

限制競爭之疑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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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意指應分別認定為二者不同市場。相關市場方面，德國聯邦卡特爾署

限制競爭：水

平面向（平臺

之間） 

其他平臺無法以

較 低 的 佣 金 競

爭，故有限制競爭

之疑慮 

其他線上旅遊網站

或訂房管道進行價

格競爭之可能性因

而降低，更可能封鎖

新進競爭者，故有限

制競爭之疑慮 

Booking.com

與其他平臺處

於相同市場，

故有限制競爭

之疑慮 

對於競爭秩

序之損害 
 降低平臺間競爭 

 封鎖小型事業或

新進競爭者參進

市場 

 長期而言導致消

費價格上漲 

 降低平臺間競爭 

 降低其他提供線

上訂房服務的事

業（例如飯店）進

行競爭 

 封鎖新進競爭者

參進市場 

 長期而言導致消

費價格上漲 

 降低平臺間

競爭 

 封鎖新進競

爭者參進 

 雖然有助於

避免搭便車

效果，

Booking.com

得就提供消

費者之無償

服務獲得補

償，並促進價

格透明度；但

限制競爭效

果，仍大於促

進競爭之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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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界定為「飯店入口網站居間服務市場，提供查詢、比價及訂房服務」。因

此，Booking.com 主要競爭者為其他線上旅遊網站；至於飯店自有網站、旅

行業者入口網站、整合式搜尋引擎、搜尋引擎等，則並非市場內之競爭者。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認定，Booking.com 有 50-55%之市占率，對於飯店施以

不具正當性之條款，限制飯店經營其入口網站，更損害仰賴 Booking.com

平臺之中小型飯店，故有限制競爭之疑慮598。 

（四）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對狹義價差條款之認定 

前揭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之處分，嗣後雖經杜塞爾道夫高等地區法院撤

銷，惟聯邦最高法院則持不同見解，轉而支持聯邦卡特爾署之處分，故廢

棄原判決，改判「狹義價差條款」確實違反競爭法，其認定如下。   

1. 相關市場界定 

首先，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德國杜塞爾道夫高等地區法院與聯邦

卡特爾署就本案市場界定並無歧見，均界定為飯店平臺市場。在該等市場

中，主要為平臺間互相競爭，提供居間媒介服務予飯店，Booking.com 對於

此等市場界定亦無異議。至於地理市場，德國杜塞爾道夫高等地區法院與

聯邦卡特爾署認定，應為德國全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上開市場界定，應

無違誤599。 

2. 市場地位認定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進一步解釋，倘若以營業額及訂房數計算，在 2013

年至 2017 年間，Booking.com 市占率約為 45%至 65%；此等高市占率，亦

                                                 
598

 Id. at 209-21, 233-234. 
599

 German Federal Court of Justice, KVR 54/20,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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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於 Booking.com 在 2015 年至 2017 年，其訂房數係競爭者 Expedia 及

HRS 的二倍。另一方面，Expedia 及 HRS 等市場上其他小型業者，在 2013

年至 2017 年間市占率不超過 5%，由此可見飯店平臺市場高度集中。準此，

Booking.com 在德國飯店平臺市場中，市占率勢必超過 30%
600。況且，依

Booking.com 所述，其平臺有間接網路效果之特性，由此益證 Booking.com

應有市場力量601。 

3. 損害理論 

由於 Booking.com 具有市場力量，且依據聯邦卡特爾署在杜塞爾道夫

高等地區法院審理階段所進一步調查之相關市場情形及其他資料，德國聯

邦最高法院闡釋狹義價差條款應有限制競爭之疑慮，因而構成 TFEU 第 101

條之違反。 

（1） 系爭行為影響之量化分析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雖然依 RBB Economics 公司之研究，受狹義

價差條款限制的飯店中，約 40%有在至少一個 Booking.com 以外的線上旅

遊網站提供不同價格，但該研究並未進一步說明，其他線上旅遊網站係提

供較高或較低的價格，故難以確認該40%之飯店與限制競爭效果間之關係。

惟由於飯店自有網站之直接經銷管道確實受到限制，且有 60%的飯店並未

進行差別訂價，故狹義價差條款之限制競爭效果應不得忽視602。 

此外，Booking.com 在德國及歐洲均係線上旅遊網站之領導者，依德國

聯邦卡特爾署之調查，64.5%的飯店認為在 Booking.com 上架對於其營業不

                                                 
600

 Id. ¶ 53. 
601

 Id. ¶ 66. 
602

 Id.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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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或缺（indispensable），29.4%的飯店則認為至關重要（important）。另一

方面，就消費者端來看，倘若不熟悉飯店，約三分之二消費者是在

Booking.com 查詢訂房。由此可見，狹義價差條款應有一定的限制競爭效果

603。 

其次，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之調查結果更揭示，在 2016 年 2 月 1 日停止

適用狹義價差條款後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間，大部分飯店在自有網站均有

提供較 Booking.com 低廉的價格或更好的訂房條件，例如房價有 5%至 10%

的顯著調降；尚未調降價格的飯店亦指出，預期之後會調整價格604。 

甚者，在狹義價差條款停止適用後，無論就營業額、市占率、訂房數、

合作飯店數、或者飯店地點數等指標進行觀察，Booking.com 在德國的市場

地位並未受到影響，甚至更為強化。例如 Booking.com 在 2014 年至 2017

年間，每年調漲佣金至少 20%；相較 2015 年，2017 年 6 月底 Booking.com

訂房數及飯店據點更是成長二倍605。 

另一方面，具有線上即時訂房服務之飯店，88%在自有網站會提供低於

Booking.com 平臺的價格，其中 60%的飯店總是（always）或在大多數時間

（most of the times）會採用此等做法，而有 12%的飯店時常（often）、16%

的飯店則有時（sometimes）採用此等做法。有網站、但不具備線上即時訂

房服務之飯店，81%會在其網站上提供低於 Booking.com 平臺的價格，其中

43%的飯店總是（always）或在大多數時間（most of the times）會採用此等

做法，而有 17%的飯店時常（often）、21%的飯店有時（sometimes）採用此

等做法。使用 Booking.com 平臺之飯店中，61.3%均有使用線上即時訂房服

務；依此計算，使用 Booking.com 平臺之飯店中，53.42%（61.3% × 60% +

38.7% × 43%）的飯店總是（always）或在大多數時間（most of the times）

                                                 
603

 Id. ¶ 20. 
604

 Id. ¶ 21. 
605

 Id. ¶¶ 35,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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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自有網站提供較低的價格606。 

再者，有三分之一使用 Booking.com 平臺的消費者表示，在該平臺訂

房前會先進行比價，其中有 85%的消費者會將飯店自有網站納入比價。該

等消費者中，約有半數的消費者（即約 14%使用 Booking.com 平臺的消費

者）表示，比價後會發現飯店自有網站的價格較低。上開調查結果，亦與

另份調查結果相關呼應；另份調查結果指出，消費者進行比價後，有三分

之一會使用飯店自有網站訂房，而其中超過半數係以 Booking.com 平臺進

行比價。據此，全部受調查的消費者中，約有 17%在 Booking.com 平臺進

行比價後，會發現飯店自有網站價格較低，並直接向飯店訂房607。 

（2） 損害理論 

針對 Booking.com 狹義價差條款對於競爭所造成之損害，德國聯邦最

高法院認為，消費者在飯店自有平臺上訂房，飯店不需支付 Booking.com

佣金，惟因狹義價差條款，飯店自有平臺之價格需與 Booking.com 平臺一

致，故飯店無法將所節省的成本反映在自有平臺，藉由較低廉的房價來吸

引消費者608。此外，狹義價差條款之限制，導致飯店無法在自有平臺上，

提供其他飯店消費者較 Booking.com 平臺更為低廉的價格，故此條款限制

品牌間（inter-brand）之價格競爭。雖然飯店可以先調降 Booking.com 平臺

上的價格，進而調降自有平臺上的價格，惟飯店此時仍需就消費者透過

Booking.com 平臺進行之交易，支付佣金，如此會使飯店調降價格的幅度受

到相當的限制。除此之外，狹義價差條款將使飯店無法透過「晚鳥價」（last 

minute offer），將剩餘房數以折扣價快速直接提供予消費者，導致售出剩餘

                                                 
606

 Id. ¶ 73. 
607

 Id. ¶ 74. 
608

 Id.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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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數的成功率大幅下降609。再者，依狹義價差條款，飯店雖然可以透過線

下方式提供較低的房價，惟因不得在線上廣告，故線下消費者接觸到該等

房價之可能性大幅受限610。 

A. 狹義價差條款不足以釐清限制競爭之效果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隨後闡釋，飯店雖然可以在其他線上旅遊網站提供

較低的房價，但此等作法應無法平衡狹義價差條款所導致之限制競爭效果

611。誠如前述，飯店無法在自有網站提供較低的房價，而其他線上旅遊網

站平臺亦會收取一定佣金，因此消費者自然喪失免收佣金的飯店自有網站

管道；況且，由於此時飯店自有網站之房價，高於其他線上旅遊網站平臺，

故消費者將會選擇線上旅遊網站平臺，導致最終市場之消費價格仍較高

612。 

B. 依 TFEU 第 101 條第 3 項進行衡量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亦回應下級法院（即杜塞爾道夫高等地區法院）之

見解如下。 

杜塞爾道夫高等地區法院認為，狹義價差條款僅係附屬於平臺服務之

限制（ancillary restraint to the platform service），以確保 Booking.com 與飯店

間公平之商業關係。若無狹義價差條款，飯店可以透過較低的房價或較好

的條件，引導消費者至其自有網站，如此飯店無須支付 Booking.com 手續

費，卻可以加強其與消費者間之連結，將嚴重破壞 Booking.com 與飯店間

之商業關係。據此，狹義價差條款應有避免此等搭便車行為之正當理由，

                                                 
609

 Id. ¶ 12. 
610

 Id. ¶ 13. 
611

 Id. ¶ 15. 
612

 Id.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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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違反競爭法613。 

惟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採行特定行為時，應為客觀上所必要且不

可或缺之限制，始得視為該行為之附屬行為，而不受 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之規範。另外，是否豁免 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之規範，應透過 TFEU

第 101 條第 3 項規定進行衡量，亦即：「第 1 項之規定於下列情形得被宣告

不適用之：事業間之協議或相似協議；事業團體間決定或相似決定；共同

行為或相似共同行為；上列行為須有助於改善商品之生產銷售或有助於科

技或經濟之進步，且使消費者得公平享有因而產生之利益，且不得有下列

情形：1.對相關事業施加與達成上列目的所不必要之限制；2.使相關事業就

系爭產品之重要部分有排除其競爭之可能614」。未施以相關限制與施以相關

限制相較，若其差異僅在事業之經營較為困難或獲利降低，則施以限制之

行為仍不具正當性615。 

依上開標準進行分析，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本案難以認定狹義價

差條款有助於改善商品之生產銷售或有助於科技或經濟之進步，因而不符

合 TFEU 第 101 條第 3 項所定之要件。詳言之，本案並無任何證據顯示，

倘若欠缺狹義價差條款，Booking.com 將無法繼續營運或獲利，抑或其提供

                                                 
613

 Id. ¶¶ 5-6. 
614

 Article 101(3) of the TFEU: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1 may, however, be declared 

inapplicable in the case of: 

- any agreement or category of agreements between undertakings, 

- any decision or category of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 any concerted practice or category of concerted practices, 

which contributes to improving the 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goods or to promoting technical 

or economic progress, while allowing consumers a fair share of the resulting benefit, and which 

does not: 

(a) impose on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restrictions which are not indispensable to the 

attainment of these objectives; 

(b) afford such undertakings the possibility of eliminating competition in respect of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products in question.” 
615

 German Federal Court of Justice, KVR 54/20,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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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查詢、比價及訂房功能將受到影響，導致商業模式遭受損害616。尤其，

如前所述，停止適用狹義價差條款後，Booking.com市場地位並未受到影響，

且因其具有市場力量，Booking.com 訂房數及營收更持續成長，可見狹義價

差條款對於事業營運應沒有促進進步等效果617。況且，本案狹義價差條款，

至多應僅在避免未來商業機會的流失或盈利下降，此應不受競爭法保護

618。 

再者，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縱使狹義價差條款不再適用，消費者

無法直接確信飯店自有平臺之房價不會低於 Booking.com 平臺所提供之房

價，價格透明度將會降低；惟由於飯店可以在自有平臺提供較低房價，此

等利益大於前述不利益619。此外，考量 Booking.com 的高市占率，飯店更

可能會在自有平臺提供較低廉的價格，以與 Booking.com 競爭620。 

至於 Booking.com 所抗辯搭便車的疑義，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依

前開調查結果，的確可以看到有飯店在自有網站刊登較低的價格，消費者

亦可能在比價後，轉而在飯店自有網站訂房。不過，如前所述，縱使狹義

價差條款不再適用，Booking.com 仍可以持續營運或獲利，故透過狹義價差

條款之營運或獲利模式，仍不足以滿足 TFEU 第 101 條第 3 項促進競爭之

效果，自無從豁免於第 101 條第 1 項之限制621。除此之外，目前司法實務

上處理搭便車之作法，包括獨家經銷、競業禁止等，各該情形或可認為其

促進競爭之效果大於限制競爭之效果，不過目前並無任何能用於肯認狹義

價差條款合法性之案例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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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 32, 61. 
617

 Id. ¶¶ 3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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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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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 67. 
620

 Id.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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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 75,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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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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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最後表示，雖然法國、義大利及瑞典等國家接受

Booking.com 所承諾之狹義價差條款，不過各該國家未進行任何競爭分析，

因而不足以說明該等條款確實並無違反競爭法之疑慮623。 

（五） 相關討論 

以下就各國後續調查或立法及經濟實證分析等幾個面向，作為本案的

延伸討論。 

1. 歐洲國家對於價差條款之立法 

雖然法國、義大利及瑞典接受 Booking.com 承諾狹義價差條款之作法，

惟法國、義大利等歐洲國家，因應當地飯店業者的遊說行動，不久後隨即

透過立法，禁止一切廣義及狹義之價差條款。例如：法國馬克宏法（Macron 

Law）規定，飯店應有權決定給予終端消費者之折扣或其他任何性質之優惠；

義大利競爭及市場法（Competition and Market Law）則規定，價差條款屬

無效約定。其後，奧地利、比利時及瑞士等亦有相應的立法潮流，惟上開

立法主要係針對飯店產業，而未考量其他產業之價差條款624。 

再者，歐盟「數位市場法」第 5 條第 3 項即規定：「守門人不得禁止事

業使用者透過第三方線上居間服務或自有線上直接經銷管道，針對相同的

產品或服務，以不同於守門人線上居間服務所刊載之價格或條件，提供予

終端使用者625」。前揭條文即在禁止一切，不論是廣義或狹義的價差條款。 

                                                 
623

 Id. ¶ 96. 
624

 See Caccinelli & Toledano, supra note 586, at 230; Jonathan Baker & Fiona Scott Mort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gainst Platform MFNs, 127 YALE L. J. 2189 (2018). 
625

 Article 5.3 of the DMA: “The gatekeeper shall not prevent business users from offering the 

same products or services to end users through third-party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or 

through their own direct online sales channel at prices or condition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fered through the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of the gateke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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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市場法」前言第 39 段指出，限制使用平臺之事業應提供最優惠

的價格或條件，此等作法將限制終端使用者對於線上居間服務之替代選擇，

同時限制事業於線上直接經銷管道之營業自由。為確保事業可以自由選擇

不同線上居間服務，抑或自有線上經銷管道，前述對於最優惠價格或條件

之要求，應予以禁止626。 

2. Booking.com 對於日本公平會之承諾 

在亞洲方面，Booking.com 亦曾要求日本飯店在 Booking.com 平臺上所

刊載之價格及空房率等條件，應與其他經銷管道刊載者相當或應更為優惠

（即廣義價差條款），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下稱日本公平會）亦有就此進行調查。依日本公平會 2022 年 3 月 22 日發

布之新聞稿，認為該等條款有違反日本獨占禁止法（Antimonopoly Act）而

構成限制競爭之可能。Booking.com 為釐清日本公平會之疑慮，遂向日本公

平會承諾，會停止使用廣義價差條款，其後三年內亦不會對飯店要求類似

條款、或藉此透過演算法調整飯店在平臺上的排名（ranking）。Booking.com

會在未來三年內，定期向日本公平會陳報承諾措施之相關執行情形。 

日本公平會認為，該等承諾措施應能避免 Booking.com 繼續使用廣義

                                                 
626

 ¶ 39 of Recital: “In certain cases, for instance through the imposition of contractual terms 

and conditions, gatekeepers can restrict the ability of business users of their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to offer products or services to end users under more favourable 

conditions, including price, through other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or through direct online 

sales channels. Where such restrictions relate to third party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they 

limit inter-platform contestability, which in turn limits choice of alternative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for end users. Where such restrictions relate to direct online sales 

channels, they unfairly limit the freedom of business users to use such channels. To ensure that 

business users of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of gatekeepers can freely choose alternative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or direct online sales channels and differentiat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y offer their products or services to end users, it should not be accepted that 

gatekeepers limit business users from choosing to differentiate commercial conditions, including 

price. Such a restriction should apply to any measure with equivalent effect, such as increased 

commission rates or de-listing of the offers of business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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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差條款，遂接受 Booking.com 之該等承諾。不過，日本公平會同時強調，

其接受 Booking.com 之承諾，不代表 Booking.com 之廣義價差條款有違反日

本獨占禁止法。另一方面，由於參與飯店未受到狹義價差條款之限制，故

日本公平會特別指出，本次調查並未處理狹義價差條款，其會持續觀察未

來有無限制競爭之情事，以促進公平及自由的競爭環境627。 

3. 實證分析 

如前所述，在 2015 年 7 月之後，Booking.com 在歐盟限縮其價差條款

之範圍，由「廣義價差條款」改為「狹義價差條款」。即便如此，歐盟各國

內對於 Booking.com 價差條款適法性的調查，並未因此而停止。德國聯邦

卡特爾署另行發起調查，認定「狹義價差條款」違反競爭法，同時禁止該

等條款於 2016 年 2 月 1 日後繼續適用。法國及義大利亦透過立法，分別在

2015 年 8 月及 2017 年 8 月禁止一切廣義及狹義之價差條款。許多研究者利

用在這段期間歐盟各國對於價差條款禁令在實施上的時間差，透過實證研

究，探討價差條款的效果。 

Mantovani 等學者研究當法國馬克宏法在 2015 年 8 月禁止一切廣義及

狹義之價差條款後，飯店在 Booking.com 的訂價是否有下降628。該研究認

為，若價差條款限制了飯店在其自有網站與在 Booking.com 這兩種通路間

的競爭，禁止 Booking.com 設下的價差條款在短期應可以強化通路間的競

爭，降低產品價格。甚至，若飯店能與 Booking.com 重新協商抽佣比例

（Booking.com 向賣家一般收取每單 15%至 25%的佣金），在中長期或許會

                                                 
627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Approval of the Commitment Plan submitted by 

Booking.com B.V.” (2022), 

https://www.jftc.go.jp/en/pressreleases/yearly-2022/March/220316.pdf (last visited July 2, 

2022). 
628

 Andrea Mantovani, Claudio Piga, and Carlo Reggiani, “Online Platform Price Parity Clauses: 

Evidence from the EU Booking.com case,” 131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03625 (2021). 

https://www.jftc.go.jp/en/pressreleases/yearly-2022/March/2203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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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更大的價格下降效果。 

Mantovani 等 的 實 證 策 略 採 取 了 「 差 異 中 的 差 異 」

（difference-in-differences）方法去排除研究期間除了價差條款禁令之外，

其他可能影響 Booking.com 訂價的因素。比較在地中海的兩個鄰近（但分

屬於法國及義大利）的小島上，在馬克宏法實施後的飯店訂價變化：相較

於法屬的科西嘉島（Corsica）在 2015 年 8 月後，島內飯店即不再受限於價

差條款的限制，鄰近的義屬薩丁尼亞島（Sardinia）飯店面對的價差條款限

制卻要等到 2017 年 8 月才能獲得解除。故 Mantovani 等將位於法屬科西嘉

及義屬薩丁尼亞島上的飯店分別視為實驗組及控制組，透過「差異中的差

異」方法，估計馬克宏法的實施後對飯店訂價的影響。Mantovani 等使用的

資料直接爬取自 Booking.com。針對每一個產品（某日到達某旅館住宿某房

型幾天），他們在入住日之前的 70天，每天都爬取一個該飯店在Booking.com

價格的資料點。除了價格外，他們亦蒐集包含飯店規模、星級、是否是連

鎖品牌、以及 Google 搜尋熱度變化趨勢等產品特徵。  

Mantovani 等將短期效果定義為「政策發布後之 2.5 個月內」，而將中長

期效果定義為「政策發布後之 1 年內」。研究結果發現，平均而言，在馬克

宏法實施後的短期效果為受影響飯店（相對於控制組飯店）在 Booking.com

的價格多下降了 2.6%，但在中長期上，則未有價格效果。Mantovani 等更

進一步探討在馬克宏法禁止價差條款後，對不同飯店的價格效果，發現星

級較高（三星級）且有連鎖性質的飯店而言，價格下降幅度較為顯著，原

因可能在於這些飯店的議價能力較強。最後，透過實證所得之結果推算馬

克宏法對於經濟效益之可能影響，Mantovani 等認為馬克宏法的實施，在研

究資料期間對法屬科西嘉島上三星級旅館的消費者預計可節省共 1,117 萬

至 1,303 萬歐元，若以全法國進行推估時預計會有更大的經濟效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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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foodpanda 外送平臺案（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629
 

（一） 案由事實 

由富胖達公司經營之 foodpanda 外送平臺，主要業務在媒合餐廳、消費

者與外送員，由餐廳在該平臺上提供餐飲商品，供消費者訂購，再讓富胖

達公司之外送員提供外送服務。富胖達公司之收益來源，包括向餐廳收取

抽成佣金、以及向消費者收取外送服務費630。 

由於 foodpanda、Uber Eats等外送平臺之蓬勃發展，我國公平會依職權，

就其經營行為展開調查631。經由對富胖達公司之合作餐廳進行二次問卷調

查後，公平會發現，富胖達公司採行二項交易限制： 

 限制參與 foodpanda 外送平臺之餐廳，於 foodpanda 外送平臺刊登

之價格必須與店內價一致，此即所謂「最惠國待遇」或「價差條

款」；及 

 限制餐廳不得拒絕消費者透過 foodpanda 外送平臺訂餐後至餐廳

取餐之「顧客自取」訂單632。 

公平法第 20 條第 5 款明文規定：「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

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公平

會認為，富胖達公司之上開限制違反公平法該款之規定，對兩項限制行為

各處以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633。富胖達公司則於 2021 年 11 月間，向臺北

                                                 
629

 本案事實由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博士班蔡昀廷與經濟學系學士班陳昱豪整理。 
630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頁 1。 
631

 同前揭註。 
632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頁 4-5。 
633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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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634。 

（二） 產業背景 

網際網路和行動裝置普及使得外送平臺市場近年來相當盛行。外送平

臺搓合三方、達成交易：消費者能夠輕易瀏覽諸多餐廳、選購餐點、並查

詢其他消費者對於餐廳之評價；餐廳則無需自行聘僱外送員，即可接觸更

大範圍之消費者；同時，外送員亦因此能夠輕易兼職賺取酬勞635。 

目前國內外送平臺涵蓋跨國外送平臺轉投資之業者（如 foodpanda 和

Uber Eats）、本土新創平臺（如 Foodomo、Cutaway、以及有無外送）、以及

電商平臺多角化經營之外送平臺（如蝦皮美食外送）等。近年來亦有廠商

加入或退出。無論就合作餐廳業者家數或者消費者會員數，foodpanda 和

Uber Eats 均為市場營運規模較大之外送平臺636。 

此外，Covid-19 疫情亦帶動餐飲外送需求，2020 年第 1、2 季，相較

2019 年同期，臺灣外送平臺產業成長率高達 326%、276%。2020 年全年產

值則突破新臺幣 100 億元637。 

（三） 被處分人抗辯 

本案富胖達公司嘗試透過市場界定，稀釋其行為對於市場之影響，同

時抗辯其行為不具違法性。 

                                                 
634

 公 平 會 ， 數 位 經 濟 與 競 爭 政 策 白 皮 書 （ 初 稿 ），

https://www.ftc.gov.tw/upload/ebab864a-d164-48da-980b-32e4d5d9a4ce.pdf，頁 75（最後瀏覽

日：2022 年 6 月 21 日）。 
635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頁 7-8。 
636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頁 8。 
637

 同前揭註。 

https://www.ftc.gov.tw/upload/ebab864a-d164-48da-980b-32e4d5d9a4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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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關市場界定 

富胖達公司主張，由於消費者可以透過多種管道訂購餐點，且提供外

送服務之餐廳通常也有多種銷售管道，市場範圍應將各種遠端訂購及在家

食用之方式納入。市場界定應為「在家用餐」（eat at home）市場或「遠端

訂購」市場638。 

2. 針對系爭行為之抗辯或回應 

富胖達公司抗辯，公平會所調查之相關行為並不存在。詳言之，所謂

foodpanda 外送平臺刊登之價格必須與店內價一致，僅係在確保餐廳承諾以

店內價在 foodpanda 外送平臺刊登，進而避免廣告不實或資訊錯誤之疑慮；

富胖達公司並未於契約中列有「禁止加價」或其他限制價格條款639。 

關於顧客自取功能，富胖達公司則主張，餐廳可藉此增加訂單與營業

額，不會造成出餐困擾，亦能提高消費者滿意度。除此之外，原本前往餐

廳內用或外帶之消費者，應不會特別改用顧客自取功能。若餐廳不希望使

用顧客自取功能，則可將該等功能調整至深夜或凌晨時段，實質關閉此功

能640。 

（四） 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認定 

公平會調查後，並未採信富胖達公司上開主張，其就市場界定及違法

行為之認定，分述如下。 

                                                 
638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頁 2。 
639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頁 5-6。 
640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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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關市場界定 

（1） 應採用單一市場架構 

考量富胖達公司在消費者與餐廳間扮演之角色，公平會認為，foodpanda

外送平臺為典型雙邊平臺；若再考量外送員等，則應為多邊平臺641。 

如同美國最高法院 Amex 案之判決意旨，公平會指出，foodpanda 此等

外送平臺帶有間接網路效果，亦即消費者會選擇較多餐廳的外送平臺，而

越多消費者使用該外送平臺，平臺對於餐廳之吸引力就越強。因此，使用

者對平臺的需求，除了考量平臺本身提供之服務內容及價格外，亦會受另

一方使用者數量影響。市場界定應將平臺上多方使用者的互動關係納入考

量642。 

準此，公平會認定，由於 foodpanda 外送平臺之使用者，係經由平臺直

接進行交易，故 foodpanda 外送平臺為交易型平臺，市場界定應為單一平臺

市場643。 

（2） 產品市場 

公平會認為，本案產品市場既然係外送平臺服務市場，故應將 Uber Eats、

Foodomo、Cutaway、有無外送、蝦皮美食外送等，提供相同外送平臺服務

之競爭者，一同納入產品市場644。 

至於富胖達公司市場界定應為「在家用餐」或「遠端訂購」市場之主

張，公平會認為，倘若考量相關功能，僅有遠端訂購市場之功能與外送服

務最相近，但二者仍不具有合理替代性，故不應納入產品市場之範圍。公

                                                 
641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頁 9。 
642

 同前揭註。 
643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頁 9-10。 
644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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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解釋，遠端訂購市場中，消費者僅能選擇單一餐廳、單種料理，此與

外送平臺提供消費者不同餐廳、多種料理之選擇，有所不同。況且，餐廳

自行提供外送服務，需負擔較高之外送成本；惟外送平臺之外送服務，使

餐廳的外送成本大幅降低。此外，許多自行提供外送服務之餐廳也有加入

外送平臺，益證餐廳與外送平臺提供之外送服務，彼此間並非替代關係645。 

（3） 地理市場 

由於 foodpanda 外送平臺服務範圍包含台灣各縣市，公平會因而認定，

因富胖達公司並未對不同縣市消費者收取不同費用，且富胖達公司之廣告

及促銷活動均以全國消費者為目標，故本案地理市場應界定為全國646。 

2. 市場地位認定 

關於市場地位之認定，首先，富胖達公司自稱全台最大美食外送平臺；

公平會亦有調查其市占率647。其次，因 foodpanda 等外送平臺具有間接網路

效果之特性，亦即消費者不願使用餐廳家數較少之外送平臺，餐廳亦不願

加入消費者人數很少的外送平臺，故顯然有新進競爭者參進市場之障礙。

另一方面，因應疫情，外送平臺提供之外送服務，更成為餐廳最主要之銷

售方式之一。綜觀上開因素，公平會認定富胖達公司應具有相當市場力量

648。 

                                                 
645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頁 10-11。 
646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頁 12-13。 
647

 公平會於處分書中未揭露市場占有率之具體數字。 
648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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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損害理論 

（1） 最惠國待遇／價差條款 

公平會認為，富胖達公司與餐廳簽署之外送合作契約書中，確實有要

求餐廳所刊登之餐點訂價，應與自行販售價格相同，若有違反，富胖達公

司得處以罰款、停權或終止契約。此外，依公平會問卷調查結果，多數餐

廳亦表示富胖達公司有上開行為。由此可見，富胖達公司有限制餐廳於

foodpanda 外送平臺刊登價格需與店內價一致，採用最惠國待遇／價差條款

之行為649。 

公平會認為，此等條款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如下： 

 限制餐廳直接銷售管道與平臺銷售管道競爭，餐廳無法就實體店

面消費者與使用 foodpanda 外送平臺消費者，採行不同價格； 

 未在平臺交易之消費者需一同分擔使用平臺消費者之成本，導致

價格扭曲； 

 富胖達公司較無需擔心，若調整抽成佣金會導致消費者轉向內用

或外帶，因此有較大的誘因及能力調漲抽成佣金，有更強的訂價

能力；及 

 由於店內價往往為餐廳地板價，故其他外送平臺縱使收取之抽成

佣金較 foodpanda 外送平臺低，餐廳亦不會有意願降低該外送平

臺之售價。富胖達公司之此等限制，將間接導致餐廳在其他外送

平臺刊登之價格，不低於 foodpanda 外送平臺刊登之價格，進而

削弱其他外送平臺降低價格之誘因及能力，以與 foodpanda 外送

                                                 
649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頁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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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競爭650。 

因此，公平會認定富胖達公司最惠國待遇／價差條款之限制，屬公平

法第 20 條第 5 款規定之垂直交易限制類型，具有限制競爭之效果，且缺乏

促進競爭之合理事由。 

（2） 餐廳不得拒絕「顧客自取」訂單 

依公平會調查，foodpanda 外送平臺有開啟「顧客自取」之功能，餐廳

無法自行關閉，且餐廳於問卷調查時，均表示富胖達公司有強制開啟該功

能。此等限制亦可見於外送合作契約書中約定，餐廳不得拒絕顧客自取訂

單，故可見該等限制確實存在651。 

公平會認為，該等限制無疑導致餐廳被迫與自己競爭。蓋透過「顧客

自取」訂餐之消費者，多屬餐廳原本的顧客，故該等功能無法為餐廳拓展

新市場或開發新顧客，甚至需額外支付富胖達公司抽成佣金。再者，富胖

達公司將該等佣金，透過折扣（例如「自取 79 折」）用以補貼及鼓勵消費

者使用「顧客自取」，進而促進富胖達公司獲取更多佣金，故具有限制競爭

效果652。 

富胖達公司雖稱，餐廳可將該功能之服務時間調整至深夜或凌晨時段，

以達實質關閉效果云云。惟公平會認為，提供關閉選項應非不能或重大困

難之設定，且此更等同於要求餐廳刊登誤導性資訊。綜上，公平會認定，

富胖達公司限制餐廳不得拒絕「顧客自取」訂單之行為，亦違反公平法第

20 條第 5 款之規定，且缺乏促進競爭之合理事由653。 

                                                 
650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頁 17-18。 
651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頁 20。 
652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頁 20-21。 
653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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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同意見 

針對公平會上開處分，有委員提出不同意見書，意見如下。 

首先，關於富胖達公司之市場力量，不同意見指出，處分書主要以市

占率認定，而未深刻釐清餐廳經營及產業競爭實況。不同意見認為，餐廳

一開始即可選擇不與外送平臺合作，且在市場上尚有 Uber Eats 等其他合作

對象，難謂富胖達公司有相當市場力量654。 

其次，不同意見指出，本案限制餐廳之相關行為，如何影響餐飲外送

平臺市場之競爭，並不明顯，尤其平臺經濟下的新興商業模式，應透過具

體事證，始能認定競爭損害655。其中，處分書進行問卷調查時，僅針對「店

內與外送同價」進行調查，忽略行為、商業模式、消費者端等之效果及影

響，從而相關認定欠缺具體事證656。易言之，雙邊平臺有「不對稱訂價」

之特色，亦即針對雙邊平臺各自分群的消費者，採取不同的訂價策略；對

餐飲外送平臺，其生存也須仰賴大量且穩定的平臺會員顧客。因此，「要求

餐廳於平臺所刊登價格必須與店內價格一致」之最惠國待遇限制，即可能

是藉以補貼來吸引消費者。惟處分書似乎僅考量餐廳與店內消費者，而未

考量平臺消費者，恐非妥適657。 

三、 綜合分析 

Booking.com 備受爭議之價差條款，與我國公平會針對 foodpanda 外送

平臺之店內價限制所做成之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二者在背景事實有

雷同之處，均係針對平臺所建立之雙邊或多邊市場之一邊交易對象，在價

                                                 
654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不同意見書，頁 4-5。 
655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不同意見書，頁 5-6。 
656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不同意見書，頁 8。 
657

 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66 號處分書不同意見書，頁 8-9。 



 

347 

 

格條件施以限制，且係涉及平臺與事業自有經銷管道間之價格限制。但兩

案涉及之行為，仍有部分差異。以下茲先就二者差異進行比較並列於表 4- 2，

再進行相關分析。 

（一） 兩案比較 

foodpanda 外送平臺與 Booking.com 二者均係涉及平臺與事業自有經銷

管道間之價格限制，惟 Booking.com 原先採行之廣義價差條款，係要求飯

店在其平臺刊載之價格，不得劣於其他線上、線下、直接或間接等經銷管

道；而嗣後所採行之狹義價差條款，則僅係要求飯店自有網站不得提供相

較 Booking.com 平臺更佳的方案，不過可以在其他線上旅遊網站或線下管

道為之。至若 foodpanda 外送平臺之價差條款，則係要求 foodpanda 外送平

臺刊載之價格必須與餐廳線下之店內價一致，而非針對餐廳線上自有網站

之價格限制658。 

                                                 
658

 學說上針對「狹義價差條款」之定義有不同看法。較寬鬆之見解認為，相較於廣義價

差條款係針對所有經銷管道之價格限制，狹義價差條款僅限制部分特定經銷管道之價格。

See Bundeskartellamt, “The effects of narrow price parity clauses on online sales – Investigation 

results from the Bundeskartellamt’s Booking proceeding,” Series of Bundeskartellamt papers o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1 (2020) (“In their most 

comprehensive form such clauses stipulate that suppliers using a platform may not offer their 

products or services at lower prices or more favourable conditions anywhere else (so- called 

‘wide price parity clauses’). Other forms of price parity clauses exclusively refer to certain sales 

channels (so-called ‘narrow price parity clauses’).”)惟亦有較為嚴格之見解認為，所謂狹義價

差條款係在限制事業自有網站之價格。See Baker & Morton, supra note 624, at 2178. 

(“Platform MFNs are labeled ‘wide’ if they constrain the price on all other platforms, including 

the provider’s own website (if any). In contrast, platform MFNs are considered ‘narrow’ if they 

prevent the provider from setting a lower price on its own website, while leaving prices on other 

platforms unrestricted.)。公平會於 foodpanda 外送平臺案中，認定店內價限制為狹義價差條

款，應較偏向前述前者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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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Booking.com 平臺係連結飯店及終端消費者等雙方進行交易，而

foodpanda 外送平臺係連結餐廳、外送員、終端消費者等多方進行交易。商

業模式上，Booking.com 所收取之佣金，係由飯店支付，且因 Booking.com

平臺與飯店自有網站之價格一致，故終端消費者不易察覺有該等佣金之支

付；惟 foodpanda 外送平臺在餐廳上架時即先向餐廳收取上架費659，且其所

                                                 
659

 「 雲 端 廚 房 ， 餐 飲 轉 型 ， 菜 鳥 決 勝 點 ！ 」 ，

https://www.kitchenstarter.com.tw/info/restaurant-foodpanda（最後瀏覽日：2022 年 9 月 26

日）。 

https://www.kitchenstarter.com.tw/info/restaurant-foodp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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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之佣金，同時有終端消費者及餐廳支付，而富胖達公司需另行支付報

酬予外送員。 

（二） 分析角度：垂直結構觀點 vs.多邊平臺觀點 

如同第二章的討論，目前的產業經濟學文獻對於最惠國待遇之研究，

仍較著重「垂直市場結構」的觀點，亦即最惠國待遇可能限制各經銷管道

表 4- 2  Booking.com 與 foodpanda 之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Booking.com foodpanda 

交易對象 雙邊平臺：飯店、終端消費者 多邊平臺：餐廳、外送員、終

端消費者 

價差條款 原採用跨平臺價格均應相同

之廣義價差條款，嗣後改採僅

限制飯店自有網站之狹義價

差條款 

採用限制餐廳在平臺上刊載

價格應與線下店內價一致之

狹義價差條款 

商業模式  免費提供消費者查詢、比

價服務； 

 消費者訂房時，飯店與

Booking.com 按一定比

例拆分房價 

 向餐廳收取上架費； 

 免費提供消費者查詢服

務； 

 消費者訂餐時，消費者支

付外送服務費予

foodpanda、餐廳與

foodpanda 按一定比例拆

分餐費、foodpanda 支付

給外送員一定報酬 

 



 

350 

 

的價格決定自由，打消事業在降低部分銷售管道價格的誘因660。故不乏學

者認為，此等條款可能降低市場上價格競爭，進而造成價格上漲等限制競

爭效果，有損競爭秩序661。前述德國聯邦卡特爾署與聯邦最高法院的分析

角度，似亦較著重於飯店與線上旅遊平臺間之關係。相較之下，對於平臺

與另一端的互動模式，尤其平臺對終端消費者所提供之無償查詢、比價等

服務，似較未賦與等同重要性，或許因此而較易凸顯價差條款的限制競爭

效果662。 

具體來說，根據第二章的討論，在產業經濟學文獻，有相當學者凸顯

平臺的「通路」功能，將之視為上、下游垂直結構之一環663，進而將最惠

國待遇條款、甚至反引導條款視為上、下游廠商之間的垂直限制。如同前

述，此一「垂直結構」似亦為德國聯邦卡特爾署與聯邦最高法院所採用的

切入點。反之，若欲採行「多邊平臺」分析角度，強調平臺提供不同群體

使用者互動的「媒合」功能，則似應帶入平臺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連結。 

如何適切地將多邊平臺的經濟特性納入最惠國待遇的競爭分析（例如，

若無法以最惠國待遇維持平臺對消費者的吸引力，導致消費者離開與商家

移轉的連鎖反應，可能危及平臺模式的生存，平臺廠商亦可能採取其他因

應策略），以及納入後是否會扭轉最惠國待遇的競爭效果，相關的產業經濟

學文獻仍然在發展當中664，未來研究或許可以提供更成熟、更深入、更貼

近產業與政策實務的成果。 

                                                 
660

 前揭頁 85。 
661

 Baker & Morton, supra note 624, at 2179-80. 
662

 Caccinelli & Toledano, supra note 586, at 224-25. 
663

 前揭頁 87。但如同第二章的討論，文獻中的切入觀點未必將平臺視為下游通路。基於

分析手法以及解釋上的便利，部分研究將平臺視為上游廠商。參見圖 2- 18 與相關說明，

以及前揭註 157。 
664

 前揭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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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濟或量化分析，以及「搭便車」之評估 

Booking.com 案中，多數歐洲國家及日本透過 Booking.com 之承諾，終

止對於 Booking.com 之調查，轉而同意以狹義價差條款釐清相關疑義。而

德國主管機關則針對 Booking.com 之行為蒐集飯店業者及消費者之意見，

並就價格、營業額、市占率、訂房數、合作飯店數、或飯店地點等實際市

場情形進行詳細調查，再加以判斷行為之違法性。由此等發展脈絡，可見

多邊平臺涉及不同立場之事業及消費者互動關係，行政調查勢必更具挑戰，

倘若不具相當證據支持，亦無其他立法直接明文禁止時，以競爭法為基礎

之執法將有一定的困難度。 

此外，無論採取何種觀點，平臺對於最惠國待遇的答辯之一，通常為

藉以解決「搭便車」或「展示廳」問題。即便在個案中，競爭法主管機關

無須親自蒐集展示廳效應程度的資訊665，或許仍需要發展系統性的方法，

來驗證受調查事業所提供的證據，甚至就此提供平臺事業相關指引，以降

低執法的不確定性。例如，有學者說明，對於平臺方，或可說明倘若欠缺

價差條款之限制，其將會以較少的資源投入平臺開發；而競爭法主管機關

則可嘗試辨析，價差條款是否確實無助於確保開發資源的投入、價差條款

下搭便車效應是否仍然存在、平臺收取之費用（如上架費）或狹義價差條

款是否已足以彌補搭便車效應，或者有其他限制較少之方式等等666。 

（四） 競爭影響評估 

針對最惠國待遇條款之競爭影響評估，以下從不同面向分析之。 

                                                 
665

 但若競爭法主管機關欲就特定平臺相關產業進行市場調查，或許有必要蒐集屬質或屬

量資訊，以評估「展示廳」問題在該產業的重要性。 
666

 Baker & Morton, supra note 624, at 2199-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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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場界定與損害理論 

在 Booking.com 之案例中，義大利主管機關面對廣義價差條款時，將

Booking.com所處市場界定為「有別於傳統線下訂房之線上訂房服務市場」，

而此市場包含飯店自有網站之服務。相較法國及瑞典等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之認定，此一市場界定範圍較廣（參見表 4- 1 之比較），但最終義大利主管

機關仍與法國與瑞典等國主管機關採相同立場，接受 Booking.com 以狹義

價差條款取代廣義價差條款的承諾。 

在法國與瑞典主管機關的市場界定中，似乎認為 Booking.com 的主要

競爭者為其他線上訂房網站平臺，並未包括飯店自有網站。由於狹義價差

條款只限制飯店自有網站的訂價空間，因此，Booking.com 承諾以狹義價差

條款取代廣義條款，當能消除、釐清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所界定市場中的

競爭疑慮。 

但就義大利主管機關所認定的市場（有別於傳統線下訂房之線上訂房

服務市場），包括飯店自有網站的服務，於此市場界定下，狹義最惠國待遇

條款仍會對部分市場內之供給者（飯店自有網站）構成限制。於此情況，

義大利政府最後卻接受狹義最惠國待遇條款之承諾，難以說明如何釐清競

爭疑慮，相較之下，德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廣義及狹義價差條款一概禁

止之作法，此等作法似乎與義大利主管機關所界定之市場，邏輯上較為一

致667。 

市場界定誠然僅為競爭分析的步驟之一，不應嚴格或完全侷限後續的

競爭效果評估668。在本文後續所探討的結合案中，亦曾出現他國競爭法主

管機關僅將某一供應管道納入競爭影響評估、而未劃入相關市場的狀況669。

                                                 
667

 Caccinelli & Toledano, supra note 586, at 218, 226. 
668

 參見第三章關於市場界定的討論；前揭頁 122。 
669

 後揭頁 320。另參見後揭頁 334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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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常態性、甚至隨興地應用此種不一致作法，可能削弱「市場界定」作

為提供嚴謹、有系統的分析架構功能，也可能增加執法的不確定性。 

2. 潛在競爭者 

在快速變化的市場，倘若能夠及時因應市場狀況進行調整，且沈沒成

本較為有限，事業通常可以快速有效調整供應策略，進入其他市場。雙邊

平臺通常已投入一定必要資產，且因間接網路效果而有一定消費者基礎，

故提供其他服務的參進障礙可能較低，或許能快速有效改變消費者的替代

選擇。據此，目前 Google、Trivago 等搜尋引擎均有提供飯店查詢及比價服

務，其與 Booking.com 之差異僅在於尚無提供直接訂房服務。於此狀況下，

平臺對於飯店之限制若從廣義價差條款調整至狹義價差條款，是否會改變

Google、Trivago 等事業在訂房市場上的進入、乃至競爭誘因，或許也值得

考量670。 

3. 法規適用 

在我國 foodpanda 外送平臺案，公平會以公平法第 20 條第 5 款之規定

進行處分。我國多數見解向來認為，公平法第 20 條第 5 款係屬垂直交易行

為之規範671，產業經濟學文獻通常亦將此契約關係理解為垂直限制672。但

此等條款可能產生的限制競爭效果，抑或是從損害理論觀察，價差條款之

違法性在於：其可能使不同經銷管道價格趨向一致，產生類似聯合行為、

                                                 
670

 Caccinelli & Toledano, supra note 586, at 226-27. 即便就目前目前尚未提供訂房服務，

Google 與 Trivago 所提供的搜尋、比價服務，仍對消費者有相當價值，可能對 Booking.com

構成競爭壓力。按照第三章的討論，若採用多市場架構，有可能將之納入消費者端的市場，

與 Booking.com 競爭；參見前揭頁 127。 
671

 公平會，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十九版，自版，頁 186（2021 年）。 
672

 前揭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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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水平關係之外送平臺間的競爭效果。個案上亦可能佐以其他規範（如

公平法第 25 條之補遺條款）進行涵攝，以反映該條款對於競爭之傷害。 

（五） 平臺替代策略 

應注意者為，即便競爭法主管機關禁止（廣義或狹義）最惠國待遇，

平臺或許仍有其他替代策略，或者以調整商業模式的方法，作為因應。 

1. 最低價格保證 

文獻中曾討論，當無法施行廣義最惠國待遇條款，平臺可以對供應商

採行狹義最惠國待遇要求（諸多歐洲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接受），再結合平

臺自身對消費者的「最低價格保證」（best price guarantee）或者「買貴退差

價」（price match）保證，據此來「複製」廣義最惠國待遇的價格均衡結果673。 

在傳統的（單邊事業）分析中，零售商對消費者做出最低價格保證，

提高價格的競爭效果已是產業經濟文獻所孰知的性質之一674。此等作法的

有效程度，取決於消費者要求「退差價」時，有多麻煩的「麻煩成本」（hassle 

costs）而定675。若無任何麻煩成本，則所有零售商施行最低價格保證，甚

至可以讓零售價格維持在獨占水準。 

同樣地，若某平臺，例如平臺 A 提出最低價格保證，則形同對其他平

臺或銷售管道的「削價回擊」威脅：若供應商降低在其他平臺、或直接銷

售管道的價格，則藉由消費者要求退差價的行為，平臺 A 可以實質達到以

                                                 
673

 Francisca Wals & Maarten Pieter Schinkel, Platform Monopolization by Narrow-PPC-BPG 

Combination: Booking et al., 6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572-589 

(2018).  
674

 Terrence Belton, A model of duopoly and meeting or beating competition, 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399-417 (1987); Kenneth Corts, On the robustness of the 

argument that price-matching is anti-competitive, 47 Economics Letters, 417-421 (1995). 
675

 Morton Hviid & Greg Shaffer, Hassle Costs: The Achilles' Heel of Price-Matching 

Guarantees, 8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489-521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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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價競爭作為回應的效果。面對平臺 A 的價格戰反擊，供應商降低其他銷

售管道價格的誘因因此減弱。研究指出，若消費者無任何麻煩成本，則最

低價格保證本身即可能讓市場的零售價維持在獨占價格水準。若有相當的

麻煩成本，由於供應商通常沒有動機將直接銷售管道的價格訂得比平臺價

格為高，麻煩成本只會發生在消費者向平臺要求退費，因此平臺 A 需要狹

義最惠國待遇來消除與直接銷售管道的競爭；此時最低價格保證則作為對

其他平臺的「價格戰」保證676。 

2. 商業模式的調整 

除了最惠國待遇或最低價格保證等契約工具外，平臺仍掌握不少策略

選項，可做為無法使用最惠國待遇的因應或調整。例如：在前述 Booking.com

對日本公平會的承諾中，除了不再使用廣義最惠國待遇，也承諾不會因此

而調整飯店的網站排名；Booking.com 也曾對法國、義大利、與瑞典競爭法

主管機關類似承諾，提出不會以調整排名的方式達到廣義價差條款的效果

677。這些承諾也反映了「網站排名」可能為平臺的替代策略之一。確實有

實證研究顯示，在無法使用最惠國待遇後，飯店若在其他銷售管道的房價

越高，則在 Booking.com 與 Expedia 等旅遊網站的排名也越前面678。 

此外，在無法採行最惠國待遇後，若沒有其他有效手段留住交易量，

平臺或許也可能改變收費方式，降低對交易抽成的依賴，而加重上架費、

                                                 
676

 Wals and Schinkel, supra note 673. 
677

 參見歐洲各國與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對線上訂房網站的監視報告，Report on the 

Monitoring Exercise Carried out in the Online Hotel Booking Sector by EU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in 2016, fn. 54, at 23 （ 報 告 網 址 ：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ecn/hotel_monitoring_report_en.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24 日。）此份報告一共有比利時、捷克、法國、德國、匈牙利、愛爾蘭、義大利、

荷蘭、瑞典、英國等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以及歐盟競爭總署參與。 
678

 Matthias Hunold, Reinhold Kesler, & Ulrich Laitenberger, Rankings of Online Travel Agents, 

Channel Pricing,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39 Marketing Science, 92-116 (2020).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ecn/hotel_monitoring_report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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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廣告收入的比重。近年來，Uber Eats 與 foodpanda 等訂餐平臺都提供

餐廳的廣告投放，無論是否與最惠國待遇的適法性有直接關連，廣告投放

對平臺商業模式的影響都值得關注，而其競爭效果也可能與廣告收費方式

有關。例如：等到消費者點擊餐廳廣告才收費的方式679，或許較能減緩「搭

便車」或「展示廳」問題，並確保平臺的「配對」誘因，讓平臺有動機將

較適合的餐廳顯示給消費者。 

在個案中，要求競爭法主管機關能事先防堵平臺所有可能採取的替代

方案，只是徒增執法困難，平臺的策略調整也未必都是為了達到限制競爭

目的替代選項。但有時競爭法主管機關或許仍可藉由過去的執法經驗、利

害關係人所提供的資訊、或者借鑒其他競爭法主管機關的經驗，預先評估

平臺的可能反應，與其競爭效果680。 

第三節   結合 

除了獨占地位、垂直限制等限制競爭案件，事業間之結合亦可能需考

慮雙邊或多邊平臺特性，以下分別討論近年來國際間重要的結合案件，包

括 英 國 Just Eat/Hungryhouse 、 歐 盟 之 Microsoft/LinkedIn 與

Facebook/WhatsApp案。另外，由於不同結合案之案由事實與狀況均有差異，

值得觀察之點亦有不同，因而本節於個別案件討論完，先行進行該案件之

                                                 
679

 此為 Uber Eats 的贊助廣告收費方式；參見「Uber Eats 贊助廣告商指南」（網址：

https://www.uber.com/zh-TW/blog/restaurant-partner-ads/，最後瀏覽日期 2022 年 10 月 24

日）。 
680

 例如 Booking.com 對日本的承諾直接納入排名的要求。歐盟各國似乎則是在之後的調

查，由利害關係人提出相關考量；前揭註 677，頁 23 (“Many hotels mentioned measures taken 

by OTAs to “penalize” unwanted behaviour by hotels - such as price and/or availability 

differentiation - without relying on parity clauses. The measures included “dimming” (removing 

pictures and other details of the hotel) or “downgrading” the hotel (lowering its ranking) in the 

OTA's search results.”) (citation omitted). 

https://www.uber.com/zh-TW/blog/restaurant-partner-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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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一、 交易平臺：Just Eat/Hungryhouse（英國）681
 

（一） 案由事實 

本案為 Just Eat 與 Hungryhouse Holdings Limited（下稱 Hungryhouse）

之結合案（Hungryhouse 與 Just Eat 以下合稱申報人）。在英國，結合案由

CMA 負責審查682；CMA 會在收到結合事業的正式通知、或者由其自己發

現之情況下，開啟兩階段的結合審查683。在第一階段，CMA 會決定該事業

的結合是否有實際可能造成競爭的大幅減低。如是，則 CMA 就有義務發動

更嚴謹的第二階段審查；於此情況，申報人也可以在 CMA 的指示下提交替

代方案。如替代方案通過審查則不必進行第二階段的審查684。本案根據

CMA 第一階段685與第二階段686的報告進行討論。 

總部位於英國的 Just Eat，自 2014 年起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主要

經營餐廳外帶市場，以平臺模式聯繫終端消費者與願意提供運送服務的餐

廳。Hungryhouse 係由 Delivery Hero AG 百分之百持股的子公司，其經營型

態與 Just Eat 雷同，亦為服務消費者與餐廳的平臺687。經過數月談判，雙方

於 2016 年 12 月 15 日簽訂股份收購協議，由 Just Eat 以 2 億英鎊向 Delivery 

                                                 
681

 本案事實由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黃瑋婷整理。 
682

CMA, A Quick Guide to UK Merger Assessment ¶ 2.2,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

e/970333/CMA18_2021version-.pdf (last visited July 9, 2022). 
683

 Id. ¶ 2.5. 
684

 Id. ¶ 2.7-.8. 
685

 CMA, Anticipated Acquisition by Just Eat.co.uk Limited of Hungryhouse Holdings Limited 

- Decision on relevant merger situation and 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 (2017).  
686

 CMA, Just Eat and Hungryhouse - A report on the anticipated acquisition by JUST EAT plc 

of Hungryhouse Holdings Limited (2017).  
687

 Id. ¶ 2.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70333/CMA18_2021version-.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70333/CMA18_2021ver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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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 收購其所持有之所有 Hungryhouse 股份688。 

2017 年 5 月 19 日，CMA 依據 2002 年事業法（Enterprise Act 2002）第

33條第 1項之規定689，將提交給CMA的 Just Eat對Hungryhouse收購計畫，

由調查小組成員進一步調查並作成報告690。CMA 需要確認，若有依事業法

第23條所規定之結合法定情況691，將依照同法第36條之規定692審查 Just Eat

與 Hungryhouse 的結合案是否會對英國的產品及服務市場造成競爭實質減

損少（Substantial Lessening in Competition，下稱 SLC）693。 

（二） 產業背景 

本案區分三種線上外帶點餐服務（Online Takeaway Ordering，下稱

OTO）：不提供外送服務的OTO媒合平臺、附帶外送服務的OTO媒合平臺、

以及 OTO 餐廳。本案申報人屬於「不提供外送服務的 OTO 媒合平臺」，消

費者可以依所在地點瀏覽餐廳選項，並在平臺下單訂購餐點，由餐廳外送

到府694。「附帶外送服務的 OTO 媒合平臺」如 Deliveroo、UberEATS、與

Amazon Restaurants 則可讓自身無外送服務的餐廳加入695。而「OTO 餐廳」

                                                 
688

 Id. ¶ 4. 
689

 Enterprise Act 2002 § 33(1). 
690

 CMA, supra note 686, ¶ 1. 
691

 Enterprise Act 2002 § 23(1): “(1)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rt, a relevant merger situation 

has been created if— 

(a) two or more enterprises have ceased to be distinct enterprises at a time or in circumstances 

falling within section 24; and 

(b) the value of the turnover in the United Kingdom of the enterprise being taken over exceeds 

£70 million. 

(2)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rt, a relevant merger situation has also been created if— 

(a) two or more enterprises have ceased to be distinct enterprises at a time or in circumstances 

falling within section 24; and 

(b) as a result, one or both of the conditions mentioned in subsections (3) and (4) below prevails 

or prevails to a greater extent.” 
692

 Enterprise Act 2002 § 36. 
693

 CMA, supra note 686, ¶ 3.10-3.11. 
694

 CMA, supra note 685, ¶¶ 48-50. 
695

 Id. ¶¶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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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身具有外送的能力，同時提供消費者網路或手機線上訂購管道的餐廳

696。 

（三） 申報事業主張 

1. 相關市場界定 

關於產品市場之界定，本案申報人認為，由於 Just Eat 面臨來自

Deliveroo、UberEATS、Amazon Restaurant 等平臺的競爭牽制，合理的產品

市場界定範圍應該至少包含附帶提供外送服務的 OTO 媒介平臺697。此外，

有些消費者也會將餐廳本身的網站、app 作為 OTO 媒合平臺的替代品698，

申報人亦認為合理的界定範圍同樣要包含 OTO 餐廳699。 

地理市場界定的部分，申報人認為合理的地理市場界定應包含整個英

國。申報人提出，雖然消費者在不同區域有不同的選擇，但這應該是在分

析競爭效果時所要考慮的因素，而不是在市場定義的背景下討論700。 

2. 限制競爭效果之說明 

Just Eat 主張，藉由結合方能提升將來面對其他競爭對象的競爭力，並

試圖表達不會因為結合而造成市場競爭的大幅減少。Just Eat 也主張，Just 

Eat 與 Hungryhouse 之間的競爭有限，且市場上還存在一定的競爭牽制。 

詳言之，申報人雙方提交了一份計量分析，包括根據 2016 年 9 月訂單

資料的橫斷面分析（cross-section analysis）、以及涵蓋 2016 年 9 月前 10 個

月訂單與餐廳數量演變的追蹤資料分析（panel data analysis），並在後者採

                                                 
696

 Id. ¶ 61. 
697

 Id. ¶ 67. 
698

 Id. ¶ 72. 
699

 Id. ¶ 71. 
700

 Id. ¶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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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固定效果（fixed effects）來控制地區特徵701。分析指出 Deliveroo、

UberEATS、以及 Domino’s 等的確與 Just Eat 產生競爭702。申報人也試圖藉

由地理位置的分佈，得出申報雙方平臺其實由不同族群顧客使用的結論703。

申報人並提出數據說明，仍有一定比例的顧客會直接由OTO餐廳下單點餐，

因而認為 OTO 餐廳也對申報人產生競爭牽制704。 

（四） 競爭法主管機關認定 

1. 相關市場界定 

關於產品市場之界定，CMA 在兩個階段的分析有相當的差異705。在第

一階段審查時，CMA 認為結合比較容易在餐廳端、而非顧客端產生競爭影

響706，因此主要集中分析餐廳側的 OTO 媒合平臺之供應707。 

根據對餐廳之調查結果，CMA 認為許多餐廳將所有 OTO 媒合平臺，

無論是否附帶外送，視為可以增加顧客的途徑，這也許反映消費者將此二

類平臺視為可相互替代的服務；亦即，對消費者而言，平臺本身有無提供

外送服務並無區別708。因此，CMA將所有的OTO媒合平臺納入產品市場709。

至於 OTO 餐廳，CMA 認為雖然有些消費者會將餐廳本身之網站與 app 作

為可以代替申報人平臺的替代品，但 OTO 媒介平臺提供了餐廳與消費者更

多的接觸機會，對吸收新客戶而言相當重要。換言之，CMA 認為儘管餐廳

本身的網站對於某些消費者可能是替代選擇，但證據顯示，餐廳的網站在

                                                 
701

 Id. ¶ 100. 
702

 Id. ¶ 100. 
703

 Id. ¶ 116. 
704

 Id. ¶ 158.  
705

 兩階段的審查成員構成並不相同，調查時長與標準也不同，因此可能產生不同結論。 
706

 CMA, supra note 685, ¶ 6. 
707

 Id. ¶ 65. 
708

 Id. ¶ 69. 
709

 Id.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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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新客上較無效率。因此，並無充分證據支持將市場界定納入餐廳本身

的網站與 app（亦即 OTO 餐廳），僅將其納入之後的競爭效果評估710。 

但是在第二階段審查，CMA 則認為，雖然有些情況下雙邊市場的兩邊

市場需要分別定義711，但在本案這種雙邊平臺，平臺的功能是促進兩邊的

交易進行，只需要定義一個市場712。最終，第二階段審查將市場定義為「英

國境內線上點餐平臺的供應713」。 

至於地理市場的界定，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意見相同。CMA 認為

OTO 媒介平臺本身具有容易擴展的特性，尤其是不需要提供運送服務的平

臺，可以在任何地區展開服務，因此該結合對英國具有整體性的影響714
 

715。 

2. 限制競爭效果 

（1） 第一階段審查 

在第一階段審查，CMA 以水平單方效果（Horizontal Unilateral Effects）

為主要損害理論，審查本件結合是否有競爭大幅減少的可能。OTO 媒合平

臺需要吸引顧客與餐廳加入，具有多邊平臺特性。CMA 在第一階段認為餐

廳側比較容易產生疑慮，較著重餐廳側的審查，但亦有顧及消費者側的競

爭效應716。 

                                                 
710

 Id. ¶ 74. 
711

 依據之前的討論， CMA 在第一階段採用「多市場架構」；但是到了第二階段，則將

OTO 歸類於交易平臺，採用「單一市場架構」。參見第三章第一節的分析，前揭頁 127。 
712

 CMA, supra note 686, ¶ 4.11. 
713

 第二階段所指之「線上訂餐平臺（online food platform）」等同於第一階段 OTO 媒合平

臺的範圍，包含提供運送服務與不提供運送服務的 OTO 媒合平臺。 
714

 CMA, supra note 685, ¶ 78 
715

 CMA, supra note 686, ¶ 4.36. 
716

 CMA, supra note 685,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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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消費者端的競爭效益審查 

CMA 首先考量顧客（消費者）端的競爭效果，參酌事實包括：申報人

雙方的市場供應占比（share of supply）、申報人雙方的緊密競爭程度

（closeness of competition）、附帶外送服務的 OTO 媒合平臺所生的競爭牽

制、直接向餐廳訂餐對申報人之競爭牽制、顧客端競爭對餐廳端競爭所生

的影響等等717。 

關於市場供應占比，CMA 預估 Just Eat 的供應占比約為 70%-80%，

Hungryhouse 則為 0%-10%
718。因此，CMA 認為申報人間的市場供應占比，

已經高到足以產生初步的競爭疑慮（prima facie competition concerns）719。 

在申報人雙方緊密競爭的認定上，CMA 依據內部文件、第三方意見、

競爭平臺上餐廳數量的影響與消費者調查進行如下分析。. 

根據 Just Eat 的內部文件，消費者調查發現使用 Hungyhouse 平臺與 Just 

Eat 平臺之消費者有大量的重疊，且申報人雙方的餐廳也有很大的重疊，約

有 80-90%在 Hungryhouse 上的餐廳同時在 Just Eat 平臺上線，而有 30-40%

在 Just Eat 上的餐廳也可以在 Hungryhouse 找到720。  

而在 CMA 對第三方意見的調查，各 OTO 餐廳對申報人的經營模式與

其自身的競爭關係，意見不一。有些餐廳指出，申報人的平臺可以協助接

觸到更多的消費者，因為有些消費者係瀏覽申報人平臺後才選購餐點。但

亦有 OTO 餐廳指出，他們從申報人平臺上所獲取的訂單，事實上根本不需

透過申報人之平臺，也能夠從其他地方取得721。 

此外，根據前述申報人所提交的計量分析722，CMA 相信該證據得以證

                                                 
717

 Id. ¶ 86. 
718

 Id. at 15, tbl.1. 
719

 Id. ¶ 90. 
720

 Id. ¶ 106 
721

 Id. ¶ 99. 
722

 Id.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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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Deliveroo、UberEATS 和 Domino’s 對 Just Eat 存在競爭，但不足以證明

Just Eat 與 Hungryhouse 之間不存在競爭關係723。 

綜上考量，CMA 認為對於顧客而言，申報人雙方互為競爭者，且亦與

其他的競爭者相互競爭724。 

B. 餐廳端的競爭效益審查 

在餐廳側，CMA 分別評估申報人之間、以及其他 OTO 事業與申報人

的競爭關係。 

在申報人雙方的競爭緊密度方面，CMA 考量了申報人所提供服務特徵、

申報人間餐廳的重疊性、雙方互相監控（monitor）對方並採取反應行動

（reaction）之證據725。 

 在服務特徵上，CMA 認為申報人雙方的服務特性相似，均使用抽

成的經營模式726。CMA 的調查顯示，大部分的餐廳都表示 Just Eat

與 Hungryhouse 所提供的服務具有相似性727。約有一半的餐廳認

為申報人雙方的平臺可相互替代；也有不少的餐廳表示，本案結

合後會有選擇減少的擔憂，CMA 認為這進一步代表了申報人雙方

的緊密競爭性728。另外，申報人雙方本來都不提供外送服務，卻

相繼在最近與第三方快遞簽約發展外送的服務，由此可看見兩者

經營策略發展的近似程度729。  

 在地理分布上，CMA 調查了申報人雙方、以及其他競爭服務

                                                 
723

 Id. ¶ 103. CMA 亦認為該研究的橫斷面分析結果相當程度取決於模型的特定設定。 
724

 Id. ¶ 108. 
725

 Id. ¶ 109. 
726

 Id. ¶ 110. 
727

 Id. ¶ 111. 
728

 Id.  
729

 Id. ¶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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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veroo、UberEATS、與 Amazon Restaurants）占整個地理市

場的比例730。資料顯示，申報人雙方在 70-80%的地區同時存在，

但與其他的競爭者同在相同地區的比例則低於 20-30%
731，凸顯出

申報人雙方在地理區域上的高度重疊及競爭的緊密性。 

 關於申報人雙方互相監控並採取行動之證據，Just Eat 提交了 13

份競爭分析檔案，在其同時監控的眾多競爭者之間，Hungryhouse

最常名列其上，Just Eat 並深入分析 Hungryhouse 的廣告策略，表

示 Just Eat 將 Hungryhouse 作為緊密的競爭者732。綜上考量，CMA

認為，Hungryhouse 與 Just Eat 彼此間在餐廳的選擇與提供服務的

地理位置重疊上是最緊密的競爭者733。 

而在申報人與附帶外送服務的 OTO 媒合平臺的競爭關係，CMA 考量

服務性質、目標餐廳、地理重疊等面向，分述如下。 

 附帶外送服務的 OTO 平臺與申報人提供的服務並不同：根據

CMA 調查的證據顯示，具有外送能力的餐廳，基於提高消費者滿

意度以及提供直接面向消費者的營銷管道734等因素，希望自行外

送而不假手他人。雖然申報人有試圖與快遞合作發展外送服務，

但申報人對其核心顧客仍然是提供純粹的 OTO 媒合平臺服務

735。 

 有附帶外送服務的OTO平臺與申報人平臺的目標餐廳不同：CMA

獲得的證據顯示，Deliveroo、UberEATS、與 Amazon Restau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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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20, tbl.2. 
731

 Id. ¶ 114.  
732

 Id. ¶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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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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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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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定較高級、且本身不具備外送能力或更傾向內用之餐廳；反之，

申報人平臺則是針對本身具有外送能力的獨立餐廳 736 。

Hungryhouse 的 CEO 亦曾經公開表示 Deliveroo 針對比較高級、

甚至米其林的星級餐廳，因此屬於不同市場，不會與申報人競爭

相同的餐廳市場737。 

 在地理區位上，Deliveroo、UberEATS、與 Amazon Restaurants 等

三家主要競爭者中，Deliveroo 擁有最大的地理涵蓋範圍。Just Eat

的內部文件顯示，Deliveroo 提供服務的地理範圍與 JustEat 不同738。

此外，根據前段提及之地理市場的比例數據739，UberEATS 與

Amazon Restaurants 之地理市場占比分別為 5-10%與 0-5%
740；甚

者，有高達 70-80%的地理市場中只有申報人雙方之平臺存在，而

無 Deliveroo
741。 

CMA 計算了申報人與其他競爭者在相應地理區域的訂單價值，發

現 Deliveroo 與 Just Eat 重疊之地理區域中，Just Eat 之訂單價值僅

占其訂單總額的 30-40%
742；UberEATS 與 Just Eat 重疊之地理區域

中，Just Eat 之訂單價值僅占其訂單總額的 5-10%。相比之下，

Hungryhouse 與 Just Eat 重疊之地理區域中，Just Eat 之訂單價值則

占其訂單總額的 90-100%
743。針對 Hungryhouse 的訂單價值比較，

CMA 發現 Hungryhouse 與 Deliveroo、UberEAT 重疊之地理區域，

                                                 
736

 Id. ¶ 139.  
737

 Id.  
738

 Id. ¶ 145.  
739

 Id. at 20, tbl.2. 
740

 Id. ¶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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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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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29, tb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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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價值占 Hungryhouse 訂單總額的比例較高，亦即高於上開

Deliveroo與UberEAT和 Just Eat重疊地理區域 Just Eat之訂單價值

占 Just Eat 訂單總額的比例來得高744。綜上考量，CMA 指出，即

便是附帶外送服務的 OTO 媒合平臺中最大的 Deliveroo，在地理區

域上仍然與申報人之間存有很大的區別745。 

另有證據顯示，申報人雙方皆開始拓展與快遞合作之外送服務，且 Just 

Eat 的內部文件亦揭露對 Deliveroo 開始密切注意，認為 Deliveroo 將對其造

成競爭限制746。然而 CMA 認為，同樣有證據指出，Deliveroo 無法在本身

具備外送能力的餐廳市場中與 Just Eat競爭，因為 Just Eat的內部文件顯示，

其雖然有發展新的外送業務，但仍保有核心的不附帶外送服務的 OTO 媒合

平臺服務，抽成也不受新的外送業務之影響747。Just Eat 的另一份內部文件

則顯示，相較於申報人雙方間，Deliveroo 與 UberEATS 才是更直接的競爭

者748。最終，CMA 認為，儘管 Deliveroo、UberEATS、Amazon Restaurants

等平臺對申報人或許會造成一定程度的競爭限制，但最緊密的競爭者仍是

申報人彼此749。 

至於 OTO 餐廳與申報人的競爭關係，由 Hungryhouse 進行的消費者調

查顯示，有 50%的消費者是在進入其平臺之後才決定要選擇的餐廳750，可

據此認為 OTO 媒合平臺對獨立餐廳的重要性日漸重大751；亦有餐廳指出，

對小餐廳而言在 OTO 平臺上架非常重要752。總結來說，CMA 認為，儘管

                                                 
744

 Id. ¶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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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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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O 餐廳的確可能對申報人之平臺造成一定的限制，但並未有足夠的證據

顯示，OTO 餐廳的競爭牽制足以預防結合後可能大幅減少競爭之結果。 

於第一階段審查，CMA 最終認定申報人間的結合行為會產生水平單方

效果，對「OTO 媒合平臺對餐廳的供應」的市場造成競爭的大幅減少。 

（2） 第二階段審查 

於第二階段審查時，CMA 指出 OTO 媒合平臺為雙邊市場，在分析兩

個以上的平臺是可共存於英國、以及多邊市場的競爭效果評估時，間接網

路效果為該市場之重要特徵753。 

每個市場中的間接網路效果與參與者之多棲或單棲，都會影響該平臺

是否為一個「贏者全拿」的市場（winner-takes-all）754。如果一側是單棲，

且有強大的間接網路效果，可能導致較無吸引力之平臺大量的客戶流失。

如果一側消費者為多棲市場，則就算有間接網路效果，較無吸引力的平臺

也未必會失去所有客戶755。若雙向的間接網路效果都足夠強大，則會產生

回饋循環（feedback loop）756。例如：當提高一側的產品價格時，就有可能

產生兩側客戶都流失的情形，因為只要一側的客戶流失，就會導致該平臺

對另一側的客戶而言價值降低757。CMA 亦指出，間接網路效果不會永遠保

持不變，隨著行業的成熟，有可能會邊際減少（decrease at the margin）758。 

申報人認為，基於間接網路效果，其所在市場為贏者全拿的市場759。 

不過 CMA 指出，相較於 Just Eat，Hungryhouse 訂單占比在過去三年還

                                                 
753

 CMA, supra note 686, ¶ 6.80. 
754

 Id. ¶ 6.81. 亦即平臺競爭是否可能導致傾覆於單一平臺的獨占結果；參見第二章第二節

的討論，前揭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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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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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 6.82.  
757

 Id. 參見第二章第二節對於價格結構的討論，前揭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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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759

 Id. ¶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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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穩定，且申報人的預測是直到 2017 年才會有些許的下滑，並不符合贏者

全拿市場的情形760。另外，不同於 Just Eat 以及 Delivery Hero 兩家公司 CEO

的見解，Takeway.com
761認為英國市場可以同時存在兩個維持獲利的平臺服

務提供者762。 

除此之外，經濟文獻指出，平臺可否共存，受到三個因素影響：平臺

之間的差異性、間接網路的強度、以及使用者的單棲或多棲行為763。雖然

OTO 媒合平臺之間的差異性不大，但餐廳的多棲成本不高，也普遍展現多

棲行為。因此，不同平臺可能在市場上長期並存764。 

最後，其他國家的證據765也顯示市場並非贏者全拿。較小的競爭者可

以成功增加市占；甚至相較之下差異不大的平臺仍然可以達到獲利的結果

766。 

從結論上看來，儘管間接網路效果會使得較小、較不具差異性的平臺

難以競爭，但本案的市場，並非如申報人所指稱之贏者全拿市場767。 

針對損害理論，CMA 分別考量申報人與其他競爭者在消費者端、以及

餐廳端的競爭牽制。根據 CMA 對消費者的調查顯示，在 Just Eat 的使用者

之間，單棲的消費者比單棲的餐廳來得多，因此，CMA 認為申報人 Just Eat

與 Hungryhouse 雙方之競爭應比較集中於消費者這一端768。CMA 亦分析

2016 年（當時）與 2017 年（預測）前五大線上點餐平臺的訂單數量。數據

顯示，相較於 Hungryhouse，Deliveroo 的預期成長幅度較大，可能對 Just Eat

                                                 
760

 Id. ¶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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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away.com 與 Just Eat 同為 Just Eat Takeaway 旗下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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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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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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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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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 6.92. 在丹麥，Hungry Group 於 2012 年創立了一個 OTO 媒合平臺，與在當地成立

於 2001 年的 Just Eat 競爭，仍然在 2015 年有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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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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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較強的競爭牽制769。 

除此之外，CMA 也調查了申報人對於彼此競爭的意見、經濟分析、消

費者問卷，亦考量了 Hungryhouse 為了提升競爭力而與快遞公司合作發展

外送服務等新措施之實行成效770。  

 依據申報人所提意見，Just Eat 認為，時至今日 Hungryhouse 已經

不再對 Just Eat 有實質的競爭牽制功能771。CMA 雖然蒐集到

Hungryhouse 內部郵件與檔案，顯示 Hungryhouse 在 2016 年有開

始新措施772，以求改善某些成效不佳區域的平臺績效，期待能於

該地區舉行行銷活動後，增加合作餐廳的數量773，但並不能代表

在沒有本件結合案之情況，Hungryhouse 可能因此加強對 Just Eat

的競爭牽制效果774。 

Hungryhosue 則指出，CMA 所蒐集到關於 Hungryhouse 發展新經

營措施的證據，只能顯示其已盡了全力、但仍然失敗，因而已無

任何辦法能讓 Hungryhouse 在英國市場進行有效且可持續的競爭

775。根據 CMA 所蒐集的 Hungryhouse 內部文件，自 2016 年 3 月

之後 Hungryhouse 就經營不佳，且儘管管理階層試圖推動計畫，

改善 Hungryhouse 的競爭地位，但仍然無法產生與 Just Eat 之間的

顯著區隔776。Hungryhouse 的文件顯示，Just Eat 為其主要競爭對

象，Just Eat 與 Deliveroo 的擴張造成競爭情勢越發險峻。過往

                                                 
769

 Id. ¶ 6.99, tbl.5. 
770

 Id. ¶ 6.101-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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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 6.101. 
772

 Id. ¶ 6.103. 
773

 Id. ¶ 6.108. 
774

 Id. ¶ 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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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gryhosue 或許可以藉由提升品質的方式，與 Just Eat 的定位做

出區別，然而現今市場上又出現了 Deliveroo，致使 Hungryhosue

的定位愈來愈困難777。除此之外，CMA 亦考量了 Hungryhosue 意

圖發展快遞服務的措施，CMA 認為，Hungryhouse 之措施並非失

敗，而是母公司 Delivery Hero 管理階層的決策而被迫結束新措施

778。不過 CMA 無法認定，該措施若繼續實行是否能夠改變

Hungryhouse 的弱勢競爭地位779。 

 CMA 在其經濟分析中考量（1）同一個地區中在申報人雙方平臺、

以及第三方平臺上餐廳數量變化；以及（2）同一個地區中在申報

人雙方平臺的訂單價值780。根據分析，在 2012 年 4 月到 2017 年

4 月之間，Hungryhouse 上的餐廳數量增加，對 Just Eat 的訂單價

值有負面的影響；反之亦然。不過隨著時間的進展，Hungryhouse

上餐廳數量的增加對 Just Eat 的影響大幅減低，最後趨近於零

781。 

 CMA 的消費者問卷調查結果指出，Just Eat 與 Hungryhouse 對彼

此的競爭牽制並不對稱：前者對後者有顯著的競爭牽制，但後者

對前者的競爭牽制有限782。許多 Hungryhouse 的消費者表示，在

下訂單之前會先去 Just Eat 上搜尋，數量約是 Just Eat 消費者在下

單前去 Hungryhouse 上搜尋的四倍783。此外，若平臺倒閉，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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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gryhouse 的消費者會選擇轉移到 Just Eat，反之卻不然784。 

在考量上述證據後，CMA 認為在本案結合即將發生之際，Hungryhouse

對 Just Eat 而言僅能發揮有限的競爭牽制。即便結合不發生，Just Eat 在兩

者之間較具優勢的競爭地位也不會因此改變785。 

對於其他附帶外送服務的 OTO 媒合平臺，CMA 分析該等平臺餐廳數

量若增加 10%會對申報人訂單總額的影響、以及申報人雙方內部文件786： 

 根據計量分析，若其他附帶外送服務的 OTO 媒合平臺、

Hungryhouse 與 Domino’s（OTO 餐廳）平臺上餐廳數量增加 10

％，對於申報人訂單總額的影響上787，Hungryhouse 對 Just Eat 的

競爭牽制逐漸減少，而 Deliveroo 則逐漸增加788。 

 根據申報人雙方的內部文件，對 Hungryhouse 而言主要的擔憂來

自於 Deliveroo 的擴張。原因在於 Delievroo 主要的營業額來自於

倫敦，而 Hungryhouse 同樣有相當高比例的獲利來自於倫敦，且

與 Just Eat 相較，Hungryhouse 業務更集中於倫敦789。 

基於上述考量，CMA 認為申報人一直有在監控附帶外送服務的 OTO

媒合平臺之發展，且根據上開經濟分析，隨著時間發展，Deliveroo 似乎對

於 Just Eat 構成較強的競爭牽制，Hungryhouse 對 Just Eat 的競爭牽制則隨

時間而削弱790。 

針對 OTO 餐廳，消費者問卷調查顯示，消費者所選擇的餐廳若無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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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Eat 訂到，有 4 分之 1 的消費者會選擇從其他替代方式訂購，而主要的

替代方式就是直接向該餐廳訂購791。鑑於 Hungryhouse 平臺上的餐廳幾乎

都會在 Just Eat 平臺，且 Just Eat 擁有較多的餐廳選擇，若 Hungryhouse 的

消費者若無法從 Hungryhouse 訂購到某個餐廳，他們會轉移到 Just Eat
792。

此外，儘管 Just Eat 之部分消費者在無法訂購某餐廳時，會轉向該餐廳網站

直接訂購，不過大部分的消費者仍會繼續使用 Just Eat 來訂購其他餐廳的餐

點793。CMA 認為，因為 OTO 餐廳性質與 OTO 媒合平臺不同，沒有吸引新

客的能力，餐廳若堅持只使用餐廳本身的平臺，就會承受被消費者忽略的

風險794。消費者問卷調查指出，消費者使用申報人提供的這種點平臺，最

大的原因是方便，代表在沒有經濟誘因的前提下，消費者不太可能轉移到

OTO 餐廳的網站795；加上 OTO 媒合平臺通常與餐廳簽有價格保證條款

（price guarantee clause）796，因此，CMA 認為 OTO 餐廳對申報人在消費

者側的競爭牽制有限。 

CMA 在餐廳側的競爭牽制的評估，也區分為申報人間的相互競爭牽制

與其他的競爭者間的競爭牽制效應。 

CMA 認為，證據顯示儘管 Hungryhouse 有意圖以 Just Eat 所合作的餐

廳為目標發展其版圖，卻沒有任何證據指出 Hungryhouse 有意圖將 Just Eat

上的餐廳轉移到自己的平臺，此係基於 Hungryhouse 的訂單比例在占比上

過小，無法作為與 Just Eat 合作之單棲餐廳的替代品797。另外，根據訂單資

料，即便是多棲的消費者，也只有少數比例會選擇以 Hungryhouse 作為最

                                                 
791

 Id. ¶ 6.137. 
792

 Id.  
793

 Id. 
794

 Id. 
795

 Id. ¶ 6.139. 
796

 Id. ¶ 6.141. CMA 特別闡明，本案並未觸及價格保證條款的合法性；Id. at 84, n. 169. 
797

 Id. ¶ 6.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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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點餐的平臺798。 

在考量結合可能產生的影響，CMA 對餐廳的調查顯示，如果 Just Eat

的平臺永久關閉，有 43%的單棲餐廳會選擇轉移到 Hungryhouse 的平臺799；

若 Just Eat 對餐廳的抽成上升 1％，也有 33%的單棲餐廳會轉移到

Hungryhouse
800。不過 CMA 認為，這些問卷調查結果應該與餐廳實際行為

一併考量。首先，如上所述，只有非常少數的餐廳選擇在 Hungryhouse 單

棲，且 2016 年 4 月 Just Eat 對餐廳的抽成上漲時，並沒有造成餐廳流失的

現象。再者，不論是 Just Eat 或 Hungryhouse 的內部文件，皆顯示他們只有

考慮本身是否增加對餐廳的抽成，而不會同時考量對方平臺的抽成比例801。

證據也顯示，過往 Hungryhouse 對餐廳的抽成比例與 Just Eat 一致，近來卻

一直比 Just Eat 要高，因此，很難看出 Just Eat 限制了 Hungryhouse 對餐廳

的訂價（抽成）能力802。基於以上分析，CMA 認為申報人雙方在餐廳側的

競爭有限803。 

CMA 認為，附帶外送服務的 OTO 媒合平臺，對申報人產生的競爭牽

制也相當有限。在餐廳側，原則上同時在申報人平臺與附帶外送服務的 OTO

媒合平臺多棲的餐廳較少，因此 CMA 預期，附帶外送服務的 OTO 平臺對

申報人雙方在餐廳側應該存在較大的競爭804。CMA 之調查顯示，如果 Just 

Eat 提升 1%的抽成，只有 12%的單棲餐廳會轉移到除 Hungryhouse 以外的

附帶外送服務OTO媒合平臺，這個比例與 Just Eat若永久關閉之結果相同805。

根據這項證據，CMA 認為，目前為止附帶外送服務的所有 OTO 媒合平臺

                                                 
798

 Id. ¶ 6.147. 
799

 Id. ¶ 6.148. 
800

 Id.  
801

 Id. 
802

 Id. ¶ 6.149. 
803

 Id. 
804

 Id. ¶ 6.155. 
805

 Id. ¶ 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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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Just Eat 所生的競爭牽制，均相當有限，主要原因是基於 Just Eat 目前擁

有眾多的合作餐廳806。 

改採 OTO 餐廳的訂餐服務，的確可能是某些消費者的替代方案，因為

調查顯示，如果提高 1%的抽成，就會有 56%的單棲餐廳會離開 Just Eat 且

不會加入其他平臺807。有 46%的單棲餐廳表示，如果 Just Eat 關閉，他們也

不會加入其他的平臺，而會選擇使用自己的網站808。但是，另一份餐廳調

查卻顯示，在餐廳中有一半的外帶獲利是來自網路外帶訂餐平臺809。針對

消費者的問卷調查結果也顯示，近來有使用網路外帶訂餐平臺的消費者，

不會因為某個餐廳不再出現在 OTO 媒合平臺上而轉換，改採直接對 OTO

餐廳訂餐的方式810。由於上述不同證據結果有些矛盾，CMA 轉而將考量重

點放在過去的實際行為811。最終，CMA 仍認為 OTO 餐廳對申報人所產生

之競爭牽制有限812。 

綜合以上的考量，CMA 於第二階段的調查報告認為，Just Eat 與

Hungryhouse 的結合，應不會對英國境內的產品或服務，產生競爭大幅減少

的結果，因而未禁止本件結合813。 

（五） 本案分析 

本案為交易平臺（訂餐平臺）之結合案，與之後討論的三個非交易有

相當差異，也值得競爭法主管機關在處理交易平臺相關案例時，做為參考。 

                                                 
806

 Id. ¶ 6.159. 
807

 Id. ¶ 6.162 
808

 Id. 
809

 Id. ¶ 6.166. 
810

 Id.  
811

 Id. ¶ 6.168. 
812

 Id. ¶ 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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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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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場界定之方法擇定與競爭分析 

CMA 最終在本案第二階段的市場界定將訂餐平臺歸類為交易平臺，採

用「單一市場架構」，界定出「線上訂餐市場」。而第一階段審查所採行的

「多市場架構」，雖然並未於第二階段審查時所沿用，但仍有相當參考價值。

尤其，CMA 於第一階段採用「多市場架構」的因素之一，係考量本結合案

可能對餐廳端較有競爭影響814。換言之，CMA 於第一階段，基於所需考慮

的損害理論（以對餐廳端為主）來擇定市場界定分析架構。如此的選擇邏

輯，於一定程度能體現市場界定作為競爭影響評估的（關鍵）工具地位。 

其次，CMA 的分析，在兩階段的市場界定中均未將 OTO 餐廳納入相

關市場，僅在後續的分析中考慮其對結合雙方的競爭牽制。由決策結果與

過程的「穩健度」（robustness）來看，似有值得注意之處。儘管由 CMA 所

獲得的資料來看，OTO 餐廳對結合雙方的競爭牽制有限，但若 OTO 餐廳的

確為結合事業的競爭者，則將 OTO 餐廳排除在相關市場之外，形同以較小

的市場範圍進行分析。而 CMA 在第二階段的決定，在較小的市場範圍中，

結合並不會顯著減少競爭，則放大到一個較大的市場，結合影響評估的結

論似也不應有所改變。換言之，CMA 將 OTO 餐廳排除的作法，或可視為

在較小的相關市場，結合方理當擁有較大市場力量的情境下，取得結合的

限制競爭效果上界。 

2. 資料來源 

由本案討論可以觀察到，CMA 之決定是以各項調查與不同資料種類與

來源作為分析基礎，包括實際搜集平臺、餐廳之內部文件、第三方意見、

消費者與餐廳問卷調查等相關資料。固然，結合案之當事人或許有較強的

                                                 
814

 前揭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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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提供主管機關所需之資料，以利審查。但本案中，CMA 並未完全仰

賴結合方之資料，仍自行蒐集、訪問、並執行問卷調查。最後再以多元的

資料，衡量不同的損害理論，而達成允許結合的決定。廣納各方意見、消

費者與供應商的問卷調查，納入多元資料及其種類，固然會增加執法成本

與負擔，但相對的，對於競爭法主管機關掌握個案事實及其影響、個案限

制競爭效果之判斷，必然有其助益。 

3. 平臺特性的分析 

最後，即便在第一階段，CMA 認為結合之競爭傷害較可能發生在餐廳

端，CMA 仍然就消費者端的影響有相當的分析。而在第二階段，CMA 更

是明確考量本案之訂餐平臺是否具備平臺常見的「贏者全拿」、或者「傾覆」

現象；對於消費者，也以問卷調查分析消費者可能的移轉行為，進而探討

不同訂餐管道之間的競爭牽制。這些基於多邊平臺連結不同群使用者之特

性而進行的評估，相當值得注意、參考。 

二、 非交易平臺—社群網路：Microsoft / LinkedIn（歐盟 Case 

M.8124）815
 

（一） 案由事實 

2016 年 6 月 11 日，Microsoft 與 LinkedIn 簽訂併購計畫協議（Agreement 

Plan of Merger），由 Microsoft 取得 LinkedIn 所有股份，因此取得 LinkedIn

單獨控制權，此等交易符合歐盟結合規範（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Merger Regulation，下稱結合規範）第 3 條第 1 項第 b 款816定義的

                                                 
815

 本案事實由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黃婉婷整理。 
816

 Council Regulation 139/2004, art. 3(1)(b), 2004 O.J. (L 24) 1, 7 (EC) [hereinafter the 

“Merger Regulation”]: “A concentration shall be deemed to arise where a change of control 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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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集中（concentration）、或者結合行為。 

Microsoft 與 LinkedIn 全球營業額合計超過 50 億歐元，個別事業在歐

盟境內的營業額均超過 2 億 5 千萬歐元，亦未在同一會員國內有超過歐盟

營業額三分之二的情事，因此符合結合規範第 1 條第 2 項之具有歐盟規模

（Community dimension）817，有結合規範之適用。 

（二） 產業背景 

跨國科技公司 Microsoft 提供作業系統、個人電腦、伺服器與行動裝置

及其他軟硬體、雲端方案、以及提供線上行銷服務等多樣化的產品。LinkedIn

則專營個人社群網路，主要獲利來源包括職能解決方案（例如業主招募工

具及線上進修課程）、行銷方案（例如業主得對個人社群網路之用戶投放廣

告）及高級會員之訂閱金。 

關於二者所提供之不同服務，茲分述於各服務市場的狀況如下。 

 個人電腦作業系統：Microsoft 開發適用於不同裝置的作業系統，

LinkedIn 則沒有提供此服務818。 

 生產力工具軟體（productivity software）：Microsoft 為生產力工具

軟體的產業巨頭，其 Office 和 Office 365 suites 內含有一系列用於

                                                                                                                                   
lasting basis results from: . . .the acquisition, by one or more persons already controlling at least 

one undertaking, or by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whether by purchase of securities or assets, by 

contract or by any other means, of direct or indirect control of the whole or parts of one or more 

other undertakings.” 
817

 Art. 1(2) of the Merger Regulation: “A concentration has a Community dimension where: 

(a) the combined aggregate worldwide turnover of all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EUR 5000 million; and 

(b) the aggregate Community-wide turnover of each of at least two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EUR 250 million, unless each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achieves 

more than two-thirds of its aggregate Community-wide turnover within one and the same 

Member State.” 
818

 Case M.8124 – Microsoft / LinkedIn: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Merger Procedure, ¶¶ 

8-10, COM (2016) 8404 final (Dec. 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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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功能的生產力工具；LinkedIn 則沒有提供生產力工具軟體

819。 

 客戶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軟體方

案：Microsoft 提供 Microsoft Dynamics 軟體，活躍於 CRM 市場；

LinkedIn 在此領域並未特別活躍820。 

 智慧銷售方案（sales intelligence solution）：Microsoft 於智慧行銷

方案市場並不活躍，LinkedIn 則擁有 Sales Navigator 此一訂閱制

之服務，經營 LinkedIn 自身用戶資料庫，提供訂閱使用者智慧行

銷方案821。 

 線上通訊服務（online communications service）：Microsoft 旗下有

知名的 Skype 及 Skype for Business，LinkedIn 則無相關服務822。 

 職業社群網路服務（professional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PSN 

service）：LinkedIn 提供職業社群網路服務，Microsoft 則無，但旗

下握有企業社群網路 Yammer
823。社群網路服務通常為一「多邊

平臺」，其多邊性質展現在其於消費者端及企業端會分別提供不同

的服務824。於消費者端，使用者得透過社群網路與其他使用者進

行各樣互動，例如具有類似人格特質或是職業領域的使用者，可

以藉此建立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於企業端，以本案交易之

                                                 
819

 Id. ¶¶ 19-20. 藉由生產力工具軟體，使用者得以建立文件、資料庫、圖表、試算表等以

交換資訊，可在使用者的個人硬體設備上或第三方擁有的雲端上運作。 
820

 Id. ¶¶ 29-31. 透過 CRM 軟體方案，企業得以管理、自動化並整合來自企業內各部門的

資料，作成便利的檢視格式；該等軟體方案尤其可以應用於銷售部門，進而改善客戶關係、

提升服務品質並降低法遵風險。 
821

 Id. ¶¶ 29-31. 透過提供個人及公司相關資訊，智慧銷售方案協助行銷專業人員優化現有

的客戶識別機制，並開發潛在客戶與商機；Id. ¶ 57。 
822

 Id. ¶¶ 75-76. 借助軟體或應用程式等媒體，線上通訊服務提供大眾即時通訊的機會，其

不同於消費者與企業間的通訊服務，用途上較偏向親友聯繫。 
823

 Id. ¶ 88. 
824

 Id. at 17 n.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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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當事人 LinkedIn 為例，則是提供線上廣告服務（online 

advertising service）與線上徵才服務（online recruitment service）。

至於獲利模式，社群網路服務提供者通常提供免費的服務，再以

廣告或其他形式獲利。社群網路有若干下位概念，其中職業社群

網路專攻有職業聯繫需求的使用者825；垂直社群網路則專攻特定

職業或專業的使用者，使其便於聯繫彼此，同一垂直社群網路的

使用者彼此間同質性較高，彼此間的信任關係也較強，例如工程

師之於 Github
826。另有一種社群網路為企業社群網路（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用於同一企業或組織內部溝通與業務合作，此種

社群網路可能涵蓋諸多功能，例如通知推播、社團、檔案分享等

827。 

 線上徵才服務：求職者得利用此服務編修個人檔案及履歷，此服

務同時亦可作為求職者與徵才方的媒合系統。LinkedIn 提供此種

服務，Microsoft 則未提供828。 

 線上廣告服務：Microsoft 提供關鍵字（search）與非關鍵字

（non-search）的廣告服務，LinkedIn 僅提供非關鍵字廣告服務

829。 

本案中二結合事業涉及多種服務，處分書就每種服務分別論述並作出

市場界定。處分書明文指出涉及多邊平臺討論的服務為「職業社群服務」，

以下亦將以職業社群服務的申報事業主張，以及主管機關認定為核心；其

他服務項目則於有競爭法疑慮之情況下兼論之。 

                                                 
825

 Id. ¶ 87. 
826

 在垂直社群網路中，不同職業領域有不同領域常用的社群網路。Id. ¶ 90. 
827

 Id. ¶ 92. 
828

 Id. ¶¶ 126-28. 
829

 Id. ¶ 152,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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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報事業主張 

1. 相關市場界定 

（1） 職業社群服務 

申報事業主張將產品市場界定為「社群服務市場」，而不應再依社群服

務使用目的細分成更下位概念的產品市場；其著眼點在於下位概念不同社

群服務種類的共同點（多邊市場的特性、與獲利機會的多樣性）830。惟企

業社群網路因單純供企業內部聯繫之用，不具備對外性而應區分及界定為

不同產品市場831。 

至於地理市場，申報事業認為語言和地理位置的差異並不會對服務提

供之價格、功能、適用平臺、適用作業系統產生影響，故應界定為全球832。 

（2） 個人電腦作業系統與生產力工具軟體 

產品市場界定方面，申報事業皆未提出明確的界定結論，惟在生產力

工具軟體方面，有特別提及 Microsoft/Nokia 案將行動裝置上與個人電腦上

之生產力工具軟體區分而造成市場界定過窄，然使用者通常會在行動裝置

與個人電腦上轉換，因而這兩種市場或應合併界定833。 

地理市場界定方面，申報事業主張個人電腦作業系統應至少界定為整

個歐洲經濟區834，於生產力工具軟體則未有論述835。 

                                                 
830

 Id. ¶ 89. 
831

 Id. ¶ 91, 94. 
832

 Id. ¶ 118. 
833

 Id. ¶¶ 11, 22. 
834

 Id. ¶ 16. 
835

 Id.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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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線上徵才服務 

產品市場方面，徵才服務市場中的求職者與徵才者並不會僅偏好其中

一種特定類型的服務，而是廣泛尋求可能的選項以找到適合的職缺或人才

來填補缺位836。此外，儘管線上徵才服務通常會結合其他服務（例如：職

涯顧問、面試對策），但基本上使用者的主要目的都是徵才服務本身837，故

不應以離線或線上、經濟模式等因素細分，而應界定為整體徵才方案市場。 

地理市場方面，因職業往往因語言、教育、資格而有隔閡，求職者較

少跨國求職838，故應界定為單一地區或國家。 

（4） 線上廣告服務 

產品市場方面，申報事業主張應界定為線上非關鍵字廣告。由於廣告

投放在不同網站、不同硬體設備、不同受眾類型間之轉換，不會產生過大

的成本，廣告內容也不會因網站類型而異，故不應以上開差異進一步細分

產品市場839。申報事業並提及，現今的廣告業者皆會先鎖定目標受眾後才

進行線上廣告的投放，因而亦不應以是否為隨機投放細分840。 

地理市場方面，申報事業則並無相關論述841。 

2. 市場地位認定 

（1） 區分水平及非水平競爭效果進行評估 

歐盟執委會在進行市場地位認定時，會區分個案中當事人所提供的產

                                                 
836

 Id. ¶¶ 129, 132. 
837

 Id. ¶ 131. 
838

 Id. ¶ 148. 
839

 Id. ¶ 154-56. 
840

 Id. ¶ 157. 
841

 Id. ¶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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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服務是否被界定在同一相關市場，以適用不同的評估指引。若為同一

相關市場中的產品與服務提供者，市場地位認定及限制競爭效果評估適用

「結合規範對企業間水平結合的評估指引」（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下稱水平指引）；若為不同相關市場中

的產品與服務提供者，則適用「結合規範對企業間非水平結合的評估指引」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non-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下稱非水平

指引）842。 

執委會認定，本案之結合當事人除了線上廣告服務，兩者所提供的其

他產品或服務並不相同，因而僅在線上非關鍵字廣告服務市場構成水平重

疊（horizontal overlap）843。 

（2） 線上非搜尋廣告市場（水平競爭效果） 

Microsoft 與 LinkedIn 皆活躍於此市場。惟申報事業主張844，兩者之合

併市占率在歐洲經濟區任一成員國皆不大於 5-10%，市場中較大的參與者

為 Facebook 與 Google，其個別市占率皆是本案事業合併市占率的數倍845。 

申報事業除了主張本案應界定為線上非關鍵字廣告市場外，亦提出其

                                                 
842

 See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 5, 2004 O.J. (C 31) 5;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non-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 2, 2008 O.J. (C 265) 6. 
843

 Microsoft / LinkedIn, supra note 818, at 33 n.130. 
844

 處分書中關於水平限制競爭效果的論述，未明文區分何者係申報事業主張或執委會認

定，筆者從註腳有引註 Form CO 者判斷為申報事業主張部分，其餘部分則判斷為執委會說

明。See Id. at 33 nn.131-33. 
845

 若未特別指出計算方式，本文中所指之市占率皆以收益（revenue）計算。另，此處並

未提及 Facebook 與 Goolge 單獨市占率確切數字。Id. ¶¶ 1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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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市場界定假設下之市場地位分析，亦即 LinkedIn 僅在職業社群網路中線

上非關鍵字廣告市場有一定的市場地位，惟 LinkedIn 的市占率在歐洲經濟

區任一成員國皆不逾 0-5%，遠低於該市場領頭羊 Facebook 的 60-70%
846。 

（3） 職業社群網路服務市場（非水平競爭效果） 

在職業社群網路服務市場中，LinkedIn 在歐洲經濟區整體的市占率僅

不到 20-30%，在歐洲經濟區任一特定國家，則從 5-10%至 30-40%不等。此

等市占率表現使 LinkedIn 在此地理市場內躋身第二名的位置，惟作為冠軍

的 Facebook 則有超過 50-60%的市占率847。 

（4） 作業系統及生產力工具軟體市場（非水平競爭效果） 

以 2014 年第四季至 2015 年第三季安裝 Windows 作業系統電腦之貨運

量計算，Microsoft 在作業系統市場中，有 80-90%的全球市占率及 80-90%

的歐洲經濟區整體市占率（申報事業係以德國、法國、英國三國的市占率

加總推估歐洲經濟區整體市占率，而非直接提出歐洲經濟區的數據）。在生

產力工具軟體市場中，Microsoft 的 Office Suites 產品於 2015 年有 90-100%

的全球市占率及西歐地區市占率，不論是整體加總、或僅分別計算消費者

端或企業端，所呈現的數據皆然848；若單論電子郵件軟體 Outlook 則略遜，

僅有 50-60%的西歐地區市占率。除此之外，申報事業亦有提供以個人電腦

安裝軟體數計算的市占率，顯示 Microsoft 有 70-80%的歐洲市占率849。 

                                                 
846

 Id. ¶¶ 173-74. 
847

 Id. ¶ 283. 
848

 Id. ¶¶ 287-92. 
849

 Id. ¶¶ 2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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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線上徵才服務市場（非水平競爭效果） 

因市場高度碎裂化（fragmented），LinkedIn 需要與許多在地的服務提

供者（包括國家職訓機構）競爭，因而 LinkedIn在整體歐洲經濟區只有 5-10%

的市占率（以服務使用流量計算）850。 

3. 限制競爭效果之說明 

（1） 水平限制競爭效果：線上非搜尋廣告市場 

本部分未見處分書直接引用申報事業之論述851。 

（2） 非水平限制競爭效果 

依據非水平指引，在垂直結合態樣，市場的有效競爭會受到市場封鎖

的影響。事業結合造成的封鎖效果可進一步分為（1)投入封鎖（ input 

foreclosure），亦即損害或消滅實際或潛在競爭者接觸供給者，以獲取生產

要素的機會；以及（2）客戶封鎖（customer foreclosure），亦即損害或消滅

實際或潛在競爭者接觸客戶、進入市場的機會852。評估是否產生封鎖效果

時，須考量：（1）結合事業封鎖其他事業的能力；（2）進行封鎖的經濟誘

因；以及（3）封鎖手段是否對嚴重損害市場競爭以至於波及消費者853。 

茲就申報事業對於非水平限制競爭效果之相關主張，分述如下。 

A. 多角化結合的封鎖效果 

申報事業主張，雖然 Microsoft 在作業系統市場以及生產力工具軟體市

                                                 
850

 Id. ¶ 359. 
851

 See id. ¶ 167-81. 
852

 Id. ¶¶ 182-83. 
853

 Id. ¶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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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具有非常高的市占率，惟本案交易不會在職業社群網路市場造成多角化

（conglomerate）結合的封鎖效果。 

首先，對於社群網路服務提供者而言，一來對於硬體設備的要求不高

而使得參進成本低；再者，服務使用者在不同社群網路間轉換方便，通常

有同時使用多個社群網路服務的多棲現象854，此種現象會瓜分掉使用不同

社群網路服務的需求，致使 LinkedIn 並無封鎖其他市場參與者的能力。 

再者，針對搭售的疑慮，亦即將 LinkedIn 事先安裝於作業系統 Window

或和生產力工具 Office 透過功能整合而搭售，申報事業指出，Windows 與

Office 並非使用社群服務時所必要（例如：60%的 LinkedIn 流量是在行動裝

置上，惟 Window 在行動裝置市場並未有高市占率）。此外，縱使本案交易

後 Microsoft 採行上述二行為，就其曾經在 Window 上預先安裝 Skype 軟體

與將 Skype 和 Office 整合後仍未提升 Skype 的市占率之經驗，亦可顯示本

案交易將不致造成市場封鎖效果。申報事業亦提及，LinkedIn 的註冊數主

要來自於使用者自行從網路搜尋、會員邀請以及口耳相傳，僅有一小部分

是來自於與合作對象事先安裝或功能整合的結果855。 

最後，申報事業主張，Microsoft 目前有提供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讓第三方能開發應用程式及外掛程式，以便

在電子郵件生產力工具軟體 Outlook 上運行，此等作法應有益消費者的使用

者經驗及提升 Microsoft 產品的價值。本案交易後若 Microsoft 擴大 API 適

用於 Office，將更不會損害消費者856。 

                                                 
854

 Id. ¶ 298. 
855

 Id. ¶ 299. 
856

 Id. ¶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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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徵才服務市場的封鎖效果 

申報事業亦主張，雖然 Microsoft 在作業系統市場以及生產力工具軟體

市場具有非常高的市占率，惟本案交易將不會於線上徵才服務市場造成多

角化結合的封鎖效果。 

首先，綑綁銷售 LinkedIn 提供的徵才方案與 Office 系列產品不符合商

業理性。Microsoft 的 Office 產品品質高，若要配合不同機構的求才方案成

本，不但不符成本，性質上也不適合857。此外，LinkedIn 在歐洲經濟區只

有 0-5%的流量及使用者的多棲習慣，縱使為之，亦不產生限制競爭疑慮858。 

C. 對其他生產力工具軟體之影響 

最後，申報事業主張本案交易並無可能致使其他生產力工具軟體喪失

競爭力。社群網路服務功能並非生產力工具的必要要素。Microsoft 的競爭

者Google亦致力於提供整合性服務，包括整合並提供社群網路服務Hangout、

Google+及諸多生產力工具。就社群網路服務的優勢而論，社群網路服務仰

賴的是開放性跟近用便利性，強制綁定使用特定生產力工具反而會阻礙該

服務的發展859。 

（四） 競爭法主管機關或法院認定 

1. 相關市場界定 

（1） 職業社群服務 

相對於申報事業主張，執委會整理市場調查結果，由功能860、目標客

                                                 
857

 Id. ¶ 358. 
858

 Id. ¶ 359. 
859

 Id. ¶¶ 384-86. 
860

 Id. ¶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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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861、使用目的862、用戶的表述用語863、替代可能性864幾個面向之差異而

認定，相對於用來進行一般社會關係建構的社群網路，職業社群網路瞄準

的客群較窄，為有求職或徵才需求且希望建立工作導向關係的使用者，因

而社群網路應與職業社群網路區分界定為不同市場。本案交易之一方當事

人 LinkedIn，所處者為職業社群網路市場。 

除此之外，企業社群網路與職業社群網路也應界定為不同市場865。此

亦係執委會根據市場調查結果，綜合衡量網路的封閉性、使用者組成、使

用者獎勵機制、透過該社群網路可觸及對象、是否可被外部搜尋、主要用

途、社群網路經營者的獲利模式、目標客戶866因素得出之結果。 

就地理市場而言，因歐洲經濟區內有些國家會有特殊的隱私權要求、

文化及語言上差異，且職業社群網路係供求職求才用，故更加深其與使用

者所屬國家或地區的連結867，故本件地理市場應界定為單一國家。 

（2） 個人電腦作業系統與生產力工具軟體 

就個人電腦作業系統，執委會採用前案 Microsoft/Nokia 的認定基準，

首先論述因作業系統所適用之硬體與硬體功能之不同，認定個人電腦的作

                                                 
861

 Id. ¶ 99. 
862

 Id. ¶¶ 104, 106. 
863

 以 LinkendIn 為例，因為使用者的留言內容會在職業社群中被看見，促使其花更多心思

在留言內容上；Twitter 使用者則在轉貼貼文時往往不那麼注重內容。Id. ¶ 107. 
864

 耗費重大成本才能讓社群網路提供者轉而提供職業社群網路服務、需求方的問卷調查

結果也顯示其不具備替代可能性。Id. ¶¶ 108-10. 
865

 Id. ¶ 116. 
866

 Id. tbl.1. 另就垂直社群網路，執委會的論述僅提及職業社群網路因不再進一步區分職

業或專業而應涵蓋更廣，惟二者的替代可能性尚未顯著以及垂直社群網路的開發成本可能

低於職業社群網路，未進一步明確界定二者為不同產品市場。See also, id. ¶ 115. 
867

 Id. ¶ 121-23. 執委會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雖然 LinkedIn 於並沒有鎖定特定國家的

人民作為目標客群，惟此種情形於職業社群網路市場中為罕見案例，通常擴張經營版圖至

其他國家皆會耗費額外的時間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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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系統與智慧行動裝置的作業系統分屬不同產品市場868。地理市場的部分，

執委會則是界定為整個歐洲經濟區869。 

生產力工具軟體方面，執委會亦維持 Microsoft/Nokia 案中的認定。執

委會考量申報事業提出的補救措施（詳後述）應足以解決本案交易對競爭

秩序影響的疑慮，故先將本案產品市場界定為個人電腦上的生產力工具軟

體，不再依作業系統或功能進一步細分870。地理市場的部分，執委會同樣

是界定為整個歐洲經濟區871。 

（3） 線上徵才服務 

產品市場方面，根據執委會問卷調查結果，線上徵才服務與離線服務

無法互相取代。惟線上徵才服務有趨於重要的趨勢：線上徵才服務使得履

歷更容易曝光而且能更輕易、快速地取得求才所需之資訊與資源872，故至

少線上與離線徵才服務應分別界定為不同相關市場。 

地理市場方面，執委會則未作出明確界定，理由是不論如何界定地理

市場，本案交易都不會嚴重影響競爭873。 

（4） 線上廣告服務 

執委會指出，本案交易不會嚴重影響競爭，因此不論是否進一步依「關

鍵字或非關鍵字廣告」、「是否於社群網路網站投放廣告」、「適用裝置或平

臺」細分皆無妨，因而未做出明確產品市場界定874。 

                                                 
868

 Id. ¶¶ 12-15. 
869

 Id. ¶¶ 17-18. 
870

 Id. ¶¶ 24-25. 
871

 Id. ¶ 28. 
872

 Id. ¶¶ 137-39. 至於不同產業造成的不同專業需求，可能會影響徵才的安排，例如更專

業的職缺會需求更詳實的徵才流程，惟執委會並未進一步細分界定之。See also, id. ¶ 145. 
873

 Id. ¶ 151. 
874

 Id. ¶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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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市場之界定，執委會認為廣告會受限於使用語言影響，因而界定

為單一國家或使用同一語言之語言區875。 

2. 市場地位認定 

（1） 線上非搜尋廣告市場（水平競爭效果） 

執委會於處分書中採納申報事業提交的數據，故此部分同申報事業之

主張。 

（2） 職業社群網路服務市場（非水平競爭效果） 

就職業社群網路服務市場而言，執委會認為申報事業嚴重低估了

LinkedIn 的市占率。申報事業的市占率計算方式，整體市場範圍係包括

Facebook 及為數眾多的小型垂直社群網路服務提供者；惟 Facebook 及為數

眾多的小型垂直社群網路服務提供應予以排除。因此，執委會以 2016 年的

個人電腦流量重新計算後，認為 LinkedIn 之市占率在歐洲經濟區整體達到

80-90%，而為歐洲經濟區最主要的職業社群網路服務提供者876。 

（3） 作業系統及生產力工具軟體市場（非水平競爭效果） 

就作業系統市場及生產力工具市場而言，執委會並未作出與申報事業

主張相反之認定，同於申報人之主張877。 

                                                 
875

 Id. ¶ 164. 
876

 Id. ¶¶ 284-86; see also, id. tbl.3. 市占率分別在奧地利為 30-40%、法國 80-90%、德國

40-50%、波蘭 50-60%，除此之外其他單一歐洲經濟區國家內皆為 90-100%。 
877

 See Microsoft / LinkedIn, supra note 818, ¶¶ 2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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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線上徵才服務市場（非水平競爭效果） 

執委會未有論述，採申報事業之主張。 

3. 限制競爭效果 

（1） 水平限制競爭效果：線上非搜尋廣告市場 

在此市場中，Microsoft 與 LinkedIn 合併後市占率過低，因而本案交易

不會造成任何限制競爭疑慮 878。另外，執委會有意識到資料結合

（combination of the data）可能有限制競爭疑慮，惟其認此疑慮將因歐盟有

嚴格的個人資料保護法規（例如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而使 Microsoft 無法取得使用者個人資料的處理與近用權，因而應可排除此

疑慮。再者，縱使資料結合，申報事業也不會握有足夠的資料，因此無法

造成市場競爭者參進或擴張的障礙879。 

（2） 非水平限制競爭效果 

茲就執委會對於非水平限制競爭效果之相關論述，分述如下。 

A. 作業系統市場以及生產力工具軟體市場 

執委會討論 Microsoft 是否可能於本案交易後，挾其在作業系統市場以

及生產力工具軟體市場中之市場地位，封鎖其他競爭者。 

執委會委員會從兩種行為態樣分析：（1）在使用 Windows 的個人電腦

上預先安裝 LinkedIn 的應用程式（下稱預先安裝行為）；（2）透過 API 使

LinkedIn 與 Microsoft 的生產力工具軟體（例如 Outlook 和 Office 系列）相

                                                 
878

 Id. ¶ 175. 
879

 Id. ¶¶ 176-80. 



 

391 

 

容（下稱相容行為）880。執委會在論述此二行為時，就非水平指引裡的三

要素有詳細討論，以評估是否產生封鎖效果。 

a. 封鎖能力 

針對預先安裝行為，執委會認為其將顯著提升 LinkedIn 的會員數與活

動，因預先安裝將使 LinkedIn 在安裝 Windows 的個人電腦上增加能見度，

亦增加使用及註冊的容易性，且目前在歐洲經濟區內於 Windows 的個人電

腦上 LinkedIn 安裝次數有不小的占比881。若從使用者註冊次數觀察，目前

30%的 LinkedIn 之註冊透過安裝於 Windows 的個人電腦，足徵其為一個重

要的新客戶來源882。又，考量個人電腦的專業代工廠沒有誘因去安裝其他

與 LinkedIn 功能相同的職業社群服務軟體，使用者在已有預先安裝職業社

群服務軟體的前提下，通常也不會自發性地去下載其他提供同樣服務的軟

體883。因此，預先安裝行為不論對歐洲經濟區整體或區內的單一國家，皆

可能造成市場封鎖效果。 

針對相容行為的討論，執委會決定書指出之具體行為內容，包括將

LinkedIn 的特點融入 Office、Outlook 及拒絕其他職業社群服務提供者使用

API 以開發自家軟體的請求。首先，縱使認為整合 LinkedIn 與 Microsoft 的

特定生產力工具軟體（例如市占率較小的 Outlook）使之相容，不見得會讓

使用者覺得更便於使用，但 LinkedIn 的能見度會被顯著提升。再者，採取

相容行為後，Microsoft 得藉由拒絕其他職業社群網路服務提供者使用

Microsoft 的 API，以求自家推出的服務與 Office 或 Outlook 整合而增加能

                                                 
880

 Id. ¶ 302. 
881

 Id. ¶¶ 315-17. 處分書中提及，造成此現象可能的解釋是註冊職業社群網路服務平臺需

要透過打字編寫相關職涯資訊，透過個人電腦將會比透過行動裝置容易許多。 
882

 Id. ¶¶ 318-19. 
883

 Id. ¶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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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度。執委會認爲，此舉將使歐洲經濟區的其他提供者，無法與申報事業

相互抗衡884，申報事業因而具備製造封鎖效果的能力。 

b. 封鎖誘因 

若採取上述二種行為，並不會對本案交易當事人造成巨大的損失。執

委會著眼於（1）Microsoft 在個人電腦作業系統市場及生產力工具軟體有極

高的市占率，因而有辦法承受少部分的使用者流失，且（2）Microsoft 亦已

表態不排除往後的經營策略可能會採取上述行為，因此認為，此際 Microsoft

將有誘因去形成封鎖效果，而不會顧忌有違反競爭法之虞885。 

c. 網路效果 

於此部分論述，執委會首先提到職業社群網路服務市場存在網路效果，

例如在職業社群網路服務市場中，越多職業人士、職缺註冊會對使用該服

務的使用者更有利，吸引更多使用者來註冊886。 

執委會認為，在網路效果的作用下，會使原本就已有強大市場力量的

LinkedIn，在本案交易後又擴大其客戶基礎，因而更加鞏固其市場地位887。

申報事業雖抗辯此市場有多棲的特性，惟此特性不僅無法完全消除網路效

果帶來的市場傾覆效果，甚而不利於多棲現象的維持。亦即因有網路效果

的存在反而使消費者傾向選擇其中一個服務提供者、註冊一個新的職業社

群網路平臺須要重新建置個人資料與聯絡人檔案，此等因素均不利多棲現

                                                 
884

 Id. ¶¶ 328-29. 在此附帶說明，執委會認為申報事業所提出之「LinkedIn 與 Samsung 等

公司的合作並沒有顯著提升其註冊數的證據」並不能套用至本案，因證據中所顯示的公司

都是在行動裝置上展示 LinkedIn 的資訊，與本案 LinkedIn 所活躍的平臺為個人電腦不同。

See also, id. ¶ 326. 
885

 Id. ¶¶ 335-37. 
886

 Id. ¶ 341. 
887

 Id. ¶¶ 3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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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發生888。 

綜上，執委會認為，在本案交易後職業社群網路服務市場有可能朝

LinkedIn 傾覆，因而可能導致 LinkedIn 在市場上獨大、排擠其他競爭者，

最終排除了消費者能享受到來自其他競爭者帶來更好服務的可能（例如：

提供更好個資保護的職業社群網路服務提供者）889。 

B. 多角化結合的封鎖 

雖然 Microsoft 在作業系統市場以及生產力工具軟體市場中，均有非常

高的市占率，惟不太可能挾此而對線上徵才服務市場造成多角化結合的封

鎖效果890。 

執委會認為，縱使 Microsoft 的生產力工具融合了 LinkedIn 的特色功能

（尤其是社群網路功能），其他生產力工具軟體仍不至於喪失競爭力891。 

                                                 
888

 Id. ¶¶ 344-45. 
889

 Id. ¶¶ 349-51. 
890

 Id. ¶¶ 361-65, 367. 此部分的封鎖效果與搭售有關。但執委會認為，首先，因為兩者的

產品與服務性質相差甚多而不適合綑綁銷售外，私人消費者也不會買單（執委會舉的例子

是，不會想要在買 Office 的時候多買 LinkedIn Talent Solution）。再者，徵才服務使用者為

了順利找到工作，通常也不會想侷限在一個徵才服務而會使用多個徵才服務，且使用者在

不同服務提供者間的轉換成本低廉，因而若綑綁銷售，則徵才服務的使用將被侷限在特定

招募機構中，在網路效果低落的情況下，因無法造成足夠的限制競爭力量，市場封鎖效果

不太可能發生。 
891

 Id. ¶¶ 389-92. 就有無製造封鎖效果之能力與誘因而言，執委會觀察生產力工具與社群

網路的性質不同處，指出生產力工具軟體旨在促進工作效率，是製作文件檔案用的軟體而

非用以分享內容，雖然在部分軟體（例如 Email 與日曆軟體），兩種功能的界線可能趨於

模糊，但使用者在選擇要使用哪一個服務提供者的生產力工具軟體時，是否有社群網路功

能顯然不是考量重點。另外，市場上已存在其他服務提供者，致力於提供此類具有融合特

色的生產力工具軟體（例如 Google 之於 Gmail、Yahoo!之於 Yahoo! Mail）。再者，就現況

而言，LinkedIn 已與其他生產力工具軟體提供者簽訂合作協議，若綁定及只能與 Microsoft

的生產力工具一併使用，反會降低作為社群網路服務提供者的 LinkedIn 的能見度，有害其

發展。綜上所述，申報事業不具備封鎖之能力與誘因。即便不考慮排斥能力或誘因進行捆

綁銷售或搭售，也不會影響效能競爭或對消費者造成價格過高或選擇過少的損害，因市場

上已存有相當數量的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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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執委會指出，因為 Microsoft 做出的承諾（commitment；另關於

LinkedIn 在職業社群網路服務市場中的市場地位之部分，詳後述），將使這

項限制競爭疑慮被排除，使市場在 B2C 或 B2B 端均能保有相當競爭892。 

（3） 申報事業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承諾 

因執委會認定本案交易在相關市場將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疑慮，申報

事業依結合規範第 6 條第 2 項，於 2016 年 11 月 15 日向執委會遞交了一份

承諾，希冀消除限制競爭疑慮。該承諾內含若干補救措施，希望能消除執

委會的限制競爭疑慮以通過 Microsoft/LinkedIn 的結合申報。初版承諾被執

委會認定無法完全排除限制競爭疑慮，故申報事業復遞交了修正版本的承

諾。 

承諾內容分成兩大部分，茲分述如下： 

 相容承諾（Integration Commitments）893及其修正版本（Revised 

Integration Commitments，下稱相容修正）894：在相容承諾中，

Microsoft 承諾將在本案交易後，開放其 API 及將自家應用程式或

外掛程式加入 Outlook 的權限，使第三方職業社群網路服務提供

者（下稱第三方）皆可以平等地使用所有的開發工具及相關資源。

其次，第三方可透過應用程式商店 Office Store 上架自己的應用程

式與外掛程式。再者，即便在 Microsoft 開發出新功能（包括有

LinkedIn 特色功能的 Outlook）後，Microsoft 也會確保第三方的

Outlook 外掛程式可以獨立運作而不受影響。最後，Microsoft 確

保歐洲經濟區內的使用者得以自由選擇是否選用有 LinkedIn 特色

                                                 
892

 Id. ¶ 367. 
893

 Id. ¶¶ 413-17. 
894

 Id. ¶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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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 Outlook。 

在修正版本的相容修正，Microsoft 進一步擴大第三方職業社群網

路服務提供者的權利。首先，除了 Outlook 之外，亦擴及在 Office

產品（例如吾人熟知的 Word, PowerPoint 和 Excel）中提供相應的

權限。第二，Microsoft 提供一個統一的規格管道，使第三方能在

經使用者同意後取用其在 Microsoft 雲端上的資料。第三，除了自

由選擇是否使用有 LinkedIn 特色功能的 Outlook 外，因應相容修

正擴大適用範圍，使用者也同樣能選擇是否在其他 Office 產品上

使用 LinkedIn 的特色功能。  

 預先安裝承諾（Pre-installation Commitments）895及其修正版本

（Revised Pre-installation Commitments，下稱安裝修正）896：在預

先安裝承諾中，Microsoft 承諾，專業代工廠得自由選擇是否安裝

Microsoft 分別建置適用於 Windows 個人電腦的 LinkedIn 應用程

式、Windows 個人電腦作業系統 LinkedIn 的狀態磚（Start tile）

及狀態欄按鈕（Taskbar button）。第二，Microsoft 負有義務不授

權任何特定專業代工廠，使得任何代工廠皆能應第三方要求而有

權開發、使用、散布、改善用於 Windows 的個人電腦應用程式及

（或）Windows 狀態磚的附隨義務（ancillary obligation）。第三，

Microsoft 確保歐洲經濟區的使用者，有權移除 LinkedIn 在

Windows 個人電腦上的 LinkedIn 應用程式。 

安裝修正同於前述之相容修正，亦擴大了承諾的適用範圍及權利。

                                                 
895

 Id. ¶¶ 418-21. 
896

 Id. ¶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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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不限於第三方，安裝修正將 Microsoft 附隨義務的受惠對象

擴及於任何有權決定專業代工廠該預先安裝什麼軟體的個人電腦

販售者（PC Distribution Partners）。第二，Microsoft 同意，不會在

Windows 預設的個人電腦應用程式或狀態磚中，以預設的方式提

供 LinkedIn，而是平等地透 Windows Store 或網站來提供 LinkedIn

的服務及與第三方競爭。 

上述承諾為期五年。執委會認為，該等承諾內容將消除本案交易對於

歐洲經濟區市場的損害競爭疑慮，認定本件結合申報該當結合規範第 6 條

第 1 項第 b 款897及第 2 項898、歐洲經濟區協議第 57 條899而具備與經濟區內

市場相容性。 

（五） 本案分析 

本案為近期執委會認定多角化結合將產生限制競爭疑慮的情形900。本

                                                 
897

 Art. 6(1)(b) of the Merger Regulation: “Where it finds that the concentration notified, 

although fall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is Regulation, does not raise serious doubts as to its 

compatibility with the common market, it shall decide not to oppose it and shall declare that i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A decision declaring a concentration compatible shall be 

deemed to cover restrictions directly related and necessary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centration.” 
898

 Art. 6(2) of the Merger Regulation: “Where the Commission finds that, following 

modification by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a notified concentration no longer raises serious 

doubts within the meaning of paragraph 1(c), it shall declare the concentration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pursuant to paragraph 1(b). The Commission may attach to its decision 

under paragraph 1(b) conditions and obligations intended to ensure that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comply with the commitments they have entered into vis-à-vis the Commission with 

a view to rendering the concentration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899

 Agreement on 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 art. 57, 1994 O.J. (L 1) 3 (EC): “Concentrations 

the control of which is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2 and which create or strengthen a dominant 

position as a result of which effective competition would be significantly impeded within the 

territory covered by this Agreement or a substantial part of it, shall be declared incompatible 

with this Agreement. [. . .]” 
900

 Michele Giannino, Microsoft/LinkedIn: Wha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aid on the 

Competition Review of Digital Market Mergers, 1, working paper (2017). (available on: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005299, last accessed on October 25, 

2022).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00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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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結合方之一—Microsoft，為提供多種服務之大型平臺，並在個人電腦作

業系統市場享有高市占率，另一方（LinkedIn）則提供職業社群網路服務功

能。兩事業的核心業務均具備平臺模式與網路效果性質，亦為執委會在本

案分析時的重點。 

1. 市場界定與損害理論 

於本案界定社群網路服務之相關市場時，執委會依據調查結果，認定

本案所處之相關市場，並非「社群網路服務市場」，而是較窄的「職業社群

網路服務市場」901。或許考量網路平臺發展已普及，在使用者眾多的情況

下，已有足夠的使用者基數而能進行更細緻化的市場界定。使用者若基於

求職目的使用 LinkedIn，其後續面對其他替代可能之轉換行為、或者轉換

成本衡量，或皆會受此目的之影響。例如：其他平臺是否提供更多的求職

機會、是否能方便移轉個人履歷檔案。此一市場界定亦與後續競爭分析之

脈絡一致，亦即執委會擔心結合後，職業社群網路可能朝向 LinkedIn 產生

傾覆的損害理論、以及 Microsoft 對第三方職業社群網站的相容承諾。 

觀諸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第四點及第五

點，已提及考量因素應包括商品特性及用途、轉換成本及替代關係等902，

且上開二點皆有概括條款之設計。故我國執法機關在類似案件，仍有相當

彈性，可依據個案調整考量因素，進行替代可能分析，現行處理原則之文

義仍可涵蓋。惟若欲使執法機關有所依循或執法標準更加明確，或可使用

解釋性函令，抑或如中國作法，再針對平臺頒布一平臺專用之競爭法指南，

除了可明確揭示可採行之考量因素外，亦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

第 2 款規定，提升執法之可預測性，提升平臺產業相對友善之投資環境。 

                                                 
901

 Microsoft / LinkedIn, supra note 818, ¶¶ 98-106. 
902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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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為經濟與競爭分析 

歐盟執委會在本案所考慮的幾種損害理論，均與結合後 Microsoft 將

LinkedIn預先安裝於Windows個人電腦上之競爭效果有關903。在分析過程，

執委會強調市場參與者的行為誘因討論，例如：使用者在已有預先安裝好

職業社群服務軟體之前提下，是否會自發性地去下載其他同服務軟體904。

除此之外，平臺模式之特性，例如：間接網路效果及使用者的多棲現象，

同樣應納入考量905。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的發展，近來也逐

漸帶入競爭分析之中906。行為經濟學關於「預設偏誤」（default bias）的研

究，亦即人們有選擇第一眼所見服務的傾向，或許可應用於本案，協助評

估預先將LinkedIn安裝於作業系統，可能造成其他市場參與者的競爭損害，

甚或對於潛在市場參與者的參進障礙907。 

三、 非交易平臺—通訊軟體： Facebook/WhatsApp （歐盟

COMP/M.7217）908
 

（一） 案由事實 

Facebook 是網頁與手機應用程式的提供者，提供的服務包含社群網路

（social networking）、消費者通訊（consumer communication）以及照片影

片的分享功能909。除此之外，Facebook 亦提供了線上廣告的服務910。

                                                 
903

 Michele Giannino (2017), supra note 900, at 7.  
904

 Microsoft / LinkedIn, supra note 818, ¶ 320. 
905

 Id. ¶¶ 344-45. 
906

 See, e.g., Douglas Ginsburg and Derek Moore, The Future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in 

Antitrust Jurisprudence, 6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89-102 (2010); Eliana Garcés, The 

Impact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on Consumer and Competition Policies, 6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145-152 (2010). 
907

 Scott-Morton et al., supra note 2, at 19. Crémer et al, supra note 4, at 50.. 
908

 本案事實由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黃瑋婷整理。 
909

 Facebook/WhatsApp, supra note 27,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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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App 是通訊服務提供者，消費者可藉由手機 app 進行通訊，WhatsApp

並未提供廣告業務911。 

在2014年2月19日Facebook 與WhatsApp雙方簽訂併購重組的協議，

由 Facebook 以 19 億美元的代價併購 WhatsApp，使其成為 Facebook 百分之

百持股的子公司 912。該交易結果會使 Facebook 取得結合後之事業

（WhatsApp）唯一的控制權913，因此構成結合規範中第 3 條第 1 段 b 節規

定之結合914。 

如前所述，在歐洲經濟區，交易必須符合歐盟規模方能由執委會審查。

本案不符合結合規範第 1 條第 2 段915與第 3 段916之營業額要件，惟已符合

                                                                                                                                   
910

 Id. 
911

 Id. ¶ 3.  
912

 Id. ¶ 4.  
913

 Id.  
914

 Art. 3(1) of the Merger Regulation: “A concentration shall be deemed to arise where a 

change of control on a lasting basis results from:  

(a) the merger of two or more previously independent under- takings or parts of undertakings, or  

(b) the acquisition, by one or more persons already controlling at least one undertaking, or by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whether by purchase of securities or assets, by contract or by any 

other means, of direct or indirect control of the whole or parts of one or more other 

undertakings.” 
915

 Art. 1(2) of the Merger Regulation: “A concentration has a Community dimension where: 

(a) the combined aggregate worldwide turnover of all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EUR 5,000 million; and 

(b) the aggregate Community-wide turnover of each of at least two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EUR 250 million, 

unless each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achieves more than two-thirds of its aggregate 

Community-wide turnover within one and the same Member State.” 
916

 Art. 1(3) of the Merger Regulation: “A concentration that does not meet the thresholds laid 

down in paragraph 2 has a Community dimension where: 

(a) the combined aggregate worldwide turnover of all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EUR 2,500 million; 

(b) in each of at least three Member States, the combined aggregate turnover of all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EUR 100 million; 

(c) in each of at least three Member States included for the purpose of point (b), the aggregate 

turnover of each of at least two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EUR 25 million; and 

(d) the aggregate Community-wide turnover of each of at least two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EUR 100 million, 

unless each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achieves more than two-thirds of its aggr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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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第 5 段917之規範。於符合第 3 條所規定之結合定義時，即便案件可

適用至少 3 個歐盟成員國的競爭法及向各該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出申報，當

事人可直接向歐盟執委會申報918，本案即屬之。 

（二） 產業背景 

考量 Facebook 本身所提供的服務與 WhatsApp 提供之服務，本案可區

分三個相關市場：消費者通訊服務、社群網路、線上廣告。 

針對消費者通訊服務市場，Facebook 與 WhatsApp 在歐洲經濟區的市

場占有率約 30-40%
919。社群網路的部分，究竟 WhatsApp 及其他消費者通

訊服務能否納入潛在市場之計算，仍有討論空間，但主要較為各界所知的

社群網路服務提供者，包括 Google+、LinkedIn、Myspace、Pinterest 與 

InterNations
920。關於線上廣告，在網站上搜集數據的線上廣告供應者包括

Google、Facebook、Adobe、Yahoo!、Microsoft 等。 

（三） 申報事業主張 

1. 相關市場界定 

據前述，本案之相關市場總共有三個，分別為消費者通訊服務、社群

網路與線上廣告。申報人關於這三個相關市場的產品市場界定與地理市場

                                                                                                                                   
Community-wide turnover within one and the same Member State.” 
917

 Art. 4(5) of the Merger Regulation: “With regard to a concentration as defined in Article 3 

which does not have a Community dimension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1 and which is 

capable of being reviewed under the national competition laws of at least three Member States, 

the persons or undertaking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2 may, before any notification to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inform the Commission by means of a reasoned submission that the 

concentration should be examined by the Commission. The Commission shall transmit this 

submission to all Member States without delay.” 
918

 Facebook/WhatsApp, supra note 27, ¶ 10. 
919

 Id.  
920

 Id.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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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分述如下。 

針對消費者通訊服務之產品市場界定，申報人指出，基於該市場功能

差異的增量性、發展的速度與目標客群的模糊性，產品市場應直接包含所

有的消費者通訊服務921。地理市場部分，申報人則認為，基於消費者通訊

服務的功能本身就是可以跨越國界的，且在不同地區提供的相應服務也不

會因此而改變922。因此，地理市場定義若不定義為全球，至少也應定義為

整個歐洲經濟區923。 

針對社群網路服務之產品市場界定，申報人指出，Facebook 的用戶可

以在其平臺上藉由分享照片、連結、留言或按讚等功能抒發想法，且其他

的社群網路服務提供者 Google+、 LinkedIn、Myspace、 Pinterest 與 

InterNations 亦提供相近的豐富用戶體驗924。不過申報人認為，WhatsApp

並非這個潛在市場中的競爭者，原因在於 WhatsApp 未提供核心的社群網路

服務功能，且 WhatsApp 之發展重心一直都在提供手機使用者快速簡單的通

訊服務925。地理市場的界定，申報人未提出具體意見926。 

針對線上網路之產品市場界定，申報人指出，鑑於線上廣告的不斷革

新，區分不同類型的線上廣告並不恰當927。若要將社群網路網站上之線上

廣告單獨區分為一個市場，申報人認為並沒有足夠的基礎去定義該細分的

市場，因為廣告主在投放廣告時，通常會投放給非常廣泛的網路發布商928。

關於地理市場的界定，申報人同樣沒有提出意見929。 

                                                 
921

 Id. ¶ 19. 
922

 Id. ¶ 35. 
923

 Id.  
924

 Id. ¶ 49.  
925

 Id. ¶ 50. 
926

 Id. ¶ 63.  
927

 Id. ¶ 73.  
928

 Id. ¶ 73. 
929

 Id.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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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限制競爭效果之說明 

申報人針對三個相關市場（消費者通訊服務、社群網路與線上廣告）

的競爭分析，做了以下的回應。 

針對消費者通訊服務之相關市場，申報人雖有提供市場占有率的資料，

但亦指出市占率對於本案審查助益有限，因為這個相關市場本身就是以其

快速增長、多棲與免費服務著稱930。此外，該市場上存在有許多的替代服

務提供者，因而不會產生水平單方效果931。甚者，本市場中其他競爭者的

進入及擴張、以及消費者的轉換成本很低，因此，結合後若事業提高價格

或停止創新，消費者可以輕鬆轉向其他免費的競爭服務提供者932。 

針對社群網路之相關市場，執委會意見書中沒有提及申報人對此之競

爭分析意見。 

針對線上廣告之相關市場，申報人指出，WhatsApp目前並未銷售廣告，

且如其部落格所言933，販賣廣告會破壞 WhatsApp 想給用戶的使用體驗934。

Facebook 目前也沒有計畫在 WhatsApp 上引入廣告935。 

（四） 競爭法主管機關認定 

1. 相關市場界定 

針對本案之三個相關市場，執委會關於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之界定，

分述如下。 

                                                 
930

 Id. ¶ 92.  
931

 Id. ¶ 93. 
932

 Id. ¶ 94. 
933

 Id. at 30, n. 88. 
934

 Id. 
935

 Id. ¶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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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費者通訊服務 

針對消費者通訊服務之產品市場界定，執委會提出其在Microsoft/Skype

與 Microoft/Nokia 結合案之分析，認為消費者通訊服務的產品市場可以區

分為提供給企業使用者與提供給一般消費者使用者936。雖然執委會最終認

為市場定義可以保持開放，但在上開先例中也考量了消費者通訊市場是否

可以進一步根據功能、平臺與作業系統區分937。執委會指出，平臺應為本

案中較重要的區分標準，因為 WhatsApp 只有在手機上提供服務，也沒有計

畫要到其他平臺提供服務938。因此，本案可以限制於僅限手機的消費者通

訊軟體（下稱消費者通訊服務）939。 

執委會認為以作業系統與功能區分市場並不恰當940。根據市場調查941，

儘管不同的作業系統在用戶體驗上會有些許的不同，但大部分的消費者通

訊服務可在不同的作業系統上使用942。至於以功能性區分的方式，市場調

查也顯示943，不同的服務會以不同的方式促進消費者之間的溝通，並沒有

哪些特定的功能是對消費者通訊服務來說特別重要944。儘管所有競爭者在

市場調查中都主張功能的複雜性與多樣性決定了需要投入的時間與成本，

但實際上幾乎所有的消費者通訊服務都提供了一系列與申報人之 Facebook 

Messenger 與 WhatsApp 高度重疊的功能945。因此，結論上執委會認為評估

本案時，相關產品市場應界定在所有作業程式上的、提供各種通訊功能的

                                                 
936

 Id. ¶ 20. 
937

 Id. 
938

 Id. ¶ 21.  
939

 Id.  
940

 Id. ¶ 22.  
941

 Id. at 4, n. 6. 
942

 Id. ¶ 23. 
943

 Id. at 5, n. 7. 
944

 Id. ¶ 25. 
945

 Id.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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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通訊服務946。 

針對消費者通訊服務的地理市場界定，執委會認為，歐盟成員國間並

無法律或技術的障礙，也沒有品質、價格與特徵的區別，加上在本案市場

調查中947，所有的受訪者皆指出，他們所提供的服務不因在不同地區或國

家而有所區別948。但不容忽略在歐洲經濟區當中，消費者比在其他地區更

常跨境移動，且跨境移動時仍會產生漫遊的國際費用949。另外，申報人的

市場占比，在歐洲經濟區中也比在全球來的大950。因此，關於本案的地理

市場界定採較為保守之見解，應至少包含整個歐洲經濟區951。 

（2） 社群網路服務 

針對社群網路服務的產品市場界定，執委會指出，市場調查的大部分

受訪者952，都認為社群網路最重要的功能在於提供創造公開或半公開的檔

案與朋友分享953。關於社群網路與消費者通訊服務之間的界線，問卷調查

顯示，部分功能有一定的重疊，但界線愈來越模糊954。與社群網路相似的

是，消費者通訊服務也允許用戶互相傳遞訊息、影片、聲音與照片等內容955。

不過廣泛來說，社群網路服務提供了較為豐富的社交體驗，讓社群網路用

戶可以在其上顯示他們的興趣、活動，並創建相簿、在他人發文下抒發意

見等956。消費者通訊服務的功能則較為有限，主要還是針對在用戶之間的

                                                 
946

 Id. ¶ 27. 
947

 Id. at 6, n. 11. 
948

 Id. ¶ 37. 
949

 Id. ¶ 38. 
950

 Id. ¶ 39. 
951

 Id. ¶ 40. 
952

 Id. at 9, n. 20. 
953

 Id. ¶ 51. 
954

 Id. ¶ 52.  
955

 Id.  
956

 Id. ¶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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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非在圍繞其數位檔案而創建豐富的用戶體驗957。另外，執委會亦考

量是否需要依照不同的平臺或作業系統區別產品市場，但市場調查顯示，

大部分的社群媒體都可以在不同的平臺及作業系統上使用。而至於社群媒

體還可能以提供的服務對象為企業或普通消費者區分，但在本案沒有區分

使用對象的必要，因為在不同的使用對象下不會產生競爭疑慮（competition 

concerns）958。 

綜上所言，執委會總結認為，儘管消費者通訊服務的 Facebook 

Messenger 和 WhatsApp，有一些功能和社群網路的功能相似，但仍有所區

別959。而本案之社群網路市場界定，尤其是 Facebook Messenger 與 WhatsApp

到底是否屬於此等市場的範圍，執委會則認為，無論採取何種市場界定，

均不致引起本結合案與歐洲經濟區內部市場（ internal market）相容性

（compatibility）的嚴重疑慮，因此持開放態度960。 

針對社群網路服務的地理市場界定，市場調查的受訪者表示，不同地

理區域或國家提供的社群網路服務通常沒有差異，但在語言和某些次要功

能可能會有不同的調整；其他可能的差異包含行銷成本、法律監管要求與

客戶的偏好961。此外，申報人在歐洲經濟區的市場占比高於在全球的占比962。

執委會最終認為地理市場之界定，至少包含整個歐洲經濟區963。 

（3） 線上廣告 

針對線上廣告的產品市場界定，執委會指出，在過去案例，執委會區

                                                 
957

 Id.  
958

 Id. ¶¶ 59-60. 
959

 Id. ¶ 61. 
960

 Id. ¶ 62. 
961

 Id. ¶ 65. 
962

 Id. ¶ 66. 
963

 Id.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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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了線上廣告與離線廣告964；也曾考量線上廣告是否可以再細分為關鍵字

廣告與非關鍵字廣告（search and non-search advertising），但最終保持開放965。

為了審查結合交易而進行的市場調查966，清楚地證實了執委會在過去的案

例中區分線上廣告與離線廣告的正確性967。市場調查968指出關鍵字與非關

鍵字廣告存在區別，且由於提供服務的用途不同，實際上大部分的廣告商

並不認為關鍵字與非關鍵字廣告之間為可行的替代品969。關鍵字廣告主要

是直接導向到廣告主的網頁，而非關鍵字廣告主要是用來提升品牌知名度。

因此，就算廣告費提升 5-10%，也不太會使業主轉換投放類別970。 

另外，執委會亦考量，是否將社群網路上提供非搜索廣告的服務，視

為一個單獨的產品市場971，但市場調查結果顯示出不同意見。有部分的受

訪者認為，由於 Facebook 擁有大量且高度參與的用戶、以及更好的廣告定

位機會，其他非關鍵字廣告效果沒有在 Facebook 上投放的效果好。但亦有

受訪者認為，不管是哪個廣告平臺所提供的非關鍵字廣告，均可互相替代972。

最終，執委會態度與過去的案例相同，將線上廣告與離線廣告區別973；至

於該市場能否再細分不同的相關市場，則保持開放，同樣因為更窄的市場

定義亦不致造成系爭結合交易與歐洲經濟區內部市場是否相容的嚴重疑慮

974。 

針對線上廣告的地理市場定義，執委會指出，根據其市場調查975，廣

                                                 
964

 Id. at 12, n. 25.  
965

 Id. ¶ 74. 
966

 Id. at 13, n. 29. 
967

 Id. ¶ 75. 
968

 Id. at 13, n. 30. 
969

 Id. ¶ 76. 
970

 Id.  
971

 Id. ¶ 77.  
972

 Id.  
973

 Id. ¶ 79. 
974

 Id.  
975

 Id. at 14, n.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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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購買以國家為單位976；大部分受訪者亦指出977，線上廣告的價格根據

國家不同而制定978。因此，線上廣告市場的地理界定應以國家或至少是同

語言的地區來界定979。 

2. 限制競爭效果 

在競爭分析部分，執委會以上述市場界定為基礎，亦區分為消費者通

訊服務、社群網路與線上廣告進行評估。 

（1） 消費者通訊服務 

針對消費者通訊服務，執委會指出，在這個市場中主要的競爭存在於

（1）提供的服務與（2）潛在的網路980。由於顧客有非常廣大的替代產品

可以選擇，消費者通訊服務的競爭者之間，就是在比較誰可以給出最好的

通訊體驗981。根據市場調查結果，通訊服務中最重要的特徵為可靠性與隱

私安全性982。另外，因為使用通訊服務的目的即在與人通訊，因此，用戶

網絡的大小即顯重要，更大的網絡代表消費者的聯絡人可能已經、或正在

使用該消費者通訊服務；更大的網絡也提供消費者發現與獲得更多聯絡人

的機會983。 

根據申報人所提供的資料，在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5 月期間，申報

人與 WhatsApp 在歐洲經濟區市場占有率約為 30-40%
984。儘管執委會認為

                                                 
976

 Id. ¶ 82.  
977

 Id. at 14, n. 37. 
978

 Id. ¶ 82.  
979

 Id. ¶ 83.  
980

 Id. at 15, n. 39. 
981

 Id. ¶ 89. 
982

 Id.  
983

 Id. ¶ 88.  
984

 Id.  



 

408 

 

上述資料低估了申報人的競爭地位，但也認為，消費者通訊服務市場本身

具有快速增長、新進競爭者頻繁出現、以及創新週期短暫的特性。在這樣

的情況下，市場占有率的大小意義不大，市占率大也不一定代表市場競爭

力量就比較大985。為了評估結合對消費者的影響，執委會逐一考量 Facebook

與 WhatsApp 的競爭緊密性、消費者轉換到其他平臺的能力（capacity）、進

入及擴張障礙、以及網路效果。 

A. 競爭緊密性 

關於競爭緊密性，執委會指出，Facebook 與 WhatsApp 之間的註冊使

用資訊、聯絡人來源、用戶體驗與隱私政策等皆有不同986，其他競爭者亦

能提供申報人所提供的功能。WhatsApp 與 Facebook 的用戶網有大量重疊，

再輔以考量通訊服務服務的消費者通常是多棲，可認為 Facebook 與

WhatsApp 在用戶方面並非緊密競爭，而是互補987。 

B. 消費者轉換到其他平臺的能力 

關於消費者轉換至其他平臺的能力（capacity），根據執委會的市場調查

988，大部分的受訪者指出，就算本件結合之交易完成，市場上仍有許多替

代的提供者可供消費者選擇989。在調查中990亦顯示，消費者轉換至其他平

臺並沒有顯著的成本991，畢竟所有的通訊服務幾乎都是免費或是價格低廉、

所有的通訊服務皆可以輕鬆下載至同一支手機中且所占容量甚低992、消費

                                                 
985

 Id. ¶ 99.  
986

 Id. ¶ 101. 
987

 Id. ¶ 104-105. 
988

 Id. at 19, n. 56. 
989

 Id. ¶ 108. 
990

 Id. at 19, n. 56. 
991

 Id. ¶ 109. 
992

 Id. at 20, n.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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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就算要換裝置使用，也可以輕易移轉資料、以及新的通訊服務的資訊可

以輕鬆的由手機應用程式商店取得993。再者，大部分的使用者為多棲，因

此，嘗試新軟體時，消費者不需要停用原本正在使用的消費者通訊服務994。

根據申報人所提交的資料995，歐洲經濟區內約有 80-90%之消費者在一個月

內會使用超過一種消費者通訊服務，且約有 50-60%的消費者每天都會使用

超過一種消費者通訊服務996。另外，Facebook 與 WhatsApp 都沒有對作業

系統的控制權，無法藉由控制手機作業系統，讓消費者難以轉換所使用的

消費者通訊服務997。綜上所述，執委會認為，撇除網路效果之考量，市場

上的消費者欲轉換到其他的消費者通訊服務時，沒有顯著的阻礙998。 

C. 進入及擴張障礙 

關於進入及擴張之障礙，執委會指出，消費者通訊服務是一個快速增

長的市場，2013 年中成長率達到 203%
999，超過任何其他種類的 app

1000。

而根據申報人所提供的資訊，開發和上架消費者通訊服務並不需要很多時

間和投資1001；依據市場調查1002，大部分的受訪者也承認，開發和上架消費

者通訊服務相當容易1003。其次，在消費者通訊服務市場，並不存在構成進

入障礙的已知專利、專有技術或智慧財產權1004。執委會認為，申報人無法

控制任何影響市場進入的因素，因此無法增加系爭市場的進入障礙：

                                                 
993

 Id. ¶ 109. 
994

 Id. ¶ 10. 
995

 Id. at 20, n. 61. 
996

 Id. ¶ 110. 
997

 Id. ¶ 112. 
998

 Id. ¶ 115. 
999

 Id. at 21, n. 68. 
1000

 Id. ¶ 118. 
1001

 Id. ¶ 119.  
1002

 Id. at 22, n. 71. 
1003

 Id. ¶ 119. 
1004

 Id. ¶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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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與 WhatsApp 雙方均無法控制手機的作業系統；而可用於建立消

費者通訊服務帳號的電子郵件與電話號碼等資訊則由用戶自身控制，亦可

重複在不同的消費者通訊服務上註冊1005。 

就不同消費者通訊服務之間的相容性問題，執委會認為，目前為止

Facebook 與 WhatsApp 的主要競爭對手皆無提供可與其他消費者通訊服務

相容之服務，且相容性亦不是維持 WhatsApp、Facebook Messenger 或其他

的消費者通訊服務進入市場與擴展的因素1006。 

關於擴展障礙問題，消費者通訊服務的特點就是使用者只要在應用程

式商店點擊下載，便可以將其安裝到手機上。Facebook Messenger 與 

WhatsApp 都沒有預裝在大量的手機上，意味著不存在現狀偏見（status quo 

bias）造成的障礙，不致使競爭者難以擴張1007。不過也有一些競爭者在執

委會的市場調查1008中指出，市場中既存競爭者擁有巨大的用戶群（user base）

與網路效果1009為最重要的進入與擴張障礙。 

D. 網路效果 

在網路效果的部分，執委會指出，當產品或服務對其用戶的價值隨著

用戶數量成長而增加時，網路效果便會出現1010。本案中，Facebook Messenger

在全世界有高達 2.5-3.5 億用戶，WhatsApp 在全世界則多達 6 億1011。根據

市場調查1012，用戶的朋友數量對消費者通訊服務而言非常重要；越多人使

用同一種消費者通訊服務，在該服務上用戶可以聯繫的聯絡人隨之增加，

                                                 
1005

 Id. ¶ 121. 
1006

 Id. ¶ 122. 
1007

 Id. ¶ 124. 
1008

 Id. at 23, n. 74. 
1009

 Id. ¶ 126. 
1010

 Id. ¶ 127. 
1011

 Id. ¶ 128. 
1012

 Id. at 23, n.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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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吸引更多的用戶加入1013。因此，執委會認定，在本案的消費者通訊服

務市場存在網路效果1014。不過，本案存有眾多因素，可減輕網路效果在進

入與擴張障礙所生影響力1015。如前所述，消費者通訊服務是一個快速發展

的市場，競爭者進入和擴展的障礙很低，因此在這個市場中，即使有網路

效果的幫助，任何領先的市場地位也不太可能無法被挑戰1016；甚者，新進

入市場的競爭者，也有相當威脅，例如，LINE 和 WeChat 皆在 2011 年進入

市場，短短 3 年後在全球都擁有超過四億的用戶1017。其次，消費者通訊服

務的用戶多為多棲，因此，就算本案結合後的事業將擁有大量的用戶，也

不太可能因而阻止消費者使用競爭者的消費者通訊服務1018。綜合而言，執

委會認為，儘管消費者通訊服務市場存在網路效果，但在本案中，網路效

果不太可能保護結合後的事業，免於受到來自新進或現有消費者通訊服務

的競爭1019。 

（2） 社群網路 

針對社群網路，執委會分析競爭型態（competitive landscape）、競爭緊

密性與 WhatsApp 和 Facebook 潛在的整合可能，分述如下。 

A. 競爭型態 

針對競爭型態（competitive landscape）的分析，市場調查結果指出，

受訪者最為認識的社群網路服務提供者為 Facebook、Google+、LinkedIn、

                                                 
1013

 Id. ¶ 129. 
1014

 Id.  
1015

 Id. ¶ 131. 
1016

 Id. ¶ 132. 
1017

 Id.  
1018

 Id. ¶ 133.  
1019

 Id. ¶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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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 和 MySpace
1020。部分受訪者表示，WhatsApp 等消費者通訊服務既

然能夠在用戶及群組之間共享訊息，則亦應歸入社群網路的潛在市場1021。

若將消費者通訊服務納入社群網路的潛在市場，則替代的供應商數量將大

幅增加1022，如此一來該市場可能涵蓋其他非消費者通訊服務的提供者如

Youtube，只要可使用戶之間交換訊息與內容，即可納入1023。不過實際上前

述服務（社群網路、消費者通訊服務與 Youtube 等非消費者通訊服務）之間

的區別甚大，消費者在使用時也不是排他的僅使用其中一種，而是與其他

服務互補地使用1024。受訪者證實1025，消費者通訊服務的用戶大部分也會使

用社群網路服務，這點亦可從 WhatsApp 與 Facebook 的用戶群之間存在大

量重疊1026得到驗證1027。因此，若認為社群網路之潛在市場包含消費者通訊

服務，則有大量的替代服務提供者存在1028。 

B. 競爭緊密性 

關於競爭的緊密性，執委會指出，WhatsApp 與 Facebook 的相似之處

在於皆允許用戶之間共享訊息和內容1029。不過 WhatsApp 並不提供如

Facebook 一般的主頁、時間表，用戶無法創建個人敘述1030。此外，根據

WhatsApp 之統計，其雖具有用戶狀態的功能，但僅有 5-10%的歐洲經濟區

用戶使用1031。根據申報人提供的數據1032，WhatsApp 與 Facebook 的客戶有

                                                 
1020

 Id. at 27, n. 83. 
1021

 Id. ¶149. 
1022

 Id. ¶ 150. 
1023

 Id.  
1024

 Id. ¶ 151. 
1025

 Id. at 27, n. 84. 
1026

 Id. at 27, n. 85. 
1027

 Id. ¶ 151. 
1028

 Id. ¶ 152. 
1029

 Id. ¶ 153.  
1030

 Id. ¶ 156. 
1031

 Id.  



 

413 

 

很大部分都有使用對方的服務，進一步證明了 Facebook 與 WhatsApp 之間

並非緊密的競爭者1033。 

C. 整合可能性 

關於 Facebook 與 WhatsApp 之間的整合可能性，在市場調查期間，有

第三方對此表示擔憂：若兩平臺可以整合，則藉由用戶數與功能的增加，

會強化 Facebook 在社群網路潛在市場的地位1034。不過執委會考量，實際上

要整合平臺有重大的技術障礙，且可能需要 WhatsApp 與 Facebook 的用戶

參與及在兩個消費者通訊服務上創建自己的個人資料，而任何強制轉移用

戶的行為都可能導致用戶轉向競爭的消費者通訊服務1035。另外，鑑於系統

本身之架構差異，若要啟用跨平臺的通訊，需要對服務進行大量的重新設

計並重新編寫程式1036。根據 Facebook 交給執委會文件中之公開聲明和內部

文件，並未顯示這兩個平臺未來有整合的計畫1037。退步言之，即使兩個服

務整合，基於上述 WhatsApp 與 Facebook 用戶本身有大量重疊，增加新用

戶的效果也屬有限1038。綜上所述，執委會認為，在社群網路的潛在市場中，

該結合交易不會與歐洲經濟區內部市場的相容性產生嚴重隱憂1039。 

（3） 線上廣告 

針對線上廣告服務，執委會指出，根據申報人提供的數據1040，Facebook

                                                                                                                                   
1032

 根據申報人提供的數據，有 60-70%的 Facebook 用戶有使用 WhatsApp，有 70-90%的

Whatsapp 用戶有使用 Facebook。 
1033

 Facebook/WhatsApp, supra note 27, ¶ 157. 
1034

 Id. ¶ 159. 
1035

 Id. ¶ 160. 
1036

 Id. 
1037

 Id. ¶ 161. 
1038

 Id. ¶ 162. 
1039

 Id. ¶ 163. 
1040

 Id. at 30, n.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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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線上廣告在一些會員國的市場占比約為 20-30%，在一些更細分的市場，

如線上非關鍵字廣告（online non-search advertisement）1041亦同1042。市場調

查1043的許多受訪者表示該結合行為會導致 Facebook 可以獲取更多的用戶

資料，大大增強 Facebook 的線上廣告服務1044。對此，執委會主要分為結合

後在 WhatsApp 上引入廣告服務、以及利用 WhatsApp 所搜集資訊提供

Facebook 作為廣告目的這兩類，分別進行評估。 

A. 在 WhatsApp 引入廣告服務 

關於結合之後在 WhatsApp 上引入廣告的情形，理論上雖然可能，但會

更改 WhatsApp 長久以來的隱私政策1045。市場調查1046受訪者指出，改變

WhatsApp 的無廣告策略，可能會導致用戶的流失1047。不過，就算結合後

的事業要在 WhatsApp 上投放廣告，也只會在市場上沒有其他的替代服務時

才會造成競爭上的疑慮1048。大多數的競爭者在市場調查中表示，結合交易

完成後，市場上還是有足夠的線上廣告提供者可作為替代1049。因此執委會

認為，不管結合後的事業是否會投放廣告到 WhatsApp 上，市場上都還是會

有其他的競爭者存在1050。 

B. 利用 WhatsApp 搜集之資訊 

關於將 WhatsApp 所收集資料或數據數據作為 Facebook 的廣告目的使

                                                 
1041

 Id. at 30, n. 91. 
1042

 Id. ¶ 169. 
1043

 Id. at 31, n. 92. 
1044

 Id. ¶ 172.  
1045

 Id. ¶ 173. 
1046

 Id. at 31, n. 94. 
1047

 Id. ¶ 174. 
1048

 Id. ¶ 177. 
1049

 Id. ¶ 178. 
1050

 Id. ¶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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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執委會指出，市場調查中1051有些受訪者表示，在結合的交易發生後，

由於 Facebook 控制數據增加，將會大大加強 Facebook 在線上廣告服務的地

位1052。然而若要使結合後事業取得擁有 Facebook 帳戶的 WhatsApp 用戶之

數據，並將之用於 Facebook 自身平臺的線上廣告，需要修改 WhatsApp 的

隱私政策，且需要將每個同時使用兩個服務的 WhatsApp 用戶資料與

Facebook 資料匹配1053。雖然受訪者指出這樣的資料匹配很容易實現，不過

申報人認為存在重大的障礙1054。執委會指出，在結合交易之後，市場上仍

有許多的競爭者作為可替代的線上廣告服務提供者，仍將有大量的網路數

據1055不在 Facebook 的獨家控制範圍內1056。因此，不會引起該結合交易與

歐洲經濟區內部市場是否相容的嚴重疑慮1057。 

基於上述原因，歐盟執委會決定不反對該結合交易，宣布該交易與歐

洲經濟區內部市場相容，並且符合歐洲經濟區條約1058。 

（五） 本案分析 

本案由科技巨擘 Facebook 收購通訊軟體的後起之秀 Whatsapp。可分別

由通訊軟體市場之競爭分析、結合之可能目的、以及審查過程中結合方的

資料提供等幾個面向，進行討論。 

1. 通訊軟體之競爭分析 

在消費者通訊軟體，Facebook 擁有 Facebook Messenger，可能與

                                                 
1051

 Id. at 33, n. 104. 
1052

 Id. ¶184. 
1053

 Id. ¶ 185. 
1054

 Id.  
1055

 Id. ¶ 188. 
1056

 Id. ¶ 188-89. 
1057

 Id. ¶ 190. 
1058

 Id. ¶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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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app 進行競爭。執委會就此進行調查，達成兩者並非緊密競爭者的結

論。此外，執委會也考量本市場的特性，就需求面之消費者轉換與多棲行

為、供給面之進入與擴張障礙、以及網路效果是否可能保護既有廠商，免

受競爭者的挑戰等問題，進行問卷調查。執委會廣泛的市場調查結果成為

本案競爭影響評估的重要依據。在分析的面向、以及資料蒐集上，都相當

值得未來進行通訊相關市場研究時的參考。 

2. 以併購排除潛在競爭 

事業併購或結合之目的不一，也未必都會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但近年

來，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廠商，尤其大型平臺與科技巨擘的連續併購行為，

引起相當的關注，主要原因在於，此等結合之目的可能是為了扼殺潛在競

爭或競爭者1059。 

在製藥產業，學者曾以實證研究探討所謂「殺手併購」（killer acquisitions）

的現象，亦即收購仍在發展中、但可能威脅到自身（以上市）藥品的新藥

計畫後，將之腰斬以避免未來競爭的行為1060。但有學者指出，數位市場未

必展現相同的殺手併購樣態1061。研究指出，在數位市場，充足的用戶基礎，

能夠產生巨大的網路效果；若所併購的事業，其用戶基礎能對收購方產生

強大的互補性，則收購方有動機在結合—因此消弭潛在威脅—後，維持被

併購方的產品獲服務，以享受互補所帶來的效益1062。 

                                                 
1059

 Crémer et al., supra note 4, at 116. (“Buying up promising start-ups that offer fringe 

products or services may therefore result in early elimination of potential competitive threats – 

which may be particularly problematic if done systematically.”) 
1060

 Colleen Cunningham, Florian Ederer, & Song Ma, Killer Acquisitions, 129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49-702 (2021). 
1061

 Axel Gautier & Joe Lamesch, Merger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54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100890 (2021). 
1062

 Gautier & Lamesch, supra note 1061, at 2. (“Killing rather than continuing a project 

competing with the acquirer’s own product depends on the existence of demand and supply side 

complementarities. With strong complementarities, the acquirer is better off if it continu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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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觀察，則本案似有相當特徵值得注意：Facebook 的核心領域為廣

告、內容、及消費者1063，而 WhatsApp 則活躍於消費者通訊軟體，有可能

未來對 Facebook 構成競爭威脅。又根據 Facebook/WhatsApp 案件所示，

Facebook Messenger 在全世界達到 2.5-3.5 億用戶，WhatsApp 在全世界則多

達 6 億1064，從而 WhatsApp 具有相當充足的用戶基礎。但執委會同時判斷

兩者後，認為較可能呈現互補關係1065。亦即結合後，Facebook保留WhatsApp

服務的行為，或可解釋成基於互補性考量的決策1066。 

3. 結合方提供錯誤資訊 

本案另有一插曲。在 2014 年歐盟執委會為反對 Facebook 與 Whatsapp

的結合案後，執委會發現，Facebook 於審查期間提供誤導資訊。 

與 Facebook 在 2014 年結合審查時的聲明相反，在結合案當時，其職

員已知 Facebook 和 WhatsApp 的用戶資料，有自動合併的可能性。此外，

在 2016 年 8 月 WhatsApp 更新期服務條款以及隱私政策，其中就包含了可

能會將 WhatsApp 的手機號碼與臉書用戶身份連結的條款。因此，執委會在

2017 年 5 月對臉書裁罰一億一千萬歐元。不過，執委會也指出，即便知曉

這些資訊，也不影響執委會在本案的決定1067。 

                                                                                                                                   
develop the acquired project and supplies it along with its own product. Otherwise, the acquirer 

is better off killing the project and only develops its own version of the product.”) 
1063

 Gautier & Lamesch, supra note 1061, at 6. 
1064

 Facebook/WhatsApp, supra note 27, ¶ 128.  
1065

 Id. ¶ 104.  
1066

 Gautier & Lamesch, supra note 1061, at 10-11 (“[T]he fact that a product is continued does 

not eliminate competition concerns. Instagram, WhatsApp and Waze, which are referred to as 

potential examples of killer mergers, continue to operate under their original brand name after 

having been acquired by Facebook and Google respectively. The decision to continu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rget’s product or to kill it depends on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products. 

With strong complementarities, the acquirer prefers to continue the product rather than killing 

it.”). 
1067

 參見執委會聲明（網址：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7_1369，

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26 日）。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7_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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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合審查中，資料的提供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唯有盡可能充足、

真實的資料，才能夠避免結合審查結果出現錯誤。而我國關於結合申報有

虛偽不實的情形，規範在公平交易法第 39 條第 2 項：「事業對結合申報事

項有虛偽不實而為結合之情形者，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令其分設

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

之處分，並得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雖有禁止其結合、

限期令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等效果，但以一

百萬元為上限的罰鍰，對數位市場中具有優勢地位的大型科技公司而言，

是否能有效嚇阻其提供誤導資訊，進而確保結合審查過程的資訊真實性，

尚須斟酌。或許，我國未來可考慮將歐盟結合規範的比例計算制度納入我

國規範。 

四、 非交易平臺—資料：Google/Fitbit（歐盟 Case M.9660）1068
 

（一） 案由事實1069
 

2019 年 11 月 1 日 Google 與 Fitbit 簽訂了合併協議計畫書，由 Google

以約 180 億歐元的對價取得 Fitbit 百分之百已發行且流通在外之普通股。本

件合併案該當歐盟結合規範第 3 條第 1 項第 b 款併購而形成的市場力量集

中態樣。歐盟結合諮詢委員會依該法第 8 條第 2 款1070，評估本案交易所形

成的市場力量集中結果，是否與歐洲經濟區內部市場相容。 

                                                 
1068

 本案事實由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黃婉婷整理。 
1069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7.12.2020: Declaring a Concentration to Be 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the EEA Agreement (Case M.9660 – GOOGLE/FITBIT), ¶ 14, COM (2020) 

9105 final (Dec. 17, 2020) [hereinafter Google/Fitbit]. 
1070

 Art. 8(2) of the Merger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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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業背景 

本案交易當事人為跨國科技公司Google與紐約證交所上市公司Fitbit，

前者主要收益來源為線上廣告服務，後者之主要收益來來自於穿戴式裝置

（wearable device）。兩家公司均提供諸多商品及服務，分述如下。 

1. 穿戴式裝置 

穿戴式裝置以腕戴式裝置為最重要產品。腕戴式裝置又包含健康手環

（fitness tracker）與智慧手錶（smartwatch），前者可以記錄並偵測身體活動

數據，後者則與能透過與行動裝置綁定後將所偵測到之健康資料回傳至行

動裝置1071；穿戴式裝置所偵測的資料亦可能與具有 GPS 功能的行動裝置所

生成的位置資料結合1072。本案交易當事人一方之 Fitbit 雖為腕戴式裝置的

先驅，惟其尚未有與行動裝置連動之智慧手錶1073。 

2. 健康狀態應用程式 

在健康狀態應用程式（health and fitness app）方面，腕戴式裝置的供應

者通常會一併提供該裝置所搭配的應用程式，讓使用者透過智慧型手機同

步資料。在使用者同意的前提下，部分應用程式會以應用程式介面（API）

讓第三方取得應用程式中的健康狀態資料1074。 

3. 作業系統 

不同的硬體上有專門的作業系統，例如：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穿戴

                                                 
1071

 Google/Fitbit, supra note 1069, ¶¶ 28-30. 
1072

 Id. ¶ 38. 
1073

 Id. ¶ 33. 
1074

 Id.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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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裝置作業系統，其提供各種硬體運作所需的基礎功能。智慧型手機作業

系統通常都是由垂直整合的專業代工廠（OEM，例如 Apple、Google）負

責開發，其亦為產業上游廠商將作業系統授權給其他使用者。就穿戴式裝

置作業系統而言，一部分與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之運作類似，由 OEM 開發

自家的作業系統；另一部分則由其他供給者取得作業系統的授權（例如

Google 的 Wear OS）1075。 

4. 應用程式商店 

應用程式商店讓使用者能由單一窗口下載、管理各式各樣的應用程式，

通常是免費提供，而向應用程式開發者收取一定比例的上架費1076。 

5. 搜尋引擎 

搜尋引擎的商業模式通常為讓使用者免費在網路上搜尋資料，透過廣

告服務來獲利1077。 

6. 線上廣告與廣告科技服務 

線上廣告服務可依據廣告投放策略，區分為關鍵字廣告與非關鍵字廣

告。前者會識別搜尋引擎使用者輸入的關鍵字，決定投放的廣告內容；後

者則以廣告所在的網頁內容決定投放內容1078。 

在線上廣告產業中，最大宗的廣告銷售方式為「程序化」（programmatic）

廣告，透過中介者（ intermediary）以自動化交易之方式媒合廣告空間

（inventory）之買方與賣方。而此種自動化交易仰賴各樣廣告科技（ad tech），

                                                 
1075

 Id. ¶¶ 44-47. 
1076

 Id. ¶¶ 48-50. 
1077

 Id. ¶ 51. 
1078

 Id.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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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即時競價（real-time-bidding）機制，以便順利媒合廣告服務的買方與

賣方1079。因此，線上廣告產業鏈係由買賣雙方及提供不同廣告科技服務的

中介者所構築，這些中介者可依其可提供的專業分類，分述如圖 4- 1
1080： 

 需求端平臺（Demand Side Platform, DSP）：供廣告主及媒體業以

自不同來源購買廣告空間（advertising inventory）的平臺。 

 供給端平臺（Supply Side Platform, DSP）：供發布商銷售廣告空間

的平臺。供給端平臺通常會連結若干需求端平臺，以媒合廣告市

場中的出價（bid）及實現即時競價。 

 廣告主伺服器（advertiser ad server）：便利廣告主及媒體業者管理、

暫存並追蹤其所欲發布廣告的伺服器，亦可用於評估廣告投放之

影響力。 

 發布商伺服器（publisher ad server）：利於發布商管理廣告，並依

                                                 
1079

 Id. ¶¶ 53-54. 
1080

 Id. ¶ 55, fig.3. 

圖 4- 1  線上廣告產業鏈 

資料來源：歐盟 Google/Fitbit Case 決定書, Figure 3；本研究譯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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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即時競價結果決定該播放哪一廣告的伺服器。 

 廣告交易所（ad exchange）：連結需求端與供給端平臺以進行即時

競價的數位市場，得標者將取得廣告空間，並能刊登自家廣告。

依市場現況，多數供給端平臺皆內建有廣告交易所的功能，以執

行上開即時競價機制。 

 廣告網路（ad network）：將大多數中介功能整合成單一平臺，以

透過此平臺提供廣告市場供需之媒合服務。 

 資料服務供給者（data service supplier）：為了取得廣告投放所需

的資料，資料服務提供者會提供工具給廣告主及發布商，使其以

自不同資料來源處取得、儲存、管理及分析資料。 

在線上廣告產業鏈中，Google 提供的服務涵蓋所有廣告科技服務1081，

惟不論在線上廣告或廣告科技服務，皆非 Fitbit 所活躍之產業1082。 

7. 數位健康管理服務 

數位健康管理服務（digital healthcare service）係以使用者的身體健康

資料為基礎，儘早發現使用者的隱疾以求預防或及早治療，或用於進行醫

療研究等用途1083。透過與科技的結合，身體健康資料可以產生無限商機1084。

本項產業中與資料應用相關的活動包括：雲端與資料分析服務、病患監測、

醫學研究資料提供與真實世界證據（real-world evidence, RWE）、企業健康

管理（corporate wellness）四種1085。 

本案中二結合事業涉及多種服務，執委會就每種服務分別論述並作出

                                                 
1081

 Id. ¶¶ 57-59 
1082

 Id. ¶¶ 147, 161. 
1083

 Id. ¶ 60. 
1084

 Id. ¶ 61. 
1085

 Id. ¶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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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界定。決定書內容中與多邊平臺討論較有關的服務是「應用程式商店」、

「線上廣告服務」、「廣告科技服務」，以下就此三項服務的申報事業主張及

主管機關認定為核心，進行討論；其他服務項目，則於有競爭法疑慮的前

提下，兼而論及。 

（三） 申報事業主張 

1. 相關市場界定 

 穿戴式裝置：就 Fitbit 活躍之穿戴式裝置產業，申報事業認為產

品市場應包含所有腕戴式裝置；健康偵測手環及智慧手錶兩者提

供之功能高度重疊而具有替代可能性，不應再區分為兩個產品市

場1086。基於同樣理由，申報人認為亦無需以行動裝置連動是否具

備 GPS 功能，再去細分產品市場1087。至於地理市場，申報人認

為至少界定為整個歐洲經濟區或全球1088。 

 應用程式商店：Google 與 Fitbit 分別為 Play Store 與 Fitbit Gallery

的供給者，兩種應用程式商店除了在穿戴式作業系統上運作，Play 

Store 更在開源的智慧行動裝置作業系統（Android OS）上運作1089。

申報事業引用Google Android濫用市場地位案1090中界定應用程式

商店的判斷標準1091，認為 Google 與 Fitbit 的應用程式商店均僅分

                                                 
1086

 Id. ¶¶ 69-71. 
1087

 Id. ¶ 72. 
1088

 Id. ¶ 81. 
1089

 Id. ¶¶ 108-10. 
1090

 See generally, supra note 29. 
1091

 Google/Fitbit, supra note 1069, ¶¶ 112-13: “(i) [U]sers are unlikely to switch to a device 

with a different OS due to the small spending in app stores, switching costs and the degree of OS 

loyalty, and (ii) Google Android is currently the smart mobile OS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apps and users. The Commission concluded that app stores for a given OS platform of smart 

mobile devices (namely Android app stores) constitute a separate relevant product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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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在不同作業系統平臺上運行，並未重疊，應分屬不同的產品市

場1092。對於地理市場之認定，申報人僅言及本案交易未生限制競

爭疑慮，未有進一步論述1093。 

 線上廣告服務與廣告科技服務：申報事業主張，本案應引用Google 

AdSense 濫用市場地位案1094中界定產品市場之結果，將產品市場

界定為「線上關鍵字廣告服務」1095及線上關鍵字廣告「中介服務」

1096。地理市場部分，申報人僅言及，在線上關鍵字廣告之中介服

務，地理市場界定應至少為整個歐洲經濟區1097。 

 數位健康管理：因本產業中與資料相關的產業活動共有四種（即

雲端與資料分析服務、病患監測、醫學研究資料提供與真實世界

證據、公司健康管理），且市場調查結果亦顯示四種產業應分別界

定相關市場，申報事業於四種不同產業活動中，皆主張 Google 與

Fitbit 未有同時從事同一產業活動之重疊情形，因而無界定相關市

場之必要1098。 

2. 限制競爭效果之說明 

申報事業認為，本案交易不會導致限制競爭效果。 

對於本案交易可能使 Google 取得 Fitbit 所有資料之質疑，申報事業認

為，在線上廣告產業的相關市場，Fitbit 握有的使用者健康資料對 Google

的廣告服務並無價值；該等資料量不大且未涵蓋特殊的資料種類，Google

                                                 
1092

 Id. ¶ 116. 
1093

 Id. ¶ 128. 
1094

 Google AdSense, COMP/AT.40411,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0 March 2019. 
1095

 Google/Fitbit, supra note 1069, ¶¶ 149-50. 
1096

 Id. ¶ 163. 
1097

 Id. ¶¶ 157, 171. 
1098

 Id. ¶¶ 271, 283, 29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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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只能提高 0-0.5%的廣告收入。Google 若真要使用該等資料以改善廣告

服務，市場上也有許多替代的資料來源可供取用1099。 

針對可能產生封鎖行為的質疑，申報事業分別為如下主張。 

 在數位健康管理產業的相關市場，Fitbit 的使用者在整個產業之占

比不大，Web API（Fitbit 提供給第三方使用的應用程式介面）並

非此產業的生產要素。此外，Google不可能冒著違反產業潛規則，

阻絕第三方使用 Web API 之可能性；此舉存在風險，將使 Fitbit

的穿戴式裝置失去吸引力。Google 的競爭者也不是非要 Fitbit 的

資料不可，Fitbit 的競爭者也能提供相似的資料1100。 

 申報事業主張，不可能利用 Play Store 封鎖其它事業之市場參與。

在穿戴式裝置市場，產業中的龍頭 Apple 就沒有使用 Play Store

作為應用程式的擴散通路；除了 Play Store，其他市場參與者也有

不同選擇來下載應用程式。另外，專業代工廠（例如 Samsung、

Huawei、Xiaomi）亦可以預先安裝穿戴式裝置所搭配之應用程式，

抑或在自已的 app 商店提供其所開發的應用程式1101。 

 結合後申報事業是否會阻絕第三人的應用程式近用 Fitbit 的穿戴

裝置，針對此等疑慮，申報事業主張，阻絕第三人使用 Fitbit 的

穿戴裝置並無好處，不僅會使 Fitbit 的產品變得更沒有吸引力，

亦會促使第三人創造更強的產業生態環境，以與申報人相互競爭。

Google 本身有將健身健康應用程式提供第三人使用，因此，阻絕

第三人使用 Fitbit 的穿戴裝置，對申報事業並無好處。另外，Google

                                                 
1099

 Id. ¶¶ 420-26. 申報事業對於廣告收入增益部分，並沒有提出計算公式或方法。關於

Fitbit 握有的資料量，申報事業則是以 Fitbit 在歐洲經濟區內的每月活躍用戶人數計算。惟

執委會決定書內之數據遭到屏蔽。 
1100

 Id. ¶¶ 508-10. 
1101

 Id. ¶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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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有推出 Pixel 智慧型手機（Pixel smartphones）與 Pixel 平板電

腦（Pixel Slate tablets），穿戴裝置並非 Google 的核心業務，因此， 

Google 應有更強的誘因去排除來自於智慧型手機與平板、而非穿

戴裝置的競爭。除此之外，Fitbit在智慧型手錶市場的市占率極小；

亦很少有開發商會開發只能用在智慧型手錶上的應用程式1102。 

 針對可能在作業系統市場濫用市場地位而對其他市場參與者造成

損害的質疑，申報事業亦予以否認，並指出 Google 旗下 Android

相關的 API 都是免費，且對專業代工廠進行開源授權（open-source 

license, AOSP），各 Android 手機專業代工廠得自行採用並調整該

Android 技術背後的程式碼。Google 沒有誘因以及計畫去進行 API

及其他技術的降級行為（degrading），因為這反而會降低使用者及

專業代工廠使用 Android 系統的意願1103。 

（四） 競爭法主管機關或法院認定 

1. 相關市場界定 

（1） 水平重疊的認定 

針對相關市場之界定，申報事業多次說明，本案交易雙方在某特定產

業中並無重疊，無庸再向下界定更小範圍的相關市場。執委會在界定穿戴

式裝置之相關時1104，亦採用此種相關市場之界定方式，認定 Google 與 Fitbit

在穿戴式裝置產業中並無重疊，因此無須再就智慧手錶及健康偵測手環進

行更細緻的產品市場界定。在數位健康管理市場，執委會基本上亦採用申

                                                 
1102

 Id. ¶¶ 684-86. 
1103

 Id. ¶¶ 721-26. 
1104

 Id. ¶ 79. 執委會採用了申報事業之市場界定。地理市場部分，執委會則認爲，若非界

定為全球，至少應為整個歐洲經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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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事業主張，認定本案交易之 Google 與 Fitbit，依產業活動區分的任一產

品市場，並無水平重疊，亦即兩者並非同一市場之參與者1105。 

（2） 多邊市場性質的考量 

關於應用程式商店的相關市場界定，執委會在決定書中揭示其考慮應

用程式商店的多邊性（multi-sidedness）及其對相關市場界定的影響，除了

納入申報事業主張，以作業系統平臺界定不同相關市場，更兼而依市場調

查結果所顯示的各邊觀點，綜合考量此市場中專業代工廠（OEM）、應用程

式開發者（app developer）及消費者（costumer）對於應用程式商店替代可

能性的評價1106。 

在依不同作業系統平臺來界定相關市場，亦即在行動裝置上運作的應

用程式商店與在穿戴式裝置上運作的應用程式商店應為不同的相關市場，

執委會進一步從是否事先安裝、特定配銷通路的功能（special distribution 

channel function）、以及開發的勞力與資源成本1107等三個面向，考量後者之

各邊使用者對於替代可能性的評價，據此而認定是否需再作更細緻化的相

關市場界定。由於另行開發作業系統的成本很高，在不同應用程式商店間

轉換以適應不同作業系統亦會對使用者產生不小的轉換成本，且專業代工

廠取得作業系統供應商授權需要耗費額外成本，考量此等情況，執委會最

終維持了申報事業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主張，亦即智慧行動裝置與穿戴式

裝置是採用不同的作業系統平臺，因而其應用程式商店為不同的市場1108。 

至於廣告市場部分，執委會於界定本案線上廣告及廣告科技服務之相

關市場時，並未如同應用程式商店般，有進行有關於多邊性的討論。 

                                                 
1105

 Id. ¶ 377. 
1106

 Id. ¶¶ 120-21 
1107

 Id. ¶ 122 
1108

 Id. ¶¶ 1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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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線上廣告服務，執委會一貫地採取市場調查結果，認為關鍵字廣

告的技術基礎來自與終端消費者的互動，透過探知消費者的興趣以及偏好

來與之「對話」；而不需要關鍵字觸發的展示型（display）廣告則是著重在

廣告本身的「呈現」，廣告主通常會在社群網站或開放網域中投放此種廣告

1109。基於二者之技術基礎不同，將線上廣告之產品市場分別界定成「線上

關鍵字廣告服務市場」及「線上展示型廣告服務市場」1110；本案交易所在

之產品市場即為前者。地理市場部分，考量廣告呈現與廣告主的投放高度

受制於語言，因此界定為歐洲經濟區內之特定國家或使用單一語言之「語

言區」1111。 

針對廣告科技服務，鑑於廣告產業鏈中提供廣告科技服務之中介者運

用不同的技術，且並非所有廣告科技都與本案所處的關鍵字廣告市場有關，

故執委會將產品市場界定為：「關鍵字／展示型廣告網路（ supply of 

search/display ad network）」、「展示型廣告供給平臺服務（supply of display 

ads SSP services）」、「展示型廣告需求平臺服務（supply of display ads DSP 

services）」、「展示型廣告主伺服器服務（supply of display ads publisher ad 

server services）」、「廣告分析服務（supply of analytics services）」1112。地理

市場部分則同申報事業，界定至少為整個歐洲經濟區1113。 

（3） 涉及數位健康資料之相關市場界定 

在數位健康管理產業，雲端與資料分析服務、病患監測、醫學研究與

                                                 
1109

 Id. ¶ 152. “Display advertising also tends to focus on ‘performance’ by balancing 

investment in ‘prospecting’ and ‘retargeting’ based on person (or device) level targeting.” 
1110

 Id. ¶ 155.執委會並未否定進一步細分此市場界定的可能，例如仍可能因為個案廣告型

態、投放場域等因素之不同而有不同界定結果。 
1111

 Id. ¶ 160. 
1112

 Id. ¶¶ 166, 168. 
1113

 Id. ¶ 173. 



 

429 

 

現實環境之數據資料提供、企業健康管理四個議題與相關市場界定之關係，

執委會採用市場調查結果，認定本案關於此議題之相關市場為「雲端基礎

設施與資料分析供應」（provision of cloud infrastructure and data analytics）。

由於本案交易所涉及的服務與「資料本身」的使用較無關，而在於資料獲

得後之後續利用、提供與分析，因而有獨立界定相關市場之必要1114。 

2. 市場地位認定 

本案執委會除了以產品或服務的銷售額計算市占率外，亦根據不同產

業特性以其他方式進行市占率之計算，以做出較貼近產業事實之市場地位

認定。因本案交易雙方當事人活躍之市場有所不同，Fitbit 分別活躍於腕戴

式裝置、智慧手錶、健身手環、應用程式商店以及數位健康管理市場，Google

則是活躍於應用程式商店市場、線上關鍵字廣告服務、線上展示型廣告服

務、廣告科技服務、數位健康管理市場，兩事業在各該市場之個別市占率

數據，整理如表 4- 3（非該事業活躍之市場以左斜框線表示）： 

表 4- 3  Google/Fitbit 結合案之市場地位認定 

資料來源：Google/Fitbit Case 決定書；本研究整理 

市場名稱 市占率 

以商品或服務收入計算 其他方式計算 

腕戴式裝置（2019

年）1115
 

 全球第四：5-10% 

 歐洲經濟區（EEA）第

（銷售量計） 

 全球第四：5-10% 

                                                 
1114

 Id. ¶¶ 272-74. In paragraph 273, the Commission stat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market 

investigation in Phase II [,which splits the industry activities into four secotors,] indicated that 

there may be a separate market for the provision of cloud and data analytic services.” 
1115

 Id. ¶¶ 3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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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10% 
 EEA 第二：10-20% 

智慧手錶（2019 年）
1116

 

全球、EEA 皆第五：介於

0-5%與 5-10%之間 

（銷售量計） 

全球、EEA 皆第五：介

於 0-5%與 5-10%之間 

健康手環（2019 年）
1117

 

全球、EEA 皆第一：

30-40%；40-50% 

（銷售量計） 

全球、EEA 皆第二：

10-20%；20-30% 

Android 系統中的

Google Play（2016

年）1118
 

 （下載次數計） 

90-100% 

Wear OS 系統中的

Google Play及 Fitbit

裝置上的 Fitbit App 

Gallery（2016年）1119
 

 （下載次數計） 

100% 

線上關鍵字廣告服

務（2019 年）1120
 

EEA 中單一國家皆

90-100% 
 

線上展示型廣告服

務（2019 年）1121
 

 總和第二，EEA 中單一

國家：5-10%至 30-40%

不等； 

 若不計入社群網路中的

展示型廣告，Google 的

 

                                                 
1116

 Id. ¶¶ 318-22. 
1117

 Id. ¶¶ 323-27. 
1118

 Id. ¶ 333. 
1119

 Id. ¶¶ 334-35. 
1120

 Id. ¶¶ 338-40. 
1121

 Id. ¶¶ 3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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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占率在單一EEA國家

皆達 30%以上，大多數

國家中甚可達 50%以上

1122。 

廣告科技服務1123
  （網域數量計） 

不論哪種廣告科技服

務，Google 在單一 EEA

國 家 的 市 占 率 最 低

40-50%，惟此是罕見的

情 況 ， 大 部 分 落 在

70-80%以上1124。 

數位健康管理1125
 在全球市場中，兩者在其

有參與之產業活動領域

中市占率皆十分微小： 

 雲端與分析服務

（Google）：0-5% 

 病患監測服務

（Google）：0-5% 

 

                                                 
1122

 Id. ¶¶ 344-45. 線上廣告市場的市場地位資料，執委會認為 2016 年與 2019 年 Google

在廣告市場中的市占率應相去不遠，故採用前案 Google AdSense 之數據重新整理後得出。

至於 Google 在第三方投放的展示型廣告收益及據此所計算的市占率資料，決定書中確切

數據被遮蔽。 
1123

 執委會分別評估了（1）需求方平臺服務、（2）供給方平臺服務、（3）廣告分析服務、

（4）整體廣告科技服務市場中 Google 的市場地位，資料來源為 https://www.datanyze.com/

網站於 2020/7/30 擷取的資料。該網站爬了 3 千 500 萬個不同歐盟國家的網域，結果統計

自歐洲經濟區中不同國家、不同廣告科技服務中 Google 所提供之服務於所有網域數量

（number of domains）的占比。 
1124

 Google/Fitbit, supra note 1069,, ¶¶ 348-49. 
1125

 Id. ¶¶ 377-383. 

https://www.datanyze.com/
https://www.datanyz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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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研究與真實世界

證據資料供給

（Google）：0-5% 

 企業健康管理

（Fitbit）：0-5% 

3. 限制競爭效果 

為了找出可能受到本案交易而影響競爭的市場，執委會以市占率資料

為基礎，分別認定在何種情形下可能對市場造成「水平限制競爭效果」與

「垂直或多角化限制競爭效果」。其所提出的標準為：若雙方合併之市占率

超過 20%，將造成水平限制競爭效果；若 Google 或 Fitbit 單獨市占率超過

30%，將造成垂直或多角化限制競爭效果1126。 

是否造成限制競爭效果之分析，執委會會依據個案狀況採用不同的歐

盟指引。若個案中有水平限制競爭之虞，執委會將適用水平指引；若否，

執委會將適用非水平指引。兩者對於限制競爭效果的評估因素並不相同，

在水平指引中，顯著的限制競爭效果發生於如下兩種情形：（1）事業（潛

在競爭者）本身已造成顯著的限制效果或在未來極有可能產生；（2）結合

後市場將不存在足夠的競爭者以維持足夠的競爭壓力1127。於適用非水平指

引，執委會則會考量事業的（1）市場封鎖能力、（2）形成市場封鎖的誘因、

以及（3）若事業採取市場封鎖策略可能造成的競爭損害效果，據此來認定

個案是否存在非協同效果（non-coordinated effect）而導致市場損害1128。 

                                                 
1126

 Id. ¶ 384. 
1127

 Id. ¶ 396. 
1128

 Id. ¶¶ 497-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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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結合觀點下的水平限制競爭效果 

此部分以線上廣告服務及廣告科技服務市場為分析核心。在水平限制

競爭效果方面，執委會指出，本案交易在傳統的市占率計算方法下並不會

有水平限制競爭的疑慮，惟執委會在本案中意識到資料結合的特性，特別

評估了 Google 取得 Fitbit 握有的資料後將會造成的影響。執委會認為主要

的爭點在於：在某些資料驅動的市場中（data based market），Google 是否

能在本案交易後，進一步將這些資料利用於廣告（advertising purpose）、或

提供數位健康管理等服務，導致競爭損害的效果1129。 

Fitbit蒐集資料的主要來源包括透過 Fitbit裝置或載有 Fitbit應用程式的

裝置而蒐集的資料1130、使用者手動輸入 Fitbit 應用程式的資料、以及使用

者使用 Fitbit 服務期間自動產生的資料。執委會從量、價值、多樣性、與更

新速度等方面衡量 Fitbit 手上的資料對於Google及其水平競爭者的相關性，

發現不論從質（多樣性高，涵蓋所有 Fitbit 可能的資料蒐集來源，甚至可能

從 Fitbit 的資料中描繪出的使用者位置資料）或量（在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中有許多日常使用者），Fitbit 的資料對於 Google 及其競爭

者而言都有相當價值1131。 

執委會從四個面向分析本案交易中，Google 的資料取得對於競爭秩序

的影響：（1）Fitbit 的資料與關鍵字／展示型廣告的相關性；（2）Google 的

                                                 
1129

 Id. ¶ 385. 在進一步的限制競爭效果分析前，執委會闡明了歐盟嚴格的資料保護法規

（例如〈一般資料保護規則〉，也就是吾人熟知的 GDPR，其雖然下了嚴格的資料使用、

資料結合等限制，惟在一定情況下仍有透過資料主體同意權的行使而產生合法資料移轉，

因此無法阻絕本案交易中因當事人（Google）對於資料行使控制權導致的限制競爭疑慮。

See also, id. ¶ 412. 
1130

 例如：MobileTrack 這個 Fitbit 提供的應用程式可以偵測使用者每天的基礎活動，包括

運動步數、移動距離及所消耗的卡路里，此即為「透過 Fitbit 應用程式所偵測蒐集到的資

料」。See Google/Fitbit, supra note 1069, ¶ 414. 
1131

 Id. ¶ 418; for the detailed types of data collected by Fitbit, see also, tbl.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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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地位；（3）對競爭者擴張規模所造成的不利影響；以及（4）是否存在

抗衡力量1132。 

A. 損害理論 

在線上廣告服務的相關市場，除了線上關鍵字廣告市場，Google 在任

一 EEA 國家市占率皆達 90%以上，具有壓倒性的市場地位；在非關鍵字廣

告與廣告科技市場，Google 的市場地位雖然不若關鍵字廣告市場強大，惟

執委會認為 Google 在兩市場中仍有一定市場地位，無法完全排除 Google

在兩市場的限制競爭疑慮1133。根據市場調查，本案交易後，Google 將因獲

得 Fitbit 的資料而大幅提高鎖定廣告客群的能力，例如：Fitbit 的資料可以

增加 Google 資料庫的豐富程度（包括 Fitbit 握有的健康管理資料、位置資

料），使 Google 能發展出更細緻化的廣告投放策略1134，致使歐洲經濟區內

的線上關鍵字、展示型廣告市場及包括廣告分析市場在內的廣告中介服務

市場，競爭者無法發展出與 Google 同樣水準的廣告投放精確度以吸引客戶，

進而產生市場中選擇減少、Google 藉以調漲價格等不利影響1135。 

B. 網路效果 

執委會採用消費者團體 BEUC 的論理，指出線上廣告市場存有網路效

                                                 
1132

 Google/Fitbit, supra note 1069, ¶ 428. 
1133

 Id. ¶¶ 442-43: “In relation to online display advertising, and sub-markets/segments thereof, 

as well as ad tech services,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Decision, the Commission considers that 

despite holding some degree of market power, Google’s position in these markets is overall 

weaker than on the markets for online search advertising. The Commission bases this conclusion 

on the market shares of Google and on the fact that it cannot exclude that the market for online 

display advertising is characterised by the existence of barriers to entry and expansion and the 

lack of countervailing buyer power, [. . .] the Commission does not exclude that Google could 

hold a dominant position at national level in some specific segments of ad tech services.” 
1134

 Id. ¶¶ 444-50. 
1135

 Id. ¶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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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增益 Google 廣告投放策略、亦趨鞏固其市場地位的同時，市場的參

進與擴張障礙也將同時被拉高。尤其，在資料驅動的數位市場，參進與擴

張障礙並不僅受價格因素的影響。在本案中，Google 一旦取得 Fitbit 的資

料，將降低其在提升服務品質及使用者隱私保障的競爭壓力與誘因，同時

提升製造參進障礙的誘因，市場上也因 Google 與交易相對人市場地位的差

距，將不存在有效的抗衡力量1136。 

總而言之，不論在線上關鍵字／展示型廣告服務市場或廣告科技服務

市場中，執委會皆無法排除本案交易的限制競爭效果。  

（2） 垂直限制競爭效果 

A. 健康管理市場 

在新興的數位健康管理產業中，為了提供優質的健身或健康管理方案，

資料取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市場內的第三方應用程式及網站提供者為了

取得服務提供所必需的資料，常常自穿戴式裝置專業代工廠取得應用程式

介面的使用授權，以達到資料共享的目的。目前透過 Fitbit 的 Web API，第

三方應用程式與網站能在資料主體同意的前提下，取用其存放於 Fitbit 的資

料。惟本案交易後，Google 有可能阻絕 Web API 的使用，對下游廠商造成

生產要素封鎖效果1137。 

                                                 
1136

 Id. ¶¶ 452-65. 
1137

 Id. ¶¶ 504-06, 517-20, 524, 529. 執委會認為，產業中許多活躍的參與者皆仰賴 Web API

以取用 Fitbit 的資料。決定書第 527 段採納 Google 提交的數據，包括目前實際上使用 Web 

API 的事業數量、所取用到的使用者資料筆數，惟確切數據皆遭到遮蔽。一反申報事業主

張，執委會依據市場調查結果認定，實際上 Web API 有為數眾多的使用者（up to [. . .] million 

useres，惟實際數量遭屏蔽），就封鎖能力而言，Google 具備足夠的技術，且 Fitbit 使用者

的資料僅能透過 Web API 取得。就封鎖誘因而言，Google 可透過阻絕競爭者取用 Fitbit 的

資料，以使 Google 的整體產業藍圖更易於納入健康健身資料的應用。就競爭損害效果而

言，本案交易將對產業造成負面影響，不僅不利競爭與市場中的差異化，亦排擠小廠商進

入的可能。由於上述三要素皆成立，執委會認定本案交易將對數位健康管理市場下游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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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穿戴式裝置市場與應用程式商店市場 

穿戴式裝置上的應用程式通常透過應用程式商店下載，惟執委會認定

Google 並無法透過阻絕市場中的競爭對手使用 Google Play，進一步對穿戴

式裝置市場中的下游廠商造成市場封鎖效果1138。此外，除了 Google Play，

Google 亦欠缺透過阻絕競爭對手使用 Fitbit App Gallery 的能力或誘因，因

而可排除本案交易於應用程式商店市場中的生產要素封鎖效果1139。 

（3） 多角化限制競爭效果 

在大多數情況，多角化結合不會有限制競爭疑慮，惟若事業濫用其強

大的市場地位去影響與該市場緊密且相關的其他市場時，即仍可能在該其

                                                                                                                                   

造成生產要素封鎖效果。 
1138

 Id. ¶¶ 611-13, 622-37, 641, 647. 就封鎖能力而言，Google 在除去中國之外的全球市場

中，握有 90-100%的應用程式商店市占率。另外，綜合考量 Play Store 上架的應用程式的

品質與人氣、自動更新功能、專業代工廠為了使用Google Play Service必定需要 Play Store、

現存的參進與擴張障礙、欠缺抗衡力量等因素，Google 僅有能力去封鎖下游廠商在 Android

手機上運作之「與穿戴式裝置搭配的應用程式」。就封鎖誘因與損害效果而言，依市場調

查結果，因 Play Store 主打每個人都得以上架自己的應用程式，若 Google 採取封鎖策略，

不但將導致公關危機，更會讓使用者轉向競爭者（例如 Apple 旗下的 App Store）。再者，

除去不使用 Play Store 或 Google Play Service 的 Apple 穿戴式裝置（全球市占率依不同計算

方式介於 20-30%至 30-40%），使用 Android 系統的穿戴式裝置專業代工廠也大多有自由選

擇應用程式的來源的能力及具備抗衡力量，故只有一小部分不具有抗衡力量的下游廠商會

受到損害。執委會最終認定，本案交易不會對市場下游廠商造成生產要素封鎖效果。附帶

說明者，市場中仍存在不具抗衡力量的市場參與者，以規模最大的 Garmin 為例，因其無

法與其他 Android 智慧型手機專業代工廠合作以使用其他應用程式商店，惟 Garmin 在 2019

年也只有 5-10%（以銷售量計）、10-20%（以銷售額計）的全球及歐洲經濟區市占率，故

不影響執委會的認定。 
1139

 Id. ¶¶ 686-91. 除了 Google 的 Play Store 外，因 Fitbit 穿戴式裝置僅會使用 Fitbit App 

Gallery 以下載應用程式，故執委會亦認為本案交易會不會對應用程式開發者造成生產要素

封鎖效果。惟如同申報事業主張，Google 既然一方面藉由將 Fitbit 的穿戴式裝置使用者納

入，以擴大產業版圖，另一方面當不至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反過來冒著可能失去 Fitbit 客

戶的風險而採取此種封鎖策略。再考量 Fitbit App Gallery 的市占率微小等因素，更排除了

本案交易有可能導致損害效果的可能。故執委會認定本案交易欠缺封鎖能力、誘因與損害

效果，排除了此限制競爭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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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效果，常見手段有搭售或綑綁1140。本案交易可能產生

多角化限制競爭效果的部分在於，Google 可能會挾持及濫用其在智慧行動

裝置可授權作業系統市場中強大的市場地位，進而對腕戴式裝置市場造成

限制競爭效果。可能採行的作法是透過「技術搭售」（technical tying），亦

即將用於 Google 以外的產品上的 API 或技術支援降級，使之無法達到與

Google 自家商品同樣水準而使自家商品更有競爭力。例如：使其他穿戴式

裝置供應商不便於使用 Android 系統或使用一個次佳的 Android 系統，讓本

案交易後自家的穿戴式裝置賣的更好1141。執委會認為，Google不僅有能力、

誘因為之，亦會對穿戴式裝置市場造成限制競爭的損害1142。  

（4） 申報事業承諾1143
 

因執委會認為本件交易在特定相關市場可能產生限制競爭的效果，故

Google 於 2020 年 7 月 13 日依結合規範第 6 條第 2 項1144，承諾在本交易完

                                                 
1140

 Id. ¶ 711. 
1141

 Id. ¶¶ 717-18. 
1142

 Id. ¶¶ 731-817. 首先，智慧型手機與穿戴式裝置的使用者高度重疊，亦即使用 Android

手機的人通常會使用 Android 穿戴式裝置，故裝置之間的相容性十分重要。第二，Google

在智慧行動裝置可授權作業系統市場中具備強大的市場地位，且 Android 雖然為開源程式

碼，但大部分的維護及開發工作皆是 Google 完成，Google 對 Android 系統的相容性控管

有一套統一規格、測試及審查用的機制等，因而實質上 Google 能控制 Android 這個作業系

統。第三，即便現況不然，Google 仍有可能在未來改變其對 Android 採取的經營策略。第

四，Google 在技術上有能力透過降級 API 或不給予技術支援的方式，影響特定穿戴式裝置

於 Android 系統的相容性。最後，Google 亦有相當的談判能力，使專業代工廠無法拒絕採

納其降級策略。綜上所述，執委會認為本案交易會造成多角化限制競爭效果而有危及穿戴

式裝置市場的競爭。 
1143

 除了本段所述的三部分承諾，執委會為確保承諾的有效執行，亦要求建置由第三方受

託人組成的監督單位及紛爭解決機制。See id. Case M.9660 – GOOGLE / FITBIT 

COMMITMENTS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t 15, 20-27. 
1144

 Art. 6(2) of the Merger Regulation: “Where the Commission finds that, following 

modification by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a notified concentration no longer raises serious 

doubts within the meaning of paragraph 1(c), it shall declare the concentration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pursuant to paragraph 1(b). The Commission may attach to its decision 

under paragraph 1(b) conditions and obligations intended to ensure that the underta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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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後進行若干措施，以排除可能衍生之限制競爭效果（下稱最初承諾）。此

份承諾其後進行兩次修改，同年 11 月 4 日 Google 再次提交一份承諾，執

委會方依此最終版本之承諾（下稱最終承諾）而接受此結合申報案1145。 

Google 提出的最終承諾可分成三部分：（1）承諾本案交易後，Google

不使用 Fitbit 所持有的健康偵測資料於廣告服務；（2）Google 須繼續提供

第三方使用 Web API 以取得使用者在 Fitbit 留存的資料；（3）Google 須開

放特定 Android API 授權，以確保 Fitbit 競爭者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在

Android 作業系統上的可操作性。結合申報企業之最初承諾僅有第一部分之

廣告服務內容，執委會在參酌市場調查結果後，認為最初承諾所涵蓋的資

料、適用商品或服務範圍、個資保護程度、承諾期間皆有所不足，因而再

增補 API 有關承諾及將承諾執行期間改為 10 年。以下簡述各該內容。 

 廣告承諾（Ads Commitment）：此承諾旨在避免本案交易後，Google

挾 Fitbit 所持有的身體測量資料（Measured Body Data）及健身活

動位置資料（Fitness Activity Location Data），增益 Google 的廣告

投放以及其他廣告用途的資料庫。廣告承諾課以 Google 效力甚強

的義務，以確保歐洲經濟區內使用者對於資料的近用權。對於

Google 擁有利用 Fitbit 資料機會後，在線上廣告市場可能產生限

制競爭之疑慮，亦藉由此承諾可以排除及避免之。Google 對於最

初承諾以及最終承諾的差異，可見於表 4- 4。  

 Web API 近用承諾（Web API Access Commitment）以及 Android

相關 API 承諾（Android APIs Commitment）：依據這兩個與 API

有關的承諾，在使用者同意的前提下，Google 必須免費提供 Web 

                                                                                                                                   
concerned comply with the commitments they have entered into vis-à-vis the Commission with 

a view to rendering the concentration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1145

 Google/Fitbit, supra note 1069, ¶ 8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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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給 API 使用者（API Users），使其原先存放於 Google 的支援

性身體測量資料（Supported Measured Body Data），在本案交易後

仍能繼續近用，以用來其優化商品或服務1146。關於 Android 系統

運作相關API的承諾，可確保核心相容性API（Core Interoperability 

                                                 
1146

 Id. ¶¶ 945-47. 



 

440 

 

APIs）1147的免費提供、開源授權模式以及平等不歧視地授權讓第

                                                 
1147

 此種 API 主要是確保所有使用 Android 系統裝置的基礎運作得以順利進行。Id. ¶ 954: 

“Core Interoperability APIs” are defined as Android APIs licensed as part of AOSP offering at 

least the functionality of Android APIs that currently exist in AOSP, including any improvements 

of those functionalities as a result of updates or bug fixes, that, when properly implemented by 

表 4- 4  Google/Fitbit 廣告承諾對照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Google/Fitbit Case 決定書 

 最初承諾 最終承諾 

承諾所涵蓋

的資料 

 身體測量資料：EEA 使用者

透過穿戴式裝置感知、生成並

傳送到Google或Fitbit處的健

康資料 

 健身活動位置資料：Google

或 Fitbit 所提供的健身應用程

式記錄的資料 

所有透過 Google 或 Fitbit

服務提供過程產生的使用

者資料，不包括整合性資

料（aggregated data）。 

適用商品或

服務 

穿戴式裝置設備、Google Ads 所有廣告相關產業，包括

Google 所有的廣告投放平

臺所在產業，例如YouTube 

個資保護程

度 

Google 建置一嚴密的虛擬資料

儲存空間以存放資料，並建構

一受監督的資料保護系統 

再增加內容，使 EEA 內的

使用者有權決定是否提供

資料 

承諾期限 五年 十年，並提供執委會有延

長十年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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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使用，Google 不得對腕戴式裝置專業代工廠有歧視行為（包

括拒絕或延遲其使用 Android 系統相關 API），以避免影響其所生

產之穿戴式裝置與其他 Android 裝置連結的相容性1148。 

（五） 本案分析 

本案為歐盟執委會近期關於科技巨擘與資料的重要結合案。可以從以

下幾個面向進行觀察。 

1. 衡量市場力量之指標 

若以市占率衡量結合雙方之市場力量，本案所涉及的市場，部分能以

銷售金額估算市占率，如各式穿戴式裝置或線上廣告市場；參見表 4- 3。

但對於一些「零訂價」的商品或服務、或者結合方未提供資料的市場，執

委會則試圖以其他方式衡量市占率。前者如手機的應用程式商店（app 

stores），執委會以下載次數計算 Google Play 的市占率；後者如廣告科技服

務，執委會引用第三方資料，以網域（domain）來計算 Google 的市占率1149。

這些衡量方式都值得參考。 

2. 平臺包覆 

迥異於前述 Facebook 與 Whatsapp 結合案的「消弭潛在競爭」考量1150，

本案所引起的關注在於「平臺包覆」之可能，亦即 Google 挾其原本市場的

雄厚力量，在收購 Fitbit 後，能因此跨足健康相關事業。 

                                                                                                                                   
an Android OEM on an Android Smartphone, and with appropriate user consent provide the 

means for a Third-Party Wrist-Worn Wearable Device.” 
1148

 Id. ¶¶ 952-53. 
1149

 前揭註 1123。 
1150

 前揭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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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平臺包覆，係指某一擁有龐大用戶群的平臺 A，意圖進入另一平

臺 B 所在之市場，以提供與平臺 B 相似之服務，並以綑綁（bundle）本身

服務的方式，藉由兩平臺使用者之高度重疊，延伸市場力量至平臺 B 之市

場1151。以圖 4- 2 為例，平臺 A 為提供作業系統的 Microsoft、平臺 B 則為

提供串流服務的 RealNetwork
1152。兩者均具平臺特性：Microsoft 的 Windows

系統連接應用軟體的使用者與開發商、RealNetwork 則連接內容（content）

的使用者與供給者。兩者在各自的市場原本均具有相當的市場地位：

Microsoft 長期在個人電腦（PC）作業系統有宰制力量、RealNetwork 於 1990

年代末期於串流服務亦有 90%以上的市占1153。二者用戶有相當重疊：

Windows 的使用者很可能享受串流音樂或多媒體內容、許多內容提供者亦

為 Windows 的企業端客戶。 

在這些條件下，Microsoft 施展「平臺包覆」策略，提供串流市場的兩

端用戶免費軟體，並分別整合進（使用者端）個人作業系統與（企業端）

伺服器（server）系統。由於許多原本即為 Microsoft 的客戶，這樣的免費

綑綁自然構成相當的吸引力。相較之下，RealNetwork 的商業模式是對內容

提供者收取費用，因而迅速流失市占率。 

                                                 
1151

 Thomas Eisenmann, Geoffrey Parker, and Marshall Van Alstyne, Platform Envelopment, 32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270-1285 (2011). 
1152

 此例出於前揭註文章。 
1153

 Eisenmann et al, supra note 1151, at 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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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oogle/Fitbit 案，學者亦擔心，Google 收購 Fitbit 之後，雖然可能提

供消費者一些服務整合的便利，但也可能達成包覆的延伸市場力量效果1154。

尤其 Google 的競爭利基或者市場力量，均與資料有密切關聯。若 Google

透過本案交易取得 Fitbit 的資料，不僅能擴充其資料庫內的資料量，更能補

足 Google 在交易前所欠缺的資料種類—個人健康相關資料，產生槓桿效應，

將 Google 在非健康資料的市場力量，投射至健康相關市場。 

                                                 
1154

 Marc Bourreau et al., Google/Fitbit Will Monetise Health Data and Harm Consumers, 

VOXEU (Sept. 30, 2020) (available on 

https://voxeu.org/article/googlefitbit-will-monetise-health-data-and-harm-consumers, last visited 

October 26, 2022). 

圖 4- 2  平臺包覆 

資料來源：Eisenmann et al. (2011), Figure 1; 本研究改寫並譯為中文 

https://voxeu.org/article/googlefitbit-will-monetise-health-data-and-harm-con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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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損害理論的部分，執委會決定書中較著重於資料合併有利於更精確

的線上廣告投放。但本案交易後可能產生的平臺包覆，亦即 Google 可取得、

控制的資料種類跟數目擴大後，也亦可能對其他產業造成損害。例如：阻

斷腕戴式裝置廠商取得資料的管道，使其無法替自家腕戴式裝置開發更便

利使用者的功能；濫用資料的獨占權以進行更精準的行銷，節省成本的同

時獨厚 Fitbit 的腕戴式裝置於市場中的競爭力量。除此之外，資料整合過程

更可能變相為整合後的資料增添意想不到的附加價值，例如：Fitbit 持有的

健康資料若與 Google 現有的使用者資料整合，將可用於 Google 過往並不

活躍的產業，如保險產業1155。因此，本案之結合交易不僅僅如執委會之認

知，僅造成 Google 及 Fitbit 各自所處市場內的限制競爭疑慮，更可能因平

臺包覆作用而產生跨平臺、甚至原先不屬於兩公司所處產業的限制競爭疑

慮。 

3. 行為性補救措施 

數位產業之產品生命週期短，科技發展快速，新興科技因此成為各國

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所須耗費勞力與時間更新的標的，惟在現行法制尚未

趕上科技發展前，主管機關往往難以察覺產業中已發生的限制競爭效果；

即便察覺，現有執法手段或許也較難進行限制競爭效果衡量，計算損害。

行為性補救措施（behavioural remedy）即在處理此種競爭損害效果不明之

案件，競爭法主管機關得以要求當事人採取特定行為或不為特定行為等，

使主管機關得以依個案需求行使裁量權，試圖降低或消弭競爭損害。 

由於平臺之結合案件常為多角化結合，行為性補救措施在非水平結合

之情形亦較為受用。蓋多角化結合為跨產業之結合，在未有執法先例的情

況下，亦難預見而僅能推估個案中會產生何種實際損害，以及損害數額何

                                                 
115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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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例如：本案中執委會所要求 Google 作成之承諾，即是為了避免 Google

若在結合後取得 Fitbit 所有的資料，將得以透過資料整合而可窺視個人之私

生活領域1156，並在競爭法方面，將有可能使 Google 之資料庫補足其過往所

未盡充足的個人健康資料種類，使 Google 得以獲得更全面的資料，以進行

諸如廣告投放等事業活動1157，進一步壯大其原本即十分顯著的市場力量。 

行為性補救措施於我國，應定性為行政程序法第 93 條之附款，抑或是

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第 2 項明定結合案件之條件或負擔。於我國對於處理數

位平臺之結合案件尚無足夠經驗，抑或尚未累積一定實務處理方式前，公

平會可善用附款以確保競爭秩序無虞。另外，由於平臺可能涉及的不只有

競爭法上之問題，亦有可能有個人資料保護與消費者保護等涉及其他主管

機關管轄權範圍的問題，故應進行跨主管機關之合作，以共同解決數位平

臺所造成的各種權益侵害疑慮。 

最後，因應數位平臺，結合審查過程中亦得以思考是否在數位平臺具

備相當市場力量的前提下，在舉證困難時，一定程度將舉證責任移轉至該

平臺。公平會亦可考慮修正結合要點或相關準則，增進執法考量因素的明

確性，以減少數位平臺於我國的觸法機率。 

五、 綜合評析：科技巨擘之結合管制 

我 們 所 考 慮 的 Microsoft/LinkedIn 、 Facebook/WhatsApp 、 以 及

Google/Fitbit 等三個結合案，都是由具備多邊模式特徵、甚至已經發展出相

當生態系統，提供多種產品或服務的科技巨擘，收購相對較小的廠商，而

後者在被併購當時往往並未與收購方的核心業務（群）產生競爭關係。面

                                                 
1156

 Claire Turgot, Killer Acquisitions in Digital Markets: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U Merger Control Regime, 5 EUR. COMPETITION & REG. L. REV. 112, 120 (2021). 
1157

 Google/Fitbit, supra note 1069, ¶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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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具有這些特徵的結合案，尤其，當收購方的核心事業市場已經有相當的

參進障礙時，有學者建議適度地調整損害理論。視個案，除了由協同效果

與生產要素封鎖（input foreclosure，亦即結合後可能使得競爭對手無法取用

被收購事業的商品或服務）的角度，分析結合的可能限制競爭效果，亦可

考慮結合是否可能強化收購方的優勢地位1158。 

這一類掌控整個生態系的科技巨擘，往往會尋找可與其核心事業產生

範疇經濟（scope economy）的其他商品或服務，以併購或其他方式（如前

述的平臺包覆），跨足這些互補服務（complementary services）。即便原本在

互補服務並未具有市場力量，科技巨擘仍可能利用核心事業所建立的龐大

用戶，化為互補服務市場的競爭優勢；而整合互補服務，更可提高核心事

業服務的吸引力，使得原本核心服務使用者更難以離開科技巨擘的生態系，

而收購方所建立的用戶群亦可能被帶入生態系，競爭者嘗試進入科技巨擘

核心市場也愈形困難1159。換言之，這一類的併購，亦可能帶有保衛核心市

場的「防禦性收購策略」（defensive acquisition strategy）目的。 

依據這個損害理論來評估結合的效果，亦可避免判斷受併購事業（通

常為新創等仍在早期發展階段的廠商）是否未來可能與收購方競爭1160。此

一判斷，乃基於該結合案可能扼殺未來被併購對象（若未被收購）可能與

收購方競爭的損害理論。基於技術發展與商業環境的高度複雜與不確定性，

通常很難針對此類問題做出準確預測。相反地，「是否強化收購方的（生態

系）優勢地位」，則似乎並無預測被併購事業未來的必要。 

                                                 
1158

 Crémer, supra note 4, at 121-122. (“In this setting, the risk to competition resulting from an 

acquisition is not limited to the foreclosure of rivals’ access to inputs, but extends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dominance as it fortifies the dominance of the ecosystem…”) 
1159

 Id. at 122. (“Customers of the dominant ecosystem can be “leveraged” to the newly 

integrated service; customers of the target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ecosystem; and due to the 

stronger network externalities, all customers are less likely to leave the ecosystem afterwards.”) 
1160

 Id. at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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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結合申報方可能指出，整合互補服務進生態系，可以提升消費

者的使用體驗，增進社會福利。但結合案的效率答辯，僅限於結合才能達

成（merger specific）的效率提升1161。若有其他方式，例如以不具排除性

（non-exclusive）之契約、或者產品或平臺服務之相容性協定等等，可達成

相同效率，則結合審查亦不應接受此一答辯。最後，可接受之效率答辯仍

應與可能的限制競爭效果，尤其，強化科技巨擘之優勢地位，做一整體權

衡、判斷。 

第四節   各國近期重要法規1162
 

近年來多邊平臺相關議題在各國案例中蓬勃發展，在法規修正之研擬

方面以外，歐盟不僅進行法規研究，更提出專法作為因應，而日本則修正

事業結合相關規範。美國方面，雖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近年亦對此相當關注，在 2018 年 Amex 案後舉行為期三天的研討會1163，2022

年 1 月 18 日更與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聯合徵集各界對於違法結

合之意見1164，不過截至目前為止，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尚未提出相關修法

草案。 

因此，本研究以下將聚焦在歐盟及日本近年相關重要法案之介紹，同

                                                 
1161

 參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13 條。 
1162

 本節之歐盟與日本部份由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博士班蔡昀廷協助整理；中國部分則由臺

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黃婉婷協助整理。 
1163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Hearing #3: Multi-Sided Platforms, Labor Markets, and 

Potential Competition,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events/2018/10/ftc-hearing-3-multi-sided-platforms-labor-mar

kets-potential-competition (last visited: September 24, 2022). 
1164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Justice Department Seek to 

Strengthen Enforcement Against Illegal Mergers,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news/press-releases/2022/01/federal-trade-commission-justice-

department-seek-strengthen-enforcement-against-illegal-mergers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2, 

2022).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events/2018/10/ftc-hearing-3-multi-sided-platforms-labor-markets-potential-competition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events/2018/10/ftc-hearing-3-multi-sided-platforms-labor-markets-potential-competition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news/press-releases/2022/01/federal-trade-commission-justice-department-seek-strengthen-enforcement-against-illegal-mergers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news/press-releases/2022/01/federal-trade-commission-justice-department-seek-strengthen-enforcement-against-illegal-mer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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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納入中國針對平臺經濟所公布之處理原則。 

一、 歐盟「競爭法相關市場界定注意事項」工作層級之評估報告 

1997 年，歐洲執委會發布「競爭法相關市場界定注意事項」（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market for the purposes of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 of 9 December 1997），確立相關市場之界定方式，以及界定

時所應適用之標準及調查之證據，藉此提升其決定之透明度。為因應現代

經濟的演變，歷經 23 年後，歐洲執委會在 2021 年首次發布工作層級之評

估報告（Staff Working Document Evaluation，下稱「評估報告」），重新檢視

上開注意事項是否需要進行調整1165。 

評估報告首先指出，在反托拉斯法的執法及結合審查上，市場界定仍

有其必要性。雖然另有研究報告見解認為，數位時代下，市場界線愈趨模

糊且變化快速，涉及多邊平臺時更是如此；此外，通常涉及多邊平臺的案

件，不同邊的依附關係往往係競爭分析的重點，傳統的市場界定相較而言

可能重要性較低，故此時在競爭分析上或不需著重市場界定，而宜著重損

害理論的分析。然而，評估報告仍認為，不論在反托拉斯或結合分析上，

歐洲法院均已指出市場界定對於競爭效果分析的必要性，且有助於市場參

與者初步釐清其行為是否符合競爭法之遵循，只是在多邊平臺相關案件中，

另應特別留意其相關特性並納入評估1166。 

評估報告亦指出，雖然現代經濟活動大致上仍可以適用「競爭法相關

市場界定注意事項」所揭示之原理原則，不過在數位經濟中的適用有其複

雜性。例如：多邊平臺的市場界定須特別留意其部分服務可能不收取金錢

                                                 
1165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EVALUATION 

of the 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market for the purposes of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 of 9 December 1997, SWD (2021) 199 final, at 1-2. 
1166

 Id. at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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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價（即零訂價），；另外，倘若涉及數位生態系時，可能會牽涉線上與線

下服務競爭的情形；而在市場進入障礙上，可能會與資料（可攜性）、相容

性、隱私、網路效果、單棲/多棲等等因素有關。有論者建議，上開因素均

應再納入前開注意事項進行規範，不過由於相關實務正在發展中，市場界

定的爭議同時持續演進，注意事項可能無法窮盡列舉相關因素1167。 

此外，基於上述不收取金錢對價的特性，有建議以 SSNDQ 或 SSNIC

作為市場界定之測試1168；此外，就 SSNIP 的檢驗，有建議宜考慮多邊平臺

的網路效果所帶動的獲利，畢竟一邊使用者人數的上升，會同時提升平臺

對於另一邊之價值1169。在市占率方面，歐洲執委會現行做法下，有時會使

用注意事項中所未明文的因素進行衡量，例如活躍使用者（active users）的

數量、網站點擊率、下載次數及交易次數1170。 

應予說明者係，目前執委會針對多邊平臺，有時採「單一市場」，有時

則採「多市場」之市場界定方法。有認為關於單一市場或多市場的界定，

不宜一概而論，而應考量平臺類型（亦即平臺商業模式下不同邊的互動情

形），以及替代可能性等其他因素（如消費者端是否認為其他商品或服務具

有替代性）1171。歐盟亦有案例指出，縱使採用多市場界定，在競爭限制上，

仍不應忽略不同邊的相互依存的關係1172。 

由於現行注意事項並未明文因應多邊市場時所應考量之相關因素，評

估報告最後指出，相關因素應可包括： 

 網路效果及雙邊需求的相互依存關係（即間接網路效果）； 

                                                 
1167

 Id. at 31. 
1168

 參見第三章的討論；前揭頁 140。 
1169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1165, at 38. 
1170

 Id. at 50. 
1171

 Id. at 54-55. 
1172

 Id. at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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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結構及訂價策略；及 

 單棲及多棲。 

同時，宜留意不收取金錢對價是否為整體商業策略之一部分，若是，

評估報告建議，不宜因無對價即否定市場之存在1173。 

二、 歐盟之數位市場法 

為促進數位經濟之公平競爭，歐盟執委會在 2020 年 12 月提出「數位

市場法」（Digital Markets Act）立法草案，以明確規範「守門人（gatekeeper）」

所應或不應採行之行為1174。經過 15 個月的立法爭議後，歐洲議會及歐洲理

事會（代表 27 個會員國）於 2022 年 3 月 24 日針對該法達成政治協議1175。

2022 年 9 月 14 日未來經由歐洲議會及歐洲理事會通過，同年 10 月 12 日數

位市場法在歐洲官方公報（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公告，2023

年 5 月 2 日正式施行1176。 

數位市場法中，首先肯認近年來數位服務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事業

得以接觸消費者，並開發新的業務機會1177。不過，考量多邊平臺的特性，

為免其相關不公平競爭行為（unfair practices）可能大幅減損平臺間競爭1178，

數位市場法因而針對具有媒合（connect）商業使用者及終端使用者的能力、

                                                 
1173

 Id. 
1174

 COUNCIL OF THE EU, DMA: Council gives final approval to new rules for fair competition 

online (2022),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7/18/dma-council-gives-final-ap

proval-to-new-rules-for-fair-competition-online/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6, 2022). 
1175

 Id. 
1176

 European Commission, Digital Market Act (DMA), 

https://competition-policy.ec.europa.eu/sectors/ict/dma_en (last visited October 26, 2022). 
1177

 ¶ 1 of Recital. 
1178

 ¶ 2 of Recital.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7/18/dma-council-gives-final-approval-to-new-rules-for-fair-competition-online/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7/18/dma-council-gives-final-approval-to-new-rules-for-fair-competition-online/
https://competition-policy.ec.europa.eu/sectors/ict/dma_en


 

451 

 

且有一定市場力量的「守門人（gatekeeper）」制定相關規範1179，以確保市

場競爭及公平性1180。 

詳言之，傳統競爭法主要係針對市場地位濫用進行規範，且往往為事

後才開始執法，又需要進行大量分析而仰賴更多資源。以此等做法處理數

位平臺之議題，可能緩不濟急而有一定困難。因此，數位市場法轉由以事

前的法律規範，透過較為明確的規範客體，以及較有效的救濟途徑，免去

相關市場界定及市場地位分析等工作，降低主管機關之舉證責任，直接課

予特定行為義務，以盡可能消除數位市場的進入障礙，並擴大歐洲執委會

執法上的調查權1181。不過，數位市場法亦明定，其規範並不排除 TFEU 第

101 條、第 102 條或其他內國競爭法之規範1182。 

未來數位市場法的執行上，歐洲執委會將成立數位市場諮詢委員會

（Digital Markets Advisory Committee）1183及高階工作小組（high-level 

group），向歐盟執委會提供建議；工作小組成員則來自不同專業之機關，包

括歐盟電子通傳監管機構（Body of European Regulators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歐盟資料保護監督機關（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Supervisor）、歐盟資料保護委員會（The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1179

 ¶ 3 of Recital. 
1180

 ¶ 7 of Recital. 
1181

 Cabral, L., Haucap, J., Parker, G., Petropoulos, G., Valletti, T. and Van Alstyne, M., The EU 

Digital Markets Act,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6-7, 

https://publications.jrc.ec.europa.eu/repository/handle/JRC122910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2, 

2022). 
1182

 Article 1.6 of the DMA: “This Regulation is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s 

101 and 102 TFEU. It is also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application of:  

(a) national competition rules prohibiting anti-competitive agreements,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concerted practices and abuses of dominant positions;  

(b) national competition rules prohibiting other forms of unilateral conduct insofar as they are 

applied to undertakings other than gatekeepers or amount to the imposition of further obligations 

on gatekeepers; and  

(c)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and national rules concerning merger control.” 
1183

 Article 50 of the DMA. 

https://publications.jrc.ec.europa.eu/repository/handle/JRC12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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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競爭網路（European Competition Network）、消費者保護合作網路

（Consumer Protection Cooperation Network）、及歐盟視聽媒體監督管制小

組（European Regulatory Group of Audiovisual Media Regulators）1184。 

由此可見，數位市場法雖然有促進公平競爭之立法目的，惟其諸多規

範可能並非出自競爭法之考量，反而係涉及資料開放、個人資料保護、消

費者保護等；囿於篇幅及本計畫之研究範圍，以下主要謹針對與多邊平臺

有關之規範進行整理。 

（一） 規範架構 

數位市場法共計六章，共有 54 個條文進行規範，內容涵蓋立法緣由、

受規範之主體（即守門人）、行為及不行為之限制、主管機關執法方式，以

及其他程序或細節規範。規範內容可參下表整理： 

表 4- 5  歐盟數位市場法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一章 立法緣由、範圍及定義（Subject matter, scope and 

definitions） 

第 1 條 立法緣由及範圍（Subject-matter and scope） 

第 2 條 定義（Definitions） 

第二章 守門人（Gatekeepers） 

第 3 條 守門人指定（Designation of gatekeepers） 

第 4 條 守門人狀態更新（Review of the status of gatekeeper） 

第三章 守門人之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Practices of 

                                                 
1184

 Article 40.1 of the DMA. 



 

453 

 

gatekeepers that limit contestability or are unfair） 

第 5 條 守門人義務（Obligations for gatekeepers） 

第 6 條 第八條規範所衍生之守門人義務（Obligations for 

gatekeepers susceptible of being further specified 

under Article 8） 

第 7 條 非以號碼為基礎的人際溝通服務互用性的守門人

義務（Obligation for gatekeepers on interoperability 

of number-independen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第 8 條 守門人遵循義務（Compliance with obligations for 

gatekeepers） 

第 9 條 停止執行（Suspension） 

第 10 條 公共衛生及公共安全之豁免（Exemption for grounds 

of public health and public security） 

第 11 條 陳報（Reporting） 

第 12 條 守 門 人 義 務 更 新 （ Updating obligations for 

gatekeepers） 

第 13 條 反規避（Anti-circumvention） 

第 14 條 結 合 申 報 義 務 （ Obligation to inform about 

concentrations） 

第 15 條 查核義務（Obligation of an audit） 

第四章 市場調查（Market investigation） 

第 16 條 開啟市場調查（Opening of a market investigation） 

第 17 條 指定守門人之市場調查（Market investigation for 

designating gatekee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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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 系統性違反之市場調查（Market investigation into 

systematic non-compliance） 

第 19 條 新服務及新作為之市場調查（Market investigation 

into new services and new practices） 

第五章 調查、執行及監督權能（Investigative, enforcement and 

monitoring powers） 

第 20 條 程序開啟（Opening of proceedings） 

第 21 條 資訊請求（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第 22 條 職權面詢及陳述意見（Power to carry out interviews 

and take statements） 

第 23 條 職權調查（Powers to conduct inspections） 

第 24 條 暫時性措施（Interim measures） 

第 25 條 承諾（Commitments） 

第 26 條 監管義務及措施（Monitoring of obligations and 

measures） 

第 27 條 第三人陳述意見（Information by third parties） 

第 28 條 遵循制度（Compliance function） 

第 29 條 違反（Non-compliance） 

第 30 條 罰鍰（Fines） 

第 31 條 連續處罰（Periodic penalty payments） 

第 32 條 處罰做成時效（Limitation periods for the imposition 

of penalties） 

第 33 條 處 罰 執 行 時 效 （ Limitation periods for the 

enforcement of penalties） 

第 34 條 聽審權及閱卷權（Right to be heard and access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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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第 35 條 年度報告（Annual reporting） 

第 36 條 業務機密（Professional secrecy） 

第 37 條 內 國 機 關 合 作 （ Cooperation with national 

authorities） 

第 38 條 與內國主管機關針對競爭法執法進行合作及協調

（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with national 

competent authorities enforcing competition rules） 

第 39 條 內國法院合作（Cooperation with national courts） 

第 40 條 高階工作小組（The high-level group） 

第 41 條 市場調查之請求（Request for a market investigation） 

第 42 條 集體訴訟（Representative actions） 

第 43 條 吹哨及吹哨者保護（Reporting of breaches and 

protection of reporting persons） 

第六章 最終條款（Final provisions） 

第 44 條 決定之公告（Publication of decisions） 

第 45 條 歐洲法院審查（Review by the Court of Justice） 

第 46 條 規定之執行（Implementing provisions） 

第 47 條 處理原則（Guidelines） 

第 48 條 標準化（Standardisation） 

第 49 條 授權執行（Exercise of the delegation） 

第 50 條 委員會程序（Committee procedure） 

第 51 條 歐盟 2019/1937 指令之修正（ Amendment to 

Directive (EU) 2019/1937） 

第 52 條 歐盟 2020/1828 指令之修正（ Amendme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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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ve (EU) 2020/1828） 

第 53 條 審查（Review） 

第 54 條 生效及適用（Entry into force and application） 

（二） 適用範圍 

數位市場法之各式規範，主要係透過限制守門人對歐盟境內事業或終

端使用者提供的「核心平臺服務（core platform services）」1185，確保數位市

場公平競爭及妥適運作1186。 

1. 核心平臺服務 

所謂「核心平臺服務」包含下列各種服務： 

 線上中介服務； 

 線上搜尋引擎； 

 線上社群服務； 

 影音分享平臺服務； 

 非以號碼為基礎的人際溝通服務； 

 作業系統； 

 網頁瀏覽器； 

 虛擬助理； 

                                                 
1185

 Article 1.2 of the DMA: “This Regulation shall apply to core platform services provided or 

offered by gatekeepers to business users established in the Union or end users established or 

located in the Union, irrespective of the place of establishment or residence of the gatekeepers 

and irrespective of the law otherwise applicable to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 
1186

 Article 1.1 of the DMA: “The purpose of this Regulation is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the internal market by laying down harmonised rules ensuring for all businesses, 

contestable and fair markets in the digital sector across the Union where gatekeepers are present, 

to the benefit of business users and end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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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端運算服務；及 

 線上廣告服務，包含提供上開任何核心平臺服務的事業所提供之

任何廣告網路、廣告交換及任何其他廣告中介服務1187。 

2. 守門人 

針對符合下列條件之事業，即應指定為守門人： 

 對於歐盟市場有實質影響力； 

 以核心平臺服務提供重要管道予商業使用者接觸終端使用者；及 

 就其營運鞏固長久的市場地位，或可預期其於近期可將享有該等

地位1188。 

為清楚界定守門人，數位市場法進一步以量化的方式規定，符合下列

條件者應推定為守門人，進而降低傳統競爭法上必須進行市場界定及認定

市場地位的困難： 

                                                 
1187

 Article 2(2) of the DMA: “‘Core platform service’ means any of the following: 

(a)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b) online search engines; 

(c)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d) video-sharing platform services; 

(e) number-independen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f) operating systems; 

(g) web browsers; 

(h) virtual assistants; 

(i) cloud computing services; 

(j) online advertising services, including any advertising networks, advertising exchanges and 

any other advertising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provided by an undertaking that provides any of 

the core platform services listed in points (a) to (i).” 
1188

 Article 3.1 of the DMA: “An undertaking shall be designated as a gatekeeper if: 

(a) i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ternal market; 

(b) it provides a core platform service which is an important gateway for business users to reach 

end users; and 

(c) it enjoys an entrenched and durable position, in its operations, or it is foreseeable that it will 

enjoy such a position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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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質影響力：過去三年會計年度中，每年在歐盟境內的營業額等

於或大於 75 億歐元；或過去一年會計年度中，其平均市場資本或

其公允市值達到至少 750 億歐元；該事業並在至少三個會員國提

供相同核心平臺服務； 

 接觸使用者：過去一年會計年度中，每年事業提供之核心平臺服

務在歐盟境內至少有 4,500 萬位每月活躍終端使用者、及 10,000

家每年活躍事業使用者；及 

 長久鞏固：過去三年會計年度中，每年均有前開廣泛接觸使用者

之情形1189。 

一旦事業符合上開條件，即應於二個月內通報歐盟執委會，並說明其

符合條件的相關資訊；惟若事業未依法通報，歐盟執委會仍有權依相關資

訊指定其為守門人1190。不過，事業縱使符合上開量化規定，其仍得於通報

                                                 
1189

 Article 3.2 of the DMA: “An undertaking shall be presumed to satisfy the respective 

requirements in paragraph 1: 

(a) as regards paragraph 1, point (a), where it achieves an annual Union turnover equal to or 

above EUR 7,5 billion in each of the last three financial years, or where its average market 

capitalisation or its equivalent fair market value amounted to at least EUR 75 billion in the last 

financial year, and it provides 

the same core platform service in at least three Member States; 

(b) as regards paragraph 1, point (b), where it provides a core platform service that in the last 

financial year has at least 45 million monthly active end users established or located in the 

Union and at least 10 000 yearly active business users established in the Union, identified and 

calc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ethodology and indicators set out in the Annex; 

(c) as regards paragraph 1, point (c), where the thresholds in point (b) of this paragraph were met 

in each of the last three financial years.” 
1190

 Article 3.3 of the DMA: “Where an undertaking providing core platform services meets all 

of the thresholds in paragraph 2, it shall notify the Commission thereof without delay and in any 

event within 2 months after those thresholds are met and provide it with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identified in paragraph 2. That notification shall include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identified in 

paragraph 2 for each of the core platform services of the undertaking that meets the thresholds in 

paragraph 2 point (b)… Where the undertaking providing the core platform service fails to 

notify the Commission pursuant to the first subparagraph of this paragraph and fails to provide 

within the deadline set by the Commission in the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pursuant to Article 21 

all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that is required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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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說明，觀諸整體市場情形，其並無影響歐盟市場之力量，以推翻量化規

定之推定，俾利執委會審酌1191。 

歐盟執委會收到前述完整資訊後 45 個工作日內，針對該當相關條件的

事業，即應指定為守門人1192。 

此外，縱使事業不該當上開量化規定，歐盟執委會仍得考量部分或全

部下列因素後，指定事業為守門人： 

 事業規模（如營業額、市場資本、營業及地位）； 

 使用核心平臺服務接觸終端使用者之商業使用者數量，以及終端

使用者之數量； 

 網路效果及資料所衍生之競爭優勢，例如事業對於個人資料及非

個人資料之使用及搜集，以及分析能力； 

 事業因資料或其歐盟境外相關行為獲益之規模及效果； 

 事業使用者或終端使用者的鎖入情形，例如因轉換成本及行為偏

差降低事業使用者或終端使用者轉換或多棲的能力； 

 事業企業組織或垂直整合情形，例如事業是否得以透過交叉補貼

將資料與其他資源予以結合，或利用其市場地位；或 

                                                                                                                                   
Commission to designate the undertaking concerned as gatekeeper pursuant to paragraph 4 of 

this Article, the Commission shall still be entitled to designate that undertaking as a gatekeeper, 

based on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the Commission…” 
1191

 Article 3.5 of the DMA: “The undertaking providing core platform services may present, 

with its notification, sufficiently substantiated arguments to demonstrate that, exceptionally, 

although it meets all the thresholds in paragraph 2, due to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relevant core platform service operates, it does not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listed in paragraph 

1…” 
1192

 Article 3.4 of the DMA: “The Commission shall designate as a gatekeeper, without undue 

delay and at the latest within 45 working days after receiving the complete information referred 

to inparagraph 3, an undertaking providing core platform services that meets all the thresholds in 

paragrap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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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商業或服務的結構1193。 

（三） 行為限制 

除前述針對應用程式內付款及價差條款等禁止之立法1194，數位市場法

有其他重要規定，針對守門人之服務，要求其向商業使用者及終端使用者

予以開放，藉此降低其影響市場秩序之行為。詳言之，依規範強度及行為

性質，第 5 條之行為義務係屬絕對禁止，第 6、7 條之行為義務則可以先與

歐洲執委會交換意見確認適當之措施後再執行1195： 

1. 第 5 條 

 守門人不得任意處理及利用終端使用者之個人資料，以提升守門

                                                 
1193

 Article 3.8 of the DMA: “The Commission shall designate as a gatekeep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laid down in Article 17, any undertaking providing core platform services 

that meets each of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but does not satisfy each of 

the thresholds in paragraph 2 of this Article. For that purpose, the Commission shall take into 

account some or all of the following elements, insofar as they are relevant for the undertaking 

providing core platform services under consideration: 

(a) the size, including turnover and market capitalization, operations and position of that 

undertaking;  

(b) the number of business users using the core platform service to reach end users and the 

number of end users;  

(c) network effects and data driven advantages, in particular in relation to that undertaking’s 

access to, and collection of, personal data and non-personal data or analytics capabilities; 

(d) any scale and scope effects from which the undertaking benefits, including with regard to 

data, and, where relevant, to its activities outside the Union; 

(e) business user or end user lock-in, including switching costs and behavioural bias reducing 

the ability of business users and end users to switch or multihome; 

(f) a conglomerate corporate structure or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that undertaking, for instance 

enabling that undertaking to cross subsidise, to combine data from different sources or to 

leverage its position; or 

(g) other structural business or service characteristics.” 
1194

 參見第四章第一、二節的討論；前揭頁 244、283。 
1195

 Article 8.3 of the DMA: “A gatekeeper may request the Commission to engage in a proces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measures that that gatekeeper intends to implement or has 

implemented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Articles 6 and 7 are effective in achieving the objective 

of the relevant obligation in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the gateke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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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競爭力，造成其他事業的市場參進障礙1196。 

 為降低對於核心平臺服務的依賴，並提升多棲的彈性1197，針對

核心平臺服務或其他管道之終端使用者，不論其有無使用守門人

的核心平臺服務，守門人應允許商業使用者在不同條件下，無償

對該等終端使用者進行促銷並締結契約1198。 

 守門人應允許終端使用者透過核心平臺服務，以商業使用者的應

用程式，接觸並使用相關內容、訂閱或使用其他功能；縱使該等

終端使用者並未使用守門人的核心平臺服務，亦同1199。 

 守門人不得限制商業使用者或終端使用者向任何主管機關提起違

反歐盟或內國法律之相關主張1200。 

 守門人不應限制終端使用者或商業使用者使用、提供或共同運作

                                                 
1196

 Article 5.2 of the DMA: “The gatekeeper shall not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a) process,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online advertising services, personal data of end users 

using services of third parties that make use of core platform services of the gatekeeper;  

(b) combine personal data from the relevant core platform service with personal data from any 

further core platform services or from any other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gatekeeper or with 

personal data from third-party services; 

(c) cross-use personal data from the relevant core platform service in other services provided 

separately by the gatekeeper, including other core platform services, and vice-versa; and  

(d) sign in end users to other services of the gatekeeper in order to combine personal data…”; ¶ 

36 of Recital. 
1197

 ¶¶ 40-41 of Recital. 
1198

 Article 5.4 of the DMA: “The gatekeeper shall allow business users, free of charge, to 

communicate and promote offers, including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to end users acquired via 

its core platform service or through other channels, and to conclude contracts with those end 

users, regardless of whether, for that purpose, they use the core platform services of the 

gatekeeper.” 
1199

 Article 5.5 of the DMA: “The gatekeeper shall allow end users to access and use, through 

its core platform services, content, subscriptions, features or other items, by using the software 

application of a business user, including where those end users acquired such items from the 

relevant business user without using the core platform services of the gatekeeper.” 
1200

 Article 5.6 of the DMA: “The gatekeeper shall no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prevent or restrict 

business users or end users from raising any issue of non-compliance with the relevant Union or 

national law by the gatekeeper with any relevant public authority, including national courts, 

related to any practice of the gatekeeper. This is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right of business users 

and gatekeepers to lay down in their agreements the terms of use of lawful complaint-handling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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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門人之識別服務、網頁瀏覽器引擎或支付服務、或支援付款服

務的技術服務，例如應用程式內付款之支付系統1201。 

 商業使用者或終端使用者若要使用、接觸或註冊守門人之核心平

臺服務，守門人不得設定條件，要求其必須訂閱或註冊任何守門

人之其他核心平臺服務1202。 

 守門人應每日無償提供廣告商及發行商，就其所刊載之廣告，廣

告商所支付之價格及費用、發行商所得之補償、相異即關計算方

式等之資訊1203、1204。 

2. 第 6 條 

 商業使用者使用守門人之核心平臺服務時，守門人不應使用商業

使用者因此所產生或提供之未公開資料，以與該商業使用者相互

                                                 
1201

 Article 5.7 of the DMA, supra note 566. 
1202

 Article 5.8 of the DMA: “The gatekeeper shall not require business users or end users to 

subscribe to, or register with, any further core platform services listed in the designation decision 

pursuant to Article 3(9) or which meet the thresholds in Article 3(2), point (b), as a condition for 

being able to use, access, sign up for or registering with any of that gatekeeper’s core platform 

services listed pursuant to that Article.” 
1203

 Article 5.9 of the DMA: “The gatekeeper shall provide each advertiser to which it supplies 

online advertising services, or third parties authorised by advertisers, upon the advertiser’s 

request, with information on a daily basis free of charge, concerning each advertisement placed 

by the advertiser, regarding: 

(a) the price and fees paid by that advertiser, including any deductions and surcharges, for each 

of the relevant online advertising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gatekeeper, 

(b) the remuneration received by the publisher, including any deductions and surcharges, subject 

to the publisher’s consent; and 

(c) the metrics on which each of the prices, fees and remunerations are calculated…” 
1204

 Article 5.10 of the DMA: “The gatekeeper shall provide each publisher to which it supplies 

online advertising services, or third parties authorised by publishers, upon the publisher’s 

request, with free of charge information on a daily basis, concerning each advertisement 

displayed on the publisher’s inventory, regarding: 

(a) the remuneration received and the fees paid by that publisher, including any deductions and 

surcharges, for each of the relevant online advertising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gatekeeper, 

(b) the price paid by the advertiser, including any deductions and surcharges, subject to the 

advertiser’s consent; and 

(c) the metrics on which each of the prices and remunerations are calc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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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1205。 

 守門人應允許終端使用者得輕易移除守門人作業系統上的任何應

用程式，惟基於作業系統或裝置的運作需要，或技術上無法獨立

運作的應用程式，守門人仍可以限制應用程式之移除。倘若守門

人作業系統、虛擬助理及網頁瀏覽器有引導終端使用者之產品或

服務的預設設定，守門人應允許終端使用者輕易修改之。例如：

終端使用者第一次使用守門人之線上搜尋引擎、虛擬助理或網頁

瀏覽器時，其可自行從服務提供者清單中選擇線上搜尋引擎、虛

擬助理或網頁瀏覽器1206。 

 守門人應允許第三方應用程式或應用程式商店使用其作業系統，

守門人亦不得限制終端使用者設定該等應用程式或應用程式商店

為預設。不過，守門人仍可採用相關措施，以確保第三方應用程

式或應用程式商店不損害其硬體或作業系統之完整性，或有效維

護終端使用者安全，惟上開措施以高度必要且符合比例者為限

                                                 
1205

 Article 6.2 of the DMA: “The gatekeeper shall not use, in competition with business users, 

any data that is not publicly available that is generated or provided by those business users in the 

context of their use of the relevant core platform services or of the services provided together 

with, or in support of, the relevant core platform services, including data generated or provided 

by the customers of those business users…” 
1206

 Article 6.3 of the DMA: “The gatekeeper shall allow and technically enable end users to 

easily un-install any software applications on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the gatekeeper,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ossibility for that gatekeeper to restrict such un-installation in relation to 

software applications that are essential for the functioning of the operating system or of the 

device and which cannot technically be offered on a standalone basis by third parties. The 

gatekeeper shall allow and technically enable end users to easily change default settings on the 

operating system, virtual assistant and web browser of the gatekeeper that direct or steer end 

users to products or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gatekeeper. That includes prompting end users, at 

the moment of the end users’ first use of an online search engine, virtual assistant or web 

browser of the gatekeeper listed in the designation decision pursuant to Article 3(9), to choose, 

from a list of the main available service providers, the online search engine, virtual assistant or 

web browser to which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the gatekeeper directs or steers users by default, 

and the online search engine to which the virtual assistant and the web browser of the gatekeeper 

directs or steers users by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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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 

 相較第三方類似的服務或商品，守門人不得對於自己提供的服務

及商品以較佳方式排名、或為相關爬文及收錄。易言之，守門人

應採用透明、公平且無歧視的方式排名1208。 

 守門人不得限制終端使用者轉換或訂閱使用守門人核心平臺服務

之不同軟體應用程式或服務1209，以促進更多事業提供服務，進而

使終端消費者可以享受更多選擇1210。 

 守門人應允許服務及硬體之供應商無償使用守門人服務或硬體所

使用之作業系統或虛擬助理等功能，惟基於作業系統或相關功能

完整性之必要者不在此限1211。 

 守門人應將其成效衡量工具及相關必要資料無償提供予廣告商及

發行商1212。 

                                                 
1207

 Article 6.4 of the DMA, supra note 568. 
1208

 Article 6.5 of the DMA, supra note 569. 
1209

 Article 6.6 of the DMA: “The gatekeeper shall not restrict technically or otherwise the 

ability of end users to switch between, and subscribe to, different software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that are accessed using the core platform services of the gatekeeper, including as 

regards the choice of Internet access services for end users.” 
1210

 ¶ 53 of Recital: “…This would allow more undertakings to offer their services, thereby 

ultimately providing greater choice to the end users…” 
1211

 Article 6.7 of the DMA: “The gatekeeper shall allow providers of services and providers of 

hardware, free of charge, effective interoperability with, and access for the purposes of 

interoperability to, the same hardware and software features accessed or controlled via the 

operating system or virtual assistant listed in the designation decision pursuant to Article 3(9) as 

are available to services or hardware provided by the gatekeeper. Furthermore, the gatekeeper 

shall allow business users and alternative providers of services provided together with, or in 

support of, core platform services, free of charge, effective interoperability with, and access for 

the purposes of interoperability to, the same operating system, hardware or software feature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ose features are part of the operating system, as are available to, or used 

by, that gatekeeper when providing such services. The gatekeeper shall not be prevented from 

taking strictly necessary and proportionate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interoperability does not 

compromise the integrity of the operating system, virtual assistant, hardware or software features 

provided by the gatekeeper, provided that such measures are duly justified by the gatekeeper.” 
1212

 Article 6.8 of the DMA: “The gatekeeper shall provide advertisers and publishers, as well as 

third parties authorised by advertisers and publishers, upon their request and free of charge, with 

access to the performance measuring tools of the gatekeeper and the data necessar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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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門人應無償確保終端使用者就其使用核心平臺服務所提供或產

生相關資料之可攜性1213。 

 商業使用者使用核心平臺服務所提供或產生之資料，守門人應無

償使商業使用者能夠隨時使用之1214。 

 守門人應提供線上搜尋引擎業者以公平、合理及無歧視之條件使

用終端使用者之搜尋排名、檢索、點擊及瀏覽資料1215。 

 守門人應以公平、合理及無歧視之條件允許商業使用者使用其應

用程式商店、線上搜尋引擎及線上社群服務1216。 

 守門人不得以不合理之條件限制使用者終止核心平臺服務1217。 

                                                                                                                                   
advertisers and publishers to carry out their own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of the advertisements 

inventory, including aggregated and non-aggregated data. Such data shall be provided in a 

manner that enables advertisers and publishers to run their own ver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tools to asses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re platform services provided for by the gatekeepers.” 
1213

 Article 6.9 of the DMA: “The gatekeeper shall provide end users and third parties 

authorised by an end user, at their request and free of charge, with effective portability of data 

provided by the end user or generated through the activity of the end us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use of the relevant core platform service, including by providing, free of charge, tools to 

facilitate the effective exercise of such data portability, and including by the provision of 

continuous and real-time access to such data.” 
1214

 Article 6.10 of the DMA: “The gatekeeper shall provide business users and third parties 

authorised by a business user, at their request, free of charge, with effective, high-quality, 

continuous and real-time access to, and use of, aggregated and non-aggregated data, including 

personal data, that is provided for or genera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use of the relevant core 

platform services or services provided together with, or in support of, the relevant core platform 

services by those business users and the end users engaging with the products or services 

provided by those business users…” 
1215

 Article 6.11 of the DMA: “The gatekeeper shall provide to any third-party undertaking 

providing online search engines, at its request, with access on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terms to ranking, query, click and view data in relation to free and paid 

search generated by end users on its online search engines…” 
1216

 Article 6.12 of the DMA: “The gatekeeper shall apply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general conditions of access for business users to its software application 

stores, online search engines and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listed in the designation 

decision pursuant to Article 3(9)…” 
1217

 Article 6.13 of the DMA: The gatekeeper shall not have general conditions for terminating 

the provision of a core platform service that are disproporti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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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7 條 

 倘若守門人提供非以號碼為基礎的人際溝通服務，其應同時提供

基本技術介面或類似方案，確保第三方提供或擬提供之相同服務

可以共同使用相關基本功能1218。 

（四） 結合申報義務 

為確保有效審查及確認守門人狀態，並維持調整的可能性，數位市場

法要求守門人，欲收購與核心平臺服務相關事業前，應先向執委會為結合

申報；申報資料不僅有助於執委會了解守門人，亦有助於掌握數位市場的

競爭情形1219。 

其規範內容可摘要如下： 

 倘若結合事業之一方有提供核心平臺服務、其他數位產業的服務，

或蒐集相關資料，不論該等結合依歐盟或內國結合相關規範是否

應申報，守門人均應將結合事宜申報歐洲執委會1220。 

                                                 
1218

 Article 7.1 of the DMA: “Where a gatekeeper provides number-independen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that are listed in the designation decision pursuant to Article 3(9), it 

shall make the basic functionalities of its number-independen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interoperable with the number-independen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of 

another provider offering or intending to offer such services in the Union, by providing the 

necessary technical interfaces or similar solutions that facilitate interoperability, upon request, 

and free of charge.” 
1219

 ¶ 71 of Recital: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view of gatekeeper status, as well as 

the possibility to adjust the list of core platform services provided by a gatekeeper, the 

gatekeepers should inform the Commission of all of their intended acquisitions, prior to their 

implementation, of other undertakings providing core platform services or any other services 

provided within the digital sector or other services that enable the collection of data. Such 

information should not only serve the review process regarding the status of individual 

gatekeepers, but will also provide information that is crucial to monitoring broader contestability 

trends in the digital sector and can therefore be a useful factor for consid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rket investigations provided for by this Regulation…” 
1220

 Article 14.1 of the DMA: “A gatekeeper shall inform the Commission of any intended 

concentration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3 of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whe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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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門人申報時應說明：結合事業之身份、歐盟境內及全球年營業

額、所涉產業領域、結合交易價額、結合所涉歐盟會員國等；關

於相關核心平臺服務，守門人應一併說明歐盟境內年營業額、每

年活躍商業使用者數量及每月活躍終端使用者數量1221。 

（五） 市場調查 

為確保歐洲執委會維持數位市場之公平競爭，以及法律安定性，數位

市場法因而賦予執委會適時採行市場調查之權力，並就相關程序性及細節

性事項予以詳細規範1222。 

1. 市場調查之目的 

依數位市場法之規定，為確認事業是否符合守門人之標準、是否從事

核心平臺服務 1223、守門人是否從事系統性與競爭政策不相容行為

                                                                                                                                   
merging entities or the target of concentration provide core platform services or any other 

services in the digital sector or enable the collection of data,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it is 

notifiable to the Commission under that Regulation or to a competent national competition 

authority under national merger rules…” 
1221

 Article 14.2 of the DMA: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gatekeeper pursuant to 

paragraph 1 shall at least describe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by the concentration, their Union 

and worldwide annual turnovers, their fields of activity, including activitie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oncentration, and the transaction value of the agreement or an estimation thereof, along 

with a summary of the concentration, including its nature and rationale and a list of the Member 

States concerned by the concentration.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gatekeeper shall also 

describe, for any relevant core platform services, their Union annual turnovers, their numbers of 

yearly active business users and their numbers of monthly active end users, respectively.” 
1222

 ¶ 73 of Recital: “…Such assessment should be based on market investigations to be carried 

out in an appropriate timeframe, by using clear procedures and deadlines,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ex ante effect of this Regulation on contestability and fairness in the digital sector, and to 

provide the requisite degree of legal certainty.” 
1223

 Article 17.1 of the DMA: “The Commission may conduct a market investig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examining whether an undertaking providing core platform services should be 

designated as a gatekeeper pursuant to Article 3(8), or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core platform 

services to be listed in the designation decision pursuant to Article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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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 non-compliance）1224，以及從事新服務或新作為1225，歐洲執委

會可以進行市場調查。 

2. 措施 

調查期間，歐洲執委會可以採行下列作法： 

 在開啟調查後先與該事業進行初步說明，並於一定期間內終結調

查做成決定1226。 

 採行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之必要及適當措施1227。 

                                                 
1224

 Article 18.1 of the DMA: “The Commission may conduct a market investig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examining whether a gatekeeper has engaged in systematic non-compliance…” 
1225

 Article 19.1 of the DMA: “The Commission may conduct a market investig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examining whether one or more services within the digital sector should be added to 

the list of core platform services laid down in Article 2, point (2) or for the purpose of detecting 

practices that limit the contestability of core platform services or that are unfair and which are 

not effectively addressed by this Regulation. In its assessment, the Commission shall take into 

account any relevant findings of proceedings under Articles 101 and 102 TFEU concerning 

digital markets as well as any other relevant developments.” 
1226

 E.g., Articles 17.1 and 17.2 of the DMA: “…The Commission shall endeavour to conclude 

its market investigation within 12 months from the dat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6(3), point (a), In 

order to conclude its market investigation, the Commission shall adopt an implementing act 

setting out its decision. That implementing act shall be adop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dvisory 

procedur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50(2).” “In the course of a market investigation pursuant to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the Commission shall endeavour to communicate its preliminary 

findings to the undertaking providing core platform services concerned within 6 months from 

the dat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6(3), point (a). In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the Commission shall 

explain whether it considers, on a provisional basis, that it is appropriate for that undertaking to 

be designated as a gatekeeper pursuant to Article 3(8), and for the relevant core platform 

services to be listed pursuant to Article 3(9).” Article 18.4 of the DMA: “The Commission shall 

communicate its preliminary findings to the gatekeeper concerned within 6 months from the dat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6(3), point (a). In its preliminary findings, the Commission shall explain 

whether it preliminarily considers that the conditions of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are met and 

which remedy or remedies it preliminarily considers necessary and proportionate.” 
1227

 Article 18.2 of the DMA: “The remedy impose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may include,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remedy is proportionate and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intain or restore fairness and contestability as affected by the systematic non-compliance, the 

prohibition, during a limited period, for the gatekeeper to enter into a concentration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3 of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regarding the core platform services or 

the other services provided in the digital sector or enabling the collection of data that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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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集第三人意見1228。 

 要求事業提供必要資訊、演算法、測試資訊及相關說明1229。 

 訪談任何自然人或法人，以蒐集與調查案相關之資訊1230。 

 針對事業進行查核，如進入事業之廠房、檢查相關帳冊並攜回、

要求事業說明其組織、分工、資安系統、演算法、資料處理及商

業模式、封存相關帳冊、詢問代表人或員工相關事實1231。 

                                                                                                                                   
affected by the systematic non-compliance.” 
1228

 Articles 18.5, 18.6 and 19.2 of the DMA: “In order to enable interested third parties to 

effectively provide comments, the Commission shall, at the same time as communicating its 

preliminary findings to the gatekeeper pursuant to paragraph 4 or as soon as possible thereafter, 

publish a non-confidential summary of the case and the remedies that it is considering imposing. 

The Commission shall specify a reasonable timeframe within which such comments are to be 

provided.” “Where the Commission intends to adopt a decision pursuant to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by making commitments offered by the gatekeeper pursuant to Article 25 binding, it 

shall publish a non-confidential summary of the case and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commitments. 

Interested third parties may submit their comments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frame which shall be 

set by the Commission.” “The Commission may, when conducting a market investigation 

pursuant to paragraph 1, consult third parties, including business users and end users of services 

within the digital sector that are being investigated and business users and end users who are 

subject to practices under investigation.” 
1229

 Article 21.1 of the DMA: “In order to carry out its duties under this Regulation, the 

Commission may, by simple request or by decision, require from undertakings and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to provide all necessary information. The Commission may also, by simple 

request or by decision, require access to any data and algorithms of undertakings and 

information about testing, as well as requesting explanations of them.” 
1230

 Article 22.1 of the DMA: “In order to carry out its duties under this Regulation, the 

Commission may interview any natural or legal person which consents to being interviewed, for 

the purpose of collecting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subject-matter of an investigation. The 

Commission shall be entitled to record such interviews by any technical means.” 
1231

 Article 23.2 of the DMA: “The officials and other accompanying persons authorised by the 

Commission to conduct an inspection are empowered to:  

(a) enter any premises, land and means of transport of undertakings and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b) examine the books and other records related to the business, irrespective of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are stored;  

(c) take or obtain in any form copies of or extracts from such books or records; 

(d) require the undertaking or association of undertakings to provide access to and explanations 

on its organisation, functioning, IT system, algorithms, data-handling and business practices and 

to record or document the explanations given by any technical means;  

(e) seal any business premises and books or records for the duration of, and to th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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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諾 

調查期間，倘若守門人針對核心平臺服務作出遵循數位市場法之承諾，

歐洲執委會可以接受該等承諾，並終結調查1232。 

（六） 違反罰則 

倘若守門人未遵循相關行為義務，歐洲執委會除可要求守門人在一定

期間內停止違法行為，並提出改正措施以外1233，原則上最高可處守門人前

一會計年度全球營業額 1%至 10%之罰鍰1234；倘若過去八年間均有持續之

違法行為，執委會可以處其前一會計年度全球營業額 20%之罰鍰1235。 

                                                                                                                                   
necessary for, the inspection;  

(f) ask any representative or member of staff of the undertaking or association of undertakings 

for explanations of facts or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subject-matter and purpose of the 

inspection, and to record the answers by any technical means.” 
1232

 Article 25.1 of the DMA: “If, during proceedings under Article 18, the gatekeeper 

concerned offers commitments for the relevant core platform services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the obligations laid down in Articles 5, 6 and 7 the Commission may adopt an implementing act 

making those commitments binding on that gatekeeper and declare that there are no further 

grounds for action. That implementing act shall be adop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dvisory 

procedur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50(2).” 
1233

 Article 29.5 of the DMA: “In the non-compliance decision, the Commission shall order the 

gatekeeper to cease and desist with the non-compliance within an appropriate deadline and to 

provide explanations on how it plans to comply with that decision.” 
1234

 Articles 30.1 and 30.3 of the DMA: “In the non-compliance decision, the Commission may 

impose on a gatekeeper fines not exceeding 10 % of its total worldwide turnover in the 

preceding financial year…” “The Commission may adopt a decision, imposing on undertakings, 

including gatekeepers where applicable, and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fines not exceeding 1 

% of their total worldwide turnover in the preceding financial year where they intentionally or 

negligently:… (c) fail to notify information or supply incorrect, incomplete or misleading 

information that is required pursuant to Article 14…” 
1235

 Article 30.2 of the DMA: “Notwithstanding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in the 

non-compliance decision the Commission may impose on a gatekeeper fines up to 20 % of its 

total worldwide turnover in the preceding financial year where it finds that a gatekeeper has 

committed the same or a similar infringement of an obligation laid down in Article 5, 6 or 7 in 

relation to the same core platform service as it was found to have committed in a 

non-compliance decision adopted in the 8 preceding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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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事業結合相關法規 

針對事業結合審查，日本公平會在 2004 年 5 月 31 日發布「事業結合

之獨占禁止法審查處理原則」（Guidelines to Application of the Antimonopoly 

Act Concerning Review of Business Combination，下稱日本結合處理原則），

並於 2011 年 6 月 14 日進一步訂定「事業結合審查程序要點」（Policies 

Concerning Procedures of Review of Business Combination），以釐清審查程序

之相關規範。為因應近年數位市場中事業結合之議題，日本公平會針對上

開處理原則及要點進行修正，並徵及大眾意見後，在 2019 年 12 月 17 日公

告修正後之法案1236。 

修正後之日本結合處理原則中1237，日本公平會特別針對多邊平臺，指

出在結合審查時如何納入相關特性： 

 市場界定：倘若平臺具有多邊使用族群的特性時，日本公平會原

則上會將每一族群界定為一個市場，並依多邊市場的特性，判斷

相關事業結合如何影響市場競爭；例如，間接網路效果較為明顯

時，不同族群之市場可能會有所重疊1238。 

                                                 
1236

 JFTC, Amendments of the “Guidelines to Application of the Antimonopoly Act Concerning 

Review of Business Combination” and the “Policies Concerning Procedures of Review of 

Business Combination,” 

https://www.jftc.go.jp/en/pressreleases/yearly-2019/December/191217.html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2, 2022). 
1237

 「 日 本 結 合 處 理 原 則 」 全 文 英 譯 請 參 ： 

https://www.jftc.go.jp/en/pressreleases/yearly-2019/December/1912173GL.pdf (last visited: 

September 23, 2022). 本研究以下謹依英譯條文介紹日本規範，惟依日本公平會之說明，此

等英譯條文僅係暫時性翻譯（tentative translation），另相關英譯條文較為複雜，理解不易，

故日後若有釐清必要或擬進一步確認日本規範，仍應以原日文條文為準。 
1238

 Article I.1 of the Guidelines to Application of the Antimonopoly Act Concerning Review of 

Business Combination: “…If a platform works to provide third party with the ‘place’ for their 

service where a multi-sided market with multiple, different user segments is created, the JFTC 

will basically determine a particular field of trade for each user segment and then determine how 

the relevant business combination will affect competition in ligh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ttps://www.jftc.go.jp/en/pressreleases/yearly-2019/December/191217.html
https://www.jftc.go.jp/en/pressreleases/yearly-2019/December/1912173G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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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訂價：在評估替代可能性時，部分網際網路服務可能並非以價

格競爭，而係以品質作為主要競爭面向；此時日本公平會應依功

能是否相同，及消費通常情形所涉及的地域範圍等因素，考量消

費者取得另一服務的可能性1239。 

 產品市場：針對功能是否相同，則應考量產品或服務之類型及品

質、事業營業時間及地域，與使用者便利程度等因素1240。 

 限制競爭之效果：在評估水平結合方面，衡量其是否造成限制競

爭之效果時，日本公平會傳統上可能考量市占率（Market Share 

and Ranking）、結合事業雙方過去競爭情形（Competition among the 

Parties, etc. in the Past）、對於合資公司之方針（Treatment of Joint 

Investment Company）、競爭者間的市占率差異（Market Share 

Differences from Competitors）、競爭者之額外產能及差異程度

（Competitors’ Excess Capacity and Degree of Differentiation）等因

                                                                                                                                   
multi-sided market as described later in Part IV, 2 (1) G…. For instance, if a platform mediates 

business trans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user segments and causes strong indirect network effects 

(refer to Part IV, 2 (1) G described later), there are some cases where the particular field of trade 

comprising each user segment will be defined in an overlapping manner.” 
1239

 Article I.1 of the Guidelines to Application of the Antimonopoly Act Concerning Review of 

Business Combination: “…(Note 3) In a case where competition is made, based not principally 

on the price of the product but on its quality as is the case with some of Internet-based services, 

the JFTC may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extent to which users replace the product with another 

product or purchase the product in another region in cases where in a certain region a product 

suffers a deteriorating quality, etc. or where users bear increased costs of being offered a product 

in a certain region. The same shall apply to the substitutability of the product or the region for 

the supplier. In such a case, as mentioned in 2 below, the degree of the substitutability of the 

relevant product often coincides with the degree of sameness of its utility, etc. Also, as 

mentioned in 3 below, the substitutability of a product that is supplied in a region is often 

determinable from the view point of the range of regions of the suppliers from whom users can 

purchase the relevant product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1240

 Article I.2 of the Guidelines to Application of the Antimonopoly Act Concerning Review of 

Business Combination: “…In case of a store-based retailing or service business, etc., the degree 

of similarity of utility, etc. will be determined in consideration of such as the category, quality, 

and assortment of the products dealt with as well as business hours, floor areas, and other 

aspects of user-friend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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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1241。而因應多邊平臺，日本結合處理原則進一步規定應考量

市場特性（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rket）；詳言之，基於多邊平臺

往往有不同族群互動之特性，在事業結合時，則應特別考量結合

後平臺之一邊族群因另一邊族群所提升之價值（亦即間接網路效

果），以及此等效應對於市場之影響1242。 

四、 中國「關於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 

中國國務院於 2021 年 2 月 7 日頒布並實施「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於

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下稱平臺指南），意識到並試圖滿足平臺領

域執法上特別規範的需求，遂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制定平臺指南

1243。平臺指南第 1 條1244及第 3 條1245揭示指南目的：防止市場獨占行為、

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促進平臺之經濟秩序以及兼顧創新發展，並同時在平

臺的運作下保護消費者與整體社會之公共利益。平臺指南共計 6 章 24 條，

廣泛涵蓋了平臺於競爭法執法所遭遇之問題，並將之明文化，以下分述之。 

                                                 
1241

 Article IV.2.A-E. 
1242

 Article IV.2.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rket.  …in a case where in a platform-based 

multi-sided market after a business combination, the company group secures a certain number of 

users in one of their two markets thereby causing as the result the value of their product to 

increase in the other market (by means of the so-called indirect network effects), then the JFTC 

will determine how a business combination affects competition also considering such indirect 

network effects.” 
1243

 劉 成 、 李 雨 濛 ，「『 關 於 平 臺 經 濟 領 域 的 反 壟 斷 指 南 』 評 析 」，

https://www.chinalawinsight.com/2021/02/articles/corporate-ma/%E3%80%8A%E5%85%B3%

E4%BA%8E%E5%B9%B3%E5%8F%B0%E7%BB%8F%E6%B5%8E%E9%A2%86%E5%9F

%9F%E7%9A%84%E5%8F%8D%E5%9E%84%E6%96%AD%E6%8C%87%E5%8D%97%E

3%80%8B%E8%AF%84%E6%9E%90/#page=1，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9 日。 
1244

 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網站，「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

南」第 1 條，http://gkml.samr.gov.cn/nsjg/fldj/202102/t20210207_325967.html，最後瀏覽日

期：2022 年 10 月 9 日。 
1245

 同前註，第 3 條。 

https://www.chinalawinsight.com/2021/02/articles/corporate-ma/%E3%80%8A%E5%85%B3%E4%BA%8E%E5%B9%B3%E5%8F%B0%E7%BB%8F%E6%B5%8E%E9%A2%86%E5%9F%9F%E7%9A%84%E5%8F%8D%E5%9E%84%E6%96%AD%E6%8C%87%E5%8D%97%E3%80%8B%E8%AF%84%E6%9E%90/#page=1
https://www.chinalawinsight.com/2021/02/articles/corporate-ma/%E3%80%8A%E5%85%B3%E4%BA%8E%E5%B9%B3%E5%8F%B0%E7%BB%8F%E6%B5%8E%E9%A2%86%E5%9F%9F%E7%9A%84%E5%8F%8D%E5%9E%84%E6%96%AD%E6%8C%87%E5%8D%97%E3%80%8B%E8%AF%84%E6%9E%90/#page=1
https://www.chinalawinsight.com/2021/02/articles/corporate-ma/%E3%80%8A%E5%85%B3%E4%BA%8E%E5%B9%B3%E5%8F%B0%E7%BB%8F%E6%B5%8E%E9%A2%86%E5%9F%9F%E7%9A%84%E5%8F%8D%E5%9E%84%E6%96%AD%E6%8C%87%E5%8D%97%E3%80%8B%E8%AF%84%E6%9E%90/#page=1
https://www.chinalawinsight.com/2021/02/articles/corporate-ma/%E3%80%8A%E5%85%B3%E4%BA%8E%E5%B9%B3%E5%8F%B0%E7%BB%8F%E6%B5%8E%E9%A2%86%E5%9F%9F%E7%9A%84%E5%8F%8D%E5%9E%84%E6%96%AD%E6%8C%87%E5%8D%97%E3%80%8B%E8%AF%84%E6%9E%90/#page=1
http://gkml.samr.gov.cn/nsjg/fldj/202102/t20210207_3259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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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義 

依第 2 條第 1 項，平臺指南中之平臺，係指「互聯網平臺」，即專門指

涉通過網路技術，使雙邊或多邊之使用者在特定之載體提供的規則下互動，

以共同創造價值的商業組織型態1246。故平臺指南中的平臺有如下要件：（1）

使用網路技術之數位平臺，不包括未使用網路技術者，例如實體之夜店；（2）

平臺本身必須為雙邊平臺或多邊平臺，各邊使用者使用平臺所提供之規則

進行互動，似排除「非交易平臺」此類平臺與前在之各邊使用者單獨進行

接觸，各邊使用者不透過平臺直接互動或進行交易的情形1247，例如廣告業

者。 

（二） 相關市場界定 

平臺指南第 4 條第一項明文規定即便在平臺之個案中，原則上仍明確

採取傳統之替代可能性分析法以界定相關市場1248，惟在此基礎上，進行替

代可能性分析時「可以」將個案中不同平臺所具備之不同性質納入考量，

例如需求替代可考量平臺功能、商業模式、實際使用情形、使用者性質、

是否為多邊市場、線下交易等因素；供給替代可考量市場進入障礙、技術

障礙、網路效果、鎖定效應（lock-in effect）、轉換成本、跨產業競爭等因素

1249，亦即仍須視平臺包括多邊市場在內之一切特性，綜合進行替代可能性

的分析，故在進行分析時仍不可略過相關市場界定而不為1250。 

                                                 
1246

 同前註，第 2 條第 1 項。 
1247

 馬泰成，「掠奪性定價與電子商務」，公平交易季刊，第 27 卷 2 期，164（2019）。 
1248

 回顧平臺指南之制定過程，係先經徵求意見之環節後方依據意見徵求結果制定正式條

文，為了因應雙邊平臺產業中難以界定相關市場的問題，徵求意見稿指出若個案中具備直

接證據足資證明市場中具備持續一段時間之明顯損害結果，可在不進行相關市場界定下認

定平臺業者進行了限制競爭行為，惟此規定於平臺指南中遭刪除。 
1249

 前揭註 1244，第 4 條第 1 項 
1250

 前揭註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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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多邊平臺中爭議甚大之問題：於個案中應界定一個或多個相關

市場？平臺指南之第 4 條第 1 項中似不明確採取單一市場架構或多市場架

構其一，而是認為應依個案實際情形以認定應採取何者1251。目前國際間部

分學者採取之見解，認為可根據平臺之類型，即係交易型平臺或非交易型

平臺區分以界定相關市場，惟平臺指南似並非單純以交易型平臺與否進行

相關市場界定之區分依據1252，而係賦予執法機關更廣泛的裁量權，綜合平

臺之各項特性，甚至跨平臺的網路效果，以決定相關產品市場該如何界定。 

（三） 聯合行為 

平臺指南的第 2 章為「壟斷協議」，即我國公平交易法上的聯合行為。

中國反壟斷法第 13 條第 6 項以及第 14 條第 3 項為認定聯合行為的依據，

惟尚須仰賴國家市場間監管總局負責具體個案中當事人之行為是否構成水

平或垂直的聯合行為，因此，平臺指南即對此對此提供適用於平臺之特別

認定依據1253。指南考量了數位平臺之性質，規定即便當事人間未進行直接

的書面或口頭意思聯絡行為，仍有可能因平臺本身所使用的技術或平臺提

供的規則、資料及演算法等方式，將事實上一致之行為（例如一致之價格

或一致之交易條件1254）視為聯合行為1255。 

聯合行為之態樣，除了第 6 條水平聯合行為與第 7 條垂直聯合行為外，

平臺指南更於第 8 條明文納入「軸福協議」，亦即使用平臺提供商品或服務

之經營者利用平臺，或平臺本身進行組織與協調，使經營者之間達成水平

                                                 
1251

 前揭註 1244，第 4 條第 1 項。 
1252

 前揭註 1244。 
1253

 同前註。 
1254

 Sandra Marco Colino, The Incursion of Antitrust into China’s Platform Economy, 67(2) 

ANTITRUST BULLETIN 237, 251 (2022). 
1255

 前揭註 1244，第 5 條。 



 

476 

 

聯合行為效果以排除、限制相關市場中競爭之情形1256。考量數位平臺運作

下，執法機關或使用者證據取得不易的問題，第 10 條「寬大制度」鼓勵參

與水平聯合行為之平臺主動向主管機關報告並提供證據，以減輕或免除處

罰之誘因使平臺自行配合調查1257。 

（四） 濫用市場地位 

平臺指南的第 3 章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即我國公平交易法上的濫

用市場地位。本章亦將數位平臺之特性納入濫用市場地位的認定中，包括

市占率及其他競爭狀態之表彰、控制市場之能力大小衡量、財力和技術條

件、其他經營者的交易仰賴程度以及市場參進障礙大小等1258。例如第 11

條市場地位之認定，除了第 1 項計算市占率之計算納入使用者數量、點擊

數、使用時間長短等考量因素外，在以市占率以外之證明方法表彰市場地

位時，亦可將平臺競爭者數量、規模經濟、潛在競爭者以及技術創新程度

等因素納入考量，第 5 項則揭示了衡量市場參進障礙時須考量是否有規模

經濟、技術障礙、使用者是否為多棲、使用者之轉換成本、使用者習慣以

及資料取得之難易度等1259。第 11 條係將目前與平臺有關之重要特性盡可能

例示於條文中，使執法機關於執法時納入考量，以避免傳統之市場地位衡

量方法無法確切反映數位平臺之市場地位，而有執法漏洞之問題。 

（五） 結合行為 

平臺指南的第 4章為「經營者集中」，即我國公平交易法上的結合行為。

第 19 條規定即便尚未達到反壟斷法上傳統意義下的結合申報門檻，監管機

                                                 
1256

 同前註，第 8 條。 
1257

 同前註，第 10 條。 
1258

 前揭註 1244。 
1259

 前揭註 1244，第 11 條第 1 項、第 5 項、第 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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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仍須對於可能造成限制競爭或損害效果的行為進行監管，結合事業得以

選擇主動向主管機關申報交易1260。 

另值得一提的是，第 19 條條文第 2 段所稱結合案件中一方經營者為新

創事業或新興平臺的情形，即所謂「殺手併購」。中國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

構已有意識到殺手併購案件中，因被併購之公司不具備傳統計算方式下的

相當市場地位，往往無法達到結合申報標準，但仍可能因新創事業所握有

之創新技術及其身為潛在競爭者之潛力極大，使此種類型之結合案仍可能

有高度排除、限制競爭之疑慮，而需要主管機關介入調查1261。 

最後，第 21 條為救濟措施之規定，即在結合申報案中對於系爭交易附

加條件限制，類似我國附條件之行政處分概念，例如：剝離有形資產、智

慧財產權、技術、資料等無形資產或相關權益、課與平臺開放網路、資料、

基礎設施、修改使用規則等，以提升整理數位平臺環境之兼容及互操作性

1262。 

第五節   小結以及對我國之法規建議 

本章第一部份首先整理近期平臺相關的契約限制案例（包括反引導條

款與最惠國待遇）以及平臺結合案例之案由事實並進行討論；第二部份則

聚焦於各國與平臺商業模式有關的法制規範，包括歐盟「競爭法相關市場

界定注意事項」工作層級之評估報告、日本於 2019 年之結合規範修正、中

國「關於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以及歐盟之「數位白皮書」。 

在反引導條款部分，本章所討論的兩個案件（Amex 案與 Epic Games, Inc. 

                                                 
1260

 Colino, supra note 1254, at 253. 前揭註 1244，第 19 條。 
1261

 前揭註 1244，第 19 條。 
1262

 同前註，第 2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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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Apple Inc.案）均為美國案例。美國最高法院在 Amex 案對於交易平臺的市

場界定方式，對後續案例如 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案有重要影響，亦

引起學界激辯；可與報告第三章第一節的「單一市場架構」或「多市場架

構」討論對照。此外，基於法制背景，在多邊平臺相關案件如何進行「合

理原則」的舉證責任轉換操作，亦為這兩個案件的觀察重點。而舉證責任

配置，對於競爭法主管執法實務有相當程度影響；因此，此二案在這個面

向的討論，仍有相當參考價值。 

其次，本章亦整理了最惠國待遇的近期案件（歐盟諸國的 Booking.com

與我國的 foodpanda 案）。如同第二章的產業經濟文獻討論，德國最高法院

的分析似以「垂直結構觀點」為主，亦即，強調平臺最惠國待遇的垂直契

約限制競爭效果。如何將平臺特徵納入競爭效果分析，例如：如何於各案

中評估第二章所提及的「搭便車」與「展示廳」效應；以及若平臺無法以

最惠國待遇條款防止消費者轉換至其他平臺或銷售管道，基於間接網路效

果，可能引起商家的移轉以及後續反應，則平臺可能採取何種替代策略，

替代方法的競爭效果如何等等，可能有待學界持續研究以及實務界的經驗

累積。 

而在結合部份，本章所討論的四個結合案各有不同代表性。觀察重點

如下：在 Just Eat/Hungryhouse 一案，英國 CMA 兩階段對於交易平臺結合

的不同分析架構（第一階段的「多市場架構」與第二階段的「單一市場架

構」），以及應用不同種類資料所進行的競爭分析；在 Microsoft / LinkedIn

結合案，關於社群網路的競爭分析，包括歐盟執委會在市場界定與損害理

論衡量所考慮的因素；在 Facebook/WhatsApp 結合案，關於通訊軟體的競

爭分析，以及可能的「殺手併購」；以及在 Google/Fitbit 結合案，歐盟執委

會所採用的不同市場力指標，以及平臺包覆可能等等，相關討論均有相當

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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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期各國立法，歐盟數位市場法為針對「守門人」打造的「事前管

制」機制，與競爭法的事後救濟採不同做法。歐盟「競爭法相關市場界定

注意事項」工作層級之評估報告、日本結合規範修正、以及中國「關於平

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等則嘗試將多邊平臺特性納入競爭分析架構。

但是，除了日本在市場界定以「多市場架構」為原則外，均未有明確規定

的處理方式。其確切走向與影響可能仍須視未來各國執法經驗的累積。 

綜合本章關於多邊平臺近期案例與國外立法倡議之討論，本研究摘要

於法規面向值得注意之重點如下。 

（一） 競爭法主管機關之事前準備 

競爭法主管機關面對數位經濟時代及平臺活動，部分挑戰與困難可以

用既有競爭法之理論與架構處理，惟有相當多議題難以直接援用過往執法

之做法與經驗。因此，事前準備好以面對未來隨時可能產生的個案或爭議，

有其重要性。此等準備工作，包括： 

 及早建立跨領域諮詢委員會：由本章所述之國外案例可以發現，

平臺所衍生之競爭法爭議個案，不乏乃跨電信、視聽媒體、新聞

媒體、個人資料保護、消費者保護等不同面向。各該案件之調查

與處理，未必能由競爭法主管機關完全掌握；甚而不同案件所需

瞭解或考量的產業因素或事實概況，亦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

及早建立跨領域諮詢委員會，可能有其重要性。參酌歐盟建立跨

領域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成員則來自不同專業之機關，包括歐

盟電子通傳監管機構、歐盟資料保護監督機關、歐盟資料保護委

員會（The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歐盟競爭網路、消費

者保護合作網路、及歐盟視聽媒體監督管制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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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資訊及調查資料的持續蒐集與掌握：數位時代下的平臺產業

變化迅速，相關市場資訊及調查資料不時更新，若能透過長期及

持續之蒐集與掌握，對於日後突如而來的爭議案件審理，當有相

當重要性。除此之外，部分數據資料一旦未能在當下掌握，日後

亦難取得及作為執法依據（諸如比較特定行為「前、後」對市場

所造成之影響）。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宜及早針對科技巨擘及平

臺業者，抑或歐盟數位市場法所稱之守門人進行資料蒐集與掌握，

此等準備工作亦應長期及持續進行，以便於日後若欲啟動案件調

查，有足夠的數據或資料可以比對或印證市場環境變化。 

 針對平臺有關競爭法執法訂定處理原則：欲如歐盟數位市場法般

訂定特別法規，涉及層面過廣，有現實難度。針對平臺涉及之相

關市場界定或其他事宜，於現有處理原則中增訂內容，或為可能

做法，但可能使相關事業或公眾難以掌握競爭政策之全貌。因此，

競爭法主管機關或可針對平臺有關競爭政策，頒布專用處理原則，

明確揭示競爭法執法之考量因素，不僅能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提升執法之可預測性，亦可提升平臺產業

相對友善之投資環境。 

（二） 市場界定與市場力評估 

如第三章所述，市場界定在當代競爭政策中具有重要地位，亦往往為

案件分析的起點。在傳統競爭法案件中，市場界定及市場力評估議題已經

有豐富的學理與實務操作程序。然數位經濟時代下之多邊平臺在市場界定

方面帶來新的議題，不論是相關市場數目或如何評估市場力量，均為學界

與政策實務界所關注的議題。由本章所述之國外案件，競爭法執法機關在

個案上仍難免除市場界定之步驟。至若在間接網絡效應下，多邊平臺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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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成一個或多個市場，學說及實務在個案上各有擁護者，不論是 Amex 案或

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案，均同。 

參酌近期國外立法倡議內容，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市場界定與市場力

評估，可考量因素如下： 

 市場狀況：包括相關市場競爭狀況、商業或服務的結構、平臺使

用者之數量或終端潛在使用者數量； 

 市場參進之困難度； 

 平臺使用者或終端使用者的鎖入情形：諸如因轉換成本及行為偏

差降低事業使用者或終端使用者轉換或多棲的能力； 

 涉案平臺事業規模：諸如營業額、市場資本、營業及地位、市場

占有率、平臺因所掌握資料或於境外相關行為獲益之規模及效

果； 

 涉案平臺控制市場之能力：尤其是網路效應及平臺事業所擁有資

料而衍生的競爭優勢，諸如平臺對於個人資料及非個人資料之使

用、蒐集及分析能力； 

 涉案平臺之組織或垂直整合情形：諸如能否透過交叉補貼將資料

與其他資源予以結合或利用其市場地位。 

綜合國外案例及近期立法倡議，檢視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

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下稱「市場界定處理原則」），本計畫認為在部分內

容上，或可適度增補文字，以強調或涵蓋數位經濟之情況：  

 增訂第 1 點第 2 項：於「目的」一條揭示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數

位經濟或平臺事業所持之基本態度與立場，甚而明示促進或鼓勵

平臺有關創新事業發展之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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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點增訂「平臺」定義或適用條件：市場界定處理原則欲納入

數位經濟之平臺特性，可能須在名詞定義中先行定義「平臺」1263。

若明確之「平臺」名詞定義有所困難，或可以具備「間接網路效

果」之特徵為處理之適用條件之一。 

 增訂第 4 點第 3 項：鑑於平臺有關案件的競爭損害分析，必須要

有更全面的視角。以本章前述之 Just Eat/Hungryhouse 案為例，即

便最直觀認為結合後可能產生的競爭損害在餐廳端，英國競爭法

主管機關仍有分析消費端的影響。平臺有關競爭法案件之執法，

無可避免要有全面的檢視，從而相關市場之界定方式亦可能會採

行多個市場做法。因此，市場界定處理原則可於第 4 點增訂第 3

項，揭示數位經濟之平臺有關案件，相關市場界定可能依個案之

特徵，採行單一市場架構或多市場架構之基本原則1264。 

 增訂第 9-1 點：在平臺相關案件採行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時，可

將間接網路效果之大小程度納入分析考量。此外，可考慮納入零

訂價時的替代方法，如 SSNDQ 與 SSNIC 等方法（但不以此類方

法為限）。 

（三） 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平臺相關案件之防範與執法 

有別於既有競爭法案件之調查與執法，平臺相關產業之執法更依賴產

業相關資訊及數據，然各該資料及違法相關事證，不易透過公開程序取得。

因此，善用市場調查或調整既有執法方式，甚而有預防性措施或事前立法，

有其重要性。在內容上包括： 

                                                 
1263

 中國平臺指南第 2 條第 1 項有「平臺」之定義。 
1264

 中國平臺指南第 4 條「（二）相關商品市場」有指出單一及多邊市場之界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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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不同方式定義或界定競爭法主管機關重視之因素或特點：鑑於

數位經濟之市場界定困難，可以描述性或量化方式闡釋競爭法關

注重點，以增加執法之透明度。例如：歐盟數位市場法以描述性

及量化之方式，規定符合條件者推定為守門人，進而再規定哪些

行為不應為之，以降低傳統競爭法上必須進行市場界定及認定市

場地位的困難。 

 課以特定行為義務，以降低主管機關舉證責任：傳統競爭法主要

針對違法行為進行規範，且往往係事後才開始執法，又需要進行

大量分析而仰賴更多資源，以此做法處理數位平臺議題可能緩不

濟急，亦有一定困難。參酌歐盟數位市場法，強調事前（ex ante）

的產業管制，降低事後（ex post）執法之困難性。因此，透過明

確立法，直接禁止符合特定要件之事業從事特定行為，可減少執

法成本，亦可降低日後案件調查之舉證負擔與責任。以歐盟做法

為例，數位市場法先行定義守門人，亦透過第 5 條至第 7 條規定

守門人不得從事之行為或應先取得同意始得為之行為。例如：禁

止守門人限制應用程式開發商及終端使用者使用其他經銷管道，

以避免不公平或損害平臺服務競爭之行為。 

 舉證責任轉換或降低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舉證負擔：考量平臺經濟

之舉證困難、證據往往由涉案事業所持有等特性，或可適度調整

舉證責任內容及轉換責任。即便在有非常強勢的事證開示

（discovery）程序之司法體系如美國，亦認為可能有調整舉證責

任配置之需要。以前述美國 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案之討論

為例，在合理原則的第一階段，原告或競爭法主管機關說明案關

行為造成之競爭傷害，並提出充分證據，即可滿足第一階段之舉

證責任，隨即應轉由被告或涉案事業提出案關行為限制之正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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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此等舉證責任配置下，原告無確切舉證市場界定及該等市

場中競爭傷害之必要，蓋被告採行相關限制行為，其應最能說明

其動機及提出行為合理性之相關事證。 

 善用及擴大市場調查：以歐盟數位市場法為例，為確認事業是否

符合守門人之標準、是否從事核心平臺服務、守門人是否從事系

統性與競爭政策不相容行為（systematic non-compliance），以及從

事新服務或新作為，執委會可以進行市場調查。本章所述之反引

導條款、最惠國待遇及結合案件，競爭法主管機關之所以做成處

分或同意之決定，市場調查均為執法之重要一環。以英國 Just 

Eat/Hungryhouse 結合案為例，競爭法主管機關並未完全仰賴結合

方之資料，而是以不同資料種類與來源作為分析基礎，包括實際

搜集平臺、餐廳之內部文件、第三方意見、消費者與餐廳問卷調

查等相關資料，基於此等多元的資料，衡量不同的損害理論，最

後始達成不禁止結合的決定。再以本章前述之 Google/Fitbit 結合

案為例，執委會採納不同方式衡量市占率，關於手機的應用程式

商店（app stores），執委會以下載次數計算 Google Play 的市占率；

針對廣告科技服務，執委會則引用第三方資料及以網域（domain）

來計算 Google 的市占率。 

 善用及擴大第三人或利害關係人所提供資料：競爭法主管機關自

行蒐集、訪問、執行問卷調查，固然有助於個案調查與審視，善

用及擴大第三人或利害關係人所提供資料，在數位經濟時代尤其

重要。蓋競爭同業所掌握資料與公部門所擁有資料可能具有互補

性，且競爭同業往往為涉案行為之利害關係人，亦有動機提供資

料 。 本 章 討 論 之 Facebook 與 WhatsApp 結 合 案 與 Just 

Eat/Hungryhouse 結合案，均可見競爭法主管機關廣納各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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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平臺有關之結合案件 

近年來不論是國外案件或新近立法倡議，平臺有關結合案件均占有一

定比重或重要性，如下發展值得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注意： 

 對於符合一定要件及一定行為態樣之平臺有關結合案件，競爭法

採取更為謹慎態度：除了我國白皮書特別述及之殺手併購及本章

前述之平臺包覆、科技巨擘結合管制事宜外，對於符合一定要件

之平臺事業併購其他事業，歐盟及中國大陸均持謹慎態度，即便

是不符合結合申報門檻，亦要求應先向競爭法主管機關申報資料

或使主管機關有權採取調查程序。以歐盟為例，為確保有效審查

及確認守門人狀態，並維持調整的可能性，數位市場法要求，守

門人欲收購與核心平臺服務相關事業前，應先向執委會為結合申

報。因此，即便是未達申報門檻，守門人所從事之收購行為均應

先行申報。中國平臺指南第 19 條之立法方向亦同。 

 平臺有關結合所生風險不再限於封鎖效應與協同效應：近期國外

立法倡議之所以會對平臺結合案件採取謹慎態度，係因結合所生

風險可能超越傳統競爭法下的結合案件。例如：收購方之平臺事

業若具有一定的市場力量，可能透過併購新創事業而強化優勢地

位。另外，併購方之平臺即便不具市場力量，亦可藉由收購擴展

網路效果的範圍，保護其核心服務，利用目標方的網路效果來使

自身客戶受益，進一步鞏固其生態系統。此等平臺結合之結果，

不僅消除了目標方及將其用戶吸引走，避免目標方可能與其競爭

的可能，因而產生殺手併購之結果。此等可能狀況乃競爭法主管

機關需特別注意者。 

 平臺有關結合案需注意是否會產生「平臺包覆」之結果：前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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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平臺包覆係指某一擁有龐大用戶群的平臺 A，意圖進入另一

平臺B所在之市場，以提供與平臺B相似之服務，並以綑綁（bundle）

本身服務的方式，藉由兩平臺使用者之高度重疊，延伸市場力量

至平臺 B 之市場。前述之 Google/Fitbit 案，即可能使 Google 挾其

原本市場的雄厚力量，於收購 Fitbit 後能跨足健康相關事業。此

亦為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本件結合案之關注點。因此，我國

競爭法主管機關於審視平臺有關結合案時，應注意是否會產生「平

臺包覆」之結果。 

 殺手併購現象需注意而不應過度擔憂：殺手併購現象不是只有出

現在平臺有關結合案件，早於製藥或軟體產業即已存在。有學者

指出，數位時代未必展現相同的殺手併購樣態。在充足的用戶基

礎上，能產生巨大的網路效應；若目標方的用戶基礎能對收購方

產生強大的互補性，則收購方有動機於結合而消弭潛在威脅後，

維持目標方的產品或服務，以享受互補所帶來的效益。以前述之

Facebook/WhatsApp 結合案為例，從「殺手併購」角度來看，

Facebook 的核心領域為廣告、內容及消費者， WhatsApp 則活躍

於消費者通訊軟體，雖可能對 Facebook 構成競爭威脅，但歐盟執

委會認為本件結合是基於互補性考量，因而未反對之。因此，平

臺有關結合之殺手併購問題，固然需要注意，亦不需過度擔憂，

仍應視個案事實而定。 

 對於提供錯誤資料或不實行為之重罰：在結合案件之審查，資料

的提供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平臺有關結合案件。結合申報事業

若提供錯誤資料或有不實行為，必須要有「重罰」，始能發揮嚇阻

效果，避免競爭法主管機關做成錯誤決定及對市場結構有嚴重影

響。前述之 Facebook 與 Whatsapp 提供錯誤的資料，即便不會影



 

487 

 

響執委會對於本件結合之看法，執委會仍認為不應縱容或放任此

等行為而重罰 Facebook 一億一千萬歐元。此等執法做法值得我國

借鏡。執法強度影響事業行為，若裁罰金額過少，不啻為鼓勵廠

商提供錯誤資料或隱匿重要資訊。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39 條第 2

項：「事業對結合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而為結合之情形者，主管機

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令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

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並得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前揭條文之法律效果雖有禁止

其結合、限期令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

業等，但個案上適用之可能性不高，蓋其影響太大，因此，罰鍰

應為較可能援用罰則。但以一百萬元為上限的罰鍰來看，對於具

有優勢地位的科技巨擘而言，根本無法發揮效嚇阻效果。前揭條

文之妥適性，不無斟酌之餘地。 

 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平臺有關結合案件善用條件或附款：因數位

時代之平臺為新興產業，有些損害理論尚未建立完全。除此之外，

數位產業之產品生命週期短，科技發展快速，平臺一旦具備強大

之市場力量，將會因間接網路效果而形成強大的參進障礙，因而

對市場造成無法回復的競爭損害。因此，比起事後損害賠償或行

政罰，或可以附款之方式附加條件於結合申報之同意處分，以達

事前預防損害之效果。中國平臺指南第 21 條之「救濟措施」類型，

明確揭示之。本章所述之國外平臺結合案件，亦不乏有附加條件

者。例如：歐盟 Google/Fitbit 案，執委會要求 google 做成一定承

諾，避免壯大其原本即十分顯著的市場力量。我國對於處理平臺

有關結合案件尚無足夠經驗，抑或於尚未累積一定實務處理方式

前，公平會可善用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第 2 項明定結合案件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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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負擔，以確保競爭秩序無虞。 

 舉證責任轉換或適度調整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舉證責任：結合案件

之審查需考量涉及事業是否在相關市場具有市場力、結合後是否

會產生市場力集中現象，此等審查所需資料龐雜及難以取得，亦

由結合相關事業所掌握。於競爭法主管機關舉證困難之現實下，

或可透過結合相關處理原則之修正或實務運作，於一定程度將舉

證責任移轉至參與結合之平臺或事業。相關處理原則之修正，不

僅能增進執法考量因素之明確性，亦能減少數位平臺之觸法機

率。 

 競爭法主管機關與其他主管機關之合作：平臺相關結合案件可能

涉及其他主管機關權責事項，個人資料保護與消費者保護尤為常

見。因此，平臺有關結合案件之審查可能需要跨主管機關之合作，

例如：歐盟數位市場法即同時涵蓋隱私、競爭法、消費者保護等

諸多議題。 

  



 

489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在這份研究計畫中，我們首先彙整、討論產業經濟文獻關於多邊平臺

的理論認知，包括基本的間接網路效果，以及由此而來，對於價格結構的

考量，平臺價格競爭的「優勢廠商均衡」，與平臺所可能使用的不同獨家交

易、搭售、與最惠國待遇等非價格策略。其次，就競爭法處主管機關常採

用的不同競爭分析工具，例如：市場界定、問卷調查、以及市場調查等等，

我們著重於應用這些工具於多邊平臺時，所應注意的事項。最後，我們梳

理近期與多邊平臺有關的各國案件，包括反引導條款、最惠國待遇、以及

結合案，並討論包括歐盟數位市場法在內的相關立法。 

經過這些多邊平臺不同面向的探討，我們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議： 

 與傳統單邊事業相較，多邊平臺的商業模式的確展現諸多相當不

同的性質（參見第二章所整理，應用單邊經濟邏輯於多邊平臺的

可能謬誤）。因此，在處理多邊平臺相關案件時，注意到不同的平

臺特性，例如：間接網路效果、使用者多棲與否、以及平臺可能

採行的訂價工具等等，並嘗試納入分析，應為較適當的處理方式。 

 進行市場界定、市場調查、以及競爭影響評估時，競爭法主管機

關可嘗試以損害理論為中心、指引，進行分析。而經濟文獻所提

出的不同理論機制，提供可能的損害理論與影響途徑，例如：多

邊平臺可能使用獨家交易條款限制使用者多棲行為，遂行市場封

鎖；搭售亦可能讓平臺進行非價格補貼，規避非負價格限制，進

而延伸市場力量；以及平臺可能藉由綑綁、整合服務，達成平臺

包覆、排除競爭等等。在適當的個案，競爭法主管機關均可嘗試

以個案資料、情境進行驗證，評斷案關事業行為的限制競爭效果。 

 然而，多邊平臺的理論文獻仍然在持續發展當中，尤其，對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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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最惠國待遇條款的分析，如何適切地納入間接網路效果特性、

以及如何評估以最惠國待遇條款解決展示廳問題的效率答辯等等，

可能需要進一步研究與關注。此外，平臺在蒐集使用者資料方面，

可能採行哪些策略，這些策略如何影響市場競爭，與使用者隱私

的關聯為何等等。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密切注意這些領域的發展，

並在學界對這些課題有相當共識時，適當地與實務操作結合。 

 在進行多邊平臺相關案件的市場界定與競爭效果評估時，競爭法

主管機關可以根據所發展、建構之損害理論指引，考慮不同分析

方式可能產生「誤枉」或「誤縱」成本，在資源與時間限制下，

選擇適當的分析方法。並以分析所得結果，評估所考慮的損害理

論成立與否，結合可能的偏誤成本，納入後續的決策分析。 

 交易平臺與非交易平臺的分野，對於分析、理解涉案平臺的商業

模式可提供有用資訊。但以交易平臺為前提，採用單一市場架構，

進行市場界定時，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先經由市場調查或其他方

式，確認涉案平臺的主要服務對於不同群體使用者均有相同的重

要性、不同群體使用者有相同的使用替代可能，以及涉案平臺的

主要競爭者均採用近似的商業模式等等。 

 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對於某一產業或部門之競爭狀況有所疑慮、或

者希望對於產業之發展有所理解，作為未來執法之準備時，可依

據一定程序，進行市場調查。而針對競爭法目的發動之市場調查，

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依據所考慮的可能損害理論，選用分析方式、

蒐集資料，以及在出現限制競爭疑慮時，設計可能的補救措施，

以提供下一階段研究、或者執法行動之參考。 

 在法規與執行面，我們建議，在競爭法主管機關之事前準備方面，

應及早建立跨領域諮詢委員會、應持續蒐集與掌握市場資訊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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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資料、針對平臺有關競爭法執法訂定處理原則。 

 針對市場界定與市場力評估：國外執法與立法倡議之考量因素，

包括市場狀況（相關市場競爭狀況、商業或服務的結構、平臺使

用者之數量或終端使用者之數量）、市場參進之困難度、平臺使用

者或終端使用者的鎖入情形（諸如因轉換成本及行為偏差降低事

業使用者或終端使用者轉換或多棲的能力）、涉案平臺事業之規模

（諸如營業額、市場資本、營業及地位、市場占有率、平臺因所

掌握資料或於境外相關行為獲益之規模及效果）、涉案平臺控制市

場之能力（尤其是網路效應及平臺事業所擁有資料而衍生的競爭

優勢，諸如平臺對於個人資料及非個人資料之使用、蒐集及分析

能力）、涉案平臺之組織或垂直整合情形（諸如能否透過交叉補貼

將資料與其他資源予以結合或利用其市場地位）。 

 我國之市場界定處理原則，或可增訂部分條文及文字，以涵蓋數

位時代之平臺相關案件，亦使產業界有所依循。可能增訂內容包

括：於第 3 點增訂「平臺」定義、或以「間接網路效果」為應用

平臺相關處理方式之條件；增訂第 4 點第 3 項之單一市場架構或

多市場架構之平臺市場界定基本原則；增訂第 9-1 點之平臺有關

案件市場界定分析時，可將間接網路效果之大小程度納入假設性

獨占者分析、亦可慮納入 SSNDQ 與 SSNIC 等零訂價之替代分析

方法（但不限於這些方法）。 

 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平臺相關案件之防範與執法：包括以不同方

式定義或界定競爭法主管機關重視之因素或特點、課以特定行為

義務來降低主管機關舉證責任、舉證責任之轉換或降低競爭法主

管機關之舉證負擔、善用及擴大市場調查、善用及擴大第三人或

利害關係人所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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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臺有關之結合案件：重點包括對於平臺有關結合案件採取更為

謹慎態度、平臺有關結合所生風險不再限於封鎖效應與協同效應、

平臺有關結合案需注意是否會產生「平臺包覆」之結果、殺手併

購現象需注意而不應過度擔憂、對於提供錯誤資料或不實行為之

重罰、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平臺有關結合案件善用條件或附款、

舉證責任轉換或適度調整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舉證責任、競爭法主

管機關與其他主管機關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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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先生、小姐，您好：  

這是一份純學術性質的研究問卷，主要想了解貴店加入網路商城的

行為，請您依實際的經驗及直覺作答。您提供的所有資料絕不對外公開，

敬請安心作答。非常感謝您的熱心協助，使本研究得以順利進行。 

附錄  問卷範例 

第一節   商家問卷 

一、 基本資料與網路商城使用經驗 

1. 貴店開業時間為西元               年               月 

2. 貴店主要販賣商品類型為：                                         

3. 貴店是否有實體店面，以及實體店面銷售紀錄： 

□ 無實體店面 

□ 有實體店面，平均單日訂單數約               ，平均每筆訂單

消費金額約為              元。 

4. 若貴店有加入網路商城，請勾選所有加入的平臺，並填寫加入時間以及

每份訂單抽成（若無加入任何平臺，請跳至第四部分） 

□ 平臺 A：西元           年         月加入，抽成         % 

□ 平臺 B：西元           年         月加入，抽成         % 

□ 平臺 C：西元           年         月加入，抽成         % 

□ 平臺 D：西元           年         月加入，抽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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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臺 E：西元           年         月加入，抽成         % 

□ 其他：           ，西元       年     月加入，抽成      % 

□ 無加入任何平臺 

5. 貴店在網路商城上的商品價格是否同店內價？ 

平臺 A：□是 □否（平臺價約比店內價 □增加∕□減少          %） 

平臺 B：□是 □否（平臺價約比店內價 □增加∕□減少          %） 

平臺 C：□是 □否（平臺價約比店內價 □增加∕□減少          %） 

平臺 D：□是 □否（平臺價約比店內價 □增加∕□減少          %） 

平臺 E：□是 □否（平臺價約比店內價 □增加∕□減少          %） 

6. 針對有加入的網路商城，貴店的拒單率大約為： 

平臺 A：            %   □ 未使用此平臺 

平臺 B：            %   □ 未使用此平臺 

平臺 C：            %   □ 未使用此平臺 

平臺 D：            %   □ 未使用此平臺 

平臺 E：            %   □ 未使用此平臺 

二、 市場界定：價格敏感度與損失率 

請您參考下表，回答此部分問題：  

表 A- 1  訂單抽成上漲 

網路商城原本抽成 漲價 5%後抽成 

40% 42% 

35% 36.75% 

30%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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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25% 

20% 21% 

7. 若貴店原本有加入平臺 A，則平臺 A 抽成上漲 5%後，貴店會決定：（若

貴店原本並未使用平臺 A，請跳至第 9 題） 

□ 將不再使用平臺 A（請跳至第 9 題） 

□ 仍然繼續使用平臺 A 

8. （承上題）若平臺 A 抽成上漲 5%，而且消費者訂單減少，則訂單減少

百分比多少，會使貴店完全放棄平臺 A，改用其他平臺？  

若平臺 A 抽成上漲 5%，且訂單減少            %，將不再使用平臺

A，並改用（無論貴店原本是否有使用替代平臺，請勾選所有適合選項） 

□ 平臺 B  

□ 平臺 C  

□ 平臺 D  

□ 平臺 E 

□ 不再使用網路商城，選擇其他方式如                           

9. 若貴店原本有加入平臺 A 或平臺 B，則平臺 A 與平臺 B 抽成都上漲 5%

後，貴店會決定：（若貴店原本並未使用平臺 A 或平臺 B，請跳至第 11

題） 

□ 將不再使用平臺 A 與平臺 B（請跳至第 11 題） 

會繼續使用（可複選）： 

□ 平臺 A 

□ 平臺 B 

10. （承上題）若平臺 A 與平臺 B 抽成都上漲 5%，而且消費者訂單減少，

則訂單減少百分比多少，會使貴店完全放棄這兩個平臺，改用其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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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若這兩家網路商城抽成都上漲 5%，而且 

 平臺 A 訂單減少            %，將不再使用平臺 A； 

 平臺 B 訂單減少            %，將不再使用平臺 B，  

並改用（無論貴店原本是否加入替代平臺，請勾選所有適合選項） 

□ 平臺 C  

□ 平臺 D 

□ 平臺 E 

□ 不再使用網路商城，選擇其他方式如                           

11. 若貴店原本有加入平臺 A、平臺 B、或者平臺 C 其中至少一間網路商

城，則這三家抽成都上漲 5%後，貴店會決定：（若貴店原本並未使用

這三家平臺，請跳至第 13 題） 

□ 將不再使用這三家網路商城（請跳至第 13 題） 

會繼續使用（可複選）： 

□ 平臺 A 

□ 平臺 B 

□ 平臺 C 

12. （承上題）平臺 A、平臺 B、以及平臺 C 抽成都上漲 5%，而且消費者

訂單減少，則訂單減少百分比多少，會使貴店完全放棄這三家平臺，

改用其他平臺？  

若這三家抽成都上漲 5%，而且 

 平臺 A 訂單減少            %，將不再使用平臺 A； 

 平臺 B 訂單減少            %，將不再使用平臺 B； 

 平臺 C 訂單減少            %，將不再使用平臺 C， 

並改用（無論貴店原本是否加入替代平臺，請勾選所有適合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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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臺 D 

□ 平臺 E 

□ 不再使用網路商城，選擇其他方式如                           

13. 若貴店原本有加入平臺 A、平臺 B、平臺 C、或者平臺 D 等其中至少

一間網路商城，則這四家抽成都上漲 5%後，貴店會決定：（若貴店原

本並未使用這四家網路商城，請跳至下一部份） 

□ 將不再使用這四家網路商城（請跳至下一部份） 

會繼續使用（可複選）： 

□ 平臺 A 

□ 平臺 B 

□ 平臺 C 

□ 平臺 D 

14. （承上題）若平臺 A、平臺 B、平臺 C、以及平臺 D 等四家的抽成都

上漲 5%，而且消費者訂單減少，則訂單減少百分比多少，會使貴店完

全放棄這四家網路商城，改用其他平臺或選擇？  

若這四家抽成都上漲 5%，而且 

 平臺 A 訂單減少            %，將不再使用平臺 A； 

 平臺 B 訂單減少            %，將不再使用平臺 B； 

 平臺 C 訂單減少            %，將不再使用平臺 C； 

 平臺 D 訂單減少            %，將不再使用平臺 D， 

並改用（無論貴店原本是否加入替代平臺，請勾選所有適合選項） 

□ 平臺 E 

□ 不再使用網路商城，選擇其他方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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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市場界定：間接網路效果 

15. 若您目前加入的網路商城並未調整抽成，則該平臺訂單減少多少百分

比會讓貴店完全放棄此網路商城：  

平臺 A：            % 或者  □ 未使用此平臺 

平臺 B：            % 或者  □ 未使用此平臺 

平臺 C：            % 或者  □ 未使用此平臺 

平臺 D：            % 或者  □ 未使用此平臺 

平臺 E：            % 或者  □ 未使用此平臺 

四、 價格上漲壓力：間接網路效果 

16. 若您目前並未加入平臺B，請回答下列問題（已在平臺B上架則免填）。 

目前平臺 B 的抽成比率約為 35%，且平臺 B 平臺每周的訂單數約占所

有網路商城的 41%。請根據這些資訊，勾選適當選項： 

□ 若平臺 B 的訂單可增加           %，則願意在平臺 B 上架 

□ （即便訂單增加）無意願在平臺 B 上架 

五、 聯合分析（卡牌式問卷） 

請仔細閱讀下列說明並回答問題： 

 假設現在所有網路商城服務特徵只包含平臺抽成、使用消費者數

量、及實體店面來客數增加數量； 

 假設從明年開始所有網路商城會整合成單一平臺，並只提供下列

三種方案。 

請選擇對貴店為最佳選擇之方案，或選擇不選擇任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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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2  商家卡牌 

 方案甲 方案乙 方案丙 

不選擇任

何方案 

平臺抽成 35% 35% 38.5% 

使用消費者數量 40% 60% 80% 

實體店面來客數

增加數量 
2.5% 5% 2.5% 

選擇 □ □ □ □ 

作答完畢！再次感謝您花費寶貴的時間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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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消費者問卷 

一、 基本資料與網路商城消費經驗 

1. 您的性別：□男 □女 

2. 您的年齡：_____________ 歲 

3. 您平均每月收入（含打工）： _____________ 元 

4. 您是否使用過網路商城？ □有    □無（請直接跳至第四部份）     

5. 您過去一周是否曾使用過以下網路商城，以及大約次數與平均金額為

何？ 

平臺 A：□無 □有（約            次，平均金額約            元） 

平臺 B：□無 □有（約            次，平均金額約            元） 

平臺 C：□無 □有（約            次，平均金額約            元） 

平臺 D：□無 □有（約            次，平均金額約            元） 

平臺 E：□無 □有（約            次，平均金額約            元） 

6. 在您的使用經驗中，您最喜歡的網路商城為 __________________ 

7. （承上題）您最喜歡使用這個平臺的原因為：（可複選） 

□服務快速 □商品品項種類多 □平臺 app 設計便利 

敬愛的先生、小姐，您好： 

這是一份純學術性質的研究問卷，主要想了解您在網路商城的

消費行為，請您依實際的經驗及直覺作答。您提供的所有資料絕不

對外公開，敬請安心作答。非常感謝您的熱心協助，使本研究得以

順利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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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較為便宜 □有促銷活動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8. 您是否有加入以下網路商城之 VIP 方案？ 

平臺 A：□無 □有 

平臺 B：□無 □有 

平臺 C：□無 □有 

平臺 D：□無 □有 

平臺 E：□無 □有 

9. 您對各家網路商城所收取的服務費用清楚嗎？ 

□非常清楚 □大概知道 □不清楚 

10. 您對有在網路商城上架的商家之店內價清楚嗎？ 

□非常清楚 □大概知道 □不清楚 

二、 市場界定：價格敏感度與移轉率 

11. 若您上周曾使用平臺 A，則平臺 A 服務費用上漲 3 元（約 5%）後，您

會決定：（若您原本並未使用平臺 A，請跳至第 13 題） 

□ 以後將不再使用平臺 A（請跳至第 13 題） 

□ 仍然繼續使用平臺 A  

12. （承上題）若平臺 A 服務費用上漲 3 元（5%），而且平臺上的店家數量

減少，則店家減少多少百分比，會使您完全放棄平臺 A，改用其他平臺？  

若平臺 A 服務費用上漲 3 元（5%），且店家數量減少            %，

將不再使用平臺 A，並改採（無論您原本是否使用替代平臺，請勾選

所有適合選項） 

□ 平臺 B  

□ 平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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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臺 D  

□ 平臺 E 

□ 不再使用網路商城，選擇其他方式如                           

13. 若您上周曾使用平臺 A 或平臺 B，則平臺 A 與平臺 B 服務費用都上漲 3

元（約 5%）後，您會決定：（若您原本並未使用平臺 A 與平臺 B，請跳

至第 15 題） 

□ 以後將不再使用平臺 A 與平臺 B（請跳至第 15 題） 

會繼續使用（請勾選所有適合選項）：  

□ 平臺 A 

□ 平臺 B 

14. （承上題）若平臺 A 與平臺 B 服務費用上漲都 3 元（5%），而且平臺上

的店家數量減少，則店家減少多少百分比，會使您完全放棄這兩家平臺，

改用其他平臺或選項？  

若平臺 A 與平臺 B 服務費用上漲 3 元（5%），而且 

 平臺 A 店家數量減少            %； 

 平臺 B 店家數量減少            %， 

將不再使用平臺 A 與平臺 B，並改採（無論您原本是否使用替代平臺，

請勾選所有適合選項） 

□ 平臺 C 

□ 平臺 D  

□ 平臺 E 

□ 不再使用網路商城，選擇其他方式如                           

15.  若您上周曾使用平臺 A、平臺 B、或平臺 C，則這三家服務費用都上漲

3 元（約 5%）後，您會決定：（若您原本並未使用這三家網路商城，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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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至第 17 題） 

□ 以後將不再使用這三家網路商城（請跳至第 17 題） 

會繼續使用（請勾選所有適合選項）：  

□ 平臺 A 

□ 平臺 B 

□ 平臺 C 

16. （承上題）若平臺 A、平臺 B、與平臺 C 服務費用上漲都 3 元（5%），

而且平臺上的商家數量減少，則商家減少多少百分比，會使您完全放棄

這三家平臺，改用其他平臺或選項？  

若這三家網路商城的服務費用上漲都 3 元（5%），而且 

 平臺 A 商家數量減少            %； 

 平臺 B 商家數量減少            %； 

 平臺 C 商家數量減少            %， 

將不再使用這三家網路商城，並改採（無論您原本是否使用替代平臺，

請勾選所有適合選項） 

□ 平臺 D 

□ 平臺 E 

□ 不再使用網路商城，選擇其他方式如                           

17. 若您上周曾使用平臺 A、平臺 B、平臺 C、或平臺 D，則這四家服務費

用都上漲 3 元（約 5%）後，您會決定：（若您原本並未使用這四家網路

商城，請跳至下一部份） 

□ 以後將不再使用這四家網路商城（請跳至下一部份） 

會繼續使用（請勾選所有適合選項）：  

□ 平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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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臺 B 

□ 平臺 C 

□ 平臺 D 

18. （承上題）若平臺 A、平臺 B、平臺 C、以及平臺 D 的服務費用都上漲

3 元（5%），而且平臺上的店家數量減少，則店家減少多少百分比，會

使您完全放棄這四家網路商城，改用其他平臺或選項？  

若這四家網路商城的服務費用上漲都 3 元（5%），而且 

 平臺 A 商家數量減少            %； 

 平臺 B 商家數量減少            %； 

 平臺 C 商家數量減少            %； 

 平臺 D 商家數量減少            %， 

將不再使用這四家網路商城，並改採 

□ 平臺 E 

□ 不再使用網路商城，選擇其他方式如                           

三、 市場界定：間接網路效果 

19. 若您上一周曾使用過的網路商城並未調整服務費，則在該平臺上可選擇

的商家減少多少百分比，會讓您完全放棄此網路商城：  

平臺 A：            % 或者  □ 未使用此平臺 

平臺 B：            % 或者  □ 未使用此平臺 

平臺 C：            % 或者  □ 未使用此平臺 

平臺 D：            % 或者  □ 未使用此平臺 

平臺 E：            % 或者  □ 未使用此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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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價格上漲壓力：間接網路效果 

20. 若您上周曾使用平臺 A，在平臺 A 的服務費用上漲 3 元（約 5%）後，

請在以下選項中，勾選能適當描述您的反應選項（上周未使用平臺A者，

請填第 23 題）： 

□ 會改使用平臺 B（請跳至下一部份） 

□ 會改使用平臺 A 與平臺 B 以外的網路商城（請跳至第 22 題） 

□ 仍會使用平臺 A 

21. （承上題）若您在平臺 A 服務費用上漲 3 元（約 5%）後，仍會使用平

臺 A，則平臺 B 上的商家增加多少百分比，會讓您完全放棄平臺 A，改

用平臺 B 訂購？（請勾選適當選項；之後請跳至下一部份）  

□ 若平臺 A 服務費用上漲 3 元（約 5%），而且平臺 B 商家數量增加            

%，將不再使用平臺 A，並改用平臺 B 

□ 無論如何都不會使用平臺 B 

22. 若您在平臺 A 服務費用上漲 3 元（約 5%）後，會改用平臺 A 與平臺 B

以外的網路商城，則平臺 B 上的商家增加多少百分比，會讓您選擇使用

平臺 B？（請勾選適當選項；之後請跳至下一部份）  

□ 若平臺 B 上商家數量增加            %，則願意使用平臺 B 

□ 無論如何都不會使用平臺 B 

23. 若您上周並未使用平臺 A 與平臺 B，請勾選適當選項（若您上周曾使用

平臺 B，請跳至下一部份）： 

□ 若平臺 B 上商家數增加            %，則願意使用平臺 B 

□ （即便商家增加）無意願使用平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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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聯合分析（卡牌式問卷） 

請仔細閱讀下列的指示及說明後回答問卷 

 假設下個月開始，所有的網路商城都被兩個平臺統一管制，您只

能選擇平臺一和平臺二的服務。 

 平臺一與平臺二的服務項目除了服務費用、商家數量、服務速度、

服務品質、平臺的便利程度以外，其餘的服務都相同。 

請您根據以下的各平臺屬性，選擇您要使用平臺一、平臺二或是不使

用網路商城。 

表 A- 3  消費者卡牌 

作答完畢！再次感謝您花費寶貴的時間作答！ 

  

 平臺一 平臺二 

不使用

網路商

城 

服務費用 55 元 45 元 

商家數量 5000 間 4000 間 

服務速度 10-25 分鐘 15-25 分鐘 

服務品質 評價高等 評價低等 

平臺便利程度 高 高 

選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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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多邊平台經濟分析之研究 
 

摘要 

關鍵詞：多邊平臺、交易平臺、間接網路外部性、使用者多棲、平臺傾覆、

反引導條款、最惠國待遇、市場界定、市場調查、結合。 

 

網路經濟的興起，以及科技巨擘在數位世界長期的宰制力量，成為近

年來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面對的重大挑戰之一。科技巨擘及其他在各領域

有相當影響力的廠商，其重要產品與服務，或者商業模式，往往帶有「媒

合」不同群體的「多邊市場」性質，藉由所提供的服務或商品，讓兩組以

上的使用者進行互動，產生價值。平臺對個別用戶的吸引力往往在於能提

供的互動機會以及互動品質。若某一群體有越多使用者參與平臺，則可增

加另一群體的互動體驗，進而提升後者的參與意願。 

此一間接網路外部性使得平臺必須考量對於不同群體的價格結構。以

雙邊平臺為例，若間接網路效果為雙向且均為正向，以低價、甚至補貼吸

引某一群使用者，可以強化平臺對另一群使用者的價值，提升平臺在另一

端的獲利。平臺訂價可能據此展現「蹺蹺板原則」：若對某一群體提高價格，

則應對另一群體降低價格；反之亦然。因此，價格水準與價格結構兩者均

為分析平臺商業模式所不可偏廢的面向。 

（正向）間接網路效果也可能導致使用者單棲時，同質平臺的格競爭

的「優勢廠商均衡」，亦即所有使用者集中在單一平臺，但該優勢平臺利潤

為零的均衡結果。此一均衡要求平臺擁有豐富的訂價工具。若平臺無法補

貼使用者、或者僅能收取參與費，都可能使優勢平臺享有利潤。使用者集

中的均衡結果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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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價格策略方面，既有平臺可能藉由獨家交易契約限制新平臺進入。

即便使用者可以多棲，既有平臺只需要以獨家交易，配合適當補償簽下某

一群體，限制其多棲行為，則另一群體也只能選擇在既有平臺互動，使得

新平臺無法進入市場，未簽獨家交易條款的群體使用者亦會受到既有平臺

剝削其消費者剩餘。而間接網路效果所導致的傾斜價格結構，很可能導致

平臺以「負價格」補貼使用者。但是，若平臺面對「非負價格限制」，無法

補貼使用者，則搭售可能作為規避非負價格限制的方法，進而達成延伸市

場力量的封鎖效果。 

對於競爭政策分析，單棲時使用者集中於單一平臺的經濟效益，可能

為結合審查時，評估平臺結合所帶來效率進步的考慮因素。而在相關案件

忽略平臺特性可能錯誤判斷競爭效果，尤其，傾斜的價格結構可能出現於

獨占平臺，亦可能出現於平臺之間彼此競爭激烈的優勢廠商均衡。此時，

若切割不同群體為不同市場，而非就平臺整體訂價行為進行評估，則可能

將平臺在單一市場的補貼或低於成本價格視為掠奪性訂價，或者將高於成

本甚多、高邊際淨利的結果視為平臺具有相當市場力量。兩者皆為直接應

用傳統單邊經濟邏輯於多邊平臺所可能產生的謬誤。 

此外，優勢廠商均衡的特徵表明，高市占率與低利潤可能同時並存。

若無法排除優勢廠商均衡的市場競爭結果，則傳統以市占率作為市場力量

的指標，可能無法直接適用於平臺商業模式。 

近期研究亦關注平臺最惠國待遇（價差條款），以「垂直市場結構」的

切入觀點，著重分析平臺藉由此類垂直限制舒緩不同銷售管道的價格競爭

壓力，甚至改變平臺價格競爭的策略性質，可能導致價格上升的限制競爭

效果。至於個案中如何適當地納入「搭便車」或「展示廳」效應、平臺投

資誘因、甚至間接網路效果等考量。競爭法主管機關可持續關注未來的文

獻進展，將學界已較有共識、相對成熟的見解，納入實務操作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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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操作進行市場界定、市場力評估、或者競爭效果之衡量時，競

爭法主管機關可依照相關損害理論的指引，在所考慮的市場力指標、市場

界定的不同方法、以及所蒐集的資料類型等等面向，做出適當選擇，協助

驗證損害理論是否於個案情境成立。此外，由於資源有限，競爭法主管機

關在分析時，通常必須選定特定方法或假設，也未必能在最理想的條件下

進行完整評估。本研究建議，依據預期成本的概念與決策架構，可協助釐

清當下的選擇，較為容易產生高估限制競爭效果的「誤枉」，抑或低估限制

競爭效果的「誤縱」可能，作為競爭法主管機關後續決策的參考。 

多邊平臺之市場界定可能面對幾個主要問題。就單一市場架構或多市

場架構的選擇，競爭法主管機關可先評估、衡量交易或非交易平臺的區分

方式是否受到案關平臺商業模式影響。若歸類為交易平臺，則進一步討論

平臺服務是否涉及所有群體的使用者，包括平臺提供的服務種類為何，是

否所有群體使用者都需要相同服務等等；若其中部分服務只受到部分群體

使用者重視，可考慮採取多市場架構。若所有服務都為所有群體使用者所

需，則最後考量不同群體是否有不同的替代選項；若替代選項皆相同，則

單一市場架構可視為合理的方法，但若不同群體有不同的替代選擇，則可

考慮採用多市場架構。 

就市場界定的價格調整問題，平臺可能擁有多個價格工具，使得價格

結構有多樣的調整可能，而嚴峻的資源或時間限制，往往導致競爭法主管

機關無法窮盡所有可能。不允許價格結構調整或許會低估假設性獨占平臺

利潤，並不適當地放大相關市場，低估案關平臺的市場力量。此時，競爭

法主管機關可考慮由從預期執法成本的分析角度，探討不調整價格結構的

處理方式，是否可能產生嚴重的「誤縱」後果；或者，放大後的相關市場

已提供分析的「上界」，而在這個較大的市場，案關平臺（可能低估）的市

場力量或者所從事的行為已有相當限制競爭的相當可能，以此進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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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誤枉」的風險隨之下降。 

在競爭分析的實證方法上，採用聯合分析法設計問卷題目，取得所需

資訊並執行 SSNIC 分析，或可做為零訂價時 SSNIP 的替代方法。而以問卷

調查執行與多邊平臺有關的市場界定、價格上漲壓力、以及需求估計時，

需藉由適當的問題設計，捕捉間接網路效果，以估算納入間接網路效果後

的（價格上漲後）損失率、移轉率，以及使用者需求 

應用傳統市場力指標如市占率與拉式指數於多邊平臺，概念上的最大

挑戰仍為「優勢廠商均衡」。此外，無論採用市占率或拉氏指數等常見指標，

或者佐以獲利能力、參進障礙、亦或直接證據等評估方式，於多邊平臺，

亦需考慮應當於整體平臺層級，者各邊市場層級應用、衡量所選用之指標。

而考量因素亦與平臺基本性質有關。基於間接網路效果與價格結構等平臺

特徵，涉及收益與利潤之指標，例如：以營業額占比計算的市占率，以及

獲利能力等，為了避免受到傾斜價格結構的影響，均應在平臺層級進行衡

量；但是使用量或者使用者資訊則較無此問題。此外，為了反映平臺在各

使用者群體的地位，使用量或者使用者占比計算的市占率資料，應在各邊

市場進行衡量、估算。 

而在市場調查部分，除了遵循一定程序，在多邊平臺市場調查亦有應

特別著重事項。進行供給面分析時，可根據嘗試針對案關平臺的商業模式

進行分類（交易或非交易平臺、媒合或提供受眾平臺等等）；亦可調查相關

產業內平臺常用的價格工具（入會費或者使用費）、訂價特徵（價格結構、

零訂價、補貼等等）、以及非價格策略（例如：最惠國待遇、搭售、獨家交

易條款等等）。在需求面分析，市場調查可特別注意平臺不同群體使用者之

間的間接網路效果有無、方向、以及強度；使用者多棲程度；以及使用者

面對的轉換成本等等。此外，若平臺可提供多樣化的服務，則不同群體使

用者對於平臺服務是否有相同需求、是否面對相同的替代選擇；此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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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進行市場界定時有相當價值，亦可為市場調查時，所蒐集、評估的

面向。 

各國近期亦有多邊平臺相關案例。美國 Amex 案為反引導條款的重要案

件。美國最高法院在本案對於交易平臺的市場界定方式，對後續案例如 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案有重要影響，亦引起學界激辯。此外，基於法制

背景，在多邊平臺相關案件如何進行「合理原則」的舉證責任轉換操作，

亦為這兩個案件的觀察重點。而如同產業經濟文獻的討論，德國最高法院

在 Booking.com 一案的分析似以「垂直結構觀點」為主，亦即，強調平臺

最惠國待遇的垂直契約限制功能。 

而在結合部份，在 Just Eat/Hungryhouse 案，英國 CMA 兩階段調查對

於交易平臺結合的不同市場界定分析架構（第一階段的「多市場架構」與

第二階段的「單一市場架構」），以及應用不同種類資料所進行的競爭分析；

在 Microsoft / LinkedIn 結合案，關於社群網路的競爭分析，包括歐盟執委

會在市場界定與損害理論衡量所考慮的因素；在 Facebook/WhatsApp 結合

案，關於通訊軟體的競爭分析，以及可能的「殺手併購」；以及在 Google/Fitbit

結合案，歐盟執委會所採用的不同市場力指標，以及平臺以「包覆」策略

強化市場力量的可能等等，均為個案觀察重點。 

最後，在各國立法部份，歐盟數位市場法為針對「守門人」打造的「事

前管制」機制，與競爭法事後救濟有相當不同。至於歐盟「競爭法相關市

場界定注意事項」工作層級之評估報告、日本結合規範修正、以及中國「關

於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則嘗試將多邊平臺特性納入競爭分析架構，

其確切影響可能仍須視未來執法經驗的走向與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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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Analysis of a Multi-Sided 

Platform Business for Competition Law 

 

Abstract 

Keywords: Multi-sided platforms; Transaction platforms; Indirect network 

externality; Multi-homing; Platform tipping; Anti-steering; Platform 

most-fovoured nation clause; Market definition; Market study; Merger 

analysis.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in mulsti-sided platforms has provided important 

insights for competition policy analysis and practice. A multi-sided platform 

matchs, or, more generally, facilitates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users. Typical examples include operating systems, payment systems, and 

auction houses. If more consumers install a parcitular operating system on their 

PCs or mobile phones, more developers would be willing to develop softwares 

and applications for that system, which increases the value of the oprating 

system for consumers. This cross-group or indirect network effect is a defining 

feature of multi-sided platforms.  

Because of indirect network effect, a multi-sided business may charge a 

low, even below-cost or negative price to one group of users in order to induce 

their participation. Higher participation of that group then attracts the other 

group of users to the platform, and allows the platform owner to charge a high 

price. Both monopoly platform and competition platforms may employ this 

skewed price structure. Therefore, ignoring the overall prcing strateg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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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ing only on one side or market, namely, the pricing behavior to one group 

of users, may cause inappropriate evaluations of competition effects. For 

instance,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might attribute the below-cost price or 

subsidy on one side to predation, while high price on the other side might be 

mis-interpreted as evidence of market power. These are common fallacies of 

applying traditional one-sided logic to multi-sided platforms.  

When homogeneous platforms can use rich pricing instruments and all 

users single-home, the “dominant frim equilibrium” emerges in a price 

equilibrium, wherein all users concentrate on one platform (the dominant 

platform), but the dominant platform obtains zero profit in equilibrium. In this 

equilibrium, the dominant platform has 100% market share, whether computed 

in revenue, transaction volumes, or user shares, but no market power. This result 

poses conceptual challenges to conventional indicators of market power. If the 

case under consideration is ripe for the prevailing of the dominant firm 

equilibrium, market share indicators might not give appropriate evaluations of 

market power.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may rule out the dominant firm 

equilibrium by checking: whether competing platforms provide identical 

services and have sufficiently rich pricing toolds (i.e., platforms can charge both 

participation fees and usage fees, and can subsidize), and whether all users 

single-home.  

Indirect network effects are also instrumental in non-pricing strategies. 

When users are able to multi-home, the incumbent platform can use exclusive 

dealing to deter entry by inducing single-homing, i.e., preventing users from 

using alternative services. The incumbent platform needs not to sign up all users; 

instead, it suffice to use exclusive dealing to bind one group of users. Users of 



 

548 

 

the other group, when finding that all the interacting counterparts appear on the 

incumbent platform, have no other choice but following the suit. The incumbent 

platform can extract surplus from the second, non-signing group, and use this 

surplus to compensate the first group for exclusivity. 

In the face of non-negative price constraint, competiting platforms cannot 

subsidize users. In this case, a multi-product platform can use tying to 

circumvent the non-negative price constraint, i.e., letting consumers enjoy the 

benefits of the tying goods as non-pecuniary subsidies. This strategy increases 

the value of the offering of the multi-product platform without inviting 

aggressive reactions if the competitor, also facing the non-negative price 

constraint, is a single-product firm. Leverage theory may hold and the 

multi-product platform may be able to extend its market power from the tying 

goods market to the tied goods market. 

Lastly, when all users single-home and there are no concerns of congestion 

or negative direct network effect, the concentration of users on one platform 

maximizes the interaction benefits. This efficiency may be important in merger 

analysis involving multi-sided platform. However, it may be undermined by user 

multi-homing.  

Thes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provide useful insights and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may consider them as potential theories of harm when assessing 

competiton effects of cerntain conducts or merger cases.  

In practice, the competition author could employ an “expected cost” 

framework in the analysis of market definition, market power, and competitive 

assessments. For instance, concering whether to change price structure in the 

SSNIP test for market definition study, letting the hypothetical monop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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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adjust the price structure would more precisely capture its change in 

profit. By contrast, fixing the price structure typically would underestimate the 

hypothetical monopoly platform’s profit increase, or overestimate its loss, after a 

small increase in the price level. Not allowing the price structure adjustment 

might lead to false acquittal by mistakenly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the relevant 

market and underestimating the platform’s market power. On the other hand, 

that fact that platforms usually control several prices implies a wide range of 

price structure modifications. Given the severe time and resources constrains, it 

might be difficult, or even infeasible for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to exhause all 

possibilities. If, however, the platform’s conduct could already be inferred as 

anticompetitive in a (possibilily unduly) broader market, there should be less 

risk of false conviction condemning this practice. 

Concerning the choice between the single-market approach and 

multi-market approach in market definition,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could first 

classify the platform under considerationas as transaction or non-transaction 

platform, and pay specific attentions to whether the choice of business model of 

the platform might affect this classification. If the business under consideration 

can be regarded as a transaction platform, then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coud 

futher investigate whether different groups of users draw similar benefits from 

the services of the platform, and whether they have the same substitution options. 

If certain services of the platform are valuable only to one group but not the 

other, or if different groups have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substitution options, then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might consider the multi-market approach.  

Empirical methods such as conjoint analysis could be used to extract user 

information for an analysis of SSNIC tests, which could then replace SSNIP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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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platforms set zero prices. Proper designs of questionnaires might also help 

obtain information about indirect network effects, which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in the computation of actual loss (in critical loss analysis), diversion 

ratio (in UPP tests), and the estimation of user demands.  

Finally, recent high-profile cases also involve multi-sided platforms. In a 

case of anti-steering clauses, the majority opinion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in 

Amex explicitly took into account multi-sidedness of the credit card industry. 

Albeit controversial, its treatments of market definition and rule of reason 

analysis are influential in subsequential cases such as 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 By contrast, the German Booking.com case seemed adopted a “vertical 

structure” framework, namely, treating the platform most-favoured nation caluse 

as a purely vertical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platform (online travel agencies 

such as Booking.com) and one group of users (hotels). How to incorprate 

multi-sidedness into the analysis and whether doing so would generate different 

competitive assements remain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topics for future 

research.  

 


